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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生态循环农业效益提升关键技术创新与模式集成应用 

 

2. 推荐单位意见 

经过近 20 年的研究，本项目围绕传统循环农业种养配置结构单一，经济效

益不高、污染严重等现实问题，率先提出在我国城郊区发展环保型功能多样化农

业体系的基本思路，以及环保型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的构建原理。创建了多

元化生态种-养-加系统结合和环境保育系统，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多功能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研发农业生物质基质化、肥料化和环保化多层级循环利用关

键新技术，开发出有机肥、生态修复菌剂等新产品；依据新型多功能生态循环农

业系统构建原理，构建了“生物质/牧草-草食动物养殖-肥/沼-种植系统（果蔬茶）”

模式。本项目研发的流域地表径流、农村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绿狐尾藻生态治理

全时全程防控体系已在南方 9 省/市建立示范点 100 余处，国家级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治理示范区（县）4 个，《人民日报》要闻等主流媒体 100 多次报道。研发

的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累积推广 28 万亩，并创建全国首个以生态茶园为主题的茶

产业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项目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1 件、新产品 2 个、

发表科技论文 83 篇（SCI 论文 26 篇），软件著作权 2 份；本项目累计示范推广

应用总面积达 2092.4 万亩，包括核心区 26.1 万亩、示范区 223.9 万亩和辐射区

1842.4 万亩，培训农村技术人员及农民 20000 余人次，获得突出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 

我单位认真审核了该项目的申报材料，确认材料真实有效，同意推荐该项

目申报 2018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目简介 

针对传统循环农业种养配置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不高且农业面源污染重、防

控难度大等突出问题，项目研发了种养组合配置技术、循环农业技术、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安全利用技术、生态环境保育技术和面源污染生态处理技术等关键技术

体系。其中主要技术的内容有：1）环保型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构建技术：

创建了多元化生态种-养-加系统，同时配置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系统、园区环境保

育系统，再建立延伸系统（体验农业等），实现生物质的多级转化与资源的循环

利用，以及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集成发明专利技术

“一种茶树的遮光栽培方法（用黑色遮阳网分别在春、夏季对茶园遮光，间隔留

枝条不采茶、修剪方法，提高了茶叶品质与产量）”和“一种茶园杂草的控制方法

（用稻草、麦秆或茅草等秸秆覆盖和防草布覆盖茶园裸露土地，控制杂草，同时

提高茶园土壤质量，保土保肥）”等新技术、新方法，创建全国首个以生态茶园

为主题，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规模达 3700 亩的茶产业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

统（田园综合体，即中国美丽田园——茶园景观），成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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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域面源污染风险的稻田面积比例阈值：发现流域出水口氮磷浓度、负荷与

稻田面积比例之间的波尔兹曼（Boltzmann sigmoid）关系，提出稻田面积超过

29%是流域水质恶化的阈值。3）绿狐尾藻湿地高效生态治理面源污染技术：建

立绿狐尾藻湿地处理地表径流、农村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技术，应用工程对生活

污水和养殖废水 COD、氮磷去除率为 88.1%–98.8%，地表径流为 63.7%–78.5%。

该技术全生态，场地选择灵活，建设维护成本低、运行简便，效果稳定。4）利

用农产品加工废水生产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和红球菌菌剂：筛

选出具有高效植物促生作用的地衣芽孢杆菌菌株和具有脱氮功能的红球菌菌株，

发明了一种地衣芽孢杆菌及其菌剂和具有脱氮功能的红球菌及其菌剂的生产方

法；以甘薯淀粉加工废水大规模培养上述菌株的工艺，开发出促生高效的微生物

肥料和生态修复菌剂产品。5）一种有机无机复混肥及制备方法：将湿牛粪经过

固液分离出固体物、再与菜籽饼按比例混合进行发酵，将发酵的有机肥与尿素、

磷酸一铵、氯化钾和硫酸铵等混合、造粒、干燥、冷却、抛光、包装，即得到有

机无机复混肥。该有机无机复混肥效果好、成本低、使用方便，广泛适合于我国

南方稻田和旱地土壤中应用。 

项目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1 件。项目自 2008 年开始在湖南及周边省份开展

