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CA0024 
鳜、鲈、鳢人工饲料健康养殖新

技术研发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梁旭方 

2 NC2010CA0026 
新型饲用防御肽的研制及宿主防

御肽的表达调控研究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冯杰 

3 NC2010CA0050 
新型饲料用酶的研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科技教育司 

杨培龙 

4 NC2010CA0061 
非常规饲料资源开发与高效利用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杨飞云 

5 NC2010CA0063 
反刍动物新型复合生物饲料产业

化开发与示范 

内蒙古斯隆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科学技术厅 齐景伟 

6 NC2010CA0071 
以非粮饲料为基础的牛羊高效低

碳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广永 

7 NC2010CA0074 
特定功能益生菌和饲用活性肽的

研制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李卫芬 

8 NC2010CA0076 
安全高效肉禽饲料技术集成与产

业化推广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

司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吕明斌 

9 NC2010CA0088 
新一代添加剂——抗菌肽全面改

善动物生长性状的调控机制 

吉林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韩文瑜 

10 NC2010CA0093 
生态型饲料添加剂及配套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 

专家推荐 石波 

11 NC2010CA0096 
中原地区优质紫花苜蓿高效生产

利用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严学兵 

12 NC2010CA0098 
仔猪用表达肠黏膜生长因子的基

因重组益生菌的研制 

武汉工业学院 专家推荐 侯永清 

13 NC2010CA0099 
安全高效生物活性肽产品的研制

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 

专家推荐 黄瑞林 

14 NC2010CA0103 
水产养殖动物品质调控与饲料安

全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武汉） 

朱晓鸣 

15 NC2010CA0136 
新型高效蛋白饲料原料开发利用

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国家粮食局 李爱科 

16 NC2010CA0142 
西南地区优质高产饲草生产加工

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

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白史且 

17 NC2010CA0150 
高效、安全、新型生物饲料添加

剂的集成示范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守军 

18 NC2010CA0167 
优质牧草资源开发与高效转化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杨富裕 

19 NC2010CA0171 
专效饲用工程抗菌肽产品研制与

产业化 

中国农业大学 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谯仕彦 

20 NC2010CA0172 
安全生态环保饲料生产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 

饲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刘国华 

21 NC2010CA0173 
饲料精细加工与质量安全监控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 

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军国 

22 NC2010CA0179 
油菜新型饲料产业关键技术的研

究与集成示范 

湖北邦之德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 

油菜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齐德生 



23 NC2010CA0198 
猪增重净能技术系统的建立与示

范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凤来 

24 NC2010CA0199 
饲用乳酸菌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示范推广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饲料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 

宋维平 

25 NC2010CA0200 
高活性微生态制剂系列产品的研

发与产业化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王振勇 

26 NC2010CA0201 
牛羊饲料资源化安全利用及其新

产品研发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李爱华 

27 NC2010CA0202 
安全家禽产品高效生产的饲料营

养新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张日俊 

28 NC2010CA0203 
饲料酶制剂应用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青岛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述柏 

29 NC2010CB0008 
养殖池塘模式升级与高效养殖技

术集成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黄樟翰 

30 NC2010CB0012 

西藏牦牛等主要特色草食家畜安

全环保健康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参木友 

31 NC2010CB0013 
河蟹产业技术创新与示范应用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 

河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周刚 

32 NC2010CB0017 
淡水池塘生态因子监测与工程化

调控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刘兴国 

33 NC2010CB0023 
梅花鹿、马鹿安全环保健康养殖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李光玉 

34 NC2010CB0025 
淡水名优鱼类苗种规模化繁育技

术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中国淡水养殖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孙大江 

35 NC2010CB0039 
高原藏羊、牦牛有机养殖技术集

成与产业化示范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毛学荣 

36 NC2010CB0042 
高品质商品猪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周海深 

37 NC2010CB0047 
中兽药在生态养猪中应用关健技

术研发与示范 

深圳中宝天然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委员会 

颜培实 

38 NC2010CB0054 
长三角密集区生猪健康环保养殖

产业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李永明 

39 NC2010CB0056 
三峡库区鱼类增殖放流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西南大学 专家推荐 彭作刚 

40 NC2010CB0060 
家畜健康养殖模式优化与配套设

施设备研发及示范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作华 

41 NC2010CB0066 
畜禽健康养殖调控技术集成与示

范 

吉林农科高新产业有

限公司 

吉林公主岭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陈群 

42 NC2010CB0067 
三峡库区山羊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黄勇富 

43 NC2010CB0068 
热带亚热带优质肉牛健康养殖技

术集成与示范 

云南爱伲农牧（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王  涛 

44 NC2010CB0073 
鸡蛋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示范 

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蛋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晓华 

