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标准在监督抽检中的

应用案例与分析



主要内容

一、监督检验中的标准

二、标准应用案例

三、标准应用重点需关注的问题 



一、监督检验中的标准

标准分类

标准体系

标准执行顺序



（一）标准分类
强制性角度

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条文强制标准

标准级别角度

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地方标注DB、企业标准Q/
行业标准：SB、QB、NY、LY、SC、LS、SN、SL
标准类别的角度

产品质量标准、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标准、
术语标准等

食品安全标准：基础标准（标签、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
、污染物、真菌毒素、致病菌、卫生规范）、产品标准、
检验方法标准



（二）标准体系

2009年以前：

标签标识（GB 7718）
产品质量标准（GB/T 20981-2007 面包）

产品卫生标准（GB 7099-2003 糕点、面包卫生标准）

通用标准（GB 2760食品添加剂、GB 2761真菌毒素
、GB 2762污染物）

检验方法标准（GB/T 5009系列）

企业良好生产规范（GB12695-2003 饮料企业良好生
产规范）







（三）标准的执行顺序
基础标准（GB 2760、2762、2761、29921 、7718、
28050、14880等）必须执行，都是强制的；

推荐性标准如果没有在产品上标注，不能强制执行；如果
在产品标签上标注，或者声明符合，则强制执行

食品安全标准是最低要求，产品明示标准、企业标准、产
品明示的质量承诺（如不含防腐剂等），如果严于食品安
全标准，从严执行。（GB 2762、2761除外）

从严判定原则：企业标准、产品明示质量承诺、食品安全
标准，从严判定。例如婴幼儿配方乳粉

• GB 10765-2010婴儿配方食品中规定钠含量为5-14mg/100kJ

• 营养成分表中标注的钠含量为10mg/100kJ，依据GB13432，产品中营养
成分含量应不低于产品明示值的80%，即≥8，如果产品实测值为
6mg/100kJ,监督抽检也应判定不合格。



二、标准应用案例

标准的有效性

 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

 标准发布日期、实施日期、有效期

 标准的适用范围

 推荐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

标准的正确理解

 食品分类

 食品的定义类属

 标准的注释说明



（一）标准的有效性

1、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
（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第二十九条 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备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该地方
标准即行废止。 







（2）在通用标准已经做出的规定，地方标准原
则上参照执行，不允许比国家标准宽松。   



2、标准的发布日期、实施日期及有效期

GB 19300-2014《坚果与籽类食品》发布日期2014年12月
24日，实施日期2015年月24日。

产品标准一经发布，企业即可实施。

监管部门在实施之日起可强制执行，在发布之日起到实施
之日间，根据企业执行情况而定。

企业标准有效期三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
宣布作废之前均有效。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复检
和异议工作的通知【市监食检〔2018〕48号】

（五）复检实施

复检机构实施复检，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检验的有关规定进行，
并使用与初检机构一致的检验方法（包含其最新版本）。

（1）生产日期与产品标准实施日期
（产品在产品标准实施日期之前生产的，用哪个标准
判定？）特殊情况

（2）初检日期与复检日期
（初检是用旧方法检测的，复检时新方法标准实施了，
用哪个复检？）



（3）生产日期、检验日期与检验标准实施日期

（产品在检验方法标准实施日期之前生产的，用哪个检验？）

案例2：白酒中甜蜜素

2017年5月4日，检验机构采用了GB5009.97—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的测定》（2016-08-31
发布2017-03-01实施），检验了1件白酒产品（生产日期：
2016年9月10日），检出微量甜蜜素，0.09mg/kg（方法检出
限0.03mg/kg，定量限0.1mg/kg）
企业认为生产日期在GB5009.97-2016实施日期之前生产的，
不应该用这个标准检验，应该用以前的标准检测（SN/T 1948-
2007 进出口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的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
谱质谱法，方法测定低限和确证低限为0.10mg/kg），
0.09mg/kg检不出来。



3、标准的适用范围

（1）产品标准的适用范围

GB 709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

GB 272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



案例3：计量称重的熟肉制品微生物限量
预包装食品：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
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
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GB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
的食品。——食品安全法（150）
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计量销售的食品，包括无
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令第17号）



（2）检验方法的适用范围

GB 5009.3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
测定

膨化食品、熟肉制品、葡萄酒

关于安赛蜜的检测。作为非营养型甜味剂，安赛蜜（即乙酰磺胺
酸钾）可用于液体和固体饮料、果冻、冷冻饮品、水果罐头、果
酱、腌渍的蔬菜、蜜饯类、糖果、焙烤食品、餐桌用甜味料等等
食品。但是《饮料中乙酰磺胺酸钾的测定》（GB/T 5009.140-
2003）仅适用于汽水、可乐型饮料、果汁、果茶等饮料，而对于
其他允许添加安赛蜜的食品却没有规定检验方法。



案例4：大豆蛋白制品中双乙酸钠
检验机构采用GB 5009.27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双乙酸钠的测定》方法，在一个大豆蛋白制品中检测除了
0.5g/kg的双乙酸钠，GB 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中未规定允许使用，判了不合格。企业提出异议，认为使用的
检测方法有问题。方法中不包括大豆蛋白制品。



