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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

普洱市果蔬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的意义及防控措施
蒲 凯
渊云南省普洱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袁云南普洱 665000冤

摘要 本文阐述了开展果蔬农药残留检测的意义袁介绍了普洱市 2015要2016 年果蔬农药残留检测情况袁并提出了防控措施袁以期为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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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袁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袁抓好农产
品质量安全袁对社会稳定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遥目前袁农产品生产源头监管力度不够袁一些生产者
为追求利益袁加大农药使用量及频率次数尧不遵守农药安全
间隔期采收规律或使用一些高残毒农药袁导致源头农产品
农药残留超标袁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遥因此袁开展
农产品农残快速检测袁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尧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遥
普洱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袁光热充足尧雨热同季尧干

湿分明袁冬无严寒尧夏无酷暑袁年均气温 15.0耀20.3 益袁无霜

期在 315 d 以上袁年降雨量达 1 000耀2 780 mm袁可为许多热
带尧亚热带农作物的常年种植提供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袁森
林覆盖率达 68.7%袁适应各种农作物生长遥近年来袁普洱市以

野生态立市尧绿色发展冶为理念袁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项

目袁全市 10 个县渊区冤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袁配备
了气相色谱仪尧液相色谱仪尧原子吸收尧农残快速检测仪等
设备袁加强检测人才培养袁开展农药残留检测袁着力打造高
原特色农业产业袁主推生态农业品牌袁有力地推动了无公害尧
绿色尧生态尧有机 4 张野名片冶的提升遥

1

开展果蔬农药残留检测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袁市场农产品初级产品越来越多袁
品种丰富多样遥因此袁开展果蔬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工作意义
重大遥一是果蔬农药残留检测工作能够从源头上对果蔬进
行把关袁避免农药残留超标的果蔬进入市场[1]遥二是通过农
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工作袁可提高生产基地菜农尧种植大户的
认识袁并有助于查找超标原因袁做到以后防范遥三是加强果
蔬农药残留检测工作袁能给入市的蔬菜设立门槛袁推进标准
化种植的开展袁有助于农业品牌创建遥四是开展农药残留检
测工作袁有利于生产基地生产档案建立袁促进农产品可追溯
管理遥
近年来袁普洱市检测体系不断完善袁果蔬农药残留检

测工作顺利开展遥2015 年尧2016 年累计检测样品 91 530 个袁
合格率达 98.82%遥同时袁也进一步加强了野三品一标冶认证工
作袁全市 2015 年尧2016 年累计完成野三品一标冶认证企业

2 普洱市 2015要2016 年果蔬农药残留检测情况

由表 1 可知袁2015 年尧2016 年全市累计完成蔬菜样品

抽检 95 130 个袁抽检样品代表面积为 1.8 万公顷次袁产量为

29.8 万 t袁合格样品 94 008 个袁合格率为 98.82%遥其中袁生产基

地蔬菜样品抽检 12 082 个袁合格 11 950 个袁合格率为 98.91%曰

批发市场蔬菜样品抽检 7 434 个袁合格 7 161 个袁合格率为
96.33%曰农贸市场蔬菜样品抽检 60 516 个袁合格 59 747 个袁
合格率 98.73%曰超市蔬菜样品抽检 15 015 个袁合格14 836 个袁
合格率为 98.81%遥检测样品覆盖了 6 个大类 100多个蔬菜品
种袁覆盖率占全市流通蔬菜种类的 95%以上遥

表 1 2015要2016 年普洱市 10 个县渊区冤蔬菜农药残留
快速检测情况

县渊区冤
思茅区
宁洱县
墨江县
景东县
景谷县
镇沅县
江城县
孟连县
澜沧县
西盟县
总计

乡镇 蔬菜总种 抽检样品代 抽检样品 2015要2016 年
植面积/万 表面积/万公 代表产 2 年累计抽检
公顷次
顷次
量/万 t
样品数/个
7
0.9
0.4
6.3
19 568
9
0.7
0.2
3.2
8 186
15
1.3
0.4
5.6
16 726
13
1.0
0.2
1.7
5 806
10
1.1
0.3
4.4
14 292
9
0.8
0.1
1.3
4 376
7
0.6
0.1
1.8
6 302
6
0.5
0.1
1.5
6 088
20
1.1
0.2
3.1
7 850
7
0.3
0.1
0.9
5 936
103
7.1
1.8
29.8
95 130

数/个

3 防控措施

3.1

合格
率/%
99.09
98.85
99.06
98.20
99.17
98.51
98.22
99.01
99.12
98.97
98.82

加快全市各县乡检测体系项目建设

截至 2016 年袁全市 10 个县渊区冤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站袁配备了气相色谱仪尧液相色谱仪尧原子吸收等 30 台
套袁全市 103 个乡镇共配备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106 台曰各
县检测站都配备了检测员袁县渊区冤级每台检测仪器均配备专
职检测人员 2 名尧兼职检测人员 2 名袁乡渊镇冤级每台检测仪
器均配备专职检测人员 1 名尧兼职检测人员 1 名袁全市共有
检测人员 212 人袁完全能满足全市检测需要袁做到县尧乡检
测全覆盖遥

