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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数据中心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数据中心各重点任务对应作物（表

1-1）的观测监测指标（性状）以《农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

范丛书》中《描述规范》规定的性状为准，请根据需要从

http://guifan.cgrchina.cn 自行下载查阅。 

从描述规范中自行选取每种作物观测鉴定的性状（应包

括重要农艺性状和育种关键性状），原则上每种作物的观测

鉴定性状数不少于 30 个（不含资源基本信息描述项）。若所

观测鉴定的作物在上述标准规范中无规定，请自行拟定观测

鉴定标准规范并选择相应性状（数量要求同上），同时将标

准规范报数据中心批准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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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重点任务包含的主要作物 
重点任务 主要作物 

01：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 

水稻，野生稻，小麦，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玉米，甘薯，

马铃薯，小豆，豌豆，豇豆，绿豆，普通菜豆，蚕豆，饭

豆，木豆，小扁豆，鹰嘴豆，羽扇豆，山黧豆，黑吉豆等 

02：主要棉油作物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 

棉花，大豆，油菜，向日葵，花生，芝麻，红花，蓖麻，

苏子等 

03：主要果树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 

苹果，梨，山楂，桃，杏，李，柿，核桃，板栗，枣，葡

萄，草莓，柑橘，龙眼，枇杷，香蕉，荔枝，猕猴桃，穗

醋栗，沙棘，樱桃，果梅，树莓，越桔，榛等 

04：主要蔬菜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 

萝卜，胡萝卜，大白菜，不结球白菜，菜薹和薹菜，叶用

和薹（籽）用芥菜，根用和茎用芥菜，结球甘蓝，花椰菜，

青花菜，芥蓝，冬瓜，节瓜，南瓜，黄瓜，苦瓜，丝瓜，

瓠瓜，西瓜，甜瓜，番茄，茄子，辣椒，菜豆，韭菜，葱

（大葱、分葱、楼葱），洋葱，大蒜，菠菜，芹菜，苋菜，

莴苣，姜，莲，茭白，蕹菜，水芹，芋，荸荠，菱，慈姑，

芡实，蒲菜，百合，黄花菜，山药等 

05：主要经济作物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 

亚麻，苎麻，红麻，黄麻，大麻，青麻，茶树，桑树，甘

蔗，甜菜，烟草等 

06：主要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 

橡胶，芒果，毛叶枣，番木瓜，菠萝蜜，杨桃，油梨，腰

果，菠萝，木薯，椰子，咖啡，油棕，胡椒，剑麻，黄皮

等 

07：饲用植物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 
牧草，苜蓿，三叶草，老芒麦，冰草，无芒雀麦，红萍等 

08：中国起源作物、乡土草种

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大麦，高粱，谷子，黍稷，燕麦，荞麦，籽粒苋，乡土草

种，绿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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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国家土壤质量数据中心 

 

国家土壤质量数据中心共设置 83项必测指标和 20项可

选指标。83 项必测指标中，记录和收集类指标有 70 个，为

各实验站的必选指标；土壤参数监测指标有 13 个指标，其

中 6 个必测指标（基础）为各实验站的必选指标；必测指标

（补充）是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的必选指标，地市

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的可选指标。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1）土壤点位信息：经纬度、海拔、年均温、有效积

温、年降雨量、年蒸发量、无霜期、日照时数、土壤类型、

轮作方式。 

（2）田间管理信息：作物类型、作物品种、播种日期、

收获日期、播种密度、耕作方式、耕作深度、留茬高度、耕

作次数、耕作时期、灌溉次数、灌溉时期、总灌溉量、灌溉

方法、病害名称、农药类型、农药名称、施药次数、施药时

间、施药方式、总施药量、产量、极端天气（干热风、大暴

雨、极冷天气、倒伏等）。 

（3）施肥信息：氮肥种类、氮施用量、磷肥种类、磷

肥施用量、钾肥种类、钾肥施用量、有机肥种类、有机肥施

用量、有机肥碳含量、有机肥氮含量、有机肥磷含量、有机

肥钾含量、秸秆类型、秸秆施入量、秸秆碳含量、秸秆氮含

量、秸秆磷含量、秸秆钾含量、氮肥基追比例、氮肥基施时

期、氮肥追施次数、氮肥追施时期、氮肥追施方式、磷肥基

追比例、磷肥基施时期、磷肥追施次数、磷肥追肥时期、磷

肥追施方式、钾肥基追比例、钾肥基施时期、钾肥追施次数、

钾肥追肥时期、钾肥追施方式、有机肥施入时期、有机肥施

入方式、秸秆施入时期、秸秆施入方式。 

监测点点位信息指标中，除经纬度、海拔、土壤类型三

个指标外，其余均按照年度进行记录。田间管理和施肥信息

指标中，按照作物进行分类记录，需在田间管理措施发生的

当天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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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1）必测指标（基础） 

监测表层（0-20 cm）土壤：有机质、pH、碱解氮、有

效磷、速效钾、容重，共 6 个指标。初始年及每 10 年，取

剖面样（0-20、20-40、40-60、60-80、80-100 cm）监测上

述各指标在剖面分布情况。 

（2）必测指标（补充） 

在必测指标（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中 6 个

指标外，同时监测：全氮、全磷、全钾、阳离子交换量、耕

层厚度、机械组成、蚯蚓。初始年及每 10 年，取剖面样（0-20、

20-40、40-60、60-80、80-100 cm）监测上述各指标在剖面

分布情况。 

上述各指标除了机械组成、阳离子交换量及蚯蚓为 1 次

/3 年外，皆每年测定 1 次，统一在 8-11 月作物收获后、土

壤未扰动前进行土壤样品采集，在之后 1-2月完成参数测定。 

（3）可选指标 

除必测指标外，各实验站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如下部分指

标进行监测：紧实度、微团聚体、水分含量、地下水位、交

换性 Ca、交换性 Mg、有效 Cu、有效 Zn、交换性 Al、碱化度、

Eh、电导率、微生物生物量碳、微生物生物量氮、脲酶、β

-葡萄糖苷酶、酸性/碱性磷酸酶、土壤温度、微生物群落结

构、土壤呼吸等。 

3、各重点任务指标监测 

国家土壤质量中心共包括 9个重点任务，各重点任务监测

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重点任务 09：粮田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群落

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5 
 

重点任务 10：菜田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群落

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1：果园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群落

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2：茶桑园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群

落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3：热区农田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

群落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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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14：设施农田理化和生物性状及田间生物群落

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5：草地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6：机械作业方式对农田土壤环境影响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17：机械化作业的技术性能参数监测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土壤点位信息、田间管理信

息、施肥信息，共 70 个指标，详见 1、记录和收集类指标。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包括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其中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6 个，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测指标为 13 个；选测指标可根

据自身条件及需求自愿测定，详见 2、土壤参数监测指标。 



7 
 

Ⅲ 国家农业环境数据中心 

 

国家农业环境数据中心共设置 6项背景数据，作为各实

验站的基础背景数据。8 项必测指标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属实验站的必选任务，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的可

