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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农业温室气体指标框架 UK Agricultural GHG Indicator Framework 

2017年 8 月,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发

布《农业统计与气候变化 (第八版)》,全面报告了英国农

业温室气体指标监测的最新进展。  

英国农业温室气体指标框架由十个关键指标组成，涵盖

了：农民的态度及知识；与主要农业部门生产的温室气体

排放强度有关的中间产出；以及采用的缓解方法。 

总体指标 

1. 态度与认知 

  评估：行为变化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衡量对排放来

源的认识水平和改变实际操作的意愿，能够为寻找缓解方

法提供前导指数，并有助于突出动机，发现障碍。然而，

改变态度并不是采取减排方法的唯一动力；研究表明，经

营可持续性和经济收入影响也是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2. 减排方法的采纳 

  评估：有多种可以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农场实措施。监测这些减排方法的应

用，为实现行业目标（即到 2020年，将农业生产排放量与 2007年的基准相比，减少 3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提供进展情况指标。 

3. 土壤氮平衡 

评估：土壤氮平衡是潜在环境压力的高层指标，提供了对农业土壤氮负荷总量的一种

监测方法。虽然营养不足可能会限制农业土壤的生产力，但这些营养物质的过剩会带

来严重的环境风险。土壤氮平衡不评估实际流失到环境中的养分（例如到水或空气

中），但大量的养分剩余与流失于环境确实直接相关。 

部门具体指标 

4. 猪业：饲料转化率 

  评估：饲料转化率是产生 1 公斤猪活体重量所需饲料量。提高饲料利用率有可能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提高生产率。 

5. 放牧畜牧业：牛羊育种制度 

  评估：选择有用的特征可以帮助提高牲畜群的生产力和效率，从而影响温室气体排放

强度。 估计育种值（EBV）是一个对动物拥有的特定性状或特征的遗传优点的评估。

EBV 在这里被用作农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代理措施。 

6. 乳品行业：奶牛饲料生产与牛奶生产的比例 

  评估：使用牛奶产量结合投入趋势（如饲料），提供乳品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

标。这里使用奶牛复合物饲料和混合饲料产量与奶产量的比例，作为农场温室气体排

放强度的代理措施。目前认识到计算方法太复杂，这个指标并不理想。首先，它考虑

饲料的产量，而不是整体干物质的消耗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试图评估由农

场混合物、或由放牧或贮存草料产生的浓缩物的消耗。我们将继续考察其他数据来

源，如普查数据和农场基准数据，以改善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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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禽业：禽鸟类饲料转化率 

 评估：更有效地利用饲料，具有提高生产力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潜力。饲料转

化率（FCR）是衡量产生 1 公斤家禽肉（胴体重量）所需饲料量（kg）的方法。该指

标提供了一个估量饲料效率的总体框架。其中存在着生产系统和物种之间的差异。这

里被作为农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代理指标。 

8. 谷物和其他作物：化肥施用 

  评估：更有效地利用氮肥有可能提高生产力并降低对环境的危害。 生产的作物重量与

所用合成氮肥重量的比例，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供了一种代用指标。 

9. 浆体粪肥和固体粪肥 

  评估：浆体粪肥和固体粪肥的管理系统，与控制对空气和水的环境风险，包括温室气

体有关。监测其相关减排方法的采用，为实现到 2020 年，将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

与 2007 年基准相比，减少 3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的期望，提供一个进展情况

指标。 

10. 有机肥施用 

  评估：有机肥施用的形式、方法和时间可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这些因素，为实

现行业到 2020 年将农业生产排放量，与 2007 年相比减少 3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期

望，提供一个进展情况指标。 

（来源： Defra， 2017） 

 

英国近三十年化肥使用及土壤养分平衡 Fertiliser use and soil nutrient 

balances 
 

化肥使用 

氮和磷是作物生长所需的两个主要营养物质，如果欠缺对作物产量和生产水平都有影

响。这些营养元素的主要来源是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例如来自牲畜的粪体和尿

肥）。从土壤和粪便中流失到环境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可能会影响水质（水域中的氮

和磷水平），空气质量（氨排放），并增加气候变化（氧化亚氮排放）。 

大多数农业土壤没有足够的植物可利用的氮，来满足作物整个生长季节的需求，因此

每年需要应用补充氮源。氮素通常对作物生长、产量和质量具有很大的影响。正确的

用量和时间，对于确保作物生长要求得到满足非常重要。 

氮肥和磷肥的年度使用量，受化肥价格、作物价格、作物类型和生长季节的天气等相

关因素的影响，例如 2009 年养分施用量的下降与肥料价格高有关。 

英国在 1990 年至 2016 年，耕地的总矿质氮应用量大部分在 140-150 公斤/公顷的范围

内。由于 2012 年秋季的恶劣天气，导致 2013 年较多的春季种植，年应用量下降至 136

公斤/公顷。随后几年逐渐恢复到典型水平，2016 年氮肥施用量为 141 公斤/公顷。草地

的养分施用量一直低于耕地。1990 年至 2016 年期间，草地的矿质氮总体施用量呈下降

趋势，2016 年为 56 kg / ha（图 1）。被认为总牛数的减少，也可能同时粪肥使用效率

的一些改善对此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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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英国作物和草地氮肥使用量(kg/ha) 

