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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涉及微生物的
肠衣卫生安全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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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肠衣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多个国家针对进口肠衣提出了涉及微生物的卫生

安全新要求。由于我国肠衣加工出口企业对此缺乏了解和重视，致使在应对时非常被动且损失较大。本文根据
我国肠衣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结合多年来收集的肠衣进出口监督管理和科学研究文献资料，将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组织或国家涉及微生物的肠衣卫生安全新规定和新要求进行了梳
理和总结，以期为我国肠衣加工出口企业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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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Requirements of Hygiene and Safety for Microorganisms
Carried by Casing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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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usage casings alway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export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many countries have proposed new hygiene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microorganisms carried by imported casings.
Due to the lack of enough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Chinese casing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re in a passive position
and lost heavily. Here，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ere Chinese casings mainly exported，in
combination with scientiﬁc studi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of supervision over imported and exported casings，
the latest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proposed by major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such as OIE，EU，USA，Japan and
South Korea，we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up，so as to provide ﬁrsthand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casing processing and
export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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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肠衣生产和出口大国，全世界近 60%
的天然肠衣在我国加工，加工产品远销德国、荷兰、
[1]

威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国际
贸易保护手段的不断翻新，大量贸易体都在不断更

美国和日本等 46 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肠衣易

新涉及微生物的肠衣卫生安全要求。在此背景下，

受肠内或外源微生物污染，有时甚至携带沙门氏菌、

国外研究小组对肠衣微生物的杀灭技术进行了大量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 等致病菌

[2-4]

，这对

动物疫病防控带来了挑战，给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
基金项目 ：南通市科技项目（MS12016014 和 BK2012091）；江

的研究和报道，如辐射
栅栏技术

[10-11]

[3-4]

[5]

、臭氧 、抑菌剂

、传统氯化钠腌制技术

[12-14]

化钠与酸、碱、磷酸盐等配合腌制技术

[6-9]

、

以及氯

[14-15]

等。

苏检验检疫局科研项目（2010KJ35）

目前，在国外肠衣生产加工中，传统的氯化钠腌制

通信作者 ：仇保丰

技术已逐渐被新技术所替代，或者与其他技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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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建立文件化的 HACCP 体系并有效运行。另外，

应用，以提高杀灭微生物的效果。
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肠衣企业仍将传统的

ENSCA 规定的盐渍肠衣微生物推荐值会不定期更

氯化钠腌制技术，即氯化钠干盐或饱和盐卤腌制

新。例如，ENSCA 最新版的盐渍肠衣微生物推荐

（盐渍）
30 d 作为肠衣加工杀灭微生物的标准工艺。

值于 2018 年 4 月份更新

虽然该方法过去得到了包括欧盟、美国等在内许多

新版的盐渍肠衣微生物推荐值删去了还原亚硫酸盐

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认可，但近年来，南非和日本等

梭状芽孢杆菌孢子（Sulphite-reducing Clostridium-

多个国家先后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陆

spores）项目，新增了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生动物卫生法典》（简称 OIE《陆生法典》）推荐

perfringens）和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两

的肠衣中猪瘟、口蹄疫等病毒的灭活程序，对进口

个项目

肠衣提出了涉及微生物杀灭新技术等内容的卫生安

表1

全新要求。由于我国肠衣出口加工企业缺乏对这些
新要求的关注和了解，导致出口受阻，损失较大。
本文对 OIE、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组织或国
家涉及微生物的肠衣卫生安全新规定进行梳理和总

[13，17-19]

[17]

（表 1）。与旧版相比，

。

ENSCA 提出的盐渍肠衣微生物推荐值（CFU/g）

项目
细菌总数
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产气荚膜梭菌
蜡样芽孢杆菌

完全可接受
＜ 1.0×105
＜ 1.0×102
＜ 1.0×102
＜ 1.0×102
＜ 1.0×104

最大值
5.0×106
1.0×104
1.0×103
1.0×103
1.0×105

参考方法
ISO 4833
ISO 21528-2
ISO 6888-1
ISO 7937
ISO 7932

结，以期为我国制定应对策略和切实提高肠衣质量
ENSCA 还提出了天然肠衣生产中潜在的生物

等提供依据。
1
1.1

有关国际组织与部分国家的卫生安全新要求

危害，认为一些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可形成食品安

OIE

全威胁（表 2），要求企业对肠衣生产中的所有生

为降低国际贸易中肠衣携带和传播动物病原

物危害都要按照 HACCP 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风险

微生物的风险，减少贸易纠纷，OIE《陆生法典》

评估，并根据风险级别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或设置关

（第 26 版，2017 年）

[16]

分别对肠衣中口蹄疫病毒

键控制点

[17]

。另外，ENSCA 为出口到“俄白哈”

