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食品大
类

（一
级）

食品亚
类

（二
级）

食品品
种

（三
级）

食品细
类

（四
级）

风险
等级 抽检项目

挥发性盐基氮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地塞米松 利巴韦林 甲硝唑 喹乙醇 氯丙嗪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

 GBW(E)100102甲
醇中莱克多巴胺溶
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
1甲醇中沙丁
胺醇溶液标准
物质

GBW(E)10011
0 甲醇中地塞
米松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6090
8甲硝唑兽药
纯度标准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四环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地塞米松 林可霉素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723 四
环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
粉中克伦特罗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
粉中克伦特罗成分
分析标准

GBW(E)10010
 2甲醇中莱克

多巴胺溶液标
准物质

GBW(E)10010
1甲醇中沙丁
胺醇溶液标准
物质

GBW(E)10011
0 甲醇中地塞
米松溶液标准
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铅(以Pb计）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土霉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林可霉素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08619 铅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
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
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索辛
、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2甲
醇中莱克多巴胺溶
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
醇中沙丁胺醇溶液
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   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   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2    甲醇中莱克多巴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
醇中沙丁胺醇溶液
标准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沙拉沙星 替米考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金霉素 四环素 利巴韦林 甲硝唑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尼卡巴嗪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078
5-甲基吗啉-3-氨基-2-恶唑烷基酮（AMOZ）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
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索
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
氧苄啶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
苯尼考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82558 甲
醇中氟苯尼考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
醇中氟苯尼考及氟
苯尼考胺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6172
3 四环素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90
8甲硝唑兽药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75
4 金刚烷胺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9059
4 甲醇中金刚
烷胺溶液标准
物质
GBW10138
鸡肉粉中金刚
烷胺残留分析
标准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甲硝唑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078
5-甲基吗啉-3-氨基-2-恶唑烷基酮（AMOZ）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
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
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
苯尼考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82558 甲
醇中氟苯尼考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
醇中氟苯尼考及氟
苯尼考胺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
8甲硝唑兽药
纯度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754 金刚烷胺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594 甲醇中金刚烷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8 鸡肉粉中金刚烷胺残留分析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总砷（以As计）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51 生物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猪肝）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8611 砷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17 砷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10051 生物成分分析标
准物质（猪肝）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
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
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索辛
、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
醇中五氯酚溶液标
准物质

 GBW10135猪肉
粉中克伦特罗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
粉中克伦特罗成分
分析标准

GBW(E)10010
 2甲醇中莱克

多巴胺溶液标
准物质

GBW(E)10010
1甲醇中沙丁
胺醇溶液标准
物质

2020年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及项目 对应标准物质

    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    在线订购网址：www.ncrm.org.cn           订购电话：010-64524710

1

畜肉

禽肉

食用农
产品

畜禽肉
及副产

品

猪肉

牛肉

羊肉

其他畜
肉

鸡肉

鸭肉

其他禽
肉

猪肝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挥发性盐基氮、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
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
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素、克伦特罗、莱克
多巴胺、沙丁胺醇、地塞米松、利巴韦林、甲硝唑、喹乙醇、氯丙嗪

挥发性盐基氮、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
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
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素、四环素、克伦特
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地塞米松、林可霉素

挥发性盐基氮、铅(以Pb计）、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
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氯霉素、氟
苯尼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土霉素、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林可霉素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
酚计）、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挥发性盐基氮、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沙拉沙星
、替米考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
喃它酮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
酸钠（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利巴韦林
、甲硝唑、金刚烷胺、金刚乙胺、尼卡巴嗪

挥发性盐基氮、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
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磺胺类
(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土霉素 、甲硝唑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素、金刚烷胺、金刚乙胺

镉（以Cd计）、总砷（以As计）、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
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
素、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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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风险
等级 抽检项目     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    在线订购网址：www.ncrm.org.cn           订购电话：010-64524710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

 GBW(E)100102甲醇中莱克多巴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
醇中沙丁胺醇溶液
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2甲醇中莱克多巴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
醇中沙丁胺醇溶液
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土霉素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2甲
醇中莱克多巴胺溶
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
醇中沙丁胺醇溶液
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多西环素 克伦特罗 沙丁胺醇 莱克多巴胺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
中克伦特罗成分分
析标准

GBW(E)100101甲醇中沙丁胺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2甲

醇中莱克多巴胺溶
液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克伦特罗 沙丁胺醇 莱克多巴胺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1甲醇中沙丁胺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2甲

醇中莱克多巴胺溶
液标准物质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
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
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索
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85 奶粉中氯霉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5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36猪肉粉中克伦特罗成分分析标准

