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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出口茶叶中经常检出农药超标，严重影响其国际竞争力。通过对我国茶叶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ＭＲＬｓ）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以及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茶叶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的比较分析，找出我国与国外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差距，了解各国茶叶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的最新动态，并对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为完善我国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提出参考

建议，对提升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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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因具有祛暑、退热、解

毒、防止人体动脉硬化、降低血压等功效而深受人们青

睐［１］。茶农为培育出品质优良的茶叶，通常喷洒农药达

到除虫杀菌的目的，然而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茶叶农药

残留污染，导致我国出口的茶叶中经常被检出农药超

标，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我国在世界贸易

组织的国际竞争力。而了解国内外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ＭＲＬｓ）标准是保障食品

质量安生产的基础。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ＣＣＰＲ）是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共同组建的食品安全国际标准机构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ＣＡＣ）的下属专业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食

品和饲料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国际标准［２］，为世界各国

或地区制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ｓ）标准提供科学理

论依据。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制

约我国茶叶出口的不利因素也逐渐显现出来，对于农药

管理、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管理的从业人员来说，了解

国内外农药管理制度，跟踪各国农药管理政策和法规的

变化，对于保障我国农业生产、促进农产品贸易、保障食

品安全和农产品出口具有重要意义。

１ 国内外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１１ 国内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我国共制定发布农业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１２６９５项，其中国家标准６６７８项，农业行业标

准６０１７项，国家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４１４０项，兽药



残留限量指标１５４８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联合发布并开始正式实施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３］，该标准规定了４３３种农药

在１３类食品中的４１４０项农残限量［４５］。其中有４８项涉

及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的规定，其分类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国国标准中茶叶农药残留分类汇总情况

从图１可知，我国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标准中有关杀虫

剂的有３８种，占比７９２％；杀菌剂１种，为苯醚甲环唑，

占比２％；除草剂２种，分别是草胺磷、草甘膦，共占比

４２％；杀螨剂 ４种，分别是哒螨灵、喹螨醚、三氯杀螨

醇、噻嗪酮，共占比８３％；即可作杀虫剂、又可作杀螨剂

的农药有３种，分别是丁醚脲、联苯菊酯、内吸磷，共占

比６３％。

１２ 国外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１２１ ＣＡＣ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和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共同创建的，其宗旨在

于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食品贸易公平开展，协调食品

标准的制定工作［６８］，下设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ＣＣＰＲ）

是制定国际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权威机构。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目前有１８０多个成员国，覆

盖全球９９％的人口，２００６年我国正式成为ＣＡＣ成员国。

目前ＣＡＣ标准共计３３８项，涉及食品农药 ＭＲＬ的指标

达到３９６３项，这些指标中有关茶叶农药 ＭＲＬ的为 ３１

项［９１０］，其中有关杀虫剂的为２７项，除草剂１项（百草

枯），杀螨剂３项（分别是乙螨唑、噻螨酮、溴螨酯）。

１２２欧盟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欧盟的农药残留限量是由欧盟委员会（ＥＵ）的下属

机构欧盟食品安全局依据《３９６／２００５法规》、《９１／４１４／

ＥＣ指令》陆续发布的［１１１２］。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数据显示［１３１４］，截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欧盟已经制

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３万多项，涉及农药和

食用农产品的达到 ５５３种。２０１４年年初欧盟委员会

（ＥＵ）发布《食品和植物或动物源饲料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针对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的共４５３项［１５１６］，其

中杀虫剂２５３项、杀菌剂１０３项、杀螨剂８５项、除草剂

１２项，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的农业化学品一律执行检出

量不得超过００１ｍｇ／ｋｇ标准。

１２３ 日本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日本厚生劳动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依据《食品卫生法》承担了日本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ＭＲＬ）标准的制定工作，自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

起正式实施了《食品中残留农药肯定列表制度》（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以下简称“肯定列表制度”），对全部食品中

所有的农业化学品（包括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等）进

行管理。肯定列表制度涉及８００余种农药、兽药、食品

添加剂等农业化学品，制定了最大残留限量指标５万多

项，并且对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指标的农业化学品或农

产品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００１ｍｇ／ｋｇ），在

肯定列表制度中涉及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ｓ）的

标准为２５５项［１７１９］。

１２４ 澳大利亚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现状

澳大利亚国家农林渔业部下属的农药与兽药管理

局（ＡＰＶＭＡ）承担了本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的制定工作，现行有效标准规定了４０００多种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指标，包括５００种农药，如果某种农药残留未

