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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所燕继晔所长代表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与上海市农科院、河

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南阳师

范学院的代表一同就成立“食用菌产

业联合研发创新平台”进行签约。该

平台的建立能有效整合全国资源，实

现合作共赢和优势互补，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充分解决生产一线问题，真

正实现院县合作。

（高琪 食用菌研究室）

（秦文韬 食用菌研究室）

（宋婧祎 科研事务办公室）

经摸底统计、材料审核、评审前公示、所级、院级评审等

环节，植环所王甦获得研究员，王训成、肖达、严冬获得副研

究员，陈金翠、曲焱焱、杨帆获得助理研究员，严源辉获得工

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11月4日，在“中国（河南·南阳）食用菌产业发展大会暨西峡香菇交易

会”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食用菌科研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党组书记吴宝新、副院长王之岭，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俊忠，

河南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郭遂臣，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卫文星，南阳市委

副书记曾垂瑞，南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华，西峡县县长马俊等领导出席。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食用菌科研中心”建设项目是京宛合作的重点项目，

也是伏牛山食用菌产业集群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植环所与西峡县食用菌产业

办已开展了香菇种质资源保藏鉴定、评价及菌株提纯复壮工作。

11月24日，受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委托，我院作为农业

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召开了“北京市农业

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在听取申报

单位汇报、材料审查、现场考察和质询后一致认为：我院申

报的北京市食用菌、生防微生物、植物病原菌、丛枝菌根真

菌、农业环境微生物等种质资源库库藏资源初具规模，保藏

设施相对完善，人员队伍结构合理，技术条件完备，基本符

合建库标准，后续提升空间较大。建议报请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批准。

10月29日，我院“北京科技小院（统农047号）”揭牌

暨授牌仪式在通州区于家务乡富各庄村举行。植环所副所

长、富各庄村科技小院负责人王守现研究员介绍了“科技小

院”的建设思路及工作安排：将充分利用富各庄村现有的地

理优势和前期发展食用菌的基础，整合多方资源，重点协助

村集体发展林下食用菌经济，带动村民发展庭院食用菌经

济，努力搭建一套以食用菌为中心的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示范推广、人才培养及精准帮扶于一体的科技服务平台，推

动当地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

今后双方将继续加强院县合作，

借助联合研发创新平台和科研中心两

个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交流合

作，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食用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秦向阳处

长、院办李昀主任及植环所食用菌研

究室主任刘宇研究员等参会。

职称
评审
聘任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食用
菌科研中心在河南西峡成立

我院富各庄“北京科技小院”授
牌仪式在通州举行

北京市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
位专家评审会在我所召开



图1. 桃小食心虫卵、幼虫、茧（蛹）和成虫的特征（A-D）及对苹果的危害状（E-G）

桃小食心虫Carposina sasakii是我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在

内的东北亚地区苹果、梨、杏、枣、桃和山楂等落叶果树上危害最严

重、预测和防控最困难的害虫之一。该害虫以蛀果为害，为害症状因

果实发育程度而异。果实在生长发育早期受害，蛀孔流出泪珠状果

胶，俗称“流眼泪”（图E），果胶干涸呈白色蜡质粉末。幼果随

生长多畸形称“猴头果”（图F，G）。近成熟期受害一般不畸

形。幼虫在发育后期食量增大，排虫粪于果内形成“豆沙馅”

果，严重影响外观和果实品质。果实生长期受害，易发生早期

落果，丧失食用价值。因其直接为害寄主果实，造成果品严

重下降，给果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桃小食心虫以幼虫深入到果芯危害，一但蛀入果实就

很难再采取措施，只能在幼虫孵化之后，蛀果之前进行药

剂防治。生产上，主要通过果实套袋和化学农药防控桃

小食心虫。药剂防治主要是间隔10-15天的循环打药，

增加了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风险；而果实套袋则大量消

耗劳动力，增加生产成本，严重制约了果树产业规模

化和机械化的发展。目前还需要加强该害虫的发生规

律、生物学特性和环境适应性等方面的研究，寻找防

控的关键环节和时期，研发桃小食心虫防控新技术。

高质量基因组的解析将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

展，以期为该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控技术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

