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科学研究类） 

农区鼠害监测与防控技术研究及应用 

在我国，危害粮食、经济作物生产，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农区害鼠种类达

60余种。本成果针对农区害鼠进行了系统研究，关键创新点如下： 

1、建立健全了农区鼠情监测预警体系，明确了主要害鼠种群结构和密度变

化规律，颁布了《农区鼠害监测技术规范》。 

2、明确了主要害鼠种类对抗凝血杀鼠剂抗性的分子机制，研发了抗性快速

诊断与监测技术。 

3、研发了不育剂及杀鼠剂增效剂，优化了 TBS技术，降低了杀鼠剂使用

量，推进了生态理念指导的鼠害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颁布了《农区鼠害控制

技术规程》。 

发表文章 179篇、出版专著 11部；发明专利 6项，新产品登记 2项；制定

技术规范 5项；领导批示 7件。本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余庆县植保植检站，吉

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四川省农业厅植物保护站，无锡开立达实业有限公

司。 

主要完成人：王勇，郭永旺，刘晓辉，王登，姚丹丹，邹波，杨再学，李

波，戴爱梅，陈立玲，伍亚琼，姜策，李卫伟，肖迪，丁柯中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科学研究类） 

大豆孢囊线虫生物防控研究与应用 

大豆孢囊线虫病是大豆产区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本研究对大豆孢囊线虫

（SCN）生防资源调查、生物防治机理等进行系统研究。关键创新点如下：  

1. 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密度依赖功能反应模型的优良生防菌株筛选体系，研发

出以高效专利菌株“孟14”为核心的“利根生”生物有机肥。 

2. 提出了抑制性土壤形成与维持机制为幼虫优势寄生菌及与寄主具有密度依赖

作用的关键生防因子被毛孢及孢囊核心微生物Chitinophaga等功能菌群共同

作用的结果，构建了第一个微环境条件下Hirsutella与SCN功能反应模型，揭

示Hirsutella与线虫的互作机制。 

3. 建立抗孢囊线虫大豆种质资源筛选与抗性品种选育技术产业化体系，选育出

抗线新品种，创建了抗线虫大豆高效生产技术模式。 

4. 创建了微生物菌剂以及联合抗线品种对SCN综合生物防控技术体系，累计推

广2500万亩，创经济效益15余亿元。 

该成果曾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及其它部级奖励10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制

定地方标准1项，审定大豆抗线虫新品种4个，出版专著1本，发表论文70余篇 

（SCI 40余篇）。 自1992年来，该防控技术体系的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黑龙江

省农垦科学院, 哈尔滨彤大洲农资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杏忠, 陈井生, 向梅春, 刘辉, 胡广民, 许群洲, 李泽宇, 田建卿, 

孙敬祖, 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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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科学研究类） 

十字花科蔬菜根肿病生物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近 20 多年来，根肿病严重威胁十字花科蔬菜安全生产。本成果对该病发生
规律和生物防控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如下关键创新点： 

1. 明确了病菌组成及病害灾变规律，研制出了病菌定量检测试剂盒。 
2. 建立了芽孢杆菌属、溶杆菌属等为主的生防菌种库并揭示了枯草芽孢杆

菌 XF-1 和抗生素溶杆菌的防病机制；研制并正式登记了枯草芽孢杆菌 XF-1 可
湿性粉剂、防根肿病功能漂浮基质。 

3. 筛选到 30 多份蔬菜抗病种质，利用国内外抗源和萝卜胞质雄性不育技
术，育成抗根肿病的雄性不育系 1 个，育成抗（耐）病品种 15 个。 

4. 构建了以生防制剂和抗病品种为中心的防控技术体系 1 个和技术规程 5
项。发表论文 73 篇（SCI 收录 17 篇），出版著作 1 部，获得国家专利 15 件，
录制中央科普宣传片 1 部。自 2010 年以来，本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取
得了显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星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作物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云南省微生物发酵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何月秋；姬广海；和江明；丁云花；沈向群；黄瑞荣；王 伟；任

佐华；岳艳玲；蔡 丽；吴毅歆；肖文祥；王贵斌；王树明；易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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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科学研究类） 

赤眼蜂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水稻螟虫防治上的推广应用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二化螟成为东北地区水稻生产上的重要常发性害虫，

