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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推荐 2019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项目 

 

一、项目名称 

油茶籽油营养品质提升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二、推荐者及推荐意见 

推荐者：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推荐意见：油茶籽油集营养、保健、美容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被称为世界上最优质

的功能性保健油和纯天然的绿色食用油，已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

油。基于“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资源特征，浙江省提出建设“山上浙江”可持续发展战

略目标，开发山地、丘陵地发展油茶产业已成为建设“山上浙江”的核心。提出的油茶

产业发展纲要中，明确将油茶加工工艺的新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作为重中之重。本项

目针对国内油茶籽油（山茶油）加工产业中一直沿用常规植物油料加工工艺导致 VE、 VD、

角鲨烯等天然功能性营养物流失和反式脂肪酸、苯并芘、3-氯丙醇酯等有害物质产生、

营养品质提升加工技术落后、高端产品缺乏等现状，通过探明油茶籽油天然活性和有害

成分具体构成、揭示加工因子对品质提升的关键作用、“取优去劣”临界点调控机理和

关键控制点等研究，创建了油茶籽油营养品质提升加工专用新工艺技术和有害物质检测、

去除及产品真伪鉴别等配套技术，有效提升油品品质并实现低能耗和高产出，确保食用

油品的安全性，并实现成果突破性的应用转化，大大提高了浙江及周边地区油茶籽油的

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广近 3 年来产业链累计新增效益 10.32 亿元，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十分显著。 

推荐该项目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针对国内油茶籽油（山茶油）加工产业中一直沿用常规植物油料加工工艺导致 VE、 

VD、角鲨烯等天然营养物流失和反式脂肪酸、苯并芘、3-氯丙醇（3-MCPD）酯等有害

物质产生、营养品质提升加工技术落后、高端产品缺乏等现状，项目组在多项国家、省

级科技专项支持下，开展油茶籽油天然活性和有害成分构成及影响规律、加工关键控制

点及双向精准调控技术、油脚中性油回收及有害物质检测和控制技术研究。经多年产学

研协作攻关，成功研发出我国特有的油茶籽油营养品质提升加工工艺技术体系，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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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推广应用。 

    取得创新成果如下：1. 探明油茶籽油天然活性及有害成分，揭示加工工艺参数临界

点对产品品质提升的关键作用，为实现油茶籽油“取优去劣”规模化精准加工提供理论支

撑。 2. 提出油茶籽油有益和有害成分临界点双向精准调控加工理论，确定各关键控制

点，探索出既能高度保全其功能性营养物质，又能高效去除初榨油（毛油）中存在的及

精炼过程产生的有害物的新技术，创建了油茶籽油品质提升加工新工艺，有效提升了山

茶油的营养品质。与现行常规工艺产品相比，新工艺产品中多不饱和脂肪酸保有量提高

8.7%，其中亚油酸和亚麻酸分别提高 8.0%和 16.9%；甾醇、角鲨烯、VE 和 VD 等天然

活性营养成分的含量分别提高 2.8、2.7、3.2 和 1.9 倍；香味、口味显著优化；物理性状

和商品性有效改善，保质期明显延长，烹饪油烟发生量显著降低。新工艺加工能耗降低

30%，相同设备产能提高 25%，成品精制得率提高 0.97%。发明的中性油回收技术，有

效提高了茶油资源利用率。3. 探明油茶籽油中有害成分在不同加工阶段含量的变化规律，

建立了 3-MCPD 酯高效去除的精炼工艺。研发了专门用于油茶籽仁壳分离的新型设备，

杜绝了产品中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建立油脂中 3-MCPD 及其酯的专利检测方法。新产品

中无苯并芘、反式脂肪酸等有害物，3-MCPD 酯含量降低 76.9%，3-MCPD 无检出，确

保了食用油品的安全性。 

    项目实施期授权发明专利 6 件、外观设计专利 3 件，发表论文 32 篇，主持制订

国家标准 1 项（地理标志产品常山山茶油），参与制订团体标准 1 项。新产品经法定机

构检测，多项指标优于橄榄油，在多次国家、省级农产品和食品展会上获品质奖，已成

为消费者公认首选的高档食用油。成果应用和辐射推广迅速，仅浙江、江西等油茶籽油

主产地统计，近 3 年累计生产新产品 4.05 万吨，销售额 44.95 亿元，新增经济效益 11.52

亿元，其中带动农民新增收入 5.49 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核心技术具有创新性，居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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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评价 

