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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化学防治的研究进展

戴德江1,2,    沈    颖1,    沈    瑶1,    吴鉴艳2,    刘亚慧2,    张传清*,1,2

(1. 浙江省农药检定管理总站，杭州 310020；2. 浙江农林大学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的战略性资源。铁皮石斛、“浙八味”
等浙产特色中药材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发展迅速，其种植过程中病虫危害、农药不合

理使用等因素已成为药材质量安全的隐患。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迟，基础研究薄弱，少量研

究报道主要集中于病虫发生症状、田间药剂防治等方面；生产上缺少登记农药可用，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及安全用药规范几乎是空白，抗药性研究还刚起步，意味着科学用药水平亟待提高。

本文总结了近 20 年来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化学防治的研究现状，包括病虫害鉴定、实验室

和田间药剂筛选、农药残留及抗药性等方面，针对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提出应加

强病虫害防治与药材质量安全相关的基础研究，加快药剂筛选与登记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加强

抗药性监测与治理，加快综合防治技术集成推广，推进安全用药，为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以期为其他特色作物病虫害的化学防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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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trol for main disease and insect pests of
characterist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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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the strategic resource and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ndrobium officinale, “8 famou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oth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al materials production in Zhejiang pla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est damage, the pesticide pollution and residue due to
improper use have become risks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Since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pest’s symptoms and field trails of control were a little later and
fewer. And the basic researches were very weak. There was few registered pesticides for the farmers.
And nearly no standards of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e safe usage procedures of pesticides were provided.
The corresponding resistance research was rare. Therefore, that there were many works need to be done
for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status of chemical control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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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s of characterist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past 20 years, including
aspects such as systemat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ests, assay pesticides in laboratory and fields, residues
and res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weaknesses and major problems, we proposed that the basic researches
of pests control and quality safety, the screening of new pesticides, pesticides registration and relative
standards, pesticides resistan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safe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accelerated in order to supply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s for the pests control of
Chinese herb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emical control of pests on other small crops.

Keyword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chemical control; research advance;
quality and safety

中医药的兴起使得对中药材原材料的需求急剧

增加，导致中药材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中国中药

材的栽培面积已从 21 世纪初的 4 万 hm2 增加到目前

的 12 万 hm2 以上，提供了全球市场供应量的 70%
以上[1]。浙江省中药材资源丰富，素有“东南药用

植物宝库”的美称，是中国中药材重点产区之一，

常年种植面积约 4.8 万 hm2，面积和产量在全国中

药材市场均占有较高的份额 [ 2 ]。以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灵芝 Ganoderma lucidum、

西红花 Crocus sativus 等道地名贵药材和“浙八味”
为代表的特色传统中药材，因品质上乘、疗效

好，为历代医家所推荐，深受市场欢迎，在国内

外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如浙江铁皮石斛的产量

占全国的 70% 以上，年产值高达 45 亿元[2]。由于

浙产特色中药材产值高、效益好，其种植面积呈

逐年增加的趋势，形成了具有区域规模、标准化

生产、自主品牌的浙产特色中药材种植集聚带，

成为主产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被列

为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种植业结构调

整，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中药材产业，国家层面相

继出台了中药材发展规划和管理意见。其中浙江

省率先在全国将中药材列入 10 大农业主导产业。

浙产特色中药材种植规模扩大迅速，种植方式发

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病虫害种类、发生与危害规

律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呈不断加重趋势[3]。化学防

治仍然是控制中药材病虫危害最常用的措施。但

现有的少量文献仍主要是对其病虫发生危害症

状、田间药剂防治效果等的描述，而对病虫的系

统鉴定、发生规律、农药残留监测预警、抗药性

监测与治理、防控关键技术等系统性、深入性的

研究报道极少，导致中药材病虫害化学防治不科

学问题突出，质量安全隐患较大。绿色和平组织

及国内一些媒体曾先后报道中药材的质量安全问

题，安全用药问题已成为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之一[4-5]。本文在调研、整理浙产特色中

药材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课

题组在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发生危害、用药情况

调查，药剂筛选与农药登记试验，农药残留及抗

药性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及防

治技术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应加强病虫害防

治与药材质量安全相关的基础研究，旨在提高防

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切实保障中药材质量安

全，促进中药材产业持续发展。

1    浙产特色中药材有害生物的发生与危害

现状

1.1    有害生物的发生概况

浙产特色中药材主要包括铁皮石斛、灵芝和

西红花等道地名贵药材和传统“浙八味”：浙贝母

Fritillari thunbergii、杭白菊 Chrysanthemum
mori fo l ium、元胡 Rhizoma corydal i s、白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eensis、浙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杭白

芍 Paeonia lactiflora 和温郁金 Curcuma aromatica
cv. Wenyujin。“浙八味”等传统中药材栽培历史悠

久，种植面积大，浙江省为主产区，湖北、湖

南、江苏和福建等省后来相继引种栽培[2-3]。近年

来，铁皮石斛、西红花和灵芝等新兴名贵药材发

展迅猛、附加值高，仅浙江省的种植总产值达

62 亿元，其产量分别约占全国总量的 70%、50%
和 30%，且种植面积仍在逐年增加。据浙江农业

统计，2017 年“浙八味”种植面积 1.49 万 hm2，总

产量 4.79 万 t，总产值 16.7 亿元，其中浙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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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白菊、元胡和白术产量分别约占全国总量的

