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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更好地进行畜禽产品中微生物风险监管，构建一套覆盖畜禽产品全生产链的微生物风险监测评估和

预警系统成为迫切需求。针对畜禽养殖、屠宰生产、储存和流通销售等环节，以肉蛋奶中常见微生物监测数据
为基础，通过微生物风险评估模型和数学运算以及预警阈值和预警方法，结合 BP 神经网络等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构建了一套涵盖基础数据库、风险评估模型和风险预警决策三大模块，面向企业、监管和技术机构三类
用户的可视化风险评估预警系统，以期利用该系统对畜禽产品中致病微生物对产品安全性的影响和生产链中风
险关键控制点进行分析，同时对畜禽产品中微生物风险状况进行实时预警，从而为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有效监管
和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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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regulate the risk of microorganism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and to construct
a microbial risk surveillance，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covering the whole production chai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based on the surveillance data of common microorganisms in meat，eggs and milk，and
aiming at the processes of breeding，slaughtering，storage，movement and distribution，a visual system including
general database，risk assessment models and decision-making of early warning was constructed for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on and technology by means of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models，mathematical
calculation，thresholds and methods of early warni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BP neural network and other software.
The system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used for analysis on the inﬂuence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as well as key risk control points along production chain，and for real-time early warning of relevant
risk status，which coul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eﬀective supervision of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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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畜禽产品中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非常普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

[1-2]

。畜禽源性致病微生物可以通过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以及相关的食物消费而在人与动物之间传
[3]

1

数据
监测数据采集

1.1

监测地区

1.1.1

市、县辖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和畜禽产品销

播 。生产过程中实施干预或控制微生物措施可以

售场所。

有效减少终端产品中的微生物污染，以确保畜禽产

1.1.2

[4]

包括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不同

监测环节

涉及从农场到餐桌全过程，覆

品质量与安全 。畜禽产品生产过程中微生物风险

盖畜禽养殖、屠宰加工、流通存贮以及销售消费全

管理已被国际权威组织纳入整个生产链卫生控制系

链条 4 个环节。

[5]

监测对象

包括猪、禽（鸡、鸭、鹌鹑等）、

统的一部分 。因此，开展畜禽养殖和屠宰过程中

1.1.3

重要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和预警研究，将为

牛（肉牛、奶牛等）、羊等主流食品生产畜禽及其

畜禽产品致病微生物限量标准制定、安全控制体系

产品，如鸡蛋、牛奶等。

建立和预警机制形成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具有十

1.1.4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性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弯

监测参数

包括常见的重要人兽共患食源

从农场到餐桌的微生物风险监测是实时掌握

曲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气荚膜梭菌等的污染

微生物污染状况的重要手段，它也可以阐明可能导

率和污染量数据，以及卫生指标菌 —— 大肠杆菌

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从而为公共卫生政策和

和菌落总数的定量数据。

[6]

监测其他数据资料

除了畜禽及其产品中

干预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以微生物监测数据为基

1.1.5

础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可以及时有效地预防、减少和

微生物污染数据，还需要对畜禽及其产品生产规模、

应对源自这些产品的食品安全事件

[7-8]

，这也是改

生产环境（如温湿度）、生产存贮方式（如是否冷

善公共卫生系统的当务之急。鉴于微生物风险监测、

链）、产品接触环境中微生物污染状况等数据和资

评估和预警的重要性，国内外相关机构陆续构建了

料进行采集。

一系列评估预警软件或在线工具，例如用于定量和

1.2

当前数据资料来源

定性风险评估的 sQMRA 和 iRisk，以及用于风险

采用 2019 年以来实验室通过文献或现场调研

预警的 RASFF 等，并将它们应用于实际生产和消

收集的，或者本实验室历年来实际监测的畜禽产品

费中

[9-11]