制定限量指标，则要求一律不得检出（Ｎ．Ｄ）［２０２１］。澳大

利亚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ｓ）标准有１６项，其中

杀虫剂８项，杀螨剂１项（炔螨特），杀菌剂１项（嘧菌

酯），除草剂５项（分别是敌草快、百草枯、吡氟禾草灵、

草铵膦、草甘膦），其中即可作杀虫剂、又可作杀螨剂的

农药有１项（联苯菊酯）。

２ 我国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与国外标准对比分析

２１ 我国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与ＣＡＣ标准对比分析

我国标准涉及茶叶农药ＭＲＬｓ的指标有４８项，ＣＡＣ

标准涉及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的指标有３１项，两者比较而

言，有３３种农药在我国有限量要求而 ＣＡＣ没有，有１６

种农药在ＣＡＣ有限量要求而中国没有；两国（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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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叶农药ＭＲＬｓ标准中都涉及的农药有１５种，其类别

及限量要求见表１，这１５种农药限量指标占我国茶叶农

药ＭＲＬｓ指标的３１２５％，占 ＣＡＣ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

涉的４８３９％。

从表１可知，我国和ＣＡＣ茶叶农药ＭＲＬｓ指标中共

有的 １５种相同农药中，最大残留限量相同的指标有

６项，分别涉及硫丹、氯菊酯、噻螨酮、杀螟丹、杀螟硫磷、

茚虫威；此外，我国茶叶农药 ＭＲＬ指标中有 ６项严于

ＣＡＣ相关标准，分别涉及噻虫嗪、吡虫啉、噻嗪酮、三氯

杀螨醇、甲基对硫磷、联苯菊酯，而ＣＡＣ有３项指标残留

限量要求严于我国相关标准，分别涉及氟氰戊菊酯、甲

氰菊酯、溴氰菊酯。

表１ 我国与ＣＡＣ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相同农药及其限量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ＣＡＣ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ＣＡＣ

硫丹 杀虫剂 １０ １０ 氯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噻虫嗪 杀虫剂 １０ ２０ 吡虫啉 杀虫剂 ０５ ５０

噻螨酮 杀螨剂 １５ １５ 氟氰戊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１５

噻嗪酮 杀虫剂 １０ ３０ 三氯杀螨醇 杀螨剂 ０２ ４０

杀螟丹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甲基对硫磷 杀虫剂 ００２ ０２

杀螟硫磷 杀虫剂 ０５ ０５ 甲氰菊酯 杀虫剂 ５ ３

溴氰菊酯 杀虫剂 １０ ５ 联苯菊酯 杀虫／杀螨剂 ５ ３０

茚虫威 杀虫剂 ５ ５

　　注：数据来源于《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及ＣＡＣ农药数据库。

２２ 我国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与欧盟标准对比分析

欧盟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４５３项，涉及４５３种农

药［２２］，其中有４０５种农药限量要求是中国（有４８种）没

有的。我国与欧盟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都涉及的

农药有２６种，其类别及限量要求见表２，这２６种农药限

量指标占我国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的５４１７％，占欧盟

茶叶农药ＭＲＬｓ指标的５７４％。

从表 ２可知，我国与欧盟共有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中，欧盟有２０项严于我国；有４项与我国相同，分别涉

及的是联苯菊酯、滴滴涕、杀螟硫磷、氧乐果；有２项低

于我国，分别涉及的是草甘膦、硫丹。

表２ 我国与欧盟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相同农药及其限量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欧盟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欧盟

苯醚甲环唑 杀菌剂 １０ ００５ 滴滴涕 杀虫剂 ０２ ０２

吡虫啉 杀虫剂 ０５ ００５ 硫丹 杀虫剂 １０ ３０

草铵膦 除草剂 ０５ ０１ 氯氟氰菊酯 杀虫剂 １５ １

草甘膦 除草剂 １ ２ 氯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０１

除虫脲 杀虫剂 ２０ ０１ 氯氰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０５

哒螨灵 杀螨剂 ５ ００５ 敌百虫 杀虫剂 ２ １

丁醚脲 杀虫剂／杀螨剂 ５ ００１ 噻虫嗪 杀虫剂 １０ ０１

多菌灵 杀菌剂 ５ ０１ 噻嗪酮 杀虫剂 １０ ００５

氟氯氰菊酯 杀虫剂 １ ０１ 杀螟丹 杀虫剂 ２０ ０１

氟氰戊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０１ 杀螟硫磷 杀虫剂 ０５ ０５

甲氰菊酯 杀虫剂 ５ ２ 溴氰菊酯 杀虫剂 １０ ５

联苯菊酯 杀虫／杀螨剂 ５ ５ 氧乐果 杀虫剂 ００５ ００５

乙酰甲胺磷 杀虫剂 ０１ ００５ 六六六 杀虫剂 ０２ ００１

　　注：（１）数据来源于《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及欧盟历年指令；（２）“”表示临时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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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我国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与日本标准对比分析

日本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有２５５项，涉及农药２５５

种［２３］，指标总量超过我国（４８项）。我国与日本茶叶农

药ＭＲＬｓ标准中都涉及的农药有３８项，其种类和限量见

表３，这３８种农药限量指标占我国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

的７９１７％，占日本茶叶农药ＭＲＬｓ指标的１４９％。

从表３可知，我国与日本茶叶农药公有农药残留限

量指标中，我国有２２项严于日本；有７项低于日本；有９

项与日本相同。

表３ 我国与日本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相同农药及其限量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日本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日本