选任务。11项选测指标为各实验站的可选任务。由于各地农

业环境差异，必测指标项目需因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

站实地情况进行调整，如旱作区减少水源相关指标，非污染

区减少重金属相关指标。 

一、背景数据 

1、站点基本情况 

监测点的土壤环境与农业生产：查阅土壤普查及其他有

关资料，进行必要的专业调查与采访，拍摄景观照片，并按

监测点基本情况调查表格填写说明填写监测点基本情况调

查表。 

2、作物背景数据 

监测员对全年度田间作业进行当日记载，记载的主要作

业内容：作物的名称、品种、生育时期、耕作以及其他对监

测地块有影响的自然、人为因素。 

3、气候背景数据 

作物气象、极端气候事件、物候期/生育期。 

4、农田水环境背景数据 

土壤水分、土壤基础物理性状。 

5、投入品背景数据 

有机化学投入品的种类与数量，如遇特殊情况(污染事

故等），根据具体情况，应随时增加釆样频率对流域（地表

水和地下水）和土壤进行应急监测，以了解污染状况。 

6、产地健康背景数据 

土壤基础化学性状。 

二、必测指标 

重点任务 18：粮食主产区耕作制度和种植结构变动监测 

种植结构：主要种植作物的面积、产量、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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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20：气候变化对主要农作物影响监测 

大气污染物干湿沉降通量：TN、NH
4+
、NO

3-
、NO

2-
、SO4

2-
、

DOC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苯并比等。 

温室气体通量：CO2、N2O 和 CH4。 

重点任务 21：农田水分与灌溉水质监测 

灌溉水质：pH、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灌溉水重金属：镉、汞、砷、铅、铬、镍，根据实地情

况至少选择 1个重金属进行监测。 

重点任务 22：有机化学投入品对农业环境影响监测 

流域水质（地下水和下游地表水）：pH、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化学需氧量（CODCR）、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LAS）。 

重点任务 19：产地环境健康与危害因子监测 

土壤重金属：镉、汞、砷、铅、铬、镍，选择与灌溉水

质重金属一致的土壤重金属进行监测。 

作物重金属：镉、汞、砷、铅、铬、镍，选择与灌溉水

质重金属一致的作物重金属进行监测。 
补充说明：重金属指标为打包任务，选测重金属相关指标的地市

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需同时对灌溉水、土壤和作物重金属进

行监测，如有流域样品采集能力建议同时对流域重金属进行监测（指

标 5c）。 

三、选测指标 

重点任务 20：气候变化对主要农作物影响监测 

作物气象：农田蒸发量、农田蒸散量、CO2浓度、O3浓度、

降雨的 pH值。 

作物生长环境：土壤温度、湿度、土壤水碳氮通量。 

作物生长发育：叶面积指数、叶绿素含量、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蒸腾速率。 

作物病害：病害种类、病害程度、发病生育期。 

作物虫害：虫害种类、危害程度、发生生育期、繁殖代

数、虫卵越冬死亡率。 

重点任务 21：农田水分与灌溉水质监测 

灌溉水质补充指标：全盐量、氯化物、硫化物、粪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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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数和蛔虫卵数。铜、锌、硒、氟化物、氰化物、石油类、

挥发酚、笨、三氯乙醛、丙烯醛和硼。 

作物水分生产力指标：监测点代表作物的生物量和经济

产量；灌溉制度（方法、次数和数量）。 

重点任务 22：有机化学投入品对农业环境影响监测 

流域水环境(包括地下水和下游地表水)监测项目：物

理、感官性状指标，包括：水温、流速、流量、臭味、浑浊

度、色度、漂浮物等；化学指标，包括硝酸盐、亚硝酸盐、

挥发酚、石油类、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等。 

重点任务 19：产地环境健康与危害因子监测 

流域重金属：镉、汞、砷、铅、铬、镍，选择与灌溉水

质重金属一致的流域重金属进行监测。 

土壤：硒、钴、锑、钼、钒、铜、锌、抗生素、除草剂、

农药残留、全氟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多氯联苯、稀土

元素总量等。 

农产品：硒、钴、锑、钼、钒、铜、锌、抗生素、除草

剂、农药残留、全氟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多氯联苯、

稀土元素总量。 

四、数据管理 

数据上传时间根据监测频率制定，以生育期为监测频率

的项目，在作物收获后进行上传；其他项目每季度上传。每

年 11 月为数据上传截止月份，12月数据次年第一季度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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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国家植物保护数据中心 

 

监测对象包括植保科学的 4个专业领域，即虫害、病害、

杂草和鼠害，所有观察点独立监测气象和土壤要素，也可结

合其它数据中心的监测任务完成。 

气象和土壤要素监测内容：以监测地点为单位，在全部

监测点均监测气象和土壤等环境指标，包括：逐时气温、相

对湿度、降水、日照强度、日最大频率风向和日平均风速等。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和有条件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的监

测点还需监测：0 cm、5 cm、10 cm、15 cm、20 cm 的土壤

温度和土壤相对含水量。土壤性状如土壤比重、土壤有机质

含量、土壤 pH 值、土壤含氮量、土壤含磷量、土壤含钾量

等可兼用土壤数据中心的监测方法或结果。 

重点任务 23：粮油作物重要病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

性监测 

针对亚洲玉米螟、桃蛀螟、水稻螟虫等粮食作物害虫，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

密度、高龄幼虫密度、蛹密度、成虫密度、飞行成虫的标准

性诱器和/或标准黑光灯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

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种类对数种

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理生化特

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针对粮油作物病害麦类锈病、

麦类白粉病、麦类赤霉病、麦类根腐病、麦类孢囊线虫、马

铃薯晚疫病、稻瘟病、水稻白叶枯、水稻黑条矮缩病、玉米

大斑病、玉米小斑病、油菜菌核病等粮油作物病害，地市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病害普遍率、侵染型、严

重度等。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

需监测部分病害种类的病原菌群体生理小种或致病类型组

成、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对主要杀菌剂种类抗药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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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24：果树重要病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性监

测 

针对柑橘木虱、果树食心虫、葡萄叶螨等果树害虫，地

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

度、高龄幼虫密度、蛹密度、成虫密度、飞行成虫的标准性

诱器和/或标准黑光灯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种类对数种主

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理生化特征

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针对果树病害葡萄霜霉病、苹果

轮纹病、柑橘黄龙病等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

监测病害普遍率、侵染型、严重度、病情指数、致病类型等。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需监测部

分病害种类的病原、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对主要杀

菌剂种类抗药性的变化。 

重点任务 25：蔬菜重要病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性监

测 

针对小菜蛾、粉虱、斑潜蝇等蔬菜害虫，地市级农业科

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幼

虫密度、蛹密度、成虫密度、飞行成虫的标准性诱器和/或

标准黑光灯和/或标准颜色诱虫器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

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

种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

生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针对蔬菜霜霉病、

根结线虫等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病害

普遍率、侵染型、严重度、病情指数、致病类型等。省级农

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需监测部分病害

种类的病原、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对主要杀菌剂种

类抗药性的变化。 

重点任务 26：经济作物重要病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

性监测 

针对棉铃虫、棉蚜、盲蝽等经济作物害虫，地市级农业

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

幼虫密度、蛹密度、成虫密度、飞行成虫的标准性诱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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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标准黑光灯和/或标准颜色诱虫器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