。在国内，一些实验室初步开展了畜禽产

中常见致病微生物污染数据，作为微生物污染统计

品中的微生物风险监测和评估，但目前尚没有相关

分析或风险评估和预警演示的基础数据。

软件或工具来对全生产链畜禽产品中微生物进行风

2

险评估预警。

2.1

评估预警方法
整体技术路线
畜禽养殖和屠宰环节主要食源性致病微生物

本研究以畜禽养殖和屠宰过程为切入点，以
肉蛋奶中主要食源菌为对象，以监测数据为基础，

风险评估预警系统设计构建的整体技术路线见图 1。

通过风险评估和相关性分析等数学方法，构建了一

2.2

套对畜禽养殖、屠宰过程微生物监测数据进行实时

2.2.1

或系统风险评估和预警的体系，最终创建形成可视

2.2.1.1

化软件操作平台，以期提升我国畜禽全生产链中微

择某地区或者具体到某生产场所，将特定时间系统

生物的风险管理，完善畜禽源性致病微生物的风险

中录入的某种畜禽产品中某种微生物的污染率（p，

预警能力建设，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Pert 分布函数拟合）与单位质量或面积的污染量

风险评估方法
畜禽产品中微生物暴露评估模型构建
生产后畜禽产品中微生物暴露评估

选

45

公 共 卫 生

后续各环节猪胴体或相关风险贡献因素（如设备、
器具或工人接触部位等）的微生物监测数据和信息
资料，经过数据拟合和数学逻辑运算，构建关键控
制点评估模型。通过模拟抽样获得终端产品中微生
物污染量分布，同时通过相关系数对不同环节各参
数进行敏感性分析，获得微生物污染的关键控制点。
产品安全性评估模型

2.2.2

通过上述可以获得

某批次畜禽产品中微生物总的污染量，结合致病微
生物的剂量 - 反应关系，以及烹饪过程不完全加热
的可能占比，构建产品中致病微生物的风险评估模
型。通过随机抽样模拟，计算获得本批次畜禽产品
中某致病微生物的致病概率分布，从而评估产品的
安全性。本系统嵌入了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弯曲杆
图1

畜禽养殖和屠宰环节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
系统构建的技术路线

菌和产气荚膜梭菌等 6 种致病微生物的剂量 - 反应
关系模型 [13]。
风险预警方法

（M，poisson 分布函数拟合）相乘，同时乘以这

2.3

种畜禽产品这段时间的产量（n）获得该批畜禽产

2.3.1

品中微生物的污染量。如果考虑畜禽产品生产后存

初步设定 通过对畜禽产品中致病微生物的污染率 /

放的温度（T）和持续的时间（t），则加入预测微

量以及相应的风险进行广泛的国内外文献调研，拟

生物生长动力学模型中预测增长的微生物量。系统

定了 5 种主要畜禽产品（猪肉、鸡肉、鸡蛋、牛奶、

中嵌入了从 Combase 数据库和 cb-premium 数据库

牛羊肉等）中 7 种致病微生物（沙门氏菌、致病性

中查询获得的 20 种畜禽产品中常见致病微生物组

大肠杆菌、弯曲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

合的一级预测生长动力学模型，并根据相关参数整

增生李斯特菌、产气荚膜梭菌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

理获得了二级模型，可以直接对不同温度和时间下

菌）的污染率和污染量不同级别数值，然后通过

产品中微生物的生长进行预测。多数情况下，畜禽

征求 16 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意见，采用德尔菲法

产品中某些致病微生物含量很少，因此难以直接获

（Delphi Method），初步设定了 188 个畜禽产品 -

得污染量数据。此时，可采用公式将定性数据转化

致病微生物组合不同级别（共 5 级）危害可能性的

为定量数据，进行模型构建。转换公式：M = -（2.303/

定性和定量数据作为预警阈值。

V）×lg（Nneg/Ntotal）。其中 V 为样品的稀释倍数，

2.3.2

Nneg 为阴性样品数，Ntotal 为样品总数
2.2.1.2

[12]

。

生产过程畜禽产品微生物污染风险关键

微生物危害可能性定性和定量预警阈值的

风险预警级别和相应决策措施的确定

根

据风险监测和暴露评估的数据获得某地区（场所）
某时间内某种畜禽产品中某种致病微生物危害可能

将畜禽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分

性分值，与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ICMSF）

解，以生猪屠宰为例，按屠宰工艺流程可分解为烫

中规定的此致病微生物危害严重度分值相乘 [13]，

煺毛、净膛、去头蹄修整、冲淋预冷等 4 个环节。

获得风险系数。将风险系数带入风险矩阵 [13]，可

以烫煺毛后胴体直接暴露于空气中为评估起点，取

以得出当前的风险级别。根据风险等级设定预警，

控制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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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也分为 5 个级别，分别是“极低（可忽略）风
险”（用绿色表示）、“低风险”（用蓝色显示）、
“中风险”（用黄色表示）、“高风险”（用橙色
表示）、“极高风险”（用红色表示）。根据前期
评估的畜禽产品中微生物不同的预警级别，系统还
列出了不同环节精准控制微生物风险的技术手段和
措施等。
2.4

