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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莱州湾是黄瀚海渔业生物的主要产卵场、栖息地和渤海多种渔业的传统渔场。不同时期接季节进行 

的拖网试捕调查结果表明：莱州湾渔业生物的资源量、优势度和多样性指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59、1982、 

1992--1993和 1998年的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分别为258、117、77．5和 8．5 k／h，渔业资源呈现持续衰退的趋势。 

8O年代 来带鱼、小黄鱼等大型底层鱼类为黄鲫、鲤鱼等小型中上层鱼类所替代，渔业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了显 

著变化。在黄渤海连续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对虾种苗放流导致其野生群体的遗传杂台度明显下降。在分析了主 

要渔业资源衰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栖息地环境和渔业生物多样性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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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及黄河口水域(38。20 N以南．118。30 ～ 

120"30 E)是黄渤海渔业生物的主要产卵场、栖息 

地和索饵场；渤海复合渔业的传统渔场；具有区域 

性单种群渔业及捕捞方式多样化的特点。50年代 

末、8O和 90年代初在渤海进行了3次全面的河口 

渔业和渔业生态系统综合调查 (邓景耀，1988；邓 

景耀等，1988；朱鑫华等，1996)。系统地评估了 

该水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30余年来的动态变 

化。本研究选定邻近黄河三角洲的中型海湾——莱 

州湾作为典型水域开展渔业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 

研究。对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建立近海生 

物资源评估、持续利用和有效的管理系统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渔获物及其种类组成 

取自中远 1025／1026双拖网渔船 (220 kW) 

定点大面试捕调查，春、夏、秋季在莱州湾为2O～ 

23个站 (图1)；冬季包括地方性种类渤海中部越 

冬场在内为 30个站。网具规格为：1740目双拖 

网，囊网网目20lnl"ii，网口高度和宽度分别为6和 

25m，拖速为2．6节，拖网 1 h。 

3、5、8、1O月在老黄河口、潍河口和三山岛水 

域 (图1)定置网取样， 补充沿岸水域渔获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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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资料。 

1．2 渔业生物生态学参数的计算方法(Washing． 

ton，1984；Ludwig等，1988) 

Margalef种类丰度指数：R ：． — 
In 

多样性指数(Sh；Blql'lon—Wiener)： 

H = ∑(只1 ) 

均匀度(P|el0u)：J 

这里 s为种类数，'P 为第i种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比例。 

生态优势度指数(Pinkas，1971)： 

IRI=(N+W)F 

这里，N：某个种类的尾数在总渔获尾数中所占的 

百分比；W ：某个种类的重量在总渔获重量中所 

占的百分比；F：某个种类在拖网总次数中出现的 

频率。 

中国对虾遗传多样性的取样和分析方法：每个 

群体取样 3O～5O尾，采用 RAPD方法进行分析。 

黄河水情资料取自山东省黄河河务局。 

2 结 果 

2．1 莱州湾渔业生物种类组成和生态类型 

莱州湾及黄河口水域有 103种渔业生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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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莱卅l湾及黄河口水域渔业生物多样性调查站位图 

Fig l ~ompling stations for study on fishery biodiverfity and protection in the waters of Lalzhou Bay and 

