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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农学应用型科研成果
经济效益研究和对策建议

姬肖兵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北京)

周志宏赵守峰

(中国核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摘要

对四十年来中国核农学应用型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情况进行了

总结、分析和评价;并根据技入产出比这一经济学基本特征以及核农

学自身的特点，探讨了中国原子能农业应用领域内研究-开发-生产

各环节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及特点，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核农学应用型

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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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ffect of Applied 

Nu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Cln Chinese) 

JI Xiaobing 

CInstitute for Application of Atomic Energy , CAAS , Be ijing) 

ZHOU Zhihong ZHAO Shoufeng 

(China Institute of Nuclear Industry Economics , Beijing) 

ABSTRACT 

The economìc effect of applìed nuclear-agrìcultural scìence for 40 years ìn 

China have been summarized , analyzed and appraìsed. The economic regularity 

and features whìch are followed by research-development-production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nuclear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are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s for input-output ratìo and the itself

features of nuclear agricultural scìence. Some propos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applied nu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a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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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吕

我国自 50 年代中期开展核技术农业应用以来，至今己有 40 年的历史。

与一般科学技术一样，核农学研究可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两大部分:前

者着重于揭示农业生物体及其环境的自然规律，后者则着重于改造开发农业，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前者可望获得间接的经济效益，而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商品，直接为社会

创造经济效益。我们称这类成果为应用型科研成果。

本研究仅对应用型科研成果经济效益方面的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价，试图初步建

立起相应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根据投入产出的基本特性以及核农学自身的特点，探讨核

农学领域内研究-开发-生产中各环节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及特点，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核农学

应用型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益，提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1 核农学应用型科研成果的分类

核技术农业应用包括核素应用和射线应用两大方面。核素应用主要指核素技术的应用，

射线应用包括辐射育种、农副产品辐射加工、辐射昆虫不育技术和小剂量辐射剌激增产技

术。

1. 1 榷辐射诱变育种

核辐射诱变育种即通过核辐射技术，诱发植物产生突变，提高诱发的突变频率，经鉴

定筛选出有益的突变材料，培育出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抗逆、抗倒、早熟等优良性状

的作物新品种(品系)。

核辐射诱变育种在核农学应用型科学研究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约占核农学科研成果

的 37% 。我国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此项研究，在获得大量突变系的基础上，已筛选培育出众

多的作物新晶种。目前我国辐射诱变植物品种的数量、种植面积和经济效益均居世界之

首[IJ 。

辐射诱变技术与传统的杂交、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相结合，可以收到优势互补的效果。近

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核辐射诱变技术进一步与植物育种的新技术(如:离休

诱变技术、细胞工程技术等)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辐射诱变育种的研究周期较常规育种短，一般为 5~8 年。

1.2 攘素示踪技术

核素示踪技术用于农业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进入生物体和周围环境的标记物质，探

索其进入生物体的途径及在生物体中的分布规律和去向，阐明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

作用机理，为农业生产提供具体的技术措施，并为农业技术的实施、农业环境的评价以及

宏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与其它技术相比，核素示踪技术有着快速直观的优越性。

核素示踪技术在核农学研究中所占比重近五分之一。农业常用的核素有3H ， 14 C ， IS N ，

32p ，吨， .SCa ， s9Fe , 86Rb 等.

核素示踪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包括科学施肥、合理安全施用农药、除草

剂和生长调节剂、节水农业、生物固氮、资源开发、水产养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畜

牧生产、禽畜饲养及疾病诊断等。在这些领域内，核素示踪技术己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研

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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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示踪技术的经济效益尤其表现在提高化肥利用率方面。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受到国

内化肥供应不足的压力和进口化肥外汇紧缺的限制，因此，农业生产迫切需要提高科学施

肥水平，提高各类化肥的利用率。

核素示踪技术在畜牧、兽医领域的应用，主要在于畜禽疾病和早期饪振的诊断方面，其

特点是快速、准确、简便、实用 e

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周期相对较短，其研究成果的适用周期则较t史。

1.3 辐照加工技术

辐照加工技术是指应用适直的射线剂量，对农副产品进行辐照加工，以期收到杀虫、灭

菌、防霉、抑止发芽的效果，达到延长农副产品贮存期和货架寿命的目的。此外，辐照还

可改进产品性质，如:辐照食用明胶可解决粘度下降问题，辐照酒类可以加速其陈化 b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副产品因虫害、霉变、发芽、细菌感染等因素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40 亿元。过去我国对农副产品的保鲜加工主要采取化学熏蒸法(如环