本成果对高效利用赤眼蜂生物防治二化螟进行了系统研究，关键创新点如下： 

1、明确了稻螟赤眼蜂是东北地区防治水稻二化螟的优势卵寄生蜂，证明松

毛虫赤眼蜂和螟黄赤眼蜂对二化螟也具有较好生物防治潜能。 

2、创建了稻螟赤眼蜂中间寄主高效繁育新模式，建成 1 条集幼虫饲养、成

蛾收集、卵收集和灭活、小卵蜂繁殖、冷藏等于一体的米蛾卵工厂化繁蜂生产线。 

3、革新了赤眼蜂规模化生产工艺，开发了与赤眼蜂工厂化生产相配套的机

械设备 7件（套），首次实现滞育技术在赤眼蜂工厂化生产中的应用。 

4、率先研发出适合水田应用的赤眼蜂高效释放装置，开发出适合东北地区

推广应用的大、小卵繁育赤眼蜂混合释放防治水稻螟虫新技术。 

主要成果：授权专利 14件（发明专利 6 件），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27

篇（SCI收录 7篇）。2014 年以来，在东北地区累计推广大、小卵蜂混合释放技

术防治水稻螟虫面积 150余万亩，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主要完成人：臧连生，阮长春，李天昊，张俊杰，杜文梅，陈立玲，王立昌，

刘显娇，张雪，王秀梅，侯洋旸，戴鹏，薛争，张庆贺，洪德志。 

  

米蛾卵繁育稻螟赤眼蜂生产技术流程    大、小卵蜂混合释放防治水稻螟虫技术流程 

  

米蛾幼虫饲养架 米蛾幼虫饲养盒 米蛾成蛾收集箱 米蛾卵收集系统

米蛾卵 米蛾卵卡 人工繁育稻螟赤眼蜂卵卡米蛾卵杀菌灭活系统

大卵繁育松毛虫赤眼蜂

小卵繁育稻螟赤眼蜂 大小卵蜂混合包装

田间抛投放蜂器

放蜂器自动漂浮于水面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重要种苗传带病毒细菌检测筛查技术与应用 

针对进出境种苗检疫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获得多项成果并应用，

主要如下： 

1.建立菌毒种检疫参考资源库：获得 180余种病毒和 200余种细菌，解决了

检疫及疫情监测中参考物质缺少的问题。发现病毒新种 2个、中国首次报道病毒

2种、首次报道病毒新寄主 3种、国内首次报道植原体病害 11种。 

2.研制免疫试剂盒及快速检测试纸条：制备了 10 余种病毒细菌抗体，研发

快速检测试纸条，5-10分钟即可获得结果，适合现场快速诊断。 

3.开发系列分子检测筛查技术：国际上首次建立病毒全覆盖广谱筛查芯片技

术；创建细菌 DNA条形码技术，50种病毒细菌数字 PCR等技术，建立了 10余种

细菌病毒恒温扩增检测技术（CPA、LAMP、RPA）。 

4.种子样品直接检测技术及疫情处理效果评估技术：检测时间由几天缩短到

3小时；建立疫区处理效果有效性评估技术，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5.成果应用推广：为全国 50个口岸局提供支持，截获 30余种病毒细菌，退

运葡萄苗 10余万株，百合等种球 1000万个，玉米等种子上千万吨；质检总局发

布 4份警示通报。 

6.知识产权：发表论文 82篇；授权发明专利 16项；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 25

项；自主研发各类试剂盒 20种。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张永江,张立,赵文军,田茜,李明福,李桂芬,魏梅生,相宁 

   

 

菌毒种资源库建立过程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冬小麦田杂草群落演替现状及精准防控关键技术 

近十几年来，冬小麦田杂草群落发生了明显演替，科学防控技术体系不完善。由此

带来的小麦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成果主要对冬小麦田杂草群落现

状及防控技术开展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 

 1.探明了黄淮海区域冬小麦田杂草群落结构特征、演替规律及抗性现状，揭示了群

落演替与耕作方式、轮作制度、用药历史、种子调拨、机械跨区作业及外来杂草入侵等

的密切关系。 

2. 研究了优势杂草生物学特征，以及温、光、湿、pH 值、土壤类型等环境因素和

耕作制度对杂草发生的影响，研究了抗药性杂草的抗性机理，探明了冬小麦田杂草的成

灾机制。 

3. 研究了深翻、杂草诱萌、轮作等农艺控草技术。 

4.研究了除草剂杀草谱，筛选出了优势杂草高效防除药剂，提出了精准施药时期、

精准施药环境条件、精准防控靶标、精准药剂选择“四个精准”的减量增效化学除草技

术。 

5. 构建了的“两测”“三控”“四个精准”的小麦田杂草精准防控技术体系。 

发表论文 32 篇，出版著作 5 部。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制定技术规范 1 项。自 2014 年以来，在全国冬小麦田推广应用，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显著。 

