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与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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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2010KA0001 
油茶籽冷榨制油及综合加工利用

技术研究 

厦门中盛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任建平 

2 NC2010KA0005 
稻米主食工业化安全生产和副产

物高效转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林亲录 

3 NC2010KA0006 农产品物理加工的低碳高新技术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叶庆富 

4 NC2010KA0017 
天然橡胶材料结构调控与改性优

化的基础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彭政 

5 NC2010KA0018 
淀粉高值化转化关键集成技术与

产业化 
华南理工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李琳 

6 NC2010KA0025 
新型节能组合果蔬膨化干燥技术

及装备集成示范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长安 

7 NC2010KA0027 
大宗低值蛋白资源精深加工关键

技术与示范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赵谋明 

8 NC2010KA0052 
主粮及其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示范 
江南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金征宇 

9 NC2010KA0065 
面制主食工业化关键技术集成研

究及产业化示范 
河南工业大学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屈凌波 

10 NC2010KA0067 
大米主食工业化及增值转化关键

技术集成示范 
武汉工业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周坚 

11 NC2010KA0069 

海洋中上层鱼类海上保鲜、精深

加工技术与设备集成创新及产业

化示范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戴志远 

12 NC2010KA0070 
大宗低值鱼类蛋白质重组加工新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厦门华顺民生食品有

限公司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黄建联 

13 NC2010KA0074 
油脂清洁生产、品质安全及高效

利用技术与装备的开发 

国家粮食储备局西安

油脂科学研究设计院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杨帆 

14 NC2010KA0076 
淡水鱼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示范 

荆州市中科农业有限

公司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杨宏 

15 NC2010KA0083 
罐头食品新产品创制及节能减排

新工艺集成示范 
浙江大学 

罐头食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叶兴乾 

16 NC2010KA0085 
高纯天然辣椒碱的耦合结晶技术

及其绿色产业化过程集成 
天津大学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静康 

17 NC2010KA0086 
新疆特色林果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王强 

18 NC2010KA0089 
大宗传统面制食品工业化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河南工业大学 

小麦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陆启玉 

19 NC2010KA0090 
特色水生植物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集成示范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周明全 

20 NC2010KA0091 
江苏沿海啤酒大麦产业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集成示范 

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

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陆健 

21 NC2010KA0092 
蛋品加工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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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兆鹏 



22 NC2010KA0093 
小麦加工产业升级综合配套技术

集成与示范 
河南工业大学 

小麦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郭祯祥 

23 NC2010KA0094 食品组分与功能调控关键技术 江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陈洁 

24 NC2010KA0095 
玉米食品主食化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刘景圣 

25 NC2010KA0097 
农业生物质高效制备功能性寡糖

产业技术开发 
江南大学   专家推荐 史劲松 

26 NC2010KA0101 
高品质低聚糖制备中的关键技术

研究与开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任其龙 

27 NC2010KA0102 
干酪系列食品加工关键技术及装

备研究与产业化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张丽萍 

28 NC2010KA0104 
乳基料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李晓东 

29 NC2010KA0105 
果蔬加工废弃物高效利用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秭归县屈姑食品有限

公司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徐晓云 

30 NC2010KA0113 
现代谷物杂粮食品产业化加工技

术集成与示范 
惠尔康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张晖 

31 NC2010KA0115 

食用菌加工质量安全控制及精深

加工产品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业示范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赵立艳 

32 NC2010KA0127 
复合蛋白酶催化技术生产富肽天

然调味料中试及产业化应用研究

天津春发食品配料有

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孙媛霞 

33 NC2010KA0132 
玉米淀粉生物酶法转化过程中关

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江南大学 

玉米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顾正彪 

34 NC2010KA0133 
食品专用油脂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江南大学 

食用植物油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刘元法 

35 NC2010KA0134 
苹果猕猴桃循环加工与质量安全

控制关键技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岳田利 

36 NC2010KA0142 
HMR 调理禽肉制品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赵改名 

37 NC2010KA0146 
乳酸菌发酵剂及发酵乳加工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与示范 
内蒙古农业大学 

乳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孟和毕力格

38 NC2010KA0150 
棉籽油加工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示

范 
江南大学 

食用植物油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王兴国 

39 NC2010KA0151 
棉副产品深加工与综合开发利用

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杨伟华 

40 NC2010KA0152 
蔬果高效均匀干燥关键技术及装

备研发与示范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慈溪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张慜 