GB 5009.27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双乙酸钠的测定

GB 2760-2014中豆制

品分类



集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标准中未指定检验方法的，比如食品添加剂的检测。

像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中，直接指定方法。有的检验方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
括所指食品，比如蔬菜中某种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指定了一
个谷物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这是可以的。



（3）非食用物质名单

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
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五批）》的通知（整顿办函〔2011〕
1号）



4、推荐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

（1）产品标准

推荐性产品标准，企业标注在食品标签上，表明企业承诺符
合该标准，对该产品具有强制性。如果企业没有执行，不具
有强制性。

案例5：推荐性标准中引用的强制性标准
检验机构抽取了一个速冻鸡柳（属于速冻调制食品），速冻调
制食品有一个推荐性产品标准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
，其中规定“过氧化值应符合GB 19295的规定”。机构就以GB 
19295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由，检测了过氧化值并依据GB 
19295进行了判定。企业提出了异议，产品执行了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中并没有引用GB 19295，也没有制定过氧化值项目
。



（2）检验方法标准

a.如果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方法，也有推荐性检验方
法，那么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

b.虽然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方法，但是其适用范围不
包括某类食品，那么推荐性检验方法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肉制品中的胭脂红

GB 5009.3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
测定》

GB/T 9695.6-2008《肉制品 胭脂红着色剂测定》

c.即使有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但是如果基础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如GB 2763）中指定了一个检验方法，即使是一
个推荐性的检验方法，也是应该按照指定方法使用。



（二）标准的正确理解
1、食品分类
     食品分类问题是监督抽检中食品标准应用
最头疼的问题



(1)生产许可类别与标准分类体系的差异

案例1 GB2762中谷物碾磨加工品中 实施细则中，谷物加工品是
指以谷物为原料经清理、脱
壳、碾米（或不碾米）等工
艺加工的粮食制品，如高粱
米、小米、糙米、黑米等。
谷物碾磨加工品是指以脱壳
的原粮经碾、磨、压等工艺
加工的粒、粉、片制品，如
玉米粉、玉米片、玉米碴、

米粉、荞麦粉、燕麦片等。 



案例2  芝麻酱是调味料还是坚果与籽类？



l芝麻酱、花生酱   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案例3：奶油

*  SC生产许可分类和国抽实施 

细则中奶油归在乳制品

*   GB 2761和GB 2762中调和

油归在油脂制品

* GB 2760稀奶油归在乳及乳制品、奶油 

和无水奶油归在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按照GB 2760-2014食品分类系统，面包属于焙烤食品
中的面包类（食品分类号07.01），不属于糕点类（食
品分类号07.02），且面包与糕点虽同属焙烤食品，但
两者为并列关系；而按照生产 许可分类系统，面包属于
糕点，两者为从属关系。

案例4  面包和糕点？



比如馒头

  企业加工馒头时，按照蒸煮类糕点取得QS证，但是馒
头在GB 2760中分类归属于发酵面制品。糕点中允许
限量使用甜味剂如甜蜜素、安赛蜜等，而发酵面制品
不允许使用。

生产许可、GB 2760、GB 2762、GB 29921中规定的
食品类别都不相同，导致应用标准错误。



（2）不同标准分类体系不同

案例5：对芹菜的污染物进行判定时，应依据GB 2762
的食品分类体系，将其归属为茎类蔬菜，而对其农药
残留项目进行判定时，应依据GB 2763的食品分类体系
，将其归属为叶菜类蔬菜。豆芽2762是茎类蔬菜，
2763是芽菜类蔬菜



案例6  是果汁饮料还是果味饮料？

将芒果味饮料当成芒果饮料检测，并采用GB 19297-
2003《果、蔬汁饮料卫生标准》判定了。

2、标准中食品定义类属理解



案例7  是芝麻香油还是成品芝麻油？





GB 8233-2008 芝麻油



• 案例8：专供婴幼儿食用的挂面，执行挂面的产品标
准LS/T 3212-2014 挂面，如何检测并判定？

• GB 10769-2010《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案例9：食品分类—腌渍蔬菜与腌渍食用菌？



关于爱德万甜等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添
加剂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等6种食

品添加剂扩大用量和使用范围的公告
2017年   第 8 号

2017-10-20



3、忽视了标准中特殊注明

比如淀粉制品，GB 2713-2003《淀粉制品卫生标准》



GB 19295-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

黑芝麻馅速冻汤圆、花生馅汤圆等



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对乳酸菌数不作要求



三、标准应用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

食品添加的继承与关系断绝

污染物的脱水率

餐饮环节的标准应用



（一）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



1、常见符合3.4.1带入原则的食品品种



2、常见符合3.4.2带入原则的食品品种



3、本底
部分食品或食品原料本
身并未添加某种食品添
加剂或某类化学物质，
但终产品却有检出。
可能来源于原料本身的
天然存在；蔓越莓
或来源于环境污染、原
辅料污染、包装材料迁
移；
或在动植物生长过程中
代谢产生、食品加工过
程中微生物代谢生成（
如发酵工艺）产生的。
餐饮环节肉制品中亚硝
酸盐



