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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我所召开2021年度全所工作总结会暨领导班子述职会。院领导吴

守荣及有关处负责同志、相关人员出席领导班子述职会，我所职工共计100余人参

加会议。

所领导班子述职会上，燕继晔同志代表所领导班子进行述职，王守现同志进

行个人述职，参会职工对所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进行民主测评。年度总结会上，各

部门及工会团支部负责人汇报了2021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工作亮点、重大突破、

存在问题和2022年工作计划，全体职工提前进行了视频录制并在内部平台交流汇

报，同时全体在编职工进行绩效考核测评。

院领导吴守荣充分肯定了我所在政治引领、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科研

成果稳步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梳理发展逻辑，

通过现代院所治理体系建设，实现研究所高质量发展与科研人员个人成长提升的交

相辉映。

会议最后，燕继晔同志代表领导班子进行总结发言。他指出，在明年工作中

将针对所内改革魄力和坚决性不够强、学科优势和竞争力不够突出、科研骨干配备

学科不平衡等不足，进一步解放思想，同全体职工一起想实招、出实力，全面落实

“十四五”规划，推动研究所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今年3月，我所团支部牵头申报了由北京市突发事

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开展的

2021年度“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评选。经过书

面评审、现场评定等程序，我所荣获“北京市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集体称号。后续将以“青安岗”的评定为

契机，进一步提升安全科研意识，完善规章制度及标准

作业流程，促进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务实从严。

为进一步强化业务质量保障能力，树立创收业务良

好信誉，我所于今年启动了农药登记试验体系的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项目。

历经体系建立、试运行、文件评审、内部评审、管

理评审、体系完善、外部评审等阶段，我所农药登记试

验体系顺利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获

得认证证书。2021年12月5日起，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检索相关认

证信息。

我所农药登记试验体系顺利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植保所荣获“北京市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荣誉称号

（严冬 党政办公室）

（庄路博 党政办公室）

（靖俊杰 团支部）

（庄路博 党政办公室） 公众号二维码

植保所召开2021年度工作总结会
暨所领导班子述职会

2021年8月起，“京通农药”公众号正式运营，该公众号主要宣传我所农药登

记试验业务服务，展示我所农药登记试验业务的竞争优势；推广我所化学农药、植

保投入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展示产品技术的示范案例；报道上述方面的最新科研进

展及新闻，科普相关知识；及时宣传及解读国家及地方农药相

关政策法规；引流相关业务并沉淀客户。

2021年8-11月，累计发布有效推文107篇，累计关注人数

244人，分布在27个省份；常读用户66人，占总人数29%；阅读

量近1.1万次，阅读渠道主要为朋友圈分享。

我所“京通农药”公众号正式运营



在传粉蜂行为研究中，经常需要对个体行为进行量化监测，通过

个体行为评估群体的采集力、活动规律、健康状况、工作效率、授粉

效果等。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人工标记观察和摄像头监测。人工观察一

般是采用颜色或者号码标签标记个体，观察巢门口个体的出入情况。

这种方法无法观察个体的采集行为，且经常会因标签不清而漏数造成

误差。摄像头监测方法信息记录的较为全面，但回放观察的工作量

大，工作效率不高。目前许多研究领域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

研究个体行为，即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

达到识别目标的技术，虽然价格较高，但记录信息精准。

目前，我们在熊蜂上应用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是通过在熊

蜂背部贴上电子标签，在熊蜂授粉蜂箱的出入口处安装带有两个RFID 

天线感应器的通道，被标记熊蜂通过通道时即可记录熊蜂的ID编码与

通过时刻。根据熊蜂通过1号与2号天线感应器的顺序确定熊蜂出巢或

归巢。记录的数据通过无线数据传输到存储空间，由电脑上的配套分

析软件进行自动存储分析。

该技术可用于蜜蜂或者熊蜂饲养以及授粉行为研究中，应用该技

术监测蜜蜂或熊蜂个体进出蜂箱巢门的时间、次数、在外停留时长等

指标，根据数据分析蜂群的活动规律、健康状况、对环境的适应性等

内容，为更好的人工饲养和授粉应用蜂群提供数据支撑。

果树食心虫是我国北方果树生产中最重要的害虫，长期制约我国

果树产业发展。北方果树上食心虫的种类有10多种，然而很多种类在

形态上非常近似，难以准确鉴定种类。在生产中，害虫种类鉴定不准

确，往往会导致防控措施缺乏针对性。

我们对北京地区苹果、桃、梨、杏、海棠、山楂和山荆子上的食

心虫种类进行调查发现，常见的食心虫主要有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

虫、李小食心虫等3种。苹果上以桃小食心虫为主，梨上兼有梨小食心

虫和桃小食心虫，桃上主要是梨小食心虫，仁用杏上兼有李小食心虫

和桃小食心虫，海棠上主要是桃小食心虫，山荆子上主要是苹小食心

虫。整体来看，在正常管理的果园里，主要食心虫种类为桃小食心虫

和梨小食心虫。其他种类主要是在管理水平低的果园或绿化的树上。

针对北京地区常见4种果树食心虫的鉴定问题，我们制作了不借助显微

镜、便于田间使用的简易鉴别表格，并提供了参考图片。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在传粉蜂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北方果树4种常见食心虫的
成虫和幼虫形态辨别