1．查新结论 

(1)根据油茶籽油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油茶籽油精制的五

个工序中的温度、时间、压力、投料等参数组合多重条件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脱胶

温度 35℃，脱酸水洗温度 45℃，脱色温度至 85℃和脱臭温度 150℃，并进行了组合，

形成一套油茶籽油加工工艺。(2)研究了新发现的不良致癌物 3-氯丙醇酯(3-MCPD)在山

茶油不同精炼阶段的含量变化规律，开发了用于降低植物油中 3-氯-1,2-丙二醇酯含量

的脱臭方法及用于降低植物油中氯源及 3-氯-1,2-丙二醇酯前体物质含量的脱胶方法。

(3)建立了山茶油天然营养素高保全精制工艺产业规模化生产体系。以上工艺或工艺特

征在国内外所检相关文献中或除委托和合作单位公开的专利外，未见其他报道或一致述

及。【附件 2-2】 

2．专家鉴定意见 

(1)针对油茶籽油的营养特点和常规加工工艺造成营养品质低的问题，采用仁壳分离、

低温脱胶、脱酸、脱色、脱臭等工艺，建立了油脂品质好、得率高的加工工艺体系。 

(2)建立了油茶籽油有害成分去除技术、油茶籽油天然功能营养物高保留率加工技术。

经法定机构检测，产品中甾醇、角鲨烯及 VE 等活性成分含量与传统加工工艺相比，分

别提高了 2.8、2.7 和 3.2 倍，黄曲霉素、苯并芘和 3-氯丙醇酯等有害成分含量显著下

降。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核心技术具有创新性，居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3）该成果在浙江及江西等省多家规模加工企业推广，近 3 年累计生产油茶籽油新产

品4万余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对油茶籽油加工及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附件 2-1】 

3．项目验收意见 

(1)浙江省重大专项“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2）浙江省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项目“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开发”；（3）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

程”，完成合同书规定各项任务指标，通过验收。【附件 8-3】 

4．学术评价 

论文 1，“全程低温精制工艺对油茶籽油主要活性成分的影响”一文被评为 2014 年《中

国粮油学报》优秀论文。【附件 8-5】 

5．国家标准 GB/T24569-2009《地理标志产品 常山山茶油》【附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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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 T/LYCY 001-2018《特、优级油茶籽油》【附件 8-2】 

7．新产品荣誉 

(1)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华东十大绿色食品；第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2)浙江省“森林食品”认证、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等。 

(3)浙江常发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油茶产业重点企业。【附件 

8-6】 

8．第三方检测报告 

本成果新产品经衢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浙江省粮油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农业部

农产品及转基因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法定机构检测均达到创新技术指标，

符合高品质食用油和常山山茶油国家新标准。【附件 8-7】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广应用情况：近 3 年项目完成单位生产高品质油茶籽油 4664 吨，实现新增销售

收入 5.19 亿元、利税 1.2 亿元；非完成单位推广应用生产新产品 4.05 万吨，实现新增

销售收入 44.95 亿元、利税 10.32 亿元（含农民增收 5.49 亿元）。 

社会效益：我国为世界上最大的食用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油茶原产和主产于我国南

方山区红壤、丘陵地带，其籽油富含多种功能营养物质，被 FAO 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

食用油。我国油茶籽油等木本油的人均消费量只有 1.5 kg，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高达

20 kg，因而其需求量上升空间巨大。开发油茶籽油是解决我国食用油供应不足和提高

油品质的有效途径。 

本项目以提高油茶籽油营养品质和食用安全为突破口，通过营养品质提升技术研发

与应用推广有力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其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体现在；1）解决了

油茶加工业长期以来工艺技术落后、产品未能兼顾营养价值和安全性的瓶颈问题，成果

技术在浙江、江西等主产地推广应用，实现了油茶籽油加工提质、节能和增效，有力支

撑《特、优级油茶籽油》团体标准的制订和发布，推动了行业的科技进步；2）研发和

推广的优质油茶籽油获 10 多项产品奖，畅销国内外市场，提高了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

