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植物保护学”是高等农业院校非植物保护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但多年来该

课程缺少系统性教材,而采用农业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杂草学、鼠害学等几本书,造

成了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为了教学需要和实现培养 “厚基础、宽

口径、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

夏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

学、新疆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长期执教于该门课程的１７名专家、教

授共同承担了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规划教材 “植物保护学”的编写任务.在广泛征

求广大教学工作者意见的基础上,编委会将拟定的编写大纲分发给各个参编单位,反复

对教材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形成了这本教材的编写模式.
本教材根据 “植物保护学”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在编排方面既加强了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又兼顾了农作物生态系统中有害物的完整性,对所选的有害物种类打

破了地域界限,力求做到南北兼顾、重点突出、内容先进、文字简炼、图文并茂,旨在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教材共分五篇十九章.第一篇、第二篇分别介绍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基础知识,

第三篇论述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 (流行)预测及防治策略,第四篇、第五篇分述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等的病害、虫害及其综合防治.参与本教材编写的人员及分工如下:花

蕾、李友莲 (第四章、全书插图修饰制作及统稿);贺达汉 (第九章及全书初审);张世

泽 (绪论、第六章及害虫部分初审);商文静 (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及病害部分

初审);许永玉 (第五章);周洪旭 (第八章);白庆荣 (第三章、第十二章);于金凤、
曹玉 (第一章、第十三章);赵洪海 (第二章);王勤英 (第十四章);孟昭军 (第十五

章、第十六 章);于 江 南 (第 十 七 章);王 森 山、杨 宝 生 (第 十 八 章);成 为 宁

(第十九章).
在本书编写期间得到了科学出版社及各编委所在单位教务处及植保学院的大力支

持.承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商鸿生教授对全书进行了认真审定.本教材参考了大量的有

关著作和文献,将其列于书后,以供参考.在此向所有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

衷心的谢忱.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存在的错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同行和读者不吝赐

教,以便今后修订和不断完善.

«植物保护学»教材编委会

２００８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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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植物保护学的概念

植物不但为人类提供了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居所,而且还

具有改善大气环境,调节气候和观赏、审美价值,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载体.然而,植

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经常会遭受多种不利因子的危害,造成植物产量、品质下降,森林

草原被毁,甚至导致饥荒和社会动荡.
影响植物生长的不利因子大致分为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两类.非生物因子主要指

气候、土壤、水肥等,对植物造成诸如干旱、涝害、冻害和缺肥等伤害.生物因子包括

各种有害生物 (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即所谓病害、虫害、草害、鼠害.植物病害

由各种病原微生物造成,包括病毒、真菌、细菌、线虫和寄生性种子植物等;植物虫害

主要指昆虫和螨类;草害主要指农田杂草;鼠害指啮齿类动物.以植物为寄主和食物的

生物,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它们都可能给植物造成伤害,并在适宜条件下大量繁

殖,对人类目标植物的生产、运输和储藏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为了避免植物灾害,实现

植物生产的高回报,人类在长期的农林牧业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造和发展了

植物保护学科.植物保护学是指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以经济、科学的方法,保护人类

目标植物免受生物危害,提高植物生产的回报,维护人类物质和环境利益的一门既具基

础理论又具应用价值的科学.

二、植物保护学的研究内容

植物保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植保器械和技术推广四个

方面.
植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涉及有害生物的形态解剖、系统分类、生物生态及生理生化

等方面,遗传变异、结构功能、生长发育和生物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植物保护

基础理论研究与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结合,形成了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农业螨类

学、杂草学和农业鼠害学等分支学科.现代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研究有害生

物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有害生物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毒

理学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农药分子设计和植物保护高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有害生物的发生特点和规律,研究其防治策略及技术是植物保护应用技术研究

的核心内容.影响有害生物大发生的因子很多,包括食物、寄主、天敌等生物因子和气

候、土壤、肥料等非生物因子,因此植物保护研究还涉及气象学、生态学、作物学、土

壤肥料学等学科.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应用,为环境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提供了有力

手段.数据库、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在植保上已有较广泛的使用,以 “３S”系统

为基础的植物灾害预测正在崛起.