氧乙屁)和高温或低温法。前者投资大且污染大，后者耗能大且可能改变原风味，尤其是

化学法，己在很多国家禁用。而辐照加工技术具有无毒、无害、无污染、加工戚本低的优

点，且适于规模加工，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农副产品加工技术。

辐照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的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的农副产品，选择与其相应的适宜辐

照剂量和剂量率，进行辐照前后各项卫生及食用指标的检测，研究并设计用于规模加工的

辐照设备，在辐照工艺方面，建立剂量监测标准，保证辐照剂量的均匀性等。

需辐照的农副产品包括:谷物、商品粮、干鲜果品、蔬菜、肉类、海产品、饮料、调

味品、酒类、保健品、花卉、皮革等等。

辐照加工技术的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 1 年，且适用周期较长。

1.4 昆虫辐射不育技术

昆虫辐射不育技术是现代生物防治技术中唯一有可能达到灭绝害虫的有效手段。该技

术利用核辐射造成昆虫的雄虫不育，通过释放人工饲养的不育雄虫，与野生雌虫交配，使

之不能产生后代，从而达到灭绝害虫的目的。该技术具有灭虫彻底，无公害的特点，也是

一种不可替代的杀虫手段。

1. 5 小剂量剌激技术

小剂量剌激技术是指利用小剂量的核辐射，剌激生物体的生怯发育，以期达到提高其

产量的目的。

2 我国核农学应用型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经济效益均指表现经济效益，这是由于农业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是

不能单独在研究领域内实现的，而且，农业科研成果是一种相对成果，其经济效益也是一

种动态的经济效果。而表现经济效益包含了其它多种因素的作用，譬如气候、人工、管理、

价格等等，其数字表达是根据累计推广种植面积×每亩增产数×国家征购价格×适当系数

而得到的。

2.1 撞辐射植物诱变育种

核辐射植物诱变育种在我国已成为植物改良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不完全统计，自 60

年代中期，我国第一批辐射诱变育成的作物品种问世至今，我国在 37 种作物上，育成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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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优良突变品种，其中大田作物有 373 个，蔬菜、瓜果 43 个，花卉 63 个。大多数育成的

作物品种都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年推广面积在 900 万 hm2 (1 .35 亿亩)以上，占全国耕地

面积的 6.5%左右。在我国辐射诱变育成的优良品种中，已有 10 个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核辐射植物诱变育种研究平均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 300~400 万吨，棉花 15~18 万吨，

