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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调研开展北京地区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情况和农民防治用药需求等相关工作，并分

析了存在的农药使用以化学农药为主，农药使用量大等现状，提出了依托科技力量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推进植保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等建议。 以期为北京市和其他地区开展农药防治技术研究和

建立长效农药补贴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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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low toxic, low residual pesticides in Beijing and pest control demand were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was analyze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were put forward. The work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control technology in Beijing and ot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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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确保农业稳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生产资料，在防治农业病虫草害过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农药的不当使用也可能成为危害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风险点，造

成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残超标等问题。都市现代农业

是北京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重

点强化了农业生态、生活、生产、示范四大功能。近

几年，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化学农药

减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掌握北京市农民、合作社使用低毒、低残留

农药的基本情况，以及农民使用农药的主要防治需

求，北京市植物保护站2014年组织各区植保站，在

全市开展了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现状及农民需求

调研工作。本文节选了其中农药使用和农民需求相

关情况，该部分调研内容均为多选问题，调研受访

者共计507人。通过本项调研工作，以期为北京市和

其他地区开展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化学农药

减量技术示范推广工作提供参考，并为建立农药长

效补贴机制提供依据。

1 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及防治需求

1.1 农民主要防治需求

1.1.1 粮食作物（小麦、玉米）

北京市粮食作物的防治对象主要是杂草和害

虫。在种植小麦的受访者中，以蚜虫、杂草和吸浆虫

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者分别占受访总人数的

61.43%、50.71%和41.43%，而以病害为主要防治对

象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在种植玉米的受访者中，

60.44%的受访者将杂草作为主要防治对象，其次依

次为黏虫、玉米螟、蚜虫等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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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蔬菜作物（露地蔬菜、设施蔬菜）

蔬菜病虫害种类多，防治难度大。露地蔬菜主

要防治对象包括菜青虫（占受访人数的65.12%）、小
菜蛾（占受访人数的18.60%）等鳞翅目害虫，以及蚜

虫（占受访人数的51.16%）、红蜘蛛（占受访人数的

13.95%）等小型害虫，而以病害作为主要防治对象

的受访者相对较少。种植设施蔬菜的受访者中，

43.48%的受访者以蚜虫为主要防治对象，26.09%的

受访者以菜青虫为主要防治对象，19.57%的受访者

以灰霉病为主要防治对象；另外，以粉虱、疫病、霜
霉病、白粉病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者占受访人数

