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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规程》 

林业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主要完成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林业行业标准 2018 年正式立项，计划项目编号：

2018-LY-092，计划项目名称《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改造

技术规程》，报批行业标准名称《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

术规程》。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

工程管理办公室提出，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速生丰产用材林基

地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司(局

血防办)、北京林业大学林业血防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兴林抑螺工程中心、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金星、孙嘉伟、曾茱、胡兴宜、

郭伟、贾霁群、张倩、徐建雄、刘文礴、万龙、关颖慧等。 

二、制定文件的目的和意义 

血吸虫病是人类的一大公害，长期以来严重危害我国人

民的身体健康，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016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实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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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坚持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

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准。”林业血防作为血

吸虫病综合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物防治的独特优势，

其作用被广泛认可。 

我国血吸虫病疫区有着大量非抑螺防病林林分，这些林

分没有按照《抑螺防病林营造技术规程》的要求实施，抑螺

效果不明显，甚至有可能成为新的螺源地。对这些林分抑螺

成效提升是“十三五”乃至今后时期林业血防建设新的重要

内容。制定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规程，旨为建立和完

善我国林业血防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推进我国林业血防建设，

提高抑螺成效和林分质量，巩固抑螺成效，提供技术支持。 

三、制定文件的原则、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文件的原则 

本文件的起草，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和完整性: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是一项

系统工程。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包括提升目标、提升

对象及分类、疫区林地环境改造、疫区林分改造、配套措施、

成效评价以及档案管理七大部分，涉及林学、生物学、医学、

生态学、植物学等多门学科，文件起草组对各个技术环节按

系统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考量，确保技术体系的系统性、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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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性: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针对抑螺成效，

以钉螺密度的降低和减少为宗旨，围绕影响钉螺密度的环境

要素、生物要素进行有针对性地改造抑螺成效低下的林分。 

3.实用性：文件起草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及在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血防重疫区开展试点示范的基础

上，做到选取的技术体系具有操作简便、内涵明确、易于掌

握、可度量、可验证等特点，在生产活动中具有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4.技术体系有良好的扩充和发展的弹性：体系设计采用

分层式结构分解，既符合当前营造林技术体系，又具有良好

的扩充和发展的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充实

和完善。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国家颁布的《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要求，

相关评价指标特别是活螺密度的调查方法参照了《血吸虫病

控和消灭标准》（GB 15976）国家标准。《抑螺防病林营造

技术规程》（LY/T1625-2015）、《林业血防工程建设导则》

（LY/T2412-2015）、《血防林术语》（LY/T2412-2017）行

业标准适用林业血防管理、抑螺防病林营造，不针对抑螺成

效低下林分的改造，但有些条款、术语、技术要求与林业血

防抑螺防病提升技术相关，在本文件中给予了引用。 

 



4 

 

四、编制过程 

（一）技术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林业科技工作者运用生物学、生态

学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林业血防新理念，并开展了“以

林为主，灭螺防病，开发滩地和综合治理研究”、“中国森

林生态网络体系的研究”、“江河滩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

技术试验示范”以及“林业血防生态安全体系构建技术研究

与示范”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创建、优化了一系列先进

的林业血防技术，在林业血防建设中推广应用。经过十年建

设，工程建设区钉螺密度下降 89.8％，阳性钉螺密度下降

95.8％，人畜感染率下降 51.0％，林业血防抑螺效果持续高

效，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2014 年开始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

血吸虫病重疫区省份林业血防工程区范围内，对没有按照

《抑螺防病林营造技术规程》造林，抑螺效果不明显的非抑

螺防病林分，开展抑螺成效提升改造试点工作。北京林业大

学林业血防生态工程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兴林抑螺

工程中心、湖北省林科院、安徽省林科院、江西省林科院、

四川省林科院等单位的林业血防专家结合试点工作，运用生

物生态抑螺原理，采用挖沟抬垄、抚育间伐、人工修枝、卫

生伐、透光伐、林下复合经营、补植补造抑螺植物材料等技

术，对抑螺成效低下林分进行提升改造，开展了较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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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指导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积累了

