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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 

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园艺作物、热带作物、特色经济林以及

大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态位互补。启动实施主要经济作物

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制约主要经济作物

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提高经济作物产量、产品品质和经济

效益，对于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及实现精

准扶贫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均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

43 号）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启动实施主要经济

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该专项以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提质增效”为目标，围

绕“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技术集成与示范”全创新链

进行系统部署。专项的实施将通过创新优质高产、提质增效的理

论和方法，提升我国主要经济作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通过研

发高效快速的育种新技术，结合常规改良途径，创制一批性状优



 — 2 — 

良的新种质，选育若干适合机械化生产、抗性强、品质优、产量

高的突破性新品种；通过集成良种繁育、轻简高效栽培、产品加

工增值、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建立全产业链的示范模式，最终

实现主要经济作物产业提质增效，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技术支撑。 

专项围绕总目标，系统部署 33 个任务方向。基础研究部署 9

个任务方向，解决重要经济性状形成与调控、经济作物对环境的

响应机制及优质丰产生理基础等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部

署 12 个任务方向，解决高效育种技术研发与品种创制、无病毒苗

木繁育和设施生产关键技术研发、灾害风险预警及防灾减灾关键

技术研发、产品加工关键技术研发等技术问题。技术集成与示范

部署 12 个任务方向，进行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和产业链一

体化示范，为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示范模式。 

根据重点专项的统一部署，结合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

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基础研究周期长和

对整个专项实施的引领和带动作用，2018 年度指南发布多年生园

艺作物无性系变异和繁殖的基础与调控、果树果实品质形成与调

控、果树抗性机制与调控、花卉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热带作物

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特色经济林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杂粮作

物抗逆和品质形成与调控、园艺作物生长发育对设施环境的响应

机制与调控、大田经济作物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等 9 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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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 3.71 亿元。项目实施周期为 5 年。 

一、基础研究 

1. 多年生园艺作物无性系变异和繁殖的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柑橘、苹果、梨、葡萄、桃、香蕉、荔枝、

草莓、猕猴桃等多年生园艺作物的体细胞变异、嫁接繁殖、离体

快繁、无性生殖、自花结实与自交不亲和、开花与果实发育等生

殖和繁殖的关键科学问题，解析芽变（体细胞变异）的基因组基

础及变异性状形成和调控机制；研究离体繁殖过程中体细胞无性

系变异的规律和分子基础；挖掘控制无性生殖的关键基因并解析

其调控机制；解析嫁接（砧穗互作）影响产量、品质和抗性的生

理和分子基础，以及自花结实与自交不亲和的分子基础和调控网

络；针对错开果实成熟期的产业需求，解析开花与果实发育的分

子基础与调控机制。 

考核指标：发掘重要经济性状的体细胞突变基因以及调控无

性生殖和繁殖的关键基因 20~30 个；构建无性生殖和繁殖以及自

花结实的遗传调控网络 1~2 个；建立田间体细胞变异和离体无性

系变异的快速检测技术 2~3 套；研发提高无性繁殖效率和自花结

实率等调控技术 3~5 项；阐明多年生园艺作物无性系变异和繁殖

的分子基础与调控机制，授权基因发掘等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

研究论文，为多年生园艺作物种苗高效繁育和高产栽培提供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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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 果树果实品质形成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苹果、柑橘、梨、葡萄、桃、香蕉、荔枝、

草莓、猕猴桃等果树果实品质形成与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果实色泽、香气、风味、苦涩味和质地等重要品质的物质基础，

揭示关键初生代谢和次生代谢品质物质在果实中的积累特点，挖

掘其合成、代谢和运输的关键结构基因和调控因子，鉴定其生物

学功能并阐明其作用机理，解析关键品质物质的调控机制；研究

重要品质成分在果实成熟及品质保持过程中的代谢规律，解析其

保持机制；研究光照、温度和水分等环境因子调控果实品质的机

制和措施。 

考核指标：挖掘鉴定控制果实品质性状的优异基因 15~20 个；

构建光照、温度和水分等环境因子影响果实品质形成的调控网络

2~3 个；明确重要品质物质形成与调控的关键环节，研发提高果

实品质的原创性调控技术 3~5 项；阐明果树果实品质形成的分子

基础与调控机制，申请基因发掘、品质提升等发明专利，发表高

水平研究论文，为果树品质改良和栽培调控提供理论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3. 果树抗性机制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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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苹果、柑橘、葡萄、梨、桃、香蕉、荔枝、

