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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 简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 《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 （实验） 》， 我们编写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 （选修 ４） 现代农业技术·专题五 《病虫害预测

及综合治理》， 供高中学生使用。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本教材， 现将教材编写的

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一、 编写指导思想和原则

作为通用技术的选修模块， 《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 与必修模块 《技术与设计 １》
《技术与设计 ２》 以及选修模块 《简易机器人制作》 《家政与生活技术》 《绿色食品》 等一

样， 都遵循共同的编写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 基本理念

（１） 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 构建比较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知识体系， 着力提高学生的

技术素养。
（２）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潜能的开发。
（３） 立足科学、 技术、 社会的视野， 加强人文素养的教育和审美情趣的培养。
（４） 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努力反映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
（５） 丰富学生的学习过程， 倡导学习方法的多样化，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二） 编写原则

（１） 全面反映通用技术课程的基本概念。
（２） 体现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的特点。 既注意内容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又尽量体现

技术的先进性。
（３） 具有科学性。 做到科学理论、 技术原理、 范例、 数据等准确可靠。
（４）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注重全国各地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和条件存在的差异。
（５） 符合安全规范。 教科书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所编写的内容都符合安全规

范。
（６） 实践活动由简单到综合， 符合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发展规律， 以及事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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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式上升规律。

二、 知识体系的构建

本书是高中 “通用技术” 课程选修模块 《现代农业技术》 的第五个专题， 其知识体系

构建源于植物保护学科中植物病虫害测报预警与综合治理的基础知识。
（一） 总体框架

本书由植物病虫的危害与识别、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三部

分内容构成， 形成了植物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完整的知识体系。 教材首先从植物病虫对

农林业造成的危害入手， 接下来一步步引导学生去探讨植物病虫害的识别方法、 发生规律

以及综合治理防治等更深层次的东西。
教材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和学时分配见附表。
附表

《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 教学参考学时数

教学内容 参考学时数

第一章　 植物病虫的危害与识别 ７

　 第一节　 植物病虫的危害 １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的界定 １

　 第三节　 植物病害的识别 ２ ５

　 第四节　 植物害虫的识别 ２ ５

第二章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６

　 第一节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２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类型和程序 １

　 第三节　 植物病虫害的调查和测报方法 １ ５

　 第四节　 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测报上的应用 １ ５

第三章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 ５

　 第一节　 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１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原理与策略 １

　 第三节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措施 ３

（二） 具体内容处理

教材在编写中按照课程标准， 将植物病虫害预测及综合防治最基本、 最核心的内容根

据知识的系统性在教材中体现出来。 教材编写时避免大学专业课程知识的下放， 力求通过

科学原理、 技术与实践活动的统一， 拓展高中学生的视野， 提高其技术素养， 培养学生对

生物科学的兴趣。
（１） 在结构体系安排上， 按照学生认知规律和事物发展的逻辑， 从植物病虫的危害、

识别、 发生规律、 调查方法到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与综合防治， 知识的系统性得到体现。 “新
视窗” “小资料” “阅读材料” 等既丰富了知识内容， 也加深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２） 教材内容在保证科学严谨的前提下， 叙述方式又不失活泼。 每章开篇有一段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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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 画龙点睛的介绍文字， 各节开头的 “学习导航” 点出了该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然

后用 “现象与问题” 导入课程内容， 衔接自然， 要点突出。 每章后有小结， 用简练的语言

概括了本章的内容要点。
（３） “探究尝试” “实践活动” “活动延伸” 等栏目的设置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有利于培养学生观察问题、 提出问题和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其创造意识。
本教材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　 植物病虫的危害与识别

植物病害和虫害对农林业的影响。 引起植物发病的因素统称为病原， 包括生物和非生

物两大因素， 其中生物性病原包括真菌、 细菌、 病毒、 线虫、 支原体和寄生性植物等， 称

为病原生物。 植物害虫通常包括某些昆虫和螨类， 由它们引起的各种植物伤害称为虫害。
植物病害最简单的识别方法是通过外部症状进行判断， 通常植物病害的症状分为病状和病

征两部分。 不同植物病害表现的症状不同， 田间调查是植物病害诊断的主要环节。 植物虫

害的识别相对比较简单， 可以根据植物害虫的危害状， 也可以通过鉴定害虫标本进行确定，
其中依据害虫口器类型与危害状的关系进行鉴别最为简单。

第二章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本章首先介绍了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它对于开展准确的预测预报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病害的发生过程称为病害侵染循环； 植物害虫的发生过程通常用种群数量的消长曲线

来描述， 包括斜坡型、 阶梯上升型、 马鞍型和抛物线型四种类型。 植物病虫害发生与否和

发生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其中寄主植物的抗病虫害能力是关键， 而环境条件则从两个方

面影响植物病虫害的发生： 一方面影响寄主植物的抗性， 另一方面影响病菌或害虫本身。
预测预报是指依据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利用经验的或系统模拟的方法估计和发布一定

时间之后病虫害的发生状况， 根据预测的内容分为分布预测、 发生期预测、 发生量预测、
发生面积预测和损失预测五大类型。 预测预报的程序包括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 预报信息

的采集、 预报信息的处理、 预报决策和发布预报结果五个关键环节。 植物病虫害的取样调

查方法与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密切相关。 最后介绍了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具体方法。 以计

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各个领域， 如植物

病虫害种类鉴定和网络识别诊断， 植物病虫害发生动态的遥感监测， 植物病虫害信息的采

集、 存储和传输等。
第三章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

现代植物病虫害的防治策略是综合治理。 进行植物病虫害治理方案设计时， 应综合考

虑当地农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循环特点、 关键病虫的种类及其关键防治时期、 植物和病虫

的物候期、 单项防治措施的作用特点等。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措施可归纳为五大类： 植

物检疫是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措施强制实施的一种保护性防治技术， 农业防治是通过种植抗

性品种和采取适宜的栽培措施控制病虫危害的技术， 生物防治是利用有益生物及其产物控

制植物病虫害的技术， 化学防治是利用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技术， 物理机械防治是

利用声、 光、 电、 射线等各种物理手段和器械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技术。

三、 本书的编写特色

本教材在编写中充分考虑教育部 《技术课程标准》 的理念和本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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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如下特色：
（１） 注重科学性、 实践性、 综合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合。 病虫害预测及综合治理属于

自然科学研究范畴， 人类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要不断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提高人类认识

自然、 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水平， 教材内容严格遵循已经验证了的科学原理； 病虫害预

测及综合治理又是一项实践活动， 教材涉及大量的实践内容， 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领会科

学原理； 教材中安排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 需要同学们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知识； 植物病虫

害预测及综合治理这一学科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 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局限性，
把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来， 自然给学生提供了创新思维的空间。

（２） 知识结构完整系统。 尽管学时安排不多， 但在教材编写上已尽可能照顾到知识体

系的完整性和内容介绍的循序渐进， 避免简单压缩大学教材的做法。
（３） 把抽象的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生动形象的事物加以说明， 便于学生理解。
（４） 教材内容尽量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 实践活动尽量选择材料方便易得到、

方法简单易行、 结果可靠、 需要时间较短的内容。 通过互联网收集有关资料的练习也是本

教材的一个特点。
（５） 栏目设计丰富多彩， “小资料” “新视窗” “阅读材料” 等栏目的设置， 为学生拓

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便利。

四、 本书主要栏目及其说明

本书精心设计了一些不同风格的小栏目， 深化和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 增加了学习

的趣味性， 同时对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意识意义重大。 现对有关栏目做如下说

明：
１ 学习导航

“学习导航” 是以问题的形式把每节的重点提出来， 学习过程就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
学完本节后， 可以把学习导航的问题作为检验掌握理解本节内容的测试题， 如果学生能够

用尽量专业的术语并结合病虫害的案例回答问题， 说明该生基本掌握了该节内容； 如果只

能用专业的术语回答问题， 结合不了病虫实例， 则说明该生对问题没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

２ 现象与问题

该栏目在 “学习导航” 之后， 首先介绍生活中或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 然后从这些现

象出发， 提出与本节讲授内容有关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本节讲授的知识能够解决什么问

题。 该栏目不仅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而且可以拓展学生的思考空间。
３ 实践活动

该栏目是精心设计了一些简单易行的实验项目， 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提高动手能力和

实验技能，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 思考新问题并尝试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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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可根据情况， 老师讲解后在课堂上或课下进行。

４ 活动延伸

本栏目是 “实践活动” 的延伸， 可以让学生有选择地在课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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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小资料与新视窗

在部分章节中安排了 “小资料” 与 “新视窗”， 主要介绍与教材内容相关联的知识点，
起到介绍知识背景、 启发思维的作用， 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 加深学生对正文内容

的理解。

６ 探究尝试

通过本栏目让学生自己通过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收集有关资料， 独立自主地探究问

题的答案。

７ 阅读材料

这是与正文内容相关的篇幅较大的参考资料， 有些在正文中没有详细介绍的内容， 在

“阅读材料” 中得以补充。 本栏目丰富了正文内容的知识与信息量， 有助于学生对正文知识

的理解。



７　　　　

　 　 ８ 本章小结

这是对本章内容的提要式总结， 用精练的语言总结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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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植物病虫的危害与识别

本章提示

　 　 植物病虫害是制约农林业生产的关键因素之一。 病虫的发生情况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粮

食安全、 食品安全、 环境安全和健康安全。 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 曾有因植物病虫发生危

害造成大饥馑的案例。 因此， 了解植物病虫的危害情况， 认识植物病虫的重要性， 对于增

强学生对现代农业的感性认识， 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 农业科学素养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植物病虫的识别是学习本专题的前提与基础， 也是重点和难点。 如果结合中学生物课

程的教学， 让学生提前了解一些生物分类、 植物学、 动物学、 微生物学等相关的生物学科

知识， 将有助于本章内容乃至本专题的学习； 反过来，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 也有助于巩固

生物课程的学习。
本章共分为四节， 各节的学习要求不尽相同。
第一节， 要求学生了解植物病虫害可以从经济、 生态、 社会三个方面造成危害， 知道

一些重要病虫害的名称， 并通过植物病虫害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 强化学生的认识。
第二节， 要求学生能使用一些专业术语界定病害或害虫的范畴， 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分

析植物病虫的害与益， 还要注意判别害虫与天敌、 传染性与非传染性病害。
第三节和第四节是重点也是难点。 考虑到学生的前期生物学基础， 第三节仅要求学生

能够参考 “阅读材料” 中几大类致病病原物， 分辨植物病害五大症状类型； 第四节仅要求

学生能够根据害虫口器的类型、 危害植物的方式、 造成的危害状等， 进行大类识别。

第一节　 植物病虫的危害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病虫害对农林业生产、 生态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２） 能够说出当地一些主要植物病虫危害的实例。

二、 结构分析

本节共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植物病虫害对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教材中列

举了一些病虫危害的统计数字， 介绍了一些病虫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地区给农业生产造成的

产量损失， 如 １９７０ 年在美国发生的玉米小斑病使玉米减产 １５％， 在我国黄淮海地区有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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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蛴螬造成花生绝产， 甘薯黑斑病的薯块含有毒素可致人畜中毒等。 在影响农产品品质方

面， 教材用贮粮害虫危害米面、 水果腐烂等常见的现象， 结合直观、 形象的植物病虫危害

图片， 生动反映了病虫造成的农产品品质变劣现象。 第二是植物病虫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教材中提到了天牛对 “三北” 防护林的破坏， 松材线虫对松林的危害， 蝗虫、 草地螟对草

地危害导致草原退化等。 第三是病虫大暴发后因粮食减产所导致的社会动荡， 著名的事件

有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晚疫病， 造成马铃薯绝收， 十几万人被饿死， １５０ 多

万人逃荒移居到美洲等。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 学生知道了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植物病虫害， 思考学习的意义何

在， 逐渐培养对该学科的兴趣。
本节在内容安排上层次清晰， 环环相扣。 每给出一个观点， 都会通过一些生动的病虫

危害实例和图片来进行说明， 这样的结构安排符合高中生的认知规律， 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本节的 “实践活动” 简单易行， 贴近生活。 “小资料” 还介绍了由于防治植物病虫害

所带来的农产品污染、 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 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食品

安全、 环境安全乃至人类健康等社会热点问题均与此有很大关系。 “活动延伸” 内容是需要

借助互联网完成的信息查阅与收集， 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获取知识的能力大有益处。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本学科实用性很强， 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 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 教师可先讲述一些身边植物病虫危害的现象， 提出问题让学生归纳植物病虫

的危害； 也可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田间或公园调查， 通过实例进行总结； 也可以利用

图片、 标本进行深入讲解。
对教材中提到的植物病虫害， 教师可根据当地植物病虫害的情况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供有关资料信息； 也可让学生自己通过网络、 图书查阅有关资料。 教师应借助网络下载

有关的图片、 文字资料， 或采集病虫害标本开展教学， 这样效果更好。
“活动延伸” 的内容教师可从中适当选择一个题目， 分成学习小组在课余时间分头进

行， 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课堂简短讲评。
“实践活动” 中 “观察植物病虫的危害程度”， 要求学生在实验设计中要注意样本的数

量 （绿豆或水果的数量）， 样本量太少， 没有统计学意义。 本实验样本数以 ３０ ～ １００ 个为

宜。
教材正文中提到病菌产生的毒素对人畜有毒害， 日常生活中毒素的例子还有黄曲霉毒

素 （如食用受黄曲霉感染的花生）、 镰刀菌毒素 （春季食用镰刀菌感染的甘蔗） 等。 而感

染小麦赤霉病后的小麦加工的面粉对人的毒害， 并非经常发生， 只有毒素的量相对较多时

人才会有感觉， 要告诉学生不必过分紧张。 在植物病虫对社会影响部分的内容中， 应说明

大饥馑之所以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亡， 除病虫害是主要原因外， 当时社会并不像今天这样进

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有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他的著作有 《饥饿与公共行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以自由

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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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参考资料

松材线虫

松材线虫是我国危害较大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成虫体细长， 长约 １ ｍｍ； 雌虫尾部近

圆锥形， 末端圆。 雄虫尾部似鸟爪， 向腹面弯曲。 雌雄虫交尾后产卵， 每只雌虫产卵约 １００
粒。 虫卵在 ２５ ℃下 ３０ ｈ 孵化。 幼虫共 ４ 龄。 生长繁殖的最适温度为 ２０ ℃， 低于 １０ ℃时不

能发育， ２８ ℃以上繁殖会受到抑制， ３３ ℃以上则不能繁殖。
松材线虫原产北美洲。 在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葡萄牙和我国均有发

生， 但危害程度不一， 其中以日本受害最重。 该虫在美国分布很广， 但美国的土生树种大

多数是抗病的， 当地媒介天牛传播松材线虫的效率也相对较低， 同时有大量的自然天敌存

在， 因此， 松材线虫在美国的危害并不严重。 １９０５ 年松材线虫传入日本， 在九州长崎造成

危害， 由于控制不力， 不断扩展蔓延， １９７９ 年竟损失松木 ２４３ 万 ｍ３。 目前， 松材线虫疫区

占日本松林面积的 ２５％， 已扩展到日本 ４７ 个县府中的 ４５ 个。 １９８２ 年我国在南京中山陵首

次发现松材线虫， 以后该虫相继在江苏、 安徽、 广东和浙江等地成灾， 在香港几乎毁灭了

当地广泛分布的马尾松林。 松材线虫近距离传播主要靠媒介天牛———松褐天牛； 远距离主

要靠人为调运带虫 （带松材线虫的天牛） 的苗木、 松材、 松木包装箱及松木制品等进行传

播。 被松材线虫感染后的松树， 针叶黄褐色或红褐色、 萎蔫下垂， 树脂分泌停止， 在树干

上可观察到天牛侵入孔或产卵痕迹， 病树整株干枯死亡， 木材蓝变。 由于松材线虫扩展迅

速， 现已对黄山、 张家界等风景名胜区的天然针叶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病原线虫通过媒介昆虫松褐天牛补充营养时从伤口进入松树木质部， 寄生在树脂道中，

大量繁殖后遍及全株， 造成导管阻塞， 植株失水， 蒸腾作用降低， 树脂分泌急剧减少直至

停止。 在夏秋季， 针叶失水萎蔫， 褪绿变黄色至红褐色， 松树整株枯死， 且红色针叶当年

不脱落， 树干上有大量天牛寄生痕迹， 木质部呈蓝色。 病害发展过程分四个阶段： ①松树

外观正常， 树脂分泌减少， 蒸腾作用下降， 在嫩枝上往往可见松褐天牛啃食树皮的痕迹；
②针叶开始变色， 树脂分泌停止， 除松褐天牛补充营养的痕迹外， 还可发现产卵刻槽；
③大部分针叶变为黄褐色、 萎蔫， 可见松褐天牛的蛀屑； ④针叶全部变为黄褐色至红褐色，
病树整株干枯死亡。

松材线虫控制主要采用人工伐除病死树， 防止疫区木材携带线虫或天牛扩散传播， 药

剂熏蒸杀灭松褐天牛， 利用天敌管氏肿腿蜂防治天牛等。 （资料来源于山东林业信息网）
玉米小斑病

玉米小斑病又称玉米斑点病、 玉米南方叶枯病， 是国内外玉米普遍发生的病害之一。
美国 １９７０ 年玉米小斑病大流行， 当年损失玉米 １６５ 亿 ｋｇ。 国内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以来每

年均普遍发生， 危害严重。
（１） 症状： 玉米小斑病从苗期到成熟期均可发生， 以玉米抽雄后发病最重。 主要危害

叶片， 也危害叶鞘和苞叶。 叶片上病斑比大斑病小， 但病斑数量较多。 初为水浸状， 以后

变为黄褐色或红褐色， 边缘颜色较深， 椭圆形、 圆形或长圆形， 大小 （５ ～ １０） ｍｍ× （３ ～
４） ｍｍ， 病斑密集时常互相连接成片， 形成较大型枯斑。 多雨潮湿天气有时在病斑上可看

到黑褐色霉层， 但一般不易见到。 Ｔ 小种病菌可侵染果穗， 引起穗腐， 这是与小斑病菌 Ｏ
小种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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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病原： 小斑病菌具有明显的生理分化现象， 国际上是从 １９７０ 年美国小斑病大流行

后才开始正式研究小斑病菌的生理分化， 根据小斑病菌对不同类型细胞质的玉米的致病力

差异， 已经区分出 Ｏ、 Ｔ 两个小种。 Ｏ 小种对玉米细胞质无明显专化性， 产毒素量小， 分布

广； Ｔ 小种对玉米 Ｔ 型细胞质的雄性不育系具有专化性， 即能严重感染， 产生毒素量大。
两个小种以 Ｏ 小种为主， 分布广泛。

玉米小叶斑病的综合防治： 由于玉米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种植面积大， 而且叶斑病

