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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英国拥有享誉全球的农业科研和创新生态系统。从种植到最终零
售、餐饮，英国整个农业食品供应链利用全国71%的可用土地资
源，雇佣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3%，产业附加值占国家总附加
值（GVA）的7%以上，对该国经济贡献高达1120亿英镑（约9779
亿多元）。农业产业规模远远大于本国航空航天和汽车产业。

前沿的应用科技以及现有卓越中心与产
业之间的有效合作使得英国能够自信迎
接全球挑战并开拓国际市场。英国农业
不断将创新科技商业化，并持续推进食
品和农业系统研发。

近年来，英国在动植物育种、遥感技
术、天气预报以及数据使用这几个方
面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日益富裕的新
兴经济体、气候变化、有限资源（如土
地、水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等全球性
因素正在为英国的科技创新创造重要
机遇。

当今大部分成功的农业食品公司都是卓
越的创新者，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
英国的浆果产业——它将研究创新与隧
道式温室大棚、桌面种植系统、计算机
化施肥/灌溉系统等新兴农业技术相结
合，提升了浆果质量和产量，也增加了
利润。
英国目前正在积极寻求国际研发合作伙
伴，一起携手继续开发和推进该国的农
业科技研究。

英国的研发实力与政府承诺

英国拥有诺丁汉大学、曼切斯特大学和
利兹大学等众多一流大学，具有超高水
平的农业科技专家和超高水准的科研能
力。此外，英国拥有众多国家级农业科
研机构，如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詹姆斯·赫顿研究所
（James	Hutton	Institute）以及罗斯
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世界一流的研发后备力量。
同时，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被业界公认
为是拥有世界领先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
科研储备的一流高等学府。

除此之外，以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
研究中心（CABI）和英国诺丁汉大学
为首的众多学术机构，以全球性科研工
作站和中国分校等多种形式在中国常驻
扎根，推动两国建立起稳固的科研合
作关系，共同致力于两国的联合研究
项目。

英国农业科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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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业前瞻

到2025年，全球农业科技行业的总价
值预计超过1360亿英镑（约11875多亿
元），其中自动农耕设备市场超过1290
亿英镑（约1126多亿元），精准农业市
场超过70亿英镑（约611多亿元）。

英国拥有众多卓越的高科技农业初创企
业，具备开发这些高速增长新兴市场的
绝佳优势。

在英国拥有大量业务的全球性
农业科技公司包括先正达集团
（Syngenta）、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Bayer	Cropscience）、联合利
华（Unilever）、JCB挖掘机有限
公司、凯斯纽荷兰环球公司（Case	
New	Holland）等。还有众多较少涉
及农业技术领域的科技公司，如空客
（Airbus）微软（Microsoft）和IMB。
除了上述国际大型企业，英国也有许多
充满活力、快速成长的中小型高科技
企业。

英国农业技术中心

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特别合作建立的
四个农业技术中心构成了英国农业科技
领域的蓝图：
•	 Agrimetrics农业计量中心——全球	
	 首个农业食品大数据中心
•	 农作物健康与保护中心	 	 	
	 （CHAP）——专注保护农作物、微	
	 生物和土壤不受害虫、病原体和杂草	
	 侵害，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	 家畜卓越创新研究中心（CIEL）——	
	 欧洲最大的应用动物研究部门，汇集
	 12家全球领先学术机构，专注为	 	
	 猪、家禽、羊、牛养殖部门以及乳制	
	 品产业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
•	 精准农业工程创新中心（The	Agri-	
	 EPI	Centre）——引领全球精准农业	
	 科技，参与多个中国、新西兰和巴拉	
	 圭的高端农业项目。

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上述所列农业技
术中心愿与国际公司和科研机构展开合
作，共同开发应用解决方案，一起攻克
农业食品供应链产业中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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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2019年3月11日-15日）

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

北京：英国驻华使馆

联合主办：英国研究创新中心、英国驻华使馆科技与创新处和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 中国商务环境报告（仅英方参会代表）
• 项目路演：全球商业创新计划企业代表、N8农业食品研究联盟、诺丁汉大学
• 中英企业对接会

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
河北：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联合主办：河北省科技厅、定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 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介绍
• 项目路演：全球商业创新计划企业代表
• 中英企业对接会
• 企业调研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

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英国研究创新中心

•	中国农业科学院介绍，农业科研活动和合作项目交流

•	参观并与产业代表和科研人员交流

•	企业调研

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南京：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联合主办：江苏省科技厅和江苏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介绍，农业科研活动和合作项目交流
• 项目路演：全球商业创新计划企业代表、N8农业食品研究联盟、诺丁汉大学
• 中英企业对接会
• 企业调研

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上海：金山工业园区

联合主办：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	
• 金山工业园区介绍，农业科研活动和合作项目交流
• 金山工业园区参观
• 中英企业对接会
• 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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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英国创新署	
英国创新署（Innovate	UK）是英国政府
设立的创新机构，致力于支持英国企业
创新技术、开发创意等商业化，促进经
济发展。

工作职能包括，通过与企业合作降低创
新风险，支持赋能创新，推动企业发
展；帮助企业对接合作伙伴、客户和投
资人，帮助他们将想法转化成可商业
化产品和服务，促进企业成长；资助商
务、研发合作，加速企业创新进程，促
进企业研发投入；支持范围包括所有经
济部门、价值链和英国地区的企业。

