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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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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王伟、张国良、刘潇威、董如茵、强沥文、王荫荫。 

本技术规范附录 A、B、C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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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的调查原则、程序、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农作物污染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 

2  规范性应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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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4284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172  城市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  农田土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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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398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3.1   

农作物  crop  

农业上栽培的各种植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工业原料作物、饲料作物、药用作

物等。 

3.2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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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污染损害  crop pollution damage 

污染物进入农业环境，给农作物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急慢性伤害，造成产量减少和品质下

降的现象。 

3.3   

鉴定调查  identification survey 

司法鉴定调查人员采取材料收集、走访座谈、现场勘查等方法，运用技术手段和仪器设

备围绕农作物受害原因及损失程度开展的一系列技术活动。 

3.4   

对照区  control area 

与受鉴区域距离较近、环境条件基本一致，没有受到污染、采用同种生产技术且种植同

类农作物、可用于对比分析的农业生产区域。 

4  调查原则 

4.1  遵循法律法规关于调查取证的规定，依法开展调查。 

4.2  依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调查，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4.3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技术、成本等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案，确保调查方案的

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5  调查程序与方法 

5.1  调查程序 

从事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应遵循以下步骤：调查准备、基本情况调查、田间管理

调查、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受害原因初步分析、污染物与污染源调查、监测调查、编制调

查报告。 

 

图 1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流程图 

现场调查应采用视频资料提取设备、GPS、文字描述、绘制图表、实物提取等方式提存

基本情况调查 

污染物与污染源调查 

 

编制调查报告 

监测调查 

田间管理调查 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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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影像资料、实物样品、农作物标本、污染物质样本、当事人和见证人现场描述等，

记录现场，固定证据。 

现场调查应填写现场调查登记表，并做好调查记录。调查记录应载明：受害方对受害情

况的反映、看法和证词；其他见证人对受害情况的反映、看法和证词；排污单位或个人对农

作物受害情况及与自己行为关系的陈述和申辩。 

调查记录由委托方代表、当事人代表签字，一方拒绝签字的，应注明拒签，告知理由的，

应注明理由。 

调查人员从事现场调查工作应出示工作证，鉴定人应当出示鉴定人执业证。 

现场调查应在委托方代表、当事人代表到场的情况下进行，无法通知、拒绝到场或到场

后影响公正的除外。 

5.2  调查方法 

5.2.1  资料收集法 

通过委托方提供、司法机关收集、鉴定机构自行收集等途径，获取能够反映农作物受污

染及污染源情况所有资料信息的方法。 

收集资料时，应保证资料的现时性与可靠性。 

5.2.2  现场勘查法 

通过对受鉴区域的实地踏勘，观察受害农作物伤害症状，记录污染源分布情况，核实收

集资料的准确性等活动，获取受鉴区域一手资料和数据的方法。 

现场勘查应遵循整体与重点相结合原则，在综合考虑污染源、污染物分布和种植功能的

同时，突出污染严重区域和农作物受害时段的调查，采用笔录、摄像等方式及时记录所观察

到的信息，核查委托方提供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时效性。 

5.2.3  对比调查法 

将受害区域农作物与对照区同种农作物进行比对，观察和监测二者外部表征、产量、质

量的变化及差异，从而获取相关信息的调查方法。 

在对比调查中，要根据调查需要，灵活开展定性对比、定量对比、定点对比、定时对比。 

5.2.4  访谈法 

通过询问、问卷、座谈等方式，向当事人、见证人、利害关系人等相关人员，了解农作

物损害发生经过，农作物受害症状和变化过程等信息，弥补现场勘查中遗漏信息的方法。 

5.2.5  现场监测法 

依据国家现行监测规范和技术标准，根据受害农作物分布、污染源位置、受害面积等布

设监测点位，确定监测位置与频率，获取农作物和污染物样品数据的方法。 

当资料收集、现场勘查、访谈等方法获取的信息无法满足调查任务对精准性的需求，且

受害现场及危害行为仍在发生时，应当采取现场监测法。 

5.2.6  遥感调查法 

依靠现代测量手段，以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为基础，根据调查对象和调查需要，

加载不同的卫星遥感信息，经过计算机处理，得到所需要的图形及调查数据的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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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作物受害面积较大，通过人力踏勘较为困难或难以完成评价时，可采用遥感调查法。

遥感调查可通过航拍、卫星定位等方法获取受鉴区域空间分布等图像和数据信息。 

遥感调查应当辅之以必要的现场实地勘查。 

6  调查准备 

—— 制定方案。分析委托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实物等鉴定材料，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

