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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防控水稻害虫的广谱安全绿僵菌菌株选育、产品研制及应用
项目主要经费来源及数额：
1、2017.7-2020.12，配套综合防治新技术体系建立与应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专项（项目编号：
2017YFD0201208）
，417 万元；
2、2011.01-2015.12，真菌、病毒类生物杀虫剂研究与产品创制，科技部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1AA10A204），
330 万元；
3、2009.06-2014.05，生物源农药创制与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开发，农业部
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0903052），128 万；
4、2018.03-2019.12，杀虫真菌农药大规模生产新技术研究及其应用，重
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项目（产业类重点研发项目），（项目编号：
cstc2018jszx-cyzdX0042），200 万。
所属领域（在代码前打“√”）
01 数学、物理、天文、力学；02 化学、化工、纺织；03 材料、冶金；04
计算机、自动化、电子、通讯、仪器科学与技术；05 与人体研究有关的
生物学、医学、药学；√06 农学、林学、畜牧兽医学、水产学和与以上研
究内容相关的生物学；07 地球、海洋、大气、资源、矿业；08 环境、土
木、建筑、水利；09 能源、交通；10 航空航天、机械、电气；11 管理科
学；12 国际合作
合作单位（排序）：
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严格限 500 字以内）：
立项依据：国家十三五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发展生物农药
十分必要。与许多作物一样，水稻害虫多，全生育期须使用多种化学杀虫剂，不仅造
成环境污染、农药残留和抗药性等问题，而且易错施、误施，延误防治时机。迫切需
要研制出能够防控作物全生育期全部主要害虫的生物农药。
主要创新点：项目首次提出针对作物全生育期全部主要害虫和天敌昆虫进行菌株选育
的新策略，以水稻三大主要害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为靶标，首次选育
出了能有效防治水稻全生育期主要害虫，对蜻蜓等天敌安全的杀虫真菌菌株：金龟子
绿僵菌 CQMa421；以该菌株为基础，研制出了稳定的杀虫真菌系列产品，2018 年实
现了量产；建立了基于绿僵菌 CQMa421 的防控技术体系，满足水稻化学农药减量防
控的需要，在全国十多个省（市）推广应用 10 余万亩，显示出优异的经济效益和环
境生态效益。
3、标志性成果的产生方式：
农药登记证 2 个。
（1）80 亿孢子/克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湿性粉剂（PD20182111），2018 年 6 月
28 日；
（2）80 亿孢子/毫升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PD20171744）
，2018
年 6 月 4 日。
经国家法定机构和权威部门评估和审查，绿僵菌 CQMa421 农药被鉴定为微毒，
可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叶蝉等水稻害虫。

主持人及主要完成人简介：
主持人简介：
夏玉先 男，54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百名
科技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农业部种植业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生物
防治学报》副主编；中国标准委员会生物防治分委会副秘书长；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评审委员；重庆市第第四届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重庆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杀虫真菌新农药研制以及规模化生产技术研究，研制的杀
蝗真菌农药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2009 年重庆市科技发明一等奖；研制的杀虫真菌农药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制剂”被评为“2018 年中国农业农村十大新产品”，极大推进
了我国杀虫真菌产业发展。在长期的科研、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中，团队负责人熟悉
杀虫真菌农药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前沿，具备杀虫真菌农药研发和应用等各环节的组
织、协调能力和科学素质。近期组织协调团队研发出广谱杀虫真菌农药“150 亿孢子/
克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母药及其制剂”（PD20171745、PD20171744、PD20182111），
能够防治水稻全生育期的主要害虫以及其它多种作物的重要害虫，对于保障粮食安
全、保护环境生态安全、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完成人简介：
彭国雄 男，47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委员、
国家工信部农药行政审批评审专家、重庆市微生物学会农业与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长期从事昆虫病原真菌致病、产孢机理和杀虫真菌农药开发与应用研究。2002
年，主研完成我国首个登记的杀虫真菌农药“杀蝗绿僵菌母药及其制剂”，研究成果“杀
虫真菌农药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获 2009 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 2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3 项，主
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等国家级项目 4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20
多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4 项，编制生物农药企业标准 5 个。