41 NC2010KA0154 苎麻精深加工技术集成与示范 武汉纺织大学 
苎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曾庆福 

42 NC2010KA0159 
番茄红素功能因子原料制备技术

集成创新 

新疆红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魏建华 

43 NC2010KA0160 
高含油油料加工关键技术和装备

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

司 

花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金青哲 

44 NC2010KA0162 
小浆果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孟宪军 



45 NC2010KA0164 
葡萄与葡萄酒质量优化关键技术

研究与集成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家杨凌农业综合试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李华 

46 NC2010KA0165 
茶叶及其副产物中有效成分提取

的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研究

漳州天福茶业有限公

司 

福建漳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委会 
蔡烈伟 

47 NC2010KA0168 
苹果高效利用及多元化开发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吴茂玉 

48 NC2010KA0170 羊奶深加工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陕西关中奶山羊专业

合作社 

陕西渭南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委会 
张富新 

49 NC2010KA0171 
柑橘加工副产物高效转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柑橘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单杨 

50 NC2010KA0172 
现代柑橘加工关键技术及装备研

究与开发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柑橘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单杨 

51 NC2010KA0177 
桑蚕茧丝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品开发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茧丝绸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颜新培 

52 NC2010KA0178 
可食性与全降解食品包装材料工

业化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董海洲 

53 NC2010KA0183 
海洋特色品种加工特性及关键技

术与装备的研究和产业化示范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朱蓓薇 

54 NC2010KA0184 
甘薯现代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与

集成示范 

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

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黄钢 

55 NC2010KA0187 
药食同源系列功能性油脂开发的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北京市小汤山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管理委

