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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

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农质标函[2020]25 号）第 452 号，标准主

要起草单位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农业生态环境及农产

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中心。由王伟主持承担《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

评价技术准则》修订任务，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科学

技术教育司提出并归口，标准起草首席专家为王伟副研究员。 

1.1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1.1.1  现有标准无法满足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的需要 

一是现有标准只涉及到农业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评估，未涉

及规模较小，频率较高的一般性或常规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

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农业环境损害事件不仅限于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多种规模较小的、

频率较高的常规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在接收的环境损害鉴定案

件中越来越来普遍，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现有标准无法满足这些

常规性环境损害事件损失评估的要求。 

二是国家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了新的要求，农业环境损

失量化、货币化的技术方法和计算方式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推进国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适应农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需要，

助力农业绿色发展，急需对该技术准则进行修订。 



 

2 

 

1.1.2  指导相关工作的顺利执行和实施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顺利推进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高农业环境污染损害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

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都需要更新完善农业环境损害

评估技术环节和评估方法。 

1.2  本标准拟解决的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在于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1）规定了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环境损害的损失评

估范围、评估程序，评估方法。。 

2）完善损失评估范围、估算内容及估算方法。评估范围涵盖了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损害价值和恢复费用，损害价值包括

农产品损失、农业环境损失以及设施损失，其中农业环境损失补充了

土壤损失、养殖水体损失以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估算方法；恢复费

用包括污染修复费用、生产功能补偿费用、生态功能恢复费用，生活

功能恢复费用及其他恢复费用。 

1.3  标准修订的目的及意义 

为了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

人认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为了适应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

作的发展和需要，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环境损害事件的

损失评估提供技术方法，也为正确的仲裁提供科学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实施，不仅可为司法定责、生态补偿、环境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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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与实践指导，还对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息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促进环境与经济协

调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编写人员与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伟，张国良，强沥文、米长虹、王璐、赵

晋宇、刘岩、董如茵、孙希超、姜雪锋、李佳、艾欣。 

王伟为标准首席专家，全面实施标准修订；张国良负责宏观指导，

统筹规划标准研制；米长虹、王璐、强沥文和刘岩负责起草相关技术，

指导及审核标准的技术方法与要点；赵晋宇、董如茵、孙希超、姜雪

锋、李佳、艾欣负责资料收集、经验汇总、标准文本以及编制说明的

撰写。 

（三）工作过程 

2020 年 1-4 月，项目组收集查阅国内外有关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的

大量资料，认真研读相关法律，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标准

编制组，完成《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修订工作方案

的制定，开展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实地调研、组织相关的论坛会及技术

交流会，着手编制《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准则》。 

2020 年 5 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下达

2020 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农质标函

[2020]128 号 第 452 号），完成修订提纲的拟定、开展初稿工作。 

2020 年 6-7 月，根据拟定的标准提纲起草初稿，项目组内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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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初稿研讨，标准起草人根据参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完善初稿。 

2020 年 8-9 月，在天津、山东、辽宁、秦皇岛、新疆等地开展多

起农业环境损害事件案例调研，通过实地工作对初稿内容进行验证补

充。同时配合生态环境部参与了《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

法》起草工作。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查阅资料，充实知识，完善

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1  依法编制原则 

本标准属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准

则，旨在为农业环境损害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因此，本标

准编制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参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科学调查的相关程序规定和基本

要求进行编制。 

1.2  坚持宏观性与衔接性原则 

本标准属于技术准则，标准内容涉及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

的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的各个方面，是技术方法与评估程序的有机统一，

设定的技术和要求应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考虑其他标准与之衔接的

问题。 

1.3  坚持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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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技术准则，与技术管理政策、法规存在明确差异，因

此，标准编制过程一定要坚持科学性，通过科学方式表达评估技术，

避免偏向技术政策与技术法规。 

1.4  实用性原则 

充分利用当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研究

成果，提高评估技术的科学性，完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使评估技

术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评估意见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