发病范围广， 发病期集中， 所以一旦流行， 采用局部措施防治较为困难。 因此， 应侧重大

范围的预防措施。 防治策略制定以夏玉米为重点， 采用以种植抗病品种为主， 适期早播、
加强栽培管理、 辅以药剂防治的综合防治措施。

松毛虫

松毛虫属鳞翅目枯叶蛾科， 其幼虫周身长满长毛， 专门取食松叶。 松毛虫是针叶林 １０
余种松树的大敌， 我国从南到北都有松毛虫为害。 主要的松毛虫有 ６ 种， 分别以其取食的

松树命名， 如马尾松毛虫、 云南松毛虫、 油松毛虫、 赤松毛虫、 落叶松毛虫等。 我国已有

浙江、 山东、 河北、 广西等 ２０ 余个省 （区、 市） 遭到严重危害， 松毛虫大发生时， 数日间

即能将青山绿林变为秃枝残梗， 远望如火烧， 近看虫满树， 虫粪盖满地。 松树受害后， 长

势受损， 甚至衰萎枯死。 目前我国每年发生面积仍有 ２００ 万 ～２７０ 万 ｈｍ２， 每年木材约损失

５００ 万 ｍ３。
松毛虫的天敌有很多： ①杜鹃是松毛虫主要的天敌鸟类； ②灰喜鹊的食谱很宽， 它主

要在哺育幼鸟时捕捉松毛虫； ③２ 周龄以上的螳螂都可以捕食松毛虫； ④林区内各种食肉

和杂食性蚂蚁都捕食松毛虫， 且松毛虫的虫卵和蛹更是蚂蚁非常喜食的食物； ⑤各类寄生

类昆虫， 如赤眼蜂 （赤眼蜂的种类较多， 有一部分是松毛虫的天敌） 和寄生蜂， 它们把卵

产在松毛虫的卵或成虫体内， 幼虫孵化后以松毛虫的卵或成虫为食物， 它们是松毛虫的主

要天敌昆虫。
关于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爱尔兰饥荒的非自然原因

在萧伯纳的剧本 《人与超人》 中， 富裕的爱尔兰裔美国人马隆先生拒绝把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爱尔兰饥荒称为 “饥荒”。 他告诉他的儿媳妇英格兰人瓦奥丽特说， 他的父亲 “在黑

色的 １８４７ 年挨饿而死”。 瓦奥丽特问： “是大饥荒吗？” 马隆回答说： “不是， 是被人饿死

的。 当一个国家有充分的粮食而且出口粮食时， 不可能有饥荒。”
在马隆尖锐的说法中有若干错误。 粮食确实是从闹饥荒的爱尔兰运往富裕的英国了，

但是说爱尔兰有充足的粮食是不真实的……尽管有点文学夸张， 马隆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而

且相当深刻的观点。 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人类主体在饥荒的起因及其持续中的作用。 如果爱

尔兰饥荒完全是可以防止的， 特别是， 如果公共部门可以使饥荒免予发生， 那么， 指控它

们使爱尔兰 “挨饿” 是有充分理由的。 指控的矛头不能不对准公共政策在防止饥荒上的作

用， 以及那些决定公共政策的政治的、 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因素。 需要考察的政策问题既

包括疏忽失职的行为， 同时也包括在履行职责中的行为……
在分析饥荒的起因时， 重要的是， 需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内普遍存在的贫困状况。

在爱尔兰这个案例中， 爱尔兰人普遍的贫困和他们微薄的资产， 使得他们在由马铃薯枯萎

病带来的经济下降面前特别脆弱……正是由于特别贫困的人毫无防卫能力， 加上经济变动

带来的噩运， 二者结合起来产生了严重挨饿的受害者。 爱尔兰种植马铃薯的小农受到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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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枯萎病的沉重打击， 并由于粮价的上升， 其他人也不能幸免。
爱尔兰政府不仅没有系统地把食品进口到爱尔兰以消除饥荒， 而且在爱尔兰食品本身

出现了 （如前所述） 反向的运动： 食品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 （特别是质量多少要高一点

的食品）。 食品的这种 “逆向运动” 在一种类型的饥荒， 即所谓的萧条饥荒中绝非罕见， 此

时经济发生普遍萧条， 使得消费者购买力大大下降， 现有的 （虽然已经减少了的） 食品供

应转到别处去了， 以求卖得好价钱……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爱尔兰， 这种现象曾以非常大

的规模发生， 一艘接一艘地装满小麦、 燕麦、 牲畜、 生猪、 鸡蛋和奶油的船只驶出香侬河，
从陷于饥荒的爱尔兰驶往食品供应充沛的英格兰……

当然， 我们知道在整个饥荒期间， 联合王国的政府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来缓解爱尔兰人

的贫困和饥饿。 在大英帝国内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爱尔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是

不列颠岛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里， 与纯粹的政治不对称相对的文化疏离， 显示出了其重要

性 （虽然从广义上讲， 文化疏离也是一种 “政治” 现象）。 （摘自 《以自由看待发展》 ）
东亚飞蝗

东亚飞蝗的重发区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地区的环渤海湾滩区、 湖库区和黄河中下游滩区，
这些区域都是荒滩、 荒地及芦苇地。

黄淮海蝗区及北方大部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少， 湖、 库水位下降， 黄河流量减小，
适宜蝗虫滋生危害的面积增加。 同时， 退耕还林、 还草还湖以及耕作粗放、 因旱撂荒夹荒

面积扩大， 给蝗虫提供了大量适宜的滋生环境。 暖冬天气也为夏蝗偏重发生提供了有利条

件， 冬春大部分蝗区气温偏高， 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少， 这对蝗卵越冬存活和蝗卵冬后发

育都较为有利。
有关专家也表示， 蝗虫是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构成生物链的重要一环， 只要不起飞成灾、

扩散成害，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其完全消灭。 目前我国在治蝗工作中积极推行的生物治蝗、
生态治蝗方式， 其目的就是利用自然手段将蝗虫种群控制在一种平衡状态。

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指的是在农业生产中施用农药后一部分农药直接或间接残存于谷物、 蔬菜、
果品、 畜产品、 水产品中以及土壤和水体中的现象。 农药残留问题是随着农药大量生产和

广泛使用而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主要是含砷或含硫、 铅、
铜等的无机物， 以及除虫菊酯、 尼古丁等来自植物的有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工

合成的有机农药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化学农药年产量近 ２００ 万 ｔ， 约

有 １ ０００ 多种人工合成的化合物被用作杀虫剂、 杀菌剂、 除草剂、 落叶剂等。 这些农药大量

施用， 造成了严重的农药污染问题， 对人体健康形成严重威胁。 目前使用的农药， 有些在

较短时间内可以通过生物降解成为无害物质， 而一些有机氯类农药却难以降解， 是残留性

强的农药。 农药残留超标， 会直接危及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肝、 肾等重要器官。 同时残留农

药在人体内蓄积， 超过一定量后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 如肌肉麻木、 咳嗽等， 甚至会诱发

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癌症等。 由于农药残留对人类和生物危害很大， 各国对农药的施用都

进行严格的管理， 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容许量做了规定。 世界卫生组织对有毒化合物制定

了 ＡＤＬ 值 （每人每日允许最大摄入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些国家都制

定了相关的各种农药在不同作物上的 ＭＲＬ 值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 以此来衡

量农产品中农药是否超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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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是我国目前使用量最大的农药， 而且较多使用在蔬菜上。
该类农药在生物体内可以与乙酰胆碱酯酶 （ＡｃｈＥ） 结合， 并且不易分离， 即 ＡｃｈＥ 的活性

被抑制， 致使人的神经传导中乙酰胆碱不能水解而积累， 神经过度兴奋， 出现中毒症状甚

至死亡。
“三北” 防护林

“三北” 防护林体系工程又称 “绿色万里长城” 工程。 １９７９ 年， 国家决定在西北、 华

北、 东北风沙危害、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 即带、 片、 网相结合的

“绿色万里长城”。 “三北” 防护林是一项正在我国北方实施的宏伟生态建设工程， 它是我

国林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 开创了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先河。 它地跨东北西部、 华

北北部和西北大部分地区， 包括我国北方 １３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５５１ 个县 （旗、
市、 区）， 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省宾县， 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孜别里山口， 东西长

４ ４８０ ｋｍ， 南北宽 ５６０～１ ４６０ ｋｍ， 总面积 ４０６ ９ 万 ｋｍ２， 占国土面积的 ４２ ４％。
“三北” 防护林区域历史上曾是森林茂密、 草原肥美的富庶之地， 由于种种人为和自然

力的作用， 植被遭到破坏， 土地沙漠化、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区域内分布着八大沙漠、 四

大沙地， 沙漠、 戈壁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 １４９ 万 ｋｍ２， 从新疆一直延伸到黑龙江， 形成了

一条万里风沙线。 在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面积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 ９０％， 在黄河下游的有

些地段河床高出堤外地面 ３～５ ｍ， 成为地上 “悬河”。 大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在 ４００ ｍｍ 以

下， 形成了 “十年九旱， 不旱则涝” 的气候和水文特点。 风沙危害、 水土流失和干旱所带

来的生态危害严重制约着 “三北” 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使各族人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

的境地， 同时也构成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的严峻挑战。
“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一项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宏伟工程， 不仅是中国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大工程， 也是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的界定

一、 教学目标

（１） 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理解和界定植物病虫害。
（２） 在生态系统中能够辩证地看待植物病虫害。
（３） 了解常见植物病害和虫害的类别。

二、 结构分析

本节不是直接从专业角度对植物病虫害进行定义， 而是根据病原菌或害虫都是食物链

中的组成成员， 首先通过 “现象与问题” 提到生物学上的食物链， 然后用 “螳螂捕蝉， 黄

雀在后” 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 形象地反映了食物链上不同生物之间存在的营养关系。 在

这之后， 教材才从专业角度分别对植物病害、 植物害虫进行了界定。
在对植物病害进行定义的同时， 还指出了少数特例， 如绿牡丹、 茭白、 郁金香碎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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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对 “现象与问题” 中讨论 ２ 的解释， 让学生学会辩证看待害与利的关系， 了解如何

变害为利。 引起植物病害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 教材中提到了真菌、 细菌、 病毒、 线虫等

主要病原物， 但对此并未展开介绍， 需要教师结合生物教学的有关内容进行拓展。
在植物害虫方面， 介绍了昆虫和螨类两类重要的类群。 同植物病原微生物一样， 作为

高中通用技术教材， 也未对昆虫分类进行深入的介绍， 仅让学生简单了解什么是昆虫和螨

类， 它们的区别特征是什么。 而在 “实践活动” 中将害虫、 害虫天敌特意突出出来， 意在

强调害虫天敌的重要性。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健康植株与发生病虫害的植株进行对比， 让学生比较两者的不同，
然后从专业角度给出病害、 虫害定义。 在教学中也可列举一些不同病虫害的实例， 来深入

阐述不同类型的病虫害， 如小麦白粉病是真菌性病害、 水稻白叶枯病是细菌性病害、 小麦

冻害是生理性病害、 蛴螬是地下害虫、 小菜蛾是食叶性害虫、 天牛是钻蛀性害虫， 等等。
自然界有些情况是特例， 如果从植物病害的定义出发， 应该归属于植物病害的范畴，

但是由于其对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常常不认为是病害， 如教材中提到的茭白、
绿牡丹、 郁金香碎锦等， 还有我们常见的韭黄。 这些特例可以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问题， 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节教学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系统观点。 无论是病害还是虫害， 可以把它们看作生

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系统可大可小， 如自然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一个温室生态系统， 等等。 系统中植物为病菌、 害虫提供营养， 但同时其他成分也会作用

于病虫。
在讲到病害时， 区分开传染性病害与非传染性病害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教师应收集

有关资料， 让学生能够区分这两大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病害。
●对教材第 ７ 页 “现象与问题”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事实上， 尽管在食物链中植物作为生产者， 许许多多的生物以植物为营养来源， 但

能够成为植物病虫的仅仅是极少数， 主要是一些病原微生物和植食性昆虫和害螨。
２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从植物病虫害经济学的观点出发， 只有造成经济损失的才

认为是病虫害。 如果不考虑人的要求， 植物、 病菌、 害虫都是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它

们在自然界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特别是在达不到危害数量的情况下， 对维护生态平衡有着

重要的作用。
●对教材第 １１ 页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分析其原因时应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 原始森林中由于存在生物多样性， 经过

长期的自然选择， 易遭受病虫危害的植物已被淘汰， 生存下来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抗病虫性

能或避害机制， 且这些植物与病虫已经形成了动态的平衡。 而在人工林中， 生物多样性远

不及原始森林， 人类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树木的品种， 使植物的遗传背景单一化， 从

而导致病虫也单一化， 一旦某一害虫或病菌占了优势， 就容易导致该人工林病虫害严重发

生。
２ 参见本节末的参考资料。
●对教材第 １０ 页 “实践活动” 问题 ２ 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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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 蚱蜢、 蝴蝶、 螨类、 毛毛虫是害虫， 胡蜂、 螳螂、 草蛉是益虫。 植食性昆虫

多为害虫， 如棉铃虫、 蚱蜢、 蝴蝶， 它们的幼虫或成虫取食植物叶片、 钻蛀植物果实； 肉

食性昆虫多为益虫， 如螳螂、 草蛉、 胡蜂， 它们以其他害虫为食物， 胡蜂可捕食棉铃虫的

幼虫。 螨类不是昆虫， 但它的刺吸式口器吸食植物汁液， 其分泌物对植物也有害。
●对教材第 １１ 页 “活动延伸” 表 １ １ 的参考答案：

表 １ １　 我国重要的农林病虫害

序号 病虫害名称 发生危害情况

１ 小麦条锈病 　 减产 ３０％左右

２ 棉花黄萎病
　 据估计， １９９３ 年我国棉花黄萎病发病面积 ２６６ ８ 万 ｈｍ２， 损失皮棉 ２００ 万担， 价

值 １０ 亿元

３ 小麦吸浆虫 　 ２００７ 年全国发生 ２７２ 万 ｈｍ２

４ 大豆胞囊线虫 　 黑龙江省发病面积 ６６ ７ 万 ｈｍ２ 左右， 一般减产 ２０％～３０％

５ 棉铃虫 　 １９９２ 年， 长江流域棉区净减产皮棉 １０ 万 ｔ， 黄河流域棉区净减产皮棉 １５２ 万 ｔ

６ 玉米螟 　 一般发生年春玉米可减产 １０％， 夏玉米减产 ２０％～３０％， 大发生年减产超过 ３０％

７ 小麦纹枯病 　 轻者减产 ５％～１０％， 重者减产可达 ４０％以上

８ 玉米青枯病
　 一般病株率在 １０％～２０％， 严重的 ４０％～５０％， 特别严重的高达 ８０％以上， 农民称

之为 “暴死”， 对玉米产量影响极大

９ 花生地蛴螬 　 减产幅度一般在 １５％～２０％。 一株花生下面捡到十几头蛴螬的不少见

１０ 蔬菜根结线虫
　 除辣椒、 葱、 蒜未发现被侵染外， 其余的蔬菜均受其害， 尤以瓜类、 豆类、 茄类

等蔬菜受害为甚。 一般造成蔬菜减产 ２０％～３０％， 严重的减产达 ５０％以上

１１ 小麦赤霉病 　 １９８５ 年河南省发病面积 １５０ 万 ｈｍ２， 损失小麦 ８ ８５ 亿 ｋｇ

１２ 苹果树腐烂病 　 重病果园枝干病疤累累、 残缺不全， 毁园现象时有发生

１３ 苹果果实轮纹病 　 一般果园烂果率 ２０％～３０％， 重者可达 ５０％以上

１４ 玉米小斑病 　 １９７０ 年该病在美国大流行， 减产 １６５ 亿 ｋｇ， 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 １５％

１５ 烟草赤星病 　 １９６７ 年由于该病流行使山东省烤烟均价下降约一个等级

１６ 小麦蚜虫
　 麦蚜是小麦常发性害虫， 尤其是穗蚜造成小麦千粒重平均降低 ３ ５～７ ８ ｇ， 产量损

失 １３ ９％～２０ ４％

１７ 白粉虱
　 主要危害大棚蔬菜。 该虫通过刺吸叶片的汁液， 导致叶片变黄、 脱落枯萎， 甚至

整个植株死亡

１８ 杨树天牛 　 ２００６ 年上半年安徽省杨树天牛发生面积 ５ ７ 万 ｈｍ２

１９ 杨树腐烂病
　 ２００６ 年辽宁省杨树腐烂病发生面积 ３ ５１ 万 ｈｍ２， 重度发生面积 ９ ８００ ｈｍ２， 死亡面

积 ２ ３００ ｈｍ２

２０ 泡桐丛枝病 　 ２００５ 年统计河南省泡桐丛枝病发生面积 ３ ３００ ｈｍ２

四、 参考资料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 即动物、 植物、 微生物， 以及它们所拥

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 它包含遗传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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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 生物多样性表现的是千千万万的生物种类。 在热带雨林中生活着半数以上

的物种， 约 ５００ 万种， 因此，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 生物多样性

具有很高的价值， 它不仅可以为工业提供原料， 如胶、 油脂、 芳香油、 纤维等， 还可以为

人类提供各种特殊的基因， 如耐寒、 抗病、 抗虫基因， 使动植物新品种培育成为可能。 许

多野生动植物还是珍贵的药材， 为治疗疑难病症提供了可能。 随着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比

如森林砍伐、 植被破坏、 滥捕乱猎等， 目前世界上的生物物种正在以每天几十种的速度消

失。 这是地球资源的巨大损失， 因为物种一旦消失， 就永不再生。 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

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 还会通过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 如今， 许多国家都在呼吁保

护生物多样性并为之付诸行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 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 日由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内罗毕通过， 同年 ６ 月 ５ 日， 由签

约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 公约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正

式生效， 秘书处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会是全球履

行该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 一切有关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重大决定都要经过缔约国

大会通过。 该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 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 最大限度地保护地

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 以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公约规定， 发达国家将以赠送或转让

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补充资金， 以补偿它们为保护生物资源而日益增加的费用，
应以更实惠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从而为保护世界上的生物资源提供便利； 签约

国应为本国境内的植物和野生动物编目造册， 制订计划保护濒危的动植物； 建立金融机构，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清点和保护动植物的计划； 使用另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国家要与那