欧洲企业网
欧洲企业网（EEN）由欧盟委员会创立,
由1987年成立的欧洲信息中心和1995
年成立的欧洲创新中心于2008年合并组
成。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经贸支持等服务的机构，是全
球覆盖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服务平
台。欧洲企业网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
拥有600多个技术转让与商业合作组织。	

欧洲企业网英国站
欧洲企业网英国站（EEN	UK）是英国
创新署“联络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资助与合作机
会，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拓展国内
外合作渠道，解决创新商业化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EEN	UK业务范围涵盖全球，
致力于为寻求联合研发、技术转移和商
业合作的企业提供服务。

英国驻华大使馆 
英国驻华大使馆主要致力于扩大英国的
利益，增进世界各国更紧密合作，特别
是发展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
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
防等领域的联系，提供快捷公正的签证
服务，为英国公民提供有效外交保护，
同时与中国政府在国际发展的共同目标
上进行合作。

工作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领域，包括从维
护国际安全到加强双边经济繁荣，从建
立更加稳固的民间交流到为在中国的英
国公民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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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为推动北京成为全球原始创新策源地和
全球开放创新的核心区，在科技部和北
京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2012年3月北
京市科委与海淀区人民政府共建中国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CITTC”
）。作为首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促进机
构，CITTC始终致力于通过搭建市场化的
国际技术转移专业服务平台打造对内带
动、对外引入，链接国内外创新活动的
国际技术转移枢纽。形成了面向全球的
技术转移集聚区，为促进中关村地区产
业转型升级、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逐步完善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
的服务体系，加速国内外高端科技成果
的转化和落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于1957年，是国
家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担负着全国农
业重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高新技术研究的任务，致力于解决我
国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中基础性、方向
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重大科技问题，
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
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促进国际科技交
流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34个直属研究所
与9个共建研究所、超万名职工、在国
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农业
科研机构。形成了作物、园艺、畜牧、
兽医、资源与环境、工程与机械、质量
安全与加工、信息与经济等8个学科集
群、130多个学科领域、300多个研究方
向的学科体系。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欧洲企业网北
京站）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直属于北京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是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的建设运营单位、国家技术转移集聚
区建设的主要承担单位，是欧洲企业网
北京站。曾荣获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等多项荣誉。

中心以“提供规范优质的创新创业全程
服务”为使命，为政府、企业、高校院
所等提供专业化服务，搭建了对接国际
创新资源与国内创新机构和产业需求的
服务平台，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心曾多次成功举
办中国（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中
意创新论坛，逐步发展成为北京国际技
术转移和科技创新的高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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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是由省政府直接领导
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前身为1931年
国民政府创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是我
国最早按照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组织架构
建立的农业科研院所，在我国农业科技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新
中国成立后，历经华东农科所、中国农
科院江苏分院等历史时期，1977年更名
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
江苏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2008年在江苏
省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基础上挂牌成
立，是江苏省科技厅下属的专职开展跨
国技术转移工作的事业单位，旨在推动
海外优质创新资源向江苏集聚，服务江
苏企业国际创新合作需求，促进海外先
进技术项目的落地实施，提升江苏产业
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水平。
							主要业务内容：
•	收集、评估海外先进、适用的科技成
果，提供跨国技术转移的中介服务，
促进海外先进技术成果在江苏实现产
业化；
•	打造全省跨国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和业
务支持平台，开展与全球知名研发机构
和技术转移机构的合作；
•	做好项目对接、技术评估、知识产权
等服务工作，协助企业参与中外政府间
产业研发合作计划；
•	利用跨国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和手段，
为我省园区和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

科技合作提供相关支持和服务；
	•	围绕跨国技术转移业务策划和组织
相关的境内外技术交流、研讨和展览等
活动。	

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018年11月，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入选通过验收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名
单。河北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围绕循
环畜牧和生态苗木、农产品物流加工三
大主导产业，力争到2020年建成辐射华
北、服务全国的农业科技集成区、科技
企业孵化器、技术培训新平台和现代农
业增长极
。
模式：一区多园
核心三园：循环农业、生态农林、农产
品加工
规模：入驻企业383家，知名品牌48个
产业链：畜牧、苗木、农牧机械、深
加工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是上海市唯一
一家市级双向投资促进机构，隶属于上
海市商务委员会领导。中心总部位于上
海，在洛杉矶、大阪、伦敦、法兰克
福、哥德堡、布拉格、新加坡、新德
里、曼谷和迪拜设有海外代表处，致力
于为国内和海外投资者提供全面和专业
的服务，帮助他们在当地和全球做出最
佳投资决策。中心根据上海市经济发展
目标，支持投资者参与上海产业升级，
积极加入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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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nix	作物喷洒系统有限公司是一

