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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介绍

黄文江，男，博士，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二级），任“中国科学院数字地

球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国际“中英作物病虫害测报与防控联合实验

室”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科技新星等人才计划，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研究，先后主持 40多项国

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发表 SCI收录论文 200余篇，主编专著《作物

理化参数遥感定量反演》、《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作物

病害遥感监测机理与应用》等 7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1项，软件

著作权 10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

一等奖、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奖励 10

项。

率先提出植被养分垂直分布遥感反演模型，实现了植被营养早期

无损诊断；率先构建了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预测、损失评估技术体

系，国际上研发了唯一业务化运行的大尺度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和预

测预报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发布了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报

告。

任多个国际知名期刊编委和栏目主编；任职国际 IFIP委员、中国

农学会农业信息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中

国土壤学会理事、北京农产品安全学会理事、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遥

感监测专家组组长、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等专家委员会委员、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农业生态

大数据工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黄文江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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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 位

日期：2020年 8月 29日

09:00-09:15 开幕式

09:15-09:30 嘉宾致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 方国飞 处长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朱景全 副处长

华南农业大学 兰玉彬 院士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周晋峰 秘书长

主持人：黄文江

09:30-09:55 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与植被病虫害 周晋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09:55-10:20 精准农业航空技术在智慧农业中的

应用
兰玉彬 华南农业大学

10:20-10:45 沙漠蝗入侵我国情况及应对措施 朱景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0:45-10:55 休息

主持人：张泽华

10:55-11:20 草地贪夜蛾监测与防控技术 王振营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1:20-11:45 草原蝗虫可持续防控技术与应用 张泽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1:45-12:10
遥感技术辅助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调查新体系
武红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12:10-13:30 休息

主持人：封洪强

13:30-13:55 我国草原生物灾害发生现状与科技

需求分析
林克剑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13:55-14:20 草地病害多样性及其治理
李春杰

段廷玉
兰州大学

14:20-14:45 基于多源数据的蝗虫生境适宜性与

蝗灾损失评估方法
黄敬峰 浙江大学

14:45-15:10 小麦条锈病遥感监测研究 马占鸿 中国农业大学

15:10-15:35 空中自由飞行昆虫的雷达监测 封洪强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15:35-15:45 休息

主持人：黄林生

15:45-16:10 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预测预报 郭安红 国家气象中心

16:10-16:35 基于 DID 的冬小麦干热风灾害评估

方法研究
陈 晋 北京师范大学

16:35-16:55 森林病虫害定量遥感模型进展 黄华国 北京林业大学

16:55-17:20 作物生境感知与专题信息提取研究 黄林生 安徽大学

17:20-17:30 总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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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会议声明】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本次会议采纳“绿会指数”（Green Meeting Index）标准，尽

量减少纸质打印材料、线上举办、组织过程中减少一次性瓶装水的使用等，以减少资

源耗费并降低碳足迹。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 位

日期：2020年 8月 30日

主持人：张竞成

09:00-09:25 亚非沙漠蝗虫监测与评估 董莹莹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09:25-09:50 大区域尺度昆虫迁飞及其监测预警 胡 高 南京农业大学

09:50-10:15 中国水稻病害发生流行危害新趋势 黄世文 中国水稻研究所

10:15-10:40
遥感技术在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测中的应

用实践与思考
张竞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0:40-10:50 休息

主持人：蒙艳华

10:50-11:15
以林草保险和价值遥感为基础，做大做强

林草万亿级产业链
戴维序 航天信德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1:15-11:40 数字植保让农业生产服务更高效环保 李书英 先正达集团（中国）

11:40-12:05 我国近年农作物病虫害化学防控方法 蒙艳华 国家航空植保联盟

12:05-14:00 休息

主持人： 黄长平

14:00-14:25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 乔红波 河南农业大学

14:25-14:50
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SIF）在小麦条锈病

遥感监测中的应用
竞 霞 西安科技大学

14:50-15:15
棉花黄萎病光谱响应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分析
黄长平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5:15-15:25 休息

主持人：董莹莹

15:25-15:50
小麦及水稻主要病害的多尺度遥感监测及

应用研究
郑 琼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15:50-16:15
计算机视觉在作物病虫害高光谱遥感诊断

中的应用
师 越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6:15-16:40 东亚飞蝗生境遥感监测研究 耿 芸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6:40-17:00 大会总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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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会人员简介

周晋峰，博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生态文明

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执委、世界绿

色设计组织（WGDO）副主席、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九届、十届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

界环境法委员会”（WCEL）委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OECMS全球技术专家组专家。2020年 5月 30日，获

