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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实现机械直播，较人工插秧效率提高100倍，每亩
地可节本增效近200元！结合圣稻14、圣稻19等自主选育品
种，在盐碱地轻简化栽培试验均取得亩产千斤以上的产量表
现。近年来，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在
东营开展的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水稻轻简化栽培试验示范获得
成功。

我省水稻产业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山东省水稻研究
所研究员周学标介绍说，水稻是盐碱地改良的先锋作物，但
传统插秧费工费力，一度成为制约水稻产业发展的主要因
素。水稻创新团队于2014年9月启动，通过在东营开展盐碱
地水稻轻简化栽培试验示范，引入水稻旱条播、旱穴播和水
直播技术，并根据盐碱地特点进行改良创新，通过示范推
广，推动了我省水稻产业的转型发展。

山东水稻创新团队的成立，通过集中全省水稻科研各专
业及推广优势力量，构建结构合理、有机衔接的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形成一个完整、稳定的技术支撑体系，并
与国家水稻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紧密对接，组织协作攻关，实
现了水稻体系的高效运转。这有利于解决我省水稻生产中的

重大技术问题，进一步提升我省水稻市场竞争力。
水稻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全球有50%的人口以稻

米为主食。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稻谷生产国和消费国。山东属
黄淮粳稻区，稻作历史悠久，生态类型特殊，一直是传统的
优质米产区，鱼台大米、黄河大米都享有盛名。山东大米
60%销往省外，很受消费者青睐。

山东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约300万亩，规模不算大，但具
有区域不可替代性：我省水稻主要分布在沿河、湖及涝洼地
区，这些地区种植旱作物，易受洪涝盐碱危害，而种植水稻
能够实现高产稳产，具有减灾抗逆的作用。特别是济宁滨湖
地区，通过种植水稻，茅草地变为良田，不仅解决了吃饭问
题，而且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在黄河三角洲，水稻则是
荒碱地改造利用的先锋作物，随着国家渤海粮仓工程的实
施，该地区的水稻面积呈扩大态势。水稻不仅高产高效，还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稻田就如同湿地，防风固沙，涵养地
下水，改良小气候，一亩稻田夏天的降温作用相当于100台
空调！

据周学标介绍，当前我省水稻产业面临的制约主要是，
超高产、特优米、广适性品种缺乏，尤其是适宜机插秧或直
播的品种少。生产上品种“多、乱、杂”，缺少大面积主栽
品种。良种良法不配套，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低，缺乏标准
化的高产高效轻简栽培技术等。这些都是水稻创新团队正在
攻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水稻创新团队建设以来，通过加强常规育种技术与生物
技术相结合，选育出水稻新品系23个，新品种2个；创制出
抗稻瘟病和稻飞虱粳稻新种质13份；抗白叶枯病粳稻新种质
3份，有浓郁香味的水稻新品系3个，软米新品系1个。

根据我省不同稻作区生态环境特点，水稻创新团队开展
了高产优质标准化轻简栽培技术研究。初步筛选出适合鲁
南、鲁西南稻区种植水稻品种2个，适合沿黄稻区水稻品种1
个，适合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水稻品种2个，适合机插秧和直
播的水稻品种2个；制定水稻机插秧、直播和滨海盐碱地水
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规程。其中，在鱼台、任城等地建立水
稻机插秧高产示范田3处，面积在5000亩以上，带动周边5万
余亩。以“提升我省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为目标，自
主研发和集成创新水稻生产机械关键技术，开发了水稻直播
机、撒播机、水稻无人驾驶插秧机和无人植保机等4种样
机，并在济宁、东营等地示范应用。此外，还对我省水稻主
要病虫害发生规律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水稻生产和产地环境
质量共享数据库。

截至目前，该团队已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
丰收计划二等奖1项；发表论文29篇；出版论著1部；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14项；申报水稻新品种权6项；申报软件著作权2
项；制定企业标准1项；拟定省地方标准建议书3份。

近期，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各界对中药空前关
注。实际上，中药材生产即中药农业已经成为当下农业进一
步提质增效的新空间。

“恰逢其时！”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
队于2015年5月启动，是我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第六批
启动的3个创新团队之一，也是“十二五”期间启动的最后
一批。团队首席专家王志芬认为，从国家对中药材发展的战
略布局和国际趋势看，中草药创新团队建设启动恰逢其时。