 GBW(E)100102甲醇中莱克多巴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101甲醇中沙丁胺醇溶液标准物质

总砷（以As计）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替米考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氯霉素 氟苯尼考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利巴韦林

GBW08611 砷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7 砷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
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078
5-甲基吗啉-3-氨基-2-恶唑烷基酮（AMOZ）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754 金
刚烷胺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90594 甲
醇中金刚烷胺溶液
标准物质
GBW10138 鸡肉
粉中金刚烷胺残留
分析标准物质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氯霉素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金刚烷胺

GBW10155恩诺沙星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
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
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078
5-甲基吗啉-3-氨基-2-恶唑烷基酮（AMOZ）

GBW(E)060907 氯霉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85 奶粉中氯霉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754 金刚烷胺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594 甲醇中金刚烷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8 鸡肉粉中金刚烷胺残留分析标准物质

铅（以Pb计) 亚硫酸盐（以SO2计） 4-氯苯氧乙酸钠 6-苄基腺嘌呤(6-BA)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0457 硫代硫酸钠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质
（0.1mol/L，以Na2S2O3

计，20mL）

畜副产
品

畜副产
品

禽副产
品

豆芽

畜禽肉
及副产

品

牛肝

羊肝

猪肾

牛肾

羊肾

其他畜
副产品

鸡肝

其他禽
副产品

豆芽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较高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
计）、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土霉素、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
醇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计）、多西环素、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

镉（以Cd计）、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
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磺胺类(总量)、氯霉素、五氯酚酸钠（以
五氯酚计）、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

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
、磺胺类（总量）、氯霉素、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总砷（以As计）、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替米
考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氯霉素、
氟苯尼考、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利巴
韦林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
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氯霉素、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计）、金刚烷胺

铅（以Pb计)、亚硫酸盐（以SO2计）、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
呤(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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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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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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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等级 抽检项目     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    在线订购网址：www.ncrm.org.cn           订购电话：010-64524710

镉（以Cd计） 二氧化硫残留量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 高效氯氟氰菊酯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51 生物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猪肝）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0457 硫代硫酸钠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质
（0.1mol/L，以Na2S2O3

计，20mL）

GBW(E)060139 氯氰菊酯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
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铅（以Pb计） 镉（以Cd计） 腐霉利 毒死蜱 氧乐果 多菌灵 克百威 甲拌磷 氯氟氰菊酯 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氟虫腈 甲胺磷 辛硫磷 阿维菌素 敌敌畏 灭线磷 二甲戊灵 乐果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81 腐霉利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
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2659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
醇中敌敌畏、甲胺
磷、乙酰甲胺磷、
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NIM-RM3478阿维
菌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畏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
胺磷、乙酰甲胺磷
、乐果、甲基对硫
磷、有机磷、马拉
硫磷混合溶液

BW3575
甲醇中灭线磷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8
6 二甲戊乐灵
（二甲戊灵）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
6 甲醇中乐果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
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
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
、马拉硫磷混
合溶液

氧乐果 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 甲基异柳磷 灭多威 涕灭威 久效磷 甲拌磷 毒死蜱 乐果 克百威 氟虫腈 甲基毒死蜱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76 乙酰甲胺
磷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0546 灭多威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2 甲醇中久效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6 甲醇中乐果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氟虫腈 氧乐果 联苯菊酯 甲基异柳磷 啶虫脒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克百威 甲胺磷 敌百虫 甲拌磷

GBW(E)062659 氟虫
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548 联苯菊酯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80 啶虫脒
（莫比朗）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4甲醇中敌百虫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阿维菌素 毒死蜱 氟虫腈 氧乐果 克百威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甲拌磷 甲基异柳磷

NIM-RM3478 阿维菌
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药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死
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
药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毒死蜱 克百威 甲拌磷 氧乐果 氟虫腈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阿维菌素 辛硫磷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敌敌畏 甲基异柳磷 甲胺磷 二甲戊灵 对硫磷 灭多威 马拉硫磷 水胺硫磷

GBW(E)060871 毒死
蜱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
中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
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NIM-RM3478 阿维菌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86 二
甲戊乐灵（二甲戊
灵）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5 甲醇中对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6 灭
多威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402
甲醇中马拉硫磷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2064
异辛烷中偶氮苯、
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标准物质（气相色
谱仪检定校准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
胺磷、乙酰甲胺磷
、乐果、甲基对硫
磷、有机磷、马拉
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54
4 水胺硫磷农
药纯度标准物
质

毒死蜱 氟虫腈 啶虫脒 氧乐果 阿维菌素 克百威 甲胺磷 甲基异柳磷 甲拌磷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涕灭威 水胺硫磷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

