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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究竟有怎样的好处？它是否
代表了未来农业发展的需求？5月14日至
16 日，首届国际生物防治大会在北京召
开，主题是“生物防治与人类健康”，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1000 余位科学家出席大
会，共同为全球生物防治以及农业绿色发
展建言献策。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生物防治作为绿色防控重
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可持续发
展、食品安全保障等提供了物质
基础和技术支撑

“生物防治，目前在全球农业生产中已
被广泛认可，但是生物防治领域的综合性
国际大会还是首次举办，而且是在中国
举办。这表明，我国的生物防治技术以及
应用在世界已经达到了一流水平。”作为本
届生物防治大会的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所副所长邱德文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

邱德文从事生物防治事业10多年，他
认为，化学农药是人工合成的，自然界没有
酶去降解它，因此形成了残留。而生物防
治是利用自然界已经存在的生命活体，或
者是活体的代谢产物来控制病虫害，其所
运用的原材料是自然界中本来就具备的活
性生物，如天敌昆虫、菌类等，因此，它们可
以在自然条件下完成降解。

“我们通常讲的大虫吃小虫，小虫吃弱
虫，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就是这个意思。
如今，我们又有了更高超的技术手段，如干
扰剂、信息素等，使生物防治技术进化到了
分子层面，给害虫以致命一击。”邱德文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
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2015年，原农业部通过了《到2020年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为我国农作物病
虫害防控提出具体要求和目标，力争2020

年农作物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
“实现这些目标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

新需求的新型绿色防控产品。生物防治作
为绿色防控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可持续
发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保障等
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邱德文说。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表示，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生态文明建设
与环境保护，强调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以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发展为重点，
调整和优化科研创新方向和布局，“十三
五”期间，力争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率提高
至40%以上。

国际生物防治组织（IOBC）主席海
姆佩尔·乔治认为，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人类共同的需
求。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
生物防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推广，能够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更好地
保障人类健康。

发力生物农药产业

生物农药产业在全球范围
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生物农药市值达到33亿
美元；预计到2025年，实现95亿
美元市值

邱德文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有关生
物防治方面的技术五花八门。其中，很多
技术难以落地和大面积推广，而那些成功
转化为商品并获得农药登记证的产品被称
为“生物农药”。

“我国农业生产正开始从数量型向质
量与安全型转变，生物农药将成为农药产
业发展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
生物农药的研发中去，生物农药市场份额

将继续扩大，而传统化学农药使用者们最
终将采用生物农药。”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
张礼生告诉记者。

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农药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远超传统的化学农
药。行业智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
全球生物农药市值达到33亿美元，并将以
13.9%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持续高速
增长；预计到 2025 年，实现 95 亿美元市
值。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现已掌握了许
多生物农药的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制的技术
路线，拥有众多自主知识产权。生物农药
产品剂型已从不稳定向稳定发展，由剂型
单一向剂型多样化方向发展，由短效向缓
释高效性发展。

记者了解到，由邱德文团队创制出的
全球第一个植物免疫蛋白质生物农药——
阿泰灵，目前已建立了800吨每年蛋白质
农药生产线，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阿泰灵通过诱导植物自身
免疫，增强植物抵抗能力，改善植物健康状
况，以此抵御病虫害侵扰；同时引入了防御
理念，摒弃以往病害发生再开始治疗的策
略，而是防患于未然，在未发病前就开始
预防。

“通过免疫诱抗技术提高植物抗病性、
减轻病害发生是一种全新的绿色植保理
念，是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的新技术和新方
法，也是有效缓解环境污染、保障农产品安
全、实现农药零增长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对改善我国长期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环
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邱德文告诉记者。

伴随着生物防治技术水平的逐步提
高，我国一大批具有实力的生物农药企业
快速成长起来，为农业生产输送了源源不
断的生物农药。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60
多家生物农药生产企业，约占全国农药生
产企业的10%，生物农药制剂年产量近13
万吨，年推广应用生物防治技术面积约 4
亿至5亿亩次。

撑起生物防治“保护伞”

我国已构建了以生物防治
为主的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体
系，解决了重大农业病虫害的持
续、安全防控

京津冀地区耕地面积相对较少，降雨

量偏低，设施农业比较普遍。而设施农
业中普遍存在高肥、缺水、资源利用
低、虫害严重等问题。

2015 年以来，由农科院植保所牵
头，以天津众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作
为示范基地，对设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
控增产增效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建立
了以生物防治为主导、生态调控为辅
助、多种环境友好型措施组合为支撑的
设施蔬菜病虫害全程解决方案。在示范
区，可以实现不使用化学农药，持续有
效控制病虫害。

