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8

高效生态农业产业领域项目榜单

项目一：“明月”苹果种苗繁育及优质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

研究

企业名称：青岛金果生态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明月”苹果的种苗由国外引进，在我区宝山镇

等种植的主产区存在抗炭疽热枯病性差、果实耐储存性差、培育

周期长等缺点。随着市场对该品种需求度快速提升，“明月”苹

果本土化品种升级换代和发展适合本土化种植条件的高效率可

复制、可推广的现代化矮砧密植栽培模式迫在眉睫。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明月”苹果抗炭疽叶枯病升

级换代品种的研发与选育技术。筛选 2-3 个升级品种，要求高抗

炭疽叶枯病、果面光洁、单果重 250g 左右、可溶性固形物 13%

以上。（2）“明月”苹果及升级品种的大苗繁育大苗繁育技术。

从砧木筛选、嫁接亲和性、苗木催发分枝等技术方面进行砧穗组

合评价，研究带分枝大苗繁育技术，要求苗木基部 1.0cm 以上，

高度 1.6m，分枝数 5 个以上，苗木栽植成活率达到 90%以上，栽

植第二年开花结果，第三年亩产 1000kg。（3）“明月”苹果优质

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对现有模式进行升级改造，从矮砧密植栽

培模式、省力化整形修剪技术、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化学



疏花疏果管理及授粉技术、绿色精准病虫害防控技术等方面，集

成“明月”苹果品种配套优质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要求果园用

工每亩减少 1500 元以上，优质果率 60%以上。（4）建设“明月”

苹果品质提升核心示范区 50 亩，升级换代品种 30 亩，培养技术

人员 10 名，园区作业效率提升 30%以上。

预测研发总投入:3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在果树领域有较高的研发基础，长期

从事苹果栽培、繁育研究工作且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所提供的

技术必须可复制推广到实际生产中。

联系人：王晓坤

联系电话：13589385268



项目二：洋葱加工废弃物的高值化利用

企业名称：麦康食品（青岛）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我国是洋葱种植大国，年产近 300 万吨。洋葱食

品加工过程中，汁流失占洋葱总重高达 25%，其作为废水处理，

不仅浪费，还易造成环境污染。另外，洋葱中富含具有降脂、降

糖、降压、抗菌、抗氧化和抗衰老的含硫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

物和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但洋葱加工过程中由于汁液流失和高

温等造成大量活性物质损失。因此，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对洋葱

汁中活性物质进行提取和研究，开发高附加值的功能食品，既有

利于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将服务“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基于洋葱加工过程中的汁液流

失并作为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本项目拟建洋葱汁中生物活性物质

提工艺。2）研究洋葱汁中挥发性活性物质提取工艺，减少其挥

发。3）分析洋葱汁活性提取物的分子组成，鉴定主要活性成分

的类型和结构。4）研究洋葱汁提取物的抗菌、抗炎、降糖、抗

氧化和抗癌等生物学活性及量效关系，并对洋葱汁活性提取物的

安全性进行评价，确定每天的合理摄入量。5）建立洋葱汁活性

物质提取的生产工艺，形成百公斤级洋葱汁提取物的生产能力。

6）研究洋葱汁活性提取物的高效液相指纹图谱，并获得其主要

理化指标和重金属含量，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洋葱汁提取物企业



标准。7）基于洋葱汁提取物形成新型功能食品，实现洋葱汁相

关产品年 1000 万元产值（240 吨）。

预测研发总投入:12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与高校进行联合开发，要求高校团

队具有活性物质提取和药理学研究的相关研究基础，已有研究成

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与我公司共同解决现有生产工艺技术难

题。

联系人：薛曜欣

联系电话：15153280675



项目三：蓝莓砧木资源鉴定评价及嫁接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

用

企业名称：青岛中农智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蓝莓因其高营养和高经济价值，产业发展迅速，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蓝莓生产一直采用自

根苗栽培，但蓝莓为须根系，无根毛，根系分布浅，怕旱怕涝，

对土壤条件、有机质含量和 pH 值等要求较高；而土壤改良生产

成本高，效果差，难以长期维持；从而严重限制了蓝莓产业的全

面发展。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本项目通过收集保存鉴定评价蓝莓

砧木资源，建立蓝莓砧木种质资源库，筛选适应性强，嫁接亲和

力好的蓝莓砧木，建立蓝莓嫁接苗木标准化繁育技术体系，研究

不同砧木对我省主栽蓝莓品种的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综合影响，

筛选适宜我省蓝莓栽培的砧木类型，从根本生解决限制我省蓝莓

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技术将应用于蓝莓种苗生产的关键环节，

适应性强、嫁接亲和力好的蓝莓砧木，将极大加快蓝莓产业的发

展，应用前景较好。同时将大大降低蓝莓种苗生产成本和土壤改

良的成本，促进蓝莓产业节本增效，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主要技术指标：（1）收集保存蓝莓砧木资源 30-50 份，建立

