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振华，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

员。现任干果种质改良课题组组长，

2021年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英

才培育工程”所级人选、2022年获“河

南省优青项目”资助。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和

子课题等9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1项、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2项；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4项。以主要完成人育成桃新

品种10余个；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5个。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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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莹

每年的九、十月份，石榴开始大

量上市。我省石榴的主栽品种是突

尼斯软籽石榴，该品种籽粒大而软、

甘甜多汁、易食用，深受消费者喜

爱。但该品种存在全国栽培面积过

大，抗寒和抗病性差、籽粒糖渍化等

问题，已成为制约石榴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限制因素。改接换代石榴新品

种，是解决我省石榴品种结构不合理

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和助力乡村振兴

的根本。9月25日，针对软籽石榴新

品种改接换代这一主题，记者采访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干

果种质改良课题组组长、研究员鲁振

华博士。

记者：目前我省石榴种植情况怎

样？

鲁振华：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石

榴栽培面积约 12万亩，属于小宗的

特色水果，主要分布在郑州的荥阳、

巩义以及南阳、洛阳、信阳、开封等地

区，栽培品种是以“突尼斯软籽”为主

的软籽石榴，多采用露地模式栽培，

但软籽石榴抗寒和耐涝性差。我省

绝大部分地区均适合种植硬籽石榴。

记者：我省石榴种植的突出问题

是什么？

鲁振华：突出问题主要是品种结

构和软籽石榴的冻害问题。硬籽较

软籽石榴价格低，果农种植积极性不

高。目前软籽石榴栽培面积占全国

总面积的43%左右，主栽品种为“突

尼斯软籽”，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抗

寒性差，在北方露地栽培难以越冬；

其次果实有籽粒糖渍化和褐化的现

象，不耐贮藏，缩短了市场供应期；再

次，软籽石榴品种结构单一，云南、四

川“突尼斯软籽”成熟较早且集中上

市致使价格持续走低，对我省石榴价

格和市场有一定的冲击，打击了果农

的积极性。

记者：怎样解决品种单一和冻害

的问题？

鲁振华：通过高接换头新优软籽

石榴品种解决品种单一的问题。郑

州果树研究所正在推出的第三代软

籽石榴品种，如“中石榴4号”“华冠”

“红美人”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石榴产业品种单一的问题。其中“中

石榴4号”综合性状优良，较“突尼斯

软籽”更抗冻、丰产性更好；“华冠”则

较耐贮存。石榴树寿命长，有的长达

200多年，树龄越大的树高接换头后

越有利于恢复树冠和形成产量。

记者：近期石榴虫害多发，怎样

防治？

鲁振华：秋季石榴进入成熟期，

干腐病、褐斑病、疮痂病等病害，桃

蛀螟、橘小实蝇等虫害严重，必要时

及时进行喷药防控。虫害重点防治

橘小实蝇，可通过套袋或诱杀剂进

行诱杀；桃蛀螟要做好预报预警，必

要时用氯虫苯甲酰胺或广谱性菊酯

类药进行防治。病害防治雨前使用

代森锰锌等保护剂，雨后使用苯醚

甲环唑等三唑类杀菌剂或者吡唑醚

菌酯。

记者：石榴进入成熟期如何正确

把握果实采收期？

鲁振华：石榴多在 9~10 月成

熟，果实采收时期应根据品种特性而

定。石榴成熟期的判定需综合果皮

颜色、籽粒颜色和口感（糖、酸和涩

味）等指标。石榴采收期应视品种特

性而定，果皮松软的软籽石榴品种如

“中农红”“白花玉石籽”“天使红”等

应及时采收，以防果皮软化变色降低

商品性。果皮硬度较好的“突尼斯”

“华冠”采摘则不宜过早，避免影响果

实的品质和口感。

□于涛

香菇片、香菇酱、香菇素肉松、香菇粥伴侣、香菇

红枣膏……在嵩县源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产品展

示间，一个个香菇经过重重“变身”后，转眼间就成了

琳琅满目的香菇加工产品。

9月20日，2022年河南省“四优四化”项目食用菌

专项香菇保鲜加工新技术示范培训班在嵩县举办，省

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中心保鲜与加工研究室主

任王安建研究员为大家开展了“食用菌保鲜技术与应

用”等培训。培训结束后，大家来到嵩县源达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参观。

王安建说：“我们以河南省‘四优四化’项目‘香菇

保鲜加工新技术示范’为依托，开展科技支撑行动计

划，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加工工艺等更加进步。”