特征，明确鉴定调查的具体要求，根据鉴定事项，制定鉴定调查工作方案。 

—— 工具准备。包括照相机、摄像机、记录表格、计算器、标本夹、镊子、剪刀、采

集袋、GPS、放大镜、望远镜、标签本等以及现场监测所需的便携式仪器。 

—— 规范准备。熟悉现场调查仪器设备的使用规范，采样与监测规范，以及其他与调

查有关的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 

—— 成立鉴定调查组。鉴定机构根据鉴定事项和鉴案实际情况，由鉴定人、鉴定辅助

人及其他技术人员组成鉴定调查组，开展鉴定调查工作。 

7  基本情况调查 

—— 受鉴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结构、土壤类型、土壤肥力等。 

—— 损害发生时间、损害过程及持续时间。 

—— 受鉴区域的气象、水文、空气状况。包括农作物受害期间各气象要素如温湿度、

风向、风速、气压以及田间小气候。 

—— 受害农作物种类、品种、面积、区域分布，以及受害时所处的生育阶段、生长速

度与处于旺盛生长的器官或部位等的变化情况。 

—— 受害农作物产量与质量，包括不同受害区域农作物减产量、超标率。农作物植株

受害率、叶片受害率、果实受害率、生物受害指数等。 

—— 正常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包括受鉴区域农产品受害前三年平均产量及品质情况，

或对照区单位面积产量及品质情况。 

8  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 

选择受害严重、症状典型的地块或水域，随机选取受害农作物样品若干，观察受害部位

和受害症状。重点查看整体受害情况，对局部部位进行详细的观察与比对分析。  

—— 观察受害农作物株苗与正常生长农作物株苗的区别，重点确认受害农作物株苗根

部的长度、重量、形状、颜色、根须情况以及根部是否腐烂、变质等。 

—— 观察受害农作物株苗叶片与正常生长农作物株苗叶片的区别，重点确认受害农作

物株苗叶片的形状、脉络以及伤斑的位置、颜色、形状和大小，查看叶片是否卷曲、枯死、

腐烂等。果树还要查看落叶情况以及上风向的叶片受害情况。 

—— 观察农作物植株是否有干枯、组织破坏的表征，查看形状、颜色、生长发育等情

况与正常植株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 观察受害农作物果实与正常生长农作物果实的差异，确定是否存在瘪小、干枯、

腐烂的情况，特别留意伤斑形状、颜色、大小和部位。 

9  田间管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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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种植习惯、栽培管理、种植业结构，灌溉用水及灌溉频率等。 

—— 本茬及前一茬农作物种子、种苗、商品苗木质量状况。 

—— 施用农药的品种、有效成分含量、稳定性、残效期，单位面积施用剂量、方式、

时间、施用频率，以及是否按规范施用等。 

—— 本茬及前一茬农作物施用肥料的品种、数量、成分，施用方式、时间、频率、单

位面积施用量，以及是否按规范施用等。 

—— 与农作物受害症状相同或相似的病害、 虫害等在近期是否发生与流行。 

—— 农作物秸秆、农用机油渣、农用薄膜等农业废弃物的产生量与处理方式。 

—— 农用机械设备等使用过程是否会造成农作物此种症状。 

—— 近期田间管理的所有环节中，是否实施过有可能引起该种受害症状的措施。 

—— 生产者已采取恢复补救的措施及成本。包括增施肥料的种类、名称、用量、价格，

增加的种耕、培管的生产用工量，当地用工日平均薪酬等。 

10  受害原因初步分析 

结合基本情况调查、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和田间管理调查，判断受害症状是否属于种子

质量、病害、虫害、肥害、药害、气象灾害或其它田间管理不当所致。 

若是上述因素所致，调查即可终止。若受害症状与上述原因无关，或不完全由上述原因

所致，则应随即转入污染源与污染物调查。 

若不完全由上述原因所致，对上述原因在农作物受害中所起作用（主要、次要、加速）

和比重做出初步判断。 

11  污染源与污染物调查 

11.1  污染源调查 

—— 周边排污企业规模、产品、产量。 

—— 环保设施工艺原理、工艺流程、工艺水平、运行效果、副产品等。 

—— 原辅材料种类、成分及含量、总消耗量及污染物产生量。 

—— 生产布局情况，包括原料和燃料堆放场、车间、堆渣场等污染源的位置；厂区、

生产区、绿化带、污染源位置。 

—— 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等。 

11.2  污染物调查 

——污染物种类、数量、成分、排放方式、排放浓度、排放量（日/月/年），排放口位置、

数量，污染物控制方法、历史排放情况。 

—— 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中，是否有造成农作物受害症状的污染物。 

—— 若存在致害污染物，查明环保设施在生产时是否正常启动。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物

是否发生跑、冒、滴、漏等造成泄漏的现象。 

—— 损害发生期间，排污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原料、工艺、设施等方面是否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否会引起该污染物的超标排放。 

11.3  污染源周边环境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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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附近水流主干、分支以及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物的分布。包括污染物进