Nitrogen (N) use (kg/ha) on all crops and grass 

 

 

磷酸盐应用以化肥和粪肥的形式，特别是用来补充收获的作物用去的量。大多数英国

土壤能够保存大量的磷酸盐，其储存形式可提供作物几年摄取。因此，磷酸盐的使用

管理是基于在土壤中保持适当的水平，其应用时间不太关键。 

所有作物和草地的无机磷总体施用量，在 1990 年至 2016 年下降，到目前维持在 18 公

斤/公顷（图 2）。近年来下降趋缓。 

 

图 2 英国作物和草地磷肥使用量(kg/ha) 

Phosphate (P2O5) use (kg/ha) on all crops and grass 

 

 

土壤养分平衡 

土壤养分平衡提供了一个农田土壤氮磷综合环境压力指标。通过测量施用于土壤的营

养物质（主要是化肥和粪肥），与作物生长（包括草料和放牧）从土壤中用去的营养

物质，计算之间的差异。每公顷结余的增加表明营养物质流失到环境的风险及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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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排放增大，而减少则广泛表示降低。理论上的风险是，养分缺乏导致土壤肥力差

和随后产量下降。 

2015 年的初步估计显示，英国管理农地的氮平衡有 87 公斤/公顷剩余（图 3）。 与

2014 年相比，减少了 2 公斤/公顷（-2％），与 2000 年相比减少了 24 公斤/公顷（-

21％），保持续了长期的下降趋势。 

2014 年至 2015 年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总体吸收（主要是通过收获的作物）的小幅增长，

而投入量几乎没有变化。 

图 3 土壤氮素平衡 Nitrogen (N) soil nutrient balance 

 

 

自 2000 年以来，氮盈余全面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无机（合成）肥料使用的减少和粪

肥生产的减少（由于牲畜数量较少），尽管这已经被田地产出减少的氮（特别是饲

料）抵消了一部分。 

2015 年英国管理农地的磷平衡估计为 5 公斤/公顷剩余（图 4）。与 2014 年相比，减少

了 1 公斤/公顷（-7％），与 2000 年相比减少了 5 公斤/公顷（-47％）。 

2014 年至 2015 年间的小幅下降反映了两年间投入和吸收的小幅度变化。从长远来看，

呈下降趋势，与氮素变化的驱动力相同。 

图 4 土壤磷素平衡 Phosphorus (P) soil nutrient balance 

 

 

（本节内容摘自《英国农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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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知名科学家们呼吁建立统一的动植物育种方法 Leading scientists call for 

unified approach to plant and animal breeding 
 [SURC，9 月 4 日] 一个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团队指出，通过使用基因组选择，统一植物

和动物育种方法，对于实现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在《自然-遗传》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国家农业植物研究所（NIAB）、爱丁

堡大学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和苏格兰农学院（SRUC）的科学家们认为，贯

穿这两个领域的全球合作和投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弹性的关键。 

利用目前拥有的关于植物和动物物种方面丰富的科学积累和大量现有的基因组数据，

有助于解决两个领域的共同问题。它将引导育种的“突变性”进展，同时为新的科学发

现和“产品”, 例如用更少水分或更少养分便可生长的植物（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

利）, 创造一个平台。 

该论文是由 SRUC 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Wayne Powell 教授，NIAB 定量遗传学主任 Ian 

Mackay教授，前 NIAB 研究科学家和 Roslin 研究所动物育种教授 John Hickey共同撰

写。 

Powell 教授说：“自有农业以来，不依赖于对可见特征（被称为表型）的评估，就能进

行遗传选择，基因组选择使其第一次成为现实。 

基因组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允许将植物和动物育种结合在一起，从而对作

物、牲畜和水产养殖的遗传获益率带来阶跃性变化，同时也为新发现提供一个非常强

大的平台。我们将不仅能够培育出新的植物品种和动物种类，还将更好地了解支撑其

表现的生物过程。 

我们已经有一些基因组选择在私营部门带来重大变化的例子，如在乳制品行业中的应

用，使牛的代际间隔从五年缩短到两年。无论如何，它有很大的机会被用来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好处，提供公益。” 

论文的作者们说，动物和植物育种的统一，将需要全球科学家和研究资助者协调一致

的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发展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新伙伴关系。 

Hickey教授说：“虽然植物和动物育种具有相同的根源和目标，但由于不同技术方法的

生物诱导要求，在几十年来有所分歧。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它们可以再次联盟。但需