久效磷

GBW(E)060871 毒死
蜱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
中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980 啶虫脒
（莫比朗）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NIM-RM3478 阿维菌素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2 甲醇中久效磷溶液标准物质

氟虫腈 氧乐果 克百威 灭多威 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 甲拌磷 甲基异柳磷 杀扑磷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唑磷

GBW(E)062659 氟虫
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60546 灭多威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
敌敌畏、甲胺磷、乙酰
甲胺磷、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GBW(E)060876 乙酰甲胺磷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70 杀扑磷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4 杀扑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毒死蜱 氧乐果 啶虫脒 甲胺磷 氟虫腈 阿维菌素 涕灭威 久效磷 克百威 水胺硫磷 硫线磷 甲基异柳磷 甲拌磷 唑虫酰胺

GBW(E)060871 毒死
蜱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
中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80 啶虫脒
（莫比朗）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NIM-RM3478 阿维菌素农药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2 甲醇中久效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BW3572 甲醇中硫线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
拌磷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400 甲
拌磷甲醇溶液标准
物质

镉（以Cd计） 氧乐果 克百威 杀扑磷 甲胺磷 水胺硫磷 氟虫腈 氯唑磷 甲拌磷 甲氰菊酯 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51 生物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猪肝）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60870 杀扑磷农
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4 杀扑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
敌敌畏、甲胺磷、乙酰
甲胺磷、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78 甲氰菊酯（灭扫利）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克百威 氧乐果 甲胺磷 氟虫腈 杀扑磷 水胺硫磷 丙溴磷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甲拌磷 多菌灵 灭多威 氯唑磷
咪鲜胺和咪鲜胺锰
盐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51 生物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猪肝）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
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70 杀扑磷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4 杀扑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546 灭
多威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BW3479 咪鲜胺农
药标准物质

氧乐果 克百威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

毒死蜱 敌敌畏 溴氰菊酯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苯醚甲环唑 灭线磷

GBW(E)060225 呋喃丹（克
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
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
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
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
敌敌畏、甲胺磷、乙酰
甲胺磷、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GBW(E)060138 溴氰菊酯（敌杀死）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BW3575
甲醇中灭线磷溶液标准物质

克百威 氧乐果 甲胺磷 氟虫腈 水胺硫磷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敌敌畏 氯唑磷 甲基异柳磷 甲基对硫磷 甲拌磷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2659 氟虫腈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
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80482 甲醇中甲基对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克百威 氧乐果 多菌灵 毒死蜱 腐霉利 哒螨灵 敌敌畏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氟虫腈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异丙威 三唑酮 甲霜灵和精甲霜灵 噻虫嗪 乙螨唑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
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81腐霉利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224 叶蝉散(异丙威）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618 三唑酮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克百威 氧乐果 水胺硫磷 灭蝇胺 氟虫腈 阿维菌素 甲基异柳磷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甲胺磷 氯唑磷 倍硫磷 灭多威 甲拌磷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78 灭蝇胺农
药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NIM-RM3478 阿维菌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BW3567 甲醇中倍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6 灭
多威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1

1

鲜食用
菌

鳞茎类
蔬菜

芸薹属
类蔬菜

叶菜类
蔬菜

叶菜类
蔬菜

茄果类
蔬菜

瓜类蔬
菜

豆类蔬

食用农
产品

食用农
产品

蔬菜

蔬菜

鲜食用
菌

韭菜

结球甘
蓝

菜薹

菠菜

芹菜

普通白
菜

油麦菜

大白菜

茄子

辣椒

番茄

甜椒

黄瓜

豇豆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镉（以Cd计）、二氧化硫残留量、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氯氟氰
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

铅（以Pb计）、镉（以Cd计）、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多菌灵、
克百威、甲拌磷、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
菊酯、氟虫腈、甲胺磷、辛硫磷、阿维菌素、敌敌畏、灭线磷、二甲戊
灵、乐果

氧乐果、甲胺磷、乙酰甲胺磷、甲基异柳磷、灭多威、涕灭威、久效磷
、甲拌磷、毒死蜱、乐果、克百威、氟虫腈、甲基毒死蜱

氟虫腈、氧乐果、联苯菊酯、甲基异柳磷、啶虫脒、氯氰菊酯和高效氯
氰菊酯、克百威、甲胺磷、敌百虫、甲拌磷

阿维菌素、毒死蜱、氟虫腈、氧乐果、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
酯、甲拌磷、甲基异柳磷

毒死蜱、克百威、甲拌磷、氧乐果、氟虫腈、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阿维菌素、辛硫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敌敌畏、甲基异
柳磷、甲胺磷、二甲戊灵、对硫磷、灭多威、马拉硫磷、水胺硫磷