主要完成人：李美，高兴祥，房锋，李健，魏守辉，黄红娟，孙作文，黄延昌，高

宗军，李宏元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科赛基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新型抗病毒生物农药嘧肽霉素的研发与应用 

植物病毒病对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每年可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而我

国登记的防治病毒病的生物农药稀少，本成果开展了新型抗病毒生物农药嘧肽霉

素的研发工作，关键创新点如下： 

1.筛选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嘧肽霉素高产菌株，明确了产生菌为不吸

水链霉菌辽宁变种（Streptomyces ahygroscopicus var. liaoninggensis）。 

2.优化了嘧肽霉素发酵生产工艺及发酵后处理工艺，得到了符合农药规定的稳定

性标准的嘧肽霉素水剂。 

3.分离获得了嘧肽霉素纯品，明确了嘧肽霉素是一种新型胞嘧啶核苷肽类化合物。 

4.开展了嘧肽霉素产品毒性测定及大田应用试验，2%嘧肽霉素水剂获得农业部农

药临时登记（登记证号 LS20130472），属低微毒农药。利用嘧肽霉素复配产品

1.8%嘧肽•多抗水剂（LS20130363）和 5.6%嘧肽•吗啉胍可湿性粉剂（LS20130414）

也均获得农药登记。 

5.明确了嘧肽霉素可抑制病毒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破坏病毒结构、降低病毒粒

体浓度，诱导寄主植物产生抗病性的作用机理。 

共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

累积推广应用 1000 万亩，防治效果在 70%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成为目前国内抗病毒农药稀有的现状下真正解决生产上的实际

问题的主打产品。  

主要完成单位：沈阳农业大学，沈阳红旗林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赵秀香，吴元华，安梦楠，夏子豪，宋影，田锋，夏博，张崇。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科学研究类） 

贵州稻水象甲疫情监测及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创建与应用 

    稻水象甲是水稻生产上的一种毁灭性害虫，也是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本成果对贵州稻水象甲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 

    1、查清了贵州稻水象甲疫情，制定了稻水象甲监测技术规范，首次分析了

贵州稻水象甲来源、传入方式及传播路径。 

    2、摸清了贵州稻水象甲发生规律，阐明了稻水象甲适应贵州的生物学生态

学习性，首次揭示了稻水象甲成虫活动行为日节律。 

    3、创新了贵州稻水象甲田间抽样技术，揭示了贵州稻水象甲危害与水稻产

量损失的关系，首次制定了贵州稻水象甲防治指标。 

    4、提出了贵州稻水象甲防控策略，研发了多项稻水象甲防控关键技术，创

建了贵州稻水象甲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2 篇（SCI 收录 3 篇），获实用新型专利 3 件，制

定贵州省地方标准 1 个。2010-2015 年，稻水象甲综合防控技术在贵州省 7 市、

31 县推广应用，累计面积 600 万亩，经济效益 9.034279 亿元。 

    主要完成单位：贵州大学，贵州省植保植检站，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浙

江大学，花溪区植保站。 

主要完成人：杨茂发，张忠民，何永福，李尚伟，江兆春，吴石平，祝增

荣，叶照春，胡吉峰，金道超。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粉红粘帚霉菌剂的创制与应用 

植物土传病害严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研发安全高效的微生物制剂对发展

环境友好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自 2000 年以来，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

了新型植病生防菌粉红粘帚霉（又名粉红螺旋聚孢霉）资源筛选、生防机制研究、

产品创制、应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7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4件，微生物菌剂登记证 1个，研发产品 6个。主要创新点如下： 

1. 首次对我国菌寄生粘帚霉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明确了其种类及分布，

筛选获得粉红粘帚霉高效生防菌株。 

2.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粉红粘帚霉菌株的基因组测序和重要基因的注释，分

离、鉴定了生防相关的细胞壁降解酶、单加氧酶、转醛醇酶和过氧化物/过氧化

氢酶等多个基因。  

3. 明确了粉红粘帚霉产孢关键因子，建立了厚垣孢子液体发酵生产工艺，

研发了粉红粘帚霉系列产品。 

4. 基于生防机理互补关系研发了粉红粘帚霉防治土传病害多种应用技术，

并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完成人：孙漫红，李世东，钟增明，郭荣君，孙占斌，马桂珍，张拥华，