油料 7. 5 万吨，创造的经济效益每年达 33. 2 亿元，累计增产价值达 200 亿元以上，平均每

年增值 8 亿元，约为国家年增产总值的 1% 。表 1 列出了部分直接或间接利用辐射诱变选育

的作物品种的经济效益以及科研投入的情况。

表 1 我国直接和间接利用核辐射诱变育成的部分作物品种的投入产出情况

作物名称 品种名称
累计推广面积1) 科研投入U 表观社会经济效益

万回 万兀 万兀

水稻 浙辐 802 2100 10 220000 

原丰早 13995 40 150000 

浙辐 9 号 1000 15.5 46000 

浙辐 7 号 500 12 17500 

浙辐 762 800 15. 5 36800 

浙辐 756 120 10 1800 

E 优 802 500 60 40000 

湘早糯 1 号 590 24 19700 

原梗 43 750 50 40400 

鄂荆糯 6 号 230 25 4000 

威优辐 26 1900 18 95670 

湘早糯 1 号 975 24 39000 

R917 15 25 622 

小麦 川辐 4 号 375 15 7500 

川辐 3 号 300 12 6000 

川辐 2 号 600 8 8800 

川辐 1 号 900 12 9000 

西辐 4 号 400 3.45 14380 

原冬 3 号 2010 15 60000 

原冬 6 号

豫麦 43 100 10 5000 

浙麦 4 号 100 2.6 1604 

玉米 原齐 123 880 55 30000 

四早 6 号 1200 30 5000 

西农单交 1 号 525 2 2520 

大豆 黑农 26 3500 10 90000 

丰收 22 号 876 22. 5 21024 

合丰 33 号 375 55 11300 

谷子 辐谷 4 号 150 19 4800 

白菜 龙辐二牛心 22. 5 16 4500 

龙协自 3 号 15 9 300 

1) 15 亩=1 hm 2 • 

2) 包括科研经费、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推广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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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l 看出，辐射诱变作物育种的科研投资效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在核农学的各

分支中，核辐射诱变育种的经济效益在核农学领域内最为明显，在育成的作物中，又以水

稻和小麦的经济效益最为显著，其次是玉米和大豆，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这些作物

长期以来受到重视，研究基础甚为雄厚。

目前，我国辐射诱变改良的种类，己由水稻、小麦、大豆、棉花等少类作物，扩大到

蔬菜、水果、观赏植物、麻类、牧草、杂粮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多种作物，尤其是观赏植物，

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发展很快，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2.2 核素示踪技术

核素示踪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其中，核素示踪技术在士壤肥料方面的应

用，是经济效益最为显著的领域，我国自 1984~1994 年的十年间，化肥用量增长了近-倍，

而粮食产量增长不到十分之一，化肥利用率不高及肥效低是主要原因。提高化肥利用率及

肥效的重点是氮肥。据统计，我国一般氮肥的利用率为 30%~35% ，比发达国家低 20~25

个百分点，如果提高氮肥利用率 10 个百分点，以每千克氮多增产 2 千克粮食计算，所得社

会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据近 10 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应用核素示踪法，以水田、旱地、草场、林果地为研究

对象，阐明营养元素被作物的吸收利用、化肥农药在士壤中的残留损失以及新的施肥技术

等研究成果，至少为国家增产粮食 190 万吨，以每千克粮食价格1. 5 元计算，至少在社会

经济效益 28 亿元。表 2 示出了我国核素示踪技术在农业应用(部分)上的经济效益的初步

统计。

表 2 我国辙素示踪技术在农业应用(部分)上的经济效益韧步统计

累计推广面积1 】 科研投入2)
表现社会

研究单位 应用类型 示踪核萦
万田 万兀 经济万效元益

湖北省农科 氮肥施用 I5 N 192 1. 1 (水稻) 19400 

院原子能所 技术 15N 593. 1 (棉花) 13470 

129. 6 (两熟棉) 5430.2 

山东省农科 氮肥施用 "C , 15N ,12P , 86Ru 1000 (小麦) 9.38 74580 

院原子能所 技术

江苏省农科 固氮技术 ISN 470 (水稻) 76 23800 

院原子能所

浙江农业大 哥哥肥施用 "p 80 (水稻) 2391 

学核农所 技术

问南省科学院 氮、 哥哥施肥 15N ,"P 30 (烟草) 3000 

核素利用所 技术

河北省农科 氮肥施用 I'N 300 (小麦) 50 7000 

院土肥所 技术

黑龙江省 氮肥施用 15N >1000 (水稻〕 3 3926 

农科院 技术

1) 15 亩=1 hm2• 

2) 包括科研经费、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推广费等.

由表 2 可见，核素示踪技术的产业效益(表现经济效益)也是很高的。

值得提出的是，四川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核技术所应用 14C ， 15N 和 32p 示踪方法，阐明了各

类植物生物调节剂对作物产量的调控机理和施用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系列生长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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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叶面肥、菌肥的研制、生产和推广，先后推出 5 个生长调节剂系列配方，累计应用面

积 6. 84 万 h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2.3 辐射保鲜技术

农副产品的辐照加工，是近 10 年来核农学领域内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从事此项研究

的单位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增加，全国有近 200 个单位在从事辐照产品的研究，现有60Co 辐