个国家分享研究成果、 盈利和技术。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该公约的签字国有 １９３ 个。 中国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签署该公约，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公约，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该公约在我国生效。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中通过生物链和其他自然因素来维系的一种平衡状态。 它包括

两方面的稳定， 一是生物种类的组成和数量比例相对稳定， 二是空气、 阳光、 水、 土壤等

非生物环境条件的相对稳定。 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 如在一个生物种群中， 生物个体

会不断死亡和新生， 但从总体上看， 整个种群数量没有剧烈的变化， 因此， 系统保持相对

稳定。 生态系统一旦失去平衡， 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连锁性后果。 例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我国

曾发起把麻雀作为 “四害” 之一来消灭的运动， 在麻雀被大量捕杀之后的几年里就出现了

严重的虫灾， 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的损失。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 麻雀捕食自然界大量昆虫，
麻雀被消灭了， 昆虫的天敌就没有了， 昆虫就可以无节制地大量繁殖， 最终害虫暴发， 引

起农作物绝收的惨痛后果。 生态平衡是大自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
一旦受到破坏， 有些平衡就无法重新建立， 甚至靠人们的努力也无法弥补。 因此， 人类要

尊重生态平衡， 帮助维护这个平衡， 绝不要轻易去干预大自然， 破坏这个平衡。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可以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 最常见的人工生态系统有城市生态

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和池塘生态系统等。 自然生态系统的种类较多， 可以分为水生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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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两大类， 其中水生生态系统有海洋生态系统、 河流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

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介于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 等； 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森

林生态系统、 草原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 冰原生态系统等。 农田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

间和地区内， 人类从事农业生产， 利用农田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与生物种群之间的

关系， 在人工调节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农田生产体系。 与自然

生态系统一样， 农田生态系统也是由农田环境因素、 绿色植物、 各种动物和各种微生物四

大基本要素构成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系统， 具备生产力、 稳定性和持续性三大特性。
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但同样是一片草原， 人们过度放牧牛羊， 草原会被破坏，

再也长不出草来， 最后变成一片沙漠。 因此，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超过了这个限度， 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 通常生态系统的成分越单纯， 营养结构越简单，
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小， 稳定性就越低。 那些生物种类多、 数量多， 自然条件好的生态系统

不容易遭到破坏。 所以， 人们把植物病虫害暴发看作是生态系统破坏、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态平衡被打破的结果。

天敌昆虫

天敌昆虫是一类寄生或捕食其他昆虫的昆虫， 它们长期在农田、 林区和牧场中控制着

害虫的发展和蔓延。 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是一项特殊的防治方法， 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维持生态平衡。 我国天敌昆虫的扩繁与利用一直位居世界的先进行列， 如从国外引进防治

苹果绵蚜虫的日光蜂， 防治吹绵蚧的澳洲瓢虫、 孟氏隐唇瓢虫， 防治温室白粉虱的丽蚜小

蜂， 防治李始叶螨的西方盲走螨， 防治二斑叶螨的智利小植绥螨， 防治松突圆蚧的花角蚜

小蜂， 防治天牛的管氏肿腿蜂和川硬皮肿腿蜂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我国成功进行人工

大量饲养的捕食或寄生性天敌昆虫有赤眼蜂、 平腹小蜂、 草蛉、 七星瓢虫、 丽蚜小蜂、 食

蚜瘿蚊、 小花蝽、 智利小植绥螨、 西方盲走螨、 侧沟茧蜂等， 但目前真正投入大规模生产

应用的仅赤眼蜂和平腹小蜂。
棉铃虫

棉铃虫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Ｈｕｂｎｅｒ）， 属鳞翅目夜蛾科， 广泛分布在我国及世界各地。
在我国， 常年以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棉区的棉花受害最重， 近几年随着新疆棉花种植面积

的扩大， 棉铃虫也成为主要害虫。 该虫是我国棉花种植区蕾铃期害虫的优势种， 危害棉叶

时， 幼虫食害嫩叶成缺刻或孔洞； 危害棉蕾后， 苞叶张开变黄， 棉蕾的下部有蛀孔， 直径

约 ５ ｍｍ， 不圆整， 蕾内无粪便， 外有粒状粪便， 蕾苞叶张开变成黄褐色， ２～３ ｄ 后即脱落；
青铃受害时， 铃的基部有蛀孔， 孔径粗大， 近圆形， 粪便堆积在蛀孔之外， 赤褐色， 铃内

一室或多室的棉籽和纤维被食去， 未吃的纤维和种子呈水渍状， 成烂铃。 １ 只幼虫常危害

１０ 多个蕾铃， 严重的蕾铃脱落一半以上。
棉铃虫在辽宁特早熟棉区及西北内陆棉区年发生 ３ 代， 华北及黄河流域棉区年发生 ４

代， 长江流域棉区年发生 ４～５ 代， 华南棉区年发生 ６～８ 代， 以滞育蛹在土中越冬。 蛹发育

历期： ２０ ℃为 ２８ ｄ， ２５ ℃为 １８ ｄ， ２８ ℃为 １３ ６ ｄ， ３０ ℃为 ９ ６ ｄ。 棉铃虫属喜温喜湿性害

虫， 成虫产卵适温在 ２３ ℃ 以上， ２０ ℃ 以下很少产卵； 幼虫发育以 ２５ ～ ２８ ℃ 和相对湿度

７５％～９０％最为适宜。 在北方尤以湿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月降水量在 １００ ｍｍ 以上、 相对湿

度 ７０％以上时危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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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植物病害的识别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病害的一般症状特点， 能够识别常见植物病害的症状类型。
（２） 能够识别病原真菌、 病原细菌在发病植物表面的病征。
（３） 了解植物病害诊断的一般程序与基本方法。

二、 结构分析

本节重点介绍了植物病害的症状特点及病害的诊断程序。 在植物生长不正常时， 首先

看到的就是症状， 因此， 根据症状识别植物病害是本节的核心。
在 “现象与问题” 中， 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图片， 提出了一些问题， 其中隐含着症状复

杂性与症状识别问题。
正文中首先对症状进行了定义， 详细介绍了植物病害的症状类型， 许多症状类型附加

了彩色图片， 更加生动形象， 利于学习。 植物病害的症状细分为病状与病征， 其中病状分

五大类进行了详细介绍。 病征也是病害识别的重要依据， 教材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了 “探究

尝试” 栏目中。
植物病害诊断有一定的程序， 教材中进行了粗略的介绍。 植物病害准确诊断也需要借

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的方法和仪器会不断出现， 如利用现代分

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病原生物鉴定， 可大大提高鉴定的准确性。
“活动延伸” 是为了巩固学生对植物病害病征的认识而设计的实践活动。 在 “阅读材

料” 中对五类病原生物进行了简单介绍， 目的是让学生对不同病原生物有进一步了解。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医生要对症下药， 同样， 要想给植物看病， 首先必须正确诊断出植物病害的种类， 这就

是植物病害诊断的意义。 进行本节教学时， 可通过比较健康植物与发病植物标本的不同， 有

条件的也可借助多媒体、 幻灯图片、 彩色照片等， 介绍植物病害症状的概念与症状类型。 同

时对病征的概念与类型也应介绍， 特别是哪些病原物引起的病害可出现病征， 出现什么病征。
对于五类主要病原生物的介绍可结合生物教学进行， 神奇的病原生物会令学生产生好

奇与兴趣。 而后可介绍植物病害识别的一般程序与方法， 可以举出具体的例子。 现代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不仅可以进行亲子鉴定， 而且已经可以从土壤中提取某些病菌的 ＤＮＡ， 检测

土壤中是否有某种病原菌及其含量多少等。
柯赫法则又称为 “证病律”， 它仅适用于侵染性病害， 不适用于生理性病害。 它在应用

时应根据具体病害而定， 因为至今有些病原生物还不能人工培养， 因此， 对此类病原生物

引起的病害， 只能从寄主上得到微生物进行接种， 不能在培养基上分离得到病原物的纯培

养物， 这类病原物包括植物病毒、 白粉菌、 霜霉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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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材第 １２ 页 “现象与问题” 的处理参考意见：
三个问题都涉及植物病害症状的复杂性。 不同病原菌侵染导致的病斑形状、 颜色、 大

小等会不同， 每种病害症状会有相对的稳定性， 所以才能根据症状识别病害。 此外， 植物

病害症状还受到寄主植物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如抗病品种与感病品种上的病斑可能出现差

异， 适宜温度下与低温条件下病斑也可能有差异。
●对教材第 １４ 页 “实践活动” 的参考答案：

表 １ ２　 “实践活动” 参考答案 （教材第 １４页）

植物名称 发病部位 病状类型 病状描述 备注

桂花树 叶片 叶斑 　 叶尖叶缘出现半圆形褐色病斑 桂花叶斑病

桃树 根颈部 肿瘤 　 在根或根颈部有大小不一的菜花状肿瘤 桃树根癌病

西葫芦 叶片 花叶 　 叶片上出现深绿、 浅绿相间的花叶症状 西葫芦病毒病

玉米 叶片 叶斑 　 叶片上出现短条状、 卵圆形或不规则形褐色病斑 玉米小斑病

小麦 叶鞘 斑点 　 在叶鞘上出现云纹状病斑 小麦纹枯病

●对教材第 １４ 页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表 １ ３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教材第 １４页）

病害名称 病征类型

小麦白粉病 粉状物

小麦锈病 锈状物

玉米瘤黑粉病 粉状物

菜豆白锈病 锈状物

水稻白叶枯病 菌胶粒

茄子菌核病 颗粒状物 （菌核）

西葫芦软腐病 霉状物

葡萄白腐病 霉状物

苹果树腐烂病 点状物

茄子褐纹病 点状物

四、 参考资料

病征

病征即病原生物在植物发病部位产生的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特征。 病征有助于诊断植

物病害。 有些植物病害非常容易出现病征， 比如各种白粉病、 锈病； 有些则不会出现病征，
如非侵染性病害、 植物病毒病等。 植物病毒粒体十分微小， 以黄瓜花叶病毒为例， 其病毒

粒体为球形， 直径仅为 ３０ ｎｍ， 加之病毒为植物细胞内的寄生物， 在感病部观察不到病征。
真菌病害大多在病害发生的后期出现病征， 病征类型包括霉状物 （如柑橘青霉病）、 粉状物

（各种白粉病、 黑粉病）、 锈状物 （多种锈病）、 点状物 （如杨树腐烂病、 苹果果实炭疽



２０　　　

病）， 等等。 细菌病害有时在发病部位出现菌脓， 是其常见的病征。 植物线虫病害因线虫在

寄主组织中， 有时需要剖开组织才能看到虫体。
植物病毒

病毒 （ｖｉｒｕｓ） 是一类非细胞形态的具有侵染性的寄生物。 病毒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主要

特征： 一是病毒为非细胞结构的分子寄生物， 主要由核酸及保护性衣壳蛋白组成； 二是病

毒为专性寄生物， 其核酸复制和蛋白质合成需要寄主提供原料和场所。 植物病毒引起的病

害数量和危险性仅次于真菌。 大田作物和果树、 蔬菜上的许多病毒病都是农业生产上的突

出问题， 如水稻条纹叶枯病、 小麦黄矮病、 玉米粗缩病、 烟草花叶病等。
植物病毒检测

植物病毒检测是我国口岸植物检疫的重点、 难点。 随着进出境的种子、 花卉和苗木，
特别是进境种苗数量飞速增长， 其携带的病虫尤其是危险性病毒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在携带病毒的木本植物中， 由于病毒含量极低， 且常常分布不均， 用

常规的酶联免疫学方法很难将其检测出来。 目前正在利用现代分子检测系统平台， 对从口

岸进境的种子、 花卉和苗木的病毒进行检测， 最大限度地防止危险性病毒传入我国。
病原菌分离培养

分离、 培养病原菌是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技术。 病原菌的分离是指将该病原

菌从发病组织上与其他微生物分开； 病原菌的培养是指将分离的病原菌转移到可以让这种

病原菌正常生长的营养基质即培养基上， 从而获得其纯培养物。
病原菌 （真菌、 细菌） 的分离与培养， 一般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消毒灭菌和培

养基的制备； 第二， 分离材料的选择； 第三， 病原菌的分离； 第四， 病原菌的培养。

图 １ １　 高压灭菌锅 图 １ ２　 超净工作台 图 １ ３　 病原菌的分离

非侵染性病害的发病原因

（１） 植物营养失调： 营养条件不适宜包括营养缺乏， 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失调或营养

过量。 这些因素可以诱使植物表现各种病态， 过去一般称为缺素症或多素症。 缺素症是植

物缺乏某种元素或某些元素的比例失调造成的， 常见的症状包括： ①症状在植株下部老叶

出现， 多为缺氮 （黄化）、 缺磷 （紫色）、 缺钾 （叶枯）、 缺镁 （明脉）、 缺锌 （小叶）。
②症状在植株上部新叶出现， 多为缺硼 （畸形果）、 缺钙 （芽枯）、 缺铁 （白叶）、 缺硫

（黄化）、 缺锰 （失绿斑）、 缺钼 （叶畸形）、 缺铜 （幼叶萎蔫）。 多素症是某些元素过量导

致的植物中毒， 主要是微量元素过量所致， 如粪害、 肥害、 药害、 盐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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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环境污染： 主要指空气污染、 水源污染、 土壤污染、 酸雨 （ＳＯ２ ＋Ｈ２Ｏ） 污染等。
对植物造成危害的大气污染物有臭氧 （Ｏ３）、 二氧化硫 （ＳＯ２）、 氢氟酸 （ＨＦ）、 过氧乙酰

硝酸盐 （ＰＡＮ）、 氮化物 （ＮＯ２、 ＮＯ）、 氯化物、 乙烯 （ＣＨ２ＣＨ２） 等。
（３） 植物的药害： 各种农药、 化肥、 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不当， 均可造成植

物化学伤害。 急性药害施药后 ２ ～ ５ ｄ 发生， 一般在植物幼嫩组织发生斑点或条纹斑； 慢性

药害逐渐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植物幼苗和开花期比较敏感， 高温环境下容易发生药害，
除草剂和植物激素使用不当极易发生药害。

（４） 温度不适： 如高温 （灼伤）、 低温 （冷害、 冻害）、 变温 （温差过大） 等。
（５） 水分湿度不适： 如水淹 （沤根）、 干旱 （萎蔫）、 水分骤变 （裂果）、 干热风 （卷

叶） 等。
（６） 光照不适： 如光照过强 （露地植物日灼病）、 光照不足 （保护地植物徒长） 等。

第四节　 植物害虫的识别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害虫的口器类型， 能够通过口器识别常见害虫。
（２） 熟悉常见害虫的危害状， 能根据危害状判别某些害虫的类型。

二、 结构分析

本节从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讲解植物害虫的口器类型， 另一部分讲解植物害

虫的危害状， 两部分内容实际上围绕一个主题———植物害虫的识别。 害虫识别要求非常专

业的昆虫分类学知识， 涉及内容较多， 如幼虫体表的线纹、 体色、 腹节数量， 成虫的翅脉、
翅膀的质地、 翅面上的斑纹等。 考虑到这些内容是高等学校的专业教学内容， 不要求学生

按照生物分类阶元， 如界、 门、 纲、 目、 科、 属、 种来进行分类， 本教材编写时主要抓住

昆虫的口器和危害状两个非常直观的方面， 将害虫进行大类的划分， 且这种划分与害虫的

防治方法密切相关。
在介绍口器类型时， 重点介绍了咀嚼式口器， 其他口器都是从咀嚼式口器演化而来的。

在介绍危害状时， 重点从不同口器类型危害方式不同出发， 介绍口器类型与危害状的关系，
从而让学生通过本节的学习学会综合判断和识别害虫。

本节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字叙述插配大量清晰的图片， 较好展示了各类昆虫的口器

与植物的被害状， 并根据口器类型、 危害状进行归类。 一些危害状在身边环境中就能看到，
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验证。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如何识别植物害虫是本节教学的主题， 但教师在讲解的深度上要好好把握， 不要涉及

太多内容， 否则会给学生造成更大的迷惑。 应让学生了解： 具有切断和磨碎食物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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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取食固体食物， 称为咀嚼式口器 ［教材中图 １ １４ （ａ） ］； 形成各种管道， 适合吸食液

体食物， 称为吸收式口器， 吸收式口器又因其吸取方式的不同分为刺吸式口器 ［教材中图

１ １４ （ｂ） ］、 虹吸式口器 ［教材中图 １ １４ （ ｃ） ］、 舐吸式口器 ［教材中图 １ １４ （ｄ） ］、
锉吸式口器 ［教材中图 １ １４ （ｅ） ］ 等， 其中咀嚼式口器和刺吸式口器是最常见的植物害

虫口器。 在教学过程中，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可以从仿生学的角度深入分析昆

虫口器的精巧性与艺术性， 强化学生的认识， 达到针对每种口器类型学生能说出一两种植

物昆虫的教学目的。
咀嚼式口器的害虫种类很多， 有直翅目的成虫、 若虫， 如蝗虫、 尖头蚱蜢、 蝼蛄等； 鞘

翅目的成虫、 幼虫， 如天牛、 金龟子等； 鳞翅目的幼虫， 如刺蛾、 蓑蛾、 尺蠖等； 膜翅目的

幼虫， 如叶蜂等。 咀嚼式口器的益虫有鞘翅目的成虫、 幼虫， 如步行虫、 瓢虫等； 脉翅目的

成虫、 幼虫， 如草蛉等。 咀嚼式口器的害虫， 是以园林植物的根、 茎、 叶、 花、 果等固体物质

为食料的。 最典型的危害症状是各种形式的机械损伤， 常常造成叶片的缺刻、 孔洞或将叶肉

吃掉， 仅留网状叶脉， 甚至把叶片全部吃光； 常将植株的茎秆、 果实等造成隧道、 孔洞、 蛀

眼， 还有的吐丝将枝叶黏结成团等危害现象， 远望如鸟巢。 这类害虫的取食部位和方式不同，
在植物上造成不同的危害状， 根据危害状大体上就可判断出害虫的种类。

刺吸式口器的害虫种类也很多， 有蚜虫、 介壳虫、 叶蝉、 粉虱、 蓟马等， 这类害虫取

食植物的汁液为食料， 不断地 “吸血抽髓”， 榨取植物营养； 取食后植物表面无显著破损情

况， 但是叶片上往往出现各种颜色的斑点或畸形， 如叶片皱缩、 卷曲， 叶、 茎、 根上形成

虫瘿、 虫瘤。 同样， 这类害虫的取食部位和方式不同， 在植物上会造成不同的危害状， 根

据危害状大体上就可判断出害虫的种类。
●对教材第 １７ 页 “现象与问题” 问题 ２ 的参考答案：
植物害虫危害后多造成机械损伤， 植物病害症状则没有机械损伤； 植物害虫危害后在

