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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北京金谷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粮油信息中

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殷瑞锋，黄菡，王辽卫，罗长寿，张振，王禹，张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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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豆市场信息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监测内容、监测规范与表达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大豆市场信息采集、分析、预警、发布和流通为目的的监测过程与数据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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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 大豆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1771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 soybean market information monitoring
对大豆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价格、数量以及与交易过程密切相关的播种面积、产量、加工量、消费量、

进口量、出口量、库存量等数据和信息进行客观、真实的记录和描述。

4 监测内容

4.1 监测内容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的内容应符合表 1的规定。监测内容按重要性分为必选项和可选项。必选项是信

息监测中必须监测的内容，可选项则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监测。

表 1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内容

序号 信息内容 要素类型 简要说明

1 交易时间 必选 大豆市场交易发生的时间

2 交易地点 必选 大豆市场交易发生的地点

3 认证类型 必选 大豆的认证标签和标志

4 交易等级 必选 大豆交易的质量指标

5 交易价格 必选 大豆交易时形成的价格

6 交易量 必选 大豆成交的数量

7 播种面积 必选 播种大豆的土地面积

8 单产 必选 大豆每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量

9 产量 必选 播种面积上面收获的大豆总量

10 生产总成本 必选 生产大豆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

11 生产净利润 必选 生产大豆过程中获得的净收益

12 进口量 必选 大豆进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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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出口量 必选 大豆出口的数量

14 进口完税价 必选 进口大豆的完税价格

15 出口完税价 必选 出口大豆的完税价格

16 进口来源地 必选 进口大豆的发出地

17 油脂企业数量 必选 以大豆为原料的油脂生产企业数量

18 食品企业数量 必选 以大豆为原料的食品生产企业数量

19 油脂企业加工产能 必选 油脂企业一年内能够加工的大豆数量

20 食品企业加工产能 必选 食品企业一年内能够加工的大豆数量

21 油脂企业加工量 必选 油脂企业单位时间内加工大豆的数量

22 食品企业加工量 必选 食品企业单位时间内加工大豆的数量

23 库存量 必选 农户和企业在任一时点存储的大豆实物数量

24 全球主要出口国产量 必选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大豆产量

25 全球主要出口国出口量 必选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出口的大豆数量

26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必选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27 进口大豆预报数量 可选 未来一段时间大豆到港数量的预报

28 加工利润 可选 企业加工大豆的纯收益

29 消费量 可选 全社会一年内消费大豆的数量

30 全球主要出口国库存量 可选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库存量

31 全球主要出口国出口价 可选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出口报价

32 国内运费 可选 中国境内运输大豆的费用

33 国际运费 可选 进口大豆国际段的运输费用

4.2 必选项

4.2.1 交易时间

大豆市场交易发生的时间：

a) 国内交易以北京时间为准，国际交易以当地时间为准，表达的格式为 YYYYMMDDHHMM；

b) 交易时间精确度根据信息内容而定。针对某一时刻的特定交易，其交易时间应精确到分；针对

某一时期内的交易，交易时间根据时间段的长短可以精确到日或时。

4.2.2 交易地点

大豆交易发生的地点：

a) 国内大豆现货交易地点应包括所属区县名称，有条件的还应包括交易市场的名称；

b) 国内和国际大豆期货交易地点为商品期货交易所。

4.2.3 认证类型

大豆的认证标签和标志，包括非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大豆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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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交易等级

大豆交易的质量指标，按 GB 1352 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a) 大豆按完整粒率定等，共分为五个等级，以三等为中等标准，完整粒率低于最低等级规定的，

应作为等外级；

b) 高油大豆按粗脂肪含量定等，共分为三个等级，以二等为中等标准，粗脂肪含量低于最低等级

规定的，不应作为高油大豆；

c) 高蛋白质大豆按粗蛋白质含量定等，共分为三个等级，以二等为中等标准，粗蛋白质含量低于

最低等级规定的，不应作为高蛋白质大豆。

4.2.5 交易价格

大豆交易时形成的价格，包括现货交易价格和期货交易价格两类：

a) 非转基因大豆现货交易价格，包括收购价、批发价、进厂价等，单位为元/吨（CNY/t）。

b) 转基因大豆现货交易价格，主要为港口分销价格，单位为元/吨（CNY/t）。

c) 国内期货交易价格，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转基因大豆期货合约

的成交价格，单位为元/吨（CNY/t）。

d) 国际期货交易价格，国际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大豆期货合约的成交价格，单位为美元/

