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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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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植物的生长阶段使用农药产品，以期达到更高的生产量，而过量地使用农药会导致农产品药物的残留，

长期食用此类产品可能会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由于农产品种类繁多，需要专业人员应用专业技术进行判别。基

于此，本文将简述农药残留的危害、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应用的意义与不足，并列举一些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与方案，

希望给相关从业者提供经验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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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农产品在生产、贮存、运输、流通过程

中越来越依赖农药的使用，虽然应用农药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农产品产量，但过量的农药使用不仅会影

响农产品品质，更会影响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因此，

农产品行业应当精准农药的用量，并且在农药使用过

程中充分对食品进行分析，积极运用农药残留检测技

术，以降低农药对人体的危害。

1 农药残留带来的危害

在农作物生产中不当地应用农药导致农药厂残留，

首先会对周边环境和生物链、产业链造成直接影响。

例如：在一些牲畜类动物的饲养过程中，需要喂食饲

料，而大多动物饲料的主要原材料来源是农作物，若

没有控制好农药应用，使这些牲畜类动物被喂食到含

有农药残留的饲料，很有可能会受到农药影响或导致

下一代致病致畸，也会影响食用到这些畜牧产品的人

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农业用量过大或使用不当也会

污染周边土壤与水源，在一些水产生物的养殖活动中，

若是用于喂食的浮游生物和饲料沾染上了农药，不仅

会影响这些水产生物的生命安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

污染周围的水源环境。而当农作物产品存在农药残留

仍进行流通售卖时，在运输、储藏等阶段都会引起大

规模的接触，可能会导致其他食品沾染上农药残留。

随着周围的环境不断受到农药残留的影响，不仅会出

现更多食品农药残留的问题影响环境，更会直接影响

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为

了有效驱虫，养殖人员可能会过量地使用杀虫剂、杀

菌剂等有机磷农药，不当的农药用量会导致农作物出

现农药残留，而残留这些农药的食品被人们食用后就

会造成皮肤组织和呼吸道受感染，严重者甚至会出现

中毒的情况，会急性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还会导致

人们的身体素质逐步下降。这是因为人们若长期食用

这些带有农药残留的食品，会影响到人们体内白细胞

的正常运作，还会导致人体肝脏的承受能力逐渐下降，

同时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产生混乱，

导致人体产生眩晕、恶心等临床症状，以及影响人体

细胞产生变异，出现致病致癌等严重问题，极大地危

害人们的生命安全。

2 运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越发关注食品安

全问题，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重视农药用量监管。通过

运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检测出食品的

农药残留量是否满足相关部门的安全标准要求，还能

通过直观的数据使消费者更加放心。应用农药残留检

测技术能够直接暴露出农作物生产环节中是否存在不

合理使用农药情况，进而帮助相关单位进行问题溯源

和制定相应的去残留方案，助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从而有效降低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进一步促进我国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多数农药残留

问题都是在食品的种植养殖期间产生的，在农作物的

种植过程中，积极应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能够对农作

物有效监控，实现监察和控制种植户的农药应用情况，

利于我国相关部门作出整改计划和方案，还能在很大

程度上辅助规划种植，从而使各类产品都达到我国的食

品安全标准，共同建设一个食品安全有保障的国家。

3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

体现在操作流程和检测技术两方面上。一方面，对于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操作流程来说，无论是检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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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处理，还是检测和保管过程中周围的温度控制，

