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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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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阐述了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总体情况袁介绍了工作中的主要做法及成效袁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袁以期为
推动界首市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尧实现提质增效转型跨越式发展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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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安徽丰絮农业科

培配套技术示范推广冶渊2017 年冤曰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粮食生

技有限公司根据公司产业发展需要袁联合安徽省农业科学

产发展专项资金模式攻关项目野安徽省稻田马铃薯绿色高

院园艺研究所尧安徽农业大学尧合肥学院等科研单位与高校袁

产高效模式攻关示范冶渊2017 年冤曰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粮食生

2016 年牵头并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厅批准成立遥目前袁联盟的

产发展专项资金模式攻关项目野安徽省马铃薯绿色增产模式

事及技术委员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袁紧贴行业需求袁把握发

1.3 关键技术攻关研发

各项工作已经正式步入正轨遥联盟在联盟成员单位尧联盟理

联合攻关示范冶渊2018 年冤遥

展机遇袁继续开拓创新袁推进组织建设尧机构运行尧课题研

在比利时瓦隆农业研究中心尧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究尧标准编制尧研修培训尧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的有序开展袁

研究所和联盟成员共同努力下袁育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

争取更多成果和新的突破遥
1 现状
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围绕马铃薯产业发
展袁通过联盟创新解决一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引
进和消化吸收问题袁攻克一批制约安徽省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尧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袁获得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和自主品牌袁建设一批省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尧技术研发基地尧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
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袁使安徽省马铃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袁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技术自给

铃薯新品种 5 个袁分别为皖马铃薯 1 号尧皖马铃薯 2 号尧皖马

铃薯 5 号尧皖马铃薯 6 号尧黄宝石袁并且在 2017 年尧2018 年
通过安徽省园艺学会认证袁改变了安徽省缺乏自主育成马
铃薯品种的状况遥
1.4

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
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牵头单位界首市丰

絮农业科技公司先后投资 8 000 余万元袁在界首市泉阳镇尧

陶庙镇尧靳寨乡尧任寨乡尧砖集镇建设喷滴灌及水肥一体化

条件配套的大棚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逾 400 hm2袁进行大棚
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示范和产业化生产遥基地通过采

率进一步提高遥

用优质脱毒种薯尧种薯菌剂拌种尧生物有机肥尧马铃薯专用化

1.1 参加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

肥尧地下害虫生物防治尧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尧膜上覆土马

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参加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袁依
托该单位设立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
站袁站长为联盟秘书长廖华俊研究员遥该试验站在安徽省马

铃薯自出苗和多层覆盖等配套技术措施袁实现大棚马铃薯优

质早熟高效生产遥通过技术示范尧展示袁带动全市逾 2 000 hm2
大棚马铃薯生产种植袁平均产量较 2016 年增加 4 500 kg/hm2
以上袁马铃薯商品性和品质大幅度提高遥

铃薯主产县共设有 5 个示范县袁分别为界首尧临泉尧阜南尧蒙

1.5 团队建设

1.2 承担实施科技项目

士 1 人袁专业从事马铃薯相关技术研发袁多人获得职称晋

单位围绕马铃薯产业发展需求袁积极争取科研项目开展技

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成立了合肥综合试验站袁该试验站拥有

城尧怀远袁拥有团队成员 20 人遥

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2 年来袁成员

术攻关和试验示范袁先后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农业部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项目野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
站冶渊2017要2020 年冤曰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野马铃薯化学肥料与
化学农药减施增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冶渊2018要2020 年冤曰
安徽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野马铃薯机械化绿色高效栽培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冶渊2016要2017 年冤曰国家引智示
范推广项目野马铃薯机械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冶
渊2018 年冤曰国家引智示范推广项目野马铃薯绿色高产高效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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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引进博士 2 人尧硕

升遥依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技术力量袁国家马
涵盖马铃薯育种尧栽培尧土壤肥料尧植保和综合 5 位专家袁在
界首尧蒙城尧临泉尧阜南尧怀远 5 个示范县拥有以当地农技人
员为主的 15 名骨干示范成员袁这些人才的引进和团队的建
设袁为联盟在马铃薯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尧核心技术和共性
技术研发提供了人才保障遥
1.6 技术培训与交流

围绕新品种选育尧产业形势与 2018 年市场分析尧优质

早熟栽培尧病害绿色防控尧设施高效栽培尧主食化加工尧储藏
与保鲜尧营养与安全等内容进行技术培训与交流遥联盟举办
了马铃薯主食化开发配套产业技术提升高级研修班尧全省
马铃薯绿色高产高效生产引智成果示范培训暨攻关示范推
77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12 期