45 NC2010CB0075 
生猪产业链健康低碳关键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施正香 



46 NC2010CB0077 
草原肉牛肉羊绿色养殖关键技术

集成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周欢敏 

47 NC2010CB0083 

重大水利工程水域（丹江口水库

和三峡水库流域）保水渔业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刘家寿 

48 NC2010CB0086 
毛皮动物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

研究所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杨福合 

49 NC2010CB0087 
新型环境友好型渔药的研制与渔

药安全性评价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杨先乐 

50 NC2010CB0091 
湖泊生态友好型增养殖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钟杰 

51 NC2010CB0092 
湖泊-池塘复合区域渔业模式优

化技术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谢松光 

52 NC2010CB0094 
三峡库区肉兔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

总站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永康 

53 NC2010CB0101 
优质特色蚕业高效安全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开发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桑蚕茧丝产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赵巧玲 

54 NC2010CB0114 
三峡库区优质肉牛安全生产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左福元 

55 NC2010CB0117 
家禽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

所 

家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邹剑敏 

56 NC2010CB0118 
池塘名优水产绿色养殖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武汉） 

张堂林 

57 NC2010CB0119 
西南地区鱼的高效健康安全生产

关键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

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周小秋 

58 NC2010CB0121 
泛鄱阳湖区特种水产健康生态养

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南昌市农业科学院 南昌国家农业科技园 肖鸣鹤 

59 NC2010CB0124 
应激对畜禽生殖与发育的影响及

机制的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谭景和 

60 NC2010CB0125 
猪肠道氨基酸代谢机制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朱伟云 

61 NC2010CB0129 
亚热带区域高温高湿环境生猪健

康养殖保障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 

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印遇龙 

62 NC2010CB0138 
畜禽安全环保健康养殖技术系统

集成创新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

所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文杰 

63 NC2010CB0140 
高档肉牛繁育及其健康养殖关键

技术研发 

山东布莱凯特牧业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董雅娟 

64 NC2010CB0141 
南方现代山羊生产健康养殖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四川省简阳大哥大牧

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王永 

65 NC2010CB0149 
低碳优质生猪现代生产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集成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秦贵信 

66 NC2010CB0152 
新疆特色驴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

牧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肖海霞 

67 NC2010CB0153 
新疆绿色牛羊产业化生产关键技

术集成与示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

牧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张金山 

68 NC2010CB0155 
宁夏优质特色渔业关键技术研究

与集成示范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产

研究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李力 



69 NC2010CB0157 
“龍疆牛”品系建立及高档肉牛

生产技术集成和产业化 

黑龙江麒源牧业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许  丽 

70 NC2010CB0159 
青海草地畜牧业关键技术提升与

集成示范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刘书杰 

71 NC2010CB0165 
瘤胃甲烷生成的微生态调控与低

碳高效养殖技术研究 

江西省科学院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丁建南 

72 NC2010CB0169 
高原牧区肉羊精准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集成示范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罗玉柱 

73 NC2010CB0170 
宜渔湿地生态高效渔业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谷孝鸿 

74 NC2010CB0181 
新疆额河冷水鱼种质资源开发和

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局 

范镇明 

75 NC2010CB0183 
淡水鱼工厂化高效养殖工程技术

优化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北京） 

杨菁 

76 NC2010CB0188 
提高瘦肉型母猪繁殖性能的关键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郑春田 

77 NC2010CB0207 
家禽舒适环境参数及应激预警系

统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张敏红 

78 NC2010CB0208 
新型渔用生物制剂研制与综合应

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周志刚 

79 NC2010CB0209 
家畜健康养殖舒适环境及全程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时建忠 

80 NC2010CC0064 

农村畜禽养殖废弃物低碳化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集成技术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