Yellow River Estuary 

鱼类 71种，甲壳类 15种(虾类为主)，头足类 5种， 

贝类 11种。春季从黄海越冬场生殖洄游至莱州湾 

河口附近水域产卵繁殖的51种，占55．4％。在渤海 

深水区越冬的地方性种群(不包括贝类，以下同)41 

种，占 44．6％，其 中鱼类 25种，仅 占鱼类种 数的 

24．6％。暖温性种类为 53种，占57．6％。暖水性种 

类25种，冷温性种类只有 14种，分别占27．2％和 

15．2％。黄海与渤海水域均属于亚热带和温带区系 

的过渡交替地带，渔业生物的种类组成特别是优势 

种基本相同，莱州湾如同渤海一样，无海区特有的 

种类，投有或少有黄海的太平洋褶柔鱼、鲐鱼、远 

东拟沙丁鱼、周氏新对虾等暖水性种类和分布于黄 

海北部的鳕鱼、黄海鲱等冷温性种类。 

2．2 莱州湾渔业生物群落结构的动态特征 

2．2．1 莱州湾渔业生物资源量指数的动态变化 

表 1列出了近 40年来莱州湾和渤海冬季越冬场平 

均单位网次渔获量的年问变化，1959、1982、1992～ 

1993和 1998年莱州湾的平均渔获量分别为 258、 

117、77．5和8．5 ／h，呈逐年下降之势，下降的速 

率愈来愈大，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20余年问年下 

降2．4％，80年代初至 90年代初每年下降3．4％， 

近几年来的下降速率增至 15．0％ 1988年拖网退 

出渤海并未遏制资源量下降的速度 (表1)。 

1983、1993和 1999年渤海冬季越冬场的平均 

单位网次渔获量分别为 11．5、3．5和 0．7 k／h，可 

见，渤海的地方性种群的资源量也呈逐年下降之势 

裹 1 莱州湾渔业生物平均单位网攻渔获量的季节和年间变化 

Table1 Semmmlmid yemty valC／lal：~ otthe aM啦 eam：hes per haLaizhou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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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裹 2 韵海冬季越冬场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的年问变化 

Table 2 Y训 y variations ofthefllvlll*81~ ∞td-8 per hual 

in them nl叫 ng ofB Sea 

2．2．2 莱州湾渔业生物优势度的变化 莱州湾渔 

业 生 物 群落 结 构 中，1959年 带 鱼 (Trichi“r“s 

hau*nela)、小黄鱼(Pseudosciaena potyactis)、半滑舌 

鳎(Cynogtossus semitaevls)、对虾(Penaeus chinensis) 

