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1、本《出口商品技术指南》将至少半年更新一次； 

    2、本《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电子文本使用 PDF 格式，浏览须安装Adobe 公司免费提供的Adobe 

Acrobat软件。简体中文版可点击Adobe Reader 6.0下载。 

  3、用户可在线浏览，或将 PDF 文件下载到本地机器后阅读。 

  4、如有疑问或意见建议请与商务部世贸司联系，电子邮件：dstdiv3@mofcom.gov.cn

   

版权声明： 

  《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版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所有，供公众免费查阅。未经商务部授权，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其用于任何商业盈利目的，不得转载、摘编、变更或出版《出口商品技术指

南》。经商务部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违反上

述声明者，商务部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http://ardownload.adobe.com/pub/adobe/reader/win/6.x/6.0/chs/AdbeRdr60_chs_full.exe
mailto:dstdiv3@mofcom.gov.cn


 
出 口 商 品 技 术 指 南 

 
欧盟和美国食品包装 

 

摘 要 

（2012 年第 1 版） 

 

本指南根据商务部“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出口商品技术指南”项目计划，由中国出口

商品包装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指南根据商务部批准建立的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包装）的 2012 年工作计划制定。 

本指南在分析研究欧盟、美国和国际组织关于包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基础上，归纳和概括了食

品包装应符合的基本要求。 

本指南给出了欧盟、美国和国际组织关于包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摘要和适当的解释，以及供参

考的建议。 

本指南适用于出口欧盟和美国的食品包装，出口其他国家可参考。 

本指南分三章。第一章陈述食品包装应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第二章是本指南的重点内容。

介绍欧盟和美国关于食品包装的风险评估与合格评定。第三章描述食品包装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

和新制定的包装与环境国际标准。 

鉴于我国目前出口欧盟和美国食品包装的现状，根据必要的比较分析，本指南提炼和筛选了二

十余条可能形成贸易障碍的，欧盟和美国的食品包装要求或条件。 

为便于我国食品包装企业的实际应用，收录了与本指南主题相关的 15 篇技术法规和标准。 

为了让我国企业了解行业内的最新的技术观点和动态，收录了两篇与食品包装有关的参考文件。 

本指南采纳的技术文献的颁布日期截止于 2012 年 5 月，分析研究截止于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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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指南给出了欧盟和美国关于食品包装的基本要求，包括维护消费者利益，保障生命安全和保

护生态环境。提出了供参考的建议。 
 
本指南适用于出口欧盟和美国的食品包装，出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包装可以参考。 

 
 

第一章  食品包装与维护消费者利益 

 
【内容简介】 
 

按 WTO 规则，基本要求（Essential requirements）是指任何投放市场的产品，在维护消费者

利益、保障生命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三方面应符合的要求。食品包装直接涉及基本要求的三个方面，

本指南以此为序展开讨论。本章主要介绍欧盟和美国与食品包装有关的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 
 
导言 
 

基本要求是强制性的，通常以国家技术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和贸易伙伴

国公布，并且应在正式颁布之前按 WTO 规则接受评议。 
 
欧盟和美国的技术法规历史悠久、技术成熟，是 WTO 制定各项规则的源头，也是当今国际社会

普遍公认的惯例或准则。为实现法规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在技术层面上支持法规的是相关技术标准，

由此构成 “技术法规和标准化体系”。 
 
1  一般商品包装 
 

  将保护消费者利益纳入国家法规管辖范围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首要措施。 
 
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盟和美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技术法规，尽管各有表

述，但其实质相同。销售包装和标签法阐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普遍原则，详细规定了商品包装的基

本要求。因为商品包装涵盖了食品包装，因此本章在简要介绍商品包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陈述食

品包装和标签的特定要求。 
 

通常，包装是标签的载体。包装容器和标签是构成商品包装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可将欧盟

和美国法规中的“销售包装和标签”、“投放市场的产品包装”和“商品包装”视为同一概念。 
 

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标签和容器两个方面。标签是所有商品的“身份证”，其作用是向

消费者传达商品信息。通过规范标签内容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标，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措施。

对食品包装容器的要求主要在 “保障生命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规中规定。尽管如此，在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对食品包装容器还是有相对独立的特殊要求。 
 
1.1  一般商品标签 

标签应确切表达商品名称，准确标示净含量。总体上要求标签的任何文字或图形不致使消费者产

生误解。标签内容见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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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品名称，即与商品的属性或功能符合一致的、公认的或通用的名称； 
b） 净含量声明 1），按法定计量单位 2），在规定的显著位置，用规定的字体和尺寸准确标示； 
c） 必要时，给出消费者应知晓的产品信息，如，用途、用量、用法、原产地、保存条件等描述； 
d） 对商品负有责任的企业名称、营业地点、联系电话等可追溯的完整信息。 

 
1）“净含量”指包装中的含有量，对于不同产品可以是数量、质量或体积。“声明”意指向消费者承诺。 
2） 许多欧美国家仍然用英制计量单位，少数地区（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沿用法制计量单位。 

 
1.2  一般商品容器 

包装容器应在满足属其自身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材料用量和有害物质的含量。避免

因过度包装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包装容器的要求见下述： 
 
a）  首次开启即可留下明显迹象，由此表明该商品从未被打开过（一次性包装本身就有此功能）； 
b） 用常规的方法即可方便地开启和倒空（不包括特定的防止儿童打开的包装）； 
c） 尺寸或质量是通过评估的 小且适当用量，避免过度包装，正确引导消费； 
d） 必要的特殊材料识别标识，让消费者知情。 
 

1.3  其他注意事项 
按规则，出口商品包装和标签应采用进口国的官方语言或公认的通用语言。包装装潢的图形、

色彩或标识的设计应考虑进口国消费者的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至少应了解其禁忌（taboo）。 
 
2  食品包装 
 

食品包装在符合一般商品包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特定要求。 
 
食品标签从理论上分为销售标签和成分标签，但是在形式上不强制性的要求分别标示。销售标

签在一般商品标签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的食品或特殊类型的包装增加必要的信息。成分标签标

