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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豇豆和芹菜的农药登记现状和病虫
防控对策研究

盛桂林，沈迎春 *

（江苏省农药总站，南京 210036）

摘要：韭菜、豇豆和芹菜，即“三棵菜”，是“菜篮子”中的重要农产品，深受城乡百姓喜欢，市场需求

大，但近年来由于病虫害发生严重，加上超剂量、超范围和盲目用药等导致残留问题日益突出，严

重威胁食品安全。 为促进对“三棵菜”病虫害的了解，探索有效的防治方法，本文分析了“三棵菜”病

虫害种类和农药登记现状，并针对病虫防控问题，提出加强基础规律研究、加快农药登记进程、建

设智慧防控体系和创新推广模式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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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Pesticide Registration and Strategies of Diseases and
Pests Control in Leek, Cowpea and Celery

SHENG Guilin, SHEN Yingchun*

（Jiangsu Institute for the Control of Agrochemicals,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Leek, cowpea and celery, "three vegetables" are the represent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vegetable
basket", which are popular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wning huge market. However, the diseases and pests are
complexed an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with the excessive dosage, excessive scope and blind use, leading to the problem of
residues and threatening food safety. To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diseases and pests of leek, cowpea and celery,
exploring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varieties of diseases and pests and the
situation of pesticides registration of "three vegetables",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pesticide registration, diseases and pests
control. Finally, suggesting to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basic occurrence law, accelerating pesticide registration,
constructing intelligent system and innovating the model of promotion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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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国家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

合启动“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3年行动，重点整

治豇豆、韭菜、芹菜“三棵菜”农残超标问题。豇豆、
韭菜和芹菜经济效益高，市场需求量大，已成为部

分地区带动蔬菜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

作物，但常年连茬以及设施栽培等影响导致病虫害

种类多，发生规律复杂，用药指导难，加上农药监

管、技术指导滞后等因素造成药害、残留超标问题

日益突出[1-2]，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 主要病虫害和农药登记现状

目前已报道豇豆病害有19种，以锈病、根腐病、
枯萎病较为常见，虫害有17种，以豆荚螟、美洲斑潜

蝇、蓟马为主；韭菜病害有11种，以灰霉病、疫病、菌
核病为主，虫害有17种，以韭蛆为主；芹菜病害有7
种，以斑枯病为主，虫害有6种，以根结线虫为主。
“三棵菜”仅报道的病虫害共77种（表1），多数病虫

害因缺乏研究分类，未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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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相比，“三棵菜”病虫

害防治用药表现为“三少”，即有效成分少、数量种

类少、防治对象少。近年来全国各地农药检定部门

围绕“无药可用”“有药难用”问题，争取财政资金和

企业参与，积极开展小宗作物联合登记工作，逐步

缓解了生产上的矛盾。目前已有61种农药有效成分

（复配视为1种有效成份）在“三棵菜”上登记，用于防

控芹菜斑枯病、豇豆豆荚螟、韭菜、韭蛆等20种主要

病虫害。截至2021年7月，我国在豇豆、韭菜、芹菜上

登记农药情况见表2。

2 农药登记和病虫害防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病虫害研究基础弱

“三棵菜”虽然在局部地区形成一定生产规模，

但与主要农作物相比，发展慢、起步迟，农业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未将其列入科研重点，主要依靠基层

