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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遵守国家标准尧园址选择尧农用化学品投入控制尧加工环节控制等方面总结了鲜食蓝莓质量安全控制体系袁以期为鲜食蓝莓
安全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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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袁近年来食品安
全事件频发袁如瘦肉精事件尧毒生姜事件尧镉大米事件等袁每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遥优质安
全的产品势必会受到市场的青睐袁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遥佳

品控部
种植部渊基地冤
5. 监督尧考核标准
3. 执行种植标准
执行
4. 提出需求及建议
6. 全程可追溯

沃鑫荣懋集团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是蓝莓行业的龙
头企业袁在蓝莓鲜果生产过程中建立了一套鲜食蓝莓的质
量控制体系袁该体系的建立加强了本公司蓝莓鲜果的品牌
建设袁保障了鲜食蓝莓产品的质量安全袁使本公鲜食蓝莓产

技术部
1. 制订农事技术标准
2. 试验新投入品

品受到了市场青睐袁增加了鲜食蓝莓的市场竞争力遥
1 遵守国家标准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强制性的技术规范袁其制定和发
布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尧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1]遥蓝莓属水果

范畴袁我国涉及水果质量安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共有 2 个袁

图 1 农用化学品的野闭环控制冶

即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曳渊GB 2762要

2017冤 [2]和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曳

有直接责任遥

渊GB 2763要2016冤[3]遥这 2 个国家标准是水果生产的红线袁一
切安全体系的制定基础袁必须严格遵守遥

依据蓝莓病虫害发生特点以及蓝莓需肥特点等袁制订出农

2 园址选择

业化学品渊农药尧化肥等冤投入的详细计划袁制订出农业化学

农用化学品投入的具体管理院首先袁由技术部专业人才

鲜食蓝莓的质量安全控制从建园选址就已开始袁要生产

品投入周年历曰其次袁种植部渊基地冤严格按照技术部下发的

优质安全的蓝莓鲜果袁基地选址至关重要袁产地环境因素渊如

技术标准进行农业化学品的投入袁在投入时间尧投入种类尧

土壤尧灌溉水等冤关乎蓝莓的质量安全遥因此袁建园选址时要

投入量等方面严格遵守技术部制订的标准袁基地不能自主随

选择生产环境好尧土壤重金属含量少尧符合叶土壤环境质量

意投入农用化学品袁但基地同时可以对技术部提出增减周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渊试行冤曳渊GB 15618要2018冤 尧

年历外的农业化学品的需求或建议袁经技术部科学验证同

2005冤[5]尧周边无重工业尧远离主干公路的地区袁这是生产质

检查袁并制订巡检卡进行绩效考核袁对于每次考核低的基地

[4]

灌溉条件好尧灌溉水质符合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曳渊GB 5084要

意后方可投入曰最后袁品控部制订巡检计划袁对投入品进行

量安全蓝莓的先决条件遥

可以提出改进要求袁基地需遵守袁同时可以借助可追溯系统

3 农用化学品投入控制

进行追根溯源袁直接责任到具体生产基地曰另外袁品控部在

在农药化学品的投入管理上采用闭环管理渊图 1冤袁涉及

的部门有种植部尧技术部及品控部袁各部门具体职责如下遥

淤种植部渊基地冤院执行农事操作标准袁负责生产袁对生产安

全性及标准执行情况负有直接责任遥于技术部院制订农事操
作标准袁农事操作标准的制订是依据国家标准袁对投入生产
符合国家标准的农用化学品在使用前进行科学合理地试验袁
制定出可供种植部参考的农用化学品周年使用历袁如农药使

蓝莓采摘前需采取鲜果样品送至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袁按
照国标检测污染物及农药残留量等袁确保进入市场的蓝莓鲜
果的质量安全遥
4 加工环节控制
加工环节质量安全控制环节涉及加工车间环境卫生安

全与工人健康卫生安全 2 个部分遥加工车间环境卫生要符

合制定规范袁保障良好的产品生产环境遥首先袁在加工车间

用周年历尧肥料使用周年历等袁对于投入的农业化学品安全

外围合理布局飞虫尧鼠等诱捕器袁杜绝飞虫等异物混入袁定

性负有直接责任遥盂品控部院制订监督标准袁制订具体巡检

期对车间环境消毒袁防止微生物超标曰其次袁车间环境卫生

计划袁对每项农事操作进行监督考核袁依据巡检结果进行基

维护清扫袁对车间墙壁尧设备尧作业台尧地面等定期清扫袁并

地标准执行的优劣评判袁并督促标准执行差的基地改进袁借

制定相关的清扫规范曰最后袁品控部团队检查车间环境卫生

助绩效评分卡与可追溯系统进行监督袁对监督的彻底性负

清扫是否达到规范要求袁否则袁需重新清扫袁直至达到要求袁

收稿日期

2019-03-03

同时填写清扫尧检查记录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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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卫生要符合规范袁防止因员工患有或接触患有食品

