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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植物保护学科设四个研究方向：植物抗病虫分子机制、作物病害成灾机制与绿色防控、农

业害虫灾变规律与持续治理、环境友好农药研发与应用。 

    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病虫草害可持续控制是农林作物绿色安全生产的关键，植物保护学

科是现代农业科学的核心学科和发展基石。围绕主要农林作物重要病虫草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

从四个方向开展理论创新研究和技术研发，培养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和产业需求的高水平创新和

创业型植保人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服务现代农业高效优质和绿色发展。国际上

在作物重要病虫害基因组测序、致病分子机制、成灾机理等方面有重大进展，提出了新的病虫

害防治理论，并有配套的技术和产品。国内在疫霉菌和大豆互作机制、稻瘟菌和双生病毒致病

机理、迁飞害虫发生机制、食诱和性诱剂等害虫防控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

果。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科围绕山东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预警、成灾机制、绿色防控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研发的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近 5 年内先后获得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各类科技奖励 18 项。 

   通过建设，力争突出优势和特色，实现植物保护学科的整体提升，达到山东省“一流学科”

水平。 

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带头人 卢从明 1964.04 

植物抗病虫分子

机制 

教授 博士 国家杰青 

成员 

李多川 1962.12 教授 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 

丁新华 1980.06 教授 博士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原雪峰 1977.03 教授 博士  

刘  勇 1968.10 教授 博士  

刘振宇 1969.09 教授 博士  

王群青 1983.04 教授 博士  

梁元存 1965.09 教授 博士  

王宁新 1981.11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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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 董汉松 1960.04 

作物病害成灾机

制与绿色防控 

教授 博士 国家杰青 

成员 

张修国 1965.11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竺晓平 1966.04 教授 博士  

高克祥 1963.09 教授 博士  

田延平 1981.04 教授 博士  

刘爱新 1964.12 教授 博士  

刘会香 1969.07 副教授 博士  

耿 超 1988.06 副教授 博士  

带头人 印象初 1934.07 

农业害虫灾变规

律与持续治理 

教授 学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员 

薛  明 1961.11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许永玉 1967.02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刘永杰 1963.06 教授 博士  

周成刚 1964.11 教授 博士  

刘玉升 1964.01 教授 博士  

郑方强 1963.10 副教授 博士  

谢丽霞 1982.09 副教授 博士  

带头人 王金信 1961.08 

环境友好农药研

发与应用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成员 

刘  峰 1970.10 教授 博士  

慕  卫 1971.03 教授 博士  

薛超彬 1978.01 副教授 博士  

姜兴印 1967.11 副教授 博士  

夏晓明 1978.08 副教授 博士  

乔  康 1987.02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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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省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山东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09.10 

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15.07 

山东省高校农药毒理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1991.12 

农业部农药环境毒理研究中心 农业部 2011.02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主要蔬菜卵菌病害关

键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7 

张修国，第 1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1 完成单位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蔬菜新发重要病毒病

害检测预警和综合防控技术应用 
2017 

竺晓平，第 1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1 完成单位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无性暗色丝孢真菌属、

种多样性研究 
2015 

张修国，第 1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1 完成单位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韭菜和大蒜根蛆灾变

机制及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5 

薛明，第 1 完成人，山东农

大第 1 完成单位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玉米重大病虫害发生

机制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4 

李向东，第 1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1 完成单位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防治地下害

虫农药微囊化技术研究与开发 
2017 

刘峰，第 1 完成人，山东农

大为第 1 完成单位 

泰安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玉米重大病虫害发生

机制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4 

李向东，第 1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1 完成单位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菌物多样性保护创新

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藏区的应用 
2017 

李壮，第 4 完成人，山东农

大第 4 完成单位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金银花提质增效、综

合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2017 

薛明，第 6 完成人，山东农

大第 3 完成单位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果树食心虫灾变机制

与减量化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5 

许永玉，第 6 完成人，山东

农大第 2 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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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一、植物保护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思路 

根据国家战略和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建设一流学科、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和

影响力为目标，以培养高层次人才、培育优势突出的创新团队为核心，以构建高水平

创新平台、优化条件设施为保障，紧紧围绕植物保护学科学术前沿、主要作物重大病

虫草害的成灾机制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研发植物保护新技术和

新产品，解决制约国家和山东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共性科学与技术问题，显著提升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能力；依靠一流学科建设，促进专业高