照装置 150 多座，其中设计总活度在 3.7 PBq 以上的有 40 多座。

为对中国农副产品辐照加工实施产业化、集团化，由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牵头，

成立了由南京辐照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等 19 个单位组成的"中国农副产品辐射

加工技术集团"。自 1984 年以来，各有关单位己对 200 多种农副产品进行了辐射杀虫、防

霉、灭菌、消毒以及改善品质防霉的研究，其中稻谷(加工米)、大蒜、马铃薯、洋葱、蘑

菇、花生仁、苹果、香肠等 18 种产品已被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投放市场。还有一部分产品如:

新鲜人参、脱水蔬菜、草莓、桐祀、生姜、酱油、食用明胶、杭臼菊、猪蹄、牛肉脯、咸

水鸭、酒、蜂制品等也通过了技术鉴定。

目前，我国大米和大蒜的辐照加工已初具规模，形成规模效益，但是大部分辐照食品

仍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尚未大规模投入商业应用。据不完全统计，进入我国市场的辐照

食品至少已达 1. 6 万吨，全国辐照食品的商品化总量达 6 万吨以上，总产值超过 1. 8 亿元，

直接经济效益达 3000 万元以上。

表 3 给出了我国核素辐照在选育良种、辐照农产品保鲜(部分)上的应用及其经济效

益的初步统计。

研究单位

江苏省里下阿

地区农科所

河南省(科学

院核素所)

黑龙江省农科

院原子能所

寝 3 核辐射技术在良种选育和农副产品(部分)

保鲜上的应用及其经济娘益的初步统计

应用类型
设计总容量 实际源强 累计辐照量
0.37 PBq 0.37 PBq 万吨

辐照选育稻 (选育 8 个新
10 10 

麦新品种 品种)

辐照大蒜 137 46 10 

辐照选育玉米、 (选育 18 个
4.7 4.7 

大豆、白菜等 新品种)

累计经济效益
万兀

250000 

20000 

101500 

钻源是核农学专业研究机构的大型设备，我国大多数核农学研究单位都有自己的钻源。

钻源的利用不仅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由于辐射农副产品加工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辐照加工业是实现增值的一条途径，所以成为各核农学研究单位创收的支柱项目。江苏里

下河地区农科所平均每居里创收 15 元，每人年均创收 8 万元，实现了科研经费全部自给。

四川生物技术核技术所、福建省农科院、湖北省农科院原子能所等均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效

益。

2.4 辐射昆虫防治害虫技术

近年来，中国农科院原子能所等单位解决了柑桶大实蝇的人工饲养问题，并在贵州一

个 118 hm2 的 10 万株柑桶园内，连续两年释放了 160 多万头辐射不育虫蝇，将柑桶大实蝇

的危害率由释放前的 5.19%下降到 0.098%. 柑桶平均年产量增加 250 吨，显示出可观的

经济效益，但由于此项技术的应用需要较大的投入，而且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未能进一

7 



步推广。

2.5 Ij、剂量辐射剌激增产技术

用小剂量中子辐照样蚕或家蚕卵，提高蚕茧产量 10%~20% ，并增加丝长。此项技术

己在河南、辽宁、山东、吉林等 10 多个省市推广， 5 年累计增加收入 300 多万元。

小剂量中子辐照虾卵和幼体，能提高虾的孵化率和存活率，并能促进虾的生长发育，提

高虾产量 10%~20% ，此技术曾在渤海湾地区进行 300 多公倾面积的示范推广，净增效益

100 万元左右。

2.6 科研单位所获的直接经济敢益

科研单位的直接经济效益，即单位借助科研投资、通过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而直接创

造的经济收入。在核农学的诸分支中，育种领域，尤其是大作物育种，所创造的社会经济

放益最大，但是，由于研究出的品种得不到有效的专利保护，在使用上无法控制，因此，育

种研究单位所得的直接经济效益甚少。核素示踪技术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很可观，然而，

根据科学研究结果提出的各项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措施，也被无偿占有，况且，核素技术

研究投资相对较高，科研单位在这方面取得收入更是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核辐射农副产品加工的研究可以为各核农学专业研究单位带来→定的收益。

