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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香、味、水分更持久 

保持初采的感官体验 

1 

鲜感 鲜感 

2 

成熟 成熟 

3 

营养 营养 
降低温湿度、气体等外环境影响， 

保持营养活性 
产品价值充分保留 

是品质的基石  是品质的基石  形成微生物难以生存的微环境， 

令熟果可以运输 
传递成熟后的独特营养和风味 

保鲜， 

三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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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保鲜箱                 
普通箱 

测试地点：北京新发地 

（冷库出来的水果）     

保鲜纸箱  保鲜纸箱  
9天实际对比效果 9天实际对比效果 

  时间：2018年11月 

测试地点：甘肃省农产品销售服务中心 

保鲜纸箱  保鲜纸箱  
12天实际对比效果 12天实际对比效果 

  时间：2019年4月 

鉴真保鲜箱                 普通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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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保鲜箱                 普通箱 

测试地点：北京印刷集团 

15天实际对比效果 15天实际对比效果 

  时间：2019年6月 

测试地点：北京云基地 

、 、 10天实际对比效果 10天实际对比效果 

  时间：2019年7月 

鉴真保鲜箱                 普通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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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保鲜科技的“保鲜纸箱+薄膜”
： 

采用特有多种原生材料合成技术，

通过抑制微生物的产生、抑制酶作

用效率、抑制氧化进程、抑制霉菌

滋生，抑制水分流失，减缓自熟速

度等起到保鲜作用，通过加固箱子

的强度减少机械因素对果蔬的损伤

。 

引起水果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 
 
1.微生物作用: 水果在常温下放置，很快就会受到微生物
污染和侵袭。引起水果腐败变质的微生物有细菌、酵母
菌和霉菌等，它们在生长和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酶类
物质，破坏细胞壁而进入细胞内部，使水果中的营养物
质分解。水果质量降低，进而使水果发生变质和腐烂。 
 
2.酶作用: 酶作用是指水果在酶类作用下使营养成分分解
变质的一种现象。在氧化酶的作用下促进植物的呼吸作
用，消耗营养成分而变得枯黄乏味，植物的呼吸热还使
水果温度升高，微生物的活动加剧，而加速水果的腐烂
变质。 
 
3.非酶作用:非酶作用引起水果变质包括氧化作用、呼吸
作用、机械损伤等。例如维生素C、天然色素(如番茄色
素等)也会发生氧化，使水果质量降低乃至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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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可视 

扫码溯源 

一物一芯 

数据采集 

物联网技术应用 

一物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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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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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总数58项，专利初审通过24项 
正在申报30项，已经接受转移4项 

发明专利总数58项，专利初审通过24项 
正在申报30项，已经接受转移4项 

系统性专利技术 系统性专利技术 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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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Y测试  
权威检测，安全有效 

PONY测试  
权威检测，安全有效 



搜索国内外专利库可知， 

国内在功能性纸箱技术研发上有限， 

可量化投产的保鲜纸箱核心专利缺乏  

搜索国内外专利库可知， 

国内在功能性纸箱技术研发上有限， 

可量化投产的保鲜纸箱核心专利缺乏  

1.生产流程 

2.生产普及性 

3.生产成本 

4.生产设备 

5.生产原料 

6.保鲜效果 

从6个方面比对 
目前国内其他保鲜
方案有以下问题 

1.成本高 

2.复制难 

3.性能不稳定 

4.回收性差 

5.生产难度大 

6.生产流程复杂 

保鲜技术国内领先 
产业化优势明显 



敬呈北京完美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参考使用 

已经应用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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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2020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TOP 10  
被科技界誉为含金量最高的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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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成员 

刘生涛  -  董事长兼总裁  联合创始人 
中国投资协会大中型投资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会长，京雄会联合发起人，贵州食品药
品监督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贵州民经济促进会副会长，原人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裁。 

李    颖  -  副总裁  联合创始人 
退伍军人。中共党员。全国工业部千人计划领军人才。黑龙江女创业者协会副秘书长。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创业导师。中国
科学管理研究院生物管理中心生物包装办公室主任。企业荣获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荣获2019年哈尔滨市创新创业
企业。 

周   子  -  首席战略官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物力学专业，中央民族大学道教研究生，北大PE首届研究生。北京瑞得广告艺术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伯联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伯联组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过往业绩：曾为京津唐地区百余个房地产项目担任全程策略
推广服务；为十余个地区、城市、旅游区、开发区、园区做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已直接投资多家科技企业和创业项目，并提供

