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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收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的禽肉产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督数据，结合农业农村部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青岛）及相关风险监测和评估单位近年来开展禽肉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研究获得
的风险监测数据，发现乌鸡、地方品种土鸡、鲜（冻）鸡肉、鸭肉等禽肉产品中，恩诺沙星（或以恩诺沙星 +
环丙沙星计）、氧氟沙星、磺胺类药物、氟苯尼考（胺）、氯霉素、尼卡巴嗪及残留标志物、阿奇霉素、多西环
素、土霉素、金刚烷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 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基 -2- 噁唑烷基酮（AOZ）、呋喃西林代谢

物氨基脲（SEM）和呋喃它酮代谢物 5- 吗啉甲基 -3- 氨基 -2- 噁唑烷基酮（AMOZ）]、五氯酚酸钠等药物存
在较大残留安全风险，针对这些主要风险因素分析，提出了有关控制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公告等贯彻落实和强制性培训制度，加快制定我国地方品种畜禽养殖生产加工规范类标准和产品标准，建立协
调合作机制、加强数据信息共享，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合格证制度，加快“两品一标”畜禽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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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during supervision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risk supervision for poultry products

organized by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isk monitoring data obtained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quality，safety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oultry products conducted b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an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Qingdao），MARA and relevant units responsible

for risk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in recent years，a relatively large residual risk of the following drugs were found
from products of black-bone chickens，local chickens，fresh（frozen）chicken，duck and others ：enroﬂoxac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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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floxacin+ciprofloxacin），ofloxacin，sulfonamides，florfenicol（amine），chloramphenicol，nicarbazin and

its residual markers，azithromycin，doxycycline，oxytetracycline，amantadine，nitrofuran metabolites[including
furazolidone metabolite，3-amino-2-oxazolidinone（AOZ）；furacilin metabolite，semicarbazide（SEM）；and

furantone metabolite，5-morpholine methyl-3-amino-2-oxazolidinone（AMOZ）]and pentachlorophenol-sodium，
etc. Based on analysis on the above major risk factors，releva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including implement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standards，announce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as well as mandatory training system，
developing normative standards on farming，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local livestock and relevant products，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adequately share data and information，extending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tment certiﬁcat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with“green food，organic foo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two products and
one indication）”.

Key words ：poultry products ；major drug ；analysis on risk factors ；control strategy

通过收集近几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
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的禽肉产品监

（32/45）。不同禽肉样品的批次数和实际检测值，
详见表 1。

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数据以及近年来开展禽肉产品质

另外，据市场监管总局有关专家提供的不完

量安全风险评估研究获得的风险监测数据，确定当

全统计数据，3 年多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食用

前我国禽肉的主要药物风险因素为氟喹诺酮类等 9

畜禽产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发现，导致畜禽产品

大类 16 种（类）药物，并对这些主要风险因素进

不合格的前 11 种药物因素分别为恩诺沙星、磺胺

行分析，提出了相应控制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禽

类（总量）、五氯酚酸钠、氧氟沙星、氯霉素、多

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提供参考。

西环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克伦特罗、金刚烷胺、

1 近年来我国禽肉产品质量安全主要风险因素状况

土霉素、氟苯尼考。禽肉产品在不合格畜禽产品中

1.1

近三年禽肉产品不合格信息
从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收集 2018 年 6 月—2021