农技推广部门自行摸索，缺少基础理论研究。多数

病害仅根据症状命名，缺乏系统的病原鉴定，且部

分病害存在一定争议。例如，豇豆枯萎病和豇豆茎

基腐病，前者症状相同，都导致豇豆萎蔫，但病原菌

不同，前者由真菌属的尖刀镰孢菌引起[3]，后者是由

卵菌属的瓜果腐霉引起[4]，生产上如误判用药，则防

效大打折扣。当前，仅有韭菜韭蛆、豇豆豆荚螟、豇豆

锈病等极少数病虫害有基础生物学、发生规律和防

治技术研究报道，多数病虫害发生规律不清晰、灾
变因子不明确，严重制约“三棵菜”病虫害防控。
2.2 农药企业登记意愿低

与大田作物比较，“三棵菜”种植面积相对较

小，农药企业认为，农药市场推广空间有限，利润不

高。病虫发生年度差异大，农药市场不明确，导致企

业主动登记意愿低。另外，目前农药登记政策对“残

留、环境、毒理”等试验标准高、投入费用大、登记周

期长、登记失败风险大，投入产出比低，加上这些农

药登记试验难，缺乏农药登记试验标准，进一步影

响了企业的登记积极性。

2.3 用药技术指导难
“三棵菜”用药指导难已经成为农药残留超标

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精准性用药措施。生产上对

韭菜、豇豆和芹菜等病虫害基础研究几乎为零，部

分区域一旦爆发危害，没有监测和测报，只能凭经

验把控用药时间、用药量和间隔天数。这易引发安

全性风险且无法开展前期预防工作。二是用药技术

更新慢。主要表现为用药品种、用药器械老化。登记

用药以常见农药品种为主。例如，嘧霉胺和腐霉利

防治韭菜灰霉病，生产中已有抗性报道，但未见新

药剂登记。此外，施药器械多以老式人力喷雾为主，

新型施药器械如超低容量喷雾器等使用面积极小。
三是推广体系不健全。对于已经登记的农药，多数

菜农受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限制，不了解对某种作

物病虫害有针对性的农药品种，或者部分产品还不

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而病虫害防控体系绝大

多数精力在大田作物，故降低了技术到位率。
2.4 农药使用监管难度大

一是用药观念难转变。《农药管理条例》规定，

我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农药应该按照标签说明使

用，严禁超范围使用。当前，多数经营门店和菜农

“超范围用药”理念根深蒂固，无视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二是用药记录难追溯。当前，“三棵菜”用药记录

的溯源监管平台刚刚起步，种植户都以纸质记录为

主，数据不全，可信度低。现有蔬菜安全用药记录电子

溯源系统存在操作繁琐、数据填写工作量大等缺

点，导致推广困难，亟需进一步优化升级。三是执法

监督难到位。相对于规模化种植基地，对分散种植的

农户在农药使用上的监管难度更大且执法成本高，

部分执法者消极执法，助长生产者违规使用农药。
2.5 病虫防控智能化水平低

一是“三棵菜”智能设备种类少。“互联网＋农

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捷径。近年来智慧植保设备

发展迅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确度，但对象多为

主粮作物，面向“三棵菜”智能设备极少，缺乏智能

作物 病害 虫害

豇豆
枯萎病、白粉病、炭疽病、锈病、褐斑病、细菌性疫病、根腐病、病毒
病、轮纹病、煤霉病、叶霉病、茎基腐烂病、角斑病、灰霉病、褐缘白
星病、红斑病、菌核病、假尾孢叶斑病、白绢病

豆荚螟、美洲潜叶蝇、蓟马、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大豆卷叶螟、造
桥虫、棉铃虫、灰地种蝇、蚜虫、豆野螟、露尾甲、根结线虫、朱砂叶
螨、茶黄螨、白粉虱、烟粉虱

韭菜
灰霉病、疫病、菌核病、白绢病、软腐病、紫斑病、锈病、白腐病、炭
疽病、黑斑病、病毒病

韭蛆、葱须鳞蛾、潜叶蝇、蓟马、蝼蛄、蛴螬、蚜虫、葱蝇、金针虫、韭
萤叶甲、根结线虫、斜纹夜蛾、葱黄寡毛跳甲、刺足根螨、蛞蝓、蜗
牛、地老虎

芹菜 斑枯病、疫病、灰霉病、菌核病、病毒病、软腐病、黑腐病 蚜虫、根结线虫、甜菜夜蛾、蝼蛄、白粉虱、潜叶蝇

表 1 豇豆、韭菜和芹菜的主要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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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农药名称 类别
登记

数量/个
作物 防治对象 农药名称 类别

登记
数量/个

豇豆

锈病

吡萘·嘧菌酯 复配 1

韭菜

蛴螬 硫酰氟 含氟含硫化合物 1
腈菌唑 三唑类 1

韭蛆

吡虫啉 新烟碱类 80
硫磺·锰锌 复配 19 吡虫·辛硫磷 复配 1
噻呋·吡唑酯 复配 1 虫螨·噻虫胺 复配 1

白粉病 蛇床子素 生物农药 1 虫螨腈·灭蝇胺 复配 1

炭疽病
氟菌·肟菌酯 复配 1 虫螨腈·噻虫胺 复配 2
苯甲·嘧菌酯 复配 1 呋虫胺 新烟碱类 1

豆荚螟

高效氯氰菊酯 菊酯类 11 氟啶脲 苯甲酰脲类 14
甲维盐 半合成抗生素类 26 氟啶脲·噻虫胺 复配 1
氯虫·高氯氟 复配 2 氟铃·噻虫胺 复配 1
氯虫苯甲酰胺 酰胺类 1 氟铃脲 苯甲酰脲类 10
苏云金杆菌 生物农药 2 高效氯氰菊酯 菊酯类 23
溴氰虫酰胺 酰胺类 1 金龟子绿僵菌 生物农药 1
乙基多杀菌素 大环内酯类 1 苦参碱 生物农药 3
茚虫威 二嗪类 10 苦皮藤素 生物农药 1