据悉，我国目前已构建了以生物防
治为主的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体系，包
含适用于大区域农业生产的 6 套病虫害
技术解决方案，解决了重大农业病虫害
的持续、安全防控。

在华南蔬菜、甘蔗、柑橘、荔枝主
产区，科研人员针对本区重大害虫小菜
蛾、粉虱等推广应用“寄生蜂组合的生
防技术”，通过生产应用生防产品赤眼
蜂、平腹小蜂等，提高防治效率 60%，
年应用面积达 3 万公顷；在东北玉米、
大豆、向日葵主产区，科研人员针对害
虫玉米螟、大豆食心虫、向日葵螟等，
推广应用了“赤眼蜂、白僵菌生物防治
害虫技术”，年应用面积达 67 万公顷
以上。

邱德文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应用生
物防治的作物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10%左右，并且以每年 15%左右的速度
增长，“我国政府提出，力争在‘十三
五’期间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率提高至
40%以上，尽管绿色防控是一个大概
念，生物防控包含在内，但是如何提高
技术水平，将该技术更好地应用到农业
生产中去，仍值得科研人员去不断研究
与总结”。

邱德文介绍，为促进我国生物防治
技术更上新台阶，2014 年，经科技部批
示，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牵头，成立了国内首个生物农药与生物
防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以科技创
新为指导，以组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和健全创新体系为重点，聚集产品资
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带动和促进
产业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
化升级，为我国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技
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健康快速发展提
供重要平台支撑，为我国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率提高至40%以上——

生物防治 没有硝烟的“战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随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

健康生活等理念深入人心，人类

与害虫斗争的“武器”早已由高

毒高残留的化学农药转向绿色

无污染的生物防治手段——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悄然

打响

在吃饭这件事上，越来越多的外卖订
餐消费者不仅讲究吃得安全，更追求如何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细心的消费者近日
通过 APP 订餐时发现，一些菜品的信息
开始变得非常全面。比如，打开饿了么
APP，搜索“和合谷”，点击“宫保鸡丁
盖饭”后发现，除了菜品的图片、价格、
主要食材外，其能量、蛋白质、脂肪等营
养成分指标也都一一标示了出来。

日前，在中国营养学会和饿了么、百
度外卖举行的《网络餐饮营养与健康社会
共治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上，饿了么副
总裁兼首席食品安全官王三虎介绍说，饿
了么、百度外卖从今年3月份起，启动了

网络订餐菜品原材料及营养标示试点，第
一阶段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金华
等城市引导入网商户自愿标识在网销售餐
品的原材料。目前，标识试点已推进到第
二阶段，共有来自30家餐饮企业的1857
家商户对在网销售的餐品进行了能量、脂
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营养成分的公示。

近年来，网络餐饮消费持续快速增
长。2017 年，网络餐饮市场交易规模突
破 2046 亿元，环比增长 23.1%。网络外
卖已成为国人继到店堂食、回家吃饭后的
第三种常规就餐方式。在为消费者提供快
速便捷服务的同时，如何在保证消费者吃
得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大家形成科学的膳

食习惯，推进健康饮食文化建设，成为外
卖订餐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营养专家对网络订餐平台大数
据进行了初步分析，数据显示出三大特
点：一是中国大陆范围内网络餐饮排名第
一的订餐时段是午餐，其次是夜宵、下午
茶和晚餐；二是排名前三的餐品类别分别
是中餐、甜品饮品和西餐。其中，福建甜
品的销量超越上海、广西、江苏位居第
一；三是消费者最喜爱的排名前三的菜肴
是简餐类、盖浇饭类、米粉米线面条类。
除新疆、西藏是米粉面以外，其余各省、
市、区排第一位的均是简餐，排名第二的
菜肴出现了盖浇饭、米粉面、炸鸡炸串，

呈现了明显的地域分化。
“从分析结果来看，我们建议消费者

在选择正餐时，尽量选取低油低脂低盐的
餐品；在非正餐选择上，尽量选择新鲜的
水果或蔬菜制品，而不要经常选择含糖饮
料。另外，要努力培养合理膳食习惯，做
到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中国营养
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说。

据介绍，饿了么、百度外卖还将与
中国营养学会开展网络订餐餐品数据的
共享和挖掘研究，分析网络订餐人群的
饮食消费方式，评估网络订餐人群的膳
食结构与营养摄入状况，给予消费者科
学膳食指导。

饿了么、百度外卖公示餐品能量——

外 卖 也 可 以 吃 得 更 营 养 更 健 康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施剑林研究员和陈雨研究员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化学学会评论》首次提出“纳米
催化医学”新概念，并对该全新概念进行了精确定
义和全面阐述；还将这一新方法应用在肿瘤的高
效、安全治疗中，为纳米医学和临床医学开辟了全
新研究领域。