灭活程序（第 8.8.38 条）和猪瘟病毒灭活程序（第

关税同盟国家的欧盟肠衣企业专门制定了指导文

15.2.24 条）进行了推荐。

件，同时指出该文件对欧盟的肠衣国际贸易伙伴也

口蹄疫病毒灭活程序：应采用干盐（NaCl）或

有指导作用，其中明确规定肠衣（25 g）中不得检
[20]

饱和盐水（NaCl，AW ＜ 0.80），或者采用磷酸盐

出沙门氏菌

补充的干盐（质量比分别为 NaCl 86.5%、Na2HPO4

产中的所有病毒都列为具有潜在生物危害的微生

10.7%、Na3PO4 2.8%）或饱和盐水（AW ＜ 0.80），

物。目前国际贸易中重点关注的是口蹄疫、猪瘟、

腌制至少 30 d，腌制期间温度始终保持在 12 ℃以上。

非洲猪瘟、猪水泡病、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的病

。值得关注的是，ENSCA 将肠衣生

猪瘟病毒的灭活程序：应采用磷酸盐补充的干

原微生物，以及朊病毒等。例如，针对出口欧盟的

盐（质量比分别为 NaCl 86.5%、Na2HPO4 10.7%、

肠衣，欧盟委员会规章第 999/2001 号就要求成员

Na3PO4 2.8%）或饱和盐水（Aw ＜ 0.80），腌制至
少 30 d，腌制期间温度始终保持在 20 ℃以上。
1.2

欧盟
欧洲天然肠衣协会（European natural sausage

casings association，ENSCA）在 1996 年就提出了
盐渍（腌制）肠衣微生物推荐值，1997 年又将这
些推荐指标纳入天然肠衣加工 HACCP 手册

[13]

。

根据欧盟法规要求，出口欧盟的注册肠衣企业必
68

表2

天然肠衣生产的生物危害

细菌
危害
相关性
蜡样芽孢杆菌
是
肉毒杆菌

是

产气荚膜梭菌
单增李斯特菌
大肠埃希菌
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
是
是
是
是

病毒
寄生虫
危害
相关性 危害
相关性
所有的病毒
是
旋毛虫
无
疯牛病
是
蛔虫
无
/ 痒病朊病毒
囊虫
无
弓形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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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的预防控制和消灭措施，规

的盐渍肠衣企业内进行。批准和注册之前，输出国

定了进口反刍动物肠衣的卫生要求及成员在出口证

主管部门及日本动物卫生部门必须确认该工厂符合

书中列明符合相应要求。

日本动物卫生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注册期限原则

1.3

上是 2 年。

美国
美国既是我国肠衣的主要出口国，也是我国

1.4.2

肠衣腌制条件

反刍动物肠衣：必须在密

肠衣原料的重要来源国。美国对肉禽蛋产品进口

封容器中用干盐（NaCl）或饱和盐水（NaCl，AW

检验检疫的程序为，检查输出国的检验检疫体系是

＜ 0.80），或者采用磷酸盐补充的干盐（质量比分

否与美国的体系等同，以确保进口肉、禽蛋产品在

别为 NaCl 86.5%、Na2HPO4 10.7%、Na3PO4 2.8%）

与美国等效的检验检疫体系下生产、加工。这种保

腌制至少 30 d，腌制期间温度始终保持在 12 ℃以

证是通过定期评估有资格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在疾

上。猪肠衣：必须在密封容器中用磷酸盐补充的干

病、残留、污染、加工工艺、商业欺诈等方面有效

盐（质量比分别为 NaCl 86.5%、Na2HPO4 10.7%、

[21]

。例如，多年前美国为了

Na3PO4 2.8%）或饱和盐水（Aw ＜ 0.80）腌制至少

防止非洲猪瘟病毒和牛海绵状脑病病原通过进口肠

30 d，腌制期间温度始终保持在 20 ℃以上。盐渍

衣传入美国，在《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容器在运出工厂前，必须进行外包装消毒。

regulations，CFR）的 9 CFR 96.2 部分，对出口美国

1.4.3

肠衣的准入条件，如肠衣原料来源、加工场所、运

在清洁卫生的包装和 / 或容器中保存，且需采取适

输要求和标识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定，同时对

当的措施，防止在装船前受到传染病病原体的污染。

禁止输美的情形也有明确规定。另外，美国还要求

输出国主管部门需定期对输日肠衣注册企业进行监

进口肠衣到达入境口岸实施检验检疫时，需有恰当

督检查，并向日本官方报告检查结果，必要时日本

性来实现风险控制的

的证书，证明产品符合美国的标准

[21]