受害部及其附近常见到害虫， 而植物病害在发病处有时可见发霉、 锈状物、 小黑点等病征。
●对教材第 １９ 页 “探究尝试” 问题 ３ 的参考答案：
根据咀嚼式口器害虫的危害方式， 对这类害虫的化学防治以使用胃毒剂为主， 配以触

杀剂、 熏蒸剂和微生物农药防治。 将药物喷洒在植物体上， 或制成毒饵， 随着害虫的取食，
药物进入虫体， 使其中毒或致病而死。 由于刺吸式口器害虫不是吞食固体食物， 而是以口

针刺入植物体内吸食汁液， 对于这类害虫的化学防治使用胃毒剂是不起作用的， 应当使用

内吸传导剂以及触杀剂和熏蒸剂， 防治效果较为理想。
●对教材第 ２２ 页 “活动延伸” 问题 ３ 的处理参考意见：
分析害虫不同口器类型与危害状之间的关系。

序号 害虫种类 口器类型 危害状描述

１ 蚜虫 刺吸式口器 　 叶片皱缩

２ 蝗虫 咀嚼式口器 　 叶片的缺刻、 孔洞

３ 潜叶蝇 （幼虫） 咀嚼式口器 　 在叶内留下蛇形虫道， 常使叶片枯萎、 早落

４ 介壳虫 刺吸式口器 　 被害部位形成褪色斑点， 或引起组织畸形

５ 天牛 咀嚼式口器 　 幼虫在树木皮下蛀食， 后钻入木质部危害， 蛀道可达树木髓心部

６ 大豆食心虫 咀嚼式口器 　 蛀食大豆豆荚， 取食豆荚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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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表结果进行分析，咀嚼式口器害虫危害后， 主要造成植物组织机械损伤。 如取食叶

片的害虫， 常造成叶片缺损， 甚至将叶片吃光； 蛀食茎干、 果实和种子的害虫钻入其内部

组织危害后， 往往会在表面造成孔洞， 在内部则形成虫道； 潜伏在叶片表皮间取食的害虫，
会在叶内留下蛇形虫道， 常使叶片枯萎、 早落。 刺吸式口器花卉害虫的取食方法是用口针

刺进叶、 花、 嫩梢、 茎干等组织内， 吸取汁液， 受害植物的外形无机械损伤， 只在被害部

位形成褪色斑点或引起组织畸形 （如叶片皱缩、 卷叶等）。

四、 参考资料

昆虫的迁飞

昆虫的迁飞是指昆虫成群地从一个发生地通过飞翔转移到另一个发生地的现象。 一些

农业害虫具有远距离迁飞的习性， 这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长期适应环境形成的遗传特性。
如东亚飞蝗、 黏虫、 小地老虎、 稻褐飞虱、 白背飞虱等都属远距离迁飞性害虫， 这些昆虫

开始迁飞时， 雌虫的卵巢还没有发育， 大多数没有交尾产卵， 通过迁飞到降落地后才性成

熟。
昆虫足的类型与功能

昆虫的足原是行动器官， 一般用于行走， 但不少昆虫由于生活环境和习性的不同， 足

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形成不同的类型。 如步行虫、 瓢虫、 叶甲的足适

于行走， 为步行足； 蝗虫、 蟋蟀、 跳甲的后足是跳跃足； 蝼蛄、 金龟子的前足是开掘足；
螳螂的前足是捕捉足； 龙虱、 负子蝽的足是游泳足； 蜜蜂的后足是携粉足。 足的类型也常

作为昆虫分类的重要特征。
昆虫的触角

昆虫触角的主要功能是嗅觉和触觉， 有的也有听觉作用， 在昆虫分类上也常常用到触

角的类型与结构特征。 在触角上着生有许多嗅觉器， 使得昆虫能够嗅到从远方散发出来的

化学气味， 借以觅食、 聚集、 求偶、 选择产卵场所和逃避敌害等。 许多昆虫的雌虫在性成

熟后， 能分泌性信息素吸引同类雄虫前来交配， 所以， 雄虫的嗅觉器往往特别发达， 可在

几百米以外嗅到雌虫分泌的性信息素。 一些昆虫表现出明显的趋化性， 也与其触角上特殊

的嗅觉器有关。
农业害螨

螨类 （ｍｉｔｅｓ） 在动物分类上属蛛形纲蜱螨亚纲， 与蜘蛛近缘， 通称蜱螨。 它们在自然

界分布较广。 有些种类危害农作物， 可引起叶片变色和脱落； 有的危害植物的柔嫩组织，
形成疣状突起； 有的在仓库内危害粮食， 使粮食发霉变质， 这些螨类统称为害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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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本章提示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在病虫害防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预测的主要依据是植物

病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 本章首先简单介绍了病虫害发生的一般规律， 包括病原物的越冬

越夏、 病原物的传播途径、 害虫的迁飞、 种群数量的季节性消长等， 接下来对病虫害预测

类型、 预测方法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植物病虫害测报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本章涉及的知识内容非常广泛， 科学先进的预测要求不仅懂得传统的植物保护专业知

识， 还要了解农业基本知识， 以及应用数学、 统计学和信息科学等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可

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和一些小栏目， 向学生讲授预测预报的基本概念、 病虫害预测的程序和

一些方法， 使学生能够展望未来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病害侵染循环的概念， 学会分析一些常见植物病害的侵染循环。
（２） 了解植物害虫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 能够绘制一些常见害虫种群数量季节消长曲

线。
（３） 概略了解影响植物病虫发生消长的环境因素。

二、 结构分析

本节在 “现象与问题” 中提出了同学们可能会想到又十分好奇的关于植物病虫越冬越

夏的问题， 该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植物病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
然后正文内容分别讲述了植物病害和植物害虫发生的一些规律。 在病害循环分析方面，

结合实例阐述了病原物的越冬越夏、 病原物的传播、 病原物的侵染等病害循环的环节； 在

害虫发生规律方面， 涉及了种群密度的变化和害虫种群数量季节消长曲线的四种类型。 最

后， 概述了影响病虫害发生的寄主植物和环境条件两大因素。
由于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涉及生态学的内容， 即生物与环境的互相作用， 因此

复杂多变， 限于篇幅， 教材仅从某些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在 “新视窗·知识外延” 和

“小资料” 中， 介绍了瓜类不宜重茬、 蝗虫的型变与迁飞、 寄主植物及其抗病虫机理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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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的在于拓展这部分内容。
“实践活动” 和 “活动延伸” 是两个简单有趣的小实验， 通过持续的观察， 在了解病

虫害发生过程的同时， 训练学生透过现象去分析问题本质的能力。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本节题目虽然使用了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但是教师应让学生了解事实上植物病

害和植物害虫发生各有其规律， 两者共有规律少之又少， 在学科分类上， 两者属于植物保

护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
在讲授植物病害的发生过程时， 教师可围绕侵染循环这个圈， 通过小麦锈病、 玉米小

斑病、 蔬菜根结线虫病等实例， 讲授基本概念， 分析病害的侵染循环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越冬与越夏、 病原物的传播方式、 病原物的初次侵染与再次侵染。 病原物是越冬还是越夏，
主要看寄主处在什么样的生长季节， 如玉米收获后， 其上的病原物面临着越冬； 小麦收获

后， 其上的病原物则面临越夏。
在讲解植物害虫发生过程时， 应首先介绍种群密度的概念， 通过一些常见害虫如蚜虫、

黏虫、 菜青虫、 玉米螟等的发生规律， 重点介绍种群数量在每年的消长情况， 归纳为教材

中的四种类型。
影响植物病虫害发生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环境条件、 寄主的抗性、 栽培管理措施等， 其

影响又随病虫的种类不同而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 教师可通过 １ ～ ２ 个具体病虫进行分析，
同时启发学生展开讨论， 提出自己的见解， 最后教师给予评述。

本节的 “实践活动”， 实际上是柑橘青霉病的人工接种发病实验， 由于该病菌 （霉菌）
是伤口侵入， 所以要求针刺伤或挤伤， 放在塑料袋中的目的是为了保湿， 温度最好是 ２５ ～
３０ ℃， 这样有利于发病。 指导学生做自然科学实验， 设计什么样的对照很重要， 本实验选

择不刺伤果实作为对照组， 但一定要选择那些没有挤压痕迹、 表面没有伤痕的柑橘， 否则

实验组与对照组经一段时间后会全部感病， 无法对比。 发病过程是病原菌从伤口侵入， 经

过一段时间 （３～４ ｄ） 的潜伏期， 出现腐烂， 最后病斑表面产生霉层， 即是病菌的分生孢子

梗与分生孢子。
●对教材第 ２６ 页 “实践活动” 的处理参考意见：

表 ２ １　 “实践活动” 的处理参考意见 （教材第 ２６页）

编号 处理方法 腐烂情况 讨论分析

Ａ 　 人为挤伤柑橘或橙子果皮 　 果实腐烂， 发病较慢

Ｂ
　 人为挤伤后， 取少许腐烂果上

的霉菌涂到伤口上
　 果实霉烂， 发病较快

Ｃ 　 不处理 （新鲜柑橘或橙子） 　 果实不腐烂

　 Ａ 组因为挤压出现伤口， 果实表

面携带的病菌能够侵染引起发病。
Ｂ 组因为进行人工接种， 菌量大，
因此发病早。 Ｃ 组因为没有伤口，
病菌不能侵入， 所以不发病

●对教材第 ３０ 页 “活动延伸” 的处理参考意见：
要求学生必须有连续的调查数据， 同时记载天气状况， 如温度、 阴晴、 降雨等， 然后

根据数据绘出害虫种群数量随日期的消长图， 对照天气状况， 分析找出规律性。 一般雨水

可导致部分蚜虫死亡， 干旱则利于蚜虫发生。



２６　　　

四、 参考资料

病原物越夏或越冬的方式

病原物有各种越夏或越冬的方式。 如病原真菌， 有的可以菌丝在受侵染的病株内越冬

或越夏， 有的可以休眠体 （休眠孢子或休眠结构如菌核、 子座等） 在植物体内外存活， 有

的甚至可以在病株的残体和土壤中以腐生的方式生活。 由于专性寄生的真菌不能营腐生生

活， 所以这类病原物大都在寄主体内越冬或越夏， 或以休眠的卵孢子在土壤或病残体上越

冬或越夏。 病原细菌可以在病株收获的种子、 块茎和块根内越冬， 有些还可以在土壤中越

冬。 对于细菌来说， 少量细菌在土壤中不易长期成活， 如果结成细菌团， 或者在病残体中

就能长期存活。 病毒、 类病毒、 类菌原体大都只能在活着的介体动物或植物体内存在， 但

它们的寄主范围往往较广泛， 因而可以在其他寄主植物体内越冬或越夏， 有的也可以在种

子、 性繁殖材料或昆虫体内存活。 线虫则以卵、 ２ 龄幼虫或各龄幼虫、 成虫和胞囊的形态在

土壤内或植物组织内外越冬或越夏。
转主寄生现象

真菌中有些锈菌必须有两种寄主植物才能完成其生活史， 这种现象称为转主寄生。 如

梨胶锈菌的生活史中形成四种不同类型的孢子， 冬孢子产生于桧柏上， 冬孢子萌发产生 ４
个细胞的先菌丝， 每个细胞有一个短梗， 梗端着生担孢子。 担孢子随风传播到梨树上， 侵

染梨树的嫩叶、 嫩枝和幼果， 但不能侵染桧柏。 担孢子侵入后形成的单核初生菌丝在梨树

叶片正面表皮下形成瓶状、 孔口外露的性孢子器。 性孢子器产生性孢子和受精丝， 性孢子

为单细胞， 成熟后随蜜汁溢出， 由昆虫传播。 担孢子分为 “＋” “－” 两种， 分别形成 “＋”
“－” 两种性孢子器和受精丝， 不同交配型的性孢子器和受精丝之间可以交配。 质配后发育

形成的双核菌丝体在叶片背面形成锈孢子器。 锈孢子器有包被， 长管状， 从叶片背面长出，
多个锈孢子器生在一起， 肉眼看上去似一丛灰色的毛状物。 锈孢子串生， 近圆形， 厚壁，
淡黄色， 表面有小的瘤状突起。 叶片受害严重的枯萎脱落， 果实受害后病斑附近的果肉硬

化， 果实以后呈畸形。
梨树上产生的锈孢子只能危害转主寄主桧柏的叶、 嫩梢和小枝， １０ ～ １２ 月开始表现症

状， 并以菌丝体在桧柏上越冬， 直到第二年 ３～４ 月症状才显著。 叶上最初出现稍为隆起的

黄色斑点， 以后表皮开裂， 有棕褐色米粒状的角状物从内向外突出， 即病原菌冬孢子聚集

而成的冬孢子堆 （又称冬孢子角）， 着生在嫩梢或小枝上的冬孢子角形状与叶片上的相同。
冬孢子角在 ３～４ 月成熟， 如遇雨水， 则吸水膨胀， 呈橙黄色花朵状的胶状物， 表面有黄色

粉末， 即冬孢子萌发形成的担孢子。 担孢子随风传播侵害梨树。 担孢子不耐干燥， 传播距

离一般只有 ２ ５～５ ０ ｋｍ。
梨胶锈菌必须有两种寄主植物才能完成其生活史， 缺少一种寄主就不会发病。 因此，

防治梨锈病的主要措施是铲除梨园附近的桧柏或者周围 ５ ｋｍ 内不种植桧柏。 必要时也可喷

药保护梨树或桧柏， 减轻病害的发生。
苹果黑星病的病害循环

黑星病主要危害苹果的叶片和果实， 有时还能侵染花和枝条。 病原真菌以菌丝体和未

成熟的子囊壳在枯死的落叶上越冬， 次年春季成熟的子囊孢子随气流传播到寄主植物表面，
孢子萌发以后侵入而引起初次侵染。 在一个生长季节， 感病部位所产生的分生孢子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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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次的再次侵染， 从而加速病害的扩展。 苹果落叶后病菌即以腐生的方式在叶片内越冬。
由此可见， 苹果黑星病是以菌丝体和未成熟的子囊壳在枯死的落叶中越冬， 子囊孢子是初

次侵染的来源， 感病组织上产生的分生孢子可以不断引起再次侵染， 子囊孢子和分生孢子

都是随着气流传播的。
小麦条锈病的发生规律

小麦条锈病是世界小麦生产上的一种重要病害， 尤其在高纬度或高海拔的冷凉地区危

害严重。 病害流行时， 受害小麦可减产 ３０％以上， 甚至绝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条

锈病流行区， 主要发生在河北、 河南、 陕西、 山东、 山西、 甘肃、 四川、 湖北、 云南、 青

海、 新疆等地， 历史上小麦条锈病曾经给我国小麦生产造成过巨大损失， 现在每年还需要

监测和防治。
小麦条锈病菌主要以夏孢子在小麦上完成周年的侵染循环， 目前尚未发现病菌的转主

寄主。 其侵染循环可分为越夏、 侵染秋苗、 越冬及春季流行四个环节。 小麦条锈病菌越夏

地区位于我国甘肃的陇东和陇南、 青海东部、 四川西北部等地， 这些地区夏季最热的月均

温也在 ２０ ℃以下。 秋季越夏的菌源随气流传播到我国的冬麦区， 若遇有适宜的温湿度条件

即可侵染冬小麦的秋苗， 秋苗开始发病多在冬小麦播后 １ 个月左右。 秋苗发病的早晚及发

病面积的大小与菌源距离和播期早晚有关， 距越夏菌源近、 播种早的则发病重。 当平均气

温降至 １～２ ℃时， 条锈菌开始进入越冬阶段， １ 月平均气温低于－７～ －６ ℃的德州、 石家庄、
介休一线以北， 病菌不能越冬， 而在此以南地区， 冬季最冷月均温不低于上述温度的四川、
云南、 湖北、 河南信阳、 陕西关中和安康等地则可以菌丝状态在病叶里越冬， 成为当地及

邻近麦区春季流行的重要菌源基地。 翌年小麦返青后， 越冬病叶中的菌丝体复苏扩展， 当

旬均温上升至 ５ ℃时出现症状、 产生孢子， 如遇春雨或结露， 病害扩展蔓延迅速， 引致春

季流行， 成为该病主要危害时期。 在具有大面积感病品种前提下， 越冬菌量和春季降雨成

为流行的两大重要条件， 若遇到较长时间无雨、 无露的干旱情况， 病害扩展常常中断。 因

此， 常年发生春旱的华北发病轻， 华东春雨较多， 但气温回升过快， 温度过高不利于该病

扩展， 发病也轻。 只有早春低温持续时间较长， 又有春雨条件的地区发病重。 种植抗病性

品种可抑制锈病发生， 但大面积种植具同一抗原的品种， 由于病菌小种的改变， 往往会造

成抗病性丧失。
西瓜枯萎病

西瓜枯萎病 （也称西瓜重茬病） 是西瓜的常见病害， 在西瓜重茬地块发生较普遍， 常

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西瓜枯萎病是由尖孢镰刀菌引起的土壤传播病害。 植株从苗期到

成株期都能发病。 苗期发病时， 子叶萎黄， 生长停滞， 直至死亡。 成株期发病时， 一般是

叶片中午萎蔫， 早晚恢复正常， 翌日中午再萎蔫， 如此反复后枯萎死亡。 这是一种毁灭性

病害， 常致全园毁灭无收。 把茎基部劈开， 可观察到导管变褐， 因此， 导管是否褐变是观

察确定植株是否患枯萎病的重要诊断指标。
枯萎病镰刀菌一般分布在 ２０～３０ ｃｍ 深的土层中， 但当环境恶劣时 （干旱、 寒冷）， 它

能形成一层 “盔甲” 把自己保护起来， 这种形成一层厚壁的孢子就叫 “厚垣孢子” 或 “厚
壁孢子”。 在种过西瓜的地里， 会因枯萎病镰刀菌的大量繁殖而使土壤菌量猛增， 这就是为

什么西瓜连作会发生枯萎病、 西瓜不能重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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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蚜虫的危害