草莓、猕猴桃等果树逆境应答的生物学基础与调控的关键科学问

题，研究果树应答非生物（干旱、盐碱、低温、高温、营养失调

等）或生物（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逆境的生理与代谢基

础，鉴定在抗性中发挥作用的代谢途径和关键代谢产物；阐明果

树逆境抗性形成的遗传基础，解析抗性调控的分子机制；挖掘具

有抗性功能的关键基因及调控元件，鉴定重要调控蛋白，解析其

生物学功能及作用机制；解析果树逆境应答的信号传导途径，构

建基因调控网络，建立抗逆调控技术。 

考核指标：鉴定参与抗性应答的重要代谢物 3~5 个；挖掘介

导抗性的关键基因及调控元件 10~15 个；鉴定果树抗性材料 100

份，研发提升果树抗性的调控技术 3~5 项；阐明主要果树逆境应

答的生理、代谢和分子机制，揭示其抗性调控机理和调控网络，

授权抗性评价、基因利用等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

果树抗性改良和抗逆栽培调控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4. 花卉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月季、菊花、梅花、百合、牡丹、兰花等花

卉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发掘我国原产野生花卉

特异品质和抗性性状的优异基因资源，揭示其遗传调控机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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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花诱导、花器官决定和花型发育的遗传和生理基础，揭示其

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花色和花香等次生代谢过程的物质基础，

揭示其合成和代谢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花卉作物应答生物和非

生物胁迫的信号转导途径，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研究花卉产品

采后品质形成与保持的遗传和生理基础，揭示其调控的分子生理

机制。 

考核指标：挖掘具有高产优质高抗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

10~15 个；发掘具有特异和高抗性状的野生花卉资源 50 份以上；

研发提高花卉观赏品质和抗性的调控技术 3~5 项；阐明花卉特异

观赏性状、抗性性状以及采后品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和遗传调

控机理，授权基因利用等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花

卉高效育种、栽培调控和采后处理提供理论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5. 热带作物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木薯、橡胶树、甘蔗、杧果、菠萝产量形成

与环境适应等关键科学问题，以木薯为热带模式作物，研究光合

产物形成、运输与积累的分子调控机制，耐旱、耐寒与养分高效

利用的调控网络与关键基因，解析重要基因功能，通过分子设计

创制新种质；围绕天然橡胶产量形成因素，解析乳管分化的分子

调控网络，橡胶粒子蛋白复合体活性调节，乳管堵塞成因及排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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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机制，研究橡胶幼态自根无性系高产生理、细胞及表观遗传

调控机制，挖掘关键功能基因及分子标记；研究甘蔗糖分运输与

积累及抗逆的分子调控机制，杧果糖酸代谢与品质调控，菠萝体

细胞胚高频再生与成花、果实糖分积累机制，构建主要热带作物

基因组及分子育种数据库系统。 

考核指标：挖掘热带作物产量性状形成和抗逆的上游调控基

因及优异等位基因 15~20 个；创制优异新种质 20 份以上；建立

数据库 1 个；研发产量与品质调控技术 2~3 项；阐明木薯、橡胶

树等热带作物产量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的分子机制和遗传调控网

络，获得基因发掘、调控技术等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为热带作物高效育种和栽培调控提供理论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6. 特色经济林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茶、桑、油茶、核桃、板栗、枣、柿、杏、

枸杞、花椒、油橄榄等特色经济林重要性状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其花器官形成、性别分化、叶片和果实发育以及自交不亲和

性的规律与调控机制；研究多不饱和脂肪酸、多糖、健康功能因

子等重要品质物质的形成与调控机制；研究光合产物积累、养分

运输分配等与经济产量有关的性状形成的生理和分子基础，克隆

关键基因和调控因子，解析其调控机制；研究特色经济林树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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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非生物逆境条件下的适应与防御机制。 

考核指标：创建特色经济林树种功能基因研究体系 3~5 套；

建立产量、品质、抗性等基因的调控网络，筛选关键调控因子 20

个以上，并解析其功能；研发提高特色经济林产量和品质的调控

技术 3~5 项；阐明特色经济林树种重要性状形成和调控机制，授

权基因发掘、品质调控等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特

色经济林高效育种和栽培调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7. 杂粮作物抗逆和品质形成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谷子、高粱、青稞、荞麦、甘薯和食用豆等