战略、投融资、品牌及组构营销服务。提出和构建了独有的多个工作模型并效果良好。 

李怀璋  -  独立董事 
工学博士，保定河工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互联网软件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担任杉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张本丰  -  首席运营官  联合创始人 
哈工大双学士，美国Fordham金融硕士，北大MBA。雄厚的互联网、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相关工作经
历，多年世界五百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核心产品技术、质量管理、项目管理、运营管理、战略管理等领域高级岗位丰
富工作经验。多次重要创业经历，多家企业合伙人。为数十家企业提供过管理培训或咨询。为多家企业提供过融资顾问
、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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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成员 

王富增 - 首席市场执行官 
兰州大学法学、管理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曾就职于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担任战略及运营顾问，先后创办“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网”、智农公社、智农易购商城，参与创立北京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并担任副秘书长一职，山东启迪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人并总经理，创办“阳光蔬菜网”及农生堂高品质果蔬电商平台，农生堂农品优选供应链平台，为多家渠道提供
优质农产品一件代发基地直发供应链服务；具有丰富行业经验。 

崔艳霞 - 首席技术管理官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学专业 硕士，曾任安阳师院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化工原理》两门课程的主讲老师 。东华大学恒逸研究
院 (恒逸集团与上海东华大学合作的科技研究院) 作为研发人员从事阻燃材料的研究和开发。北京艾迪泰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德国 Nordmann, Rassmann GmbH 中国代表处) 全面负责公司橡胶部在华业务。历任道拓能源(北京)有限公司(澳大利亚上市公
司)、Wisdom 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管理层，并任金融科技公司 区块链金融方面的商务总监，全球范围内洽谈合作运营商及

网关，负责设立菲律宾、新加坡分公司 。 

首席品牌官 - 胡珂玛  
创办地产策划公司，操盘项目100余个，涉及城市文化战略，产业规划，综合文旅产业等。在品牌建设上有丰富资源和经验。个
人专业背景涉及艺术、文化、心理、国学等，曾受邀参加美国心理学大会，为心理学和中国国学结合的分支讨论做支持。曾任
北京中小企业协会科技文化分会副会长、中关村自主创新品牌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投资早期科创项目，推动科技和艺术的跨
界项目发展。目前是中传融媒体平台顾问、有赞文化交易联盟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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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成员 

吕祥根 - 生产部总监 
在印刷包装行业从事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4年。从事过刻版拼版工，生产统计，车间主任到生产部经理及技术和质量部经理等
工作，负责印刷包装企业的ISO9000质量体系的运营管理工作。在印刷包装行业，既有大型合资企业的管理经验。 

张晓军 - 后台研发总监 
哈工大计算机专业，北京鸿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2000年进入中国万网，中国最早从事ISP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向广
大用户综合提供互联网接入业务、信息业务、和增值业务。2008年创建北京鸿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技术
领域内的网络安全维护服务和网络开发应用增值服务。公司为数十家遭到黑客攻击濒临崩溃的公司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材料研发总监 - 李东立  
高分子材料专业硕士，技术物理无机专业博士。中国发明协会会员、多个国际期刊特邀审稿人。主持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北

京印刷学院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教授主攻高分子材料改性，包装材料成型加工，水果保鲜包装设计； 
2017年获得法国发明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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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技术研发 · 科学家团队 

郑水林 -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博导 
负责和参与完成国家级、省级和企业委托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9项通过省部级技术成果鉴定。获发明专利6项。现任
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颗粒制备与处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加工利用技术专委会副主任兼专家组长。 

沈志刚 -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授 
粉体技术研究开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微纳米颗粒制备及应用等、二维纳米材料（石墨烯等）制备与应用研究。
中国颗粒学会颗粒制备与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研究院理事会理事、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技术装备粉碎技术专业组主任委员。 

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 - 许文才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国际包装研究组织（IAPRI）理事，中国振动
工程学会包装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凹版印刷分会理事长，柔性版印刷分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印刷包装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技术专家，北京工业专家顾问，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院长、印刷包装材

