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淘汰高毒农药是可能的!
农民种植无硫丹咖啡的经验

本手册旨在向决策者说明农民不用硫丹杀
虫剂来管理咖啡害虫的成功经验。该经验
表明, 在大型农业企业和小型家庭农场出
于安全逐步淘汰高毒农药(HHPs)并采用
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该调查结果也可以作为在《巴塞尔、鹿特
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BRS)背景下培训
政府、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何提高化
学物质管理、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有效通用
课程。

硫丹也能有效控制害虫。许多农场已经能
够避免或大大减少HHPs的总体使用。
有效管理依赖于以生态为基础的IPM策
略: 监测害虫种群水平, 结合两个或多个
综合病虫害管理(IPM)方法, 包括在可能
情况下实施生物控制, 这是成功的关键要
素。
无化学物质的替代方案不一定更高价: 农

“有效地控制害虫包括：员工训练
有素, 持续监控, 好的采摘手法, 场
地卫生, 以及应用生物制品。我们
逐年减少杀虫剂的使用，现在我们
的林地发病率非常低”-Marlen

主要调查发现
无硫丹控制咖啡浆果蛀
虫是完全可行的: 通过
对大小规模不同的农
场、不同气候区和咖啡
生产体系中不同年龄和
教育水平的农民进行调
查，他们确认了不使用

Sánchez女士，哥伦比亚La Lila农场
(55公顷)农场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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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停止使用硫丹——这是对人和所有
动物的屠杀! 通过无硫丹的良好卫生控制
和应用白僵菌对一个大农场进行虫害控
制是完全可行的 。”——Alfonso
Gómez先生, La Palmera(200公顷)农场经
理,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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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成本和劳动力数据显示IPM方法可以
接近或低于硫丹的应用。投资更安全的替
代方案，可以得到良好的咖啡质量并带来
更高售价、农场工人更加健康和环保等诸
多利益。

HHP的替代方案不一定必须
是另一种杀虫剂
咖啡生产业是50多个生产国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12年产量达到820万吨。
其中超过80%用于出口, 价值234亿美
元。咖啡种植为大约2500万名农民提供
生计, 以热带地区的小农户为主, 他们在
生物多样性很高的地区务农, 但往往无法
脱贫1。
当持久性有机氯杀虫剂硫丹被添加到《事
前知情同意程序》（简称《PIC程序》）
所管辖的《鹿特丹公约》，以及以全球逐
步淘汰为目标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之
后, 人们纷纷表示对能否替代这种广泛使
用的杀虫剂的担忧，尤其是在咖啡业和棉

花业。其他化学物质替代品很快就被认为
是一个令人不满的选择, 考虑到许多可能
替代品的危害性, 甚至具有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POPs）的特征2。国际社会一致
认为, 基于生态系统辅助的害虫防治方法
才是首选3。

关于咖啡, 人们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值得借
鉴。有一些非官方可持续发展标准, 如公
平贸易和雨林联盟, 该组织自2011年以
来甚至更早时期就禁止硫丹的使用，在其
体制内的有资格认证的农民需要符合这个
要求。因此，这些农民必须做到在管理咖
啡害虫的过程中不使用这种杀虫剂, 该杀
虫剂主要用于咖啡浆果甲虫, 这种甲虫会
给咖啡的质量和产量造成严重损失。研究
机构和以农民为主导的组织--比如哥伦比
亚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已经开发出针对此类
害虫的实用的IPM工具。同时，他们改善
了实际操作，通过引导那些仍使用硫丹的
农民改用更安全的替代方案而学到了宝贵
经验。一个明显的经验就是, 履行《BRS
公约》有助于减少有害农药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损害，及其所造成的相关经济负
担。

框A: 无硫丹咖啡种植
这个项目收集了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21个资格认证农场采用IPM方法的信息,
以了解如何在各类农场环境中可以避免使用硫丹。
该项目由UK农药行动网 www.pan-uk.org联合咖啡4c协会 www.4ccoffeeassociation.org,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www.fao.org, IDH赞助的可持续
咖啡计划 www.sustainablecoffeeprogram.com 以及ISEAL联盟

赋予农民综合病虫害治理技
术
无硫丹咖啡种植项目(见框A)在不同农业
气候区和咖啡生产体系采访了农民、农场
经理和技术顾问。以下段落总结了农民汇
总的最有效的硫丹使用替代方案。

