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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析及基于风险的

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行业指南草案1

第三章：与人类食品的制造、加工、包装和储存有关的潜在

危害

目 录

3.1本章目的

3.2潜在危害

3.3生物危害

3.3.1营养性食源性致病菌特性

3.3.2产芽孢食源性致病菌特性

3.3.3与成分相关的潜在的生物危害

3.3.4与工艺相关的潜在的生物危害

3.3.4.1经处理后存活的致病菌（营养性和孢子形成性）

3.3.4.2致病菌生长和（或）产生毒素 3.3.4.3 工艺控制后添加配料中存在的

致病菌

3.3.4.4包装不严密导致引入的致病菌

3.3.5与设施相关的潜在生物危害

1 注：本指南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的食品安全办公室编写。

本指南草案代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相关内容的最新的观点。本草案不赋予任何人任何

权利，也不对 FDA或公众具有强制性。如果满足适用法规的要求，您可以使用其他方式替代本草案。

请通过以下链接联系 FDA的技术援助系统，提交您的问题，参与替代方案的讨论。

https://www.fda.gov/Food/GuidanceRegulation/FSMA/ucm459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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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章目的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考虑食品加工场所中常见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这些

危害应在危害分析中加以分析。其中论述了与原料相关的危害、与过程相关的危

害以及可能从食品生产环境中引入的危害（设施相关的危害）。但没有提供详尽

的危害概要或每个危害的细节。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引用科学文献、法规和（或）

指南（由 FDA 或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合作伙伴发布），这些可能会对所关注的

危害提供有用的详细讨论或分析。详见 21 CFR 117.3中“危害”的定义。

对您来说，了解与产品相关的潜在危害，这些产品使用的原材料和其他配料、

工艺和设备，以及特定的工厂环境是很重要的。如果发现了需要采取预防性控制

措施的危害，那么就必须确定需要采取哪些预防性控制措施来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并确保产品对人类消费的安全性。见 21 CFR 117.130和 117.135。虽然本章

简要描述了可能适用于控制某些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类型，但请参阅本指南第

4章和第 6章到第 13章，以获得适用的预防性控制措施的更详细的探讨。

3.2潜在危害

食品可能受到生物、化学（包括放射性）或物理危害的污染。表 3-1提供了

一些潜在危害的举例，并不详尽。

表 3-1安全风险示例

危害类别 危害子类别 示例

生物 细菌 • 蜡样芽孢杆菌

• 空肠弯曲杆菌

• 肉毒杆菌

• 产气荚膜梭菌

• 大肠杆菌产志贺毒素（如大肠杆菌 O157：H7）

• 单增李斯特菌

• 沙门氏菌

• 志贺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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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类别 危害子类别 示例

• 金黄色葡萄球菌

生物 原生动物和寄生虫 • 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parvum）

• 环孢子虫（Cyclospora cayetanensis）

• 贾第鞭毛虫（G. intestinalis）

• 旋毛虫

生物 病毒 • 诺如病毒

• 甲型肝炎病毒

• 轮状病毒

化学 农药残留 • 有机磷酸酯类

• 氨基甲酸盐

• 氯化烃类化合物

• 拟除虫菊酯

化学 重金属 • 铅砷镉汞

化学 兽药残留（抗生素） • 氯霉素

• β内酰胺

化学 工业化学品 • 氨类

化学 环境污染物 • 二噁英

化学 真菌毒素 • 黄曲霉毒素

• 展青霉素

• 赭曲霉素

• 伏马菌素

•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化学 过敏原 • 牛奶、鸡蛋、鱼、甲壳类贝类、坚果、花生、

小麦和大豆（通常被称为“八大食品”）

化学 未经批准的色素和

添加剂

• FD&C 红色素#4（Red #4）

• 三聚氰胺

化学 与食品不耐受或食

品紊乱有关的物质

• 乳糖

• 黄色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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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类别 危害子类别 示例

• 亚硫酸盐

• 胭脂红（Carmine and Cochineal）

• 麸质

化学 放射性核素 • 镭 226和 228

• 铀 235和 238

• 锶 90

• 铯 137

• 碘 131

物理 不适用 • 金属

• 玻璃

• 硬塑料

正如本指南第 2章所讨论的，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必须考虑与原材料和其他

配料相关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成分相关的危害）、工艺（工艺相关的危害）、

以及食品加工环境（设施相关的危害）（21 CFR 117.130）。在第二章中，我们

还提供了在识别以下领域的潜在危害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的例子：

• 内在因素；

• 处理程序；

• 食品微生物含量；

• 设施设计；

• 设备设计和使用；

• 包装；

• 员工健康、卫生和教育；

• 适于包装和最终用途的存储条件。

在本章中，我们考虑了上面列出的问题和因素，从与原料相关的危害、与工

艺相关的危害和与设备相关的危害的角度讨论了潜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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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物危害

必须进行危害分析，以识别和评估已知的或合理预见的生物危害，包括微生

物危害，如寄生虫、环境病原体和其他病原体。见 21 CFR 117.130（b）（1）（i）。

当危害分析确定了一个已知的或潜在的需要预防性控制措施的生物危害时，必须

确定并实施生物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见 21 CFR 117.135（a）（1）。

本指南重点关注的生物危害是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单增李斯特菌、肉毒杆

菌和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如 O157：H7），它们可能与食品或食品

加工操作有关，并可能导致消费者生病。其他生物危害，如病毒（如诺如病毒和

甲型肝炎）和寄生虫（如隐孢子虫和肠贾第鞭毛虫），也已知可引起疾病，但这

些通常应按照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如：工人卫生和疾病控制）解决，和农场向加

工厂供应原料农产品时，遵照《人类消费农产品的种植、收获、包装和保存标准》

法规（21 CFR第 112部分）（例如，工人卫生和疾病控制，水的安全）执行。

食品可能会被致病菌污染，这些致病菌可能是：

• 与原料相关的危害：即从原材料和其他配料中引入；

• 与工艺相关的危害：如病原体

 旨在显著减少病原体存活的工艺；

 由于缺乏时间/温度控制或由于食品配料而导致致病菌数量增加；

 由于使用脱氧包装，导致在食品中致病菌选择性地生长和（或）产

生毒素；

• 与设施相关的危害——例如，如果病原体来自：

 食品加工设备（例如，卫生设备和用具）；

 生熟产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空气；

 受污染的水或污水；

• 人员相关的危害——例如，由于人员在包装或加工过程中操作产品产生

的。（这类与人有关的危害有时可通过现行良好生产规范（如工人卫生和疾病控

制）加以控制。

有关可引入食品的生物危害来源的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指南附录 1

的表 1A至 1Q和表 3A至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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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可以根据它们是否形成孢子（“芽孢体”）或它们是否只作为营养细胞

而不形成孢子（“非芽孢体”）来分类。只要孢子处于孢子状态，它们就没有危害。

不幸的是，芽孢对加热、化学物质和其他通常会杀死可产生孢子或者不产生孢子

的营养细胞的处理抵抗力极强。因此，当涉及到孢子时，用来杀死孢子的过程步

骤往往比杀死营养细胞的步骤要复杂得多。当孢子在为杀死营养细菌而设计的处

理步骤中存活下来时，如果它们暴露在允许发芽和作为营养细胞生长的条件下，

它们可能成为食品中的一种危害。当处理步骤消除了大多数与其竞争营养的病原

体时，这可能会尤其严重。因此，可能需要其他控制措施，如降低 pH值或水分

活度（aw）或温度控制（冷藏或冷冻），来控制在灭菌步骤后残留的芽孢菌。

由于食源性病原体的特性不同，识别和实施的控制特定病原体的预防性控制

措施应基于这些特定病原体的特性。在生物危害这一节的剩余部分，我们简要回

顾了常见的营养和孢子状态的食源性病原体的特征。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 FDA的 Bad Bug Book（FDA, 2012c）。

表 3-2是一份快速参考指南，帮助您通过生物分类和潜在的病原体来源或侵

入点识别潜在的病原体。表 3-2所列的潜在危害不适用于所有设施。

表 3-2常见生物危害来源快速参考指南

主要来源 细菌 寄生虫 病毒

与配料相关（例如，原

料和其他配料的污染）

• 沙门氏菌（例如，

家禽、农产品、坚果）

• 大肠杆菌 O157：

H7 和类似产志贺氏菌

毒素大肠杆菌（例如，

反刍动物，落果，豆芽）

•弯曲杆菌（例如，家

禽和生牛乳）

• 蜡样芽孢杆菌（例

如，大米和其他谷物）

• 肉毒杆菌（可能会

• 微小隐

孢子虫（使

用被污染的

水 作 为 原

料）

• 环孢子

虫（浆果）

• 刚地弓

形虫（肉类）

• 诺 如 病 毒

（农产品、贝

类）

• 甲型肝炎病

毒（农产品、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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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 细菌 寄生虫 病毒

在土壤和某些根块作

物中发现孢子）

• 产气荚膜菌（例如，

香料，可能在农作物土

壤中携带）

•单增李斯特菌（例如，

未加工的农产品，用作

原料的其他受污染产

品）

与加工过程相关的（例

如，糟糕或无效的过程

控制，包括由供应商采

取的）

• 不适当的热处理能

使沙门氏菌存活

• 产气荚膜菌（未适

当冷却的熟食）

• 单增李斯特菌（未

经加工的农产品，受污

染的产品）

微小隐孢子

虫（污染水

源）

无

与设施有关（可能由不

良的卫生习惯（例如，

对潜在的地点的清洁和

消毒不充分）、不良的

工厂和设备设计以及不

良的有害生物管理习惯

引起）

• 单增李斯特菌（例

如，储水设施，包括地

板、冷湿区域、设备、

排水沟、凝结水、冷却

器和土壤）

• 沙门氏菌（害虫携

带）

无 诺瓦克病毒（仅

当通过呕吐和

腹泻在设施中

泄露时）

与人有关的（未显示疾

病迹象的携带者、正在

摆脱危害或已感染并处

于活跃状态的个人）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志贺氏菌

• 沙门氏菌

微小隐孢子

虫

• 甲型肝炎病

毒

• 诺如病毒

• 轮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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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营养性食源性病原体的特征

本指南附录 3中的表 3- A包含了限制大多数营养性病原体生长的物理条件

（即水分活度（aw）、酸度（pH）、温度和需氧量）的信息，这些营养性病原体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数据显示的是最小值或最大值，即在引用