吨（US$/t）。

4.2.6 交易量

大豆成交的数量，单次或一个时间段内完成交易的大豆数量，包括现货大豆交易量和期货大豆交易

量两类，单位为吨（t）。

4.2.7 播种面积

播种大豆的土地面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日历年度内收获大豆在全部土地（耕地

或非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作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

年收获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²）。

4.2.8 单产

每单位面积上的大豆产量，单位为吨/公顷（t/hm²）。

4.2.9 产量

播种面积上面收获的大豆总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日历年度内生产的全部去除豆荚

后的干豆数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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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生产总成本

生产大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由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两部分组成。其中，生产成本由物质与服务费

用、人工成本构成，土地成本为流转地租金或自营地折租。单位为元/公顷（CNY/ hm²）。

4.2.11 生产净利润

生产大豆过程中获得的净收益，等于每公顷大豆的总产值减去生产总成本。其中总产值为每公顷大

豆的主产品产值与副产品产值之和。单位为元/公顷（CNY/hm²）。

4.2.12 进口量

大豆进口的数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每月大豆进口数量，单位为吨（t）。

4.2.13 出口量

大豆出口的数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每月大豆出口数量，单位为吨（t）。

4.2.14 进口完税价

进口大豆的完税价格，即海关在计征进口关税时使用的计税价格，单位为元/吨（CNY/t）。

4.2.15 完税价

出口大豆的完税价格，即海关在计征出口关税时使用的计税价格，单位为元/吨（CNY/t）。

4.2.16 进口来源地

进口大豆的发出地，即全球出口大豆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4.2.17 油脂企业数量

以大豆为原料的油脂生产企业数量，即通过加工大豆获取豆油和豆粕的企业数量。

4.2.18 食品企业数量

以大豆为原料的食品生产企业数量，包括豆制品加工企业的数量、蛋白生产企业的数量和酱油酿造

企业的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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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 油脂企业加工产能

油脂企业一年内的生产能力，即油脂企业在既定的固定资产和组织技术条件下，一年内能够加工的

大豆数量，单位为吨（t）。

4.2.20 食品企业加工产能

食品企业一年内的生产能力，即豆制品加工企业、蛋白生产企业和酱油酿造企业等在既定的固定资

产和组织技术条件下，一年内能够加工的大豆数量，单位为吨（t）。

4.2.21 油脂企业加工量

油脂企业单位时间内加工大豆的数量，即油脂企业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加工大豆的数量，单位

为吨（t）。

4.2.22 食品企业加工量

食品企业单位时间内加工大豆的数量，即豆制品加工企业、蛋白生产企业和酱油酿造企业等每日、

每周、每月、每年加工大豆的数量，单位为吨（t）。

4.2.23 库存量

农户和企业在任一时点存储的大豆实物数量，即农户未销售的大豆数量和企业的商业性存储量，单

位为吨（t）。

4.2.24 全球主要出口国产量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大豆产量，单位为吨（t）。

4.2.25 全球主要出口国出口量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出口的大豆数量，单位为吨（t）。

4.2.26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即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中心每日公布的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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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选项

4.3.1 进口大豆预报数量

根据出口地装船及运输情况推算的未来一段时间大豆到港预估数量，单位为吨（t）。

4.3.2 加工利润

加工企业单位时间内（日、周、月、年）在加工大豆的过程中获得的纯收益，等于产品销售收入减

去原料成本以及加工费用等，单位为元/吨（CNY/t）。

4.3.3 消费量

全社会一年内消费大豆的数量，单位为吨（t）。主要包括：

a) 榨油消费，油脂企业加工大豆的消费量；

b) 食用消费，包括直接食用（豆芽、豆浆、毛豆等）消费量、豆制品加工消费量、蛋白加工消费

量、酱油酿造消费量等；

c) 饲用消费，直接用于饲料的大豆消费量；

d) 种用消费，大豆种植的种子用量。

4.3.4 全球主要出口国库存量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大豆库存量，单位为吨（t）。

4.3.5 全球主要出口国出口价

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出口报价（FOB），单位为美元/吨（US$/t）。

4.3.6 国内运费

中国境内运输大豆的费用，包括铁路运价、水运运价、汽车运价等，单位为元/吨（CNY/t）。

4.3.7 国际运费

进口大豆国际段的运输费用，包括铁路运价、海运运价等，单位为美元/吨（US$/t）。

5 监测方式

5.1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实现。

5.2 播种面积、单产、产量、进口量、出口量、进口完税价、出口完税价、期货交易价格、交易量、全

球主要出口国大豆产量、出口量、库存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等固定来源数据使用全面调查方式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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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现货交易价格、交易量、油脂和食品企业加工产能、加工量、农户和企业大豆库存量、国内运费、