了解和监测害虫
这种蛀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害虫, 其生命
周期的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咖啡豆里, 化学

或生物杀虫剂的无法接触到它们。在不同
地区的不同年份，这种害虫的数量水平、
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控制成本相差很大。一
个好的IPM计划需要根据每个农场的特定
情况进行调整。
通过定期实地观察进行害虫监测是有效害
虫管理的重要一步。低成本控制甲虫并最
有效地减小其对咖啡豆造成的损失, 农民
需要进行以下评估
(a) 我的蛀虫水平是否高到足以需要额
外控制？
(b) 我的咖啡林的蛀虫的“老窝”在哪
里？

通过简单的培训、农场日历、监测笔记本和随访，农民可以学会通过咖啡豆荚评估咖啡浆果蛀虫（CBB）水平, 比如
哥伦比亚的Nevardo Restrepo先生。照片 © PAN UK

Maritza Colindres女士在她的面积为2.8公顷的农场上选择性地移除被蛀虫入侵的早期成熟浆果,尼加拉瓜。照片 ©
PAN UK

(c) 在我的除虫计划里，哪个时段是控
制害虫的关键阶段？
(d) 假如我现在进行喷洒，药水能到达
害虫所在之处吗？
在哥伦比亚的大型农场, 这种害虫全年都
在侵袭浆果,经验表明，通过每2 - 4周在
田间的严格监控可以帮助跟踪蛀虫趋势,
识别潜在的虫害爆发，并且有助于评估控
制措施是否正确
发挥作用。例
如: 现在哥伦比
亚的
Agrovarsovia
农场雇佣一个全
职的咖啡浆果蛀
虫主管来监控他
们的五个庄园并
且协调控制活
动。

照片 © PAN UK

种植管理是蛀虫控制优良模式的主
要因素
这类虫害管理的起点即是好的文化控制。
这些土地卫生措施包括:
(a) 在收获之前卫生地摘除每一个含蛀虫
浆果或早期成熟浆果

“虽然劳动力需要进行
文化控制，看上去似乎
很繁琐, 但我发现损坏的
咖啡豆数量减少了，这
种投入是值得
的。”—— Henry Zelaya
先生，8公顷农场, 尼加拉
瓜。

哥伦比亚的Guillermo Londoño先生注重对重虫害树下的土壤的生物杀虫剂应用, 以防控甲虫从落下的浆果中爬出
来。结合密集的卫生控制, 定期林区更新以及更多样化的耕作系统，10几年来，在面积25公顷的农场的虫害管理方
面，他已成功地做到杀虫剂零使用。照片 © PAN UK

(b) 在主要采摘季节之后，收集落地浆果
和遗留在树上的干浆果。

培训农民如何存储、应用和评价白僵菌生
物农药以有效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在接下来的季节减少害虫的繁殖点和
数量，这些措施至关重要的。

一些大型农场通过使用普通白僵菌，加上
改善种植管理，已经成功地减少或取代了
化学物质。他们发现生物防治和诸如毒死
蜱这类的杀虫剂是一样有效的, 甚至更有
优势：经常使用能够建立起真菌和外部控
制的环境水平。

在大型农场，土地卫生需要得到仔细规划
和监督。农场旨在采用更密集的种植管理
和生物产品应用，找到专业的训练有素的
员工实行这些任务以取代化学物。大型农
场和小规模农场的农民都指出，假如没有
正确的土地卫生手段，无论化学、生物或
捕虫方法都无法达到除虫目的。

使用生物控制
有几种天然生物杀虫剂适合用于这类害
虫 , 其中一种就是针对昆虫的白僵菌。如
果适时谨慎使用一个质量好的产品，生物
杀虫剂可能成为IPM策略的有效部分。据
报告,其成本相似,或略贵于喷洒杀虫剂。

使用酒精引诱剂诱捕
雌性蛀虫会被具有仿成熟咖啡浆果气味的
酒精类气味所吸引。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
使用甲醇/乙醇混合物作为引诱剂的简单
捕获方法, 将其放置在一个购买的或自制
的含有肥皂水的塑料瓶捕虫器皿中。甲虫
会掉进去溺死。这类捕虫设施可以减少虫
害对新浆果的侵袭速度，但只限于中美洲
等某些地区, 这些地区在旱季时长达几个
星期都不结浆果。一旦农民和工人了解如
何使用这些捕虫设施，任何规模的农场都