常规肿瘤化疗采用具有高细胞毒性的化疗药
物，通过细胞凋亡或非选择性坏死的途径同时杀
死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如果能够采用无毒或低毒
的纳米颗粒，有选择性地触发肿瘤组织内部的特
定化学反应，则可以实现一系列生物学和病理学
响应，从而可能在不显著影响正常组织的情况
下，实现肿瘤特异性治疗和成像，达到特异性的
癌症防治目的。

然而，利用催化化学反应实现选择性肿瘤诊疗
的相关技术进步，依赖于基础化学、纳米技术和生
物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与技术革新，有别
于传统的临床癌症诊断模式。

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团队采用改进的自蔓延燃烧
方法，成功制备出单分散的、直径约100纳米的硅
化镁纳米颗粒，实现了响应肿瘤的特异性微环境，
达到肿瘤特异性的局部饥饿治疗效果。这种纳米粒
子在正常组织的中性环境下稳定，无毒无害；而在
肿瘤的弱酸性环境下，可以与质子反应生成硅烷。
这种硅烷分子极易与氧分子反应，从而大量快速消
耗氧组分；同时，产生的中间产物会原位堵塞血
管，防止外部氧分子和养分通过肿瘤血管系统的供
给，从而达到肿瘤治疗效果。最后，这些氧化硅颗
粒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后彻底降解，从根本上不存在
毒副作用。

随后，研究团队又合成了一种枝状介孔二氧
化硅纳米粒子作为药物输运系统载体，构建出一
种新型的纳米催化剂。该催化剂利用肿瘤细胞内
旺盛的葡萄糖原料和微酸性代谢环境，连锁进行
高效的生物酶催化反应和化学 Fenton 催化反应，
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不对正常组织和器官造
成损害。

体内动物实验显示，该纳米催化剂具有较好的
肿瘤杀伤、抑制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内生物安全性。

此外，该研究团队利用瘤内催化反应策略，开
展了外场激发下催化肿瘤的系列前沿探索工作。如
利用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作为载体，将无毒的金属
卟啉分子输运至癌症病灶，在常规超声外场作用
下，实现安全高效杀灭肿瘤。

为更好总结以上催化反应实现肿瘤特异性治疗
的研究，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催化医
学”新概念，对其本质和应用作了定义和讨论；并
提出了作者对该领域发展现状的观点，展望了纳米
催化医学领域的潜在发展方向。这一工作有望为个
性化生物医学提供一种全新且低毒有效的癌症诊疗
解决方案，从而为纳米医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新思
路，将对化学、材料、生物和医学领域的交叉研究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研究人员提出

“纳米催化医学”新概念

福建三
明市果农利
用生物防治
技术种植出
的草莓，果
形、口感俱
佳。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日
前 成 为 林 斯 比 得 汽 车 公 司 自 动 驾 驶 概 念 车

（Snap）的独家照明合作伙伴，将运用先进下一代
照明技术重新定义驾驶体验。

据悉，Snap概念车以由自动驾驶和城市化定
义的未来趋势为设计灵感，采用了多项欧司朗
LED、激光和光电感应解决方案，产品覆盖 UV、
可见光和红外波段。

随着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和日渐加快的城市化
进程，消费者对汽车的认知和使用方式将彻底改
变。在不久的将来，汽车将成为私人空间的一种延
伸，需要采用与人们家中或办公室同样舒适的
照明。

基于市场需求，林斯比得研发出一整套独特的
汽车生态系统。Snap概念车配备可拆卸的高耐磨
滑板造型底盘，其中装有传动系统并承载大部分信
息技术，可连接到不同的前排座椅感应系统。此
外，为赋予Snap与众不同的外观和感官体验，欧
司朗光电半导体为这款概念车提供了“以人为本”
的照明系统，该照明可协调光线、氛围和空间的联
动，为乘客带来更愉快的乘车体验。Snap还采用
新一代红外LED支持的人脸识别技术，可适应每
位乘客的个性化需求，且更安全。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的LED技术更生动地演示
了如何将动态信息同时传递给驾驶员和行人——迎
宾投光灯不仅为乘客送上红毯级的贵宾待遇，也给
行人提供了安全建议；LED 和激光可将前后车窗
玻璃变为显示丰富信息的屏幕，用于传递信息或实
现与车辆周围环境的信息交流；此外，还能根据驾
驶者的信息定制LED车牌，以符合未来汽车共享
的法律规范。

据悉，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正在把其他行业的先
进技术引入汽车领域。例如将智能手表的生物监测
与Rinspeed概念车连接，为遭遇突发健康状况的
乘客提供帮助；大功率紫外LED会在每次使用后
为Snap概念车消毒杀菌，防止细菌传播。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

“点亮”最新自动驾驶概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