4种果树食心虫田间简易鉴别表

带有电子标签的蜜蜂 熊蜂行为研究 蜜蜂行为研究

图2.华北珍珠梅上的东亚燕灰蝶成虫

（王欢 应用昆虫研究室）

（曹利军 害虫综防研究室）

桃小食心虫 梨小食心虫 李小食心虫 苹小食心虫

物种
幼虫 成虫

主要寄主 体长(老熟) 体色(老熟) 前胸盾 毛瘤 体长 体色 翅斑

桃小

梨小

李小

苹小

苹果、梨、山杏和海

棠的果实

最大，13-16mm

粗且长 

淡黄色（贴梗海棠）至

深红（海棠，苹果，梨）

黄褐色至深

褐色

有明显棕色

凸起
5-8 mm 浅灰褐色 近三角形大斑

桃、梨和苹果的果

实，桃和樱桃的嫩稍
较大，10-12mm 

蛀食桃梢者呈紫红色，

蛀食桃、梨者呈粉红色
淡黄色

不明显浅灰

色凸起
5-7mm 灰褐色

前翅前缘白色斜短

纹明显，翅中部有 1

小白点

杏和李子的果实 较大，10-15mm 玫瑰红或深红
淡黄色或浅

黄褐色

与 体 色 相

近，肉眼不

可辨

4.5-7mm

mm

烟灰色

前翅前缘白色斜短

不明显，翅中部

白点

山荆子和海棠的果

实
最小，6.5-9mm 

淡黄或粉红，每个腹节

背面有两条红色横带
淡黄色 无明显凸起 -4.5 4.8 暗褐色

前翅前缘白色斜短

纹明显，翅上有浅色

横条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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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八月，晓月坠，宿云披，烟雨染黛眉，眼波长

流转。大山母亲也从一次次的沐浴中褪去慵懒，逐渐精

神。轻轻一扯，采一朵云岚，缓缓一揉，洒一线细雨，

伴着骄阳，奏出一段七彩的乐章。我们的小可爱也不甘

寂寞，将积蓄了很久的生命活力一瞬爆发为大山母亲的

乐章添上一个大大的重音符号。

怀着愉悦的心情，我们的寻音之旅就此开始。小小

的蘑菇，不像高高的树木努力生长，炫耀身高，也不像

嬉闹的蚊虫嗡嗡作响，彰显存在，她就像害羞的精灵，

想要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但也只敢悄悄的探头，瞄一

眼，然后立马躲回树哥哥的身后，或草姐姐的身下。所

以，想要找到这害羞的小精灵既要细心，又要耐心。

雨后，红菇科的小精灵们个个都是水果色的果冻，

有水蜜桃色的、有苹果色的、有橙子色的、有葡萄色的

……，就藏在枯叶身下，绿草身旁和你玩着捉迷藏。枝

瑚菌科展开身段，卖弄风情，可是学艺不精，清瘦有余

而妖冶不足，要想欣赏妖娆的舞姿还得看她的亲戚珊瑚

菌科。我们的小可爱们不仅卖得了萌还能耍得了帅，看

看这一层层云芝庄严肃穆大气磅礴，身材虽小已有大家

风范。和他一比旁边的小木耳，就可爱了许多，伸出自

己粗短的小胳膊向我们挥手致意，虽然憨憨的，但也整

齐划一，别具一番风情。

我们和这些小精灵拍照留念后，也不得已地踏上回

家的路程，但看着被我们捉到的这些害羞的小可爱，心

中也是充满了成就感。

采蘑菇-寻找大山中的小可爱

血红铆钉菇 

（刘新康 食用菌研究室科研助理）（王守现 食用菌研究室）

卷边网褶菌

松乳菇

黄伞

地星

鸡腿菇

增强实验室安全意识-参加安全消防演练后的心得

（张宇航 常晓宁 曹子健 食用菌研究室实习学生）

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实验室安全问题更

加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在实验操作中，我们难以避免使用各种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试剂。使用不当、存储不合理等都有可能