目前，中草药创新团队的威海试验站聚焦西洋参进一步强
化产业优势地位，临沂试验站聚焦这一金银花、丹参老产区的
升级改造、提质增效，济宁试验站研究丹皮、白芍，着眼于我
省中西部大面积种植的牡丹及白芍的开发，宏济堂中草药深加
工试验站聚焦丹参、蟾酥、地黄等优势特色药材深度开发。

中药农业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行业，也是新兴的朝阳产
业。自1957年全国开始大规模中药材人工驯化种植以来，中
药材生产就列入农业生产中。它不仅是中药原料的主要生产
者和供给者，还是农业生产和生态多样性承担者，以及优秀

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普及者和传承者。
优越的地理位置，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起伏多变的地

形地貌，再加上丰富的传统植药经验，使山东生产的中药材
药性足、色泽正、质量上乘，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上，口碑
好，走货顺畅，深受广大药商和中药生产企业的青睐。目
前，山东已成为全国中药材生产大省，中药材栽培面积已达
220万亩，约占全国药材总面积的10%，产业效益已达到100
多亿元。从品种看，目前全省种植中药材已达100余种，大
规模栽培的也有20余种，其中金银花、山楂、丹参、桔梗、
黄芩、西洋参等已成为全国的主要栽培产区，金银花、丹参、
西洋参、牡丹皮等品种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半壁江山。

近十年来，在山东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示范县建设的
推动下，特别是《山东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发布实施以来，许多县市纷纷制订适合当地自身特色
的中药现代化发展规划，中药农业的发展已成为调整产业结
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新亮点。

同整个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相比，中药农业的
产业化正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我省对中药农业认识较早，从
2005年开始，将《山东大宗类中药材品种选育》列省良种工程
重大项目，由山东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
东中医药研究院、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开始了山东中药材品
种选育工作，这在全国是第一家。迄今已先后选育出省审品
种7个，其中丹参品种2个，桔梗品种3个，金银花品种1个，黄
精品种1个；2010年开始，丹参、桔梗、金银花等高效生产技
术已连续列入山东省农业主推技术；已制定发布中药材无公
害生产技术地方标准30余项，取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6项。

但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需求和科技支撑能力的落
差逐渐显现。从传统的学科设置上看，中药农业几乎处于空
白，人才稀缺。王志芬说，中草药创新团队的启动建设，为
培养人才、聚集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虽然启动时间不长，
但团队已经聚集了2个泰山学者，一些科研机构在省创新团
队带动下设置了相关方向，一批年轻科研工作者得以汇聚。

中药农业的产品是中药材，它必须符合和满足中医临床
对中药药性的基本要求，确保有效、安全、稳定、可控。因
此，中药农业与其它农业生产存在显著差别。下一步，中草
药创新团队将紧扣中药材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挖掘全省现
有中药农业产业化各要素资源，整合区域化产业优势基础，
回归中草药天然、道地的本位，构建现代、生态的生产方
式；根据山东中药材布局，聚焦优势产业、优势产区、产业
优势主导县、特色品种、龙头企业，增强科技服务能力，推
动中药农业产业链的价值实现；强化中药农业领域的科技创
新和协同攻关，逐步夯实中药农业产业发展的科技基础，构
建全省中药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山东发展成全国食用菌生产规模第一大省，其
中科技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据统计，全省食用菌年产量达
360多万吨，年产值200多亿元，菇农人均年收入1 . 2万元，其
产量产值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食用菌已成为我省种植业中仅
次于粮、棉、油、菜、果的第六大类农产品。

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创新团队首席
专家、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万鲁长介绍，目前我省食用菌
产业中常规设施栽培与工厂化生产方式并存，传统大宗菇
类优质品种与珍稀高档菇类共同发展，同时也存在工厂化
和轻简化高效栽培配套技术研究有待加强、品种选育工作
滞后、产后加工缺乏技术支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2013年8月，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创新团队
正式启动。

我省食用菌产业体系针对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
术问题，设置了遗传育种、栽培与设施、质量控制、病虫害
防控、产后加工和产业经济共6个岗位方向，在济宁、临沂、
烟台及济南设立4处综合试验站，重点突破我省食用菌产业或