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文献资料及鉴定案例 

项目组多次开展国内外文献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国内相关标准

文件的调研与汇总以及实地调研工作，标准起草期间，在内蒙古、重

庆、天津等地开展了 40 多起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熟悉农业

环境损害的现状、类型以及在鉴定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了解政

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民对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相关标准的需求，熟知农业

环境损害事件损失评估程序和方法，明确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要点

及实施步骤，为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准则的拟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外对农业环境损害评估都极为重视，并制定了大量的相关标

准，这为此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技术依据。 

在国际上，日本、欧盟和美国都在环境损害调查方面开展了相关

工作，美国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制定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技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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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欧盟在 2013 年颁布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环境评价技术导

则》，对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做出了相关规定。 

在国内，已经颁布实施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农

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

南 总纲》《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等

规范性文件，为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提供技术支撑。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技术要点、案例验证及预期效益 

（一）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术语与定义、评估原则、评估范围和程序、评估方

法、损失估算、误差分析与控制以及其他规定。适用于有关种植业、

养殖业等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引起的损失计算。 

1.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 9 个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分别为：农产品、农业环境

损害、农产品损失、农业环境损失、设施损失、损失评估、评估区、

对照区、评估基准日。 

1.3  评估范围 

本标准规定的评估范围不仅包括突发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也包

括一般性、常规性农业环境损害事件产生的损失费用。 

一般地，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的损失包含损害价值和恢复费

用两部分。其中，损害价值一般为农产品、农业环境、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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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的直接损失，比较容易统计计算，而恢复费用表现为需要通过替

代价值分析法、虚拟治理成本法等方式获取的间接损失。为了尽量避

免或减少损失评估过程中的统计不全面或重复计算问题，本标准把农

业环境损害事件损失分成 2大类：损害价值和恢复费用。 

损害价值包括农产品损失、农业环境损失以及设施损失，农产品

损失包括农产品产量下降损失和质量下降损失，农业环境损失包括土

壤损失、养殖水体损失以及生态功能损失；恢复费用包括污染修复费

用、生产功能补偿费用、生态功能恢复费用，生活功能恢复费用及其

他恢复费用。损失价值采用恢复费用替代计算的，不再计入恢复费用。 

1.4  评估方法 

通过实际鉴定案例经验，并结合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领域的已

有标准，本标准规定了适用于农业环境损害评估的 7种评估方法，包

括市场价值法、专家评判法、类比法、替代价值分析法、虚拟治理成

本法、条件价值评价法、选择实验模型法。 

1.5  评估程序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的农业环境损害事件的评估程序按以

下方式开展：根据环境损害鉴定案件的委托要求及资料收集和现场调

查情况，确定致害环境因素，确定估算对象、内容与范围，调查方法

及程序参照 NY/T 3665-2020 执行；根据调查结果，制定评估方案，

根据估算对象、内容、范围，选取合适的估算模型，确定估算方法，

对农业环境损害产生的各类损失进行量化评估，估算损失金额；之后

编制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内容应包括委托方、案情摘要、评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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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日期、评估材料、评估区确定、估算对象、评估原则、评估基准

日、评估依据、估算方法、分析说明、评估结果、落款、评估报告提

出日期和附件。 

1.6  损害价值的分类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的损害价值主要包括农产品损失、农业

环境损失以及设施损失。农产品损失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产量下降损失

和质量下降损失；农业环境损害包括农业环境要素损失和生态服务功

能损失，农业环境要素损失主要表现为土壤损失及养殖水体损失，其

中土壤损害应包含土壤含水量损失、土壤酸碱化损失、土壤盐渍化损

失及土壤肥力损失；结合文献资料、实践经验以及国内相关标准，生

态服务功能损失通常包括固碳释氧损失、涵养水源损失、养分循环损

失、固土损失、生物多样性损失、抗旱损失；设施损失包括生产设施

损失和生活设施损失两部分，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农业机械、农

业灌溉设施、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废置或功能受损计入生产设施损失，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房屋、水井等废置或功能受损计入生活设施