的参考文献中报告的极限值。这些数值可通过在实验室培养基中培养获得，培养

基比许多食品更有利于生长。这些值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加工条件。

布鲁氏菌（Brucella spp.）是导致布鲁氏菌病的细菌。据估计，美国每年发

生 840例食源性布鲁氏菌病（Scallan et al., 2011）。当绵羊、山羊、奶牛或骆驼

感染了这种病原体，它们的奶就会被这种细菌污染。人类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食

用或饮用来自受感染动物的未经巴氏消毒的和（或）未加工的乳制品。在与受感

染动物接触后，布鲁氏菌也可以通过皮肤伤口或粘膜进入人体。症状包括：发热；

盗汗；不适；厌食症；头痛；肌肉、关节和（或）背部疼痛；和疲劳。有些迹象

和症状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空肠弯曲杆菌（C. jejuni）是引起弯曲菌病的细菌。据估计，美国每年发生

84.5万例食源性弯曲菌病（Scallan et al., 2011）。症状包括腹泻、发烧、腹痛、

恶心、头痛和肌肉疼痛。症状从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2至 5天开始，持续 7至 10

天。一小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些疾病包括菌血症和各种器官系统

感染，如脑膜炎、肝炎、胆囊炎和胰腺炎。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与弯曲菌病相关的

另一个潜在的长期并发症；例如 Guillain-Barré综合征（GBS）。每个人都容易感

染空肠弯曲杆菌。弯曲菌病发生在夏季比冬季更频繁。

大肠杆菌（E. coli）的致病性菌株负责四种疾病：由肠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

引起的胃肠炎或婴儿腹泻；致肠毒素大肠杆菌（ETEC）引起的旅行者腹泻；由

肠侵袭性大肠杆菌（EIEC）引起的细菌性痢疾；以及由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

引起的出血性结肠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是最严重的，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溶

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特别是在幼儿中。据估计，美国每年有 205800例来自所有

四种大肠杆菌的食源性病例（Scallan et al., 2011）。不同形式的疾病症状各不相

同，包括腹痛、腹泻、呕吐、发烧、寒战、脱水、电解质失衡、体液酸度高以及

全身不适。症状开始于食用受污染食品后的 8小时至 9天，持续时间为 6小时至

19天，两种疾病类型之间的症状出现显著差异。每个人都容易受到来自大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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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所有形式的感染，但 EPEC最常与婴儿有关，所有类型的感染往往导致婴幼

儿和老年人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单增李斯特菌（L. monocytogenes）是引起李斯特菌病的细菌。据估计，美

国每年发生 1600 例食源性李斯特菌病（Scallan et al., 2011）。单增李斯特菌在

许多个体中产生轻微的流感样症状。然而，在易感人群中，包括孕妇、新生儿和

免疫缺陷者，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症状，包括败血症、脑膜炎、脑炎、自然流产

和死产。在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3天至 3周开始出现症状。表现出较严重症状的患

者死亡率较高（约 25%）。

沙门氏菌（Salmonella spp.）是引起沙门氏菌病的细菌。据估计，美国每年

发生 1029,000例食源性沙门氏菌病（Scallan et al., 2011）。症状包括恶心、呕吐、

腹部绞痛、腹泻、发烧和头痛。症状在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6小时至 2天开始，一

般持续 4至 7天。最严重的伤寒是由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每个人都容易感染沙

门氏菌，但在老人、婴儿和体弱者中症状最严重。沙门氏菌和其他密切相关的致

病菌，如志贺氏菌、大肠杆菌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的感染，可导致有关节炎

倾向的个人出现慢性反应性关节炎症状。

志贺氏菌属（Shigella spp.）是引起志贺氏菌病的细菌。志贺氏菌感染可通

过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获得。受感染的食品处理人员在处理食品前不洗手，可能会

污染食品。据估计，美国每年发生 13.1 万例食源性志贺氏菌病（Scallan et al.,

2011）。症状包括：腹痛；抽筋；腹泻；发烧；呕吐；粪便中带血、脓或粘液；

持续或频繁的排便冲动和死亡。在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12小时至 2天开始出现症

状，并持续 1至 2周。每个人都易受志贺氏菌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S. aureus）是一种常见的细菌，存在于许多健康的人和动

物的皮肤上和鼻子里。这种细菌在食品中生长时会产生毒素，导致金黄色葡萄球

菌食品中毒。估计在美国每年都有约 241000人葡萄球菌食源性感染发生（Scallan

et al., 2011）。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和虚弱。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

作用迅速，可在短短 30分钟内致病。症状通常在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1至 6小时

内开始。每个人都容易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的毒害，包括婴儿、老人和虚弱

的人症状更严重，偶尔出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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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产生芽孢的食源性病原体的特征

附录3中的表3-A包含了大多数在食品加工中最需要关注和控制的产生芽孢

病原体生长的条件。数据显示的是最小值或最大值，即在引用的参考文献中报告

的极限。这些数值可以在实验室培养基培养中获得，培养基可能比许多食品更有

利于生长。这些值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加工条件。

蜡样芽孢杆菌（B. cereus）是引起蜡样芽孢杆菌食品中毒的细菌。据估计，

美国每年发生 63,400例蜡样芽孢杆菌食源性食品中毒（Scallan et al., 2011）。疾

病有两种症状，与两种不同的毒素有关。在一种疾病症状中，蜡样芽孢杆菌在被

污染的食品中产生呕吐毒素；呕吐毒素会引起恶心和呕吐，在进食后 30分钟至

6小时内开始。在另一种与受污染食品中大量蜡样芽孢杆菌有关的感染疾病症状

为：在受感染的消费者摄入食品后，蜡样芽孢杆菌在其肠道内产生一种腹泻毒素；

腹泻毒素会引起腹泻，发病时间为 6至 15小时。两种疾病的症状都可持续约 24

小时。每个人都容易发生蜡样芽孢杆菌食品中毒。

肉毒杆菌（C. botulinum）毒素会导致一种叫做肉毒杆菌中毒的严重麻痹性

疾病。肉毒杆菌存在于土壤中，适于在低氧条件下生长。这些细菌形成的孢子可

以在休眠状态下存活，直到暴露在支持其萌发和生长的条件下，例如在加工不充

分的低酸罐头食品中。食源性肉毒杆菌中毒是由于食用含有肉毒杆菌毒素的食品

引起的，肉毒杆菌毒素是在肉毒杆菌生长过程中形成的。肉毒杆菌毒素有七种，

用字母 A到 G来表示；只有 A、B、E和 F型会引起人类肉毒杆菌中毒。据估计，

美国每年发生 55例食源性肉毒杆菌中毒病例（Scallan et al., 2011）。症状包括：

虚弱；眩晕；复视；说话、吞咽和呼吸困难；腹部肿胀；便秘；瘫痪；并可导致

死亡。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18至 36小时开始出现症状，但最早可在接触污染食品

6小时或 10天后出现症状。每个人都容易被肉毒杆菌毒素感染中毒；只有几微

克的毒素就能致病。死亡率高；没有毒素抗体和呼吸支持可能会导致死亡。

产气荚膜梭菌（C. perfringens）是导致食品中产气荚膜梭菌中毒的细菌。当

食品被大量的产气荚膜梭菌污染后被摄入时，就会引起疾病。然后，这种细菌在

肠道中产生足够的毒素，导致疾病。产气荚膜梭菌孢子能在高温下存活。当食品

在温暖的温度下冷却和保存时，孢子就会发芽，由此产生的细菌营养细胞就会生

长。据估计，美国每年发生 96.6万例食源性产气荚膜梭菌食品中毒（Scall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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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症状包括：腹部绞痛和腹泻。症状通常在食用受污染食品后 8至 12小

时开始，但最早可在接触后 6小时发生，并持续约一天。每个人都易患产气荚膜

梭菌引起的炎症，但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更常见，他们可能会经历更严重的症状，

持续一到两周。

3.3.3潜在的与食品成分相关的生物危害

请参见本章的表 3-2 和本指南附录 1的表 1A到第 1 Q，这些信息可以帮助

您识别可能与特定食品成分相关的潜在的生物危害。关于控制某些特定成分相关

的生物危害的建议，请参见第 4章—预防性控制措施，以及第 6至 13章。

3.3.4潜在的与工艺相关的生物危害

本节的目的是帮助您识别生产工艺相关的食品潜在的生物危害。关于控制某

些特定工艺相关生物危害的建议，请参见第 4 章—预防性控制措施，以及第 6

至 13章。

如果加工过程控制出了问题，与过程相关的生物危害就可能发生。例如：如

果产品在热处理过程中未充分加热，想通过烹饪控制的病原体就可能会存活；如

果在产品储存过程中缺乏适当的低温保存，计划通过冷藏控制的病原体可能会繁

殖和（或）产生毒素；如果产品的工艺不正确（例如，糖用量过少，导致水分活

度 aw的增加），计划用水分活度控制的病原体可能会繁殖和（或）产生毒素。

其他与过程控制措施出错无关的，但与过程相关的生物危害。例如，如果计划使

用减氧包装（ROP）来防止变质和延长产品的保质期，如果有病原体存在且温度

适宜生长，延长的保质期为毒素生长或病原体生长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另一个例

子是，如果一个过程控制可以大大减少病原体，过程控制之后通过添加香料来生

产产品，这个添加香料中的病原体可能会把病原体引入处理过的产品中。另一个

例子是，如果包装后的产品缺乏密闭容器包装，病原体可能会被引入。

在以下与工艺相关的生物危害部分中，我们将描述一些类型的与工艺相关的

生物危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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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处理后存活的致病菌（营养性和孢子形成性）

如果设计的杀灭致病菌和（或）其孢子的工艺没有按照预期工作，需要控制

的致病菌和（或）其孢子可能存在于食品中。主要关注的病原体是单增李斯特菌、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空肠弯曲杆菌、大肠杆菌致病性菌株、小肠结肠炎