虫种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

测生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针对经济作物病

害棉花黄萎病、棉花曲叶病等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

站主要监测病害普遍率、侵染型、严重度、病情指数、致病

类型等。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

需监测部分病害种类的病原、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

对主要杀菌剂种类抗药性的变化。 

重点任务 27：主要热带作物病虫种群监测 

针对椰心叶甲等主要热带作物害虫，地市级农业科研单

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幼虫密

度、蛹密度、成虫密度、标准诱捕器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

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种

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

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针对主要热带作物病

害橡胶树棒孢霉落叶病等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

主要监测病害普遍率、侵染型、严重度、病情指数、致病类

型等。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需

监测部分病害种类的病原、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对

主要杀菌剂种类抗药性的变化。 

重点任务 28：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群、个体变化及抗

药性监测 

针对苹果蠹蛾、马铃薯甲虫、葡萄根瘤蚜、斑翅果蝇等

经济作物害虫，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

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幼虫密度、蛹密度、成虫密度、

飞行成虫的标准性诱器和/或标准黑光灯和/或标准诱虫器

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

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种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

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

规律。针对检疫性病害瓜类果斑病、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等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病害普遍率、侵染

型、严重度、病情指数、致病类型等。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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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验站除了上述指标外，还需监测部分病害种类的病原、

主栽品种抗病性、抗病类型和对主要杀菌剂种类抗药性的变

化。 

重点任务 29：农作物迁飞性害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

性监测 

针对稻飞虱、黏虫、草地螟等迁飞性害虫，地市级农业

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

幼虫密度、蛹密度、成虫的标准性诱器和/或标准黑光灯和/

或标准诱虫器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

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种类对数种主要农药

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理生化特征甚至分

子特征的变化规律。 

重点任务 30：刺吸性害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性监测 

针对大豆蚜、麦蚜、桃蚜等刺吸性害虫，地市级农业科

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低龄若虫密度（1-3龄）、有翅和

无翅高龄若虫密度（4 龄）、有翅和无翅成虫密度。省级农业

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害虫种

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

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律。 

重点任务 31：地下害虫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性监测 

针对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属实验站主要监测卵密度、低龄幼虫密度、高龄幼虫密度、

蛹密度、成虫的标准性诱器和/或标准黑光灯和/或标准诱虫

器的成虫诱捕数量。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

上指标外，还监测部分种类对数种主要农药的抗药性，形态

特征，有条件的可监测生理生化特征甚至分子特征的变化规

律。 

重点任务 32：农田杂草监测 

针对稻田杂草稗、鸭舌草，麦田杂草野燕麦、节节麦，

玉米田杂草牛筋草，草原毒害草棘豆、瑞香狼毒，外来入侵

杂草薇甘菊等，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杂

草生育期、密度、株高、盖度、鲜重、发生频度、除草剂用

量、耕作方式等。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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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外，还需监测部分杂草种类的存活率、分枝或分蘖数、

结实量、种子萌发率、种子库密度、种子库频度、作物种植

方式、GR50（或 ED50）、对主要除草剂种类的抗药性等的

变化规律。 

重点任务 33：农田鼠种群、个体变化与抗药性监测 

针对褐家鼠、黑线姬鼠、东方田鼠、黄毛鼠等农田害鼠，

留布氏田鼠、高原鼠兔等草原害鼠，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属实验站主要监测捕获率、体重、胴体重、体长、尾长、后

足长、耳长等；有条件的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需监

测部分种类的胚胎数、卵巢重、子宫斑数、睾丸重、附睾精

子、睾丸下降。 

重点任务 34：作物流行性病菌变异与抗性监测 

针对麦类锈病、麦类白粉病、麦类赤霉病、麦类根腐病、

马铃薯晚疫病、稻瘟病、水稻白叶枯、玉米大斑病、玉米小

斑病等作物流行性病害，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监

测寄主植物生育期、病原传播方式、监测地点的生境类型、

病害流行的初始和盛发时期；鉴别品种及其感病对照品种病

害普遍率、严重度和病情指数；作物代表性生产品种、鉴别

品种和重要抗源材料的侵染型及其抗病类型；省级农业科研

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需监测病原菌群体中

的各生理小种或致病类型的组成、主要小种或致病类型的毒

性谱等，监测作物主要品种或抗源材料的抗性谱，分析影响

当地病害流行与病原菌毒性变异的主要因素。 

重点任务 35：重要病虫对主要粮食作物主推品种致病力

变化监测 

针对亚洲玉米螟、桃蛀螟、水稻螟虫、麦蚜等重要害虫，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监测主要粮食作物主推品

种上害虫不同龄期和发育阶段的取食和为害量等；省级农业

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需监测主推品种

对部分虫害的抗虫性，有条件的单位还可监测害虫与种群繁

殖相关的重要生理生化特征变化和分子特征变化，以此监测

重要害虫对主要粮食作物主推品种的为害力变化。针对主要

粮食作物主推品种的重要病害，如麦类锈病、麦类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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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水稻白叶枯、玉米大斑病、小斑病等，地市级农业

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病害的流行时期、普遍率、严

重度、主推品种的侵染型和抗性水平；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

属实验站除了监测上述指标外，还需监测病原菌群体中对主

推品种具有致病性的主要优势小种或致病类型所占比例，测

定其中部分优势菌株对主推品种的毒性谱，有条件的单位还

可分析主推品种含有的抗病基因组成及其对病原菌群体致

病力变化的选择作用。 

重点任务 36：草地病虫鼠毒害草种群与个体变化监测 

针对草原蝗虫等草原和牧草害虫，地市级农牧业科研单

位所属实验站主要监测低龄若虫密度、高龄若虫密度、成虫

密度。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除监测以上指标外，还

需监测部分种类的形态特征，群居型和散居型构成，有条件

的可监测主要寄主食物构成，取食量，主要天敌种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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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国家畜禽养殖数据中心 

 

重点任务 37：主要畜禽种质资源鉴定 

指标 29 项：描述性指标 3 项，主要监测生猪的 100kg

活体背膘厚、总产仔数、产活仔数等指标 7项，肉鸡种鸡 66

周龄产蛋量(HH)、上市平均活重（7/8 周龄）等指标 4 项，

蛋鸡 300 日龄蛋重、72周龄产蛋数(HH)指标 2项，肉牛初生

体重、育肥终重、育肥期日增重指标 3项，奶牛胎次、胎次

产乳量、乳脂肪等指标 5 项，羊周岁体重、周岁提高等指标

5 项。 

重点任务 38：饲料营养价值与营养需求监测 

指标 61 项：饲料原料样品信息描述、饲料原料营养成

分含量指标 25 项（概率养分、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矿物

元素，每年一测）、饲料原料生物学效价指标 4 项（猪、鸡

和鸭酶水解物能值、瘤胃蛋白有效降解率，三年一测）、饲

料转化效率指标 22 项（生长猪、肉鸡、蛋鸡、肉鸭、蛋鸭、

肉牛、奶牛、羊，五年一测）。 

重点任务 39：养殖结构与养殖方式变化监测 

指标 41 项：主要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肉鸡

和蛋鸡等品种，监测畜群养殖结构、存栏量、出栏量、出栏

活重、粪污处理方式、不同规模养殖场（户）数量及其养殖

量等指标。 

重点任务 40：大中型养殖场环境变化监测 

指标 43 项：养殖场场区及施肥区的粪便理化性质、生

物学性质、重金属指标共 12 项，污水理化性质和重金属指

标共 10项，有害气体指标 3项，施肥区土壤指标 11 项，径

流水/淋溶水指标 4 项。 

重点任务 41：畜禽粪便成份变化监测 

指标 44 项：畜禽粪便和尿液产生量，固体粪便理化特

性指标 10 项，重金属指标 3 项，粪便尿液抗生素指标 4 类

共 2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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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国家动物疫病数据中心 