员会 

北京昌平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杨继国 

56 NC2010KA0188 
玉米功能化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王大为 

57 NC2010KA0190 
热带特色作物深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香料饮料研究所 

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王庆煌 

58 NC2010KA0191 
牛羊肉精深加工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 

云南泰华食品有限公

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陈韬 

59 NC2010KA0192 
新型方便微波肉类食品集成创新

与产业化示范 

佳木斯希波集团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孔保华 

60 NC2010KA0193 
特色杂粮食用方便化关键技术研

究开发与集成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谭斌 

61 NC2010KA0198 
热带水果资源发酵细菌纤维素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

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王锡彬 

62 NC2010KA0199 

名优绿茶机械化采摘及标准化加

工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究集成与

示范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张正竹 

63 NC2010KA0200 
水产品超高压脱壳关键技术研

究、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示范 

烟台伟成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刘伟 

64 NC2010KA0201 
花生精深加工技术集成与产业化

示范 

阜新黑土地油脂有限

公司 

辽宁阜新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赵雪淞 

65 NC2010KA0203 
速冻面米食品生产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示范 
江南大学 

速冻面米及调制食品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徐学明 

66 NC2010KA0204 
大豆蛋白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示范 

黑龙江省大豆技术开

发研究中心 

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朱秀清 



67 NC2010KA0209 
东北粳稻米节能提质及副产物加

工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

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曹龙奎 

68 NC2010KA0210 
特色果品加工产业升级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朱风涛 

69 NC2010KA0212 
绿色籼稻的深加工关键技术与集

成示范 
南昌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刘成梅 

70 NC2010KA0213 
配方乳粉核心技术研究与产品开

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陈尚武 

71 NC2010KA0215 
武陵山区特色植物资源高效综合

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肖文军 

72 NC2010KA0218 
农业副产物转化食用菌及精深加

工循环利用技术集成示范 

湖北神农生态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周明 

73 NC2010KA0219 枣深加工技术与装备集成与示范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

公司 

枣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纵伟 

74 NC2010KA0222 
优质獭兔安全生产及产品精深加

工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四川德华皮革制造有

限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余志菊 

75 NC2010KA0226 
淡水水产品加工废弃物的高值化

综合利用 
南昌大学 南昌国家农业科技园 涂宗财 

76 NC2010KA0230 蛋品精深加工技术集成与示范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

司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杨涛 

77 NC2010KA0231 
双孢蘑菇产业剩余物精深加工研

究及产业化 

漳州科人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潘裕添 

78 NC2010KA0232 
农产品废弃物工业化再利用生产

食品及医药原料 

天津市尖峰天然产物

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委学技术委员

会 
於洪建 

79 NC2010KA0234 
清真牛羊肉新产品开发与产业化

示范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刘敦华 

80 NC2010KA0240 优质海带及精深加工产业化示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张全斌 

81 NC2010KA0242 
果蔬非热加工装备开发与关键技

术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果蔬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倪元颖 

82 NC2010KA0244 
南方特色果蔬节能加工关键技术

集成与新产品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徐玉娟 

83 NC2010KA0245 
优质果汁、果浆与果酒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果蔬加工技术产业创新

战略联盟 
吴继红 

84 NC2010KA0246 
大豆油加工关键技术和装备研究

及产业化示范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大豆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于殿宇 

85 NC2010KA0247 
西部特色牛羊肉制品加工关键技

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甘肃农业大学 

国家肉类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甘伯中 

86 NC2010KA0249 
甜橙全果资源化利用加工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 

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窦华亭、吴

厚玖、胡小

松、雷霆 

87 NC2010KA0257 
食用菌现代保鲜与精深加工技术

集成及产业化示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

利用研究院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张卫明 

88 NC2010KA0259 
营养方便早餐食品的设计制造关

键技术集成与新产品示范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陆振猷 



89 NC2010KA0260 
菜籽油加工关键技术和装备研究

及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油菜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姜绍通 

90 NC2010KA0262 
芦荟综合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示范 
北京工商大学 

食品添加剂产业科技创

新联盟 
董银卯 

91 NC2010KA0263 
蛋白基植物油脂生物解离技术研

究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专家推荐 王瑛瑶 

92 NC2010KA0265 
环洞庭湖区水生资源高效利用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刘永乐 

93 NC2010KA0271 新型乳制品的研究与开发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 

乳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艾连中 

94 NC2010KA0275 
罗非鱼高效加工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示范 

海南泉溢食品有限公

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申铉日 

95 NC2010KA0276 
茶叶连续化自动化加工关键技术

及设备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叶阳 

96 NC2010KA0277 
西北地区特色农产品高效开发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示范 
西北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张继 

97 NC2010KA0278 
25000吨/年大豆磷脂深加工技术

集成示范 

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 

河北三河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张昭炜 

98 NC2010KA0280 
茶资源增值加工技术研究及新产

品开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国家茶产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尹军峰 

99 NC2010KA0281 
南方水牛乳深加工关键技术研发

与集成示范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顾瑞霞 

100 NC2010KA0283 
肉制品安全和品质控制新技术集

成与产业化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李兴民 

101 NC2010KA0294 
粮食加工大型装备及关键技术研

究与开发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

公司 

国家粮食加工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王凤成 

102 NC2010KA0296 
茶资源全价利用与跨界产品开发

关键技术集成研究示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朱跃进 

103 NC2010KA0299 
中国母乳营养成分研究及适合中

国婴幼儿的配方乳粉开发 

黑龙江省乳品工业技

术开发中心 

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刘宁 

104 NC2010KA0300 
发酵肉制品现代化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与开发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

究中心 

国家肉类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陈文华 

105 NC2010KA0301 
畜禽副产物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

究中心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成晓瑜 

106 NC2010KB0007 
高品质发酵调味品的发酵调控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

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黄文彪 

107 NC2010KB0043 
传统豆制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

集成示范 

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郭宏 

108 NC2010KB0044 
传统乳制品资源开发与产业化示

范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陈历俊 

109 NC2010KB0049 
杂粮功效食品与传统加工产业提

升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杂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任贵兴 