示主要原料、配料和添加剂。在某些情况下，还应标示能量值和营养素，因此称其为食品营养标签。 
     
食品包装容器不仅应符合本章的要求，还应符合“保障生命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详见本指南第二章和第三章。 
 

2.1  食品销售标签 
食品销售标签应符合上述一般商品标签的基本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应标示原产地、灌装日期

和保质期。当食品采用了非传统的、特殊技术，应给出必要的说明。 
 

食品的品质与产地有直接关系，除纯净水和碳酸饮料等少数产品外，一般食品均应标示“原产

地”。如果产品有标准或等级，应标示符合程度或水平。灌装日期一般在灌装过程中即时打印。除

蒸馏酒、白醋、盐等少量产品外，应标示一定条件下的保质期。 
 

保持食品的品质、延长仓储和货架寿命是食品加工业追求的目标，预先规定的保质期可能因为

顾及环境条件不同而比较保守，造成浪费。为此，常采用非传统技术，即非常规的、新开发的或一

般消费者不了解的技术。食品法规对于通过初步风险评估的新技术，有条件的允许，通常要求通过

标签告知消费者。比较典型的是“提示性（敏感）包装”和“辐照食品包装”。 
 

活性或敏感包装是一种独特设计，当内装食品变质时，包装材料与变质产生的醛或胺一类的物

质发生反应，其颜色或透明度产生显著变化，由此提示消费者“保质期已过”。但是，如果包装设

计成吸收或中和醛或胺一类的物质，就掩盖了食品的变质，成为欺诈性包装，是禁止的。 
 

采用电离辐射线（γ 射线、χ 射线等）辐照预包装食品，杀灭食品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和常见

害虫，抑制根或块茎萌芽，称为“辐照食品包装”。辐照灭菌技术常用于新鲜水果、新鲜或冷冻的肉

类和家禽、鱼和贝类、干燥香料、草药、植物调味品等不宜采用高温或巴式杀菌的食品。 
 

此外，采用了诸如转基因一类生物技术的食品也应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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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食品成分标签 

食品成分标签应视具体情况、标示原料、配料和添加剂。添加剂应是国家法规允许的。能量值

和营养素的标示通常是自愿性的，但是当产品在公共场合（展览会或广告）公布了营养成分，就必

须采用营养标签。能量值按法规给出的营养素能量转换因子折合计算。 
 

营养素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以下给出欧共体 2008
年颁布的修正营养标签指令 2008/100/EC 中推荐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每日允许量(RDAs)。生产食

品企业可以根据推荐的每日允许量确定每一份预包装食品的适当且合理的定量。 
 

表 1： 推荐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每日允许量(RDAs) 
name RDAs name RDAs 

维生素 A     Vitamin A (μg)  800  氯化物   Chloride (mg)  800  

维生素 D     Vitamin D (μg)  5  钙       Calcium (mg)  800  
维生素 E     Vitamin E (mg)  12  磷       Phosphorus (mg)  700  
维生素 K     Vitamin K (μg)  75  镁       Magnesium (mg)  375  
维生素 C     Vitamin C (mg)  80  铁       Iron (mg)  14  
维生素 B1    Thiamin (mg)  1.1  锌       Zinc (mg)  10  
维生素 B2    Riboflavin (mg)  1.4  铜       Copper (mg)  1  
尼克酸       Niacin (mg)  16  锰       Manganese (mg)  2  
维生素 B6    Vitamin B6 (mg)  1.4  氟化物   Fluoride (mg)  3.5  
叶酸         Folic acid (μg)  200  硒       Selenium (μg)  55  
维生素 B12    Vitamin B12 (μg)  2.5  铬       Chromium (μg)  40  
维生素 H     Biotin (μg)  50  钼       Molybdenum (μg)  50  
泛酸         Pantothenic acid (mg) 6  碘       Iodine (μg)  150  
  钾       Potassium (mg) 2 000 

 
 
 
3  结语和建议 
 

欧盟和美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长期积累和不断完善的成

果。欧盟成员国将其大约十万项技术法规和标准称为“共同市场的基石”。美国各洲司法独立，而

技术法规“美国联邦法典（共 50 卷）”是全美境内统一的法定技术规范。 
 

我国的出口企业应了解进口国的法律和法规。各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法不同，例如，欧盟和美国

法律定义的食品在“人及其饲养宠物食用”范围内，而我国仅为人食用。按欧盟和美国法律规定，

在境内销售食品应通过一个具有本国国籍的人代理。对出口企业而言，选择一个好的代理人十分重

要， 好是懂法律的技术专家。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进口国情况，尽可能降低经营风险。 
 
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经济历史悠久，几乎可以生产世界上所有品种的农副产品，出口食品的潜

力很大。提高食品加工技术，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加入 WTO 的意义不仅

在于进出口贸易，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由此建立与国际市场无差别的国内市场，即 “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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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食品包装与保障生命安全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欧盟和美国为食品包装的安全性采用的两项关键技术，即风险评估与合格评定。 
导言 

风险评估是根据毒理学原理和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领域的 新研究成果，对食品的添加剂、

接触物质和污染物进行的安全性检测和评价。合格评定是为保障产品安全设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

技术措施的总称。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主要是根据风险评估获得的允许目录检测其迁移量，从而判

定是否允许投放市场。 
 

就所有可用于食品包装的材料而论，无机物耐高温、化学性能稳定，如玻璃、金属和陶瓷已经

不是主要监控目标。塑料制品大量用于食品包装始于上世纪中叶.，因其质轻、价廉、方便以及良好

的防护性能受到市场的欢迎，促进了食品市场的繁荣。但是，因为其本质特征显现比较突出的安全

性问题。在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中， 受关注的是塑料、再生纤维素薄膜和环氧树脂等有机物。 
 
1  食品包装的风险评估 

 
早期的、普遍意义的风险评估主要针对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因为食品接触物质的成分可能迁

移进入食品，所以欧盟技术法规称其为“可迁移物质”，美国技术法规将其定义为“间接食品添加剂”。

风险评估的 终结论形成了以国家技术法规形式颁布的两种“允许目录”。其一是“食品添加剂允许

目录”，其二是可称作 “间接添加剂”或“迁移物质”的允许目录。  
 
对食品接触物质进行的安全性试验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中叶。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率先投入大量