占比较大。鸡肉产品中乌鸡肉产品不合格率最高，
占鸡肉不合格批次数的 4 成以上，主要药物风险因

年 11 月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禽肉不合格产品信息，

素为恩诺沙星和磺胺类（总量）。

包括乌鸡、三黄鸡、地方品种土鸡、鲜（冻）鸡肉、

1.2

鲜鸭、半边鸭及鸭产品等不合格禽肉产品共 71 批

结果

近年来禽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监测研究

次。不合格药物参数包括：恩诺沙星（或以恩诺

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

沙星 + 环丙沙星计）29 批次、氧氟沙星 6 批次、

室（青岛）及相关参与单位近几年开展禽肉产品质

磺胺类（总量）7 批次、甲氧苄啶 3 批次、氯霉素

量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研究发现，近几年禽肉产品

7 批次、尼卡巴嗪及残留标志物 6 批次、多西环素

质量安全的主要药物风险因素包括恩诺沙星 + 环

4 批次、土霉素 4 批次、金刚烷胺 3 批次、硝基呋

丙沙星、氧氟沙星、氟苯尼考（胺）、氯霉素、金

喃类代谢物 [ 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基 -2- 噁唑烷

刚烷胺、磺胺类药物、阿奇霉素、多西环素、硝

基酮（AOZ）、呋喃西林代谢物氨基脲（SEM）]3

基呋喃类代谢物 [AOZ 以及呋喃它酮代谢物 5- 吗

批次、五氯酚酸钠 2 批次。在 71 批次的不合格禽

啉甲基 -3- 氨基 -2- 噁唑烷基酮（AMOZ）] 等。

肉产品中，乌鸡肉产品有 45 批次，占总禽肉产品

3 年多以来，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的 63.4%（45/71）。乌鸡肉产品中恩诺沙星和磺

（青岛）及有关实验室在日常开展的禽肉产品风

胺类（总量）药物项目是主要风险参数，两大项共

险监测和评估过程中发现，氟苯尼考（胺）（检

出现 32 批次，占乌鸡肉产品总不合格数的 71.1%

测值为 149~349 μg/kg） 和 阿 奇 霉 素（ 检 测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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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药物名称

2018 年 6 月—2021 年 11 月食用禽肉产品不合格信息汇总
不合格禽肉产品批次
乌鸡

恩诺沙星（或以恩诺沙星 + 环丙沙星计） 26

三黄鸡

土鸡及鸡肉

1

2

氧氟沙星

2

磺胺类（总量）

6

甲氧苄啶

3

氯霉素

2

2

尼卡巴嗪及残留标志物

1

2

多西环素

2

土霉素

1

金刚烷胺

1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AOZ、SEM）

1

鸭肉及产品

4
1

1

1

五氯酚酸钠

合计

检测值 /（μg/kg） 标准值 /（μg/kg）

29

151.3~3 503.0

6

8.5~2 767.0

100
不得检出

7

155.2~723.0

100

3

148.2~209.0

50

7

0.2~57.2

不得检出

3

6

249~589

100

2

4

186.5~418.0

100

3

2

4

310~1 000

200

2

3

4.28~25.50

不得检出

1

3

1.59~3.08

不得检出

2

2

2.1~5.4

不得检出

注：表格数据来源于市场监管总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zw/wjfb/）。

0.615~150 μg/kg）存在较大残留超标风险。这两类

用就会出现畜禽肉中药物残留超标的情况。恩诺沙

药物近年来在禽肉产品中出现残留超标概率高，成

星（或以恩诺沙星 + 环丙沙星计）是国家市场监

为禽肉产品的重要药物风险因素。其他有关药物风

管总局监督抽检的乌鸡等禽肉产品中非常重要的风险

险因素与市场监管总局在网上发布的数据较为吻合。

因素之一。202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

2

药典》[2] 规定，恩诺沙星在乌鸡养殖过程中禁用。

我国当前禽肉产品质量安全主要药物风险因素
根据有关分析数据，目前我国禽肉产品的主

氧氟沙星是人用专用药物。2015 年农业部组织开

要药物风险因素为以下 9 大类药物共 16 种（类）：

展了部分兽药的安全性评价工作。经评价，认为洛

氟喹诺酮类药物 —— 恩诺沙星 + 环丙沙星、氧氟

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4 种原

沙星，磺胺类药物 —— 磺胺类（总量）、甲氧苄

料药的各种盐、酯及其各种制剂可能对养殖业、

啶，酰胺醇类药物 —— 氟苯尼考（胺）、氯霉素，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或者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农

抗寄生虫药物 —— 尼卡巴嗪及残留代谢物，大环

业部第 2292 号公告 [3] 规定停止将这 4 种药物用于

内酯类药物 —— 阿奇霉素，四环素类药物 —— 多

食品动物。但在实际检测结果中，有的禽肉产品

西环素、土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AOZ、

上述药物残留量高达 2 767 μg/kg，药物的检出提

SEM、AMOZ，抗病毒药物 —— 金刚烷胺，灭菌

示可能产生相关质量安全风险。

杀虫药物 —— 五氯酚酸钠。

2.2

2.1

磺胺类药物
在标准 GB 31650—2019 中，磺胺类（总量）

氟喹诺酮类药物
近年来，恩诺沙星是我国禽肉产品重要的风

和磺胺增效剂甲氧苄啶是规定了畜禽肉中最大残

险因素之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

留限量的兽药。其中：磺胺类（总量）限量值为

[1]