技术研发结硕果

嵩县栽培食用菌历史悠久，为进一步促进该县食

用菌加工产业的发展，王安建研究员带领团队多次深

入嵩县，就食用菌加工与保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力推动了嵩县食用菌保鲜与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

嵩县源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小黑说：

“专家帮我们建设了香菇调理食品系列产品加工厂，

教我们对香菇进行加工升级，最终让我们有钱赚。”

从厂房设计、生产规模、生产工艺、设备选型，王

安建团队都做了详细规划布局，现已完成厂房建设、

生产规模确定、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选型及订购。他

们协助企业考察设备，并且已为企业开发出系列卤香

菇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和经济效益。

2020年年初，王安建团队为嵩县源达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引进专用保鲜袋，同时结合适时采收、原料分

级、原料预冷与排湿、冰温保鲜、冷链运输等系列配套

保鲜技术，使香菇贮藏保鲜后品质更好，香菇冷藏保

鲜期可由10天延长至30天，可实现错峰销售和远距

离外销，提高香菇种植效益。

除了技术直接支持，嵩县源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依托保鲜与加工研究室的技术优势，培养了一批从事

食用菌技术研发人员，进一步加强自身的食用菌科研

力量，食用菌产品的品质和科技含量也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

强强合作美名扬

“技术+实践”的搭配不仅提高了食用菌的品质，

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嵩县源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农科院保鲜与加

工研究室根据嵩县地区的气候条件、生产技术装备水

平及当地资源条件与国内先进的食用菌菌棒生产和

食用菌种植技术相结合，加大了食用菌保鲜与加工体

系建设，快速推动了嵩县地区食用菌产业的规范化发

展。

嵩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会渊说：“通过技术创新

等合作，嵩县成立了食用菌行业协会，培育大型现代

化菌棒厂8家、菌种厂5家、工厂化企业1家，打造现

代标准化种植基地72个，建成保鲜冷库241座、香菇

加工基地3个，产业规模居全省县级第四位。”

“嵩县香菇”同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被

评为河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目前，嵩县食用菌种

植规模稳定在1.5亿袋，带动1万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王安建研究员说：“我们结合嵩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实际，以三产融合发展为着力点，引进先进食用菌保鲜

加工技术，拉长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三链同构，进一步提高嵩县食用菌产业整体效益。”

在科技加持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嵩县源达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通

过“联办基地、培训技术、回收产品”的订单农业形式，

已带动周边地区200余农户进行食用菌种植。

改接换代软籽石榴新品种
——对话鲁振华

这
十
年

这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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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加持中药材生科技加持中药材生““财财””

我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20余年，有幸见证了农业科技

的进步和成就。特别是近10年来，直接参与了多项农业科技

项目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了力量。

科学施肥技术水平取得重大进步。从2005年开始，全国

陆续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我是从 2011年起参

与项目在洛阳的实施，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工作。通

过取土化验、田间试验、施肥配方研制、指导配方肥料生产、

发放施肥建议卡、技术指导及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培训，广大

农民传统的施肥观念发生了变化，科学施肥水平不断提高，

施肥结构得到优化，避免和减轻了因施肥不科学带来的浪费

和环境污染。

谷子种植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谷子耐干旱、耐土壤瘠薄，

稳产性好。洛阳丘陵面积大，又处于干旱气候区，年降雨量较

少，所以谷子也成为洛阳主要的传统农作物。传统谷子生产费

工费时，缺少专业农机设备，受播种技术限制，再加上谷子粒小

播种密度不容易控制，造成播种不匀问题。在管理上，比较费

人工，主要在剔苗环节费时费工。除草剔苗一亩地至少要3~4

天，且正处炎热天气，比较辛苦。我作为主要参与者，从2014

年开始在全市探索推广谷子全程机械化技术。该技术通过农

艺农机的融合，以谷子精量播种为核心进行全程机械化生产。

谷子精量播种器，可根据播种时的天气、土壤墒情、整地条件等

进行播量调整，调整范围在0.3~0.6公斤之间，播种出的密度不

再需要人工剔苗。播种时，施肥和喷施除草剂同时进行，再加

上机械防治病虫害、机械收获、机械烘干，这样，从整地播种到

收获贮藏全程实现了机械化，为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免耕、秸秆铡切灭茬、精量播种、施肥、镇压、化学防控草害

