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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麦研究领域 

小麦研究领域具有传统优势，获得国家、省级科技奖励 10余

项，其中‚中国小麦温光特性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完成各类科技成果 50 余项，其中‚晋农 207‛小麦品种通过国家

审定、‚晋麦 13号‛‚晋麦 14 号‛和‚山农 129‛小麦品种通过山

西省审定。研究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15 名，其中国家小麦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科学家和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 1 名、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1 名，建设了‚作物生态与旱作栽培生理

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黄土高原特色作物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

心‛ ‚小麦旱作栽培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以及国家首批农

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小麦农科教合作人才

培养基地‛。40 多年来，团队立足旱地小麦干旱缺水、土壤瘠薄、

产量低而不稳、比较效益低四大核心问题，一直致力于小麦旱作

研究，特别是 2009 年首次提出‚提前实施耕作、提前实施培肥、

提前实施秸秆还田‛的旱地小麦休闲期‚三提前‛蓄水保墒技术

模式，集成了‚改旱地小麦休闲期多次作业的‘四早三多’蓄水

保墒技术为一次多功能作业、集培肥蓄水功能为一体‛的旱地小

麦蓄水保墒增产技术体系，在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大规模推广，

为全国小麦产量连续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部于 2010、2012

两年两次在闻喜县召开‚全国旱地小麦现场观摩暨技术培训会‛，

现场观摩我校旱地小麦试验示范基地。2015 年，主持完成的‚旱

地小麦蓄水保墒增产技术与配套农业机械的研发应用‛获得山西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近年来，团队针对山西水地小麦单产低、

优质化程度不高、比较效益低的生产实际，在选用优良品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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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宽幅条播机械的同时，研发出‚根据小麦春季分蘖消长进程精

确浇水施肥‛为核心的‚黄淮海流域西部宽幅条播节水节肥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体系‛，2017 年在洪洞县 2260 亩水地小麦进行了高

产示范。6 月 17 日，农业部组织专家对洪洞县曲亭镇水地小麦高

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打验收，亩产达到 711.5 公斤，创造了山西水

地小麦单产最高记录。 

二、大豆育种研究领域 

大豆遗传育种已有 58 年的历史，经过我国作物育种学、生物

统计学主要创始人和大豆科学育种奠基人王绶先生以及吕世霖、

程舜华、郭显荣、李贵全教授为代表的五代大豆育种工作者的不

懈努力，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40多项，选育通过国家、

省级审定的大豆新品种 17 个，获得国家、省级科技奖励 18 项，

出版著作、教材 11 部，发表论文 200 多篇。研究团队现有核心成

员 9 名，教授 3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 1 名，其中 7 名具有博士

学位。 

近 20 年来，在野生大豆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方面，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3项，考察了全省 80多个县

（市、区），搜集野生大豆资源 500 多份，鉴定出一批优异抗逆性

材料，配制了大量杂交组合，创造出一批优良大豆新品系，发表

的学术论文有 10余篇被 SCI收录，牵头建设了‚山西省野生大豆

种质资源基础平台‛。在大豆异黄酮、皂苷等生物活性成分遗传规

律、高效提取工艺等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大豆专用特用

品种选育和功能食品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新品种选育

方面，选育的‚晋大 53‛‚晋大 70‛大豆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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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豆 24 号、26 号、27 号和晋大 73 号、74 号、78 号、早黄 2 号

通过山西省审定，这些品种丰产性好，品质优良，抗逆性强，成

为山西中部春播和南部夏播大豆的主干品种。在示范推广方面，

在晋中、运城、临汾、长治、吕梁及陕西渭南等地区建立了示范

基地，特别是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示范基地，创造了夏播大豆

超高产纪录；这些品种在山西和黄淮海夏播大豆区以及甘肃、宁

夏等省区大面积推广，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20 多亿元。在科技奖励

方面，主持完成的‚大豆良种良法高产配套技术‛获山西省农村

技术承包奖一等奖，‚国审豆晋大 53 号新品种选育及应用‛‚国审

豆晋大 70高油大豆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三、谷子研究领域 

谷子研究是我校起步较早、历经断代、重建新生的特色研究

领域，现有研究人员 30多名，其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成员 1 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 人、山西省

