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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科学研究类）

中国亚热带三种恶性入侵杂草持续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本项目经 25 年系统研究，阐明了在我国亚热带区交替 / 重叠分布的豚草、空心莲

子草和紫茎泽兰的扩张机制，研发了生防、替代和应急控制等关键防治技术，创新了 3

种杂草“联防联控、持续治理与区域减灾”的技术体系，在亚热带区全面推广应用，

是国内外首例入侵杂草区域持续治理的成功范例。

1、首次阐明了 3 种入侵杂草的灾变机制。查明了三者在我国亚热带区危害面积2.6

亿亩，年经济损失超过 40 亿元；揭示了其繁殖速度快与抗逆性强等共性特征；阐明了

豚草和紫茎泽兰化感偏利效应及资源抢先占有机制和空心莲子草耐受逆境的生态可塑

性。

2、生防主体技术：(1) 率先创新引进生防天敌的风险过滤理论。(2) 从 8 种引进

天敌中筛选出 3 种优势天敌昆虫，确证了其寄主专一性、气候适应性、繁殖扩散能力

和控害效能；研制出天敌三步简易生产法，建立了助增释放与人工助迁技术；研发了

天敌昆虫联合控害的生态位互补生防技术。(3) 筛选并创制 1种莲子草假隔链格孢微生

物除草剂。

3、替代与化防专控技术：(1) 从

数十种植物中筛选出 4 种替代植物，

首次创建豚草与紫茎泽兰扩散区拦截

阻断和重灾区生态修复的替代控制技

术。(2) 创制 3 种高效低毒的空心莲

子草专用除草剂。(3) 研发了天敌昆

虫、微生物制剂与专性除草剂联合控

制技术。

4、首次集成了亚热带入侵杂草持

续治理技术体系。在上述单项关键技

术研究基础上，集成创新了三种入侵杂草持续治理技术体系，自 1992 年在我国亚热带

区 8省市应用，近三年累计应用 3649 万亩次；增收节支 110 亿元。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南京

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重庆双丰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云

南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万方浩、王  韧、郭建英、周忠实、罗源华、傅建炜、张国良、李保平、

卢新民、赵家永、桂富荣、聂亚锋、陈志谊、丁建清、马  骏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科学技术奖成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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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技术推广类）

检疫性入侵害虫的鉴定、预警、监测与防控

该项成果主要涉及我国部分重要检疫性入侵害虫的鉴定、预警、监测与防控技术，

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甘肃省植保

植检站、贵州省植保植检站、福建省植保植检站、湖南省植保植检站、广东省植物检

疫站、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站等10个单位完成。主要成果包括：

在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了扶桑绵粉蚧、枣实蝇、三叶草斑潜蝇、褐纹甘蔗象等入侵害

虫，解决了害虫识别与快速鉴定技术，为各地提供鉴定报告 30 多份，为全国疫情调查

防控提供科学支撑。完善了适合灌溉为主区域的降雨量预测参数的转换技术和入侵地

相似气候模型的使用技术，率先完成扶桑绵粉蚧等的风险分析，提出了实施检疫控制

建议和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和国家质检总局据此将这些害虫列

为国家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依法进行控制。通过研发和推广性诱剂、食物诱饵等先

进监测技术，准确掌握了 8 种检疫性入侵害虫在我国的发生情况，研制集成了相关害

虫防控技术体系。防控技术在广东、甘肃、贵州、福建、湖南、山东以及相关省区推广，

累计应用面积 18178.6 万亩，为有效控制其蔓延危害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确保国家粮

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安全、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林业

大学、甘肃省植保植检站、贵州省植保植检站、福建省植保植检站、湖南省植保植检站、

广东省植物检疫站、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王福祥、张润志、熊红利、武三安、刘  慧、徐  靖、朱景全、王玉玺、

刘  宁、冯晓东、刘卫红、张忠民、黄  征、李一平、王  琳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研究类）

小麦黄矮病病原鉴定、抗源筛选及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小麦黄矮病是华北和西北冬、春麦区重要病害，曾先后于 1966、1970、1973、

1978、1980、1987 和 1999 年大面积流行成灾。其流行涉及寄主 -病毒 - 介体 -环境等

多种因素，病原种类分化复杂，普通小麦种质抗病性背景不清、优异抗病资源和关键

防控技术缺乏等问题成为我国小麦黄矮病流行与防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项目组经连续 20 多年的研究，在病原鉴定及其快速检测技术、抗病种质发掘

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和防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原创性的成果。