缪作清，卢晓红，黄英秋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向日葵黄萎病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自 2000 年以来，向日葵黄萎病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持续的危害，严重的影响向日

葵的产量和品质，制约着向日葵产业的发展。本成果对向日葵黄萎病的发生规律和防控

技术进行了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 

1.首次对向日葵黄萎病菌的生物学特性、致病力分化和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2.首次明确了向日葵黄萎病菌的侵染过程，确定种皮是携带黄萎病菌主要部位；建

立了基于 MNP-10 和 PCR 的快速检测种子带菌的体系； 

3.简析了黄萎病菌的致病机制、向日葵的抗病机理以及推迟播期降低黄萎病发生程

度的原因； 

4.筛选出高抗黄萎病的品种；明确了推迟播期、降低浇水频率等能够降低黄萎病的

发生；筛选出用于拌种处理的生防菌株和化学药剂；建立了向日葵黄萎病综合防控的技

术体系，防效达 85%以上。 

本成果发表文章 23 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培养研究生 11 人，其中博士 3 人，硕

士 8 人；主编宣传手册 2 部；制定地方标准 1 项，发明专利 1 项；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丰收奖一等奖 1 项。 

主要完成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赵君，白全江，周洪友，云晓鹏，景岚，徐利敏，张键，杜磊，张之

为，张园园 

     

向日葵黄萎病综合防控技术的项目现场验收与应用 

 

获得的部分成果  



2018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中药材病虫害安全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本成果对我国东北地区中药材病虫害种类鉴定、发生规律和安全防控技术进

行了系统研究，关键创新成果如下。 

1.明确了东北中药材病虫害种类及其病原学。鉴定了东北地区 86 种栽培中

药材发生的 161种病害，报道新病害 32种，发现病原真菌新种 2个。 

2.提出了“日光物理消毒+化学药剂灭生+生物菌肥复苏”农田人参连作障碍

解除技术。通过宏基因组和 HPLC 色谱分析等分子生物学及田间对比试验，证明

了老参地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调、土壤理化性质恶化、人参根际自毒物质增加是人

参连作障碍的主要机制。  

3.研制了五味子主要病害流行预警技术。组建了五味子叶枯病流行预警模型，

通过 PRA 分析预警五味子白粉病菌风险值为中度偏高。  

4.构建了中药材病虫害安全防控技术体系在东北地区推广应用。发表论文

154 篇，主编专著 5 部，培养研究生 44 人，组建了中药材病虫害诊断与防控网

站。建立了 25 个中药材病虫害防控推广基地，培训药农 2.2 万余人，挽回经济

损失 36 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沈阳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傅俊范，周如军，严雪瑞，薛彩云，郝宁，李自博，姚远，苏

丹，孙嘉曼、王丹 

             
 
傅俊范教授在辽宁桓仁调查人参病害     人参病虫害诊断与防控轻简化实用技术         研究成果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无病原种姜繁育体系创建与应用 

生姜进行无性繁殖，种姜往往携带一种或多种病菌，导致病害突发频发。

本成果针对长江中上游高温高湿寡照气候区栽培生姜病害突发频发的难题进行

系统研究，关键创新点如下： 

 1、发明了生姜病原菌田间快速分子检测方法，突破了生姜病害传统诊断

的技术局限。 

2、构建了无病原种苗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保障了生姜种源健康。 

3、集成创新姜瘟病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创造了千亩示范片连续 4 年姜瘟病

发生率低于 5%、亩产 3400 公斤以上的记录，实现了生姜高产稳产。 

获发明专利 3 项，实用专利 4 项，制定标准 4 项，认证绿色食品 1 个，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个，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11 篇。自 2012 年以来，无病

原种姜繁育技术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海南等地累计推广 87.3 万亩，新

增产值 29.8 亿元，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市幅沅众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市天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四川省农业厅植物保护

站，重庆市荣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重庆市梁平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刘奕清，姜玉松，刘燃，廖钦洪，袁海英，董鹏，罗怀海，

李启波，吴兴文，隋媛。 

  

苗替种技术 

 

 

无病原种苗链式繁育技术 

无病原种姜与传统种姜对比 

 