关键技术试验与示范，据不完全统计，本项目累计示范推广总面积达 2092.4 万

亩，包括核心区 26.1 万亩、示范区 223.9 万亩和辐射区 1842.4 万亩，培训农村

技术人员及农民 20000 余人次。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对于减少农田化肥投入，防

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农田土壤质量和农产品质量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农业

面源污染等问题，对提高农业废弃物（如秸秆和畜禽粪便）的循环利用，减少农

业废弃物排放 COD 及氮、磷对环境的污染，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客观评价 

本成果为多个研究项目核心技术的综合，研究项目通过了政府各级主管部门

组织的专家组验收，得到专家和业界的高度评价。主要内容包括： 

1、本成果为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4 个课题、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 1 项等项目

核心技术的综合。项目全部顺利结题并通过专家组验收，得到了专家和业界的高

度评价。 

2、科技部农村司、农村中心组织专家于 2017 年 4 月 27-28 日在北京对“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循环农业科技工程”项目“中南稻区复合生物循环技术

集成与示范”课题（2012BAD14B17）进行了验收，专家组认为：课题围绕中南

稻区生物质安全利用关键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可持续循环农业高效模式构建等

研究和示范，构建了“大型循环农业园区复合生物循环”、“水稻/牧草–肉牛–有机

肥–果蔬茶”等循环农业模式，饲用稻草营养强化技术、畜禽养殖固体废弃物肥料

化技术、畜禽养殖液体废弃物利用技术、畜禽养殖污水生态湿地处理技术等多项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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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组织专家于 2018 年 4 月 7 日在北京对“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城郊环保型高效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典型城郊区

环境保育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2014BAD14B01）和“中南城郊环保型资源

高效农业模式研究与示范”课题（2014BAD14B01）进行了验收，专家组认为：

研发了城郊农业区小流域污染物源头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价、甘薯加工废水资源化

生产微生物肥料等技术，构建城郊农业系统环境保育模式和小流域污染物综合防

控模式。研发了适合中南城郊区种–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养殖废弃物污染减控与

茶园生态管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构建了以“种–养–废弃物资源化”为主题的环

保型高效农业模式。 

4、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组织专家于 2010 年 9 月 5-6 日对“十一

五”国家支撑计划“城郊区环保型特色农业支撑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典型城郊

农业区环境质量修复与功能提升技术研究”课题（2008BAD7B01）进行了验收，

专家组认为：利用筛选的强氮磷富集植物，对城郊农田生态沟渠进行生态整治，

有效阻止了农田氮磷的迁移。研发了甘薯淀粉加工废水生产微生物菌肥的技术，

以及农村生活污水生物处理技术，有效地阻止了分散式污染物的排放。 

5、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专家组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长沙对“十二五”院

重点部署项目“亚热带丘陵区流域农业氮磷污染源头防控体系研究与示范”验收，

专家组认为：证实了绿狐尾藻除去水体氮磷污染的湿地植物，构建了分散居民生

活污水、养殖污水、富营养化水体和小流域氮磷治理技术模式，并得到广泛的示

范推广应用。 

6、湖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于 2006 年 12 月 19 日在长沙对“丘陵茶园茶叶优

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进行了鉴定，专家组认为：建立了稻草覆盖、

间种三叶草和乔木、肥料配施、病虫害生态调控等茶叶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制

了高效茶叶专用肥，有效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取得显著生态和经济效益。 

 

5. 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自 2008 年开始在湖南及周边省份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示范，采用边试