可以轻易地采用
这种方法。
由于有误服危
险，甲醇和乙醇
通常不能公开零
售，所以技术支
持机构需要订买
这些物质, 然后
将每个诱捕器分
发到农民手中。
批量供应并必须
存放好, 勿让儿
照片 © PAN UK
童或酗酒者接
触。这个系统作
为合作社和出口团体推进的IPM项目的一
部分，达到了良好效果, 其项目成员已经
停止了硫丹的使用。

“我们过去是一年喷用两次硫丹，但是
我们发现采用诱捕方式则更廉价,容
易，并且比化学除虫要安全多了。对于
工人来说，设置和维护诱捕设施比携带
沉重的喷雾器要容易得多。”——
Abelino Escobar先生, 萨尔瓦多。

框B: 仅靠化学控制所产生的问题
如果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使用所推荐的除虫产品，在蛀虫进入咖啡豆之前将其杀
死，该除虫剂可以达到相当好的使用效果。但识别精确的时间或及时组织喷雾操作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在喷洒后下雨, 就可能需要重复喷洒。杀虫剂并不一定比
其他方法更便宜, 尤其是如果把喷洒设备的全部成本、维修、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
检查考虑进去的话。
不实行害虫监测的,基于日历的喷洒可能会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或无效的应用上。在
使用有害农药时，即使穿戴了防护服，携带一个20升喷雾器也是项困难和危险的工
作。农民认为，对自己或员工中毒的担忧是他们停止使用硫丹的主要原因。

“我只使用过一次硫丹。合作社现在禁止其使用,
它导致污染, 有害健康--可以造成工人中毒。我们曾
经目睹一些邻近的农场使用硫丹导致工人中毒了,
他们不得不被送往医院进行洗胃--这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 --Bernardo López先生，20公顷农场, 尼加
拉瓜。

照片 © PAN UK

Abelino Escobar先生(在他的一个自制捕虫器旁边) 在萨尔瓦多管理着一个96 公顷的Belmont农场，自从2012年
开始使用捕虫器。他的回报是优秀的咖啡质量，并且使农场获得了雨林联盟认证。照片 © PAN UK

政策制定者如何支持逐步淘
汰硫丹和其它杀虫剂

持续发展标准和研究机构对于
IPM方法取代硫丹发挥着重要作
用, 同时避免转用其他高毒农
药。

学习成功农民的IPM经验, 包括
成本和效益, 增添国家决策者禁
止硫丹使用的信心，让他们相信 制定农业发展政策, 支持生态基
这个举措不会给农民或咖啡出口 础农场，鼓励更多农民采用IPM
方法。政府可以帮助农民获得本
造成经济损害。
地和出口市场, 给更高质量的食
品和更安全的害虫管理以奖励。
向国家利益相关者推广这些经
验，以建立实用的, 政策性的支
持促进逐步淘汰。如果政府和生 对其它低毒产品提供快速通道或
产商组织、私营部门以及公众社 监管支持，对已认可的有效产品
会进行合作，就能最有效地实施 允许更快捷的登记，以取代。现
有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监管机构
《BRS公约》。
的指导文件可用以建立强有效,
但简单的生物杀虫剂注册系统。
向农民提供培训和指导对于改变
其实践至关重要。农民组织、可

更多信息
请访问无硫丹咖啡种植项目网页索取以下材料:
•

4集农场采访视频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和法语);

•

农场案例研究;

•

比较咖啡浆果蛀虫的不同IPM方法; 和

•

实用的指导文件和建议。

想获取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英国农药行动网络（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www.4c-coffeeassociation.org/
resources?category=endosulfanproject

UK）--stephaniewilliamson@pan-uk.org
4C协会(4C Association) --juan.isaza@4c-coffeeassociation.org
鹿特丹公约》秘书处--pic@pic.int

1. 《可持续性发展计划评审状态2014–标准和绿色经济》。
2. 《硫丹的替代品。采用农业生态学, 拒绝潜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或杀虫剂。PAN国际简报, 2013》
www.panna.org/sites/default/files/PAN_STATEMENT_ON_POPs_2013_F-1.pdf
3. 《斯德哥尔摩公约决定》, 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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