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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NY/T ×××× 《微生物农药环境风险评估指南》，分为 6 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鱼类； 

——第 3 部分：溞类； 

——第 4 部分：鸟类； 

——第 5 部分：蜜蜂； 

——第 6 部分：家蚕。 

本部分是 NY/T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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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微生物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2 部分：鱼类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微生物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鱼类影响的风险评估原则、方法和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为微生物农药登记而进行的水生生态系统鱼类影响的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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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2882.2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第 2 部分：水生生态系统 

NY/T 3152.4 微生物农药环境风险评价试验准则第 4 部分：鱼类毒性试验 

NY/T 3278.2 微生物农药环境增殖试验准则第 2 部分：水 

NY/T ××××× 微生物农药环境风险评估指南第 1 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生生态系统 aquatic ecosystem 

水生生物群落与水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同 NY/T 2882.2] 

3.2 

物种敏感性分布 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 

使用统计学或经验分布函数描述物种对农药敏感性差异的方法，用 SSD 表示。[同 NY/T 

2882.2] 

3.3 

无可见作用浓度 no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 

与对照相比，供试物对受试生物在统计学上无显著负面影响的最高浓度，用 NOEC 表

示。单位为微生物菌体数每升（CFU/L 或个/L）。 

3.4 

无可见生态不良效应浓度 no observed ecologically adverse effect concentration 



 
 

等于或低于该浓度不会在某项高级试验研究（如中宇宙）中观测到持久不良效应，用

NOEAEC 表示。单位为微生物菌体数每升（CFU/L 或个/L）。 

3.5 

中宇宙 mesocosm 

人工模拟的多物种试验系统，用来评估农药的生态毒性影响。该系统一般为陆生系统或

水生生态系统，可包括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同 NY/T 2882.2] 

3.6 

5％物种危害浓度 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of the species 

通过物种敏感性分布得出的对 5%物种存在危害的浓度，用 HC5 表示。单位为微生物菌

体数量每升（CFU/L 或个/L）。 

4 基本原则 

4.1 保护目标是水生生态系统中鱼类资源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即微生物农药的使用不应对

水生生态系统中的鱼类存在短期和长期影响。本部分要保护的生态系统是指农田之外的，常

年有鱼类生存的生态系统。 

4.2 微生物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鱼类的风险评估采用阶段递进评估方法。 

5  评估方法和程序 

5.1  概述 

微生物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鱼类环境风险评估流程遵照图 A.1。 

5.2  问题阐述 

5.2.1  风险估计 

根据微生物农药生物学特征、防治对象等确定对鱼类危害的可能性，当根据现有信息

不能排除鱼类受到微生物农药的暴露危害时，应进行风险评估。 

用于多种作物或多种防治对象的微生物农药，当针对每种作物或防治对象的施药方法、

施药量或频率、施药时间等不同时，可对其使用方法分组评估： 

a） 分组时应考虑作物、施药剂量、施药次数和施药时间等因素； 

b） 根据分组确定对鱼类风险的最高情况，并对该分组开展风险评估； 

c） 当风险最高的分组对鱼类的风险可接受时，认为该微生物农药对鱼类风险可接受； 



 
 

d） 当风险最高的分组对鱼类的风险不可接受时，还应对其他分组开展风险评估，从而

明确何种条件下该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风险可接受。 

5.2.2   数据收集 

参照 NY/T****总则中“表 1 微生物农药环境风险评估危害识别信息表”，针对本部分的

保护目标收集但不仅限于微生物农药生物学、生态毒理、环境繁衍、制剂组成及使用方法等

方面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初步分析，以确保有充足的信息进行危害特征和环境暴露分析。 

5.2.3   计划简述 

根据已获得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拟定风险评估方案，简要说明风险评估的内容、方法和

步骤。 

5.3  第一阶段评估 

5.3.1  最大危害暴露量毒性评估 

采用 NY/T 3152.4 的标准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在最大危害暴露浓度下对鱼类的危害

情况。若待评估物质为母药，根据其致毒机理选择合适的暴露途径；若待评估物质为制剂，

可根据母药的资料选择合适的暴露途径。若任何一种暴露途径的最大危害暴露量试验结果显

示微生物农药对鱼类有显著不良影响，则要进行剂量－效应分析和致（死）病性验证试验。 

5.4  第二阶段评估 

5.4.1 确定剂量－效应分析毒性终点 

采用 NY/T 3152.4 规定的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 LC50 或 IC50 等毒性终点值。

在初级评估中，选择毒性终点应遵循以下原则： 

a）当某一制剂的毒性相对母药或其他剂型显著（100 倍）增加或降低毒性时，使用该

制剂的毒性终点值评估该制剂对鱼类的风险。 

b）当因剂型等限制未能得出确切制剂毒性终点时，但有微生物母药或菌株的毒性终点

值，可使用母药或菌株的毒性终点值作为效应评估值。 

c）当同一物种具有多个毒性终点时选择最小数值作为效应评估终点值；当有多个物种

的数据但不足以进行 SSD 分析时，选择所有物种毒性终点的最小值。 

5.4.2 确定致死（病）性效应 



 
 

a）致死（病）性试验设计应遵循柯赫氏法则。 

b）某些专性寄生微生物如病毒等，由于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可以采用其他实验

方法证明，或充分说明其寄主专一性。 

5.4.3 环境暴露分析 

采用 NY/T 3278.2 等规定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在人工配制水体、标准试验条件下的