创建了小麦黄矮病原鉴定体系，首次系统完整地鉴定出引起我国小麦黄矮病的病

原种类，明确了其分子特征，发现我国的BYDV-GPV和 PAV是黄症病毒科的两种新病毒；

首次报道了小麦矮缩病毒在国内的发生，阐明了我国特有的小麦蓝矮病是由植原体侵

染所致。率先开发了适应不同检测水平的分子检测方法，揭示了主要病毒在我国不同

地区的分布与变异动态。改进了堆测法鉴定麦类种质资源抗黄矮病技术，确定了接种

时期、接虫量、调查时期与方法及抗病性评价指标，制定的抗性评价技术已作为行业

标准颁布实施。先后鉴定麦类种质资源 43000 多份，明确了普通小麦品种中不存在有

效的抗黄矮病毒基因，但近缘种属、农家品种和大麦品种资源中存在抗耐病材料；首

先鉴定出异源八倍体中 4 无芒等高抗黄矮病，与国内外育种部门合作，成功创制出 10

余份更易在育种中利用的抗黄矮病新材料。利用这些资源，培育出了 7 个通过省级品

种审定的中或高抗黄矮病新品种，已在黄淮南部和关中大面积推广种植。系统研究了

影响小麦黄矮病流行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规范性的调查与预测预报方法；筛选出了治

蚜防病的药剂种类与剂型；系统筛选了530余种生物材料，获得新的抗病毒功能化合物-

多羟基双萘醛，并通过了中试生产与田间试验示范应用。实现了关键防治技术的系统

集成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累计达 8933.7 万亩，新增产值 38.81 亿元。其中 2009-2011

年累计推广 2171.47 万亩，新增产值 8.46 亿元，经济效益非常明显，有效地控制了小

麦黄矮病自 2000 年来未在我国大范围的暴发流行。

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2 项，培育出 7 个抗病新品种，制

订行业标准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15 篇，其中 SCI 收录 25 篇，CSCD 收录 56 篇。47 篇

被 SCI 刊物引用 387 次，其中他人引用 318 次；67 篇被 CSCD 引用 345 次，其中他人引

用 227 次，编写和参编著作 5部。显著提升了我国麦类病毒病研究与防治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省农

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王锡锋、吴云锋、曹亚萍、赵中华、刘  艳、柴永峰、安德荣、相建业、

周广和、钱幼亭、成卓敏、吴蓓蕾、张文蔚、李  莉、谢家建
扶桑绵粉蚧产卵

稻水象甲成虫

苹果蠹蛾成虫

枣实蝇幼虫（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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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生物农药武夷菌素的创制及应用

本项目针对我国蔬菜生产上白粉病、灰霉病等重大病害频发、损失惨重和化学防

治常造成蔬菜残留超标、环境污染等问题，创制和应用了一种高效、低毒、安全的生

物农药 - 武夷菌素，满足了无公害蔬菜病害绿色防控的技术需求，对于保障食品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首次发现了一种新化合物—武夷菌素。采用“溢脓法”筛选模型 , 筛选发现了不

吸水链霉菌武夷变种（Streptomyces ahygroscopicus var.wuyiensis n.var.Yan & 

Wei），并从其代谢产物中发现了一种分子式为 C13H21N3O14、含胞苷骨架的新核苷类

抗生素（武夷菌素），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武夷菌素具有良好的内吸传导活性，

既能抑制植物病原菌蛋白质合成，又能诱导植物抗病性。

发明了一整套包括武夷菌素菌种选育、发酵工艺、浓缩提取等专利技术，建立武

夷菌素产业化生产技术体系。选育得到了效价比原始菌株高 2.5-3.0 倍的武夷菌素高

产菌株 F64，并确定了液体深层发酵工艺，降低发酵成本 20%-30%。设计发明了精滤膜、

超滤膜和纳滤膜“三膜组合”的提取技术，在常温下提取武夷菌素，收率高达 95%，工

艺简便。

研制了武夷菌素系列产品 1% 水剂、2% 水剂和 3% 可溶性粉剂，对蔬菜白粉病、灰

霉病等防效达到 85% 以上，高效、低毒、安全。2000 年获得国家五部委颁发的“国家

重点新产品”证书，2009 年获得国家绿色食品中心的“有机产品”认证。

武夷菌素是原创性成果，推动了我国生物农药的自主创新。该项目申请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9 项 , 发表论文 62 篇；先后建立生产线两条，累计生产武夷菌素 9112 吨，

经济效益 1.8 亿元；2007-2011 年，全国累计应用面积 1642 万亩，经济效益 49 亿元。

主要完成单位：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潍坊万胜生物

农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克

诚、曾洪梅、林德炘、

袁会珠、孙  蕾、徐  

容、王晓青、李  鹏、

吴建金、尹相甫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水稻和茶叶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制定

稻和茶叶农药残留标准体系以水稻和茶叶 2 种我国优势农产品为突破口，创新形

成了按作物类别系统制定生产中控制农药安全使用的技术措施。制修订了糙米（大米）

上 150 项农药残留国家标准，茶叶上 27 项农药残留国家标准，制定了 114 项合理使用

准则国家标准，形成了系统的指导水稻和茶叶合理用药的标准体系，为控制水稻和茶

叶生产中农药残留建立了科学的技术措施，为政府加强对水稻和茶叶质量安全监管提

供了科学的判定依据。同时该标准体系还成功制定了糙米、稻杆和茶叶中乙酰甲胺磷

及代谢物甲胺磷、硫丹和氯氰菊酯等 3 种农药在糙米、稻秆和茶叶中 6 项国际食品法

典农药残留标准。填补了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参与制定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标准的空