验示范边推广应用的方法，据不完全统计，本项目累计示范推广应用总面积达

2092.4 万亩，包括核心区 26.1 万亩、示范区 223.9 万亩和辐射区 1842.4 万亩，

培训农村技术人员及农民 20000 余人次。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起止时

间 

应用单位联系人 

/电话 
应用情况 

湖南洋利农林科

技有限责任 

面源污染生态

治理技术、多

功能田园综合

体技术体系 

2014-2017 邝鼎 

/18873086665 

累计在核心区应

用 1.49 万亩、示

范推广 15.37 万

亩。 

富川富泽生态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多功能田园综

合 体 技 术 体

系、面源污染

生态治理技术 

2014-2017 程树生 

/13737741663 

累计在核心区应

用 0.3 万亩、示范

推广 0.9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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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江环境工程

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绿狐尾藻湿地

面源污染生态

治理技术 

2014-2017 13908498561 参与/承担完成养

殖废水、生活污

水、河道及小流域

面源污染治理项

目工程 100 余项，

合同金额 0.62 亿

元。 

湖南省春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稻草生产中高

档食用菌基质

利用技术 

2008-2017 0731-88921918 累计推广 1200 万

袋 ， 消 耗 秸 秆

9500 多吨。 

湖南和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稻草生产中高

档食用菌基质

利用技术 

2008-2017 13786645458 累计推广 1300 万

袋，消耗秸秆 1.1

万多吨。 

湖南国进食用菌

开发有限公司 

稻草生产中高

档食用菌基质

利用技术 

2008-2017 0731-86152895 累计推广 1700 万

袋，累计消耗秸秆

1.5 万多吨。 

湖南中科肥业有

限公司 

农业生物质肥

料化利用关键

技术 

2015-2017 蒋宏亮 

/13548923917 

累计生产有机无

机复混肥 6 万吨，

应用面积 80.0 万

亩。 

泰谷生态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生物质肥

料化利用关键

技术 

2008-2017 谭石勇 

/0731-85504118 

累计生产有机肥

32 万吨，处理养

殖废弃物 96 万

吨，推广面积 200

万亩。 

湖南百威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农业生物质肥

料化利用关键

技术 

2012-2017 张鸿 

/0731-83897899 

累计生产有机肥

料及育苗营养基

质 25 万吨，处理

畜禽粪便、秸秆

70 万吨。 

长沙浩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农业生物质肥

料化利用关键

技术 

2012-2017 张浩 

/0731-85620126 

累计生产有机肥

料及育苗营养基

质 30 万吨，处理

畜禽粪便、秸秆

90 万吨。 

无锡中科活力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废

弃物高效利用

新技术 

2015-2017 0510-87126003 累计生产菌剂产

品 9000 吨。 

湖南阳春农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质全利用

生态循环农业

技术与模式 

2013-2017 杜送德 

/13973809715 

累 计 应 用 面 积

19.93 万亩。 

 

6.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核心发明专利目录 

1) 肖润林, 刘锋, 付晓青, 李勇, 张树楠, 白志辉, 徐圣君. 一种茶园温室气体

的减排方法, 2013 年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1210450348.1 

2) 肖润林, 李盛华, 付晓青, 张树楠, 徐娟, 黎星辉. 一种茶树的遮光栽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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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11038756.9 

3) 肖润林 . 一种茶树的栽培方法， 2007 年授权发明专利 , 专利号 : ZL 

200510018384.0 

4) 肖润林, 向佐湘, 黎星辉, 单武雄, 程孝. 一种茶园杂草的控制方法, 2010 年

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0810197245.2 

5) 肖润林, 程孝, 黎星辉. 一种秋季绿茶的生产方法, 2011 年授权发明专利, 专

利号: ZL 200810236759.4 

6) 吴金水, 肖润林, 李裕元, 刘锋, 张树楠, 李红芳, 何阳. 一种养猪场废水污

染减控方法, 2014 年 12 月授权, 专利号: 201310313436.1 

7) 刘锋, 吴金水, 肖润林, 李红芳, 王毅, 张树楠. 一种农村分散式污水的生态

组合处理方法及装置. 2015 年 9 月授权, 专利号: 201410148248.2 

8) 吴金水, 李裕元, 肖润林, 刘锋. 一种平原河网区面源污染治理的方法．2014

年 8 月授权, 专利号: 201310312559.3. 

