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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Research Directions

个人简介
Personal Profile

       徐常青，男，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山东省林业学校林学专业。1998年于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获农学硕士学

位。2004年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2007年入职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栽培中心植保室，专业从事药用植物虫害的农药替代防治技术研究及有机中药材栽培技术研

究。

        从2009年开始，持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仿生技术对枸杞害虫种群动态与空间格局的影响（30973970）”、“枸杞

瘿螨的携播机制研究（81274198）”、“枸杞瘿螨-宁夏枸杞-枸杞木虱互作机制研究（81673699）”资助，主持承担十二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有机植物生产中允许使用物质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高效植保机械使用技术”、宁夏科

技厅重大专项“有机枸杞植保关键技术研究”嘉菊有机种植及有机种植增产技术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

《药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创新团队》等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论文10

余篇，编写论著6部。

药用植物保护学,有机中药材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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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展示

              本团队拥有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1人，分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北京林业大

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均为博士学历，拥有栽培学、药用植物学、昆虫学、植物保护学和化学生态学背景。目前在读博士生3

名，在读硕士生9名。已毕业博士7名、硕士11名。

         本团队是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国家级研究队伍。长期以来致力于解决药用植物栽培过程中的病虫害

问题，倡导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是国内少有的有机中药材技术攻坚团队。近年来，主要针对目前生产中病虫害、农药残留问题

最突出、最严重、需求最迫切的药用植物种类，在明确病虫害种类、生物学特性和发生规律基础上，研究以生物、物理、生态

技术为主，绿色高效农药安全使用为辅的防控技术体系，研发高效环保的植保产品、植保装备，为药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提

供技术和产品支持，保证中药材质量和临床用药安全。目前已在推动宁夏枸杞、山茱萸、金银花等中药材的绿色生产上做出了

突出贡献。

         

陈君 研究员

课题组组长
徐常青 研究员 徐荣 研究员

乔海莉 研究员 郭昆 副研究员 刘赛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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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枸杞瘿螨-宁夏枸杞-枸杞木虱互作机制研究(81673699)”，主持人，2017-2020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枸杞瘿螨的携播机制研究(81274198)”，主持人，2013-2016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仿生技术对枸杞害虫种群动态与空间格局的影响(30973970)”，主持人， 2009-2012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药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创新团队(2016-I2M-3-017)”，任务负责

人，2016-2020    

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生理生态的中药材生态农业研究与应用”，子课题主持人， 2018-2021     

6.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区域优势特色有机产品认证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4BAK19B02-3)”，子课题主持人， 2014-

2016   

7.    宁夏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有机枸杞植保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9BBF02030）”，主持人，2019-2021     

8.    宁夏农发办综合开发推广项目“宁夏枸杞主要害虫仿生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子课题主持人， 2015-2017      

9.    中国科学院-中宁县县政府“中宁枸杞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ZKYZN201403)”，主持人，2014-2015

10.  农业部农药鉴定所“几种中药材病虫害药剂筛选试验及中草药病虫药效试验群组化分类表”，主持人， 2016-2016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枸杞有机认证试点监督”，主持人， 2018-2018   

1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梳理（中药材部分）”，主持人， 2018    

1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基于风险评估的有机产品（植物类中药材）抽样检测项目指南”，主持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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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招生人数 年份

1 中药学 1 2022

2 生药学 1 2017

3 生药学 1 2018

4 生药学 1 2019

招生信息

药用植物研究所

报考意向

姓名: 手机号码：

邮箱：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类型：

个人简历：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成绩单：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其他材料： 支持扩展名：.rar .zip .doc .docx .pdf .jpg .png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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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代表性论文

1. Jianling Li, Sai Liu, Kun Guo, Haili Qiao, Rong Xu, Changqing Xu*, JunChen*. A new method of gall mite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defoliation to control Aceria pallida. PeerJ,2019:e6503.

2. Jianling Li, Sai Liu, Kun Guo, Fan Zhang, Haili Qiao, Jianmin Chen, MengkeYang, Xiu Zhu, Rong Xu, Changqing Xu*, Jun

Chen*. Plant-mediated competition facilitatesa phoretic association between a gall mite and a psyllid vector. Experimentaland

Applied Acarology,2018,76(3):325-337.