引起不必要的危害。为了规避这些安全隐患，除了规范操作，做好

自我防护措施外，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如何处理突发火情的方法。

    2021年11月23日，我们有幸参加我所举办的实验室火情消防演

练活动。演练活动由严源辉老师讲解示范，在严老师的标准示范

下，我们学会了使用灭火毯、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3种有

效的应急灭火方式。灭火毯一般放在超净工作台的上方，当意外洒

落的酒精着火时，可将灭火毯展开直接覆盖火源，用手铺平灭火

毯，达到阻燃效果，一般用来扑灭平面上的小火；干粉灭火器使用

时遵守“一摇，二拔，三对，四压”，使用时一定要把握好距离，

站的太近可能会导致灼伤，站的太远可能起不到灭火作用；二氧化

碳灭火器可对精密仪器进行灭火，操作方法与干粉灭火器基本一

致，特别注意二氧化碳灭火器的管口温度很低，使用时应戴好手

套，以防冻伤。我们切身体验了干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感觉瓶子

都比较沉，使用时一定要拿稳，拿得稳才能瞄得准，瞄准火焰的根

部很快就能实现灭火的目的。学会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遇到火情才

能冷静应对。我

们在学校河北工

程大学的时候，

没有实际操作过

灭火器，只知道

原理，却没有实

践。很感谢所里

的 这 次 学 习 机

会，让我们学习

到遇到危险时不

要慌；保持清醒

的大脑，把风险降到最低；避免给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损失是

对实验室更是对自己最大的责任。

安全无小事，人人都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实验室每一个成员都要

有主人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要时刻提高安全警惕，留心安全隐

患，发现问题时及时向老师汇报，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在实验操作

时也要注意操作规范，不可大意。总之，安全问题涉及到每一个成

员，人人都要做好安全守护，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实验室安全。

大自然的馈赠-野生菌摄影



本报编辑：张宝香  审校：严冬

退休职工填表中发生的小感动

（张宝香 党政办公室）

（邸宁 应用昆虫研究室）
“我老伴陈卓雄生病住院了，状况很不好，这个表格我们填不

了”，听着电话那头焦躁的回答和孩子的哭闹声，我一方面因在这个

时候打扰家属感到抱歉，另一方面也觉得家中发生突发状况填不了表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做好了填不了表写说明的准备。没想到过了一

天，陈卓雄爱人张桂珍在退休职工微信群中说已经填好了表格，并热

情洋溢地赞扬了黄金宝同志：我特别要表扬咱们所优秀共产党员黄金

宝同志，昨日我说帮老伴陈卓雄填表，他二话没说马上到我家帮忙填

好，当时天晚又下雨，我真的感到特别温暖。

当退休职工韩德元反馈说字太小有点看不清时，在团支部的号召

下，所里青年职工秦文韬和庄路博积极响应，前往韩德元老师处帮忙

填写材料，也获得韩德元老师的好评：昨天两位好青年来帮我填表，

特别热心、耐心、认真，非常感谢。

这只是今年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发生的小故事，我相信类似的小

故事也经常发生在我们所的各个角落。爱是相互的给予，你给我一份

温暖，我回报你一声问候，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小感动。

70多年前，英雄的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将士们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

起，经过2年9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记忆不会褪色，英雄的壮举心中永存。为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应用昆虫研究室利用业余时间，组织青年职工和学生共同观

看了电影《长津湖》。通过观看电影，青年职工和学生们形象地了解了那段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光辉岁月，更是为人民志愿军抛头颅洒热血的舍

身精神所深深震撼。

今天的中国，人人吃得饱，再没有战士会趴在零下40多度的冰雪里啃冻土豆，也再没有敌机敢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挑衅。今天的我们吃饱穿

暖，生活安定，但丝毫不能忘记革命先辈的伟大付出。参加活动的年

轻人纷纷表示，信仰的力量需要一代代传递，奋斗的激情更需要年轻

人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祖国不会忘记，我们也没有忘记！”。

应用昆虫研究室组织青年职工学生观看《长津湖》

（严冬 张宝香 党政办公室）

为了加强研究所职工学生沟通交流，丰富文化生活，鼓励广大职工学生继续为所报《植环苑》提供优秀稿件，植保所工会、党政办公

室联合开展了《植环苑》优秀稿件评选活动，经过投票评选，产生一等奖5名、二等奖11名、参与奖若干名。

获奖优秀稿件如下：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同志赴我所负责的科技小院调研（王守现，食用菌研究室）

北京市副市长卢彦调研大石窝镇林下复合种养模式示范基地（秦文韬，食用菌研究室）

植环所党总支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周莹，研究所党总支）

植环所应用昆虫团队荣获2019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李姝，应用昆虫研究室）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食用菌科研中心在河南西峡成立（高琪，食用菌研究室）

北京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刘宇，食用菌研究室）

植环所科技扶贫工作获多家媒体报道（张宝香，党政办公室）

食虫虻的礼物（虞国跃，应用昆虫研究室）

多彩的蘑菇生活（刘新康，食用菌研究室）

熊蜂授粉下的番茄（王欢，应用昆虫研究室）

桃小食心虫危害及基因组解析（曹利军，害虫综防研究室）

芳香植物在农业害虫生防中作用（李姝 徐庆宣，应用昆虫研究室）

实验记录之我见（陶燕，农药与农田环境研究室）

植保所组织棋类活动（渠成，研究所工会）

紫竹游雪（岳雷，害虫综防研究室）

德国慕尼黑（郭远，食用菌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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