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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蔬菜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环境质量监测、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和评价报告的基
本内容等。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蔬菜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395—2000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6—2000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7 农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3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3.1 调查目的
了解和掌握蔬菜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状况，为基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3.2 调查方法和内容
3.2.1 调查方法
采用资料收集法和现场调查法。
3.2.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如下：
1) 区域自然环境特征：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与气象、水文状况、土壤状况等。
2) 社会环境概况：基地周边工矿企业分布、灌溉条件、基地生产情况等。
3) 工农业污染情况：工矿污染源分布及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情况，基地农药、肥料、农膜等农
业投入品使用情况。
4)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清洁生产情况与污染防治措施等。
4

环境质量监测

4.1 农田灌溉水水质
4.1.1 布点原则
监测点的布设应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重点监测可能对基地造成污染的水源（系）。
4.1.2 布点数量
布点数量按以下要求执行：
1) 采用地下水灌溉，水质相对稳定的同一水源，布设 1～3 个采样点；若不同水源（系）则每个
水源增加 1 个采样点。
2) 采用地表水灌溉，在每个入水口布设 1 个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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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采样时间
在蔬菜生长季内采样 1 次，如灌溉水源发生变化应增加采样次数。
4.1.4 农田灌溉水采样和处理方法
按照 NY/T 396—2000 中 4.4 样品采集技术和 4.7 样品的保存中规定内容执行。
4.2 农田土壤
4.2.1 布点原则
农田土壤监测点位布设应具有代表性。根据基地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划分监测单元，重点监测可能
造成污染的最不利的地块。
4.2.2 布点数量
4.2.2.1 露地蔬菜
面积在 60hm2 以内，布设不少于 3 个采样点；面积在 60hm2～120 hm2 范围内，布设不少于 5 个采
样点；面积在 120 hm2～300 hm2 范围内，布设不少于 7 个采样点；面积在 300 hm2 以上，应适当增加监
测点位。种植地块相对分散的，亦应增加采样点数。
4.2.2.2 设施蔬菜
面积在 30 hm2 以内，布设不少于 3 个采样点；面积在 30 hm2～60hm2 范围内，布设不少于 5 个采
样点；面积在 60hm2～120 hm2 范围内，布设不少于 7 个采样点；面积在 120 hm2 以上，应适当增加监
测点位；栽培品种较多，管理措施和水平差异大，亦应增加采样点数。
4.2.3 采样时间及频次
农田土壤宜安排在蔬菜生长期内或播种前采样，采样 1 次。如土壤环境发生变化，应重新采样监测。
4.2.4 采样及样品处理方法
4.2.4.1 农田土壤采样和处理方法
农田土壤样品是指在采样点周围采集的若干分点均匀混合样。组成混合样的分点数应根据采样方
法、采样面积、地形条件和土壤差异性大小而定，分点宜在 5～10 个左右。
4.2.4.2 样品采集
按照 NY/T 395—2000 中 4.4.3.2.2 农田土壤混合样采集方法规定内容执行。
4.2.4.3 采样深度及采样量
采样深度：一般蔬菜，土壤采样深度为 0cm～20cm；深根蔬菜，土壤采样深度为 0cm～40cm。
采样量：各分点混合后，采集 1kg 的混合样。
4.3 农田大气
依据基地环境现状调查分析结论，确定是否进行农田大气质量监测。如需实施监测，按照NY/T 397
有关规定执行。
4.4 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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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监测项目
蔬菜生产基地的农田灌溉水、农田土壤、农田大气监测项目，根据评价的目的和需要确定。
4.4.2 分析方法
根据监测要求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
5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5.1 评价指标分类
根据环境要素中污染因子的毒理学特征和生物吸收、富集能力，将产地环境条件标准中的项目分为
严格控制指标和一般控制指标两类，表1中所列项目为严格控制指标，其他项目为一般控制指标。
表1 严格控制指标
类 别
农田灌溉水

指 标
铅、镉、汞、砷、氟化物、六价铬

农田土壤

铅、镉、汞、砷、铬

农田大气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氟化物

5.2 评价依据
根据不同监测评价目的而选用相应标准作为评价依据。
5.3 评价步骤与方法
5.3.1 评价步骤
评价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分以下三步进行：
1) 进行严格控制指标单项污染指数评价。严格控制指标有超标，判定为不合格，不进行一般指标评
价；严格控制指标未超标，继续进行一般控制指标评价；
2) 进行一般指标单项污染指数评价。一般控制指标未超标，不再进行综合污染指数评价；一般控制
指标有超标，需继续进行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3) 进行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5.3.2 评价方法
5.3.2.1 单项污染指数法
环境中污染物的污染指数（Pi）按公式（1）计算，当 Pi≤1 时，未超标；当 Pi＞1 时，超标。

Pi =

Ci
…………………………………………………（1）
Si

式中：
Pi—环境中污染物 i 的污染指数；
Ci—环境中 i 污染物的实测值；
Si—环境中 i 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值。
5.3.2.2 综合污染指数法
农田灌溉水和农田土壤综合污染指数按公式（2）计算，当P综≤1，判定为合格；P综＞1，判定为不
合格；环境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按公式（3）计算，当I上≤1，判定为合格；I上＞1，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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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综 =

Ci 2
C
) max + ( i ) 2ave
Si
S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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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综—综合污染指数；
（Ci/Si）max—土壤（农田灌溉水）污染物中污染指数的最大值；
（Ci/Si）ave—土壤（农田灌溉水）污染物中污染指数的平均值。

I上 = （max(

C1 C2
Ck 1 k Ci
, ... ). .∑ ………………………（3）
S1 S2
Sk K i=1 Si

式中：
I 上—空气质量指数，
Ci/Si—环境空气中各污染物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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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的基本内容

6.1 前言
包括评价任务的来源、基地基本情况、产品概述、生产情况（面积、产量等）
。
6.2 产地自然环境状况
包括基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及气候条件；主要污染源等。
6.3 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
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农药、肥料、农膜的使用以及田间管理档案记录。
6.4 产地环境质量监测
6.4.1 布点原则和方法及采样方法。
6.4.2 分析项目及分析方法。
6.4.3 分析测定结果。
6.5 产地环境现状评价
包括评价采用的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评价结果与分析。
6.6 结论
根据不同监测目的和要求做出相应的评价结论。
6.7 附件
包括产地位置图和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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