人力和物力，对食品接触物质的潜在毒性、致癌性等一系列风险进行了长期的毒理学研究和医学观

察。本章简要介绍国际组织、欧盟和美国的风险评估与合格评定。 
 
1.1  国际组织的风险评估 

 
国际上早期的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在 1956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共同成立了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JECFA 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以个

人身份参加工作，其意见和观点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JECFA 确立了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提出

了试验条件、方法和程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JECFA 向后来成立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

FAO 以及 WHO 提供了独立公正的科学建议。CAC 下属的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FAC）
一直与 JECFA 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CCFAC 是各国政府认可的国际标准化机构，负责制定和批准

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限量标准，其依据是由 JECFA 提供的。至今，JECFA 评估了 800 余种食品添加

剂和污染物。 
 
塑性材料和制品用于食品包装起源于欧美，而且至今也未在全球普及，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现

有的标准很少涉及活性迁移物质或间接添加剂的风险评估。但是对于某些无机物的危害早有定论。 
 

因为任何材料和制品均不可避免的存在杂质或不期望的物质，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所以

限量标准给出允许值或限制量。实际上需要评价的无机物远少于有机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

际组织就给出结论。食品中的有些重金属即是本身存在的杂质又是迁移物质，大多数包装材料或多

或少的存在重金属杂质。接触食品的陶瓷制品中铅和镉就可能迁移进入食品，根据毒理学评价的结

论，铅的成人每周暂时可接受量为每 kg 体重 25 微克，镉为每 kg 体重 7 微克。 
 
1.2  欧盟法定的风险评估 
 

2004 年，欧洲议会颁布《关于接触食品的材料及其制品的第 1935/2004 号法规》同时废止内容

相同的指令 80/590/EEC 和 89/109/EEC。用法规代替指令意味着规格的提高。该法规明确了 EFSA 是

负责欧盟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该法规阐述的技术观点与美国技术法规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欧盟

不开放风险评估而且强调 终的允许目录应由 EFSA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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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严格管理风险评估和允许目录，他们考虑到了风险评估的实际难度。在其《第 1935/2004 号

法规》引言中有以下陈述: 
 
“成员国之间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在用于制造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物质的核准方面存在

差异，可能妨碍这些材料和制品的自由交易，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因此，核准程序应建立在

共同体层面上。为了确保这些物质安全评估的一致性，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应实施这样的评估。” 
 

“物质的安全评估应附加一个风险评估，判定该物质是否列入共同体核准的物质目录。” 
 
1.3  美国（FDA）推荐的风险评估 
 

FDA 是负责美国食品安全的法定管理机构。FDA 认为可以迁移到食品的活性物质是造成不安全

的重要因素，且将其定义为间接食品添加剂。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技术法规定义的间接食品添加剂

还包括食品加工设备上接触食品的管道、容器等零部件的清洁剂。 
 
美国技术法规将迁移进入食品的物质定义为间接食品添加剂是明智的。因为，间接食品添加剂

是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的中间之物。食品添加剂是有目的、有条件且有意义的添加。间接食品添加

剂是非故意并且无意义的进入。二者的共性是可以人为控制，一旦发现有问题就可以禁止使用。污

染物是源于自然界或生产过程的有害物。多数污染物如同任何原料中的杂质只能限量，不可能完全

消除。间接食品添加剂与它的共性在于对食品有害，致少是无意义。如此定义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运

用已经成熟的风险评估基本理论和方法，由此制订一系列适用于合格评定的技术法规和标准。 
 
1997 年，FDA 提出了“GRAS 备案制度”。此后一种新物质的 GRAS 审查不在 FDA 进行，而是

由申请者根据现有的科学文献和自己的试验研究，进行风险评估。如果评估者认为符合 GRAS 要求，

就向 FDA 通报。FDA 只对申请材料是否可靠进行评估。如无异议，就认可申请者的结论；如果认为

证据不充分就退回。在这一制度下，一个新物质从申请到 FDA 批准的时间大大缩短，从 长可能 5～
6 年减少到平均不到 6 个月。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食品接触物质风险评估是向全球开放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迄今为止，

只有少数国家的试验研究能够通过 FDA 的核准。因为，首先是风险评估涉及毒理学、医学、生物化

学等诸多相关领域及其 新成果，其次是试验条件、方法、程序要求严格。此外，对专业人员的要

求很高。2002 年 FDA 颁布的《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编制 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通过介绍通报的编制，

详细阐述了 FDA 关于风险评估的观点。 
 

该指引阐述了风险评估的过程、试验方案、安全性资料编辑、安全性陈述、全面毒理学剖析等

一系列证明食品接触物质安全性依据的要点。食品接触物质通报一经 FDA 核准，就成为法定允许使

用的物质。详细内容见本指南附件。 
 

2  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是为保障产品安全设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技术措施的总称。一般情况，由国家认可

的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技术法规和标准，按规定程序对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价，简称“强制性认证”或

“第三方认证”。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制品的合格评定属于强制性范畴。应符合进口国法规的规定。 
 

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是检测机构依据国家法规规定的基本规则和允许目录，对迁移物质进行检

测从而判定是否可以投放市场。从理论上讲，任何食品以外的物质均不应迁移进入食品。实际上，

迁移现象通常不可避免。检测就是通过试验揭示迁移物质及其剂量，实现普遍期望的食品安全。检

测是所有试验步骤的总称。 
 
2.1  欧盟关于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 
 

《关于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第1935/2004号法规》规定了保障食品安全的总体目标、措施和

基本规则。在正常或可预见使用条件下，不允许材料和制品的成分向食品迁移量造成以下任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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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人类健康； 

——导致食品成分不可接受的改变； 

——引发感官特征劣化。 
 

为进一步落实《第 1935/2004 号法规》，欧共体委员会于 2011-01-14 颁布了《关于预期接触食品

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 10/2011 号法规》。该法规覆盖了《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成分

迁移测试基本规则的指令 82/711/EEC》及其修正案的大部分技术内容，替代了《关于预期接触食品

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指令 2002/72/EC》及其修正案。该法规提出了允许使用的所有物质的“合并目