要新的方式制定育种计划和研究计划来支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开展联合研究有望增加苏格兰三文鱼养殖量 UK collaboration could 

see stocks of farmed Scottish salmon increase 
 [BBSRC, 9 月 6 日] 由苏格兰水产养殖创新中心（SAIC）和英国研究理事会 (BBSRC) 

拨款资助，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解决苏格兰三文鱼渔民面临的主要挑战。 

Saprolegnia 是一种伤害鱼卵和幼鱼的水霉菌，每年都会使苏格兰鲑鱼养殖场的鱼群大

量减少。 

现在，多伙伴跨部门合作正在寻求通过编制“大数据”资源，把这些损失降低到最小，

提高养殖的苏格兰三文鱼的供应能力，从而增加对 Saprolegnia 的理解及其因果关系。 

这个称为 “三文鱼养殖场水霉病升级爆发的风险因素”（RIFESOS）的研究项目，是由

阿伯丁（Aberdeen）大学国际水产养殖研究和发展中心主任，著名科学家 Pieter van 

https://www.sruc.ac.uk/news/article/1942/leading_scientists_call_for_unified_approach_to_plant_and_animal_breeding
https://www.sruc.ac.uk/news/article/1942/leading_scientists_call_for_unified_approach_to_plant_and_animal_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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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教授率领。项目汇集了八家水产养殖公司的知识，以及阿伯丁和格拉斯哥大学领

先学者的专长，开发如何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的信息工具包。 

这个为期 36 个月的项目，除了建立管理水霉菌的最佳实用方法外，还可能帮助预测与

影响鱼类的其他问题相关的风险因素，进一步改善养殖三文鱼的健康和福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对中国食品和饮料出口概况 

根据英国食品饮料协会（FDF）的统计，中国是英国前 20 食品饮料出口市场中增长最

快的国家，2016 年同比增长 51%， 达到 4.4 亿英镑。 中国对英国品牌食品和非酒精饮

品的需求在 2016 年上升了 50% 达到八千四百七十万英镑。 中国是英国《食品饮料国

际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出口市场。     

 

英国对中国食品和饮料出口:2016 年前十位产品（英镑， 百万） 
UK food and drink export to China: top 10 products in 2016 (£, million) 

 

近十年英国对中国食品和饮料出口增长情况（英镑， 百万） 

10 Year Food and Drink Export Growth to China (£, million) 

 

（来源： FDF出口统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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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需求助推英国啤酒出口 Global demand for British beer boosts exports 

[Defra，9 月 15 日] 食品部长 George 

Eustice 宣布，英国啤酒革命没有放缓脚步

的迹象。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十多万品脱

啤酒被运送给全球各地的啤酒爱好者，为

英国经济带来了六亿英镑的利益。 

去年，超过 500 家啤酒厂开业，以满足全

球对英国啤酒日益增长的需求 - 出口国家

达到创纪录的 121 个，其中包括酿造强国

澳大利亚和德国。另有 2000 个新的啤酒

品牌的推出，包括谢菲尔德的第一个精酿

拉格啤酒和阿克尔(Arkell) 的第一款加味啤酒系列，市场上新啤酒品种达到十多年来最

多。 

为了在这个势头上再接再厉，英国政府正为国内一些最好的精酿啤酒商，与来自美国

和欧洲的买家建立联络，把英国的“国饮”置于全球的焦点之下，帮助增加英国啤酒

在世界各地商店货架上的数量。 

食品部长 George Eustice 说：英国啤酒行业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 - 现有的啤酒厂目前

出口到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国啤酒已出现在遥远的日本和新西兰的货架

上。 

特别是精酿啤酒的繁荣，确立了我们在此行业的前沿地位，成为世界各地啤酒爱好者

的首选 – 在有全球影响的主要零售商和超市也在购进我们这些较小的、独特的品牌。 

通过卓越食品的宣传，政府正在努力工作确保这个重要部门日益壮大，为我们最好的

酿酒商与世界一流的买家建立链接，开辟新的市场，推动出口。 

英国啤酒的出口总额在过去一年增长了近 1 亿英镑，稳固了酿酒业来年在英国食品和

饮料出口中排名前五的位置，超越了一些著名的出口品，如三文鱼和奶酪。 

利用这一优势，政府的入境贸易任务，将向领先的买家展示享有盛誉的啤酒酿制。包

括贸易代表参观地方啤酒厂，参加有二百种多种英国啤酒参与的布里斯托精酿啤酒节

（Bristol Craft Beer Festival）。 

啤酒酿造者和出口商，已经意识到日益增长的海外市场需求，在政府的支持下把眼光

放到像中、美等国新兴且不断增长的市场。除啤酒行业以外， 69％的英国食品和饮料

公司正在寻求进入世界各地的新兴国际市场。 

去年，Defra 和国际贸易部（DIT）启动了第一个食品和饮料“国际行动计划”，政府和

行业将在未来五年内共同努力，推动食品和饮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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