。例如，我国

出口美国的盐渍猪肠衣就需要由主管部门出具兽医

其他要求

输出国主管部门必须确保肠衣

政府可对注册盐渍肠衣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1.5

韩国

（卫生）证书，且在证书中申明：肠衣来自经过宰

韩国政府于 2011 年发布了《来源于偶蹄类动

前和宰后检疫健康的动物，是清洁、卫生的；以卫

物的天然肠衣进口卫生要求》（农林水产食品部通

生的方式进行生产、包装，杜绝二次污染；加工过

知第 2011-32 号）。其中涉及微生物的卫生证书格

程中没有接触其他肠衣、肉类或动物产品。

式和检疫要求，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4

日本

（1）如果生产成品肠衣所用的肠衣原料来自

日本于 2016 年 9 月对出口本国的肠衣卫生标

输出国国内，屠宰动物应由其官方兽医进行宰前、

准及卫生证书格式提出了新要求，涉及微生物的主

宰后检验，证明无动物传染病迹象；肠衣原料必须

要有：

来自韩国官方允许的国家或地区，且肠衣原料在入
提供盐渍肠衣的反刍动物

境口岸须经过检验检疫部门检验或原产地 / 国签发

（牛、绵羊或山羊），须出生和饲养在日本检疫

的卫生证书确认，并证明无动物传染病迹象。（2）

[22]

，以防止牛脑海绵状病

出口企业是经出口国注册的有资格向韩国出口肠衣

（BSE）随肠衣传入日本。提供的盐渍肠衣动物在

的工厂，出口国官方对其进行卫生监管，并在定期

屠宰时，必须经过输出国官方检验人员进行宰前、

的卫生监督检查中没有发现违规现象。（3）肠衣

宰后检验，并且没有发现任何传染病症状。盐渍肠

应在卫生的条件下生产、储存和运输，防止被传染

衣在运往注册盐渍肠衣企业的过程中，应采取措施

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对公共卫生产生有害影响。（4）

防止病原体污染。盐渍肠衣的加工和储存，必须在

每个容器只装同种动物的肠衣。（5）肠衣用密闭

经输出国主管部门和日本动物卫生当局批准和注册

容器包装和运输，防止途中受到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1.4.1

肠衣盐渍要求

所公布名单以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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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非

包括相关法律法规、限量标准、行业规范和肠衣加

2016 年 2 月 23 日，南非发布 G/SPS/N/ZAF/43

工新工艺等文件资料。其次，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搭

通报，表示依据 OIE 组织的“补充进口风险分析：

建一个资料全面、数据准确和更新及时的肠衣信息

牛和猪的肠衣”，对进口猪肠衣卫生要求进行修改，

共享平台，将国外有关涉及微生物的肠衣卫生安全

修改内容涉及狂犬病、口蹄疫、猪瘟、非洲猪瘟、

要求及时进行发布、预警和宣传。再次，针对国外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和猪水泡病。经我国国家质检

相关新要求积极制定应对策略，主动联合大专院校

总局和南非官方反复磋商，南非政府最终同意对原

和科研院所努力开展肠衣微生物杀灭新技术研究、

通报略作修改并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发布了 G/SPS/

应用和储备，加快推进肠衣加工工艺改革，积极破

N/ZAF/43/Add.1 补遗通报，同时发布进口猪肠衣有

解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后，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建

关兽医卫生证书要求。南非国家进口猪肠衣（原料

立和健全企业肠衣加工质量控制体系，切实提高肠衣

来自非猪瘟疫区除外）一般证书要求备注以下加工

质量和微生物卫生安全水平，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

要求：根据 OIE《陆生法典》15.2 章第 15.2.24 点要求，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持续关

为使猪瘟病毒彻底失活，进口猪肠衣需用磷酸盐

注，出口肠衣的微生物卫生安全问题已逐渐引起我

补充的干盐（质量比分别为 NaCl 86.5%、Na2HPO4

国肠衣加工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重视。

10.7%、Na3PO4 2.8%）或者饱和盐水腌制（盐渍）

针对肠衣污染细菌的总体水平、微生物多样性、污

至少 30 d，腌制期间温度始终保持在 20 ℃以上。

染来源、食品安全风险和加工贮藏过程中菌群结构

1.7

的变化等问题的科研工作已经逐渐展开，这都为进

其他国家
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主要

按出口肠衣证书要求进行检验检疫。例如，盐渍
肠衣出口越南时需出具兽医（卫生）证书，其中
有关卫生要求为：肠衣来自经过宰前和宰后检疫
健康的动物，以卫生的方式进行生产、包装，杜
绝二次污染，并用氯化钠盐渍了 30 d。而出口泰
国的盐渍肠衣证书中，除了要求出口肠衣需在 20 ℃

一步提高我国出口肠衣的加工工艺和微生物控制水
平等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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