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储藏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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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2010LA0011 
粮食主产区产后减损技术集成与

示范 

国家粮食储备局成都

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兰盛斌 

2 NC2010LA0012 
国家应急储备成品粮质量控制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国家粮食储备局成都

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付鹏程 

3 NC2010LA0014 
储粮数量安全快速监测装备研制

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吴炳方 

4 NC2010LA0015 
粮食装卸运输关键技术装备研究

开发与集成示范 

国家粮食储备局郑州

科学研究设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张明学 

5 NC2010LA0016 
粮食保质节能烘干技术装备的研

究开发 

国家粮食储备局郑州

科学研究设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唐学军 

6 NC2010LA0019 
华北农村粮食集约化储藏与物流

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王若兰 

7 NC2010LA0026 
储粮粮情关键因子调控技术研究

与示范 
南京财经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鞠兴荣 

8 NC2010LA0027 
储粮霉菌及真菌毒素的生物防控

技术开发与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孙长坡 

9 NC2010LA0028 
湿热区域低温储粮技术与装备的

研究开发 

北京中竞同创能源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原浩 

10 NC2010LA0031 
数字粮库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与

应用示范 
河南工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张元 

11 NC2010LA0039 
浅层地能的恒温节能型储粮仓型

及配套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示范 
河南工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王振清 

12 NC2010LA0042 
储粮生态体系主要作用规律模型

的建立与应用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曹阳 

13 NC2010LA0043 
储粮害虫化学防治的生物替代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张晓琳 

14 NC2010LA0048 
粮食安全应急调控技术研究与应

用示范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

统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

食局 
田原 

15 NC2010LA0063 
大豆物流与储藏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开发 

天津市金谷农业高新

技术开发中心 

天津津南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李喜宏 

16 NC2010LB0006 
易腐特色果蔬包装与物流核心技

术研发与示范应用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徐昌杰 

17 NC2010LB0010 
水产品保活冷链物流体系构建研

究 

新疆奔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市场体系建设司 
马允 

18 NC2010LB0023 
大都市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品质

控制与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谢晶 

19 NC2010LB0025 
柑橘冷链物流保鲜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重庆大学   专家推荐 李正国 

20 NC2010LB0029 
野生食用菌气调保鲜贮藏与冷链

物流技术集成与示范 

云南工程农业示范园

有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饶婷 

21 NC2010LB0032 
食品安全节能包装材料及制品关

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北京化工大学   专家推荐 何亚东 

22 NC2010LB0034 
新疆特色瓜果现代贮运保鲜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新疆农业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车凤斌 



23 NC2010LB0037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关键技术集

成和标准制订及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冷链物流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陆旺金 

24 NC2010LB0041 
村镇连锁商贸企业农产品物流技

术集成与综合服务平台开发示范

湖北富迪实业有限公

司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张明玉 

25 NC2010LB0044 
小规模果蔬企业节能气调与物流

保鲜技术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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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建华 

26 NC2010LB0046 
山西特色果蔬冷链物流节能减损

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郝利平 

27 NC2010LB0047 
基于 3S 技术的农产品冷链物流

应用示范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李清泉 

28 NC2010LB0049 
鲜切果蔬加工保鲜与质量安全控

制技术研究 
大连民族学院   专家推荐 胡文忠 

29 NC2010LB0052 
生鲜农产品冷链（多温）物流工

艺、装备技术集成与示范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王国利 

30 NC2010LB0053 果蔬贮运保鲜新材料开发与应用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天津） 
关文强 

31 NC2010LB0054 
大宗果蔬适温冷链物流关键技术

研发与示范 
浙江大学 

食品冷链物流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孙崇德 

32 NC2010LB0056 
现代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保鲜配

套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农产品贮运保鲜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王贵禧 

33 NC2010LB0061 
环保型生鲜农产品物流与包装产

业化开发与示范 
天津科技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胡云峰 

34 NC2010LB0062 
嘉禾县年屠宰加工 100 万头生猪

冷链物流项目 

嘉禾县众鑫农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 
  专家推荐 刘清 

35 NC2010LC0013 
农产品物流信息监管与电子交易

系统研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钱沄涛 

36 NC2010LC0020 
农产品精准物流配送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王开义 

37 NC2010LC0022 
农产品多模式数字化交易技术研

究及示范工程 

中商商业发展规划院

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刘普合 

38 NC2010LC0024 
绿色农产品智能化精准物流与交

易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示范 
南开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刘秉镰 

39 NC2010LC0033 
安全农产品产供销数字化技术与

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中山大学   专家推荐 常会友 

40 NC2010LC0045 
农产品城乡产销衔接协同优化服

务体系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商商业发展规划院

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龚新忠 

41 NC2010LC0051 
农产品与农资物流数字化关键技

术集成与示范 
武汉工业学院   专家推荐 曾其林 

42 NC2010LC0059 
大宗农产品数字化交易与配送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湖北技术交易所   专家推荐 杨立新 

43 NC2010LC0060 
粮食流通信息集成技术研究与示

范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粮食局 陈召安 

44 NC2010LD0002 
果蔬冷藏车载装备及其配套工艺

研发与应用 
浙江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应铁进 

45 NC2010LD0017 
高效节能食品包装和果蔬汁灌储

运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

总公司 

食品装备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赵有斌 



46 NC2010LD0035 
棉花物流环节增值关键技术研究

与装备研发及其示范 

北京中棉机械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李文侠 

47 NC2010LD0038 
食品物流化包装和品质监控技术

与装备研究开发 
哈尔滨商业大学 

食品装备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孙智慧 

48 NC2010LD0050 
优质果蔬冰温气调保鲜装备及工

艺技术开发研究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天津） 
陈绍慧 

49 NC2010LD0055 
基于移动预冷保鲜技术的储运系

统集成研究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

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李道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