毒死蜱、氟虫腈、啶虫脒、氧乐果、阿维菌素、克百威、甲胺磷、甲基
异柳磷、甲拌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涕灭威、水胺硫磷、甲氨
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久效磷

氟虫腈、氧乐果、克百威、灭多威、甲胺磷、乙酰甲胺磷、甲拌磷、甲
基异柳磷、杀扑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唑磷

毒死蜱、氧乐果、啶虫脒、甲胺磷、氟虫腈、阿维菌素、涕灭威、久效
磷、克百威、水胺硫磷、硫线磷、甲基异柳磷、甲拌磷、唑虫酰胺

镉（以Cd计）、氧乐果、克百威、杀扑磷、甲胺磷、水胺硫磷、氟虫
腈、氯唑磷、甲拌磷、甲氰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镉（以Cd计）、克百威、氧乐果、甲胺磷、氟虫腈、杀扑磷、水胺硫
磷、丙溴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甲拌磷、多菌灵、灭多威、氯唑磷、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氧乐果、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溴
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苯醚甲
环唑、灭线磷

克百威、氧乐果、甲胺磷、氟虫腈、水胺硫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
氰菊酯、敌敌畏、氯唑磷、甲基异柳磷、甲基对硫磷、甲拌磷

克百威、氧乐果、多菌灵、毒死蜱、腐霉利、哒螨灵、敌敌畏、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氟虫腈、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异丙威、
三唑酮、甲霜灵和精甲霜灵、噻虫嗪、乙螨唑

克百威、氧乐果、水胺硫磷、灭蝇胺、氟虫腈、阿维菌素、甲基异柳磷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甲胺磷、
氯唑磷、倍硫磷、灭多威、甲拌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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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乐果 克百威 多菌灵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

溴氰菊酯 涕灭威 灭蝇胺 氟虫腈 甲胺磷 倍硫磷 治螟磷

GBW(E)060225 呋喃丹（克
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
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8 溴氰菊
酯（敌杀死）农药标准
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78 灭蝇胺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甲
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BW3567 甲醇中倍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铅（以Pb计） 氧乐果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

辛硫磷 甲拌磷 克百威 涕灭威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
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
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标准物质

铅（以Pb计） 镉（以Cd计） 噻虫嗪 吡虫啉 甲拌磷 甲胺磷 氟虫腈 氧乐果 克百威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96 吡虫啉
（蚜虱净）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393 吡虫啉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
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
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铅（以Pb计） 镉（以Cd计） 总汞（以Hg计） 总砷（以As计） 铬（以Cr计） 多菌灵 嘧菌酯 吡虫啉 吡蚜酮 丙环唑 啶虫脒 敌百虫 氧乐果 克百威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08617 汞单元素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0124 汞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08611 砷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7 砷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08614 铬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
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96 吡虫啉（蚜虱净）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3 吡虫啉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2 丙环唑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80 啶虫脒（莫比朗）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84甲醇中敌百虫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
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孔雀石绿 氯霉素 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地西泮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
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
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
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
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
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土霉素
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
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
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
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
醇中五氯酚溶液标
准物质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083362、083363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挥发性盐基氮 组胺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土霉素 磺胺类（总量） 甲氧苄啶 地西泮 甲硝唑
五氯酚酸钠
（以五氯酚
计）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NIM-RM3759 组胺盐酸盐纯
度标准物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
、隐性）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
胺甲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磺胺地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
氧苄啶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
8甲硝唑兽药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
5 甲醇中五氯
酚溶液标准物
质

挥发性盐基氮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四环素 金霉素 土霉素
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

GBW(E)080463 盐酸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
质（0.1mol/L,20mL,
滴定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083362、
083363镉、铬、砷、汞、铅
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
纯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
隐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
考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
氟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
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
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723 四
环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
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10078
5-甲基吗啉-3-氨基-2-恶
唑烷基酮（AM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04
1-氨基乙内酰脲盐酸盐（AHD）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0475 甲醇中五氯酚溶液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
苯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
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
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镉（以Cd计） 孔雀石绿 氯霉素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

GBW08612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6418 孔雀石绿兽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06419 隐色（无色、隐
性）孔雀石绿兽药纯度标准物
质

GBW(E)060907 氯霉素纯
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

（AOZ）

GBW(E)100363
盐酸氨基脲（SEM）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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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蔬
菜

根茎类
和薯芋
类蔬菜

食用农
产品

水产品

水生类
蔬菜

淡水产
品

海水产
品

贝类

其他水
产品

菜豆

山药

姜

莲藕

淡水鱼

淡水虾

淡水蟹

海水鱼

海水虾

海水蟹

贝类

其他水
产品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氧乐果、克百威、多菌灵、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
涕灭威、灭蝇胺、氟虫腈、甲胺磷、倍硫磷、治螟磷

