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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 4、5.1.1、5.1.2、5.2 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食用香精是食品工业及其他相关工业的原料，其产品标签主要是为加工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因此

其标签要求与预包装食品标签有区别。本标准是在参考GB 7718-2004《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以及《食

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基础上，根据食用香精行业的特点制定的。 
本标准编写内容和结构以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为依据。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香料研究所、上海市食品生产监督所、上海爱普香料有限公司、广州百

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和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丽铭、徐易、钟全斌、杨薇、胡勇成、李泽洪、徐静芳、毛天洁、金其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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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香精标签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香精的标签要求及应标示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含分包装)、销售的食用香精标签的标示。其标签分为两

种，第一种为最小单件包装的标签，第二种为最小单件包装外有包装的外包装标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 75 号令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食用香精 flavorings(flavor compound) 

食用香精是由食品用香料和食用香精辅料组成的用来起香味作用的浓缩调配混合物(只产生咸味、

甜味或酸味的配制品除外)，它可以含有也可不含有食用香精辅料。通常它们不直接用于消费。食用香

精包括食品用香精、饲料用香精和接触口腔、嘴唇产品用香精与餐具洗涤剂用香精。 
3.2  

    食用香精辅料 flavoring(flavor compound) adjunct 

    对食用香精生产、储存和应用所必须的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所加的食品添加剂(增味剂除外)在
最终加香产品中无功能。 

3.3  

生产日期(制造日期) date of manufacture 

食用香精完成全部生产工艺过程并经检验合格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 
3.4  

保质期 date of minimum durability 

食用香精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和使用。 
3.5  

主要展示版面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用户购买食用香精时，包装物或包装容器上最容易观察到的版面。 

4 基本要求 

4.1 食用香精标签的所有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4.2 食用香精标签的所有内容应清晰、醒目、持久；应使用户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 
4.3 食用香精标签的所有内容应通俗易懂、准确、有科学依据。 
4.4 食用香精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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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食用香精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暗示性的语言、图形、符号，导致用户将购买的产品

或产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4.6 食用香精的标签不得与包装物(容器)分离。 
4.7 食用香精的标签内容应使用规范的汉字，但注册商标除外。 
4.7.1 可以同时使用拼音或少数民族文字，但其不得大于相应汉字。 
4.7.2 可以同时使用外文，但应与汉字有对应关系(进口食用香精的制造者和地址，国外经销者的名称

和地址、网址除外)。所有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国外注册商标除外)。 
4.8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主要展示版面大于 20cm2时，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

1.8mm。 

5 标示内容 

5.1 最小单件包装的标签内容 

5.1.1 强制性标示内容 
5.1.1.1 产品名称和型号 
5.1.1.1.1 食用香精应使用不会导致用户误解或混淆的且与所标示产品的香气、香味、生产工艺等相

适应的名称和型号。在有协议规范且不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可以按用户需求标示。但协议中必须明示

强制性标识内容。 
5.1.1.1.2 在标签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标示“食品添加剂”字样。 
5.1.1.2 配料清单 
5.1.1.2.1 食用香精的标签上应当标示配料清单，配料清单以“配料”或“配料表”作标题。 
5.1.1.2.2 食用香精中的食品用香料应以“食品用香料”字样标示，不必标示具体名称。 
5.1.1.2.3 在食用香精制造或加工过程中加入的食用香精辅料用“食用香精辅料”字样标示。 
5.1.1.2.4 在食用香精中加入的甜味剂、着色剂、咖啡因应按 GB 2760 中的规范化名称标示具体名称。 
5.1.1.3 净含量 

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 75 号令。 
5.1.1.4 制造者、分装者、经销者的名称和地址 
5.1.1.4.1 应标示食用香精的制造、分装或经销单位经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按下列规定予以标示。在有协议规范且不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可以按用户需求标示。但协议中

必须明示强制性标识内容。 
5.1.1.4.1.1 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分公司(子公司)，应标示各自的名称和

地址。 
5.1.1.4.1.2 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的分公司(子公司)或集团公司的生产基地，可以

标示集团公司和分公司(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也可以只标示集团公司的名称、地址。 
5.1.1.4.1.3 受其他单位委托加工食用香精但不承担对外销售，应标示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5.1.1.4.2 分包装食用香精应当标注分包装者的名称及地址、食用香精的原产地[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

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分包装进口食用香精应当标注原产国(地区)]，并注明“分包装”字样。 
5.1.1.4.3 进口食用香精应标示原产国的国名或地区区名(指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在中国依法登

记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 
5.1.1.5 日期标示和贮存说明 
5.1.1.5.1 食用香精标签上应清晰地标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或篡改。 
5.1.1.5.1.1 生产日期的标示 

应按年、月、日的顺序标示日期。如 2004 01 15(用间隔字符分开)；20040115(不用分隔符)；
2004-01-15(用连字符分隔)；2004 年 1 月 15 日。年代号应标示 4 位数字。 
5.1.1.5.1.2 保质期的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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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标示保质期××个月或保质期×年，或保质期至某一确定日期，此日期应按年、月、日的顺序标示。

如 2004 01 15(用间隔字符分开)；20040115(不用分隔符)；2004-01-15(用连字符分隔)；2004 年 1 月 15
日。年代号应标示 4 位数字。 
5.1.1.5.2 如果食用香精的保质期与贮存条件有关，应标示产品的特定贮存条件。 
5.1.1.6 产品标准号 

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食用香精(不包括进口食用香精)应标示企业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或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号。 
5.1.1.7 许可证号 

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食用香精应标示生产企业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号、产品生产许可证号及相关

标志。 
5.1.1.8 警示语 
   食用香精标签上应标示“不可直接食用”字样。 
5.1.2 特殊要求 
5.1.2.1 使用转基因食品为原料的，应在配料清单中明示。 
5.1.2.2 经辐照的产品，应在标签上标示“辐照”字样。 
5.1.3 非强制标示内容 
5.1.3.1 批号或者代号 

每一标签或外包装上可以标示产品批号或代号。 
5.1.3.2 使用范围、使用量和使用方法 

食用香精标签上可以标示产品的使用量、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5.1.3.3 为避免用户误解或混淆食用香精的真实属性、物理状态或制作方法，可以在产品名称前或产

品名称后附加相应的词或短语，如水溶性香精、油溶性香精、拌和型粉末香精、微胶囊粉末香精、乳化

香精、浆(膏)状香精和热反应香精等。 
5.1.4 选择性标示内容 

如果某一信息或者图案既不会与强制性要求相冲突，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食用香精的任何方面出现

误导或欺骗用户的情况下，这些信息或图案均可出现在标签上。 
5.2 最小单件包装外有包装的外包装标签内容 

    仅需标示 5.1.1.1、5.1.1.3、5.1.1.4、5.1.1.5 和 5.1.1.7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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