知名度和竞争力，促使其进入国际高端食用油行列；3）项目产品既高度保全了丰富的

天然活性成分，又高效去除了原生和精制加工产生的有害物，食用安全性高，非常有利

于人体的健康；4）培养了一批油茶籽油加工企业技术骨干，培训了大批种植油茶和初

加工的茶农，近 3 年带动农民新增收入 5.49 亿元，随着我国油茶产业的发展，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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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辐射推广应用覆盖面达到 20%以上，则能使油茶农工贸产业链每年提高净效益 120

亿元以上，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具

体名称 

国家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营养物质含

量高的山茶

油精制方法 

中国 ZL200910302158.3 2013-07-10 常山富而康

山茶油有限

公司；浙江省

农业科学院 

蒋志林，孙华，楼洪

兴，胡利泉，刘晓萍，

沈国新，魏佳，陈小

龙，吴云翔 

一种回收中

性油的方法 

中国 ZL201310408029.9 2014-09-10 江南大学 金青哲，蒋晓菲，王

兴国，常明，邹孝强 

一种高效液

相色谱检测

油脂中氯丙

醇酯的方法 

中国 ZL201210222201.7 2013-10-16 江南大学 金青哲，周红茹，杨

娇，孙雪梅，周克茹 

一种检测油

脂中游离及

结合 3-氯

-1，2-丙二醇

含量的方法 

中国 ZL201410117872.6 2016-06-01 江南大学 金青哲，周红茹，纪

聪丽，曾君瑞，王兴

国，刘睿杰，邹孝强 

一种食用油

中邻苯二甲

酸酯类增塑

剂的预处理

方法 

中国 ZL201310162847.5 2016-03-02 江南大学 金青哲，曹九超，刘

睿杰，常明，黄健花，

王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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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年、月） 

SCI 他

引次

数 

他引 

总次

数 

魏佳,孙华,陈小

龙,裘晓云,姚陆

松,胡荣斌,张红,

沈国新 

全程低温精制工艺对油茶籽油

主要活性成分的影响/中国粮油

学报 

2013, 28(10): 
31-36 

2013-10-25  

 

7 

Jun Jin, Gayrat 

Sheraliev, Dan 

Xie, Wei Zhang, 

Qingzhe Jin, 

Xingguo Wang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ty 
Natural Micronutrients in Certain 
Oilseeds and Oils: 
Plastochromanol-8, Resveratrol, 
5-Hydroxytryptamine 
Phenylpropanoid Amides, 
Lanosterol, Ergosterol and 
Cyclolinopeptid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2016, 93 (2): 
155-170 

2016-02-15 1 

 

 

 

 

Xiaofei Jiang, 

Ming Chang, 

Qingzhe Jin, 

Xingguo Wang 

Optimization of the degumming 
process for camellia oil by the use 
of phospholipase C in pilot-scale 
system/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52 
(6):3634-3644 

2015-06-15 5 

 

 

李志晓，金青哲，

叶小飞，黄健花，

刘睿杰，王兴国 

制油工艺对油茶籽油品质的影

响/中国油脂 
2015,40（4）：
47-51 

2015-04-20  

 

12 

向晓玲，赵波，李

春松，吴平谷，沈

建福 

食用油中 3-氯丙醇酯的研究进

展/中国油脂 

2017,42(7): 
59-64 

2017-07-25  

 

5 

合  计: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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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人情况 

项目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孙华 排    名 1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60121195702020578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57-02 出 生 地 浙江象山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农学 现从事专业 经济作物研究与开发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2-01-01 

电子信箱 sunhua4480@163.com 办公电话 057186404480 移动电话 13605807442 

工作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二级单位 食品科学研究所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完成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57186404180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蚕桑工程开发技术”获 1991 年全国七五星火计划成果金奖，排名第 1；

“蚕桑高产配套技术及示范”获 1994 年江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排名第

1；个人 2009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2013 年被评浙江省突出贡

献科技特派员。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7-01-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总牵头主持人，是项目创新总体思路的提出者和核心技术的创造者，全面组织本项目的科研攻

