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则依据 问题 问题类型 回答形式 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 

DQG01 一般 填写本调查，即代表我同意公开我的答复。您

的答复不会归于您的姓名或您所属机构的名

称。如选择否，本调查将终止，您将无法完成

本调查。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2 一般 姓名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3 一般 职位名称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4 一般 机构名称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 一般 隶属关系。请注意，您将看到的问题取决于您

制定的利益相关者类型。 

请选择最能准确描述您所属机构的选项。 

[养殖场（生产商）；  

养殖场（生产商）协会； 

一级加工商（生产国）或相应协会； 

二级加工商（贸易商）或相应协会；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  

合格评定机构 (CAB)/审计员； 

热心市民； 

顾问； 

饲料厂； 

饲料贸易商/供应商； 

餐饮服务商/餐饮商或相应协会； 

政府/监管机构； 

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环境相关）； 

非政府组织（社会相关）； 

非政府组织（环境和社会相关）； 

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可持续发展计划； 

受影响社区（代表）； 

消费者（代表）； 

其他]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SQ1/ 
DQG05SQ6 

一般 我们通过了 ASC (CoC) 认证 信息类 是/否 养殖场；养殖场协会；饲料厂；以及加工

商（生产国）或相应协会；二级加工商

（贸易商）或相应协会； 

饲料贸易商，零售商或品牌商，餐饮服务

商/餐饮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SQ2 一般 我们是[中小型企业/大型生产商/不知道/不愿透

露]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养殖场和协会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SQ3 一般 员工人数 

[0-9 人；10-24 人；25-99 人；100-249 人；250-

499 人；500 人或以上/我不知道/不愿透露]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养殖场和协会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SQ4/ 
DQG05SQ8 

一般 您的养殖场采用何种类型的生产系统？/您认证

何种类型的生产系统？ 

[水基系统：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养殖场和协会；合格评定机构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 海水网箱； 

- 悬浮软体动物系统； 

- 湖泊或水库的水基系统； 

- 其他水基系统； 

地基系统； 

循环系统； 

循环水养殖系统； 

综合养殖系统； 

全部； 

其他] 

DQG05SQ5/ 
DQG05SQ7 

一般 您的养殖场生产什么物种？/您认证什么物种？ 

[ASC 物种列表]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养殖场和协会；合格评定机构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5SQ9 一般 您的咨询内容是什么？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顾问  

DQG06 一般 请问您是否代表您的机构作出答复？ 信息类 是/否/不适用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7 一般 请问您身处哪个国家？ 

[国家列表]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DQG08 一般 请问您在哪些地区运营？ 

[非洲： 

非洲（中部） 

非洲（东部） 

非洲（北部） 

非洲（南部） 

非洲（西部）； 

亚洲： 

亚洲（中亚） 

亚洲（东亚） 

亚洲（南亚） 

亚洲（东南亚） 

亚洲（西亚）； 

美洲： 

美洲（中美） 

美洲（北美） 

美洲（南美）； 

欧洲： 

欧洲（巴尔干地区） 

欧洲（中欧） 

欧洲（东欧） 

欧洲（北欧） 

欧洲（南欧） 

欧洲（西欧）； 

大洋洲； 

只在之前问题中我指定的国家地区]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DQG09 一般 请问您是如何得知本次公众咨询的？ 

[a. ASC 通讯 - 全球 “ASC 新闻快讯”或“本地 

ASC 通讯”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b. 专门关于咨询的 ASC 电子邮件 

(Mailchimp 群发) 

c. ASC 电子邮件底部的横幅 

d. ASC 推特 

e. ASC 脸书 

f. ASC 领英 

g. ASC 网站 

h. 新闻稿 

i. 与 ASC 员工的私人联系 

j. 其他： 

DQG10 一般 如有后续问题，可联系我 信息类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 2.6 指标 2.6.1 - 监测方案是否准确反映出养殖场有

机废物的空间分布？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2 2.6 指标 2.6.1 和 2.6.3 - 这些指标要求位于湖泊水库