首批‚百人计划‛引进并全职回国工作专家 1 人。重建 7 年来，

不仅牵头建设了‚谷子、糜子基因资源开发与分子育种山西省科

技创新培育团队‛，而且合作共建了‚特色杂粮种质资源发掘与育

种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在基础研究方面，韩渊怀教授带领团队围

绕谷子种质资源收集、功能基因发掘、新材料创制、新品系选育，

开展了系统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余项，SCI 收录

论文 20多篇。在应用研究方面，山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谷

子产业首席专家郭平毅教授带领团队针对我省谷子生产存在的品

种单一、产量低、间苗难、除草和收割费工费时等关键问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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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7 年的不懈努力，引进、培育良种，引进改装农机，集成了农

机农艺融合的技术体系，培育的‚农大 8 号‛谷子新品种通过山

西省认定，引进推广了‚张杂谷 10‛，通过改进旋耕、平地、覆膜、

穴播、覆土、镇压一体化穴播机和精量化免间苗条播机，突破了

人工间苗的难题；通过定向喷雾实现了机械化施肥施药，解决了

人工不锄草的问题；通过使用中耕机，实现了人工不锄地；通过

改造割台、拨禾器和筛选及分离系统，实现了谷子收割、脱粒和

分选一次性作业。谷子生产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每亩平均节

省用工 4～5个，对于有效降低谷子生产成本、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业整体效益并推动我省谷子播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目前，谷子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已在繁峙、定襄、

寿阳、文水、广灵、泽州、阳城等地规模化推广，累计推广 5 万

亩以上。 

四、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研究领域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研究始于上世纪 40 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努力，建设了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植物保护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省重

点学科、植物病理学省重点扶持学科、山西省绿色生物农药工程

技术中心、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山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并获得

农业部农药登记试验资质。现已形成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

人员 30多名，其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名、省部级各类专

家 12 名。在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蚧虫研究发现了大

量新种，解决了诸多世界性难题，出版的中国动物志《蚧虫志》

和《中国园林主要蚧虫》三卷，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虫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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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蚜虫、食蚜蝇类群研究出版专著 10余部。近年来，在增加线

虫、螨类系统的同时，从传统形态分类学、细胞分类学、分子系

统生物学多角度进行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以及系统多样性的

研究，发现新种百余个，出版著作 20 余部。在生物安全与生物防

治研究方面，昆虫性信息素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若干昆

虫信息素结构、合成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华北落叶

松鞘蛾性信息素及其应用‛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从分

子机理到生态调控、从生防理论到生防产品，‚以虫治草‛‚以菌

治虫‛‚仿生治虫‛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Journal of Ecology‛

‚Biological Control‛等期刊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 40 余篇；取得专利、标准等成果 35 项；研发出基于性信息素

的工业化合成、智能化测报、标准化诱捕、高效能迷向等仿生安

全治理果树食心虫系列核心技术，在山西、新疆和上海等地建立 7

个示范基地，累计示范面积达 2 万余亩。在农林有害生物综合防

治研究方面，枣树病虫害综合治理研究成果丰硕，获得省部级以

上奖励 6 项，其中‚吕梁地区红枣系列技术综合开发‛获国家星

火科技奖三等奖、‚枣步曲发生规律及其综合防治研究‛‚枣树昆

虫生态调控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

山西红枣产业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它农林有害生物综合

防治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获得省部级奖励 5 项，其中‚棉田有

害生物生态调控新技术及多媒体管理系统研究‛获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并在左云、右玉、清徐、古交、太谷、祁县、沁县、陵

川、隰县、平陆等地建立了杂粮、玉米、蔬菜、苹果、梨、桃、

葡萄、棉花示范基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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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猪遗传育种研究领域 