9) 肖润林, 吴金水, 刘锋, 李红芳, 何阳, 张树楠, 李裕元. 一种丘陵零散养殖

区废弃污染物的减控方法,  2014 年 12 月授, 专利号: 201310414068X 

10) 肖润林, 吴金水, 刘锋, 李裕元, 张树楠, 李红芳,何阳, 白志辉. 一种养猪场

废弃污染物的处理方法, 2015 年 1 月授, 专利号: 201310313504.4 

11) 肖润林, 吴金水, 刘锋, 张树楠, 李红芳. 一种养猪场废弃污染物的处理方法. 

2013 年 12 月 5 日授权, 专利号: 201210393851.8. 

12) 唐八生, 曹典军, 彭群, 林炜, 郭帅, 蔡浩. 一种微生物复混肥料制造方法及

其装置.专利号: ZL 2012 1 0313134.X 

13) 谭周进, 曹典军, 胡汝晓, 尹德明. 一种生物药肥及其生产方法.专利号: ZL 

200910209293.2 

14) 白志辉, 张茉莉, 陈月月, 赵志瑞, 庄绪亮, 杨建州. 一株地衣芽孢杆菌及其

菌剂的生产方法和用途.专利号：ZL 2012 1 0463000.6 

15) 白志辉, 陈月月, 赵志瑞, 金德才, 庄绪亮, 庄国强. 一株具有脱氮功能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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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周芳如，罗志威，徐滔明，易子霆，丰来. 生物有机肥中生防菌种的研究进

展，2015，43（34）：193-195 

69) 吕黎，王蕾 ,罗志威 , 周佳敏 ,丰来 .大三元肥的研究进展，湖南农业科

学,2014,(8):32-35 

70) Zuo Wang, Zhixiong He, Karen A. Beauchemin, Shaoxun Tang, Chuanshe Zhou, 

Xuefeng Han, Min Wang, Jinhe Kang, Nicholad E. Odongo, Zhiliang Tan.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yeast species for improving in Vitro fermentation of cereal 

straws. Asia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 2015, 29(2): 230-240.  

71) 李明德, 吴海勇, 聂军, 石生伟. 稻草及其循环利用后的有机废弃物还田效

用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 2010, 43(17): 3572-3579 

72) 刘琼峰, 崔新卫, 吴海勇, 谷雨, 李明德, 吴金水, 肖和艾, 杨曾平. “种植-肉

牛-有机肥-种植”模式氮磷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农业工程学报, 2016, 32 (S2): 

191-198 

73) 谷雨, 刘琼峰, 吴海勇, 李明德, 吴金水, 肖和艾, 崔新卫. “水稻/牧草-肉牛-

有机肥-蔬菜/茶叶”循环农业模式能值分析. 中国农学通报, 2017, 33(32): 

81-86 

74) 江南, 邹冬生, 肖和艾, 李明德, 刘琼峰, 谷雨. “种草养牛”循环农业模式效

益比较分析. 中国农学通报, 2017, 33(14): 147-152 

75) 彭志红，李明德，蔡立湘，聂军，廖育林，刘琼峰，稻草及稻草循环利用后

的废弃物还田效益研究，生态环境学报，2009，18（2）：683-687 

76) 吴海勇，李明德，黄科延，聂军，廖育林，刘琼峰，稻草循环利用后的废弃

物在油菜上的应用效果研究，湖南农业科学，2009，(11)：45~48 

77) 彭志红，李明德，蔡立湘，聂军，廖育林，刘琼峰，不同耕作栽培方式稻草

还田对水稻产量及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

4925- 4926 4939 

78) 石生伟，李玉娥，李明德，万运帆，彭华，吴海勇，早稻秸秆原位焚烧对红

壤晚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及产量的影响，土壤，2011，43（2）：184-189 

79) 吴海勇，李明德，刘琼峰，吴小丹，稻草不同还田途径对土壤结构及有机质

特征的影响，土壤通报，2012，43（4）：836~841 

80) 吴海勇，李明德，刘琼峰，吴小丹，农业有机废弃物还田的生态经济效益研

究，土壤，2012，44（5）：76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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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刘琼峰，李明德，段建南，吴海勇，基于 GIS 的湖南省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变

