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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特色小宗作物种类繁多，但易受到严重的病虫为害且病虫害种类较多。 特色小宗作物病
虫害防治“无药可用”和农产品质量监管“无标可依”的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 本文总结了近十年来我国特色小宗作物农药使用风险管理的主要
措施和进展，并基于用药短缺的特色小宗作物名录，分析了特色小宗作物的农药登记产品和相关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GB 2763）的主要变化，以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特色小宗作物农药
使用风险管理的建议，旨在为我国特色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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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variety of minor crops in China, but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severe damage from

numerous species of 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Prominent issues like“no pesticide available”for controlling plant disease and

pests, along with “no standard to follow”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supervision,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eatured industr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zed the present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isk management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on minor crops,

elucidated the main changes in registered pesticide products and pesticides maximum residue limits standards (GB 2763) of

food based on the list of minor crops lacking registered pesticide products for recent decades in China. In addition, we also

made suggest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risk management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on minor crops, aiming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eatured agriculture and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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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宗作物一般是指种植面积较小、区域分
布不广泛且农药使用量相对较少的农作物。这类作
物的病虫害防治用药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影响
我国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
国家或地区对特色小宗作物的规定不尽相同，一般
是从种植面积和经济收益2个方面来界定特色小宗
作物的管理范畴。美国是国外研究小宗作物用药问
题最早的国家，政府1963年开始投入实施区域小宗

作物项目（IR-4），建立解决小宗作物用药登记机制，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有益借鉴[1]。我国特色小宗作物
品种繁多，包括特色水果、蔬菜、食用菌、杂粮和中
草药材等多种类别作物。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
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产业扶贫的持续推
进，有的小宗作物已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
农业支柱产业，特色小宗作物相关农产品在城乡居
民膳食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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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
作用[2-3]。然而，特色小宗作物上农药登记申请所需
的经济投入往往大于预期农药销售的经济收益，这
就直接影响到农药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特
色小宗作物病虫害防治用药需求与登记农药产品
短缺的矛盾凸显，实际农业生产中存在超范围用
药、乱用药、滥用药的问题比较严重，“无药可用”问
题不仅造成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也增
加了农业生产成本[4-5]。同时，特色小宗作物相关农
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也严重短缺，市场监管
“无标可依”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
强化政策引导，加大技术和项目扶持，促进特色小
宗作物农药登记和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协调联动推
进，明显缓解了特色小宗作物的“无药可用”和“无
标可依”问题，为我国特色农业健康发展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1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使用风险管理概况

我国从2010年开始关注特色小宗作物的用药
问题。2010年，农业部等四部门出台《农药产业政
策》（工联产业政策［2010］第1号），鼓励发展用于特
色小宗作物的农药。之后，农业农村部又陆续印发
特色小宗作物名录、登记资料要求和联合试验集中
评审等多个文件，多措并举、加快研究解决特色小
宗作物病虫害防治“无登记农药可用、农民用药混
乱”的问题[6-8]。结合我国特色小宗作物的现状和特
点，农业农村部围绕保障特色小宗作物生产有药可
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创新工作机制、出台激励政
策、强化项目引领、完善技术支撑，协调有序地推动
特色小宗作物的农药科学安全使用[9]。
1.1 全面普查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实施
动态调整名录管理
摸清底数、全面掌握用药短缺的特色小宗作物

及其病虫害发生情况，是解决特色小宗作物“无药
可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2011年，农业部开展了特
色小宗作物病虫害发生及用药情况调查。2012年，
农业部组织全国31个省（市、区）开展蔬菜病虫害防
治用药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4/5的蔬菜品种、
2/3的常发病虫害无可用登记农药[4]。在此基础上，筛
选了一批蔬菜-农药组合以开展农药登记联合试
验，同时组织开展了小宗蔬菜作物分类、病虫害药
效试验群组化研究。2013年，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在
吉林长春启动了“蔬菜及特色作物安全用药行动计
划”，从蔬菜等特色小宗作物农药试验和登记入手，