我校是国内最早开展猪遗传育种研究的单位之一，在我国养

猪科学主要奠基人张龙志教授带领下，从上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

代初，率先开展了猪的杂交试验、马身猪收集保护和种质资源研

究以及山西黑猪的培育，并主编了全国统编教材《养猪学》；八十

年代开始，周忠孝、郭传甲、陈榜伟、谢文采以及韩俊文、王钦

德等教授继续围绕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进行研究，先后培育成

功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瘦肉型猪新品系，奠定并巩固定了在国内

的优势地位。‚十一五‛以来，李步高、曹果清教授又带领团队实

现了国审品种的突破，多项指标进入国内先进行列。历经三代人

的持续努力，目前已形成猪种质资源研究发掘、功能基因研究与

利用、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等 3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截至‚十

五‛末，老一辈专家团队先后培育新品种（品系）6 个，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0项，出版

著作 20 余部。‚十一五‛以来，团队先后承担省部级项目 36 项，

培育成功 2 个新品种（品系），获得 1 个国家级保护品种、1 个国

家级新品种，获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省部级二等奖 3

项，制定农业部行业标准 1 项、山西省地方标准 6 项，发表学术

论文 120 余篇，出版专著 7 部，并建设了‚猪种质资源发掘与创

新利用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和‚山西省晋猪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山西省猪遗传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省猪遗

传评估技术中心‛4 个省级科研平台。在基础研究方面，针对繁殖

性能、脂肪代谢和肉质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分子遗传机制进行

了深入研究，获得一系列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标记基因；率先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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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猪肌肉组织进行了转录组测序，开展了基因调控机理研究，为

分子育种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应用研究方面，历经 20 年培育的‚晋

汾白猪‛通过国家审定，是我国通过国审的第 12个、山西省唯一

的国家级猪新品种，2015、2016两年入选国家主导品种，2015年

获‚第四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产品金奖；主

持完成的‚山西白猪高产仔母系的培育‛‚晋汾白猪分子辅助育种

与新品种选育推广‛先后获得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在示范

推广方面，新建马身猪保护区 1 个、山西黑猪和太原花猪核心场

各 1 个，建设晋汾白猪资源场 1 个、核心育种场 5 个、扩繁场 27

个，初步建成晋猪‚黑白花‛优质生猪繁育体系。晋汾白猪已在

山西及河南、河北、江苏、山东等 8 个省区规模化推广，年推广

种猪 3 万余头，生产优质商品猪 100 万头以上，创建优质猪肉品

牌 5 个，初步建立起晋汾白猪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引领了山西省

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 

六、羊产业研究领域 

羊产业研究领域历经几代人 50余年的研究，在全国同类研究

中具有明显优势。完成各类研究成果 100余项，培育羊品种 3 个，

获得专利授权 15 项，制订地方标准 5 个，出版著作 20 余部，获

省部级科技奖励 12 项。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18 名，其中，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 名和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 1 名、岗位专家 4 名。建设了‚山西省优势肉用家畜高

效安全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肉羊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 30 余个产学研基地。近年来，在基础研究方面，系统研究了山

西省地方绵羊和山羊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和种质特性，研究了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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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羊的基因组、转录组和小 RNA 组的特征，揭示了一系列控制

绵羊和山羊重要经济性状基因的遗传机制，研究了硒和维生素 E

等营养素对重要经济性状的调控机制，研究并发布了‚杜泊杂种

羔羊营养需要量‛。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开展合作，建立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团队。

其中，‚反刍家畜重要经济性状分子遗传调控机制的研究‛获得山

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在应用研究方面，针对肉羊良种覆盖率

低的瓶颈问题，从国外引进南非肉用美利奴等多个绵羊和山羊品

种，进行了大规模遗传改良。与省农业厅合作，在 4 个市的 9 个

县（区）开展肉羊联合育种工作，培育出‚晋岚绒山羊‛新品种

和‚山西肉用绵羊新品系‛。其中，‚晋岚绒山羊‛通过国家审定，

并获得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针对规模化和工厂化养羊的需

求，建立了肉羊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和营养需要、营养调控、饲

料生产技术体系以及健康养殖规程，研发出肉羊系列功能饲料。

其中，‚雁门关区肉羊标准化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

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这些优良种羊已在山西及

周边 6 个省区推广，肉羊系列功能饲料在山西 8 个县（市）示范

推广 180 余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肉牛研究领域 

肉牛研究领域具有传统优势，在以冀一伦、李克驴、黄应祥

和刘强教授为代表的几代人努力下，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

奖励 10余项，其中‚秸秆养畜示范推广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完成各类科技成果 30 余项，其中‚妊娠、哺犊肉用母牛和