和白姑鱼(Argyrosomusargentatus)等 5种大型底层 

鱼虾类在总渔获量中占据重要地位(占75％)，带鱼 

和小黄鱼产卵群体在春季总渔获量中所占比重高达 

93．6％。1982、1992～1993年和 1998年进行的3次 

调查结果表明，上述优势种群逐步为黄鲫(Setipinna 

taty)、鲤 鱼 (Engraulis japonicus)、赤 鼻 棱 鲲 

(Seutengraulis kammalensis)、斑 鲦 (Ctupanodon 

punctat“ )、枪 乌贼 (gotigo spp．)、青鳞小沙丁鱼 

(Harengula zuru2si)等小型中上层鱼类所代替；这些 

小型中上层鱼类在 1959年的总渔获量中所占的比 

例仅为 7．1％，而在 1982～1998年的渔获量中所占 

的比重增至 45．1％～67．3％，主要底层鱼类的资源 

量大减，在总渔获量 中所 占的比重降至 3．8％ ～ 

6．7％，优势种或称主要捕捞对象小型化和低质化。 

渔业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1982年以来，莱州湾的优势种变化不大，以黄 

鲫、鲤鱼、赤鼻稹鲤、枪乌贼、口虾蛄(Oratosquitla 

oratoria)、三疣梭子蟹(Portun“ trituberculatus)为 

主(表 3)，但渔获的数和量却逐年下降，优势度变化 

较大的有：斑鲦的优势度明显上升。IRI由 1982年 

的0．5上升到 1998年的 15．2。小黄鱼的优势度明显 

下降，／RI由1982年的 8．3下降至 1998年的 1+7； 

1998年是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 )资源 

发生量的强世代，IRI显著增加。 

应当指出的是，1999年渤海冬季越冬场的优势 

种较之1983和1993年同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4)。 

裹 3 莱州湾优势种的 IRI的季节和年闻变化 

TaMe 3 Semmml and yearly vm4．ati~ sd lm  d dominant spll1121N~inLaizhooBay 

裹 4 瀚海冬季越冬场优势种 J丑工的年问变化 

1"aide 4 Ye*rly vmNsliol*．~植 删 植 dlomilm~ tspec妇 in 

the蚪叮wjII址rhlg siteIntheB0hai Sea 

2．2．3 莱州湾渔业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动态特点 

渔业生物的种类丰度指数 (R)、多样性指数 

( )和均匀度(J )，也是反映渔业生物群落结构重 

要的生态学特征值。 

从表5可以看出：1982、1992～1993和 1998年 

底拖网捕获的渔业生物分别为 68、62和 44种，呈逐 

年减少之势。渔业生物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 

(J )和种类丰度指数(R)和种数(S)有明显的季节 

和年间变化。其中，多样性指数(H，)、种类丰度指 

数(R)和种数(S)以春季较小、秋季最大；这与春季 

和夏季调查期间有少数种类的产卵群体和当年生幼 

鱼尚未进入调查海区有关；1982、1992～1993和 

1998年 3个不同年度的 H 值、R值和S值则呈现 

明显的逐年下降之势，这与渔业生物资源量变化趋 

势是一致的；莱州湾按底质和河流注人等因素可以 

区分为东西两个不同生境的小区，但两者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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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H )和种类丰度(R)均无明显差异。 

裹 5 莱州湾殛渤海冬季越冬塌渔业生掬多样性指救的季节殛年问变化 

T曲k 5 The seasonal am]yearly硼— 廿棚博of bi0dlVersity indk：es of the nstlery鄙日cl in the La．zl唧 Bay am] Ⅱ矧 ng 

Ⅻ叮ld 

1982～1983 1992～1993 1998--1999 平蝤面— 

．  ～ 亘 互 互 豆 亟 亘 正 亟 互面  

．  

c ) 59 47 68 38 53 44 47 62 28 45 44 31 40 24 35 49 42 57 30 

以重量计 ( w~ght) 
丰度 R 3．88 4．00 4．47 2 87 3．81 3 30 3 41 4．25 2．35 3 33 3 84 2．57 3．06 2

． 33 2．95 3．67 3．33 3．93 2．52 

多样性 1．90 2．53 2 67 2 45 2．39 1 71 2 27 2．47 1．57 2 01 2 25 1．88 2
．27 1 32 1．93 1．95 2．23 2．47 1．7B 

均匀性 ， 0 38 0．62 0 63 0 67 0．58 0．45 0 59 0 60 0．47 0．53 0 59 0．55 0．65 0 42 0
．
55 0．47 0．59 0 63 0．52 

以尾数计 (by number) 

丰度 R 4 88 4 73 5．33 3．71 4．66 3．98 4．29 5．08 3．27 4．16 4．85 3 

多样性 H 

均匀性 J 

l_56 2．18 l_93 1．95 1．9l 1． 2 21 2．18 1．89 1．91 2．09 2 

0．47 0．53 0．46 0 54 0 50 0．36 0 57 0 53 0．57 0 51 0．55 0 

46 3．8l 3．28 3．85 4 57 4．16 4 74 3 42 

26 1．98 2．01 2．09 1 67 2．22 2 03 1．95 

66 0．54 0．63 0．60 0．46 0．59 0．51 0
． 59 

按渔获重量计算的 H 值大于按数量计算的H 值 

(1998年8月除外)，通过回归分析，两者呈紧密的正 

相关(r=0．81，P<0．02)。这种一致性与莱州湾 3 

年中不同季节的渔获物的种类组成均以小型种类和 

幼鱼为主有关，与费鸿年等(1981)在南海北部大陆 

架底层鱼类群聚多样度计算的结果类似。而 1998 

年8月表现出的差异则与个体较大的蓝点马鲛成为 

第一优势种(占总渔获量的45．5％)有关。渤海冬季 

越冬场渔业生物因种数明显减少，故 H 值、R值也 

相应的减少，按重量和按数量计算的 H 值大小与莱 

州湾相反；按重量计算的H 值小于按数量计算的H 

值，这与大型底栖鱼类如孔鳐(Raja porosa)(1993 

年2月)和细纹蛳子鱼(Liparis tatmkae)(1999年) 