都需要根据农药检测技术和检测产品的不同做出不同

操作。但从现阶段的实际工作来看，部分农药残留检

测人员并没有重视这些问题，在检测过程中并没有将

这些检测的样品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保管、检测，还

忽视了不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差异性，导致最终的

农药残留检测结果并不精准。此外，还有部分农药残

留检测人员在对食品的样品进行检测时，并没有将参

数作为依据，也没有严格地按照检测流程开展工作，

导致检测技术的工序和流程不符，检测结果准确性难

以保证。另外，由于检测对象和所应用技术具有多样

性的特征，因此在检测农药残留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不

同的检测设备，但是许多农药残留检测机构没有高度

重视检测设备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维护，不仅在检测前

没有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设备检查，更没有定期、定时

对检测设备开展维护工作，甚至是对于检测设备的管

控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在检测

过程中出现检测数据丢失、不准确等问题，导致检测

数据没有参照的依据，还可能会因为设备达不到检测

要求难以开展检测工作。

4 对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进行探讨

现阶段，为了响应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号召，相

关高新技术人员针对农药残留研发出了非常多的检测

技术，如毛细管电泳技术、生物传感技术、试纸测试

技术、色谱分析技术等，下面对于不同的农药残留检

测技术进行具体的探讨：

4.1 毛细管电泳技术

所谓的毛细管电泳技术，是通过建立高压电场对

食品进行农药残留的检测。毛细管电泳技术的检测原

理是以食品中不同的参数作为依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离，最后得出最终的农药残留情况。不过这种农药残

留检测方式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多，无论是食品中的

酸碱度还是检测时周围的温度，都需要达到毛细管电

泳技术检测的要求标准，才能确保最终检测出来的农

药残留数据精准。因此，当检测工作人员选择毛细管

电泳技术对食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时，需要提前对需

要检测的食品开展采样工作，确保检测设备能够正常

运作 [1]，更要对周围的温度进行监控，进一步挑选最合

适的检测位置，以确保最终检测出的农药残留数值更

加的精准，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并且相关检测人员

应当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采样检测，最终选取检测

数据的平均值，保证检测结果更加科学准确。

4.2 生物传感技术

据研究发现生物活性物质对农药产品具有一定的

敏感性，因此相关高新研究人员充分借助生物活性物

质的这一特质，研发出生物传感技术这种检测农药残

留的检测方法。生物传感技术的检测精准度非常高，

并且该技术操作起来也十分的简单、好上手，不仅在

检测过程中不会过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还能够在较

短的时间内获取检测结果。但是检测人员应用生物传

感技术检测农药残留时，应当提前准备酶、蛋白质等

生物活性物质，还要提前调整好检测设备的管理、控

制功能，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 [2]。

4.3 试纸测试技术

试纸测试技术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测试技术，这种

检测方式最终的结果精准性较高，但是现阶段还没有

大规模普及。试纸测试技术是应用特定的试纸对所需

要检测的食品进行检测，具体的方法是将需要检测的

食品样品放在一个烧杯里，然后再将试纸放到烧杯中，

通过试纸与食品样品的充分接触精准地检测出食品样

品的农药残留情况 [3]，但是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在检测过

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检测样品的放置顺序，否则容易

导致食品样品的检测结果出现偏差。

4.4 色谱分析技术

目前，色谱分析技术是农药残留分析最广泛使用

的方法。色谱分析技术就是将样品按一定的步骤进行

提取、净化、浓缩，用色谱仪器进行分析，通过保留时间、

光谱信息、特征离子及离子比例等关系对目标物进行

确证 [4]。该技术有着分离效率高、分析速度快、检测灵

敏度高等优点，但是由于其定性能力较差，所以常与

其他具有定性能力的分析技术联用。

5 有效提升食品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方案

5.1 提升食品采样的处理效率和质量

对于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工作来说，食品的采

样工作非常重要，并且也是整个农药检测过程中最关

键的一环。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提升食品采样处

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求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充分对

采样食品的具体形态和特征进行了解，再结合合适的

农药检测技术手段和设备开展前期的准备工作。在采

样环节中，检测人员应当重视食品样品的存放位置，

严格地按照相关要求对不同的样品分别保存，像是需

要冷藏的应当精准控制样品冷藏的温度和时间，避免

样品失去测量的意义和作用。此外，农药残留检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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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还应严格按照相关检测要求，将不同的样品裁剪成