的10%以上。
调研结果说明：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主要防治

对象有所不同。露地蔬菜由于种植环境开放，空气

流通性要好于设施蔬菜，种植环境更适于虫害发

生，因此，农民使用农药主要用于防治鳞翅目和小

型害虫。设施蔬菜由于空间封闭，温、湿度适于病害

滋生，也适于害虫发生为害，因此，防治对象中病害

和虫害均较多。
1.1.3 果树作物（桃、苹果）

果树体型大，生长周期长，病虫害受周边环境、
园区管理、病虫发生规律等因素影响较大，病虫害

发生情况较为复杂。在种植桃树的受访者中，以蚜

虫、食心虫类害虫、黑星病、红蜘蛛、腐烂病、卷叶蛾

等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者较多，分别占受访者人

数 的 68.42%、44.74%、31.58%、26.32%、15.79%、
13.16%，炭疽病、白粉病、霜霉病、粉虱、康氏粉蚧

等也是主要防治对象。在苹果种植中，以病害、虫

害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者均较多，其中，食心虫

类害虫、蚜虫、红蜘蛛是防治的主要害虫，分别占

受访人数的54.55%、45.45%、40.91%，黑星病、腐烂

病、锈病、轮纹病是防治的主要病害，分别占受访人

数的36.36%、31.82%、27.27%、18.18%。
1.1.4 经济作物（西甜瓜、草莓、甘薯）

在西甜瓜种植中，多数农民用药的主要防治

对象是蚜虫，占受访人数的73.33%，另外，以果斑

病、红蜘蛛、白粉病、炭疽病、霜霉病、叶斑病、菜青

虫、角斑病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者也较多，分别

占 受 访 人 数 的 23.33%、20.00%、16.67%、13.33%、
10.00%、6.67%、6.67%、3.33%。在草莓种植中，以白

粉病、红蜘蛛、蚜虫、灰霉病为主要防治对象的受访

者 分 别 占 受 访 人 数 的 78.05%、73.17%、31.71%、
29.27%。甘薯是北京市主要经济作物，在甘薯种植

中，主要防治对象是甘薯茎线虫病、根腐病等病害，

以及蛴螬等地下害虫。
1.2 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情况

1.2.1 粮食作物（小麦、玉米）

除草剂是北京市粮食作物田使用最为普遍的

农药，另外在生产过程中还会使用一些防治小型害

虫和鳞翅目害虫的杀虫剂，以及部分杀菌剂。在小

麦种植中，有48.86%、23.86%、20.45%、14.77%的受

访者分别将吡虫啉、2,4-滴、高效氯氰菊酯、苯磺隆

作为常用农药，另外，三唑酮、多菌灵、辛硫磷、敌敌

畏等也是小麦种植中常用的农药。
在玉米种植中，以乙草胺、高效氯氰菊酯、2,4-

滴、敌敌畏、莠去津5种农药作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

分 别 占 受 访 总 人 数 的 28.65%、17.84%、7.57%、
7.03%、5.95%。草甘膦、吡虫啉等也是北京市玉米田

常用的农药。
1.2.2 蔬菜作物（露地、设施）

北京市蔬菜作物田使用的农药主要是杀虫剂、
杀菌剂。调研发现，在露地蔬菜种植中，以杀虫剂作

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比例要高于以杀菌剂作为常

用农药的受访者。其中，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苦
参碱使用最为普遍，分别有64.00%、20.00%、16.00%
的受访者将这3种杀虫剂作为常用农药；另外，受

访者经常使用的杀菌剂主要是百菌清、甲基硫菌

灵等。在设施蔬菜种植中，以百菌清、嘧菌酯、代森

锰锌＋霜脲氰、 霜灵等杀菌剂使用最为普遍。其

中，以百菌清作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

总受访人数的17.24%；在杀虫剂方面，受访者主

要以吡虫啉、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作为常用农药，分别占到受访人数的50.00%、
8.62%、6.90%。

目前，在蔬菜作物田使用的农药中，吡虫啉的

使用范围较广，是露地和大棚蔬菜种植中杀灭蚜虫

等小型害虫的主要农药。
1.2.3 果树作物（桃、苹果）

在北京市桃树种植中，使用吡虫啉、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多菌灵、高效氯氰菊酯的受访者

比例较高，分别占总受访人数的70.00%、50.00%、
40.00%、30.00%，另外，氟硅唑、甲基硫菌灵、阿维菌

素、阿维菌素＋哒螨灵等农药的使用也比较广泛。
在苹果种植中，使用吡虫啉的受访者最多，占受访

人数的60.00%；其次，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的受访者

占受访人数的50.00%；使用多菌灵的受访者占受访

人数的40.00%。另外，百菌清、赤霉酸＋吲哚乙酸＋
芸苔素内酯等也是受访者常用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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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经济作物（西甜瓜、草莓、甘薯）

在北京市西甜瓜种植中，受访者常用农药是吡

虫啉和甲基硫菌灵，以这2种农药作为常用农药的

受访者分别占总受访人数的40.00%和36.00%。百菌

清、 霜灵、噻菌铜等应用也比较广泛。在草莓种植

中，大多数受访者以杀菌剂作为常用农药，说明在

草莓种植中病害防治技术需求较大。其中，93.75%
的受访者将苯醚甲环唑＋福美双作为常用药，在草

莓种植中经常使用的农药还有甲基硫菌灵、吡虫

啉、百菌清、阿维菌素、多菌灵等。在甘薯种植中，辛

硫磷是常用农药，主要以撒施毒土或沾根的方式防

治蛴螬和茎线虫。

2 存在的问题

2.1 农药使用以化学农药为主，生物农药使

用比例有待提高

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农药主要是化学

农药，生物农药使用较少。粮食作物是北京市种植

面积最大的一类作物，既是重要的地表覆盖物，又

是许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粮食作物田大面积

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尤其是生物农药，对于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意义十分巨大。蔬菜种植中常用

农药以化学农药为主，生物农药也占有一定比例。
其中，生物农药主要在设施蔬菜田使用，常用农药

包括阿维菌素、小檗碱、苦参碱等，但是农民自己购

买使用这些农药的比例依然不高。果树使用的生物

农药和天敌产品较少，常用农药以化学农药为

主。在草莓种植中使用的农药以化学农药为主，生

物农药如哈茨木霉菌、阿维菌素等，以及矿物油在

田间也有少量使用。在甘薯种植中使用的农药主要

是辛硫磷，生物农药使用很少，主要原因是生物农

药对甘薯茎线虫、病毒病和根腐病的防治效果不理

想，缺少合适的生物农药产品。由于草莓和甘薯的

经济价值较高，是北京市居民喜食的农产品，尤其

是草莓，基本上用于鲜食，因此，加大化学农药替代

力度，提高生物农药使用比例，提升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任务更为迫切。
2.2 农药使用量大，乱用、滥用现象依然存在

