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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翟一凡 性 别 男
正面免冠

半身 2寸

彩色近照出生日期 1984.06.07 民 族 汉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理学博士

籍 贯 山东聊城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码 372501198406072051

专业技术职务 副研究员 专业专长
农业害虫生物防治和农作物生物

授粉

工作单位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
行政职务

天敌与授粉昆虫研究中

心副主任

单位性质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推广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通信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02号省农业科学院

单位所在地 山东济南 邮政编码 250100

单位电话 0531-66659902 手 机 13505318013

传真号码 0531-66659902 电子信箱 zyifan@tom.com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5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2003.09-2007.06
聊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学士

2007.09-2010.06
暨南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硕士



2010.09-2013.06
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安全生物学 博士

三、主要工作经历（5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13.09-2017.1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18.01-至今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9.04-至今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

2020.05-至今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副主任/副研究员

2020.06-至今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后

四、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简要介绍被提名人从事工作以来的科技

成果、创新业绩，科技成果应用或技术推广情况，科技服务满意度，以及今后研

究思路等，限 2000字以内。）

自 2013 年工作以来，主要从事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的规模化繁育和应用技术，

及昆虫发育调控机制研究，现任“国家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养蜂

学会蜜源与授粉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昆虫学会副秘书长，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长江大学硕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中德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山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

农业重大应用技术创新项目、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等多项科研项目；获得中国

植物保护学会第五届青年科技奖、中国昆虫学会第九届青年科学技术奖、山东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院科技开发成果

一等奖等多项科技和人才奖励；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7 项，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13项，参编著作 1部，制定农业行业标准、山东省农业地方标准及企业

标准 28 项；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源 26 篇，担任 Frontiers in

Physiology、Scientific Reports、Journal of Pest Science、BMC Genomics 等多个 SCI 源期

刊，及《中国农业科学》、《植物保护学报》、《昆虫学报》等多个国内核心期刊审稿

专家。

主要科学发现：通过多种有益昆虫和农业害虫的营养发育与滞育调控研究。（1）

在昆虫营养发育调控研究中，证实了部分氨基酸可以通过 AKT 和 AMPK 两条途径来

调控 TOR信号通路，进而调控昆虫脂肪体内的 Vg蛋白表达，影响昆虫繁殖力。（2）

在昆虫滞育（若虫滞育、成虫生殖滞育）调控研究中，通过多组学（基因组、转录

组、蛋白组、代谢组）大数据技术的关联分析，发现了保幼激素通路、蜕皮激素通

路、胰岛素信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以及三羧酸循环等通路相关的蛋白和转录因

子在滞育前后的表达量有显著差异，并通过 CRISPR/Cas9 和 RNAi 等技术证实了

FOXO、JHAMT、CYP314A1 等转录因子和调控蛋白是控制滞育的关键，包括代谢开关

和脂质存储、卵巢发育的停滞以及增强越冬存活率。该工作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的昆

虫发育和滞育分子调控理论，而且可为天敌与授粉昆虫工厂化周年繁育瓶颈技术的

突破提供理论支持。

主要技术创新：在前期昆虫滞育与发育调控机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开展了系

列天敌昆虫和授粉昆虫规模化繁育和应用技术、设备研究。针对目前黄淮海地区的

大田玉米主要害虫（玉米螟、棉铃虫）和设施果菜主要害虫（粉虱、蓟马、蚜虫、

叶螨），研发了（1）系列天敌昆虫（赤眼蜂、食蚜瘿蚊、丽蚜小蜂、小花蝽、捕食

螨）和授粉昆虫（地熊蜂）的工厂化周年繁育技术，初步建设了多条中试生产线，

生产了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中试产品。（2）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协同增效田间应用