  



2018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技术推广类） 

稻曲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本世纪以来， 稻曲病已上升为江西省水稻主要病害之一。本成果对江西省稻曲病发生

基本规律及其控制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创新点及主要贡献如下： 

1、明确了稻曲病菌厚垣孢子在清水孵育条件下的萌发特性，发现并报道了田间稻曲球

上厚垣孢子存在萌发现象。 

2、制定的稻曲病品种抗性鉴定分级标准应用于田间病情调查与抗性评判，轻简高效；

筛选出一批抗稻曲病水稻品种；首次研究发现东乡野生稻抗稻曲病特质。  

3、揭示了稻曲病品种抗性与品种类型、性状、熟期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分类

确定药剂防治对象田的稻曲病控制策略及其用药频次界定方法。 

4、制定了《水稻品种抗稻曲病鉴定技术规范》、《水稻稻曲病防控技术规程》江西省

地方标准，构建了以抗病品种为基础、生态调控相协调、药剂防治为关键的稻曲病综合防

治技术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7年稻曲病绿色防控技术在江西省推广应用面积达300余万

亩，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项目荣获2015-2016年度江西省农牧渔业技术改进奖一等

奖。 

主要完成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西省植保植检局。 

主要完成人：黄瑞荣，黄蓉，胡建坤，肖明徽，兰波，梁玉勇，曹景生，李湘民，曾钦

华，沈金水。 

      

厚垣孢子扬起的“粉尘”                 厚垣孢子水育 4h 

        

萌发产生分生孢子与次生分生孢              稻曲病绿色防控示范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西花蓟马成灾机理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传入我国后，在多个地区暴发成灾。针对

这一害虫的严重威胁，团队历经十多年的系统研究，取得以下成果：  

1. 掌握了西花蓟马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阐明了西花蓟马的发生规律及爆

发成灾的关键因子。   

2.分析了西花蓟马对不同蔬菜及花卉寄主的选择性及选择机制，明确了西花

蓟马取食诱导寄主植物的直接防御反应及间接防御反应，探明了西花蓟马对不同

嗜食寄主适应性的异同及适应机制，揭示了西花蓟马与寄主植物的互作机制。  

3.评价了不同猎物对重要天敌南方小花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及饲养效

果，探究了南方小花蝽对不同猎物的捕食量和喜好性的异同，掌握了南方小花蝽

对西花蓟马的控制潜能。 

4.揭示了西花蓟马与花蓟马、黄胸蓟马及二斑叶螨的种间关系及互作机理。 

5.明确了西花蓟马防控的关键技术，凝练了西花蓟马的防控技术体系，并加

以示范和推广，全面提升了西花蓟马的治理水平，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生态和社

会效益。 

本项目共发表论文 85 篇（其中 SCI 收录 5篇，一级学报 15 篇，核心期刊

57 篇，一般期刊 8 篇）。获批专利 13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1项。 

完成单位：贵州大学、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贵阳学院 

主要完成人：郅军锐、张昌容、曹宇、龙友华、杨洪、郭建军、张长禹 

     

西花蓟马 西花蓟马危害造成废弃的花卉 

                      

粘虫板及诱芯诱集     检查防治效果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南方园林害虫环保型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 

由于城市园林树木高大、害虫危害类型多且隐蔽，因此存在传统化学防治操

作难、防治效果低、环境面上污染重等系列问题。本项目针对南方常见园林植物

上6种典型的蛀干、造瘿、刺吸、食叶类害虫，开展环保型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

应用，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1、明确了甲维盐、吡虫啉、噻虫胺、阿维菌素等化学药剂的单剂或混剂在

树体内的传导规律，以及对靶标害虫的防治效果，形成了一套系统评价注干药剂

对丽绿刺蛾防治效果的室内生物测定方法。  

2、自主研制了一种含杠柳根部提取物的注干药剂，并筛选获得软枝黄蝉提

取物有效杀虫成份，探明其对椰心叶甲幼虫具有胃毒、杀卵、抑制生长发育和触

杀等作用方式。  

3、建立了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玛草蛉的室内种群，研制了人工饲料配方，并

评价了其对黄玛草蛉生长发育的影响；明确了黄玛草蛉的捕食功能与数值反应等

控害潜能，形成一套其野外释放应用技术，实现对园林害虫埃及吹绵蚧及螺旋粉

虱的可持续控制。 

本成果在广东、浙江、海南及四川等多个省市得到推广应用。明显的促进了

我国园林虫害防治工作的效率，避免了应用传统防治方法防治虫害时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污染，极大的促进了城市园林虫害防治工作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浙江省萧山棉麻研究所,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李军,张娟,叶静文,冯岗,黄俊,李志刚,韩诗畴 

