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在养殖业俗称“两病”，它们都是严重的人兽共

患性细菌病，可感染多种家畜、野生动物、两栖类和海洋动物等。牛羊感

染“两病”会直接威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安全，特别是在我国北方

地区，“两病”对家畜危害严重。在布鲁氏菌病中，约 90%的统计检出病例

为羊布鲁氏菌感染，而牛结核病则多由牛分枝杆菌感染引起，其中奶牛最

为易感。

近日，记者从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获悉，国家“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种畜场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集成与示范”

项目建设的种畜场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综合防控与净化示范场，有效地

控制了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为牛羊的安全健康养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为国家产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危害动物健康和养殖安全

“当下，布鲁氏菌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牛结核病虽没有布

鲁氏菌病流行广泛，但也偶见报道，危害动物健康和养殖安全，并给

企业和农户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此外，养殖从业者也存

在‘两病’感染的潜在风险，一旦感染，养殖者不仅要承受着病痛的折

磨，而且病菌随着感染时间的推移在机体内将难以清除，长期的治疗

也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该项目负责人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杜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该项目是产学研相结合的应用技术研究项目，通过‘一（类）场一策’

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的实施，特别是布鲁氏菌病在种畜的有效防控与净

化，保证了动物的安全养殖，给企业和养殖户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为

产业扶贫、防止返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杜锐说。

综合防控与净化是重中之重

项目研究人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博士曹小安表示，规

模羊场和种羊场布鲁氏菌病的综合防控与净化是重中之重，而种用奶羊

场布鲁氏菌病的综合防控与净化更具有示范效应。

“该项目中选择的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绵羊示范场，陕西圣

唐乳业有限公司奶山羊示范场、病综合防控与净化示范场的建设不仅在

疫病防控上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且在精准扶贫方面也具有代表性。”曹

小安说。

“项目执行以来，我们完善了布鲁氏菌病的综合防控措施，不断强化

生物安全养殖，疫病近年来处于净化状态，核心基地正在积极准备申报布

鲁氏菌病净化创建场。”陕西圣唐乳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吉林德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是一家致力于家畜

遗传育种的高新技术型企业，也是项目培养的“两病”净化示范场之一。

2018 年，该公司启动了“两病”净化工作后，成立了“两病”净化技术专家

组，制定整体净化方案和检测技术规程。通过加强技术人员的培训学习，

推进兽医实验室建设，对项目建立的检测方法进行集成，建立检测方案，

完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我们在人员管理、无害化处理、消毒管理、生产

管理、防疫管理和种源管理等方面均严格按照净化示范场要求执行，现已

通过国家‘两病’净化示范场现场验收。”吉林德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杜锐指出，通过“一场一策”的“两病”综合防控与净化在示范场的实

施，疫病的高效控制达到了国家“两病”净化创建场要求，强化了生物安全

养殖和科学养殖的理念，促进了产学研基地建设，通过技术辐射，为示范

场带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支撑。

示范场精准防治“两病”

全力支撑安全养殖

“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酸环境材料

及其应用项目不仅取得了多项世界首创成果，还

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应用，系列产品 3年来已修复

土壤 1000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38亿元，受到国家

农业农村部青睐，正在进行全国推广应用。”近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田原宇教

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荣获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的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