技术，针对主要设施蔬菜（番茄、黄瓜、辣椒、茄子）生产中同一作物上多种害虫

混发或交替发生的现象，单一释放一种天敌昆虫很难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探索多

种天敌昆虫和授粉熊蜂组合释放技术。如：番茄主要以烟粉虱和蚜虫混发或交替发

生，在害虫种群动态监测的基础上，选择寄生性天敌昆虫丽蚜小蜂+捕食性天敌昆虫

异色瓢虫、食蚜瘿蚊组合释放，同时在授粉期释放熊蜂替代激素点花进行生物授粉，



明确每种天敌昆虫的释放数量、释放时期和控害关键点。

主要技术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针对目前黄淮海地区的大田玉米和设施果菜主

要害虫（玉米螟、桃蛀螟、棉铃虫、温室白粉虱、烟粉虱、蓟马、蚜虫、叶螨等），

研发相应的系列天敌昆虫（赤眼蜂、食蚜瘿蚊、丽蚜小蜂、小花蝽、捕食螨）和授

粉昆虫（地熊蜂）的工厂化繁育技术及田间应用技术。同时初步建设了多条中试生

产线，生产了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中试产品，依靠国家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平台，

在黄淮海地区累计示范推广 30 余万亩次。其中在设施蔬菜的害虫防治效果显著，减

少杀虫剂用量 50%以上，减少激素用量 90%以上，且授粉座果率达 98%以上，亩节本

增收 3000元以上取得显著经济和生态效益。工作相继被央视“新闻联播”、“朝闻天

下”、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研发的系列天敌治虫与蜂授粉产品

和田间应用技术，正通过山东鲁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生

物防治有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和相关技术推广工作。

主要国内外学术活动：2017 年获得中德科学中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NSFC 和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 共同创立）资助，作为中方召集人与德方召集人德

国联邦 JKI 研究所的 Annette Herz 教授，在德国的 Darmstadt 联合主持召开为期 5

天的“中德斑翅果蝇综合防治双边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等近 40 位专家就相关议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

未来研究工作设想：拟围绕天敌与授粉昆虫产业化关键技术这一主题，拟突破

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规模化高效繁育和产品货架保育的关键科技问题。研究工作以

实现适合我国黄淮海地区设施果菜天敌与授粉昆虫产业化开发与应用关键技术为主

攻目标，开展系列天敌（丽蚜小蜂、东亚小花蝽）与授粉昆虫（熊蜂）滞育相关调

控基因/蛋白和代谢产物及其功能研究。昆虫的滞育与发育调控研究，是天敌与授粉

昆虫复壮及延长产品货架期的主要途径。该工作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的昆虫滞育和发

