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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种业发展的质
量高低，事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科学完善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是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十九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加强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以新发展理
念为视角，全面梳理分析了当前我国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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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发展的质量，事关

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习

1.1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

质量标准是引领。有什么样的种子质量标准要求，

种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所有种业工作者努力的目

就会有什么样的种子质量。种业高质量发展体现在

标。质量提升，标准先行。科学完善的种子质量标

很多方面，包括种子产品质量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准体系，是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高、产业结构好、国际竞争力强等，这些都离不开质

种子质量标准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引领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

量标准的引领。在保障供种数量安全的前提下，对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

标国际先进水平，适当提高种子质量标准，可以倒逼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

种子企业加快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生产和管理

期，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效率，进而提升种子产品质量，从而引领整个产业的

的新发展理念，并将其写入党章。2018 年中央一号

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整个种业的高

文件也提出质量兴农战略，要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

质量发展。

发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种业要超前谋划，必须

1.2

检验方法标准是检验种子质量状况的必要前

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通过加强种子质量标准体系

提

方法标准是前提。准确规范的检验方法标准，

建设，主动转型升级，推动种业质量全面提升。

是开展种子质量评判的必要前提。在世贸组织框架

1

充分认识加强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
重要意义

下，标准与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共同构成技术性

种子（本文特指农作物种子，包括种薯种苗，下

要工具。检测作为最常使用的合格评定程序之一，
它

同）是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也是决定农产品产量

是确定产品符合特定要求的过程。由此可见，
提升种

和品质的最基础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种业发

子质量，不仅在目标上要有科学完善的质量标准，还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作物种子不仅在数量上为农

需要在过程中有科学的检测方法标准来开展评判。

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在质量上也稳步提高，这

1.3

与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密不可分。

保障 检验测试体系是保障。没有检验体系来支撑

科学完善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包含 3 个方面：

科学严谨的质量标准体系，准确规范的方法标准体

系，运行高效的质量检验体系。从以上 3 个方面入
手加强建设，对进一步完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进而

贸易措施，成为促进贸易和保护产业及其安全的重

检验测试体系是实施各项标准的组织和技术

和保障，再科学完善的质量标准、方法标准也只能
是摆设。正是在国家、省、市、县 4 级种子检验体系
的有力支撑下，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才能及时掌
握种子质量动态，并及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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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管理处置，督促和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维
护种子市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促进种子质量提高。
同时，种子检验也是种子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直未能超过 50%。2000 年《种子法》出台后，国
家加强了对种子质量的监管，也加快了种子质量标
准体系的建设，种子质量整体水平也随之逐年稳步

提升。目前种子整体合格率维持在 96% 以上。从

在品种选育中，可以开展分子辅助育种，检测育种材

质量指标类型上看，籽粒作物种子的水分指标大多

料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避免非主观违法违规；在生

得到有效控制，玉米、水稻种子的纯度、发芽率、净度

产过程中，可以通过田间检验剔除杂株，保证种子

普遍大幅度提高，小麦、油菜、大豆的纯度明显提高，

遗传质量合格；在种子加工后，可以通过水分、净度、

棉花、蔬菜的发芽率和纯度有所提高，马铃薯、甘薯、

发芽率、活力、健康等室内检验，保证种子产品质量

果树等作物的脱毒种薯种苗越来越普遍。与国外种

合格。

子质量水平对比，我国水稻种子质量明显高于东南

1.4

亚等全球主要水稻产区国家，玉米、小麦、蔬菜种子

种子质量标准体系是开展国际种子交往的基

础平台

国际种子交往包括国际贸易、技术交流和

生物安全等内容。在种子进出口贸易中，需要有双
方认可的质量标准作为开展贸易的基本前提和依
据；在技术交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检验检测
技术，有效开展技术合作；在生物安全方面，完善的
质量标准体系可有效抵御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确保
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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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现状和存在
问题
现状

质量虽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东南亚国家。
2.1.2

检验方法标准

我国农作物种子领域的技

术方法标准目前共有 340 项，其中种子质量检验方
法标准 45 项、品种评价标准 55 项、DUS 测试指南
186 项，另有种子生产加工储藏标准 54 项。

对应种子质量指标的检测方法是国家推荐性

标准《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这也是我国种子检验
的基础依据和遵循。自 1995 年实施以来，该规程在
我国种子行业广泛应用，也是我国种子质量监督抽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种子质量标准体