区域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研发成
果共享，科技引领支撑和创新驱动力不断提高。

食用菌产业创新团队成立以来，开展了全省范围内及贵
州、青海、重庆、吉林等省市野生大型真菌的资源调查，持
续强化协同创新，形成了一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
产品。共制定食用菌技术标准17项，其中国家行业标准1项，
发表论文83篇，其中SCI收录10篇，编著专业书籍2部，获授
权发明专利15项，申请专利19项，获市级以上科技奖励11
项，鉴定(评价、验收)成果3项，向农业部、省农业厅主推技
术5项，提交产业调研报告和技术意见书9篇，获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9项，在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登记保藏相
关微生物菌株8株。

食用菌团队扎实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基地建设及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设施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助推
山东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围绕提高食用菌产业综合效益，
以节能、省工、低成本、增效、实用、易推广为原则，研究
山东省食用菌轻简化栽培管理技术规程，构建示范轻简化高
效栽培模式，优化菇房结构和设施条件。研发了“食用菌周
年高效栽培技术”等一批山东省农业主推技术，其中2项被推
荐为农业部主推技术。创新推广了10余种周年高效栽培模
式，核心示范区28个，核心示范大棚611个，辐射带动周边大
棚7356个。核心区单个大棚(菇房)收入平均增加2万元以上，
较项目实施前平均提高80%以上。核心示范区总产值达到5100
万元，效益提高83 . 8%。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实现产值4 . 02亿
元，较技术推广前增加1 . 29亿元。

创新团队先后到全省23家企业、合作社进行指导、交
流，对各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不但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热线、网络、电话等多种方
式进行科技服务，而且还举办技术讲座、现场观摩会对食用
菌基层农技推广骨干和种植户进行科技培训，参加培训人员
5000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8000余份，印发技术手册15000余
份。同时，深入各地食用菌企业、合作社和专业村、种植户
进行现场指导，参加省农科院帮扶第一书记工作专家团到莒
南等县50多个村进行食用菌技术服务活动，为村民讲课，进
行现场指导，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创新团队在开展以上工作的同时，积极为政府、产业
决策部门提供咨询建议，参与产业开发、转型及规划论
证，引导食用菌产业科学高效发展。各岗位专家调研分别
向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和省产业技术体
系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发展现代食用菌产业，推进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等9份分析报告和技术意见书，向地市政府提
交了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做大做
强不懈努力。

为了提升国家和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部和财政部
于2007年实施了“国家产业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共启动了50
个农产品产业体系建设，每一个农产品设立一个由若干功能研
究室组成的国家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设立一名首席专家和
若干名岗位专家，在主产区设立若干个试验站。与“国家产业
体系建设”配套，山东省农业厅和财政厅启动了省级现代农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目前已组建了19个创新团队。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山东省农科院拥有

包括1个首席科学家在内的22个科学家岗位和16个试验站站长
岗位，位居全国省级农科院首位。同时，有8位首席专家、
48位岗位专家、4位试验站站长承担了省级产业体系建设任
务。为高标准完成国家产业体系建设任务，山东省农科院坚

持“围绕重大科技需求、整合团队资源、研发重大科技成
果”，形成了以国家体系为主导、以省级产业体系创新团队为
依托、以省农科院为核心的“三级结合”建设体制，探索了
“研发项目、团队建设、经费支持、人员考评、信用管理”运
行机制，在支撑国家和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作出重
要贡献。 （王亚楠 安静）

王志芬，山东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农产品
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中药材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山东省中医药重点建设学科
“药用植物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山东省农学会药用植
物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中药农业科研与技术服
务工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省
审中药材良种5个；制定无公害中药材生产地方标准22
项、山东省中药材农业主推技术3项。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队于2015
年5月启动，设专家岗位5个、试验站4个。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 山东省农科院创新支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下)

周学标，博士，山东省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

长，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首席

专家，兼任山东省第六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

员。主要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支

撑计划、省农业良种工程、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创

新、省科技发展计划等课题10余项，主持和参加育成

水稻新品种10多个，其中国审品种两个。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于

2014年9月启动，设9个专家岗位，6个试验站。

万鲁长，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

究员，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创新团队首席

专家。兼任山东省政府农业专家顾问团食用菌分团成员，

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兼标准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山东微生

物学会和山东省食用菌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

事食用菌及农业微生物应用技术研究。2009年被科技部授

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荣誉称号。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创新团队于2013