然而，与其社会经济效益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我国核农学专业研究机构的直接收入，主要来自研究单位的钻惊或以钻摞为依托的科

技实体，靠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所得收入占很小比例。

表 4 列出了 5 个直接经济效益较好的核农学研究单位在"八五"期间年平均创收情况。

表 4 部分省级原子能农业利用专业机构的直接经济妓益

研究所名称 主要收入来源
"八五"期间 职工人均年创收

平均年创收/万元 万年

江苏省农科
BA 89. 5 ]. 01 

院原子能所

黑龙江农科
BA 140 2. 8 

院原子能所

四川省农科院
BC 26.7 0.33 

生物技术核技术所

江苏省里下河
BA 72 8 

地区农科所

山东省农科
BA 43.4 0.83 

院原子能所

注 A-一-技术转让， B 技术产业， C一一技术密询.

2.7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核农学研究为社会创造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

所谓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主要指科研经费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科研总投入与由于科

研作用而增加的农业产值之比。

有关资料表明，在 1993 年前的 25 年间，我国核农学的总科技投入(包括事业费、科

研费、基建费等)约为 1.53 亿元，而在此期间，我国核农学研究为社会带来的表现经济效

益约为 250 亿元左右，扣除其它因素，其有效增益约为 50 亿元，据此算出的投入产出比值

约为 1 : 33凶。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为 1:11~13 ，而该农学的投入产出比达

到了 1 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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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50 亿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971~1995 年的 25 年间，核农学专业研究机构所在得

的直接经济效益还不足 3000 万元，仅为总效益的 0.1%左右。而且，直接经济效益的 80%

来自农副产品的辐照加工收入，仅 20%来自核辐射育种和核素示踪技术。

3 有关提高核农学研究经济效益的对策建议

核农学的科研投资能否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能否利用有

限的科研投资，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二是能否将成果及时、有效、充分地应用于生产。

成果产出是经济效益的基础，成果应用是经济效益的实现，二者缺→不可。

本报告围绕提高成果的产出率和转化率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总结我国各核农学单位的

经验、归纳核农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有关提高核

农学研究经济效益的对策建议。

3. 1 提高雄农学应用型研究成果的产出事

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率，就是利用有限的科研投入和时间，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也

就是提高科研效率问题，而科研效率则与研究单位的协调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包括确立研

究方向、选择研究重点，合理配置资金和人力等重大问题。要做好这些工作，首先需要研

究单位充分认清学科特点，认清本单位的学科优势。

3. 1. 1 发挥核农学综合利用的优势，把握研究方向

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就难以生存。与农业科学其它研究领域相比较，核农学的优

势在那里呢?如能集良种、栽培、防虫草、专用复合肥、生长调节剂、农业环境、农业生

态以及食品保鲜和后加工等成果为一体，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实行一条龙服务，就可

以充分发挥出核农学独到的综合优势、配套优势和互补优势，开发核农学的潜力，体现核

农学的先进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展示核农学的前景，从而使核农学进入科技经济共生共

长的合理运行模式。

四川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核技术所开展的三高农业项目"宁南香蕉优质高效综合配套技

术从香蕉脱毒试管苗的培育，到香蕉的后期栽培管理，开展了一条龙服务，显示出明显

的优势。

3. 1. 2 走出传统研究模式，由单因子走向多因子集成

在核农学发展早期，往往把核技术作为一种单一而独特的手段加以运用，而对核技术

与其它技术的结合重视不够，这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科研的需要，也不能充分发挥核农

学优势。

70 年代以来，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对核农学的研究水平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 DNA 重组、细胞融合、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细胞的大规模培

养技术〈包括体细胞培养、花药培养等)的出现，使核农学技术找到了新的科技生长点，从

国内农业发展趋势分析，积极利用和发展生物技术，走与生物技术、常规技术以及化学诱

变技术、离子注入技术等各种技术相结合的道路，是核农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很多核农学

的研究单位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品质需求增加，对品种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对农