适合的大小和形状，如果需要所检测的样品的汁液，

那么农药残留检测人员还应提前借助相关工具改变样

品的形态，确保检测样品能够最终检测出更加精准、

合理的数据。

5.2 提高农药残留检测过程中的管理、控制

力度

在对食品开展农药残留检测时，相关检测机构应

当明确农药残留检测人员的工作职责，重视对检测样

品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更要及时发现检测过程中

存在的隐患和问题。通过加强对农药残留检测人员的

管理、控制力度，确保检测工作能够更加有序地开展。

此外，相关检测机构还应当加强不同检测部门之间的

沟通，建设出一支高素质的检测团队，不断地对检测

方案进行规划、完善。并且要想有效提高农药残留检

测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力度，相关检测机构还应当安

排专职的检测管理人员，不仅对所进行的农药残留检

测流程、成果开展抽查工作，还要不断地与农药残留

检测人员进行交流和沟通，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所

检测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记录，助力管理人员更好地开

展工作，实现为后续的工作提供相应的依据，进一步

推进检测机构更好地发展。

5.3 提升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应用

当农药残留检测工作因为技术应用的问题，导致

检测的结果不精准、不理想时，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资源上的浪费，还极其不利于给相关部门提供有

效数据依据。因此，相关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应当对不

同的检测技术特点、优势、范围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充分对这些检测技术进行分析，再

结合所需要检测的食品样品的特征选择不同检测技术。

像是一些没有被加工过的初级农产品和被加工过的农

产品的检测方式是不同的，针对水果和肉制品的农药

残留检测技术也不同，所有相关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应

当提前对这些不同的检测样品进行分析和研究，进一

步达到所检测的样品结果更符合预期的目的。

此外，提升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还应当从确定具

体的技术和针对性选择检测设备两方面入手，具体操

作如下：

1.针对性选择检测设备。相关检测机构在挑选农

药残留检测设备时，应当从生产厂家和检测设备应用

效果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相关检测机构在采购农药

残留检测设备过程中，应当充分地对市场中的供货厂

家进行对比，结合厂家的商誉和产品的质量进行综合

的评估。另一方面，相关检测机构在采购前，还应对

市面上的农药残留检测设备展开调查，不仅要从检测

设备的性能展开调查，更要看农药残留检测设备在市

面的效果反应如何，如此来挑选到最实惠、有用的农

药残留检测设备，进一步为日后的检测道路保驾护航。

2.检测前确定具体应用技术。在开展食品农药残

留检测工作时，相关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应当确保农药

残留检测技术和应用的农药残留检测设备保持高度的

一致和匹配，如此所进行检测的食品农药最终数值才

能更加精准，因此相关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在确定具体

技术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所在检测机构所能提供的检

测设备。此外，在对食品进行农药残留的检测过程中，

相关检测人员还应当充分重视每一个检测环节，倘若

某一个检测环节出现了纰漏，不仅会导致食品检测最

终的检测结果不精准，还会对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造

成影响和危害。所以在农药残留检测实施的过程中，

相关检测人员应当对具体技术的实施环节和流程做具

体分析，并且明确每一个环节需要开展的工作，对技

术的执行做全程的监督和管理，这样才能将技术实施

中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同时技术的利用效果也能不

断地加强。

综上所述，当食品中存在农药残留时，不仅会对

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

身体健康。因此应积极运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对食品

进行检测，以实现食品安全更好地管理、控制，进一

步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对此，相关检测机构人

员应当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技术，明确检测过程

中的重点，并且加强对样品的保管、处理工作，保证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有效应用。

参考文献：
[1]　邓飞燕 ,张荣荣 ,蔡姝 .探讨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
的检测技术发展及具体方法 [J].现代食品 ,2020(24):217-
218,221.
[2]　陈梅燕 ,李丽娟 .浅谈食品检测中的农药残留检测
技术 [J].食品安全导刊 ,2020(12):155.
[3]　陈妙瑞 .食品检测中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探讨 [J].
山东工业技术 ,2018(21):231,245.
[4]　李晓蕙 .试论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 [J].
粮食与食品工业 ,2018(01):71-7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