110 NC2010KB0053 
西藏特色农产品功能食品研究与

开发 

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张效忠 

111 NC2010KB0063 功能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唐英章 



112 NC2010KB0080 
药食两用、农林蛋白源短肽的开

发与产业化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蔡木易 

113 NC2010KB0088 
低胆固醇姜黄蛋生产关健技术及

示范 

湖南福湘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黄瑞林 

114 NC2010KB0096 
重要海洋临床肠内营养制品与功

能食品的开发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孙恢礼 

115 NC2010KB0106 
膳食纤维食物资源综合利用及产

品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赵国华 

116 NC2010KB0111 
现代功能性食品开发关键技术的

研究 
江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乐国伟 

117 NC2010KB0120 

果实中肥胖干预因子的功效评价

及减肥食品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郑晓冬 

118 NC2010KB0139 
调节糖脂代谢功能食品研究与产

业化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王福俤 

119 NC2010KB0143 
功能食品资源优化及评价共性技

术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专家推荐 王竹 

120 NC2010KB0144 
食用菌功能因子产业化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张劲松 

121 NC2010KB0153 
海洋食品原料功效成分制备技术

研究与功能食品开发产业化示范
中国海洋大学 

水产品加工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薛长湖 

122 NC2010KB0176 
功能性膳食纤维的规模化制备关

键技术及其结构和生物活性研究
南昌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谢明勇 

123 NC2010KB0179 
利用微藻生产高价值类胡萝卜素

的技术和应用研究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专家推荐 王兴军 

124 NC2010KB0180 
传统肉食品方便菜肴工业化生产

关键技术及产业示范 

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

司 

肉食品安全生产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 
黄浩 

125 NC2010KB0185 
山西老陈醋工艺提升与质量控制

技术体系研究 

山西水塔老陈醋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王如福 

126 NC2010KB0189 
生姜功能成分高效分离关键技术

研究与功能食品开发 
山东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唐晓珍 

127 NC2010KB0202 
特色园艺植物节脂代谢功能食品

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湖南农业大学 

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刘东波 

128 NC2010KB0227 

热带生物资源多糖多肽类活性物

质提取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

开发 

海南思坦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伍曾利 

129 NC2010KB0228 
传统食品功能化：预防心血管疾

病功能食品的研究与开发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俞良莉 

130 NC2010KB0238 食源性功能肽生物制备技术研究 吉林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刘静波 

131 NC2010KB0239 
临床营养功能食品设计制造关键

技术集成与新产品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专家推荐 张名位 

132 NC2010KB0248 
“三降”与免疫调节功能食品的

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天津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曹小红 

133 NC2010KB0253 
杂粮保健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其机

理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   专家推荐 曹学丽 

134 NC2010KB0254 功能性油脂现代制造关键技术研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潘丽军 



究与示范 

135 NC2010KB0264 
食源性抗癌活性物质的研究与开

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扈洪波 

136 NC2010KB0268 

传统肉制品现代化生产及品质安

全控制技术研发集成与新产品开

发示范 

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章建浩 

137 NC2010KB0269 
大豆食品现代加工关键技术集成

创新及产业化示范 
大庆日月星有限公司 

大豆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郭顺堂 

138 NC2010KB0282 
传统酿酒原料绿色高效安全制造

技术与应用示范 
江南大学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徐岩 

139 NC2010KB0302 新型大豆异黄酮功能食品的开发
北京百川飞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王琳 

140 NC2010KC0012 
新型食品防腐剂纳他霉素的产业

化研究开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李永泉 

141 NC2010KC0050 
功能性天然色素生物制造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示范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毛建卫 

142 NC2010KC0055 
食品乳化稳定剂制备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开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冷小京 