年8月启动，设6个岗位专家，4个试验站。

黄豆、小米、绿豆、燕麦……在现代人的餐桌上，药食
同源的杂粮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消费者的追捧，带动
杂粮价格稳定上行；效益好，农民种植意愿显著增强。“近
年有很多人打电话询问杂粮种子和生产方面的问题”，山东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山东省农
作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丁汉凤表示。

当前，围绕提高杂粮生产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保证
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目标，杂粮创新团队正针对优良品种缺
乏、良种良法不配套、病虫草害发生严重等影响杂粮产业发
展的瓶颈问题，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培育优质、高产、多
抗及特殊专用杂粮品种，创新简化栽培管理技术和病虫草害
防控技术，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加大技术集成示范和推
广应用，逐步实现杂粮产业的良种良法配套，全面提高杂粮
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效益，为全省杂粮产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小杂粮可不是小产业。山东是杂粮生产大省，栽培历史
悠久，种类多样，当前年种植面积约300万亩，在全国杂粮生
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特色产

业。全省杂粮年总产值2 5亿元，占全省农业年总产值的
5 . 54%，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物，且抗旱耐
瘠、适应范围广，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一些地域特色
的杂粮品牌，像临沂的孙祖小米、章丘“龙山小米”、济宁
金乡“金米”、“龙口粉丝”等受到消费者认可。

据丁汉凤介绍，杂粮科研是我省的传统优势项目，据不
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培育了高产、优质、抗病及
特殊专用杂粮新品种80余个，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50余
项，支撑了全省杂粮产业可持续发展。其中，省农科院育成
的优质大豆新品种——— 齐黄34，2014年10月，在嘉祥县老僧
堂镇程庄村高产创建点实收亩产313 . 75公斤，刷新我省夏大
豆高产纪录，被农业部、山东省列为主推品种。

成果背后，是一支实力较强的科研队伍：山东省农科
院，菏泽、潍坊、德州、临沂、济宁、泰安、淄博等市农科
院以及圣丰种业公司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团队，从事杂
粮研究的固定科技人员80多人，包括杂粮领域知名专家和优
秀中青年科研骨干。通过杂粮创新团队的建设，将进一步凝
聚人才、凝练方向，为全省杂粮产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科技
支撑。

杂粮泛指除了小麦、玉米、水稻、薯类等大宗粮食作物
以外的其它小宗粮豆作物，其品类繁杂。据悉，杂粮创新团
队首先将聚焦于大豆、谷子、高粱、绿豆等我省杂粮中面积
较大的一些品类，通过重点研发和联合攻关，增强新品种、
新技术对我省杂粮产业的引领支撑，力促其产业价值的进一
步提升。人们对杂粮的消费诉求显著不同于主粮，杂粮创新
团队科研的首要任务，是在稳产的前提下，通过对传统名品
的研究开发和新品种选育，满足人们对杂粮品质、保健和口
感的第一诉求，促进地域性、区域性、品牌化的杂粮产业发
展。其次，适应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趋势，研究与主要杂粮品
种相适合的机械化，以及配套的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并通
过综合试验站与岗位专家的密切协作，促进杂粮体系新品
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试验示范、集成推广与转化应用。同
时，适应消费者偏好，适时开展对杂粮的营养学研究；收集
保存优异特色杂粮种质资源，初步建立山东省杂粮主栽品种
及育成品种资源数据库。

作为新近启动建设的团队，省杂粮创新团队非常重视与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衔接。据悉，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相关团队建设启动较早，且设有大豆、高粱、谷
子糜子、食用豆、大麦青稞、燕麦荞麦6个体系团队，省杂粮
创新团队积极与其衔接，围绕促进山东省杂粮产业发展的目
标，承接其创新成果，充分发挥国家体系对山东杂粮产业发
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此外，杂粮创新团队还将开展事关全
省杂粮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应急性技术研究，
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提供公益性咨询和信息服务。

丁汉凤，博士，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兼任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理事，农业部农作物种质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常务副主任，农业部作物基因
资源与种质创制山东科学观测站站长。主要从事农作物
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创新利用研究，主持国家级、省级
项目20余项。授权国家专利2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省科技进步奖3项。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创新团队于2015
年3月启动，设5个岗位专家，4个试验站。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队———

用现代科技激活中药农业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创新团队———

用科技擦亮山东食用菌产业品牌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

协同攻关强化我省水稻竞争优势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创新团队———

小杂粮扮起百姓餐桌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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