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周晋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兰玉彬，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教育部“海外名师”，

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

家，德州农工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农业与生物工程师学会（CIGR）
精准农业航空委员会主席，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航空分会常

务副主任委员，受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农业航空技术学

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AOPA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

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农业航空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长期从事精准农业航空、航空施药技术

和航空遥感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 300多篇，

其中 SCI(EI)收录论文 200余篇。曾获美国农业和生物工程师学

会德州分会“农业工程终身成就奖”(2012)，美国农业部农业研

究服务署农业航空技术中心“杰出服务奖”（2014）等荣誉。

在美国农业部工作期间（2005年-2014年），连年荣获美国农业

部南方平原研究中心杰出贡献奖，2015年荣获中国农业工程协

会农业航空突出贡献奖，2016年荣获科学中国人（2015）年度

人物，2018年荣获中国农业航空发展贡献奖。现担任国际精准

农 业 航 空 学 会 主 席 和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cision
Agricultural Aviation》共同主编。

兰玉彬

华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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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飞，正高级工程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

防治总站测报处处长、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草局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林草生物灾害监测预警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

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林草生物灾害监

测预警行业管理和技术研究应用。先后获全国林业系统先进工

作者、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第一批林业和草原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林草局“十佳优秀青年”、国家林草局

百千万工程省部级人选等荣誉，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19项，

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8项，发表论文 20余篇、标准 10项、编著 8
部。

方国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

总站

朱景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病虫害防治处副处长、副

研究员。兼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绿色防控组委员。主要

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推广，编写《全国蝗虫

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等重要规划 3 个，参与制（修）订《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法规 2 部。先后

参加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研究 5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 3项、全球环境发展基金项目 2项、中英牛顿基金项目 1
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8篇，其中 SCI文章 4篇，参与编

写《扶桑绵粉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中

国百种蝗虫原色图鉴》等中文书籍 9部，英文书籍《 Rice Black
Bugs》1部，制定国家标准和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14项。取得国

家软件著作权 4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神农中华农业

科技奖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等科技奖项 6项。

集成的“以生态改造为基础、生物防治为主体、化学农药应急防

治为补助”的全国蝗虫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彻底扭转了过度依赖

化学农药防治蝗虫的局面，为我国蝗灾的可持续治理做出了突

出贡献。

朱景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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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营，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博生导师，国际玉米螟及其他玉米害虫研究协作组(IWGO）共

同召集人，联合国粮农组织草地贪夜蛾行动计划技术委员会委

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控研究室主任、岗位科

学家，农业农村部植物保护专家指导组成员、草地贪夜蛾监测

与防控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粮

食作物虫害监测与控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

院重大科研任务“草地贪夜蛾防控”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玉

米害虫发生规律与综合防治技术、转基因抗虫玉米环境安全性

评价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 16项；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7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50 余

篇，其中 SCI 40余篇，出版专著 4部。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秘书长、北京昆虫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昆虫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中国农业科技导报》、《应用

昆虫学报》、《中国生物防治》和《玉米科学》编委。

王振营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张泽华，中共党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草原生物灾害防控国家创新联盟常务副主任，中

国农业科学院草地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控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草地植保与真菌农药创制，通过研究蝗虫的生物学、

生态学及发生规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蝗虫天敌的多

样性，建立了蝗虫——天敌控制体系。进一步分析生境与蝗虫

相互关系、蝗虫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研制了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特征及其自然天敌、微孢子虫、绿僵菌等措施防治蝗虫

的可持续配套技术。主持各类科研课题 50多项，获省部级科技

奖励 10 余项，获国家专利 30 余项，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

其中 SCI论文 60余篇。兼任中国草原学会常务理事，草地植保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泽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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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红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二级）、

遥感技术应用首席专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技术论文 60余篇，

内容涉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技术在森

林资源监测管理领域的应用；出版专著 7 部，参与编著 9部以

上；主持或作为骨干参加的科技项目及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

奖励 9 项次，其中 2009 年和 2013 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还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巾帼建功活动标兵”、“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次荣誉称号。

武红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林克剑，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

究所副所长，中组部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农业昆虫生态学、昆虫种群生态学

研究以及农业科技管理工作。截至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 3 项，主持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点课题 1 项，主持

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 4项，先后以骨干成员参加 973 计划项目

（课题）4项，参加国家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 3项；获河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中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奖 1 项；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和实用新型专利 1项，获专利授权 2项；

发表科研论文 40余篇，SCI收录 10余篇；参编《转基因科普系

列丛书》并被评为科技部 2013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培养研究

生 15名。

林克剑

中国农业科学院

草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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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副院长，草地农业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西部