残留限量》（GB 31650—2019） 规定了畜禽肉

100 μg/kg，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723 μg/kg，

中恩诺沙星最大残留限量，规定限量值为 100 μg/kg，

为限量值的 7 倍多；甲氧苄啶限量值为 50 μg/kg，

实际检测结果中最高残留量为限量值的 35 倍。这

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209 μg/kg，为限量值

反映出养殖生产过程中，不按停药期使用或超量使

的 4 倍多。标准 GB 31650—2019 还明确规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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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期严禁使用磺胺类药物。但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

2019 年仍为中风险参数。因此，该药物使用风险

或不按停药期使用造成药物残留超标现象时有发

仍然较大，在日常风险监测中应注意该类药物的风险。

生，在乌鸡、品种土鸡肉产品出现磺胺类（总量）

2.6

在标准 GB 31650—2019 中，多西环素和土霉

药物和甲氧苄啶超标的情况较为严重。
2.3

酰胺醇类药物
在标准 GB 31650—2019 中，氟苯尼考（胺）

是规定了畜禽肉中最大残留限量的兽药，规定限量值
为 100 μg/kg，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349 μg/kg，
为限量值的 3 倍多。在我国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
违规使用或不按停药期使用从而导致畜禽肉产品出
现药物残留超标的情况。该药物残留超标也是目前
我国禽肉产品主要的风险因素。氯霉素毒副作用较
强，在农业农村部第 250 号公告《食品动物中禁止
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4] 中，明确规定氯
霉素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应为不得检出，但实
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57.2 μg/kg。在近年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报告中，乌鸡肉
产品中氯霉素超标问题比较严重。
2.4

抗寄生虫药物
在近年市场监管总局监督抽检的禽肉产品中，

尼卡巴嗪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标准 GB 31650—
2019 对尼卡巴嗪残留标志物（4，4- 二硝基均二苯
脲）的残留限量进行了规定，限量值为 100 μg/kg，
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589 μg/kg。因此，我
国目前禽肉产品存在此种药物的安全风险。
2.5

大环内酯类药物

素是规定了畜禽肉中最大残留限量的兽药，同时规
定多西环素在产蛋期和泌乳期严禁使用。标准中规
定多西环素的限量值为 100 μg/kg，实际检测值
中最高残留量为 418 μg/kg；土霉素的限量值为
200 μg/kg，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1 000 μg/kg。
在市场监管总局的抽检结果中，多西环素和土霉素
是禽肉产品的重要药物风险因素。
2.7

2019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中未对其作出
明确规定，但在农业部第 560 号公告中将其列为《兽
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的药物，为食品动物禁用
药物，不得检出，但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留量为

抗病毒药物
金刚烷胺是人用专用抗病毒药物。金刚烷胺

等人用抗病毒药物移植兽用，缺乏科学规范及安全
有效的实验数据，用于动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给动物
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而且影响国家动物疫病防
控政策的实施。农业部第 560 号公告将其列为《兽
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的药物，曾禁止在食品动物
中使用，但实际检测结果中最高残留量为 25.5 μg/kg。
虽然第 560 号公告目前已经废止，但对该类药物的
限制内容并没有废止，同时《兽药管理条例》中也
明确规定，不得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在没有批准
用作兽药使用的情况下，应将其列为不应使用的药
物，近几年也一直将其作为专项监测和风险监测评
估参数。因此，该药物使用风险仍然较大，禽肉产
品存在该药物使用的安全风险。
2.8

近年来阿奇霉素在禽肉产品中检出率高，影
响禽肉产品质量安全。该类药物在标准 GB 31650—

四环素类药物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在禽肉产品中存在较大风险的硝基呋喃类药

物代谢物主要包括 AOZ、SEM 和 AMOZ。农业农
村部第 250 号公告明确规定呋喃唑酮、呋喃它酮、
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和呋喃苯烯酸钠在食品动物中
禁止使用，在禽肉中不得检出，但实际检测结果中
最高残留量为 3.08 μg/kg。所以此类药物存在一定

150 μg/kg。虽然第 560 号公告目前已经废止，但

安全风险。

在农业农村部 2016—2018 年连续 3 年的禽产品质

2.9

量安全专项监测中，其均为禽肉产品高风险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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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国家市场监督抽检中是较为严重的风险因