随母哺乳肉用犊牛营养需要的研究‛被应用到国家肉牛饲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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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17名，其中山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 1 名，岗位专家 3 名，建设了‚山西农业大学晋南牛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特色肉牛生产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

队‛。近十年来，团队针对制约山西肉牛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

大力开展协同创新。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中法肉牛中心、山西省农

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及十余家龙头企业，在灵丘县、五台县、五

寨县、交城县、方山县、和顺县、祁县、古县、沁县、万荣县和

永济市等地开展了肉牛遗传改良工作。一方面引进法国金色阿奎

单、利木赞和安格斯等良种肉牛冻精改良本地牛；另一方面进行

横交固定，为肉牛特色品种培育奠定基础。同时，围绕瘤胃代谢

调控、过瘤胃添加剂和粗饲料高效利用酶菌制剂开发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研究，研发出肉牛饲料诱食剂、牛肉风味调控剂、过瘤胃

叶酸添加剂、过瘤胃泛酸添加剂、过瘤胃微量元素铜和硒添加剂

等系列产品，3项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集成了‚粗饲料高效利用

-混合精料精准配方-过瘤胃添加剂调控‛综合配套技术体系，在

吕梁、大同、忻州、晋中、临汾和运城等 6市 21个县（区）的 24

个企业进行了科技扶贫和成果转化，推广新品种、新产品和新技

术 150 多项（次），辐射带动贫困户 1500 余户，培训农民 2 万多

人次。 

八、羊驼研究领域 

2002 年董常生教授首次将南美羊驼引进中国，经十余年的繁

殖育种，羊驼在中国形成一定规模，已载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

库》。羊驼生物学研究是我校特色研究领域之一，团队现有研究人

员 16 名，其中国家级教学名师 1名、山西省 131人才 3名、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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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年三晋学者 1 名，建设了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基础兽医学优秀

导师团队和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山西省优秀团队。团队先后

主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48‛

计划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20 余项，科研经费达 2000 万元，获得科

技奖励 6 项，其中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省部级二等奖 3

项。在基础研究领域，已形成了羊驼基因组研究、毛色形成的分

子机制和单域抗体研究等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课题组完成了羊

驼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工作，揭示了羊驼进化和种间回交之谜；构

建了 3 个转录组图谱，对多个毛色基因的挖掘和功能进行了系统

研究，并对羊驼毛色基因功能加以应用，产生了人为控制毛色的

转基因鼠和羊；构建了羊驼单域抗体非免疫文库，完成羊驼抗体

库多样性的鉴定，为筛选特异性抗体奠定了基础。在《Scientific 

Reports》《RNA》、《BMC Ge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出版《羊驼学》中、英文专著各 1 部；建立了 4 个系列标

准以及生产体系，特别是建立了‚核心群、育种群、改良群‛三

个层级的地方类群繁育体系。为促进我国羊驼养殖业健康发展，

2013 年成立了中国畜牧兽医协会羊驼产业联合会，目前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了 10个规模性羊驼养殖示范园区以及多个生态园区，并

带动了两个以羊驼毛皮加工为主的企业，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真正形成了中国羊驼的养殖产业链联动体系。 

九、草业研究领域 

草业研究始于上世纪 50年代，1999 年获准草业科学本科招生，

2003年获硕士学位授权点，2007年获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 2011

年获草学一级硕士点。现有研究成员 20人，结合黄土高原和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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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交错带的地域特点，针对国家退耕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

