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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关于应对食品中不慎存在微量化学物的风险管理方法提案
(新西兰提案)
简介
1.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一个战略性目标，就是积极确定新出现的问题和成员的需求，并在适当情况下，
制定相关的食品标准1。

2.

第 39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特别提到了 CCEXEC71 的建议，明确了 CAC/39 CRD20 中所提上述问题
的重要性。 CAC 同意有必要解决这一新问题，并将这一文件呈交给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CF)进一
步考虑。

目的
3.

本文件的目的是希望 CCCF 支持并同意制定国际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应对食品中不慎存在的微量化学
物2。

4.

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检测技术，导致在食品检测中发现的意外结果越来越多。对这些结果进行的风险评估
往往表明公共健康担忧毫无根据，不应导致过分警惕食品安全和/或粮食安全，也不应对贸易产生不必要
的负面影响。

背景
5.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在食品生产和加工的各个环节有可能无意间混入极微量的
化学物(例如清洁剂)。随着新技术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更广泛的食品体系方面的不断创
新(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这种可能性越来越高。

6.

近年来，在没有确立任何国际法规框架的条件下，国内外法规部门和科研机构制定了各种实用方法应对
这些检测结果。但是，各国之间的风险管理应对措施各不相同，可能导致消费者产生不必要的担忧和贸
易阻碍。

7.

CAC 最适合考虑并推行一种国际统一的方法，供监管部门在不存在关于风险管理决策的食品法典委员会
标准和/或现有国际法规框架的情况下，采用该方法应对食品中意外检出的微量化学物。现在可以利用完
善的科学知识协助制定国际统一的监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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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员会战略计划 2014-2019》，战略目标 1，目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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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不慎存在的微量化学物：科学问题
8.

存在于食品中的许多化学物，在正当合理的使用后，都可能无意间进入食物链。食品法典委员会已确立
的农药残余、兽药和污染物标准和指南对于法规风险管理必不可少 3。但是，关注食品法典委员会现有
标准和指南涵盖的化学物，在不具有法规建议的情况下，应对食品中可能不慎存在微量化学物引起的风
险管理问题，这一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化学物在食品中的使用可能由来已久，只是
以前无法检出，或者是以新方式使用的旧化学物。

9.

本提案的范围包括食品中不慎存在、且不具有相关国际法规建议的以下化学物分组：
 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无意间进入食品的化学物。这些化学物通常可能包括清洁剂和表面涂料，例
如季铵化合物；
 目前在农业中使用、用于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具体问题的 化学物，例如硝化抑制剂或尿素酶抑制
剂；以及
 普遍用来促进植物生长和提高产量的化肥和其他化学物；在食品中可能检测到极少量的此类化学物和/
或其中的杂质。

10.

分析方法和测试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目前可以同步筛查上百种化学物，并且检测到浓度极低(十亿分率)的
化学物含量。就检测到的化学物含量水平而言，有许多化学物几乎不可能对公共健康带来任何风险，但
却有可能对食品供应和贸易造成不合理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推行解决这类风险管理问题的国际统一
指南显然是有十分必要的。

11.

关于什么是“微量”的问题将在工作计划中加以解决。根据所使用的筛查方法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可能千差万别。

现行方法
12.

正如本文先前所指出的，一些监管部门已经实行了在法规标准缺失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微量化学物检出问
题的实用流程。目前的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作为其中的可能方法，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可根据化学物的结构和潜在人体暴露量，对化学物潜在的人体健康关切(缺少具体毒理学数据的情况下
)进行评估。

13.

最近，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小组，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的参与下，对 TTC 方法作了评估，以便更新和扩展 TTC 框架。42016 年 3 月，咨询小组发
布了评估结果报告，建议制定一个关于应用 TTC 方法进行化学物风险评估的全球统一决策树框架。5

14.

TTC 方法无法取代风险评估，也无法取代农药和食品/饲料添加剂等受监管化合物法规限值的确立。对
于已经存在的或者现有国际监管规框架要求使用的具体化合物评估和毒性数据情况，它尤其不适用。但
是，在食品中发现无意间存在的微量化学物时，可采用 TTC 方法对可能有关的潜在人体健康风险进行
评估。

15.

强调一点，TTC 方法只是多种可能方法的其中一种。新工作提案将提供对当前可用的一系列风险评估方
法进行审议的机会。其他已知的方法包括：


使用计算机建模，例如 QSAR(定量构效关系)工具箱；



交叉参照；和



暴露限值方法。

后续措施
16.

3

食品法典委员会作为主要的国际食品标准机构，在解决本文件提出的问题及支持制定国际统一的风险管
理方法方面，具有清晰明确的兴趣和责任。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食品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RVDF)和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CF)，是负责确定最高含

量限制、制定国际风险管理指南的传统机构。动物饲料中的农药问题由 CCPR 管理，而 CCRVDF 负责管理饲料中的兽药
和饲料添加剂，即抗氧化剂促长啉。CCCF 负责饲料中有可能在食品中残留的污染物。
4 http://www.efsa.europa.eu/en/supporting/pub/1006e
5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WHO/EFSA 专家咨询小组建议，将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应用该方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商讨，目前
由风险评估员和风险管理员商定 TTC 的应用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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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正如上文第 2 段所述，第 39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认识到了 CRD 20 中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及食品法典
委员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它提到了本文及项目文件，供第 11 届 CCCF 大会进一步审议

18.

为了协助 CCCF 审议和推进新工作提案，新西兰作为该提案的发起国，已经编制了修订文件，文件考虑
了对 CRD 20 中所含提案的后续非正式评论和反馈。建议在第 11 届 CCCF 大会上审议该修订文件。

建议
19.