对完成项目有特别贡献的 45 岁以下的其他学术骨干情况介绍：
曹月青，女，42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昆虫病原真菌致病机理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 5 项，
主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等国家级项目 3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30 多篇，其中 SCI 一区论文 2 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6 项。

金凯，男，39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昆虫病原真菌致病、产孢、抗逆
等重要生防性状的分子机理研究，为杀虫真菌的分子改良提供新的策略和候选基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项目 5 项，主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等国家级项目 2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20 多篇，
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谢佳沁，男，30 岁，博士，讲师，从事杀虫真菌农药应用技术及生态机制研究，为
提高杀虫真菌的应用效率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 1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项目 2 项，主研国家重点基础研发计划
课题 1 项。在国内外刊物已发表研究论文 10 余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张维，男，31 岁，博士，讲师，从事昆虫防御真菌的分子机制研究，致力于寻找新
的害虫防治靶标蛋白，目前主持省部级项目 2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4 篇。

项目的特色、创新点及标志性成果（包括发表的高水平的论文、论著、
获得的发明专利等。请附证明材料复印件。
）
项目的特色：
杀虫真菌制剂是以害虫的病原真菌为有效成分研制的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安
全，害虫难以产生抗药性，流行性好等特点，在害虫控制中具有巨大的潜力。目前，
国内外主要是针对单一或多种害虫开发生物农药。作物全生育期会有多种害虫危害，
防控一种作物全生育期的全部主要害虫需要多种农药，不仅防治成本高，而且容易错
施、误施，延误防治时机；同时，杀虫真菌农药有效成分为活体，易受制剂其他成分
及含量的影响，导致杀虫真菌农药普遍存在储藏时间短、易分层、水分散性不稳定等

问题，落后的制剂技术阻碍了其广泛应用。项目针对以上问题，利用真菌寄主范围的
多样性，在国际上首次针对水稻全生育期的主要害虫，但不伤害天敌的菌株选育策略，
选育出了高效、安全的杀虫真菌 CQMa421 菌株；通过高温筛选技术，快速的从大量
备选材料中筛选到与 CQMa421 兼容性良好的乳化剂、悬浮稳定剂、保护剂，采用油
相包裹技术，在 CQMa421 孢子表面形成保护膜，阻隔其他成分与孢子的接触，开发
出能常温储藏 1 年以上、稳定悬浮和适宜高倍水稀释等特性的防治水稻全生育期的主
要害虫的广谱杀虫真菌农药。2018 年该成果由合作单位重庆大学联合重庆聚立信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转化：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获得 2 个防治水稻全生
育期的主要害虫农药登记证（PD20171744、PD20182111）；投资 1.3 亿元，在 2018
年建成年产 4000 吨的大规模生产线，并进行量产。与此同时，根据水稻种植特点、
害虫发生规律和管理要求，建立绿僵菌 CQMa421 全程防治水稻主要害虫的技术体系、
绿僵菌 CQMa421 农药为主的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和稻田综合种养区（水稻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等多个配套应用技术。2018 年，绿僵菌 CQMa421 农药被国家
列为水稻三个重大害虫推荐产品，并推动 8 省市扩大试验示范；也被列入湖北、重庆、
广东等多个省市的农药减量控害重点推广产品和政府采购名录。全国 10 多个省市的
多点试验示范和应用结果表明：在不同水稻产区，绿僵菌 CQMa421 农药对水稻主要
害虫的防效达到 65-85%，水稻产量与化学农药一致，对环境友好，不杀伤天敌等非
靶标生物，得到用户好评。2017 年 12 月开始预销售 CQMa421 产品，截止 9 月中旬
销售额达 300 余万元（ 见发票销售清单、公司证明）。
创新点：
（1）项目首次提出了针对作物全生育期全部主要害虫和天敌的菌株选育新策略，选
育出了防控水稻害虫的广谱安全杀虫真菌菌株：绿僵菌 CQMa421。国内外已有的杀
虫微生物菌株选育主要针对一种或多种主要害虫，未见针对某一特定作物全生育期的
全部主要害虫和天敌昆虫进行菌株选育，这样选育出的菌株只能在作物生长的某一特
定时期使用，制约了微生物杀虫剂的推广应用。本项目利用昆虫病原真菌寄主范围的
多样性，在国际上首次针对水稻全生育期的三大主要害虫和天敌昆虫蜻蜓，选育出了
高效、安全的杀虫真菌菌株：绿僵菌 CQMa421。水稻常见害虫种类有 40 多种，其中
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是危害水稻的三大害虫，生长期通常要使用 3 种以上的
化学杀虫剂，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农药残留和抗药性等问题，而且易造成错施、误施，