草业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草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种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甘

肃省植保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地微生物科技创

新团队负责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主要从事植物

与微生物互作、草类植物病理学、禾草内生真菌及其利用等方

面的工作。发表研究论文 190余篇，其中 SCI论文 70余篇；副

主编专著 3 部、教材 1 部，参编著作和教材 7 部，参与制修订

标准、规程 8部。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24项。

命名真菌新种 5个。参与培育牧草新品种 2个。培养博士研究

生 13名，硕士研究生 40余名。

李春杰

兰州大学

段廷玉，牧草病理学博士。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草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绿肥产业

技术体系病害防控岗位科学家，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

授。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制定《紫花苜蓿主要病害

防治技术规程》行业标准和《阿勒泰戈宝麻锈病预测预报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各 1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国家标准《草种

子检验规程-健康检验》修订，参编著作 4部。

段廷玉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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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峰，博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浙江生农业

遥感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浙江大学农业遥感与信

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农业与灾害遥感研究及应

用，先后主持 60多项国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主持和参加各类

项目六十余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项、

三等奖 4项、四等奖 1项等。已在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等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 300余篇，其中 SCI（EI）收录论文 180余篇。出版《作物

湿渍害遥感》、《水稻卫星遥感不确定性研究》、《水稻高光

谱遥感实验研究》、《水稻遥感估产》、《冬小麦气象卫星综

合遥感》、《草地遥感》等系列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科技专著，

参与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农业资源信息系统》、《农业信息学》。

《农业工程学报》、《遥感技术与应用》、《大气科学学报》

等杂志编委。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教育部高等

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科技进步奖、教育部科技

进步奖评审专家等。

黄敬峰

浙江大学

马占鸿，博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植物病

理学会病害流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植

物病害流行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监事。主要从

事植物病害流行学和宏观植物病理学教学研究工作。对我国小

麦条锈病越冬、越夏场所进行了科学区划和精准勘界；研制了

小麦条锈病早期分子检测和遥感监测技术体系，为病害的早发

现、早治疗提供了技术支撑；提出了小麦条锈病分区治理防控

策略，被农业农村部采纳用于生产实际，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主持多项国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200余篇，主编教材、专著 11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项，软

件著作权 8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部级一、二、

三等奖 11项。是“宝钢优秀教师”，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章”。

马占鸿

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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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洪强，博士。现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河南省植物保护学会秘书长，《植物保护》杂志编委，美国科

学促进会、美国昆虫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害虫的监

测预警技术、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及农业害虫综合治理。主

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杰出青年基金 1项，省杰出

人才基金 1 项，以及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的子课题、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等共 28项。发表论

文 107篇，其中 SCI收录的 37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实

用新型专利 3项、转件著作权 4项，培养研究生 10名。曾荣获

中国植保学会第三届青年科技奖，河南省第十届青年科技奖等

荣誉。

封洪强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郭安红，博士，国家气象中心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农业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农业气象灾害监

测预报（含病虫害气象预测预报）与防灾减灾技术研究和业务

服务，农业部防灾减灾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农业监测

预警分会理事。先后主持 20多项国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发表

论文 90余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有效推动了

气象部门国家级干旱、高温热害等农业气象灾害的定量化监测

评估和精细化预报工作，率先提出病虫害发生气象风险预报的

技术理论体系，设计并构建了国家级现代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

报（含病虫害气象风险预报）业务系统，相关农业气象灾害监

测预报和病虫害气象风险分析专题报告多次被两办刊物采纳或

获国家领导人批示，农林有害生物预警信息在新闻联播-天气预

报栏目播出。中央气象台媒体采访专家，接受新华社、气象频

道、农业农村频道等媒体采访 100余次。

郭安红

国家气象中心

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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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二级

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工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国

立环境研究所博士后。教育部新世纪人才，RSE编委。主持国

家级科研课题 10余项，共发表 SCI论文 150余篇， SCI总引用

7300余次，7篇论文 SCI引用超过 200次，单篇 SCI 最高引用

900余次，入选 ESI高引论文 7 篇, SCI-H-index 为 41,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二）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8项，

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入选 2019年 Elsevier 高被引中国学者(地
球与行星科学)。

陈晋

北京师范大学

黄华国，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业定量遥

感团队负责人，任北京林业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和林学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科

技新星等人才计划。主要从事林业定量遥感模型建立、技术体

系研发和森林病虫害等应用研究，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余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遥感顶尖期刊《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发表论文 3篇。主编研究生教材《现代林业信息

