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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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2010DA0009 
重要海产蟹类良种选育及苗种规

模化培育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刘萍 

2 NC2010DA0014 
主要海水养殖虾蟹类功能基因的

研究与开发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杨卫军 

3 NC2010DA0015 
名优海水经济鱼类种苗规模化繁

育技术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刘新富 

4 NC2010DA0017 
海洋动物基因资源发掘及分子设

计育种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中国海洋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胡晓丽 

5 NC2010DA0024 
石斑鱼类的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

优良品种培育 

中山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林浩然 

6 NC2010DA0026 
主养对虾良种培育与扩繁关键技

术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省青岛市科技局 孔杰 

7 NC2010DA0031 
北方海水主养鱼类分子育种技术

创新及高产抗病良种培育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专家推荐 陈松林 

8 NC2010DA0045 
棘皮动物良种培育技术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常亚青 

9 NC2010DA0046 
主要经济红藻分子育种技术与良

种培育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严兴洪 

10 NC2010DA0050 
新经济海藻良种繁育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逄少军 

11 NC2010DA0051 
紫菜和龙须菜全基因组信息遗传

选育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广策 

12 NC2010DA0057 
滩涂贝类高产、抗逆育种新技术

研发与新品种培育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刘保忠 

13 NC2010DA0062 
基于全基因组信息的对虾遗传选

育技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 李富花 

14 NC2010DA0069 
大黄鱼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 集美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王志勇 

15 NC2010DA0071 
鲆鲽鱼类健康高效生产体系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海阳市黄海水产有限

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刘寿堂 

16 NC2010DA0073 
杂交海带高效育种技术研究与应

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海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晓捷 

17 NC2010DA0080 
海洋动物细胞工程育种技术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海洋局 张全启 

18 NC2010DA0088 
牡蛎基因组选择育种及中试示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阙华勇 

19 NC2010DA0093 
石首鱼类种苗繁育及优质高产抗

逆品种培育 

浙江海洋学院 专家推荐 吴常文 

20 NC2010DA0096 
鲍种质创制新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 刘晓 

21 NC2010DA0097 
养殖扇贝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与高

产抗逆品种培育 

中国海洋大学 现代海水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王师 

22 NC2010DB0002 
北黄海海珍品底播增养殖技术集

成与示范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王诗欢 



23 NC2010DB0008 
海水池塘健康清洁养殖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张汉华 

24 NC2010DB0020 
东海滩涂重要水产品养殖模式创

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

究中心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邵庆均 

25 NC2010DB0027 
池塘对虾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示

范 

湛江恒兴南方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张家松 

26 NC2010DB0028 
海湾复合养殖系统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寻山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海水养殖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 

张继红 

27 NC2010DB0029 
头足类苗种规模化繁育与养成技

术集成与示范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吕振明 

28 NC2010DB0032 
海水养殖新对象健康苗种扩繁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上海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张俊彬 

29 NC2010DB0033 

深水网箱养殖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建设 

广东中大南海海洋生

物技术工程中心有限

公司 

专家推荐 黎祖福 

30 NC2010DB0034 
池塘高效清洁养殖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董双林 

31 NC2010DB0037 
基于微生态特征的无抗化养殖调

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水产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王印庚 

32 NC2010DB0038 
马氏珠母贝优质海水珍珠培育关

键技术与集成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何毛贤 

33 NC2010DB0039 
北方主要海珍品优良苗种扩繁及

池塘生态养殖技术集成和示范 

大连太平洋海珍品有

限公司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刘海映 

34 NC2010DB0047 
浅海增养殖设施与生态高效生产

模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杨红生 

35 NC2010DB0048 
河豚健康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

范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姜志强 

36 NC2010DB0067 
海水养殖鱼类种苗生产生物饵料

和微颗粒饲料关键技术开发 

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海洋局 艾庆辉 

37 NC2010DB0068 
台湾海峡名优鱼类扩繁和养成技

术集成与示范 

诏安海康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张雅芝 

38 NC2010DB0076 
热带大型珍珠贝养成与育珠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三亚意源养殖有限公

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王爱民 

39 NC2010DB0077 
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关键技术创

新集成与示范 

天津市海发珍品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孙金生 

40 NC2010DB0078 
东海区重要蟹贝池塘健康高效养

殖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 

宁波大学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王春琳 

41 NC2010DB0079 
南海区抗风浪大型深水网箱养殖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海南省水产研究所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李向民 

