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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和科研机构而言，从橡
胶乳清中成功提取出白坚木皮醇，并
非研发的终点。

“今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提升提取
工艺，在缩短提纯时间、提高提取效
率等方面发力。”张毅超介绍，白坚木

皮醇的提取，能够进一步增添产业附
加值和“含金量”。

“此外，白坚木皮醇本身的价值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发和利用，提
取成功并不能完全发挥其经济效
益，还需要在生化、医药等领域进行

探索，进一步推进产品开发工作。”
姜士宽说。

“目前我们正和相关科研院校合
作，探索白坚木皮醇在生化、保健、医
疗领域的应用。”白先权表示，目前，
中橡科技已与云南热作所、沈阳药科

大学等多个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探
索白坚木皮醇在保健品、药品以及护
肤品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前景，进一步
延长天然橡胶产业链，推动产业由劳
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发展。

（本报金江8月31日电）

中橡科技引进专利，取得科技创新突破，掌握白坚木皮醇提取技术

废水中寻宝 创新里淘金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吴思敏

“别看这白色粉末其
貌不扬，却珍贵得很。”8
月30日，在位于澄迈县
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的海南中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橡科
技）实验室中，该公司研
发部副部长张毅超拿着
一瓶白色粉末郑重介绍，
“它虽‘脱胎’于废水，却
是不折不扣的宝贝，能应
用于保健品制作、药物研
发等尖端领域，科研价值
和市场价值极高。”

这种神奇的粉末叫
作白坚木皮醇，由中橡科
技从云南省热带作物科
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云南
热作所）引进专利技术，
并历经近2年研发，成功
在我省从橡胶工业生产
废水中提取而来。

白坚木皮醇是什
么？它有什么作用？为
何极具价值？带着这些
问题，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和企业。

对于大众而言，白坚木皮醇的名
号有些陌生，但在学界它却是大名鼎
鼎的热门研究对象。

“白坚木皮醇最早发现于南美洲
的白坚木树中，因此得名。尽管很多
植物中都含有，但天然橡胶胶乳中含
有丰富的白坚木皮醇，是目前最具工
业化价值的白坚木皮醇来源。”云南
热作所副研究员姜士宽介绍，早在上
世纪30年代，国外的学者就开始关
注到这一物质，并围绕其进行大量科
研工作。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白坚木皮醇

是一种左旋的天然手性化合物，可作
为手性源被合成各种光学活性药物，
用于抗生素、抗氧化、酶抑制剂、抑制
血管增生，以及糖尿病和艾滋病等病
症的治疗。

拥有如此高的医药价值，白坚
木皮醇的提取和利用便成为学界和
相关产业极为关注的议题。“国内学
者从上世纪80年代竞相进入白坚木
皮醇提取工艺的研究领域。”姜士宽
介绍，过去研究人员采用色谱法提
取白坚木皮醇，需要使用大量有机
溶剂，成本高、产量低，不适合规模

化生产。
自2007年以来，云南热作所组

织人员投入白坚木皮醇提取相关课
题的研究，并于2012年取得突破进
展。“我们采用膜分离技术等手段突
破传统提取工艺的限制，降成本、提
产量，首次开发出可规模化提取白坚
木皮醇的工艺技术。且经过提炼后
的乳清，各项指标均达到废水排放指
标，也为废水处理提供新思路。”姜士
宽介绍，云南热作所的研究成果于
2015年和2016年分获得中、美两国
的专利授权。

“过去，受限于提取工艺，天然橡
胶在进行工业加工后，乳清一度作
为废水处理排放，其中的白坚木皮
醇也一并被排放。”中橡科技副总经
理白先权介绍，2018年，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技调研
组在进行市场调研后，决定和云南
热作所开展合作引进专利，并由中
橡科技具体实施，在海南开展实
验。通过提取乳清中的白坚木皮
醇，一方面能够降低天然橡胶行业
废水处理成本，也使得天然橡胶产
业链得以延长。

2018年，中橡科技成立了20余
人的专业项目研究团队与云南热作
所密切沟通合作，开启白坚木皮醇提
取试验。然而，专利技术并非一“引”
了之，在实际的研发过程中还需克服
种种难题。

“云南和海南两地气候、地理和
水文环境等自然条件存在诸多差异，
橡胶树品系和生长环境不同，橡胶加
工工艺也不尽相同。”白先权说，种种

差异导致在云南能够奏效的加工流
程，在海南并不理想。

此外实验过程中，中橡科技研究
人员发现，器皿容量限制、仪器设备
差异、实验条件不同等状况层出不
穷，也对实验稳定性造成了影响。

“我们和中橡科技共同搭建了实
验平台，根据海南本地橡胶乳清的特
点，双方科研人员对实验工艺进行调
整、优化，并针对性更新设备等，最终成

功提取出白坚木皮醇。”姜士宽介绍。
将制胶废弃的乳清利用膜分离

技术进行浓缩，再采用结晶法提纯
……不断实验、不断重来，双方科研
人员想方设法克服客观不利因素影
响，优化每一个微小细节，通过近2
年的反复实验和摸索，于2019年从
200公斤橡胶乳清中提取出100克
白坚木皮醇，又于今年从800公斤
橡胶乳清中高度提取出了880克白

