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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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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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4 部分：鸟类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风险评估原则、方法和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为微生物农药登记而进行的农药使用对鸟类影响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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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1 微生物农药 环境风险评价试验准则 第 1 部分：鸟类毒性试验 

NY/T 3278.1 微生物农药 环境增殖试验准则 第 1 部分：土壤 

NY/T 3278.2 微生物农药 环境增殖试验准则 第 2 部分：水 

NY/T 3278.3 微生物农药 环境增殖试验准则 第 3 部分：植物叶面 

3 基本原则 

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风险评估应遵循以下原则： 

a）保护目标是鸟类物种资源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即微生物农药在鸟类经常出没的区

域使用时，不应对鸟类个体造成短期和长期不可接受的风险； 

b）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风险评估采用分阶段递进的评估程序。 

4 评估方法和程序 

4.1 评估程序 

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环境风险评估总流程遵照图A.1。 

4.2 问题阐述 

4.2.1 风险估计 

根据微生物农药生物学特征、防治对象等确定对鸟类危害的可能性，当根据现有信息

不能排除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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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分组确定对鸟类风险的最高情况，并对该分组开展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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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当风险最高的分组对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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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风险可接受。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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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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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第一阶段评估 

采用 NY/T 3152.1 的标准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在最大危害暴露浓度下对鸟类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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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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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第二阶段评估 

4.4.1 确定剂量－效应分析毒性终点 

采用NY/T 3152.1-2017 标准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 LC50或 IC50等毒性终点值。

在初级评估中，毒性终点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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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风险。 

b）当因剂型、含量等限制，制剂未得出确切的毒性终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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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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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确定致死（病）性效应 

致死（病）性验证试验应遵循以下条件： 

a）致死（病）性试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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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环境暴露分析 



 

 

根据微生物农药的使用方式及鸟类的暴露途径从土壤、水和植物叶面中选择相应的环

境介质开展暴露分析： 

a）喷雾施用：选择土壤、水和植物叶面开展暴露分析； 

b）种子处理和撒施颗粒剂：选择土壤、水开展暴露分析。 

根据 NY/T 3278.1、NY/T 3278.2、NY/T 3278.3 规定方法测试微生物农药在各环境介质

中的增殖能力，根据生长－死亡曲线预测微生物在各环境介质中的最大浓度，并将此作为环

境暴露浓度用作风险评估。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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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微生物农药在环境中无生长能力，则风险可接受； 

    当微生物农药在环境中有生长能力，则风险不可接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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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鸟类繁殖试验，测试受试生

物的 NOEC，评估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长期影响和垂直传播风险。 

4.6 第四阶段评估 

在小规模田间试验条件下，构建微生物农药使用环境场景，包括鸟类及其自然食物供

给、环境条件和气候条件等，观察对鸟类的不良影响，评估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危害影响的

水平和垂直传播风险。 

4.7 风险降低措施 

当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微生物农药对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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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环境风险评估流程图 

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的环境风险评估流程见图 A.1。 

 

 

 

 

 

 

 

 

 

 

  

 

 

  

 

 

 

 

 

 

 

 

 

 

 

 

 

 

 

 

 

 

图 A.1 微生物农药对鸟类环境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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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鸟类腹腔注射的方法 

 

B.1 试剂 

生理盐水（0.75%的氯化钠水溶液） 

B.2 仪器设备 

1ml 无菌注射器 

B.3 注射前准备 

B.3.1 试验鸟的准备 

注射前将鸟至少禁食 24h。 

称量鸟的体重：根据鸟的体型选择大小适宜的容器，称量容器皮重。将鸟转移到容器中，

称量鸟的体重，并进行标记。 

根据体重计算每只鸟的注射量，注射量为 2mL/kg 体重。 

B.3.2 仪器准备 

准备注射器及相关注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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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 

将鸟类腹部朝上，将注射器从左或右下腹部刺入皮下，使针头向前推进 0.2~1.0cm，再

以 45o穿过腹肌，固定针头，缓慢注入剂量为最大危害暴露量的菌悬液，对照组试验鸟注射

相同量的生理盐水。每次注射前更换新的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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