录”和迁移测试的全部试验条件。 
 
比较《指令 2002/72/EC》及其修正案仅适用于一层薄膜，《10/2011 号法规》扩展了适用范围，

即下述类型的材料和制品： 
 

(1)  完全由塑料构成的材料和制品及其组成部分； 
(2)  用粘合剂或其他方法复合的多层塑性材料或制品； 
(3)  经过印刷和（或）涂层的上述(a)或 1(b)所指的材料和制品； 
(4)  由两种或更多不同类型材料构成的瓶盖和封闭器中的塑料层或塑性涂层密封垫； 
(5)  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 
 
比较《指令 82/711/EEC》及其修正案，《10/2011 号法规》修改了试验条件，如试验模拟物及其

对应物质；试验时间和温度及其组合。特别应当注意《10/2011 号法规》增加了干燥食品的试验条件。 
对于在《10/2011号法规》颁布之前已经符合了《指令2002/72/EC》投放市场的产品，可以自《10/2011
号法规》生效之日起延用五年。详见内容本指南附件。 
 
2.2 美国关于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 
 

美国联邦法规 CFR（共 50 卷）是全美境内统一的技术法规。按 CFR 第 21 卷第 174 条的规定，

在良好生产规范条件下，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按下述任何一项规定条件： 
 
(1)  物质在食品中或食品上是公认为安全的。 
(2)  物质预期用于食品包装是公认为安全的。 
(3)  使用的物质是经过审核或验证的。 
(4)  物质是 174、175、176、177、178 和 179.45 条款规定允许使用的。 
(5)  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是依据法规 409(h)款递交了有效的食品接触物质(FCN)通告后核准的。 
 
CFR定义的间接食品添加剂，包括：粘合剂、涂层、纸、卡纸、聚合物等制品的成分以及辅料、

生产助剂和清洗剂。美国重视食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设备、环境和管理的水平并且门槛很高。按CFR
第21卷第174.5款的规定，食品添加物质可以安全使用应以良好生产规范为基本条件，即按以下规定： 
 

(1)  在食品接触制品中，可能进入食品的任何添加物质不应超量，使用的物质不应超过达到预

期物理或技术效果的需要；不应超过规定限制；不应试图使食品本身产生物理或技术效果。 
  

(2)  用于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的任何物质的纯度应适合其预期用途。 
 

上述详细内容见本指南附件。 
 
3  结语和建议 
 

有机物的复杂多样性使其毒物学评价极其耗费时间和经费，许多物质或成分至今尚无定论。伴

随新产品的开发和医学的发展，物质的有害性被陆续发现，技术法规因此经常修订。在欧共体法规

上就出现了“临时物质目录”等内容和“尚未发现检测方法”等阐述。因此，对于任何受怀疑的物

质不可轻易做出 终结论。适当的描述应采用“普遍公认的”；“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尚不明确”

等免责、保守、留有余地的规范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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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允许目录中的有些物质只有限量，尚未开发出检测方法。欧盟法规不规定试验方法

和应用设备，并且鼓励成员国积极开发新技术和设备。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不断修订法规的原因和

动力。 
 
出口企业应注意进口国法规与国际标准的差异。例如，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对食品包装材

料中残留氯乙烯单体限制值规定在 1mg/kg 以下。欧盟指令 78/142/EEC 规定在 0.701mg/kg 以下。涉

及此类问题，适当的方法是在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当某项要求只有国际标准的规定

而国家技术法规未涉及时，就可以依据国际标准。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促进公平国际贸易的宗旨。世界

贸易组织（WTO）在其（SPS 协议）条文中特别强调国际标准在解决贸易争端中的协调作用。对于

食品而论，WTO 特指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标准是保证 SPS 协议实施的科学依据。CAC 标

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品的添加剂、污染物、农药和兽药残留物限量标准，另一类适用于不

同食品加工企业的良好生产规范（GMP）。这两类标准直接影响食品安全。 
 

GMP 是欧美国家非常重视的标准，因为其技术内容符合他们一贯倡导的“从源头治理”和“向

源头追溯”的指导方针。因此，欧美国家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执行 GMP 标准。实践证明 GMP 确实起

到了预期的作用。因此，建议我国的出口企业贯彻执行进口国或的 CAC 的良好生产规范（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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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食品包装与保护生态环境 

 
【内容简介】 
 

本章简要介绍与食品包装有关的环境问题，包括限制有害物、重复使用和资源化处理。 
 
导言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工业化进程，食品包装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产业。按

世界包装组织（WPO）2006年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用于食品和饮料包装的产值接近包装总产值的 70%。

随着大量包装材料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一个早期的关于重金属的研究报告是上世纪末欧盟颁布关于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法规 94/62/EC 的

科学依据。基于“从源头治理”和“向源头追溯”的指导方针，94/62/EC 提出了限制使用重金属和

其他危险性物质和逐步提高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率的目标。 
 

1  限制有害物  
 

(1) 限制重金属 
 
长期的医学观察和科学研究发现重金属严重危及人类健康。因此，人们追溯到食品和饮用水，

而后是土壤和水源。通过排查得知，重金属可能随焚烧废弃物产生的烟尘和飞灰排放到空气中，然

后落入农田和江河湖泽。此外，直接填埋包装废弃物，重金属和其他危险性物质可能随渗滤液进入

地下水源。因此，指令第十一条规定包装中的有害重金属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总含量 大允许极

限为 100 mg/kg。美国的规定与欧盟相同。 
 

(2) 控制化学品  
 
为了使生产操作的全过程在“可预见”和“有预案”的情况下进行，应控制使用危险性化学品。

应用“安全资料表（SDS）”是全球公认的有效措施。安全资料表是生产危险性物质或制剂的责任人

依据有关法规和标准制定的技术文件。其信息主要是为专业用户使用，使用户能够获得关系人身健

康和安全以及工作现场环境等一系列必要信息。与美国法规提出的不超量使用添加剂的观点一致，

欧盟提出的控制化学品有效措施是“微量化”。 
 
2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是减少包装废弃物总量的 有效措施。不同于我国对于一次性包装的过渡依赖，传统

