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火花活动
2022 年北京农学院科技成果推介会（第四期）

活动通知

一、活动背景

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火花”活动是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

高校院所、大企业、医院、技术转移机构、投资机构、中关村各

分园等联合举办的系列活动，旨在推动科技成果找到应用场景，

实现技术供需对接，促进投融资、产业链、创业服务、空间载体、

落地政策等资源要素融合支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速项目落地

发展。

为充分发挥北京农学院科技资源和服务优势，通过科技服务

助力现代农业企业发展。北京农学院联合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

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中关村“火花”活动

——2022 年北京农学院科技成果推介会（第四期），总第七期。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4 月 26 日（周二）14:00-16:00

三、活动参与方式

本次活动采用“小鹅通”小程序进行线上直播

请扫描二维码参与直播



请扫描一下二维码进群，获取活动详细信息

四、活动组织

指导单位：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

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北京农学院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北京农学院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农学院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农学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

北京北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

协办单位：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昌平工作站

五、活动议程：

（一）科技成果项目路演

1.益生乳酸菌的功能特性研究与应用 刘慧

2.蛋与蛋制品加工技术 仝其根

3.辣根资源的高值开发与利用 丁轲

4.优质庄园葡萄酒生产技术集成 李德美

（二）现场提问环节

（三）北京农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板块介绍——食品营

养与安全认证实验室

（四）北京农学院学生创业团队路演——豆浆专用型品种的

筛选及其创意项目

六、项目简介：

（一）益生乳酸菌的功能特性研究与应用——刘慧

技术名称: 益生乳酸菌的功能特性研究与应用

技术负责人：金君华

项目路演人：刘慧

涉及行业：食品加工、功能性食品

技术简介：

为企业提供有技术背书，包括（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及学术



文章）功能益生菌菌株，并协助提供菌粉制剂放大生产工艺技术；

针对企业需求开发相应益生菌产品，提供生产工艺，合作推

进放大生产技术改进；提供特色功能益生菌菌株分离筛选技术及

实施方案，体内体外功能开发技术及实施方案。

技术负责人简介：

博士研究生，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担任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营养分会理事，中国奶业协会理事，北

京食品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食品中功能性乳酸

菌领域研究工作。

代表性成果：

目前相关领域研究内容已发表文章 2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

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文章 12 篇，以第一/二发明人获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6 项，参编著作 2 部。2018 年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

重大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1 项，北京市自然基金青年项目 1 项，

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一般面上项目 2 项，横向课题 11 项。获得

2018 年北京市属高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支持。

项目需求：技术合作、技术转让、产业落地

（二）蛋与蛋制品加工技术——仝其根

技术名称：蛋与蛋制品加工技术

技术负责人：仝其根

项目路演人：仝其根

涉及行业：洁蛋与蛋制品



技术简介：

技术主要包含洁蛋技术与蛋制品的加工技术，其中洁蛋技术

是针对鲜蛋的清洁与保鲜的技术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针对小型

鲜蛋（特别是柴鸡蛋）生产企业、个体企业。采用清洗、涂膜的

方式进行洁蛋生产。利用清洗、烘干、等离子体杀菌、涂膜技术，

实现了常温 40 天、低温下 90 天的保存期，产品的失重小于 6%。

蛋制品的加工技术主要涉及花色蛋干、蛋肠、蛋皮、蛋豆腐、

沙芯蛋、咸蛋黄粉（泥、酱）、蛋腐乳、蛋酱、蛋酱油、毛蛋等

产品。以上多个产品获得 6 项国家发明专利，生产线技术获国家

（三）项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负责人简介：

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从 2006 年开始进入

蛋品安全及产品加工领域，研究内容集中在咸蛋黄的腌制，溶菌

酶的提取及修饰，洁蛋的加工、蛋黄油的加工及脱胆固醇，蛋品

生产加工安全体系的建立。提出了“中小型鲜蛋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体系”及“绿色、覆盖性鲜蛋综合加工技术”。

咸蛋黄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及“天然洁蛋”生产技术取得突破，

并申报 2 项国家发明专利。

代表性成果：

先后主持北京市及企业横向课题 5 项，发布十一五教材一部，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5 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近 20 篇，参

加北京市科委、农委的“科技套餐工程”，市科委、区县的科技



宣传等科教兴农活动。为北京前陆马村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平

谷黄松峪乡白云寺村、北京富兴达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北京鸿

利丰蔬菜产销农业合作社等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申请项目资

金等工作。曾做为专家，被邀请在中央电视 1 台，北京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食品安全及大众关心的问题进