指出 第 39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6大会上确定本文提案是新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建议 CCCF：
a. 支持制定风险管理指南以解决食品中不慎存在的微量化学物问题的新工作；和
b. 转发附件中的项目文件给 CAC 进行审批。

6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meetings-reports/detail/en/?meeting=CAC&sessio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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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文件
关于应对食品中不慎存在的微量化学物的风险管理方法提案
(新西兰提案)
1.

目的和范围
本工作的目的和范围是推行一种国际统一方法，应对在检测到食品中可能不慎存在的微量化学物时，
可能引发的公共健康和贸易问题。拟议新工作不包括：


在食品中故意和欺骗性添加的化学物；以及



受现有法规要求约束的化学物；

本工作的范围将主要考虑风险分析原则和框架，对现行监管方法和全球最佳实践进行审议。适当情况
下进行案例研究和范例参考。本工作的成果将是出台食品中不慎存在微量化学物的国际风险管理原则
和指南。
2.

相关性和时效性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在食品生产和加工的各个环节有可能无意间混入极微量
的化学物(例如清洁剂)。国家级的监管部门和科学组织多年来开发出各种可靠和实用的方法，应对食
品中检测到具有极低暴露量和极低公共健康关切的微量化学物问题。但是，目前并没有实行国际统一
的方法。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这样的机构最合适考虑和推行一种国际统一方法，供监管部门在相关法规标准
或指南缺失的情况下，采用该方法应对食品中检测到不慎存在微量化学物时可能引起的公共健康和贸
易问题。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类情况都不会对公共健康带来风险。现在可以利用完善的科学知识协
助制定国际统一的监管方法。

3.

主要涵盖层面
拟议工作将对关于食品中可能不慎存在的化学物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现行监管方法进行审议。
监管部门已经制定了实用和完善的流程，在相关法规标准或指南缺失的情况下应对食品中不慎存在微
量化学物的问题。目前的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似乎是国际上最受关注的方法。该方法可根据化
学物的结构和潜在人体暴露量，评估化学物潜在的人体健康关切(缺少具体毒理学数据的情况下)。
TTC 方法无法取代风险评估，也无法取代农药和食品/饲料添加剂等受监管化合物法规标准的确立。对
于已经存在的或者现有国际监管框架要求使用的具体化合物评估和毒性数据情况，它尤其不适用。
为更新和扩展 TTC 框架，最近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小
组，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参与下，对 TTC 方法作了审议7。2016 年 3 月，咨询小组发
布了评估结果报告，建议制定一个关于应用 TTC 方法进行化学物风险评估的全球统一决策树框架。
TTC 方法是对化学物进行风险评估的几种方法之一，以便确定是否具有任何公共健康关切。新工作提
案将提供对当前可用的一系列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审议的机会。其他已知的方法包括：

4.



使用计算机建模，例如 QSAR(定量构效关系)工具箱；



交叉参照；和



暴露限值方法。

对确定工作优先性的标准进行评估
一般标准
与食品法典委员会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
拟议工作将有助于食品法典委员会实现 战略目标 1：确立解决当前和新兴食品问题的国际食品标准 ，
推行对食品中可能无意存在的具有极低暴露量和极低潜在公共健康关切的化学物进行风险管理的统一
方法。

7

http://www.efsa.europa.eu/en/supporting/pub/100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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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检测技术，导致食品检测中发现越来越多具有极低暴露量和极低潜在健康关切的化
学物。实行国际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对于避免过分警惕食品安全和/或粮食安全及尽量减少对贸易产生
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十分重要。它还有助于国家机关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
适用于一般主题的标准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以及对国际贸易的明显障碍或潜在阻碍

a.

正如引言所述，许多国家地区的监管部门已经实行可靠的科学方法，应对食品中检测到不慎
存在微量化学物的问题。推行全球统一方法应对化学物检出问题，尤其是与这样的背景密切
相关，即分析方法和测试技术不断取得进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农业实践成为迫切任务，
降低食物损失和浪费成为需求。

工作范围以及工作各个部分优先性的确定

b.

见上文 1

其他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已经实施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的工作

c.

见上文 3 所述信息

提案主题对于标准化的关联性

d.

拟议工作基于现行监管方法中获得的经验。实行国际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应对食品中不慎
存在的微量化学物问题将给成员国带来益处。

考虑问题的全球性规模

e.

正如本文所述，由于分析方法的进步导致检测到的食品中可能含有极低公共健康关切的化学
物含量越来越低，因此检测食品中不慎存在微量化学物的问题对食品法典委员会更多成员国
具有重大利益。实行国际统一方法将有助于：

5.



推行科学的风险方法应对食品中检出不慎存在化学物的问题；



鼓励有效利用有限的国内外风险分析资源，解决具有最大公共健康关切的化学物问题



尽量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潜在阻碍；



支持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的全球目标，避免在没有充分技术理由的情况下丢弃食品；
以及



促进对消费者进行风险宣传，提高对国家监管方法的信心。

关于提案与其他现有法典文件间关系的信息
拟议工作将与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密切相关并受其指引：

6.



《食品法典框架内风险分析应用的工作原则》；以及



《政府应用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工作原则》。

确定专家科学建议的要求和可用性
预计在 CCCF 的审议事项中，CCCF 将评估关于食品中不慎存在的，且不具有相关国际法规框架和/或
标准的微量化学物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现行办法。

7.

确定是否需要外部机构对标准提供技术建议，以便根据完成新工作的拟议时间期限作出规划
当前阶段未确定有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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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工作的拟议时间期限
新工作提案原则上由 CAC 进行审批

2016 年 7 月

由相关的法典委员会(污染物法典委员会)对新工作提案进行审议，

2017 年 3 月

委员会召开两次会议后启动新工作
实行指南草案第 5 步

2018 年 7 月

实行指南草案第 8 步的拟议日期

2019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