家屡获殊荣的农业科技公司，拥有颠覆

传统种植方法的革新性农业喷洒系统，

可在全球任何角落实现有机优质主食作

物（如土豆、小麦和大米）的可持续生

长，并将对环境的影响和种植者的风险

都将至最低。该公司的作物喷洒系统成

功克服了当今农业的众多局限和挑战，

为各地带去可靠的粮食安全保障。

这一智能无土栽培作物维护系统专为大
面积种植而设计，就连受到污染和腐蚀
的土壤（甚至是碱性土和盐渍土）以及
地形起伏和非耕地土壤也同样适用。它
利用自身独特的气耕栽培系统，用富含
水和营养的雾气（与普通水雾和喷雾不
同）去滋养植物的根部和茎叶，从而有
效控制种植环境和作物生长状况。与传
统农业喷洒方法相比，该系统不含任何
有害化学物质并且只使用极少量的农业
肥料，节约了95%的用水量，作物产量
提高了至少一倍。
 

合作机会：

希望在未来，中国的科研机构、农业中
心和产业合作伙伴能够大规模开发、测
试并生产Airponix	Æ的核心技术产品：

•	在工业喷墨打印头技术的基础上研发	
	 而成的作物营养雾生成系统；

•	为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耐受性强的植	
	 物提供保护和最佳生长环境的低成本	
	 悬挂式作物种植管；

•	基于该公司经过独特农学工程设计的	
	 营养雾研发出的一系列作物生长促进	
	 技术，可让作物产量再上涨两倍；

•	寻求在全面开发并经过有效验证之后	
	 有兴趣将该公司技术商业化并为它们	
	 申请许可证的合作伙伴

联系人： 迈克尔·鲁吉尔（Michael	Ruggier）
电子邮箱	：michael@airponix.com

联系电话：	+44 (0) 7496 544 975

公司官网： www.airponix.com

微信：	 FeedTheWorld

DETAILS

Airponix作物喷洒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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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A生物刺激剂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注于作物营养液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

司独家配方的高品质氨基酸生物刺激剂

产品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并且含有植

物在整个生长周期合成的所有必需氨

基酸。

将该公司的生物刺激剂产品与其他农用
化学制品结合使用，并在生长周期的任
何阶段施用于氨基酸合成尚未达到最佳
水平的植物或农作物上，可有效提高产
量5%-15%（具体涨幅取决于植物种类）
，并能显著提高易腐烂蔬菜水果的整体
果实质量并大大延长它们的保质期。

AminoA公司大部分产品是纯天然的，
适用于生态有机种植系统。同时，它的
产品有助于限制不良生长环境给植物带
去的压力和影响，提升产量和利润，减
少农药的使用，并且能够更好地维护脆
弱的土壤生态环境。
	
AminoA公司的产品正吸引着全球的目
光，在欧洲、印度和南美均有长期合作
伙伴。它正与欧洲的合作伙伴一起参与
一个种子处理研发项目，并非常希望能
继续拓展公司的国际合作网络，进入中
国和亚太地区市场。

合作机会： 
•	合作研究并试验可用于作物营养液和	
	 种子处理剂的全新化合物和产品；
•	持照合作生产AminoA旗下产品；
•	在中国分销AminoA公司产品

联系人：	 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董事总经理 
电子邮箱：richard@aminoa.co.uk

联系电话：+44 (0) 1633 894 300

公司官网：www.aminoa.co.uk

微信：	 AminoALtd

DETAILS

AminoA	生物刺激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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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echnica生物农学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年，专注研发用于农业、园艺和运

动场草坪的创新生物产品。该公司是英

国最大的农用海藻提取物产品生产商，

这些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园艺作

物。对于遭受土壤贫瘠、营养匮乏、极

端恶劣天气和干旱等环境因素影响而产

生巨大生长压力的作物，海藻提取物的

效果尤其显著。

Biotechnica公司生产并销售的生物刺
激剂和生物肥料种类范围之广可称得上
是全球佼佼者，既有品牌产品也有定制
配方产品。

该公司的农用产品在提高作物的非生物
因素抗逆性、质量及产量方面有着显著
效果。经验证，可使土豆、无核水果等
高价值作物的产量提升14%左右。

Biotechnica公司的技术团队专注于为
终端用户带去能提供投资回报的农用产
品，致力于帮助农民和其他种植者在维
持并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同时减少对
化学类农业药剂和肥料的依赖。

Biotechnica公司已建立起一个全球性
的合作伙伴关系网，将产品销往全球
各地。

合作机会：	

•	寻求能够帮助展示和证明该公司产品	
	 对众多在中国广泛种植的作物有显著	
	 功效的技术型合作伙伴；

•	寻求能够帮助该公司在中国和亚太地	
	 区进行产品注册和产品商业化的商业	
	 合作伙伴

Biotechnica生物农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  萨曼莎·布朗	（Samantha	Brown）		
电子邮箱	： Sam.brown@biotechnica.co.uk

联系电话	： +44 (0) 7771 605 667 / 1780 433 010

公司官网	： www.biotechnica.co.uk

微信：		 wxid_xopoih6wwrs412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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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消费者都希望买到安全且不受任

何细菌污染的新鲜水果、蔬菜和沙拉

等。集中饲养的鸡或其他家禽需要干净

的饮用水源来保证并维持它们的健康生

长，以确保产出优质的肉类消费品。

园艺和农业种植的传统灌溉水源大都来
自于河流、溪水、水井和水渠。这些天
然水源只能通过取样送去专业实验室来
检测水质和微生物含量，而这些实验室
通常非常遥远、收费昂贵且检测过程
缓慢。