蚜虫又称腻虫或蜜虫等， 属同翅目蚜科， 分布遍及世界各地。 蚜虫分有翅、 无翅两种

类型， 体色因种类而异， 多数蚜虫危害植物的幼嫩部分， 以成蚜或若蚜群集于植物叶片背

面、 嫩茎、 生长点和花上， 用针状刺吸式口器吸食植株的汁液， 使细胞受到破坏， 生长失

去平衡， 叶片向背面卷曲皱缩， 心叶生长受阻， 严重时植株停止生长， 甚至全株萎蔫枯死。
蚜虫危害时排出大量的水分和蜜露， 滴落在下部叶片上， 引起霉菌病发生， 使叶片生理机

能受到阻碍， 减少干物质的积累。
蚜虫的繁殖力较强， 很多蚜虫一年能繁殖 １０ ～ ３０ 个世代， 世代重叠现象突出。 当 ５ ｄ

的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 １２ ℃以上时便开始繁殖。 在气温较低的早春和晚秋， 完成 １ 个世代

需 １０ ｄ； 在夏季温暖条件下， 只需 ４～５ ｄ。 棉花蚜虫、 桃蚜等在北方地区可以产卵在木本植

物上越冬， 在南方或保护地内则终年进行孤雌生殖， 不产卵越冬。 气温 １６ ～ ２２ ℃时最适宜

蚜虫繁育， 干旱或植株密度过大均有利于蚜虫的危害。
多数种类的蚜虫为寡食性或单食性， 少数为多食性， 部分种类是粮、 棉、 油、 麻、 茶、

糖、 菜、 烟、 果、 药和树木等经济植物的重要害虫。 由于蚜虫 （包括麦长管蚜、 麦二叉蚜、
棉蚜、 桃蚜及萝卜蚜等重要害虫） 在迁飞扩散和寻找寄主植物时要反复转移尝食， 所以，
可以传播许多种植物病毒病， 造成更大的危害。

水稻三化螟

水稻三化螟别名钻心虫， 属鳞翅目螟蛾科， 只危害水稻或野生稻， 是单食性害虫。 幼

虫钻入稻茎蛀食危害， 在寄主分蘖时造成枯心苗， 孕穗期、 抽穗期形成 “枯孕穗” 或 “白
穗”。 发生严重时水稻颗粒无收。 三化螟危害水稻时， 分蘖期幼虫啃食心叶， 心叶受害或失

水纵卷， 稍褪绿或呈青白色， 外形似葱管， 称为假枯心。 把卷缩的心叶抽出， 可见断面整

齐， 多可见到幼虫， 生长点遭破坏后， 假枯心变黄死去成为枯心苗， 这时其他叶片仍为青

绿色。 受害稻株蛀入孔小， 孔外无虫粪， 茎内有白色细粒虫粪。 可区别于大螟、 二化螟危

害造成的枯心苗。
三化螟在河南一年发生 ２～３ 代， 在安徽、 浙江、 江苏、 云南一年发生 ３ 代， 高温年份

可发生 ４ 代， 以老熟幼虫在稻茬内越冬。 翌春气温高于 １６ ℃时越冬幼虫陆续化蛹、 羽化。
成虫白天潜伏在稻株下部， 黄昏后飞出活动， 有趋光性。 羽化后 １ ～ ２ ｄ 即可交尾， 把卵产

在生长旺盛、 距叶尖 ６～１０ ｃｍ 的稻叶叶面或叶背， 分蘖盛期和孕穗末期产卵较多， 拔节期、
齐穗期、 灌浆期较少。 每头雌虫可产 ２～３ 个卵块。 各虫态一般历期为： 卵期 ７～１６ ｄ， 幼虫

期 ２３～３５ ｄ， 蛹期 ７～２３ ｄ。 三化螟危害稻株一般一株内只有 １ 头幼虫， 转株 １ ～ ３ 次， 幼虫

共 ５ 龄。 天敌主要有寄生蜂、 稻螟赤眼蜂、 黑卵蜂、 啮小蜂、 蜘蛛、 青蛙、 白僵菌等。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类型和程序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概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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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植物病虫害预测的基本类型与程序。

二、 结构分析

本节主要阐述了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类型与程序， 在结构上明确分为两个部分： 预

测预报类型中给出五种类型的含义； 预测预报程序用高度概括的方法将整个程序按先后划

分为田间调查、 信息采集、 信息处理、 预报决策和发布预报五个关键环节， 并用流程图显

示出来， 一目了然。
在 “现象与问题” 中， 一段典型的预测预报报告引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预测

预报的内容， 即文中提到的发生程度、 发生面积、 发生时期等； 第二个问题是预测预报依

据， 即文中提到的残虫数量和死亡情况 （发生基数）、 发生区的生态环境、 未来的天气形势

等； 第三个问题是发生程度的划分标准， 常常因病虫害的种类不同而不同。
本节中穿插了一些小栏目， 主要目的是从不同方面拓展相关知识内容。 如 “新视窗·

知识外延” 用举例来阐述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意义， 便于学生领会。 “新视窗·背景外

延” 能够启发学生区分科学预测与占卜迷信。 “小资料” 讲的是针对难以计数的病害， 如何

表示发病程度。 “阅读材料” 讲的是预测预报的时效性， 不同的预测期限目的不同， 预测的

准确性也不同。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在教学中可以首先用同学们十分熟悉的日常天气预报引出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这

样学生会感到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并不是非常抽象的事物， 也不神秘。 在讲授预测预报

类型划分时， 需要教师补充一些预测预报的实例。 介绍发生量预测时， 所谓的大发生、 中

度发生、 轻发生等都是相对概念， 教材中特别提到具体的分级标准因植物病虫害的种类而

异。 实际上人们在制定分级标准时， 需要多年的数据积累， 然后参照该病虫害过去多年的

发生危害情况才能制定出来。
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程序包括五个关键环节， 每个环节都包括十分复杂烦琐的知识

体系和操作步骤， 如田间调查就涉及统计学知识、 植物病虫害的识别、 农作物栽培知识等，
操作时要进行田间病虫害的诊断， 还要针对不同病虫害确定取样时间与范围、 样本数量等，
以便使取样有代表性。 最后的数据处理也非常关键， 采用什么公式计算， 是否需要进行数

据转换， 绘制什么样的消长图等问题， 都需要考虑。 因此， 在讲授该部分内容时， 教师不

一定进行深入讲解， 可以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基本的流程， 具体的环节让学生去讨论、 去

探究。
本节的 “实践活动” 与 “活动延伸” 可指导学生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查询， 能够

查阅到几种植物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测便可。
●对教材第 ３３ 页 “实践活动” 问题 ３ 的讨论建议：
气象条件对植物病虫害发生的影响很大， 如果人们对天气情况特别是温度和降雨预测

不够准确， 肯定影响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准确性。 随着人们对植物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

的深入研究， 以及现代气象卫星等信息监测系统的发展， 未来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准确

性将大大提高。
●对教材第 ３４ 页 “活动延伸” 的处理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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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搜索可得到如下信息： 一些重要植物病虫害测报已经有了统一的

国家标准， 如 《小麦赤霉病测报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６—２０１１）， 《小麦条锈病测报技术

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５—２０１１）， 《稻飞虱测报调查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４—２００９）， 《稻纵卷叶

螟测报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３—２０１１）， 《水稻二化螟测报调查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２—
２００９）， 《稻纹枯病测报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１—２０１１）， 《稻瘟病测报调查规范》 （ＧＢ ／ Ｔ
１５７９０—２００９）。 统一标准的确定使操作更加规范， 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也有了可比性。

小麦白粉病测报调查规范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麦白粉病测报调查的病情记载标准， 病情调查时间、 内容、 方法和病

情汇报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行系统测报工作的区域性病虫测报站。
２　 发病程度记载标准

发病程度主要采用普遍率、 严重度、 病情指数和反应型表示。 秋苗和早春调查时， 还

可用病点率和病株率来表示。
２ １　 普遍率

普遍率为发病叶片数占调查叶片总数的百分率即病叶率。 用以表示发病的普遍程度。
２ ２　 严重度

严重度指病叶上病斑菌丝层覆盖叶片面积占叶片总面积的百分率， 用分级法表示， 设

１％、 ５％、 １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和 １００％八级。 调查时直接记录叶片严重度百分率

值。 叶片未发病， 记为 “０”， 虽然已发病， 但严重度低于 １％， 按 １％记。 调查时需目测估

计发病叶片的严重度， 记载病叶平均严重度。
病叶平均严重度％＝ ［ （各严重度级别×各级病叶数） ／ 调查总叶数］ ×１００
２ ３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简称病指， 用以表示病害发生的平均水平。

病指＝∑ （某级别病株数×相应级别的代表数值）
调查总株数×发病最重级别的代表数值

×１００

２ ４　 反应型

反应型是根据病斑大小、 厚薄和多少划分的病情类型， 用以表示小麦抗白粉的程度。
按 ０、 ０；、 １、 ２、 ３、 ４ 六个类型记载。 划分标准如下：

０ （免疫型）： 植株无病斑；
０； （坏死反应型）： 叶片有枯死斑；
１ （高抗型）： 病斑小 （一般直径小于 １ ｍｍ）， 菌丝层薄可见绿色叶面， 偶见较大病斑，

但仍透绿， 产孢量极小；
２ （中抗型）： 叶片病斑直径小于 １ ｍｍ， 但菌丝层较厚， 不透明， 能产生一定量孢子；
３ （中感型）： 叶片病斑多， 一般直径小于 １ ｍｍ， 菌丝层厚， 产孢量大， 但病斑不连

片；
４ （高感型）： 叶片病斑直径一般大于 １ ｍｍ， 菌丝层厚， 产孢量多， 病斑连片。
２ ５　 病点率

病点率指发生白粉病的调查点占全部调查点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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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病株率

病株率指发生白粉病的株数占全部调查植株总数的百分率。
３　 病情普查

病情普查分别在小麦秋苗期、 返青拔节期、 孕穗期和生长后期进行。
３ １　 秋苗期

３ １ １　 调查时间　 在头年秋苗发病盛期调查， 以摸清病害的越冬菌源基数 （病害非越

冬区不进行该次普查）。 同一地区每年的调查时间应大致相同， 以便逐年比较。
３ １ ２　 调查田　 在区域测报站调查范围内依据小麦栽培区划和常年秋苗发病情况选定

若干代表性区域， 在各代表性区域内选当地的当家品种和感病品种的早播和适期播种麦田

调查。 调查田块数量原则上依据常年秋苗发病普遍程度确定， 秋苗发病较普遍， 调查田块

可少些， 反之应多些， 一般不少于 １５ 块地。 每块田面积大于 ３３４ ｍ２。
３ １ ３　 调查方法　 若白粉病处于零星发生期， 则 ５ 点取样， 每点实查 ５ ｍ２。 调查时应

蹲下细查检查发病株数和病叶的发生情况； 若全田普遍发病， 则每块田 ５ 点取样， 每点查

２ ｍ２， 调查叶片总数及发病叶片数， 计算病叶率及平均严重度。
３ １ ４　 记载项目　 按小麦白粉病早期普查表·秋苗期 （表 １， 略） 的项目， 区分调查

田点片发病或普遍发病两种情况分别记载。 表中病叶密度据实查面积内的数量折算。
３ ２　 返青拔节期

在春季小麦返青后 １５ ｄ 左右调查 （非越冬和春麦区在春季开始发病时进行调查）， 若

没有发病， 则应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调查， 尽可能在秋苗调查的地块上进行。 调查方法

同秋苗期。 调查内容记入表 ２ （略）。
３ ３　 孕穗期

３ ３ １　 调查时间　 在小麦孕穗期， 即病害即将进入始盛期时进行普查。
３ ３ ２　 调查田　 主栽品种调查早、 中、 晚各类麦田或具有代表性栽培条件的麦田。 田

块数量 １５ 块左右。 栽培面积较小的品种只调查代表性麦田。
３ ３ ３　 调查方法　 每块田 ５ 点取样， 每点 １ ｍ 双行或 １ ｍ２， 各点随机检查 １００ 个叶片，

计算普遍率和病叶严重度。
３ ３ ４　 记载项目　 按小麦孕穗期白粉病普查表 （表 ３， 略） 的内容记载。 计算普遍率

和病叶平均严重度。
３ ４　 生长后期

３ ４ １　 调查时间　 在小麦乳熟期或病情停止发展前 （病害发生盛末期时） 进行调查。
３ ４ ２　 调查田　 主栽品种调查早、 中、 晚各类麦田或具有代表性栽培条件的麦田， 田

块数量按品种面积酌定， 一般不少于 １５ 块地。 栽培面积较小的品种只调查代表性麦田。
３ ４ ３　 调查方法　 每块田 ５ 点取样， 每点 １ ｍ 双行或 １ ｍ２， 各点随机检查 １００ 个叶片

（调查上部三片叶的发病情况， 旗叶及旗下 １、 ２ 叶的取样数量应大体一致）， 计算其普遍率

及病叶平均严重度， 同时调查品种反应型和穗部发病情况。
３ ４ ４　 记载项目　 调查内容按小麦白粉病后期普查表 （表 ４， 略） 的项目记录， 并根

据调查结果， 确定发病程度， 一并记入表内。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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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参考资料

唯病原论

１８６１ 年德国植物学家和真菌学家 ｄｅ Ｂａｒｙ 证明马铃薯晚疫病为真菌所引起， 确定了各种

锈菌和黑粉菌及其他许多真菌是有关植物病害的病原物， 创立了植物病理学。 众所周知，
病害发生危害程度取决于病原物、 寄主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曾经有一个时期，
过分强调了病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一味依靠化学农药对病原的作用， 病虫害预报预

测陷入唯病原论的泥沼。
病虫害发生预测预报案例

１ 农业部发布 ２００６ 年蝗虫发生预报

２００５ 年蝗虫总体中等偏轻发生， 局部偏重发生。 东亚飞蝗和亚洲飞蝗常发区发生较轻，
如环渤海湾沿海蝗区、 华北湖库蝗区、 黄河河泛蝗区的东亚飞蝗和新疆境内的亚洲飞蝗均

轻于常年， 但海南、 广西局部地区暴发东亚飞蝗， 四川、 西藏局部地区暴发西藏飞蝗， 发

生比较突然。
由于去年秋季较长， 蝗虫产卵和孵化数量较多， 冬季气温总体偏暖， 蝗虫越冬基数较

大， 预测今年蝗虫总体将中等发生， 海南、 广西等南方沿海蝗区、 新疆和华北局部地区可

能偏重发生。
各地应尽快组织人力， 对蝗虫发生区域开展新一轮蝗区勘查， 摸清底数； 对已经成熟

的生物防治、 生态控制和卫星定位技术， 要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对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
要组织有关专家联合攻关， 进一步提高科技含量。

２ 某市 ２００７ 年小麦中后期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测

根据当前田间调查情况， 结合历史资料、 气象预报及栽培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
预计我市今年小麦中后期主要病虫害中度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将达 ８４０ 万亩次 ［注： 亩不

是法定计量单位， 它与法定计量单位公顷 （ｈｍ２） 的换算关系为 １ ｈｍ２ ＝ １５ 亩。 本条资料为

保持原始性， 其中的亩未予换算， 同学们可自行换算为公顷］， 其中病害发生 ３２０ 万亩次，
虫害发生 ４３０ 万亩次， 草害发生 ９０ 万亩。

发生趋势： ①小麦纹枯病。 中度偏重发生， 局部重发生， 发生程度略重于常年， 其发

生盛期在 ３ 月中旬至 ４ 月下旬， 接近常年， 发生面积将达 １３０ 万亩左右。 ②小麦蚜虫。 中

后期蚜虫中度偏重发生， 局部重发生， 重于常年， 麦穗蚜发生盛期为 ４ 月下旬至 ５ 月中旬，
发生面积将达 ２５０ 万亩左右……

预测依据： ①当前麦田病虫发生基数高于常年。 小麦越冬期气温异常偏高， 有利于小

麦病虫害越冬， 尤其有利于害虫越冬。 当前我市麦蜘蛛、 麦蚜已普遍发生， 小麦白粉病、
地下害虫在局部地区麦田造成危害。 ②主栽小麦品种对白粉病、 纹枯病的抗性较差， 部分

优质小麦品种易受蚜虫危害， 如主栽品种豫麦 ４９ 号、 豫麦 ４１ 号、 周麦 １６ 号、 郑麦 ９０２３
等。 ③小麦生育期提前， 分蘖数量多、 群体数量大、 抵抗力较弱， 有利于病虫危害。 据 ３
月 １３ 日统计， 全市一类苗面积 ９７ ２ 万亩， 占麦播面积 ２６９ ８ 万亩的 ３６％； 二类苗 １３２ ５ 万

亩， 占 ４９ １％； 三类苗 ４０ １ 万亩， 占 １４ ９％； 一、 二类麦苗较历史最好水平的去年同期增

加 ０ ９％。 大部分麦田受冬前气温偏高的影响， 小麦冬前生长速度较快， 生育期提前， 小麦

起身拔节期较常年早 １０ ｄ 左右， 极易引起春季冻害。 小麦分蘖多、 群体大， 全市有 ８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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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群体在 ９０ 万头 ／亩以上， 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差， 抗倒伏能力差。 ④气候条件对小麦中

后期病虫害发生危害无明显不利影响。 市气象台预报， ３ ～ ５ 月预计降水量为１００～ １５０ ｍｍ，
接近历年同期平均值略偏多， 季平均气温 １４ ５ ～ １５ ５ ℃， 接近历年同期平均值。 春季气温

平稳回升， 降水略多， 对小麦白粉病、 纹枯病发生蔓延将较为有利。

第三节　 植物病虫害的调查和测报方法

一、 教学目标

（１） 通过具有代表性植物病虫害的认知， 了解植物病虫害在田间的一般分布特点。
（２） 掌握田间植物病虫害调查的取样方法。
（３） 了解植物病害预测、 害虫预测的主要方法。

二、 结构分析

本节主要阐述植物病虫害田间取样调查的原理与方法、 调查数据与资料的整理、 植物

病害和植物害虫的预测方法四个方面的问题。 植物病虫害田间发生情况的调查是进行预测

的基础， 调查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因此， 针对不同病虫采取合适的取

样调查方法非常关键。 调查数据的整理是为了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 需要借助统计学的方

法去伪存真， 然后才能借助不同的方法进行病虫害的预测， 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结果，
所以本节内容在结构安排上一环紧扣一环。

植物病虫害调查样本采集要求取样方法有代表性， 即能够反映出田间病虫害发生的实

际情况， 这些属于生物统计学科的内容。 为了使同学们对样本代表性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教材中 “实践活动” 和 “探究尝试” 专门设置了相关内容， 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学生对