BP 神经网络算法

图2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登录界面

图3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模块设置

整个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构建采用 BP 神经网
络算法，即畜禽产品中微生物污染监测数据或资料
性数据是在输入层直接输入或者从数据库中调取输
入。然后数据进入隐含层，按照风险评估预警原理
流程并结合嵌入到系统的模型资料，如预测微生物
学模型和剂量 - 反应关系模型等，进行逐级数学运算
和训练，最后在输出层显示风险级别或是预警决策。
3

储存、流通消费）的不同畜禽或其产品不同微生物

结果展示

3.1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整体呈现

监测数据的单条录入或批量导入以及查询功能，还

所构建系统的全称为“国家畜禽养殖和屠宰

有对选择数据的统计分析功能（图 4）。风险评估

过程中人畜共患食源性病原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

模型模块设置了产品安全性评估、关键控制点评估、

系 统”， 简 称 PRAWS 系 统。 目 前 可 通 过 https://

产品病原微生物风险分级评估、模型库和评估方法，

praws.cahec.cn 网址登录使用，登录界面见图 2。

以及历史评估结果查询几个部分（图 5）。风险预

登录后可见系统设置为 3 个模块，分别是基础数据

警决策模块设置了风险评估预警、风险预警记录、

库、风险评估模型和风险预警决策（图 3）。

微生物危害严重度赋值、微生物危害可能性阈值、

基础数据库模块有 4 个环节（养殖、屠宰 / 生产、

图4

风险矩阵几个部分。用户可以通过锁定地区（点）、

基础数据库模块的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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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环节、畜禽 / 产品种类以及微生物种类等选

设置了相应的使用权限，后期通过分配的账号实现

项，调入前面的风险监测评估数据，即可显示当前

分类。企业用户登录后可在基础数据库模块直接单

数据对应的风险预警级别。系统包含地区（地图）、

条录入或批量导入、导出、查询养殖屠宰等环节微

时间（折线图）和环节（柱状图）3 种展示形式。

生物监测数据，也可以使用这一模块的统计分析功

不同颜色对应不同预警级别（图 6）。鼠标点击某

能查看特定时间的微生物污染数据；还可以使用风

个位置，即可显示当前的风险系数和对应的决策支

险预警决策模块查看特定时间微生物污染风险预警

持提示。

情况；当然所有数据操作仅限于各企业本身，不能

3.2

不同类型用户使用评估预警系统的操作模式

针对其他企业。同样，监管机构用户也可登录基础

PRAWS 系统在设计时针对企业用户、监管机

数据模块，查询辖区内特定环节、特定畜禽 / 产品、

构用户和技术机构用户 3 种类型的用户实际需求，

48

特定微生物的监测数据，同时也可使用此模块的统

图5

风险评估模型模块的功能设置

图6

风险预警决策模块的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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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功能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还可使用风

物的风险进行评估。系统在后台根据拟定的微生物

险预警决策模块查看辖区内特定地区 / 养殖（屠宰、

危害严重度赋值和危害可能性阈值进行数学运算，

收储）场、特定时间、特定畜禽 / 产品、特定微生

输出风险系数，然后对应风险矩阵获得风险等级和

物污染风险预警情况。技术机构用户可以使用 3 个

预警提示。系统的使用操作流程如图 8 所示。

模块中的所有功能，主要是利用基础数据库模块里
的监测数据，然后在风险评估模型模块中调用模型
进行风险评估，最后在风险预警决策模块中分析风
险等级和预警及决策支持情况。图 7 显示了不同权
限用户在使用该系统时的操作模式。