Brightwater水质检测有限公司提供了
一种创新型水质微生物检测科技来解决
这一难题，让园艺师和家禽养殖户能够
轻松掌控所用水源的水质。

该公司的水质检测系统操作简单，即使
不是水质检测的专业技术人员也能够在
自己的农场上轻松完成这项工作，无需
任何专业知识或技术资质。24小时之内
即可获得水质定量检测结果，便于农民
及时采取所需的补救措施，将经济和声
誉损失降到最低。总体来说，这套水质
检测系统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结果可
靠，可谓是超值划算之选！

该公司的专利申请近期获得了欧洲专利
局审批。同时，它也在全球其他主要市
场进行着相应的专利申请。

此外，这一公司已成功与许多园艺公司
合作完成了实验室和实地试验。

合作机会：	

•	利用该公司的知识产权继续开发能够
满足中国和亚太市场的全新水质检测系
统。潜在合作对象倾向于拥有强大生产
制造和分销能力的技术主导型公司；

•	合作开展科技研究，探索通过改进生
化试剂和先进光电系统来缩短水质检测
时间（Time-To-Result）的方法；

•	积极与已在中国和亚太地区供应水质
检测设备并且在园艺和农业领域寻求产
品系列拓展的公司签订分销协议

联系人：  斯蒂芬·冈德里博士（Dr	Stephen	Gundry	）
	 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 stephen.gundry@brightwater-diagnostics.co.uk

联系电话	： +44 (0) 7722 404 670

公司官网	： www.brightwater-diagnostics.co.uk 

微信：		 wxid_ytdfiprrq5x112

DETAILS

Brightwater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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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Edge智能气候监测有限公司

专注于实现与推广气候智能型农业。该

公司的产品专为新兴市场的农业机构而

打造，目前专注于为种植经济作物的小

型农场提供服务，特别是土豆、茶叶、

咖啡豆和咖啡这些作物的种植户。

该公司与世界领先的农业专家合作研了
一款低成本的小型智能气象站和农场气
象监测软件（Farm	Tracker）。这款软
件可提供实时气象数据，使农民能及时
做出正确决策，并针对农场情况采取最
合适的应对措施。此外，该公司开发的
应用程序拥有包括农药应用指导、灌溉
要求提醒以及智能气候适应调节等在内
的多种优质功能。

Climate	Edge公司的远程气象站能够
在各类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并同时监控多个区域的农场状况。同
时，该公司的农场气象监测软件（Farm	
Tracker）让农场气候和作物监控管理变
得更加简单高效，帮助农民降低种植过
程中的风险并减少气候因素所带来的威
胁，从而提升作物产量和收成利润。

Climate	Edge公司是世界银行资助项
目“数字农场”的合作机构之一，	这一
项目旨在通过整合多个数据来源，提供
有关如何适应和应对具体气候挑战的个
性化信息，帮助小型农户对抗各类农业
气候风险。

该公司即将与英国著名的詹姆斯·赫顿
研究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展开
合作，专注于有关提升土豆质量和产量
的研究。
 
合作机会：

•	寻求希望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小型农户	
	 种植中的合作科研机构；

•	寻求对提升作物（尤其是土豆、香蕉	
	 和咖啡豆）产量和/或质量感兴趣的	
	 供应链合作伙伴；

•	寻求希望改善作物种植状况的农业机	
	 构合作伙伴

联系人： 詹姆斯·奥尔登（James	Alden）
电子邮箱	： james@climate-edge.co.uk

联系电话	：+44 (0) 7714 523 869

公司官网	：www.climate-edge.com

微信：		 JamesAldenCE

DETAILS

Climate	Edge智能气候监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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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斯与皮尔斯作物存储加工有限公司

创立于1968年，在批量农作物加工、通

风和长期安全储存方面拥有50余年的经

验。该公司提供的一系列作物冷却和调

节系统使用周围环境中的新鲜空气来为

作物通风，可有效防止昆虫和霉菌对长

期储存的农作物的质量和最终价格造成

不良影响。目前在一些国家，由于对通

风的忽视，作物储存损失高达50%，而

该公司的通风系统可显著减少存储期间

的作物报废率，从而有效提高粮食安全

保障和粮食利润。

伊万斯与皮尔斯公司的粮食通风和储存
系统低成本高效益，操作灵活简单，无
需专业安装。此外，通过系统配套的现
场操控与远程云端控制“双控合一”的
模块化控制面板，可轻松实现自动通风
循环	。

目前，该公司产品出口欧洲、美国和新
西兰，帮助各国种植从业者在多种不同
的环境下安全储存各类作物。随着当今
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对食品供应需求
的不断增加，相信该公司的谷物通风和
冷却系统在众多新兴市场中具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

合作机会：	

•	为该公司的作物调节和监控系统寻求	
	 研发合作伙伴；

•	寻求需要可行的粮食质检指导方针和	
	 作物通风调节系统来成功地长期储存	
	 农作物的粮食质量审核机构；

•	寻求从事设计、建造和管理作物储存	
	 设备但仍需要通风系统方面专业知识	
	 的合作伙伴；

•	寻求需要生成作物储存效率曲线走势	
	 供粮食质量审核机构参考的大型作物	
	 加工存储工厂；

•	寻求从事木屑、农业肥料等其他产品	
	 安全储存经营的合作伙伴

联系人：	 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
电子邮箱	：	rob@evansandpearce.com