国际运费等无固定来源数据使用抽样调查方式获得；消费数据以抽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

得。

6 监测点布设

6.1 监测点应在大豆优势产区、加工地和主要口岸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选取。

6.2 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经济组、中间商、加工企业作为监测点。

6.3 监测点应相对稳定，必要时可根据情况进行适度调整。

7 监测时间和频次

大豆信息监测的时间和频次，应根据监测目的、内容、方式以及监测分析方法确定。

8 监测数据处理

8.1 播种面积、单产、产量、进口量、出口量、进口完税价、出口完税价、期货交易价格、交易量、全

球主要出口国大豆产量、出口量、库存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等固定来源数据，可根据监测目的

和需要，研制专门的计算机监测处理程序，实现自动监测和处理功能，实时上传数据至监测信息数据库。

8.2 现货交易价格、交易量、油脂和食品企业加工产能、加工量、农户和企业大豆库存量、国内运费、

国际运费等调查数据，应采用人工监测的方式，由人工上传数据至监测信息数据库。

8.3 应由专业人员开展数据核查和质量控制，对监测数据的值域范围、数据完整性、数据格式进行检查，

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数据。

9 信息表达方法

9.1 为方便大豆市场信息的共享、交换和流通，应对监测到的市场信息进行编码表示。

9.1.1 大豆市场信息编码由 8 层 29 位代码组成。分别为交易时间、交易地点、认证类型、交易等级、

数据类别、计量单位、监测数据、校验码。

9.1.2 代码顺序、代码格式和编码方法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大豆市场信息编码表

序号 信息内容 格式 说明

1 交易时间 N12

YYYYMMDDHHMM，具体到分。大豆市场信息内容没有监测或部分缺失时，

交易时间缺少部分代码用 9补齐，其他内容缺少部分代码用 0补齐，

确保所有信息代码长度一致。

2 交易地点 N6+N1

a）交易地点为国内现货市场时，采用 6位县区代码（按 GB/T2260）

+1 为交易类型代码（1-现货、2-期货）；

b）交易地点为期货市场时，采用 00000+1 位交易所代码 （1-国内期

货交易所、2-国际期货交易所）+1 位交易类型代码（1-现货、2-期

货）。

3 认证类型 N1 大豆的认证标签和标志（1-非转基因、2-转基因）

4 交易等级 N1

a）按完整粒率定等，1 位等级编码（1-一等、2-二等、3-三等、4-

四等、5-五等，6-等外）（按 GB1352）；

b）高油大豆按粗脂肪含量定等，1 位等级编码（1-一等、2-二等、

3-三等、4-等外）（按 GB1352）；

c）高蛋白大豆按粗蛋白质含量定等，1 位等级编码（1-一等、2-二

等、3-三等、4-等外）（按 GB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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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类别 N2

1-交易价格、2-交易量、3-播种面积、4-单产、5-产量、6-生产总成

本、7-生产净利润、8-进口量、9-出口量、10-进口完税价、11-出口

完税价、12-油脂企业数量、13-食品企业数量、14-油脂企业加工产

能、15-食品企业加工产能、16-油脂企业加工量、17-食品企业加工

量、18-库存量、19-全球主要出口国产量、20-全球主要出口国出口

量、2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22-进口大豆预报数量、23-加工

利润、24-消费量、25-全球主要出口国库存量、26-全球主要出口国

出口价、27-国内运费、28-国际运费

6 计量单位 N1
1-元/吨（CNY/t）、2-美元/吨（US$/t）、3-吨（t）、4-公顷（hm

²）、5-吨/公顷（t/hm²）、6-元/公顷（CNY/ hm²）

7 监测数据 N4 采用科学计数法表示，前 4位为有效数字（含小数点后 2位）。

8 校验码 N1 计算方法按 GB/T 17710

9.2 信息编码代码结构

大豆市场信息编码代码结构如图 1。

N12 N7 N1 N1 N2 N1 N4 N1

第 8层（1位） 校验码

第 7层（4位） 监测数据

第 6层（1位） 计量单位

第 5层（2位） 数据类型

第 4层（1位） 交易等级

第 3层（1位） 认证类型

第 2层（7位） 交易地点

第 1层（12位） 交易时间

图 1 信息编码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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