耶尔森菌、蜡样产气荚膜梭菌和肉毒杆菌。有关致病菌生长的限制条件，请参阅

本指南附录 3。

请参阅本指南第 4章，了解控制病原体的公认和确定的工艺条件的概述，以

及在设计工艺以预防问题时应考虑的因素。例如：

• 有些食品比其他食品热得快。在食品冷点的病原菌比在食品表面的病原

菌灭活得慢，因为在冷点的病原菌受到的热量较少。如果在冷点没有达到最低限

度的灭活过程，病原体可能在杀菌中存活下来。

• 食品的某些特性使其更容易或更难消灭存在的致病菌。例如，在酸性的

食品中，病原体更容易被摧毁；糖和油倾向于保护病原体避免受热的影响；而水

分的存在，无论是在食品内部还是周围，都使灭活变得更容易。如果在工艺设计

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病原体可能在灭活过程中存活下来。

• 致病菌的孢子比同一病原体的营养细胞更耐热，不同致病菌有不同的耐

热性（见本指南附录 3）。如果这一过程的工艺设计不是为了控制食品中最具耐

药性的病原体，病原体可能在灭活过程中存活。

请参见第 6章—使用热处理作为预防性控制措施，可获得通过热处理工艺控

制相关生物危害的更详细的建议。

3.3.4.2致病菌生长和（或）产生毒素

3.3.4.2.1由于缺乏适当的时间/温度控制措施

致病菌从被污染配料的引入，后续过程无杀菌工艺，或者后续过程有杀菌工

艺，过程控制措施不当，由于食品加工的时间和温度控制措施不得当，根据病原

体种类的不同，可造成增值或产生毒素。某些致病菌（如大肠杆菌 O157：H7、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单增李斯特菌）在时间和温度控制措施不当的食品中增值。当

产品被允许在有利于致病菌生长的温度下储存足够的时间，就会导致产品中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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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体或其毒素含量达到危害人类健康的不安全的水平。如果不通过干燥、腌制或

酸化等方法来控制病菌的生长，大多数病菌会在烹饪过的熟食中生长良好，因为

烹饪过程会大大减少竞争性细菌。具有高水分活度和 pH值的未加热过的食品，

例如面糊，如果存放时间/温度不当（例如，室温下放置面糊数小时），可使金

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体的生长和产生毒素。

营养性病原体可能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增殖，最终可能被加热工序灭活。然而，

在灭活步骤之前过多的细菌滋生可能会使灭活工艺不能充分消除危害。此外，如

果前期时间和温度的控制不足，可能产生毒素，例如在滥用温度的蛋奶沙司中由

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毒素，这种毒素将不会在稍后的加工过程中加热步骤被分

解去除。

在评估致病菌在的食品中生长和（或）产生毒素的可能性时，必须考虑以下

因素：

• 已知的或合理可能存在的致病菌类型；

• 这些病原体能否在食品中增殖；

• 致病菌的感染剂量；

• 食品中致病菌的预期初始水平。

请参阅本指南的第 4章，概述通过控制温度以防止病原体增殖，减少病原体

增殖的处理条件以及暴露在可能发生增殖的温度下的时间。请参见第 7章—使用

时间/温度控制作为过程控制措施，了解通过时间/温度控制措施来控制与过程相

关的生物危害的更详细的建议。表 3-A和表 3-B（本指南附录 3）提供了营养细

菌和芽孢致病菌生长的极限温度条件。

3.3.4.2.2热处理后缺乏适当冷却

根据食品和配料的不同，热处理后的食品仍然可能存在致病细菌的活菌（即

孢子）。有时，特别耐热的营养细胞（如单核增生李斯特菌）能在烹饪过程中存

活；然而，如果选择适当的指标病原体，应用恰当的过程控制措施，致病菌就会

被灭活。通常情况下，在烹饪过程中存活下来的是孢子，当产品温度降至 140

华氏度（60℃）以下时，孢子开始发芽。此外，它们还会出现在食品储存过程中。

一些孢子，如来自非蛋白溶解性肉毒杆菌和蜡样芽孢杆菌等病原体的孢子，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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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长时间，但仍有能力在制冷温度下发芽生长。在通常情况下，留在食品中

的其他孢子保持休眠状态，直到产品储存温度失控，可能存在的致病孢子能够发

芽、生长并可能产生毒素，因为大多数腐败菌已被热处理步骤消除。

在烹饪后冷却过程中通过控制温度来减少病原体生长，请参阅本指南的第 4

章。请参见第 7章—使用时间/温度控制作为过程控制措施，了解通过时间/温度

控制控制与过程相关的生物危害的更详细的建议。

3.3.4.2.3由于工艺控制不良

由于工艺问题，产品最容易发生生物危害的是即食产品,要么在加工过程中

没有灭菌工艺或有营养性病原体灭菌工艺，但孢子依然存活,需要生产加工和储

存过程保持冷链保证食品安全。对于这类产品，产品工艺可以在显著减少或预防

危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pH值低于 4.6的天然酸性产品可能会排除肉毒

杆菌作为一种需要预防性控制措施的危害，因为这个 pH值会阻止孢子萌发、生

长和毒素的产生。工艺参数，如 pH值、aw值、防腐剂的使用和有氧环境，可以

协同作用，建立一个旨在抑制可能存在的病原体生长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就

像所描述的缺乏适当时间和温度控制的食品那样，由于缺乏抑制和控制措施，可

导致致病菌的生长和毒素的形成。

在确定由不良工艺控制引起的加工过程相关的潜在危害,我们建议知道你最

终混合完成的加工产品的工艺或成分列表，以及平衡 pH值，滴定酸度，aw，水

分百分比，钠和糖的百分比。许多由于工艺问题而容易受到生物危害的产品是由

多种成分组成的，每种成分都有自己特定的工艺参数。任何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

如果不执行规程所制定的符合预防性控制措施措施要求的标准操作要求，就难以

确保所得到的终产品中不会有病原体的滋生或毒素的形成。

在确定由不良工艺控制引起的与工艺相关的生物危害的可能性时，我们还建

议考虑不同产品、原材料和其他成分组合时可能发生的不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不同 pH值或 aw值的产品将产生不同的微生物生长环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充满

奶油的闪电泡芙。pH值和 aw在糕点和填充的馅料中是不同的，糕点和填充的馅

料的界面将受到高 pH值和低的 aw糕点和馅料的低 pH值和高含水量之间差异的

影响，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的环境。填充物中的微生物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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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 pH值而生长，但在产品的保质期内，糕点的 pH值可能有利于界面微生

物的生长。氧还原（氧化还原）潜力和抗菌剂的有效性等特性也可能在成分界面

上有所不同，并可能影响病原体的生存和增值。

在确定由不良工艺控制引起的与工艺相关的潜在危害时，我们还建议您考虑

成品的平衡 pH值和 aw值与单个组分的平衡 pH值和 aw值的比较。如果成品工艺

产品是各组分更加均匀的混合物，那么最终的平衡 pH值和 aw可能与单个组分的

平衡值有显著不同。鹰嘴豆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常是由鹰嘴豆制成的，

可以在干燥状态下再水化，混合酸化剂、油和香料，然后做成泥。具有光滑质地

的最终产品将具有一个平衡的 pH值，可能还有一个 aw，这与原始成分不同。如

果在容器顶部添加松仁、油或红辣椒丁作为“装饰”，那么这些添加物可能会显著

改变界面处的微生物环境，可能需要采取控制措施（如酸化）。

关于基于工艺的控制措施的概述，请参阅本指南的第 4章。请参阅第 8章—

使用工艺作为预防性控制措施，了解通过产品工艺控制与过程相关的生物危害的

更详细的建议。

3.3.4.2.4由于减少氧气的包装（ROP）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包装有两个功能：（1）防止食品污染；（2）成为

可能延长食品有效期的保存方法。例如，包装可以控制或改进包装中的气体或抽

真空包装，或者它可以防止干燥食品的再复水。所有这些不同的包装方法都被归

为一个类别，我们称之为减氧包装（ROP）。减氧包装用于防止腐败生物的生长，

从而延长产品的保质期。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保质效果，如减少酸败，收缩和色

素损失。

然而，减氧包装并不能控制所有致病菌的生长，而且可能会产生与过程相关

的生物危害。如果病原体存在且温度适宜生长，延长的保质期为毒素产生或病原

体生长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低氧水平有利于在缺氧条件下生长的病原体，而不是

需要氧气才能生长的需氧腐败生物。由于这个原因，在产品腐败之前，可能会产

生毒素，而这在传统包装方式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对减氧包装的主要关注是肉毒杆菌，尽管也可能有其他病原体，如单增李斯

特菌，特别是在冷藏的即食食品中。除非存在肉毒杆菌屏障，否则不应使用减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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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这些障碍包括：aw低于 0.93；pH值低于 4.6；盐含量在 10%以上；在最

终容器中进行热加工；冷冻与冷冻储存和配送。每一种屏障本身都能有效控制肉

毒杆菌的生长。低于 38°F（3.33°C）的制冷可以阻止所有肉毒杆菌的生长，但因

为高于 38°F的温度通常用于制冷，不应依赖温度作为唯一的控制措施。单独的

屏障不能控制肉毒杆菌生长，以上各种措施的组合可以共同阻止肉毒杆菌生长。

关于 ROP工艺产生相关生物危害的可能性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2013年食

品法典（FDA, 2013b）附件 6。

3.3.4.3工艺控制后添加配料中存在的致病菌

某些即食产品的生产，根据设计，涉及在实施工艺控制后添加配料。例如，

一些新鲜蔬菜沙拉套餐的生产包括：在包装前向最终产品添加各种成分，如坚果、

干浆果和种子。配制沙拉成分的过程控制（例如，氯清洗）适用于各种新鲜切好

的蔬菜，这些蔬菜在准备包装时混合在一起，而坚果、浆果和种子是在包装之前

添加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些新鲜烘焙的糕点产品的生产包括添加配料，如糖霜、

坚果、干果、糖果（如糖屑）。生产含有过程控制措施后，工厂应将添加成分作

为其危害分析的一部分，考虑该工艺流程发生相关生物危害的可能控制措施。

3.3.4.4 包装后因缺乏密闭容器而引入致病菌

在容器内生产加工（如热处理）和（或）加工后清洁灌装的食品，如果其容

器发生泄漏或失去密封完整性，食品就会受到污染，从而使加工食品暴露于各种

生物危害之中。主要关注的病原体包括肉毒杆菌、单增李斯特菌、大肠杆菌、沙

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蜡样芽孢杆菌等致病菌株。

经过工艺控制步骤和包装后的食品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有缺陷的容器封口

和污染的冷却水。变形或有缺陷的容器封盖会增加致病菌通过罐装操作过程进入

容器的风险，这种操作是发生在产品已装满和容器已密封之后，在水浴中对容器

进行冷却时特别要关注这种风险。当产品冷却时，容器中会产生真空。受污染的

冷却水可以通过容器封盖进入，特别是当封盖有缺陷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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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潜在的与设施相关的生物危害

商业化生产的食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可以追溯到由于现行良好操作规范

（CGMPs）执行不良而造成的加工后污染，例如在运输、保存、冷藏或包装等加

工过程中暴露或接触被污染的设备。由此引起的即食食品污染事件和食源性疾病

暴发的例子在科学文献中相当广泛和容易出现。通常在这些情况下，通过某些方

法（例如，煮熟，巴氏杀菌，干燥）来减少存在的食品微生物，特别是被确定为

需要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的病原体危害，随后再次污染暴露于病原体的环境中。

正如下面有关设施相关生物危害的部分所讨论的，需要做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的

挑战性工作。

表 3-3 列出了一些例子，部分改编自 ICMSF 第 7 册第 11章（ICMSF, 2002

年）和 FDA文件，这些文件强调了环境病原体污染即食性食品对公共健康的影

响。

表 3-3 从由环境病原体污染引起的暴发中识别病原体的例子

产品 环境病原体 详情 参考文献

巧克力 那不勒斯沙门氏

菌（S. Napoli）

可能被污染的水

用于双壁管道，储

罐和其他设备

Gill, et. al.（1983）

巧克力 伊斯特本沙门氏

菌（S. Eastbourne）

来源于加工环境 Craven, et. al.