 

一、共性监测指标 

共 5 类 61 项，适用于重点任务 42、43、44、45、46、

47 及 48，明细如下： 

1、养殖单元信息。10 项监测指标，即养殖单元名称、

养殖单元行政区位置、养殖单元 GPS 位置、养殖场类型、当

前存栏量、动物品种、动物日龄/年龄、动物性别、饲养方

式、养殖场建立时间。 

2、养殖管理。11项监测指标，即饲料种类、饲料来源、

饮用水来源、饮用水处理、粪污清理方式、进场消毒措施、

圈舍消毒频次、常用消毒药物名称、养殖点免疫疾病名称、

常用抗生素名称、其他混养动物。 

3、样品采集及检测。19 项监测指标，即采样时间、采

样动物种类、采样时动物状态、样品类型、样品数量、样品

保存液、样品保存温度、采集人姓名、采集人联系方式、病

原学检测方法、病原学阳性数、病原学检测结果、血清学检

测方法、血清学阳性数、血清学检测结果、检测实验室、检

测人姓名、检测人联系方式、检测时间。 

4、发病情况。13 项监测指标，即发病地点、发病地点

行政区位置、发病地点 GPS位置、起始发病时间、发病时长、

发病动物品种、发病动物日龄/年龄、发病动物性别、发病

动物临床症状、发病动物剖检变化、发病率、死亡率、发病

动物防治措施。 

5、菌/毒株信息。8 项监测指标，即菌/毒种/寄生虫基

因名称、菌/毒种/寄生虫基因英文名称、菌/毒种/寄生虫基

因血清型/基因型、菌/毒种/寄生虫基因鉴定方法、菌/毒种

/寄生虫基因鉴定结果、菌/毒种/寄生虫基因保存单位、菌/

毒株/寄生虫基因保存数量、基因/基因组序列。 

二、专项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42：动物重要疫病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新城疫、伪狂犬、小反刍兽疫。 

监测指标：6 类 70 项，包括共性监测指标 5 类 6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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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6、疫病基本信息。9 项监测指标，即监测任务编号、

疫病名称、疫病英文名称、病原名称（血清型）、病原英文

名称（血清型）、病原名称（基因型）、病原英文名称（基因

型）、疫病种类、疫病类型。 

重点任务 43：动物流感病原变异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禽流感、猪流感、马流感。 

监测指标：6类 70 项，参照重点任务 42。 

重点任务 44：口蹄疫病原变异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口蹄疫。 

监测指标：6类 70 项，参照重点任务 42。 

重点任务 45：人兽共患病病原变异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布鲁氏菌病。 

监测指标：6 类 76 项，包括共性监测指标中 5类 61项，

还有 3、样品采集与检测。除 19项共性监测指标外，还包括

测试药物名称、测试药物来源、耐药性检测方法、敏感药物、

中介药物、耐药药物。6、疫病基本信息。9项监测指标，即

监测任务编号、疫病名称、疫病英文名称、病原名称（血清

型）、病原英文名称（血清型）、病原名称（基因型）、病原

英文名称（基因型）、疫病种类、疫病类型。 

重点任务 46：寄生虫病变异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鸡球虫病。 

监测指标：6 类 69 项，包括共性监测指标中 5类 61项，

还有 6、疫病基本信息。8 项监测指标：即监测任务编号、

寄生虫病名称、寄生虫病英文名称、寄生虫病病种类、寄生

虫病病类型、寄生虫名称、寄生虫英文名称、寄生虫种类。 

重点任务 47：细菌性病原和耐药性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沙门氏病。 

监测指标：6类76项,参照重点任务45。 

重点任务 48：重点防范的养殖动物外来病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非洲猪瘟。 

监测指标：6类 70 项，参照重点任务 42。 

重点任务 49：重要畜禽营养代谢与中毒病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黄曲霉素中毒、微量元素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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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9类135项，明细如下： 

1、养殖单元信息。10项监测指标，参照共性监测指标。 

2、养殖管理。11项监测指标，参照共性监测指标。 

3、疫病基本信息。5项监测指标，即监测任务编号、疫

病名称、疫病英文名称、疫病种类、疫病类型。 

4、发病情况。13项监测指标，参照共性监测指标。 

5、样品采集及检测。20项监测指标，即采样时间、采

样动物种类、采样时动物状态、样品类型、饲料样品状态、

水质样品状态、鲜奶料样品状态、样品数量、样品保存液、

样品保存温度、采集人姓名、采集人联系方式、病因检测种

类、病原检测方法、病原检测结果阳性数、病因检测结果、

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姓名、检测人联系方式、检测时间。 

6、饲料样品采集及检测。36项监测指标，即饲料采样

时间、饲料种类、饲料名称、饲料生产厂家、饲料批次、采

样数量、矿物质钙、铜、铁、镁、锰、钾、钠、锌、磷、硒、

镉、铬、铅、汞、砷、维生素VA、VB、VE、VK、三聚氰胺、

赤霉烯酮、黄曲霉毒素B1、黄曲霉毒素B2、黄曲霉毒素G1、

黄曲霉毒素G2、呕吐毒素、亚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磷

化物。 

7、水样品采集及检测。22项监测指标，即畜禽饮用水

来源、饮用水处理、饮用水感官、饮用水气味、饮用水眼观

情况、pH值、饮用水总大肠杆菌数、氨氮含量、亚硝酸盐、

总碱度、水硬度、钙镁含量、磷酸盐、硫化氢、氟化物、锰

含量、铜含量、铁含量、铬含量、砷含量、汞含量、铅含量。 

8、土壤样品采集及检测。8项监测指标，即汞含量、铅

含量、钼含量、氟含量、硒含量、铜含量、镉含量、砷含量。 

9、奶样品采集及检测。10项监测指标，即菌落总数、

大肠杆菌数、黄曲霉M1含量、呕吐毒素含量、赤霉烯酮含量、

砷含量、铅含量、铬含量、汞含量、镉含量。 

重点任务 50：动物屠宰和产品风险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禽、猪：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大肠杆

菌。 

监测指标：3类39项，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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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原基本信息。6项监测指标，即监测任务编号、病