丰富的技术数据。在此基础上，2017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

国家林业局）血防办、速丰办制定了《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

升改造技术规程(试行)》，并有序推广到整个林业血防工程

区。以上工作为本文件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技术支撑。 

（二）收集资料及调研 

2018 年 5 月-12 月，文件起草组按照标准编制的要求，

深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 6 个血吸虫病流

行重点省份，全面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并依托省林业血防管

理部门和省林科院，继续追踪收集采取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技

术措施后，抑螺的持续效果、林分质量等关键技术数据。为

了使所制定的文件符合生产实际，具备更好的操作性，2018

年 9 月，国家林草局速丰办在湖北省举办的“林业血防专项

培训”班上，文件起草组成员与林业血防工程建设的直接实

施者，林业、卫生部门的血防专家进行了交流研讨，认真听

取了对文件制定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技术

措施进行归纳总结。 

（三）文件文本的编制 

2018 年 5-12 月，成立文件起草小组，收集资料及开展

调研活动，采集相关信息。 

2019 年 1 月-6 月，在《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技

术规程（试行）》的基础上，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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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林业标

准化管理办法》的要求，完成文件征求意见稿的起草。 

2019 年 7-12 月组织函审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2020 年 9 月 27 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组织专家

进行审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文件为林业血防工程建设抑

螺成效提升提供了依据，对推进我国林业血防生态工程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审定。

同时提出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规

程”等修改意见。起草组在审定专家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对

本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报批稿。 

五、文件内容说明及试验（或验证）分析 

（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的有关术语

和定义、提升目标、提升对象及分类、疫区林地环境改造、

疫区林分分类、配套措施、成效评价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内

容。 

（二）试验（或验证）分析 

为科学评价和跟踪本文件相关技术措施的可行性和指

标确定的先进性，验证抑螺成效低下的林分通过抑螺成效提

升改造后的血防效果，2015 年国家卫建委组织省卫生血防部

门，对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 6 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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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市州 19 个县 26 个乡镇的 73 个小班，进行抑螺成效提

升改的 13268 亩低效林分，采取系统抽样调查，科学客观地

评价提升改造的血防效果。此次调查框数 24693 框，其中有

螺框数 803 框、感染螺框数 0 框；捕获总螺数 1535 只，其

中活螺数 1053 只、感染螺数 0 只，除云南省没有查到钉螺

外，其他 5 省均查到了钉螺（含活螺），6 省均未查到感染

性钉螺。各省验证结果如下： 

1.安徽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1026 亩，分 4 个小班，试点

小班涉及退耕还林、长防林以及其它造林工程，原树种为杨

树，全部为水网型，主要改造措施以开沟排水整地，抚育间

伐为主。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1015.3 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99.0%，改造后由于安庆市河管局合成段同马大堤内滩淹水，

无法查螺。因此，螺情调查面积仅 866.9 亩，占本底调查面

积的 85.38%。从该省试点改造前后螺情情况看，经过抑螺成

效提升改造，有螺出现率下降了 4.22%，活螺率下降了 18.31%，

活螺平均密度从改造前的 0.070 只/0.1m
2
减少到 0.013 只

/0.1m
2
，改造前后感染螺平均密度均为 0。 

2.江西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1550 亩，分 7 个小班，分布

在新建、余干、鄱阳等 3 个县，其中湖沼型 900 亩，山丘型

650 亩，试点小班涉及退耕还林和其它造林工程，原树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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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竹柳、泡桐、湿地松。改造措施以更换树种，开沟抬

垄，机耕深翻整地，补植抑螺植物材料为主。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1550 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100.0%，改造后由于上饶市鄱阳县试点全部淹水，无法查螺。

因此，螺情调查面积仅 900 亩，占本底调查面积的 58.1%。

从该省改造前后螺情情况看，经过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有螺

出现率下降了 1.367%，活螺率下降了 37.76%，活螺平均密

度从改造前的 0.001 只/0.1m
2
减少到 0.0001 只/0.1m

2
，改造

前后感染螺平均密度均为 0。 

3.湖南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3692 亩，共 17 个小班，分布

在汉寿、安乡、湘阴、云溪、沅江、资阳等 6 个县（市、区），

其中湖沼型 3192 亩、山丘型 500 亩，试点小班涉及退耕还

林、长防林以及其它造林工程，原树种有杨树、水杉、桂花，

改造措施以挖沟排水、修枝割灌、补植、翻耕、除草、隔离

为主。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3692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100%，

