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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

厅关于下达的“2021 年度供销合作社归口标准体系与行业标准品牌

建设项目计划计划”中的项目，其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1GH-ZD-47。

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社团部提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研究起草归口，由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研究起草。本标准是新制定的

推荐性行业标准。 

1.2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产地环境是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源头保障和重要基础，“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土十条”也明确指出

土壤污染防治要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农业农

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农产品产地土壤环

境监测工作方案(试行)》，明确指出要强化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管，

积极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健全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

测体系，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和水平。治理农膜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内在要求。 

此外，当前我国非常重视农膜回收利用，不断加强地膜污染治理，

强化政策发动、示范带动、科技驱动、监管带动，推进地膜污染防治

工作有序开展，国务院、农业部、等部门印发了一些列相关的政策、

规划，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农业现代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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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农膜回收行动

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见》、《关于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行动方案》等。 

微塑料一词是 Thompson 等人在 2004 年首次提出，并将其尺寸

界定在微米级别。目前，微塑料主要是指环境中粒径小于 5 mm 的塑

料碎片、纤维、颗粒、泡沫或者薄膜等。近年来，有关塑料在水环境

中（海洋中）的关注更多较。但研究表明，土壤中微塑料数量更多，

污染问题已十分严峻，其中一主要来源就是农膜残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近年来我国地膜使用量和使用年限不断增

加。但是长期以来重使用、轻回收，导致废旧地膜大量弃留在土壤中，

且地膜难充分降解，部分残留地膜经历长年风化，分解为地膜微塑料，

具有粒径小、数量多、比表面积大、疏水性强等特点，更易吸附有机

污染物及重金属颗粒，对土壤生产力和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影响

土壤生物群，以及通过食物链威胁人类健康。因此地膜微塑料作为一

种日益受关注的新型污染物，开展地膜微塑料的污染监测十分必要。 

现有的研究中已提出不少土壤中微塑料的分离提取和检测方法，

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但仍需进一步开发有高效准确的分析检测方

法。其次，目前土壤中微塑料的分离和检测缺乏标准化的可靠的分析

过程，导致不同分析方法获得的结果都有极大的不同，阻碍了不同研

究结果间的可比性，严重制约着微塑料污染有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因

此建立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的相关标准，为进一步开展相关

污染调查与潜在风险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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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推荐本标准。 

1.3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山东大

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资源环境相关研究机构、协会、企

业负责起草。 

1.4 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18 年 7 月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专项“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简称 NQI 专项)项目“农

产品产地环境评价分级与保护改良共性标准研究”中课题一“农产品

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和监测共性技术标准研究”的研究任务之一——

“农产品产地 土壤中微塑料含量的测定”，开展了土壤中微塑料含量

测定的方法研究，在土壤中微塑料的分析检测方法研究方面也开展了

大量研究工作，针对微塑料种类、粒径大小、浮选溶液、搅拌方法及

静置时间、消解方法、富集方法、定量定性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实验研

究，对方法中关键的影响参数进行确定优化，最终建立了一套土壤中

微塑料含量的检测技术。 

（2）成立标准工作组 

2021 年 8 月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起

草单位包括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企业、

协会等。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目标明确、任务清晰、逐项推进、科学

严谨的工作思路，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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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起草阶段 

从 2021 年 9 月-2021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原有工作支撑

下，采取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综合方法，充分借鉴和发

挥行业及专家在标准立项、标准制定、意见处理等过程中的指导和咨

询作用，全面收集专家及相关单位意见，及时修改完善标准技术内容，

以保障标准符合制定原则和相关要求。 

在标准起草阶段，标准起草工作组广泛查阅整理国内外文献资料

和相关标准，形成了《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并对文件中的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开展了实验室

验证工作，组织召开了多次工作组讨论会，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

改完善，形成了《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标准征求意见稿。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 

1.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标准起草人主要由长期从事标准化工

作、分析检测以及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中***

主要负责标准起草的各项具体工作及标准整体结构和各章节主要内

容的起草，****主要负责标准的各章节的修改完善工作，****等其他

起草人主要负责标准文献查找、方法验证和实验分析等工作。 

二、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为使《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并符

合行业特征，项目组坚持贯彻以下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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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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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2 完整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对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方法的

原理、试剂、仪器设备、采样方法、分析方法、结果表示等进行了梳

理、分析，以确保标准的完整性。 

2.3 可行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开展了实验室验证工作，征求了相关专

家和行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保证标准在行业内的可行性。 

三、确定本标准内容依据 

本标准主要立足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规定、标准要求等，在

遵循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编制本标准《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

量的测定》主要的依据，主要包括：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农产品产地

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农

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农

膜回收行动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见》、《关于

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方案》、《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等。 

四、标准的内容结构 

本标准共分为 5 部分及附录，主要内容框架如下：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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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方法原理 