蓝莓砧木种质资源圃；（2）对收集的蓝莓砧木种质资源进行鉴定



评价，进行适应性和嫁接亲和力试验，筛选适宜我省蓝莓生产的

蓝莓砧木；（3）建立蓝莓嫁接苗木标准化繁育技术体系 1 套；（4）

研究不同砧木对我省主栽蓝莓品种的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综合

影响；（5）建立嫁接蓝莓示范推广基地 1 处。

预测研发总投入:23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1）所有技术为自有知识产权，科研

人员具有相关领域 5 年以上的研发经验；（2）在相关领域取得

过成熟的科技成果，有较强的研究基础拥和丰富的实际案例。

联系人：马玉华

联系电话：15964986916



项目四：阳光玫瑰葡萄优质高效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企业名称：青岛大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葡萄产业在青岛果品产业中有重要地位。阳光玫

瑰葡萄是目前国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鲜食葡萄，其栽培面

积增长迅速。但目前阳光玫瑰葡萄栽培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市场

售价差异极大,建立高标准的阳光玫瑰葡萄示范基地，研究示范

适应青岛市实际条件的葡萄种植配套技术，规范和提升现有葡萄

基地的管理技术水平，抓住葡萄迅速增长的机遇，促进青岛市葡

萄种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项目以提高阳光玫瑰葡萄的高效栽

培技术水平为目标，针对目前阳光玫瑰葡萄生产中存在的栽培技

术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品质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从标准化

建园、砧穗组合筛选、简约化整形修剪、配方施肥、病虫害合理

防治、有机化栽培技术规范等关键性技术环节着手，集成和利用

国内外最新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建立高标准阳光玫瑰葡萄示

范基地，研究并示范适应青岛实际条件的葡萄种植配套技术，规

范和提升现有葡萄基地的管理技术水平，抓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

迅速增长的机遇，带动山东省葡萄种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主要

技术指标：（1）从生长特性、结果能力、果实品质以及抗性等方

面筛选阳光玫瑰砧穗组合 1-2 个；（2）制定山东省优质设施葡萄

栽培技术 1 套；（3）建立葡萄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核心示范基



地 50 亩，高效生产技术辐射带动我市葡萄生产 1 千亩，推动我

市葡萄产业向安全优质高效发展。（4）发表学术论文 2 篇以上，

提报专利 1 项；（5）指导建立高标准示范园 2-3 个，培养专业技

术人员 3-5 人，带动就业 100 人；（6）在青岛地区进行示范、推

广，直接或间接带动经济收入 1000 万元以上。

预测研发总投入:226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主持或参与葡萄品种筛选与高效栽培

的地市级以上的相关科研课题；项目期间筛选适合青岛地区栽培

的阳光玫瑰砧穗组合 1-2 个；发表相关论文 1-2 篇；制定山东省

优质设施葡萄栽培技术 1 套；建立葡萄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核

心示范基地 50 亩；为企业方培训育种方向专业技术人员 2 人。

联系人：孟庆福

联系电话：0532-85110070



项目五：优质多抗葡萄突破性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开发

企业名称：青岛芏子口农业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葡萄杂交育种亲本选择与选配盲目性高，育种效

率普遍较低；缺乏适合本地区种植环境的优质多抗葡萄新品种。

研发育种技术，提高育种效率，加快培育抗病、抗寒、品质具有

特色的鲜食或酿酒葡萄品种，是解决我省葡萄种业“卡脖子”问

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我省葡萄产业、企业竞争力和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解决葡萄杂交育种效率低和缺乏适

合本地区种植环境的优质多抗葡萄品种两大种业“卡脖子”问题，

服务于葡萄产业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以建体系、聚性状、育品种和增效益为思路，主

要攻关以下关键技术：（1）构建葡萄精准设计育种体系，实现传

统与高新育种技术高度融合，提高育种靶向性，缩短育种年限

2-3 年，优选率提高 25%以上；（2）选育优质多抗葡萄突破性新

品种 1～2 个，兼具抗病、抗寒、优质等性状，降低农药使用量

25%以上，在本地区及我省北部实现免埋土栽培，节本增效 30%

以上；（3）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实现硬枝嫁接工厂化育苗；（4）

新品种产业化开发，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100 亩，项目期间，在青

岛地区进行试种、示范、推广，直接或间接带动经济收入 1000

万元以上。预期新品种适合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土壤



pH5.5-8.0，含盐量低于 0.3%，冬季最低温在-25 度以上）进行

种植推广。

预测研发总投入:82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具有较好的育种技术研发基础和葡萄

种质创新能力，主持过葡萄育种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项目期间能选育优质多抗葡萄新品种 1-2 个，撰写发表相关论文