损失。 

1.7  恢复费用的分类 

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采取各项必要的恢复措施，使农产品、

农业环境、生态服务功能等得到恢复需要的费用计入恢复费用。恢复

费用包括污染修复费用、生产功能恢复补偿费用，生态功能恢复费用，

生活功能恢复费用及其他恢复费用，污染修复费用受修复方法的限制，

不同工程修复方法的估算方法存在差异；生态功能恢复费用主要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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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释氧等生态功能恢复所需要的费用；生活功

能恢复费用包括文化娱乐与社会保障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的赔偿主要

来自国家补偿或者污染责任人人补偿；其他恢复费用还应包括场地清

理费用，监测费用，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必要费用，应按照评估区所在

省份或国家投资规定列出，对于恢复措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以

实际发生费用为准。 

（二）标准主要技术要点 

2.1  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参数的确定是损失估算中的关键部分，评估参数的选择、获

取方式、取值对损失估算的有效性、正确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损失评估中主要涉及的参数包括农产品或农业环境受损面积及

数量、正常年份单位产量、减产幅度、质量损失、农产品价格，农作

物干重、土壤侵蚀模数、受影响年份确定等，其中农产品或农业环境

受损面积及数量、正常年份单位产量、减产幅度、质量损失、农产品

价格，受影响年份确定参照 SF/Z JD0601001-2014 确定，农作物干重

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𝑾𝒊 = ∑
𝑫𝒊 − 𝑬𝒘𝒊 × 𝑫𝒊

𝑬𝒄𝒊

𝒏

𝒊
× 𝑨𝒊 × 𝒂                                   

式中： 

Wi：第 i 种受损农作物干物质重量（kg）； 

Ewi：第 i 种受损农作物经济产量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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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正常年份 i 类农作物单位产量（kg/hm2）； 

a： i 类农作物减产幅度（%）； 

Ai：i 类农作物受损面积（hm2）； 

Eci：第 i 类受损农作物经济系数； 

n：受损农作物种类。 

其中，农作物的干物质重量包括亩产与秸秆重。Ewi和 Eci可根据

文献资料、现场调查、实践经验以及鉴定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获取。 

土壤侵蚀模数以政府相关部门公布或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准，

优先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若无相应数据，可通过实地测量

或者采用土壤侵蚀数学模型获取，实地测量方法和采用的数学模型可

参照 SL190。 

2.2  农产品损失计算 

采用目前较为常用的市场价值法来计算农业环境损害事件造成

的农产品损失，这种方法适用于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引起的具有市场价

格或者可以换算为市场价格的农产品损失估算。 

农产品收到损害后表现为产量下降和质量下降，其损失包括产量

损失和质量损失，计算方法按照 SF/Z JD0601001-2014 中的 7.3.1 执

行。 

农产品受污染含有毒物质超过有关标准而失去食用价值时，损害

程度按 100%计算。 

各种产品质量损失情况应以实际调查数据为准，必要时以试验数

据资料作为评估的补充依据。 



 

11 

2.3  农业环境损失计算 

2.3.1  土壤损失计算 

土壤损失的估算方法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土壤损失主要包括土

壤含水量损失、土壤酸碱化损失、土壤盐渍化损失及土壤肥力损失等。 

（1）土壤含水量损失 

土壤含水量损失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𝑱𝒘 = (𝑊𝑎 − 𝑊𝑏) × 𝑉 × 𝐴/1000                                   

式中， 

Wa：鉴定区域土壤含水量（kg/hm2）； 

Wb：正常状态土壤含水量（kg/hm2）； 

V：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价格（元/t）； 

A：土壤受损面积（hm2）。 

采用影子工程法获取水库建设单位库容价格，建设水库的影子工

程费用成本为 5.714 元/m3，可得 1t 水所需要 1 m3的库容是 5.714元

/（t· m3）。 

（2）土壤酸碱化损失 

土壤受到污染或理化性质被破坏后可能出现碱化或酸化，土壤碱

化或酸化可以通过土壤改良逐步恢复，主要费用由改良剂或者肥料成

本、耕作措施实施成本、人工成本等组成，其损失可以通过市场价值

法计算土壤改良成本据实核算。 

（3）土壤盐渍化损失 

土壤盐渍化可采取不同的耕作措施和改良逐步恢复，通过替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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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析法估算其损失。 