白，攻克了我国茶叶和水稻进出口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该标准体系具有很强的创

新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引领了我国农产品及食品中农药残留国家标准的制定，整体

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该标准体系已全面应用在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农药登记管理、水稻和

茶叶标准化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和进出口检验检疫中，据初步统计在水稻和茶叶主产

区推广使用面积达 1500 多万亩，减少农药使用量 20% 左右。同时，6 项国际食品法典

标准已成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糙米和茶叶国际贸易中共同遵守的仲裁标准。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主要完成人：叶纪明、单炜力、简  秋、郑尊涛、段丽芳、朴秀英、宋稳成、朱光艳、

秦冬梅、李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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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湖南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

为破解农业植保部门服务指导和一家一户防病治虫难题，2008 年起，湖南省积极

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项目推广，采用边研究、边示范、边推广的滚动式

发展方式，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和显著效益。一是不断完善科学用药技术，集成优化

技术组合，形成了较成熟的水稻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体系。二是在探索服务组织形式、

运作模式、服务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三是研发了三种适宜稻田施药的高效植保机械，

获得 5项国家专利。四是坚持“政府支持，部门引导，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的原则，

全省 1002 家以公司型为主体的服务组织累计全程承包服务面积 2400 多万亩。五是制

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服务组织标志授权使用等措施规范发展。六是项目强化宣传培

训，模式化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培训，破解了农民不信任的瓶颈。服务组织采用“地毯式”

整体推进，整乡整村地推进服务；所用农药进行“一站式”采购，直接从生产企业进货；

设立村级服务站，实施“一站式”管理。通过购买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化解了各类风险。七是项目创建了“三赢”模式，农民受益较大，早晚稻

亩平减少损失 100 公斤；从业人员收益可观，机防队员每年新增收益 5000—6000 元；

服务组织有合理利润，利润约为 20 元 / 亩。项目实现了“四无”目标，即服务区内无

人畜中毒事故，作物无药害事故发生，农田无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稻谷无农药残留

超标现象。项目年推广面积 500 万亩以上，推广区水稻病虫防控处置率 100%，关键技

术到位率 95% 以上，病虫危害损失整体控制在 5%以下，每年挽回经济损失 5亿元以上。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益阳市植保植检站、长沙市植保植检站、邵

阳市植保植检站、宁乡县植保植检站、沅江市植保植检站、鼎城区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唐会联、尹惠平、陈越华、许秀美、曹志平、王  闯、吕小云、李耀明、

谭胜斌、胡建辉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主要蔬菜有害生物绿色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山东是蔬菜大省，也是我国蔬菜安全生产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开展蔬菜绿色植

保技术集成与示范势在必行。该成果针对山东蔬菜安全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从调查研

究蔬菜病虫害在山东的危害、病原种类、寄主范围及其生物学特性入手，鉴定了明确

了山东省设施蔬菜 15种新病害病原生物，首次发现了芹菜头孢霉茎枯病、西瓜水瓤病、

西葫芦茎基软腐病、番茄漆斑病 4 种新病害病原菌，研究提出了防治蔬菜病虫害的绿

色防控技术，研制出了防治蔬菜真菌、细菌病害的新杀菌剂组合物。鉴定出抗病毒病

的番茄品种 12 个，抗黄瓜褐斑病的黄瓜品种 6 个，筛选出多氧霉素、中生菌素、武夷

菌素、大黄素甲醚、阿维菌素等 15 种高效生物农药。优化集成了“番茄主要病虫害绿

色控制技术规范”、“蔬菜根结线虫病防治技术规范”等 10 项技术规范，通过与农业

技术推广部门、蔬菜出口加工企业的合作，将熟化好的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在山

东蔬菜种植区推广应用200余万亩，在潍坊、淄博、泰安、济南等地建立示范基地10处，

示范推广区减少农药用量 30% 以上，获经济效益 30 多亿元。

在项目实施期间，先后发表论文 15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获有机、绿色及

无公害产品证书 15 个，生产的蔬菜达到绿色食品或无公害标准，显著改善了农田生态

环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李长松、齐军山、李  林、张  博、张悦丽、孔繁华、刘金智、李  美、

赵玖华、刘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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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河南省河泛蝗区东亚飞蝗监测预警与可持续控制技术研究

本项目来源于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子课题，通过三年研究，三年示范推广，

圆满完成课题任务，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1、通过对多年蝗虫测报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筛选出影响东亚飞蝗发生的关键气

