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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

重点专项 2022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1.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

用

研究内容：针对农林草重大病虫害精准监测预警技术缺

乏问题，研究病虫害灾害发生机制与发生发展规律，以明确

病虫害发生发展与环境条件之间定量关系；研发基于物联网

和云计算的大数据采集、多源信息处理传输以及快速监测评

估技术，构建全国农林草病虫害及适生环境数据库；建立基

于多源信息的重要病虫害发生与自身繁育动态、寄主生长状

况以及气象适应的多时效综合预报预警模型；研发突发新发

病虫害实时精准监测、早期预报预警与信息高效发布的一体

化、一张图分析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病虫害多源知识库 3-5 个，突破重要病

虫害智能、精准、实时监测技术 3-5 项，研发建成和推广应

用具时空数据传输、数据入库、数据共享、预警发布功能为

一体的全国农业和林草业病虫害监测预警数字化平台各 1个，

形成病虫害动态监测、早期预警以及公共信息服务一体化技

术方案，并在千亩级示范区进行验证；研制相关技术规程或

标准（报批稿）8-12 项；申请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5-8 项；建

成省级以上病虫害测报应用分析平台 3-4 个；建立推广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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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9-10 个(100-1000 亩/个)，每个示范区发布农林草病虫害多

时效综合预报预警 5-7 次，准确率 85%以上，每个示范区平

均辐射推广面积 1 亿亩。

2.重大蝗虫灾害暴发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飞蝗、草原蝗虫等重大暴发性蝗虫为研究

对象，基于各自发生的特点，开展其种群暴发成灾机制及可

持续防控技术研究。揭示蝗虫聚群、型变的生态基因组学基

础；阐明蝗虫种群爆发的行为适应机制；明确蝗虫与病原微

生物互作机制，研发病原微生物杀虫增效技术；探究气候变

化和农事活动等对蝗虫成灾规律的影响及生态控制途径，发

展监测预警新技术，构建我国重大蝗虫可持续防控新型技术

体系。

考核指标：明确重大蝗虫种群暴发成灾规律和机制，发

表高水平论文 50 篇以上；挖掘蝗虫绿色防控作用靶标 5-10

个，研发新型种群调控剂 2-3 个，开发释放设备 1-2 套，申

请发明专利 3-5 件，并在万亩级示范区进行验证和推广应用，

实现对蝗虫种群爆发的早期干预；创制绿僵菌、微孢子虫等

杀虫微生物新产品 3-5 个，推广示范 10 万亩以上，申请发明

专利 3-5 件；研发蝗虫种群动态智能监测技术 1-2 项，并研

制蝗虫区域性迁飞监测预警新技术 1 项，对蝗虫种群发生和

迁飞的预警准确率达到 90%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2-3 件。

3.草地螟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草地螟周期性暴发特点，研究跨境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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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发生和滞育越冬等灾变规律与机制；监测草地螟迁飞

路线变迁，研发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建立早期监测预

警和异地测报技术；创制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

科学化防等绿色防控技术，创新空-地一体化灯光阻截技术；

构建区域性可持续防控技术模式，建立技术规程，并集成示

范与应用。

考核指标：阐明草地螟跨境迁飞、周期性发生和滞育越

冬等灾变规律与成灾机制，发表代表性论文 20-30 篇；建立

草地螟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 1-2 套，实现田间早期预警，

提高自动化预报水平；创建草地螟空-地一体化灯光拦截技术

1 套，分别在越冬虫源区、迁飞过境区和迁入区集成应用，

降低成虫种群数量；研发生态调控、生物防治及理化防控产

品 4-6个，在万亩级示范区进行验证和推广应用，实现对卵、

幼虫和成虫的获得专利 4-6 项；集成区域性绿色防控技术模

式（规程）3 套，分别在偶发区、常发区和重发区建设万亩

级综合防控示范区 5-10 个，示范总面积达 100 万亩，防治效

果达 90%以上。

4.小麦赤霉病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小麦赤霉病抗病品种匮乏以及耕作制度

改变和气候变暖导致病害频繁流行的问题，研究病菌有性生

殖、群体结构变化和适应性进化，揭示新生态条件下病害流

行灾变规律；研究小麦-病菌互作，鉴定影响病菌致病和毒素

产生的关键因子，揭示小麦抗/感赤霉病新机制；发掘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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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靶和有益微生物，研发新型绿色高效药剂和菌剂; 研发

赤霉病精准监测预警技术，构建黄淮、长江流域旱作和水旱

轮作生态区的小麦赤霉病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示范推广。

考核指标：明确小麦赤霉病灾变机制，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篇以上；研发赤霉病预测预报新技术 1-2 项，预测准确性