蓟马

啶虫脒 氯化烟碱类 31 联苯·呋虫胺 复配 1
多杀霉素 大环内酯类 8 联苯·噻虫胺 复配 1
甲维盐 半合成抗生素类 26 硫酰氟 含氟含硫化合物 1
金龟子绿僵菌 生物农药 2 氯氟·噻虫胺 复配 2
噻虫嗪 烟碱类 27 灭蝇·噻虫胺 复配 2
溴氰虫酰胺 酰胺类 1 灭蝇胺 三嗪类 2
虫螨·噻虫嗪 复配 1 球孢白僵菌 生物农药 3
吡虫啉·虫螨腈 复配 1 噻虫胺 新烟碱类 5

美洲斑潜蝇
溴氰虫酰胺 酰胺类 1 噻虫胺·杀虫双 复配 1
乙基多杀菌素 大环内酯类 1 噻虫嗪 烟碱类 12

甜菜夜蛾
金龟子绿僵菌 生物农药 1 虱螨脲 苯甲酰脲类 5
甜菜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生物农药 2 辛硫磷 有机磷类 2

斜纹夜蛾 苦皮藤素 生物农药 1 印楝素 生物农药 2
大豆卷叶螟 顺式氯氰菊酯 菊酯类 2 杂草 二甲戊灵 二硝基苯胺类 11

蚜虫

双丙环虫酯 丙烯类 1

芹菜

斑枯病
苯醚甲环唑 三唑类 22

溴氰虫酰胺 酰胺类 1 咪鲜胺 咪唑类 10
苦参碱 生物农药 1 甜菜夜蛾 苦皮藤素 生物农药 1

杂草 草铵膦 有机磷类 1

蚜虫

吡虫啉 新烟碱类 42
生长调节剂 24-表芸·赤霉酸 复配 1 吡蚜酮 吡啶类 11

韭菜

灰霉病
腐霉利 二羧酰亚胺类 6 啶虫脒 氯化烟碱类 20
嘧霉胺 苯氨基嘧啶类 10 呋虫胺·溴氰菊酯 复配 1

蓟马 噻虫嗪 烟碱类 14 苦参碱 生物农药 1
蝼蛄 硫酰氟 含氟含硫化合物 1 螺虫乙酯·溴氰菊酯 复配 1

蚜虫
高效氯氰菊酯 菊酯类 11 噻虫嗪 烟碱类 24
苦参碱 生物农药 3

调节生长

苄氨·赤霉酸 复配 1

葱须鳞蛾
高效氯氰菊酯 菊酯类 11 苄氨基嘌呤 嘌呤类化合物 1
甲维盐 半合成抗生素类 20 赤霉酸 生物农药 35

识别、智慧监测、大数据预警和智能施药等相关植

保设备，导致生产上“三棵菜”病虫防控经常误判误

用药。二是设备智能化水平低。多数设备存在智能

化水平低、硬件要求高、操作步骤繁琐、故障频发等

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病虫发生状况，有待进

一步更新换代。以豇豆虫害为例，当前智慧监测设

备多以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等为主，需周期性更换

诱芯，专一性差且计数误差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
三是智能设备推广面积小。智能植保设备在“三棵

菜”上推广面积较小，主要因为价格较高，以性诱智

能测报设备为例，市场价格一般为2万元/台，若无政

府补贴，小规模蔬菜基地无法承受。再者，菜农思想

认识不到位，认为打药能够解决一切，无须智能识

别、预警等设备，导致“三棵菜”智能化水平较低。
表 2 豇豆、韭菜、芹菜上的登记农药

14- -



2021 年 12 月

3 “三棵菜”农药登记和病虫防控工作建议

3.1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明确病虫害发生规律是“三棵菜”安全用药的

基础，充分了解病虫侵染机制，才能掌握用药时间、
对症用药，落实精准防控。受品种、种植环境等多种

客观因素影响，“三棵菜”病虫害具有复杂性、多发

性和偶然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病虫害基础研究，

加剧了“三棵菜”病虫害防控工作的盲目性、唯药

性。下一步，需加强病虫害分离鉴定工作，明确病原

种类，绘制病虫图谱，避免盲目性。同时，结合“寄

主、病原和环境”三要素，深入研究豇豆根腐病、韭
菜菌核病和芹菜根结线虫等“三棵菜”病虫害侵染

规律和灾变机制，加快制定相关标准，解决当前农

药登记过程中“三棵菜”用药无规范可依、无标准可

遵循的难题。此外，还需加快挖掘农药与“三棵菜”、
有害生物间的互作机制，进一步推进生物农药、飞
防助剂和纳米农药制剂等“农药新星”研发进程，提

升“三棵菜”用药水平。
3.2 加快农药登记步伐

当前，“三棵菜”77种病虫害仅有20种有药登

记，多数病虫害如豇豆菌核病、韭菜紫斑病和芹菜

根结线虫等处于“无药可用”状态，亟需解决。目前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一是充分利用特色小宗作物