异研究，经济地理，2013，33（9）：142~147 

82) 刘琼峰，李明德，吴金水，魏文学，张扬珠，吴海勇，湖南省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模式的空间布局研究，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循环农业科技工程”重

大项目技术培训会会议论文集，“中国循环农业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954-967 

83) Wenzhao Zhang, Chunmei Yin, Chunlan Chen, Anlei Chen, XiaoliXie, Xingan Fu, 

HaijunHou, Wenxue Wei, Estimation of long-term Ca2+ loss through outlet flow 

from an agricultural watersh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6, 23:10911-10921 

 

软件著作权 

1) 李睿.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开闭环结合的水肥混灌自动控制系统. 2016 年 12 月

21 日, 计算机软件专著权. 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1650401 

2) 李睿，彭新德.WINCE 下基于 DirectShow 技术的视频采集系统 V1.0.2011 年

11 月 01 日，计算机软件专著权. 证书号：0385632 

 

新产品 

1) 生物有机肥，粉剂，微生物肥 2016 准字 1822 号 

2) 有机肥 5%，粉剂，湘农肥 2009 准字 0603 号 

 

7.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完成单位 排名 贡献 

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 

1 

1、主持完成本项目的实施；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2、率先提出在我国城郊区发展环保型功能多样化农业体系的基本思

路，以及环保型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的构建原理；创建了包含多

元化生态种-养-加系统结合和环境保育系统，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

的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系统地开展规模化试验验证、示范和应

用推广； 

3、首次确定引发流域面源污染风险的农田面积比例阈值，基于绿狐尾

藻湿地，率先发明涵盖流域地表径流、农村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的面

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体系，首创流域源头面源污染全时全程防控模式。

在南方 9 省/市建立示范点 100 余处，其中国家级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示范区（县）4 个，实现规模应用； 

4、依据新型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构建原理，构建了生物质全利用

的“生物质/牧草-草食动物养殖-肥/沼-种植系统（果蔬茶）”模式； 

5、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单位。 

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 
2 

1、给予科研经费配套支持； 

2、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稻草资源化利用、家畜养殖废弃物有机肥利用等

关键技术研发和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集成，及在本省的推广应

用； 

3、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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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3 

1、阐明了绿狐尾藻湿地氮转化微生物种群互作关系及其快速脱氮机

理； 

2、首次筛选出具有高效植物促生作用的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菌株和具有脱氮功能的红球菌菌株； 

3、发明以甘薯淀粉加工废水大规模培养上述菌株的工艺，开发出促生

高效的微生物肥料和生态修复菌剂产品，并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 

4、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单位。 

湖南省食用

菌研究所 
4 

1、筛选了适合稻草栽培的优良菌株 7 个，筛选了稻草栽培食用菌高产

配方 6 个； 

2、创新出稻草脱毒处理新工艺 1 项，构建了稻草栽培食用菌高效技术

模式 2 项； 

3、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单位。 

泰谷生态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 

采用本项目中的农业生物质肥料化利用关键技术生产有机肥料，自

2008 年以来，累计生产有机肥约 32 万吨（折算处理了约 96 万吨养殖

废弃物），推广应用面积达 200 万亩。 

湘丰茶业集

团有限公司 
6 

开展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的研究和示范应用，生态茶园面积扩大到 28 万

亩；开展全国首个基于茶产业的多功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构建，建设

以生态茶园为主题规模达 3700 亩的田园综合体（湘丰茶博园）。 

湖南洋利农

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7 
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多功能田园综合体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应用单

位，示范推广 15.37 万亩，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8.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职务 
技术职

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贡献 

吴金水 1 所长 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项目的主要设计人，指导和

制定生态循环农业效益提升

关键技术创新与模式集成应

用，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

成人。 

李明德 2  研究员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负责种养加生物质全利用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构建