3. Sai Liu, Jianling Li, Kun Guo, Haili Qiao, Rong Xu, Jianmin Chen,Changqing Xu*, Jun Chen*. Seasonal phoresy as an

overwintering strategy of aphytophagous mite. Scientific Reports,2016,6:25483.

4. 杨孟可,李建领,刘赛,乔海莉,郭昆,徐荣,陈君,徐常青*.宁夏枸杞对枸杞瘿螨为害的内源激素响应及外源水杨酸对枸杞瘿螨的影

响[J].应用生态学报,2020,31(7):2307-2313.

5. 刘赛, 李建领, 杨孟可, 乔海莉, 郭昆,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枸杞木虱对宁夏枸杞生长的影响[J]. 中国现代中药, 2020, 22(5):

715-719+728.

6. 杨孟可, 刘赛, 李建领, 郭昆, 乔海莉,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枸杞瘿螨致瘿后宁夏枸杞叶片代谢组学分析[J]. 中国中药杂志,

2020, 45(12): 2842-2846.

7. 张凡, 李建领, 刘赛, 乔海莉, 朱秀, 杨孟可, 郭昆,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应用除草布防治枸杞红瘿蚊效果评价[J]. 中国现代中药,

2019, 21(7): 937-940.

8. 刘赛, 杨孟可, 李建领, 郭昆, 乔海莉,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我国枸杞主产区瘿螨鉴定及其越冬调查. 中国中药杂

志,2019,44(11),2208-2212.

9. 刘赛, 杨孟可, 李叶林, 朱罗晨, 乔海莉, 郭昆,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不同产地枸杞叶片多糖、总黄酮和总酚含量差异比较分析

[J]. 中国中药杂志,2019,44(9),1774-1780.

10.刘赛, 杨孟可, 李建领, 郭昆, 乔海莉, 徐荣, 徐常青*, 陈君*. 枸杞瘿螨发生及其与枸杞木虱相关性研究[J]. 中国现代中药,

2019,21(5),638-641+661.

11.郭昆, 张德春, 段治尚, 邵维在, 刘赛, 乔海莉, 徐常青*, 陈君*. 美洲大蠊卵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的研究[J]. 中国中药杂

志,2019,43(21),4217-4219.

12.李建领, 刘赛, 徐常青*, 朱秀, 乔海莉, 郭昆, 徐荣, 陈君*. 宁夏枸杞主要害虫发生规律与防治策略[J]. 中国现代中

药,2017,19(11):1599-1604.

13.刘赛, 李建领, 徐常青*, 林晨, 郭昆, 乔海莉, 徐荣, 陈君*. 枸杞瘿螨田间迁移扩散规律研究[J].中国现代中药, 2016,18(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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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2016,18(9):1172-1176.

16.冯永飞, 乔海莉, 徐常青*, 郭昆, 徐荣, 叶保华, 王景芳, 姚行良, 陈君. 连作对嘉菊植株构件、抗病虫能力和产量的影响[J]. 中国

现代中药,2016,18(4):455-457.

17.刘赛, 李建领, 徐常青*, 林晨, 乔海莉, 郭昆, 徐荣, 陈君*. 仿生胶对枸杞红瘿蚊种群及枸杞产量的影响[J]. 中国现代中

药,2016,18(3):279-281+288.

18.李建领, 徐常青*, 刘赛, 林晨, 郭昆, 乔海莉, 徐荣, 陈君*. 脱叶剂对枸杞红瘿蚊种群及枸杞产量的影响[J]. 中国现代中

药,2016,18(3):282-284.

19.刘赛, 李建领, 徐常青*, 魏赫, 乔海莉, 徐荣, 郭昆, 林晨, 金红宇, 马双成, 陈君*.乙基多杀菌素在宁夏枸杞中降解动态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5):78-81.

20.李建领, 刘赛, 徐常青*, 魏赫, 乔海莉, 郭昆, 徐荣, 林晨, 金红宇, 马双成 陈君*. 螺螨酯在枸杞果实中的降解动态研究[J]. 中国

中药杂志,2016,41(12):2190-2193.