积极联合多方力量，着力研究推动解决特色小宗作
物用药短缺的难题[3]。

目前，我国对特色小宗作物实行名录管理，收
录的作物是综合考虑各地特色作物种植面积、病虫
害发生轻重和经济产值等因素，经广泛征求意见、
专家论证后确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2016年，农
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农药检定所研究制定并首
次公布了《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6）》（农
农（农药）［2016］106号），包括谷物、油料、蔬菜、水
果、饮料、食用菌、调味料、药用植物和其他等9大类
的124种作物，同时，明确根据种植业结构调整、特
色小宗作物种植、登记用药变化情况，对该名录实
行动态管理，并不断修订完善。2019年，农业农村部
修订并公布了《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9
版）》（农办农［2019］10号），包括杂粮杂豆、油料、蔬
菜、水果、饮料、调味料、药用植物、饲料、花卉、麻类
和其他等12大类的375种（类）作物[10]。
1.2 创设激励性管理政策，有效促进特色小
宗作物用药登记
自2017年国务院修订《农药管理条例》以来，农

业农村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特色小宗作物用
药登记和安全使用的激励政策和技术措施，如《农
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第四十
六条规定：对用于特色小宗作物的农药建立群组
化，扩大使用范围登记管理制度；对于用药短缺的
特色小宗作物或者新的有害生物，允许省级农业农
村部门组织制定实施临时用药措施。这一条例为特
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和安全使用管理提供了制度
依据，弥补了制度空缺。《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农业
部公告第2569号）中规定了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
资料要求，适用于扩大使用范围登记类型。将已取
得登记的农药产品申请登记用于特色小宗作物，在
组织方式上鼓励开展联合试验，登记试验时间可以
缩短为1年，登记试验点数及相关经费得到大幅压
减。《农业部关于加强管理促进农药产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农农发［2017］4号）也明确指出，通过适当
简化农药登记资料、加快农药审批进度等措施，鼓
励支持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同时，重点研究制
定蔬菜、水果等特色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鼓励开展农药联合试验和群组化登记，建立节

本增效机制。根据《关于特色小宗作物用药联合试
验集中评审有关事宜的通知》（农农（农药）［2020］
102号），农业农村部充分利用财政项目和社会资
源，引导试验单位和生产企业开展特色小宗作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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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登记联合试验，为特色农业产业提供支撑服务。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对此类农药登记联合试验管
理方式进行了优化。2020年农业农村部第345号公
告规定，对于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农药检定机
构）委托的特色小宗作物联合试验，由承担农药登
记试验任务的牵头单位进行备案。
设立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审批绿色通道，实

施农药登记联合试验集中评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精神，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推进
实施农药登记审批绿色通道管理措施的通知》（农
农（农药）［2020］78号），将集中申请由省级以上农
药管理（检定）机构组织的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
联合试验的产品统一纳入登记审批绿色通道，并采
取集中受理、评审和审批的方式，提高技术审查效
率、缩短审批周期。
1.3 开展群组化技术研究，构建科学高效的
登记评价技术规范
按照作物或防治对象进行群组化登记，是提高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效率的重要技术路径。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积极开展特色小宗作物和靶标群组
化技术攻关，研究提出了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药
效和残留试验群组名录。在同一试验群组内，按照
要求完成代表作物/防治对象的农药登记试验，其结
果可适用于同一群组的其他作物/防治对象。在2016
年试行的基础上，2019年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印发实施（农办农［2019］10号）。《特色小宗作物农
药登记药效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规定了16个
“蔬菜-虫害”药效试验群组、28个“蔬菜-病害”药效
试验群组、8个“药用植物-虫害”药效试验群组、13
个“药用植物-病害”药效试验群组和7个土壤熏蒸
剂药效试验群组，每个群组确定了代表作物及防治
对象，以及对应可延伸使用的作物及防治对象。《特
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
收录了254种作物，划分为杂粮杂豆、油料、蔬菜、水
果、坚果、饮料、调味料、药用植物、其他食用作物等
10类作物的26个残留试验群组，每个群组中推荐试
验代表作物，共涉及63种代表作物[10]。
通过实施上述名录，可以减少登记试验数量，