（1975）

黄油（来自巴氏杀

菌奶油）

单增李斯特菌 来源于加工环境 Lyytikainen et. al.

（2000）

花生酱 田纳西沙门氏菌

（S. Tennessee）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07a,2007b）

花生酱 沙门氏菌 来源于加工环境 Cavallaro et al.

（2011）； 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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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环境病原体 详情 参考文献

（2009b, 2009c）

整粒白胡椒 罗森沙门氏菌（S.

Rissen）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09d）

甜瓜 单增李斯特菌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12a）

花生酱 布雷登尼沙门氏

菌（S. Bredeney）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12b）

软奶酪（由巴氏杀

菌奶制成）

单增李斯特菌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13c）

软奶酪（由巴氏杀

菌奶制成）

单增李斯特菌 来源于加工环境 FDA （2014a）

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要求：指定风险评估必须包括对环境病

原体的评估，即食食品在包装之前暴露于环境中和包装食品没有经过加工处理或

采取了预防性控制措施措施（如灭活病原体的工艺），使病原体显著减少。（见

21 CFR 117.130（c）（1）（ii））有效设计和实施现行良好操作规范（CGMPs）

是防止生物危害进入食品的关键。然而，经验表明，应用 CGMPs——即使与

HACCP计划结合——也不能保证加工食品不会受到环境的污染。这就是为什么

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要求制定包括卫生控制步骤、操作规程，以

确保设施保持足够的卫生条件，显著减少或预防环境病原体等危害（21 CFR

117.135（c）（3））。此外，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规定食品安全

体系要涵盖针对设施、食品和预防性控制措施措施的发生的相互作用，必须进行

包括环境监测在内的活动，如果即食食品被环境病原体污染是一种需要通过收集

和测试环境样本进行预防性控制措施的危害，可通过适当的指示生物监控环境病

原体。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提供信息来帮助您确定环境病原体是否为需要在工

厂中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的危害。虽然表 3-3包括了一些由与设施相关的生物危

害而非环境病原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例子，但我们在本章中不讨论其他与

设施相关的生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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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设施相关生物危害的来源

与设施相关的环境病原体污染产品的可能性，随着环境病原体在加工环境中

传播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加工环境中环境病原体的传播行程度可能受到工艺中使

用的原材料、工艺类型以及用于保持加工区域清洁和卫生的卫生操作的影响。表

3-4是一个快速参考指南，帮助您确定一些最常见的污染源，和相关污染食品加

工环境与设施的危害；表 3-4未提供此类病原体的详尽清单。

表 3-4 设施相关生物危害的常见来源快速参考指南

来源 例子

原始农业大宗商品 • 生牛奶

• 可可豆

• 水果和蔬菜

• 坚果

• 未经加工的香料

食品处理人员和存储人员 • 生物危害从一点转移到另一点，例如

鞋和其他衣服上

• 不正确的洗手方式

• 通过不当的处理或存储做法将生物

危害转移到食品上

空气和水 • 缺乏适当的空气过滤，用于冷却，干

燥，空气输送

• 从“原料”到即食区域的不适当的空

气流动

• 不适当的清洁操作产生气溶胶

昆虫和害虫 • 苍蝇

• 蟑螂

• 啮齿动物

运输设备 • 叉车

• 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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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例子

• 货架

• 手推车

有了这些不同的潜在污染源，很容易理解 CGMPs中一个或多个步骤的失败

如何导致加工环境的污染，并最终导致食品感染与设施相关的生物危害。

3.3.5.2与设施相关的短暂性和驻留性环境病原体

一旦致病菌被引入加工环境，经验表明病原体在设施内可能以“短暂性”污

染或“驻留性”污染的形式存在。

3.3.5.2.1短暂性污染

致病菌，包括环境病原体，通常是通过进料、人员或害虫等途径进入加工设

备的。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微生物是暂时的，不会在它们在生长和繁殖的环境中

扎根。然而，瞬时污染物可能导致加工环境中的多种病原体出现在加工流水线和

成品中。这种典型的现象是食品操作使用各种各样的成分，特别是原材料商品，

因为这些材料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的微生物群。一般来说，按照 CGMPs进行适当

的清洗和消毒就足以控制加工设施中的临时细菌。因此，日常检测到的污染可能

会非常多样化。

3.3.5.2.2驻留性污染

造成驻留性污染的致病菌也可以被引入加工设施，在“避风港”内出现、繁殖，

并长期存在，甚至数年。“避风港”或“生态位”是指环境或设备上的一处场所（例

如，连接处、裂缝、孔洞和终端区域），它能使残留物（食品残渣、灰尘和水）

堆积，并允许单增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生长。这些场所可能很难检查或

进入，可以在常规清洁和消毒过程中保护这些环境病原体。因此，虽然普通的清

洁和卫生措施足以控制瞬态污染物的存在，但是，一旦形成了驻留性污染物，这

种做法不能控制其的存在。卫生控制措施，包括适当的人员操作和设备和设施设

计，是防止临时致病菌成为常驻菌株的关键。一旦一种环境病原体被确定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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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菌株”，在该设施加工的食品就有持续的污染风险。该设施将需要使用强化卫

生控制程序以消除污染。在所有的致病菌中，沙门氏菌和单增李斯特菌能够在加

工设施中安家落户的历史最为悠久。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本章前面讨论的其他病

原体也有可能成为驻留性污染物。

病原体在食品加工环境中形成的关键决定因素是：1）食品加工环境维持的

温度；2）食品加工环境中的有效水分；3）有生长所需的养分。对于加工食品，

根据在加工环境中生产和包装的产品的性质，这通常转化为两类主要的食品加工

环境：

• 冷冻/冷藏和湿式

• 温暖/环境和干式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适当清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营养供应。经常与寒

冷和潮湿加工环境相关的病原体是单增李斯特菌，经常与温暖和干燥加工环境相

关的病原体是沙门氏菌（Scott et. al.， 2009；ICMSF, 2005）。

3.3.5.3与设施相关的干、湿加工环境产生的环境病原体

食品加工操作一般可分为两类：湿加工环境和干加工环境（表 3-5）。这一

非常简单的区别对于控制环境病原体对食品污染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表 3-5 在干湿加工环境中加工食品的一些例子

加工环境条件 食品的例子

湿加工 • 冰淇淋

• 冷冻乳制品

• 冷冻熟食沙拉

• 冷冻食品

• 冷冻饮料（不含果汁）

干加工 • 巧克力及糖果

• 奶粉

• 烘焙食品

• 脱水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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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环境条件 食品的例子

• 粉状饮料

• 坚果/坚果产品

3.3.5.3.1潮湿工艺环境

防止成品被单增李斯特菌污染最有效的策略是保持环境尽可能干燥。潮湿环

境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导致单增李斯特菌污染，例如：

• 由于持续的湿清洗，湿地板将促进李斯特菌（包括单增李斯特菌）从环

境源转移到食品接触表面；

• 潮湿的地板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并且有破碎/开裂的灌浆或瓷砖，

可以形成滋生地。即使地板经过清洁和消毒，这些结构也可以为环境中的病原体

提供受保护的避难所。

• 由于空气温度和湿度控制问题，以及在烹饪和冷却操作中使用水造成的

高空结构上的冷凝水，造成了包括单增李斯特菌在内的李斯特菌从非食品接触表

面转移到食品接触表面。

• 由于冷库入口和出口点的凝结而形成的霜冻为水分积聚提供了机会，并

为李斯特菌提供了持续繁殖的水源。

• 地板冷冻机和冷却器的卫生措施不充分，如果水分没有恰当地通到卫生

设施引入排水管，可能会为李斯特菌（包括单增李斯特菌）提供水分。

潮湿的地面可能通过人员、设备和搬运物品（如手提袋和托盘）的移动成为

李斯特菌传播的媒介。当工作人员走过设计不当的地板和排水沟上的积水时，以

及在清洁期间，湿地板也可能成为病原体传播的媒介。单增李斯特菌不会单独通

过空气传播；然而，在潮湿的环境中，清洗过程中使用的高压水软管产生的气溶

胶有助于单增李斯特菌在整个环境中传播，并从一个表面（如地板）传播到另一

个表面（如与食品接触的表面，输送机、工作台和产品容器）。在许多设施中，

某些加工操作本质上是湿的，如产品包装、原料制备、液体产品成分的混合和工

艺、烹饪和漂烫。在这些情况下，可以做的最好的是控制人员，设备移动，和清

洁操作，以及某些特定的操作。其目的是减少水的积累和气溶胶的形成，防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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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制成品被再污染。

我们建议湿处理区域尽可能干燥。这对多年来一直依赖于设备和设施清洁过

程中无限制使用水的食品工业来说，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3.3.5.3.2干燥工艺环境