21.刘赛, 徐常青*, 李建领, 林晨, 徐荣, 乔海莉, 郭昆, 陈君*.宁夏枸杞溯源系统建立的关键控制点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

2016,41(14):2619-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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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徐常青, 刘赛, 徐荣, 陈君*, 乔海莉, 金红宇, 林晨, 郭昆, 程惠珍. 我国枸杞主产区生产现状调研及建议[J]. 中国中药杂

志,2014,39(11):1979-1984.(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

23.徐常青, 陈君*, 韩兴国, 乔海莉, 郭昆, 于晶, 魏建建. 大功率微波防治大棚甜瓜及盆栽黄瓜根结线虫研究[J]. 中国蔬

菜,2013(2):76-81.

24.徐常青, 刘赛, 乔海莉 陈君*, 郭昆 于晶, 余柳英. 仿生胶对枸杞木虱及其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38(5):666-669.

25.郭昆, 刘赛, 陈君, 徐常青*, 于晶, 乔海莉, 余柳英. 仿生胶对枸杞叶绿素荧光特性和枸杞多糖含量的影响[J]. 中药

材,2013,13(4):535-537.

  

主要专著：

1. 药用植物保护学，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副主编，2018年12月。

2. 枸杞病虫害防治技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主编，2018年11月。

3. 中药材农药使用技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副主编，2018年8月。

4. 枸杞常见病虫害识别与防控，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主编，2017年12月。

5. 药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一），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主编，2017年8月。

6. 药用植物病虫害识别与防控（一），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副主编，2017年2月。

 

地方标准：

1. 徐常青，徐荣，陈君，张蓉，刘赛，李建领，林晨，乔海莉，郭昆，何嘉，刘同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DB 64/

T 1087-2015 绿色食品 (A级) 宁夏枸杞农药安全使用准则.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5.

2. 徐荣，陈君，徐常青，张蓉，刘赛，李建领，林晨，乔海莉，郭昆，刘同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DB 64/ T

1086-2015绿色食品（A级）宁夏枸杞肥料安全使用准则.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5.

 

专利：

1.    Changqing Xu, Jun Chen, Liuying Yu. Biomimetic Adhesive and PreparationMethod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US9226496B2，已授权。

2.    徐常青， 陈君，余柳英. 利用脱叶剂和仿生胶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方法，CN102125052B，已授权。

3.    徐常青，陈君，余柳英. 一种仿生胶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CN102712835B，已授权。

4.    徐常青，余柳英. 一种利用仿生学原理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方法，CN100482071，已授权。

5.    徐常青，魏建建. 微波除草杀虫灭菌机，CN1149909C，已授权。

6.    徐常青，魏建建. 地板干燥杀虫灭菌法及装置，CN1418768A，已授权。

7.    徐常青，刘赛，陈君等. 采用物理方式防治害虫的方法和组合物，CN109744253A，实审中。

8.    徐常青，陈君，刘赛. 一种枸杞瘿螨的防治方法，CN107006314A，实审中。

9.    徐常青，陈君，乔海莉等. 一种用于预防植物冻害和虫草害的用品、及其用途，CN105766494A，实审中。

10.  陈君，徐常青，余柳英. 利用固化剂降低仿生胶表面粘度的方法，CN102070961B，已授权。

11.   陈君，徐常青，余柳英. 利用诱集植物和仿生胶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方法，CN102125012B，已授权。

12.   乔海莉，陈君，徐常青等. 利用频振式杀虫灯和诱集植物防治黄野螟的方法，CN103430925B，已授权。

13.   刘赛，徐常青，陈君等. 一种枸杞或葡萄专用可调式立体喷雾植保机械，CN207269697U，已授权。

14.   魏建建，徐常青. 一种静电喷雾装置，CN101439320B，已授权。

15.   陈君，刘赛，徐常青等. 一种用于防治微小害虫的组合物及其用途，CN109744031A，实审中。

16.   刘赛，徐常青，陈君等. 快速溶解高粘性粉体药物的装置，CN209985224U，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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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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