研究植保器械的目的是提高防治有害生物的效果,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投入产出

比.新型高效低毒化学农药、生物源农药、拒食或驱避性农药等的开发与利用是当前植

保器械研究的核心,与之配套的喷雾、喷粉、注射、诱集等器械则是实施防治的保障.
植保技术推广是将植物保护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器材运用于生产的过程.植保技术

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推广上的特殊性.复杂性表现在生物因子的多样性、有害生物发生

的时空跨度、农业技术的变革以及气候的影响等;特殊性表现在植保工作的风险性和防

灾性、长期性和反复性、整体性和公益性以及社会性和法规性等.因而,植物保护工作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植保技术的支撑,又需要政府和必要的法律支持.

三、植物保护与人类的关系

农业生产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提供了保障,而植物保护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
自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来,就遇到病害、虫害、草害、鼠害问题,与有害

生物的斗争时刻伴随着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植物病虫害大发生危及

人类生活的记载.１８４５年,马铃薯晚疫病在北欧大流行,导致了举世震惊的爱尔兰饥

荒;１９世纪,葡萄根瘤蚜在法国暴发成灾,导致当时法国葡萄酒业几乎倒闭;１８８８年

以前,柑橘吹绵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柑橘园危害严重,几乎导致其柑橘产业毁于一

旦;非洲历年遭受沙漠蝗灾而 “赤壁千里,饥民载道”.我国自公元前７０７年到１９３５年

共记载蝗灾７９６次,平均３年成灾１次,人们将蝗灾、旱灾和黄河水患并列为制约中华

民族发展的三大自然灾害.
随着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发展,种植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日益多样化,农产品交流贸

易也日渐增多,同时也导致了现代农业生产中有害生物暴发率的提高,造成的绝对经济

损失也更大.据FAO估计,全世界谷物产量因虫害常年损失１４％,因病害损失１０％,
因草害损失１１％;每年因受病虫草害造成的农作物经济损失为７００亿~９００亿美元,其

中虫害占４０％、病害占３３％、杂草占２７％.我国每年防治病虫草鼠害总面积超过２亿

hm２/次,防治费用逐年增加,仅农药一项投资即达每年２０亿元.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病、虫、杂草种类繁多,危害极大.据统计,我国为害

农作物的主要病虫草鼠害有１６４３种,其中,病害７２４种、害虫８３３种、恶性杂草６４
种、害鼠２２种.每一种农作物从播种、出苗、开花、结果直至收获、储藏、运输,都

有可能遭受病、虫、草、鼠危害,导致产量和质量损失.我国农作物每年因病虫为害粮

食损失５％~１０％,棉花损失约２０％,蔬菜、水果损失为２０％~３０％,平均每年损失粮

食约５０００万吨、棉花１００多万吨.草原和森林每年发生病虫鼠害面积分别为２０００万hm２

和８００万hm２.２００３年,我国草原鼠害危害面积３０００多万公顷,其中有９０％的草地因鼠

害破坏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和沙化,导致牧草产量下降,畜牧业生产损失严重,仅牧草

一项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５４亿元,造成部分地区牧民失去生存环境,形成 “生态移

民”.从总体来看,世界各发达国家农产品的损失占总产量的２５％左右.有害生物除造成

农作物的直接损失外,还会降低其品质,食用后引起人畜中毒.例如,甜菜受害,含糖量

降低;棉花受害,纤维变劣;将感染小麦赤霉病的麦粒加工成面粉,人食用后会出现恶

２ 植物保护学



心、呕吐、抽风甚至导致死亡;甘薯黑斑病病薯被牲畜食后能诱发气喘病,严重时也会死

亡;粮食和油料种子在储藏期如感染黄曲霉毒素,食用后有致癌作用等.
另外,近年来随着国家、地区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生物造成的

生态灾难正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的生态安全.外来入侵物种是指生物

由原来的生存地,经过自然的或者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并对入侵地的生物

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人类健康造成损失或者引发生态灾难的物种.由于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导致外来入侵生物种类较多,常见重要的种类有薇甘菊、水葫芦、飞机

草、大米草、紫茎泽兰、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美国白蛾、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

等.外来有害生物侵入适宜新区后,其种群数量会迅速增加,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新的

“优势种”,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安全.国家环境保护部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的