取样方法、 取样数量重要性的理解。 教材中植物病虫害调查取样与病虫田间分布都采用了

图示， 能够简洁清晰地表达要传递的信息。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在进行本节教学时， 教师可以首先介绍植物病虫害调查与预测预报的关系， 预测是由

已知推测未来的活动， 病虫害调查即是了解 “已知” 的活动。 田间调查是抽样调查， 要讲

清 “随机” 取样的原则与注意事项。 如果病虫在田间随机分布 （均匀分布）， 多采用 ５ 点

取样， 同时要注意每点要取的样本数量， 根据具体情况样本数量应在 ３０ 个以上， 有时达到

１００ 个。 ５ 个点的样本调查结果可作为 ５ 个重复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教材中指出， 病虫害调查因调查目的、 调查内容、 调查对象和植物病虫的生活习性而

异， 教师可以收集一些植物病虫害田间发生规律、 分布型方面的研究文章， 来阐述这方面

的问题。 如植物土传病害的调查， 这类病害在田间分布往往不均匀， 在每个田块中取样时

样点的数量要多， 每点的样本数可适当减少， 最后取平均数。
病虫害调查数据整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以下是假设的一个不同棉花品种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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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蛀铃数据调查整理结果。

表 ２ ２　 棉铃虫危害不同棉花品种蛀铃调查

棉花品种
蛀铃率 （％）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蛀铃率 （％）

品种 １ １３ ５ １０ ０ １１ ８ １１ ８

品种 ２ ３７ ６ ４５ ４ ４５ ８ ４２ ９

品种 ３ ３ ６ ６ ９ ５ １ ５ ２

植物病害或害虫预测的方法涉及的内容较多， 是教学中的难点， 考虑到学时所限， 也

不可能面面俱到。 影响植物病虫害发生的因素不外乎病原 （害虫）、 植物、 环境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又包括一些因素， 如环境方面包括温度、 降水、 光照等。 其中某些因素在病虫害

流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年份间变动较大， 另外一些因素相对稳定。 如小麦赤霉病在河南

冬麦区流行与否， 关键与小麦扬花期降水有关， 雨水多湿度大利于发病， 病原菌数量、 小

麦感病程度能够满足病害流行的需要， 年份间变动不大。
●对教材第 ３５ 页 “现象与问题”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这些灯具是根据害虫的趋光性设计的， 黑光灯在光波波长上不同于日光灯， 某些害

虫的成虫对黑光灯有趋性， 在灯下设置一个水盆， 害虫即落水淹死， 从而诱集到大量成虫。
２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每晚诱集到某种害虫的数量， 可以了解其发生期、 发育情况以

及预测发生的高峰期， 如棉铃虫即可采用黑光灯预测。 当然利用诱虫灯不能够进行所有害

虫的预测预报， 因为有些害虫没有趋光性或趋光性不强。
３ 答案也是肯定的。 诱虫灯可以将害虫的成虫诱集杀灭， 减少其产卵量， 降低了虫口

密度。 进行害虫防治， 要求在一个相当大的面积上安装多个诱虫灯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关于教材第 ３７ 页 “探究尝试” 的提法：
教材中 “最佳取样方法和取样数量” 的含义从理论上应该存在， 但在生产实际中， 我

们很难确定哪个是最佳， 要求取样尽可能多些， 能够代表田间病虫害发生的实际情况。
●对教材第 ３７ 页 “实践活动” 的说明：
每个小组取样计算出的总数与平均数会不同， 因为该数字方格图中数字是在一定范围

内的随机数， 可以比作一块田中害虫数量的田间分布。 每组数字之间差异的产生是由于取

样方法和取样个数的不同造成的。

四、 参考资料

黑光灯

昆虫看到的光波范围与人类不同， 偏向于紫外光 （图 ２ １）， 特别是对波长在 ２５０ ～
３２０ ｎｍ的紫外光反应最敏感。 根据这一原理， 人们设计了能够引诱昆虫的黑光灯。 黑光灯

是一种特制的气体放电灯， 灯管的结构和电特性与一般照明荧光灯相同， 只是管壁内涂的

荧光粉不同。 因此， 黑光灯能放射出一种人看不见的紫外线， 远远看去灯光很亮， 但在近

处照度又很低， 如果你拿着一个手持的黑光灯在夜晚行走， 你就会发现到处都会有磷光，
你的牙齿、 手指甲也会发出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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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　 人类与蜜蜂的可见光谱

地下害虫的调查方法

调查地下害虫时， 需要按不同土质、 地势、 水肥条件、 茬口等选择有代表性地块， 目

的是了解各种类型田的发生情况。 考虑到地下害虫在土壤中分布不是均匀和随机分布， 应

采取双对角线或棋盘式确定取样点， 通常每 １０ ０００ ｍ２ 取 ５ 个样点。 由于地下害虫调查需要

挖土， 劳动量较大， 所以每个样点查 １ ｍ２， 掘土深度一般 ３０ ～ ５０ ｃｍ， 再深时害虫数量很

少。 最后细致检查土中的蛴螬、 金针虫、 小地老虎等害虫种类、 数量、 入土深度等， 分别

记入调查表中。
小地老虎

小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 ｙｐｓｉｌｏｎ） 又称土蚕、 地蚕等， 属鳞翅目夜蛾科。 幼虫常将多种作物

的幼苗在近地面的茎部咬断， 使整株死亡， 危害严重时， 可造成缺苗断垄， 是农作物的大

害虫。 分布于世界各地， 中国各省 （区） 均有分布， 其中以沿海、 沿湖、 沿河以及低洼内

涝、 土壤湿润而多杂草的旱粮区和粮棉间种地区发生最重， 在其他旱作区、 蔬菜区也有不

同程度的危害。 成虫翅展 ４２～５２ ｍｍ； 雄蛾触角双栉形； 前翅暗褐色， 环纹、 肾纹黑边， 肾

纹外有 １ 个黑色楔形纹， 亚端线中段内侧有 ３ 个楔形黑纹； 后翅灰白色。 幼虫黄褐或暗褐

色， 体表粗糙， 臀板有黑点。 蛹红褐或暗褐色。 年发生代数因地区而异， 以第一代幼虫危

害重。 食性较杂， 玉米、 高粱、 棉花、 烟草、 麻类、 马铃薯、 蔬菜等受害最重。 成虫白天

隐藏在阴暗处， 夜间活动， 对糖蜜和黑光灯趋性强。 小地老虎卵多散产， 喜产在小苗上。
幼虫 １～２ 龄取食心叶， ３ 龄后扩散， 白天潜伏根际， 夜间活动， 常切断嫩茎或将断苗拖至

穴中。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人们发现每年春季小地老虎成虫出现的时间与一些植物的发芽、
开花、 结果有关， 因此， 有 “桃花一片红， 发蛾到高峰； 榆钱落， 幼虫多” 的说法。

黏虫

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ａ） 又称粟夜盗虫、 剃枝虫、 五彩虫、 麦蚕等， 属鳞翅目夜蛾

科。 国内除新疆未见报道外， 遍布全国各地。 寄主有麦、 稻、 粟、 玉米等禾谷类粮食作物

及棉花、 豆类、 蔬菜等 １６ 科 １０４ 种以上植物， 以幼虫取食植物叶片， 大发生时可将作物叶

片全部食光， 造成严重损失， 为全国性重要农业害虫。 年发生世代数全国各地不一， 从北

至南世代数为： 东北、 内蒙古年发生 ２～３ 代， 华北中南部 ３～４ 代， 江苏淮河流域 ４ ～ ５ 代，
长江流域 ５～６ 代， 华南 ６～８ 代。 黏虫属迁飞性害虫， 其越冬分界线在北纬 ３３°一带。 在 ３３°
以北地区任何虫态均不能越冬； 在湖南、 江西、 浙江一带， 以幼虫和蛹在稻桩、 田埂杂草、
绿肥田、 麦田表土下等处越冬； 在广东、 福建南部终年繁殖， 无越冬现象。 北方春季出现

的大量成虫系由南方迁飞过来。 因此， 观察春季迁飞来的成虫数量， 常常作为当地黏虫是

否大发生的依据。 黏虫成虫产卵于叶尖或嫩叶、 心叶皱缝间， 常使叶片成纵卷。 初孵幼虫

腹足未全发育， 所以行走如尺蠖； 初龄幼虫仅能啃食叶肉， 使叶片呈现白色斑点； ３ 龄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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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叶片成缺刻， ５～６ 龄幼虫进入暴食期， 短时间内可将大片庄稼吃成光秆。
昆虫的世代重叠

昆虫完成由卵到成虫性成熟并开始繁殖后代时为止的个体发育周期， 称为世代。 一种

昆虫在一年内的发育史， 或更确切说， 由当年的越冬虫态开始活动起， 到第二年越冬结束

止的发育经过， 称为年生活史 （或简称生活史）。 完成一个世代所需时间的长短和一年内发

生世代的多少， 虽因昆虫的种类而异， 但也往往与环境因子， 主要是气候因子有非常密切

的关系。 这可以从很多昆虫在不同分布地区内所发生世代数看出来。 如烟草潜叶蛾， 陕西

年发生 ３～４ 代， 贵州福泉为 ５ 代， 湖南、 四川则可达 ６～７ 代。 凡一年发生多代的昆虫， 往

往因发生期参差不齐， 成虫羽化期和产卵期时间长， 而出现第一代和后几代混合发生的现

象， 造成上下世代间界限不清， 称为世代重叠。

第四节　 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测报上的应用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中有哪些应用。
（２） 能够应用计算机进行病虫害调查数据的简单处理。

二、 结构分析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载体， 计算机已经进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同样， 计算机在

植物病虫害测报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教材中将其归纳为两大部分内容： 计算机在获取植

物病虫害信息上的应用和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信息处理上的应用。 计算机在获取植物病虫

害信息上的应用包括害虫的鉴定与识别， 植物病虫害田间发生危害情况的在线监测， 病虫

害发生数据的采集、 传输和交流等。 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信息处理上的应用包括建立病虫

害测报资料数据库、 建立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专家决策系统、 开发各种测报专用软件等。
本节涉及多种现代科学技术， 如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 互联网技

术等， 有些也在人们的生活中应用。 计算机在植物病虫测报上应用的技术正在快速发展，
有些还有待完善， 但其应用前景是广阔的。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对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测报方面的应用进行归纳， 通常至少

应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１） 植物病虫的鉴定与识别： 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查询病虫鉴定特征、 病虫图片、 危

害状等。
（２） 利用遥感技术和计算机获取病虫危害的面积资料。
（３） 利用计算机对微小害虫进行自动计数。
（４） 利用计算机进行预测数据的统计处理与分析， 建立预测模型、 病虫害预测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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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教学活动实施与学生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和应用各种软件的能力相关。 如果受条

件限制， 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不强， 应主要靠教师在计算机上进行有关演示， 不一定要

求学生动手做， 只要让学生了解一些计算机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领域的应用概况即可。
如果条件允许， 则可通过一些专题设计， 引导学生把计算机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而

不是仅仅玩计算机游戏。
●对教材第 ４０ 页 “现象与问题”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微小昆虫计算机自动计数系统需要计算机图像处理与识别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

支持。 图像处理与识别技术是一门跨学科的前沿高新技术，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不断

提高， 这项技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已广泛地应用在工

业、 农业、 交通、 金融、 地质、 海洋、 气象、 生物医学、 军事、 公安、 电子商务、 卫星遥

感、 机器人视觉、 目标跟踪、 自主车导航、 多媒体信息网络通信等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在人们已充分认识到， 计算机图像处理与识别技术是认识世界、 改

造世界的重要手段， 是 ２１ 世纪信息时代的一门重要的高新技术。
计算机视觉又称机器视觉， 是指由人类设计并在计算机环境下实现的模拟或再现与人

类视觉有关的某些智能行为的技术， 如对印刷与手写文字的识别、 图像模式识别和物体三

维表面的形状识别与距离、 速度感知等。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 它涉及

计算机、 数学、 物理学、 心理学、 生理学、 信号处理等诸多学科， 研究计算机视觉的目的

是要实现对人类视觉的模拟和延伸， 简而言之， 对模拟高等动物的视觉系统而言， 完成对

物体的形状和类别的识别是最重要的。 计算机视觉处理的原始信息多是图像， 因此该领域

又与图像处理及模式识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２ 虫体堆叠会影响计数的准确性。 通常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 一是研制开发更精

确的判读和识别软件； 二是缩短取样间隔时间， 避免虫体堆叠。
●对教材第 ４２ 页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表 ２ ３　 小麦蚜虫田间发生数量调查表 （头 ／百株）

日期（ 月 ／ 日）

虫 名

４ ／ １５ ４ ／ ２０ ４ ／ ２５ ４ ／ ３０ ５ ／ ０５ ５ ／ １０ ５ ／ １５ ５ ／ ２０ ５ ／ ２５
平均百

株蚜量

（头）

累计蚜

量 （头）

麦长管蚜 ３５５ ２６０ ２８３ ４６５ ６３０ １ ０４６ ３４７ ６７ １０ ３８４ ７７７ ８ ３ ４６３

禾谷缢管蚜 ０ ２８ ６３ ８５ ２２０ ２１７ ５４５ ３ ３ １２９ ３３３ ３ １ １６４

麦二叉蚜 １０ ３６０ ６０ １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 １１１ １１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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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麦长管蚜发生动态 （斜坡型）

图 ２ ３　 禾谷缢管蚜发生动态 （阶梯上升型）

图 ２ ４　 麦二叉蚜发生动态 （抛物线型）

四、 参考资料

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专家系统

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专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包括系统的整体结构与功能设计、 系统

知识库的设计与知识组织模型、 系统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及系统的特点等。 系统主要由专家

知识库、 系统推理机、 预测预报模块、 知识库管理模块、 案例库管理模块和预测结果解释

模块等构成， 以数据库形式来存放有关的专家知识， 定义多个数据表， 各表间形成了特定

的关联关系， 使得表中所包含的有关知识描述、 特征临界值、 生成的判别条件及发生等级

间构成一种网状模型。 系统采用了基于专家知识的前向型推理与基于案例的推理 （ ｃ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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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ＢＲ）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预测推理， 各模块的用户界面采用 “向导” 或其

他提示方式引导用户完成专家知识库的维护、 用户数据输入、 推理确认、 病虫害预测预报

结果显示、 案例库管理 （包括案例确认、 补充信息及案例统计） 及预测结果解释等操作。
系统具有开放、 自学习、 易操作等特性， 可广泛用于农业、 林业等病虫害预测预报领域。

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ＳＳ） 是辅助决策者通过数据、 模型和知识，
以人机交互方式进行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决策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它是管理信息系统

（ＭＩＳ） 向更高一级发展而产生的先进信息管理系统。 它为决策者提供分析问题、 建立模型、
模拟决策过程和方案的环境， 调用各种信息资源和分析工具， 帮助决策者提高决策水平和

质量。 决策按其性质可分为如下三类：
（１） 结构化决策， 是指对某一决策过程的环境及规则， 能用确定的模型或语言描述，

以适当的算法产生决策方案， 并能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解的决策。
（２） 非结构化决策， 是指决策过程复杂， 不可能用确定的模型和语言来描述其决策过

程， 更不可能是最优解的决策。
（３） 半结构化决策， 是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决策， 这类决策可以建立适当的算法产生

决策方案， 从决策方案中得到较优的解。
非结构化决策和半结构化决策一般用于一个组织的中、 高管理层， 其决策者一方面需

要根据经验进行分析判断， 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计算机为决策提供各种辅助信息， 及时做

出正确有效的决策。
黄板诱蚜与图像获取

一些小型昆虫如蚜虫、 斑潜蝇等对黄色有一定的趋性， 生产中常用黄色粘板来诱杀防

治这些害虫。 利用它们的这一趋黄特性， 也可以将黄色粘板作为抽样的工具， 统计一定时

间内粘板上诱到的蚜虫数量， 借以估计田间的发生程度， 从而可大大减少田间调查时的计

数工作量。 黄板的制作比较简单， 找一块平整的木板、 纸板或塑料板， 上面涂成黄色， 再

覆盖一层黏胶， 也可直接购买商品化的产品。 使用时用木棒固定在田间， 稍微高出植物的

高度。 当有翅蚜虫趋向黄色粘板时， 即被粘在黄板上， 随后调查人员利用数码相机对黄色

粘板进行拍照， 并将数码照片带回室内作为自动计数软件处理的图片源。
对粘有蚜虫的黄板图像进行自动计数， 要经过几个图像处理步骤： 将彩色图像转为灰

度图； 对灰度图像进行阈值分割； 对分割后的二值图像进行区域标记。 灰度图分割为二值

图的过程中所有的蚜虫区域被标记为一个统一的符号， 其他区域用另一个统一的符号来标

记。 图像中不同的蚜虫区域大部分是不连通的， 对二值图像中每一个蚜虫区域进行连通区

域标记， 就可以知道图像中共有多少个蚜虫区域， 这样蚜虫的数量即得到了统计。 目前以

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 ０ 为工具， 一个专门针对蚜虫自动计数的软件 Ａｐｈｉ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已经被开发出来，
利用此类软件， 便可实现上述图像分析， 达到蚜虫自动计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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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

本章提示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不断威胁地球上人类的生存， 具体地说就是影响人类的粮食生产安

全、 森林安全、 草场放牧安全， 于是便出现了人类与植物病虫害的斗争———植物病虫害的

治理。 植物病虫害的治理又称为植物保护， 是一项系统工程。 有资料统计， 世界上农业生

产通过病虫害防治每年可挽回经济损失量的 ２０％～２５％， 价值达到 １ ４００ 亿美元。
植物病虫害防治原理与策略的确定， 是人类在对植物病虫害发生规律认知不断深入和

与病虫害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探索的结果。 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 （ ＩＰＭ） 是现代植物保护措

施制定的指南， 综合治理方案的设计应充分体现综合治理策略， 即以建立最优的农业生态

体系为出发点，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然控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协调各项

防治措施， 把植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控制在允许的经济水平以下。
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措施包括植物检疫、 农业防治、 生物防治、 化学防治、 物理机械

防治等， 如何在遵循防治策略的基础上协调好各项措施则是问题的关键。

第一节　 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一、 教学目标

（１） 理解植物保护的概念， 知道其内涵与外延。
（２） 能够从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几方面分析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二、 结构分析

本节主要讲两个问题： ①植物保护的概念。 植物保护是一门学科， 是保护人类目标植

物免受病虫危害并提高植物生产的理论与应用科学， 该学科与其相关的学科相辅相成， 相

互渗透， 相互促进。 ②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人类研究植物病虫害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