产品的加工也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核农学研究不仅应在手段上冲破单一性，在研究

方向上，也应在不放松粮食的基础上，开拓名特优稀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研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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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农所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1.3 深入科研体制改革，提高研究效率

要发挥核农学的综合效益，必须发挥科研投入的聚集放益，需要领导机构有较高的管

理协调能力。实行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化组合，这是提高成果产出率的有效措施。

核农学的科研力量分布全国各地，各研究单位的科技力量也不尽相同，如何发挥核农

学综合实力的作用，进行业务上的有效合作，使之协调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是关系到核

农学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核农学各单位的业务合作有减少的趋势，这一矛盾有待于科技

体制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逐步解决。

3. 1. 4 适当提高应用型和开发型课题的比重

根据文献计量法测算，我国核农学领域己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有 84%的成分属于

基础科学研究，而另外 16%的成分则属于开发应用型的研究。这一比例关系，显然不适应

市场经济下科学研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比例保

持在 2 : 3 : 5 的水平。对于省级研究单位来说，应用开发型的课题应占 85% ，这样才能逐

步增加科研单位的自身积累，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

3.1.5 增加投资力度，多渠道筹措科研经费

进一步增加科研和开发的投入，是提高研究效率的保证。目前，核农学科研单位的经

费来惊以政府拨款为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国家事业费和科研经费是不能满

足需要的。

核农学科研单位应转变观念，加强横向联合，积极争取外资和社会投入，增加技术实

体、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收入，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科研运行体制，进入"依靠市场增加

收入一依靠收入加强投入一多出成果增加收入"这样)个良性循环，将科研单位自身技术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提高到 40%左右，才能摆脱经费紧缺的困扰。

我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我国的核农学研究在世界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因此，在争取国际上的合作与参与方面具有有利条件。

3. 2 提高楼农学应用型成果的转化事

从目前的统计资料看，核农学应用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约在 60%左右，己转化的成果

覆盖度(实际应用规模与可能应用规模之比)一般为 5%~50% 。也就是说，在核农学领域

内，还有相当多的科研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未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未能体现出经济价

值。

3. 2. 1 树立科研成果离不开转化的基本观念

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

单位和生产单位两大系统被分割，导致了科技生产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且成果转化环节多，

周期长，严重阻碍了成果转化。同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科研单位重研究，轻推广，重

宏观社会经济效益，轻单位自身经济效益，在研究单位形成一种写完论文，开过鉴定会就

万事大吉的观念和做法，而缺乏科研成果离不开产品的基本意识。这些旧的体制和意识都

需要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克服，逐步摆脱旧的管理模式，树立起市场导向、科研出产品的思

想。

3.2.2 把好立项关、鉴定关和强化中间试验

无论在投入还是在产出方面，都应有经济诱导，在应用型课题的立项方面，应按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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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需要和市场的发展规律，以农业生产的热点问题为主，科研管理人员应把好项目

开发的立项关和成果鉴定关，对科研成果的利用价值、价值大小、转化后的经济效益，作

出预测和量化判断。

科技成果欠成熟也是转化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成果没有经过中间试验，还停

留在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上或小试配方阶段，在技术上和生产上还不配套，没有成为物化的

结果，不具备转化的条件。总之，中间试验对成果的可靠性、适应性、应用条件和应用技

术的进一步完善有特殊的意义，是戚果转化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强化中间试验，适当

建立中试基地，开展商品性的生产试验，才能促进科研成果的不断转化。

3. 2. 3 健全信息反馈机制

应建立一套与成果转化有关的信息资料库，健全信息反馈机制，以利于比较分析科技

成果的供求矛盾，为科研立项作出正确导向。同时，应重视各级核农学会的作用，利用有

限的情报信息交流设施，强化核农学领域内信息交流，以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3. 2. 4 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成果转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科技市场来推销、推广农业科研成果，是毫无疑义的。此外，

还应采用多种形式，建立种子工程体系。中国农科院原子能所与山东烟台市农科所及山东

诸城市种子服务公司等单位在培育小麦 "H92-112" 新品种的过程中，实现了育种、繁育、

生产和管理不同单位间的优势集戚，实行了基础设施互补、互通。为中国式的种子工程体

系提供了示范。

建立推广示范基地。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科所利用辐射诱变技术，培育了一系列水稻、