及模式关键参数的量化研

究，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

成人。 

肖和艾 3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承担屈原和富川多功能多功

能田园综合体构建和推广应

用，养殖固体废弃物有机肥

研制，以及种养加生物质全

程利用的循环农业效益提升

模式构建。专利、论文等的

主要完成人。 

彭新德 4  研究员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养殖液体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技术与水肥一体化系统

研发，软著、论文等的主要

完成人。 

刘锋 5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绿狐尾藻湿地能快速处理

污水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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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

研究所 

农业生态

研究所 

理，绿狐尾藻湿地的地表径

流、农村生活污水和养殖废

水等高效处理技术研发；专

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人。 

庄绪亮 6 

副主

任、党

委副书

记、纪

委书记 

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

心 

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

心 

绿狐尾藻湿地氮转化微生

物种群互作关系及其快速

脱氮机理研究，发明了甘薯

淀粉加工废水大规模培养

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菌株和红球菌

菌株的工艺，专利、论文等

的主要完成人。 

彭运祥 7 所长 
副研究

员 

湖南省食

用菌研究

所 

湖南省食

用菌研究

所 

筛选了适合稻草栽培的优良

菌株 7 个，筛选了稻草栽培

食用菌高产配方 6 个，论文

等的主要完成人。 

肖润林 8 副站长 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茶园生态管理技术研发，发

明流域地表径流、农村生活

污水和养殖废水的面源污

染生态治理技术体系，专

利、论文等的主要完成人。 

刘琼峰 9  
副研究

员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参数量化、集成及推广应

用，专利、论文等的主要完

成人。 

张文钊 1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绿狐尾藻湿地高效生态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与示

范，论文等的主要完成人。 

王毅 11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

研究所 

集水区和流域尺度的氮磷

收支、水系迁移通量及其时

空变异规律研究，专利、论

文等的主要完成人。 

程孝 12 
副总经

理 
 

湘丰茶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湘丰茶业

集团有限

公司 

全国首个基于茶产业的多功

能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构建，

茶园生态管理技术应用推

广。 

 

9.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李明德为项目第二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式主要为论文合著、模式集成示范等，包括 1 件核心专著：1、循

环农业实用技术；2、主要专利目录：16-19、21；3、主要论文目录：71-82。 

肖和艾为项目第三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式为核心知识产权、模式集成示范等，包括两件核心知识产权：1、

参编专著 1 部：循环农业实用技术；2、核心发明专利 1 项：一种有机无机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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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及制备方法；3、其他授权发明专利 5 项（附件：专利 16-20）和论文 4 篇（附

件论文 64、72-74）。 

彭新德为项目第四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式为软著等，包括软件著作权 2 件：1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开闭环结合

的水肥混灌自动控制系统；2. WLNCE 下基于 DirectShow 技术的视频采集系统

V1.0；3、附件论文（64-65）。 

刘锋为项目第五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 月，合作方

式为知识产权、论文合著等，包括附件专利（6-11）、论文（25-55）。 

庄绪亮为项目第六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 月，合作

方式为知识产权、论文合著等，附件专利（14-15）、论文（25-26）。 

彭运祥为项目第七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式为技术合作研发、论文合著等，附件论文（62-63）。 

肖润林为项目第八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2 年 1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合

作方式为知识产权、论文合著等，专利 1-11 完成人或主要完成人、论文 2-24 的

完成人，附件论文 27-31、33-37、41-42、48-55 的合作完成人。 

刘琼峰为项目第九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1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式为知识产权、论文合著等，包括一件核心专著：1、循环农业实

用技术；2、附件专利（21，16-19）完成人或主要完成人；3、附件论文（72-77、

79-82）第一作者或主要完成人。 

张文钊为项目第十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合作

方式为论文合著等，附件论文 43，83 的第一作者。 

王毅为项目第十一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至 2017 年 1 月，合作方

式为论文合著等，附件论文（44-48，56-61）。 

程孝为项目第十二完成人，合作时间为 200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合作方

式为论文合著等，附件专利 4、5，论文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