   

       
丽绿刺蛾幼虫生物测定设置示意图    草蛉的人工繁育与控害效能试验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海南槟榔黄化病监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槟榔是海南省第二大热带经济作物，是我国重要的南药资源之一。槟榔

黄化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严重威胁着海南省槟榔产业的发展。为此，项目

组自1995年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取得成果如下：  

1.首次确定了植原体是引起海南槟榔黄化病的病原，建立了病原菌的实时

荧光PCR快速检测技术并开发出了检测试剂盒。  

2. 集成了以症状识别和分子检测相结合的病害疫情监测技术体系，构建

了病害疫情信息监测与共享平台。  

3.分析了海南槟榔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其与黄化病发生的关系，为耐

黄化病种质资源的筛选提供依据。  

4.集成了以加强病害监测、及时清除发病植株、种植健康种苗和田间肥水

管理为核心的槟榔黄化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4件，发表论文12篇，制定农业行业标

准和海南省地方标准各1项，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自2004年以来，

槟榔黄化病综合防控技术在海南三亚、万宁、屯昌等市县推广应用，培训

582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7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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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三亚市热带作物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罗大全，车海彦，曹学仁，胡杰，符瑞益，周文忠，王家

林 

 

 

病原检测        田间病株清除            综合防控技术示范 

  



2018 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科学研究类) 

广东省茄子青枯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细菌性青枯病一直是广东省茄子生产上最重要病害之一。本成果对广东省

茄子青枯病的病理学特征及其防控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明确了茄子青枯病在广东省 9 市 15 县（区）茄子产区为害情况及发

生动态，揭示了广东茄子青枯病菌茄科雷尔氏菌的种群特征。    

（2）创制了农艺性状和抗逆性较好的核心高代自交茄子材料 101 份，筛

选出抗青枯病材料 38 份，发现茄子抗青枯病的相关基因 203 个。 

（3）培育成功具有华南特色、且通过广东省品种审定的优质抗青枯病茄子

新品种 4 个。 

（4）提出广东省茄子青枯病防控策略，因地制宜地进行技术集成示范。 

发表论文 8 篇，授权发明专利 1 件，育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青枯病

优质茄子新品种 4 个。自 2007 年以来，该成果推广应用面积达 182 万亩，新增

产值 13.47 亿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广州乾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何自福，佘小漫，林鉴荣，曹翠文，汤亚飞，乔燕春，蓝国

兵。 

 

选育的 4 个茄子新品种 

 

茄子青枯病防控技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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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主要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研究与示范 

 

随着胡萝卜在我国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和规模化、轻简化栽培方式的形成，

胡萝卜多种病虫草害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一些常发性病虫草害已严重影响我国

胡萝卜产业的发展。本成果对我国胡萝卜主要病虫草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解决方

案，促进了胡萝卜产业的健康绿色发展。主要创新点如下： 

1、对我国胡萝卜主栽区病虫草害种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鉴别，明确了我国

胡萝卜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种类和为害现状； 

2、阐明并建立了胡萝卜主要病害严重度分级标准和调查方法、胡萝卜黑腐

病品种抗性类型划分标准； 

3、系统研究了胡萝卜主要病虫草害发生规律及防治关键技术，集成出一套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胡萝卜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项目执行期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1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制定省级地方

标准 3 项，获专利授权 3 项。自 2015 年以来，胡萝卜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在

山西、河北、安徽、福建等胡萝卜种植区进行了示范推广，累计推广面积 18 万

亩次，总经济效益 9262.5 万元，同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

疫总站。 

主要完成人：赵晓军，封云涛，周建波，殷辉，郭晓君，吕红，韩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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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 

为保障特色果树产业的健康发展，2010-2016 年在贵州省杨梅、樱桃、枇杷、

葡萄和猕猴桃主产区开展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项目成果如下： 

1、技术研究集成丰富。项目全面查清贵阳地区及贵州省 5 种果树常见病虫

害种类及优势种群结构；明确了黑腹果蝇、中国梨木虱、枇杷叶斑类病害、猕猴

桃园膜小叶蝉、葡萄霜霉病等多种主要病虫害的田间消长规律；集成了 5 种果树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制定发布 12 个省、市级地方标准； 