同发达国家相比，北京市主栽作物上农药使用

次数较多，化学农药用量依然较大。不同农民在用

药次数和用药量方面差异较大，这种现象既有不同

地块病虫基数存在差异的因素，同时还和农民防治

技术水平和安全用药意识有很大的关系。不容置疑

的是，乱用、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带来的潜在风险极为严重，需要继续加大农药使

用技术的培训和宣传。
2.3 难防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攻关缓慢，增加

了农民使用中等毒、高毒农药的风险

受整个行业发展的制约，北京市对多种严重有

害生物的防治技术储备依然比较欠缺，这些有害生

物的防治问题可能成为农民随意增加农药使用量

或者使用中等毒、高毒农药的风险点。这类有害生

物可以概括为3类：1）新发有害生物，例如，杂草刺

果藤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并且难以

有效根除，在出现刺果藤的地块，农民往往会增加

除草剂用量，目前来看，这种措施的防治效果并不

理想；2）易发难防有害生物，例如，设施蔬菜田的粉

虱、蓟马、蚜虫、白粉病、灰霉病、霜霉病等，这类有

害生物在田间反复发生，主要防治措施以前期控制

为主，后期大面积发生时，容易造成严重的产量损

失，由于部分农民防治能力不够，容易造成部分农

民滥用、乱用农药；3）无法有效防治的有害生物，例

如各类作物田经常出现的线虫和土传病害，一旦发

生不仅危害当茬作物，甚至会影响到以后的种植生

产，这些有害生物采用土壤消毒方法成本高昂，常

用农药的防治效果不理想，容易成为农民使用高毒

农药甚至禁用农药的风险点。

3 对策与建议

3.1 将农药补贴纳入财政预算，通过长效补

贴机制推进低毒农药的使用

目前，北京市依托项目资金开展的农药补贴，

实施范围小、补贴的农药品种少、补贴力度小。尤其

是依托项目开展的补贴方式，每年资金额度不稳

定，项目任务不连贯，项目类型频繁变化，不利于各

种工作措施的持续深入推进。这种补贴方式已经难

以满足北京市减少化学农药用量的长期发展要求。
建议尽快将农药补贴纳入财政预算，在市级层面确

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发展目标、工作措施等

核心内容，逐步建立覆盖全市农业种植行业，更为

系统连续的农药补贴机制，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北

京农业的发展趋势，结合种植业结构调整，将与市

民关系更为密切的中药材、油菜、甘薯、花生、大豆、
（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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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植物等经济作物也纳入补贴范畴。另外，在补

贴机制中，建议也要考虑到研发、推广生物农药及

天敌产品对北京市化学农药减量替代工作的重要

性，明确相应的扶持政策。
3.2 加大植保科技扶持力度，依托科技力量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针对北京市农民的防治技术需求以及难防有

害生物为害容易造成农民选用中等毒、高毒农药等

问题，建议市、区进一步加大对植保科技攻关的投

入力度。1）要加强对有害生物监测预警能力的研

究，做好预防，减少防治用药；2）要加大对化学农药

替代技术、高效施药技术以及集成技术的研究，有

效减少化学农药用量；3）要加快攻关，例如线虫、甘
薯根腐病、果树腐烂病等病虫害的防治技术难题，

科学指导防控工作，避免农民使用中等毒、高毒和

禁用农药；4）要加强对常用农药的抗药性监测，避

免由于有害生物出现抗药性，防治难度增加，而导

致农民加大农药用量，产生乱用、滥用农药等问题。
3.3 依托统防组织建设， 减少农药用量，提

升用药效果

农民老龄化、低学历，农药使用技术不高，施药

设备老旧落后是北京市病虫害防治的客观现状，为

了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以及施药过程中出现的农

药浪费和污染问题，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和作物上

加快推进植保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服务，依托统一

服务确保植保工作落实到位，实现减少化学农药用

量、提高科学用药水平、降低劳动强度的目的。另

外，对于推进统防统治服务有难度的作物，建议加

强对小型化、节药、省力施药设备的引进与补贴，依

托先进施药设备提升农民的用药水平。
（责任编辑：柏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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