我所曹利军博士等研究人员采用Illumina、

PacBio测序平台和Hi-C技术对桃小食心虫基因组进行

测序，通过团队搭建的分析流程完成了染色体水平的

基因组组装和注释，获得30条常染色体和一条Z染色

体，BUSCO评估完整度为98.3%。对昼夜节律基因、解

毒基因和化学受体基因家族进行了注释，发现桃小食心

虫除了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基因的数量较多以

外，其它解毒基因家族基因数量和化学受体基因数量均

低于大部分鳞翅目昆虫。这是目前测定的第一个蛀果蛾科

昆虫的全基因组，丰富了对鳞翅目昆虫基因组特征与演化

的认识。研究论文在专业刊物 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

上发表。基因组数据已在NCBI数据库公开（BioProject 

PRJNA627116）。

桃小食心虫危害及基因组解析

图1桃园间作紫花苜蓿、夏至草、蒲公英等花带诱集储蓄天敌昆虫（徐庆宣摄）

图2.温室棚间种植波斯菊、温室内种植芳香植物诱集储蓄天敌昆虫（李姝摄）

（李姝、徐庆宣 应用昆虫研究室）

（曹利军 害虫综防研究室）

验比较，间作种植果香菊比紫苏、薄荷、除虫菊、风轮菜等对主栽番茄上害

虫白粉虱有一定驱避作用。在温室间种植以波斯菊为主的混合植物带，可

诱集周边生境中天敌种群，形成自然天敌库源，扩大和丰富园区内以及温

室内天敌丰富度和多样性。在温室内种植芳香植物莳萝、香菜可以调控

天敌空间分布，增加天敌定殖率及控害效果（图2）。

当然，由于芳香植物等功能植物应用中，生态系统中多营养级之

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关键组分需要认真筛选，只有功能

作用明确的功能植物才能真正为害虫生态调控提供新途径。不断筛

选优化功能植物（尤其是芳香植物）组成、时空配置（种植时

间、面积、连通性、镶嵌格局）对天敌多样性促进机制等，才

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生境景观管理的控害潜能，最终实现农业

景观害虫防治、作物高产和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的共赢。

同时，芳香植物等功能植物加入多样化农业景观，是顺

应发展可持续农业系统的需要，日益受到重视。

芳香植物是备受关注的生物防治增效功能植被

类群之一，其含有大量挥发性次生代谢物质。近年来，

芳香植物对农业生态系统中昆虫群落产生直接、间接的调

控作用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有研究表明，间作芳香植物孔

雀草、薄荷和罗勒可有效调节梨园生态体系生物多样性，尤其

是降低蚜虫数量并增加天敌数量，有益于梨园害虫防治。同样，

在苹果园中间作孔雀草、藿香蓟、荆芥等可实现驱避苹果黄蚜种

群、吸引天敌异色瓢虫种群的效果。桃园种植紫花苜蓿、夏至草、

三叶草等（图1），不仅益害比和天敌群落均匀度指数均显著升高，

同时对园内微环境、土壤理化性质、桃树生长和果实品质有促进作用。

种植迷迭香对茶树重要害虫茶尺蠖数量具有显著行为调控功能，成功构

建了茶园害虫的“推－拉”防治策略。在水稻田种植香根草可诱集多种螟

蛾，减少为害水稻，并有利于寄生性天敌赤眼蜂种群的繁育定殖。经过试

芳香植物在农业害虫生防中作用



（邵晓霞 退休职工）

（陈文良 退休职工）

1982年1月，院领导考察凤尾菇出菇试验

1987年12月，举办食用菌培训班后与学员合影

1990年6月，通县食用菌基地北京大木耳栽培示范

1983年3月，棉籽壳菌砖模式栽培凤尾菇

说到摄影，我也只算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在职期间，我就受到过李明远老师，石宝

才老师，虞国跃博士的指导。退休后，在王素琴老师提议下我走进老年大学，正式开始

学习摄影。几年下来，我去了许多地方，用手中的相机拍摄祖国美丽的山河、大自然的

花花草草；追求过光影与色彩，同时也拍了一些人文纪实。参加过几次摄影比赛后，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为《三山五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三山五园.圆明园.》、

《海淀红色记忆》等书提供图片的工作中。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仅是锻炼了身体，陶

冶情操，更多的是用摄影的方式拍生活、拍感受、拍知识、拍思想。用摄影的方式纪录

着祖国发展前进的道路。我不是一名摄影人，也拍不出什么大作，只是利用手中的相机

纪录着过去与当下，用心去拍摄照片，拍摄出“走心”的照片，拍摄出“有温度”的照

片，拍摄出有“故事”的照片，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回溯植环所食用菌研究工作的发展进程（1981-2004）

一名摄影爱好者的感悟
         

退休职工生活

         

老照片的故事

         

1981年北京食用菌种植业初始发展，引起

市政府重视。根据市农委常浦主任建议和市农

林科学院党委决定要求，1981年10月12日植保

所设立食用菌课题组，任命陈文良为食用菌课

题主持人。1982年1月22日种植的凤尾菇开始

出菇，我们心情特别愉快。当日范毓扬院长、

科研处王亦明处长到所参观，对我们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1982年1月29日《北京科技报》