湿度控制对于防止低水分产品中的沙门氏菌污染至关重要（ICMSF, 2005）。

干燥加工环境中的水是沙门氏菌污染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也许是唯一最重要

的因素），因为水允许病原体生长，显著增加了产品污染的风险。水，即使是非

常少量的水，在很短的、零星的时间内，也可能让沙门氏菌在环境中生长。有时，

湿气以其他不太明显的来源的水滴或水坑的形式存在，如湿法清洗或相对湿度高

或水分积聚在设备内部等。

沙门氏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引入低水分产品生产设施，并在这些环境中滋

生增殖。水分残存地可能发展成为产品污染源，除非确定和消除这些场所（CAC,

2008）。

沙门氏菌的生长只有在有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由于食品颗粒和粉尘通常存

在于加工区域，因此微生物总能获得足够的营养。然而，如果设施环境足够干燥，

就不能生长。当水存在的时间足够长时，沙门氏菌危害潜在的避风港就变得更加

严重。干燥加工环境中存在水可能来源于清洗过程中不当使用水，这与沙门氏菌

的发生和传播有关（CAC, 2008）。导致干燥区域出现水的其他事件包括凝结水

形成、漏水或蒸汽阀、暴雨后水渗入（如屋顶漏水）以及在火灾紧急情况下使用

喷淋。（CAC, 2008）。我们建议在此类事件发生后，立即从易受沙门氏菌感染

的主要卫生区域（即食即食食品暴露于环境中的区域）清除水分，以尽可能保持

加工环境干燥。

在易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主要卫生区域的环境，应该始终保持干燥，除非确定

有必要进行受控的湿清洗。当干燥区域有可见的水或有干涸的静止水区域时，会

出现潜在的危害。沙门氏菌可以在潮湿的地方和干涸的静止水区域出现（Zink,

2007）。后一种情况可能通过产生污染空气的粉尘而带来额外的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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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化学危害

必须通过危害分析，以识别和评估已知的或合理预见的化学危害。见 21 CFR

117.130（b）（1）（ii）。当危害分析确定是一个已知的或合理预见的化学危害，

需要进行预防性控制措施时，必须识别并实施对化学危害的预防性控制。见 21

CFR 117.135（a）（1）。

本章本节重点讨论的化学危害包括与成分相关的化学危害（如农药和兽药残

留、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分解产生的组胺、天然毒素（如霉菌毒素）、放射性

危害、未经批准的食品和色素添加剂、食品过敏原、以及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

乱有关的物质）和与过程有关的化学危害（例如，食品过敏原、因工艺错误而引

入的物质以及从食品加工环境中引入的工业化学品或其他污染物）。

在食品生产和加工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受到化学危害所污染。一些与成分相关

的化学危害是食品的天然成分，如食品过敏原，或在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如霉菌

毒素，而其他与成分相关的危害（如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环境污染物）是

原材料和其他成分的污染物。一些流程相关的化学危害可能包含在产品工艺（例

如,亚硫酸盐危害对此成分过敏的消费者），而其他与加工过程相关化学危害可

能无意中引入食品，如工业化学品应用于加工设施，而不是用于加工食品为目的。

工艺污染物也可能在加热过程中形成（如丙烯酰胺）2。详细的情况查阅有关资

料，与成分和工艺相关的化学危害来源，见本指南附录 1的表 2A至 2Q和表 3A

至 3Q。

化学品危害可能造成一种即时危害，或在长期接触该化学品后可能形成潜在

的积累性危害。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胃肠道疾病，如恶心，这可能是由工业化

学品（如腐蚀性清洁剂）水平升高引起的。腐蚀性清洁剂也会导致口腔和食道灼

伤。被制冷剂泄漏污染的食品中的氨可引起胃肠道疾病（胃痛和恶心）和头痛

（Dworkin, et al. 2004）。亚硫酸盐会导致对亚硫酸盐过敏的个体腹泻、头痛、

呼吸困难、呕吐、恶心、腹痛和痉挛（Timbo et al. 2004）。长期影响的例子包括

儿童长期接触相对低水平的铅（例如，在受污染的糖果中），认知发育受损（FDA,

2 一些加工污染物是在加热某些成分或成品食品（例如丙烯酰胺）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没有在表 3-6中
将此类污染物作为可能需要采取预防性看控制措施的潜在的与过程相关的化学危害（在 117法规中的食品

安全计划中有所提及），因为我们认为需要更多关于适当等级和有效控制的信息。

正如《工业指南：食品中的丙烯酰胺》（FDA，2016a）中所述，我们建议生产商评估可能与其特定工艺相

关的丙烯酰胺降低方法，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考虑采用这些降低其产品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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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a），以及由于长期接触霉菌毒素黄曲霉毒素而导致肝癌（Williams et al.，

2004; Shephard, 2008）。

FDA已经设定了一些污染物的可接受水平和限量（FDA, 2015f）。它们代表

FDA 将采取法律行动将产品从市场召回的限量。如果属于不可设定可接受水平

和限量的污染物，FDA 可以对产品中达到的最低检测限的污染物采取强制召回

法律行动。可接受水平和限量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有毒或有害物质的基础上，不

代表允许引入可以避免的的污染。例如，FDA 已经确定了在脂肪红肉中 3ppm多

氯联苯（PCB）残留物的本底可接受水平（FDA, 1987）。FDA还发布了一份行

业指导草案征求公众意见，该草案在最终确定后，将婴儿米粉中无机砷的可接受

水平确定为 100 ppb （FDA 2016）。FDA 已经确定了多氯联苯（PCB’s）在牛奶

和其他乳制品、家禽、鸡蛋以及婴儿和儿童食品中的限量（见 21 CFR 109.30）。

此外，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D&C法案），某些物质，如食品

添加剂、色素添加剂、新的动物药物和杀虫剂，在合法使用前需要获得上市前批

准。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发布了指南，为产业界提供关于降低食品中特定

化学物质水平的方法的信息。例如，FDA发布了指南，提供信息，帮助种植者、

制造商和食品服务运营商降低某些食品中的丙烯酰胺水平（FDA, 2016a）。同样，

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控制食品中的霉菌毒素、重金属和其他化学品的操

作守则（CAC，2012）。

食品中的化学残留物并不总被认为是危害，它们的发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特定的化学物质及其在食品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否是一种危害，而且由于将

化学危害引入食品的机制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取决于化学物质的性质，为控制特

定的化学危害而识别和实施的预防性控制措施应基于这些化学物质的特性以及

它们可能被引入食品中的机制。在以下关于化学危害的部分中，我们描述了一些

控制化学危害的常见预防性控制措。获取更多关于控制化学危害的信息，见第 4

章—预防性控制措施和第 12章—化学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

在化学危害这一节的剩余部分中，我们将简要描述一些在食品和加工环境中

受到关注的化学危害的特征，包括它们如何被引入食品的机制。我们在本指南中

不讨论海鲜毒素，因为海鲜在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中免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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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海产品毒素的讨论，请参阅我们的《鱼类和渔业产品危害和控制指南》（FDA,

2011）。

表 3-6是一个快速参考指南，帮助您确定一些最常见的化学危害来源；表 3-6

没有提供此类危害的详尽列表。

表 3-6 常见化学品危害来源快速参考指南

来源 举例

原料相关的化学危害 • 农产品原料中的农药残留

• 牛奶中的药物残留

• 农产品原料中的重金属

• 环境污染物（如：二噁英）

• 谷物中的霉菌毒素

• 一些陈年奶酪中的组胺

• 核事故后地区食品中的放射性危害

• 未经批准的食品或色素添加剂

• 食品过敏原和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

紊乱相关的物质（如亚硫酸盐、谷蛋白）

加工相关的化学危害 • 源于标签不当或交叉感染的未申报

的食品过敏原

• 与食品不耐受有关添加剂（如亚硫酸

盐）

• 不当使用的添加剂，如黄色素 5号

• 工业化学品污染如清洁剂或消毒液

• 受污染的供水中的放射性危害

设备相关的化学危害 • 从设备、容器或器皿中浸出的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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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与成分相关的化学危害

3.4.1.1农药

可能引起关注的农药残留包括粮食作物和动物性食品中（动物性食品中存在

农药残留）。“杀虫剂”一词用于杀昆虫制剂、杀菌剂、杀鼠剂、驱虫剂、除草剂

或除草剂，以及一些用于预防、消灭、击退或减少所有类型害虫的抗菌剂（见《食

品中农用化学品残留的限量的设定》）（EPA，2015）。三个联邦政府机构共同

负责杀虫剂的管理。已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注册（即批准）的农用化学品

可以根据标签说明直接应用于未加工的农产品或食品（见 40 CFR 180）。对于

已注册的可能在食品中或食品上产生残留的农用化学品，EPA建立了一个耐受

性，即食品中或食品上允许的最大农药残留量。FDA 负责对肉类、家禽和某些

蛋类产品以外的食品确定食品上允许的最大农药残留量，肉类、家禽和某些蛋类

产品食品上允许的最大农药残留量的是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USDA

FSIS）的职责（FDA, 2012d）。关于 FDA 如何强制执行动物食品中农用化学品

残留的详细描述见 CPG 第 575.100 节食品和饲料中农药残留强制标准（FDA,

2015e）。根据 FD&C法案（21 U.S.C. 342（a）（2）（B））第 402（a）（2）

（B）条，如果食品中存在农药残留，或超过一个耐受范围，该食品将被视为掺

假。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常见的原因是对已注册用于原料的农药使用不当，以及原

料接触了违禁农药。

在美国种植的水果和蔬菜通常都符合 EPA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规定。如

果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应该采取措施确保进口农产品符合美国的农药限量规定，

例如将农药残留视为化学危害，需要进行预防性控制，例如通过供应商验证程序

进行供应链控制。

3.4.1.2动物药物残留

动物药物残留对于动物源性食品，包括肌肉、器官肉、脂肪/皮、鸡蛋、蜂

蜜和牛奶可能会引起关注。在美国，动物药物必须经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才能用于生产食品的动物。根据药物的化学性质，某些药物的残留物在食品生产