5 结语

禁忌疾病尧受伤尧个人卫生不良及影响卫生不良行为等造成

鲜食蓝莓的质量安全控制事关产品市场品牌信任度袁

蓝莓鲜果污染袁确保鲜食蓝莓质量安全遥首先袁质量控制部门

若有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袁会严重影响品牌形象和市场信

牵头负责遥其次袁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车间工人健康体检袁并

任度袁丧失市场竞争力遥因此袁加强鲜食蓝莓的质量安全控

建立健康档案袁要求从事加工的工作人员每年至少进行 1 次
健康体检袁必要时组织临时检查曰对于新参加蓝莓鲜果加工
人员袁必须经健康体检合格取得健康证袁并通过叶食品安全
法曳等有关安全卫生知识培训且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遥最后袁
品控团队对进入生产现场的人员进行检查及监督袁不准携带
物品进入车间袁如个人食品尧医药用品尧化妆品等曰检查上岗
人员个人卫生袁如是否化浓妆尧涂指甲油等曰要求进入车间的
工人必须遵守车间规范袁进入车间前必须进入更衣室更衣尧
洗手消毒等曰另外袁品控团队对加工车间的现场秩序及临时
突发状况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监督等袁并做好相关的记录表遥
渊上接第 215 页冤

组别
脱毒率/%
肉桂精油
81.86依6.04 a
山苍子精油
77.76依3.44 a
罗勒精油
68.25依2.41 b
注院同列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下同遥

3 种精油不同熏蒸时间脱毒效果比较

3 种精油用量为 60 mg/20 g袁分别密封熏蒸 25尧30尧35 d

时袁3 种精油对 AFB1 的脱毒率如表 2 所示遥可以看出袁肉桂
精油熏蒸 30 d 时脱毒率最高袁显著高于 25 d渊P<0.05冤袁再随
时间增加脱毒率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山苍子精油熏蒸 30 d

时脱毒率最高袁显著高于 25 d 与 35 d渊P<0.05冤袁熏蒸 25 d 与
35 d 脱毒率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罗勒精油熏蒸 30 d 时脱
毒率最高袁显著高于 35 d渊P<0.05冤袁熏蒸 25 d 与 30 d 脱毒率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表 2 3 种精油不同熏蒸时间脱毒率比较
组别
肉桂精油
山苍子精油
罗勒精油

2.3

25 d
55.39依3.40 b
56.73依2.43 b
65.33依4.98 a

30 d
81.86依6.04 a
77.76依3.44 a
68.25依2.41 a

组别
肉桂精油
山苍子精油
罗勒精油

50 mg窑渊20 g冤-1
44.38依5.28 b
55.88依4.05 b
36.33依4.71 c

60 mg窑渊20 g冤-1
81.86依6.04 a
77.76依3.44 a
68.25依2.41 b

70 mg窑渊20 g冤-1
77.47依1.54 a
74.40依4.79 a
80.23依4.23 a

渊%冤
80 mg窑渊20 g冤-1
76.71依4.89 a
73.77依3.06 a
81.66依10.08 a

毒效果反而会降低遥已有研究表明袁肉桂精油对玉米 AFB1

脱毒效果好于山苍子精油袁肉桂精油用量30 mg/20 g尧熏蒸
28 d 时脱毒率最好袁用量大于 30 mg/20 g脱毒率稍有下降曰

熏蒸时间在 28 d 内袁脱毒率随时间增加而上升袁28 d 时脱毒
率达 71.79%袁熏蒸时间延长脱毒率降低[5]遥本研究发现袁肉桂
精油对玉米 AFB1 脱毒效果好于山苍子精油袁但差异不显著遥

肉桂精油对玉米 AFB1 的脱毒率较高渊81.86%冤袁推测可能与
粉碎玉米后增加精油对玉米的接触面积有关袁且增加精油
用量尧延长熏蒸时间可提高脱毒率遥罗勒精油熏蒸 30 d尧用

量 80 mg/20 g 时对玉米 AFB1 脱毒率可达 81.66%袁继续增加
用量是否会提高 AFB1 脱毒率有待检验研究遥

植物精油是绿色环保尧符合生态发展的一种新型饲料

渊%冤

35 d
81.40依4.77 a
55.87依0.79 b
35.06依3.81 b

3 种精油不同用量脱毒效果比较

3 种精油用量分别为 50 mg/20 g尧60 mg/20 g尧70 mg/20 g尧

80 mg/20 g袁熏蒸 30 d 时袁不同精油对 AFB1 的脱毒率如表 3
所示遥可以看出袁肉桂精油与山苍子精油用量均为 60 mg/20 g

时对 AFB1 脱毒率最高袁与 50 mg/20 g 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

随用量的增加脱毒率略有下降袁与 70 mg/20 g尧80 mg/20 g 差
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罗勒精油对 AFB1 的脱毒率随用量的增

加而提高袁80 mg/20 g 时脱毒率最高袁与 70 mg/20 g 差异不
显著渊P>0.05冤袁与 60 mg/20 g尧50 mg/20 g 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
60 mg/20 g 与 50 mg/20 g 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3 种精油用量为 60 mg/20 g尧密封熏

蒸 30 d 对 AFB1 均有脱毒作用袁且肉桂精油的脱毒效果最佳袁

继续增加用量脱毒率稍有下降袁推测精油达到一定用量时袁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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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种精油不同用量处理脱毒率比较

表 1 3 种精油脱毒率比较

2.2

制袁可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实利益袁有利于增加品牌形象遥

添加剂[6]遥已有研究表明袁高浓度肉桂精油尧山苍子精油尧丁
香精油主要抑制黄曲霉的生长袁低浓度主要抑制 AFT 的生

物合成袁肉桂醛尧柠檬醛尧丁香酚都能调控 AFT 生物合成的
基因[7]遥本研究可为植物精油作为 AFB1 脱毒物质及应用提
供试验依据袁但其使用及作用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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