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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大米和稻谷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有机食品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进行了详细对比。 探寻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有机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并对标准

修订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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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green food standards, organic food standards and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of rice and paddy were compared in detail.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green food standards, and organic food standards were explor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of standard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rice; paddy;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green food standards; organic food standards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其质量关系到国

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等民生的方方面面[1]。然

而，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农药的不合

理使用等因素都会影响水稻生长。水稻在贮存加

工、运输流通环节的不可控因素，又会对大米的质

量安全产生影响。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统称为农产品“三品”，是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

产品公共品牌。无公害农产品发展始于21世纪初，

是为适应入世和在保障公众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

推出的；绿色食品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展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大背景下推出的；有机食品

概念是国际有机农业宣传和辐射带动的结果。“有

机、绿色、无公害食品大米”（简称“三品”大米）作为

质量安全型的食用大米必将不断受到老百姓的欢

迎并成为今后的首选目标[2]。目前无公害大米和稻

谷的检测标准采用的是原农业部办公厅2015年发

布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茄果类蔬菜等58类无

公害农产品检测目录的通知》（农办质 ［2015］4号）

中的无公害农产品检测目录。绿色大米的检测标

准采用的是农业行业标准《绿色食品稻米》（NY/T

419—2014）。绿色稻谷的检测采用的标准是《绿色食

品稻谷》（NY/T 2978—2016）。有机大米和稻谷检测

标准采用的是COFCC有机认证产品风险检测项目

目录。本文首次将这3种标准的大米和稻谷检测参

数、限量值和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研

究，找出“三品”大米和稻谷检测标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研究对象

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参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茄果类蔬菜等58类无公害农产品检测目录的通

知》（农办质［2015］4号），大米和稻谷的检测参数合

并在一起，仅个别参数和指标不一样。绿色食品标准

中，大米和稻谷的标准是分开的。《绿色食品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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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419—2014）的研究对象是大米；《绿色食品稻