联系电话	：	+44 (0) 1935 850 750

公司官网	：	www.evansandpearce.com

微信：		 RobWhit

DETAILS

Evans	and	Pearce	Ltd		
伊万斯与皮尔斯作物存储加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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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Us	Grow室内农场科技有限公司专

注于室内农场灌溉和监控技术研发。该

公司提供新兴的气耕栽培系统和农场管

理软件，具备进行高价值科研的能力。

这些综合优势让LettUs	Grow公司成为

当今快速发展的室内和垂直农场市场中

技术供应商的首选。

使用LettUs Grow公司正在申请专利的
气耕栽培技术和自主研发的农场管理软
件Ostara™后，与水耕栽培法相比，作
物产量提高70%。该栽培技术采用细密
水雾浇灌作物根部，为根部呼吸提供更
多的氧气，从而刺激植物更快生长，改
善作物风味，与传统农业种植法相比，
可节约95%的用水量。农场管理软件
Ostara™通过自动化数据收集、农场运
营规划工具以及对农场网络收集的数据
进行云优化等，让室内农场主们能够更
加轻松地管理自己的农场。

总体来说，该公司所研发的这种气耕栽
培技术易用、高效且具有可持续性，能
够让垂直和温室农场实现持续高产。

LettUs Grow公司获得了英国创新署资
助，并在2018年的“国际绿色科技挑战
赛”（International Green Challenge 
Competition）中杀进前五强，同时
也通过英国数字弹射中心（UK Digital 
Catapult）旗下的物联网促进项目与该
机构展开密切合作。

合作机会：

• 希望与寻求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实 
 现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的现有或新兴室 
 内农场机构展开合作；
• LettUs Grow公司的试点项目中目前 
 仍有三个合作商位置的空缺，正在寻 
 求能够让该公司的气耕种植床和农场 
 管理软件Ostara™在食品生产、农业 
 科研以及医疗环境中进行试点的合作 
 伙伴；
• 在LettUs Grow公司气耕栽培技术的 
 许可申请方面进行合作；
• 与传感器制造商和数据专家展开合  
 作，一同在农场设施中创建高度密集 
 传感器网络；
• 与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板组件以及 
 塑料零件的制造商和装配厂建立战略 
 性的长期供应关系

LettUs	Grow室内农场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查理·盖伊（Charlie Guy）工程硕士（荣誉学位）
电子邮箱： charlie@lettusgrow.org

联系电话： +44 (0) 7854 053 045

公司官网： www.LettUsGrow.org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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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box昆虫饲料有限公司采用创新

型昆虫培养技术从食物垃圾中“变废为

宝”，为复合饲料市场生产供应昆虫蛋

白与昆虫脂肪。黑水虻的幼虫以食物残

渣为食，将这些营养丰富的幼虫们加工

成蛋白质和脂肪产品，可用作传统牲畜

饲料替代品。Multibox公司正在与英国

巴斯大学、约克大学以及布里斯托大学

机器人实验室的顶尖科研人员合作，一

同开发公司的核心技术和昆虫农场养殖

系统。

目前，该公司正在英国建立第一个具有
商业规模的昆虫养殖农场，并且积极寻
求相关供应商、技术合作伙伴、投资者
和客户群。它的愿景和目标是成为一家
能提供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公司。利用
自主研发的技术，该公司有信心为鱼类
饲料市场生产出价格合理、质量上乘
的昆虫蛋白，并制作出可以用作猪和家
禽饲料添加剂的昆虫脂肪。这一技术具
有高度的可延展性和可持续性，为当今
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提供了优质的解决
方案。
 

合作机会：

•	寻求可以资助该公司开发首个商业性	
	 昆虫养殖农场的投资；

•	可为该公司最终成品的终端用户提供	
	 样品，在牲畜和其他各类养殖系统中	
	 进行试点试用体验；

•	寻求可为该公司世界级昆虫养殖系统	
	 技术申请相关许可的合作伙伴；

•	Multibox公司愿与产生大量食物垃圾	
	 的食品饮料制造商进行合作，希望能	
	 先试用潜在合作商提供的食物垃圾和	
	 其他副产品，以了解它们是否适用于	
	 喂养昆虫。通过使用废弃垃圾来养殖	
	 昆虫，将负担转化为可观的收入来源

Multibox昆虫饲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保罗·赖特（Paul	Wright）
电子邮箱：	Paul.wright@multibox.farm

联系电话：	+44 (0)7889 728 172

公司官网：  www.multibox.farm

微信：	 paulabw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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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ech公司由萨姆·霍斯特博士创
立于2004年。霍斯特博士先后在三个动
物育种公司工作，分别担任遗传、技术
和软件团队的主管。公司的目标是通过
与产业和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提升补充
专业知识，帮助能够提高畜牧业产量和
可持续性的产品和创意实现商业化。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涉及遗传学、数据
科学与数据记录、数字农业科技、传感
器、地球观测、图像分析和物联网等，
旨在提升畜牧业的产量和可持续性。公
司拥有强大的业务管理和领导能力，具
备畜牧业方面的核心技术专长（涉及
猪、牛、羊、家禽、水产养殖以及乳制
品业），是合作伙伴的理想选择。

