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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农业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编制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大豆原产国，大豆种植历史源远流长。作为重要的粮油作

物，大豆是优质蛋白和食用植物油的主要来源，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

的基础性、战略性物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先后经历了食用植物油和禽畜产品消费高

速增长期，以大豆为原料的豆油和豆粕在食用植物油和禽畜养殖中需

求量最大、市场份额最高，豆油和豆粕消费量的持续性攀升推动我国

大豆消费量日益增长。目前，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居全球第四位，进口

量居全球第一位。

长期以来，政府、科研、企业等单位都在开展大豆产业信息监测

工作，但由于监测口径和标准不统一，信息集成度、协同性差，不利

于数据等信息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共享、交换、流通、整合、利用，

甚至造成资源浪费。当前，数字农业、农业信息化产业蓬勃发展，制

定统一的大豆市场信息监测行业标准已成为行业转型升级和健康发

展的迫切需要。此外，大豆生产环节已经制定了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为大豆产业信息监测标准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前期对大豆市

场信息监测规范进行行业调查、梳理、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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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规范标准立项和制定，有利于凝练行业经验、便利信息流通、提高

监测效率、增加信息价值，有助于促进行业整体发展，同时也为政府

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数据和信息保障。

(二) 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2020 年农业行业标准立项计

划中《制定<大豆市场信息监测规范>标准》项目，项目由农业农村部

信息中心组织实施。

(三) 起草工作组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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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组成。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 任务下达

项目任务下达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联合北京金谷高科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2020 年 8月 6 日在北京

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并进行了任务分工。

2. 确立编制原则和编制计划

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起草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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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初步确定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体现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

制定了编制计划。

3. 收集相关资料

2020 年 8-12 月，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查阅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涉及大豆及其分类、质量分级规格、生产

和质量监测技术、农产品信息采集和监测等，主要包括以下标准规范：

GB 1352-2009 大豆

NY/T 1933-2010 大豆等级规格

GB/T 34808-2017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大豆

GB/T 26629-2011 粮食收获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技术规范

SB/T 10687-2012 大豆食品分类

SB/T 10649-2012 大豆蛋白制品

SB/T 10686-2012 大豆食品工业术语

T/CNFIA 109-2018 豆制品业用大豆

SN/T 4645-2016 进口大豆品质检验方法

NY/T 2138-2012 农产品全息市场信息采集规范

GB/T 35873-2018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NY/T 2137-2012 农产品市场信息分类与计算机编码

GB/T 37060-2018 农产品流通信息管理技术通则

GB/T 31738-2015 农产品购销基本信息描述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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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起草工作组还翻阅了大量涉及农产品信息采集和监测的相

关资料，并咨询了大豆产业链各环节专家的意见。

4. 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0 年 9月，起草工作组在收集和分析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查阅了更多的参考资料，研究标准编制思路，多次征求农业经济、农

产品信息监测、标准制定等方面专家的意见，按照标准编写要求编写

了标准草案。10 月，起草工作组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反复进行内部

讨论、论证，根据讨论结果对标准的框架和内容再次进行修改、完善，

完成了《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标准讨论稿。

5.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0 月，起草工作组就《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标

准讨论稿再次向有关专家、应用单位征集意见。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

起草工作组进一步细化修改标准文本，最终形成了《大豆市场信息监

测技术要求》标准征求意见稿。

6. 标准征求意见

2020 年 11 月 1 日-11 月 20 日，起草工作组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 27 家相关国家和地方农业行业管

理机构、相关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涵盖了北

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南、安徽等不同地区，截止期

前，共收到反馈意见 25 份。11 月-12 月，编写组成员针对所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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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进行多次讨论，对各种意见和问题做出了妥善的处理，对部分采

纳和未采纳意见给出了说明。

二、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编制原则

1. 协调一致性原则

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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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规则起草。标准编制过程中，在有关技

术内容方面（如术语、定义和一些通用词汇等）与现有农产品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相协调，并尽量保持一致。在形成征求意见稿之前，标

准草案主要技术问题在起草工作组内已经协调一致。

2. 先进性原则

坚持有利于行业发展、有利于用户的使用、有利于信息保障的原

则，又兼顾未来的需求，确保先进性。

3. 可操作性原则

广泛调研大豆市场信息监测的实际情况，充分征求农产品信息预

警研究团队、农业信息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的意见，通过反复论证、

验证，确保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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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 标准名称

农业农村部立项的标准名称为《大豆市场信息监测规范》，在标

准专家论证期间，有关标准专家提出，本标准的内容主要涉及大豆市

场监测的技术要求，缺少实证方法，不符合规范类标准编写要求，建

议标准名称修改为《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

起草工作组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大豆市场

信息监测技术要求》。

2. 标准范围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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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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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主要对《大豆市场信息监测技术要求》中的“大

豆市场信息监测”进行了规定。

4. 监测内容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内容共 33项，按重要性分为必选项和可选项

两部分。必选项是信息监测中必须监测的内容，共 26项；可选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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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监测，共 7 项。

5. 监测方式

大豆市场信息监测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等方式

实现。具有固定来源的数据使用全面调查方式获得，无固定来源的数

据使用抽样调查方式获得，消费类数据以抽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获得。

6. 监测数据处理

对于通过全面调查方式获得的固定来源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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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人工监测的方

式，由人工上传数据至监测信息数据库。

7. 信息表达方法

为方便大豆市场信息的共享、交换和流通，对监测到的市场信息

进行编码表示。大豆市场信息编码由 8层共 29 位编码组成。

三、 预期经济效果

我国大豆加工产能大、市场参与主体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大豆市场信息的监测一直受到政府、企业和研

究机构的重视。本标准的制定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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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提供了大豆市场监测的技术性规范，便于大豆市场信息在全社会

范围内的共享、交换、流通、整合、利用，有助于解决共享过程中信

息集成度、协同性差等障碍，进而提高我国大豆市场信息监测的整体

技术水平，发挥信息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四、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五、 专利和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实施本行业标准，建议开展本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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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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