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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及其检测方法标准属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也是强制执行的标准。
本文概述了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现状，总结了“十三五”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检测方法标准

制修订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农药残留国家标准面临的挑战和任务，讨论了“十四五”农药残留国家

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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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 Nat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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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for pesticides in food and the related test methods belong to food safety

national standards, which are obligatory. This paper overview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 national standard (PRNS), as well as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updates of the

standards regarding pesticide MRL and their test method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PRNS and the task, and discussed the effort tren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updates of

PRN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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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是影响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重要因素。制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MRL）标准是评价食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实施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各国政府和有

关国际组织加强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管理的通行

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

发布实施，要求制定食品中农药残留的限量规定及

其检验方法与规程。这属于强制执行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1]，明确了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的基

本构架。近年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农业农村部

将加强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

持续加大财政项目投入，多措并举重点推进，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产

业健康发展和国际贸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3]。

1 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为加快解决我国农药残留标准缺失和滞后的

突出问题，2015年农业部强化顶层设计，组织制定

了《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工作方案

（2015—2020年）》，并报国务院批准，成为“十三五”
期间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南和基

本遵循。目前，农药残留限量、配套检测方法及标准

制定技术规范三者相互衔接的农药残留国家标准

体系基本形成，如期完成1万项农药残留标准制定

任务，在农药品种和残留限量的数量上达到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相关标准的近2倍，实现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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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名称 发布文件号 实施时间

用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 农业部公告第1490号 2010-11-26
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制定指南 农业部公告第1825号 2012-08-25
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指南 农业部公告第2308号 2015-10-08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 农业部公告第2308号 2015-10-08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编制指南 农业部公告第2386号 2016-04-11
农药急性参考剂量制定指南 农业部公告第2586号 2017-09-30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跟踪评价规范 已经第二届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审议通过 待发布实施

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的历史性跨越[2-3]。
1.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数量首次突破1万项

自“十三五”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卫生健

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发布了GB 2763—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百草枯等

43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食品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农 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和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GB 2763—2021规定了564种农药在376种

（类）食品中的10 092项残留限量标准[4]。与“十三五”
之前的GB 2763—2014相比[5]，新增农药品种177个，

增幅达45.7%；新增残留限量标准6 442项，增幅达

176.5%；新增食品种（类）92个，增幅达32.4%，覆盖

了我国批准使用和禁用的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

性农产品。
1.2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明显提高
2015年，农业部组织完成了对当时有效的413

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清理工作，

制定了保留、整合修订和废止的清理原则，明确了

新制定的检测方法标准原则上不再按食品类别制

定，每项标准应覆盖所有植物源性食品。通过标准

清理，将适用性和操作性较强的106项检测方法标

准予以保留并于2016年首次发布为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GB 23200系列标准），将标龄较长、技术相对

落后、操作性较差的71项检测方法标准予以废止。同

时，为统一规范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制修订

工作，2016年农业部发布了《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

标准编制指南》，按照该指南要求新制定发布了14项

检测方法标准，均覆盖了十大类植物源性食品。为进

一 步 提 高GB 2763配 套 检 测 方 法 的 适 用 性 ，GB
2763—2019对配套的检测方法进行了修订完善，重

点解决了GB 2763—2016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部分

配套检测方法存在残留物、定量限不适用等问题。国

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简称委员会）历次会

议研究制定了推荐配套检测方法的基本原则，主要

包括检测方法标准数量和仪器条件要求，检测方法

中农药（残留物）、食品类别和定量限要求，将蔬菜、
水果、干制蔬菜、干制水果、食用菌、糖料视为同类

基质且相应的检测方法可以通用等。目前，现行有效

的农 药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标 准 约 340项 ， 其 中 GB
2763—2021推荐配套检测方法标准为194项，包括国

家标准119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3200）53项。
1.3 农药残留标准制定技术规程逐步健全

农业农村部先后制定了《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

评估指南》等标准制定技术规程（表1），建立了符合

我国国情的膳食风险评估原则，实现了农药残留膳

食风险评估技术原理、程序和方法等基本与CAC和

欧美等发达地区接轨[3]。

表 1 农药残留标准制定技术规程

2 “十三五”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的

主要特点和成效

2.1 着力解决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缺失问题

我国农药登记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

农业部会同化工部等颁发了《农药登记规定》，到

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农药管理条例》才实现了

法制化管理[6]。由于我国早期登记的农药品种以仿

制为主，农药登记准入门槛低，主要关注质量和药

效，造成一些使用多年的农药品种长期缺少我国农

药登记残留试验数据，难以开展膳食风险评估和残

留限量标准制定。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坚持问题导

向，系统梳理已取得登记但尚未制定限量的农药和

作物组合，分批组织开展了近1 000项残留验证试验

并制定限量标准，有效解决了多年来已登记农药的

残留限量标准缺失问题，破解了食用农产品市场监

管“无标可依”难题，也为指导科学合理用药提供了

依据[2]。同时，以高风险禁限用农药为重点，按照最

严标尺科学设定残留限量，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GB 2763—2021规定了29种禁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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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项限量值，20种限用农药在限用作物上的345项