原名称、病原英文名称、血清型名称、基因型名称、疫病种

类。 

2、屠宰单元信息。18项监测指标，屠宰单元名称、屠

宰单元行政区位置、屠宰单元GPS位置、屠宰场（厂）生产

方式、屠宰动物来源、屠宰动物饲养规模、日屠宰量、卫生

条件、卫生质量控制、产品来源及去向是否可追溯、供宰动

物、宰前检验结果、宰后检验结果、污染物的控制、微生物

的控制、加工温度、加工分区、供水系统。 

3、样品采集及检测。15项监测指标，即采样时间、采

样动物种类、样品类型、样品数量、样品保存液、样品保存

温度、采集人姓名、采集人联系方式、病原学检测方法、病

原学阳性数、病原学检测结果、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姓名、

检测人联系方式、检测时间。 

重点任务 51：水产养殖重大及新发疫病流行病学监测 

监测疫病名称：鱼类虹彩病毒病、迟缓爱德华氏菌、刺

激隐核虫、鱼类弹状病毒病、鯽造血器官坏死病、无乳链球

菌、病毒性偷死病、凡纳滨对虾虹彩病毒病、副溶血弧菌、

虾肝肠胞虫和牡蛎疱疹病毒病。 

监测指标：8类96项，明细如下： 

1、疫病基本信息。11项监测指标，即监测任务编号、

疫病名称、疫病英文名称、疫病种类、疫病类型、疫病危害

程度、病原名称、病原英文名称、病原科名、病原属名、病

原种类。 

2、养殖单元信息。12项监测指标，即养殖单元名称、

养殖单元行政区位置、养殖单元GPS位置、品种养殖模式、

混养种类、鱼类养殖模式、虾类养殖模式、贝类养殖模式、

养殖面积、养殖密度、养殖规格、养殖水深。 

3、养殖管理。10项监测指标，即养殖投饵种类、养殖

投入品、养殖投饵周期、养殖期时长、养殖用水来源、养殖

用水处理、进场消毒措施、消毒频次、常用消毒药物名称、

其他混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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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苗种情况。7项监测指标，即苗种种类、苗种来源、

苗种大小、苗种体重、苗种种群数量、苗种健康状况、放苗

时间。 

5、亲体情况。6项监测指标，即亲体种类、亲体来源、

亲体大小、亲体体重、亲体种群数量、亲体健康状况。 

6、水质情况。17项监测指标，即盐度、温度、溶氧、

pH值、氨氮含量、亚硝酸盐、总碱度、水硬度、钙镁含量、

磷酸盐、余氯、臭氧、硫化氢、锰含量、铜含量、铁含量、

铬含量。 

7、样品采集检测。23项监测指标，即采样时间、采样

点、采样点行政区位置、采样点GPS位置、样品编号、样品

种类、样品大小、样品体重、样品数量、采样时样品状态、

样品保存温度、样品保存方式、病原检测种类、病原检测方

法、病原检测阳性数、病原检测结果、病原培养分离、病原

保存单位、病原核酸保存单位、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姓名、

检测人联系方式、检测时间。 

8、发病情况。10项监测指标，即发病地点、发病地点

行政区位置、发病地点GPS位置、起始发病时间、发病时长、

发病动物临床症状、发病动物行为、发病动物剖检变化、发

病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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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国家农用微生物数据中心 

 

一、监测指标 

重点任务 52：肥效微生物资源收集与鉴定评价 

对不同地区红壤、水稻土、褐土、潮土、黑土、漠土、

草甸土、盐碱土的粮田、果园、茶桑园、菜田、草地等，开

展丛枝菌根、根瘤菌、溶磷微生物、溶钾微生物等检测等。

各试验站根据监测对象固定采样时期，根据作物种植情况每

年一次或二次的采样频率，采样数量根据实验地的数量确

定。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丛枝菌根侵染率，

孢子数；豆科植物根瘤结瘤率，有效根瘤数量比例；溶磷、

溶钾微生物数量及效率；肥效微生物多样性（有条件的实验

站选择监测）。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丛枝菌根侵染

率；丛枝菌根孢子数；豆科植物根瘤结瘤率。 

重点任务 53：生防微生物资源收集与鉴定评价 

病害生防：监测木霉属真菌、芽胞杆菌属细菌和放线菌，

生防微生物多样性。对象：麦类赤霉病、麦类根腐病、水稻

纹枯病、水稻白叶枯病害、马铃薯晚疫病、油菜菌核病；棉

花黄萎病、棉花枯萎病；枯萎病、根结线虫病；苹果轮纹病、

梨黑星病、桃褐腐病；柑橘黄龙病。 

虫害生防：监测昆虫病原微生物，监测指标包括虫体带

菌率和虫体病菌死亡率。对象：亚洲玉米螟、稻纵卷叶螟、

柑橘木虱、桃蚜、桃小食心虫、棉铃虫、红铃虫、盲蝽、蔬

菜蚜虫、金龟子类害虫（蛴螬）、金针虫类（地老虎）、米蚜、

麦蚜、蝗虫。 

杂草生防：监测包括杂草病害程度调查、杂草生防微生

物侵染率。对象：稗、鸭舌草、鳢肠、野燕麦、节节麦、播

娘蒿、牛筋草、反枝苋、鸭跖草、薇甘菊。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的主要作

物病、虫、害，选择 5种以上病害开展监测。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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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虫、害，选择 3 种以上病害开展监测。 

重点任务 54：饲料/酶制剂微生物资源收集与鉴定评价 

饲料微生物：鸡、猪、牛、鱼、虾肠道乳酸菌、芽孢杆

菌、酵母菌数量以及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监测。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特色的养

殖动物及其生长阶段，选择 5种以上开展监测。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的特色

的养殖动物及其生长阶段，选择 2 种以上开展监测。 

重点任务 56：栽培用食用菌资源收集与鉴定评价 

监测栽培用食用菌香菇、黑木耳、灵芝、白灵菇、平菇、

羊肚菌、金针菇野生资源圃种类、数量，以及当地栽培菌株

的区别性鉴定。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特色的栽

培用食用菌资源，选择 8种以上开展监测，开展 3 种以上的

DUS 评价。 

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指标：根据当地特色的

栽培用食用菌资源，选择 5种以上开展监测，开展 1 种以上

的 DUS评价。 

二、监测规范 

肥效微生物：丛枝菌根侵染率田间监测规范；丛枝菌根

孢子数调查术规范；豆科植物根瘤结瘤率田间监测规范；溶

磷、溶钾微生物数量监测评价规范。 

生防微生物：生防木霉属真菌、芽孢杆菌监测规范；田

间害虫、杂草生防微生物监测规范。 

饲料微生物：肠道乳酸菌、芽孢杆菌监测规范。 

栽培用食用菌野生圃监测规范：丛枝菌根、根瘤菌监测；

害虫生防微生物监测；野外资源圃与栽培食用菌菌株的区别

性鉴定监测；肥效、生防、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监测。 

三、资源收集与保藏（根据需要完成，不设具体任务量） 

1、要素 

针对农业微生物资源的属性及功能进行，主要包括 30

个描述项，包括菌株保藏编号、中文名称、属名、种名加词、

来源历史、收藏时间、原产国或地区、生物危害程度、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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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集地生境、分离基物等。 

2、规范 

制定 7个描述规范，包括：微生物资源采集环境描述规

范、农业微生物资源描述规范、基因资源描述规范 、宏基

因组数据描述规范、能源微生物收集评价规范、生物降解微

生物收集评价规范等。 

3、重点实施任务 

生物降解功能微生物收集；不良环境（盐碱、连作等）

肥效和生防微生物资源的收集；肠道有益微生物资源收集

等。 

四、资源效用评价（根据需要完成，不设具体任务量） 

1、要素 

肥效微生物：10个指标，包括肥效作用类型、固氮效应、

促进营养元素释放、促进植物生长因子、作用植物名称、产

量作用效果等。 

生防微生物：8个指标，包括生物防治类型、作用机制、

生防主效因子、生防植物病害、虫害、草害的名称、作用效

果等。 

饲料微生物：10个指标：菌株益生作用类型、饲喂菌株

的益生物质、动物名称、试验开始和结束体重、饲料采食量、

死亡率和发病率、测试饲料转化效率等。 

食用菌 DUS评价：18个指标，包括区别性鉴定、温度敏

感性测试、菌丝浓密程度、气生菌丝发达程度、生物学效率

等。 

2、规范 

肥效微生物评价规范、生防微生物评价规范、饲料微生

物/酶评价规范、食用菌 DUS评价规范。 

3、重点任务 

食用菌 DUS评价；肥效微生物土壤修复作用评价；生防、

饲料微生物使用效益与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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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国家渔业科学数据中心 