象因子，明确了其与飞蝗发生期的关系。

2、建立了东亚飞蝗发生期与发生量预测的多个数学模型。其中 3 龄蝗蝻盛期与 4

月份平均气温、降雨量，5月份平均气温、降雨量间的最优回归模型总体回归效果达极

显著水平。夏蝗、秋蝗发生面积的预测模型相对准确率达 90% 以上，达标面积预测模

型相对准确率达 60% ～ 85%。

3、在国内率先研制开发成功了烟雾机治蝗技术，较传统机动弥雾机治蝗提高工效

15-20 倍，适用于环境条件恶劣的蝗区，解决了以往治蝗药械工效低、成本高，适用条

件有限，农药浪费大等问题。

4、制定了《飞机治蝗卫星导航精准施药技术操作规范》，属国内首创，与人工导

航相比，卫星导航作业的实际航迹与理论航迹的吻合率达 95% 以上，治蝗效果达 90%，

工效提高 30%，防治效果提高 7.6 个百分点。

5、在多年研究试验示范、对黄河滩蝗区各种治蝗技术进行组装集成的基础上，制

定出了《黄河滩蝗区东亚飞蝗综合防治技术规范》，并上升为河南省地方标准，2008

年正式向全省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目前为止发布最早的省级蝗虫防治地方标准。

6、公开发表有关研究论文 5 篇，收入省级学会会议论文集 6 篇，专著 1 部，省级

地方标准 1个。

2007-2011 年河南省推广应

用新技术面积 176.4 万亩 , 挽回

粮食损失 22518 万公斤 , 纯收益

为 19985.3 万元 , 投入收入比为

1:12.01，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均十分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植物

保护植物检疫站、河南农业职业

学院、郑州市植保植检站、中牟

县植保植检站、洛阳市植保植检

站、三门峡市植保植检站、开封市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吕国强、蔡  聪、王建敏、邢彩云、曹雯梅、卢新平、翟辨清、胡  锐、

薛龙毅、李巧芝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马铃薯甲虫持续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该项目在马铃薯甲虫起飞机制、成灾规律和抗药性等生物学、生态学、监测与防

控技术及产品研发领域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成果。主要包括研究探明了不

同受害程度马铃薯冠层的高光谱特征，利用 3S 技术明确了其在我国西北绿洲荒漠生态

区传播扩散的限制因子，提出了马铃薯甲虫遥感监测技术；研制出了抗虫、耐低氧基

因叠加的转多价基因马铃薯品系，发掘了与马铃薯甲虫保幼激素合成相关的致死基因；

揭示了马铃薯甲虫对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抗性机制，明确了其抗药性动

态，开发了抗药性分子检测技术。揭示了马铃薯甲虫迁飞分子机制和成灾规律。在国

内外首次开发了具有自主产权的马铃薯甲虫高效白僵菌油悬浮剂、植物性双性引诱剂、

聚集素引诱剂等技术产品及配套应用技术，提出了马铃薯甲虫持续防控技术，建立了

覆盖全国的马铃薯甲虫监测、持续防控技术体系。

项目发布标准 8 项；取得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 1 项；发表论文 57 篇，著作 2 部。推广技术累计 457.24 万亩，辐射面积超过

3000 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有效控制了马铃薯甲虫危害，遏制了马铃

薯甲虫进一步扩散蔓延，保障了我国马铃薯生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了跨行业、

跨省区，汇集科研、教学、行政管理和技术推广单位相关科技人员的全国性研究团队；

丰富了我国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理论、技术内涵和实践经验 对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有重要

借鉴价值，提升了我国马铃薯甲虫研究和防控技术水平，推动了行业科技进步。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保站、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郭文超、刘  建、艾尼瓦尔•木沙、程登发、谭万忠、姜卫华、邓春生、

吴家和、刘小侠、许建军

植保科技人员在新疆发生区设立的监

测点开展调查马铃薯甲虫发生和危害

我国马铃薯主产区的马铃

薯甲虫监测点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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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低空施药技术

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低空施药技术，为解决我国水田施药作业这一技术难题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平台，该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该成果在国内首次以完整的顶层系

统研究设计为依据，以低空喷洒雾滴沉降规律、农药植株沉降附着特性、低量高浓度

喷洒剂型筛选、航空施药飘移安全性评价等系统的应用基础研究为支撑，构建了完整

的旋翼机低空低量施药技术体系；突破了基于GPS的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低空施药技术，

实现了航空作业喷幅的精确对接，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航空植保作业的质量 ; 攻克了无

人直升机低空作业参数稳定性控制技术，改制成功适应低空、低速作业条件的无人直

升机运载平台，为我国水田植保作业提供了全新的施药技术与装备 ; 创新性地构建了

无人旋翼机喷洒作业风场测试方法及地面测控研究平台，大大提升了我国航空施药技

术及无人测试设备移动智能平台研究的技术支撑能力 ; 采用引进、消化、创新相结合

的方法，建立了我国首个航空喷雾飘移预测模型，为航空施药作业安全性评估研究打

下了基础。

与传统机具施药作业相比，该成果作业效率高，农药对作业人员零危害，用工量

和劳动强度大幅降低，药液飘移少，雾流对作物穿透性强，机动性好，环境适应性强。

在劳动力短缺日益突显的现状下，它不仅为快速有效防控水田爆发性病虫草害、促进

水稻规模化植保技术升级换代提供了最佳技术平台，也为小麦、果树、甘蔗、棉花等

作物提供了现代施药技术手段。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

研究所、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南京林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梁  建、薛新宇、周立新、蒋武根、常  春、孙  竹、张宋超、陈小兵、