限量值，其中新制修订的胺苯磺隆等16种禁限用农

药的限量，均按照农药残留检测方法能够检测的最

低浓度水平（定量限）设定，并实现了禁用农药在十

大类植物源性农产品、限用农药在限用范围相应农

产品种类上的全覆盖，为强化违法违规使用禁限农

药监管提供了严格的判定依据[3,7]。
2.2 有效缓解特色小宗作物“无药可用、无

标可依”难题
特色小宗作物用药是一个国际性难题。由于这

类农药市场小、回报率低，农药企业申请登记产品

的积极性不足，导致农药登记产品供给难以满足特

色小宗作物病虫害防治用药需求的矛盾，相应的残

留限量标准也严重缺乏，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无标可依”问题突出。为此，农业农村部高度重

视，结合实际生产用药需求，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地
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带动、企业联合参与等形式，有

效推动了社会关注度高的蔬菜、水果等特色小宗作

物的农药登记和残留标准制定[7-8］。同时，创新探索

协同解决特色小宗作物“无药可用、无标可依”难题

的工作机制，在开展农业生产实际用药调研等工作

基础上，研究制定了阿维菌素等67种农药的589项

特色小宗作物的限量标准，并相应发布了505项农

药残留风险控制技术方案，指导地方相关部门制定

临时用药措施，并鼓励企业申请农药扩大使用范围

登记[9]。一些区域性集中、产值高的特色小宗作物用

药短缺和市场监管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促进了特色

产业健康发展。
2.3 积极拓展农产品监管覆盖面，守好进口

农产品“国门关”
不同国家的农作物种类、病虫害发生情况、农

药种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口农产品中可能残

存着我国尚未登记的农药，相应的残留限量标准也

可能缺失。随着近年来我国对进口农产品消费需求

的不断增加，这对加强进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也

提出了新要求。农业农村部结合农产品市场监测

数据，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采取转化CAC标准等

方式，制定了除我国禁用农药外的87种尚未在我国

批准使用农药的1 742项残留限量标准。这些标准的

制定为加强进口农产品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利

于更好地保障我国居民的消费安全[7]。
2.4 加强农药残留标准队伍建设，提升标准

制定技术能力
“十三五”期间的农药残留标准任务重、时效

紧，标准制定工作技术性强、规范性要求高，需要与

之相适应的标准制定和评审专家队伍。为此，农业

农村部认真遴选了一批国内具有农药残留风险评

估和标准制定经验的优势技术单位承担项目任务，

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教学单

位和部省农药检定机构等近100家，并建立了分类

分级管理、实行组长负责制等标准编制工作协调机

制。通过标准项目实施，培养锻炼了一批既懂残留技

术又熟悉标准制定规则的专业技术人才。依托国际

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主席国的平台，每

年组织制标单位技术人员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研

讨交流，这不仅培养了国际视野，也提升了对国际

规则的熟悉和运用能力。同时，标准审评专家队伍

不断充实。2016年农业部组建了第二届国家农药残

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共60名，包括

53名委员和7个单位委员[10]。专家委员来自农药学、化
学、毒理学等相关专业领域；单位委员来自卫生、食
品安全监管、海关等有关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的代表。
2.5 完善农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提高标准

制定工作效能
2015年以来《食品安全法》经过修订修正，进一

步完善了农业、卫生、食品安全监管等部门分工明

确、协作配合的农药残留标准制定管理制度[11]。从标

准管理看，《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农药残留国家标准

的管理主体，即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和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制定、公布，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提供国家标准编号。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中农

药、兽药残留标准管理问题协商意见的通知》（国卫

办食品函〔2020〕640号）进一步明确了农药残留标

准相关职责分工和工作机制[12]。从技术审评看，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了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审评委员会（国卫食品函〔2019〕158号），进一步

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技术审评规范，明确农药残

留专业委员会名单由农业农村部公布。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农药残留专业委员会（国家农药

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承担农药残留标准的技术审

评[13]。从制定程序看，标准草案起草后，先经委员会

秘书处（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初审，然后报农业

农村部公开征求意见，再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最

后提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对审议通过的限量标

准按WTO/SPS程序通报。农业农村部组织审查形成

标准发布稿，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查并以三部委

联合公告发布实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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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药残留国家标准面临的挑战与任务

尽管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

进展，但由于我国农药残留标准相关工作起步晚，

研究基础弱，技术数据少等原因，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及发达国

家有关标准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3.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农产品覆盖面不足

我国农产品种类复杂多样，尽管GB 2763—2021
基本涵盖了目前我国登记的农药品种和居民日常

消费的主要农产品，但不同农药品种覆盖的农产品

种类差异大，特别是蔬菜等特色农产品的限量标准

不足，而且每年登记的农药品种和作物种类将不断

增减、变更，标准覆盖面仍难以满足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的现实需要。同时，加工农产品、动物源性食

品等方面的残留限量缺失问题也比较突出。
3.2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配套性亟待提高

GB 2763—2021中有部分限量标准缺少配套的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仍为临时限量，在实际监管中