3.2 加快检测人员引进袁提高检测技术

自 2017 年以来袁普洱市各县招考尧遴选检测人员逾

194 家袁认证产品 420 个袁认证面积累计 21.632 万 hm2遥其

20 人袁开展各项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培训 20 期次袁培训检测

业尧54 个产品袁有机食品 147 家企业尧231 个产品袁农产品地

留测定仪的基本原理尧使用及保养尧蔬菜中残留农药的快速

中袁无公害农产品25 家企业尧125 个产品袁绿色食品 22 家企
理标志登记 2 个尧地理标志产品 8 个袁为普洱市高原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打造了坚实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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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达 1 200 人次遥培训紧紧围绕活学活用原则袁从农药残
检测技术[2]尧检测数据网络化管理等方面提高检测人员的认
知水平袁并定岗定位袁促使检测人员刻苦钻研业务袁提高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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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叶青等院快速检测法在蔬菜毒死蜱农药残留去除研究中的应用要要
要以生菜不同清洗方式为例
淘米水浸泡对农药残留去除有一定效果袁但若农药残留浓
度过大或较低袁淘米水去除效果也一般遥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快速检测法测定盐水尧洗涤剂水尧碳酸氢钠

水溶液和淘米水等 4 种不同方式清洗对模拟样品生菜中毒
死蜱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遥在分析 4 种不同清洗方式单因素
的基础上袁进行 L9渊34冤正交试验袁极差分析并验证结果袁得到
盐水清洗方式的优化结果为盐水浓度 3译尧30 益水温浸泡

15 min袁毒死蜱去除率达 78.0%依1.87%曰洗涤剂水清洗方式
的优 化结 果为某 超 能 洗涤剂水浓度 5%尧35 益水温浸泡

20 min 毒死蜱去除率达65.38%依2.12%曰碳酸氢钠水溶液清
洗方式的优化结果为碳酸氢钠水溶液浓度 7 g/100 mL尧40 益

水温浸泡 15 min袁毒死蜱去除率达 73.79%依2.63%曰淘米水
清洗方式的优化结果为淘米水浓度 80%尧浸泡 10 min尧浸泡

1 次袁毒死蜱去除率为72.35%依2.66%遥4 种清洗方式都能将
抑制率 90%左右的毒死蜱超标生菜通过清洗达到合格袁建
议采用盐水和淘米水清洗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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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能袁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3.3 积极开展蔬菜快速检测袁杜绝超标蔬菜流入市场

加强农药经营门店管理
各县农业执法部门要严格控制农药门市经营管理袁要

求经营门店要具备相关农药知识专业资格袁建立经营进货销

要建立快速检测机制尧制度袁适时定期尧不定期深入基

售电子台账曰遵守叶关于严禁在蔬菜生产中违法使用禁用尧

地尧农贸市场尧超市开展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袁对不合格

限用农药的通知曳文件袁禁止销售伪劣尧过期尧高残毒农药袁

的蔬菜拒绝上市销售遥2015 年尧2016 年袁全市 2 年累计完成

并积极向购药农户正确推介蔬菜用药曰建立限用农药专柜袁

为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积极的保障遥

认遥同时袁农业执法部门要定期尧不定期开展违禁农药尧高残

蔬菜样品抽检 95 130 个袁合格 94 008 个袁合格率为 98.82%袁

全面记录农药销售去向尧用途等有关事项袁并由农户签字确

3.4 加强源头监管控制

毒农药专项检查[4]袁对辖区范围内农资市场和农药销售点进

自 2016 年以来袁全市严格蔬菜基地管理袁全市各县开

行拉网式清查袁并加大查处力度袁绝不姑息遥

展辖区范围内蔬菜种植专业户渊667 m 以上冤全面进行摸底

3.7 建立农产品可追溯机制

禁在蔬菜生产中违法使用禁用尧限用农药的通知曳印发至种

渊区冤5 家蔬菜专业合作社进行农产品可追溯试点袁配发农残

标准化技术栽培管理资料 1 800 份袁向种植农户认真讲解

作社建立生产档案袁按时在电脑可追溯软件录入整地尧播

2

造册活动袁全面了解蔬菜种植户的生产动态袁并将叶关于严

自 2015 年以来袁普洱市先后在景谷尧宁洱尧思茅 3 个县

植农户手中遥开展蔬菜标准化技术培训 24 期次[3]袁发放蔬菜

检测设备 5 套袁培训合作社检测及管理人员 15 人袁要求合

如何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尧如何掌握农药安全

种尧移栽尧施肥尧施药尧采收及施肥施药量和次数尧农残检测

间隔期尧如何测土配方施肥尧如何使用降解地膜袁确保从源

数据等内容袁并为销售的农产品贴上二维码袁消费者可通过

头上把控袁生产出品质好尧质量安全的蔬菜袁保障人们安全

手机扫二维码了解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袁从而达到全程监

消费遥

控追溯的目的遥此项目可以点带面进行推广袁进一步推动全

3.5 建立健全生产档案管理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袁保障人们安全消费遥

近年来袁市农业环境部门狠抓标准化技术培训袁积极宣
传野三品一标冶认证工作袁动员种植大户建立生产档案袁按时
记录整地尧播种尧移栽尧施肥尧施药尧采收及施肥施药量和次
数等各个技术环节曰保存好生产物资采购清单遥2016 年全市

野三品一标冶认证企业达 194 家袁全部建立健全了生产档案遥
通过生产档案的建立袁有效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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