90%、50%、40% 和 30%，温郁金、浙麦冬、玄

参和杭白芍等中药材质量居全国之首 (表 1)。经过

多年的发展，浙江省已经基本形成了“浙八味”等
传统中药材和铁皮石斛等名贵药材的优势产区，

并逐渐培育了乐清铁皮石斛、龙泉灵芝、建德西

红花、磐安“磐五味”、桐乡杭白菊、东阳元胡、

鄞州浙贝母和瑞安温郁金等集聚种植带。

浙产特色中药材的病虫害种类多、危害重、

损失大，且因种植区域、气候、环境和栽培模式

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病虫发生情况不尽相同。

其中铁皮石斛为兰科石斛属多年生附生型草本植

物，随着组织培养、种子生产、设施栽培等人工

繁育关键技术的突破，种植规模迅速扩大，设施

栽培、基质栽培、仿生态栽培等种植方式多样，

病虫发生的差异较大。据文献报道和本课题组多

年的调查，浙江省铁皮石斛上常见病虫害有 28 种，

其中病害 12 种、虫害 16 种，危害严重的病害有

炭疽病 (anthracnose)、黑斑病 (black spot)、白绢

病 (southern blight)、灰霉病 (grey mould) 和软腐

病 (soft rot)[6-8]。其中黑斑病发生普遍，发病率为

30%~50%；灰霉病发生严重，发病率在 30% 左

右，高的达 90%；炭疽病发病率在 20%~30%，高

的达 50% 以上；白绢病在炼苗驯化期造成的死苗

率为 30% 左右，严重的可达 70% 以上；双叉犀金

龟 Allomyrina dichotoma 在浙江建德暴发为害，严

重时一条幼虫一个晚上可咬断 8~12 株植株，产量

损失达 40%~80%[9]。灵芝主要受蝇蛆、螨虫、线

虫、软体动物、鼠等为害。西红花上球茎腐烂病

(corm rot) 发生严重。浙贝母上常见病虫害有

12 种，其中灰霉病、软腐病和干腐病 (dry rot)
3 种病害及蜗牛、蛴螬发生普遍；灰霉病发生严

重，株发病率可高达 100%[10]。杭白菊常见病虫害

有 18 种 (病害 8 种、虫害 10 种)，发生严重的有

“三病三虫”，即叶枯病 (leaf blight)、根腐病 (root
rot) 和病毒病 3 种病害以及蚜虫、斜纹夜蛾和小地

老虎 3 种虫害[8-11]。元胡、白术、玄参、浙麦冬和

杭白芍等中药材上常见病虫种类较多，危害重的

病虫害有 4~8 种 (表 1)。
 

1.2    主要病虫害的系统鉴定

虽然浙产特色中药材产业发展迅速，但目前

该领域病虫害的基础研究极为薄弱，主要病虫害

发生规律及防控技术的研究严重滞后，防治仍停

留在盲目用药的初级阶段，因防治技术不当造成

的生态及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产业重大潜在风险之一。

在病害研究方面，对大多数病害仅根据症状

命名，缺少病原菌系统分离鉴定方面的研究，且

鉴定结果差异较大，存在争议。如铁皮石斛白绢

病：李海明等认为齐整小核菌 Sclerotium rolfsii 及
其有性态 Athelia rolfsii 均可致病[12]；席刚俊等则

认为致病菌为翠雀小核菌 S.  de lphini i，而 A.
rolfsii 在铁皮石斛上不致病[13]；王国荣等则认为病

原菌为齐整小核菌 S. rolfsii[14]。铁皮石斛炭疽病的

病原菌则有茶树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
胶孢炭疽菌 C. gloeosporioides、蝴蝶兰炭疽菌 C.

表 1    浙产特色中药材种植概况及病虫害种类

Table 1    Planting survey and pest species of characterist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 Zhejiang Province

药材名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种植面积
Planting area/hm2

产量
Yield/t

占全国比重
Proportion/%

产值/亿元
Value/RMB 0.1bn

常见病虫种类 Species of common pests

病害 Disease 虫害 Insect 总数 Total

铁皮石斛 D. officinale 2 800 7 900 70 45 12 16 28

灵芝 G. lucidum 330 2 100 30 15 4 5 9

西红花 C. sativus 400 2.3 50 2 2 2 4

浙贝母 F. thunbergii 3 450 15 000 90 7.5 5 7 12

杭白菊 C. morifolium 3 800 9 500 50 5 8 10 18

元胡 R. Corydalis 3 400 6 700 40 1.6 5 4 9

白术 A. macrocephala 1 400 4 100 30 1.1 5 7 12

玄参 S. ningpeensis 900 4 200 30 0.8 4 5 9

浙麦冬 O. japonicus 500 700 － 0.2 4 3 7

杭白芍 P. lactiflora 450 1 400 － 0.2 3 5 8

温郁金 C. aromatica 1 000 6 300 － 0.3 4 5 9
注：“－”表示暂无数据。

Note: "－" means no availabl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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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laenopsidis、辣椒炭疽菌 C. capsici、黑线炭疽

菌 C. dematium 和铁皮石斛围小丛壳菌 Glomerella
cingulata 等多种[8, 15]。白术根腐病的病原菌有真菌

界的立枯丝核菌 Rhizoctonia solan、镰孢属真菌

(尖镰孢菌 F. oxysporum、半裸镰孢菌 F. semitectum、

茄病镰刀菌 F. solani、燕麦镰刀菌 F. avenaceum、

木贼镰刀菌 F. equieti) 及假菌界的瓜果腐霉 Phythium
aphanidermatum[16-20]。病原鉴定结果的不同说明中

药植物病害的病原种类与其品种及栽培有较密切

的联系。另外，也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研究不够深

入，对病害的症状缺乏严格的调查、描述和区

分。很多叶部病害被笼统地命名，实际上它们很

可能是不同的病害。如叶枯病主要为害杭白菊叶

片，普通菊花上的黑斑病，也被称为斑枯病、叶

枯病，却是由菊壳针孢菌 Septoria chrysanthemella

引起的[21]。采自浙江省磐安县的杭白菊叶枯病的

病原菌先后被报道为尖孢镰刀菌 F. oxysporum[22]