粮改饲和草牧业发展等进行草地生态修复和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草

畜一体化生产研究，形成了草地资源与生态、牧草种质资源与育

种、饲草加工利用与草畜结合 3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十二五‛以

来，累计承担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98 项，经费达 1220 万元；获得

山西省科学技术奖 2 项，发表论文 183篇（SCI 11 篇），出版论著

6 部；组建了‚草种选育与退化草地生态恢复及利用山西省科技创

新团队‛ ‚山西省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基础研究方面，

以黄土高原为中心收集、鉴定、发掘和评价乡土优良草种资源及

遗传研究；紧密结合山西草地的特点，评估了山西草地碳储量，

掌握了白羊草灌草丛类草地的演替规律，理清了盐碱化斑块演替

和退化机理，解决了退化草地利用乡土植物恢复植被的技术。在

应用研究方面，驯化和培育了抗旱性强的达乌里胡枝子、白羊草、

赖草和草地早熟禾等优良植物，培育的‚晋农 1 号‛达乌里胡枝

子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建立了盐碱化草地植被重建模式技术体

系，研发了全混合饲料、麦茬填闲种植饲草、优质饲草青贮、饲

草生产加工与贮存、草畜资源合理配置等技术。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乡土优良草种、草地改良和盐碱地治理、苜蓿和青贮玉米种

植、全混合饲料的推广，并在 3个市的 16个县区建立达乌里胡枝

子种子扩繁基地 2 个 1200亩，改良草地 100余万亩，种植苜蓿 25

万亩和青贮玉米 100 万亩，生产全混合饲料 20 万吨，为农民直接

增收 30亿元。 

十、环境兽医学研究领域 

环境兽医学研究是我校优势研究领域之一，在持续研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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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引起动物氟中毒 19 年的基础上，王俊东教授于 2003 年首次

正式提出‚环境兽医学‛的概念和研究体系，并先后建设了‚生

态畜牧与环境兽医学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环境安全与动物健康生

产技术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 目前，已形成畜禽生存环境

监测、控制及生态重建，典型环境污染物的毒理效应与机制，动

物源性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三个研究方向。团队现有核心研究成员 6

人，累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48‛计划等国

家级项目 20 多项；获得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山西省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 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90 篇；出版教材、著作 17 部。‚十二五‛

期间，累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4 项，获得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自然科学类）1项，发表学术论文 54 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1 篇，出版《环境兽医学》、《环境与健康》两

部专著。近 15年来，团队立足于环境与动物及人群健康问题，密

切关注国际前沿，紧紧围绕国家动物性食品安全和人群健康战略

需求，以‚环境-生态-动物-动物性食品-人类健康‛为主线，以

环境兽医学系列研究为特色，以动物毒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等相关前沿技术为主要手段，借助现代基因组学、蛋白组

学、代谢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揭示了氟、二氧化硫、砷、铅等环

境污染物以及双酚 A 等环境雌激素在机体骨骼、神经、生殖、发

育、免疫等方面的毒性机制，为临床的防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一、兽药研究领域 

兽药研究在以温伟业、赵恒寿、李宏全教授为代表的三代人

不懈努力下，现已成为学校优势研究领域之一。1995 年创办了全



14 
 

国兽药领域首家校办企业--山西农大动物医学系实验兽药总厂，

2000年创办了山西农大恒远药业有限公司，2006年以来依托‚临

床兽医学山西省重点学科‛‚生态畜牧与环境兽医学山西省重点实

验室‛，先后建设了‚山西省动物药品与疾病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西省动物药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环境安全与动物

健康生产技术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山西省新型中兽药协同

创新基地‛‚山西优势肉用家畜高效安全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山

西省兽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现有核心研究人员 15 名，近

10 年来，团队坚持‚协同创新、联盟运作‛的理念，逐步形成中

药调节动物免疫功能及其分子机制、新型中兽药及药物饲料添加

剂创制、基因工程和蛋白药创制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累计承担

国家级项目 8项、省部级项目 45项，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5项，

完成鉴定成果 12项、发明专利 6项、地方标准 5个，开发新兽药

产品 88 个，发表学术论文 126 篇（其中 SCI 收录 36 篇）。‚新兽

药头孢噻呋钠‛‚注射用头孢噻呋钠‛和‚党参可溶性粉‛先后获

得国家三类新兽药证书，‚温必康‛‚蛋鸡乐‛‚清瘟止痢散‛3 个

产品被农业部新技术传播网列入全国最受欢迎的 300项产品行列，

12 个产品获得国际国内贸易洽谈会、优质产品交易会多项殊荣。

在基础研究方面，获得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兽药活性组分高

效提取、现代中兽药创制、化学合成药创制及基因工程重组蛋白

构建与表达关键技术，为我省兽药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应用研究方面，建成了中兽药活性组分高效提取、现代中兽药