 

重点任务 57：中国土著鱼种生物多样性评价 

监测指标共 73个，分为三类：M必选指标，所有监测点

必选监测的指标；C 条件指标，特定物种或特定生境需监测

的指标；O 可选指标，根据监测条件和实际情况可选择监测

的指标，具体为： 

土著鱼样本信息 19 个，其中 M（15）：物种学名。物种

拉丁名、物种英文名、物种分类、物种形态特征、标本保存

单位、采样点、采样时间、样品编号、样品大小、样品重量、

样品数量、样品状态、样品保存方式、图像；C（1）：物种

生境特征；O（3）：全国统一编号、农业数据库编号、采样

点 GPS位置。 

物种多样性监测要素 18个，其中 M（5）：优势种、关键

种、指示种、重点保护种、受威胁种；C（6）：个体生物学

特征、年龄组成、性比、体长的频数分布、体重的频数分布、

种类组成与分布、生物量；O（7）：种群大小与密度、种群

空间分布格局、繁殖群体组成、产卵规模、产卵习性、产卵

场的分布与规模。 

遗传多样性监测要素 18个，其中 M（15）：DNA条形码、

线粒体控制区标记、序列信息、变异位点、单倍型数、单倍

型多样性、核苷酸多样性、等位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

杂合度、近交系数、遗传分化指数、有效群体大小、群体遗

传距离、群体遗传结构；C（2）：SSR 标记、SNP标记；O（1）：

群体遗传多样性变化趋势。 

生态系统多样性监测要素 18 个，其中 M（11）：水体的

长宽深、底质类型、流（容）量、水位、流速、水温、透明

度、pH值、污染状况（污染源、污染程度）、水利工程建设、

渔业等人类活动状况；C（4）：生境分布范围、生境破碎化

程度、退化/受威胁生境面积、种群抵抗人类干扰的变化趋

势；O（3）：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关键种灭绝可能导致

的生态学变化、生境破坏对土著种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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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58：内陆流域濒危水生动物种群评价 

监测指标共 149个，其中必选项合计 88项，具体包括： 

物种个体资源监测指标共 67 项，其中必选 33 项：采集

数据录入日期、采集资源类型、采集日期、采集编号、采集

者、采集地点、经度、纬度、流域、科/属/种 中文名和拉

丁名、生长期、全长、体长、体重、外部特征、样本采集地、

样本采集人、样本保存方法、样本保存量、标本编号、标本

类型、标本保存方法、标本保存地点、照片编号、照片数据

记录、录像记录、录像编号、录像编号记录。 

自然种群资源监测指标共 42 项，其中必选项 15项：物

种名、江段名称、调查江段、成体数量、自然繁殖有无、自

然繁殖地点、产卵场位置、产卵场范围、产卵场数量、繁殖

位点、繁殖时间、繁殖频次、产卵规模、幼苗发生高峰时间、

幼苗发生持续时间。 

人工保种群体和资源养护群体资源共 40 项，其中必选

项 23 项：物种对象、保育场名称、地点、省份、保育场法

人、场地面积、保种来源、保种规格、保种数量、亲本世代、

亲本数量、成体世代、成体数量、幼鱼数量、幼鱼世代、繁

殖能力、育苗能力、标志方法、放流地点、放流时间、放流

规模、放流样本留存与否、放流监测效果。 

重点任务 59：水产外来种调查分中心与生态安全评估监

测 

监测指标共 77个。具体为： 

水产外来种采样及样本信息要素 27 个，其中必选指标

27 个：监测点编号；采集时间；采集人；采集类型；渔具；

监测点位置；流域；水域类型；河流；河段；水深；河流底

质；气温；水温；经度；纬度；海拔高度；气候类型；区域

内水产养殖主养品种；样本采集地；样本采集人；样本保存

方法；样本保存量；样本类型；样本编号；标本保存地点；

照片编号。 

外来种种类构成和数量动态要素 17 个，其中必选指标

17 个：外来种类别；目中文名；科中文名；属中文名；种中

文名；种拉丁名；鉴定者；鉴定日期；外来种单位努力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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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努力捕获量（总）；物种数；外来种尾数；外来种

重量；占渔获物总尾数的比例；占渔获物总重量的比例；渔

获物平均价格；目标外来种价格。 

水产外来种生物学和生态安全监测要素 33 个，其中必

选指标 24 个：体重；全长；体长；体高；体宽；头长；吻

长；眼间距；眼径；尾柄长；尾柄高；空壳重；肝胰脏重；

肠重；食性；肠塞度；食物种类；年龄鉴定材料；年龄；性

别；性腺重；性腺发育期；绝对怀卵量；相对怀卵量；有无

捕获到仔幼鱼；原产地；引种时间；引种目的；养殖面积；

年产量；种群现状；扩散途径；风险等级。 

重点任务 60：近海养殖结构与环境容量评估监测 

监测指标共 79个。监测指标分为三类：M必选指标，所

有监测站点必须监测指标；C 条件指标，特定养殖模式或养

殖水域需要监测的指标；O 可选指标，根据监测条件和实际

情况可选择监测的指标，具体为： 

养殖环境要素 47个，其中 M（26个）：水温，水深，盐

度，悬浮颗粒有机物，悬浮颗粒物，酸碱度，溶解氧，溶解

无机氮，亚硝酸盐，硝酸盐，氨氮，溶解无机磷，化学需氧

量，叶绿素，沉积物-总氮，沉积物-有机碳，沉积物-硫化

物，浮游植物种类，浮游植物丰度，浮游植物生物量，浮游

动物种类，浮游动物丰度，浮游动物生物量，沉积物氧化还

原电位，沉积物 pH，透明度。C（14 个）：流场，水体中颗

粒有机碳，水体中颗粒氮，污损生物种类，污损生物丰度，

污损生物的生物量，底栖生物种类，底栖生物丰度，底栖生

物生物量，光照强度，沉积物化学需氧量，微生物种类，微

生物生物量，溶解有机氮。O（7个）：碱度（TA），溶解无机

硅，溶解有机碳（DOC），初级生产力，底泥粒径,沉积物-总

磷,浊度。 

养殖结构要素指标 13 个，M（12 个）：养殖类型，养殖

品种，养殖密度，养殖方式，生产周期，成活率，养殖面积，

养殖产量，养殖生物生长：体长，养殖生物生长：体重（干

重），养殖生物生长：体重（湿重），养殖生物生长：性腺指

数；O（1个）：投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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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生产要素指标 16 个，其中 M（4个）：投入品-苗种，