查依据的唯一质量指标检验规程。近年来，分子检

系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截至目前，我国农作物

测技术日趋成熟，在种子行业的应用也日渐普及，以

种子领域的标准共有 376 项，内容涵盖种子质量、
种子检验、品种管理（包括品种审定、登记、DUS 测
试）、原种生产、种子包装加工储藏等多个方面。
2.1.1

种子质量标准

种子质量包括品种质量、播

种质量和卫生质量。品种质量主要受内在遗传基因
影响，如品种真实性、纯度和转基因等；播种质量包
括物理质量和生理质量，物理质量主要包括水分、净
度、重量等，生理质量主要包括发芽率、活力等；卫生

SSR 和 SNP 为基础的分子标记技术鉴别品种成为
行业内技术主流，出现了一批应用分子标记技术鉴

别农作物品种的标准，如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油
菜、马铃薯等作物的 SSR 分子标记方法标准。

为了规范品种试验，主要农作物均制订了品种

审定规范、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针对五大主要农
作物的 10 多种严重病虫害制定了品种抗性鉴定规

范。为了规范原种的生产、品种繁育，制订了玉米、

质量主要包括种子健康。目前，生产上比较关注的

水稻、小麦、棉花、大豆、油菜等农作物原种生产技术

质量指标有净度、水分、发芽率、活力、品种纯度、品

规程和品种繁育技术规程；种子加工包装方面也制

种真实性和转基因等。

定了相应的技术标准。

我国种子质量标准目前共有 36 项，规定了稻、

麦、玉米、大豆等大部分农作物种子原种、常规种和

杂交种的净度、水分、发芽率、品种纯度等重要指标。
这些质量标准大多以国家强制性标准发布，对指导

此外，为规范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

工作，先后制定了 DUS 测试指南 186 项；在转基因

检测方面也发布了各类标准 184 项（注：现行有效
176 项，可用于种子检测的有 98 项。因转基因检测

种子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市场种子质量、解决种子质

标准内容面向整个农产品领域，故未单独纳入种子

量纠纷和保护农民利益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领域标准计算）。

2000 年 以 前，我 国 种 子 质 量 水 平 整 体 偏 低。

1990-2000 年监督抽查结果显示，种子质量合格率

2.1.3

检验测试体系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国家植物

新品种测试中心（分中心）18 个，国家品种区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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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站和抗性鉴定站 400 多个，国家、省、市、县 4 级种

尽合理，特别是种子卫生指标（健康指标）的代表性

1 万人，初步形成了包含植物新品种测试、农作物品

表现在种业发展上，蔬菜和苗木的种子质量标

子质量检验中心（站）近 400 个，有专业检测人员近

不够。

种区试、种子质量检验的检验测试体系，有效支撑和

准明显低于粮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种子质量标准，实

保障了种子检验和品种测试工作的开展。

践中对应的蔬菜和苗木等作物的总体质量水平也显

2.2

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照新发展理念和国外先进
水平，我国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还不能很好
地适应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不能很好地满

著低于粮棉油作物。从 2017 年全国种子质量监督

抽查结果看，水稻杂交种子合格率 98.7%、玉米种子
合格率 97.4%、大豆种子合格率 98.4%、棉花种子合
格率 98.8%，而蔬菜种子合格率仅为 88.3%。
2.2.3

现有种子质量标准的绿色发展导向作用发挥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新需要。主要

不充分 绿色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要求。近年来，种业绿色发展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

2.2.1

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水平不高制约种业创新

探索，但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发展

一是原有品种审定标准不全面，重点关注产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种子质量标准的绿色导向作