张小超、尚其龙

无人机静态图                               无人机田间作业图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多种重要植物病原有害生物分子检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本研究利用实时荧光 PCR、基因芯片及多重 PCR 技术构建了重要植物病害快速检测

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在多种花卉种苗和油料作物十余种病毒、真菌、线虫和细菌检

疫工作中。项目获 6项国家发明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个、行业标准 8个；

发表论文 17 篇；出版参编著作 3部。

本成果 2009 年至 2011 年在深圳口岸推广应用，先后从进口的花卉、种苗中检出

香蕉穿孔线虫、南芥菜花叶病毒等重要植物病原有害生物共 110 批；获直接经济效益

224.56万元，间接经济效益1600万元，三年来共检测26.2万个植物病害检测项目数，

保障了 12127 批货值 2708 万美元的进口花卉、种苗和 379.5 万吨货值 18.21 亿美元的

进口大豆顺利进入国内市场，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保障 23915 批 504.55 万美元的花卉

出口进入香港和新加坡等境外市场，从未发生一例因检疫质量问题而遭到国外退货和

货主投诉的事情，从源头上减少了我国植物产品出口受国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

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章桂明、李一农、李芳荣、冯建军、彭德良、龙海、王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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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油菜根肿病抗病材料的筛选与防控技术研究

针对油菜根肿病在四川省迅速蔓延和缺乏有效防控措施的严峻态势，本成果从根

肿病菌致病性、发生规律、抗性评价、药剂筛选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形成了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取得如下成果：

1、明确了根肿病病原和生理小种分化。通过30多个高发区根肿病的病原分析鉴定，

发现不同寄主来源的根肿病菌休眠孢子形态差异明显、且病原菌存在生理小种分化。

2、查明了油菜根肿病田间流行规律及影响因子。明确了油菜根肿病在四川的流行

规律；明确了土壤 pH 值和土壤湿度是根肿菌休眠孢子萌发的主要影响因子；制定了四

川省“油菜根肿病抗性鉴定技术规程”，为四川省油菜根肿病抗源筛选和评价以及抗

病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3、筛选获得了根肿病抗源并选育出抗性品种。经过连续 6 年对西南地区主栽油菜

品种和德国新引进油菜材料抗性评价研究明确了四川省目前栽培的油菜品种中无根肿

病抗性品种，通过国际合作方式筛选获得 3 个油菜根肿病抗源，育成 4 个抗性明显提

高的油菜新品种。

4、研究集成了油菜根肿病防治技术。研究发现播种期和移栽期是根肿病防治的关

键时期，制定了以抗病品种为主、根据品种生育期适当推迟播期、选择生物农药与高

效低毒农药组合使用防控方法，形成了集苗床、移栽和种子处理的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

该成果示范推广面积493万亩，增产油菜籽39.2公斤/亩，累计挽回经济损失8.2亿元。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成都市植物检疫站、德阳市

植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刘  勇、张  蕾、黄小琴、刘红雨、周西全、马  利、尹  全

油菜根肿病苗期和成熟期防治效果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伞滑刃属线虫鉴定图谱及分子系统学研究

伞滑刃属线虫目前已近 100 种，其中松材线虫、椰子红环腐线虫都是国际和国内

的重要检疫对象。该项目对该属线虫的形态和分子鉴定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我

国口岸及林业系统相关检测人员提供了可靠的鉴定方法，对促进我国的伞滑刃属线虫

研究，更好地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点：

1) 在形态学和分子系统发育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伞滑刃属线虫分组鉴定体系：

提出将伞滑刃属线虫分为13组，明确各组的鉴定特征，并提出了分组及组内分种检索表。

2）从进境木质包装中发现伞滑刃属线虫新种 10 个（包括 1 个亚种），详细描述

了其形态和分子鉴定特征，有关论文均发表于国际刊物，填补了国际线虫学研究空白，

对伞滑刃属线虫的鉴定及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明确了M型松材线虫（mucronate form of B. xylophilus）形态和分子鉴定特征，

进一步证实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是独立有效种，其中拟松材线虫可分为两个亚种，

但 M型和 R型松材线虫不是独立的亚种。

4）利用温度的急剧变化破碎虫体，优化了单条线虫 DNA 快速提取方法，使单条线

虫提取的 DNA 稀释 32 倍后仍能进行 PCR 扩增反应。相关方法申请了发明专利。

5）获得了 49 种伞滑刃属线虫的 ITS － RFLP 图谱，证实其在伞滑刃属种类鉴定中

的有效性。

主要完成单位：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顾建锋、王江岭、陈先锋、段维军、张慧丽

著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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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热带作物几种重要病虫害绿色生防化防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成果特点与创新