创制、新型基因工程疫苗及重组蛋白佐剂产业化、兽药质量控制、

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靶动物临床试验、新兽药配套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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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集成与示范等平台，打通了新兽药研发‚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创

制-示范推广应用‛的系统路径。在示范推广方面，建立了兽药创

新示范基地 8 个，畜禽养殖示范基地 22 个，示范推广生猪 72 万

头、蛋鸡 1.4亿羽、肉鸡 7.5亿羽、奶牛 8.6万头、肉羊 18.2万

只，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近 18 亿元。 

十二、设施蔬菜研究领域 

设施蔬菜研究领域具有传统优势，在温室结构设计与环境调

控、设施蔬菜栽培与生长模拟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承担

的‚设施蔬菜高效固碳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填补了工业源 CO2

在设施蔬菜栽培领域的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空白。近五年，承担

国家、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科研经费 1600 余万元，获国家专利

13 项、省部级以上成果 5 项，主编和参编全国高等院校教材 20

余部，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350余篇。团队现有核心

成员 19名，其中山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1 名、岗

位专家 2 名，建设了‚山西省设施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

西省设施蔬菜高效固碳创新研究团队‛和‚山西省设施蔬菜提质

增效协同创新中心‛。上世纪 70 年代设计的‚晋阳大棚‛受到全

国重视，随后设计的旱垣日光温室和高效节能温室促进了我省温

室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研发的‚适度规模温室生产体系‛、‚非

对称连跨式节能温室‛、‚大跨度无支柱日光温室‛等成功解决了

设施蔬菜规模化高效生产问题。‚梯田连跨式高效节能温室‛成功

解决了山区难以修建大型现代化温室的问题。同时，系统研究了

‚日光温室综合环境自动化调控系统‛、‚温室触摸屏智能控制系

统‛、‚设施蔬菜 CO2智能补施系统‛、‚快速播种器‛、‚果菜垂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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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温室环境因子自动化控制与设施蔬菜轻简化栽培的相关装

备。在栽培技术方面，制定了 10余项山西省主栽设施蔬菜的栽培

技术规范，形成了完善的设施蔬菜病虫害‘农艺-物理-生物’防

治技术体系，实现了设施蔬菜产品生产的无害化、绿色化和功能

化。上述成果已经应用到我省 96 个市县的 1200 余个村镇及周边

12 个省、区，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30 多亿元，辐射带动贫困户 2000

余户，培训农民 5 万多人（次）。 

十三、食用菌研究领域 

食用菌研究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在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

省食用菌协会会长、省现代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现

代食用菌产业奠基人常明昌教授带领下，组建了食用菌产业国家

级特派员创业链、黄土高原食用菌提质增效协同创新中心（山西

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省

食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16 名，针对制

约山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新品种培育和主推品种筛选、标准化栽

培和工厂化生产、全程保鲜和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瓶颈开展协同

攻关，从简单易行、经济有效的庭院技术模式，到农业产业化技

术模式，再到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技术模式，时间、空间、科技含

量、产量都实现了跨跃式发展。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

40 多项；产出新品种、专利、地方标准等科技成果 30 多项；出版

学术著作 20多部；获得省级科技奖励 7项。在全省 40多个县（市、

区）进行了科技扶贫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300

多项，培训农民 3 万多人（次），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36 亿元。经

过近几年的帮扶，国家级贫困县广灵县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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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菌行业优秀基地县‛，省级贫困县昔阳县成为我省第一大双孢菇

生产县。2005 年至今，引领、带动 30 多家工厂化龙头企业实现了

快速发展，目前投资上亿的企业有 6 家，上市企业 2 家，特别是

吸引以前从事煤、焦、铁和地产等行业的企业转型进入食用菌产

业，使我省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走在全国前列。山西食用菌产业由

2009年的总产量 9 万吨、产值 5 亿元，发展到 2016年的总产量突

破 30 万吨、产值突破 22 亿元。2012 年我校在全国率先开展食用

菌专业人才本科教育，为山西乃至全国食用菌专业人才培养建立

了良好平台。依托食用菌创业的黄超同学获得‚全国就业创业优

秀个人‛荣誉称号，江利斌同学荣获‚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 荣誉称号，这是山西省大学生第一次获此殊荣。 

