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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来临，甘甜爽口的西瓜进入大众视野。

作为石头缝里长出的西瓜，硒砂瓜是宁夏一张

靓丽的“绿色名片”，主要集中在中卫市环香山地

区。在这个有着“中国硒砂瓜之乡”美誉的干旱带，

西瓜是群众脱贫增收的金字招牌。

然而，随着多年发展，硒砂瓜产业逐渐暴露出

诸多问题：主导品种单一，优质种子、种苗供应紧

张，枯萎病等病害逐年加重，品质和口感大不如前。

打响品牌保卫战刻不容缓，科技助推产业再上

层楼更迫在眉睫。

为 提 高 硒 砂 瓜 的 附 加 值 和 品 牌 价 值 ，宁 夏

依 托 科 技 项 目 ，紧 扣 产 业 需 求 ，筛 选 凝 练 出 一

批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并在近日组织召开了

“ 硒 砂 瓜 科 技 成 果 发 布 暨 技 术 市 场 需 求 对 接

会”。

技术成果线上线下联动，产业创新技术联盟

应时而生。这片广袤的沙地上，正孕育出无限

“硒”望。

位于宁夏中部的中卫市，水土光热等资源禀赋

独特。2004 年以来，这里因势利导，打造了享誉全

国的“香山硒砂瓜”品牌，并建成百万亩硒砂瓜产业

带，产业总产值超过 25亿元。

“中卫市政府为了振兴硒砂瓜产业，主推自根

苗。自根苗对硒砂瓜品质提升有很大好处，但同

样，风险也很大。”北方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杨国平说。

这次对接会上，他带来了压砂西瓜土传病害微

生物防控核心技术，而这项技术正是防范自根苗风

险的“良药”。

杨国平坦言，硒砂瓜产业面临的问题较多，最

关键的是压砂地被病原菌“殖民化”——自根苗很

难存活，嫁接苗也出现明显死秧现象，“去年个别地

方死秧率超过 50%，随着土壤中的病原菌积累，嫁

接苗的死秧率普遍上升。”

在宁夏科技厅两个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下，他

和团队进行了很多研究，并在微生物防控压砂瓜土

传病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有一项重大突破，

就是在硒砂瓜地里找到了能够抑制病原菌的萤光

假单胞菌。

和杨国平一起参加对接会的还有宁夏大学农

学院教授孙权等 6 位专家。专家们共带来优质抗

病新品种、新型有机水溶肥以及枯萎病生物防控技

术等 10 项成果，都是“十三五”以来在硒砂瓜优新

品种培育、种苗生产、优质栽培、病虫害防控等方面

取得的最新科技成果。

“对我们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对硒砂瓜产

业而言，更是打破发展瓶颈的强力支撑。”中卫市科

技局局长陈自强感慨。

2019 年，中卫市建设了 40 万亩硒砂瓜标准化

生产基地、6万亩富硒硒砂瓜示范基地、6个富硒硒

砂瓜产业示范园，力争要用 3—5年时间，把香山硒

砂瓜和中宁枸杞、南山台苹果一起打造成为全国富

硒农业的“单品冠军”。

陈自强组织全市科技特派员、种子种苗生产及农

资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种植大户等近200人参加了对

接会，“多好的学习机会，让更多的人都听听。”他说。

打造特色品牌，对接会专家“唱戏”

创新成果转化模式创新成果转化模式
宁夏打赢宁夏打赢““硒砂瓜保卫战硒砂瓜保卫战””

王迎霞

“这次需求对接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创新了科

技成果推介模式。”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徐

小涛称。

除了成果同步在宁夏技术市场服务平台上宣

传，中卫市硒砂瓜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和区内外高

校及科研单位，还组建了硒砂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以下简称创新联盟）。

按照产业健康发展需求，创新联盟将硒砂瓜产

业链分为育种、育苗、种植、植保、销售 5个环节，各

成员根据自身优势，承担相应任务。

用徐小涛的话说，这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模式，“我们想通

过创建一种新的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推广应用。”