水平建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路径，培养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富

有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人才，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及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与科技支撑。经过 3 年建设，达到山东省“一

流学科”水平，为成为国家“一流学科”奠定基础。 

二、植物保护学学科建设目标 

1. 引育并举，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 

基本目标： 按照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建设需要，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在国际上有

较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重点围绕 4 个研究方向构建研究团队，同时针对主要粮食作

物、蔬菜和果树病虫害防控组建协同创新学术团队，同时重视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学术

创新能力、学术带头能力及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能力的培养，不断优化学历结构、学缘

结构和年龄结构，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年

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人才智库。 

具体量化指标： 

（1）力争培养引进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1～2 人，引进培养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等省部级人才 1～2 人。 

（2）新增山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2～4 人，新增教授 3～5 人。每年选派 3～

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进修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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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山东省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成灾机制和绿色防控，组建 4～6 个学

术创新团队，新增 1-2 个国家或省部级创新团队。 

2. 优化整合，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 

基本目标： 以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抓手，对现有资源优化整合，组建形

成装备先进、管理完善、运转高效、开放共享的“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创新平台，

为开展植物保护领域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重要研究，提高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原始创新

能力和服务生产能力提供条件支撑。 

具体量化指标：  

（1）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力争绩效评估达到优秀。 

（2）整合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和农药学 3 个学科现有实验室仪器

设备，加大投入力度，建成“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创新平台。 

（3）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新增 1 个省部级创新平台。 

3. 协同创新，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基本目标： 以山东省和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蔬菜和果树等农作物重大病虫

草害的监测预警、成灾规律和绿色防控为研究目标，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团队、

政府部门、知名企业的协同创新，提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创新

能力，产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植物保护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技术和新

产品。加大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力度，为我省绿色农业发展和“食安山东”战略实施

提供科技支撑。 

具体量化指标： 

（1）承担国家及省部级各类课题及平台建设项目 150 项以上，总经费 0.8~1.0 亿

元。 

（2）发表 SCI 论文 200 篇，其中影响因子在 5 左右论文 10～15 篇；力争发表影

响因子 10 左右论文 1～2 篇；出版专著或教材 5～7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0 项，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30 项。 

（3）制定行业或地方标准 1～2 项。 

（4）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级科技奖励 1 项，力争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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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基本目标： 建立学科专业、科研教学互动机制，把学科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

源。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构建研教结合、产教融合、产学

契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量化指标： 

（1）稳定本科生规模，适度扩大研究生规模。在校本科生 1400 人，研究生 350

人，其中博士生 50 人。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95%以上。 

（2）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

程 2～3 门。 

（3）建立校外培养基地 3～5 个，选派 3～5 名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

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力争获得省级优秀研究生论文和科技创新成果奖 2～3 篇（项）。 

2-2 协议建设目标 

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科以主要作物重大病虫草害为研究对象，以解决我省农

作物安全生产发展中的关键理论与技术问题为宗旨，围绕重大病虫草害的成灾机制和

防控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形成了服务区域农作物安全生产、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并重

的学科特色，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农民持续增收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和技术支持。 

具体量化指标： 

1. 力争引进培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人才 1～2 人，引进培养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或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1～2 人。 

2. 经过三年建设，在下一轮全国学科评估中植物保护一级学科排名前移 1～2 个

位次，整体水平位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 

3. 瞄准植物保护学科国际前沿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培育学科新生长点和

优势方向， 重点在植物与病虫分子互作、昆虫化学生态和生物农药等研究领域取得

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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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植物保护学科经多年发展，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研究方向和

领域。培育建设期间，本学科将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结合国际、国内同类学科发

展趋势，根据本学科总体建设目标和已有基础，力争在植物抗病虫分子机制、主要农

作物病虫害成灾规律与机制和绿色防控、环境友好农药研发与应用等领域形成较明显

的优势，确保该学科整体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部分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同时，瞄准

世界植物保护学科前沿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努力拓展新的学科增长点，重点

培育植物与病虫分子互作、昆虫化学生态和生物农药等领域等新的学科生长点，不断

拓宽和丰富植物保护学科的研究领域。 

1. 提升 4 个研究方向：植物抗病虫分子机制、作物病害成灾机制与绿色防控、农

业害虫灾变规律与持续治理、环境友好农药研发与应用； 

2. 预期拓展的 3 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植物与病虫分子互作、昆虫化学生态和生

