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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快速检测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对全国首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大连市金州区
2007年至 2010年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过程中的蔬菜中农药残留、熟肉制品中的亚硝酸盐、食醋中的游离矿酸进行
快速定性检测，在现场对样品进行筛查，对阳性结果样品再送实验室用大型精密仪器进行进一步的确证和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具有结果准确可信、设备便携、操作简单，对技术人员专业性要求较低等特点，能为食品
综合监管节约时间和费用。因此，在食品安全检测需求日益增加的今天，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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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application of fast detection of in food safety general regulation was studied. The
pesticide residue in vegetable，nitrite in meat product and mineral acid in acetic acid was fast detected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l regulating the market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Demonstration County in Jinzhou District
DaLian between 2007 and 2010. Then the samples was detected on the spot， and the samples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then detected by precise instru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st detection technology as a accurate，
simply operating， with portable equipment， low requirements for technical staff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and time
for foo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o the increasingly demand of food safety testing， food safety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food safety reg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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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隐患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人们对食品

安全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也不断增强，食品安全监管随

之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很多食品

安全事件，如 2010 年青岛毒韭菜事件、2011 年瘦肉精

事件及 2012 年等，这些食品安全问题都直接威胁着人

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明确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应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

程监管，这为监管成为政府执法部门提出一大难题[2]。
国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逐步调整监管模式，由以往由

部门监督向技术监管转变。技术监管中检测的准确

性、检测速度的快慢等问题是急需解决的问题[3]。大连

市金州区在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应用在食品安全综合

监管开创了国内食品安全技术监管的先河。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是技术监管的前体，作为保障

食品安全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引起各监管部门的重

视。由于食品原料大量使用农药、激素、抗生素以及加

工过程中非法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食品中毒事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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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且突发性强，蔓延快，传统的检测手段已经无法满

足监督快速和预警需要。食品快速检测技术是相对传

统检验检测而言的。用快速检测技术方法在现场对样

品进行筛查，其特点是相对危害指标进行定性检测，

检测速度快，能赢得时间，可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产品

实验室检测结果虽然准确、可靠，但周期长、费用高、操
作繁琐。在食品安全检测需求日益增加的今天，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1 材料

1.1 仪器

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北京中卫；亚硝酸盐

快速检测仪：长春吉大小天鹅；游离矿酸速测盒：北京

中卫。
1.2 材料与试剂

蔬菜大连市金州区市场销售；熟肉制品大连市

金州区内市场销售；食用白醋大连市金州区内市场

销售。

2 方法

2.1 快速定性检测方法

2.1.1 蔬菜检测方法

蔬菜→称量→剪碎→加水→震荡→吸取→滴

片→反应→结果

2.1.2 熟肉制品检测方法

熟肉制品→称量→粉碎→加水→过滤→量取→
放入试剂盒→反应→量取→放入比色皿中→结果

2.1.3 食用白醋检测方法

食用白醋→准确称量→放入试剂盒里→观察颜

色变化→结果

2.2 实验室检验方法

2.2.1 蔬菜农药残留检验方法

《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

速检测》（GB/T 5009.199-2003）。
2.2.2 熟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方法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测定》（GB/T5009.33-
2003）。
2.2.3 食用白醋中游离矿酸测定方法

《食醋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GB/T5009.41-2003）。
2.3 蔬菜中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结果

4 年来，每年通过对辖区内 500 个蔬菜样品分 2 组，

一组进行快速定性检测，另一组送大连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所进行 GB/T 5009.199-2003 检测。将 2 组实验

数据进行对比，具体结果见图 1。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快速定性检测的准确率可达

99.6 %。可以确定快速定性检测农药残留的方法可靠。
近些年来，食品种植养殖基地不断出现非法添加违禁

药物以及过量使用农药兽药现象。国家为了保障人民

饮食安全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安全

法》，以及《食品安全法》法律中明确了将食品检测技术

以及配备由于食品销售的特殊性，所以要求检测技术

手段必须先进可靠，检测时间尽量短，保证蔬菜在上

市销售前必须出检测结果[4]。大连市金州区通过快速

定性检测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该区的蔬菜

中农药残留量逐年下降，快速检测有效的为政府在蔬

菜农药残留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持。
2.4 熟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快速检测

通过 4 年对 2 家大型批发市场中 12 户业户每年

200 个样品分 2 组平行实验，一组用快速定性法检测

熟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另一组送大连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测所利用 GB/T5009.33-2003 法进行亚硝酸盐

含量的测定，结果如图 2。

图 2 结果表明，快速定性检测中阳性的结果数量

与通过实验室 GB/T5009.33-2003 法比较，准确率达

图 1 快速检测及国标法检测蔬菜农药残留结果阳性率比较

Fig.1 Comparation of the positive rate of the detecting result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les by rapid detection with by G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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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快速检测及国标法检测熟肉制品中超量使用亚硝酸盐的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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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omparation of the amount of positive results of NaNO2 in

cooked beaf detected by rapid detection with by G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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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说明快速检测结果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可以作