小麦品种，他们在农村建立了特约原种繁殖基地 530 余公顷，每年可提供纯种 3000 多吨。

该所培育的水稻品种，在苏、皖、鄂、豫等省都建立了示范网络，育成的小麦品种也在江

苏、安徽、浙江、 t海等省市建立了 15 个固定基地，并设置了 100 多个卫星点。这些推广

示范基地大大促进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促进科研一公司-农民三位一体。山东农科院原子能所为本单位的技术成果转化，开辟了

渠道，正在形成科研-公司-农民三位一体的局面，科研单位负责种苗和技术的开发，公司负

责种苗和技术的提供以及产品的出口和收购，农民负责生产。

3. 2. 5 加强科技开发工作

大多数核农学研究单位在利用农用钻源加强开发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得到的经验是:

发挥核农学的综合优势，以市场为导向，重点选择名、特、优、稀等高附加值产品进行保

鲜研究，在出口创汇农业方面做文章。并尽可能在工艺条件成熟和具备规模的基础上，进

行拳头产品的加工和生产，争取产品创名牌，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所从"八五"期间开始，重点进行了板栗、鲜枣、核桃仁、银杏、

陈猴桃、樱桃、葡萄、山植、生姜、大葱、脱水蔬菜、蔬菜脆片、中药材、酶制剂等高附

加值产品的辐照保鲜研究和技术开发。

黑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所不仅培育出玉米、大豆、白菜等 18 个作物新品种，增加作物

产量 126.2 万吨，还辐照生产保鲜人参 332 万支，为社会创经济效益 1257 万元 .1994~1996

年累计创汇 38.8 万美元。目前，该所在成功地研制出人参和桦树汁保鲜技术之后，又针对

黑龙江省豆制品丰富、但易变质这一特点，着手开发研究豆制品保鲜综合技术。

3. 2. 6 创办科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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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创建科技实体是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必要载体。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科所在此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他们先后研制成功"灭蚊幼"、

"青虫灵"、"灭峨灵"等系列生物杀虫剂，并以这些成果为依托，创建了"生物试验厂"其

产品质量一流，由农业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指定为专用农药，并与全国十多个省、市建立

了推广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科研实体不仅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而且解决了部分科研

资金。

四川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在"八五"期间建立起→批原种生产基地和工厂

化育苗基地，并以粮、棉、油、果、菜为重点，对育成的品种，进行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该所还研制出各类专用复合肥、叶面肥、微肥、菌肥、稀土肥，为形成新型的高效肥产业，

成立了融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科技实体，在省内建立示范基地 2 个，产品的

自有技术含量达 95%以上。

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所创办了杭州兴原农产品经营公司，该公司在管理上采用内部股

份制，所出资 8 万元，掌握控股权，个人入股 7. 8 万元，其中公司经理必须入股 1 万元，与

此同时，订立股份制章程，在人员选用上，实行双向选择。该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一个多月，

就己销售几批辐照农产品，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黑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所在"八五"期间建立了桦树原汁采集工艺及桦树汁饮料加工

工艺，井于 1993 年投资 15 万元，建立了桦树汁饮料试验加工厂，由科技人员出任厂长，至

1997 年 4 月，该厂己累计固定资产 50 万元，年创产值 46 万元，年获利润 20 万元。

3.2.7 走向科技成果产业化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科技成果产业化，实际上就是科技成

果产品化、商品化。核农学的科技成果能够形成产业的优势很强，即将核农学不同分支的

科研成果集中到一起，形成科技产品的潜力很大。据初步调查，可在如下农业科技产业化

项目中发挥作用。

(1)核辐射与其它技术相结合的特色育种一一种子、种苗产业。

(2 )各类高效化肥、生长调节剂、除草剂、杀虫剂、饲料添加剂的研制和施用-一农化

产品业。

(3) 核辐射农产品保鲜及加工一一农产品加工、饲料加工业。

(4) 科技咨询产业一-为农民企业提供技术评估、设施设计、经营决策和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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