无法检验评价。一些已推荐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有待提高，如因未涵盖相应基质而“参照”使用

的检测方法较多，特别是药用作物等；一些检测范

围和检测对象存在交叉的检测方法国家和行业标

准，还有待于整合修订。
3.3 膳食风险评估技术基础有待完善

用于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和限量标准制定相关

技术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14]，如农药每日允许摄入

量（ADI）、急性参考剂量（ARfD）存在缺失或临时值

问题；有的残留物定义尚未统一规范；居民膳食结

构数据不完善或更新不及时；对特殊人群（如婴幼

儿、孕妇、老人）的膳食风险评估欠缺，影响了标准

制定技术水平。
3.4 标准跟踪评价和修订工作滞后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对开展

周期性评估和再评估做了规定，但缺乏具体操作的

工作程序和方法。GB 2763—2021包含的残留限量

标准的来源复杂、时间跨度大，特别是一些标龄长

或评估转化CAC的限量标准，其科学性和适用性亟

待进一步评价。

4 展 望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

展纲要》要求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

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15]。农

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规划》，实施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提升工程，

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制修订农兽药

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2 500项[16]。“十四五”期间，

需要紧密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发展的要求，面向国

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建设完善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要求相适应的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为全面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提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科学性和覆盖面。农

药登记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新农药、新使用作物

不断增加，已登记农药的良好使用规范（GAP）也可

能发生较大变化，这就要求及时制修订相应的残留

限量标准，确保标准科学性和适用性，应研究建立

农药登记与限量标准制定的同步衔接机制，解决农

药登记后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时效

问题；针对申请农药登记时残留试验数据超过限量

标准但膳食风险评估结果可接受等问题，应研究完

善登记评审规范和标准修订衔接机制。此外，应继

续重点推动蔬菜等特色农产品的限量标准制定，鼓

励按照作物群组开展残留试验和制定组限量，加快

解决特色小宗作物的标准短缺问题。
加快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制修订。围绕第二

届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审议通过的GB
2763配套检测方法标准体系框架，根据农药理化性

质、化学结构及前处理方法的差异等，按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一类农药残留

检测方法和单个农药残留检测方法4种方法进一步

制修订完善配套检测方法；重点梳理GB 2763中农

药残留检测方法缺失和不适用问题，优先纳入农业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针对检测范围和检测对象存

在交叉的检测方法，组织进行验证，加快标准整合

修订。
开展农药残留标准跟踪评价。建立标准跟踪评

价制度，制定发布《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跟踪

评价规范》，开展对GB 2763的跟踪评价工作，不断

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细化《食品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制定农药残留限量的再评

估和周期性评估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积极参与农药残留限量国际标准制定。充分发

挥作为CCPR主席国的优势，加强标准制定技术人

才培养，提高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技术能力；围绕

我国创制农药和重点出口农产品，加强宣传引导和

政策扶持，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积极申请制定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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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限量标准，提升我国创制农药、重点出口农产

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完善标准制定技术规范和基础数据。制修订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的作物分类、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

记残留试验群组目录、限量标准再评估和周期性评

估指南等技术规范，以及研究优化农药残留物定义、
食品分类等，补充更新我国居民分人群膳食消费数

据和大份额膳食数据，建立完善农药残留标准综合

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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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A 对 2020/2021 年度欧盟成员国关于甜菜的紧急授权进行评估

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2020年12月负责的任务是评估欧盟成员国的紧急授权是否合理。因为根据欧盟第1107/2009号

农用化学品法规，作物上存在“无法通过任何其他合理手段加以遏制”的危险。EFSA表示11个欧盟成员国在2020年和2021年

对甜菜上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的所有紧急授权都是合理的。
EFSA的评估包括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对噻虫胺

（Clothianidin）、吡虫啉（Imidacloprid）、噻虫嗪（Thiamethoxam）和噻虫啉（Thiacloprid）的17项紧急授权。EFSA的结论是，在所

有17起案件中，紧急授权是合理的，要么因为没有替代产品或化学或非化学方法，要么因为害虫有对现有替代产品产生耐药

性的风险。2018年，欧盟禁止在户外使用噻虫胺、吡虫啉、噻虫嗪，2020年1月欧盟没有批准噻虫啉的延期。这些措施是在EFSA
评估之后实施，评估显示，前3种活性成分对蜜蜂健康构成风险，使用噻虫啉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

11个成员国都给EFSA分享了有关紧急授权的原始申请，以及它们在批准授权前进行的全面评估。对每个有效成分都进

行了评估，每一项评价都被进一步划分为对物质/害虫的评价。成员国必须列出所评估的每一种害虫及在其领土内授权的控

制甜菜中该害虫的所有可用农药产品和所有可用的非杀虫剂控制方法。他们还被要求提供关于正在或计划进行的有关害虫

控制的研究资料。
2021年11月30日EFSA将举行新闻会议，介绍有关紧急授权的工作，还将利用这个机会从利益攸关方收集反馈，说明是否

有必要为成员国制定一种更具体的工具来评估农药的紧急使用情况。 （金兰译于《AGROW》）

李富根，等：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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