和球毛壳菌 Chaetomium globosum[23]，前者引起的

病害症状主要为变色，后者引起的主要症状为叶

缘变色、卷曲。本课题组基于系统发育分析与

形态学鉴定，认为浙江省桐乡市杭白菊叶枯病的

病原菌为茎点霉属的 Phoma bellidis，其典型症状

为褐斑及后期的连片黑斑，这与菊花黑斑病的症

状类似，但与上述报道的 2 种真菌引起的杭白菊

叶枯病症状不同[8]。表明杭白菊叶片上可能存在包

括叶枯病在内的几种病害的共同侵染。另外，新的

中药植物病害也不断被发现，如浙产中药材上

Phoma exigua 引起的白术枯斑病等[24-26]。截至 2019
年 7 月，有关浙产中药材的病害鉴定情况见表 2。
 

表 2    浙产特色中药材病害种类及化学防治现状

Table 2    Disease and chemical control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la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药材名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病害

Disease
病原菌鉴定

Pathogen identify

室内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laboratory

大田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field
农药登记产品

Registered pesticides

铁皮石斛

D. officinale
疫病

Blight disease
烟草疫霉菌

Phytophthora nicotianae
棕榈疫霉

P. palmivora

暂无 No 68% 精甲霜灵·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68% metalaxyl-m·mancozeb WDG
72% 霜脲氰·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2% cymoxanil·mancozeb WP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80% mancozeb WP

暂无 No

轮斑病

Ring rot
露湿漆斑菌

Myrothecium roridum
春雷霉素 kasugamycin
氟吡菌酰胺·肟菌酯

fluopyram·trifloxystrobin
吡唑萘菌胺·嘧菌酯

isopyrazam·azoxystrobin
甲基硫菌灵

thiophanate-methyl

42.8% 氟吡菌酰胺·肟菌酯悬浮剂

42.8% fluopyram·trifloxystrobin SC
25% 嘧菌酯悬浮剂

25% azoxystrobin SC
25% 咪鲜胺乳油

25% prochloraz EC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0% difenoconazole WDG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80% mancozeb WP
50% 多菌灵·乙霉威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diethofencarb WP

暂无 No

黑斑病

Black spot
细极链格孢

Alternaria tenuissima
链格孢

A. alternate

咯菌腈 fludioxonil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代森锰锌 mancozeb
代森锌 zineb
福美双·福美锌 thiram·ziram
咪鲜胺 prochloraz

450 g/L 咪鲜胺水乳剂

450 g/L prochloraz EW
450 g/L 咪鲜胺水乳剂

450 g/L prochloraz EW

炭疽病

Anthracnose
茶树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
胶孢炭疽菌

C. gloeosporioides
蝴蝶兰炭疽菌

C. phalaenopsidis
辣椒炭疽病

C. capsica
黑线炭疽菌

C. dematium
铁皮石斛围小丛壳菌

Glomerella cingulata

咪鲜胺 prochloraz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春雷霉素 kasugamycin
甲基硫菌灵

thiophanate-methyl

暂无 No 75% 苯醚甲环唑·咪鲜

胺可湿性粉剂

75% difenoconazole·
prochloraz WP
25% 咪鲜胺乳油

25% prochloraz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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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Table 2 (Continued)
 

药材名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病害

Disease
病原菌鉴定

Pathogen identify

室内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laboratory

大田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field
农药登记产品

Registered pesticides

白绢病

Southern blight
齐整小核菌

Sclerotium rolfsii
翠雀小菌 S. delphini

寡雄腐霉

Pythium oligandrum
乙蒜素 ethylicin
三唑酮 triadimefon
百菌清 chlorothalonil
小檗碱 berberine

暂无 No 16% 井冈霉素·噻呋酰

胺悬浮剂

16% jinggangmycin·
thifluzamide SC

根腐病

Root rot
接骨木镰刀菌

Fusarium sambucium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锈病

Rust disease
花椒鞘锈菌

Coleosporium zanthoxyli
暂无 No 暂无 No 22.5% 啶氧菌酯悬浮剂

22.5% picoxystrobin SC
灰霉病

Grey mould
灰葡萄孢霉

Botrytis cinerea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枯梢病

Die back
互隔链格孢

A. alternate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茎腐病

Stem rot
可可球二孢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软腐病

Soft rot
终极腐霉

Pythium ultimo
暂无 No 暂无 No 20% 噻森铜悬浮剂

20% saisentong SC
枯萎病

Fusarium wilt
尖孢镰刀菌

F. oxysporum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霜霉病

Downy mildew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80% 烯酰吗啉水分散

粒剂

80% dimethomorph
WDG

西红花

C. Sativus
腐烂病

Corm rot
巴西曲霉

Aspergillus brasiliensis
尖孢镰刀菌

F. oxysporum
桔青霉菌

Penicillium citrinum
腐皮镰刀菌

F. solani

退菌特·克菌丹 tuzet·capten
三唑酮 triadimefon

50% 乙烯菌核利水分散粒剂

50% vinclozolin WDG
50%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50% procymidone WP
50% 多菌灵·乙霉威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diethofencarb WP
25% 吡唑醚菌酯乳油

25% pyraclostrobin EC

暂无 No

杭白菊

C. morifolium
枯萎病

Fusarium wilt
半裸镰刀菌

F. incarnatum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叶枯病

Leaf blight
Phoma bellidi
球毛壳菌
Chaetomium globosum
尖孢镰刀菌
F. oxysporum

咯菌腈 fludioxonil
咪鲜胺 prochloraz
吡唑醚菌酯 pyraclostrobin
嘧菌酯 azoxystrobin
戊唑醇 tebuconazole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暂无 No 8% 井冈霉素A水剂