园艺学
进会尧设施马铃薯测产验收会尧工厂化育秧大棚马铃薯示范

订产地直销协议袁保障马铃薯商品薯的畅销遥成员单位安徽

观摩会等全省性的系列观摩尧培训活动袁累计培训基层农技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合肥

人员 232 人次袁种植户 574 人次遥组织联盟成员单位技术人
员 11 人次袁先后到云南昭通尧贵州荔波尧内蒙古海拉尔等地
参加全国马铃薯大会和观摩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学习和取
经袁提高相关人员的技术能力[1-2]遥

形式袁在安徽阜南尧临泉尧蒙城尧怀远及肥东等 10 余个县袁带
动马铃薯发展近 1.33 万 hm2袁为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遥

2 主要成效

3

2.1 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成果

育成品种 5 个遥育成具有联盟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

2.1.1

综合试验站为平台袁通过技术指导尧品种示范尧基地带动等

薯新品种 5 个袁分别为皖马铃薯 1 号尧皖马铃薯 2 号尧皖马
铃薯 5 号尧皖马铃薯 6 号尧黄宝石遥

2.1.2 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遥取得授权发明专利为野马铃

发展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袁利用网站尧公众号尧新媒体尧设计联盟宣

传册等加大宣传力度遥二是如期编制联盟工作简报袁将马铃
薯领域的最新动态最快反馈给联盟成员遥三是如期筹备技
术交流会袁认真组织召开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年度建筑工业化技术交流会遥四是如期组织技术培训与

薯超高产容器栽培方法冶野大棚马铃薯多次才收高产栽培

交流会袁根据成员单位培训需求袁组织多次技术尧标准培训

方法冶遥

工作遥组织成员单位经常调研袁加强联盟成员单位间交流活

2.1.3 制定省级标准 2 项袁申请 1 项遥2 项省级标准分别为

叶马铃薯要水稻连作栽培技术规程曳渊DB34/T 2678要2016冤尧

叶绿色食 品 设 施马铃 薯春 早熟栽 培技术 规程曳 渊DB 34/T

3169要2018冤遥

2.2 带动产业发展

通过技术示范袁带动界首市逾 2 000 hm 大棚马铃薯生
2

产种植袁平均产量较 2014 年增产 4 500 kg/hm2 以上袁马铃薯
商品性和品质大幅度提高遥公司在抓基地进行设施马铃薯

生产的同时袁积极开拓马铃薯销售市场袁与上海尧常州尧苏
州尧宁波尧武汉尧南京尧合肥等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经销商签

动袁进一步了解各单位技术尧产业发展需求袁进一步突出产
业技术创新袁把安徽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工作
提高一个层次[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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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和鹰嘴豆种植户之间长期服务合作关系袁研究观测

需根据实际情况选取适宜本地生长的种子袁以充分发挥品

鹰嘴豆生长发育及气候条件关系袁对鹰嘴豆种植各阶段跟

种的增产持性遥

踪服务遥通过各种形式袁如气象短信尧灾害天气预警预报尧旱

4.2 加强田间管理

涝情分析报告等袁加强部门联动袁实现资源共享袁全方位为

做好鹰嘴豆播种工作袁按照行距 40~50 cm尧株距 13 cm

进行机械播种遥在出苗前如果土地板结袁需及时耙耱破除板

结袁以利于出苗 [4]遥通过机械深松耕作袁深度达 20 cm 以上袁
利于鹰嘴豆植株根系深扎袁提高其产量遥鹰嘴豆生长期做
好中耕除草尧花期追肥灌水和病虫害防治工作袁以保证其产
量和质量遥
4.3 提高气象服务水平
鹰嘴豆种植离不开气象条件的支持袁应加强气象为农服

鹰嘴豆种植开展气象服务袁积极提高预测预报和灾害防御
能力袁做好灾害预报预警工作袁开展人工增雨消雹作业袁使
鹰嘴豆种植损失降到最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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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哈密瓜产量和质量袁增加农民经济效益袁要充分掌握哈密

地头给农民种植户提供哈密瓜种植的科学指导袁使农民掌握

市气候条件袁避免或减轻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种植损失遥气

哈密瓜种植的有利气候资源袁使哈密瓜产量和质量得到有

象部门要做好全面气候监测工作袁为哈密瓜种植提供科学

效提高遥

指导袁提升气象为农服务水平袁推动哈密市哈密瓜种植产业

渊2冤气象部门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与哈密瓜种植现状袁
建立农田小气候监测站袁实时对哈密瓜生长发育进行温度尧
湿度尧光照及土壤水分等气象要素的自动监测袁充分掌握好
各类气象要素对哈密瓜生长发育的影响袁为发展哈密瓜种
植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袁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遥
4 结语
哈密瓜是哈密市主要农业经济作物之一遥为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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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序地发展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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