2 篇，制订配套栽培技术 1 套，为企业方培训葡萄育种方向专业

技术人员 2 人。

联系人：孟宪友

联系电话：13793279180



项目六：适于阳台农业蓝莓新品种的研发及配套技术研究

企业名称：青岛浩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随着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城市和自然日益分离，

青岛作为现代化的准一线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普通城

市居民无法拥有像农村庭院或民宅般的宽阔空间，居住室里可利

用的有阳光的地方有限，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环

境，其回归自然的追求愈发强烈，迫切希望能在繁忙之余置身于

自家阳台或楼顶的花草、蔬菜、瓜果丛中，看看生机勃勃的植物，

放松身心，充分领略自然的生命力，获得美好的身心享受。同时，

阳台农业通过栽培体验可培养家庭成员特别是小孩的动手能力

与热爱劳动的思想，是很好的科普教育和认识自然、培养科学兴

趣的途径。同时在阳台上种植蔬菜水果，可为家庭餐桌增添鲜嫩

无公害、信手拈来的农产品，让人们享受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阳台农业成为了当前人们生活的一种

迫切需求，发展前景广阔。但西海岸新区蓝莓产业与全国其他蓝

莓主产区相比，品种老化，更新换代慢，基本都是国外淘汰的老

品种，不仅经济效益相对较差，而且更不能满足人们对阳台农业

的需要需求。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筛选出适合阳台农业蓝莓品种

2 个以上，并通过组织培养脱毒种苗 5 万株以上。2、提请申报

专利 1 个以上。3、研究建立相关的水肥管理配套技术体系 1 套。



4、建立集观赏、实用、体验为一体的阳台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1

处，企业阳台农业蓝莓市占率在西海岸新区达到 30%以上，年产

值 500 万元以上。

预测研发总投入:2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1. 研究所涉及的技术等为自有知识

产权。2.在相关蓝莓领域主持过地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联系人：崔玉娥

联系电话：13854268995



项目七：高品质风味番茄品种筛选及智能栽培管理模式提升

企业名称：青岛西海岸农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随着劳动力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生产上番茄

的育种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倾向高产、高抗方向发展。但目前市

场消费者却越来越注重于番茄果实品质、风味、颜色等，且不断

提出新的要求，由此造成了番茄产业发展中生产者追求经济效益

和消费者追求消费品质的极大矛盾冲突，并且优质的品种需要配

套高效的栽培技术来获得高品质的果实。因此，确定番茄主要风

味物质的关键位点，筛选风味优良的番茄品种，根据其品种特点

设计智能温室和日光温室番茄智能化种植和管理标准，降低劳动

力成本，提高果实品质、风味、口感，同时进行品种和种植管理

技术示范推广，建立示范展示基地，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同

需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实现高产、高品，成

为当前番茄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针对近代番茄育种对高产高抗

的追求，导致品质基因丢失，风味下降的主要问题，确定主要风

味物质的关键位点，筛选品质稳定、风味浓郁、口感优良的番茄

品种 1-2 个，大果番茄的可溶性固形物达 5%以上，樱桃番茄可

溶性固形物 8%以上。2、建立高效智能化栽培管理标准技术规程

1 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提报专利 1 项；3、协助建立

风味番茄 1-2 处示范基地，核心种植区 20 亩以上，作业效率提



高 50%以上。4、培养育种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2 人。

预测研发总投入:21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主持过相关番茄育种的地市级以上的

相关科研课题；具有筛选品质稳定的，风味浓郁、口感优良的番

茄品种的科研团队 5 人以上，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 2 项以上。

联系人：张园莉

联系电话：15523401194



项目八：海洋果胶酶制取蓝莓果汁的工艺构建和蓝莓酒专用

酵母的筛选

企业名称：青岛紫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1.蓝莓果汁的生产所需传统单一品种的商业酶制