陈自强设想，创新联盟建成后，中卫市将积极

吸纳全产业链上的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农村经

成立创新联盟，破解产业发展困局

济合作组织参与解决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形成稳定

的产学研用利益共同体，推进产业绿色化、优质化、

品牌化发展。

“同时，充分发挥创新联盟的作用，示范推广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支撑经济发

展作用明显的种植技术。”陈自强说，唯有此，才能

提升硒砂瓜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徐小涛则指出，依托创新联盟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要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的作用。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人才和技术是不可回避的

痛点，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无疑是破解产业发展之

困的捷径。

笔者注意到，创新联盟中还有两个特殊身影：

一个是北京大学新农村研究院，专家代表为张兴

平；一个是北京泰克美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为王兵。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徐

小涛建议，中卫市硒砂瓜产业相关企业积极与北京

大学新农村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

等单位开展技术合作和成果供需对接，申报实施好

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科技强，产业兴。在硒砂瓜品牌保卫战中，中

卫市沙坡头区科技局局长张永生感触最深的便是

这六字箴言。

2007 年，科技部立项“西北干旱地区压砂地持

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支持专项资金

2061 万元，由宁夏大学、宁夏农科院、中卫市压砂

瓜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具体实施 6 个课题。项目在

中卫市建立 3个试验示范基地，重点进行了压砂地

西甜瓜水肥高效利用、病虫害监测预报及综合防控

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沉甸甸的成绩单让所有人喜不自禁。项目

实施以来，共建成示范基地 3 万亩，节水技术示范

10 万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 97%；推广应用技术

辐射面积 70 万亩，占总面积的近 70%；硒砂瓜年

均亩产达 1118 公斤，较项目实施前增长 20.2%，直

接增加收入近 1.3 亿元。同时，研制出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设备，为该产业做大做优提

供了技术动能。

而作为硒砂瓜的主产地，沙坡头区近年来也充

分调动科技资源，全面实施产业提质增效行动。“我

们启动了新的三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计划，探

索‘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模式，围绕全产

业链进行科技研发。”张永生说。

去年 7 月，一款单个售价 298 元的方形硒砂瓜

让沙坡头区科技局名声大噪。

为了让硒砂瓜口感更佳、储存更久、方便运输，

该局依托宁夏壹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宁夏

大学田军仓、孙权等教授的指导下培育出这款明星

产品，一万多个瓜很快销售告罄。

如今的沙坡头区，成立了中卫市智远压砂瓜产

业发展研究院，打造了该产业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区，着力推动农机、农艺融合。还以科技扶贫助推

产业发展，组织科技扶贫指导员、“三区”人才和科

技特派员积极实施科技扶贫项目，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新设备，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提升产业发

展水平。

借力科技升级，方形硒砂瓜火了

本报记者 矫 阳

近日，设计时速 350公里、全长约 156公里的盐

通高速铁路，南通区段完成电力、信号、电气、通信

（四电）静态验收，该条铁路也是正在建设的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验收，标志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重大科技课题《新型高速铁

路接触网装备技术研究》《高铁时速 250公里、时速

350 公里接触网技术与装备简统化研究》成果，首

次在工程实践取得成功。”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设）盐通项目副经理罗健说，

自此，接触网简统化正式在全国铁路推广应用，零

部件“万国牌”首变“中国标准牌”，为中国高铁“走

出去”再添自主创新底色。

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标
准持续完善

简统化，即接触网零部件及安装简单、统一、标

准化。

经过十余年飞速发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

3.5 万公里，占世界七成，同时技术也在升级，在不

断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中国标准持续完善。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高铁技术体系不

同，接触网安装及零部件也分德、法、日几大类型，存

在参数系统不统一、安装结构样式繁多、零部件规格

多样化、材质标准不一致、使用寿命不长等问题。

“各条线路接触网零部件不统一，不仅使运营

维修成本居高不下，也给安装施工带来极大不便。”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盐通项目部负责人李继亮说，腕