的欧洲人对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情有独钟。从运输包装的塑料托盘、周转箱到食品和饮料的玻璃容器，

在欧盟广泛使用。玻璃容器用于食品是 安全的，不必进行迁移测试。美国的实际情况与欧盟相同。 
 

3  资源化处理 
 
全球每年生产纸浆约3亿吨，其中约1亿吨是用回收的废纸生产的，欧洲称其为“城市森林”。

欧盟2006年用废弃物燃料发电，创200亿欧元产值。可见，包装材料的大量消耗和废弃物资源化是人

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了实现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法规提出的总体目标，逐步提高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欧洲标

准化委员会（CEN）颁布了预先减少用量、重复使用、材料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利用、生物降解和

堆肥等一系列协调标准，在技术上支持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法规的实施。这些标准已经或正在被包括

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采用。2009年ISO成立了 TC122 SC4 （包装与环境分技术委员会），以CEN标

准为资源，制定了一系列包装与环境标准。以下图1是今年5月在首尔会议上， 终通过的包装与环

境系列国际标准的关系框架图。表1给出了相应的欧盟协调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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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关系框架  
 

表1： 国际标准、欧盟协调标准和中国国家标准对照  
国际 ISO 18601 ISO 18602 ISO 18603 ISO 18604 ISO 18605 ISO 18606 

欧盟 EN 13427 EN 13428 EN 13429 EN 13430 EN 13431 EN 13432 

中国 GB/T16716.2 GB/T16716.3 GB/T16716.4 GB/T16716.5 GB/T16716.6 GB/T16716.7
 

上述表 6 中的我国国家标准《包装和包装废弃物》共分 7 部分： 
 

GB/T 16716.1—2008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1 部分：处理与利用通则（参照 94/62/EC） 
GB/T 16716.2—2010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2 部分：评估方法和程序 （等同采用EN 13427） 
GB/T 16716.3—2010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3 部分：预先减少用量 （等同采用EN 13428） 
GB/T 16716.4—2010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4 部分：重复使用 （等同采用EN 13429） 
GB/T 16716.5—2010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5 部分：材料循环再生（等同采用EN 13430） 
GB/T 16716.6—2012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6 部分：能量回收利用 （等同采用EN 13431） 
GB/T 16716.7—2012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 7 部分：堆肥和生物降解（等同采用EN 13432） 
 

ISO 18601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ISO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SO 18603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 Reuse 

ISO 18604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Material recycling 

ISO 18602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 Optimization of the packaging 
system

Decision 

Annex C 
Assessment and minimization of 

substances or mixtures hazardous
to the environment

ISO 18605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Energy recovery 

ISO 18606 
Pack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Organic recycling 

R
ec

ov
er

y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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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和建议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可利用资源十分匮乏。在所有经济运作期间，尤其在包装链上，应考虑

资源和环境问题。就包装材料而论，应尽可能利用可持续获得的生物质原料代替无机物。例如，一

般运输包装材料可用锯末、稻秆、麦秸等粉碎过筛后的粉末代替塑料制品中的碳酸钙填料，不但可

以提高包装材料的性能，还使其净热值增加。利用生物质原料代替无机物是目前发达国家研发新包

装材料和辅助包装材料的主要方向。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有必要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欧盟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根据

国情，逐步接受实践已经证明的科学结论，从而逐步地建立起能够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并且与发达国

家水平相当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化体系。食品包装关系国计民生、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给

予高度重视。  
 
在许多发达国家，对不直接接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的包装，鼓励企业在内部进行符合法规或

标准的评价，做出符合性判定，因此称“符合性声明（Compliance Statement）”或“生产方合格声

明”。比较强制性认证，符合要求的自身评价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还体现了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信誉。 上述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适用于企业进行自身评价并且做出符合性判定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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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935/2004号关于接触食品的材料及其制品的法规 
同时废止指令80/590/EEC和89/109/EEC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04 年 10 月 27 日 

 
依据已经确立的欧洲共同体条约，特别是其中的第95条； 
考虑到委员会的提议； 
考虑到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建议； 
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51条中确立的程序。 
 
鉴于： 
 
(1) 1988年12月21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法规89/109/EEC指令确

立了统一的规则，为了消除各成员国之间关联这些材料和制品的法规差异，规定了关于材料和制品

的特殊聚合物指令（特别指令 specific directives）的制定程序。这个方针是成功的并且应该坚持。 
 
(2) 指令89/109/EEC及其所属的特别指令的统一规定几乎未给成员国的转换留有行使验证的余地，

此外，还受到为适应快速的科技进步而必须频繁修正的制约。因此以法规或决议的形式出台应为可

行的策略，与此同时还适当的赋予了题目的编码。指令89/109/EEC由此不断修订。 
 
(3) 本法规确立了任何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或制品必须充分稳定的原则，排除了来自迁移的

进入食品中的量大到足以危及人类健康，或引发食品成分的不可接受的改变或感官特征恶化的物质。 
 
(4) 新型材料和制品期望有效的保持或改善食品（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状态，不同于传统

的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是否稳定在于人为的设计。其他类型新材料和制品预期目的在于监视食品

（敏感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的状态。两种类型的材料和制品或许都会深入接触食品，因此有必

要获得公认的结论和法律的确认。本法规涵盖了活性和敏感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及其应用的主要要

求。进一步的要求将在特别措施中规定，对于包含在确认的目录中已经核准的物质和（或）材料和

制品，应尽可能首先采用。 
 
(5)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设计在于综合性的预见“活性”成分定向扩散进入食品或吸收来自

食品的物质。它们应不同于传统的材料和制品在其生产过程中惯用其天然成分扩散进入食品的特殊

类型，例如用木制的桶装（酒）。 
 
(6)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可能改变食品成分或感官的感觉，唯一条件是该变化符合共同体适用

于食品的规定，例如指令89/107/EEC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特别指出，食品添加剂一类的物质预期

合成用于确定的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就扩散到已经包装的食品或某一食品的周围环境而论，