1、拓展僵虫分离的方法，建立简单高效的生防菌分离筛选模式：首创应用选择性

培养基分离土壤中绿僵菌的高效筛选方法，获得 61 株；首创以壳聚糖为唯一营养源的

高效拟青霉菌株筛选方法，获得拟青霉菌株 300 多株。2、以菌株的蛋白酶、几丁质酶

活性等生化指标替代传统生物测定对菌株进行生防潜力评价，提高高活性菌株筛选效

率。3、选育的优良菌株产孢率高，抗逆性好，定殖能力强，适应热区的环境。4、建

立的先进液固双相发酵技术工艺简单，成本更低，产孢量高，获得菌肥登记产品“线

虫裂解酵素”。5、研发了先进高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乳剂和水乳剂等登记农药

新产品 18 种。

二、主要贡献

热带作物几种重要病虫害绿色生防化防技术研究与应用，降低热区作物业化学农

药的使用剂量、使用频率，提高农产品安全，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为热带作物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项目获热科院科技成果奖励 2 项；申请国家专利 17 项，获授权 2 项；具自主知识

产权的获登记的产品 19 个，研制出 6种微生物中试产品，5项生防真菌中试发酵工艺；

制定企业技术标准29个；发表科技论文75篇，其中SCI 论文6篇；培养博士研究生5名，

硕士研究生 16 名。

三、应用推广情况

建立了香蕉、橡胶、甘蔗等病虫害防治试验示范基地 15 个，示范面积近 10 万亩，

辐射近 200 万亩，为项目参与单位和应用单位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8219.4 万元。该技术

体系的广泛应用对热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病虫害防控水平整体提升产生了重要推动和示

范带动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博士威农用化

学有限公司、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利蒙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黄俊生、杨腊英、王国芬、詹儒林、郭立佳、张善学、杨照东

蛋白质酶、几丁质酶为指标的生防潜力评价 绿僵菌 MA4 菌株田间

防治东亚飞蝗

MA4 菌株田间防治甘蔗螟虫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北方重要园艺入侵害虫的诊断检疫与风险分析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针对介壳虫、粉虱、蓟马类园艺入侵害虫个体微小、隐蔽性强、难以鉴别

防控等科学问题，系统开展了我国北方重要园艺入侵害虫的诊断检疫技术与风险评估

技术体系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项目建立了 Q 型烟粉虱不同支系及不同单倍型、西

花蓟马不同生态型的 PCR-RFLP 快速分子诊断技术，为烟粉虱、西花蓟马种群动态的鉴

定、生物学以及入侵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发现我国 Q 型烟粉虱、扶桑绵粉蚧

入侵种群存在不同的支系。项目制定的国家标准《GB/T28107-2011 枣大球蚧检疫鉴定

方法》，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SN/T3162-2012大洋臀纹粉蚧检疫鉴定方法》、《SN/

T3075-2012 香蕉肾盾蚧检疫鉴定方法》等，提高了我国口岸介壳虫类入侵害虫疫情检

出率，为口岸植物检疫技术人员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行为学角度，以重大入侵害虫烟

粉虱为对象，研究了快速评价烟粉虱寄主适应性的技术方法，为风险评估构建提供了

生物学参数。建立了区域性园艺害虫的风险评估和入侵防控措施技术。本项目在北方

的辽宁、山东等地区进行推广应用 150 多万亩。

本项目共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41篇，其中SCI收录12篇，出版著作4部；

制定了 1项国家标准，4项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获得发明专利 1项，新申请专利

2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

该项目解决了园艺入侵害虫的快速诊断检疫和区域性风险评估和防控管理措施等

关键技术，对创新国内园艺外来入侵害虫的

诊断检疫和风险防控管理技术体系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沈阳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青岛农业大学、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付海滨、褚  栋、刘佰明、

陶云荔、于  毅、李惠萍、徐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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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城市入侵害虫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治基础及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推广

悬铃木方翅网蝽是新传入我国城市化地区并严重危害悬铃木行道树的外来入侵害

虫，目前已扩散到全国 30 余个城市形成危害。2005 年，上海市园林科研所在上海首次

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入侵，疫情的突然出现，对悬铃木林荫大道建设构成了极其严重

的威胁。近 5 年来，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联合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针对该虫入侵

生物学及控制技术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陆续将相关成果推广应用，

从而有效遏制了该入侵种的扩散危害势头。主要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 

1、率先明确其主要侵入地区分布在武汉和上海，长距离扩散载体为火车，扩散线

路主要沿京广、京沪、沪昆、焦柳等铁路线，适生区覆盖 25.14–37.79° N、98.70–

122.81° E 内全国所有悬铃木种植区。

2、首次明确了悬铃木方翅网蝽适宜宿主仅限于悬铃木属植物 ; 发现悬铃木叶片受

害后，光合作用受阻，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显著降低，

导致叶片枯黄、青黑及坏死，易提前脱落。

3、率先明确了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入侵与其个体发育时间短、种群扩繁速度快、生