数据表明,我国由于生物入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５７４亿元,这还不包括由此造成

的生态环境损失;仅对美洲斑潜蝇的防治费一项,就需４５亿元.虽然我国采取了一系

列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国家针对外来入侵种没有制定具体的

预防、控制和管理条例,各地在防治这些入侵物种时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统一协调,
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防治效果并不理想.已入侵的物种继续扩散,新的危

险性入侵物种不断出现并构成潜在威胁.
总之,植物保护的功能是保护植物免受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的危害,保证食品供应

和人类营养健康.相关资料表明,在现有的科技成果中,优良品种可以使农作物产量提

高８％~１２％,增施化肥并改进施肥方法可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约１６％,耕作方法和栽培

技术的革新可使农作物增产４％~８％,而对农作物实施病虫草鼠害等综合防治技术可

挽回产量损失１０％~２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性气候异常和耕作制度改变

等,导致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病虫草鼠害高发生期,棉铃实夜蛾、小麦条锈病、赤霉

病、稻瘟病、稻飞虱、棉花黄萎病等频繁大发生;小麦吸浆虫、麦蚜、水稻纹枯病、稻

螟、玉米大小斑病、大豆孢囊线虫病以及农田鼠害等都有明显加重的趋势;暴发性害虫

草地螟、黏虫和蝗虫等在一些地区再度猖獗.全国年平均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扩大到

２３６亿hm２/次,比８０年代增加了２６％.显然,植物保护对挽回农作物产量损失、改

进品质、减少环境污染和农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残留,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

效,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农业有害生物,把握好农业

生产中有害生物防治的关键环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也就是植物保护学及其工作者

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四、植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和趋势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技术、新措施都在植物保护中得到了应用.例

如,借助计算机模拟模型预测有害生物暴发,确定其最佳防治时间;应用生物技术选育

抗病虫品种,鉴定有害生物,评价防治效果;将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positionsysＧ
tem,GPS)、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遥感遥测系统

(remotesensing,RS)、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supportsystem,DSS)和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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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IPmultimediasubsystem,IMS)相结合,处理和分析有关数据,绘制区域性有害

生物发生危害图、害虫迁移路线图,指导防治等.显然,２１世纪的植物保护将是以现

代科技装备起来的崭新产业,必将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革.

１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选育和栽培抗性品种是控制农作物有害生物最根本有效的方法之一.使用基因工程

手段培育抗虫作物品种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它是将抗虫基因引入农作物的细胞并使

其在寄主细胞内稳定表达,从而形成抗虫新品系.从理论上讲,转基因植物具有下述优

点:第一,连续性,可控制任何时期内发生的虫害;第二,选择性,只杀死摄食害虫,
不影响其他生物;第三,系统性,整株植物均可得到保护;第四,安全性,抗虫物质只

存在于植物体内,对环境无污染,也不易被环境因素破坏.
自１９８３年世界首例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得以飞速发展,

培育成了一大批抗虫、抗病和耐除草剂的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和植物材料,并开始

在农业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转基因已在１２０种植物上获得成

功,有３０００多例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在美国和加拿大有５０多种转基因植物已进

入商品化生产.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逐年增加,１９９６年为１７４万hm２,
至２００５年已达９０００万hm２,约占全球农作物种植面积的１０％.基于转基因作物具有

产量提高、化学制剂使用量减少、劳力节约的优点,其产业化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事实证明,近１０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成倍增长,１９９５年

仅为７５００万美元,１９９６年增加了３倍达到２３５亿美元,以后几年持续增长,到２００５
年达到５２５亿美元.除了获得转基因抗病虫植物以外,人们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改

良作物品质、提高作物抗逆性、调节植物次生代谢和生物固氮方面也都已取得了可喜

成绩.

２生物工程技术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非化学合成的、具有杀虫、防病作用的各类有益微生物因对人畜和生态环境安全,
已成为植物保护利用的重要方向.近年来,生物技术特别是微生物重组技术带来了传统

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革命.高毒广谱抗逆性强的工程菌的构建和速效无公害生物农药

的研制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重组农业微生物工程研究已取得

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一些杀虫防病遗传工程微生物已进入田间试验或商品化生产,如

