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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禽蛋产品
主要药物风险因素分析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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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收集近年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禽蛋产品监督抽检的监测数据，结合国内有关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评估机构开展禽蛋产品检测研究获得的数据，发现鲜鸡蛋、土鸡蛋、乌鸡蛋、鹅蛋等禽蛋产品中，
氟苯尼考（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星、甲砜霉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总量）、
甲氧苄啶、甲硝唑、地美硝唑、多西环素、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基 -2- 噁唑烷基酮（AOZ）]、金刚烷胺等药

物存在残留安全风险。针对这些主要药物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有关控制对策建议 ：加强对国家法律、法规、
公告的宣贯和培训 ；倡导建立集约化、标准化的蛋禽养殖场 ；建立蛋禽场良好生物安全体系，落实《全国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增强禽蛋产品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切实落实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加强对养禽过程中药物使用的监管，强化养殖环节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 ；建立禽蛋产品跨省、跨地区流通监
管机制，强化禽蛋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流通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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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illance data related to sampling inspection for poultry egg products as published by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in recent years，it was found that，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ata obtained through
researches on detection of poultry egg products by relevant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animal and poultry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a risk of residues of ﬂufenicol（amine），enroﬂoxacin（enroﬂox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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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ciprofloxacin），ofloxacin，thiamphenicol，chloramphenicol，sulfonamides（total amount），trimethoprim，

metronidazole，dimethidazole，doxycycline，furazolidone metabolite [3-amino-2-oxazolidinone（AOZ）]，
amantadine and other drugs was available in fresh chicken eggs，native chicken eggs，black-bone chicken eggs，goose
eggs and other poultry eggs，against which，upon analysis，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improving public's awareness and training related to national laws，regulations and announcements ；advocating to

establish intensive and standardized farms for laying poultry ；developing a good bio-safety system for the farms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Reducing the Use of Veterinary Antibiotics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manufactures for egg products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certificate for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ver drug u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breeding
with increasing supervision，inspect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establishing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transprovincial or transregional movement of egg product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ver market ac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egg products.
Key words ：egg products ；major drugs ；analysis on risk factor ；control

通过收集近几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

沙星之和计）43 批次、氧氟沙星 9 批次、甲砜霉

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有关禽蛋产品监

素 1 批次、氯霉素 1 批次、磺胺类（总量）1 批次、

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数据，以及近年来开展的禽蛋产

地美硝唑 1 批次、金刚烷胺 1 批次。2018 年 6 月—

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检测研究中获得的检测研究数

2021 年 12 月的鲜禽蛋产品不合格信息见表 1。

据，发现当前我国禽蛋的主要药物风险因素为酰胺

1.2

醇类等 7 大类 13 种（类）药物。其中：抗菌药物

局通报的 2021 年鲜禽蛋产品不合格信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部分省市市场监督管理

6 大类 12 种（类），包括酰胺醇类药物 —— 氟苯尼

2021 年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山东省市场监

考（胺）、甲砜霉素、氯霉素，氟喹诺酮类药物 ——

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北京市市场监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

督管理局通报的 300 批次监督抽检鲜禽蛋不合格数

沙星，磺胺类药物 —— 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

据显示，主要不合格药物参数包括氟苯尼考、恩诺

硝基咪唑类药物 —— 甲硝唑、地美硝唑，四环素

沙星、磺胺类、甲硝唑、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基 -2-

类药物 —— 多西环素，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

噁唑烷基酮（AOZ）]、金刚烷胺、氧氟沙星、地

基 -2- 噁唑烷基酮（AOZ）；抗病毒药物 1 大类 1

美硝唑、甲砜霉素、多西环素、诺氟沙星、氯霉素、

种，为金刚烷胺。通过对这些主要药物风险因素进

沙拉沙星等 13 种药物。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控制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禽

和山东省等三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的鲜禽蛋抽

蛋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提供参考。

检不合格项目信息见图 1。

1

1.3

1.1

数据收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来发布的禽蛋产品不

合格信息

近年来对禽蛋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检测研

究情况
通过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收集 2018 年 6 月—

实验室（南昌）等风险评估机构近几年开展的禽蛋

2021 年 12 月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鲜禽蛋不合格产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检测研究发现，近几年禽蛋

品信息，包括鲜鸡蛋、土鸡蛋、乌鸡蛋、鹅蛋等

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药物风险因素包括氟苯尼考

不合格鲜禽蛋产品 118 批次。主要不合格药物参数

（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124 批次（个别样品同时有 2 种药物超标），包括

氧氟沙星、甲硝唑、磺胺类药物（总量，主指磺胺

氟苯尼考 67 批次、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

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磺胺二甲嘧啶）、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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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食用农产品鲜禽蛋产品不合格信息汇总