图8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使用流程
（虚线框内为系统后台运算内容）

图7

不同权限用户使用系统的操作模式

（不同用户权限范围用相应线条表示）

3.4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应用实例
3.4.1

屠宰猪肉产品安全性评估

利用系统中风

3.3 畜禽产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使用流程

险评估模型的产品安全性评估功能评估 A 省 6 月

畜禽或其产品中微生物携带污染数据在基础

份和 B 省 7 月份屠宰猪肉中沙门氏菌污染对产品

数据库模块输入后，可以在此模块直接查询特定时

安全性的影响。按照提示选择评估对象和时间、温

间、地区或养殖（屠宰、收储）场、环节、畜禽 /

度等参数信息，然后通过检索历史数据锁定这段时

产品种类中某微生物的污染携带数据列表，也可以

间此省屠宰猪肉中沙门氏菌的污染率等众数值，通

利用此模块的统计分析功能直接分析相应污染状

过后台的定量转换公式获得定量数据。提交后，后

况。风险评估研究者可以在风险评估模型模块选择

台先结合预测微生物学模型获得消费时的暴露量，

拟开展的评估类型，按照评估需要逐条输入相应参

然后考虑烹饪时可能由于不完全加热导致微生物

数，并可直接调用基础数据库中的相应监测数据，

的残留率（假定 0.1%），并结合剂量 - 反应关系

提交后，后台调用系统嵌入的预测微生物模型和剂

模型，最终获得产品中沙门氏菌的致病概率。A 省

量 - 反应模型等，同时按模型参数间数学逻辑关系

众数值为 1.5×10-9，风险分级为“极低风险”（图

运算，在输出界面获得微生物的污染率 / 量分布、

-4
9-A）；B 省众数值为 3.8×10 ，风险分级为“极

致病概率分布、风险等级、关键控制点等信息，评

高风险”（图 9-B）。

估结果会自动保存。最后在风险预警决策模块可以

3.4.2

输入拟评估预警的时间、地区或场、环节等信息，

估

直接调用前期监测数据，对特定畜禽 / 产品中微生

能，选择生猪屠宰模块化模型。在输入界面录入评

某生猪屠宰场沙门氏菌污染关键控制点评

利用系统风险评估模型模块中关键控制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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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省 6 月份 ；B. B 省 7 月份。

图9

屠宰环节猪肉中沙门氏菌相关产品安全性评估模拟结果

估所需的生猪屠宰过程各个环节相关因素中沙门氏
菌的污染率和污染量数据，包括猪本底携带的以及
屠宰过程可能接触的器具、工人手部等环境中沙门
氏菌的污染数据和交叉污染的传递率，以及屠宰过
程的冲淋时间和消除率等数据。提交后，获得屠宰
过程每个环节沙门氏菌消长变化（图 10-A）。可
见净膛和劈半两个环节沙门氏菌增加量最多。通过
雷达图明确关键控制环节是劈半环节，其次是净膛
环节（图 10-B）。
3.4.3

某地区屠宰猪肉中沙门氏菌风险评估预警

测试

在风险预警决策模块，点击风险评估预警功

能，即可继续选择要评估预警的省市（山东省潍坊
市）、环节（屠宰生产）、微生物（沙门氏菌）、
畜禽 / 产品（猪肉），以及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6 月 30 日）。提交后，系统自动显示目标省份，
鼠标放到目标区域，即自动显示在这段时间屠宰猪

A. 沙门氏菌消长变化图 ；B. 基础雷达图。

图 10

某生猪屠宰场屠宰过程沙门氏菌暴露评估结果

肉中沙门氏菌的监测数据。鼠标点击后，新的窗口

险”。这种情况下预警防控措施显示不预警（图

根据猪肉中沙门氏菌危害严重度赋分（2 分）和危

11）。实际从“低风险”开始，系统就会在预警防

害可能性阈值赋分（1 分）的乘积获得风险系数（2）。

控措施里提示一级预警所需采取的措施，以此类推

然后，根据风险矩阵提示获得风险等级为“极低风

到“极高风险”的 4 级预警防控措施。比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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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山东省某区屠宰猪肉监测沙门氏菌的风险评估
预警模拟结果

输入模拟数据对四川省某地区生猪屠宰环节沙门氏
菌的风险进行研判，结果如图 12 所示。本测试以
山东省潍坊市和四川省彝族自治州猪肉产品为例，
为方便叙述，数据采用模拟数据，不代表真实情况。
4