剂，不能很好的实现蓝莓果实中花青素的释放以及果胶寡糖的转

化。2.行业缺乏蓝莓酒发酵的专用酵母，葡萄和蓝莓果中的 N 源、

糖的组成均有差异，用葡萄专用的发酵酵母不能发酵出高品质的

蓝莓酒。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为提高蓝莓果汁品质，构建海洋

酶制剂制取蓝莓果汁的工艺，开发海洋来源的新型酶制剂，利用

酶解技术，实现蓝莓破壁、转化、增香的目标。筛选、改造生物

酶，创制 1 种以上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蓝莓专用酶，针对性开发

2-3 种实用性强的蓝莓专用复合酶制剂，形成复合酶制剂处理蓝

莓原料的中试工艺流程及操作规范。优化专用酶制剂的反应条

件，使得蓝莓果汁中总酚含量大于 1.5 mg/mL，花青素含量大于

0.1 mg/mL，SOD 活性大于 40 U/mL，同时口感均有明显改善。

2.以本公司特有的蓝莓为原料，重点研发蓝莓园区酵母的种

类，优良酵母的筛选、酵母发酵特性分析。筛选得到蓝莓酒专用

发酵菌种，在 pH3.0-3.5 之间具备良好生长状态，总酯产量大于

3.0 g/L，并且能够耐受 9%酒精度和 200 mg/L 的 SO2。通过对专

用酵母的筛选、发酵特性与驯化研究，结合小试、中试实验，获



得高质量蓝莓果酒发酵菌种关键技术。

预测研发总投入:52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在海洋生物、酶制剂、酵母菌种方向

有研究成果的科研院校，且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联系人：辛凌锋

联系电话：053287119199 15589887530



项目九：农作物良种精准育种技术

企业名称：山东青泰种业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农作物种子研发是西海岸新区农业生产的短板之

一，目前全区尚没有农作物登记品种，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存

在较大差距。常规杂交育种选育一个新品种需要 6 年左右，大葱、

胡萝卜、菜花等蔬菜品种长期依靠进口，存在“卡脖子”风险。

利用基因测序精准育种技术，进行品种先进性、适应性筛选，以

及品种基因一致性筛选，可以缩短育种时间，提高育种成功率，

拟选育一批适宜本地生产的农作物新品种，为新区种业发展提供

样板。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利用基因测序精准育种技术，确

定旱薄地小麦品种抗旱基因、高油酸花生品种高油酸基因、大葱

和萝卜等高产优质口感好基因。2.通过标记辅助选择、基因聚合

选育旱薄地小麦、高油酸花生、高产优质口感好大葱、萝卜品系

4-10 个。3.旱薄地小麦、高油酸花生、大葱、萝卜品系进入生

产性试验或完成品种备案 2-3 个，比当前主推品种增加收益 8 个

百分点以上。4.应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进行小麦品种性状对比考

察，构建小麦种植信息和产量预测最佳 拟合模型。5.制定出小

麦、花生、大葱、萝卜农作物良种繁育技术规范。6.辅助建设穗

行圃（或株行圃）、原原种、原种、良种繁育样板田 100 亩，进

行品系和生产性试验比较。



预测研发总投入:52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于高校和专业机构联合开发，要求

团队具有类似经验，具备基因测序精准育种实施案例。

联系人：王宝亮

联系电话：13969889767



项目十：优质加工型甘薯品种（品系）的创制筛选和高值化

综合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示范

企业名称：青岛绿水青山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1.育种技术研究滞后，主要以传统的杂交育种为

主，育种效率比较低，优质加工型甘薯新品种缺乏；2.甘薯地下

害虫严重，蛴螬、地老虎、线虫泛滥，没有合适的防控地下害虫

的综合绿色防控方法。3.生产工艺简单，产品单一，不规则甘薯

浪费严重，没有得到开发，产品主要以初加工为主，科技含量不

高，附加值少，产品市场竞争力弱；4.现有产品质量可控性、稳

定性、均一性较差，特别是一些过大、过小或畸形的薯块不能作

为商品薯销售，市场急需利用食用型甘薯开发高附加值休闲食

品、保健食品。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甘薯高效育种技术，特异新种质

的创制及筛选：针对甘薯育种技术研究滞后的问题，利用等离子

体诱变技术、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技术，创新甘薯育种技术，创

新甘薯高效育种平台，创制甘薯新种质，种质特征包括：薯块烘

干干率、淀粉含量、可溶性糖含量、还原糖含量和粗蛋白含量、

薯心色泽等性状与市场现存品种存在显著差异，并产生不同口感

变化。筛选出适合市场推广价值的甘薯类型 10-15 个;创建 10 种

品质性状及功能物质的快速检测体系。

2.甘薯绿色生态防控技术：针对甘薯病虫害严重的问题，需



要研究一套完整的生态绿色防控技术，包含微生物菌剂的综合利

用，技术要求虫口咬食孔洞数为 1 的商品薯比例不超过 5%。

3.甘薯制品的的常温保存技术研究：利用超声波辅助杀菌技

术、生物防腐技术和生物活性膜包装技术，研究甘薯加工制品的

常温保藏方法，要求常温保存时间不低于 90 天。

4.甘薯的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根据甘薯品级分类和市场需

求，开发高品质的休闲食品和保健食品，3-5 种。

预测研发总投入:21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于高校联合开发，要求团队具有类

似经验，具备育种与保存技术结合的实施案例。

联系人：魏常锋

联系电话：15269911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