改造后螺情调查面积 3692 亩，占本底调查面积的 100%。从

该省试点改造前后螺情情况看，经过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有

螺出现率下降了 0.55%，活螺率下降了 2.57%，活螺平均密

度从改造前的 0.104 只/0.1m
2
减少到 0.095 只/0.1m

2
，改造

前后感染螺平均密度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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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北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4000 亩，共 21 个小班，分布

在石首、松滋、黄州、嘉鱼 4 个县（市、区），其中湖沼型

3000 亩、山丘型 1000 亩，试点小班涉及退耕还林、长防林、

血防林、湾子林等，原树种有杨树、栎类、柑橘、竹柳，改

造措施为抚育间伐+林下间种、湾子林改造、低效柑橘林改

造等。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2925 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73.13 %，改造后螺情调查面积 2925 亩，占本底调查面积的

100%。从该省试点改造前后螺情情况看，经过抑螺成效提升

改造，有螺出现率下降了 0.63%，活螺率下降了 1.21%，活

螺平均密度从改造前的 0.044 只/0.1m
2
减少到 0.038 只

/0.1m
2
，改造前后感染螺平均密度均为 0。 

5.四川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2000 亩，共 19 个小班，分布

在彭山、广汉、沙湾、名山 4 个区（市），其中山丘型 1700

亩、湖沼型 300 亩，试点小班涉及退耕还林、血防林、经济

林等，原树种有桉树、柑橘、桃、柚、茶叶，改造措施分更

新乡土抑螺植物+套种灌木、茶叶、补植等。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1125 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56.25 %，改造后螺情调查面积 1125 亩，占本底调查面积的

100%。从该省试点改造前后螺情情况看，经过抑螺成效提升

改造，有螺出现率下降了 0.033%，活螺率下降了 8.95%，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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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平均密度从改造前的 0.176 只/0.1m
2
减少到 0.170 只

/0.1m
2
，改造前后感染螺平均密度均为 0。 

6.云南省布置试点总面积 1000 亩，共 5 个小班，仅分

布在大理州大理市，为高原山地型血防区，试点小班为农田

“水改旱”后在旱地上种植的核桃低效林，改造措施以抚育

管理，林下卫生清理，林下套种大蒜等抑螺植物为主，另外

对过于稀疏的 34.5 亩核桃林地进行补植补造。 

改造前螺情本底调查面积 1000 亩，占布置总面积的

100 %，改造前本底调查钉螺数为 0。改造后对试点林地进行

全面调查，试点区域未发现钉螺，保持了“水改旱”后的无

螺状态。 

通过抑螺提升改造后，从 6 省的验证数据分析表明，林

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改造试点螺情看，抑螺成效提升改造能

有效地降低林地有螺出现率、活螺率和活螺平均密度。各省

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改造试点活螺平均密度均显著低于

同省血吸虫监测点平均水平，说明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改

造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抑螺效果，各项技术措施能够起到

提升抑螺防病的效果，证明本文件条款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和可行性。 

六、重大意见、建议的处理结果 

本文件起草后向北京林业大学和湖北省林科院林业血

防专家进行了内部意见征求，与林业血防管理人员和基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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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草

稿进行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向中国林科院、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省林科院等 17

位专家及 7 省林业血防管理部门等单位征求了意见，共发出 

24 份征求意见稿，收到了 17 位专家和 4 家单位反馈意见信

函和电子文件，3 家单位无意见。意见和建议共计 101 条，

采纳 87 条，未采纳 14 条，相关意见和建议的处里情况详

见“林业防抑螺成效提升改造技术规程》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表”。文件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作为强制性标和推荐性标准发布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本文件一旦发布，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督促各血吸虫病流

行疫区林业血防工程建设以及疫区林业生态建设中执行文

件相关技术要求。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现行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林业血防抑螺成效提升技术规程》起草组 

2020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