降低登记投入成本，有效调动了农药企业将农药产
品申请登记用于特色小宗作物的积极性。此外，全
国农业食品标准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sdtda.
com）显示，农业农村部、地方农业部门及相关团体
等先后制定了300多项特色小宗作物病虫害防治技
术规程、田间药效试验准则和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等

标准，这为规范农药有效性、安全性评价和质量安
全监管提供了技术依据。
1.4 加强农药残留风险管控，保障特色农产
品质量安全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着力加快农药残留标准体

系建设，组织编制和实施了《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
留标准体系的工作方案（2015—2020年）》，将农药
残留标准作为每年农业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
的重点内容并予以优先支持。GB 2763—202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数量首次突破1万项，达到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CAC）农药残留标准的近2倍，成为我国
农药残留标准实现新跨越的重要标志。其中，蔬菜、
水果等特色小宗作物中农药残留限量比重最大，达
到限量总数的约57%，这为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11]。从限量制修订依据的
数据来源看，主要包括我国农药登记残留试验数
据、基于已登记GAP的残留验证试验数据、禁用和限
用农药管理政策和评估转化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相关标准4种类型。

在确保农药膳食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指导制定
临时用药技术措施，引导支持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
记。2020年，《特色小宗作物农药残留风险控制技术
指标》（农农（农药）［2020］37号）规定了67种农药
（包括35种杀虫剂、32种杀菌剂）在85种作物上的
505项技术要求，包括农药剂型、适用作物、每次最
高使用量、每季作物最多使用次数、施药方法和安
全间隔期等，用于控制农药使用后的残留风险。当
农药企业在申请农药扩大使用范围登记时，与上述
技术要求相比，若不增加残留风险，相应残留试验
资料可予以减免。同时，还要求地方农业农村部门
切实做好农药安全使用指导培训，强化风险监测和
试验监管，确保农药使用风险可控[12]。
1.5 发挥政府项目引领，构建部省联动长效
工作机制
在加大政策引导的同时，积极争取财政项目支

持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近年来，为解决特色小
宗作物“无药可用”难题，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和项
目管理要求，农业农村部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特色小宗作物用药情况调
查及农药登记联合试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由具备农药药效、残留试验资质的单位承担，鼓
励企业参与联合试验、群组化登记，引导企业积极
争取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共同推进用药试验

李富根，等：特色小宗作物农药使用风险管理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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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截至 2022年特色小宗作物及其农药登记产品数量分布

和登记[2,13]。
积极探索部省联动的长效工作机制。按照全国

一盘棋的思想，统一规划，分区域、分作物、分步骤
实施，加强协作配合，做到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劳
动，降低企业投入。同时，积极联合行业协会、骨干
企业等，共同推进特色小宗作物用药试验，加快登
记步伐。在农业农村部政策鼓励下，地方农业农村
部门积极响应，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地方特色小宗作
物用药登记，如吉林、浙江、江苏、山东、宁夏等多个
省份及地区陆续设立了财政专项，通过连续多年支
持农药企业开展联合登记试验，人参、杨梅、莲藕、
冬枣、枸杞等一些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治用药短缺的
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4-5]。

2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产品现状分析

在农业农村部启动“蔬菜及特色作物安全用药
行动计划”初期，我国登记用于特色小宗作物的农
药产品严重匮乏。据全国29个省（市、区）的统计数
据显示，在调查的249种特色小宗作物上曾经使用
过的911种农药产品中，仅有190种在特色小宗作物
上取得登记，没有登记的为721种[1]。80%蔬菜品种和
主要病虫害，以及除苹果、梨和柑橘以外的其他多
种水果上无登记农药产品可用。在药用作物方面，
当时仅有3种中药材上有登记农药。与病虫害防治
的实际需要相比，登记农药产品严重短缺已成为制
约我国特色小宗作物健康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技术瓶颈[4,14]。
经过十年多来部省两级农业部门及农药企业