臂是四电安装一个重要部件，仅这个部件就分铝合

金、钢、整体和拉杆四种，需用不同设备进行安装，

成本居高不下。

“万国牌”亟须换成统一的“中国标准牌”。

2015 年，国铁集团立项《新型高速铁路接触网

装备技术研究》《高铁时速 250 公里、时速 350 公里

接触网技术与装备简统化研究》课题。“课题的计划

是：在 2015年—2017年间，完成新型接触网；2018

年—2019 年，进行接触网简统化；2020 年—2022

年，实现中国标准接触网目标。”罗健说。

国际领先，简统化技术大
幅提升效率

依托国铁集团立项的上述两个课题，自 2015

年起，中国铁设成立了接触网科研团队。

“研究团队从系统参数、腕臂和定位装置、统一

材质、提高零部件服役性能、防松防腐等方面开展

了深入研究，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研制出

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新型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

罗健说。

2019年 4月，课题通过国铁集团组织的权威专

家团队评审，专家们认为，课题形成的成果整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接触网简统化技术性能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新型高速铁路接触网简统化统一参数、统一

结构、统一材质，提高了装备简统化水平和服役

性能。”李继亮说，接触网简统化技术简洁、统一，

有的甚至做到将几种配件合而为一，大幅提升了

安装效率。

前所未有，安装用上全新
机器人

有了中国标准的接触网简统化零部件，安装也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常务副指挥梁伟冬介绍说，

为保证万无一失，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引入智能化理

念，积极研发配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

备，智能新技术的代表是一位机器人，即“接触网简

统化智能腕臂预配平台”。

这位机器人是这样工作的：随着电脑操作台前

的技术工人输入数据，按下操作按钮，智能机械臂

来回摆动，上料、对齐部件、切割、螺丝紧固……一

组接触网腕臂就迅速装配成形。而另一侧的存料

区，蓝色的货架上整齐码放着各种编号的接触网主

材，等待送料装配。

这种场景，铁路四电施工前所未有。

专家认为，国产简统化安装技术，解决了以往

接触网安装中零部件标准不一、规格多样、兼容性

不强等问题。“使用零件少、安装便捷、操作简单，仅

腕臂安装时间就比之前缩减半个小时，即减少差错

率，又降低检修频率，大幅增加了运营的稳定性。”

梁伟冬说。

截至 5月底，盐通高铁全线接触网简统化安装

任务已完成 60%。

盐城至南通的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于年底开通运营。

中国标准持续完善，
高铁接触网零部件“万国牌”变“中国牌”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组织专家到山东泰安肥城

市安驾庄镇蔡家颜子村和汶阳镇沟西村，对山东农业大学农学

院田纪春教授主持培育的特殊用途小麦品种“山农糯麦 1号”和

高产强筋小麦新品种“山农 111”进行实打测产，结果显示：“山

农糯麦 1号”实打亩产 694.96公斤，创全国特殊用途小麦单产最

高纪录；“山农 111”实打亩产 720.87 公斤，创山东省强筋小麦单

产最高纪录。

测产现场，来自中国农科院、扬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单

位的 7名专家经过严格的丈量、机械收获脱粒、称重、水分测定、

取样测定杂质率等环节，最终形成实打测产报告。

绿色优质和功能性小麦品种是全世界小麦育种的新趋

势。根据我国 2017 年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将

小麦分为高产稳产品种、绿色优质品种和特殊类型品种三大

类，这也是我国首次正式提出绿色优质和特殊类型两类小麦

品种。

“山农糯麦 1号”是田纪春教授 2000年开始杂交选育的特殊

用途小麦新品种，2018 年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支

链淀粉含量占总淀粉含量的 99.1%，达到糯质小麦的标准。该

品种是山东省审定的第一个与普通小麦品种产量相当的糯质小

麦新品种，因其特殊的淀粉和较高的湿面筋、蛋白质含量，鲜食

或单独加工的食品口感好、营养丰富。同样在 2018年通过山东

省审的“山农 111”则是多穗型高产强筋小麦新品种，具有品质

高、成穗高、产量高等突出优点。

汶阳镇济民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国柱表示：“今

年肥城汶阳合作联社种植的 1500亩‘山农 111’高产强筋小麦品

种，还没收割完就被面粉企业预定了，小麦收割完后便可立即装

车运走，种植户不用考虑后续的运输、贮存等环节。”