（4）土壤肥力损失 

以正常年份或对照区域农用地土壤肥力值作为基线水平，采取市

场价值法计算损失价值，土壤肥力损失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𝑁𝑐 = [∑(𝑁𝑒𝑖 − 𝐶𝑒𝑖) × 𝑃𝑖] × 𝐴                              

式中： 

Nc：土壤肥力损失（元）；  

Nei：正常年份或对照区域土壤 i 类养分含量（kg/hm2）； 

Cei：鉴定区域土壤 i 类养分含量（kg/hm2）； 

Pi：i 类养分化肥或有机肥市场价格（元/kg）； 

A：土壤受损面积（hm2）。 

农用地土壤受到生态破坏或污染后，土壤中有机质、氮磷钾含量

会降低，含量降低造成肥力不足，可通过增施相关肥料进行补充。 

土壤养分含量以氮、磷、钾及有机质含量为主，分别采用以下测

定方法：有机质（Oc）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有效磷（P）采用 0.5

摩尔/升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K）采用 1 摩尔/升

NH4AC 浸提—火焰光度法；全氮（N）采用半自动开氏定氮蒸馏法。

正常状态土壤养分含量采用损害事件前三年平均数据或对照区域数

据获得，损害养分含量通过上述方法测定获得。 

2.3.2  养殖水体损失计算 

养殖水体损失参照 GB/T 21678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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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计算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生态系统服务稀缺性变得越来越

突出, 农业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农业生态系统服

务及其价值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众多文献研究表明农业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价值包含固碳释氧损失价值、涵养水源损失价值，

固土损失价值、养分循环损失价值、生物多样性损失价值、抗旱损失

价值等。 

2.3.3.1  固碳释氧损失计算 

固碳释氧价值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作物所吸收 CO2 的量，另

一方面是农作物所释放 O2 的量。在释放 O2 和产生 CO2 的过程中会形

成平衡状态，对于因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温室效应”具有改善和协调

的作用，对于整个农田生态系统以及农作物产量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

的。固碳释氧价值的流程示意图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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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生态系统固碳释氧价值作用流程图 

固碳释氧损失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𝐿1 = ∑ 𝐷𝐶𝑂2 × 𝑊𝑖 × 𝑃𝑐 + ∑ 𝐷𝑂2 × 𝑊𝑖 × 𝑃𝑜

𝑛

𝑖=1

𝑛

𝑖=1
              

式中： 

L1：固碳释氧的损失价值（元）； 

Dco2：光作用下每生产 1kg 干物质需要的二氧化碳含量； 

Do2：光作用下每生产 1kg 干物质释放的氧气含量； 

Wi：第 i 种受损农作物的干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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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固碳成本（元/kg）.； 

Po：氧成本 （元/kg）； 

n： 受损农作物种类。 

Dco2 与 Do2 可根据光合作用反应方程式计算获取，光合作用反

映方程式如下： 

066126 22612622 HOOHCOHCO ++⎯⎯⎯ →⎯+ 光、绿叶素
 

通过方程式，可得单位重量的干物质所释放的氧气重量为 1.2 千

克，吸收二氧化碳为 1.62 千克。 

根据造林成本法获得释放 O2的制氧成本为 0.36 元/kg-1，固碳成

本为 0.26 元/kg-1。 

2.3.3.2 涵养水源损失计算 

农田具有涵养水源功能。黄璜等人认为农田及相邻的沟渠、山塘

构成一个隐形的水库。夏季暴雨期间隐形水库可抗洪蓄水, 行使临时

水库的功能。 

 