单位人工投入，单位产量能耗，投入产出比；C（7 个）：投

入品-饲料，水处理设备，播苗设备，单位产量用水，生产

辅助设备（自动监控设备，水力挖塘机械，钓笼养殖筏架，

紫菜养殖筏架，海带养殖筏架，牡蛎养殖筏架，滩涂翻耕机，

紫菜收割机，网衣清洗装置，洗网机，增氧机，自动投饲机，

水质调控机，水质监测设备），采收设备，环境监测/监控设

备；O（5个）：投入品-渔药，土地占有率，生产组织方式，

病害损失，自然灾害损失。 

养殖生物的生理生态学特性指标 3 个，C（3 个）：贝类

生理生态指标；藻类生理生态指标；鱼类生理生态指标。 

重点任务 61：典型流域水产养殖结构和养殖方式变化监

测 

监测指标共 51个，分为三类：M必选指标，所有监测点

必须监测指标；C 条件指标，特定养殖模式或养殖水域需监

测的指标；O 可选指标，根据监测条件和实际情况可选择监

测的指标，具体为： 

养殖环境要素 28个，其中 M（14）:水温、酸碱度（pH）、

溶解氧（DO）、悬浮物、化学需氧量（COD）、总磷、总氮、

沉积物-总氮、沉积物-总磷、沉积物-有机碳、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大肠杆菌、磺胺类抗生素（磺胺嘧啶、磺胺间甲

氧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甲噁唑、磺胺喹恶啉）；C（11）:

盐度、碱度、叶绿素 a、硬度、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

土壤指标-pH、土壤指标-盐分、土壤指标-有机质、底栖生

物；O（3）:沉积物-硫化物、微生物结构、重金属（汞、镉、

铅、铬、砷、铜）。 

养殖结构要素指标 11 个（M）:养殖类型、放养品种、

养殖密度、搭配方式、投喂策略、生产周期、成活率、面积、

水深、产量、经济效益。 

养殖生产要素 12个，其中 M（10）:投入品-苗种、投入

品-饲料、投入品-渔药、养殖装备-增氧机、养殖装备-投饵

机、单位产量用水、单位产量用电、单位人工投入、土地占

有率、生产组织方式；O（2）病害损失、自然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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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62：渔业水域环境污染与生态效应监测 

监测指标共 36个，分为必测指标（M）和选测指标（O）。

具体如下： 

常规理化要素 6个，全部为必测指标（M），温度、盐度、

透明度、pH、溶解氧和悬浮物。 

富营养化要素 5个，全部为必测指标（M），氨氮、亚硝

酸盐氮、硝酸盐氮、总磷（活性磷酸盐）和硅酸盐。 

重金属污染要素 6 个，全部为必测指标（M），铜、铅、

锌、镉、汞和砷。 

有机污染要素 3个，其中必测指标（M）2个，石油类、

COD；选测指标（O）1个，多环芳烃。 

遥感监测要素 4个，其中必测指标（M）2个，水温、叶

绿素 a；选测指标（O）2个，初级生产力、悬浮物。 

生态要素 4个，全部为必测指标（M）4 个，叶绿素 a、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 

生物体污染要素 8 个，其中必测指标（M）7 个，铜、铅、

锌、镉、汞、砷、石油烃；选测指标（O）1个，多环芳烃。 

重点任务 63：远洋渔场及关键渔业资源调查评估监测 

监测指标共 88个，M必选描述，所有监测点必须监测数

据的描述符；O 可选描述符，可选择监测数据的描述符；C

条件描述符，只对特定条件监测的描述符。 

渔场信息 12 个，其中 M（11）：监测点统一编号、鱼种

名称、鱼种外文名、科名、属名、拉丁名、鱼种分布描述、

鱼种图像、渔场名称、渔场编号、渔场范围；O（1）：渔场

面积。 

渔场环境 10 个，其中 M（4）：海表温度、海面风场、海

洋水色、海面流场；O（5）：温度距平、温度梯度、海面高

度、海表盐度、次表层环境信息；C/南极（1）：海冰密集度。 

采样调查 42 个，其中科研人员调查 O（13）：采样点温

度、盐度、叶绿素、溶氧、浮游生物，渔获组成、采样位置，

渔获年龄、体长、体重、腕长、胴长、性成熟、度胃含物；

生产船调查 M（2）鱼获组成、捕捞产量；C/拖网（11）：放

网经度、放网纬度、起网经度、起网纬度、放网时间、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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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曳纲长度、拖速、水温、网口高度、网口水平扩张；

C/延绳钓（5）：下钩时间、下钩数、浮球间钩数、起钩时间、

饵料消耗；C/鱿鱼钓（7）：钓机开机台数、手钓人数、钓捕

水深、表温、风速、风向、流向；C/秋刀鱼（2）：表温、气

压。 

渔船装备 24 个，其中 M（15）：船名、船舶所属公司、

船籍港、船舶呼号、船舶总吨位、船长、型宽、型深、主机

类型、主机功率、主机台数、副机类型、副机功率、副机台

数、捕捞类型；O（8）：冷冻能力、冷藏舱容量、船员人数、

公海捕捞许可证号、水上灯平均功率、水上灯数量、水下灯

平均功率、水下灯数量；C/鱿鱼钓（1）：鱿鱼钓机台数。 

重点任务 64：水产养殖生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和种质

核心群监测 

监测指标共 81个。监测指标分为三类，M为必选指标，

是所有种质都要监测的指标；C 是条件指标，是特定养殖种

质要监测的指标；O 为可选指标，是根据监测条件和实际情

况可选择监测的指标。 

基础信息要素 30 个：其中 M（13）：全国统一编号、种

质库编号、种质名称、科名、属名、学名、原产省、原产地、

来源地、保存单位、保存单位编号、种质类型、观测地点；

C（6）：引种号、采集号、种质外文名、选育单位、育成年

份、选育方法；O（11）：原产国、海拔、经度、纬度、系谱、

图像、水温、盐度、pH、性别、年龄。 

生物学特征要素 41 个：其中 M（4）：具体分类、体长、

体重、体色；C（25）：背部体色、腹部体色、头胸甲长、头

胸甲长/体长、第一腹长、第二腹节长、第三腹节长、第四

腹节长、第五腹节长、第六腹节长、尾节长、头胸甲宽、甲

内宽、额缘宽、腹部宽、腹甲宽、头胸甲后部宽、棘刺总数、

棘刺列数、出皮率、中带部宽、中带部/全宽、藻体平直度、

厚成期、叶面色泽；O（12）：体厚、体高、全长、尾柄长、

尾柄高、头长、吻长、眼间距、体长/体高、体长/头长、头

长/吻长、头长/眼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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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要素 7个：其中 C（2）：海参皂甙含量、鲜干比；O

（2）：肌肉灰分比例、肌肉含水量、肌肉脂肪含量、肌肉蛋

白含量、肌肉氨基酸含量。 

其它要素 3 个：其中 O（3）：倍性、生殖方式、遗传多

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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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国家天敌等昆虫资源数据中心 

 