田纪春表示，任何优质小麦品种推广都要满足三方需求：品

质好企业愿意收，产量高农民愿意种，抗病抗冻抗倒伏放心推

广。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保障农民产量不降低，优质增效益。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郭文善教授告诉记

者，企业直接到田间地头来收购，是品种受市场欢迎的最有力证

明。他对两个小麦优质品种的推广前景充满信心，希望政府、高

校、企业携起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早日吃到更安全、更健康的

好面粉。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山东农业大学以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为载体，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小麦产业提质

增效开展科研攻关，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30 年前，田纪春参

与 育 成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大 面 积 推 广 的 面 包 小 麦 品 种

“PH82-2-2”，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 年前，他育成了我国

第一个高白度优质馒头新品种“山农优麦 3 号”，获山东省技术

发明三等奖；10 年前，又育成了多抗高产稳产小麦品种“山农

20”，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亩产创纪录的优质小麦，

还没收割完就被企业预定了

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海藻多糖在很多领域都存在巨大

的发展潜力，例如海洋生物制药、功能性食品、功能性化妆品

等。”近日，记者从暨南大学获悉，该校的王一飞教授团队瞄准海

藻综合开发及应用，不仅建立起海藻多糖分离提取纯化生产技

术，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且成功转化该技术，近 3 年实现新

增销售额近 25亿元，新增利润近 5亿元。

“中国海藻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大型经济海藻有 100 多种。

目前国际应用的海藻年工业产值达到 50 亿美元以上，其中 90%

用作人类食品补充物质。”王一飞说。

据他介绍，“大型海藻综合开发及应用”项目针对海藻主要

活性物质海藻多糖的特性，并综合考虑工业化生产，利用多学科

的交叉结合，经多年科技攻关，解决了多项海藻多糖提取分离纯

化及分析应用关键技术难点，为提升海藻多糖的产品质量、生产

效能及应用作出了贡献。

该项目首次系统全面建立了海藻多糖活性评价体系，为海

藻多糖产业的综合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项目对 20 种大型海

藻多糖进行了提取分离工艺研究及安全性功效性研究评价，并

建立了针对海藻多糖的抗炎、抗肿瘤、抗病毒、抗菌及抗氧化等

活性评价体系。项目团队还对南海 60 多种海藻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建立了国内首个南海大型海藻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填补了

国内空白。

为克服传统的海藻多糖热水提取的高碳耗能、效率低、易破

坏多糖活性结构且造成环境污染的缺点，团队创新建立了海藻

麒麟菜多糖提取分离方法，为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关

键技术，并将超声波提取、膜分离浓缩和高效非线性层析等产业

化前沿技术整合于一个系统中。

去年，“大型海藻综合开发及应用”项目通过了科技成果评

价。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等为代表的专家组认为，该项目

为深入开发海藻资源，对南海大型海藻的现代化综合产业化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该项目技术已在多家企业转化应用，近 3 年实现新增销售

额近 25 亿元，新增利润近 5 亿元。依托本项目共建了 6 个产学

研平台，孵化 10余家企业。

海藻多糖技术取得突破

3年新增销售额近25亿元

每年每年77月月，，宁夏中卫市的硒砂瓜刚一宁夏中卫市的硒砂瓜刚一
上市上市，，便会引发抢购热潮便会引发抢购热潮。。 史进史进摄摄

图为中国铁建电气化局自主研制的“接触网简
统化智能腕臂预配平台”正在进行安装工作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 静

随着多年发展，宁夏中卫市硒砂瓜产业逐渐暴露出

诸多问题：主导品种单一，优质种子、种苗供应紧张，枯

萎病等病害逐年加重，品质和口感大不如前。为提高硒

砂瓜的附加值和品牌价值，宁夏依托科技项目，紧扣产

业需求，筛选凝练出一批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