育分子调控理论，而且可为天敌与授粉昆虫工厂化周年繁育瓶颈技术的突破提供理

论支持。



五、重要科技奖项（限填 5 项以内，同一成果及相关科技奖项，只填写一项

最高奖项。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

部、地市）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

六、发明专利情况（限填 5 项以内。请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批准年份、

序号 获奖年份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2019
“中国昆虫学会第九届青年

科学技术奖”第 1位

协助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在

在昆虫滞育调控研究中，通过多组

学关联分析，及基因编辑技术证实

了 FOXO等转录因子和调控蛋白是

控制滞育的关键，为天敌昆虫工厂

化繁育瓶颈技术提供理论支持。

2 2017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五届

青年科技奖”第 1位

协助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初

步建设了多条中试生产线，生产了

系列天敌与授粉昆虫中试产品，并

探索了多种天敌昆虫和授粉熊蜂

组合释放技术。工作相继被央视新

闻联播、朝闻天下、人民日报、新

华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3 2019

“天敌与授粉昆虫产业化开

发与应用”滨州市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第 1
位。翟一凡、郑礼、陈浩、代

晓彦、曹广平、周浩。

协助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开

展系列天敌昆虫和授粉昆虫从繁

育基础研究，到繁育技术、中试产

品研发及示范推广的全链条设计

和一体化实施。并通过山东鲁保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初步实现了产业化开发。

4 2018

“设施蔬菜重大传毒害虫成

灾机制与农药减量化防控技

术”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第 7位，S20180601，张安盛、

吴青君、陈浩、周仙红、李洪

刚、李如美、翟一凡。

协助项目组负责人明确了西

花蓟马的主要天敌控害潜能，发掘

优异的天敌品系，研发出繁育工

艺，创制了天敌产品，建立了国际

先进的生产线，提出天敌释放策

略，组建天敌持续压低控害技术，

在山东及周边蔬菜产区示范推广。

5 2015

“果树食心虫高效防控技术

的集成与推广”山东省农牧渔

业丰收二等奖，第 4位，

SDFCG2015-02-10-04，任凤

山、李丽莉、周仙红、翟一凡、

刘学峰、郑长英、王学武、迟

金强。

协助项目组负责人研发预测

预报技术、利用生物防治技术、高

效化学防治技术等关键防控技术，

以综合利用农业、生物防治技术持

续压低食心虫种群数量为核心，辅

以高效、农药减量化的果树食心虫

防控技术体系。



专利名称，专利号，发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本人在专利发明和实

施中的主要贡献。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未实施。）

序

号
批准年份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2019.12

专利名称：一种熊蜂的雄性蜂群

人工繁殖方法

专利号：ZL201610947416.3

发明人：翟一凡、周浩、郑礼、

吴光安、陈浩、于毅、张思聪、

张安盛、门兴元

排名：首位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发

明专利所涉及的所有熊蜂的雄性

蜂群人工繁殖试验内容，研发的

熊蜂雄性蜂群人工繁殖方法节省

人力物力、且成本低廉。目前该

专利正通过山东鲁保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

2 2019.03

专利名称：一种诱导斑翅果蝇生

殖滞育的方法

专利号：ZL201610086059.6

发明人：翟一凡, 林清彩, 郑礼,
于毅, 陈浩, 张思聪, 李丽莉

排名：首位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发

明专利所涉及的所有诱导斑翅果

蝇生殖滞育试验内容，有效加强

对该害虫的防控技术的提升。已

依托该专利的主要方法，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

3 2016.06

专利名称：一种含吡蚜酮的复配

杀虫剂

专利号：ZL201410630500.3

发明人：翟一凡，郑礼，于毅，

林清彩，张思聪，庄乾营，张安

盛

排名：首位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发

明专利所涉及的所有吡蚜酮的复

配杀虫剂试验内容，研发的复配

杀虫剂不仅具有较高的防效，且

降低了有效成分的用药量。目前

该专利正通过山东鲁保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

4 2015.12

专利名称：一种供试铃木氏果蝇

的人工饲养方法

专利号：ZL201410163572.1

发明人：翟一凡，于毅，周仙红，

林清彩，庄乾营，张安盛，门兴

元，李丽莉

排名：首位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发

明专利所涉及的所有果蝇的人工

饲养方法试验内容，用人工合成

饲料培养基取代了现有的水果饲

养方法，提高了工厂化繁育效率。

该专利正通过山东鲁保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进行转化。



七、代表作 （限填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技术研究报告等 8篇（册）以内。

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代表作名称，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名称、

或出版社名称、或上报机构名称。）

5 2015.12

专利名称：一种铃木氏果蝇人工

合成饲料

专利号：ZL201410162636.6

发明人：翟一凡，于毅，林清彩，

周仙红，李丽莉，庄乾营，张安

盛，门兴元

排名：首位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发

明专利所涉及的所有果蝇人工合

成饲料试验内容，研发了以麦麸、

酵母等为主要成分的人工饲料，

降低了工厂化繁育成本。目前该

专利正通过山东鲁保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

序号 年份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2020.01

论文名称：Improved control of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on
greenhouse pepper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Orius sauteri and
neonicotinoid insecticides.

排名：13 位，通讯作者

作者：Lin Qingcai, Chen Hao, Dirk
Babendreier, Zhang Jinping,
Zhang Feng, Dai Xiaoyan, Sun
Zuowen, Shi Zhaopeng, Dong
Xiaolin, Wu Guangan, Yu Yi, Zheng
Li, Zhai Yifan*

刊物：Journal of Pest Science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所有试验内容及相关数

据分析，并共同撰写完成本稿件。

本研究表明在西花蓟马的防控中，

东亚小花蝽+氟吡呋喃酮或啶虫脒

的生化联合防控策略有较好的防

效及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2 2019.07

论文名称：Oviposition suitability
of Drosophila Suzukii (Diptera:
Drosophilidae) for nectarine
varietie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排名：3 位，通讯作者