环境增殖能力，根据生长－死亡曲线预测微生物在水体中的最大浓度，并将此作为环境暴露

浓度用作风险评估。 

5.4.4  初级风险的定量和定性表征 

——当微生物毒性表现为阈值效应，风险表征可采用风险商值（RQ）进行定量描述： 

  RQ≤1，即环境暴露浓度低于或等于危害效应终点，则风险可接受； 

  RQ＞1，即环境暴露浓度高于危害效应终点，则风险不可接受。 

——当微生物毒性表现为单击、非阈值效应，风险标准可采用定性描述：  

    当微生物农药在水中无生长能力，则风险可接受； 

    当微生物农药在水中有生长能力，则风险不可接受。 

5.5 第三阶段评估 

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微生物农药使用和环境参数，采用鱼类一代繁殖延长试验等，

测试受试生物的 NOEC，评估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长期影响和垂直传播风险。 

5.6  第四阶段评估 

在中宇宙或小规模田间试验条件下，构建微生物农药使用环境场景，包括水生生态系

统中的鱼类及其食物链下游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和初级生产者（根据微生物农药的作用特征选

择但不作为评估指标）、环境条件和气候条件等，测试其中鱼类的 NOEC/NOEAEC，数据充

足时可使用多个物种的毒性终点进行 SSD 分析，求出 HC5，评估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危害

影响的水平和垂直传播风险。 

5.7  风险降低措施 

当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风险不可接受时，应采取适当的风险降低措

施以使风险可接受，且应在产品标签上注明相应的风险降低措施。通常所采取的风险降低措



 
 

施不应显著降低产品的使用效果，且应具有可行性。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环境风险评估流程图 

 

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的环境风险评估流程见图 A.1。 

 

 

 

 

 

 

 

 

 

 

  

 

 

  

 

 

 

 

 

 

 

 

 

 

 

 

 

 

 

 

 

 

 

图 A.1 微生物农药对鱼类环境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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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鱼类腹腔注射的方法 

 

B.1 试剂 

生理盐水（0.85-1.0%氯化钠水溶液） 

B.2 仪器设备 

5-250μL微量注射器 

10×目镜的体式显微镜 

B.3 注射前准备 

B.3.1 试验鱼的准备 

注射前将鱼至少禁食 24h。 

称量鱼的体重：在一个 500 毫升的烧杯里装满 1/3 的养殖用水，称量烧杯皮重。用网收

集鱼，擦干体表的水分，把鱼放在烧杯里，称量鱼的体重，然后把鱼转移到一个干净的鱼缸

里并进行标记。 

根据鱼的体重计算每条鱼的注射量，注射量为 0.01mL/g 体重。 

B.3.2 仪器准备 

准备注射操作台，可选择一块软海绵（高度大约 20mm），在其表面上做一个适合鱼体

大小的切口用来盛放被注射的鱼，将海绵放入一个大小合适的容器中，容器需要足够大且浅，

以容纳水，帮助保持海绵的湿润和温度。 

小型鱼种，例如斑马鱼等，需要再显微镜下进行注射，则需预先调置好显微镜的焦距，

使其聚焦于海绵上。 

注射器灭菌处理，注射前需排空注射器中的空气。 

B.3.3 菌悬液的准备 

    离心收集培养基中的菌体，并用生理盐水洗涤 1 次，制备成菌悬液。 

B.4 麻醉 

为了不使鱼在注射过程中因感到疼痛出现挣扎、摆尾的情况，在注射前需要对鱼进行麻

醉。 

B.4.1 低温麻醉 



 
 

除冷水鱼（虹鳟）外，其它温水鱼可用低温麻醉的方法。首先用鱼的养殖水制造碎冰，

将碎冰加入盛有养殖水的容器中，使水温降到 17℃，但不能低于 17℃。将鱼转入冰水混合

物中，再慢慢地向容器中加入碎冰，将温度降到 12℃（较大的鱼可能需要更低的温度）。随

着温度下降，鱼鳃的运动会减慢，呼吸会停止，当鱼对处理没有反应时，可进行注射。在引

入下一条鱼之前，使用温水将麻醉水温恢复到 17℃。 

B.4.1 麻醉剂麻醉 

    可使用 MS-222 和苯唑卡因等麻醉剂对鱼进行麻醉。麻醉剂量与鱼的种类、大小、密度

以及水温和水的硬度有关，一般剂量在 25-100mg/L 之间。使用时可先用少量的鱼测试麻醉

剂量和麻醉时间，麻醉剂诱导麻醉的时间以不超过 3 分钟为宜，恢复时间应控制在 10 分钟

以内，最好不要超过 5 分钟。 

B.5 注射 

试验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需将手指放在足够的冷水中进行降温，避免操作过程中造成鱼体

温度升高，使鱼从麻醉中醒过来。 

用冰冷的手指把鱼轻轻地移到海绵槽里，鱼的腹部朝上。离心收集培养基中的菌体，并

用生理盐水洗涤 1 次，制备成菌悬液。用微量注射器从鱼的腹鳍处注射剂量为最大危害暴露

量的菌悬液，对照组试验鱼注射相同量的生理盐水。 

注射完毕后，立即将鱼放回温水(温度参考 NY/T 3152.4 附录 A 中不同受试鱼种的适宜

水温)中，每次注射前更换新的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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