重点任务 65：农作物天敌昆虫及天敌螨类资源监测 

主要针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果树、蔬菜、大豆、

马铃薯等主要农作物,开展鞘翅目（瓢虫）、膜翅目（寄生蜂）、

脉翅目（草蛉）、半翅目（捕食蝽）、双翅目（寄蝇、食蚜蝇）、

缨翅目（捕食性蓟马）、蜻蜓目、螳螂目、广翅目、蜱螨亚

纲、蛛形亚纲等的主要天敌类群资源调查和种群动态监测。 

试点期工作：选择瓢虫、捕食螨为代表，逐步开展各站

点所在地主要农作物优势天敌的资源调查。要求每个省级农

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在下列 5 项监测内容中至少开展 3

项，每个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至少开展 2 项。 

1、瓢虫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瓢虫科物种。 

调查频次：瓢虫发生季节内每月 1 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典型成虫个体保存针插标本。 

2、瓢虫种群动态监测 

监测对象：小毛瓢虫亚科、瓢虫亚科本地主要物种（如

食螨瓢虫、七星瓢虫、异色瓢虫等）。 

调查频次：作物生长期内 2周 1次。 

监测内容：必填指标-每种监测对象各虫态数量；选填

指标-作物农事管理信息、特征基因信息。 

3、捕食螨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植绥螨科、厉螨科、蒲螨科、大赤螨科、巨

螯螨科、长须螨科、囊螨科、绒螨科、吸螨科及其他捕食性

螨类。 

调查频次：捕食螨发生季节内每月 1 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典型成螨个体保存玻片及酒精浸

渍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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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捕食螨种群动态监测 

监测对象：植绥螨科本地主要物种。 

调查频次：作物生长期内 2周 1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每种监测对象各螨态数量；选填

指标-作物农事管理信息、特征基因信息。 

5、本地优势天敌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本地优势天敌昆虫。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成虫典型个体保存标本。 

重点任务 66：特殊生境作物天敌昆虫及天敌螨类资源监

测 

主要针对热区、高原、山区、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盐碱

地等特殊生境中农作物,开展鞘翅目（瓢虫）、膜翅目（寄生

蜂）、脉翅目（草蛉）、半翅目（捕食蝽）、双翅目（寄蝇、

食蚜蝇）、缨翅目（捕食性蓟马）、蜻蜓目、螳螂目、广翅目、

蜱螨亚纲、蛛形亚纲等的主要天敌类群资源调查和种群动态

监测。 

试点期工作：选择瓢虫、捕食螨为代表，逐步开展各站

点所在地主要农作物优势天敌的资源调查。要求每个省级农

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在下列 5 项监测内容中至少开展 3

项，每个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至少开展 2 项。 

1、瓢虫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瓢虫科物种。 

调查频次：瓢虫发生季节内每月 1 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典型成虫个体保存针插标本。 

2、瓢虫种群动态监测 

监测对象：小毛瓢虫亚科、瓢虫亚科本地主要物种（如

食螨瓢虫、七星瓢虫、异色瓢虫等）。 

调查频次：作物生长期内 2周 1次。 

监测内容：必填指标-每种监测对象各虫态数量；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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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作物农事管理信息、特征基因信息。 

3、捕食螨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植绥螨科、厉螨科、蒲螨科、大赤螨科、巨

螯螨科、长须螨科、囊螨科、绒螨科、吸螨科及其他捕食性

螨类。 

调查频次：捕食螨发生季节内每月 1 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典型成螨个体保存玻片及酒精浸

渍标本。 

4、捕食螨种群动态监测 

监测对象：植绥螨科本地主要物种。 

调查频次：作物生长期内 2周 1次。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每种监测对象各螨态数量；选填

指标-作物农事管理信息、特征基因信息。 

5、本地优势天敌资源调查 

调查对象：本地优势天敌昆虫。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成虫典型个体保存标本。 

重点任务 67：新型蛋白质来源的昆虫资源收集评价 

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具有较高食用、饲用价值的新型蛋白

质来源昆虫资源。针对目前已经开发利用较多的资源，包括

蚱蝉、家蚕、柞蚕、蓖麻蚕、豆天蛾、胡蜂、脐螬、黄粉虫、

竹虫、龙虱、水虿、黑水虻、蝇蛆、蝗虫等，开展长期连续

种群动态与营养成分监测。 

试点期工作：对各地有食用、饲用习惯的蛋白质来源昆

虫开展资源本底调查，针对蝉科（蚱蝉）开展种群动态监测。

要求每个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必须开展蛋白质来

源昆虫本地调查，每个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所属实验站在以

下两项工作中至少选择 1 项开展。 

1、蛋白质来源昆虫本底调查 

调查对象：本地有采集、食用、饲用习惯的蛋白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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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 

调查内容：必填指标-种类（附照片信息）及数量；选

填指标-形态学、生物学、相关专家信息。 

标本保存：每物种选择主要利用时期的典型个体保存标

本。 

2、蝉科（蚱蝉）种群动态监测 

监测对象：蝉科，以蚱蝉为主。 

调查频次：发生期每周调查 1次。 

监测内容：必填指标-老熟若虫、成虫数量；选填指标-

营养成分含量、特征基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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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数据中心 

 

重点任务 68：粮食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镉、呕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 

质量指标：垩白度、直链淀粉、蛋白质、赖氨酸、淀粉。 

其他指标：土壤 pH、土壤有效态 Cd、土壤总 Cd、土壤

总 Zn、土壤总 Cu、土壤总 Pb、土壤有机质、土壤氮、土壤

磷、土壤钾。 

重点任务 69：油料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黄曲霉毒素、重金属铅。 

质量指标：含油量、蛋白质。 

重点任务 70：蔬菜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铅、镉、甲胺磷、氧乐果、甲拌磷、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水胺硫磷、三唑磷、氟虫腈、六六六、克百威、

毒死蜱。 

质量指标：粗纤维、可溶性固形物、总糖、番茄红素、

辣椒素、粗蛋白、Vc。 

其他指标：土壤铅。 

重点任务 71：果品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铅、镉。 

质量指标：可溶性固形物、总酸（以可滴定酸计）、总

糖（以还原糖计）、维生素 C、单果重、硬度、纵横经、可食

率。 

重点任务 72：畜禽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β-受体激动剂、磺胺间甲氧嘧啶（SMM）、

磺胺二甲嘧啶（SM2）、磺胺甲噁唑（SMZ）、磺胺二甲氧嘧啶

（SDM）、磺胺喹噁啉（SQ）、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沙拉沙

星、达氟沙星。 

质量指标：无。 

重点任务 73：奶产品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黄曲霉毒素 M1、菌落总数、体细胞数。 

质量指标：蛋白、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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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74：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多氯联苯、

多环芳烃、铅、镉、麻痹性贝类毒素、腹泻性贝类毒素。 

质量指标：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 

重点任务 76：热作产品质量与安全科学数据监测 

安全指标：咪鲜胺、多菌灵、噻菌灵、异菌脲。 

质量指标：可食率、可溶性固形物、总酸（以可滴定酸

计）、总糖（以还原糖计）、水分、灰分、淀粉、蛋白质、脂

肪、膳食纤维、果胶、葡萄糖、果糖、蔗糖、富马、酒石酸、

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维生素 C、β-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天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甘氨酸、

丙氨酸、缬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

组氨酸、赖氨酸、精氨酸、酪氨酸、色氨酸、钾、磷、钙、

镁、铁、锰、锌、铜、硼、硒、儿茶酚胺类、酚类物质、乙

酸异戊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