酸环境材料及其应用项目能够同时降服两只“拦

路虎”，变废为宝，为地球“护肤”。

土壤是地球脆弱又珍贵的“皮肤”，也是陆地

上的生命之源，但却面临着不断退化的危机。田

原宇介绍，我国高达 55 亿亩的退化土壤如何修

复，年产约 13.5 亿吨的农林废弃物如何高效利

用，是两个世界级难题，成为挡在我国实现“双

碳”目标和乡村振兴路上的两只“拦路虎”。为

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正在加速推进农林废弃

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酸环境材料及其应用项目

的产业化应用。

首创农林废弃物制取生
物腐植酸

田原宇在研究中发现，一方面大量农林废

弃物因缺乏大规模高值利用技术而被露天焚

烧，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修复

退化土壤急需国际公认的绿色高效土壤修复环

境材料——腐植酸。

能不能把二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田原宇带

着这样的思考，2003年组建团队开始相关研究。

对此，田原宇团队提出“快速热解过程控氧

控灰”思路，首创农林废弃物自混合下行循环床

快速热解成套技术，在国内外率先解决了高纯度

高活性生物腐植酸高效制取难题。

“与国际上现存的多种生物质快速热解技术

均以制取液体燃料不同，我们的快速热解制取腐

植酸要求最大化保留氧以提高产品活性，大大降

低生产成本。”田原宇介绍，该项目取得了多个突

破，液体收率和氧含量高，实现了原料吃干榨净、

过程无难处理的三废排放；活性官能团比现有腐

植酸高 3倍以上。

“该技术破解了我国优质矿源腐植酸资源匮

乏的难题，为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环境治理修复提供

了优质廉价、高纯高活性腐植酸原料。”田原宇说。

首创高纯高活性生物腐
植酸工业化

为了早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田原宇团队发

明了自混合下行循环床快速热解装备及系列专

有关键设备，首次实现了农林废弃物制取高纯高

活性生物腐植酸的工业化，为农林废弃物进行大

宗高值利用创造了战略契机。

“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制取腐植酸工业化生

产在世界上我们是唯一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田原宇自豪地说。为了让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尽

快走向“生产车间”，他一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

都泡在实验室和工业现场。2012年，经过团队的

努力，世界单套规模最大的 20 万吨/年工业化装

置在位于黄河三角洲的东营市广饶县建成，装置

一次开车成功，多年连续稳定经济运行。

“装置解决了影响生物质热解中的油中带

灰、产品高含水、油气结焦堵塞和半焦载体异重

返料等影响工业放大和长周期运行的十大难题，

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

国工程院院士金涌、中国科学院院士费维扬作为

评审专家对农林废弃物制取生物腐植酸新工艺

和装置给予了高度评价。

目前，已有 5套利用团队工艺技术的装备投

入运行，相关产能占全球生物质快速热解产能的

80%以上。

首创污染退化土壤可持
续修复

当前碳中和背景下，退化土壤修复是任重道

远、极具挑战性的世界性难题。污染退化土壤包

括重金属污染、盐碱化、沙化等多种复杂类型，修

复条件、要求和目标各不相同。

“腐植酸被称为土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生命源泉，可以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生长，促进土

壤团粒化，增加孔隙度等，并形成良好土壤环境，

提高作物产量。”田原宇介绍，研究团队将化学工

程、环境保护、农业三大主要领域知识进行融合，

用团队的生物腐植酸创制了重金属污染土壤修

复剂、盐碱地改良剂、可降解腐植酸地膜等系列

高值靶向腐植酸环境材料，攻克了污染退化土壤

可持续修复的世界性难题。

团队首次提出了盐碱地生物腐植酸治理、

生态可持续改良的新方法，从源头解决了土壤

盐碱化难题，土壤团粒量提高 130%以上、生物

活性提高 30%以上，实现当年改当年种当年收

益，成本不到其他成熟技术的 30%。

“修复反应速度快、使用方便、成本低，无二

次污染，一次修复、持续有效。”田原宇介绍，2013

年以来，腐植酸盐碱土壤改良剂在山东、吉林和

内蒙古等地进行了近 10万亩盐碱地改良修复应

用示范，成功种植玉米、竹柳、甜高粱和葡萄，土

壤各项指标正常，增产效果显著。

“团队和企业合作生产的‘澳佳’含腐植酸复

合肥料等产品应用到了莱西、平度等地的生姜、

西红柿、花生、桃的生产中，提质增产效果非常

好，其中生姜产量增加了 1倍。”田原宇介绍。

目前，项目系列产品已在山东、吉林和甘肃

等 20 多个省市示范和推广应用。近 3 年仅其中

两家企业就新增产值 3.95亿元、增收节支 38.3亿

元以上，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国产生物腐植酸做“美容液”为地球高效“护肤”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王大勇 吴 尧 杨相宜