8% jinggangmycin A SL

病毒病

Virus
菊花B病毒 CVB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白绢病

Southern blight
罗氏白绢小菌核菌

S. rolfsii
暂无 No 3% 井冈霉素水剂

3% jinggangmycin SL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 WP
20% 稻脚青可湿性粉剂

20% zinc methanearsonate WP

暂无 No

根腐病

Root rot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8% 井冈霉素A水剂

8% jinggangmycin A SL

元胡

R. corydalis
霜霉病

Downy mildew
暂无 No 暂无 No 25% 甲霜灵·霜霉威可湿性粉剂

25% metalaxyl·propamocarb WP
72% 霜脲氰·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2% cymoxanil·mancozeb WP
32.5% 苯醚甲环唑·嘧菌酯悬浮剂

32.5% difenoconazole·azoxystrobin SC

722 g/L 霜霉威盐酸盐

水剂

722 g/L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SL

菌核病

Sclerotinose
暂无 No 暂无 No 25% 嘧霉胺可湿性粉剂

25% pyrimethanil WP
25% 嘧霉胺可湿性粉剂

25% pyrimethanil WP

No. 5-6 戴德江等: 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化学防治的研究进展 763



续表 2

Table 2 (Continued)
 

药材名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病害

Disease
病原菌鉴定

Pathogen identify

室内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laboratory

大田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field
农药登记产品

Registered pesticides

白术

A. Macrocephala
根腐病

Root rot
尖镰孢菌

F. oxysporum
半裸镰孢菌

F. semitectumb
茄病镰刀菌

F. solanic
燕麦镰刀菌

F. avenaceum
木贼镰刀菌

F. equieti
立枯丝核菌

Rhizoctonia solan
瓜果腐霉

Phythium aphanidermatum

甲基硫菌灵

thiophanate-methyl
多菌灵 carbendazim
百菌清 chlorothalonil
甲基硫菌灵·硫磺

thiophanate-methyl·sulphur
腐霉利 procymidone
三环唑 tricyzlazole
灭菌威

glutaric dialdehyde
霉灵·甲霜灵

hymexazol·metalaxyl
乙酸铜 cupric acetate

8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 carbendazim WP
64% 霜灵·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4% metoxazon·mancozeb WP
30% 霉灵水剂

30% hymexazol SL
40% 五氯硝基苯·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40% quintozene·carbendazim WP
30%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乳油

30% difenoconazole·propiconazole EC
430 g/L 戊唑醇悬浮剂

430 g/L tebuconazole SC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70% thiophanate-methyl WP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 WP
99% 霜灵可湿性粉剂

99% metoxazon WP
2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25% triadimefon WP

暂无 No

立枯病

Sheath blight
立枯丝核菌 R. solani 噻呋酰胺 thifluzamide

咯菌腈 fludioxonil
暂无 No 60% 井冈霉素可溶性

粉剂

60% jinggangmycin SP
白绢病

Southern blight
齐整小核菌 S. rolfsii 吡唑醚菌酯 pyraclostrobin

甲基立枯灵

tolclofos-methyl
三唑酮 triadimefon
甲基硫菌灵

thiophanate-methyl
福美双 thiram
菌核净 dimethachlon
嘧霉胺 pyrimethanil
三唑酮 Triadimefon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

difenoconazole·propiconazole
氟硅唑 Flusilazole
霉灵·甲霜灵

hymexazol·metalaxyl
乙酸铜 cupric acetate
井冈霉素·嘧苷素

jinggangmycin·pyrimidine
nucleoside antibiotics

20% 甲基立枯灵可湿性粉剂

20% tolclofos-methyl WP
5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50% thiophanate-methyl WP
15% 三唑酮乳油

15% triadimefon EC
40%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40% thiramWP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75% chlorothalonil WP
95% 霉灵

95% metoxazon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 WP

10% 井冈霉素水溶粉剂

10% jinggangmycin SP
20% 井冈霉素水溶粉剂

20% jinggangmycin SP
6% 井冈霉素·嘧苷素水

剂

6% jinggangmycin·pyri-
midine nucleoside
antibiotics SL

叶枯病

Leaf blight
小孢拟盘多孢

Pestalotiopsis microspora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枯斑病

Spot blight
Phoma exigua 咯菌腈 fludioxonil

嘧菌酯 azoxystrobin
吡唑醚菌酯 pyraclostrobin

暂无 No 暂无 No

黑斑病

Black spot
A. alternata 咪鲜胺 prochloraz 暂无 No 暂无 No

叶斑病

Leaf spot
长柄链格孢菌

A. longipes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病毒病

Virus
黄瓜花叶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
蚕豆萎蔫病毒2号
Broad bean wilt virus 2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玄参

S. ningpeensis
叶斑病

Leaf spot
Stagonosporopsis trachelii
Phoma herbarum
玄参叶点霉

Phyllosticta scrophulariae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

difenoconazole·propiconazole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0% difenoconazole WDG
30%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乳油

30% difenoconazole·propiconazole EC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 carbendazim WP
1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5% triadimefon WP

暂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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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产中药材上的害虫危害情况尚不完全明

确，目前几乎未见相关害虫分类鉴定的报道。生

产上一些次要害虫已迅速成为主要害虫，如元胡

白毛球象 Cionus latefasciatus 在浙江省 2000 年前

为次要害虫，2005 年后在浙江磐安、东阳和仙居

等地危害严重，田间株受害率 20%~30%，严重的达

50% 以上，但 2015 年以后又呈现田间零星发生[27]。

有些害虫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作物上发生危害的差

异性极大，如双叉犀金龟是一种常见的农业害

虫，近几年在浙江建德铁皮石斛种植基地上暴发

成灾，而在周边其他作物上却发生很轻，在品

种、栽培、管理、肥水等基本相同的其他地区铁

续表 2

Table 2 (Continued)
 