关、产业化应用方案设计。技术主持和参与有关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省

派科技特派员专项等项目实施工作。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80%。是本项目

创新点 1和 2的首要贡献者；发明专利 1的主要完成人和论文 1的主要作者，均排名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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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二完成人 

姓    名 魏佳 排    名 2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411081198212129124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82-12 出 生 地 河南禹州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经济作物 现从事专业 
经济作物生理与分子生物

学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11-06-20 

电子信箱 weijia@mail.zaas.ac.cn 办公电话 057186411610 移动电话 15888806046 

工作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二级单位 蚕桑研究所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完成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57186404180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1-07-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负责加工各因子对油茶籽油营养成分的影响和机理的研究工作，并参与可工业化精深加工生产体系

的建立，负责加工各工序临界温度的组合中试。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

是本项目创新点 1和 2的首要贡献者；论文 1的第 1作者和发明专利 1的主要完成人，排名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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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三完成人 

姓    名 陆胜民 排    名 3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104196902131670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9-02 出 生 地 浙江兰溪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食品科学 现从事专业 农产品加工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00-06-30 

电子信箱 
lushengmin@hotmail.co
m 办公电话 057186417306 移动电话 13429118591 

工作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二级单位 食品科学研究所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完成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57186404180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柑桔皮渣和幼果高效转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 2013 年浙江省科学

技术二等奖，排名第 1；“特色果蔬发酵制品及副产物利用提质增效关键

技术与应用”获 2017 年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 1。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07-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总体思路、方案设计及研发主要参加者。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派驻常山县团队

科技特派员首席专家，负责胡柚、山茶油产业技术提升和加工工艺完善，参与本项目转化应用和向

省内外各地辐射推广。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是本项目创新点 1 和 2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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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四完成人 

姓    名 常明 排    名 4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15280119790303791X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79-03 出 生 地 内蒙古巴彦淖尔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 现从事专业 食用油绿色制造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 毕业时间 2009-06-30 

电子信箱 chang@jiangnan.edu.cn 办公电话 051085876799 移动电话 15052216355 

工作单位 江南大学 

二级单位 食品学院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完成单位 江南大学 联系电话 15052216355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食用植物油酶法脱胶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生产”，2013，中国商业联

合会科技一等奖，排名第 1；“油料油脂危害因子新型高效检测技术及产

品研发”，2016，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一等奖，排名第 2。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0-01-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研发主要参加者，负责本项目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新产

品成分分析及检测方法的建立。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是本项目创新

点 2、3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发明专利 2、5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均排名第 4），论文 3 的第 2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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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五完成人 

姓    名 徐旭 排    名 5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70481197111139714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71-11 出 生 地 山东滕州 

技术职称 经济师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其它 

所学专业 经济学 现从事专业 林业经济 

毕业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 毕业时间 2005-07-20 

电子信箱 178099797@qq.com 办公电话 057187399157 移动电话 13362892868 

工作单位 浙江省林业基金管理服务中心 

二级单位 无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226 号 邮政编码 310020 

完成单位 浙江省林业基金管理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57187399157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226 号 邮政编码 31002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03-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主要实施者。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林业厅）派驻常山县科技特派员，承担本项目核心示范基

地转化应用，并向全省各地辐射推广。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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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六完成人 

姓    名 沈建福 排    名 6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211196410073434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4-10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粮油加工 现从事专业 粮油加工 

毕业学校 江南大学 毕业时间 1989-12-20 

电子信箱 Shenjf107@zju.edu.cn 办公电话 057188982147 移动电话 13588071017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二级单位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学院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余杭塘路 866 号 邮政编码 310058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联系电话 057188982147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余杭塘路 866 号 邮政编码 31005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竹叶有效成分研究和竹叶黄酮的产业化”获 2000 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排名第 3；2013 年被评为“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2006

年、2010 年、2015 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03-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负责本项目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作为浙江省油茶产业团队科

技特派员的首席专家参与了本项目产业转化应用的主要实施工作，也是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

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主要实施者之一。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量的 60%。是本项目创新点 1和 3的主要贡献者，论文 5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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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七完成人 

姓    名 杜红亮 排    名 7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822195908135118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59-08 出 生 地 浙江东阳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林学 现从事专业 经济林 