在整合完整供应链，实现“全系统创
新”方面我们有着大量成功案例，其
中之一是区域协同养猪健康计划。该倡
议汇集了英国三个地区的农民、运输公
司、加工厂商、兽医、业内专业机构以
及猪肉零售商开展协同合作，其中许多
机构、商户等的合作关系在十年后的今
天仍在延续。

合作机会
• 遗传学：利用传感器、物联网和图像 
 分析技术，收集牲畜、动物健康和动 
 物尸体的表型信息。
• 草植性状预测：用于测量草的生物  
 质、能量、蛋白质含量等方面的技  
 术，将地面传感器、地球观测技术与 
 科学建模、天气数据相结合进行预  
 测。
• 动物健康：致力于向农民呈现具有实 
 用价值的动物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在 
 农场方面更好地做出决策。合作机会 
 涉及动物健康笔式诊断、牲畜健康新 
 型检测方法以及通过手机展示可操作 
 动物健康信息等方面。

农业数字化：
希望与合作伙伴交流分享信息和知识，
优化农业决策。

产业数字化（ID）：
寻求有意向在农产品（尤其是肉制品）
离开农场之后的供应链方面探索产业数
字化合作机会的合作伙伴。

食品真实性：
我们有兴趣在肉制品真实性检测与验证
方面展开合作。

Quantech创新农商有限公司

联系人：	 萨姆·霍斯特（Sam Hoste）  

电子邮箱	：	sam@qtsuk.co.uk

联系电话	：	+44 (0) 7981 961 062

推特账号：  www.quantechsolutions.co.uk

微信：		 sam-hos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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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geway酶联法测试研究有限公司

Ridgeway酶联法测试研究公司（简称

RRL）是一家为全球动物健康市场服务

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Ridgeway公司的专长包括三个方面：

1.	牲畜生育管理，尤其擅长乳制品行业	
	 牲畜生育管理；
2.	家畜家禽的实验室诊断与培养；
3.	专注兽医用品和饲料添加剂方面的合	
	 同制研究机构

该公司正在为全球65个国家提供越来越
多的牲畜健康诊断测试产品：

孕酮快速检测（P4	Rapid）是一项现场
测试牛乳孕酮水平的方法，它准确、迅
速、成本低且操作简单，可有效鉴定母
牛所处的发情期阶段和受精准备情况，
从而帮助农民培养出产量和利润更高的
牧群。

孕酮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可
为农户提供育种辅助。通过检测牲畜乳
汁、血浆和血清中的孕酮水平，有助于
农户（以及兽医和相关科研人员）判断
家畜（奶牛、母猪、母羊、母马）处于

发情期的哪个阶段，由此推断最佳受精
时间，及时发现动物的早孕指征和卵巢
囊肿病症。

该公司在欧洲已有较高的名气和影响
力，目前正在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网络，
希望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和
潜在客户。

合作机会：

•	寻求对孕酮快速检测（P4	Rapid）测	
	 流免疫测定试纸条以及孕酮（P4）和	
	 马绒毛膜促性腺激素（eCG）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包的市场开发和销售感兴	
	 趣的中国合作分销商；
•	寻求希望在欧盟进行兽医药品和饲料	
	 添加剂商标注册的中国公司

联系人：	 彼得·霍尔兹沃思（Peter Holdsworth）
电子邮箱	：	enquiries@ridgewayscience.co.uk

联系电话	：	+44 (0) 7968 696 683

推特账号：  www.ridgewayscience.co.uk

微信：		 54786029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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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Scientific作物生长环境分析仪

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挥发性有机物

（VOC）分析仪研发与生产公司。该

分析仪可广泛适用于农业、园林等方

面。

通过与来自英国利兹大学和行业合作伙
伴的顶尖科研人员进行密切合作，该公
司成功研发了一种独特的高灵敏度传感
技术，能够快速分析环境中的有机挥发
物，并精准探测到牲畜群、沙拉作物以
及蔬菜储藏中传染病的暴发。这款仪器
既能通过无线信号或手机远程监控，又
能通过手提设备现场监测，提醒农民整
体环境的监测情况。由于实时接收周
围环境中的数据并进行持续分析，当仪
器的分析结果与预期标准之间出现偏差
时，会向人们提供早期预警，让他们能
够立即进行干预，从而防止粮食腐败变
质，减少粮食浪费，更好地确保了粮食
安全，提高粮食产量和利润。

无需具备特殊的专业技能便能轻松操控
这项技术。该仪器可在任何环境中进行
监测，需要在有两地或多地联合监测
时，能够吸收存储一个地方的气味样本
以供在另一个地方的检测分析使用。

在家禽养殖环境监测方面，这款仪器的
技术就绪指数（TRL）为7（最高为9），
并已被证实能有效帮助提升禽肉的产量
和质量；它在作物植被生长环境监测方
面的技术就绪指数（TRL）为4-5，能有
效减少粮食作物在生长和储存过程中的
报废率和损失。在未来的两年里，该公
司计划在中国开展产品推广试点。

目前，这项技术正在商业化落地过程
中，RoboScientific公司期待能与更多
的国际合作伙伴协力推广这项技术。

合作机会：

寻求对以下几个方面感兴趣的中方合作
伙伴：
	
•	对此项技术的商业化过程进行投资；

•	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分销该公司的系列	
	 产品；

•	能够帮助该公司加快植物（蔬菜与水	
	 果）生长环境监测仪的开发与商业化	
	 进程，并且能将这项技术扩展应用到	
	 其他方面的科研型合作伙伴

联系人：  本·柯蒂斯（Ben	Curtis）
电子邮箱	：ben@roboscientific.com

联系电话	：+44 (0) 1353 865 312

推特账号： www.roboscientific.com

微信：		 BenCurtis55

DETAILS

Roboscientific作物生长环境分析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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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amsted	Research	英国洛桑研究所