的网箱养殖场按照附录 I 所概述的方案，监测

底栖生物，并向 ASC 报告相应监测结果。而在 

ASC 养殖场标准生效的最初三年，这些养殖系

统无需证明符合“合格”底栖状况 (指标 2.6.2)的

要求。预计在此期间获得的信息将提供有意义

的知识和数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水产养殖对

湖泊水库的影响。同样，这些信息将用于支持

或修订拟议要求，其长期目标是帮助行业减轻

对这些系统的影响。 

请问您是否同意这种做法？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湖泊水库（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2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湖泊水库（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3 2.6 指标 2.6.2 - 您是否同意以下陈述：“生态质量状

况 (EQS) 类别适用于所有适合海水养殖的底栖

栖息地”？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应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3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应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4 2.6 附录 I，第 1.2 节 - 附录 I 表 2 中 EQS 类别的非

生物和生物指标阈值和数值边界，是否反映了

最大限度减少、减轻或消除海底有机富物集对

底栖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

响？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4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5 2.6 附录 I，第 1.4 节 - 您是否知晓任何 ASC 可审核

的信息或科学参考文献，以支持或完善拟议的

采样时间？ 

信息类 是/否/不知道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5 2.6 如选择是，请提供详细信息：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6 2.6 附录 I，第 1.5 节 - 您是否同意 1 级、2 级和 3 级

的样本数量切实可行？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6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7 2.6 附录 I，第 1.5 节 - 您是否同意指定的监测区间

距准确反映出养殖场有机废物的空间分布？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7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8 2.6 附录 I，第 1.5 节 - 湖泊水库网箱养殖场的采样

规程要求使用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总氨氮 

(TAN) 作为有机富集的指标。您是否同意上述指

标是这些环境的合适指标？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湖泊水库（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8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湖泊水库（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9 2.6 附录 I，第 1.5 节 - 湖泊水库网箱养殖场的采样

规程要求使用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总氨氮 

(TAN) 作为有机富集的指标。您是否有任何 ASC 

可审核的信息或科学参考文献，以支持或完善

拟议的湖泊水库有机富集指标？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湖泊水库（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0 2.6 附录 I，第 1.6 节 - 您是否同意用户定义的特定

底栖监测方案要求清晰且可审核？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合格评定机构 (CAB) 和养殖场。若为养殖

场，相关对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

（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0 2.6 如您不同意/强烈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合格评定机构 (CAB) 和养殖场。若为养殖

场，相关对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

（使用网箱）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1 2.6 附录 I，第 1.7 节 - 您是否认为使用测量总游离

硫化物的紫外光谱技术有任何潜在挑战？ 

是否可行 是/否 合格评定机构 (CAB) 和养殖场。若为养殖

场，相关对象是在海洋系统进行生产；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1 2.6 如选择是：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合格评定机构 (CAB) 和养殖场。若为养殖

场，相关对象是在海洋系统进行生产；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2 2.6 附录 I，第 1.7 节 - 您是否认为测量标准要求的

总氨氮有任何潜在挑战？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6Q12 2.6 如选择是：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若为养殖场，相关对

象是在海洋系统和湖泊水库（使用网箱）

进行生产。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aQ1 2.14a 考虑到处理和屠宰是在不同的标准下进行的，

您认为准则 2.14a 中是否欠缺与常规/日常养殖

相关的任何福利部分？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 

P2C14aQ1 2.14a 如选择是，请说明是哪方面？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P2C14aQ2 2.14a 您是否同意指标 2.14a.1 和附件 xyz 充分涵盖了

鱼类健康和福利的培训需求？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aQ2 2.14a 如有不同意见，为什么？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aQ3 2.14a 指标 2.14a.16 f) 至 j) - 您认为为全部有鳍鱼类制

定和实施这些监测方案是否现实？ 

是否可行 是/否 养殖场（生产商）、顾问、学术机构/研

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商）、环境非

政府组织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aQ4 2.14a 指标 2.14a.16 f) 至 j) - 您认为 ASC 拟议的最低监

测频率是否 过于频繁/适当/不够频繁？ 

是否可行 多项选择题 养殖场（生产商）、顾问、养殖场协会

（生产商）、学术机构/研究机构、环境

非政府组织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aQ4SQ1 2.14a 指标 2.14a.16 f) 至 j) – 如您对之前问题的回答不