登记政策，开展联合登记。豇豆、韭菜和芹菜均为特

色小宗作物，可充分利用当前“药效群组”或“残留

群组”登记政策，走“绿色评审通道”，降低登记成

本。二是强化政府主导，争取财政支持。可借鉴江

苏、浙江等省份经验，争取财政资金设立专项经费

指导企业开展豇豆、韭菜、芹菜等特色小宗作物安

全用药筛选工作，降低企业登记成本，调动积极性。
三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合法权益。强化监督执法，

按照标签用药，保障企业登记利益。结合农药市场

的监督抽查和农产品质量例行检测，重点检查豇

豆、韭菜和芹菜上违规用药情况，强化倒副机制，确

保“三棵菜”质量安全。
3.3 创建智慧防控体系

豇豆、韭菜和芹菜农药残留超标多为表象，归

根结底是植保测报。下一步需大力推进“互联网＋
植保”建设，健全精准测报，精准用药。一是开发病

虫害智慧识别软件。病虫害智能识别与数据管理系

统旨在将人工智能（AI）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农业

植保领域，提供基于植保大数据的产业、区域、发生

趋势等监测预警及数据分析。二是强化精准测报体

系建设。可加大昆虫性诱测报等智能系统推广力

度，借助信息系统功能推动“三棵菜”病虫害精准测

报。三是注重精准用药技术推广。首先，优选生产中

已登记农药或生物农药防治三棵菜病虫害。其次，

合理决定用药时间，根据病虫侵染规律和药剂，精

确用药时间。例如，生产上采取“治花保荚”策略防

治豇豆豆荚螟[5]。再者，个性使用施药器械。施药器

械是保证药效的关键部分，对于朱砂叶螨等虫害，

建议使用超低容量喷雾、植保无人机[6]等施药，提高

技术到位率。最后，准确掌握安全间隔期。合理设置

安全间隔期能有效平衡农药残留和“三棵菜”高频

率采摘间矛盾，严禁在安全间隔期内采收和打“保

险药”！
3.4 创新安全用药推广模式

采用合适的推广模式是“三棵菜”安全用药技

术到位率的催化剂。当前，“三棵菜”安全用药技术推

广必须要结合试验、示范和培训指导等工作，创新

推广模式，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广“三棵菜”安全

用药工作。一是构建试验示范基地。从种植实际出

发，结合品种和病虫害现状，强化产、学、研合作，开

展针对性的安全用药技术示范工作，引导菜农养成

科学用药、标签用药的良好习惯。二是创新推广渠

道。借助抖音平台播放小视频、发放漫画手册等形

式，大力宣传“三棵菜”安全用药的必要性、紧迫性，

讲解“两减一增”蔬菜发展趋势，普及生物农药、纳
米农药和飞防用药技术，提高菜农科学用药意识。
三是完善宣传方式。在三棵菜主产区，通过经验座

谈会、新技术交流会等形式，了解农户对韭菜韭蛆、
豇豆豆荚螟和芹菜斑枯病等主要病虫害用药流程，

关注用药难题，强化技术指导，及时总结经验，示范

推广。
3.5 建立常态化精准监管机制。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和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要求，“三棵

菜”安全用药常态化监管需在农药经营、使用和农

产品检测等方面实行精准管控。一是推广农药零差

价配送模式。借鉴苏州、无锡地区农药零差价配送

经验，按照“政府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信息

化管理、财政补贴”原则，实现定点销售、定点使用。
二是研发、推广“三棵菜”用药信息监管系统。基地

用药详情须及时、准确、全面录入信息监管系统，包

括农药种类、防治对象、用药时间、用药量、用药器

械等详细信息，方便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准确判断。
（下转第 20 页下）

盛桂林，等：韭菜、豇豆和芹菜的农药登记现状和病虫防控对策研究

15- -



三是健全例行监测机制。强化“三棵菜”农药残留检

测力度、扩展监测对象，做好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相

关信息及时入网，指导源头管理工作。同时，加大风

险排查力度，针对农残超标率较高基地开展专项排

查，确保“三棵菜”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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