坚木皮醇。
“通常实验室内提取的白坚木

皮醇以毫克为单位，单次能提取到
几克乃至十几克已算是较大的提
取规模。”姜士宽认为，这两次的提
取结果说明中橡科技成功掌握了提
取技术，具有下一步探索规模提取
的可能性。而掌握提取技术是下一
步产品开发的基础，在企业的转型
升级中才能快人一步。

展现海南农垦创业历史

海垦博物馆
征集各类文物文献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马
思思 通讯员吴运霞）8月31日，海南农垦博物馆
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一批反映海南农垦创业
历史的各类文物文献，进一步充实馆藏，更好地展
示和宣传海垦历史文化，以迎接开馆10周年。

此次公开征集文物藏品范围包括：反映海南农
垦创业历史的各类文物文献，如照片、奖状、纪念章
等；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包括旧犁、锄头、旧胶杯
等，以及具有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其它文物文献。

据介绍，海南农垦博物馆于2011年2月建成
并免费对公众开放，是集征集、收藏、保管、展示、研
究、编辑、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是展
示海南农垦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发
展成就的窗口，几代农垦人的精神家园和情感纽
带，海南农垦与社会各界及海外人士的交流平台。

多年来，在垦区内外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海南
农垦博物馆征集收藏文物文献资料目前已达1.6
万余件，其中不乏屯垦戍边时期的珍贵文物。

第六期“农垦大讲堂”
海口开讲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马思思 通讯员林
丽娟）8月29日，第六期“农垦大讲堂”在海口开
讲，海南农垦各企业以线下现场听课和线上视频
学习相结合的形式积极参与。

此次大讲坛特邀专业领域专家，以《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问题的报告》为主题，带来一场内
容翔实、视野宽广、深入浅出的专题讲座，为广大
干部职工补足精神食粮。

讲座中，授课专家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总体
要求、重点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解读，特
别是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的税收
政策、进出口管理制度等重点政策进行详细解读；
并结合海垦企业实际情况，对症下药进行分析，提
出了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加深听
众对自贸港税收、贸易、投资、金融、入境等政策的
了解，为广大听众带来启发。

海垦茶业集团
第111家专营店开业

本报那大8月31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马
思思）8月31日，在位于儋州市那大镇胜利街的海
垦茶业专营店中，琳琅满目的海垦茶产品摆满柜
台，市民们正在选购茶叶。据了解，这是海南省农
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茶业集团）旗下第111家专营店。

据介绍，开设茶业专营店是海垦茶业集团实
施“百城千店”计划的重要一环，一方面通过增加
专营店数量，做精做细岛内市场，不断满足消费者
的购买需求，持续扩大岛内茶叶的市场份额。另
一方面，该集团努力推行“走出去”营销策略，在全
国主要城市发展经销商、开设专营店或体验店，逐
步扩大海垦茶在岛外的品牌知名度。

在积极开设线下专营店的同时，海垦茶业集
团还在天猫、京东、苏宁、微店等线上销售平台开
设专营店铺，形成“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

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
矿山生态修复获认可

本报那大8月31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马
思思 通讯员何杰雄）海南日报记者8月31日从
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旅游
集团）获悉，日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行
的2020中国绿色矿山建设论坛暨生态修复与储
备林项目研讨会上，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获评全
国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称号，该集团获评卓越
建设优秀单位称号。

评审现场，专家们一致认为海南农垦旅游集
团以“旅游+矿山修复”的方式走出一条生态修复
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值得推广。

2018年以来，海垦旅游集团通过“矿坑修复+
环境治理+文化注入+产业带动”的模式，对位于
儋州市兰洋镇的莲花山6处破碎山体及矿坑进行
了全方位生态修复，并充分挖掘莲花山和当地的
历史文化，发展生态养生旅游和休闲度假业态，打
造旅游品牌形象。在园区内，设有毛福山、乌木
园、硅化木园、五福文化广场、独占鳌头、博览群
书、九龙莲池等多个游览点。

2020首届
海口大坡胡椒文化节举办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马思思 通讯员林
宝华 林声任）8月 30日，以“大坡胡椒·飘香世
界”为主题的2020首届海口大坡胡椒文化节在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文化
广场开幕。

活动现场进行了5轮签约仪式。其中，海南
农垦企业海口东昌胡椒公司与大坡镇3名贫困户
代表签订了胡椒收购订单，来年将收购大坡镇40
多户贫困户的胡椒产品；与海南广锦农业贸易有
限公司、海南壹条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大坡
胡椒”的采购协议，订单金额1100多万元。