是“适当”：请注明四个指标（形态学评分、行

为、水质（使用下表）和死亡率）各自的正确

监测频率。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养殖场（生产商）、顾问、养殖场协会

（生产商）、学术机构/研究机构、环境

非政府组织 

调查 

P2C14aQ5 2.14a 关于“表 1.水质参数及其监测频率，养殖系统类

型”，有无任何关键参数缺失？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

商）、顾问、养殖场（生产商）、环境非

政府组织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aQ6 2.14a 从标准文本来看，下面提出的行动机制是否明

确？ （见下图） 

同意程度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研讨会 

P2C14aQ6 2.14a 如选择否，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研讨会 

P2C14aQ7 2.14a 未设定放养密度指标，而是提出了一种替代方

法，通过代用指标，让养殖户能够评估现场鱼

类健康和福利趋势在哪方面是合适的或正在改

善的。通过对各种健康和福利指标（水质、形

态学、行为、死亡率）的监测和评估，生产商

可确定鱼类的健康和福利是否合适，若不合

适，他们则须制定和实施改进措施，其中应考

虑调整放养密度。请问您是否同意这种做法？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aQ7SQ1 2.14a 如果有不同意见，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aQ7SQ2 2.14a 如果有不同意见，您愿意为以下物种和生长阶

段设定怎样的密度指标？请填写以下表格（见

下表）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生产商）

协会、顾问、养殖场（生产商） 

调查、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bQ1 2.14b 考虑到日常养殖和屠宰是在不同的标准下进行

的，您认为准则 2.14b 中是否欠缺任何福利部

分？请考虑处理操作包括分级（主动或被

动）、疫苗接种（通过浸泡免疫或注射）、治

疗应用（治疗剂或物理治疗）以及任何涉及鱼

群拥挤或将鱼从饲养水中移出的操作。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 

P2C14bQ1 2.14b 如选择是，请说明欠缺哪部分？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 

P2C14bQ2 2.14b 指标 2.14b.1 e) - 由于那些处理操作可能会对移

动中的鱼造成疼痛或伤害，您认为是否应需要

麻醉？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 

P2C14bQ3 2.14b 指标 2.14b.1 e) - 您认为应用此要求会导致鱼死

亡或受到来自麻醉过程的压力吗？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 

P2C14bQ4 2.14b 指标 2.14b.1 f) – 您认为在处理之前进行处理评

估适用性审查的合理时段是多久？请附上提

议。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bQ5 2.14b 指标 2.14b.1 h) - 您认为 ASC 是否应设定具体的

最长离水时间？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bQ5SQ1 2.14b 指标 2.14b.1 h) - 如选择是：请在表格中提出建

议（见下表）。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

商）、顾问、养殖场（生产商）、环境非

政府组织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bQ6 2.14b 指标 2.14b.1 i) - 您认为 ASC 是否应设定具体的

最短/最长禁食时间？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bQ6SQ1 2.14b 指标 2.14b.1 i) - 如选择是：请在表格中提出建

议（见下表）。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

商）、顾问、养殖场（生产商）、环境非

政府组织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1 2.14c 考虑到日常养殖和处理操作是在不同标准下处

理的，您认为准则 2.14c 中是否欠缺任何福利

部分？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 

P2C14cQ1 2.14c 如选择是，请说明欠缺哪部分？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 

P2C14cQ2 2.14c 指标 2.14c.1 – 建议拟议清单中的允许方法清单

（表 1）是否缺少任何致晕方法？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2 2.14c 指标 2.14c.1 - 如选择是，请说明欠缺哪种方

法：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3 2.14c 指标 2.14c.1 – 表 1 中建议的过渡期是否合适？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3 2.14c 指标 2.14c.1 - 如选择否，请另建议合适的过渡

期： 

是否可行，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4 2.14c 指标 2.14c.2 - 您是否同意该陈述，即必须在 1 

秒内诱发昏迷？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顾问、养殖场（生

产商）、政府/监管机构、养殖场协会

（生产商）、环境非政府组织、一级加工

商（生产国）协会、一级加工商（生产

国）、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 

P2C14cQ5 2.14c 指标 2.14c.3 – 98% 的致晕率是否合适？ 是否同意 是/否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生产