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颜志俊 

81 NC2010CC0100 
矿化垃圾填料处理畜禽废水技术

集成及综合利用研究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环境保护部 李维新 

82 NC2010CC0115 
养殖水体生物生态净化技术研究

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 

梁威 

83 NC2010CC0116 
集约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安全处置

的微生物技术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

家重点实验室 

刘志培 

84 NC2010CC0127 
东北寒区集约化奶牛场粪污资源

化综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王伟东 

85 NC2010CC0131 
大型养猪基地沼液集成处理技术

与工程示范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夏四清 

86 NC2010CC0133 
规模化生猪养殖环境健康及废弃

物生态高值化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铁军 

87 NC2010CC0145 
规模猪场智能化生态养殖工艺及

设备研究示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马启军 

88 NC2010CC0163 

江南水乡集约化养猪环境控制与

废弃物循环利用示范工程 

嘉兴市南湖区绿舟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嘉兴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杜欢政 

89 NC2010CC0192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环境安全控

制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中国畜牧业协会 陶秀萍 

90 NC2010CD0002 
牛羊口蹄疫、支原体病防控技术

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柳纪省 



91 NC2010CD0006 
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及生产工艺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武华 

92 NC2010CD0007 
禽流感等重要禽病防控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

滨兽医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云峰 

93 NC2010CD0011 
水产重要疫苗产业化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吴淑勤 

94 NC2010CD0018 

动物狂犬病防控技术产品开发与

集成及狂犬病净化示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扈荣良 

95 NC2010CD0019 

非洲猪瘟和小反刍兽疫新型快速

检测试剂盒及免疫层析检测试纸

条的研发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动植物检验检疫技

术中心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委员会 

吕建强 

96 NC2010CD0020 
重大动物疫病系列诊断试剂盒研

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刘在新 

97 NC2010CD0022 
猪流感等猪用新型诊断试剂的研

制与开发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周锐 

98 NC2010CD0032 

毛皮动物重大传染病防控技术研

究与开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

研究所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夏咸柱 

99 NC2010CD0044 
华南区域主要猪病综合防控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兽

医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宋长绪 

100 NC2010CD0045 
猪重要疫病新型多联多价疫苗的

研制与开发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方六荣 

101 NC2010CD0052 
畜禽养殖用抗菌药耐药性风险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徐士新 

102 NC2010CD0055 

猪瘟、猪伪狂犬病、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防控净化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琴 

103 NC2010CD0058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质量评价关键

技术研究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专家推荐 王在时 

104 NC2010CD0062 

猪新发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

集成与示范 

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中关村农业生物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吴斌 