和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浓缩。例如，如果原料奶中存在脂溶性、耐热的药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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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牛奶转化为全脂奶酪时，药物可以得到浓缩（Cerkvenik et al., 2004；Imperiale

et al., 2004）。药物残留的潜在影响范围从由于急性过敏反应（如青霉素）造成

的短期影响到耐药细菌造成的长期影响（Dayan, 1993）。未经批准的药物残留在

食品中掺杂的一个例子是氟喹诺酮，这是一种抗生素，在美国没有被批准用于蜜

蜂，在美国以外的某些地区的蜂蜜产品中被检测到（FDA, 2015a）。

如果特定的药物—食品组合无官方发布的允许的残留限量要求，或者超过了

残留限量要求，来自动物（如牛奶）的食品中的药物残留被认为是显著危害。当

危害分析识别出需要预防性控制的药品残留时，供应商验证程序的供应链控制可

以是管理潜在风险的适当的预防性控制措施。根据标签说明使用的动物药物不应

在肉类、家禽、牛奶或蛋制品中发生超出限量标准的残留。

3.4.1.3重金属

由于农业生产（例如使用含有重金属的农药，或因为作物生长在因工业废料

而含有高浓度重金属的土壤中），重金属，包括铅、镉、砷和汞，可能被引入某

些食品中，或者从与食品接触的设备、容器或器皿中浸出重金属。在食品中摄入

重金属会导致不良健康的后果。例如，铅暴露会损害儿童的认知发展（FDA,

2006a）。无机砷的摄入已与人类癌症、皮肤损伤、发育影响、心血管疾病、神

经毒性和糖尿病有关（JEFCA, 2010）。

当危害分析确定了一种重金属需要进行预防性控制时，控制的类型将取决于

重金属是如何进入食品加工的。在某些情况下，重金属含量高可能是环境造成的

（例如，生长在铅污染土壤中的胡萝卜含铅量高）。如果食品成分包含一种粮食

作物,是已知通过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的,应采取污染的预防性控制措施：

比如供应链控制与验证程序，确保对产区进行了风险评估,认定该土壤合适农业

种植。在其他情况下，不安全水平的重金属，如铅，可能与食品接触的表面使用

铅焊料被引入食品相关。用现行良好操作规范（CGMPs），如 21 CFR 117.40中

对设备和用具的控制，一般可以控制从食品接触表面浸出的重金属化学危害。

3.4.1.4环境污染物

由于环境污染物存在于某些食品的环境中，应引起关注。当危害分析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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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需要预防性控制的环境污染物时，控制的方式取决于环境污染物如何进入食

品。在某些情况下，动物饲料意外污染可能导致高水平的环境污染物（如二噁英）

（WHO, 2014）。2008年，爱尔兰在猪肉样本中检测到二噁英含量超过安全限

量 200倍，导致猪肉和猪肉产品被召回，尽管风险评估表明没有公共卫生问题。

经追查，污染源自饲料污染。1999年，在比利时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家禽和蛋类

中发现了高浓度的二噁英。原因是动物饲料被非法处理的含有多氯联苯的工业废

油污染。因为二噁英容易聚积在产肉动物的脂肪中，动物源性食品（如肉类、家

禽、鸡蛋、鱼、和奶制品）被认为是人类感染的主要途径，FDA 已经开发了一

种监控方法，减少对人体的危害（FDA, 2002）。

3.4.1.5霉菌毒素和其他天然毒素

天然毒素，如霉菌毒素、组胺和其他生物胺，以及植物性的毒素（如热带水

果西非荔枝果中发现的次甘氨酸 A 毒素），在未加工或加工的农产品中被公认

为危害（FDA, 2005a；FDA, 2005 b；FDA, 2005 c；FDA, 2005 d）。

霉菌毒素是一组常见的天然毒素，包括黄曲霉毒素、伏马菌素、脱氧雪腐镰

刀菌素（呕吐毒素）、赭曲霉毒素和棒曲霉素（见表 3-7）。真菌毒素是某些真

菌（即霉菌）产生的有毒代谢物，可在田间和储存期间对农产品（如小麦和玉米

等谷物、花生、水果和树坚果）感染并增殖。真菌毒素可产生多种毒理学效应。

一些真菌毒素在易感动物物种中具有致畸、诱变或致癌性，并与世界许多地区家

畜、家畜和人类的各种疾病有关。真菌毒素在人类和动物食品中是无法完全避免

的；在农产品中可能会发现少量的这些毒素。这些毒素易在受霉菌侵袭的食品中

发现，受环境因素例如：采收前、采收和采收后的温度、湿度和降雨量的影响。

产生霉菌毒素的霉菌通常在异常的生长和保存条件下滋生并在农产品中扎根，例

如虫害对作物的损害、异常干旱和潮湿储存（例如冷凝）。虽然霉菌毒素不是一

种需要在生长和收获条件良好的时间和地点进行预防性控制措施的危害，但如果

你使用易产生霉菌毒素的农产品，那么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如带有供应商验证

程序的供应链控制）应当是合适的。因为种植和收获条件每年都不一样。

表 3-7 常见的商品真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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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毒素 与霉菌毒素有关的商品

黄曲霉毒素 花生，干玉米，树坚果

赭曲霉素 咖啡，葡萄干，谷粒

伏马菌素 干玉米

脱氧雪腐镰刀菌素 小麦，大麦

棒曲霉素 苹果

组胺和其他生物胺是由细菌分解动物源性食品中的氨基酸产生的（例如，组

胺是由氨基酸中组氨酸产生的）。食源性组胺或其他生物胺的影响通常是急性的，

包括头痛、恶心、心悸、面部潮红、瘙痒、荨麻疹和胃肠道不适。食用某些奶酪，

特别是陈年奶酪，与组胺引起的疾病有关（Taylor and WHO, 1985; Stratton et al.,

1991）。如果您确定作为原料使用的奶酪存在组胺危害，则必须识别并实施预防

性控制措施措施（见 21 CFR 117.135（a））。如果您购买这类奶酪，我们建议

您进行供应链控制，包括供应商验证程序以及温度控制程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产生组胺的微生物的生长。

植物产生的天然毒素的一个例子是次甘氨酸 A，这是一种在热带水果西非荔

枝果中发现的耐热毒素。西非荔枝果可食用部分的次甘氨酸 A 水平随着果实成

熟而降低。只有适当成熟和加工的西非荔枝果产品中含有可忽略的次甘氨酸 A，

才可以安全食用（FDA, 2015f）。虽然有些人食用未成熟的西非荔枝果没有副作

用，但有些人食用含有次甘氨酸 A的未成熟西非荔枝果表现出从轻微（如呕吐）

到严重（如呕吐伴有严重低血糖、困倦、肌肉疲劳，并可能昏迷和死亡）的症状。

3.4.1.6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故意引入的化学品危害

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要求规定，作为危害识别的一部分，必

须考虑可能为经济利益而故意引入的已知或合理预见的危害（21 CFR 117.130（b）

（2）（iii））。我们建议关注过去存在这种掺假模式的情况，这暗示了潜在的

故意掺假，即使过去发生的情况可能与特定的供应商或特定的食品无关。表 3-8

是一个快速的参考指南，列出了过去存在这种掺假模式的情况。额外的资源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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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药典公约提供的免费在线食品欺诈数据库（USP）3（USP, 2014; USP, 2016）

和国会研究报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4）提供的一份报告，以及

一份确定 137 个存在于 11 种类别食品中的独特事件的报告（Everstine et al .,

2013）。

表 3 - 8 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可能有意引入危害的快速参考指南

含有危害的食品 危害 详细说明 参考文献

牛奶 三聚氰胺 某国的牛奶公司在稀释的乳制

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一种富

含氮的工业副产品），以增加

表观上的蛋白质含量

FDA, 2008

姜黄根 铬酸铅 一种具有鲜艳黄色的化学物

质，被用作姜黄的掺假剂，用

来改变香料的色素，以表明它

的质量更好

FDA, 2013d

辣椒 氧化铅 一种被用作红辣椒粉掺假剂的

红色化学物质，用来改变辣椒

的色素，以表明其质量更好

Lead Action

News, 1995

辣椒粉 苏丹红

（Sudan I）

一种添加到辣椒粉中作为着色

剂的橙红色粉末，但现在被许

多国家禁止，因为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将其列为第三类致癌物

（未按其对人类的致癌性进行

分类）

United

Kingdom Food

Standards

Agency, 2005

应对故意引入的以经济利益驱动为目的的危害增长风险，在决定是否采取一

个预防性控制的措施时，建议危害分析考虑原料的原产地相关的风险和任何特定

的供应商可能添加危险成分的风险。例如，表 3-8中提到广泛的经济利益驱动掺

3 USP 是一个科学的非营利组织，它为全球制造、分销和消费的药物、食品成分和膳食补充剂的特性、强

度、质量和纯度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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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事件，其中，某国的牛奶公司在稀释乳制品中添加三聚氰胺（一种富含氮的工

业副产品），用以增加表观蛋白质含量（FDA, 2008）。这种掺假造成了重大的

公共卫生后果，在该国有 29万多名婴儿患病，6人死亡。鉴于这起事件，我们

建议在危害分析中，当使用来自三聚氰胺掺假发生的国家的奶制品时，将三聚氰

胺作为一种经济利益驱动掺假的可能性纳入到的食品安全计划，根据危害分析的

结果，确定三聚氰胺是否是必须在食品安全计划中处理的危害。目前，当使用美

国国内牛奶产品，或使用没有历史上三聚氰胺掺假的其他国家的牛奶产品时，我

们不建议考虑三聚氰胺的潜在危害。

如果通过危害分析确定为了经济利益而故意引入的危害是需要采取预防性

控制措施的，我们建议通过供应链计划来解决该危害。

3.4.2可能与成分相关或与工艺相关的化学危害

3.4.2.1食品过敏原

研究人员估计，多达 1500万的美国人和 1700多万的欧洲人有食品过敏表现

（FARE, 2015）。许多食品含有致敏蛋白，这是食品中的天然成分，可能对某些

敏感的人构成健康风险。食品过敏的症状包括口腔有刺痛感、舌头和喉咙肿胀、

恶心、呼吸困难、胸痛、荨麻疹、皮疹、皮肤发痒、呕吐、腹部绞痛、腹泻、血

压突然下降、失去意识，严重的情况下会死亡。食品过敏的症状通常是突然出现

的，可以由少量的食品触发，并且发生在每次吃食品的时候。这些症状是身体的

免疫系统对特定食品或食品中的一种成分做出反应的结果。

过敏的消费者必须避免过敏原，以防止潜在的危及生命的反应。可以进入食

品的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是化学危害，原因有：（1）食品制造商没有在产品标

签上正确申报食品过敏原成分；或者（2）由于不正确的标签或过敏原交叉接触

而在食品中出现意外的（即未声明的）食品过敏原。

本章的这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关于食品过敏原危害和控制它们的常见机制的

一般性讨论。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章—食品过敏原控制，它提供

了一个食品过敏原控制的全面指南。另外一个资源是《食品加工环境中的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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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这是食品杂货制造商协会的出版物（GMA, 2009）。