应符合相关的共同体适用于食品的所有规定，并且还应以另外的规章为条件符合已经制定的具体措

施。此外，适当的标签或信息应在安全和正确使用活性材料和制品方面支持用户，使其符合食品法，

包括食品标签的规定。 
 
(7) 活性和敏感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不应改变食品的成分、感官或在品质的感觉方面存在误导消

费者的可能。例如，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不应扩散或吸收如同醛或胺一类的物质，因此掩盖食

品初始的变质。此等变化可能干扰食品变质特征而误导消费者，所以是不允许的。同理，活性食品

接触材料和制品因其产品的颜色改变了食品，此等导致与食品的状态相关的错误信息可能误导消费

者，所以也是不允许的。 
 
(8) 任何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或制品在市场上销售应符合本法规的要求。然而，当材料或制品的供

应是古老的习惯时应排除在外，因为如此利用的数量有限所以接触到的食品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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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法规的范围应不包括局部遮盖或覆盖食品的成型的并且可能一并消耗的材料。反之，本法规

应适用于裸露的奶酪、精制的肉产品或水果的遮盖或覆盖材料，尽管这些材料不构成食品的某部分

并且不是确定的与该食品共同消耗。 
 
(10) 本法规涵盖了有必要规定的多种形式的限制和材料的使用要求以及物质在生产中的应用。在特

别措施中，依据特定的各种材料和制品的聚合物技术特征，确立了适当限制和技术条件。 
  
(11) 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2年1月28日178/200号法规规定的一般规则和食品法的要求，已经建

立了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和食品安全议案的法定程序，在制定有

效力的影响公众健康的特别措施之前应征求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的意见。 
 
(12) 当特别措施包含一个已经核准在共同体内用于制造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物质目录，则该物质

应在核准前经过安全评估。该物质的安全评估与核准不应违背相关的共同体法定的关于化学制品的

注册、评估、核准和限制的要求。 
 
(13) 成员国之间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在用于制造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物质的核准方面存在差

异，可能妨碍这些材料和制品的自由交易，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因此，核准程序应建立在共

同体层面上。为了确保这些物质安全评估的一致性，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应实施这样的评估。 
 
(14) 物质的安全评估应附加一个风险评估，判定该物质是否列入共同体核准的物质目录。 
 
(15) 本法规为了特殊行为的管理实践可行或管理局作用疏漏的可能进行了适当的规定，在实践中应

不干扰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以其独立的科学观点完成风险评估证明书的任务。 
 
(16) 标签支持使用者正确使用材料和制品，该标签表达的运用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而改变。 
 
(17) 委员会指令80/590/EEC中提出了一个附加在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上的标识。为了方便起见本法

规在附录Ⅱ中复制了该标识。 
 
(18) 应确保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在常规次序中全过程的跟踪，以便于控制或召回缺陷产品，

听取消费者意见并且分析责任原因。商人应至少能够鉴别交易的材料和制品的供货来源及其去向。 
 
(19) 在材料和制品与本法规符合一致的管制方面，应适当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委员会已经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4年4月29日颁布的(EC)第882/2004号法规的授权，

确保在官方管制执行的饲料和食品法、动物健康和福利法的符合性声明方面，就食品以及接触食品

的材料和制品的安全问题支援发展中国家。在上述的法规中确立的特殊规定同样适用于食品接触材

料和制品。 
 
(20)  在材料和制品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有必要为预防措施的制定确立规程。 
 
(21)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1年5月30日颁布的(EC)第1049/2001号法规考虑了公众能利用到归口于欧

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管辖的欧洲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文献。 
 
(22) 应收集创新者的信息和数据，支持在本法规实施期间对其投入给予相应的保护。为了避免多余

的重复研究，特别是动物试验研究，应允许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从而实现数据共享。 
 
(23) 共同体和成员国经过认可的实验室应提供高质量和统一（格式）的分析结论，本项目标应在

(EC)882/2004号法规框架内实现。 
 
(24) 材料和制品的循环再生利用因为环境原因在欧洲共同体内备受关注，然而，已经确立的严格要

求是以确保食品安全和保护消费者为条件的。由此确立的要求同样基于附件I中提及的构成材料和制

品的不同聚合物的技术特征。优先考虑符合有关塑性材料和制品的循环再生的法规，而如此的应用

逐渐增加显现出成员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则缺乏或存在分歧。因此，应尽快制定面向公众的关于塑性

材料和制品的循环再生的特别措施法案，由此阐明共同体的法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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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述措施必须适合于本法规和修正的附件I和附件II的实施，为此，应采纳由1999年6月28日颁

布的第1999/468/EC号理事会决议中规定的授予委员会行使权力的程序。 
 
(26) 成员国应制定适用于制裁违反本法规规定的规章并且确保其执行。制裁必须是有效的、适当的

和防范性的。 
 
(27) 有必要为商人留有充分的时间以适应本法规规定的要求。 
 
(28) 因为成员国法律和规则之间的差异，即使不能充分达到本法规的目标，也 好达到共同体的水

平，共同体可以依据条约第5条辅助原则的规定采取措施。依据该条款规定的适用性原则，本法规的

规定不超出为达到目标所需的必要要求。 
 
(29) 指令80/590/EEC和89/109/EEC应因此废止。 
 
本法规正式规定： 
 
第1条 目标和适用范围 
 
1  本法规旨在确保已经在成员国内注册的关联预期直接或接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在共同体

市场上的交易有效运行，同时为可靠的、高水平的保护人类健康和消费者利益提供依据。 
 
2  本法规适用于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包括活性和敏感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具体陈述如下： 
 
(a) 预期用于接触食品； 
(b) 已经接触食品和预期以此为目的； 
(c) 在正常或可预见使用条件下，合理的预见可能接触食品或其成分迁移进入食品。 
 
3  本法规不适用于： 
 
(a) 材料和制品的供应是古老的习惯； 
(b) 覆盖或遮盖材料，如覆盖裸露的奶酪、精制肉产品或水果且构成该食品的局部与其一并消耗； 
(c) 固定的公共或私人供水装置。 
 
