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砷是什么? 

 

 

隔是什么？ 

 

 

 

汞是什么？ 

 

 

 

铅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 

在海产食品中有毒金属浓度高到可能引发急性

疾病突发事件的情况是罕见的。对人健康不利

影响的、与食源和非饮食来源的重复、累积的

低剂量接触，其中海鲜食品的食用在某些情况

下也许是重要因素。  

有毒金属的危害量是多少？ 

单从食用海产食品的有毒金属的剂量不可能产

生急性疾病。根据有关典型消费模式和来自与

食源和其他方面的接触，食品安全当局评特定

食品中具体金属的有害浓度。 

症状是什么? 

• 单独归因于食用海产食品而产生的急性金

属中毒的明显迹象和症状是不太可能的。  

• 胎儿和儿童与甲基汞和/或铅的接触可能表

现于不明显的、但可测定的、与剂量相关

的认知损害方面。  

长期与各种来源(饮食和非饮食)的特别有毒金

属的过度接触，可导致如下后果 

• 慢性肾衰竭，乳腺、前列腺、子宫方面的

癌症，以及骨疾病，即骨质疏松症、骨软

化症 和自发性骨折，这与慢性隔中毒有关；

并且  

• 皮肤、肺、膀胱和肾方面的癌症，以及慢

性皮肤疾病，即表皮角化症和色素沉着异

常，这与慢性砷中毒有关。  

在海产食品中如何控制有毒金属？ 

• 在海产食品组织中的金属无法通过烹煮或

加工来清除。  

• 鱼粉是养殖鱼中有毒金属的主要来源； 产

自植物来源的另外鱼的饲料能大幅度减少

在鱼片中的砷和汞的含量。  

• 有毒金属倾向在甲壳类肝胰腺聚集，因此

因此可考虑建立有关禁止或减少食用螃蟹、

龙虾或大虾中“膏”的程序和/或咨询。  

• 在一些港湾、海岸、海域和自然来源以及

人类来源有关的食物网络也许存在高浓度

的有毒金属。对从这些地区捕捞海产食品、

海产食品中的砷主要以有机形态存在，其毒

性比无机形式少。	砷是公认的致癌物。		

隔在环境广泛分布，人们能在多种食品包括

海产食品中查到它。隔是致癌物，对肾具有

毒性。		

有机形态的汞，特别是甲基汞，是公众最

关心问题。甲基汞溶于脂肪，因此在大型

食肉的鱼类中往往浓度更高，比如鲨鱼、

剑鱼和一些金枪鱼。甲基汞对脑部发育有

坏的影响，因此怀孕妇女和儿童是海产食

品安全措施介入的主要对象。	
	

有毒金属情况简介 

	

铅对肾和神经系统造成有害影响。儿童对

无机铅的神经毒害作用尤其敏感，因为血-
脑屏障发育不全。通过大范围的食物和饮

料，人都可与铅产生饮食接触；一些海产

食品能导致铅的摄入。	



● ● ●	

考虑食用海鲜的好处和风险 

食用海鲜带来许多好处: 海鲜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是重要营养的来源，如：碘、硒、维生素甲和丁、以及长链多不饱

和欧米茄-3 脂肪酸。然而，就像所有食品，一些海鲜产品也许含有对健康有害的物质。海鲜致病的情况是少见的。因

此应该把食用海鲜的好处与风险放在一起加以权衡。对大多数人来说，遵循国家饮食指导方针乃是平衡风险和好处的最

佳办法。对一些群体如孕妇和儿童，关于健康和安全的海产食品选择的专家具体建议应该适用他们。若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咨询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1762 

(Metals Fact Sheet 2015) 

● ● ●	

特别是贝类和海底生活的鱼类，公共卫生

当局可进行管理和咨询。 

我们怎么试验有毒金属？ 

现代化学方法能够准确检出并量化一系列在海

产食品和水中的有害金属；数个分析实验室提

供这些服务。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是更广

泛采用的方法之一。 

监管性标准 

在中国不同海产食品类型中所允许的不同金属

限量如下： 

污染物 海产食品类型 
限量 

mg/kg 

砷 (无机) 鱼类及其制品 0.1 

砷(无机) 
水生动物及其制品 (鱼类及其

制品除外) 
0.5 

砷(无机) 鱼类调味品 1 

砷 (无机) 水产调味品(鱼类调味品除外) 0.5 

镉 (Cd)  鱼类 0.1 

镉 (Cd) 甲壳类 0.5 

镉 (Cd) 
双壳类、腹足类、头足类、棘

皮类 
2 

镉 (Cd) 鱼类罐头(凤尾鱼、旗鱼罐头除 0.2 

外) 

镉 (Cd) 凤尾鱼、旗鱼罐头 0.3 

镉 (Cd) 

其他鱼类制品(凤尾鱼、旗鱼制

品除外) 

 

0.1 

镉 (Cd) 凤尾鱼、旗鱼制品 0.3 

镉 (Cd) 鱼类调味品 0.1 

鉻(Cr) 水生动物及其制品 2 

铜(Cu) 水产制品 50 

铅 (Pb) 
鲜、冻水产动物(鱼类、甲壳 

类、双壳类除外) 
1 

铅 (Pb) 鱼类、甲壳类 0.5 

铅 (Pb) 双壳类 1.5 

铅 (Pb) 水产制品(海蜇制品除外) 1 

铅 (Pb) 海蜇制品 2 

铅 (Pb) 

婴幼儿辅助食品 

(添加鱼类、肝类、蔬菜类的产

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以

水产及动物肝脏为原料的产品) 

0.3 

甲基汞 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 1 

甲基汞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肉食性鱼类

及其制品除外) 
0.5 

锡 (Sn) 
食品( 饮料类、婴幼儿配方食

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除外) 
250 

在澳大利亚的允许限量因不同海产食品而变 

化，可查阅：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 

我从哪里能够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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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 http://safefish.com.au	
(澳大利亚海产食品安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