第244期第一版刊登“不是魔术胜似魔术”的

文章，报道了我所食用菌研究人员的工作情

况。这次栽培试验获得完全成功，从此开始了

我所食用菌课题研究之路。

在1981-2004年间，在市、院、所各级领

导大力支持下，课题组完成北京市和本院研究

课题10余项。先后参加研究项目的科技人员有

陈文良、陈卓雄、梁志栋、吴玉珍、耿小丽、

侯方兴、顾沁雪、刘宇等；参加食用菌工作的

还有康总江、李淑芳、王恒、孟丽丽、林秀

敏、周雪明、王丽珍等。经课题组成员共同砥

砺奋进、创新研究，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1项，市星火科技二等奖1项，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2项；法国专利1项；市金桥工程项目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出版著作4

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参与国内外食用菌

学术会议30余次。应邀参加各种食用菌项目立

项评审、食用菌研究成果鉴定会59次。赴京郊

区县开展调研和咨询服务180余次。食用菌培

训班讲座90次，培训食用菌技术骨干6000余人

次，有力促进了北京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扩

大了我所在全国食用菌行业的影响力。

1992年12月，“通县食用菌综合技术开

发”项目获北京市政府星火科技二等奖。2005

年2月，“白灵菇和杏鲍菇优良新品种选育及

关键栽培技术研究”项目获北京市政府科技进

步二等奖，这是当时开展食用菌研究获得的最

高奖项。

“ 通 县 食 用 菌 综 合 技 术 开 发 ”

（1990-1992）是北京市科委星火项目，是科

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实践。我所将

多年的食用菌研究成果在通县大面积示范推

广，建立示范样板，带动食用菌全面发展。该

項目大面积示范推广香菇、金针菇、大木耳、

黑木耳、猴头菇和平菇等11个食用菌优良品种

及其配套栽培技术；采用多种栽培模式，示范

平菇、香菇、猴头菌栽培优良新配方，提高食

用菌制种和栽培过程中机械化水平，为通县和

北京市食用菌生产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白灵菇和杏鲍菇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关键

栽培技术研究”（2001-2003）是北京市政府

重点研究项目。针对当时白灵菇和杏鲍菇生产

中存在的产量低、有时不出菇、生产周期长，

菌袋杂菌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课题组重点开

展了优良新品种选育研究、菌种培养基和栽培

培养料配方研究、适宜栽培期研究、降低菌袋

污染率方法研究、菌袋后熟期研究、菌袋低温

处理研究、菌袋覆土栽培研究、白灵菇、杏鲍

菇标准化生产规范研究等，极大地提高了白灵

菇和杏鲍菇综合栽培技术水平，降低了菌袋污

染率，提高了产量和品质，促进了白灵菇和杏

鲍菇在全国大面积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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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宝 病害综防研究室在编职工）

我所举办趣味运动会

我所举办儿童篮球培训活动

金风送爽，秋高气和。为丰富会员业余生活，凝聚研究所团队精神，10月23日，我所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趣味运动会。在所工会的精心策划组织下，60余名会员和客座学生参加了沙包

掷准、定点投篮、六人七足、管道接力等比赛项目。

活动期间，平日里忙碌而严谨的科研人员们化身为矫健的运动员，定点投篮比赛

中，篮球在他们手中被抛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投沙包比赛中，大家精确瞄准，力道

恰到好处。集体项目以研究室为单位展开激烈角逐，赛前大家争分夺秒练习备战，

兴致盎然讨论经验。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六人七足环节，大家在嘹亮的喊号中步调

一致共奋进；管道接力环节，队员们在相互鼓励下默契配合齐向前。场内外会员

们的喊号声、加油声回荡在赛场上，各队斗志昂扬，展现出了强有力的团队精

神。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本次活动圆满结束。妙趣横生的比赛，团结协作的氛

围，使本次活动成为我所培养团队凝聚力、提升集体荣誉感的良好平台。

为丰富我所职工子女业余文体生活，促进职工及职工家属间的

沟通交流，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近日，所工会和团支部邀

请我所职工邬尚帅担任篮球教练为职工子女开展了“儿

童篮球培训课”活动。

本届篮球训练活动得到了职工的积极响

应，家长纷纷带着孩子报名，活动共有7个

部门、16位职工子女参与。篮球课程于

周日早上9点至11点在学院篮球场进

行，全程有具有篮球特长的职工邬尚

帅进行辅导，文体委员邢启凯担任

助教，让孩子们享受快乐篮球。

针对孩子特点，本次课程分

为基础班和提升班。对于无基础

的孩子们来说，更多是培养兴

趣。让孩子们能够通过篮球培

训，在游戏当中体会快乐。

对于有基础的孩子，从实际

出发，制定出适合孩子的训

练计划，强调基本功的训

练、组织纪律性的遵守、

体能与核心力量的加强

以及团队合作意识的培

养。

（王泽华 工会经审委员）

（邢启凯 工会文体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