第2条 术语 
 
1  为了本法规的目标， 178/2002号法规界定的术语仍然适用，除下述“跟踪”和“预期销售”术语： 
 
(a) 跟踪 traceability 

跟随并且描述某种材料或制品在加工、处理和流通期间的全过程的能力。 
(b) 预期销售 placing on the market 

以销售为目的持有材料或制品，包括为销售或其他形式的周转供货，不论是否付费、出售和任

何形式的内部周转。 
 
2  以下术语适用于本法规： 
(a)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以下同样称活性材料和制品） 

意指那些期望延长食品的货架寿命，或维持、改善已经包装的食品状态的材料和制品。其设计

在于综合性的预见扩散或吸收的物质进入或来自被包装的食品或该环境内的食品。 
(b) 敏感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以下同样称敏感材料和制品） 

意指那些显示已经包装的食品或该环境内的食品状态的材料和制品。 
(c) 商业 business 

意指任何企业，无论是否盈利、是公共或私有的，除运输以外，任何关联材料和制品的加工、

处理和流通的所有运作。 
(d) 商人 business operator  

意指有责任确保在其管理下的商业符合本法规要求的自然人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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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通用要求 
 
1  材料和制品，包括活性和敏感材料和制品，应在良好生产规范中制造，因此在正常或可预见的使

用条件下，不允许其成分向食品迁移量造成以下任一可能： 
 
(a) 危及人类健康； 
(b) 导致食物成分不可接受的改变； 
(c) 导致感官特性恶化。 
 
2  材料和制品的标签、广告或宣传不应误导消费者。 
 
第4条 适用于活性和敏感材料和制品的特殊要求 
 
1  在本法规第3条第1款第b和c段的执行中，活性材料和制品可能导致食品成分和感官特性的变化，

条件是该变化符合共同体适用于食品的规定，例如指令89/107/EEC规定的关于食品添加剂和相关的补

充措施。当不存在适用的共同体规定时，则应采用国家的适用于食品的规定。 
 
2  在采纳一项关于活性和敏感材料和制品的特殊措施中的附加规则期间，当物质扩散到食品或环境

内的食品之前是有目的的加入聚合材料和制品的成分，则该物质应通过核准，其应用应符合共同体

适用于食品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本法规的规定及其执行措施。这些成分的物质由指令2000/13/EC
的第6条第4款第(a)段涵盖。 
 
3  活性材料和制品不应导致食品的成分或感官特征的改变，例如掩盖食品的变质，由此可能误导消

费者。 
 
4.  敏感材料和制品不应出现误导消费者的关于食品状态的信息。 
 
5  采用了活性和敏感的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应充分的以标签表达，便于消费者识别不可食用部分。 
 
6  活性和敏感材料和制品应有充分的标签表达，以指名该材料和制品是活性的和（或）敏感的。 
 
第5条 适用于材料和制品的聚合物的特别措施 
 
1  就附件I中列出的材料和制品的聚合物而论，必要时，当采用该聚合物或其再生物的化合物制造材

料和制品时，或许要采纳或修订特别措施，使其符合本法规第3条第2款的规定。该特别措施可包括： 
(a) 已经核准的适合于生产材料和制品应用的物质目录； 
(b) 合成于活性或敏感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中已经核准的物质目录，或活性或敏感材料和制品目录，

必要时，该物质和（或）材料和制品的应用期望达到的任何一项合成特性的技术要求； 
(c) 本条款第(a)段涉及的物质纯度指标； 
(d) 应用本条款第(a)段涉及的物质和（或）特定材料与制品的其中任何一项特定的要求； 
(e) 向食品迁移的确定成分或聚合物成分的特定极限，分离出形成该迁移成分总量中其他可能来源

的物质； 
(f) 一个向食品迁移成分的总体极限； 
(g) 违背保护人类健康的规定目标，导致由于口唇接触有风险的材料和制品； 
(h) 另外的规则应确保符合本法规第3条和第4条； 
(i) 检查本条款自第(a)段至第(h)段基本规则的符合性； 
(j) 检验本条款自第(a)段至第(h)段的样品抽取和分析方法的符合性； 
(k) 为了确保材料和制品可追溯，包括规定检测报告的保存期或允许期限的特殊规定，如果必要可

适当降低本法规第17条的要求； 
(l) 适合于活性和敏感材料与制品标签的附加规定； 
(m) 要求委员会确认和管辖公开的、经由共同体注册的核准物质、生产过程、材料或制品的规定； 
(n) 制定特殊程序的规则使其适应某些需要，该程序涉及本法规第8条至第12条，或生产适用材料和

制品的特定类型的核准和（或）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此外，在必要时，通过针对申请者提交的

某个物质、生产过程、材料或制品的单一评估，给出个别核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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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据本法规第23条第2款规定程序，现行的关于材料和制品的特别指令应给予修正。 
 
第6条 国家特别措施 

 
在本法规第5条涉及的特别措施不存在时，本法规应不妨碍成员国维持或制定符合条约规则的国

家法规。 
 
第7条 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的作用  

 
有效力的影响公众健康的规定应在咨询了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之后制定。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

以下简称“管理局（the Authority）” 
 
第8条 物质核准一般要求 
 
1  当本法规第5条第1款的第二段中第(a)和(b)段陈述的物质目录已经核准，任何寻求核准一个不包含

于该目录中的物质均应按本法规第9条第1段的规定，递交一份申请。 
 
2  除非具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该物质的应用是以特别措施规定的要求为条件的， 终的材料和制品

应符合本法规第3条规定并且符合第4条的应用，否则该物质不应通过核准。 
 
第9条 新核准物质应用 
 
1  寻求获得本法规第8条第1款中陈述的核准，应执行以下程序： 
(a) 成员国应向经过认可的管理当局提交一份附有以下内容的申请： 

(i)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 
(ii) 一份管理局颁布的物质安全评估指南中指定的全部资料的技术档案； 
(iii) 一份技术档案的摘要。 

(b) 对于本条款(a)中陈述的经过认可的申请，管理部门应： 
(i) 申请收讫的答复在收到后14天内应以书面形式回复申请人，答复书陈述该申请收到的时间； 
(ii) 毫不延迟的通报管理局；并且， 
(iii) 将申请人提供的申请和所有的补充资料提交管理局。 