105 NC2010CD0070 
畜禽主要病毒性疫病免疫抑制与

免疫失败控制技术研究与集成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廖敏 

106 NC2010CD0078 
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免疫识别的分

子基础研究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郭军庆 

107 NC2010CD0084 
口蹄疫防控技术集成与净化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 

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郑海学 

108 NC2010CD0085 

空气传播重大动物疫病环境监测

机动平台的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

行病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劲松 

109 NC2010CD0095 
畜禽重要球虫类原虫病防控新制

剂研制与开发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张西臣 

110 NC2010CD0097 
新型猪蓝耳病病毒细胞受体阻断

剂的研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周恩民 



111 NC2010CD0102 

放牧牛羊主要蠕虫病、原虫病及

外寄生虫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与

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 

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朱兴全 

112 NC2010CD0106 
猪重大疫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与

示范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崔保安 

113 NC2010CD0107 
畜禽用新型免疫增强剂的研究开

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 刘文军 

114 NC2010CD0111 
重要鱼类病原体流行规律、致病

机制及防控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爱华 

115 NC2010CD0112 
重大动物疫病监测诊断制剂研究

与开发 

西南民族大学 兽药制剂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岳华 

116 NC2010CD0122 

淡水鱼类重要细菌性疾病的新

型、实用疫苗及免疫佐剂的研制

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高谦 

117 NC2010CD0123 
猪重要疫病新型疫苗的研究与开

发 

洛阳普莱柯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张许科 

118 NC2010CD0126 
水禽重要疫病疫苗研发及综合防

控技术集成示范 

四川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汪铭书 

119 NC2010CD0128 
华南地区重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

病的流行病学和监测预警研究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兽

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张健騑 

120 NC2010CD0130 

环境友好型免疫增强功能性畜禽

生态养殖微生态制剂新资源的开

发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春凤 

121 NC2010CD0132 
兽医治疗用生物制品研究及应用

的集成与示范 

青岛农业大学 兽药制剂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尹燕博 

122 NC2010CD0134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牛羊主要群

发病防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王俊东 

123 NC2010CD0139 
牛羊重要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研

究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王玉炯 

124 NC2010CD0144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跨境动物

疫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

范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李华春 

125 NC2010CD0147 

重大人兽共患动物疫病棘球蚴病

综合干预示范基地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曹建平 

126 NC2010CD0156 
猪重大病毒性疫病病原致病与免

疫的分子机制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杨汉春 

127 NC2010CD0162 
黄淮海地区猪禽重大疫病防控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王金宝 

128 NC2010CD0164 
蚕类法定检疫疫病—微粒子病检

测防控体系的构建 

重庆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周泽扬 

129 NC2010CD0168 
新型动物保健品研制与畜禽健康

养殖示范 

青岛康地恩药业有限

公司 

青岛市科技局 凌红丽 

130 NC2010CD0175 
牛分枝杆菌/衣原体新型分子诊

断试剂方法和应用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德明 

131 NC2010CD0176 
外来动物疫病口岸侦检技术研究

与应用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科技司 

林祥梅 



132 NC2010CD0177 
猪病毒性繁殖障碍病疫苗及诊断

试剂研究与应用示范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

公司 

兽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王珍芹 

133 NC2010CD0178 

重大呼吸道病毒病猪模型系统生

物学机制分析及关键基因筛选、

鉴定与功能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张德礼 

134 NC2010CD0180 
西南区优质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

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吴德 

135 NC2010CD0182 
重大动物疫病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和示范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 

专家推荐 黄保续  

136 NC2010CD0187 
畜禽重要病毒性疫病病原变异的

监控技术与集成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郭鑫 

137 NC2010CD0190 
禽流感病毒变异监测及防控疫苗

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

滨兽医研究所 

兽医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陈化兰 

138 NC2010CD0195 
布鲁氏菌病等重要人畜共患病控

制综合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刘金华 

139 NC2010CD0196 
奶牛乳房炎和子宫内膜炎发病机

理及防控技术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兴绪 

140 NC2010CD0204 
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综合防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朱鸿飞 

141 NC2010CD0211 
犬猫流感等重要宠物源性人兽共

患病综合防控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刚 

142 NC2010CE0004 
奶牛优质饲草生产、加工与高效

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

研究所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侯向阳 

143 NC2010CE0016 
牛群布鲁氏菌病新型净化技术的

研究和示范 

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祝俊杰 

144 NC2010CE0029 
奶牛健康养殖疾病防治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严作廷 

145 NC2010CE0040 
乳制品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

开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任发政 

146 NC2010CE0043 
现代城郊型优质安全奶业生产技

术集成与应用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范学珊 

147 NC2010CE0059 
农牧交错区奶牛健康养殖模式构

建与现代奶业生产技术集成示范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宋丽华 

148 NC2010CE0080 
奶牛性控繁育新技术研究开发 内蒙古蒙牛繁育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李喜和 

149 NC2010CE0081 
长江中游奶牛规模化养殖关键技

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武汉惠尔康扬子江乳

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陈明新 

150 NC2010CE0089 
围产期奶牛生产疾病的防治技术

研究与开发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王哲 

151 NC2010CE0104 

中南农区奶业适度规模健康养殖

与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集成

及产业化示范 

湖南亚华乳业有限公

司 

湖南望城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委会 

任国谱 

152 NC2010CE0105 

长三角及周边区域现代奶牛标准

化生产与高效健康养殖技术集成

示范及其应用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

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王根林 

153 NC2010CE0109 
奶牛良种高效扩繁技术创新与产

业化 

北京奶牛中心 国家奶牛胚胎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韩广文 



154 NC2010CE0120 
东北寒区现代奶业健康养殖关键

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包军 

155 NC2010CE0143 
西南地区奶牛健康养殖与疫病防

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

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李发抒 

156 NC2010CE0146 
新疆农区现代奶牛健康养殖标准

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新疆农业大学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阿布力孜•

吾斯曼 

157 NC2010CE0148 
南方奶牛健康养殖与高品质乳制

品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郭本恒 

158 NC2010CE0151 
西北农区现代奶业生产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马晓宁 

159 NC2010CE0166 
寒区规模化奶牛场重要疾病防治

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师东方 

160 NC2010CE0191 
奶牛规模化健康饲养关键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卜登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