作者： Liu Sha, Gao Huanhuan,
Zhai Yifan*, Chen Hao, Dang
Haiyan, Qin Dongyun, Li Lili, Li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试验内容及部分数据分

析。本篇论文从不同品种油桃的成

熟时间和营养角度，解释了斑翅果

蝇对不同品种油桃危害程度差异

的原因。通过时间错峰种植不同品

种油桃，降低果蝇危害的前景。



Qiang, Yu Yi*

刊物： Insects

3 2019.04

论文名称：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d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of metabolic regulation
of adult reproductive diapause in
Drosophila suzukii (Diptera:
Drosophilidae) females

排名：第 1 位，通讯作者

作者：Zhai Yifan*, Dong Xiaolin,
Gao huanhuan, Chen Hao, Yang
Puyun, Li Ping , Yin Zhenjuan,
Zheng Li, Yu Yi*

刊物：Frontiers in Physiology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所有试验内容及部分相

关数据分析，并撰写完成本稿件。

首次研究并提出了光周期信号调

控其生殖滞育模型，为后期利用基

因编辑等方式进一步优化生殖滞

育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4 2018.11

论文名称：FoxO transcription
factor regulate hormone
mediated signaling on nymphal
diapause

排名：第 9 位，通讯作者

作者：Yin Zhenjuan, Dong Xiaolin,
Kang Kui, Wu Guangan, Chen Hao,
Dai Xiaoyan, Zheng Li, Yu Yi, Zhai
Yifan*

刊物：Frontiers in Physiology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试验内容及部分数据分

析，并共同撰写完成本稿件。首次

研究并提出了光周期信号调控灰

飞虱若虫滞育模型，为后期进一步

优化若虫滞育调控机制奠定了基

础。



5 2017.09

论文名称：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hitin
synthase A in Oriental armyworm,
Mythimna separate

排名：第 1 位

作者：Zhai Yifan, Fan Xiaobin, Yin
Zhenjuan, Yue Xiangzhao, Men
Xingyuan, Yu Yi, Zheng Li*, Zhang
Wenqing*

刊物： Proteomics

本人组织实施了本论文所涉

及的试验内容及部分数据分析，并

撰写完成本稿件。本篇论文首次研

究 CHSA对黏虫的幼虫蜕皮及成虫

繁殖力的功能，并提出了相关调控

模型，为黏虫的防控提供一个潜在

的靶标基因位点。

6 2017.10

论文名称：Hormone signaling
regulates nymphal diapause in
Laodelphax striatellus
(Hemiptera: Delphacidae)

排名：第 1 位，通讯作者

作者：Zhai Yifan*, Zhang Zhiming,
Gao Huanhuan, Chen Hao, Sun
Meng, Zhang Wenqing, Yu Yi,
Zheng Li*

刊物：Scientific Reports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试验内容及部分数据分

析，并撰写完成本稿件。本篇论文

首次研究并提出了激素调控其若

虫滞育模型，同时验证了 JH 和 20E
在该机制调控过程中的作用，为灰

飞虱的防控提供的潜在的靶点。

7 2016.04

论文名称：Adult reproductive
diapause in Drosophila suzukii
females

排名：第 1 位，通讯作者

作者：Zhai Yifan*, Lin Qingcai,
Zhang Jinping, Zhang Feng, Zheng
Li, Yu Yi*

刊物：Journal of Pest Science

本人设计、组织实施了本论文

所涉及的试验内容及部分数据分

析，并撰写完成本稿件。本研究首

次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证实

了斑翅果蝇存在生殖滞育的现象，

为今后其生殖滞育机制和害虫防

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2015.05

论文名称：Activation of the TOR
signalling pathway by glutamine
regulates insect fecundity

排名：第 1 位

作者：Zhai Yifan, Sun Zhongxiang,
Zhang Jianqing, Kang Kui, Chen
Jie, Zhang Wenqing*

刊物：Scientific Reports

本人组织实施了本论文所涉

及的试验内容及数据分析，并撰写

完成本稿件。本篇论文初步证实了

在 GS 可以通过调节体内 Gln 的含

量来调控 TOR信号通路，从而调控

Vg蛋白的表达，最终影响褐飞虱的

繁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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