3.4.2.1.1“八大”食品过敏原

2004 年的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FALCPA）修订了 FD&C 法

案，并定义了以下八种食品和任何含有从这八种食品中提取的蛋白质的成分

（FD&C法案第 201条（qq）（2）节指出了某些豁免（21）U.S.C. 321（qq）（2））

作为主要食品过敏原：牛奶、鸡蛋、鱼类、甲壳类贝类、坚果、花生、小麦、大

豆。这八种食品或食品组合引起了美国 90%以上的食品过敏（FDA, 2015c），通

常被称为“八大”食品过敏原。FDA 已经发布的 FALCPA中确定的食品过敏原标

签指南——参见《行业指南：关于食品过敏原的问题和答案，包括 2004年食品

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FDA, 2006b）。下面我们将提供更多关于“八

大食品过敏原”的信息。

• 甲壳纲动物：甲壳纲动物或贝类动物，包括虾、蟹、龙虾和小龙虾。螃

蟹和虾是美国最常见的贝类。主要的贝类过敏原是原肌球蛋白，一种占虾干重量

20%的肌肉蛋白（GMA, 2009）。

• 鸡蛋：大多数鸡蛋过敏蛋白存在于蛋白中，而不是蛋黄中。

• 鱼：不同的鱼类（例如，鲈鱼、鳕鱼和比目鱼）被发现有结构相关的蛋

白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对鱼过敏的人会对多种鱼类过敏。烹饪可以减少鱼的

过敏原，但不能消除它。

• 牛奶（乳制品）：牛奶含有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可分为两类：酪蛋白，

占总蛋白质的 80%，乳清蛋白，占 20%。

• 花生：花生种子平均含有约 29%的蛋白质，分为白蛋白或球蛋白。

• 大豆：球蛋白是大豆中的主要蛋白质。

• 树坚果：树坚果包括杏仁、巴西坚果、腰果、榛子、夏威夷坚果、美洲

山核桃、松子、开心果和核桃。FDA在其 2006年的《行业指南：关于食品过敏

原的问题和答案，包括 2004年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4版）》

（FDA, 2006b）和 2013年的《行业指南：食品标签指南》（FDA, 2013a）中列

出了被认为是“树坚果”的坚果。

中
国
检
验
检
疫
科
学
研
究
院



不具约束性的建议草案—不强制实施

第三章（潜在危害） 第 35页

• 小麦：小麦蛋白包括球蛋白、脯氨酸（即谷蛋白和麦胶蛋白）和谷蛋白。

大约 25%的小麦过敏儿童对其他谷物（如大麦、燕麦或黑麦）也有反应。麸质是

一种蛋白质的混合物，天然存在于小麦、黑麦、大麦和这些谷物的杂交品种中。

它与乳糜泻有关，通过人体的自然防御系统攻击小肠内壁，阻止营养物质的适当

吸收，在美国影响多达 300万人（FDA, 2015（d））。

3.4.2.1.2由于不正确的标签设计而引起的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危害

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FALCPA）还修订了 FD&C 法案（21

U.S.C. 343）第 403节，规定了任何含有“八大过敏原”中的任何一种的食品必须

在产品标签上标识的特定要求。包括过敏原天然食品（如牛奶）和任何含有从这

些食品中提取的蛋白质的成分（如从牛奶中提取的酪蛋白）。参见 FD&C 法案

（21 U.S.C. 343（w））第 403（w）节和标题为《行业指南：关于食品过敏原的

问题和答案，包括 2004 年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指南（FDA,

2006b）。

未申报的食品过敏原（包括含有调味料、色素和附带添加剂的食品过敏原）

由于不正确的标签设计，而没有满足 FALCPA的所有标签要求是一种化学危害。

见 21 CFR 117.130（b）（1）（ii）。

3.4.2.1.3 不正确使用产品标签或包装引起的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危害

如果您在食品上使用了错误的标签，或使用了错误的包装（例如，使用“巧

克力冰淇淋”而不是“杏仁巧克力冰淇淋”的包装），有食品过敏的消费者可以购

买会引起过敏反应的食品。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错误的食品标签或使用了错误的

包装而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是一种化学危害。见 21 CFR 117.130（b）（1）（ii）。

3.4.2.1.4 过敏原交叉接触引起的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危害

交叉接触是由于未标识的过敏原无意掺入了本来不含这些过敏原的食品中。

交叉接触既可以发生在含有不同食品过敏原的食品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有食品过

敏原和没有食品过敏原的食品之间。在接收、处理、加工和储存配料和食品、用

具和包装物，不当处理和清洁设备、用具和设施，以及存在不当的设施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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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通过交叉接触引入过敏原。

由于过敏原交叉接触而未标识的食品过敏原是一种化学危害。见 21 CFR

117.130（b）（1）（ii）。

• 未能适当安排两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导致含有过敏原的产品污染了没有

食品过敏原的产品。

• 未能充分清洁含有和不含过敏原的两个不同配方产品的生产线，导致含

有过敏原的产品污染了不含过敏原的产品。

• 未能将含有过敏原的成分与不含有过敏原的成分分开存储，其中含有过

敏原的材料泄漏导致非含过敏原产品的污染。

• 处理粉状过敏原的方法失效，无法防止颗粒吹到不含过敏原的食品或食

品接触表面。

3.4.2.2 食品添加剂、色素添加剂和通常被定义为安全的（GRAS）物质，包括

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物质

根据 FD&C法案（21 U.S.C 321（s）和 348）第 201（s）和 409条，物质添加到

食品中作为食品添加剂，需要上市前的审查和批准，除非它满足 FD&C法案

（section 201（s）），被排除在“食品添加剂”之外，通常被定义为是安全的（GRAS）

条件下的预期用途的使用或另有法定食品添加剂除外的定义（例如，作为色素添

加剂，作为膳食补充剂中使用的膳食成分，或作为一种新的动物药物）。

根据 FD&C法案（21 U.S.C 321（t）和 379（e））的第 201（t）和 721条，

色素添加剂需要上市前审查和批准；没有一种适用于不经审批而法定为安全的色

素。

一般来说，食品添加剂、色素添加剂或通常被定义为是安全的物质只有在特

定的使用条件下才被认为是安全的，例如最大使用限量水平或仅在某些食品类别

中使用。当这些物质没有得到适当的控制时，如超过使用率或意外地在未经批准

的食品中添加，就会增加对消费者的潜在风险。

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某些物质（包括合法用于食品添加剂、色素添加剂、

GRAS物质、牛奶等天然食品成分）会引起过敏反应，因为这些物质会刺激胃或

身体无法正常消化。症状包括恶心、腹痛、腹泻、呕吐、嗳气、痉挛或腹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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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热、头痛、易怒或紧张。食品不耐受的症状通常是逐渐发生的，而不是由过敏

反应引起的突然发作，而且可能只会在大量食用或经常食用某一食品时发生。

• 乳糖：有些人对乳糖不耐受，因为他们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乳糖是牛奶

的一种成分。症状包括腹痛、腹泻、呕吐、嗳气、痉挛或腹胀。有乳糖不耐症的

人避免食用牛奶或奶制品，并依赖牛奶过敏原标签来识别可能导致危害的产品类

型。

• 亚硫酸盐制剂：亚硫酸盐制剂在各种产品中作为化学防腐剂。对亚硫酸

盐敏感的人会出现从轻微到危及生命的症状。如前所述，亚硫酸盐会导致对亚硫

酸盐敏感的个体腹泻、头痛、呼吸困难、呕吐、恶心、腹痛和痉挛（Timbo et al.

2004）。

• 允许在食品中添加的亚硫酸盐必须在成分标签上列出，除非它们是作为

“附带物质”添加到食品中：二氧化硫（21 CFR 182.3862），亚硫酸钠（21 CFR

182.3798），亚硫酸氢钠（21 CFR 182.3739），焦亚硫酸钠（21 CFR 182.3766），

亚硫酸氢钾（21 CFR 182.3616），焦亚硫酸钾（21 CFR 182.3637）。只有当亚

硫酸盐在成品食品中含量低于 10ppm且其没有实质影响时，才被认为是偶然带

入的物质（21 CFR 101.100（a）（4））。在食品中添加亚硫酸盐的使用量不应

超过达到预期技术效果所需的量。

• 黄色 5号：黄色 5号（柠檬黄）是一种色素添加剂，需要根据 FD&C法

案（21 U.S.C. 379e）第 721（c）条进行色素认证。对黄色 5号敏感的人可能会

出现从轻微到中度不等的症状。例如，荨麻疹发生在一些不耐受的个体，但在哮

喘个体中，黄色 5可以触发过敏型反应（包括支气管哮喘）。为了保护对黄色 5

号敏感的人，FDA 关于黄色 5号的法规规定，任何含有黄色 5号的人类食用食

品必须通过将其列明成分来明确声明这种色素添加剂的存在（21 CFR 74.705（d）

（2））。如果添加了黄色 No. 5但没有声明，则根据 FD&C法案（21 U.S.C. 343

（m））第 403（m）条，该产品将属于错误标识，根据 FD&C法案（21 U.S.C. 342

（c））第 402（c）条，该产品将被判定掺假。

• 胭脂虫提取物和胭脂红：胭脂虫提取物和胭脂红是在美国 21 CFR 73.100.

中列出的安全使用条件下允许在食品中使用的色素添加剂。对于敏感消费者，胭

脂虫提取物和胭脂可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包括的过敏反应（74 FR 207,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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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虽然色素添加剂胭脂虫提取物和胭脂红会引起过敏反应，但它们并

不包括在主要食品过敏原控制的八种在 FALCPA中。因此，色素添加剂胭脂虫

提取物和胭脂红不包括在第 117部分“食品过敏原”的定义中，也不受人类食品预

防性控制措施（PCHF）要求中指定的食品过敏原控制。此外，FDA对胭脂红虫

提取物和胭脂红的色素添加剂清单制定了特定标签要求（21 CFR 73.100（d）

（2）），而不是一般的 FALCPA标签要求，规范了胭脂红提取物和胭脂红的食

品标签要求。所有含有胭脂虫红提取物或胭脂红的人类食品，都必须在成分中声

明（21 CFR 73.100（d）（2）），通过列出其各自的通用或常用名称“胭脂红提

取物”或“胭脂红”来声明这种色素添加剂的存在。关于这两种色素添加剂的标签

要求的其他信息可以在 FDA 行业指南中找到：包含胭脂红虫提取物和胭脂红色

素添加剂的所有食品和化妆品标签上的名称声明的小型实体合规指南（FDA,

2009a）。胭脂虫提取物和胭脂红的控制措施与应用于食品过敏原标签控制的相

似。

此外，有些消费者患有乳糜泻，这是一种遗传性的慢性小肠炎症性疾病，由

摄入小麦、黑麦、大麦和这些谷物的杂交品种中的某些储存蛋白质（称为谷蛋白）

引发。正如本章 3.4.2.1.1节所讨论的，在美国有多达 300万人患有乳糜泻（FDA,

2015（d））。

3.4.2.2.1 未经批准的食品添加剂和色素添加剂

作为食品添加剂或色素添加剂的物质（不包括根据第 409（h）条发出通知

的与食品接触的物质）必须按照允许该特定用途的食品添加剂规例或色素添加剂

清单使用。否则，根据 FD&C法案（21 U.S.C. 342（a）（2）（C））第 402（a）

（2）（C）条，该物质在食品中的存在将属于食品被掺假。根据人类食品预防

性控制措施（PCHF）要求，未经批准的食品或色素添加剂属于化学危害（见 21

CFR 117.130（b）（1）（ii））。

某些食品和色素添加剂被明确禁止在食品中使用，因为我们确定该化学添加

剂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见 21 CFR第 189部分和 21 CFR 81.10）。此类食