药物名称

不合格鲜禽蛋产品批次

检测值 /（μg/kg） 标准值 /（μg/kg）

鸡蛋

乌鸡蛋

鹅蛋

合计

氟苯尼考

66

1

0

67

0.1~930.0

不得检出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42

1

0

43

2.6~5 827.6

不得检出

氧氟沙星

8

0

1

9

2.6~75.0

不得检出

甲砜霉素

1

0

0

1

4.5

不得检出

氯霉素

1

0

0

1

185.0

不得检出

磺胺类（总量）

1

0

0

1

9.2

不得检出

地美硝唑

1

0

0

1

4.1

不得检出

金刚烷胺

1

0

0

1

22.1

不得检出

121

2

1

124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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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类药物、氟喹诺酮类药物、磺胺类药物、硝基咪
唑类药物、四环素类药物、呋喃唑酮代谢物、抗病
毒药物。同时按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和公告等进行
数据风险分析。
2.1

酰胺醇类药物
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GB 31650—2019）[1] 中， 氟 苯
尼考（以氟苯尼考与氟苯尼考胺之和计）和甲砜霉
图1

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山东等三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通报的鲜禽蛋抽检不合格项目信息

素是产蛋期严禁使用的药物，实际检测值中最高残
留量分别为 930.0 μg/kg 和 4.5 μg/kg，说明我国养

（数据来源于北京维德维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总结材料）

禽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违规使用氟苯尼考和甲砜

苄啶、甲砜霉素、氯霉素、多西环素、金霉素、土

霉素的现象，导致禽蛋中残留超标。氯霉素的毒副

霉素、金刚烷胺、地美硝唑、诺氟沙星、洛美沙星、

作用较强，农业农村部第 250 号公告《食品动物中

培氟沙星、喹乙醇、呋喃唑酮代谢物等，其中氟苯

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以下简称

尼考（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

[2]
250 号公告） 明确规定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氯

和计）、氧氟沙星和甲硝唑具有较大残留超标风险。

霉素，但实际检测中却时有检出，检出值最高达

这 4 类药物近年来在禽蛋产品中出现残留超标的概

185.0 μg/kg。氟苯尼考残留超标导致禽蛋不合格的

率非常高，成为禽蛋产品最重要的药物风险因素。

批次数高居市场监管总局和有关风险检测数据榜

其他有关药物风险因素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网上

首，是目前我国禽蛋产品最主要的药物风险因素。

发布的数据也较为吻合。

2.2

2

主要风险因素

氟喹诺酮类药物
近年来，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按照收集到的禽蛋产品药物残留风险因素出

之和计）是我国禽蛋产品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出

现频次或样品数量判断其风险程度，对 7 大类药物

现不合格的批次数位居市场监管总局监测数据第二

进行以下排序，总体风险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酰胺

名。国家标准 GB 31650—2019 规定恩诺沙星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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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期禁用药物。而实际检测结果中最高残留量为

物风险因素。

5 827.6 μg/kg，说明在家禽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

2.6

违规使用该种药物，致使禽蛋出现残留超标的情况。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禽蛋产品中存在较大风险

氧氟沙星是人专用药物，《兽药管理条例》规定禁

的硝基呋喃类药物为呋喃唑酮代谢物 [3- 氨基 -2-

止将其用于动物，同时农业部第 2292 号公告 [3]