技术》和《林业定量遥感：框架、模型和应用》。研究成果获

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梁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三等奖 1 项、梁希青年学

术论文二等奖 2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 项。自主研发的

三维遥感机理模型 RAPID，是国际上首个光学、微波、激光雷

达 、 热 红 外 一 体 化的 统 一 机 理 模 型 ， 实 现 免 费 共 享

（www.3dforest.cn）。RAPID 模型也在遥感机理研究、森林病

虫害、森林经营管理等领域得到了应用。首次提出了林业定量

遥感的框架，明确了林业遥感的定位，将现有定量遥感的产品、

模型和林业应用需求进行了融合。任 SCI 二区期刊《Forest
Ecosystems》编委、《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编委；担任中国林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委、国家林草高新技术推广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激光雷达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黄华国

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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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林生，博士、安徽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现任农业生

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安徽省农业生态大数据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安徽省信息感

知与控制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入选第二批合

肥市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大学首批“优秀人才计

划”。主要从事遥感信息处理、智能传感器件与装置、光谱监测

与应用、物联网工程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近几年先后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30余篇，合作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70余篇；以主要

作者出版学术专著和行业报告 3部。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等课题 40项，

授权发明专利 19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6项，发布企业标准 8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9项。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项
（2015、2018）、河南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2019）、河

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项（2019）和安徽省气象科学

技术研究开发成果奖一等奖 1项（2013）。

黄林生

安徽大学

胡高，博士，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计划”首席教授，国家优秀

青年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江苏省“333”人才工程

第三层次培养对象。主要从事迁飞昆虫学及其害虫监测预警研

究工作。创建了一种高通量昆虫垂直雷达数据分析方法，能够

快速、高效地分析昆虫垂直雷达数据，基于此方法，首次测算

了英国南部空中迁飞昆虫的数量和生物量，揭示了昆虫迁飞对

生态系统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影响；开发了迁飞昆虫三维轨迹分

析平台，广泛应用于稻飞虱、东方粘虫、亚洲飞蝗、美洲棉铃

虫、草地贪夜蛾等多种迁飞性害虫的研究中；对重大迁飞性害

虫稻飞虱、草地贪夜蛾、粘虫等宏观迁飞规律和暴发机制进行

重新阐释，明确了长江中下游稻区褐飞虱暴发种群的形成机制、

越南中部稻飞虱春季种群对我国早期迁入的贡献影响，预测草

地贪夜蛾在亚洲东部的迁飞路径，为迁飞性害虫的早期预警和

科学防控提供理论依据。迄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

Science、Current Biology等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

登记软件著作权 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

面上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等 7项。

胡高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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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文，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水稻研究

所病理研究室主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病理学会会员，

浙江省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杭州市一级人才、浙江省二级

人才。先后参加、主持国家、部省级、国际合作、国家基金、

省重大、省基金等项目 30多项。目前主要从事水稻病害、生物

农药及生物防治、纳米技术应用等研究。获国家、省部级奖 5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8 项（第一发明人 11 项、二、三发

明人各 6项）；公开国家发明专利 8项。主编（译）专著 5部；

参与编写、翻译出版专著 18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80多篇。

2009-2012受聘马来西亚森达美公司（Sime Darby ）指导水稻生

产、病虫害防治及对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主持国家级

培训班 4次，参与（授课）国家、省部级、市、县（区）级培

训课 70多次，培训国内外农技人员、官员、农户 9500多人次。

黄世文

中国水稻研究所

张竞成，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副教授，曾在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美国南

佛罗里达大学、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入选国家青年

遥感科技人才创新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浙江省 151 人

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近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中科院一区/二区 SCI论文 20篇；主编/副主编病害遥感监测

预测相关中英文专著 3 部；获得发明专利 7项，参与制定病害

遥感监测相关农业部行业标准 3项、地方标准 3 项；主持及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十余项国家级、省

部级项目。长期从事包括小麦、水稻、玉米、茶树等多种作物

病虫害的遥感监测方法，综合遥感、气象信息的病虫害预警模

型等，相关研究为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有效方法。

张竞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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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序，博士，曾任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部多颗卫星副总指

挥，现任航天信德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要从事林农业卫星遥感技术应用解决方案设计与实施，致力

于航天及卫星技术应用推广服务，聚焦遥感卫星深度光谱分析

核心技术，在林业农业领域卫星数据获取、信息解译和深度光

谱分析、大数据和综合解决方案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起草《航

天器研制计划流程编写规定》（GB/29073-2012）、《卫星工程

中工作说明的编制》（Q/W 391A-2008）等国家标准和院标；编

写 导 弹 与 航 天 丛 书 之 《 卫 星 工 程 管 理 》 （ ISBN
978-7-80218-336-0）、《空间飞行器设计》（ISBN 7-5066-1575-4）
等。发表《技术创新项目群资源配置模型》等 4 篇文章；授权