成 果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大奖中的科技大奖中的““民生民生””关键词①关键词①

BREAKTHROUGH

成果播报

5责任编辑 翟冬冬

2021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三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该项目向全国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和种业公司分发资

源共计8万余份，并通过资源共享育成327个品种。这些

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11.9亿亩，共获经济效益1680.6亿

元。推广区域覆盖东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稻区。

其中，绥粳18年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

1680.6 亿元
去年夏天，按照国家防总命令，安徽省阜南

县王家坝闸第 16 次开闸泄洪，洪水汹涌奔向蒙

洼蓄洪区。当时水没到腰，蓄洪区内种的荞麦、

萝卜都死了，稻子还没有抽穗，全淹坏了。但令

人惊讶的是，洪水退去之后，蒙洼蓄洪区内一批

节水抗旱稻旱优 73 却“浴水重生”，从近地面处

生出新的茎干，长势良好。考虑到它们被淹没的

时间长达数日到十多日，且被淹没时温度近 30

摄氏度，根茎易被泡烂，当地群众喜出望外地称

它们为“稻坚强”。

“浴水重生”的旱优 73，正是出生于水稻遗

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发展

水稻生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

义。如何优化水稻遗传资源，形成节约资源且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水稻种植体系尤为重要。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研究团队联合国

内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的水稻遗传资源的创

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就为水稻种植开辟了

新思路，该项目近日获得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20 世纪中后期，我国水稻育种一直没有大

的突破，稻种资源利用效率低，育成品种遗传基

础狭窄，育种中存在高产与优质、高产与抗病、高

产优质与抗逆性差等矛盾。

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

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水稻遗传资源的收

集保存、研究评价和创新利用。

项目牵头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

科学家、研究员罗利军介绍，项目目标一是要建

立国际一流的水稻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二

是进行优异种质资源的鉴定与重要种质的创新；

三是进行重要性状的基因发掘与遗传剖析；四是

构建基于扩大遗传基础的新品种培育技术，培育

突破性新品种的培育。

创制高产优质与节水抗旱相结合的新种质

是项目最大的难点。

经过近 60 年的努力，我国以产量为导向的

水稻育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产量潜力大幅度提

高，稻米品质也得到了改善，但是水稻品种对淡

水的依赖性太强，导致水稻生产耗水量占总用水

量的 50%左右。

“种植优良品种是实现水稻高产稳产的基础。

20世纪 50年代的矮杆水稻和 70年代的杂交水稻

品种的选育与推广，使我国水稻产量实现了两次重

大的突破。如何在此基础上解决我国水稻种质资

源利用效率低、品种遗传基础狭窄、耗水量大、化肥

农药施用量增加等问题，是我国农业科技领域在

20世纪后期亟待突破的几大难题。”罗利军说。

让高产优质与节水抗旱相结合

令人敬佩的是，该项目向全国大专院校、研

究院所和种业公司分发资源共计 8万余份，并通

过资源共享育成 327 个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

广面积达 11.9 亿亩，共获经济效益 1680.6 亿元。

推广区域覆盖东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稻

区。其中，绥粳 18年推广面积超过 1000万亩。

“项目为提高和稳定我国水稻产量、提升

稻米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助于乡村振兴

和精准脱贫。项目育成的品种适应性强，在

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特别是米

质优的品种的推广，有益于农民增收，提高消

费者的生活水平，如早玉香粳、云恢 290 等已

成为品牌优质米，深受消费者和市场欢迎。”

罗利军说。

此外，该项目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有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产