达到 90%以上；鉴定杀菌剂新药靶 2-3 个，研发绿色高效防

病抑制毒素的绿色防控产品 2-3 个，并获得登记；授权生防、

诱抗等有益微生物资源和防控技术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构

建适合于黄淮、长江流域病害常发区旱作和水旱轮作生态区

的小麦赤霉病绿色防治综合技术 2 套（旱地和水旱轮作各 1

套），建立千亩示范区 4 个（2+2）以上。

5.病虫害生防微生物资源挖掘、改良与新产品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重要病虫害生物防控产品匮乏等突

出问题，以农林草重要病虫害为靶标，筛选高效的生防微生

物株系；研究生防微生物宿存与控害机制，鉴定生防菌株新

功能基因，采用现代育种技术改造生产菌株，提升产品生防

活性、拓宽杀虫杀菌谱、提高抗逆能力；突破生防微生物发

酵的三废难题，开发高效绿色生产工艺及配套装备；创制出

针对重要病虫害和种植技术体系的新剂型新产品及配套应

用技术。

考核指标：突破生防微生物产品创制和生产的系列技术

难题，创制出具有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生防新产品，为全面

减药控害提供绿色生防产品保障。发掘高效生防微生物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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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个，并开展产品登记；鉴定生防菌株新功能基因 30 个，

改良生产菌株 5 个，并进入安全评价环境释放阶段；研发绿

色高效生产工艺及配套设备 10套，开发新剂型新产品 15个，

登记微生物杀虫剂产品 7 个，微生物杀菌剂产品 3 个，示范

推广 500 万。申请发明专利 50 件。

6.病虫害农作物信号联系机制与诱控新技术和新产品研

发

研究内容：针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过程中的互作网

络，解构重要病虫害暴发成灾的种内信息联系；阐明病虫害

与作物的种间信息流识别、解码及传递机制；揭示农作物抵

御病虫害的防御应答与调控机理；高通量筛选化学通讯物质

及类似物主成分，创制靶标可调节式诱控剂，研发用于病虫

害田间行为操纵的防控产品，发展基于生物信息流互作的病

虫害防控新策略与新技术。

考核指标：鉴定农作物重大害虫成灾种内信号分子 5-10

个，发表高水平论文 20 篇以上，研发针对害虫的性诱剂、

食诱剂、产卵诱杀剂等诱控产品 3-5 个，行为调节剂释放和

投递装备 1-2 套，制定规程规范 1-2 项，在万亩级示范区进

行验证和推广应用，申请专利 3-5 件；挖掘病虫害与作物种

间联系的新型害虫唾液蛋白效应因子、病害效应因子、宿主

抗病小体和关键非编码 RNA 等重要节点 20-30 个，发表高水

平论文 30 篇以上，研发调控病虫害与作物信息联系的效应

因子、非编码 RNA 和共生病毒等新型靶向技术 3-5 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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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作物重大病害的高效精准控制，制定规程规范 1-2 项，

推广示范面积 1 万亩以上，申请专利 2-3件。

7.重要病虫害抗药性机制与治理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危害我国主要农作物、依赖化学防

治的重要害虫和病原菌，开展其对新药剂的抗性风险评估和

交互抗性研究；从靶标突变和解毒代谢增强等方面解析抗药

性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抗药性基因遗传多样性与适应性进

化机制；研究多药抗性的成因及演化规律；研发靶向关键抗

药性基因的抗性诊断、监测预警和治理技术。

考核指标：揭示我国农作物主要病虫对重要化学（生物）

农药的单药和多药抗性的分子和遗传进化机制，为抗药性精

准治理和农药减量提供理论基础；鉴定抗药性关键基因

15-20 个，申请发明专利 5-10 项，发表代表性论文 30 篇；建

立新型药剂抗性基因预测和功能验证的原创技术 3-5 项，获

得授权专利 3 项以上；研发以基因为导向的精准抗药性诊断

和预警技术 10-15 项，准确率达到 95%；构建抗药性精准治

理技术体系 5-8 套，验证、示范应用 500 万亩以上；制订国

家或农业行业标准 3-5 项。

8.新疆棉花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

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新疆棉花病虫害持续严重发生并过度依

赖化学防治的突出问题，研究气候变化、种植结构调整、耕

作制度变革等因素对棉花病虫害种群地位与群落结构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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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效应，阐明黄萎病、铃病、棉蚜、叶螨等主要病虫害

的灾变机制。创新遥感监测、无人机光谱成像等监测预警技

术，以及抗性品种利用、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精准施药等

防治技术产品，构建新疆棉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在

优势产区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明确新疆棉花黄萎病、铃病、棉蚜、叶螨等

主要病虫害地位演替规律与区域灾变机制，发表高水平论文

10-12 篇；研发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体系 2-3 项，制订测报标

准/规范 1-2 项，预测准确率达 85%以上；发展绿色防控新技

术与新产品 5-8 项，每项技术产品在 1 万亩以上棉田进行验

证和示范；在南疆、北疆构建适宜全程机械化的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模式各 1 套，建立千亩示范区 6-8 个，，总体示范