采用质粒修饰与交换技术开发的新型Bt杀虫剂FoilCondor和 Cutlsss、利用基因体外

重组技术开发的新型Bt杀虫剂RavenOF和CrymuxWDG以及利用基因转移与生物微

囊技术开发的杀虫荧光假单胞菌剂 MVP、MＧTrak和 MＧPeril等均已显示出良好的控制

效果,显示 出 了 巨 大 的 应 用 潜 力.通 过 酶 切 将 放 射 性 土 壤 杆 菌 (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菌株重组构建为工程菌株,大大增强了其生物防治效果的稳定性,并在澳

大利亚和美国获准登记,目前已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销售.Bt
菌剂 WGＧ００１是我国第一个获准商品化的基因工程微生物农药,迄今我国已构建了１０
余种基因工程微生物农药产品,它们将在病虫草害防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４ 植物保护学



３信息技术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信息技术是研究信息的产生、采集、存储、变换、传递、处理过程及广泛利用的新

兴科技领域.半个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以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代世

界发展最为迅速的科技领域,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植保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契

机.目前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和系统分析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作物生物灾害的监测与

预警研究之中,建立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病虫害发生危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决

策模型和专家系统.下面较为详细地阐述数据库、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地理信息

系统等信息技术在植物保护学科中的研究和应用概况.
数据库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植保领域,构建了病虫害及农药数据库,实现了信息的查

询、检索和管理.在发达国家,有很多有关病虫害信息及防治的数据库.美国建立的面

向用户的杀虫剂数据库,用于指导用户选择和使用杀虫剂,以减少杀虫剂的负面影响,
减少残留、降低抗药性、保护环境.澳大利亚植物病虫害数据库 (APPD),采用分布

式数据库技术,通过Internet连接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多个不同的数据库,包含１７种植

物的有关病虫害的数百万条记录,用户可以同时在不同数据库中查询检索相关信息,系

统能够对多源进行汇总,并以多种形式显示输出结果.我国近５年来在植保领域建立了

很多相关的病虫害数据库,如植检害虫信息系统、森林病虫害检索系统等,已开始为广

大用户服务.
专家系统是一个具有智能特点的计算机程序,它必须包含领域专家的大量知识,拥

有类似人类专家思维的推理能力,并能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目前主要用于病虫

害诊断,如中国农业大学研制的蔬菜害虫多媒体辅助鉴定专家系统 (PestDiag)、植检

害虫鉴定多媒体专家系统 (PQＧPickBugs)等,可用于不同领域的害虫诊断.
决策支持系统 (DSS)是从数据库中找出必要的数据,并利用数学模型生成用户所

需信息的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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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建立了基于 Web浏

览器的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支持在线病害发生发展的风险评价.系统根据内部的模型

进行作物气候条件模拟,结合病害的潜伏期特征,预测病害侵染日期,向用户提供有关

作物播种日期和自动气象站逐时的天气数据.系统可以有文本、数字和图形等多种输出

形式.对比实际的微气候条件和模拟的微气候条件,对模型进行验证,精度达８０％.
澳大利亚建立了基于 Web浏览器的决策支持系统,用于草地蝗虫的管理.系统不是简

单的知识库,可针对用户的具体问题,给出相应的答案,并且辅以图片、历史案例等辅

助决策.
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一个用于输入、存储、检索、分析处理和表达地理空间数

据的计算机软件平台.地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对作物生长过程中出现的病

虫害进行动态的预测和诊断,进而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建立空间数

据库,实现对空间数据的采集、查询检索、分析处理和决策支持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国外已开始应用 GIS和RS等技术对草地蝗虫的种群动态进行监测,并对其大面积

发生的预测和报警进行研究.澳大利亚采用Landsat卫星的多光谱数据鉴别新南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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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蝗虫发生地.采用 NDVI (植被正态化差分指标)和最大似然分类等方法,发现三

月的降雨量会导致 NDVI值的变化,由此可以预测蝗蝻滋生带的地点,建立了基于 GIS
的草地蝗虫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国内该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已取得一定成绩.南京

师范大学以环青海湖地区这一蝗灾高频发生的生态脆弱区作为研究区,用遥感、GIS等

现代技术手段,对影响蝗虫发生的主要生境因子进行了动态监测,并建立了多级模糊综

合评判预测模型,实现对草地蝗虫发生的预测.
应用遥感技术监测植物病虫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应用遥感手段探测病虫害