等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查询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
//www.chinapestidide.org.cn），截至2022年6月，《用药
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9版）》收录的375种特
色小宗作物中，已在139种特色小宗作物上取得农
药登记产品5 300多个（图1），基本满足了主要特色
小宗作物的病虫害防治需要。其中，登记使用的农
药产品数量超过100个的有韭菜、豇豆、芹菜、菠菜、
大蒜、葱、姜、小白菜、橡胶树、香蕉、枸杞、荔枝、桑
树、枣、菜豆、莲藕、金银花、芦笋、苦瓜19种作物；登
记数量介于50～100个的有高粱、桃、甘薯、芒果、菊
花、茭白、人参、萝卜、月季、杨梅、火龙果11种作物；
登记数量介于10～50个的有山药、芋头、枇杷、花椰
菜、樱桃、百合、猕猴桃等36种作物；登记数量不足
10个的有菜瓜、洋葱、金橘、龙眼、香菇、贝母等56种
作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名录中仍有236种

特色小宗作物尚无登记用药，主要包括7种杂粮杂
豆、67种蔬菜、37种水果、20种食用菌、78种药用植
物、7种调味料和13种花卉。

基于《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
录（2019版）》，本文重点研究了63种代表性作物（包
括人参、三七和金银花等药用植物）上的农药登记
情况。从登记农药类别看，63种代表作物的农药登记
产品总数为3 196个。其中，杀虫剂1 366个，占42.7%；
杀菌剂1 326个，占41.5%；除草剂240个，占7.5%；植
物生长调节剂264个，占8.3%。从登记作物看，农药
登记产品数量超过100个的有大蒜等14种作物，累
计登记产品1 949个，在代表作物登记产品总数中占
比61.0%；登记数量介于50～100个的有高粱等9种
作物，累计登记产品707个，占22.1%；登记数量介于
10～50个的有山药、芋头、枇杷、百合、猕猴桃、甜
瓜、菠萝、向日葵、榛子、三七、谷子、青花菜、玫瑰、
芥蓝、芝麻、西葫芦、叶用莴苣、平菇18种作物，累计
登记产品475个，占14.9%；不足10个的有绿豆、洋
葱、蕹菜、茎用莴苣、金橘、核桃、杏仁、双孢蘑菇、咖
啡豆、花椒、黄花菜11种作物（相关农产品），累计登
记产品65个，仅占2.0%；尚无农药登记产品的有芸
豆、黄秋葵、球茎甘蓝、水芹、山楂、蓝莓、莲雾、鳄
梨、黑木耳、槟榔等作物。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
不同时期农药登记管理政策差异，早期部分按蔬
菜、十字花科蔬菜、果树等大类登记的农药产品不
在本文统计之列。

3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现状分析

以《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
（2019版）》中254种食用作物为研究对象，按照《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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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B 2763—2021 中特色小宗作物及其农药
残留限量数量分布

2763）附录A规定的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比对分析
了GB 2763—2021与GB 2763—2012规定的特色小
宗作物相关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情况[15-16]。
从总体上看，2021版GB 2763规定了139种特色小宗
作物的2 532项限量（图2），而2012版GB 2763仅规定
了59种特色小宗作物的324项限量，新增2 208项限
量，涉及137种特色小宗作物，其中新增限量数量居
前十位的作物有桃、李子、洋葱、葱、叶用莴苣、樱
桃、可可豆、人参、猕猴桃、甜瓜。在254种食用作物
中，2021版GB 2763尚未制定对应食品限量的有115
种作物，制定限量数量不足10个的有63种作物；
2012版GB 2763尚未制定对应食品限量的有195种
作物，制定限量数量不足10个的有51种作物。此外，
2021版中上述特色小宗作物相应的食品组限量数
量也大幅增长，组限量增长的主要来源有2类：一方
面是近年来为加强违法违规用药监管，加快制定了
农产品中禁限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另一方面是为
加快补充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满足进口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评估转化了一批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相关标准。