行科普宣传活动。

项目需求：技术转让、技术合作、产业落地

（四）辣根资源的高值开发与利用——丁轲

技术名称：辣根资源的高值开发与利用

技术负责人：陈湘宁

项目路演人：丁轲

涉及行业：农产品加工，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

技术简介：

辣根（Armoracia lapathifolia Gilib）为十字花科辣根属

草本植物，烯丙基异硫氰酸酯（AITC）也叫辣根素，是从辣根中

获取的一类活性精油物质，也是辣根具有独特刺激性和辛香辣味

的主要物质成分，该技术包括 AITC 前体物烯丙基硫代葡萄糖苷

（AGLS）的提取技术、黑芥子酶提取技术和 AITC 固定化酶转化

技术、二氧化硅包覆磁子固定化酶载体制备技术和 AITC 微胶囊

制备技术 5 个部分。通过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实现从辣根中提取

制备 AGLS，经提取后固定化的黑芥子酶催化生成 AITC，建立了

完整的 AITC 生物合成技术，该技术具有绿色、环保的优势，由



于采用了生物合成路径，生成的烯丙基异硫氰酸酯均为左旋构型，

较化学合成产物左右旋构型混合存在具有更高的生物活性。为了

拓展 AITC 的应用领域，进一步开发了 AITC 微胶囊制备技术并将

其应用于肉类和蔬菜的保鲜，取得良好效果。

技术负责人简介：

陈湘宁，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长

城学者”获得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委员”、“2022 北京冬奥会”餐饮领域食品安全保障联合

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农产

品加工及贮藏”学科带头人，现代农业体系北京市叶类蔬菜创新

团队加工流通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果蔬鲜切加工专业技

术分委会副主任。

代表性成果：

获得北京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1 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一等

奖 3 项，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神农中华农业科

技奖三等奖 1 项，首农集团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项目需求：技术合作、产业落地

（五）优质庄园葡萄酒生产技术集成——李德美

技术名称: 优质庄园葡萄酒生产技术集成

技术负责人：李德美

项目路演人：李德美



涉及行业：葡萄与葡萄酒

技术简介：

优质庄园葡萄酒生产技术集成，包括优质原料生产技术集成、

优良特色酿酒微生物筛选、优质庄园葡萄酒酿造技术集成一级产

品风格特征分析等；利用该技术生产的 “北农庄园”葡萄酒曾

获得布鲁塞尔世界葡萄酒大赛金奖、柏林世界葡萄酒大赛金奖。

技术负责人简介：

硕士，中国葡萄酒专家，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葡萄学会葡萄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葡萄酒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葡萄酒国家评委，中国葡萄酒产品质量认证委员会评委。

荣获：世界葡萄酒商业十佳人物奖，《RVF 葡萄酒评论》中国葡

萄酒杰出贡献奖，《葡萄酒》杂志中国葡萄酒界风云人物。

代表性成果：

主持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葡萄酒中影响

健康的天然发酵副产物分析及其工艺控制》，北京市教委科研项

目《酿酒葡萄氮化合物含量水平对酒精发酵影响的研究》，北京

市教委教学改革项目《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校外横向合作科研项目《庄园葡萄酒生产技术体系建设》，参与

农业部《中国葡萄产业优势规划》，法国农业部《酿酒葡萄精细

栽培技术研究》，澳大利亚国家葡萄酒研究中心《消费者对不同

葡萄酒消费口味倾向性研究》，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下

达《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现状与规划》课题。



项目需求：技术合作、技术转让、产业落地

（六）北京农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板块介绍——食品营

养与安全认证实验室

项目简介：

北京北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服务学校产学研，同时

承担服务社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公司实验室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其中实验面积达 1200 平，配备综合理化实验室、有机

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微生物室、PCR 实验室等，实验室目前配

备各类仪器设备 60 余台（套），总价值达 500 多万元，涉及液

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仪、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霉菌培养箱、

紫外分光光度计电子天平、超低温冰箱、水浴锅、恒温培养箱、

光学显微镜、高压灭菌锅、生物安全柜、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系

统等，设备处于国内同类检验检测机构领先水平，能够为检验检

测工作提供充分可靠的保证。

目前实验室在申请 CMA 和 CNAS 的阶段，力争称为食品、农

产品领域资质齐全、技术实力雄厚、设备完备的食品检测实验室。

主要检测领域在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及微生物、添加剂、重金属

污染物、真菌毒素、常规理化项目。

不仅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还依托北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及

微生物、添加剂、重金属污染物、真菌毒素、常规理化项目农学

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技术支持，从食品营养、食品安全等多

角度多方面为食品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项目需求：技术合作、业务对接

（七）学生创业团队路演——豆浆专用型品种的筛选及其创

意项目

团队简介：

以豆浆专用型品种筛选和豆浆创意产品开发为创新主体，学

生创业团队为主力军，高校教师为技术指导，结合学校办学特色

进行项目研发，做好理论体系，做好产业链链主。

团队成员具有专用型大豆功能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食品

营养学等多学科研究背景，对于专用型大豆品种和品质、揭示调

控 LOX 酶的路径(降低腥味)、专用大豆种质筛选、培育高产优质

专用大豆新品种有着良好的研究基础。此外，团队还有配合京郊

部分地区发展有机、绿色、高产、专用大豆技术种植、推广与示

范的相关经验，能够与市场做良好的对接。团队成员整体实力互

补，能够很好地助力豆浆专用型品种研究，带动整体发展。

团队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产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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