量指标，对品质、抗性等指标涉及较少，对育种创新

用发挥不充分。长期以来，为保障粮食安全，一直以

的方向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育

产量水平作为品种审定标准的主要指标，这就直接

种创新基础；二是分子检测标准和检测能力跟不上

导致了审定通过的大多数品种需要高水高肥，资源

形势要求，以 SSR、SNP 为代表的分子检测标准不

成体系，虽已发布了 20 多项标准，但没有涵盖所有

消耗量大。相反，节肥节水节药及适应机械化、轻简
化栽培的品种相对较难通过审定。这种情况直接影

审定作物和登记作物，且标准代表性不够，有些标准

响了育种环节的研究方向，也明显延缓了新一轮绿

重复性差，检测效率偏低，影响了应用效果；三是分

色品种的更新换代进展。

子检测能力明显不足，全国具备分子检测资质的机

2.2.4

构只有 25 家，其中，具备高通量 SSR 检测设备 12 家，

开放程度低制约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深

入推进

一是有些国际组织我国尚未加入，影响了

具备 SNP 检测设备的只有 3 家，远远不能满足品种

在对应领域内与相关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国

管理、监督执法等检测需求，导致市场监管和品种权

内标准与国外标准对接不够，难以在同一平台上交

保护力度不够。

流；三是与新品种权保护相关的标准不完善、水平不

表现在种业发展上，虽然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
个新品种通过审定或登记，但是种业整体创新能力

高导致新品种权保护力度不够，影响了国外优质品
种及资源的进入。

目前，国际上种子质量标准主要出自以下 4 个

不强，品种选育大都停留在“模仿”育种阶段，原始
创新能力较弱，品种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突破性品

国际组织：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及其国际标

种较少。

准

2.2.2

作物间质量标准的发展不平衡加剧了作物

威性组织，我国目前还没有加入该组织。ISTA 制订

间发展不平衡 我国生态多样、物种资源丰富，具有

的《国际种子检验规程》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种子检

明显的特色作物发展优势，但实践中各作物间的种

验标准，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种子贸易流通所必须

业发展非常不平衡。原因之一就是不同作物间种子

遵循的准则。我国现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也

质量标准的研究发展不平衡。如玉米、水稻、小麦、

是基于《国际种子检验规程》制订的。但与国际种

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质量标准和方法标准目

子检验规程相比，缺少活力检测、卫生（健康）检测、

前已经基本完善，而已经列入登记目录里的 29 种非

该组织是全球公认的从事种子检验的标准化权

品种真实性和纯度分子检测等。

主要农作物，至今仍有部分作物没有质量标准，部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其种子认证方

作物已有的质量标准也明显偏低。另外，种薯、种

案

苗类和部分蔬菜类种子的质量标准指标规定也不

方案。现行《国际贸易流通中 OECD 品种认证方案》

该组织适用于种子方面的标准主要是种子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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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种子认证的具体要求。参加 OECD 种子认

设全国统一的智能化数字种业信息平台，实现包括

参加 OECD 种子认证方案，国内的种子认证还处于

等在内的信息共享。

证方案的国家目前有 60 多个。目前，我国还未正式
试点示范阶段。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及其品种特
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检测方法指南

品种区试信息、品种 DNA 指纹信息、种子质量信息
3.2
3.2.1

具体建议
逐步完善提升种子质量标准

一是健全完善

该组织主要

种子质量标准。以品种登记作物为重点，补齐其种

宗旨是协调各成员国在品种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对植

子质量标准短板，如以修订现有质量标准的方式，增

物新品种进行测试和描述，统一检测方法，现有 74
个成员国。我国于 1999 年加入 UPOV，成为其第 39
个成员国。我国执行 1978 年公约文本，还未加入到
1991 年公约文本。

国际种子贸易联盟（ISF）及其国际种子贸易争

端解决规则

加胡麻、青稞、茎瘤芥等作物质量指标；逐步将种子
质量领域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农业行业标准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二是适当提高
现有质量指标。根据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种子
行业的状况和不同作物的特点，适当提高种子质量