林农遥感卫星技术应用领域国家发明专利 14项。研究成果获国

防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航天五院总体部技术创新奖、辽宁林业

科技一等奖。任林业生物灾害监测预警国家创新联盟副主任委

员，林草遥感应用国家创新联盟副主任委员。

戴维序

航天信德智图（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李书英，农学博士。先正达集团（中国）MAP & Digital BU，任

解决方案部总监。负责智慧农业各种核心能力建设，包括但不

限于：农业专业气象服务、病虫害预警、病虫害识别、精准施

药、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智慧水肥一体化、播期预测、农事

指数、作物模型、品控溯源等等。从 0到 1完成了团队的搭建、

产品的规划。在加入中化之前，曾先后在几家创业公司工作过，

见证了农业+互联网从风口走向产业落地的变迁。在这个过程

中，也将多年专业积累如肥料研发、农药研发、农业技术服务

产品化、农业物联网、产品设计、运营管理、团队管理等多方

面充分淬炼，将自己打磨成立一个农业产业互联网领域面向市

场生存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李书英

先正达集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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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艳华，博士，安阳工学院教师，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

秘书长，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植保统防统治分会执行秘书长，

任农业农村部航空植保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毕业于华南农业大

学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英国拉夫堡

大学航空与汽车工程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自 2016年起，与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研究所等联合在国内组织

了 30余次基于植保无人飞机的大型飞防联合田间测试，有效地

推动了航空植保在病虫害防控中的应用。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发表研究论文 10余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项。主要研

究方向为植保无人飞机精准施药技术。

蒙艳华

安阳工学院

乔红波，博士，河南农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作物病虫害多源

遥感数据监测与农业信息化应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

目、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先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项，

省科技厅鉴定成果 5 项，主（参）编专著 4部，现任中国植物

保护学会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委员和河南农业大学信管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获河南农业大学“优秀教师”（2015）、
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16）和校“优秀共产党员”（2017）
等荣誉称号。

乔红波

河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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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乐，博士，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病理学系主任，

教授。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植物病害流行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

省植物病理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植物病害流行规律、预测预

报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等科研课

题 8 项，获省部级奖励 7 项，授权发明专利 6 项，主编著作 6
部，发表科研论文 62篇。

胡同乐

河北农业大学

竞霞，博士，西安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主

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等 7 项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编作物病害遥感监测专著 1 部。综合利用病害发生的

时相和生境条件，利用反射率和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构建作物

病害遥感探测模型，相关研究工作对作物病虫害的防控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竞霞

西安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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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雄兵，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杂草鼠害与草

地植保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草原生物灾害

防治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草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地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控创新团队执

行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植物抗虫机理与牧草害虫综合防控技

术研究，主持各类科研课题 13项，获省部级奖励 3项，授权发

明专利 8项，获批农药登记证 2个，主编专著 4 部，发表科研

论文 59篇，其中 SCI论文 30篇。
涂雄兵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黄长平，博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遥感卫星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副研究员、植被高光谱遥感组组长，2017年入

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人才计划，现为中科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理事，中国科学院基础前沿科学研究计划“从 0到 1”原始

创新项目负责人，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农业科学技术专委

会会员，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主要从事植被高光谱遥感机理

与方法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基础前沿科

学研究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等国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

10余项，在高光谱遥感机理与定标模型、国产高光谱遥感载荷

型号论证、荧光卫星遥感前沿技术科学论证及应用等方面取得

了系列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SCI论文 20余篇），

参编专著 2 部：《高光谱遥感信息处理》和《北京一号小卫星

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授权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10项。研

究工作多次在央视《走近科学》、东方卫视《未来邀请函》等

媒体专题报道，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

科技成就奖、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中科院青促会“学科交叉与创

新奖”、国际学术研讨会最佳 POSTER报告奖、所长创新奖、优

秀论文、优秀审稿专家、优秀职工、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

产党员等系列奖励与荣誉。

黄长平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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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莹莹，博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等人

才计划。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

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A 类)任务等 13项；主要从事作物理化参数遥感反演机理与

模型、病虫发生发展动态监测预警机制与方法、智能化作物长

势与病虫测报平台研制等研究，建成了作物长势多指标监测体

系和病虫遥感测报体系，主持开发了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

测系统，并全国开展推广应用。累计发表 SCI/EI等论文 56篇，

其中第一/通讯作者 22篇；参编中英文专著 3 部；授权/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10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6项。