毕业学校 浙江林学院 毕业时间 1982-07-01 

电子信箱 Csdhl163@163.com 办公电话 05705019287 移动电话 13567058159 

工作单位 常山县林业局 

二级单位 常山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 54 号 邮政编码 324200 

完成单位 常山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电话 05705019287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 54 号 邮政编码 32420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03-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主要实施者。常山县油茶产业首席专家，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

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主要实施者之一，对本项目在常山全县转化应用和向省内外辐射推广发挥创新

优势作用。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主持制订了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

品 常山山茶油》（GB/T2456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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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八完成人 

姓    名 蒋志林 排    名 8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822196702203036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7-02 出 生 地 浙江常山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粮油加工 现从事专业 粮油加工 

毕业学校 宁波粮食学校 毕业时间 1991-07-01 

电子信箱 459445962@qq.com 办公电话 05705125789 移动电话 13362025580 

工作单位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无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金川街道五里亭村 邮政编码 324200 

完成单位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705019287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金川街道五里亭村 邮政编码 32420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7-01-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主要实施者。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

发”和“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项目产业化实施主持人与创新

工艺中试技术负责人，是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加工创

新专题主要实施者之一。组建创新工艺技术规模化生产线，大批量产出高价值新产品上市，在国家、

省多次展会上获品质金奖，获有机食品等国家、省行业认证。对转化应用、带动辐射推广贡献显著。

对本项目在常山全县转化应用和向省内外辐射推广发挥创新优势作用。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是本项目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专利 1 第 1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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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九完成人 

姓    名 金青哲 排    名 9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902196206290214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2-06 出 生 地 浙江诸暨 

技术职称 教授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粮油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现从事专业 脂质科学与技术 

毕业学校 江南大学 毕业时间 2008-08-20 

电子信箱 Jqzwuxi@163.com 办公电话 051085876799 移动电话 13771180191 

工作单位 江南大学 

二级单位 食品学院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完成单位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1085913621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高含油油料加工关键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及标准化安全生产”2012 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5；“食用植物油酶法脱胶关键技术开发与

产业化生产”2013 年获中国商业联合会一等奖，排名 5；“食用油适度加

工技术及大型智能化装备开发与应用”2016 年获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排名 4；“油料油脂危害因子新型高效检测技术及产品研

发”2016 年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 5。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9-11-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负责本项目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新产品成分分析及检测方法

的建立，是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开发”和“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

类）等项目的主要合作研发人员之一。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是本项

目创新点 1、2、3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发明专利 2、3、4、5 第 1 完成人和论文 2、3、4 的通讯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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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十完成人 

姓    名 刘睿杰 排    名 10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152701198103130947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81-03 出 生 地 内蒙古包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粮油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现从事专业 脂质营养与安全 

毕业学校 江南大学 毕业时间 2011-03-20 

电子信箱 Liuruijie163@163.com 办公电话 051085876799 移动电话 15995287126 

工作单位 江南大学 

二级单位 食品学院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完成单位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1085913621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政编码 21412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油料油脂危害因子新型高效检测技术及产品研发”，2016 年获中国商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排名第 1；“食用植物油酶法脱胶关键技术研究及大

规模产业化开发”，2014 年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排名第 3。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1-05-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研发主要参加者，负责本项目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新产

品成分分析及检测方法的建立。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是本项目创新

点 3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发明专利 4、5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分别排名第 6 和第 3），论文 4 的第 5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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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十一完成人 

姓    名 胡利泉 排    名 11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104196502101931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5-02 出 生 地 浙江临安 

技术职称 农艺师 文化程度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无 

所学专业 电视摄录制作 现从事专业 农业科技成果宣传 

毕业学校 上海大学 毕业时间 1997-06-30 

电子信箱 598470973@qq.com 办公电

话 
057186409777 移动电话 13588201981 

工作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二级单位 农村发展研究所 

通讯地址 杭州市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完成单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57186404180 

通讯地址 杭州市德胜中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5-01-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主要承担项目研究数据整理、信息化处理和宣传报道。是发明专利 1 第 4 完成人，对本项目研发投

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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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十二完成人 