英国洛桑研究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农业研究中心。175年以来，它一直

引领着前沿农业科学和高影响力农业创

新。该机构的合作伙伴包括Agrimetrics

农业计量中心、农作物健康与保护中

心（CHAP）、家畜卓越创新研究中心

（CIEL）以及精准农业工程创新中心

（The	Agri-EPI	Centre）四个国家级农

业技术中心。这里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

设备，用于支持可耕地和草原的农用研

究。洛桑研究所的“北怀克区科研试验

农场”（NWFP）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先

进的农场之一，拥有先进的传感器和预

测建模设备，专注于草原生物系统的可

持续性研究，能够从经济、社会和环境

三个角度对放牧系统的全生命周期分析

进行评估。 

洛桑研究所主要专注于研究：

1.	作物养分利用效率——作物产出质量
2.	水质污染——水体富营养化和土壤硝	
	 酸盐淋溶
3.	土壤健康——土壤有机质回归
4.	碳足迹——碳截存、动物肠道发酵甲	
	 烷、一氧化二氮
5.	数字化农业——高科技的农用机械

此外，该机构也与英国西南部顶尖
大学、利益相关机构以及英国气象
局展开各类联合研发工作。通过“
环境未来与大数据影响力实验室”
（Environmental	Futures	and	Big	
Data	Impact	Lab）这一由多方合作的
科研项目，洛桑研究所正致力于开发更
多更好的环保农业解决方案，为保卫子
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而努力奋斗。

合作机会：

洛桑研究所希望与以下领域的科研机构
和行业潜在合作伙伴展开合作：
•	土壤健康与草原农学
•	动植物遗传学
•	反刍动物营养学
•	数据驱动的农业解决方案
•	作物养料利用效率提升
•	产量提升（从农产品质量和人体营养	
	 两个角度研究）
•	农业所造成的大气污染
•	农药污染对河流的影响

联系人：  哈立德·马哈茂德博士（Dr	Khalid	Mahmood）
电子邮箱	：Khalid.mahmood@rothamsted.ac.uk

联系电话	：+44 (0) 1837 512 300

推特账号： www.rothamsted.ac.uk

微信：		 wxid_35r5737c6pen12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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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世界头号粮食作物，对整体粮食

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这一作物所

释放的温室气体（GHG）量几乎等于全

球其他农作物释放量的总和。

若将田地里收割完剩下的稻草清除，
那么全球的甲烷排放量便可减少50%之
多。长期的实验证明，稻草清除有利于
长期保持健康的土壤环境。稻草秸秆是
全球数量最多的生物质资源之一，然而
它们中大部分都未被开发利用，每年在
亚洲当废物焚烧处理掉的稻草秸秆高达
3亿吨！而稻草革新有限公司则专注于
将稻草循环再利用，用以生产食品、燃
料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产品。

目前该公司在菲律宾牵头主导一个拥有
150万投资的项目，该项目由英国创新
署资助，旨在展示并推广一系列可用于
稻草收集与处理加工的科学技术和商业
模型，合作方包括英国QUBE可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阿斯
顿大学。

该公司已开发的经济型大众市场包括：
使用优质稻草生产各类可食用蘑菇，用
于制作全素汉堡夹心；并将质量不佳的
稻草用于沼气发酵和沼气能源生产。

合作机会：

•	寻求能在该公司现有创新技术的基础	
	 上进一步协作研发和完善稻草蘑菇生	
	 产的科研机构；

•	寻求在利用该公司加工的稻秸秆获取	
	 优质秸秆提取物或园艺堆肥等其他互	
	 补产品方面拥有专业知识的合作伙伴

稻草革新有限公司

DETAILS

联系人：	 克雷格·贾米森（Craig Jamieson）
电子邮箱：craig@strawinnovations.com

联系电话：+63 91732 99876

公司官网：www.strawinnova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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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G动物疫苗有限公司正在开发一个多

功能动物疫苗培养基，所生产的疫苗专

门用于对抗对高经济价值牲畜品种影响

巨大病原体和疾病。

该公司专注于研发针对高经济价值农场
动物多发疾病的疫苗产品，比如牛结核
病疫苗、牛乳腺炎疫苗、针对抗生素耐
药性猪链球菌的疫苗、普通猪瘟疫苗、
非洲猪瘟疫苗，以及猪繁殖与呼吸障碍
综合症疫苗。动物会成为许多人畜共通
传染病（如埃博拉、拉萨热、禽流感
和猪流感）的病毒宿主。针对这些病毒
宿主进行动物疫苗研发，将病毒传染扼
杀在源头，不仅可以改善动物健康，也
可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据估计，
人畜共通传染病占到所有已知人类疾病
的60%以上，占近十年来新出现疾病的
75%以上，这类传染病的暴发很可能会
产生极其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TVG公司正在用良性疱疹病毒作为一个
多功能的疫苗培养基，这一病毒适合制
造生产减毒性病原体DNA，用来对动物
体内传染性疾病进行有针对性免疫。疱
疹病毒之所以可作为一种高价值疫苗培
养基是因为它：