入受害田块的部位、距离、浓度、时间等。污染物在进入不同农作物后的迁移、扩散、转化

规律。绘制污染物水平和垂直分布及迁移示意图。 

—— 污染物致害时的条件与农作物受害期间所处的实际环境条件是否相符。 

11.4  污染源与污染物认定原则 

污染源与污染物认定，应把握如下原则： 

—— 受害农作物周围某一方位存在某污染源； 

—— 该污染源的存在向环境排放某污染物； 

—— 农作物受害症状与该污染物致害症状一致。 

—— 该污染物造成污染的条件与农作物受害期间所处的实际环境条件相符。 

—— 其它致害因素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12  监测调查 

针对不同污染类型及污染源分布，监测灌溉水、农田土壤、农区环境空气及受害农作物

中的污染物及其含量。  

农区环境空气、农用水源、农田土壤、农产品的监测项目、监测数量、分析方法、质量

控制、数理统计、结果评价按照 NY/T395、NY/T396、NY/T397、NY/T398、GB3838、GB4284、

GB5749、GB8172、GB15618、GB16297、GB/T16157 执行。 

13 报告编制 

13.1  内容和格式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报告书要对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

包括基本情况概述、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田间管理调查、污染源及污染物调查、监测调查、

分析说明、不确定性及限制条件分析、调查意见、附件等。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报告书格式及具体要求详见附录 C。 

13.2  调查意见 

调查意见应尽量明确受鉴区域及周边区域有无致害污染源。并就农作物受害症状与污染

源及污染物排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做出调查判断。如果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就农作物受

污染程度做出初步判断。 

13.3  专家建议 

应委托方要求，调查组可根据调查过程中掌握的情况，以及得出的调查意见，就污染预

防与修复，从科学防治的角度，提出专家建议。 

专家建议包括污染预防以及污染修复等补救与治理措施建议，专家建议应当科学可行。 

专家建议不是鉴定调查报告书的必然组成部分，鉴定人对专家建议不承担与鉴定调查意

见同等法律责任。 

13.4  不确定性分析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报告书应列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限制条件和欠缺的信息，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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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及对调查工作和调查意见的影响做出评估。 



SF/Z JD0606002——2018 

 8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现场调查登记表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现场调查登记表 

一、基本情况 

自然地理情况 

地形地貌  

自然环境  

地理坐标  

土壤类型  

水资源情况 

地表水  

地下水  

气候情况 

年降雨量  

主导风向  

温度  

日照  

其他  

 

 

 

 

 

 

 

农业生产与 

管理情况 

作物类型  

耕作习惯  

土地利用  

灌溉情况  

施肥情况  

施药情况  

耕地质量  

农作物产

量与质量 

 

田间垃圾

产生量与

处理方式 

 

近三年自

然灾害、

病虫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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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发生

期间的情

况 

周边污染源情

况 

包括分布、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无环保设施、农作物受害期有无偷排、漏拍现

象等。 

其他  

二、受害情况 

序号 农作物名称 受害部位 症状描述 损失情况 

     

  

  

     

  

  

     

  

  

     

  

  

     

  

  

三、污染物及污染途径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方位（处在受害农作物的具体方位） 扩散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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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现场调查记录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现场调查记录 

鉴案名称：                                              编号：        

 

时  间：                           地  点：                      

鉴定人：                           见证人：                      

委托方：                           当事人：                      

记录人：                         

调查内容： 

                                                                            

                                                                            

                                                                            

                                                                            

                                                                            

                                                                            

                                                                            

                                                                            

                                                                            

                                                                            

                                                                            

                                                                            

                                                                            

                                                                            

                                                                            

鉴定人：（签名）                    见证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当事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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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报告书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 

调查报告书 
 

 

 
 
 
 
 
 
 
 
 
 
 
 
 

 
 
 
 
 

司法鉴定许可证号：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号：3号仿宋体，居中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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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2 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1. 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

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

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 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

行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 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声明内容：3 号仿宋体） 

 

 

 

 

 

地    址：× ×市× ×路× ×号（邮政编码：000000） 

联系电话：000-00000000 

（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及联系电话：4 号仿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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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正文部分，二级标题：4 号黑体，段首空 2 字。文内 4 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 2 字，行间距一

般为 1.5 倍。日期、数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等顺序排列。表格一般采

用三线表，居中排列，图表说明和表内文字居中排列，5 号宋体。 

一、基本情况 

委 托 人：  

调查事项：  

调查日期： 

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调查依据： 

二、案情摘要 

三、 调查过程 

基本情况调查 

农作物受害症状调查 

田间管理调查 

污染源及污染物调查 

监测调查 

四、 分析说明 

五、 不确定性及限制条件分析 

六、 调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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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专家建议 

                                                           

         二○××年×月×日 

附件： 

1．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空间分布图；  

2．现场照片、采样布点图、监测点位布设图 

3．现场调查记录、现场调查登记表 

4．相关资料，包括气象报告单、相关监测报告、污染排放过程记录等 

5．鉴定机构执业证书、鉴定人资格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