十四、欧李研究领域 

欧李研究是我校特色研究领域之一，团队现有核心成员 5名。

在杜俊杰教授带领下，1987 开始全国欧李资源普查，建立了全国

第一个欧李种质资源圃，并围绕欧李种质创新与开发利用，在欧

李种质评价、品种选育、栽培技术、保健价值及产品开发方面开

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团队先后承担科技部、教育部、山西

省各类科技项目 21 项，选育出 5个不同类型欧李新品种，筛选出

200 多份品系和优系，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出版专著 1

部，获得专利 5 项，制订地方标准 2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并

建成了‚欧李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评价‛ 山西省科技基础平台。

目前，收集到品种、野生资源、优系、多倍体资源 290 份，以圃

地、盆栽、组培、标本 4 种形式保存，从形态学、营养学、分子

生物学三个方面开展了系统评价，并根据叶型、株型、花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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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经济性状等进行了分类，为欧李育种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基础研究方面，研究了欧李果实有机酸、类胡萝卜素、花色苷、

不饱和脂肪酸合成代谢机制，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进行基因挖掘，

克隆到四类物质代谢及调控的关键基因共 25 个，并进行了基因表

达与物质积累的相关性分析，初步揭示了不同欧李种质间果实苹

果酸、色泽及脂肪酸积累差异的分子基础，为利用分子辅助育种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依据。在应用研究方面，获得欧李苗木栽植、

果实采收、加工等相关 5 项国家专利，开发出钙果原汁、钙果冰

酒、钙果酵素、钙果仁油胶囊、钙片、氨基酸口服液等产品，制

订了‚欧李栽培技术规程‛和‚欧李嫩枝扦插育苗技术规程‛2

项地方标准，解决了欧李新品种规模化栽培与产品加工的系列关

键技术问题，获得第三、四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博览会金

奖、2016‘创响山西’最具投资价值产品奖。在示范推广方面，

建立了‚欧李良种繁育示范基地‛和‚欧李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

5 个欧李品种先后在山西、辽宁、吉林、内蒙古、甘肃、宁夏、新

疆、北京、河北、山东等地推广 2 万余亩，品种丰产、稳产，亩

收益达 6000 元以上。 

十五、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领域 

农业装备研究已有 60 年的历史，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具有鲜明

的特色。近十年来，紧密结合山西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实际，大力

开展协同创新，逐步形成了农业物料特性、旱作农业技术技术及

装备、农业信息化与测控、设施农业工程和集水灌溉工程五个稳

定的研究方向。拥有‚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农

业机械化工程‛山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了‚旱作农业机械关键技



19 
 

术与装备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 50 多人，其中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 人、山西省‚百人计划‛引

进专家 2 人，山西省高校 ‚131 领军人才工程‛柔性引进专家 1

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等学校博士

点科研基金、山西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 60

多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8项、国家专利 40多项，发表论文 5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120 多篇。特别是在产品研发与推广方

面，研发出免耕播种机、不对行玉米收割机、翻转犁、小果实采

集机、谷子脱粒机、小籽粒精少量播种机、灌木（柠条）收割机、

节水灌溉装备、高地隙拖拉机、果园深施肥机、畜产品无损检测

仪等一大批有推广前景的新机具和新型装备。在屯留、寿阳、左

权、柳林、平定、繁峙等地建设了校外产学研合作基地，为现代

农业装备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十六、农产品加工与保鲜研究领域 

农产品加工与保鲜研究在山西具有明显优势，在全国也有一

定的影响。现有研究人员 20 人，重点围绕山西特色农产品保鲜及

精深加工开展研究，已形成农产品物流保鲜、特色农产品加工、

功能食品开发、特色食品微生物资源利用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 60 余项，完成各类科技成果 50