物农药。 

2-3-2 团队建设成果 

1. 力争培养引进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1～2 人，引进培养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

省部级人才 1～2 人。 

2. 新增山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2～4 人，新增教授 3～5 人。共选派 9～1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进修访学。 

3. 围绕山东省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成灾机制和绿色防控，组建 4～6 个学术

创新团队，新增 1-2 个国家或省部级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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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1. 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力争绩效评估达到优秀。 

2. 整合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药学 3 个学科平台的仪器设备，同

时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完成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建成“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

一体化创新平台。 

3. 力争新增 1 个省部级创新平台。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1. 力争培养引进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1～2 人，整合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农药学 3 个学科平台的资源，建成“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一体化创新

平台。 

2.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级科技奖励 1 项，力争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1～2 项。 

3. 获得省级优秀研究生论文和科技创新成果奖 2～3 篇（项）。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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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8 

1. 领导机构和制度建设：学校成立植物保护一流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明确并落实学科建设责任制，做好学科建设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实施细则。 

2. 学术团队建设：梳理植物保护学科人才队伍及学术团队现状，确

定各团队及不同研究方向年度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以国家杰青团队为基

础，强化植物与病虫分子互作研究，选派 3～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

名大学或科研机构研修访学，提升青年人才学术水平。 

3. 创新平台建设：顺利完成山东省蔬菜病虫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中期

评估，强化山东省高校农药毒理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成立建设管

理委员会，筹建“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科研创新平台。 

4. 科研成果：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和平台建设项目 50 项，总经费

0.3~0.4 亿元；发表 SCI 论文 60 篇，其中影响因子在 5 左右论文 3～5 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1 项。 

5. 创新人才建设：按照“四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优化

产学研结合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构建研教结合、产教融合和产学契

合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

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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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学术团队建设：引进或培养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或泰山学者青年

专家）1～2 名；强化昆虫化学生态和生物农药方向的团队建设；引进高

水平研究人员 1～2 人，选派 3～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

机构研修访学。 
2. 创新平台建设：提升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和农药学

的一体化水平，建设“植物保护与农产品安全”科研创新平台。 
3. 科研成果：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及平台建设项目 50 项，总经费

0.3~0.4 亿元；发表 SCI 论文 70 篇，其中影响因子 5 左右论文 3～5 篇；

出版专著或教材 1～2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制定行业或地方标准 1～
2 项。 

4. 创新人才建设：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

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 1～2 门；建立校外培养基地 1～2 个；拓宽研究

生国际合作培养渠道，选派 1～2 名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水平

大学联合培养，力争获省级优秀研究生论文和科技创新成果奖 1～2 篇

（项）。 

2020 

1. 学术团队建设：力争实现国家杰青、优青、青千新突破；引进国

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人员 1～2 人，选派 3～5 名青年学术骨

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研修访学。 
2. 科研成果：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及平台建设项目 50 项，总经费

0.2 亿元；发表 SCI 论文 70 篇，其中影响因子为 5 左右论文 3～5 篇，力

争发表影响因子 10 左右论文 1～2 篇；出版专著或教材 1～2 部；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10 项；制定行业或地方标准 1～2 项；力争获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励 1-2 项。 
3. 创新人才建设：稳定本科生规模，适度扩大研究生和博士后规模。

在校本科生 1400 人，研究生 350 人，其中博士生 50 人。毕业生总体就业

率达 95%以上；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建成

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 2～3 门；建立校外培养基地 1～2 个；选派 2～3 名

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赴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力争获得省级优秀研

究生论文和科技创新成果奖 1～2 篇（项）。 
4. 工作总结： 总结“一流学科”建设工作，科学合理评价学科建设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提出植物保护学科今后发展规划指导性

建议。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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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8 

1.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试验站、人才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维

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息化

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300 

2. 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150 

3. 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60 

4. 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40 

5. 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性学

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20 

6. 日常费用 30 

小计 600 

2019 

1.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试验站、人才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维

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息化

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400 

2. 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150 

3. 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60 

4. 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40 

5. 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20 

6. 日常费用 30 

小计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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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试验站、人才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维

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息化

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400 

2. 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150 

3. 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60 

4. 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40 

5. 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20 

6. 日常费用 30 

小计 70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立项建设类学科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

和其他渠道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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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

厅 1 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8 年   月   日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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