控制其对人类有害的一面。 教材中以资料报道的数据为论据， 从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

会效益三方面阐述了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小资料 “植物保护工程” 介绍了我国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植物保护的宏大项目， 该项

目的实施与不断完善， 将极大地提升我国植物病虫害防控工作水平。 “活动延伸” 可训练学

生调查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新视窗·思维外延” 则进一步拓展了植物保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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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本节教学要重点讲授植物保护的概念。 作为研究领域， 植物保护是一门学科， 是与植

物病虫害防治有关的一个学科。 在高校中植物保护也是一个专业， 它有许多分支学科， 其

中昆虫学、 植物病理学、 农药学是其最重要的三个分支科。 教材中提到植物病虫害防治又

称为植物保护， 这是习惯的称谓， 严格来讲植物保护的外延更加宽泛， 除植物病虫害外，
其他有害生物如鼠害、 鸟害、 杂草等都是植物保护研究的范畴。

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意义可以直接举例讲授， 如通过病虫害防治人类增收了多少粮食、
避免了多少森林的毁灭、 减少了多少草场的破坏、 保证了农产品的外观质量等， 也可结合

教材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 从讲授植物病虫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入手， 说明如果不进行防

治将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教材中引用的资料数据是宏观的， 如果能够结合我们身边的具体

事例来讲， 学生的印象可能更深， 如夏季家中水果的腐烂、 米面的生虫， 校园中被害的花

卉、 死亡的树木， 农田作物破烂的叶片、 枯萎的植株， 等等。
●对教材第 ４６ 页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 高度综合的研究领域， 其基本概念见第一章第二

节的参考资料。 其中物种多样性是核心， 是遗传多样性的基础， 是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

主要目标。 对于现在地球上生存的物种数量， 人们一直十分关注， 同时也一直是一个无法

确切知道的谜， 据 １９９４ 年发表的 “系统学 ２０００ 年议程” 估算， 如今已发现并得到正式命

名的物种约 １６０ ４ 万种， 尚未发现的有 １ ０００ 万种到 １ 亿种， 另据联合国环境署 １９９６ 年估

算， 如今得到定义的物种约 １７５ 万种， 见表 ３ １。
表 ３ １　 中国和世界物种已知种数和估计种数

中国已知种数 世界已知种数 世界估计种数

哺乳动物 ４９９ ４ １８１ ５ ０００

鸟类 １ １８６ ９ ０４０ １１ ０００

爬行类 ３７６ ６３ ０００ —

两栖类 ２７４ ４ ０１０ —

鱼类 ２ ８０４ ２１ ４００ ２８ ０００

昆虫 ４０ ０００ ７５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０００

高等植物 ３０ ０００ ２８５ ７５０ ３０ ０００

真菌 ８ ０００ ６９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０００

细菌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病毒 ４００ ５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蕨类 ５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２ 生物资源的概念是把所有生物作为潜在的资源来对待的。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归属

于生物资源之列， 保护这些生物的繁衍存在， 避免生物的灭绝即是生物资源保护。 世间万

物都息息相关， 一个物种的灭亡会因食物链的变化或断裂而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存， 最终

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所以保护这些资源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这也是全人类目前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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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研究课题。
３ 植物保护与生物资源保护的差别， 最主要的是保护的对象不同、 目的不同、 采用的

保护方式也不同， 见表 ３ ２。

表 ３ ２　 植物保护与生物资源保护的比较

对象 目的 保护方式

植物保护
　 农作物、 果树、 森林

等人类栽培的植物

　 获得最大经济、 生态、 社

会效益
　 预防和治理

生物资源保护 　 所有的生物 　 保持生物多样性
　 建立保护区、 保护生物生存

的环境

●对教材第 ４７ 页 “活动延伸” 问题 １ 的处理参考意见：
表 ３ ３　 不同药剂对玫瑰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药剂 使用浓度
防治前

病情指数

防治后

病情指数

病指增长率

（％）
绝对防治效果

（％）
清水对照 １ ５２ ７ ０５ ３６３ ８１

３０％特富灵可湿性粉剂 ３ ０００ 倍液 １ ２７ １ ５１ １８ ９０ ９４ ７４

４５％硫黄悬浮剂 ３００ 倍液 １ １９ ２ ０４ ７１ ４２ ８０ ３９

１２ ５％腈菌唑 ３ ０００ 倍液 １ ０６ １ ８３ ７２ ６４ ７９ ９２

２０％三唑酮水剂 １ ２００ 倍液 １ ４８ ２ ７５ ８５ ８１ ７６ ３４

　 　 （摘自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表 ３ ４　 三种农药用药后 ３ ｄ对十字花科菜蚜的田间效果

药剂 用药量 （原药） （ｇ ／ ｈｍ２） 药前基数 （头） 残虫数 （头） 减退率 （％） 防治效果 （％）

敌杀死 １８ ７５ ７５９ ７４１ ３ ２ ３ ３９ ４

啶虫脒 ２２ ５ ５５０ ８ ４０ ５ ９２ ６ ９５ ４

艾美乐 ２２ ５ ６０６ ３４ ０ ９４ ４ ９６ ５

清水对照 — ６８４ ３ １ １０２ ８ －６１ ２ —

　 　 注： 表中数据为 ４ 次平均值。

一般调查数据要进行整理， 有时还需要统计学分析。

四、 参考资料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１ 维持自然生态平衡， 保持人类的生存环境

地球上的生物生存环境是在生物出现之后由生物的作用逐渐创造的， 大气层中的氧就

归功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生物多样性在保持生存环境的稳定、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很难想象人类能够生存在没有其他生物的地球上！ 就价值而言， 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是综合的， 绝非单一的。 例如， 森林在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改善陆地的气候条

件上起着重大而不可取代的作用， 森林的生态效益有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 防风固沙、 保

护农田， 净化大气、 防治污染等， 因此， 森林的生态效益 （或称环保价值） 大大超过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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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产品的价值。 据统计， 日本有森林 ２ ５００ 万 ｈｍ２， 森林覆盖率占国土面积的 ６８％， 在一

年内贮存的水量为 ２ ３００ 亿 ｔ， 防止土壤流失量 ５７ 亿 ｍ３， 林内栖息的鸟类有 ８ １００ 万只， 森

林提供氧气 ５ ２００ 万 ｔ， 按规定单价计算， 其总价值相当于日本 １９７２ 年全国的财政预算。 芬

兰森林的环保价值为 ５３ 亿马克， 而木材价值不及其 １ ／ ３。 美国森林的环保价值与其直接提

供的价值之比达 ９ ∶１。
２ 人类的食物

现代人生存所需营养的 ７０％以上直接来自于小麦、 稻米、 玉米等人类种植的粮食， 其

他来自于家养动物所转化的食物。
３ 药物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 收录的植物类药材 ４９１ 种， 动物类药材 ９６ 种；
《本草纲目》 记载药物１ ８９２种。 现在已发现多种植物体内含有抗癌成分， 如三尖杉中的生

物碱对恶性肿瘤， 特别是淋巴癌有显著疗效； 绞股蓝含 ５０ 多种皂苷， 对子宫癌、 肝癌、 肺

癌等癌细胞增殖的抑制效果达 ２０％～８０％； 长春花、 美登木、 紫杉等也含有抗癌成分。
４ 工业原料

植物纤维、 木材、 蚕丝、 白蜡虫、 哺乳动物毛皮等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５ 其他方面

如天敌昆虫 （赤眼蜂）、 传粉昆虫 （蜜蜂）、 昆虫信息素等。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是指人们在生产中依据生态平衡规律， 使自然界的生物系统对人类的生产、
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 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

远利益。 生态效益的基础是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 高效循环， 农业生产中讲究生态

效益， 就是要使农业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在物质与能量输入输出的数量上、 结构功能上，
经常处于相互适应、 相互协调的平衡状态， 使农业自然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

玉米螟防治的经济效益

吉林省东丰县是 “五山一水四分田” 的半山区， 耕地面积 ８ 万 ｈｍ２， 是国家商品粮基

地县和吉林省的玉米出口基地县。 作为担此重任的县份， 保证玉米产量和质量至关重要，
而玉米螟是危害玉米的重要害虫， 每年因玉米螟危害造成的玉米损失约 ２ ５００ 万 ｋｇ。 多年的

实践经验， 使该县不论是白僵菌粉的生产还是封垛防治玉米螟技术都已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２００４ 年该县承担了 ３ ３ 万 ｈｍ２ 白僵菌封垛防治玉米螟的生产和防治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玉米螟僵虫率达到 ７５ １％， 防效达到 ６５ ６％， 挽回产量损失率达到 ９ ２％， 每公顷挽回

玉米损失 ６９０ ｋｇ， 共挽回玉米损失 ２ ３００ 万 ｋｇ。 按市场价格 ０ ８ 元 ／ ｋｇ 计算， 共挽回经济损

失 １ ８４０ 万元， 投入产出比 １ ∶３０。
我国蝗虫防治专报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 年全国农区蝗虫总体发生程度重于常年。 截至 ７ 月底， 全国飞蝗发生 １１２ ６ 万 ｈｍ２，

其中东亚飞蝗 ９０ 万 ｈｍ２， 亚洲飞蝗 ９ ３ 万 ｈｍ２， 西藏飞蝗 １３ ３ 万 ｈｍ２； 农区土蝗发生近 ３３３
万 ｈｍ２。 今年东亚飞蝗在渤海湾沿海蝗区多处出现高密度蝗群； 西藏飞蝗发生范围扩大， 危害

程度加重； 亚洲飞蝗发生平稳； 农区土蝗局部发生严重。 面对今年蝗情， 农业部及各级治蝗

指挥机构积极开展工作， 深入一线指导防治， 实现了 “飞蝗不起飞成灾、 土蝗不扩散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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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飞蝗不二次迁飞” 的目标， 蝗虫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中下旬开始， 全国蝗虫防治工作自南向北陆续开展。 飞机防治于 ６ 月上

中旬开始， ７ 月底初步统计全国共组建治蝗专业队近 １ ０００ 支， 天津、 山东、 河北、 河南、
四川和西藏 ６ 省 （区、 市） 共租用飞机 ５ 架， 完成农区蝗虫防治 １５５ 万 ｈｍ２。 防治东亚飞

蝗 ６０ 多万 ｈｍ２， 其中利用杀蝗绿僵菌、 微孢子虫等生物防治 １３ 万 ｈｍ２。 飞机防治与地面防

治、 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也是采取的一种策略， 其中地面防治 ３８ 万 ｈｍ２， 飞机防治

１０ ４ 万 ｈｍ２， 生态控制 １１ 万 ｈｍ２， 总体防治效果在 ９０％以上。 防治西藏飞蝗 １０ 多万 ｈｍ２，
在开展地面应急防治的基础上， 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联合开展了飞机防治， 在四川石渠、
甘孜和西藏江达 ３ 县首次采用飞机防治西藏飞蝗 ３ ３５ 万 ｈｍ２， 大大提高了防治效果。 另外，
防治亚洲飞蝗 ４ ７ 万 ｈｍ２， 防治农区土蝗 ８０ 多万 ｈｍ２。

目前， 全国夏季东亚飞蝗防治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蝗区正紧张准备秋蝗防控工作； 西

藏飞蝗高密度蝗群基本得到控制， 但由于垂直气候、 生态地理环境导致飞蝗发生危害十分

复杂， 防控工作还在局部进行； 亚洲飞蝗和农区土蝗防治仍在顺利开展。

第二节　 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原理与策略

一、 教学目标

（１） 明确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原理， 了解植物病虫害防治措施制定的依据。
（２） 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的概念及病虫害防治策略确定的合理性。

二、 结构分析

本节明确阐述了三个问题。 其一是防治原理， 对植物病虫害防治原理的阐述围绕柯赫

法则展开， 涉及寄主抗性、 病原 （害虫） 特性、 环境条件对寄主与病原 （害虫） 的影响。
防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人工干预病虫害发生的过程， 干预的目标是使过程朝向有利于植物不

利于病虫的方向发展。 其二是防治策略， 明确指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是目前的防治策略，
教材详尽论述了综合治理策略的含义与合理性。 其三是综合治理方案设计的原则依据， 安

全、 有效、 经济、 简便， 同时要考虑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如耕作制度、 作物布局等。
“实践活动” 的内容， 要求运用 《技术与设计 ２》 的知识与方法， 绘制植物病虫害综合

治理方案设计流程图， 对学生是一次考验， 要求不仅要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原则和

依据， 而且是对过去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教学自然是围绕教材中三个主要问题进行， 每个问题如何讲授、 让学生掌握到什么程

度、 如何开展教学， 则是教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１ 防治原理

包括避免害虫和病原物传入， 降低病原物和害虫的数量， 提高寄主植物的抗性，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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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植物不利于病菌害虫的环境条件等。 教师可通过一些病虫害的案例简单说明， 也可

以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
２ 防治策略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ＩＰＭ） 策略是重点也是难点， 教学中应适当介绍一些背景知识， 如

在防治中的 “绝对防治论”、 病害防治中的 “唯病原论”、 化学农药带来的 “３Ｒ” 问题等。 目

前我们人类面临的是农田等人工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很难见到， 如何稳定人工生态

系统中的生态平衡， 充分发挥自然控制作用， 则是确定防治策略时所要考虑的问题。
３ 综合治理方案的设计

重点介绍方案设计的原则和依据， 教材中已有明确的归纳点， 在此不重复。
●对教材第 ４８ 页 “现象与问题” 的处理参考意见：
要考虑对症用药。 有些农民在病虫害识别特别是病害识别方面知识欠缺， 用药的盲目

性较大， 没有做到对症用药。 此外还要考虑用药时期， 用药过早或过晚不仅防治效果不佳，
而且会造成浪费和污染环境。

●对教材第 ４９ 页 “探究尝试” 的参考答案：
１ 这是根据植物病虫害原理中拒绝病虫传入而采取的措施， 目的是避免有害的危险性

病虫从寄出地传到目的地。
２ 是根据蚊帐对蚊子的机械阻挡作用设计的， 可避免蚊子接触到人。 此原理可以应用

于大田作物害虫的防治， 即所谓的防虫网。 但是由于成本高， 防虫网只适用于经济价值较

高的作物或面积相对较小的苗圃， 例如烟草育苗使用防虫网， 可有效避免蚜虫的发生， 进

而减轻烟草花叶病的危害， 因为蚜虫是某些病毒的传毒介体。
●对教材第 ５０ 页 “实践活动” 的处理参考意见：
该问题比较复杂， 应从三个基本因素出发， 根据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原理来确定综合防

治方案， 流程图举例如下：

图 ３ １　 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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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材第 ５０ 页 “活动延伸” 的处理参考意见：
第 １、 第 ２ 题可以让学生自己在课下完成， 第 ３ 题应该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最后进行最

优方案评价， 防治历一例见表 ３ ５。

表 ３ ５　 郑州地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历

小麦生育期 防治对象 综合防治措施

播种期

（１０ 月上、 中旬）
地下害虫、 吸浆虫、 种传及土传病害

　 选种抗病品种， 吸浆虫重发田用

林丹粉处理土壤， 适期适量播种
返青拔节期

（３ 月上、 中旬）
小麦纹枯病、 吸浆虫、 麦蜘蛛

　 井冈霉素喷施， 甲基异柳磷撒施

后浇水
孕穗至扬花期

（４ 月上、 中旬至 ５ 月上旬）
麦蜘蛛、 白粉病、 锈病、 赤霉病、 麦

蚜
　 喷施化学农药防治， 兼顾病虫害

四、 参考资料

有害生物防治策略

有害生物防治策略是人类防治有害生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对策。 现代有害生物的防治

策略主要是综合治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ＰＭ）， 或称综合防治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ＰＣ）， 它的主要特点是不要求彻底消灭害虫， 强调防治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 强调多种防治方法的相互配合， 高度重视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ＩＰＭ） 又称综合防治 （ＩＰＣ）， 类似的名词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已有

人提出， 但当时仅指出了各种防治方法的优缺点， 提倡协调配合取长补短， 组成一个整体，
以便使防治更有效， 彻底消灭有害生物。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滴滴涕等有机农药的发展彻底改

变了有害生物的防治方法， 出现了完全依靠化学农药的现象。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实践， 虽然化

学防治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 农药残留、 杀伤天敌、 引起抗药性等一

系列问题， 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防治策略， 提出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思想。
１９６６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为 “综合治理是一套有害生物治理系统， 这个系统考

虑到有害生物的动态及其有关环境， 利用所有适当的方法与技术以尽可能互相配合的方式，
来维持有害生物低于引起经济危害的水平”。 １９７２ 年， Ｒａｂｂ 为综合治理下了一个简单的定

义， 这就是 “明智地选择及利用各种防治方法来保证有利于生态方面的、 经济方面的和社

会方面的防治效果”。 １９７５ 年， 在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

士为综合治理下了一个定义： “从生物与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 本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

安全、 有效、 经济、 简易的原则， 因地因时制宜， 合理运用农业的、 生物的、 化学的、 物

理的方法， 以及其他有效的生态手段， 把有害生物控制在不足危害的水平， 以达到保护人

畜健康和增产的目的。” 此后还有其他一些定义， 但大致意义相同。
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 综合治理是一个管理系统， 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它不

要求彻底消灭有害生物本身， 而是控制其危害， 将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受害允

许水平之下， 因此， 它是一种 “容忍哲学”， 容忍一小部分病虫害的存在。 第二， 它要求分

析有害生物危害的经济水平与防治费用的关系， 只有危害造成的损失达到或超过防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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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进行防治。 第三， 它强调各种防治方法的相互配合， 尽量采用农业的、 生物的等非化

学防治手段。 第四， 它高度重视自然因素的控害作用， 通过改变环境， 增强自然因素的抑

害作用。 第五， 它从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出发， 考虑到了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质量， 因而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生态和社会效益。
抗药性及其对策

在长期进行药剂防治时， 有害生物种群发展为能耐受正常药量的新种群的现象， 称抗药

性。 它与生物群体由于种属不同而具有的天然耐药性差异有所不同， 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与

连续多年使用单一药剂进行防治有关， 并具遗传特性。 抗药性种群一旦产生， 不仅给有效的

防治带来困难， 而且常因被迫增加用药量和施药次数而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平衡。
抗药性是 ２０ 世纪初美国人 ＡＬ梅兰德通过研究长期使用石硫合剂防治的梨圆蚧而首次

发现的。 关于抗药性形成的原因一直存在两种学说： 一种是前适应学说， 认为昆虫种群中

本来存在与使用杀虫剂无关的抗性个体， 由于药剂的反复使用， 抗性较强的个体存活下来，
抗性基因遗传给后代， 逐渐形成抗药性种群， 这种学说受到多数人的支持， 并为许多实验

