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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l 关于北京农学院

l 帕斯曼等离子体工程中心

l 为什么叫帕斯曼超离子技术

l 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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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型高等农业院校
北京农学院： 于1956年创办，是北京市属农业综合类本科院校。是国家

“973计划”、“863计划”承担⾼校，学校“北农科技园”被国家科技部、教

育部认定为国家级⼤学科技园，学校建有农业部都市农业（北⽅）重点实

验室、农业应⽤新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20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

关于农产品研究院：北京农学院⾸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是经北

京市政府批准，由北京农学院组建并运营的省部级科研机构，是中关村国

家科学城的组成部分和重点建设项⽬之⼀，享受国务院出台的“中关村国

家科技创新产业1+6⽀持政策”。研究院专注于构建从农⽥到餐桌的农产品

安全控制与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体系。重点围绕种植、养殖、加⼯、流通等

关键⽣产环节，推进农产品安全⽣产及相关技术的孵化、转化和产业化，

为农产品的安全⽣产和流通提供基础的技术保障和服务保障。

关于帕斯曼 -- 北京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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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份，在北京农学院⾸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等
离⼦体⼯程中⼼，专⻔负责等离⼦体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研究。

帕斯曼（PLASMA）等离子体工程中心成立

【帕斯曼】是等离⼦体英⽂名称（PLASMA）的中⽂⾳译。
是等离⼦体⼯程中⼼的注册商标。

帕斯曼是注册商标

关于帕斯曼 -- 等离子体工程中心



超级等离子体技术
以低温等离⼦体技术为基础，通过数字化、⾃动

化集成，实现等离⼦体的超级精细化应⽤，从⽽

为低温等离⼦体构建更多应⽤场景，故此称之为

【帕斯曼超离⼦技术】。

SUPER PLASMA TECHNOLOGY



PSM 关于帕斯曼—核心团队

副教授，技术发明⼈

孙运金

⻄安交通⼤学，材料学博⼠；

北京农学院⻝品科学与⼯程学院
副教授；
多年从事等离⼦体在农业领域的
应⽤研究与科技创新，拥有多项
实⽤发明专利。

能力值

创造力

管理能力

协调力

营销力

副院⻓，运营负责⼈

赵春雷

中国⼈⺠⼤学信息学院，经济信

息管理专业；
北京农学院⾸都农产品安全产业
技术研究院副院⻓；
多年从事宏观经济与信息化研究
应⽤⼯作，跨领域实务经验丰富。

能力值

创造力

管理能力

协调力

营销力



PSM 关于帕斯曼—顾问团队

教授，研究生导师

北京农学院⻝品科学与⼯程
学院，主要从事农产品加⼯
及贮藏、⻝品包装、等离⼦
杀菌技术等⽅向的科研⼯作。

伍军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等离⼦体物理、等
离⼦体诊断、新型放电源设
计、等离⼦体⼯程、等离⼦
体化学、新型软包装材料制
备与改性等研究。

陈强

教授，高级工程师

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军⽤⻝
品研究室主任，军⽤⻝品研
究专家，在⻝品⼯程、⻝品
包装、⻝品贮存和功能⻝品
研究⽅⾯获得有重要的建树。

何锦风

教授，研究生导师

北京农学院⻝品科学与⼯程
学院，主要从事果蔬采后⽣
物技术和⻝品中致病微⽣物
检测及控制等领域的研究。

谢远红



PSM 关于帕斯曼—研发团队

教授，研究生导师

北京印刷学院，低温等离⼦
体先进功能材料沉积（等离
⼦体增强化学⽓相沉积/原⼦
层沉积） 。

刘忠伟

技术工程师

郑州⼤学物理⼯程学院，本
科毕业。等离⼦体装备电源
设计及电⽓⾃动化集成控制
⼯程师。

郭自强

技术工程师

包装⼯程，本科毕业。主要
研究活性⽔的保鲜应⽤，在
⻝品的储藏保鲜⽅⾯有独到
的⻅解。

王昕仪

讲师，研究生导师

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
院，负责兽医产科学等12⻔
本科和研究⽣课程授课⼯作。
北京市中关村管委会专家信
息库⼊库专家。