噁唑烷基酮（AOZ）]。250 号公告明确规定呋喃

也明确规定停止将这种药物用于食品动物。但在实

唑酮、呋喃它酮、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和呋喃苯烯

际检测结果中，氧氟沙星在禽蛋产品中的最高残留

酸钠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因此在禽蛋中应为不

量为 623.3 μg/kg。在畜禽养殖过程中违法使用此

得检出，但在有关检测研究中，呋喃唑酮代谢物

类人用药物，可能导致畜禽产品存在较大质量安

（AOZ）的最高残留量为 1 331.2 μg/kg，所以此类

全风险。

药物仍然存在质量安全风险。

2.3

磺胺类药物

抗病毒药物

2.7

国家标准 GB 31650—2019 明确规定各种磺胺

金刚烷胺是人专用抗病毒药物，《兽药管理

类药物（总量）和磺胺增效剂甲氧苄啶（TMP）

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金刚烷

均为产蛋期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胺等人用抗病毒药物移作兽用，缺乏科学规范、安

抽检和风险监测评估结果中均有较多批次的超标

全有效的实验数据，用于动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给动

现象，实际检测的磺胺类（总量）最高残留量为

物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还影响国家动物疫病防

9.2 μg/kg。目前家禽养殖产蛋期仍然存在违规使

控政策的实施。在有关检测研究中，金刚烷胺最高

用此类药物的情况，这将会大大影响我国禽蛋产品

残留量为 657.0 μg/kg，表明若在养禽过程中违法

的质量安全。

使用，可能会导致禽蛋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风险。

2.4

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

3

对策建议

标准 GB 31650—2019 明确规定甲硝唑和地美

禽蛋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因素除疫病和致病

硝唑允许用作动物治疗，但不得在动物源性食品

微生物等生物性风险因素以外，还存在药物残留超

中检出，所以在禽蛋中应为不得检出。但市场监管

标风险。因此，应加强对相关药物风险因素的监管

总局发布的检测结果中，地美硝唑的最高残留量为

和控制，从国家到地方实施综合性管控措施。通过

4.1 μg/kg；在有关检测研究中，甲硝唑的最高残留

加强宣传教育和知识培训，提高人民群众对食用农

量为 56.8 μg/kg。检测结果表明我国在养禽过程中

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增强蛋禽产品生产和加工企

存在违法使用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的情况，可能造

业主体责任意识，不断推进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成较大质量安全风险。

标合格证制度，强化蛋禽场养殖环节监管，完善市

2.5

四环素类药物
标准 GB 31650—2019 规定四环素类药物土霉

场准入和流通监管机制等措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更好的禽蛋产品，提高我国禽蛋产品的质量

素、金霉素、四环素在禽蛋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安全水平。

400 μg/kg，但多西环素在产蛋期禁止使用。在有关检

3.1

测研究中，多西环素的最高残留量为 159.0 μg/kg。综

规、标准、公告的宣贯和培训

加强对家禽养殖和禽蛋产品生产者的法律法

合分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抽检监测和有关风险监测

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评估结果，发现多西环素是禽蛋产品较为重要的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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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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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疾病和大肠杆菌病、球虫病等消化道疾病。在

兽药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

进行治疗性用药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 31650—

残留限量》（GB 31650—2019）、《食品动物中

2019 以及农业农村部第 250 号公告和第 194 号公

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

告等规定合理使用药物，不使用禁用药和促生长的

公告第 250 号）、《关于停止生产、进口、经营、

药物饲料添加剂。落实好《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使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量化行动方案》[6]，养禽场应树立健康养殖、预防

[5]
194 号） 等法律规范的宣贯和培训。对产蛋期家

为主、综合治理的理念，从“养、防、规、慎、替”

禽禁用药物、限用药物品种和安全用药间隔期、休

五个方面，建立完善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管控措施，

药期规定等进行大力宣贯，将有关政策规定落实到

实现减抗目标，提高饲养管理和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家禽养殖和禽蛋产品加工经营主体及相关人员，提

3.4

高他们绿色养殖和守法养殖的自觉性。

切实落实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3.2

倡导建立集约化、标准化的蛋禽养殖场，实

现蛋禽养殖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

增强养禽场和禽蛋产品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
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

[7]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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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部分大型蛋禽养殖加工企业实现了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

集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

度。2021 年 11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农

度高，养殖环境好，疫病防控好，药物残留风险低。

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

有条件的企业还建立了检测实验室，开展饲料、兽

工作的通知》[8] 指出，自 2019 年农业农村部在全

药和禽蛋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通过开展禽蛋产品

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以来，各地农业农村

质量自控，确保禽蛋产品质量安全，满足出口和内

部门积极推进，压实了生产主体责任，促进了产管

销要求。但大多数蛋禽养殖场（户）未实现集约化

衔接，进一步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取

和标准化生产，规模小，饲养管理较差，养殖环境

得了阶段性成效。2022 年中央 1 号文件 [9] 要求，

差，家禽疫病发生概率高，药物使用较为频繁，增

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加了兽药残留风险，也难以做到禽蛋产品质量自控。

生产提升行动，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因此，倡导建立集约化、标准化的蛋禽养殖场，实

度，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应积极开展

现家禽养殖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严格按照有关法

新“三品一标”提升行动，通过标准化生产，培优

规和规范要求进行生产，加强禽蛋产品质量自控，

品种，打造食用农产品品牌，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

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药物残留超标风险，确保禽蛋

安全水平；通过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产品的质量安全。

度，不断强化养禽场和禽蛋产品生产企业的主体责

3.3

养禽场建立良好生物安全体系，减少疫病发

生，落实《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
养禽场要建立良好的生物安全体系，建立人

任意识，加强家禽养殖和禽蛋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
控制和管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坚决不使用违禁药物及其他违禁投入品，减少甚至

员和生物安全体系管理制度。加强饲养管理，提高

杜绝药物使用风险，确保禽蛋产品质量安全。

家禽自身免疫保护力，强化疫病防疫控制，建立并

3.5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家禽养殖过程使用

实施适合本场的防疫程序和消毒程序，确保不发生

药物的监管，强化养殖环节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

禽流感等禽类重大疫病，确保较少发生或不发生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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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业农村部门除完成国家和省级层面下

公 共 卫 生

达的禽蛋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

果出具合格证明，同时结合蛋禽企业的食用农产品

任务外，还应自行不定期开展对属地蛋禽养殖场的

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方可允许进入到本地市

监督检查和督导，检查养殖档案以及防疫和用药等

场进行流通和销售。通过建立跨省、跨地区监管和

生产记录，增强养禽场（户）的安全用药意识，不

市场准入机制，提升我国的禽蛋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定期抽取养禽场的禽蛋样品开展主要药物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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