养殖户”的“五统一”方式养殖、回收和加工。规

素。农业农村部第 250 号公告明确规定，五氯酚酸

范化肉禽加工企业一般都建有化验室，可以对禽肉

钠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在禽肉中不得检出，但

产品进行兽药、农药、微生物及重金属指标的检验

实际检测结果中最高残留量为 5.4 μg/kg。所以，

检测，开展禽肉产品风险自控，确保禽肉产品质量

此类药物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安全，满足产品出口质量和国内销售要求。但我国

3

乌鸡和地方品种土鸡、土鸭等禽类养殖规模较小，

控制对策
当前药物残留超标风险是我国禽肉产品的主

多为散养或小规模笼养，目前多未制定和施行与质

要风险因素之一。应加强相关药物风险因素的监管

量监管相适应的生产规范类标准和产品标准，难以

和控制，从国家到地方实行一系列管控措施，强化

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养殖和生产，药物使用监管相

人民群众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增强畜禽产

对较为困难，同时市场准入监管方面还存在一些漏

品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生态、

洞，所以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药物残留超标现象。近

安全、优质、放心的畜禽产品，提高我国禽肉产品

年来我国乌鸡和地方品种的土鸡、土鸭药物残留超

的质量安全水平。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对主要药物

标严重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应加快制定实施乌

风险因素的控制。

鸡和地方品种土鸡、土鸭的养殖生产加工规范及禽

3.1

建立针对畜禽养殖和畜禽产品加工经营主体、

肉产品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促进实

农业技术推广和科研人员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

现这类家禽养殖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根本上

公告等贯彻落实和强制性培训制度

减少或杜绝这类产品药物残留超标风险和其他安全

应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提高这类禽肉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兽药管理条例》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以及《食品中兽药最大

监测和市场监管总局监督抽检工作，加强数据信息

残留限量》（GB 31650—2019）、农业农村部第

共享

建立协调合作机制，继续开展禽肉产品风险

250 号公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建立国家和地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

合物清单》等法律法规、标准和公告的宣贯、落实

督管理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实现畜禽产品质量安

和培训工作。促进禁、限用药物品种和安全用药间

全风险数据共享。各部门在开展有关畜禽产品风险

隔期、休药期等规定宣贯和培训。同时应对省、市、

监测工作时，应对禽肉产品的这 9 大类主要药物风

县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兽药使用法律法规、

险参数监测进行适当分工，在不同时期对重点产品

标准、公告等宣贯和培训工作，并进行考核评价，

的主要药物风险因素进行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尽

强化监察问责，建立约谈机制，充分落实主管行业

量涵盖所有主要药物残留风险因素，减少产品项目

部门的监管责任。

参数重复性抽检。应继续开展对禽肉产品（包括乌

加快制定我国地方品种畜禽养殖生产加工规

鸡肉）的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及所列主要药

范类标准和产品标准，完善标准体系，实现养殖生

物风险因素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做到检测数据

产标准化和规范化

互为引用、互为补充、互为借鉴，打通风险因素数

3.2

目前，我国大型肉禽企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

据共享渠道，为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真

平高，禽肉产品质量安全性高，药物残留风险低。

实的技术数据，更好地指导制定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除肉禽企业进行自行养殖和加工外，还采用“公司 +

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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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出，加强农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

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增加
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4

展望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

我国是世界上禽肉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禽

度。2021 年 11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农

肉产品质量安全关系重大，禽肉产品的药物残留风

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

险是除致病微生物和禽流感等疫病风险以外最大的

[6]

工作的通知》 指出，自 2019 年农业农村部在全
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以来，各地农业农村
部门积极推进，压实了生产主体责任，促进了产管
衔接，进一步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并要求今后，一要做好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规范开具；二要加快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推
广使用；三要强化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监督管理，包
括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加强带证农产品监测和
问题查处、及时掌握试行进展情况。通过农产品承
诺合格证制度的实施，针对畜禽养殖和畜禽产品生
产加工主体，应进一步强化畜禽养殖和生产加工主
体的责任意识，促使加强全过程质量控制和管理，

风险因素。当前我国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保障畜牧业绿色发展，强化畜禽健康生态养殖和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为
此应采取适当措施，不断减少或消弭各种畜禽产品
安全风险，提高畜禽产品质量水平。在家禽养殖、
生产加工和销售等诸环节，要不断加强对各类药物
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控制，落实好农产品承诺合格证
制度，不断提高禽肉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突破国际
贸易壁垒，增加禽肉产品出口和内销。特别要加强
对乌鸡等地方品种禽肉产品的市场准入管理，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对禽肉产品的消费信心。

做到不违法使用药物及其他投入品，减少直至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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