讨论
动物源性食品病原微生物引发的人类食物中

毒和人兽共患疾病，危害范围广，经济损失大。为

图 12

四川省某区屠宰猪肉沙门氏菌风险评估
预警模拟结果

有效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病原微生物传播和感染，增

害暴露和操作作为特定病原体引起疾病的可能性；

强对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反应和预警能力，国际组织

欧盟创建的食品和饲料安全预警系统（Rapid Alert

和发达国家纷纷开展了食源性致病菌的风险评估，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RASFF）具有方便可查

不断建立和完善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国

询的官方网站、连续完整的年度报告、规范有效的

外对动物源性食品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和预警方面

通报方式和及时完善的政策法规，使其在风险预警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生产体

和应对上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极大程度地确保了

系（如 HACCP 体系）探索和建立

[14]

，食品中主

要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的风险评估 [15-19]，以及开发食

欧盟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健康 [20]。
我国动物源性食品（主要为猪、禽制品等）

品中致病微生物风险预警系统与实际应用。如美国

生产消费量居全球之首，但动物源性食品致病微生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开发的 FoodNet 网络，

物风险评估和预警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

通过实验室调查、医生调查、人口调查和特殊研

不小差距。虽然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动物源性食品的

究 4 种方式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评估，确定通过食

质量安全问题，如原农业部在 2001 年就建立了农

品传播的致病菌感染的发生率，判断各种可能的危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但是尚未将畜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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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致病微生物纳入。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由于系

意义。目前系统正推广到不同企业和监管技术机构

统监测数据的匮乏而导致开展成效不很显著。原

试用，在试运行过程中应该还会发现一些需要改进

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7 年开发了“快速预警和快速

的问题。本开发团队将会对系统进行持续优化完善，

[21]

反应系统（RARSFS）” ，构建了质检部门动态

争取早日使其在畜禽产品生产过程的卫生控制和质

监测和趋势预测网络，但并未涉及致病微生物的预

量安全的有效监管中发挥实际作用，提升我国畜禽

测生长和风险评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于

产品全生产链致病微生物的风险管理能力，完善动

2021 年推出了“基于规则库引擎构建食品安全风

物源性致病微生物的风险预警能力建设，保障畜禽

[22]

险评估及预警系统” ，通过使用结构化查询语言，

产品的质量安全和民众消费安全。

基于规则库引擎的可视化方法，研究构建了可实现

致谢：

实时预警和定时预警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预警系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该风险评估预

统。但是该系统重视的是食品中各种危害因子大数

警系统的计算机语言体系和软件开发；中国动物卫

据的实时抓取，并未特别考虑微生物的增殖和交叉

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动物卫生信息处郑雪光副研究

传播等特异属性。目前我国畜禽产品中致病微生物

员、彭东副研究员在系统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给予

的风险评估多集中在生产链关键控制点或终端产品

网络方面问题的指导；“十三五”重点研发专项项

对消费者危害的研究阶段。为更好地指导生鲜畜禽

目组及本课题参与单位扬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产品的科学有效监管、安全生产和安心消费，亟需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和中山大学在系统构建过程中

构建畜禽产品全链条微生物风险评估预警体系。

给予建议和协助；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本研究针对国内外研究背景以及我国的现实

司畜禽产品病原危害风险评估项目和畜牧兽医局屠

需求，以动物养殖和屠宰过程为切入点，以肉蛋奶

宰环节微生物风险监测项目给予持续支持。在此一

中重要人畜共患食源性致病微生物为对象，以监测

并表示感谢。

的污染数据为基础，通过微生物风险评估技术、相

参考文献：

关数学运算法以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等，结合预
测微生物学模型和剂量 - 反应关系，整合了一系列

[1]

major food-borne zoonotic bacterial pathogens[J].