杂粮作物抗逆和品质形成与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构建其基因组

和泛基因组图谱，发掘杂粮作物抗病虫害等生物胁迫及抗旱耐盐

等非生物胁迫、养分高效利用、营养与食味品质、株型和穗部发

育、块根膨大、C4 高效光合作用等主要农艺性状的主效数量性状

位点（QTL）控制位点；克隆参与抗逆和品质性状形成的关键基

因并鉴定其功能，解析杂粮作物响应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养分高

效利用、品质性状和产量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制及调控网络；

构建突变体库、高效遗传转化等材料技术平台和基因数据库与网

络平台；发掘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变异，研发其高效利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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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构建杂粮作物高质量基因组及泛基因组 2~3 个；

发掘和鉴定抗旱、耐逆、抗病虫、品质及关键产量性状的主效基

因位点 20~30 个；克隆并精细解码抗旱、耐逆、抗病虫、品质、

产量等主要农艺性状的关键基因 8~10 个；创制杂粮作物突变体

库 3~5 个；研发提高杂粮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遗传改良技术 1~2 项；

获得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基因 10 个以上；创建高效遗传转

化、数据库和分子育种平台 2~3 个；阐明主要杂粮作物抗逆和品

质性状调控机制，授权基因功能、遗传利用评价等发明专利，发

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杂粮作物高效育种和栽培调控提供理论支

撑。 

支持年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8. 园艺作物生长发育对设施环境的响应机制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番茄、辣椒、茄子、黄瓜、西甜瓜、典型根

茎叶菜和葡萄等园艺作物生长发育对低温弱光、高温高湿、次生

盐渍化、低 CO2等亚适宜设施生长环境的响应机制与调控的关键

科学问题，研究设施光温条件对重要生长发育性状的影响、设施

特殊生境与作物光合作用能量代谢、产量和品质的关系；研究园

艺作物对设施环境因子的感知与适应机制、设施作物抗逆信号网

络与激素调控、设施作物抗逆反应中的器官互作机制；研究设施

作物连作障碍发生的根际生物学机制及其可持续生产的生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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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挖掘利用设施作物抗逆、高产和优质相关的关键调控基因，

创新设施作物生长发育和抗逆调控途径和方法。 

考核指标：鉴定抗逆、高产和优质相关功能基因 10~15 个，

揭示与设施环境下作物抗逆、高产和优质相关的信号调控途径

2~3 条，突破设施作物抗逆、高产、优质和高效生产的调控方法 

5~8 项；解析主要园艺作物对设施环境的应答与适应机制及其与

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系，申请基因功能、调控方法等

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园艺作物设施生产关键调控

技术突破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9. 大田经济作物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油菜、大豆、花生和棉花优质丰产生理基础

及其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在各主产区开展多年多点试验，从生

长进程、个体群体光合、干物质累积转化、激素调控、产量和品

质形成等方面开展研究，利用栽培生理基本原理、关键代谢产物

形成过程，揭示产量和关键品质形成规律及其生理生化基础，明

确产量与品质协同提高的机制及关键参数指标，建立简易快速评

价体系；从群体个体、组织器官、代谢组和分子水平，研究栽培

措施与资源配置对土壤—根系互作的影响机制，阐明根系与冠层

结构协同发育及高效调控机制；解析典型高产、大面积丰产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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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量等产量差的形成机制，以及光、温、水、肥利用效率的差

异形成机制；研究主要逆境因子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规律与反馈

机制；构建大田经济作物优质丰产关键栽培和调控措施。 

考核指标：创建大田经济作物产量与品质协同提高的精准快

速评价体系 3~4 套；挖掘环境因子利用与栽培调控互作潜力，构

建大田经济作物优质丰产动态高效调控网络 6~8 套；建立产量提

高 10%~15%、品质提高 5%~10%、增效 20%以上的关键栽培调

控技术 4 套；阐明油菜、大豆、花生、棉花产量和品质形成的生

理机制，申请相关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大田经济

作物优质丰产栽培调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执行期限：5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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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 

2.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7 个，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30 家。 

3. 鼓励基础研究类项目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相结

合开展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