延误防治时机。绿僵菌 CQMa421 是首个对水稻主要害虫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飞
虱、稻叶蝉，稻水象甲等均具有良好防控效果，但对水稻害虫天敌蜻蜓、寄生蜂、蜘
蛛等安全的杀虫微生物菌株。因此，绿僵菌 CQMa421 不仅广谱杀害虫，而且对水稻
害虫天敌安全，有效避免施药时对水稻害虫天敌的杀伤，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害虫可持续防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2）研制出了稳定的杀虫真菌系列产品。真菌杀虫剂是活体微生物产品，生产、储
运和使用过程中保持孢子的活性是关键，也是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项目以广谱、
安全的杀虫真菌菌株绿僵菌 CQMa421 基础，以固态发酵生产的孢子粉为绿僵菌
CQMa421 母药，采用油相包裹技术，在孢子表面形成保护膜，阻隔孢子与其他成分
的接触，开发出能常温储藏 1 年以上的油悬浮剂、颗粒剂和可湿性粉剂等杀虫真菌产
品，满足了产业化生产和大面积应用的需要。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获得
农药登记证 2 个：80 亿孢子/克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湿性粉剂（登记证号：
PD20182111）、80 亿孢子/毫升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登记证号：
PD20171744）。其中，80 亿孢子/克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湿性粉剂可用于防治稻
飞虱、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等水稻害虫；80 亿孢子/毫升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
分散油悬浮剂，可用于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茶小绿叶蝉、黄条跳甲、
叶蝉、桃蚜、烟蚜等多种害虫，该制剂可通过人工喷雾和无人机喷雾等方式防控水稻
等作物主要害虫。
建立了基于绿僵菌 CQMa421 的防控技术体系，满足水稻化学农药减量防控的需
要。水稻化学农药减量防控有两种主要类型：化学农药减量防控、全生物农药（无化
学农药）防控，这两种类型的难度不仅在于需要有效生物农药产品，而且需要筛选出
与生物农药兼容化学农药或兼容互补的生物农药，并优化出施用技术（时期和时间、
用量和配比、器械和部位等）。我们在筛选出与绿僵菌 CQMa421 兼容的化学杀虫剂、
化学杀菌剂、生物杀菌剂的基础上，建立两种基于绿僵菌 CQMa421 的水稻化学农药
减量防控技术体系：①绿僵菌 CQMa421 与化学杀虫剂、化学杀菌剂混合使用防控水
稻病虫害，②全程使用绿僵菌 CQMa421 防虫+化学杀菌剂防病；建立了基于绿僵菌
CQMa421 的水稻病虫害全生物农药（无化学农药）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体系有力
地保障了稻田综合种养区（水稻+渔等）的需要，生产的水稻和水产品均为绿色农产
品，极大地提高了稻田经济效益。在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支持下，由重庆大学联
合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推广基于 CQMa421 绿僵
菌产品的上述三种类型水稻病虫害防控模式，面积已达 10 余万亩，产生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在水稻害虫防治中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提高稻田综合效益
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标志性成果：
1、2017.12-2018.11 期间获得的农药登记证：
（1）80 亿孢子/克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湿性粉剂，登记证号：PD20182111，获
证时间: 2018 年 6 月 28 日。可用于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
（ 2 ） 80 亿 孢子 / 毫升 金 龟 子 绿 僵菌 CQMa421 可 分 散 油 悬 浮剂 ， 登 记 证 号 ：
PD20171744，获证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可用于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
稻叶蝉、茶小绿叶蝉、黄条跳甲、桃蚜、烟蚜。
经国家农业部、国家工业信息部、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部门的检测和评
估，CQMa421 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应用该技术生产的绿僵菌
CQMa421 制剂被鉴定为微毒，比其它生物杀虫剂的毒性更低。
2、国内外同行在刊物上或公开场合发表的评价
（1）本项目在公开场合获得的评价：
①“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制剂”在 2018 年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指导，中国农学会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18 中国农业农村
科技发展高峰论坛”中被评为“2018 年中国农业农村十大新产品”。
②在全国农技中心印发的《2018 年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
（农技植保[2018]7
号）中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被列为优先选用防治水稻二化螟、大螟、稻飞虱、稻
纵卷叶螟的生物农药。
③2018 年 8 月 23 日，湖北省植保总站在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第四代“两迁”害虫工作
的通知《鄂病虫防指办[2018]6 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将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作为
防治“两迁”害虫的生物农药。
④80 亿孢子/毫升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农技植保便函[2018]46 号）在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重庆、四川、
云南（直辖市）开展田间示范用于防治水稻全生育期的主要害虫。
⑤80 亿孢子/毫升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被列入重庆市 2018 年农药
减量控害重点推广产品（渝植发[2018]20 号）
。
（2）国内外同行在刊物上发表的评价
① Hong M, Peng G, Keyhani N O,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entomogenous fungus,