姓    名 刘枝群 排    名 12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30126196604014335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6-04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技术职称 农艺师 文化程度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无 

所学专业 粮油加工 现从事专业 粮油加工 

毕业学校 衢州学院 毕业时间 2009-06-30 

电子信箱 13957003502 办公电话 05702910160 移动电话 13957003502 

工作单位 衢州枝群油脂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无 

通讯地址 衢州市衢江区玳瑁村 邮政编码 324021 

完成单位 衢州枝群油脂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3957003502  

通讯地址 衢州市衢江区玳瑁村 邮政编码 3240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7-03-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是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和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项目产业

化实施主持人与创新工艺中试技术负责人之一。对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

量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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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十三完成人 

姓    名 张国成 排    名 13 行政职务 无 

身份证号 360681196706131716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7-06 出 生 地 江西贵溪 

技术职称 农艺师 文化程度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无 

所学专业 农学 现从事专业 粮油加工 

毕业学校 南昌大学 毕业时间 1982-06-30 

电子信箱 76929330@qq.com 办公电话 07016447808 移动电话 13807011139 

工作单位 鹰潭市龙虎山天然茶油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无 

通讯地址 江西省贵溪市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 335400 

完成单位 鹰潭市龙虎山天然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7016447808 

通讯地址 江西省贵溪市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 33540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08-01 截止：2018-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负责油茶籽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创新技术及其发明专利的产业化转化与示范推广。对

本项目研发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科技成果由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

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山

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

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浙江省科技特派员项目等支持达成。项目成果由

七个单位共同完成，其中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浙江大学为第二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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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为第三完成单位，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为第四完成单位，浙江常发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为第五完成单位，衢州枝群油脂有限公司为第六完成单位，鹰潭市龙虎山

天然茶油有限公司为第七完成单位。各单位在项目中发挥所长，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具体合作关系见下表： 

一、完成单位合作关系情况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1 共同立项 常山富而康山茶

油有限公司，浙

江 省 农 业 科 学

院，江南大学 

2008.9.1-2

018.12.31 

共同完成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

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

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开发”及后续示范推广  

2 共 同 立

项；知识

产权合作 

常山富而康山茶

油有限公司，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

等 

2007-2018 
共同完成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

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山茶

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开发”；共同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营养物质含量高的山茶

油精制方法”（ZL200910302158.3）

及示范推广 

3 共同立项 常 山 县 人 民 政

府，浙江大学，

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等 

2014.3.1-2

016.3.31 

合作完成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

“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

技示范工程” 

4 省派驻常

山县科技

特派员专

项（个人

及团队） 

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浙江大学，

常山县政府各有

关部门、企业、

合作社及农户等 

2007-2018 技术熟成及转化推广应用 

5 发明专利

实施许可

及成果转

化应用与

示范推广 

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常山富而康

山 茶 油 有 限 公

司，浙江常发粮

油 食 品 有 限 公

司，衢州枝群油

脂有限公司，鹰

潭市龙虎山天然

茶油有限公司 

2007-2018 技术转化与辐射推广应用；高品质

山茶油大量上市；浙江常发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因专利许可实施被评

为2013年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并参与起草团体标准《特、优级油

茶籽油》（T/LYCY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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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成果《油茶籽油营养品质提升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由 13 人共同完成，

分别为：孙华，魏佳，陆胜民，常明，沈建福，徐旭，杜红亮，蒋志林，金青哲，刘睿

杰，胡利泉，刘枝群，张国成。各完成人在项目中发挥各自所长，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开

展。在此对合作关系做如下说明： 

1、蒋志林，孙华，金青哲，共同立项，其中孙华为项目总牵头主持人，是项目创

新总体思路的提出者和核心技术的创造者，全面组织本项目的科研攻关、产业化应用方

案设计；蒋志林为项目产业化实施主持人与创新工艺中试技术负责人；金青哲为项目主

要合作研发人员之一。2009 年 11 月立项并于 2010 年 12 月通过验收，项目名称“功能

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属于浙江省科技厅 2009 年浙

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项目，项目编号：2009C12028；2011 年 8 月立项并于当

