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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产品常见兽药残留的危害及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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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
需要,新疆由于地势优势,当地的动物养殖成为了发展迅速的行业,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使动
物使用一些药物,在动物体内残留的药物也成为了现今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将针对动物产品药物残留
进行深入的探讨,力求研究出针对动物产品残留药物的问题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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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mon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Animal Products
Lei We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Veterinary Drug and Feed Supervision Burea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increasingly
improving.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living needs, Xinjia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animal breeding due to the terrain advantages, but some animals will inevitably use some drugs, and the residual
drug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drug residues in animal products and strive to study
the solutions for the residual drugs in anim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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