王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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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l 什么是等离子体

l 广泛的应用领域

l 在农业领域的主要应用



PSM 基本概念—什么是等离子体

什么是等离⼦体？

是物质的第四态，即电离了的“⽓体”，是⼀种由⾃由电⼦和带

电离⼦为主要成分的物质形态，宇宙中99.9%以上的物质都是

以等离⼦体态存在的。

在⾃然界⾥，炽热烁烁的⽕焰、光辉夺⽬的闪电、以及绚烂壮丽

的极光等都是等离⼦体作⽤的结果。带电粒⼦运动，可以产⽣电

场和磁场，从⽽释放等离⼦体能，形成⼀系列可被利⽤的作⽤。



PSM

国防领域
原⼦弹、反重⼒⻜⾏器、核反应堆等，都离不开
等离⼦体技术。

工业领域
等离⼦电视、等离⼦切割、焊接、冶炼、镀膜、
印染、表⾯硬化处理等。

环保及医疗
除味、汽车尾气治理、有机化合物分解、废水净
化，医疗器械消毒等等。

基本概念—等离子体传统应用



PSM 基本概念—等离子体农业应用

围绕安全营养，等离⼦体在农业领域可以⼴泛应⽤，但⽬前仍处在初级阶段

激活⽣命⼒
参照太空育种，
科研机构在等离
⼦体育种、育苗
⽅⾯取得突破

抑制微⽣物
可⼴泛应⽤于农
产品保鲜、⽆菌
种养殖、畜禽防
疫等领域

降解有机物
可⼴泛应⽤于农
药残留降解、⼟
壤修复等农产品
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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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l 发展路径

l 取得的奖项

l 发表的文章

l 申报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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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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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研究 2014-2019
孙运⾦教授开始研究低温等离⼦体的杀

菌机制并探索在果蔬、⾁、蛋、奶等⻝

材保鲜种的应⽤

3、专家论证 2021
2021年1⽉、5⽉，分别邀请物理学、

⻝品加⼯学专家，进⾏技术论证，均

给予⾼度评价，达到应⽤⽬标

帕斯曼发展历程—发展路径

2、概念验证 2020
应⽤场景开发、样机制备，经第三⽅

检测灭菌率超过99.99%，农残降解率

达到90%以上，部分⾼达100%

4、产品化设计 2021
开展⼯艺参数实验、⾃动化控制、信

息化集成以及产品⽣产的⼯业设计等

⼯作，完成了消杀应⽤的产品设计

5、产业化应⽤ 2021--
冷链物流⻋消杀应⽤、⼈参农残降解

和锈病处理应⽤，分别完成⼆汽、北

汽的消杀设备上⻋设计，与国选物流

签署成果转化协议



PSM 帕斯曼发展历程—所获奖项



PSM 帕斯曼发展历程—发表文章

累计发表相关论⽂ 14 篇

国际发表 7 篇、国内发表 7 篇



PSM 帕斯曼发展历程—专利申请

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13 项

国内专利 11 项、国际专利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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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l 主要研究方向

l 三种形态的技术核心

l 消杀及降残检测结果

l 两次专家论证



PSM 帕斯曼核心技术—研究方向

空间
消杀 1

农残
降解 2

畜禽
防疫 3

⾯向无人环境的病毒、细菌消杀研究，如箱货⻋、仓库、装卸传

送装置、⽣产⻋间等等，开展消杀应⽤研究

重点围绕植物源中药材的全⽣产过程和⾼价值农

产品（⽔果等）开展农药残留降解的应⽤研究

围绕鸡、鸭、猪、⽜、⽺等养殖业的圈养环境，开展养殖棚、粪

污、饲料、饮水等环节的微⽣物消杀，开展应⽤研究



PSM 帕斯曼核心技术—三种形态的技术核心

⽓态、液态、固态，三种形态的等离⼦体载体，⼏乎可以满⾜所有环境的病毒、细菌消杀及农残降解⼯艺需求。

⽓态载体（空⽓）可以⼴泛应⽤于各类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消杀，如：农产品加⼯⻋间、仓库、箱式运输⻋、

交易⼤厅等。液态载体（⽔）可以⽤于净菜加⼯、农残降解等各种领域。固态载体（冰）可以应⽤于农产品售

卖现场的菌毒消杀和保鲜，如：各种⾁类和⽔产品、蔬菜等。

气态
以空气为载体

液态
以水为载体

固态
以冰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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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毒、灭菌率超过 99.99%以上