为日常监督的一种手段。亚硝酸盐是常用的肉品发色

剂，能够保持肉制品的鲜亮色泽，抑制肉毒梭菌的生

长[5]。但食用过量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亚硝酸盐可氧化

人体正常的血红蛋白，使其失去携氧能力，导致组织

缺氧。另外，在人的肠胃中，亚硝酸盐与仲胺类物质反

应，可生成具有致癌性的 N-亚硝基化合物[6-7]。
2.5 食用白醋中含有游离矿酸快速定性检测

4 年里，每年对全区市场销售的食用白醋 240 个

样品平行分 2 组，一组用来快速定性检测，另一组送大

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按 GB/T5009.41-2003 进行

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 图 3 可 以 看 出 快 速 定 性 检 测 结 果 跟 GB/
T5009.41-2003 结果完全一致。

国家卫生标准规定，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食醋，

不得有游离矿酸（硫酸、盐酸、硝酸、磷酸等）存在。不

法商家会使用 工业冰醋酸来勾兑食用白醋，工业冰醋

酸可以产生一些游离矿酸[8]。消费者食用以后，就会造

成消化不良、腹泻，如果长期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如

果食物中的冰醋酸浓度过高，还会烧伤消化道黏膜。
2.6 快速检测费用和产品实验室检测费用对比

政府每年从 2007 年开始每年不低于上一年投入

对食品安全检测检验进行投入。

由图 4 可以看出要做上述同样数量的蔬菜、熟肉

制品和食用白醋样品实验室国标的方法比快速定性

检测费用高出近 15 倍还多。
2.7 快速定性和国标定量检验所需时间对比

分别对 1 000 批次蔬菜样品、200 批次熟肉制品

及 240 批次食用白醋采用快速定性检测和国标定量检

测两种方法进行检测，所需时间如下图 5。

由图 5 明显看出快速定性检测比实验室国标法

检测用时短。

3 结果分析与结论

3.1 结果准确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了地方政

府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食品进行抽样检测。国家先

进示范县区的大连市金州区在食品综合监管中充分

发挥食品快速检测技术的作用，该区通过 4 年时间，对

辖区内 2 个大型批发市场，3 个大型超市，22 个农贸市

场上销售的蔬菜、熟肉制品、食用白醋进行跟踪检查。
通过快速定性检测与实验室国标方法进行对比。快速

检测的准确率高达 99.6 %，证明了快速检测在食品监

管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当地政府领导在食品安全

监管方面做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也使得该区

连续三年高分通过国家省市对食品安全示范区的验

收。用相对较少的监管费用完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也成为了政府行政监管的一

个有力帮手。4 年来该区的食品安全状况逐年提高。人

民满意度不断上升。
3.2 检测时间分析

快速检测相比实验室国标检验相对节省约 1/7 的

时间，而且快速定性检测设备简单便携，不受时间和

空间限制。是食品日常监督，大型活动保障等有力的

监管方式和手段。
3.3 检验费用分析

快速定性检测费用相对实验室国标检验节省约

图 3 快速检测法及国标法检测食用白醋中检出游离矿酸数量比较

Fig.3 Comparation of the amount of free mineral in vinegar by

rapid detection with by G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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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政府对快速检测及国标法检测经费投入的比较

Fig.4 Comparation of government funds of rapid detection with

G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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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快速定性检测与 GB 法所需时间对比

Fig.5 Comparation of time taking of detecting samples by rapid

detection with G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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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的费用，可以有效为政府节约在食品安全监管

成本。

4 结论

结果表明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具有结果准确可信、
时间短、费用低、设备便携、操作简单，对技术人员专业

性要求较低等特点；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已将食品安

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提上日程，在科技部《食品安

全重大科技专项行动》和卫生部《食品安全行动计划》
中，都明确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和

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手段。因此，在食品安全检

测需求日益增加的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快速定性检测

帅选，再将阳性结果送实验室利用国标方法检验，这

样既节约了检验时间，又节约了监管成本，同时也完

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所以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

食品安全监管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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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小鼠游泳负重实验结果表明，高山红景天具有显

著的抗疲劳作用即增强机体运动能力；这种抗疲劳作

用的效果，随高山红景天的浓度的增加而提高。抗氧

化试验表明高山红景天水煎液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

用。通过建立羟基自由基体系得到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与高山红景天水煎液浓度的关系曲线表明高山红景

天的浓度在 0～0.12 mg/mL 的范围内，抗氧化作用几乎

呈直线上升；超过 0.12 mg/mL 时，抗氧化作用的提高

变的缓慢。综上所述高山红景天具有显著的抗疲劳和

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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