10 万亩，绿色防控效率达 80%以上，实现化学农药用量减少

15%-20%；培训农技人员 2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0000

人次。

9.猕猴桃溃疡病灾变机制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制约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的细菌性

溃疡病这一世界性难题，研究不同主栽区病菌种群、关键生

态因子对病害流行成灾的影响及其机制；开展猕猴桃-病菌-

生防菌互作机制研究；研发检测监测预警技术，挖掘和评价

筛选生防微生物资源和抗病种质资源；研发猕猴桃抗病性利

用、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创建不同猕猴桃主栽区溃疡病全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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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明确我国猕猴桃溃疡病流行成灾规律及其关

键影响因子，揭示致病、抗病机理，发表代表性论文 10 篇

以上；建立早期诊断和带菌检测技术 1-2 项；研发监测预警

技术 1-2 项，预测准确率达 90%以上；发掘高效生防微生物

株株不少于 30 个，鉴定出功能基因 5 个；发掘抗病新资源

20 个，挖掘抗病相关基因 5 个；研发生物防治、抗病性利用

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2-3 项；创建区域性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3-5 套，在陕西、四川、贵州等主栽区建设防控示范区 6 个，

其中千亩示范方 3 个，示范面积 2 万亩，绿色防控率达 60%

以上，发病株率控制在 5%以下，实现化学农药减少 15-20%，

培训农技人员、果农等 10000 人次。

10.防护林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

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威胁我国重点防护林安全的杨树天

牛、溃疡病等蛀干害虫与枝干病害等重大病虫害的成灾机制

和防治技术亟需突破的重大问题，研究病虫害适应性进化、

致害性变异、区域性灾变，以及周期性暴发机制；开展防护

林健康评价与监测，研究主要造林树种自主抗病虫性及其诱

导增强技术；集成和优化引诱剂、天敌昆虫、生防微生物及

天然活性产物等不同防控技术与产品的多元化协调应用技

术；研发以林分构建、改造、抚育、更新等措施为主的自然

调控病虫害技术；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色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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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在重点防护林内进行集成和推广，形成区域性示

范。

考核指标：揭示防护林天牛、溃疡病等重大病虫害演替

规律及区域灾变机制，明确防控关键技术开发的切入点与方

式；开发绿色防控杨树天牛、溃疡病等病虫害的新产品 5-8

个并申报发明专利，研发杨树天牛等病虫害引诱剂、林分改

造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8项，建立生防微生物新产品中试线，

有效降低病虫种群密度 80%以上；集成适合三北、京津冀、

长江中下游等重点区域防护林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4-5 套，

建立有参照、可复制的千亩级综合防控应用示范区 5-8 个，

每个示范区面积 3000 亩以上，总体推广面积 20 万亩，示范

区绿色防控率达 85%以上，重大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4.0‰

以下；培训技术人员 1000 人次、林农职工 5000 人次。

11.天然草原重要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体系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草原毛虫、禾草叶斑病等我国天然草原

重要病虫害严重暴发流行问题，重点研究不同病虫害种群的

时空动态、发生规律及危害特性，解析气候变化、生态修复

和放牧干预导致的草原病虫害演替与灾变规律；研发快速识

别与鉴别技术，构建草原主要病虫害的精准监测与预警技术

体系；调查挖掘不同生态区的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

研发草原管理为基础的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集成适于我国

主要天然草原生态区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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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应用示范。

12.蔬菜重大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蔬菜病虫害高发致害及缺乏高效绿

色防控技术的问题，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

小菜蛾、烟粉虱、根肿病、病毒病等重大病虫害种群演替的

影响，阐明其致害规律和致灾机理；研发智能化识别监测预

警技术、农业防控、种子处理、天敌保育、理化诱控、精准

施药等新型绿色防控技术与产品；创新集成与区域生产相适

应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突破性病虫害早期智能化识别与防控技

术 10 项；针对蔬菜小菜蛾、烟粉虱、根肿病、病毒病等重

大病虫害，创建多维度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5-8 套，建立

连片至少 1000 亩的示范区 5-10 个，绿色防控技术辐射推广

80-100 万亩，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率提高到 80%以上，实现化

学农药减少 20%；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4-6 项，各建立

500 亩区进行验证；发表高水平论文 10-20 篇，申请发明专

利 10-15 项；培训农技人员 2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0000

人次。

13.病虫害与植物互作机制及关键防控技术创新

研究内容：揭示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机制及植物免疫防卫

机理，开发作物病害绿色防控新策略和新技术；解析植物-

害虫-天敌互作关系及微生物、环境等多生态因子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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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农林害虫绿色防控新技术。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支持青

年科学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探索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

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