2、经济效益突出。项目有效推广应用总规模 100.22 万亩，总经济效益

101415.93 万元，年经济效益 33805.31 万元。 

3、社会生态效益显著。项目构建了“推广部门+科研支撑+种植能手”的防

控模式，实现了科学防控水平的快速提升，控制了农药面源污染，切实维护了生

态平衡，助推果园提质增效。确保了果农的稳产增收，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 

4、研究成果丰硕。制定了 12 个地方标准，出版 3 本专业工具书，发表专业

论文 22 篇，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主要完成单位：贵阳市植保植检站,乌当区植保植检站,修文县植保植检站,清

镇市农业局植保站, 开阳县农业开发服务和技术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人：余杰颖,张斌,李添群,龙育堂,任轲亮,王姝玮,郑晓芳。 

 

   
示范区                      制定标准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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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水稻稻瘟病和稻飞虱综合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 

南充市是四川稻瘟病适发和重发区之一，稻飞虱波及区，对全市水稻生产构

成威胁。通过该成果实施，使全市稻瘟病和稻飞虱得到有效遏制。 

项目组通过研究，取得 3 点研究成果： 

1、系统研究了南充市稻瘟病和稻飞虱发生流行规律，建立了稻瘟病发生趋势

多元回归预测模型，开展了长、中、短期预报，综合预报准确率 90%以上，提高 

5 个百分点。运用 GPS、GIS 等技术首次定位了南充市稻瘟病发生流行区域至乡

村和稻田。该项研究填补了川东北稻瘟病发生规律和精准勘界研究空白，为病害

分区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提出了稻瘟病和稻飞虱“分区治理、综合防治”策略，集成了“压低菌源、

合理布局抗性品种、利用生物多样性、带药移栽和科学用药”有机结合的稻瘟病

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和“稻鸭共育、点片挑治、精准施药”的稻飞虱压前控后技术。 

3、创建了市–县–乡“3 级预警网络”，专业队伍和“金桥”纽带“2 大

防治体系”，应急防控、农民需求、多元合作、投入保障、督查考核“5 大机制”

和领导统筹、规范执法、技术服务、宣传培训、示范引领“5 大保障”的“3255”

稻瘟病和稻飞虱高效预警与综合防控应用推广新模式。推广 142.9 万 hm²，挽回

稻谷损失 67.2 万 t；减少农药用量 5318.8 t，节约防治费用 2.2 亿元，增收

节支 22.6 亿元。 

主要完成单位：南充市植保植检站,营山县植保植检站,南充市高坪区植物保

护站,南部县植保植检站,仪陇县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冯礼斌，彭昌家，白体坤，丁攀，罗东洋，黄宗敏，张黎。 

           

2008 年四川省水稻重大病虫防治现场会       稻瘟病和稻飞虱机防示范 

             

水稻穗期重大病虫防控现场会              Q 优 108 稻瘟病未施药（对照）为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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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农区害鼠发生规律分析及综合防控技术应用 

三亚农区害鼠终年繁殖，密度高，受限于化学药剂灭鼠人畜安全不保障困扰，农区灭鼠

组织工作长期搁置，害鼠密度居高不下。本成果对农区害鼠发生为害进行系统研究，关键创

新点如下： 

1、省内率先建立完善基层监测体系，建立并推广“夹夜法为主，TBS 为辅”鼠情监测

技术，明确各区域间农田、农舍主要鼠种构成、发生程度、生活习性、揭示其发生为害规律

和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 

2、根据发生规律，阐明本地春、秋灭鼠最佳时间段。 

3、创新并推广“毒饵站生物药剂灭鼠”技术为主，家猫野化、捕鼠夹和 TBS 为辅的综

合防控技术，提出“防治模式”是技术推广应用的关键。 

4、发表论文 7 篇，通过 4 次应用效果验收。自 2014 年以来，在全市农区推广应用，

农区害鼠密度逐年降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三亚市天涯区农林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三亚市崖州区农林局，三亚市海棠区农林局，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主要完成人：王硕，邓德智，袁伟方，麦昌青，李祖莅，卜小莉，王身彤。 

 

  

基层监测员培训           毒饵站生物药剂灭鼠 

  
辅助技术：TBS 防控              辅助技术：家猫野化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