业体系的建设，促进了行业结构调整与行业技术

进步。项目育成的品种抗病性增强、氮肥利用效

率高，大幅降低农药和化肥施用。节水抗旱稻还

大幅减少淡水灌溉，大幅减少面源污染和甲烷排

放，对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价

值。

在罗利军看来，项目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

绩，在于国家重大项目的支持、全国性的协作攻

关以及注重种质资源的深入评价与创新利用。

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接下

来，我们科研团队将更进一步建立种质资源深入

评价技术与方法，对重要资源进行精准鉴定与定

向创新、加强节水抗旱稻的理念与育种研究。”罗

利军说。

育成品种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筛选优异种质资源筛选优异种质资源
造就节水抗旱的造就节水抗旱的““稻坚强稻坚强””

迄今为止，项目取得多项显著突破。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是，我国到底有多少水稻种植资源呢？项目首

次给出了一个完整准确的答案。

罗利军介绍，项目构建了水稻育种与基础研

究的遗传资源平台, 解决了我国水稻育种和基

础理论研究中遗传资源缺乏问题，建立了资源保

护和利用体系，安全保存遗传资源 20余万份；鉴

定出一批重要优异资源并被广泛利用，克隆了一

批重要基因，育成 327个新品种。

其次，项目建立了基于扩大遗传基础的种质

创新和品种选育技术，解决了我国籼型杂交稻米

质欠佳、优质与高产、高产优质与节水抗旱的矛

盾等问题。项目育成的绥粳 18，是我国近 3年推

广面积最大的品种。中浙优 8 号、沪旱 61、吉粳

809 等则在优质高产、节水抗旱和氮肥高效利用

安全保存遗传资源20余万份

等方面表现突出。

“节水抗旱稻既可以像水稻一样在水田节水

栽培，又可以像小麦一样在旱地种植。”罗利军介

绍，项目筛选鉴定了一批节水抗旱种质资源，实

现了水稻高产优质与旱稻节水抗旱优良特性的

完美整合，选育出一批节水抗旱稻新品种，与目

前大面积推广的水稻品种相比，在不降低产量的

前提下，其生产过程可少灌水 53.3%，少施化肥

47.7%，而且大幅度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其中，

总氮和总磷的排放分别减少 69.0%和 36.6%，农

药减少 80%以上。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农田增值、农民增收”的绿色农业生产目标。

除此以外，项目创建了基于群体测、回交与

多亲本导入系的有利基因挖掘技术，定位 1926

个主效数量性状基因座（QTL），并基于此控制

水稻产量、抗旱、耐盐、抗病等重要目标性状；发

表论文 269 篇，其中 SCI 论文共被引用 5041 次，

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方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 通讯员秦俊非）近日，由中铁建电气化局一

公司编制的中国铁建企业技术标准《高速铁路简统化接触网工程施工及

质量验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正式发布，成为国内首部系统的简统化

接触网施工标准成果。

简统化接触网是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代表性技术，其零部件具有新

结构形式和集成性，对施工精度要求极高，目前该领域的施工及验收标准

尚未规范。

此次发布的《标准》是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广泛吸收国内外高速铁路

先进经验，融合智能建造技术，依托盐通高铁试验试用后形成的成果，代

表了国内简统化接触网工程施工的技术水平。《标准》涵盖了高速铁路简

统化接触网的施工方法、工艺流程、验收方法及技术参数等内容，对材料

的进场检验、腕臂结构、定位装置、承力索及接触线等关键装备的安装方

法及标准、验收方法及标准进行了规范，为国内简统化接触网工程的施工

提供了技术支撑。

高铁简统化接触网

有了系统化施工及验收标准

编者按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期盼的日益增长，科技创新已
经成为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手
段。日前，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揭晓，强调成果应用积淀是
本年度获奖项目的特点之一。这
些获奖项目中，不乏一批聚焦环
保、卫生、农业等民生领域重要问
题的成果。

本报今起推出科技大奖中的
“民生”关键词系列报道，展现
2020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背后，科
研工作者用高精尖科学技术造福
人民生活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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