143 NC2010KC0056 
食用香精制备与品质控制关键技

术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肖作兵 

144 NC2010KC0084 
典型营养强化剂的生物合成关键

技术及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黄和 

145 NC2010KC0119 
功能性甜味剂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江南大学 

食品添加剂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杨瑞金 

146 NC2010KC0163 
绿色生物防腐剂ε－聚赖氨酸产

业化示范 

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贾士儒 

147 NC2010KC0182 

基于“异养-稀释-光诱导串联培

养”新技术的微藻食品添加剂开

发与示范 

华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谢静莉 

148 NC2010KC0205 
生物聚合物类食品添加剂高效生

产的关键技术 
南京工业大学   专家推荐 徐虹 

149 NC2010KC0241 
天然色素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集成示范 
北京工商大学   专家推荐 曹雁平 

150 NC2010KC0261 
绿色食品香料香精制备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 
北京工商大学 

食品添加剂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田红玉 

151 NC2010KC0270 
食品添加剂质量安全控制和非法

添加物筛查与确证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市检验检疫科学

技术研究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王金花 

152 NC2010KD0015 
农产品中有害化学物质的风险甄

别和健康风险评价技术 
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胡建英 

153 NC2010KD0028 

食用农产品加工适宜性评价与过

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及集成

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科技教育司 
王强 

154 NC2010KD0030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技

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静 

155 NC2010KD0040 南方特色果品绿色加工与质量安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孙远明 



全控制关键技术集成及示范 

156 NC2010KD0046 
农产品高风险药物残留与分子检

测及预警防控技术研究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王强 

157 NC2010KD0048 
水产品重大危害因子快速监测和

智能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

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郑斌 

158 NC2010KD0051 
乳中碱性蛋白与激素的生理作用

及热处理过程中变化规律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张兰威 

159 NC2010KD0061 
养殖海产品流通与加工过程质量

安全控制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林洪 

160 NC2010KD0064 
食品真伪鉴别与感官品质仿生识

别技术及设备研究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陈颖 

161 NC2010KD0068 
食品加工过程质量安全控制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江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胥传来 

162 NC2010KD0073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在蔬菜水

果残留农药检测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何赛灵 

163 NC2010KD0077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毒力因子筛

查与控制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史贤明 

164 NC2010KD0099 
芦荟产品全程质量安全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 钱和 

165 NC2010KD0112 
北方主导海水养殖产品加工质量

安全关键控制技术集成与示范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周德庆 

166 NC2010KD0117 
食用农产品源激素和毒素相关疾

病监控技术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严卫星 

167 NC2010KD0118 

全产业链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

系关键技术研发与生猪产业典型

示范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陈志刚 

168 NC2010KD0121 
农产品与食品安全现场快速检测

用生物传感技术与系列仪器研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李延斌 

169 NC2010KD0123 
油料油品收储质量安全关键技术

研究开发与示范 
南京财经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宋伟 

170 NC2010KD0128 

农产品与食品接触材料危害因子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的研

发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王利兵 

171 NC2010KD0129 
我国主要粮油品种质量安全信息

采集与数据库建立 
南京财经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袁建 

172 NC2010KD0131 
冷却肉加工与质量控制技术集成

创新及产业化示范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肉品加工与质量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 
祝义亮 

173 NC2010KD0136 
农产品与食品加工过程中典型危

害消减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许建军、刘

文 

174 NC2010KD0140 
粮食收购近红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赵会义 

175 NC2010KD0141 
储粮质量安全检验与动态监测关

键技术研究和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王松雪 

176 NC2010KD0145 
动物源食品病原污染的风险评估

与控制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方维焕 

177 NC2010KD0147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与控制关键 福州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杨黄浩 



技术研究 

178 NC2010KD0148 
果蔬采后病原菌的致病性及其生

物防治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田世平 

179 NC2010KD0155 
原料奶及乳制品质量安全监控技

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 
东北农业大学 

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霍贵成 

180 NC2010KD0158 
粮食收购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研究与设备开发 
河南工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杨红卫 

181 NC2010KD0194 
速冻面米及调制食品品质安全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速冻面米及调制食品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黄忠民 

182 NC2010KD0196 
传统食品热加工过程中有害物质

安全控制技术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硕 

183 NC2010KD0224 
蜂产品快速质谱检测技术与装备

的研究开发 
南昌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罗丽萍 

184 NC2010KD0225 
果蔬采后食用安全研究与技术开

发 
中国农业大学 

农产品贮运保鲜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罗云波 

185 NC2010KD0229 
大宗农产品品质检测及常见病原

菌微生物分型新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专家推荐 陈颖 

186 NC2010KD0237 

基于新型抗体工程的农产品食品

主要生物毒素的系列检测方法及

其试剂盒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汪世华 

187 NC2010KD0252 
大宗高值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关

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励建荣 

188 NC2010KD0266 
传统食品超高压加工新型装备开

发与应用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非热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陈芳 

