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林重大灾害防控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HA0001 
茶园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孙晓玲 

2 NC2010HA0002 
粮食作物主要病虫害监测、防控

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郑传临 

3 NC2010HA0005 
西藏农作物重大生物灾害防控技

术研究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农业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覃荣 

4 NC2010HA0008 
重要农作物病虫田间抗药性综合

治理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刘泽文 

5 NC2010HA0009 
棉花重要病虫害区域性监测、防

控技术集成创新与研究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 

专家推荐 梁革梅 

6 NC2010HA0014 
典型区农林鼠害防控技术集成与

示范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王勇 

7 NC2010HA0016 
应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快速克隆

作物抗病基因和病原菌无毒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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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梁 

8 NC2010HA0017 
都市圈大田农业害虫生态调控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以中 

9 NC2010HA0018 
气候变化下农林生物灾害监测、

预警与防控新技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戈峰 

10 NC2010HA0019 
华南农业病虫害区域化生物防治

的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山大学 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文庆 

11 NC2010HA0020 
主要粮食作物重大病害的监测与

防控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张恒木 

12 NC2010HA0027 
水稻重大病虫害监测和防控技术

创新与集成应用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方继朝 

13 NC2010HA0030 
小麦玉米连作区重大病虫害的可

持续防控技术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薛保国 

14 NC2010HA0031 
蔬菜跳甲类害虫监测与防控技术

集成示范 

华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张茂新 

15 NC2010HA0034 
东北粮食作物主要生物灾害预警

与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潘洪玉 

16 NC2010HA0035 

商品林重大生物灾害综合治理技

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科技司 

梁军 

17 NC2010HA0037 
草原重大虫灾监测和防控技术集

成与示范 

全国畜牧总站 专家推荐 贠旭江 

18 NC2010HA0039 
蔬菜重大病虫害安全防控技术集

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专家推荐 吴青君 

19 NC2010HA0043 
小菜蛾发育和抗性关键基因的研

究与利用 

福建农林大学 专家推荐 尤民生 

20 NC2010HA0047 
新型农作制下杂草监测与区域治

理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郭青云 

21 NC2010HA0048 
生态林重大生物灾害综合治理技

术集成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骆有庆 



22 NC2010HA0053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低风险化

学防治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杨定 

23 NC2010HA0054 
蚜虫新型防治技术体系的开发研

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黄勇平 

24 NC2010HA0056 
橡胶树病虫害可持续防控技术研

究与应用 

海南大学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何朝族 

25 NC2010HA0062 
中国小麦条锈病可持续控制的基

础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黄丽丽 

26 NC2010HA0066 
柑桔重要病虫害可持续控制关键

技术研发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 

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中安 

27 NC2010HA0068 
东北地区重大林木害虫监测及防

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北华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孟庆繁 

28 NC2010HA0070 
长江中游地区农田生态系统内病

虫草害的防控技术集成示范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

保土肥研究所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喻大昭 

29 NC2010HA0071 
宁夏特色农业区域性重大病虫害

灾变监测及预警技术研究与应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张蓉 

30 NC2010HA0072 
小麦条锈病流行监测与防控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马占鸿 

31 NC2010HA0076 
马铃薯晚疫病监测及防控技术的

研究与集成示范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郭梅 

32 NC2010HA0077 
甘蔗主要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科学院 

甘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何红 

33 NC2010HA0078 
西北地区主要农作物重大害虫生

物友好型防控新技术研究与开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刘同先 

34 NC2010HA0079 
寒地稻区稻瘟菌致病型检测与抗

瘟品种选育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孙文献 

35 NC2010HA0080 
东南丘陵山区水稻重大病害的监

测与防控技术示范与推广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谢联辉 

36 NC2010HA0084 

基于功能基因定向修饰的高效、

广谱、安全 Bt 工程菌的研制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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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37 NC2010HA0086 
枣产业重大灾害防控及关键技术

升级研究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卢桂宾 

38 NC2010HB0006 
来自东盟外来入侵生物的预警与

防控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吕利华 

39 NC2010HB0010 
重要农业入侵物种的预警与监控

技术集成及示范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 

专家推荐 郭建英 

40 NC2010HB0011 

热带农林重大入侵生物入侵机理

与监控基础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符悦冠 

41 NC2010HB0021 
南方稻区稻水象甲的早期快速监

测、应急及可持续防控技术集成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祝增荣 

42 NC2010HB0023 
农林（棉、果、松）重要入侵害

虫扩散监测与防控技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 张润志 

43 NC2010HB0025 
梨火疫病菌等重要外来入侵生物

口岸监测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陈乃中 

44 NC2010HB0026 
重要外来入侵生物口岸防控关键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专家推荐 王跃进 



技术、标准与装备研究 究院 

45 NC2010HB0036 
外来入侵物种早期发现和环境影

响评估技术研究及示范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丁晖 

46 NC2010HC0003 
黄土高原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监测

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陕西省气象局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杜继稳 

47 NC2010HC0007 

农业重大气象灾害防控与管理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李玉中 

48 NC2010HC0013 
南方红黄壤区旱涝灾害防控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肖小平 

49 NC2010HC0029 
台风农业灾害监测与防控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黄敬峰 

50 NC2010HC0040 
农业干旱、沙尘暴灾害减灾关键

技术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刘连友 

51 NC2010HC0044 

低温寒害、高温热害和旱灾对中

东部地区典型作物生产影响的监

测技术和防控技术集成的研究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专家推荐 钟家有 

52 NC2010HC0046 
高风险区主要粮食作物水旱灾害

遥感动态监测技术研究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单杰 

53 NC2010HC0050 
长江中下游避洪农业及洪涝灾后

恢复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杨兰根 

54 NC2010HC0059 
江淮分水岭地区农业干旱和高温

热害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程备久 

55 NC2010HC0064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立体监测与动

态评估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赵艳霞 

56 NC2010HC0065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价与管

理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王春乙 

57 NC2010HC0067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预测预警关键

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刘建栋、霍

治国 

58 NC2010HC0069 
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气象灾害发

生规律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杨晓光 

59 NC2010HC0075 

农业重大气象灾害实时自动监测

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专家推荐 李茂松 

60 NC2010HC0083 
低纬高原优质烤烟气象灾害监测

预警及防范技术 

贵州省山地环境气候

研究所 

中国气象局 向红琼 

61 NC2010HC0087 

灾害天气监测预警和降水临近预

报及其应用于小流域水文和地质

灾害预警系统研发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

中心 

中国气象局 程明虎 

62 NC2010HD0004 
东北森林火灾的时空规律与可燃

物调控技术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 

专家推荐 贺红士 

63 NC2010HD0022 
森林火灾动态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研究 

东北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邸雪颖 

64 NC2010HD0042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防范关键技

术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舒立福 



65 NC2010HD0057 
基于云计算的森林火灾监测预警

系统 

常州宇之爱遥感技术

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何宏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