殖能力强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对高温和低温具有极强的生理、生态适应能力有关。

4、率先提出长江流域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治的关键结点期和经济防治指标；开发了

3 种阻截防治技术产品；筛选出噻虫嗪等 4 种用于喷雾防治，以及吡虫啉、乙酰甲胺磷

等 2 种用于灌根、注干防治的高效化学药剂，规范了化学药剂的无公害使用技术；发

现了野外 10 种捕食性天敌昆虫，评估并提出其中 4种蜘蛛具有较好生物防治前景。

5、基于悬铃木方翅网蝽生活史及种群动态规律，提出了一整套“阻截、喷雾、修剪、

灌根、注干、刮皮”等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规范了实施流程。

6、本成果发表论文20篇(SCI收录5篇)，申请知识产权7项(已授权5项)，编制《悬

铃木方翅网蝽综合治理技术手册》1部；培训1050人次，跟踪治理受害悬铃木27.9万株，

防治区内平均虫口密度下降了85%，从而最大限度地阻止了悬铃木方翅网蝽的扩散蔓延。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鞠瑞亭、夏文胜、徐  颖、罗卿权、王  凤、高  磊、刘  超

方翅网蝽扩散趋势                  越冬方翅网蝽成虫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技术推广类）

辣椒嫁接技术防治疫病试验示范

通过几年的研究，从国内外引进辣椒品种 79 个，筛选出适宜乐都长辣椒嫁接砧

木品种 4 个；筛选出两种适宜辣椒嫁接的方法（劈接法和气门芯法）, 气门芯嫁接法

获得发明专利；建立高效、低成本辣椒嫁接配套技术体系，制定了“辣椒嫁接技术规

程”地方标准；确定了合理的种植密度、施肥量，制定了“嫁接乐都长辣椒栽培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项目实施期间建立嫁接苗生产基地 4个，2009 年～ 2011 年共生产嫁

接苗 211.3 万株，建立示范基地 5 个，温室、大棚示范种植 834.6 亩；示范区嫁接苗

疫病发病率 4% 以下，对照乐都长辣椒平均发病率在 35% 以上，嫁接辣椒平均亩产量为

3775.14Kg，累计农民新增辣椒产量 90.98 万 Kg，农民新增效益 936.61 万元；冬春季

辣椒增产48.24万Kg，农民新增效益723.57万元，直接经济效益支出与收益比为1：8.71；

夏秋季辣椒增产 42.81 万 Kg，农民新增效益 214.04 万元，直接经济效益支出与收益比

为 1：3.19；开展辣椒嫁接技术和栽培技术的培训，累计培训 3245 人（次）。

该项目的实施，利用嫁接技术可延长同一块土地的种植年限，为防治辣椒疫病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特殊途径，比项目实施前增产 35% 以上，为辣椒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有利于青海省农作物种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青海省的蔬菜自给率。

示范区极大的提高了菜农的经济收入，加快了脱贫致富的进程。

主要完成单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咸文荣、郭青云、张登峰、杨君丽、董  亮、来有鹏、苗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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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新疆向日葵两种检疫性新病害发病规律及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1、在国内首次发现两种外来入侵、重大检疫性病害—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并

对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查明了两种新病害的疫情分布；首次对两病症状、病原

菌特征、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描述；报道了向日葵白锈病的四种症状类型；

摸清了两病发生流行规律；研究了两病发生与降雨量、温度、日照时数的关系，建立

了 6 个回归方程和向日葵黑茎病与气象因子的预测模型；同时筛选出两病拌种、茎叶

处理药剂 8 种；在国内建立了两病调查分级和抗性鉴定分级标准；并首次对两病进行

了适生性分析和风险评估。

2、通过特异性引物设计与筛选建立了针对向日葵黑茎病病原菌的分子标记技术；

通过特异性引物分子标记技术的灵敏性检测和实测验证初步建立了针对田间病株的分

子检测技术。

3、制定了《向日葵白锈病调查技术规程》、《向日葵白锈病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向日葵黑茎病调查技术规程》《向日葵黑茎病综合防治技术规程》四个地方标准。

对245份（次）品种（系）进行了田间抗性鉴定和评价，为育种部门推荐抗源材料14份。

4、国外报道向日葵黑茎病传播介体是向日葵象甲，本研究发现在中国向日葵黑茎

病传播介体是大青叶蝉。

5、制定了以加强植物检疫，种植抗病品种、清理焚烧病残体，种子进行拌种，在

苗期和现蕾前期进行喷雾处理等为手段的防控关键技术。2001-2010 年在新疆推广应

用85.08万亩次，挽回经济损失1.1070675亿元，获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发表研究论文 22 篇，出版专著 2部，获得发明专利 1项。

主要完成单位：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大学、阿勒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特克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主要完成人：陈卫民、郭庆元、杨静飞、杨  莉、马福杰、段永辉、李俊兴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技术推广类）

延庆县蔬菜主要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集成与应用

项目针对北京市延庆县露地、设施蔬菜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开展了蔬菜

病虫害防控技术试验示范，最终集成一整套蔬菜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绿色防控措施，