189 NC2010KD0267 
调理肉制品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峰 

190 NC2010KD0284 
禽类产品与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

术研究与示范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

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赵宏坤 

191 NC2010KD0289 
发酵食品有害物多元识别与控制

技术 
天津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王俊平 

192 NC2010KD0290 

检测-信息-网络融合技术高通量

侦测食用农产品中千种以上农药

化学污染物平台建设与示范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专家推荐 庞国芳 

193 NC2010KD0298 
茶叶安全及质量控制关键技术集

成创新与应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杨秀芳 

194 NC2010KE0058 
大宗农副产品深加工食品关键酶

制剂开发及高效制备技术 
江南大学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堵国成 

195 NC2010KE0059 
发酵法高效制备食品配料关键技

术 
江南大学   专家推荐 詹晓北 

196 NC2010KE0075 糖质资源高效生物利用关键技术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江波 

197 NC2010KE0087 
大宗果蔬农产品的益生菌高效发

酵关键技术研究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熊涛 

198 NC2010KE0122 
乳酸菌代谢工程与直投式发酵剂

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大学   专家推荐 孔健 

199 NC2010KE0149 食品酶工程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林影 



200 NC2010KE0156 

利用农业加工废弃物发酵基因工

程油脂微生物生产稀缺多不饱和

脂肪酸的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专家推荐 江木兰 

201 NC2010KE0173 
低碳啤酒生物发酵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 

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董建军 

202 NC2010KE0211 
优质中国泡菜现代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与集成示范 

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

限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陈功 

203 NC2010KE0214 
优良益生菌高效筛选与应用关键

技术 
江南大学   专家推荐 陈卫 

204 NC2010KE0216 
新型食品防腐剂和面粉改良剂的

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陆兆新 

205 NC2010KE0220 
生物微囊型食品发酵剂关键技术

及装备的研究与开发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董明盛 

206 NC2010KE0233 
西北退耕牧草、秸杆资源循环及

有机食用菌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朱学军 

207 NC2010KE0304 
大宗发酵食品及其配料发酵技术

的研究与开发 
天津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王敏 

208 NC2010KF0010 
传统腊味干燥加工节能装备技术

集成与示范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

所 

国家农业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刘清化 

209 NC2010KF0054 
水产食品加工关键装备技术研究

与应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中国水产品加工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虞宗敢 

210 NC2010KF0057 
低菌化小麦制粉关健装备研制及

集成示范 

国家粮食储备局无锡

科学研究设计院 
国家粮食局 刘小平 

211 NC2010KF0100 
热敏果蔬鲜榨汁超高压加工技术

装备及产业化示范 

安徽万胜农业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潘见 

212 NC2010KF0107 
罐头连续化生产装备及超薄罐头

研制关键技术 
浙江大学 

罐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刘东红 

213 NC2010KF0108 
食品加工过程的质量在线无损检

测技术和装备研究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成芳 

214 NC2010KF0135 
大处理量粮油加工核心装备技术

集成示范 
武汉工业学院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张永林 

215 NC2010KF0207 
果蔬汁加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

工程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非热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张绍英 

216 NC2010KF0235 高效喷雾干燥技术研发 厦门大学   专家推荐 陈晓东 

217 NC2010KF0243 
农产品加工光电分选装备的研究

及产业化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专家推荐 林茂先 

218 NC2010KF0255 
乳品加工业新技术装备研制及产

业化示范 

山东泉林包装有限公

司 

乳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吕加平 

219 NC2010KF0279 数控节能制茶机械的集成与示范
四川中测量仪科技有

限公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谭和平 

220 NC2010KF0287 
多功能太阳能热泵干燥农产品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杨鲁伟 

221 NC2010KF0291 
现代茶叶加工模式转型关键工艺

装备研发与产业示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专家推荐 唐小林 

222 NC2010KF0295 
小麦加工大型成套装备高效节能

与清洁安全技术集成创新及产业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

公司 

国家粮食加工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王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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