药材名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病害

Disease
病原菌鉴定

Pathogen identify

室内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laboratory

大田药剂筛选

Fungicide screened in the field
农药登记产品

Registered pesticides

白绢病

Southern bligh
齐整小核菌

S. rolfsii
丙环唑·嘧菌酯

propiconazole·azoxystrobin
丁子香酚 eugenol
多抗霉素 polyoxin

暂无 No 暂无 No

斑枯病

Spot blight
玄参壳针孢

Septoria scrophulariae
甲基硫菌灵

thiophanate-methyl
多菌灵 carbendazim
代森锰锌mancozeb
百菌清 chlorothalonil
咪鲜胺 prochloraz

400 g/L 氟硅唑乳油

400 g/L flusilazole EC
8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 carbendazim WP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70% thiophanate-methyl WP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0% difenoconazole WDG
25% 咪鲜胺乳油

25% prochloraz EC

暂无 No

茎枯病

Stem blight
草茎点霉菌

Phoma herarum
氟硅唑 flusilazole
多菌灵 carbendazim

暂无 No 暂无 No

炭疽病

Anthracnose
褐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fuscum
辣椒炭疽菌

C. capsici

氟硅唑 flusilazole
多菌灵 carbendazim

暂无 No 暂无 No

斑驳病 Mottle Scrophulariae mottle virus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轮纹病

Ring spot
玄参壳二孢

Ascochyta scrophulariae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温郁金

D. aromatica
叶枯病

Leaf blight
棒弯孢霉

Curvularia clavata
拟康宁木霉

Trichoderma koningiopsis

代森锰锌 mancozeb
咪鲜胺 prochloraz

68% 精甲霜灵·代森锰锌

水分散粒剂

68% metalaxyl-m·propamocarb WDG
72% 霜脲氰·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2% cymoxanil·mancozeb WP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80% mancozeb WP

暂无 No

白绢病

Southern blight
齐整小核菌

S. rolfsii
烯唑醇 diniconazole
吡唑醚菌酯 pyraclostrobin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氟硅唑 flusilazole

暂无 No 暂无 No

炭疽病

Anthracnose
郁金炭疽菌

C. curcumae
烯唑醇 diniconazole
咪鲜胺 prochloraz
氟硅唑 flusilazole
丙环唑 propiconazole

暂无 No 暂无 No

甘薯病毒病

Sweetpotato virus
diseases

甘薯羽状斑驳病毒

SPFMV
甘薯轻斑驳病毒

SPFMMV
甘薯潜隐病毒 SPLV
甘薯轻斑点病毒 SPMSV

暂无 No 暂无 No 暂无 No

根腐病

Root rot
层出镰孢菌

F. proliferatum
戊唑醇 tebuconazole
咪鲜胺 prochloraz
多菌灵 carbendazim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暂无 No 暂无 No

细菌性枯萎病

Bacterial wilt
劳尔氏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福美双 thiram
链霉素·土霉素

streptomycin·terramycin

暂无 No 暂无 No

注：除农药登记产品数据由中国农药信息网获得外，其余数据均由中国知网文章整理获得，截止时间均为 2019 年 6 月。

Note: Except for data of registered pesticides which was from China Pesticide Information Network, all the other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www.cnki.net based
analysis of published paper. Both the cut-off time were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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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石斛种植基地也发生很轻。浙江永嘉铁皮石斛

仿生态种植基地的介壳虫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目

前，对浙产特色中药材上不少主要病害还未进行

系统的分类鉴定，绝大多数病虫害均未见基础生

物学、暴发机制和防控技术的研究报道，综合治

理技术几乎是空白，这使得中药材生产上过于依

赖使用化学药剂，且缺乏科学适用的绿色防控技

术，源头上无法控制农药残留超标，这也是导致

中药材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在原因[28-29]。

2    浙产特色中药材的农药残留检测与控制

现状

2.1    残留检测技术

不合理、不科学使用农药是引起农药残留超

标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中药材质量安全的重要

因素之一。中药材农药残留被某些媒体戏称为“药
中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3 年绿色和

平组织发布《药中药：中药材农药污染调查报

告》，对德国、美国等欧美 7 个国家市场上产自

中国的常用中药材进行抽样检测，其中 90% 的样

品检出了农药残留，且大部分样品检出 3 种以上[30]。

吴加伦等[29] 于 2004—2005 年检测发现，受土壤中

有机氯残留影响，浙麦冬等药材中检出滴滴涕或

其同系物；白术上检出五氯硝基苯，其他部分药

材中检测出毒死蜱等有机磷和氯菊酯等拟除虫菊

酯类农药。陈思颖等 [ 3 1 ] 于 2014—2016 年采用

HPLC 法测定了浙江、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铁

皮石斛样品 50 批次，各有 2 个批次检出多菌灵和

甲基硫菌灵。任琦等[32] 于 2017 年对全国药材市场

上 248 批次的白术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发现，64 批

次检出多菌灵、五氯硝基苯、毒死蜱、氟虫腈、

甲氰菊酯、哒螨灵、氰戊菊酯和甲基五氯苯硫醚

8 种农药，且部分样品中同时检测到 2 种或 2 种以

上农药。近年来，浙江省加强了中药材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铁皮石斛、“浙八味”等药材中均未检