进行大面积应用和推广。采用虫情测报灯监测、普查和系统调查三种方式，对露地、

设施蔬菜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及病虫害的危害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对棚室消毒、

植物诱集害虫、小菜蛾性信息素诱杀、灯光和色板诱杀、防虫网阻隔、释放天敌、熊

蜂授粉、科学用药等蔬菜病虫害防控技术进行了试验示范，明确了各项技术的效果；

形成了延庆县露地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规程、设施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综合

治理技术规程、有机蔬菜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规程三个行业标准；和技术研究单位、

农民合作组织构成推广体系，通过行政领导、政策引导、试验示范和推广、技术宣传

培训与多层次指导，在延庆县快速推广主要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自 2007 年以来，

先后在延庆县康庄镇、延庆镇、永宁镇、沈家营镇等主要乡镇建立了万亩生物防治基地，

累计示范面积 12.5万亩，辐射推广面积 20万亩，减少农药使用 24.38万吨，增产 6.50

亿斤，增加产值 5.20 亿元，减少农药费用 4875 万元，实际增加收益 5.69 亿元，发展

无公害蔬菜 2.85 万亩，有机蔬菜 3732.5 亩，项目区技术覆盖率 95％以上，蔬菜产品

检测合格率 100%，达到了无公害标准，有些地区达到有机标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

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市延庆县植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古燕翔、马永军、卢润刚、孙  超、谷培云、姚金亮、高双泉

伞式诱捕器诱杀小菜蛾                 黄板、捕食螨防治设施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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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重要外来入侵生物检疫防控与预警技术

该项目以进口大宗农产品携带的有害生物为研究对象，针对长期以来严重限制重

要外来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包括监测技术、预警技术和检疫技术。

项目组遵循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准则，从白蚁的分布、定殖和扩散可能性、经济影响以

及随木材传入中国的可能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风险分析；广泛收集整理有害生物的资

料、标本，研制成专著和标准，成为鉴定此类有害生物的重要依据；探索白蚁、小蠹

虫和红火蚁的检疫诱集技术，在检验检疫系统十几个口岸推广应用，给现场的检疫提

供了新的技术和方法。该项目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1 项；研制了 3

个国家标准、承担了省部级和江苏检验检疫局的科研项目 6 项；主编 1 部权威专业工

具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2 篇，参与编著 2部专业工具书。

2010 年该项目系列科技实物成果被选送至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大会期间展览；2011

年 5 月成果又参加了在福州市举办的“中国 - 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展示；2007 年和

2012 年分别从进境原木和棉花上截获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几内亚甘蔗象和谷斑皮蠹，

国家质检总局为此专门下发警示通报；项目组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建立一套立体

的预警和长效防控体系，探索新型的进境大宗农林产品检疫技术和检疫监管模式，最

终达到预警和防控的目的，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和农林生产的安全。 

主要完成单位：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要完成人：周  培、陆  军、朱  君、孙旻旻、王晶晶、张绍红、张  强

白蚁诱集 (集装箱原木 )

2012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普类）

农药安全使用知识

《农药安全使用知识》经搜集查阅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农药使用技术标准、残留

限量标准及农药中毒急救相关文献，尤其是重点借鉴 FAO、EPPO 和 CAC 等国际组织制

定的农药室内和田间药效试验准则及残留限量标准，用科普形式介绍农药基本知识、

农药使用前的准备、安全施用农药、安全间隔期、农药事故处置等。

本读本刊出后，在全国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组织

开展了大范围的技术培训，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创造了科普读物的成功范例。

五个鲜明的创新点分别是：1.在服务对象上。这是首次针对农民施药安全方面的读本，

主要为帮助农民，尤其是留守农民，了解农药常识，提高用药水平。2. 在内容和表现

形式上。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农药使用的各个环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单明了

的漫画，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留守农民读不懂文字，也能看懂卡通漫画。3. 语言文

字上。本次不仅发行了中文版本，还发行了维语版本。这在同类科普书籍中尚属首次。

4. 在应用范围和发行量上。本读本原计划针对的是农村使用农药的留守农民，在宣贯

过程中，也受到广大农技人员，城市老人和家庭妇女，甚至少年儿童的欢迎，发行量

不断攀升，还被列入《农家书屋》计划，至今已发行 23.5 万册。今年农业部为农民办

实事，也列为重点宣传读本，发行量还要增加。5. 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上。以农民

愿意接受的方式，教育农民科学规范用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读本专门配有卡通插图，简单易懂，不识字的农民或儿童都可以看懂，普及范

围广泛，并普遍为各地方大众传媒在农民培训中采纳，作为专用读本，已对规范农民

科学用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主要完成人：张文君、陶传江、张宏军、吴新平、陶岭梅、宗伏霖、嵇莉莉、朱春雨、

李  敏、张  佳、周欣欣、张丽英、陈立萍、张洪光、郑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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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登记证书（2007-2010)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登记证书（2010-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