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是其正式会员，代

指标，重点考虑种子发芽率和纯度指标，采用种子分

表中方负责与国际种子贸易组织及其他相关国际行

级模式。将现有标准规定作为二级种的要求，然后

业组织的联系。

根据发展需要设定更高的指标值作为一级种的要

以上 4 个国际组织共同构筑了国际种子自由贸

易流通的规则。
2.2.5
够

种子检验标准应用和种子质量信息共享不

求。如，对玉米杂交种可规定，一级种的纯度不低于

97%，净度不低于 99%，发芽率不低于 92%。三是探
索增加新质量指标。以审定和登记作物为重点，根

一是种子检验标准和技术方法在种子检验机

据作物特点探索增加质量指标要求。增加针对重要

构和种子企业等各应用主体之间掌握程度不一，影

病害的健康指标、抗旱抗逆等抗性指标，满足绿色种

响了标准的应用范围和效果；二是种子质量信息化

业发展的要求；研究探索增加部分作物如玉米、水稻

程度不高，种子质量全程可追溯还没有完全做到，影

和部分蔬菜的活力指标。

响了农民或农业企业选种购种。购种者在有限的信

3.2.2

息和识别能力下，可能会购买假劣种子或者不适宜

进《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修订，增加对种子活力、

种植的种子而使生产遭受损失。

健康指标的检测。二是加快开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3

3.1

完善我国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思路
与建议
总体思路

完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推进种业

高质量发展，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
展，完善品种评价标准、品种快速鉴定标准，引导促
进育种创新、支撑市场质量监管，推动种业由资源驱
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坚持协调发展，补齐登记作
物种子质量标准短板，推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
艺作物和饲用作物种业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围

加快完善种子检验测试标准

一是加快推

真实性鉴定 SSR 分子检测技术研发。构建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数据库，制定相应的检验技术
标准，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和种子质量监管提

供技术支撑。三是加快农作物种子 SNP 分子检测
技术研发。从研究基础较好的主要农作物开始，分

步进行 SNP 分子技术研发，并制定相应的检验技术
标准，逐步实现农作物种子分子检测技术由 SSR 向

SNP 的升级换代。四是以登记作物为重点，研究和
制定针对种薯种苗质量指标的检测标准。五是加快
推进我国实施 UPOV 的 1991 年公约文本。

绕绿色种质资源鉴定创制、绿色品种选育与品种评

3.2.3

价，完善品种审定、测试等相关标准，推动品种创新

门现有的种子检验体系为基础，选择工作基础好、工

由产量主导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坚持开放发展，尽

作积极性高、人员业务素质强的检验机构重点投资

快推动实现种子检验标准、种子认证标准和品种保
护标准等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
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坚持共享发展，加快建

加强种子检验体系建设

一是以农业农村部

建设，按照区域布局扶持一批具备 SNP 检测能力的
检验机构。二是对一些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的科

研单位进行扶持建设，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按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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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大数据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马玉璞

侯军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 中国信息化与乡村振兴研究院，
北京 100192）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数据呈爆炸性的输出趋势。当下环境中，哪个企业可以掌握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数据，
便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故数据信息管理工作已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因
规模、资金等原因无法高质量完成信息管理工作，这些企业包括我国部分种业企业。文章对种业大数据信息的结构及特点进
行了阐述，并对基于云计算的种业企业信息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种业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种业大数据信息；管理；云计算技术

基于如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国内很多专
家、学者提出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及生

产中。蒋越 [1] 提出在应用大数据技术时，工作人员
将大数据技术中的智能管理云应用到信息管理中，
产品销售信息进入智能管理云的控制系统中，由控

基金项目：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7JDGLA037）
；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科研水平提高重点研究培育项目（BX5211823509）
；
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
北京种业企业并购整合风险管理研究

制系统对信息进行智能分析整合，从而了解到客户
的消费意识及对公司的“忠诚度”。马颖楠 [2] 认为

测作物类型，培植一批专业的、有特色的种子检验机

（OECD）种子认证方案，在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构，作为种子检验新技术研发、DNA 指纹数据库构

与国际接轨，为种子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积极参与

建的技术后盾。三是引导培育社会第三方检验机构

国际种业相关规则的制定，扩大我国在国际种子标

参与种子检验工作。

准制定上的话语权；促进我国种子行业对外交流与

3.2.4

创新种子质量管理方式

一是加快实施种子

合作，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做法和经验。

认证制度。尽快出台《种子认证管理办法》，制定种
子认证方案，培育认证机构，培训认证人员，强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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