所证实； 另一种为后适应学说， 认为杀虫剂诱发引起抗性的产生， 但缺乏直接实验证明。
病菌对杀菌剂抗药性的生理、 生化机制， 由于药剂类型不同和病原菌种类不同而十分复杂，
许多问题目前仍不太清楚。

克服抗药性的对策主要有： ①轮换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 ②加用能抑制解毒酶系

的增效剂； ③混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 ④采用综合防治， 协调各种防治措施的作用；
⑤对抗药性发展已十分严重的害虫， 改换新的药剂品种进行防治。

经济损害水平与防治指标

经济损害水平是农作物能够容忍有害生物危害的界限所对应的有害生物种群密度， 在

此种群密度下， 防治收益等于防治成本。 防治指标又称经济阈值， 是有害生物种群增加到

造成农作物经济损失而必须防治时的种群密度临界值。
区域性综合防治

区域性综合防治是以生态区内多种作物为保护对象的综合治理。 由于一种作物的有害

生物及其天敌受其所处生态环境的影响， 作物之间常出现有害生物和天敌的相互迁移。 区

域性综合防治可以更好地实现综合防治的目标。

第三节　 植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措施

一、 教学目标

（１） 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的各种具体治理措施及其控制原理。
（２） 了解实施某项植物病虫害治理措施时所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二、 结构分析

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措施归纳起来不外乎五项， 每一项措施根据防治对象不同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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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具体方法。 教材重点阐述了每项措施的含义及其防治原理， 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措施

的优点与不足。 这些措施排列的先后顺序是一种习惯， 与其重要性没有关系， 且不同措施

对不同病虫害的治理效果也不相同。 本节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留出了很多接口， 可以为学

生提供较多的实践活动内容， 像 “沸水烫豆防治豆象” 便是一个利用高温的物理防治方法，
处理方法虽然简单， 但该实验获得最后结果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三、 教学建议与说明

本节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包括哪些措施， 这些措施为什么能

够控制病虫。 由于学生对具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了解较少， 教师在教学中可适当举些例子，
结合生活中的常识问题， 例如医学方面的内容， 帮助学生理解。

植物检疫并非对所有病虫都要检疫， 确定为检疫性有害生物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

局部发生的病害或害虫， 如小麦矮腥黑穗病在我国尚未发现， 因此， 被列为对外检疫性有

害生物。 松材线虫在国内虽有发生， 但有些省份和地区还未见到， 被列为国内检疫对象，
还应当注意防治该线虫由疫区传入无病区， 需要加强对外对内检疫。 二是该病虫具有较大

的危险性。 三是该病虫属人为传播， 像小麦白粉病、 锈病等危害虽然十分严重， 但它们都

由气流传播， 人是无法阻挡的， 因此， 不列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农业防治是各种防治措施的基础， 在生产上常用的措施主要有选种抗病虫品种、 加强

田间水肥管理等。 在防治农业害虫方面， 近几年应用生物防治逐渐增多， 但植物病害的生

物防治大多处于研究阶段， 生产上应用的实例还不多。 化学防治仍是当前植物病虫害防治

中的关键措施， 特别是在控制暴发性病虫危害时， 其作用是其他防治措施无法替代的。
●对教材第 ５２ 页 “现象与问题” 问题 ２ 的处理参考意见：
这些措施是依据生态学中食物链的原理设计的。 食物链一词是英国动物学家埃尔顿

（Ｃ Ｓ Ｅｉｔｏｎ） 于 １９２７ 年首次提出的。 据说他提出 “食物链” 是受到中国俗语 “大鱼吃小

鱼， 小鱼吃虾米” 的启发。 食物链是一种食物路径， 它联系着群落中的不同物种。 食物链

中的能量和营养素在不同生物间传递着。 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鸭、 黑光灯诱虫养殖鸡鸭

鹅等。
●对教材第 ５４ 页 “探究尝试” 的处理参考意见：
１ 参见本节的参考资料。
２ 这两类食品对农药残留的要求不同： 一是在检出农药的种类上不同， 二是在最高残

留限量上不同。 在农药使用准则中， 对绿色食品的要求更高。
３ 生产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对病虫害防治各自有其农药使用准则， 在禁用农药、 限

用农药的种类、 使用次数、 使用量上都是不同的， 以下是一个无公害蔬菜生产禁用与使用

农药的地方标准。
禁用农药品种

甲拌磷 （３９１１）、 治螟磷 （苏化 ２０３）、 对硫磷 （１６０５）、 甲基对硫磷 （甲基 １６０５）、 内

吸磷 （１０５９）、 杀螟威、 久效磷、 磷胺、 甲胺磷、 异丙磷、 三硫磷、 氧化乐果、 磷化锌、 磷

化铝、 甲基硫环磷、 甲基异柳磷、 氰化物、 呋喃丹、 氟乙酰胺、 砒霜、 杀虫脒、 西力生、
赛力散、 溃疡净、 氯化苦、 五氯酚、 二溴氯丙烷、 ４０１、 六六六、 滴滴涕、 氯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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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６　 某地的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蔬菜部分）

农药名称 作物 剂型
常用药量

［ｍＬ ／ （次·亩）］
最高用药量

［ｍＬ ／ （次·亩）］
施药方法

最多施药

次数（每季

作物）

安全间隔期

（ｄ）

敌敌畏 白菜 ８０％乳油 １００ ２００ 喷雾 ５ ≥５

乐果

白菜

豆菜

黄瓜

４０％乳油 ５０ １００ 喷雾
４
５

≥１０
≥５
≥２

辛硫磷

大白菜

洋葱

大葱

韭菜

５０％乳油

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

喷雾

垄底浇灌

行中浇灌

浇施灌根

３
１
１
２

≥６
≥１７
≥１７
≥１０

∗敌百虫 白菜 ９０％固体 ５０ １００ 喷雾 ５ ≥７

氯氰菊酯
叶菜

番茄
１０％乳油 ２０ ３０ 喷雾

３
２

≥５
≥１

溴氰菊酯 叶菜 ２５％乳油 ２０ ４０ 喷雾 ３ ≥２
氰戊菊酯

（速灭杀丁）
叶菜 ２０％乳油 １５ ４０ 喷雾 ３

≥５ （夏菜）
≥１２ （秋菜）

甲氰菊酯

（灭扫利）
叶菜 ２０％乳油 ２５ ５０ 喷雾 ３ ≥３

三氟氯氰菊

酯 （功夫）
叶菜 ２５％乳油 ２５ ５０ 喷雾 ３ ≥７

顺式氰戊菊

酯 （来福灵）
叶菜 ５％乳油 １０ ２０ 喷雾 ３ ≥３

顺式氯氰

菊酯

黄瓜

叶菜
１０％乳油

５
５

１０
１０

喷雾
２
３

≥３
≥３

　 　 ∗敌百虫常用药量和最高用药量单位为 ｇ ／ （次·亩）。

生产绿色食品的农药使用准则要求更加严格， 因为内容较多， 这里不再列出， 可从互

联网上查找。

四、 参考资料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根据 《植物检疫条例》 和 《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确定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国家林业局重

新确定了新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开始生效。 其中昆虫 １１ 种， 病

原微生物 ６ 种， 线虫 １ 种， 植物 １ 种， 共计 １９ 种有害生物：
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 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ｅｔ Ｂｕｈｒｅｒ） Ｎｉｃｋｌｅ
红脂大小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ｔｏｎｕｓ ｖａｌｅｎｓ Ｌｅ Ｃｏｎｔｅ
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Ｇｅｓｔｒｏ）
松突圆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Ｔａｋａｇｉ
杨干象　 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ｌａｐａｔｈ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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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甘菊　 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Ｈ Ｂ Ｋ
苹果蠹蛾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ｃｕｎｅａ （Ｄｒｕｒｙ）
双钩异翅长蠹　 Ｈｅｔｅｒｏ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ｐｖ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ｅ Ｔａｋｉ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
松疱锈病菌　 Ｃｒｏｎａｒｔｉｕｍ ｒｉｂｉｃｏｌａ Ｊ Ｃ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Ｒａｂｅｎｈｏｒｓｔ
蔗扁蛾　 Ｏｐｏｇｏ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Ｂｏｊｅｒ）
枣大球蚧　 Ｅｕｌｅｃａｎｉ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Ｓｈｉｎｊｉ）
落叶松枯梢病菌　 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ｌａｒｉｃｉｎａ （Ｓａｖａｄａ） Ｙ Ｚ Ｓｈａｎｇ
杨树花叶病毒　 Ｐｏｐｌａｒ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红棕象甲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 Ｏｌｉｖｅｒ）
青杨脊虎天牛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Ｌ
冠瘿病菌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Ｃｏｎｎ
草坪草褐斑病菌　 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ｉ Ｋüｈｎ
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的案例

原产于美国的葡萄根瘤蚜， １８６０ 年随苗木进入法国， １８８０ ～ １８８５ 年葡萄根瘤蚜暴发危

害， 导致葡萄园大面积毁灭， 酒厂倒闭。
２０ 世纪初， 由于造船业的兴起， 日本从美国进口大量原木， 将原产于北美的松材线虫

带入日本， 导致松材线虫萎蔫病在日本暴发流行， 损失惨重。
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侵略者将红薯黑斑病带入我国东北， 后传遍全国， 至今仍然是我

国各地重要的红薯病害。
入侵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 已先后传播到美国、 波多黎各、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１９９９

年入侵台湾，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入侵香港和广东吴川， 引起市民恐慌， ５ 月在湖南和广西也已发

现。 该蚁为杂食性土栖蚁类， 取食植物种子、 果实、 幼芽、 嫩茎和根系， 捕食多种土栖动

物， 危害畜禽和人类， 破坏通信、 输电设施等。 ２００５ 年我国农业部、 卫生部、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文封杀该虫。
无公害食品

无公害食品指产地生态环境清洁， 按照特定的技术操作规程生产， 将有害物质含量控

制在规定标准内， 并由授权部门审定批准， 允许使用无公害标志的食品。 无公害食品注重

产品的安全质量， 其标准要求不是很高， 涉及的内容也不是很多， 适合我国当前的农业生

产发展水平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对于多数生产者来说， 达到这一要求不是很难。 当代农

产品生产需要由普通农产品发展到无公害农产品， 再发展至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 绿色食

品跨接在无公害食品和有机食品之间， 无公害食品是绿色食品发展的初级阶段， 有机食品

是质量更高的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经专门机构认证、 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 优质、 营养类

食品， 分 Ａ 级和 ＡＡ 级。 Ａ 级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 生产过程中允许限

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 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 加工， 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
检查符合特定标准， 并经专门机构认定， 许可使用 Ａ 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ＡＡ 级绿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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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 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 按

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 加工， 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 检查符合特定标准， 并经专门

机构认定， 许可使用 ＡＡ 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参见高中通用技术教材中的 《现代农业

技术·专题一·绿色食品》 ）
苏云金杆菌

杀虫微生物中研究最多、 用量最大的是苏云金杆菌。 苏云金杆菌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

用于害虫防治， 它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的微生物杀虫剂功能。
苏云金杆菌菌株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形成芽孢， 在芽孢形成过程中产生一个芽孢及一

个或多个较大的蛋白质性质的晶体内含体。 这种蛋白质性质的晶体被敏感昆虫摄食后会导

致昆虫死亡， 蛋白质晶体含有不具活性的原毒素分子———δ－内毒素， 当昆虫幼虫吞食了这

种内毒素后， 晶体会被幼虫的碱性肠液溶解， 随后被肠道蛋白酶降解， 形成有活性的蛋白

质毒素， 最终导致昆虫死亡。 苏云金杆菌菌株在营养体生长旺盛期， 某些菌株还会产生一

些其他的外毒素， 如 α－外毒素、 β－外毒素、 γ－外毒素等。 除上述毒素外， 近年来从该菌

株或代谢产物中还分离纯化出了多种辅助蛋白， 如 Ｐ１９、 Ｐ２０、 Ｐ２１ 蛋白以及多种营养期杀

虫蛋白。
苏云金杆菌制剂是胃毒剂， 苏云金杆菌杀虫谱广， 能防治上百种害虫， 对鳞翅目害虫

特别有效， 但药效作用比较缓慢。 它对人畜安全， 对作物无药害， 不伤害蜜蜂和其他益虫；
对蚕有毒。

抗虫棉

目前生产上推广种植的抗虫棉大都为转 Ｂｔ （苏云金芽孢杆菌） 基因抗虫棉， 简称抗虫

棉或 Ｂｔ 棉。 抗虫棉品种是利用转基因技术， 将外源 Ｂｔ 基因导入棉花植株体中获得抗虫的棉

花种质材料， 再利用传统育种技术 （杂交、 回交等）， 将这些种质材料改良后育成的携带

Ｂｔ 基因且其他性状优良的棉花品种。
抗虫棉之所以抗虫， 是因为外源 Ｂｔ 基因整合到棉株体中后， 可以在棉株体合成一种叫

δ－内毒素的伴孢晶体， 该晶体是一种蛋白质晶体， 被鳞翅目等敏感昆虫的幼虫吞食后， 在

其肠道碱性条件和酶的作用下， 或单纯在碱性条件下， 伴孢晶体能水解成毒性肽， 并很快

发生毒性。 这类蛋白对人体和多数动物无毒。 抗虫棉只对以棉铃虫为主的鳞翅目害虫有毒

杀作用， 对棉蚜、 红蜘蛛、 烟飞虱、 棉盲蝽等害虫没有作用。
农药

按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药卷》 的定义， 农药主要是指用来防治危害农林牧业生产

的有害生物 （害虫、 害螨、 线虫、 病原菌、 杂草及鼠类） 和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品， 但

通常也把改善有效成分物理、 化学性状的各种助剂包括在内。 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农药的

含义， 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所差异。 如美国， 早期将农药称之为 “经济毒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ｉｓｏｎ）， 欧洲则称之为 “农业化学品” （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还有的书刊将农药定义

为 “除化肥以外的一切农用化学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农药的定义和范围偏重于强调

对有害生物的 “杀死”， 但 ８０ 年代以后， 农药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今天， 我们并不注

重 “杀死”， 而更注重 “调节”。 尽管有不同的表达， 但今后农药内涵的本质必然是 “对有

害生物高效， 对非靶标生物及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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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万能论” 与 “绝对防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是化学农药的 “黄金时代”， 大量杀虫剂、 杀菌剂和除草剂等农药

问世，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降低了劳动强度， 可以说是对农业劳动力的一次大解放。
当时人们认为， 用农药和化肥就可以解决一切农业问题， 不容忍有害生物存在， 企图彻底

消灭有害生物。 对害虫赶尽杀绝，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 “农药万能论” 和 “绝对防治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随着大量化学农药的不合理长期使用， 以及有些药剂本身存在的缺陷，
农药使用中出现了严重的 “３Ｒ” ［抗药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再猖獗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农药残留

（Ｒｅｓｉｄｕｃｅ） ］ 现象。 １９６２ 年， 蕾切尔·卡逊 （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女士出版了 《寂静的春天》
一书， 描绘了滥用农药的悲惨前景， 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植物病虫寄存器防治的历史证明， “农药万能论” 和 “绝对防治论” 是片面而不科学

的， 化学农药并不是万能的。 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对植物病毒病高效的化学农药； 曾一度

认为 “已被消灭” 的害虫小麦吸浆虫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又重新出现； 一度被控制的黑穗病

再猖獗等现象， 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 “农药万能论” 和 “绝对防治论”。
黑光灯诱虫养殖鸡鸭鹅

夏季是昆虫大量繁殖滋生的季节， 每天 ２０： ００ ～ ２３： ００ 时打开黑光灯， 平均每天可诱

到昆虫 １５ ｋｇ 左右， 春秋季节也可诱到很多昆虫。 这些昆虫蛋白质含量丰富， 一般粗蛋白含

量６５％～８０％， 且氨基酸组成合理， 营养全面， 适口性较好。 在自然条件下， 鸡鸭鹅及鸟类

也非常喜欢取食各种昆虫。 因此， 各地农民都有用昆虫饲喂鸡鸭鹅的习惯。 近年来的大量

实践证明， 在田间或农家院内挂黑光灯诱捕昆虫喂鸡鸭鹅， 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均十分

显著， 如在鸡场、 鸭场或鹅场周围安装黑光灯， 每年诱虫 ４ ～ ５ 个月， 诱捕的害虫相当于

１５～２０ ｔ 人工饲料的蛋白质， 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 同时， 可有效控制周围 ３００～５００ ｍ 范

围内的害虫发生危害， 而且饲养出的家禽肉质鲜美。
温汤浸种

温汤浸种能杀死种子内外的病菌， 预防病害的发生； 还可使种子充分吸水， 提早萌动，
节省土墒， 提早出苗。 温汤浸种后， 再堆闷催芽， 出苗速度会更快， 是迟播争早的一个好方

法。 以棉花种子为例， 温汤浸种的方法是： 将种子浸泡在 “三开一凉” （５５～６０ ℃） 的温水中

２０～３０ ｍｉｎ， 并不断翻动， 使棉籽浸水均匀； 然后再在冷水中浸泡 ６～８ ｈ， 随后播种。
五氯硝基苯

五氯硝基苯属有机保护性杀菌剂， 纯品为白色无味结晶， 工业品为白色或灰白色粉末。
不溶于水， 溶于有机溶剂， 化学性质稳定， 不易挥发、 氧化和分解， 也不易受阳光和酸碱

的影响， 但在高温干燥的条件下会爆炸分解， 降低药效。 对人、 畜、 鱼低毒， 在土壤中残

效期长。 主要剂型为 ４０％粉剂、 ７０％粉剂。 对多种蔬菜的苗期病害及土壤传染的病害有较

好的防治效果。 将五氯硝基苯与 ５０％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或 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 １ ∶１混
合后拌种或土壤处理， 可以扩大防病种类， 提高防治效果。 防治蔬菜苗期病害， 如立枯病、
猝倒病、 炭疽病， 用 ７０％粉剂 ６～８ ｇ ／ ｍ２， 先用 ２０～３０ 倍细土配成药土， 再均匀撒在苗床土

上， 然后播种。
注意事项： ①用作土壤处理时， 遇重黏土壤， 要适当增加药量， 以保证药效， 但番茄

幼苗、 葱头、 莴苣等对五氯硝基苯比较敏感， 过量易引起药害， 增加药量要慎重。 苗床在

施药后适当多喷 （浇） 水， 防止产生药害。 ②拌药的种子勿做饲料或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