GB/T 21732-2008 含乳饮料

标准规定的苯甲酸属于发酵过程产生的，原辅料中带
入的苯甲酸应按GB 2760执行。

葡萄酒(GB 15037-2006)标明“苯甲酸或苯甲酸钠(以
苯甲酸计)(mg/L)≤50
GB/T 7652-2006 八角中规定二氧化硫≤30mg/kg





4、带入原则带来的问题

• 1）什么情况下考虑带入原则？

• 2）如何计算最大带入量？

• 3）检验报告中带入原则如何表述？



1）什么情况下考虑带入原则？

不允许使用某种食品添加剂检出了。



2）最大带入量的计算
计算最大带入量的条件：（1）有允许使用该食品添
加剂的配料；（2）该配料中允许使用该食品添加剂
的量；（3）该配料在生产产品时的投料比例。

计算：

月饼中的柠檬黄带入量

1、焙烤食品馅料中允许使用柠檬黄

2、焙烤食品馅料中馅料限量为0.3
3、一般广式月饼馅料比例约70%
最大带入量初步计算就是：0.3*70%=0.21g/kg



案例1 是带入吗？



某公司生产的南瓜饼，配料表：白糯米粉、饮用水、淀粉
、白砂糖、食用葡萄糖、南瓜、面粉类裹炸粉（小麦粉、
饮用水、酵母、食用盐、柠檬黄、日落黄）、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钠、辣椒红），配料表在包装上有标注。

机构检测出柠檬黄0.0042g/kg，日落黄0.0062g/kg，按照
GB 2760不得检出作为依据进行了判定。

企业提出了异议，称检出的柠檬黄、日落黄是裹炸粉带入
，按照GB 2760，裹粉中柠檬黄、日落黄最大使用量
0.3g/kg。企业裹炸粉使用量4%，经过计算，允许带入的
最大量为0.012g/kg。

案例2 一波三折的带入原则。



机构检测出柠檬黄0.0042g/kg，日落黄0.0062g/kg，按照GB 
2760不得检出作为依据进行了判定。

按照GB 2760，裹粉中柠檬黄、日落黄最大使用量0.3g/kg
如果裹炸粉使用量为3%呢？允许带入的最大量为0.009g/kg.

是合理带入吗？



是否合理带入还需要注意的问题
GB 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

A.2 表A.1列出的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
剂、防腐剂、抗氧化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
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

启示：检出不允许使用的微量食品添加剂时，要考虑带入
原则，还要注意合理带入。

16.1
009.0
0062.0

009.0
0042.0

＋

87.0
012.0
0062.0

012.0
0042.0

＋



  继承关系：如允许某一食品添
加剂应用于某一食品类别时，
则允许其应用于该类别下的所
有类别食品，另有规定的除外
。

  例如：硫酸铝钾(又名钾明矾
),硫酸铝铵(又名铵明矾)可以
用于07.0焙烤食品，则焙烤食
品下所有的子类都允许使用含
铝明矾。

（二）GB 2760的继承关系与关系断绝（使用GB 2760
时应注意表A.3）



  最典型的当属GB 2760-2007中的06.03小麦粉及其制品允许
使用硫酸铝钾、硫酸铝铵，铝的残留量允许100mg/kg。很
多机构都认为小麦粉允许使用，但是A.3表（原标准中A.4)
中列有06.03.01，实则小麦粉不允许使用。

关系断绝（使用GB 2760时应注意表A.3）





案例3：继承关系的断绝，果汁与果汁饮料





三、污染物的脱水率

GB 2762-2017关于脱水率的表述：

“限量指标对制品有要求的情况下，其中干制品中污染物
限量以相应新鲜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浓缩率
折算。脱水率或浓缩率可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
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有特别规定的
除外”。

理解：1、即有新鲜食品污染物限量，又有制品污染物限量
的，干制品才去考虑脱水率，否则视为标准无限量要求。

              2、干制品的脱水率是按照新鲜食品来进行折算的。

              3、标准中明确有干制品或干重计的，不需要折算。











其中：X鲜—鲜品污染物限量

             X干—干制食品的污染物限量

             Y鲜——鲜品水分，%
             Y干——干品水分含量，%

鲜

鲜

干
干 X

Y-1
Y-1

X

食品中脱水率的计算



榛蘑



（四）餐饮环节的标准应用

餐饮环节有没有标准



案例5：在餐饮环节抽到酱猪蹄，如何判定其
亚硝酸盐？

 三十一品类 餐饮食品 表31-3规定，酱卤肉等自制熟肉

制品亚硝酸盐判定依据变更为《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2012年第10号公告》，之前2014年、2015年、

2016年国抽细则判定依据均为GB 2760。

 为保证食品安全，确保公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现决定禁止

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亚硝酸钠、亚硝酸钾），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如何考虑添加与本底？



NY/T 392-2013 绿色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





案例6：餐饮环节中的含铝包子事件





案例7：餐饮环节中的微生物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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