年通过验收，项目名称“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属于

2011 年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项目，项目编号：

2011C16036（附件 8-3）。 

2、蒋志林，孙华，胡利泉，魏佳，知识产权合作，共同完成国家发明授权专利“营

养物质含量高的山茶油精制方法”，授权号：ZL200910302158.3（附件 4-1）；魏佳，孙

华，论文合著，共同发表论文“全程低温精制工艺对油茶籽油主要活性成分的影响”（附

件 5-1）。 

3、沈建福，杜红亮，孙华，其中杜红亮为常山县油茶产业首席专家，沈建福为项

目的主要实施者之一。2014 年 3 月到 2016 年 3 月，共同参与完成常山县人民政府主持

的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编号：财

教[2014]124 号（附件 8-3）。 

4、陆胜民，孙华，2008 年到 2018 年，技术合作与应用推广，同为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省派驻常山县科技特派员（分别为团队首席及成员），其中陆胜民负责产业技术提升

和加工工艺完善，参与本项目转化应用和向省内外各地辐射推广（附件 8-9） 

5、孙华，沈建福，徐旭，2007 年-2018 年，技术合作与应用推广，同为浙江省派

驻常山县科技特派员（团队或个人），其中沈建福负责本项目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

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作为浙江省油茶产业团队科技特派员的首席专家参与

了本项目产业转化应用的主要实施工作；徐旭承担本项目核心示范基地转化应用，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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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辐射推广（附件 8-9）。 

6、常明，刘睿杰为本项目参加单位江南大学金青哲研究团队成员，主要参与本项目

创新技术的系统性科学论据探讨和创新工艺配套技术研发、新产品成分分析及检测方法

的建立。与金青哲之间主要是知识产权合作或论文合著（附件 4-2、4-4、4-5；附件 5-3、

5-4）。 

7、刘枝群，张国成，孙华，其中孙华为本项目产业化应用方案设计者，刘枝群、张

国成为项目成果转化应用示范或发明专利许可实施，新工艺产业转化应用核心示范企业

技术负责人，兴建创新工艺技术规模化生产线及带动高效原料基地，大批量产出高价值

新产品上市（附件 8-8）。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编号 
备注 

1 共同立项 蒋志林，孙

华，金青哲 

2008.9-2018

.12 

完成省重大专项项目

2项 

附件 8-3  

2 知识产权

合作；论

文合著 

蒋志林，孙

华，胡利泉，

魏佳 

2009.1-2018

.12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其中 1 项因欠费

失效；合著论文 1篇，

被评为 2014 年《中国

粮油学报》优秀论文 

附件 4-1、

5-1、8-5 

 

3 项目合作 沈建福，杜红

亮，孙华 

2014.3-2018

.12 

共同参与完成常山县

人民政府主持的国家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

进行产业化示范 

附件 8-3  

4 技术合作

与应用推

广 

陆胜民，孙华 2008.1-2018

.12 

省派驻常山县科技特

派员（团队及成员），

技术提升和工艺完

善，成果转化应用和

辐射推广 

附件 8-9  

5 技术合作

与应用推

广 

孙华，沈建

福，徐旭 

2007.1-2018

.12 

省派驻常山县科技特

派员（团队或个人），

成果转化应用和辐射

推广 

附件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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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排    名 1 法人代表 劳红武 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单位性质 非转制研究院所 传    真 057186400369 

联 系 人 楼洪兴 办公电话 057186404180 移动电话 13606617117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中路 298 号 

电子信箱 2680589446@qq.com 邮政编码 31002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设立本项目科技创新总体布局，牵头产学研合作开展科研攻关、产业转化应用、成果辐射推广。为

本项目核心技术研究在人才、试验场所、设备、仪器及应用推广等工作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撑保障。

是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 “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开发”、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浙江省派科技特派

员专项等项目创新技术研发首要科技依托单位。是本项目核心技术创造者，创新点 1和 2主要贡献

者、发明专利 1和论文 1主要完成人员及转化推广应用总牵头主持人员的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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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二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    名 2 法人代表 吴朝晖 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单位性质 学校 传    真 057188982554 

联 系 人 唐月明 办公电话 057188982554 移动电话 13857112235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 