多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0余项。近年来，在农产品物流保鲜

方面，承担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 ‚果蔬产品物流技术

与装备集成综合示范及推广应用‛ 课题，创造性提出了鲜活农产

品的‚安全、低碳、适温‛物流理念，集成了简约型果蔬物流关

键技术、果蔬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和鲜活果蔬产品物流低碳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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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示范贮运香蕉、柑橘、苹果、桃、葡萄、蔬菜等农产

品达 100 多万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农产品加工

方面，针对山西省燕麦、苦荞、谷子、胡麻、杂豆、红枣、核桃、

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开展了活性功能成分高效提取与分离技术、

营养代谢与调控机制、功能产品开发及安全控制技术等研究，获

得发明专利 10余项，开发了速食方便小米粥、无糖发酵饼干、低

糖甘薯脯、蛹虫草速溶粉、全羊系列方便食品、低糖酸浆果脯等

30 多种新产品。牵头建设了‚山西省农畜产品加工研究生教育创

新中心‛，合作共建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在

与太原六味斋实业有限公司、山西陈醋集团、平遥冠云牛肉集团

公司、太原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吕梁野山坡食品有限公司、山

西仙塔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太行明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同时，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学

院获得山西省科技奉献集体一等奖。 

十七、食醋研究领域 

近 10 年来，我校食醋研究团队针对山西老陈醋产业由传统作

坊式加工向现代工业化生产转型中发酵机理不明晰、理论和关键

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大力开展协同攻关，并联合 13 家高校、研

究机构和骨干企业牵头组建了‚山西省老陈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为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加强沟通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团

队现有核心成员 10 名，立足传统老陈醋骨干企业存在的共性瓶颈

问题，开展传统老陈醋酿造工艺与现代生产技术融合、老陈醋传

统产业技术标准化创新开发，先后承担国家 863 计划、省重点研

发计划和省科技攻关计划等项目 10 余项。在老陈醋大曲强化、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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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澄清、加速陈化、同步发酵、快速检测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等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一项，获国家专利授权 10余项。‚老陈醋澄清技术‛‚老陈醋陈化

技术‛‚山西老陈醋同步发酵工艺‛‚山西老陈醋生产质量监控技

术‛以及‚山西老陈醋新型功能食品‛已在相关企业应用，为国

标‚GBT 19777-2013 地理标志产品—山西老陈醋‛的修订提供了

技术支撑，为实现老陈醋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和机械化，引领老

陈醋产业快速发展、加速食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在

食醋新产品以及用于生产食醋产品的各种菌剂和酶制剂开发方面，

已投放市场的产品有通宝的‚澄清山西老陈醋‛、‚三安陈醋‛、水

塔的‚罗布麻葛根醋软胶囊‛、‚蝙蝠蛾被毛孢菌丝醋口服液‛和

‚保健醋‛等；研制成功可深度开发的产品有玉米醋、小米醋、

甘薯醋、李子醋、山楂醋、枣醋、葡萄醋、草莓醋、柿子醋、玫

瑰醋、百合醋、各种食用菌醋、高乳酸醋等,大大丰富了食醋产品

品种，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十八、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领域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

不懈努力，现已形成新农村与特色村镇建设规划、区域经济发展

规划、政府与政策效能评估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先后建设了农

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农村与区域发展以及农业

科技组织与服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了山西省普通高等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山西省

政府政策效能评估中心以及山西农业大学农村区域经济与发展规

划研究中心、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所。现有核心研究人员 3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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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 50余项、地方政府委托研究项目 100

余项，取得科研成果 2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46 余部，为各级政

府部门提交决策咨询报告 100 多项，获得省级科研奖励 5 项，发

表学术论文 680 余篇。近十年来，完成了晋中、太原、运城、临

汾、吕梁、阳泉、晋城、大同和忻州 9 市、50 多个县（市、区）

和 200 余个村镇的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规划、产业园区规划、县域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作为山西省

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单位，承担了 2016 年全省 58 个贫困县

和 1 个非贫困县的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工作、2017年部分市 30 多个

县的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工作；培训各级各类管理干部 3 万人次、

新型职业农民 2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