帕斯曼核心技术—检测报告

菌毒消杀检测报告

⼤肠杆菌ATCC25922、⾦⻩⾊葡萄球菌

ATCC6538、⽩⾊念珠菌ATCC10231

⿊曲霉ATCC16404等

⽩⾊葡萄球菌、⼤肠杆菌、⽩⾊念珠菌

枯草芽孢杆菌、⿊曲霉菌、禽流感、猪流感

⼝蹄疫、甲型流感、⾮洲猪瘟、诺如等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COVID-19）



PSM 帕斯曼核心技术—检测报告

农残降解检测报告

六六六、滴滴涕等禁⽤农药 100%降解 五氯硝基苯降解程度 超过88%

⿊⻰江(IQTC)出⼊境检验检疫局提供检测报告



PSM 帕斯曼核心技术—专家论证

⼯艺成熟，技术体系完整，应⽤场景明确，已具备应⽤的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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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
l 空间消杀

l 物品消杀

l 农药残留降解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空间消杀

20m³以下的封闭空间 病毒细菌消杀应⽤

功能 灭杀病毒细菌

作⽤ 防⽌疫病传播

作⽤时间 30分钟以上，120分钟以下

消杀率 99.99%以上

温度要求 25℃以下

湿度要求 相对湿度60%以下

环境要求 ⽆⼈、封闭、⻝品不能直接裸露

适⽤场景
闲置空间在20m³以下的冷链物流⻋、各类
仓库、⾃动化⻋间、检测实验室、养殖棚
舍、⻋库、公共卫⽣间等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空间消杀 – 产品设计图

家⽤机型

空⽓清洁、除味、消毒、杀菌

适合在餐厅、厨房、卫⽣间消毒、杀菌、除味使⽤

每次使⽤不超过30分钟，连续使⽤不建议超过三次

使⽤时⼈不宜在现场滞留

图⽚为设计样图，仅供参考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空间消杀 – 产品设计图

商⽤机型

消毒、杀菌（具有除味功能）

适合在厢式货⻋、各类仓库（⾦属⽤品不适⽤，⻝品及农产

品不能直接裸露在外）、⽆菌⻋间、公共卫⽣间等各类需要

消毒灭菌的封闭或半封闭场所使⽤。

设备运⾏时，不建议⼈员⻓时间滞留在空间内！

图⽚为设计样图，仅供参考



北京农学院、国选物流

签署成果转化合同

北京国选优品国际冷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于⾼科技物

流新装备的研发与推⼴，是北京市⾼新技术企业，在国内

拥有⼴泛的物流服务市场资源，建⽴了完善的物流装备集

成及服务⽣态体系。等离⼦体消杀技术在冷链物流⻋辆的

应⽤研发成功，弥补了国选物流装备⽣态的空⽩，进⼀步

完善了国选物流装备⽣态体系



空间消杀

开始设备上车设计
2022年1⽉，东⻛⼆汽冷藏⻋、北汽福⽥冷藏⻋与国

选物流科技公司合作，开始落实空间消杀设备的上⻋

设计⼯作，预计将于3⽉底完成⾸批设备上⻋运⾏。

DFM FOTON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表面消杀

物品表⾯的 病毒细菌消杀应⽤

功能 灭杀病毒细菌

作⽤ 防⽌疫病传播

作⽤时间 60秒以上，180秒以下

消杀率 95%以上

温度要求 25℃以下

电⼒要求 220V或380V电压

环境要求 半封闭、通⻛良好，⽆⼈值守

适⽤场景
机场、⻋站等对旅客⾏李的表⾯消杀，快
递配送站对邮包表⾯的消杀，仓库货品出
⼊库时的表⾯消杀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表面消杀 – 产品设计图

图⽚为设计样图，仅供参考

商⽤机型

快速消毒、杀菌使⽤

适合各类包装物品（邮包、常温及冷冻⻝品、⽔果、⽂件等）

出⼊库时的快速消毒、灭菌。

设备在独⽴房间或半封闭空间内运⾏，运⾏空间内不建议⼈

员⻓时间滞留！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农残降解

植物类农产品的 农药残留降解及防腐烂应⽤

功能 降解农药残留、防⽌腐烂变质

作⽤ 保障农产品（⻝品）安全

降解率 85%以上

防腐率 90%以上

电⼒要求 220V或380V电压

温度湿度 常温及常态湿度即可，⽆特殊要求

环境要求 半封闭、通⻛良好，⽆⼈值守

适⽤场景 重点围绕植物源中药材的农残降解和防腐
烂提供全流程⼯艺和设备



PSM 帕斯曼技术成果—农残降解 – 产品设计图

图⽚为设计样图，仅供参考

商⽤机型

降解农药残留、灭杀微⽣物

适⽤于各种根茎类、果实类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降解

和细菌、霉菌等消杀，尤其适合于植物源中药材的

农残降解和细菌、真菌、霉菌消杀。

设备关键⼯艺全⾃动运⾏，⽆需⼈⼯值守！

⽇处理3—10吨的全系列装备，并提供⻋间总体设

计与运营规划服务。



谢谢聆听
北京农学院⾸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

等离⼦体⼯程中⼼

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