一次完成，减少重复作业；肥料深施，提高肥料利用率，节省肥

料；省去谷子剔苗、拔草耗用劳动用工较多的生产环节。该技

术每亩可节省劳动用工12~14个、节省肥料8~10公斤、增加

产量10%以上，实现了节本增效、绿色发展目标，提高了谷农

的种植效益，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谷子产业发

展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创新技术体系，为干旱农业生

产区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该集成技术，具有创新性且

有独特性和引领性，并在推广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该集成技术推广项目2019年获省政府农牧

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作为基层科技工作者，1986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长

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亲自经历和见证了农业科技

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这十年大量农业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和新的

推广模式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科技兴

农”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改变我国

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根本战

略。这些年，乡级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的建设和运行，使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基层工作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

善，也为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推广科技提供了有利条

件。同时，这些年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投入也在

不断加大，农技人员在工作、学习和待遇方面都有了很大

提高。

创新推广模式极大推动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特

别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农技推

广服务效能，建成了一个“职能明确、布局合理、队伍精

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农民满意”的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一是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开展科研成果转化试

验，主推技术应用示范、教育培训观摩，做到技术效果直

观化、技术培训实地化、技术服务实操化、技术管理规范

化，起到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平台辐射作用，取

得了明显成效。二是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带动农民

群众应用科技。三是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包括农技推广人

员能力提升和基层农技推广骨干培训。四是推行新的推

广服务方式，通过云上智农、农技推广App、微信群、抖

音短视频、热线电话等线上平台，方便、快捷满足群众农

技需求，及时解决群众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舞阳县人才办“科技三下乡”活动，舞阳县专家

人才“逐乡行”，利用广播电视广泛宣传农业科学技术，并

且以座谈、讲座的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科技培训，进一步

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农业科技水平。

十年来，农业科技水平有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发展，通

过基层一线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勇于担当，舞阳县农

民群众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粮食生产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为舞阳县农业科技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9月25日，主题为“灾年敢亮剑，

观摩云端见”的河南技丰种业集团

（以下简称技丰种业集团）2022年夏

播玉米新品种观摩会在郑州举行。

活动采用基地展示+线上直播方式，

开展云端观摩，利用视频、图片等形

式全方位展示技丰种业集团玉米新

成果、新品种、新技术。此次观摩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在短短三个小时的

时间，直播室就有120多万人次“围

观”，点赞量一度冲破50万。

技丰种业集团总经理焦宏廷通

过网络致欢迎词，并和工作人员共同

启动本次云端观摩会。室内报告会

上，技丰种业集团董事长李继军博士

就《2022~2023 年全国玉米种子供

需形势分析》话题作主旨发言，他指

出，综合多方因素，2022—2023 年

度是一个玉米种子销售形势好的年

份，全年度新生产种子供需平衡略有

盈余。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在技丰

种业集团荥阳试验站，技丰种业集

团及旗下河南富吉泰种业有限公

司、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河南金

北种业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共推出

50 余种主推品种，成玉 788、伟科

9138、郑 单 326、成 玉 668、新 玉

187、技 丰 336、豫 单 9953、金 北

516、金北168等“明星”玉米新品种

表现优异，一行行玉米植株清秀、茎

秆粗壮、果穗饱满、粒粒金黄，处处

一派丰收景象。

“本次活动向大众展示了技丰种

业集团的育种方向和优秀成果，我们

将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运用先进手

段来繁育出更多、更好的品种，为集

团大发展、大跨越提供动力，为种业

振兴贡献技丰力量。”李继军博士说。

（肖列）

本报记者 张莹

主持人三农会客厅

“技术+实践”品质大提升
省科技支撑行动助推嵩县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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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 云端引围观