电子信箱 ymtang@zju.edu.cn 邮政编码 310058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参加本项目科技创新合作研发，为本项目的发明创造在系统性科学论据和新工艺技术体系配套及产

业转化应用方面和人才、试验场所、设备、仪器及推广等工作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撑保障。是国家科

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浙江省派科技特派员专项等项目创新

技术研发主要科技依托单位。是本项目创新点 1、3 的主要贡献者，论文 5 的第 1 完成单位和通讯

作者所在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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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三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江南大学 

排    名 3 法人代表 陈坚 所在地 江苏省无锡市 

单位性质 学校 传    真 051085913621 

联 系 人 陈娇 办公电话 051085913621 移动电话 15995287126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电子信箱 jiaochen@jiangnan.edu.cn 邮政编码 21412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参加本项目科技创新合作研发，为本项目的发明创造在系统性科学论据和新工艺、新产品技术体系

配套方面和人才、试验场所、设备、仪器等工作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撑保障。是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

(优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

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山茶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项目创新技术

研发主要科技依托单位。是创新点 1、3的主要贡献者，发明专利 2、3、4、5的第一完成人和论文 

2、3、4的笫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所在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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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四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人代表 蒋志林 所在地 浙江省常山县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5705125789 

联 系 人 蒋志林 办公电话 05705125789 移动电话 13362025580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金川街道五里亭村 

电子信箱 459445962@qq.com 邮政编码 324200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承担本项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应用示范。是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功能性全营养山茶油及

软胶囊制备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国内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类）“山茶

油天然营养物高保全精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项目产业化实施主持单位与创新工艺技术中试

单位，为本项目研发提供了工业化中试设备设施、工程技术人员等条件支撑，是项目成果的主要应

用和核心示范单位；是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范工程”加工创新

专题主要实施企业之一。是本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1的完成单位之一，本项目创新点 2的可工业化

生产中试和产业化应用示范企业、其龙头带动辐射推广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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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五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常发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排    名 5 法人代表 蔡永胜 所在地 浙江省常山县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5708823888 

联 系 人 蔡永胜 办公电话 05708823888 移动电话 13967027567 

通讯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青石镇石境路 33 号 

电子信箱 13967027567@139.com 邮政编码 32420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承担本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示范。是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常山油茶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科技示

范工程”加工创新专题等主要实施企业之一，为本项目研发提供了工业化中试设备设施、工程技术人

员等条件支撑，是项目成果的主要应用和核心示范单位。是发明专利 1 的实施许可生产企业，创

新点 2 的中试和产业化应用示范企业，其龙头带动辐射推广作用显著。兴建了创新工艺技术规模

化生产线，大批量产出高价值新产品上市，新产品在国家、省多次展会上获品质金奖，获得绿色食

品等国家、省行业认证， “CF 常发”山茶油被认定为“浙江省著名商标”。通过本项目发明专利的实

施被列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特、优级油茶籽油》团队标准（T/LYCY001-2018）参与起草单

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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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六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衢州枝群油脂有限公司 

排    名 6 法人代表 刘枝群 所在地 浙江省衢州市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5702890188 

联 系 人 刘枝群 办公电话 05702890188 移动电话 13957003502 

通讯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玳堰村 

电子信箱 470680571@qq.com 邮政编码 32402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承担本项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应用示范。为本项目研发提供了工业化中试设备设施、工程技术人员

等条件支撑，是本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和产业规模化应用核心示范企业，兴建了创新工艺技术规

模化生产线并带动油茶高产优质生态原料基地发展，大批量产出高价值新产品上市，其龙头带动辐

射推广作用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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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七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鹰潭市龙虎山天然茶油有限公司 

排    名 7 法人代表 张国成 所在地 江西省贵溪市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7013775001 

联 系 人 张国成 办公电话 07016447808 移动电话 13807011139 

通讯地址 江西省贵溪市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箱 76929330@qq.com 邮政编码 335400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承担本项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应用示范。为本项目研发提供了工业化中试设备设施、工程技术人员

等条件支撑，是本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和产业规模化应用核心示范企业，兴建了创新工艺技术规

模化生产线并带动油茶高产优质生态原料基地发展，大批量产出高价值新产品上市，其龙头带动辐

射推广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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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知情同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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