从《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
（2019版）》规定的63种代表作物（包括人参、三七、
金银花等药用作物）来看，2021版共规定了57种代
表性特色小宗作物的1 452项限量，而2012版仅规定
了29种特色小宗作物的199项限量，相比新增1 253
项限量，涉及29种作物，尤其是一些区域特色明显
的小宗作物，如人参、枸杞、猕猴桃等的限量数量增
长明显，为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了重要支
撑。同时，2021版规定的适用于上述特色小宗作物
相关食品组限量也大幅增加。值得关注的是，在芸
豆、黑木耳、花椒、槟榔、食用玫瑰等代表性特色小

宗作物上缺乏限量标准，特别是花椒、金银花、食用
玫瑰等已有取得登记的农药，应及时制定相关残留
限量标准。此外，农药登记作物与残留限量标准的
食品名称还需要协调规范，如青花菜（西兰花）、叶
用莴苣（生菜）、粟（谷子）等。

4 展 望

进一步做好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和残留限
量标准制定工作，保障特色小宗作物病虫害防治有
药用、用好药，既是保障“菜篮子”“果盘子”产品有
效、安全供给的迫切需要，也是巩固提升脱贫地区
特色产业，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撑。尽
管近十年来通过各级农业部门、农药企业、行业协
会等多方面协作努力，特色小宗作物农药使用风险
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实际需求相比，相
关农药登记产品和残留限量标准的缺口仍较大，保
障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产业健康发展的任务依
然艰巨。
4.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管理机制
《“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完善

农药登记制度，加快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十
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要求聚焦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求, 坚持农药残留标准的质量
和数量并重，进一步完善农药残留基础数据，加快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残留限量及配套方法标准的制
修订，不断提升农药残留标准的科学性和覆盖面；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要求建立健全
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提出了制修订2 500项农
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工作任务。因此，相
关部门需要紧密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发展”的要
求，认真总结过去十年多来的创新实践工作，将行
之有效的工作措施总结形成制度机制，对制约性技
术要素进行分析，突出重点、难点，统筹谋划，完善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管理政策和技术要求。
4.2 深入基础研究，夯实技术支撑

积极争取科技项目支持，深化农药登记群组技
术基础研究，科学合理分类分组，提高特色小宗作
物扩作登记效率。《农药登记资料要求》《特色小宗
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特色小宗作物
农药登记药效试验群组名录》制定了相关作物（防
治对象）分组，明确了按群组登记的基本要求，但从
目前我国农药登记的实际情况看，群组登记的可操
作性仍有待提升：一方面，研究完善药效、残留试验
群组的设置范围、代表作物，进一步提高2类群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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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另一方面，《农药登记资料要求》规定的农
药登记残留试验作物群组与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
记残留试验群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积极发挥以
大宗作物带动小宗作物、以代表性小宗作物带动其
他作物的用药登记作用。此外，应加大《特色小宗作
物农药残留风险控制技术指标》的宣传解读，指导
地方科学制定临时用药措施并按要求进行备案，积
极引导农药企业充分利用鼓励政策申请扩作登记。
4.3 加强标准研制，健全标准体系
我国特色小宗作物的种类繁多，按农药和作物

组合逐一制定残留限量标准会出现效率低、成本
高、难度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标准
制定的技术路径。GB 2763—2021规定了部分农药
的组限量标准，主要涉及转化CAC和禁限用农药的
相关残留限量标准，适用于相关特色小宗作物。下
一步，应进一步规范特色小宗作物的管理范畴，研
究制修订作物分类、作物外推相关技术规范，优化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效能。积极开展我国制定或评估
转化CAC标准的跟踪评价，并依据农药登记等情况
变化，分析现行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对不适用的
标准及时进行修订；按照《食品安全法》界定的作物
范围制定在药用作物上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建议
农药主管部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及时更新并公
布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为推进相关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提供依据。
4.4 统筹项目资源，提高协作效能
在当前财政项目形势下，应进一步加强项目统

筹, 提高用于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相关项目的资
金效益。围绕用药短缺的蔬菜和水果等特色小宗作
物，进一步统筹农药登记、标准制定等相关项目资
金，加强项目实施方案的对接，科学规范开展田间
药效和残留试验，一体推动农药登记和残留限量标
准制定。同时，搭建完善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信息
交流平台，加强部、省农药检定机构交流，减少登记
试验重复交叉，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促进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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