谷》（NY/T 2978—2016）的研究对象是稻谷。有机食

品标准中，大米和稻谷的标准是分开的。COFCC有

机认证产品风险检测项目目录分别列出大米和稻

谷的检测参数和指标。

2 感官要求

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和有机食品标准无感官要

求，绿色食品标准有感官要求。《绿色食品稻米》
（NY/T 419—2014）详细区分了籼米、粳米、糯米等，

其中需要考察的参数有色泽气味、不完善率、杂质、
碎米、水分、黄粒米、互混、直链淀粉含量（干基）、垩
白度。《绿色食品稻谷》（NY/T 2978—2016）区分了

粳稻和籼稻，其中需要考察的参数有杂质、水分、黄
粒米、谷外糙米、互混率、色泽、气味、糙米率、整精

米率、垩白度、直链淀粉含量（干基）。

3 农残要求

我国水稻生产对农药的需求量很大，每季稻用

药次数为2～3次，部分甚至更多[3]。本文分别列出大

米和稻谷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农办质［2015］4

号）、绿色食品标准（NY/T 419—2014）、有机食品标

准（COFCC）和国家标准（GB 2763—2016）农药残留

限量值的对比，见表1、表2。

4 重金属要求

土壤中的重金属具有富集效应，可以通过水稻

吸收，经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从而威胁人体的健

康[4]。本文分别列出大米和稻谷的无公害农产品标

准（农办质［2015］4号）、绿色食品标准（NY/T 419—
2014）、有 机 食 品 标 准（COFCC）和 国 家 标 准（GB

2762—2017）重金属污染物残留限量值的对比，见

表3、表4。乐果 0.01 不得检出

敌敌畏 0.01 不得检出 0.10

马拉硫磷 0.01 0.10

杀螟硫磷 0.01 1.00

三唑磷 0.01 不得检出

克百威 0.01 0.10

甲胺磷 0.01 不得检出 0.50

杀虫双 0.01 0.20

溴氰菊酯 0.01

水胺硫磷 0.01 0.05

稻瘟灵 1.0 0.01 不得检出 1.00

三环唑 0.01 不得检出

丁草胺 0.5 0.01 不得检出 0.50

吡虫啉 0.05 不得检出 0.05

噻嗪酮 0.30 不得检出 0.30

毒死蜱 0.10 不得检出

乙酰甲胺磷 不得检出 1.00

三唑酮 不得检出

农药品种

最大残留限量/(m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3—2016

表 1 大米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甲胺磷 0.01

氧乐果 0.01

水胺硫磷 0.10 0.01 0.05

克百威 0.01

氟虫腈 0.01

乙酰甲胺磷 0.01 不得检出

乐果 0.05 0.01 0.05

三唑磷 0.05 0.01 不得检出 0.05

杀螟硫磷 0.01 5.00

敌敌畏 0.01 0.10

马拉硫磷 0.01 8.00

三环唑 0.01 不得检出 2.00

稻瘟灵 0.01 不得检出

苯醚甲环唑 0.01

丁草胺 0.01

毒死蜱 0.50 0.10 不得检出 0.50

噻嗪酮 0.30 0.30

农药品种

最大残留限量 /(m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3—2016

吡虫啉 0.05 不得检出

啶虫脒 0.50

丙环唑 0.10

多菌灵 2.00

表 2 稻谷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无机砷（以 As 计） 0.2 0.15 0.15 0.20

总汞（以 Hg 计） 0.01 0.02

铅（以 Pb 计） 0.20 0.20 0.20

镉（以 Cd 计） 0.2 0.20 0.20 0.20

重金属

最大残留限量/(m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2—2017

表 3 大米中重金属污染物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无机砷（以 As 计） 0.2 0.20 0.20

总汞（以 Hg 计） 0.02 0.02

铅（以 Pb 计） 0.20 0.20

镉（以 Cd 计） 0.2 0.20 0.2 0.20

重金属

最大残留限量/(m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2—2017

表 4 稻谷中重金属污染物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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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菌毒素要求

大米富含营养，若温、湿度较高，氧气充足的条

件下，很适宜霉菌生长[5]。本文分别列出大米和稻谷

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农办质［2015］4号）、绿色食

品标准（NY/T 419—2014）、有机食品标准（COFCC）

和国家标准（GB 2761—2017）真菌毒素残留限量值

的对比，见表5、表6。

6 结论与讨论

从研究对象上看：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将大米

标准和稻谷标准区分比较详细，而无公害大米和稻

谷标准合在一起。
从感官要求上看：绿色食品大米和稻谷均有感

官要求，而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标准无感官要

求。作为最重要的食用农产品，大米的品质、口感是

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且呈越来越重视的趋势。由

此可见，在感官要求方面，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要

求高于无公害和有机大米稻谷标准。
从农药残留要求上看：无公害大米标准要求检

测2种农药，稻谷要求检测4种农药。绿色食品标准

要求大米检测16种农药，稻谷检测21种农药。有机

食品标准要求大米检测12种农药，稻谷检测6种农

药。从农药残留限量值上看，无公害大米和稻谷要

求检测的农药残留限量值均高于相应的绿色和有

机标准。无公害大米和稻谷农药残留限量值基本和

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持平，仅稻谷中的水胺硫

磷残留限量值高于国家标准（GB 2763—2016）。绿

色大米和稻谷农药残留限量值均低于或等于相应

的国家标准（GB 2763—2016）。有机大米和稻谷农

药残留限量值均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GB 2763—
2016）。绿色大米标准和有机大米标准相比，乙酰甲

胺磷、三唑酮在绿色大米标准中不需要检测，在有

机大米标准中需要检测；马拉硫磷、杀螟硫磷、克百

威、杀虫双、溴氰菊酯、水胺硫磷在绿色大米标准中

需要检测，在有机大米标准中不需要检测。绿色稻

谷标准和有机稻谷标准相比，绿色稻谷需要检测的

21种农药完全覆盖有机稻谷需要检测的6种农药；

而甲胺磷等15种在绿色稻谷中需要检测的农药，在

有机稻谷标准中没有要求。另外，有机大米和稻谷

标准农药残留限量值均为不得检出，低于相应的绿

色大米和稻谷的农药残留限量值。由此可见，在农

药残留检测方面，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对农药品种

覆盖面更广，有机大米和稻谷标准对农药残留限量

值要求更严格，无公害大米和稻谷标准要求最低。
从重金属污染物要求上看：无公害大米和稻谷

标准只要求检测无机砷和镉。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

要求检测无机砷、总汞、铅、镉等4种重金属污染物。
有机大米标准要求检测无机砷、总汞、镉，有机稻谷

仅要求检测镉。无公害大米和稻谷标准的重金属污染

物残留限量值和国家标准（GB 2762—2017）中的数

值一样。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中，大米中无机砷和总

汞最大残留限量值低于其在国家标准（GB 2762—
2017）中的数值。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中要求检测