董莹莹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王宁，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副研究员，内蒙古杰

出青年培育计划项目获得者。主要从事草原昆虫分类学、草管

理模式与昆虫群落组成间的关系方面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 2 项，主持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1项，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子课题 1项，主持内蒙古自然基

金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9项，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5项。

发表论文 42 篇，其中 SCI 收录 20篇。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励 5项，授权国家专利 10项。担任内蒙古昆虫学会理事等社会

兼职。王宁

中国农业科学院

草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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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代亮，博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一直从事植被生态遥感与全球变化方面的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第一/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8 篇，其中

包括 JCR 1 区 SCI 论文 15 篇，以及中科院 SCI 期刊分区 TOP
期刊论文 10 余篇；也是 Nature Communications、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等 10 多种国际知名 SCI 期刊审稿专家。参编专

著 2 部，申请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入选科技部 2018 年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全球资源环境遥感创新

团队，获得 2019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名第二）、2016
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主要完成者）、中国科学院青

年创新促进会等多项奖。主持科研项目 10余项，包括国家自然

基金青年与面上项目共 3项，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人才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1 项等。另外，作为骨干参

与项目 12项，主要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变化 973项
目及专题 2项、863项目 2项等。

彭代亮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王昆，博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数字地球重点实

验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作物生长模型、遥感数据同化及相关

的验证观测实验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国家重大专

项、973项目、863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与中科院创新团

队项目等 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王昆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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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回春，博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植被定量遥感机理

及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海南省重点研发项目、海南省重大

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合著专著 8部；第一完成人授权/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5项，获软著登记 5项。获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北京土壤学会青年科技论文一等奖、三亚市首界优秀科技

工作者等奖励荣誉。

叶回春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郑琼，博士，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作物种植

面积及农作物长势信息监测、作物生境参量反演，小麦及水稻

主要病害的胁迫诊断及遥感监测预警研究；多源数据耦合的作

物病害遥感识别与监测方法研究及模型构建。参与全球、全国

及粮食主产区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及预警工作，相关成果已

被农业农村部、科技部、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等采纳，为作

物主要病虫害遥感监测及预警提供有力支持。近年来发表中英

文论文 1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主持广东

省科学院发展专项项目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及省级项目 6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

郑琼

广州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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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越，博士，在英国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担任

research associate，曾在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攻读博士

学位。近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9 篇；主持中科院开放基

金、所长基金等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

项目等 10余项。长期从事包括小麦、水稻、马铃薯等多种作物

病虫害的遥感监测方法，综合遥感、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

模型，相关研究为病虫害的防控提供有效方法。

师越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耿芸，目前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飞蝗遥感监测预警与灾情评估。参与东亚飞蝗、沙漠

蝗虫遥感监测及预警工作，相关成果已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FAO）、农业农村部等采纳，为飞蝗遥感监测及预警提供

有力支持。

耿芸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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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简介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简称空天院）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光电研究院的基础上整合组建，于 2017年 7月 29日由中国科学院院长

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空天院的成立，是中国科学院党组顺应党中央对科技机构改革的总要

求、深化四类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

空天院战略定位为：在空天信息领域，承担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和系统性重大任务，

提出并组织国家空天领域重大科技计划，建设和运行国家相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解决国

家重大科技问题，获得有国际影响力的研发成果。

空天院拥有 20个国家级/院级重点实验室、中心、非法人单位，依托原有几个研究机构

的核心竞争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以重大产出和支撑国家实验室建设为目标，已基本形

成了空天信息领域高起点、大格局、全链条布局的研究方向，包括平台（临近空间/航空）、

光学/微波载荷、关键核心器件、全球化卫星接收站网、新一代地面系统建设、遥感应用系

统、数字地球、导航等科学技术，实现从平台到载荷、器件，再到数据接收、处理、应用

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空天院拥有 UNESCO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研究中心（HIST）、国际数字地球

学会（ISDE）、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国际项目办公室、CAS-TWAS空间减灾

优秀中心（SDIM）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有中国遥感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与系统分

会、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专委会、中国图

像图形学学会遥感图像处理专委会等学术组织；建有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

国光电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办的《国际数字地球

学报》（IJDE）、《微系统与纳米工程》（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地球大数

据》（Big Earth Data）、《电子与信息学报》、《雷达学报》、《遥感学报》、《中国图

象图形学报》在国内外发行，享有较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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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简介