42 NC2010DB0087 
海水养殖安全控制与海洋品质农

业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雷 

43 NC2010DB0094 
北部湾海水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

示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

研究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陈晓汉 

44 NC2010DC0007 
面向海水鱼类多病源养殖环境的

浸泡型活菌联合疫苗研制 

华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刘琴 

45 NC2010DC0018 
海水养殖病害预警与防控共性技

术集成创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史成银 



46 NC2010DC0019 
热带海水养殖鱼类弧菌病疫苗产

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吴灶和 

47 NC2010DC0035 
贝类病害防控技术体系的研究与

应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曾静 

48 NC2010DC0036 
对虾抗病毒靶向药物研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章晓波 

49 NC2010DC0040 
北方海水养殖鱼类主要疾病无公

害防控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海洋局 战文斌 

50 NC2010DC0054 
海水养殖动物疾病的微生物学防

控技术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

术司 

曲凌云 

51 NC2010DC0059 
海水鱼类重要病原菌多价疫苗及

其自然导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孙黎 

52 NC2010DC0074 
海洋无脊椎动物病害免疫防治的

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玲玲 

53 NC2010DC0081 
海带苗期脱烂苗病综合防控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王高歌 

54 NC2010DC0084 
海水养殖鱼类重要疾病联合疫苗

研制与自动接种装备的研发 

中山大学 专家推荐 李安兴 

55 NC2010DC0085 
海洋动物免疫相关基因的应用 中山大学 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安龙 

56 NC2010DD0016 
人工鱼礁生境构建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陈丕茂 

57 NC2010DD0023 

江苏沿海滩涂抗逆高效植物选

育、轻简栽培及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集成与示范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刘兆普 

58 NC2010DD0049 
黄渤海海珍品资源养护与环境修

复技术研究开发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陈勇 

59 NC2010DD0055 
南海经济海参种质资源保护与增

养殖关键技术研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胡超群 

60 NC2010DD0058 
长江口重要渔业种质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庄平 

61 NC2010DD0072 
刺参养殖推动的大叶藻场修复重

建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海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丛义周 

62 NC2010DD0082 
南海典型海域渔业资源养护及环

境修复 

暨南大学 专家推荐 杨宇峰 

63 NC2010DD0083 
新型外侧岛礁海域牧场构建技术 浙江海洋学院 专家推荐 朱爱意 

64 NC2010DD0090 
基于港湾牧场化养殖的资源恢复

与环境修复技术研究 

宁波大学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严小军 

65 NC2010DD0095 

拖网渔具节能降耗与资源养护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海洋渔业资源捕捞与养

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黄洪亮 

66 NC2010DE0004 
深水网箱精准养殖控制技术与装

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郭根喜 

67 NC2010DE0005 
深水增养殖设施结构物的安全性

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董国海  

68 NC2010DE0013 
深水网箱及附属设施水动力学与

抗浪耐流机理研究 

山东大学 专家推荐 梁振林 



69 NC2010DE0022 
节能环保型海水鱼类工厂化高效

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曲克明 

70 NC2010DE0042 
设施水产健康养殖数字化技术与

装备研究与开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朱松明 

71 NC2010DE0052 
开放海域及滩涂养殖设施关键工

艺集成与示范 

大连科维技术推广有

限公司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周玮 

72 NC2010DE0061 
海水陆基工厂化智能装备与精准

养殖技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专家推荐 周毅 

73 NC2010DF0070 
远洋优势头足类海上速冻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

究中心 

专家推荐 胡亚芹 

74 NC2010DF0092 

金枪鱼渔业信息数字化应用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海洋渔业资源捕捞与养

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樊伟 

75 NC2010DF0099 
卫星遥感大洋渔海况技术集成与

示范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

心 

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

术司 

蒋兴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