铅（以Pb计）、氧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辛硫磷、甲
拌磷、克百威、涕灭威

铅（以Pb计）、镉（以Cd计）、噻虫嗪、吡虫啉、甲拌磷、甲胺磷、
氟虫腈、氧乐果、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
高效氯氰菊酯

铅（以Pb计）、镉（以Cd计）、总汞（以Hg计）、总砷（以As计）
、铬（以Cr计）、多菌灵、嘧菌酯、吡虫啉、吡蚜酮、丙环唑、啶虫
脒、敌百虫、氧乐果、克百威

挥发性盐基氮、孔雀石绿、氯霉素、氟苯尼考、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
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磺胺类（总
量）、甲氧苄啶、地西泮、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氟苯尼考、呋喃唑酮代谢物、呋
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
氟沙星、土霉素、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
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五氯酚酸钠（以五氯
酚计）

挥发性盐基氮、组胺、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氟苯尼考
、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
、诺氟沙星、土霉素、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地西泮、甲硝唑、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挥发性盐基氮、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氟苯尼考、呋喃
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
、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
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
星、诺氟沙星、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氟苯尼考、呋喃唑酮代谢物、呋
喃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
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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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环唑 丙溴磷 敌敌畏 丁硫克百威 啶虫脒 毒死蜱 甲拌磷 克百威 三唑醇 氧乐果 对硫磷

GBW(E)061392 丙环
唑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
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1396 丁硫克百
威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80 啶虫脒
（莫比朗）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83 三唑醇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5 甲醇中对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吡虫啉 敌敌畏 毒死蜱 对硫磷 多菌灵 氟虫腈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 甲拌磷 克百威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氧乐果 水胺硫磷 敌百虫

GBW(E)060996 吡虫
啉（蚜虱净）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1393 吡虫
啉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
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71 毒死蜱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毒
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5 甲醇中对
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
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
胺硫磷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GBW(E)080484甲醇中敌百虫溶液标准物质

多菌灵 氟虫腈 甲胺磷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氧乐果 糖精钠（以糖精计）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
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0140 氰戊菊酯
（速灭杀丁）农药标准物
质
GBW(E)060889 S-氰戊菊
酯农药标准物质（顺式氰
戊菊酯）

GBW(E)100008 食品甜味剂糖精钠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10 橙汁中苯甲酸、安赛蜜、糖精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10111 橙汁中苯甲酸、安赛蜜、糖精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苯醚甲环唑 敌敌畏 对硫磷 多菌灵 氟虫腈 氟硅唑 甲胺磷 甲拌磷 克百威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氧乐果 溴氰菊酯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
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80485 甲醇中对
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0 氟硅唑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140 氰戊菊酯（速灭杀丁）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89 S-氰戊菊酯农药标准物质（顺式氰戊菊酯）

GBW(E)060138 溴氰菊酯（敌杀死）农药标准物质

多菌灵 氟虫腈 甲胺磷 克百威 涕灭威 氧乐果 敌敌畏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
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液

克百威 氧乐果 氟硅唑 腈苯唑 抗蚜威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390 氟硅唑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87 腈苯唑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90 抗蚜威
农药标准物质

多菌灵 甲胺磷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氧乐果 敌敌畏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
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140 氰戊菊酯
（速灭杀丁）农药标准物
质
GBW(E)060889 S-氰戊菊
酯农药标准物质（顺式氰
戊菊酯）

GBW(E)080483 甲醇中
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
敌敌畏、甲胺磷、乙酰
甲胺磷、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苯醚甲环唑 丙溴磷 多菌灵 克百威 联苯菊酯 氯唑磷 三唑磷 杀虫脒 水胺硫磷 氧乐果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甲拌磷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60548 联苯菊
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3 三唑磷丙酮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辛硫磷 水胺硫磷 氟虫腈 联苯菊酯 溴氰菊酯

GBW(E)061405 辛硫
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0548 联苯菊酯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8 溴氰菊
酯（敌杀死）农药标准
物质

狄氏剂 对硫磷 多菌灵 克百威 联苯菊酯 水胺硫磷 辛硫磷

BW3701 异辛烷中7种
有机氯（六氯苯、七氯
、艾氏剂、环氧七氯、
狄氏剂、异狄氏剂、灭
蚁灵）农药混合溶液

GBW(E)080485 甲醇中对硫
磷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60548 联苯菊
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丙溴磷 多菌灵 克百威 联苯菊酯 三唑磷 杀虫脒 杀扑磷 水胺硫磷 氧乐果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
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60548 联苯菊酯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3 三唑磷
丙酮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70 杀扑磷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4 杀扑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苯醚甲环唑 氟硅唑 己唑醇 甲胺磷 甲基对硫磷 克百威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嘧霉胺 灭线磷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霜霉威 戊唑醇 辛硫磷 氧乐果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
氯氟氰菊酯