涵养水源损失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𝐿2 = S × 𝑉1 × A            

式中： 

L2：涵养水源损失价值（元）； 

S： 涵养水源当量因子，取 0.6；  

V1：单位面积价值量（元/hm2），取 530.9 元/hm2； 

A：农产品受害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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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水源当量因子（S）以及单位面积价值量（V1）根据谢高地

等多位研究学者统计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

值当量表与生态服务价值表获得，见表 1、表 2。 

表 1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 

 森林 草地 农田 湿地 水体 荒漠 

气体调节 3.5 0.8 0.5 1.8 0 0 

气候调节 2.7 0.9 0.89 17.1 0.46 0 

水源涵养 3.2 0.8 0.6 15.5 20.38 0.03 

土壤形成与保护 3.9 1.95 1.46 1.71 0.01 0.02 

废物处理 1.31 1.31 1.64 18.18 18.18 0.01 

生物多样性保护 3.26 1.09 0.71 2.5 2.49 0.34 

食品生产 0.1 0.3 1 0.3 0.1 0.01 

原材料 2.6 0.05 0.1 0.07 0.01 0 

娱乐文化 1.28 0.04 0.01 5.55 4.34 0.01 

表 2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元/hm2） 

 森林 草地 农田 湿地 水体 荒漠 

气体调节 3097.0 707.9 442.4 1592.7 0.0 0.0 

气候调节 2389.1 796.4 787.5 15130.9 407.0 0.0 

水源涵养 2831.5 707.9 530.9 13715.2 18033.2 26.5 

土壤形成与保护 3450.9 1725.5 1291.9 1513.1 8.8 17.7 

废物处理 1159.2 1159.2 1451.2 16086.6 16086.6 8.8 

生物多样性保护 2884.6 964.5 628.2 2212.2 2203.3 300.8 

食品生产 88.5 265.5 884.9 265.5 88.5 8.8 

原材料 2300.6 44.2 88.5 61.9 8.8 0.0 

娱乐文化 1132.6 35.4 8.8 4910.9 3840.2 8.8 

2.3.3.3 养分循环损失计算 

养分循环损失计算方法同土壤肥力损失，不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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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固土损失计算 

土壤固定和储存经过的溶质, 由此净化水, 同时也储存水供农作

物利用并参与洪水滞缓，农田土壤遭到污染或者受到破坏，其土壤保

持的功能就会产生损失，土壤保持损失是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土壤保

持损失采用市场价值法估算，可按下式计算： 

𝐿3 =
1

100
∑

𝐴𝑖(𝐴𝑝 − 𝐴𝑟𝑖)

𝜌𝑖 × ℎ𝑖

𝑛

𝑖
× 𝐵𝑖                                     

式中： 

L3：固土损失价值（元/a）； 

Ai：受害面积 （hm2）； 

Ap：裸地土壤侵蚀模数 （t/（hm2·a））； 

Ari：i 类农产品土壤侵蚀模数 （t/（hm2·a））； 

ρi： i 类农产品土壤容重（t/m3）； 

hi： i 类农产品表层土平均厚度（cm）； 

Bi：单位面积 i 类农产品的产值（元/hm2），可取损害发生地近

三年产值平均值； 

n： 受损农作物种类。 

土壤侵蚀模数的获取方法见 2.1 

2.3.3.5 生物多样性损失计算 

生物多样性是农业生态系统功能及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

农业生态系统受到污染或破坏后，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会造

成损失，生物多样性损失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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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4 = E × 𝑉2 × A                                                  

式中： 

L5：生物多样性损失价值（元）； 

E：生物多样性保持当量因子，取 0.71；  

V2：单位面积价值量（元/hm2），取 628.2 元/hm2； 

A：农产品受害面积（hm2）。 

E 与 V2 根据谢高地等多位研究学者统计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

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表 1）与生态服务价值表（表 2）

获得。 

2.3.3.6 抗旱损失计算 

农作物根系系统可使其充分吸收利用贮存在土壤中的水分，作为

同化和蒸腾器官的叶片可减少水分向大气散失，具有一定的抗旱功能，

当农作物受到损害后，根系叶片的储存水分、减少水分散失的功能将

会受到影响，产生的抗旱损失通过市场价值法估算，按下式计算： 

𝐿5 = ∑ (𝐾𝑖 − 𝐾0) × 𝐴𝑖

𝑛

𝑖
× P                                       

式中： 

L5：抗旱损失价值（元）； 

Ki：枯水期 i 类农产品区灌溉水量（m3/ hm2）； 

K0：枯水期裸地灌溉水量（m3/ hm2）； 

Ai：i 类农产品受害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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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灌溉用水的费用（元/ m3）； 