据介绍，东昌农场公司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大
力发展胡椒产业。截至目前，该公司拥有胡椒面
积达到2.8万亩规模，年产量达到3000多吨。

环境佳“钱”途好
淡水龙虾荣光安家

“澳洲淡水龙虾市场需求大、长得
快、价钱好，这个产业有‘钱’途！”荣
光农场公司旗下渔业公司总经理陈
杰汉介绍，近年来，随着海南农垦改
革不断推进，企业谋求转型发展，调
整产业结构，荣光农场公司在发展中
积极与多地企业洽谈合作，在本地培
育优势产业。

2017年前后，荣光农场公司与善
水公司加深交流，决定在当地共同发
展以生态循环模式养殖淡水龙虾。

“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一拍即

合。”姜建明介绍，一方面，善水公司发
现乐东当地气候常夏无冬，水源活水
溶氧量高，水质优良，且受台风影响较
小，一年四季都可投放龙虾苗。另一
方面，荣光农场公司看重善水公司具
有成熟规范的龙虾养殖管理技术、丰
富的营销渠道，以及淡水龙虾养殖的
行业前景。

“这里不仅气候适宜，还有广阔的
水域面积。”陈杰汉说，澳洲淡水龙虾
适合在15℃到30℃的水中生存，乐东
当地淡水温度全年基本符合这个标
准，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一年抱卵最
高可达6次。

为此，双方投入超过1000余万元
打造产业，建起220余亩用于淡水龙虾

大棚式工厂化养殖基地，其中大部分以
育苗为主，通过销售成种虾与虾苗，进
一步拓宽市场。就这样，一个集现代
化、科技化、规范化于一体的养殖基地
落地，澳洲淡水龙虾自此在荣光“安家”

目前，澳洲淡水龙虾每斤收购价
为 50 元至 55 元，每亩可稳定出塘
4000余尾、近3000斤。同时，由于其
品质优良、口感鲜美，还出现了供不应
求的现象。“这可比种水稻的收益高了
不止百倍。”陈杰汉笑着说。

智能化 循环化
种养结合带富乡邻

走入澳洲淡水龙虾生产基地，丝

毫闻不到水产养殖常有的腥臭味，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宽敞整洁，且配有
智能控制系统的标准化养殖大棚。姜
建明介绍，利用大棚能更好控制澳洲
龙虾养殖过程中的温度、湿度，还能避
免病害，同时防止鸟与蛙等天敌捕食
幼小的龙虾从而造成损失。

“要养好澳洲淡水龙虾，不仅要
保证水质和养殖环境，更要保证它们
的养分。”姜建明说，为了养出高品质
的淡水龙虾，工作人员投喂的都是定
制好的“营养餐”，饲料以培育的天然
水草和浮游生物为主，不添加抗生
素，旨在为它们营造绿色生态的生长
环境。“这样养出的龙虾色泽艳丽，肉
质紧实清透。”

此外，基地还运用生态循环模式
进行养殖，养殖废水废料可排入基地
智能化蓄水池中，添加相关益生菌进
行分解，生成有机肥，变废为宝。同
时，产生的有机肥也可用于灌溉周边
50余亩槟榔园，使其成为一个生态循
环系统，实现一田双收、粮渔双赢。

“目前，我们已带动周边60余户
农户参与发展淡水龙虾养殖产业。”陈
杰汉表示，下一步，海垦荣光农场公司
计划扩建60余亩的养殖面积，并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提供龙虾
种苗、养殖技术、饲料和产品回收的

“四统一服务”，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贫
困户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本报抱由8月31日电）

它是什么？ 乳清中隐藏的宝贝

它如何提取？ 克服差异合作探索

它意义何在？ 为产业增添附加值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秋英

“这些龙虾住定制‘别
墅’，吃营养餐，日子舒服得
很！”8月31日，在位于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的海南农垦
荣光农场公司澳洲淡水龙虾
生产养殖基地，技术总监姜建
明从养殖水塘中捞出一个中
空的砖块，向下一倒，一尾色
泽艳丽、身型优美的澳洲龙虾
便从中掉落。

“这就是为淡水龙虾定制
的‘别墅’，让每一尾龙虾都有
容身之处，避免它们为了争抢
领地打架。”姜建明说，在基地
里，这样别出心裁的设计随处
可见。

据了解，自2017年起，海
南农垦荣光农场公司与海南
善水循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水公司）共同探
索以生态循环模式养殖澳洲
淡水龙虾，一个具有智慧养殖
大棚、高科技养殖手段、生态
循环养殖模式的淡水龙虾基
地初现雏形。

海垦荣光农场公司发展生态循环淡水龙虾养殖初见成效

淡水龙虾
出增收路

俯瞰荣光农场公司的澳洲龙虾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澳洲淡水龙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