•	 可以在不致病的同时诱导动物身体对	
	 病原体DNA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
•	 效果显著且易于单次使用；
•	 具有极高的宿主特异性，只针对某个	
	 单一物种或其近亲动物。

TVG公司研发的多功能培养基集高速疫
苗培养、低成本生产、能迅速扩大培养
规模等优点于一身，制作生产出的疫苗
易于进入动物体内，能够在体内自主扩
散，具有超高的免疫性，免疫时间长且
绝对安全。

合作机会：

寻求对加入TVG公司候选疫苗研发感兴
趣的合作伙伴，要求：

•	能够加快这些候选疫苗的上市时间；
•	对该公司的疫苗培养基技术感兴趣；
•	自身已有期待开发的高经济价值目标
				疫苗产品

联系人：  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
电子邮箱：	matthew.white@thevaccinegroup.co.uk

联系电话：	+ 44 (0) 7384 112 347

公司官网：	www.thevaccinegroup.co.uk

微信：		 matt-white

DETAILS

TVG动物疫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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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5多年精心研发和广泛测

试，Xcelbio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

一种用于在厌氧环境中加速作物生产的

生物进程和功能效果的100%纯天然生

物技术。使用化肥既会破坏土壤微生

物，又会严重抑制植物生长，而应用

该项技术可以让作物摆脱对化肥的依

赖。Xcelbio公司旗下的产品不添加任

何细菌或酶，不含任何化学物质，确保

土壤中拥有健康的微生物群，从而增强

作物的免疫系统和抗病能力，促进作物

健康生长。该公司的农业生物科技可让

传统种植和水栽种植的产量均提升至少

20%，并同时延长农作物的保质期。

Xcelbio公司的纯天然生物工艺能够控
制并去除营养液管道和作物生长槽中的
污泥残渣和生物膜残留，完美解决水栽
种植系统中的一大难题。此外，这一技
术也能清除并分解蛋鸡养殖业饲喂系统
中的污泥黏液和生物膜残留，使饲料消
耗减少了8%，蛋产量整体提升了4%，
不合格蛋的数量减少了35%。
总体来说，Xcelbio公司的农业科技不
仅能够降低环境影响，同时能够有效提
升作物产量，增加农产品销售利润。

合作机会：	

•	 该公司正在寻求有兴趣在中国展示和	
	 推广Xcelbio技术的合作伙伴；
•	 期待与已建立合作关系且值得信赖的	
	 公司进行合资运营或以授权许可的形	
	 式进行合作

联系人：  雷伊·朗（Ray	Long）董事
电子邮箱	：rayxcelbio@gmail.com

联系电话	：+44 (0) 7860 215 760

推特账号：	更新中
微信：		 WXID_qufn8tkt12

DETAILS

Xcelbio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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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负责人

约翰任欧洲企业网（简称“欧企网”，英文缩写EEN）英国东
部中心项目主管，代表英国创新署和欧企网为本次访问提供相
关支持与帮助。
姓名：约翰·伍德拉夫（John Woodruffe）

电子邮箱：j.woodruffe@eeneast.org.uk
欧洲企业网
联系电话：+44 (0)1707 398711
公司官网：www.enterprise-europe.co.uk

露易丝任欧洲企业网（简称“欧企网”，英文缩写EEN）英国
西南部中心项目主管，代表英国创新署和欧企网负责监督本次
访问活动。
姓名：露易丝·胡克（Louise Hooker）

电子邮箱：Louise.hooker@businesswest.co.uk
联系电话：+44 (0)7850 300575
公司官网：www.enterprise-europe.co.uk

伊恩是英国创新署农业技术团队的一员，主要工作包括为农业
科技与生物经济领域的国际项目以及欧盟“地平线2020”计
划的融资提供相应支持。过去十多年来，在资源效率和农业科
技等多个学科领域中，他一直为各项国际科学创新提供技术支
持，并致力于促进科研知识转移的实现。
姓名：伊恩·霍尔姆斯（Ian Holmes）

电子邮箱：Ian.Holmes@innovateuk.ukri.org
联系电话：+44 (0)7795 605723
机构官网：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innovat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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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负责人

黄平是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和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是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会技术转移中心，欧洲企业网北京站，首都创新大联盟、中
意技术转移中心、北京创业投资协会的建设运营单位，还承担
着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企业
研发机构、首都科技创新券和技术合同登记等组织管理工作。
姓名：黄平 

电子邮箱：cittc@bjkw.gov.cn 
联系电话：+86 10 82696139 ext. 880
机构官网：www.cittc.net

柯斓已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单位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
心工作6年。在此期间，积极推进北京与国际组织机构合作，包
括参与中关村国家自助创新示范区建设和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促成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成为欧洲企业网北京站，链接
欧洲中小企业、科技机构与中国合作伙伴。 
姓名：柯斓

电子邮箱：kiran@bjkw.gov.cn 
联系电话：+86 15210567469
机构官网：www.cittc.net

陈莹代表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为本次活动提供支持
姓名：陈莹

电子邮箱：chenying@investsh.org.cn
联系电话： +86-21-6236 8800 ext. 239
机构官网：www.investsh.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