n： 受损农产品种类。  

2.4  设施损失计算 

设施损失包括生产设施损失和生活设施损失两部分。生产设施损

失表现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农业机械、农业灌溉设施、农产品

加工设备等废置或功能受损，其损失按重新购置或修缮恢复所需费用

计算；生活设施损失表现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引起房屋、水井等废

置或功能受损，其损失按重建或修缮恢复所需费用计算。 

2.5  恢复费用计算 

恢复费用估算以市场价值法为主，专家评判法、类比法、替代等

值分析法等其他方法为辅助，恢复费用是以农业环境受损后至恢复到

环境正常水平间的农业环境损失，包括污染修复、恢复补偿及其他恢

复费用。恢复补偿依照农田土壤生态服务水平进行修复，从生产、生

活和生态三方面进行修复。为避免重复计算，需将三种服务水平进行

优化组合，避免一种生态服务水平参与多种修复水平。 

2.5.1  污染修复费用 

污染修复费用取决于修复方法，在选择修复方法时，需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甄别。为避免计算的重叠，可将评估内容与修复方法进行规

划。修复费用主要考虑，一是农产品安全生产，二是受污染的农田土

壤面积。在修复过程中将产品和农田受损面积治理成功，便可将评估

内容指标恢复至各自的基线水平。污染修复方法主要有：工程修复、

物化稳定—低吸收作物联合阻控、农艺（水分等）调控、植物吸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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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化学淋洗修复、替代种植与安全利用等技术，每项修复方法都各

有其优缺点。 

（1）化学工程修复 

采取化学工程修复措施，费用按下式计算： 

𝑃𝑟1 = 𝐴 × (𝑃𝑠 + 𝑃𝑟 + 𝑃𝑦)                                         

Pr1：工程修复技术费用（元）； 

Ps：单位面积购土费用（元/ hm2）； 

Pr：该种技术下需要单位面积人工费用（元/ hm2）； 

Py：该种技术下的单位面积运输费用（元/ hm2）； 

A：工程修复面积（ hm2）。 

（2）农艺调控修复 

采取农艺调控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费用按下式计算： 

𝑃𝑟2 = 𝐴 × (𝑃𝑟 + 𝑃𝑦) + ∑ 𝐴 × (𝑃ℎ𝑖 × 𝑃𝑖)
𝑛

𝑖
                          

式中： 

Pr2：农艺技术修复费用（元）； 

Phi：受损土壤每公顷所需补充 i 种肥料量（吨/ hm2）； 

Pi：i 种肥料每吨价格（元/吨）； 

A：修复面积（ hm2）。 

（3）植物修复 

采用植物修复措施，费用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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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𝑐 = 𝐴 × (𝐿𝑝 + 𝑆𝑝 + 𝐶𝑓𝑝)                                     

Sc：植物修复技术费用（元）； 

A：修复面积（ hm2）； 

Lp：种植替代植物单位面积种植所需的人工费用（元/ hm2）； 

Sp：种植替代植物单位面积所需种子价值（元/ hm2）； 

Cfp：种植替代植物所需单位面积的化肥价值（元/ hm2）。 

2.5.2  生产功能恢复费用 

生产功能是农田土壤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生产功能的作

用有提供农产品和气体调节的作用。气体调节作用表现为固碳释氧价

值，不在重复计算；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修复时，需对农户进行补偿，

所以在计算时把补偿费用也考虑到其中。生产功能按下式计算： 

𝐿4 = ∑ (𝐿𝑖 + 𝑆𝑖 + 𝐶𝑓𝑖)
𝑛

𝑖
× A × 𝑇𝑛                                      

式中： 

L4：生产功能损失价值（元）； 

Li：正常年份种植 i 种农作物单位面积种植所需的人工费用（元/ 

hm2）； 

Si：正常年份种植 i 种农作物单位面积所需种子价值（元/ hm2）； 

Cfi：正常年份种植 i 种农作物所需单位面积的肥料价值（元/ hm2）； 

A：农作物受害面积（hm2）； 

Tn：预计恢复时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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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受损农作物种类。 