GBW(E)061390 氟硅唑甲醇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80482 甲醇中
甲基对硫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
敌敌畏、甲胺磷、乙酰
甲胺磷、乐果、甲基对
硫磷、有机磷、马拉硫
磷混合溶液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BW3575
甲醇中灭线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140 氰戊菊酯（速灭杀丁）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89 S-氰戊菊酯农药标准物质（顺式氰戊菊酯）

GBW(E)060882 戊唑醇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
硫磷甲醇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61099 高
效氯氟氰菊酯农药
纯度标准物质

阿维菌素 敌敌畏 多菌灵 甲拌磷 克百威 联苯肼酯 烯酰吗啉 氧乐果

NIM-RM3478 阿维菌
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敌
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
药标准物质

敌敌畏 多菌灵 氯吡脲 氧乐果

GBW(E)080483 甲醇
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
中敌敌畏、甲胺磷、乙
酰甲胺磷、乐果、甲基
对硫磷、有机磷、马拉
硫磷混合溶液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
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苯醚甲环唑 戊唑醇 敌百虫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GBW(E)060882 戊唑醇农药
标准物质

GBW(E)080484甲醇中敌
百虫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
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40 氰戊菊
酯（速灭杀丁）农药标
准物质
GBW(E)060889 S-氰戊
菊酯农药标准物质（顺
式氰戊菊酯）

苯醚甲环唑 吡唑醚菌酯 对硫磷 多菌灵 氟虫腈 甲拌磷 腈苯唑 辛硫磷

GBW(E)080485 甲醇中对
硫磷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
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894 甲拌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87 腈苯唑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倍硫磷 苯醚甲环唑 多菌灵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
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
酯

嘧菌酯 戊唑醇 氧乐果

BW3567 甲醇中倍硫磷
溶液标准物质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
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
标准物质

GBW(E)061099 高效氯氟
氰菊酯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
酯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882 戊唑醇农药标准物质

氟虫腈 甲胺磷 甲拌磷 克百威 氧乐果

GBW(E)062659 氟虫
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894 甲拌磷农
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0 甲拌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克百威 涕灭威 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 杀扑磷 水胺硫磷 辛硫磷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BW3577 甲醇中涕灭威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60140 氰戊菊酯
（速灭杀丁）农药标准物
质
GBW(E)060889 S-氰戊菊
酯农药标准物质（顺式氰
戊菊酯）

GBW(E)060870 杀扑磷农
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4 杀扑磷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4 水胺硫
磷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多菌灵 烯酰吗啉 丙环唑 二嗪磷 硫线磷 灭多威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
准物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61392 丙环唑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397 甲醇中二
嗪农（二嗪磷）溶液标准
物质

BW3572 甲醇中硫线磷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546 灭多威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1
食用农
产品

水果类

水果类

仁果类
水果

核果类
水果

柑橘类
水果

浆果和
其他小
型水果

热带和
亚热带
水果

苹果

梨

枣

桃

油桃

杏

李子

柑、橘

柚

柠檬

橙

葡萄

草莓

猕猴桃

西番莲
（百香
果）

香蕉

芒果

火龙果

柿子

菠萝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丙环唑、丙溴磷、敌敌畏、丁硫克百威、啶虫脒、毒死蜱、甲拌磷、克
百威、三唑醇、氧乐果、对硫磷

吡虫啉、敌敌畏、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氟虫腈、氟氯氰菊酯和高
效氟氯氰菊酯、甲拌磷、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
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水胺硫磷、敌百虫

多菌灵、氟虫腈、甲胺磷、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氧乐果糖精钠（以
糖精计）

苯醚甲环唑、敌敌畏、对硫磷、多菌灵、氟虫腈、氟硅唑、甲胺磷、甲
拌磷、克百威、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氧乐果、溴氰菊酯

多菌灵、氟虫腈、甲胺磷、克百威、涕灭威、氧乐果、敌敌畏

克百威、氧乐果、氟硅唑、腈苯唑、抗蚜威

多菌灵、甲胺磷、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氧乐果、敌敌畏

苯醚甲环唑、丙溴磷、多菌灵、克百威、联苯菊酯、氯唑磷、三唑磷、
杀虫脒、水胺硫磷、氧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甲拌磷