（5）试剂及配置 

（6）仪器和设备 

（7）样品采集和制备 

（8）分析步骤 

（9）结果计算与表示 

（10）质量保证 

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研究的深入，先后完成了标准草案、标

准工作组讨论稿、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内容不断完善，不断趋于科

学合理。其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为： 

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测定农田土壤中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方法原理、试

剂及配置、仪器和设备、样品采集与制备、分析步骤、结果计算与表

示和质量保证。 

本文件适用于待播或收后农田土壤中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标准、文件等。： 

5.3 术语定义 

给出了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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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膜 mulch film 

用于作物栽培覆盖地面的塑料薄膜。 

（2）地膜微塑料  mulch film microplastics 

直径小于 5 mm 的地膜碎片或颗粒。 

（ 3 ）地膜微塑料残留量  residual quantity of mulch film 

microplastics 

农田土壤中残留地膜微塑料的量。 

5.4 方法原理 

该部分阐述了采集的土壤样品经过压碎、粗筛后，首先经过密度

浮选、消解、二次浮选、筛分、抽滤等预处理后，将待分析样品收集

到滤膜上；然后通过肉眼和使用体式显微镜，挑选出地膜微塑料，称

量其重量并计算测试区域土壤中地膜微塑料的残留量。 

5.5 试剂及配制 

该部分对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及配制方法进行了规定。 

5.6 仪器和设备 

该部分对分析过程中使用的仪器和设备进行了规定。 

5.7 样品采集与制备 

该部分规定样品采集的要求和样品制备的要求。本部分内容的确

定主要参考依据国家标准《农田地膜残留量限值及测定》（GB/T 

25413-2010 ）和环境行业标准《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

中的相关规定。 

样品采集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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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集对象：应用过地膜及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农田地块。 

（2）采集时机：应选在上季作物收获后或下季作物播种前。 

（3）采样点的确定：在待测区域沿场地长宽方向的中线，将其

划为四块，随机选取对角的两块作为两个测区，每个测区为一个样本。

测点采用 5 点法，从测区 4 个对角沿对角线，分别在 1/4～1/8 对角线

长度范围内确定 4 个测点的位置，再加上对角线的交点，作为测定地

膜微塑料的 5 个测点。每个测点选取 1m×1m 的区域，深度为耕作层

深度（25cm～30cm）将每个测点采集的的土壤样品均匀混合后，用

四分法取 3-5kg 土壤样品装入样品袋，样品签和采样记录等要求应符

合 HJ/T 166 的要求。 

样品准备方法： 

（1）将采集的的土壤样品平铺在干净的搪瓷盘或玻璃板上，去

除石块、树枝、昆虫等杂质，用铁锤或瓷质研磨棒压碎后土块，每天

翻动几次，在 15～25 ℃室温环境下自然风干。 

（2）充分混匀风干土壤，采用四分法，取其两份，一份留存，

一份压碎至全部通过 2 mm 土壤筛（6.2），混匀，待测。 

5.8 分析步骤 

该部分规定分析步骤的要求，主要分为预处理和分析测定。 

起草单位前期在土壤中微塑料的分析检测方法研究方面也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针对微塑料种类、粒径大小、浮选溶液、搅拌方法

及静置时间、消解方法、富集方法、定量定性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实验

研究，本部分内容基于起草单位前期开展的土壤中微塑料含量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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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基础，重点针对聚乙烯地膜微塑料提出了土壤中地膜微塑料

的分离提取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 

预处理步骤主要包括浮选、过滤、消解、二次浮选、过滤收集和

挑选样品；分析测定规定了预处理后样品测定重量的方法。、 

5.9 结果计算与表示 

该部分主要规定了测定范围、结果表示、精密度和准确度。 

5.10 质量保证 

    该部分主要规定了本方法的质量保证要求，每批样品应至少做

10%的平行样品测定，样品数不足 10 个时，每批样品应至少做一个

平行样品测定。同事应特别注意实验室污染结果的影响，实验前使用

酒精擦拭试验台，操作实验过程中应全程穿着棉质实验服。 

六、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效果分析 

6.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标准制定过程中，工作组依据本文件规定的分析方法，对农田地

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方法进行了实验室内验证试验，验证了该方法

的精密度与准确度。 

6.2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标准实施后，为废矿物油和废

切削液资源化利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依据，能够促使资源化利

用产品的推广和应用，从而推动我国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的进

步，实现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一方面能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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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资源短缺，另一方面降低其对社会、自然环境的污染，具有极大地

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

引导作用。 

七、标准中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的说明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专利的责任。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

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九、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协调一致的。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一、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

其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以后，由标准归口单位组织生产企业、各有关部门进行

标准宣贯。企业可按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产品标准进行制修订。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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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检测机构等可将本标准作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检测、判定

产品的方法依据，建议实施日期为批准发布后 3 个月。 

十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四、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农田地膜微塑料残留量的测定》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