数量较大密切相关。 

2．3 中国对虾遗传多样性的变化 

采用随机扩增多态 DNA(RAPD)分析技术对中 

国对虾的几个不同群体进行检测结果如表 6： 

裹 6 中国对虾4个群体的RAPD标记分析 

Table6 AnaI ofRAPDm盯k啉 衄 slacksofhn d sll岬 ( 瑚  妇椰 妇 

3 讨 论 

3．1 关于主要渔业生物补充■变动原因的探讨 

3．1．1 渔业生物栖息地环境条件的变化 莱州湾 

沿岸有黄河、小清河、弥河、白浪河、虞河、潍河和胶 

莱河等主要河流人海，由于河水径流携带了大量的 

陆源营养盐人海，饵料生物孳生繁殖，是黄渤海区多 

种经济鱼虾类的主要产卵场、早期生活史阶段的栖 

息地和索饵场。近 30年来，因上游设闸截流建水 

库，多数河流常年处于断流状态。位于莱州湾西南 

部的小清河及其他河流则变成排污河，成为莱州湾 

的主要污染源。1988～1992年 ODD、石油类和氨氨 

等污染物的人海总量高达 58591．91t／~lz。占整个莱 

州湾污染物人海总量的84％；黄河口邻近水域在黄 

河丰水期(6～8月)也是无机氮、无机磷和石油类的 

超标水域(童钧安．1994)。1998年4月和7月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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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口、虞河口和潍河口进行的调查表明 ：河 口区 

主要是河流汇入的陆源无机氮、无 机磷和 COD污 

染，污染程度随河水径流量的增加而增加，由河口向 

外递减，按国家一类海水标准评价，污染指数为1．2-- 

7．0，无机磷污染面积高达 1 000 km2，无机氮和CO D 

的污染面积为 200 km2左右 黄河 自1976年 4月 

由北行经神仙沟在渤海的深水区人海改道东行经甜 

水沟由莱州湾浅水域人海，20年来，黄河口向东淤 

积了200 km 左右；黄河径流量 50年来呈逐年下 

降、而断流的天数和河流携带陆源樗染物的数量 

1986年以来呈逐年增加之势。黄河下游利津站4-- 

6月的平均径流量，由60年代的 86-8亿 m 逐渐下 

降到 70、80、90年代的 32．3、23．3和 17．0亿 H 。 

黄河断流天数则由70～80年代年平均 8～10天增 

至 90年代的94天，其中，1997和 1998年分别高达 

226和 141天。黄河径流的锐减和断流天数的剧 

增、或径流所携带的陆源污染物人海对莱州湾栖息 

地多样性和渔业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且将危 

及整个渤海乃至黄海渔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3．1．2 中国对虾补充量变动的原因 始于60年代 

初期的渤海秋汛对虾渔业，在 60～80年代中期是我 

国北方渔业生产的重要支柱。莱州湾是渤海秋汛对 

虾渔业的重要渔场，产量约占整个渤海的 1／3。70、 

80和 90年代莱州湾 8月初的对虾补充量指数0分 

别为 161．3、139．4和 25_8，1982、1992和 1998年 8 

月初的对虾补充量指数0分别为 61、29和 1。可见， 

90年代，对虾补充量呈大幅度下降之势。据研究 

(邓景耀等，1999)，对虾亲体数量和发生量对其补充 

量有决定性(控制程度达47％)影响，伴随着 80年 

代中期兴起并迅速发展的对虾育苗和养殖业，估计 

每年海捕和耗用了高达 1 000余万尾的亲虾，约 占 

剩余亲虾数量(叶昌臣等，1987)的一半以上，亲体数 

量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加之从 1984年开始在 

黄渤海进行的大规模的种苗放流(平均年放流量为 

20余亿尾)，导致对虾野生群体平均杂合度降低，特 

别是 1993年开始发生的对虾爆发病，并已证实放流 

种苗暂养期间有病毒感染，是 1993年以来回捕率下 

降的主要原因@。亲虾种质低下是 90年代以来中 

国对虾补充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河流 

径流量的锐减，汇海陆源污染导致河 口栖息地生态 

环境 日趋恶化，也对其补充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1．3 毛蚶(Scapharca stgbcrenata)资源的动态及 