出六六六、滴滴涕和林丹等有机氯农药及其他禁

限用农药，少量批次样品中检测出多菌灵、嘧菌

酯、吡虫啉和四聚乙醛等常用农药。目前虽然还

缺乏相关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但根据《中国药

典》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理论值推算，上述所检

出的农药残留量均在安全范围内，这表明浙产特

色中药材质量安全状况总体比较好。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中药材的质量安全，相

关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色谱法

是浙产特色中药材农药残留分析中最为常用的检

测方法，主要包括气相色谱法 (GC)、高效液相色

谱法 (HPLC)、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UPLC) 和超临

界流体色谱法 (SFC) 等。如：黄卫平等[33] 建立了

气相色谱 (GC-ECD) 测定“浙八味”中有机氯农药残

留的方法；吴加伦等[34] 采用气相色谱法 (GC-FPD)
测定了浙贝母、杭白菊、白术和温郁金中 11 种有机

磷类农药的残留量，添加回收率在 77.5%~112.3%
之间，最小检出量为 0.003 5~0.01 ng，最低检测

浓度为 0.000 7~0.004 mg/kg；王瑶等[35] 采用反相

高效液相色谱法 (RP-HPLC) 测定白术中多菌灵的

残留量，最小检出量为 0.36 ng，最低检测浓度为

0.022 5 mg/kg。近年来，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也逐

渐成为浙产特色中药材农药残留分析中的常用方

法。刘洪波[36] 建立了气相色谱-质谱 (GC-MS) 联
用测定杭白菊和白术中甲氰菊酯等 5 种拟除虫菊

酯类农药残留的方法，操作简单，灵敏度高；万

益群等[37] 采用 GC-MS 法测定了白术中有机磷及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Qin 等[38] 建立了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 (UPLC-MS/MS) 测定浙麦冬中新

烟碱类、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方

法，灵敏度高，可准确分析多种农药残留。目

前，针对铁皮石斛、“浙八味”等浙产特色中药材

建立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研究较多，已经对 80 多

种农药建立了残留检测方法，可满足常用农药的

残留检测。

2.2    中药材质量安全标准化

在中药材质量安全标准化方面，目前中国还

缺乏相关的用药规范和相应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标准 (MRL)。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GB 2763—2016) 中基本未涉及中药材，其中

药用植物上仅人参规定了苯醚甲环唑和嘧菌酯

2 种农药的 MRL 值分别为 0.5 和 1 mg/kg；在其他

药用植物上尚没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国药

典》中对多数农药也未作残留限量规定，仅在人

参和三七等少数药材上规定了六六六、DDT、五

氯硝基苯、六氯苯、七氯、艾氏剂和氯丹等长残

效有机氯农药的残留限量指标，在其他药材与饮

片上均无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地理标志产品 杭
白菊》(GB／T 18862—2008) 中仅有乐果和敌敌畏

2 种农药残留的检测指标。浙江省制订的《无公害

铁皮石斛》地方标准 (DB33/T 635.3—2007)，仅对

六六六、DDT、五氯硝基苯、辛硫磷和敌百虫

5 种农药作出了残留限量标准。浙江省制订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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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石斛花》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网上征求意见

稿) 对四聚乙醛、吡虫啉、烯酰吗啉、啶氧菌酯、

咪鲜胺、苯醚甲环唑和噻呋酰胺 7 种农药规定了

残留限量指标。而国外却对中药材设置了较多的

质量标准和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如：《ISO 21370：
2019 中医药——铁皮石斛》国际标准中对检测方

法、农药残留指标等有明确要求。日本发布了《关

于中药材残留农药的行业自检标准》、《中药材

农药残留量测定法》、《关于中药制剂残留农药

的行业自检标准》和《中药制剂农药残留量测定

法》，并制定了世界上残留限量标准最多、涵盖

食品种类最全的“肯定列表制度”；美国 FDA 制定

了国际上最苛刻的管理制度，对进口中草药极其

谨慎，审批极其严格；韩国发布了“关于中草药重

金属的规范和测试方法”和“关于中草药二氧化硫残

留物的规范和测试方法”的修正提案；欧盟出台了

《欧洲传统草药法案》，各成员国相继禁售非注

册的中草药。这些中药材上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

给中国中药材出口贸易增添了技术屏障。近年

来，出口中药材因有害残留物超标，不符合进口国

标准而频遭扣留和退运，已经成为中药材走出国

门的“拦路虎”。同时，随着美国、韩国、日本和欧

盟等国家、组织的绿色壁垒不断升级，各种农药

残留标准越来越严苛，通过有害生物的科学防控

等措施提高中国中药材质量安全水平已刻不容缓。

3    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的化学防治

3.1    农药应用及登记概况

据本课题组调查和文献报道，铁皮石斛上常

用农药有 40 多种，其中杀菌剂 20 多种；灵芝和

西红花上常用农药有 10 多种；浙贝母等其他药材

上常用农药均在 30 种左右[3-5]。浙产特色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上常用农药种类多，而在中药材上登记

的农药种类较少。据中国农药信息网查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 3 0 ]，浙产特色中药材上仅有