Metarhizium anisopliae, for leafroller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control and its effect on
rice phyllosphere microbial diversity[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7,
101(17): 6793-6807；
文章报道，施用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后能够增加水稻叶片表面上的植物促生细菌
和有机污染物降解菌的分布量。
② 全 国 农 技 中 心 . 水 稻 病 虫 害 防 治 优 选 哪 些 药 剂 ?[J]. 农 药 市 场 信 息 ,2018 ：
doi10.13378/j.cnki.pmn.2018.20.035
文章报道，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被选为防治水稻二化螟、大螟和稻飞虱优先选用
的药剂之一。
③ 张舒,张求东,罗汉钢,李国敬,田龙,淡昭菊.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对水稻重要害虫
的防治效果[J].湖北农业科学,2018(17):53-55；
文章报道，80 亿孢子/mL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对水稻稻飞虱/稻
纵卷叶螟、二化螟的防治效果较好，增产率 28.4％，可以作为化学防治的替代品在水
稻上推广应用。
④欧阳传禄.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防治稻飞虱田间药效试验初报[J].基层农技推广,
2018,6(04):24-25；
文章报道，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可分散油悬浮剂对稻飞虱施药后 14 天的防效达
到 78.46%。
⑤ Zhang W J. Global pesticide use: Profile, trend, cost/benefit and more[J].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8, 8(1): 1.
文章报道，夏玉先团队与重庆聚立信公司合作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杀虫真菌农药生产基
地，目前年产绿僵菌 CQMa421 产品 3000 吨以上，后期年产量有望达到 28000 吨。

推荐单位意见
项目具体承担单位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微生物学团队长期从事杀虫真菌
农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依托该中心已建成重庆市“杀虫真菌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重庆市“功能基因与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双一流”建设中重点支
持发展的团队。在杀虫真菌农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
建立了杀虫真菌菌种库，研发出国内首个正式登记的杀虫真菌农药“杀蝗绿僵菌油悬
浮剂”，被认为是"我国利用真菌防治害虫历史上的里程碑"[李增智，中国生物防治学
报，2015，31(5)：699-711]。经过 10 多年的艰苦攻关，选育出了针对水稻全生育期
主要害虫的金龟子绿僵菌菌株 CQMa421，研制出了稳定的系列杀虫生物农药产品，
登记了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母药及其制剂”（PD20171745、PD20171744、
PD20182111）；该项目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较快地实现了成果转化和应用，
依托企业建成了全球产能最大的杀虫真菌农药生产基地，试生产的产品已在我国十多
个省（市）10 余万亩的水稻害虫发生区域施用，防效优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
佳。在全国农技中心印发《2018 年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中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被列为优先选用防治水稻二化螟、大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的生物农药，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制剂”被评为 2018 年“中国农业农村十大新产品”。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产品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生物农药创制提供了新的技术
途径，为我国水稻害虫防治中化学农药减量、提高稻田综合效益提高了有效的物资支
撑，对于我国微生物农药产业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项成果在理
论和实际应用上的重要意义，特此推荐申报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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