中国科学院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于 2009年 12 月正式获批成立，以发展对地观测前沿

理论与技术、地球大数据科学与方法，建设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和全球环境资源空间信息系

统为主要任务。实验室主管部门为中国科学院，依托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

实验室紧密围绕数字地球及其相关领域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凝聚起了一支充满创新

活力与勃勃生机的科技力量。随着 2012年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整合成立，

2017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整合成立，实验室在新环境下获得了更好的交叉

融合发展机遇。近年来实验室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业已成为引领国际数字地球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科技机构和

人才培养基地。

实验室首任主任为郭华东院士，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徐冠华院士。现任学术委员会

主任为郭华东院士，现任主任为黄文江研究员，副主任为王心源研究员、张丽研究员、陈

方研究员、李晓明研究员、刘广研究员、倪丽副研究员。

实验室以数字地球科技发展为核心，研究对地观测前沿理论与技术、地球大数据科学

与方法、多元数据集成与信息虚拟仿真，建设数字地球科学平台，构建网络化、运行性的

全球环境资源空间信息系统，服务于国家的全球化战略，以及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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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简介

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

原病虫害防治总站（国家森林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中心）设立，主要致力于

林草有害生物“航天航空遥感监测预警评估技术、地面监测调查技术、大数据融合预报预

警技术”三个方向研究，重点突破和集成基于航天航空卫星遥感监测、灾害智能识别和地

面现有监测预报网络相结合的林草生物灾害立体监测技术体系，基于大数据融合的重大林

草有害生物传播扩散数值化预测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天空地、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段，实现

重大林草有害生物的快速监测、及时预警和准确评估。

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 35人，正高级 13 人，国家林草局百千万人才省部级人选 1人。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先后承担完成国家基金课题、公益性专项、标准、林业推广

等 50多项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 3等奖以上科技奖励 15项，登记国家专利 15项，发表论

文数十篇。在研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14项，立项经费 9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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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航空植保重点实验室简介

农业农村部航空植保重点实验室于 2018年 1月正式获批成立，由安阳全丰公司牵头并

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以及安阳工学院联合共建。实验室成

立的主要目的是集合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共同攻克航空植保领域内的关键技术问

题，助推相关技术成果的转化，推动航空植保行业的健康发展。

本实验主要研究方向有：1、电动多旋翼植保无人飞机及油动单旋翼植保无人飞机整机

研制；2、油动植保无人飞机发动机研制；3、植保无人飞机变量喷洒系统研制；4、植保无

人飞机与遥感遥测系统集成研制；5、植保无人机飞控系统的研发与优化；6、航空植保专

用药剂、助剂的研发；7、植保无人机行业应用云平台研发。

实验室与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农业部南京农

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贵州大学等国内顶级科研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在无人

机整机研制、遥感遥测系统、发动机研制、喷洒系统优化、航空施药技术、航空专用药剂

开发以及国内植保无人飞机标准、飞防药剂标准等方面产生大量成果并极大地推动了行业

的发展。

从成立至今，实验室已获得授权专利 72项，其中发明专利 13项。参与发表文章 10余

篇，牵头与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5项，地方标准 3项，团体标准 12项。主持 1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科技助力 2020专项项目，主持 1项农业农村部“948计划”专项项目，主持与参与

4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荣获全国农林牧渔丰收奖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和河南省专利叁等奖等奖项。



第一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2020） 会议手册

26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介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中

国科协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一级学会，也是 2016年新慈善法实施以来，民政部首

批公布的 16家慈善组织之一。自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科技界的高度重视与关

心支持。1985年，为迎接我国特有物种麋鹿回归，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钱昌照、包

尔汉等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麋鹿基金会，即为中国绿发会前身。随着 1992年中国加入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 2009年胡德平理事长指出绿色发展的要义后，经国务院批准，

先后两次更名为现名。

在胡德平、谢伯阳等理事会领导的带领下，中国绿发会积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指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关注、参与相关工作，先后成立了 17个工作委员会，

围绕生态文明研究与践行、环境公益法律服务、政策法规研究、标准研发、全球环境治理、

科研科普教育等多项内容，每年开展 50余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主办、指导《小康》《绿

色新时代》等多个期刊杂志，在国内外核心报刊发表数十篇优秀论文，凝聚了百余名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了包括 10余位院士在内的多层次、多方位的专家智库，为中国绿发

会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先进的指导建议。

中国绿发会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创新、研究、科普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事业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及国际

机构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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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简介

农业生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于 2017年 12 月由国家发

改委批复成立，依托安徽大学、安徽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等单位进行建设，是一个从