的重金属污染物对有机大米和稻谷标准全覆盖，且

相应参数限量值一样。由此可见，在检测重金属污

染物要求方面，绿色大米和稻谷的标准高于有机大

米和稻谷标准，有机大米和稻谷标准高于无公害大

米和稻谷标准。
从真菌毒素要求上看：无公害大米和稻谷标准

对真菌毒素没有检测要求。绿色大米和稻谷标准要

求检测黄曲霉毒素B1，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5 μg/kg。
有机大米标准要求检测黄曲霉毒素B1，最大残留限

量值均为10 μg/kg，而有机稻谷对真菌毒素没有检

测要求。绿色大米和稻谷的黄曲霉毒素B1最大残留

限量值低于国家标准（GB 2761—2017）的要求。有

机大米要求检测黄曲霉毒素B1，最大残留限量值和

国家标准（GB 2761—2017）相同。由此可见，在检测

真菌毒素要求方面，绿色大米和稻谷的标准高于有

机大米和稻谷标准，有机大米和稻谷标准高于无公

害大米和稻谷标准。
无公害农产品是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重点是

保证质量安全；绿色食品立足精品定位，体现优质

产品形象，持续健康发展；有机食品因地制宜，从基

地开始注重生态安全，保证有机品质[6]。目前，农业

农村部对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正在进行调整和

改革，无公害农产品申报工作暂停。在阶段性调整

黄曲霉毒素 B1 5 10 10

真菌毒素

最大残留限量/(μ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1—2017

表 5 大米中真菌毒素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黄曲霉毒素 B1 5 10

真菌毒素

最大残留限量/(μg·kg-1)

农办质

［2015］4 号

NY/T

419—2014
COFCC

GB

2761—2017

表 6 稻谷中真菌毒素残留限量标准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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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冻剂乙二醇3%，去离子水补足至100%，所制

备的水乳剂各项指标均达到产品标准。室内生物活

性测定结果表明，20%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在稀释

500倍时，对灰葡萄孢菌的抑制率为92.41%，与25%

吡唑醚菌酯乳油1 500倍稀释液的抑菌效果相当。
丁香酚和大蒜素均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活

性成分，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将其作为原药制

成水基化制剂水乳剂在病虫害绿色防控中具有

环保优势。但由于二者存在易氧化、水解等不稳定

性[15-16]，限制了其水基化制剂的开发和应用推广。本

研究通过系统筛选水乳剂的助剂得到了稳定配方，

能够为大蒜素和丁香酚相关制剂产品的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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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3, 96 (2): 57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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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公害农产品申报认证制度将更加完善，更符

合市场需求，更有利于保障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

7 建议和思考

“三品”大米和稻谷检测标准要适当增加检测

覆盖面。建议在无公害和有机大米标准中增加感官

检测要求。无公害大米和稻谷标准、有机稻谷标准

农药残留检测品种较少，考虑适当增加。对于重金

属污染物和真菌毒素残留限量值要求，有机大米和

稻谷标准都低于绿色大米稻谷标准，可以适当提

高标准，加快标准修订。
“三品”检测标准制定要与时俱进。目前使用的

无公害大米和稻谷标准于2015年制定，绿色大米标

准于2014年制定，绿色稻谷标准于2016年制定，有

机大米和稻谷标准于2017年制定。人民生活水平日

益提高，对食品质量安全提出新要求，“三品”标准

需要及时更新。
“三品”检测标准制定要与国际接轨。标准制定

过程中要结合国际贸易市场的要求，借鉴国外优质

农产品检测标准，完善我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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