对植物生长造成的影响,跟踪其发生演变状况;第二,应用遥感手段监测病虫害生境,
即根据虫源或寄主基地的分布及环境要素变化来推断病虫害暴发的可能性;第三,应用

遥感技术直接研究害虫的活动行为.前两种途径即探测植物生长和病虫害的生境,应用

的是可见光和红外遥感———航天、航空、地面遥感 (被动遥感).第三种途径直接监测

害虫活动行为,应用的是微波遥感———雷达遥感 (主动遥感).目前遥感技术在植保领

域主要用于病虫害早期预报和灾情监测及评估,早期预报就是通过遥感图像提取生境中

与病虫害暴发有关的主要环境要素及其变化,从而推断病虫害最有可能发生的区域;灾

情监测和评估就是当病虫害已经在局部区域造成危害时,从遥感图像上提取与受害植被

相关的信息,从而快速、准确地判断出灾情 (发生的分布、面积和程度等),以便及时

采取有针对性的点、片防治措施.微波遥感———雷达遥感就是对植物害虫活动行为进行

遥感监测.应用雷达装置研究昆虫活动的实例很多,如美国学者用雷达对蝗虫、飞蛾的

夜间飞行进行了长期研究,观察到这些昆虫在黄昏时成群起飞,记录了它们的升空速

度、分层情况,并剖析了它们的飞行方向与地理方位及风向等的关系.英国应用

VLR昆虫雷达,结合诱捕设备监测风载昆虫的迁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１９９８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无锡海星雷达有

限公司合作,组装了我国第二台昆虫雷达系统,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自行

设计和制作了扫描昆虫雷达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利用该系统,不仅解决了扫描昆虫

雷达数据处理费时费力的难题,而且,对于实现扫描昆虫雷达数据处理的自动化和对

迁徙性昆虫的实时监测、准确预测和有效治理,组建我国的雷达监测网,均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模型和模拟技术主要用于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在IPM 中,模型与模拟是认识复

杂有害生物生态系统本质及其动态发展规律、预测系统发展趋势、优化系统管理的重要

方法.美国主要是应用 GIS将不同年度、不同地域间的信息,包括气象,农作物品种

抗性,有益、有害生物,生态变化等信息集合在一起分析处理,建立模型对病虫害的发

生做出预测.保加利亚根据日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以及当前和前一段时间烟

蓟马的群体数量,建立了烟蓟马的发生量和发展趋势的预测模型,可用来预测和确定烟

蓟马和番茄斑萎病毒病 (TSWV)的最佳防治期.希腊与英国和意大利合作进行了 “利
用生态协调技术治理烟草害虫和病毒病研究”,内容之一是对烟草蚜虫种群进行长期监

测,发现当地无翅蚜的种群密度高值与有翅蚜的迁飞高峰相吻合.国内河南农业大学对

影响烟草花叶病 (CMV)的主要气象因子进行了研究,筛选出１０个气象因子,依据这

些气象因子可以对烟草CMV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短期和中长期测报.

６ 植物保护学



４网络技术将成为植保信息咨询服务的重要手段

由于计算机网络具有传播信息快速、价廉、方便等优点,为农作物有害生物等危害

的实时监测、预测预报和防治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收集、传送和发布的手段.许多

国家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均设立了自己的 Web站点,在Internet上进

行信息发布.此外,还有众多的农业及植保方面的网络通信和杂志、电子出版物以及协

会和学会主办的网页.许多农业图书馆和农业信息研究单位,如英国的国际农业与生物

科技中心 (CABI)、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图书馆也提供了大量的农业与植保信息.
我国在农业和植保信息网建设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

中国科学院建立的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用于对各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开展研究,
其范围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部建立的中国农业信息网、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的

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

植物保护网等,为实现我国农业信息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
农业部信息中心通过电话网与各省农业厅 (局)实现了计算机联网.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中

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建成,可以与全球的农业科技信息网联网,并实现了国内各农

业网络的联网.
随着信息技术的网络化,以及网络化的生物信息采集、实时传送技术,网络化的自

动预测决策与信息反馈技术和智能化的咨询应答技术的深入研究,２１世纪的植保信息

咨询服务将朝着产品商品化、服务社会化、手段现代化、经营企业化的方向发展.植保

信息技术在植物保护科学发展中,将与生物技术一并发挥重大作用,成为２１世纪植物

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７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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