料与技术实验室主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7%90%86%E5%B7%A5%E5%A4%A7%E5%AD%A6/317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95%E5%A3%AB%E7%A0%94%E7%A9%B6%E7%94%9F/73682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8C%AF%E5%8A%A8%E5%B7%A5%E7%A8%8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8C%AF%E5%8A%A8%E5%B7%A5%E7%A8%8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D%B0%E5%88%B7%E6%8A%80%E6%9C%AF%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8%B2%E4%BC%AA%E8%A1%8C%E4%B8%9A%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85%E8%A3%85%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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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权 - 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工理论与应用。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0余项、获奖众多。开展了水蜜桃采后冷害机
理与精准保鲜技术研究，开展了无花果、柿果、大樱桃、冬枣、桑葚、油豆角特色果蔬的贮藏保鲜方案并进行了产业
化示范。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外农产品冷链物流研究》课题，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冷链物流进行了系统研究。主持
编制了《厦门兆千集团冷链物流发展规划》项目，提出了企业在厦门、成都等地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规模和建设方案
。同时，参加了科技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十二五”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全国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科研基地建设规划》、潍坊
市《农业新六产融合发展规划》等规划编制工作。 

保鲜技术研发 · 科学家团队 

    

毕金峰  - 中国农业科学院出站博士后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三级岗位杰出人才，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果蔬研究室副室主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质量监管重点产品
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食品添加剂检验方法专业工作组（TC373/WG17）委员等 

研究员，天津科技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导 - 刘霞 
南开大学生物学博士，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天津市粮油学会秘书长，全国粮油优秀科技
工作者（2018），中国粮油学会第二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主要从事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农产品采后衰老生理与调控分子机理、保鲜膜与生物保鲜剂研发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科技支撑、天津市重点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1项、企事业横向课题8项；获得天
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天
津市专利优秀奖等省部级科技奖28项；申请专利44项，授权专利25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2项；完成科技成果34项，参
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EI收录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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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宁  -  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柿子的加工、抗氧化及功能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达国际领先水平的。奥运食品现场审核专家，参与
奥运食品审核规范的起草与修订。开发的仁用杏系列产品获全国农博会“金奖”；已出版专著《果品加工》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  张文生 
重大项目处处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奖评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评委。 

刘大成  -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

导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双基地研究生导师，国际工业工程师学会（IIE）中国联络部秘书长 

商务部特聘物流专家 - 教授/研究员  -  王继祥 
现任中国仓储协会副会长兼仓储设施与技术应用委员会主任、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会长，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专家顾问团 

刘卓军  -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多年从事符号计算和数学软件及算法的研究工作，在专业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目前是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的专家组成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任/博导） -  任爱胜  
1999年被评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产业经济研究二室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
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理事长）；国家科技部、国家农业部项目咨询与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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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品一包装 一城一品一包装 
重建   城市诚信   体系 重建   城市诚信   体系 

政府规划 政府规划 

统一标准 统一标准 

协会联动 协会联动 

企业参与 企业参与 

建立品牌 建立品牌 
地方统一标识，加强地标产品包装辨识， 

带动地方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树立 

地方统一标识，加强地标产品包装辨识， 

带动地方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树立 

基于地方发展战略，政府统一规划产业发展 基于地方发展战略，政府统一规划产业发展 

统一规则，统一出品，标准控制 统一规则，统一出品，标准控制 

科技、农业、电商各个专业联盟联动 科技、农业、电商各个专业联盟联动 



敬呈北京完美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参考使用 

未来3年 鉴真发展战略 未来3年 鉴真发展战略 
坚定 保鲜科技+鉴真物联网 主线 坚定 保鲜科技+鉴真物联网 主线 

关键科研完成 

品牌建设 

生态链建设 

关键科研完成 

品牌建设 

生态链建设 

5大战区 

布局完成 

5大战区 

布局完成 
上市 上市 

2020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2022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2024年 2024年 

一城一品 

物联网全面打通 

大数据服务 

一城一品 

物联网全面打通 

大数据服务 

深化科研和服务 

发展国际市场 

深化科研和服务 

发展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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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万 亿 亿 准备上市 准备上市 

2021年 2021年 2022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亿 亿 亿 亿 5000 5000 2 2 6 6 20 20 

营收 营收 

资金用途： 
科研投入700万（研发、专利申报、检测等） 

团队300万，数据基础300万，生产环节整合400万， 

市场开拓200万，宣传推广100万 

释放10%股份 
融资2000万 
估值2个亿 A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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