其中，所需数据因污染区域年限等条件不同，可根据现场调查的

方式进行确认。恢复到的基线水平为对照区的水平。农作物质量的恢

复方案同数量的计算方法相同，在重新种植农作物后，其质量也会得

到保障，因此不再进行单独计算。质量的标准需根据《GB156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的标准要求进行测

定恢复。 

2.5.3  生态功能恢复费用 

生态功能主要是涵养水源、水土保持等。农业生态环境受损后生

态功能的恢复方案主要以恢复量为依据，生态功能恢复的费用计算方

式同生产功能中的农产品产量的恢复计算方式一致。 

2.5.4  生活功能恢复费用 

生活功能的价值主要为文化娱乐与社会保障价值。社会保障价值

的赔偿主要来自国家补偿或者污染责任人人补偿。文化娱乐与社会保

障价值按下式计算： 

𝐿𝑧 = A × 𝐹 × 𝑃 + 𝑁 × 𝑀 × 𝑟                                       

式中： 

Lz：文化娱乐与社会保障功能损失价值（元）； 

A：农产品受害面积（hm2）； 

F：文化娱乐价值当量，取 0.01； 

P：单位面积文化娱乐价值（元/ hm2），取 8.8 元/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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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受损区的保障人数； 

M：受损区所属城市社会保障标准； 

r： 受损区农村居民生活开支与城市居民生活开支的比值。 

F与 P根据谢高地等多位研究学者统计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表 1）与生态服务价值表（表 2）获

得。 

2.5.5  其他恢复费用 

恢复费用还应包括场地清理费用，监测费用，管理费用以及其他

必要费用，应按照评估区所在省份或国家投资规定列出。对于恢复措

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 

2.6  误差分析与控制 

参照 SF/Z JD0601001-2014 执行。 

（三）案例验证 

本标准技术内容和技术要点形成后，标准起草单位承接了内蒙古、

重庆、山东、辽宁等地 10 多起鉴定评估业务和损害事件调查，涉及

二氧化硫对玉米、小麦等植物伤害鉴定评估、耕地污染和生态破坏鉴

定评估，对相关技术环节和技术要点进行了实地验证。  

（四）预期效益 

本标准将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农用地土壤责任人

认定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能大大提高农业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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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业环境损害评估工作走向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这对人民法

院审理环境损害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我国农业生产的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国际标准的采用。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约束性文件，与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 21678）《农业环境损害

鉴定调查技术规范》（SF/Z JD0606002-2018）《农业环境污染损害

鉴定技术导则》（NY/T 3665-2020）《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

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 JD0601001-2014）《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环办政法〔2016〕67 号）《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 版）》（环办〔2014〕90 号）等现有法律

法规以及标准相衔接，相配套，是农业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标准引用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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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标准引用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强制性 推荐性 

GB15618-2018 土

壤环境质量 农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 

SL 190 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 

GB/T 21678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NY/T 398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1263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 

NY/T 3665-2020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技术规范； 

SF/Z JD0601001-2014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

损失估算实施规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无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环境损害评估原则、评估范围和程序、评估方

法、损失估算的技术方法及要求等内容。目前尚未有较为完善的农业

环境损害评估技术准则，按照相关要求，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需要配套管理措施，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开展与

本标准实施有关的科学研究，根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对本标准进行再

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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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实施后废止《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

（NY/T 1263）。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标准名称由《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

价技术准则》修改为《农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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