渔业衰败的原因 莱州湾河口邻近水域毛蚶资源十 

分丰富，是渤海三大毛蚶渔场之一。贝类对恶劣的 

环境条件的回避能力较差，是小清河排污的重要受 

害者；80年代初 在该水域毛蚶的分布面积为 600 

余 km2，平均密度高达306 g／m2，资源量近 20万 t， 

80年代中期，毛蚶渔业因生态环境污染而迅速衰 

落。集聚成堆分布于小清河口的近江牡蛎(Ostrea 

rivularls)也同遭厄运，目前几乎灭绝。 

3．1．4 秋讯对虾渔业兼捕是带鱼、小黄鱼资源衰退 

的主要原因 60年代兴起并迅速发展的秋汛对虾 

底拖网渔业兼捕损害了大量的幼鱼是导致带鱼、鳓 

鱼(Ilisha elongata)几近绝迹，小黄鱼、白姑鱼和银 

鲳(Stromateoidesarge~zteus)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0，1964--1977年 14年间幼鱼的年损害总量 

为 1．5万 t，计 14．66亿尾／年；而同期秋汛对虾的平 

均年捕捞量为 1．4万t，折合 3．17亿尾，与兼捕损害 

幼鱼的产量之比为 1：1．07，数量之比为 1：4．62，与 

小黄鱼幼鱼数量之比为1：2．13。 

3．1．5 莱州湾毛虾(Acetes chinensis)资源的动态 

特征 毛虾具有生命周期短、世代更新快的特点，一 

年有两个世代，是一种易于保持稳定持续发展的生 

物资源，且得益于捕食鱼类数量的锐减，毛虾渔业是 

莱州湾当前唯一的一种处于稳定发展状态的渔业， 

砷 年代莱州湾毛虾的年产量波动在 0．3～2．2万 t， 

平均为 1．1万 t，70年代增至 1．6--2．6万 t，平均为 

2．1万 t，80年代为 1．8--3．6万 t，平均 2．5万 t；90 

年代为 1．9～5．5万 t，平均 3．7万 t。1998年春汛 

(3--5月)毛虾越年世代资源量十分丰富，渔场及密 

度分布由西向东呈梯度下降之势并一直扩展至烟威 

外海。保留一定数量的越年世代是毛虾资源稳定的 

重要基础。 

3．2 关于渔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初步探讨 

3．2．1 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对保护海区 

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莱州湾有黄河等多条 

①根据农业部黄湖海区植业环境监 站调查资料 ． 

②均系山末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采集的资料 

④杜怀光等，1999．黄海北部中国对虾增殖同捕事下降原因的研究 (待刊) 

④王辨华，1983．毒民水产，(2)：45-50． 

@均系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采集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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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河流人海，河水径流携带 了大量的石油、 

O。D等陆源污染物人海是渔业生物栖息地的主要柯 

染源，必须进行重点治理。在 4～6月有适量的黄 

河淡水注人对渔业生物的繁衍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3．2．2 调整渔业结构，改革捕捞方式．禁止和改 

造损害幼鱼的渔具渔法。主要措施：渤海全年禁止 

机动底拖网作业；禁用和改造以幼鱼为捕捞对象的 

定置网具，在毛虾渔业中推行虾板子网、腹洞式毛 

虾张网等安全捕捞型的网具，以减少对各种幼鱼的 

损害量；禁止三重流网等 “多功能”的流网作业， 

推广具有专捕特点的各类流网，并对其网目尺寸、 

网列长度和带网数量作出明确规定。 

3．2．3 在渔业生物栖息地和幼鱼索饵场设置禁渔 

期和禁渔区。 

3．2．4 在莱州湾渔场推行区域性渔业生物资源监 

测、持续利用管理系统 ，对诸如毛蚶、脊腹褐虾 

(Crangon affinis)、黄姑鱼 (Nibea albiflora)、小 

鳞鲡 (Hyporkampkus sajori)、三疣梭子蟹、对虾 

增殖渔业等 “区域性渔业”实施捕捞许可和限额制 

度，限制外地渔民跨海区作业。 

3．2．5 经济种群种苗放流是保护和增加渔业生物 

多样性、恢复和优化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途径。连 

续 10余年来在黄渤海进行的对虾种苗生产性放流 

导致对虾野生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下降，可能也是 

当前对虾补充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充分证明渔业生 

物种质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性，必须加强对渔业 

资源放流增殖和移植业的管理，防止池养群体大量 

逃逸；通过科学调查和论证确定放流种群，建立原 

良种种苗培育基地，控制放流种苗的遗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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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JDY ON F珏嘲匮RY B10DI、 LRSrIY AND r】 O0NSERVA11ON 