辛硫磷、水胺硫磷、氟虫腈、联苯菊酯、溴氰菊酯

狄氏剂、对硫磷、多菌灵、克百威、联苯菊酯、水胺硫磷、辛硫磷

丙溴磷、多菌灵、克百威、联苯菊酯、三唑磷、杀虫脒、杀扑磷、水胺
硫磷、氧乐果

苯醚甲环唑、氟硅唑、己唑醇、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克百威、氯氰菊
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嘧霉胺、灭线磷、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霜霉威
、戊唑醇、辛硫磷、氧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阿维菌素、敌敌畏、多菌灵、甲拌磷、克百威、联苯肼酯、烯酰吗啉、
氧乐果

敌敌畏、多菌灵、氯吡脲、氧乐果

苯醚甲环唑、戊唑醇、敌百虫、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氰戊菊
酯和S-氰戊菊酯

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对硫磷、多菌灵、氟虫腈、甲拌磷、腈苯唑
、辛硫磷

倍硫磷、苯醚甲环唑、多菌灵、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
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嘧菌酯、戊唑醇、氧乐果

氟虫腈、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乐果

克百威、涕灭威、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杀扑磷、水胺硫磷、辛硫磷

多菌灵、烯酰吗啉、丙环唑、二嗪磷、硫线磷、灭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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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食品大
类

（一
级）

食品亚
类

（二
级）

食品品
种

（三
级）

食品细
类

（四
级）

风险
等级 抽检项目     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    在线订购网址：www.ncrm.org.cn           订购电话：010-64524710

敌敌畏 多菌灵 三唑磷 氧乐果 毒死蜱 苯醚甲环唑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GBW(E)080483 甲醇
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
中敌敌畏、甲胺磷、乙
酰甲胺磷、乐果、甲基
对硫磷、有机磷、马拉
硫磷混合溶液

BW3441 多菌灵纯度标准物
质
BW3480 多菌灵农药纯度标
准物质

GBW(E)061403 三唑磷丙
酮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871 毒死蜱
农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1 甲醇中
毒死蜱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139 氯氰菊酯农药标准物质

克百威 氧乐果 敌敌畏 甲胺磷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3 甲醇中敌
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
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
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甲基对硫磷、
有机磷、马拉硫磷混合溶
液

克百威 敌百虫 苯醚甲环唑 硫环磷 硫线磷

GBW(E)060225 呋喃
丹（克百威、克百畏）
农药标准物质

GBW(E)080484甲醇中敌百
虫溶液标准物质

BW3572 甲醇中硫线磷
溶液标准物质

敌敌畏 甲胺磷 甲霜灵和精甲霜灵 克百威 噻虫嗪 氧乐果

GBW(E)080483 甲醇
中敌敌畏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
中敌敌畏、甲胺磷、乙
酰甲胺磷、乐果、甲基
对硫磷、有机磷、马拉
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1399
甲醇中甲胺磷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47 甲醇中敌敌
畏、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
果、甲基对硫磷、有机磷、马
拉硫磷混合溶液

GBW(E)060225 呋喃丹
（克百威、克百畏）农药
标准物质

甲基异柳磷 克百威 烯酰吗啉 氧乐果

GBW(E)060225 呋喃丹（克
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氯霉素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多西环素 甲硝唑 磺胺类（总量） 呋喃唑酮代谢物 氟虫腈（以氟虫腈 氟甲腈 氟虫腈砜 氟虫腈亚砜

GBW(E)060907 氯霉
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
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
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
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
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754 金刚烷胺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594 甲醇中金刚烷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8 鸡肉粉中金刚烷胺残留分析标准物质

GBW(E)060908甲硝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
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
索辛、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60 氟
甲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61 氟虫腈砜纯度标准物质

氯霉素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 呋喃唑酮代谢物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磺胺类（总量） 氟虫腈（以氟虫腈 氟甲腈 氟虫腈砜 氟虫腈亚砜

GBW(E)060907 氯霉
素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959 氟苯尼考纯
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8 甲醇中氟苯
尼考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2 甲醇中氟苯
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溶液标准物
质

GBW10155恩诺沙星纯度
标准物质
GBW10158甲醇中恩诺沙
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1889
氧氟沙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2559  甲醇中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593 甲醇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
诺氟沙星溶液标准物质
GBW(E)090821 诺氟沙
星纯度标准物质