畜禽养殖屠宰过程重要致病微生物的风险评估模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2020：4674235. DOI：

型，并结合 BP 神经网络法，构建了一套对畜禽养
殖屠宰过程致病微生物风险进行实时预警的体系，

10.1155/2020/4674235.
[2]

isolated from animal-origin food items in Gondar，

只需输入实时监测数据，后台就可以调用模型或算
的微生物风险进行实时预警。如果风险极低可忽略

Ethiopia[J].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6：
4290506. DOI：10.1155/2016/4290506.
[3]

foodborne diseases：a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的预警，同时会显示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
险评估模型和风险预警决策。系统还针对企业、监
管机构和技术机构的不同需求，设有 3 种操作模式，
对提升产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指导

52

CHLEBICZ A，ŚLIŻEWSKA K. Campylobacteriosis，
salmonellosis，yersiniosis，and listeriosis as zoonotic

时，显示不预警；如果有一定的风险，就显示相应
本系统分了 3 个模块，包括基础数据库、风

EJO M，GAREDEW L，ALEBACHEW Z，et al.
Prevalence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最终创建形成了可视化软件操作平台。系统应用时，
法进行风险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对本批次产品

ABEBE E，GUGSA G，AHMED M. Review 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8，15（5）：
863.
[4]

YOUNG I，WILHELM B J，CAHILL S，et al. A rapi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slaughter and processing interventions to control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in beef and pork[J]. Journal of food

公 共 卫 生

2021 年第 38 卷第 11 期

[5]

protection，2016，79（12）：2196-2210.

险评估和预测微生物学 [C]// 北京食品学会 . 第二届国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 Principles

际食品安全高峰论坛论文集 . 北京：北京食品学会，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microb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MRM）：GL 63—2007[Z]. Rome：
[6]

CAC，2007.

Campylobacter spp. in broiler chickens and Vibrio spp.

LUKACSOVICS A，HATCHER M，PAPADOPOULOS

in seafood：technical report[R]. Bangkok：Joint FAO/

A. Risk factors and surveillance systems for foodborne

WHO expert consultation，2002：5-9.

illness outbreaks in Canada[Z]. Vancouver：The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2014.
[7]

[8]

[16] FA Z I L A ， L O W M A N R ， S T E R N N ， e t a l . A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Campylobacter

CHEN Y，DENNIS S B，HARTNETT E，et al.

jejuni on chicken[R]//Baltimore：10 th International

FDA-i RISK-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system for

Workshop on Campylobacter，1999.

evaluating and ranking food-hazard pairs：case studies on

[17] MARGARET C，ERIC E，NEAL G，et al. Risk

microbial hazards[J].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2013，

assessments Salmonella enteritidis in shell eggs and

76（3）：376-385.

Salmonella spp. in egg products[R]. Washington：FSIS，

H AV E L A A R A H ， E V E R S E G ， N A U TA M J .

Challenges of 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at EU
level[J].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2008，
19：26-33.
[9]

2009：73-76.
[15] FAO. Food and nutrition paper：risk assessment of

ERIC G E，JURGEN E C. A swift quantitative
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sQMRA）tool[J]. Food
control，2010，21（3）：319-330.

[10]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FDA/CFSAN），Joint Institute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JIFSAN），Risk
Sciences International（RSI）. FDA-iRISK®：version
4.2[Z/OL]. [2021-08-01]. https://irisk.foodrisk.org/.
[11] PARISI S，BARONE C，SHARMA R K. The RASFF：
legal bases，aims and procedures for notifications[M].
Berli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
[12] JARVIS B. Sampling for microbiological analysis[J]. The
microbiological safety and quality of food，2000，2：
1727e1728.
[13] 王君玮，赵格 . 畜禽产品中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与控
制 [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0.
[14] 杨兆艳 . 现代食品微生物学的三大模式：HACCP、风

2005.
[18] FDA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on the public health impact
of pathogenic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raw oysters[Z].
Washingto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5.
[19] ROBERT B，ROLAND L，THOMAS R，et al. Risk
assessment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in ready-to-eat
foods：technical report[C]//FAO/WHO. Joint FAO/WHO
activities on risk assessment of microbiological hazards in
foods：interpretive summary. Rome，2002.
[20] 唐晓纯，许建军，瞿晗屹 . 欧盟 RASFF 系统食品风险
预警的数据分析研究 [J]. 食品科学，2012，33（5）：
285-291.
[21] “食品安全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建设研究工作
初见成效 [J]. 世界标准信息，2007（8）：10-11.
[22] 王建新，王雅冬，闫利叶，等 . 基于规则库引擎构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 [J].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21，33（1）：1-7.

（责任编辑：高向向）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