23 个农药产品取得农药登记，其中在铁皮石斛上

登记农药产品 12 个，白术、杭白菊和元胡上分别

登记农药产品 4 个、3 个和 3 个，浙贝母上登记农

药产品 1 个；灵芝、西红花、玄参、浙麦冬、杭

白芍和温郁金等 6 种作物上尚无登记农药 (表 2)。
为解决浙产中药材等特色作物生产上要用药与无

登记农药可用的实际问题，浙江省于 2012 年起在

全国率先实施小品种作物农药登记财政扶持项

目[3-5]，本课题组承担了部分具体工作，如药剂筛

选、安全性评价、田间药效、农药残留等登记试

验。浙江省级财政在浙产特色中药材上已累计投

入 1 500 多万元，支持 80 个农药产品开展登记试

验，目前已有上述 23 个产品取得农药登记，还有

57 个农药产品正在开展登记试验，初步缓解了生

产上要用药与无登记农药可用的矛盾。

3.2    主要病虫害的化学防治药剂

浙产特色中药材种植过程中需要用药，但缺少

登记的合法农药可用，导致生产上技术指导部门指

导用药难，农业执法部门监管难。目前，在铁皮石

斛上登记的农药产品有 12 个 (表 2)，主要用于防

治炭疽病、黑斑病、霜霉病、疫病等真菌性病害，

涉及防治药剂有咪鲜胺、苯醚甲环唑、啶氧菌酯、

烯酰吗啉、喹啉铜等，杀虫剂仅有吡虫啉、四聚乙

醛、松脂酸钠 3 种，此外，在一些主要病虫 (如灰

霉病、漆斑病、蜗牛、斜纹夜蛾等) 上还没有登记

药剂。在浙贝母等其他药材上仅有 1~4 个登记药

剂，其中，浙贝母上仅有阿维菌素和吡虫啉复配防

治蛴螬 1 个药剂；白术上登记药剂为井冈霉素、嘧

啶核苷素和二嗪磷，用于防治白绢病、立枯病和地

下害虫；杭白菊上登记了井冈霉素，用于防治叶枯

病和根腐病，吡虫啉和吡蚜酮用于防治蚜虫，甲维

盐用于防治斜纹夜蛾；元胡上登记了嘧霉胺和霜霉

威，用于防治菌核病和霜霉病，甲维盐用于防治白

毛球象。而在灵芝、西红花、玄参、浙麦冬、杭白

芍和温郁金上均尚无任何登记农药。生产上农民常

用的药剂大多没有经过登记，也没有安全用药的规

范，其用药防治意见主要来自农药经营单位或其他

种植户，导致农民乱用和滥用农药现象普遍。如推

荐使用多菌灵或甲基硫菌灵防治铁皮石斛软腐病，

无论所称的软腐病是猝倒病还是细菌性软腐，防治

效果都不会好。因为多菌灵等苯并咪唑类杀菌剂可

防治子囊菌、半知菌中的部分真菌病害，而对于疫

霉、腐霉等卵菌及细菌无效。在浙产特色中药材病

虫防治上不科学、不精准，也是导致中药材质量存

在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3-5]。

目前，对浙产特色中药材主要病虫害的化学防

治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生

物活性测定方面，如立枯病和白绢病是白术生产种

植中的 2 种主要土传病害，分别由立枯丝核菌 R.
solani 和齐整小核菌 S. rolfsii 引起，噻呋酰胺

对这 2 种病菌都具有很高的活性，EC50 值分别为

0.06 和 0.03 μg/mL，可用于 2 种病害的防治[39]。咯

菌腈对白术枯斑病菌 P. exigua 菌丝生长的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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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强，EC50 值为 0.24 μg/mL；而 QoI 类杀菌剂

吡唑醚菌酯和嘧菌酯对其分生孢子萌发具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EC50 值分别为 0.10 和 0.16 μg/mL[24]。

咯菌腈和吡唑醚菌酯分别对铁皮石斛黑斑病菌 A.
tenuissima 的菌丝生长和分生孢子萌发表现出明显

的抑制作用，EC50 值分别为 0.10 和 0.12 μg/mL[8]；

同时 2 种药剂对杭白菊叶枯病菌的菌丝生长和分生

孢子萌发也有很强的抑制活性。而咪鲜胺和吡唑醚

菌酯分别对铁皮石斛炭疽病菌 C. fructicola 的菌丝

生长和分生孢子萌发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EC50

值分别为 0.10 和 0.12 μg/mL[8]。还有研究表明，春雷

霉素对铁皮石斛轮斑病菌 Myrothecium roridum[40]、

苯并咪唑类杀菌剂甲基硫菌灵和多菌灵对白术根腐病

菌[19-20] 和玄参斑枯病菌 Septoria scrophulariae[41]