苯醚甲环唑 杀菌剂 １０ １０ 乙酰甲胺磷 杀虫剂 ０１ １０

吡虫啉 杀虫剂 ０５ １０ 滴滴涕 杀虫剂 ０２ ０２

草铵膦 除草剂 ０５ ００１ 硫丹 杀虫剂 １０ ３０

草甘膦 除草剂 １ １ 氯氟氰菊酯 杀虫剂 １５ １５

虫螨腈 杀虫剂 ２０ ４０ 氯氰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除虫脲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灭多威 杀虫剂 ０２ ００１

哒螨灵 杀螨剂 ５ １０ 氰戊菊酯 杀虫剂 ０１ １

敌百虫 杀虫剂 ２ ０５ 噻虫嗪 杀虫剂 １０ １５

丁醚脲 杀虫剂／杀螨剂 ５ ２０ 噻螨酮 杀螨剂 １５ ３５

啶虫脒 杀虫剂 １０ ３０ 噻嗪酮 杀虫剂 １０ ２０

多菌灵 杀菌剂 ５ １０ 三氯杀螨醇 杀螨剂 ０２ ３

氟氯氰菊酯 杀虫剂 １ ２０ 杀螟丹 杀虫剂 ２０ ３０

氟氰戊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杀螟硫磷 杀虫剂 ０５ ０２

甲胺磷 杀虫剂 ００５ ５ 特丁硫磷 杀虫剂 ００１ ０００５

甲拌磷 杀虫剂 ００１ ０１ 辛硫磷 杀虫剂 ０２ ０１

甲基对硫磷 杀虫剂 ００２ ０２ 溴氰菊酯 杀虫剂 １０ １０

甲氰菊酯 杀虫剂 ５ ２５ 氧乐果 杀虫剂 ００５ １

克百威 杀虫剂 ００５ ０２ 六六六 杀虫剂 ０２ ０２

联苯菊酯 杀虫／杀螨剂 ５ ２５ 氯菊酯 杀虫剂 ２０ ２０

　　注：（１）数据来源于《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及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据库；（２）“”表示临时限量。

２４ 我国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与澳大利亚标准对比分析

我国与澳大利亚茶叶农药ＭＲＬｓ中都涉及的农药有

４种，其种类和限量见表４。

从表４可知，我国与澳大利亚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中都

涉及的农药分别是三氯杀螨醇、草铵膦、草甘膦、杀螟硫

磷，这４种农药限量指标占我国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的

８３％，占澳大利亚茶叶农药 ＭＲＬｓ指标的２５％，此外，

澳大利亚茶叶农药限量指标对未作规定的农药执行一

律不得检出原则。

表４ 我国与澳大利亚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

相同农药及其限量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ＭＲＬｓ／（ｍｇ．ｋｇ１）

中国 澳大利亚

三氯杀螨醇 杀虫剂 ０２ ５００

草铵膦 除草剂 ０５ ００５

草甘膦 除草剂 ０５ ２０００

杀螟硫磷 杀虫剂 ０５ ０３０

　　注：（１）数据来源于《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及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据库；（２）“”表示临时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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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茶业农药ＭＲＬｓ与国外标准的差距

３１ 针对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过少，覆盖的农药品

种不全

中国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指标有４８项、ＣＡＣ有

３１项、日本有２５５项、欧盟有４５３项、澳大利亚有１６项，

说明我国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及涉及的农药种

类都与其中一些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此

外我国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涉及的农药中，与上

述国际组织（或国家）相同的品种占比较小。

３２ 部分限量指标过于宽松

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规定茶叶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

中有临时限量标准有５项，占比１０４１％，这些临时限量

标准还需进一步试验才能明确其临时限量。与欧盟、日

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茶叶农药残留限量

指标过于宽松，同时标准覆盖的农药种类较少；此外，上

述国际组织（或国家）对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未作出

规定的均执行一律不得检出原则，而我国则未进行相关

规定。

３３ 标准修订进展缓慢、周期过长

发达国家或组织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会根据

实际情况及时做出更新或修订，如欧盟更新或修订的周

期一般为１～２月［２４］；而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修订周

期较为较长，一般在２年或２年以上，因此无法适应快

速变化的国际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极易拉大与国际

标准、进口国标准接轨的距离，影响茶叶出口贸易。

４ 我国应对策略

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相比，还

不够完善，因此加强对农药残留残限量标准的制定及修

订，尽可能对茶叶农药种类覆盖全面，建立健全和完善

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迫在眉睫。为此，一是应充

分对接相关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

开展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农药残留限量的农药

种类及农产品种类的范围。二是应实时根据国内外相

关领域的变化，加强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修订及完善。

三是应充分利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ＣＣＰＲ）

的平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了解相关国际组织

和发达国家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方面的最新动态，以此

来及时修订、完善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只有如此，

才能在“绿色壁垒”日益增强的国际贸易中提高我国茶

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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