商）、顾问、养殖场协会（生产商）、政

府/监管机构、一级加工商（生产国）协

会、一级加工商（生产国）、环境非政府

组织、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 

P2C14cQ5 2.14c 指标 2.14c.3 - 如选择否，请另建议致晕率和基

本原理。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生产

商）、顾问、养殖场协会（生产商）、政

府/监管机构、一级加工商（生产国）协

会、一级加工商（生产国）、环境非政府

组织、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 

P2C14cQ6 2.14c 指标 2.14c.4 – 禁止方法拟议清单中是否欠缺任

何致死方法？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6 2.14c 指标 2.14c.4 - 如选择是，请在这里给出欠缺的

方法，并提供基本原理：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7 2.14c 指标 2.14c.4 - 是否应从清单中删除任何拟议禁

止的致死方法？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7 2.14c 指标 2.14c.4 - 如选择是，请明确应删除哪些方

法，并给出选择的基本原理：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8 2.14c 指标 2.14c.3 和 5 – 98% 的致晕/致死率是否合

适？ 

是否同意 是/否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

商）、一级加工商（生产国）协会、顾

问、养殖场（生产商）、一级加工商（生

产国）、政府/监管机构、环境非政府组

织、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8 2.14c 指标 2.14c.3 和 5 - 如选择否，请另指定致晕/致

死率：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养殖场协会（生产

商）、一级加工商（生产国）协会、顾

问、养殖场（生产商）、政府/监管机

构、一级加工商（生产国）、环境非政府

组织、零售商/品牌商或相应协会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 



P2C14cQ9 2.14c 您认为加入以下指标是否合适：认证单元 (UoC) 

须确保屠宰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血水在排放前得
到控制和处理。处理须确保排放过程没有动物

或环境风险，并符合当地法律。 

是否同意 是/否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14cQ9 2.14c 如选择否，请说明原因？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单独谈话 

P2CXGQ1 一般（按照准则） 您目前想就准则的哪部分提供反馈？ 

a) 认证范围/适用性；b) 基本原理；c) 意

向声明；d) 指标；e) 一般性意见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XGQ2 一般（按照准则） a) 请在下方留下您对本准则认证范围的意见。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XGQ3 一般（按照准则） b) 请在下方留下您对本准则基本原理的意见。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XGQ4 一般（按照准则） c) 请在下方留下您对本准则的意向声明的意

见。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XGQ5 一般（按照准则） d) 请选择所有您想提供意见的指标。如有可

能，请在您的反馈中包含提议的新指标语言。 

[所有指标均列出，可单独选择] 

信息类 多项选择题和开放

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XGQ6 一般（按照准则） e) 请在下方留下您的一般性意见。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FGQ1 最后一般问题 对于无法在前几节中填写的拟议准则，您是否

有任何其他一般性评论？ 
 

信息类 开放式问题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FGQ2 最后一般问题 我可以理解拟议的标准。 同意程度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FGQ3 最后一般问题 我支持拟议的标准。 是否同意 李克特量表 全部/非特定对象 调查、研讨会、单独谈话、试点测试 

 

 



P2C14aQ5 

 

 

P2C14aQ6 (上图) 

 

放养密

度 

鲑鱼 海水鳟

鱼 

淡水鳟

鱼 

鲈鱼 鲷鱼 白姑鱼 鰤鱼 军曹鱼 罗非鱼 鲶鱼 比目鱼  热带海

水有鳍

鱼 

孵化                         

育苗                         

参数 

     养殖系统类型 

淡水 海水 

池塘 

循环水

养殖系

统 

网 围 流水 池塘/泻湖 

循环水

养殖系

统 

网围 流水 

温度         

溶解氧         

浊度         

二氧化碳         

酸碱度         

盐度         

氨/亚硝酸盐/硝酸
盐 

        

金属         

水流速度         

硫化氢         



养成                         

 

P2C14bQ5SQ1: 

  鲑鱼 海水鳟

鱼 

淡水鳟

鱼 

鲈鱼 鲷鱼 白姑鱼 鰤鱼 军曹鱼 罗非鱼 鲶鱼 比目鱼  热带海水鱼 

最长离水时间（分钟）                         

 

P2C14bQ6SQ1: 

  鲑鱼 海水鳟

鱼 

淡水鳟

鱼 

鲈鱼 鲷鱼 白姑鱼 鰤鱼 军曹鱼 罗非鱼 鲶鱼 比目鱼  热带海水鱼 

最长禁食周期（天）                         

最短禁食周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