1N LAIZH0U BAY AND YEI W RIVER E nIARY 

DENG Jing-yao JIN Xiarbshi 

(Yel&w Fi~o@sResearch lmtit~ae．ChineseA~zdemy ofFi~tery＆ ，a嘞 0 266071 @脚 陆．qd．sd． ) 

Abstract：Laizhou Bay(37。l0 一38。20 N，1l8。30 一 

120。30 E)is not only all important spawning site and 

habitat for fishery rc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Bohai Sea．but also a traditional fishing site．The r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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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s frcma pelt-trawl surveys in different sections in the 

area indic．ate that fish’S abundance．diversity and dom— 

inance have c}1anged dramatically．The mean catches 

perhaul i~tre 258，117，77．5 and 8．5 kg／h in 1959， 

1982。1992—1993 and l998，respectively．The large- 

si／22d demersal fish，such as largehead hairtail(Trichi— 

Ut2I$haumela)and small yellow cro~er(Pseudosci— 

dem polyaetis)have been replaced by half-fin anchovy 

(Setipim~ taty)，anchovy(Engraulls血ponicus) 

etc．since the 1980’S．The ccenmon ity strtlettll'e of 

fishery rest3I．irce8 has apparently varied．The continu— 

otis releasing penaaid shrimp(Penaeus chinensis)in 

large—scale has caused the decrease of genetic heterozyo 

gosity in the wild stock．The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measurP~．to inhabiting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are suggested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variation of 

main fisherv res0uIces． 

Key wolds：Laizhou Bay；Community strtlcture；Genetic diversity；Ecological diversity；Diversity pro- 

tection 

“涡鞭毛虫类 (甲藻)及其进化地位的研究” 

荣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两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文建凡和李靖炎研究员承担的该项研究，围 

绕着鹕鞭毛虫这一特殊生物类群开展了细胞分裂机制、染 

色体、棱骨架的结构成分和功能、5 S rRNA的分子进化等 

方面深^、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结果。如一种原 

始棱内有丝分裂的发现；核骨架、棱纤层存在的证明及其 

进化观点的提出；发现了染色体碱性蛋白的多样性，且有 

的种类是具有组蛋白的等。从而否定了以往的结论 ，澄清 

了组蛋白起源进化研究中的一些迷误。5 S rRNA分子进化 

研究表明此类生物与酵母和好毛虫的关系较近，在一系列 

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对涡鞭毛虫类的进化地位和系统发育提 

出了全新的观点。发表研究论文 30篇，其中 蚓 论文 5 

篇。推动了进化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细胞分子生物学的发 

展。该研究荣获云南省 1999年度 自然科学二等奖 

“茶叶茸毒蛾生物学特性和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茶叶是世界三大饮料中唯一具有保健功能的天然饮 

品 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近年来，突发成灾的 

茶茸毒蛾害虫严重影响云南茶叶的质量和产量。在云南省 

科委主任基金的资助下，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扬 

大荣研究员承担的这项研究，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对全省 

主要茶园害虫进行了大面积普查和定点跟踪观察。基奉查 

明云南茶叶主产区茶茸毒蛾的发生种类及分布特点，掌握 

了茶茸毒蛾优势种群的一些重要生物学特性及生态学规 

律，并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害虫天敌的群落组成结掏，为制 

定综合防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保护茶园生态环境，持续控制虫害，建设无公害茶 

园出发，通过对防治技术的系统研究和大面积试验示范， 

已总结出一套以生物防治为主，严格控制化学农药越用的 

综合防治技术。成功地将害虫控制在经济损失允许范围之 

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挤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 

研究荣获云南省 1999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 

杨若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计财处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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