具有较高的抑制活性。在田间防治试验方面，仅见

对铁皮石斛疫病、轮斑病、黑斑病，西红花腐烂

病，杭白菊白绢病，元胡霜霉病、菌核病，白术

根腐病、白绢病，玄参叶斑病、斑枯病，以及温郁

金叶枯病有过报道[42-44]，而有关浙产特色中药材主

要虫害化学防治的研究很少，只见四聚乙醛对铁皮

石斛蜗牛[45]、氟虫腈等对玄参球象[46] 及氯氰菊酯

等对玄参小地老虎[47] 防治方面的试验报道。

3.3    主要病虫害的抗药性

长期单一大量使用农药必然导致病虫害抗药

性的产生，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也不例外。多

菌灵、甲基硫菌灵、腐霉利等常用杀菌剂在浙产

特色中药材上使用时间长、剂量大、次数多，生产

上反映这些药剂对杭白菊叶枯病和根腐病、铁皮

石斛和浙贝母灰霉病，以及白术黑斑病等真菌性

病害防效很差，部分地区已失去使用价值[48-49]。近年

来，由于苯醚甲环唑等三唑类、嘧菌酯等 QoIs 类、

啶酰菌胺等 SDHIs 类杀菌剂大量使用，基层反映

其田间实际防效比以前也有所下降，是否因抗药

性引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浙产特色中药材病

虫害抗药性研究方面，目前除了本课题组的初步

研究报道外，尚未见其他报道。本课题组采用区

分剂量法检测了浙江临安地区铁皮石斛灰霉病菌

对多菌灵的抗药性，结果发现，1/3 的菌株产生了

高水平抗性，1/5 的菌株产生了中等水平抗性，

1/10 的菌株产生了低水平抗性；在进一步研究抗

性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铁皮石斛灰霉病菌对多

菌灵抗性检测的 LAMP快速测定方法，检测方

便，时间短，灵敏度高[48]。2015—2017 年对采自

浙江磐安、天台、新昌和嵊州等地的 137 株白术

黑斑病菌进行甲基硫菌灵和腐霉利的抗药性监测

发现，对甲基硫菌灵的高水平抗性菌株频率达

77.4%，中等水平抗性菌株频率为 22.6%，未检测

到敏感菌株；对腐霉利的抗性菌株频率为 20.4%；

并确定 EC50 值 0.29 ± 0.11 μg/mL 为白术黑斑病菌

对咪鲜胺的敏感性基线，可用于后续的抗性监测[49]。

采用区分剂量法测定了浙江桐乡地区杭白菊叶枯

病菌对多菌灵的抗药性，结果发现：在分离纯化

的 35 株病原菌中，检测到 33 株高抗菌株，2 株敏

感菌株，未检测到中低抗菌株，抗性频率高达

94.3%，抗药性机制为其 TUB2 的 E198A 突变，

这与生产上多菌灵对杭白菊叶枯病防效差的实际

情况相符[50]。

加强病虫害抗药性的监测与管理，是科学用

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上，浙产特色中药材上

多菌灵、吡虫啉等常用药剂使用频繁，加强其主

要病虫抗药性监测，指导农药科学使用显得尤为

迫切。2015 年以来，本课题组对铁皮石斛灰霉病

菌、白术黑斑病菌和杭白菊叶枯病菌进行了抗药

性监测，开展了抗药性机制的初步研究，建立了

早期抗药性检测方法，提出了抗药性治理的措

施。除此以外，在浙产特色中药材病害抗性研究

上未见报道。在害虫抗药性研究方面，如斜纹夜

蛾、甜菜夜蛾、蚜虫等园艺蔬菜作物上的重要害

虫，其抗药性监测、机制与治理方面的研究较

多，但在浙产特色中药材上未见相关研究报道。

抗药性研究的缺失，导致生产上缺少轮换用药、

交替用药等科学用药的理论依据。

4    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化学防治的建议

4.1    加强浙产中药材病虫害的基础性研究，为科

学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从总体来看，关于中药材病虫害防治的研究

相对滞后。随着社会的关注，科研投入的加大，

该领域研究将不断加强，特别是近 5 年来关于铁

皮石斛病虫害防治的研究成效已初步显现。加快

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的基础研究，是保障产业

发展的必然要求，参照粮油、蔬菜等大宗作物病

虫害研究的做法，应着重研究制约精准防治的系

列问题。一是系统鉴定病虫害种类；二是研究明

确灾变机制。目前，浙产特色中药材上复合侵染

的土传病害、地下虫害等危害严重，连作障碍的

问题也亟待解决；三是建立预测预报方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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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药材病虫害研究往往是遵循农作物的研究

方式，更多关注的是病虫害对产量的影响，易忽

略品质的变化。中药材作为治病保健的中医药的

原材料，对品质要求更高，关于病虫害及农药施

用特别是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施用对中药材品质是

否有影响等研究还是空白，因此需要关注中药材

的次生代谢，重视病虫发生及农药施用对药材品

质影响的研究。

4.2    注重试验数据积累，为加快农药登记、制订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等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在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方面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过登记评价的农药甚少，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和安全用药规范还是空白，“无药

可用、无标可依”的现状导致了生产上农药使用混

乱，质量安全隐患风险大。加快农药登记和相关

标准的制定，已成为各级科研、管理、推广部门

的共识。为此，迫切需要开展中药材上常用农药

对靶标生物的有效性、对作物及非靶标生物的安

全性、农药在作物及土壤中的残留消解动态、在

环境中的行为及对环境生物影响等基础研究，只

有通过大量的试验，积累足够多翔实的数据，对

农药登记进行科学评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农药

使用规范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具体措施：一是

加快药剂筛选，通过生物测定、田间试验等方

法，筛选出中药材上主要病虫害防治的高效、低

毒农药品种，为农药登记提供储备。二是加强农

药登记评价，充分利用好现有小品种作物农药登

记群组化试验要求，全面开展产品化学、毒理、

药效、残留、环境等登记试验，为农药登记提供

依据。三是加快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在登

记试验的基础上，根据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

要求，进一步开展残留试验，掌握残留消解动

态，进行膳食风险评估，提出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值 (MRLs)；同时，积极争取将国家标准上升为国

际 CAC 标准。目前，吡虫啉在杭白菊、二嗪磷在

白术上的 2 个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已提交食品法典

农药残留标准委员会 (CCPR)审定，近期有望颁布

实施，为中药材出口贸易争取国际话语权。

4.3    加强化学防治协同技术研究与应用，为指导

农药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中药材病虫害研究的思路基本来源于大田作

物，防治技术主要依靠农业措施和化学防治的经

验积累。对于浙产特色中药材而言，保证质量安

全是生产过程中的第一要务。因此，示范应用农

业、生物与化学防治相集成配套的绿色防控技

术，加强科学用药指导，对于避免或减轻农药使

用产生的抗药性 (resistance)、再猖獗 (resurgence)、
残留 (residue) (3R) 负面影响，保障中药材质量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农业防治措

施控制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害的报道多为经验性

推荐，基于试验性的报道文献较少。此外，中药

材抗性品种选育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诱变

育种、基因工程、分子标记等技术的发展，将进

一步加快育种进程，已在铁皮石斛、白术等药材

上取得了初步成效[2]。生物防治是利用有益生物或

其代谢物控制病虫危害的方法，目前大田作物上

常用的是释放天敌及施用生物农药，如 Bt、绿僵

菌、核多角体病毒、哈茨木霉、多抗霉素等防治

病虫害，这些方法在进一步试验的基础上可借鉴

应用到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防治上来。化学防治

是目前浙产特色中药材病虫防治上最常用的方

法，其关键是加强科学安全用药的技术指导。针

对当前中药材上农药使用的实际情况，加强抗药

性研究已迫在眉睫，特别是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

法研究探明抗性机制，建立快速、灵敏、操作便

捷的早期抗药性检测方法，加强抗药性监测与治

理，对于指导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产

生，延长药剂的使用寿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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