事农业和生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的国家级产学研平台。

中心组建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以及各类专/兼职研究人员共计

130余人组成的研发队伍，拥有各类科研设备和仪器 600余台（套），原值计 6000余万元。

近年来，中心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等各类奖项 9项，承担国家、省部级及各类横向科研项

目 100余项，立项经费 3000余万元。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EI收录学术论文 150余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和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0余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46项，颁布地方标

准和企业标准 10项。出版各类专著 7部，出版和发行各类行业专题报告 30余份。

中心依托成员单位下属公司开展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服务，发布新产品 2项，产业

化成果 7 个，建立安徽省基础数据库 5个，搭建应用服务系统 8套，累计产业化交易成交

单数超过 3万单，交易额突破 1000万元。

中心围绕“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急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在农业

生态领域开展大数据融合、分析、应用与决策技术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培养技术人员和学术团队。相关研发成果

在农业生态大数据智能感知、农业生态大数据智能计算、农业智能系统和产品研发等方面

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显著的应用示范作用，积极助力和推进国家和地方智慧农业发展，

更好的服务于农业和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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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团队简介

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

团队（http://www.rscrop.com/）依

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数字地球重点实

验室、海南省地球观测重点实验

室、中英作物病虫害测报与防控

联合实验室等多个创新平台，瞄

准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主要开展

植被遥感机理与方法、全球多尺

度植被遥感产品生成、病虫害监测方法及应用研究，发展具备全球和全国等多尺度监测能

力的遥感监测系统，提供全国和全球信息服务，为国家粮食安全、森林和草原病虫害监测

和全球战略提供方法支撑与信息保障。

近五年来，团队先后主持 60多项国家和部委级科研项目(包括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课题、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中英牛顿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等)。发表 SCI收录论文 200余篇，主编专著 10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5项，软件著作权 22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测

绘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奖励 12项。率先提出了植被养分垂直分

布遥感反演模型，实现了植被营养早期无损诊断；构建了病虫害遥感监测、预测、损失评

估技术体系，国际上率先研发了业务化运行的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和预测系统，发布

了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报告。

本团队是一支年轻科研人员为主力，年龄结构合理，涵盖遥感科学、光学、数学、计

算机科学、生态学、农学、植物营养学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植被定量遥感创新团队，注重

与国内外优势单位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实现协同创新与优势互补，建立了骨干成员互

访交流机制和硕、博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本团队以“团结、严谨、奋进、求实、创新”

为宗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研发并重，并将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注重与国

内外优势科研机构的互访交流和合作研究，致力于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面向全球

服务的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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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和产品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迫切需要发展植被生态监测与病虫灾害预警创新科技体系，加

速病虫防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智慧植保和绿色生态。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团

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了农田、森林、草地等植被生态系统监测与病虫灾害监测

预警。团队自主研发了众源数据收集软件“RSCROP数据采集系统”，为植被生态系统监

测与病虫灾害监测预警提供了数据支持。该软件支持 IOS与安卓手机系统，能够快速记录

调查点植被长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目前已在我国、中国、意大利等多个政府部门、国际

组织、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等开展广泛应用，积累了海量地面数据。此外，团队整合了

数据模型与方法，构建了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http://www.rscropmap.com/)与全

国飞蝗遥感动态监测预警系统(http://rscrop.locust.imagepy.org/hc/login.html)，生产了农田、

森林、草地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预测产品，实现了服务在线发布，打通了从数据、算法到

产品、应用的全链路。

目前，团队已发布 92期全球、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典型区域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

与预测报告》，针对当前肆虐亚非的沙漠蝗虫，发布了《亚非沙漠蝗虫灾情监测与评估报

告》专题。相关成果获得农业农村部、科技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 FAO、地球观测组织 GEO、英国牛顿基金委、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等国际国内政府部

门、组织机构、商业团队持续采纳，并开展推广应用,为我国在粮食安全和全球局势中的重

大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图 1 “RSCROP 数据采集系统”及野外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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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全国飞蝗遥感动态监测预警系统

图 3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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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洲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北京安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农业遥感、生态环境遥感等领域机载高光谱成像仪、

科研级多光谱成像仪及热红外成像仪等先进仪器的开发和推广，积极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技

术咨询、方案设计、仪器设备调试安装等各类优质服务。

公司具有一支由实力雄厚的技术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全国农科院系

统、林科院系统、环保系统、全国农林类高校等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上

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公司已为中国科学院、、农业部“948”项目农业部专项研究

中心、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全国高校的“211”工程和“985”项目等单

位提供了多批次技术咨询、仪器设备和集成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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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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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17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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