9月25日，在兰考县三义寨乡丁圪垱村仟盛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里，社员正
在给茄子打杈。今年初秋，合作社引进种植了17个大棚的紫光圆茄，目前茄子长势良
好，预计亩产在8000斤左右。这批茄子将在11月初与露地茄子错峰上市，有望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刘彤 摄

□本报记者 吴向辉

当前，河南省中药材的产量、种植面积均

居全国前三位。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方城

裕丹参、卢氏连翘、嵩县柴胡、四大怀药……各

具特色的道地中药材，不仅在保护人民健康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还成为脱贫攻坚和

产业振兴的一剂“良药”。

我省通过科技引领和支撑，持续强化野生

药材抚育驯化和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广泛开展

中药材生产技术服务指导，积极培育豫产道地

药材品牌，扎实进行全产业链打造，推动了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药材产业步入快车道

“一年花开六茬，亩产150公斤，亩产值3

万元以上，亩利润超过1.5万元！金银花真成

了农民的‘金银花’。”9月16日，说起种植金银

花的收益，封丘县黄德镇贾庄村金银花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保彬满脸笑意。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支持下，封丘

县引进了“特蕾1号”等新品种，同时，采用良

种配套技术，示范实施集成优化生态立体种

植、水肥一体化、机械化采收等技术，形成成

熟优质高效的技术体系，实现产业升级。如

今，封丘县的金银花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

左右，年产值达16亿元，全国出口的金银花，

有九成来自封丘。

种业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中药材种苗是中

药材产业的源头，是中药材质量的基础与根本

保障。近十年来，随着中药材种质资源的收集

与评价技术手段逐渐完善，我省中药材新品种

培育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

省累计鉴定中药材新品种近200个，推广面积

达300万亩。

河南省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陈随清

说，现在培育出的中药材优良品种在保证药材

质量的前提下，还在抗病虫害、抗旱、耐涝、采

摘方便等方面都有提高。

有了新品种，我省还积极借助科技创新推

进中药材种植、加工、体验等全方位发展，打造

中药材全产业链，加速中药材传统加工向新型

工业化转型。

科学栽培技术日趋成熟

近年来，我省在大力推动中药材种植发展

过程中，不断进行种植技术的更新换代，中草药

种植正由传统农业模式转变为生态种植模式。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充分利

用我省野生药材资源优势，示范推广仿野生栽

培、野生抚育技术，多个药材品种进行生态种

植模式实践并获得了成功。

卢氏县是“全国连翘第一县”，连翘种植面

积超过110万亩。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创新团队成员、河南中医药大学药

学院兰金旭博士介绍：“以前，卢氏县的连翘大

多处于野生状态，结果率很小，药材质量差，产

量不稳定，大小年现象突出。”

针对这一情况，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

系专家团队示范推广连翘仿野生栽培技术。

仿野生栽培技术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经济效益

可比自然野生连翘提高1~3倍。

近年来，全省各级科研单位大力开展绿色

中药材栽培技术研究，选育出经济效益好、适

合当地生长的优质品种，总结推广绿色道地中

药材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模式，有效提高了中

药材种植科学化、社会化、集约化水平 。

目前，全省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的中药材

地理标志产品36个、绿色食品57个，评定、建

设省级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及生态化种植示范

基地95个。

科技助推产业跨越式发展

新技术的推广是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水

平提升的关键。近年来，依托于各级科技项

目，我省构建了多层级的中药材技术服务网

络，推动了中药材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2019 年成立的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

体系，通过技术攻关和人才培训，围绕河南省

重点、大宗药材的全产业链，开展了多层次、

多方面的科技攻关和人员技术培训，推进全

省大宗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2017年开展的河南省“四优四化”优质中

药材专项，围绕河南省道地中药材生产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以优质中药材新品种为支撑，以

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为引领，以优质中药材

繁育研发及科技示范基地为依托，通过示范、

推广的带动作用，推进特色县域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

多年来，我省充分发挥农技推广体系的优

势，加大人才培训力度，优化技术服务模式，通

过开展技术培训、座谈会、送技术到地头等形

式，解决了中药材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问

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近日，河南‘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公

布，提出要提升‘豫产’药材质量，做大做强

‘豫药’产业。河南中药材产业势头强劲、动

力十足、未来可期。”陈随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