品和色素添加剂的例子有香豆素、黄樟素和 FD&C红色 4号（红色 4号）（FDA,

2015b）。根据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HF）的要求，我们认为被禁止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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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添加剂或色素添加剂是未经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或色素添加剂，因此是一种化学

危害。当您在制定食品工艺时，如果您对特定添加剂的监管状态或安全性有疑问，

请咨询 21 CFR。另一个资源是 FDA 网站上的食品添加剂合法使用列表（FDA,

2014b）。

3.4.2.2.2 由于过量使用产生化学危害

如果添加超过最大允许用量,食品成分可以成为化学危害品,无论既定的最大

允许用量的发布是基于食品不耐受（如亚硫酸盐）还是另外安全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色素添加剂，或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的其它物质。防止添加超过最大允许用

量的控制措施通常是采用过程控制，以确保不添加过量的添加物。

3.4.2.2.3 由于错误标记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物质而造成的化学危

害

尽管人们经历食品不耐受或食品失调的机制与引起食品过敏的机制不同，由

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失调同样会造成严重影响健康的问题，这意味着消费者必须

避免食品不耐受的症状发生是与避免食品过敏的症状发生具有相同的原理，消费

者应避免食用含有这种物质的食品导致引起这些危害的产生。例如，对乳糖（牛

奶中的一种糖）不耐受的人，避免食用含有牛奶的食品，以避免与乳糖不耐受相

关的症状。此外，患有乳糜泻的人避免食用含有小麦和其他谷蛋白来源的食品。

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未标识的物质是可以进入食品的化学危害，

掺入食品的原因有：（1）食品制造商没有在产品标签上正确标识该物质；（2）

由于错误的标签，在食品中存在非预期的（也就是未声明的）物质。防止错误标

记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物质的控制措施类似于用于防止错误标记食

品过敏原的控制措施，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第 11章食品过敏原控制有助于防止

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物质的错误标签。食品过敏原控制综合指南中的

预防性控制措施并没有明确提到与食品不耐受或食品紊乱有关的物质，但可能仍

然有助于解决由于这些物质的错误标识而造成的化学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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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加热过程中产生的工艺污染物

在加热特定成分或成品食品时产生的几种与工艺有关的污染物，可能与健康

危害（如癌症）有关。例如，丙烯酰胺是在高温烹饪过程中（包括油炸、烘焙或

烘焙）由于糖和食品中天然存在的氨基酸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丙烯酰胺主

要存在于由植源性的食品中，包括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咖啡。

如上所述，在脚注 8中，根据 117法规，在表 3-6中潜在的与工艺流程相关

的化学危害，需要过程预防性控制措施作为食品安全计划的一部分，没有包括这

些污染物，因为我们认为，关于适当的水平和有效的控制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

发布了一份指导文件《行业指南：食品中的丙烯酰胺》（FDA, 2016a），以帮助

种植者、制造商和食品服务运营商降低某些食品中的丙烯酰胺水平。减少食品中

丙烯酰胺的预防性控制措施可包括在烹饪过程中控制温度和更换配料。

3.4.2.4辐射危害

食品供应中很少发生放射性危害，然而，当它们确实发生时，如果在一段时

间内接触放射性，这些危害可能构成重大风险（WHO，2011）。食用受放射性

核素污染的食品将增加一个人接触到的辐射量，这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对

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放射性核素和一个人受到的辐射量。例如，接触一定量的放射

性碘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WHO，2011）。

在食品生产或制造过程中，通过使用含有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水，放射性危害

可能被导入食品中。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可以在井水中检测到一些高浓度的放射

性核素，如镭-226、镭-228和铀（Ayotte et al., 2007; Focazio et al., 2001）。我们

应该了解工厂生产和制造所用的水的状况。例如，如果使用井水生产加工，而井

水中的放射性核素水平较高，就不应该使用井水。现行良好操作规范 CGMPs要

求接触食品、食品接触表面或食品包装材料的水是安全的，具有足够的卫生质量

（详见 21 CFR 117.37（a））。

放射性危害也可能来自意外污染，例如，核设施的意外释放或自然灾害对核

设施的破坏所产生的污染。2011年，日本一核电站在地震和海啸中受损后，随

后在食品中检测到放射性，特别是在该核电站附近地区生产的牛奶、蔬菜和海鲜

（WHO，2011）。应该警惕由于设施被附近的自然来源的放射性直接污染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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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来源于一个地区的原材料和其他成分被意外释放的辐射危害和潜在的污染。

3.4.3与设施相关的化学品危害

食品加工环境中的工业化学品或其他污染物会在生产过程中污染食品——

例如，用于清洁生产线的化学品没有从生产线上充分清除，或者重金属从容器或

器皿中浸出。在本指南中，我们不讨论设施相关的化学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

如清洗化学品和重金属从容器或器皿中浸出，因为这些危害通常通过 CGMPs解

决。

3.5物理危害

必须进行危害分析，以识别和评估已知的或合理预见的物理危害（如石头、

玻璃和金属碎片）。见 21 CFR 117.130（b）（1）（iii）。当危害分析确定了一

个已知的或合理预见的物理危害，需要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时，必须识别并实施

物理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见 21 CFR 117.135（a）（1）。

物理危害大致分为“硬/尖锐”物理危害和“窒息”危害。这两种类型都可能对消

费者造成伤害。这些伤害可能包括牙齿损伤、口腔或喉咙撕裂伤、肠撕裂伤或穿

孔、窒息，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因为物理危害涵盖了广泛的污染物，如玻璃、金

属、塑料、木材和石头，这种污染可能贯穿在整个加工过程的设施，包括原料和

供应的接收点。

在本指南的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描述常见的物理危害，即：金属、玻璃和硬

塑料物理危害。

• 金属：加工过程中金属之间的接触会将金属碎片带入产品中。例如，金

属碎片在机械切割和混合操作中可能会断裂，一些金属设备可能有断裂或脱落的

部件，如钢丝网带。FDA 的健康危害评估委员会（FDA, 2005e; Olsen, 1998）支

持对金属碎片长度为 0.3英寸（7毫米）至 1.0英寸（25毫米）的产品采取监管

行动。这些碎片已被证明对消费者是一种危害。金属危害可以通过使用金属探测

装置或定期检查有危害的设备的损坏迹象来控制。

• 玻璃：当加工过程涉及到使用玻璃容器时，玻璃碎片可以被引入食品中。

正常的搬运和包装方法，特别是机械化的方法，易导致破碎。摄入玻璃碎片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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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造成伤害。FDA 的健康危害评估委员会支持对含有金属和玻璃碎片的产

品采取管制行动。大多数用玻璃容器包装的产品都是即食商品。在危害分析中，

应该考虑玻璃碎片来自包装中使用的玻璃容器以外的来源的可能性。例如，一些

不包装玻璃容器的设施，禁止在有玻璃的生产环境中的存在，以减少玻璃进入产

品的风险。可以通过现行良好操作规范（CGMPs）处理来自诸如头顶灯具等来

源的玻璃碎片。

• 硬塑料：当勺子、短桨、桶或其他容器等工具和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疲劳、破裂和断裂时，硬塑料可能会被引入食品中。当塑料筛子和屏变质时，硬

塑料也会被引入食品中。应该检查塑料物品以确定它们是否被磨损，并在它们破

碎之前将其移除，特别是当它们不能有效清洁时（例如，因为小裂缝）。

一般来说，与设施相关的物理危害和与工艺相关的物理危害之间存在重叠。

例如，设备在食品加工和食品表面，导致物理碎片进入食品，这可以被认为是一

个与设施相关物理危害（因为是设备施设施的一部分），或一个过程相关的物理

危害（因为在处理过程中设备坏了）。一般来说，在评估食品中潜在的物理危害

时，物理危害是与设备相关还是与工艺相关并不重要。然而，一些物理危害可以

很容易地归类为与设备相关或与工艺相关。例如，在维护过程中使用的螺母和螺

栓可能是一个设施相关的危害，但生产设备的螺母和螺栓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脱

落，这将是一个过程相关的危害。

表 3-9是帮助识别这些物理危害常见来源的快速参考指南。参见第 13章—

物理危害的预防性控制措施，以获得更多关于物理危害控制措施的详细建议。在

本指南中，我们不讨论原料相关的物理危害，如木材和石材，这些危害通常通过

CGMPs或通过你们的供应商程序作为供应链控制来解决。

表 3-9 常见物理危害来源快速参考指南

来源
金属-黑色和有色

金属
塑料、陶瓷和玻璃 其他

原料相关 • 农田垃圾

• 预先切割，研

磨，注射，切片的

• 农田垃圾

• 包装材料

• 坑或坑碎片，贝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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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金属-黑色和有色

金属
塑料、陶瓷和玻璃 其他

金属物品，没有被

供应商适当控制。

设施相关、工艺相

关（加工 /生产环

境、设备、害虫（昆

虫、鸟类、啮齿动

物、爬行动物））

• 设备

• 磨床、切片机、

刀具

• 筛子、筛网、钢

丝网带

• 搅拌桨

• 金属罐（碎屑、

盖子）

•泵

• 带扫面桨的煮

水壶

• 废弃的桶

• 设施（检查传送

带、小件物品、水

桶）

• 设备（玻璃灯

具、玻璃门窗、塑

料条形窗帘）

• 玻璃容器

• 勺子

• 搅拌桨

• 水桶

• 不完全清除凹

坑或凹坑碎片、外

壳

• 糟糕的设计—

不适合消费者的

食品规格尺寸大

小—窒息危害

与人相关的（行为

或行为）

• 珠宝

• 发夹

• 纽扣

• 拉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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