GBW10079
3-氨基-2-唑烷基酮（AOZ）

GBW(E)090754 金刚烷胺纯度标准物质
GBW(E)090594 甲醇中金刚烷胺溶液标准物质
GBW10138 鸡肉粉中金刚烷胺残留分析标准物质

GBW(E)061896 甲氧苄啶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0901 磺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6 甲醇中磺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3 磺胺吡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8 甲醇中磺胺吡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4 磺胺噻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2 甲醇中磺胺噻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2 磺胺甲基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甲嘧啶）
GBW(E)060900 磺胺二甲嘧啶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081145 甲醇中磺胺二甲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6 磺胺二甲氧哒嗪兽药纯度标准物质（磺胺地索辛
、高效磺胺、磺胺二甲氧嗪）
GBW(E)061416 磺胺二甲氧哒嗪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1147 甲醇中磺胺甲基嘧啶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05 磺胺甲恶唑兽药纯度标准物质
GBW(E)100323 甲醇中磺胺甲噁唑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2659 氟虫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60 氟甲腈纯度标准物质 GBW(E)062661 氟虫腈砜纯度标准物质

铅（以Pb计） 铬（以Cr计） 赭曲霉毒素A 吡虫啉 2,4-滴和2,4-滴钠盐

GBW0861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
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
铬、砷、汞、铅混合溶
液标准物质

GBW08614 铬单元素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砷
、汞、铅混合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303 甲醇中赭
曲霉毒素A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996 吡虫啉
（蚜虱净）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393 吡虫啉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酸价（以脂肪计）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铅（以Pb计） 吡虫啉 螺螨酯

GBW(E)083384 氢氧
化钠容量分析用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457 硫代硫酸钠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质

GBW08619 铅单元素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60996 吡虫啉
（蚜虱净）农药纯度标准
物质
GBW(E)061393 吡虫啉甲
醇溶液标准物质

酸价（以脂肪计）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铅（以Pb计） 镉（以Cd计） 黄曲霉毒素B1 阿维菌素 嘧菌酯 辛硫磷 克百威 溴氰菊酯

GBW(E)083384 氢氧
化钠容量分析用溶液标
准物质

GBW(E)080457 硫代硫酸钠
容量分析用溶液标准物质

GBW08619 铅单元素溶液
标准物质
GBW(E)080129 铅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08612 镉单元素溶
液标准物质
GBW(E)080119 镉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
GBW(E)083361、
GBW(E)083362、
GBW(E)083363 镉、铬、
砷、汞、铅混合溶液标准
物质

GBW(E)090015a 黄曲
霉毒素B1溶液标准物质
GBW（E）100302 甲醇
中黄曲霉毒素B1溶液标
准物质
GBW(E)100386 玉米全
粉中黄曲霉毒素B1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
NIM-RM3774 黄曲霉毒
素B1乙腈溶液
NIM-RM3775 黄曲霉毒
素B1乙腈溶液
NIM-RM3776 黄曲霉毒
素B1、B2、G1、G2乙
腈溶液

NIM-RM3478 阿维菌素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1405 辛硫磷甲醇溶液标准物质 GBW(E)060225 呋喃丹（克百威、克百畏）农药标准物质 GBW(E)060138 溴氰菊酯（敌杀死）农药标准物质

1
食用农
产品

鲜蛋

豆类

生干坚
果与籽
类食品

瓜果类
水果

鲜蛋

豆类

生干坚
果与籽
类食品

荔枝

龙眼

石榴

西瓜

甜瓜类

鸡蛋

其他禽
蛋

豆类

生干坚
果

生干籽
类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高

一般

一般

一般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铅（以Pb计）、吡虫啉
、螺螨酯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铅（以Pb计）、镉（以
Cd计）、黄曲霉毒素B1、阿维菌素、嘧菌酯、辛硫磷、克百威、溴氰
菊酯

敌敌畏、多菌灵、三唑磷、氧乐果、毒死蜱、苯醚甲环唑、氯氰菊酯和
高效氯氰菊酯

克百威、氧乐果、敌敌畏、甲胺磷

克百威、敌百虫、苯醚甲环唑、硫环磷、硫线磷

敌敌畏、甲胺磷、甲霜灵和精甲霜灵、克百威、噻虫嗪、氧乐果

甲基异柳磷、克百威、烯酰吗啉、氧乐果

氯霉素、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金刚烷胺、金刚
乙胺、多西环素、甲硝唑、磺胺类（总量）、呋喃唑酮代谢物、氟虫腈
（以氟虫腈、氟甲腈、氟虫腈砜和氟虫腈亚砜之和计）

氯霉素、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
、金刚烷胺、金刚乙胺、磺胺类（总量）、氟虫腈（以氟虫腈、氟甲腈
、氟虫腈砜和氟虫腈亚砜之和计）

铅（以Pb计）、铬（以Cr计）、赭曲霉毒素A、吡虫啉、2,4-滴和2,4-
滴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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