(c) 管理局应立即通知其他成员国和申请国委员会并使他们获得申请人提供的申请和补充资料。 
 
2  管理部门应颁布关于准备符合性申请表的详细指南 。 
 
第10条 管理局的评估 
 
1  管理局应在6个月内对收到的一个有效申请给予评估。评估材料和制品在预期使用条件下的实际

应用是否符合本法规第3条规定的安全准则和第4条的使用要求。 
 
管理局可以延长上述期限， 多增加6个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局应向该申请人、委员会和成

员国提供关于延长的解释。 
 
2  必要时，管理局可以适当的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附加申请书的细节补充，当管理局需要补充

资料时，本条款第1段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可以延期，按该资料提供的时间计算。同样的，时间限制应

允许延期至申请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口头或书面说明的时候。 
 
3  在常规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评估，管理局应： 
 
(a) 核实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和文件符合本法规第9条第1款第(a)段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该申请应视为

有效，检验该物质是否符合了本法规第3条规定的安全准则和第4条的使用要求； 
 
(b) 如果申请无效，应通告申请人、委员会和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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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支持该物质通过评估核准的评估结论中，该评估应包括： 
 
(a) 该物质的名称及其说明；  
(b) 必要时，提出在任何条件或限制下适用于该评估物质和（或）材料或制品的使用建议； 
(c) 为了预期的监控目的，本判定采用了适当的分析方法。 
 
5  管理局应向委员会、成员国和申请人提交其评估。 
 
6  依据本法规第20条，管理局应在删除保密信息之后使其评估为公众所用。 
 
第11条 共同体核准 
 
1  共同体对一种或多种物质的核准应制定特别措施并且正式颁布。委员会应在适当时按本法规第5
条规定，起草一个特别措施草案，审核管理局评估过的该物质或多种物质并且指定或修改其应用的

技术条件。 
 
2  起草特别措施应接受管理局在该评估中的理由，考虑共同体法律的有关规定和与其他合理因素相

关联的问题。当特别措施草案与管理局的评估不一致时，委员会应毫不延迟的对差异原因作出解释。

在赞成了管理局评估之后，如果委员会无意准备起草特别措施，应通告申请人并且毫不延迟的向申

请人作出解释。 
 
3  委员会按特别措施核准，如同第1段中的陈述，应依据本法规第23条第2款的规定程序。 
 
4  在对某个符合本法规的物质核准之后，任何商人在使用已经核准的该物质或含有该物质的材料或

制品时还应符合附加于该物质的任何技术条件和限制。 
 
5  申请人或任何商人在应用已经核准的物质或包含该物质的材料或制品时，应立刻就任何新的科学

或技术信息通报委员会，那些已经评定核准的物质可能潜伏关联人类健康的安全隐患。必要时，管

理局应复审该评定。 
 
6  某个核准的审批不应侵害普通公民，任何商人在使用已经核准的物质或含有已经核准的物质的材

料或制品并且使其接触到食品期间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12条 修正、中止和废除的授权 
 
1  申请人或采用已经核准的物质或含有该物质的材料或制品的任何商人，可以按本法规第9条第1款
的规定程序，申请修改现有的核准。 
 
2  申请应附带以下内容： 
 
(a) 原申请的证明书； 
(b) 按本法规第9条第2款中提及的指南规定的全部新资料的技术档案； 
(c) 标准形式的新的全部技术档案的摘要。 
 
3  自身主动的或在成员国、委员会的要求下，管理局应评估该评估或核准是否仍然符合本法规，在

适当的场合，其程序应符合本法规第10条中的规定。必要时，管理局可以约见申请人。 
 
4  委员会应审核管理局的评估毫不延迟的准备起草特别措施。 
 
5  起草特别措施修正一项核准应详细说明使用条件的任何必要改变，包括在该核准中附加的限制。 
 
6  关于修正、中止和废除的 终特别措施应符合本法规第23条第2款的规定程序。 
 
第13条 成员国认可的管理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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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国应向委员会和管理局通报其名称和地址，不仅是该联系点，而且包括本法规第9条至

第12条中陈述的国家认可的管理当局或当局任命的有责任在其属地接受申请的联系点。委员会将公

布国家认可的管理当局的名称和地址并且通报符合本条款规定的其他联系点。 
 
第14条 行政复议 
 

对于管理局在本法规授权范围内制定的任何举措或执行不利可以由委员会自身或根据某个成员

国、任何人和直接有关各方的要求进行复议。 
为此，复议请求应在当事人关心的举措已经明确，或确实忽视了某个问题的那天起两个月之内

向委员会提交。 
委员会应在接受请求的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必要时，管理局应取消其举措或修正其执行不利的

举措。 
 
第15条 标签  
 
1  为了不妨碍本法规第5条中陈述的特别措施的执行，对于那些在本法规范围内不适用的材料和制

品，但是放置在市场上交易接触到食品时，应附加： 
 
(a) 文字“接触食品”（for food contact）或与其使用相关的特殊说明，例如咖啡机、酒瓶、汤匙，

或在附录II中复制的标志； 
(b) 必要时，应就安全和适当的使用方法陈述特殊说明； 
(c) 名称或商业名称（任选其一），地址或生产商注册地，或经由共同体市场确认对允许的交易负

有责任的加工或销售商； 
(d) 充分的标签表达或该材料或制品确切性状的描述，如同本法规第17条的陈述。 
(e) 就活性材料或制品而言，已经允许的应用或各种用法信息或另外相关的信息，例如该物质扩散

的活性成分的名称和数量，以便能够使食品商人在应用这些材料或制品时依据任何与其相对应的共

同体规定，当此规定不存在时，按可适用的国家规定，也包括关于食品标签的规定。 
 
2  本法规上述第1款第(a)段中陈述的信息无论如何不允许经由任何条款替代，因其特征是明显的必

然接触到食品。 
 
3  本法规上述第1款要求的信息应明显、清晰、易读并且不可涂抹。 
 
4  如果在本法规上述第1款第(a)、(b)和(e)段要求的信息中未对购买者出示易读懂的语言文字，则应

禁止该材料和制品的零售交易。 
 
5  成员国在自己的领地内经营任何的材料和制品可以在条约规定的框架内规定标签的细节，应明确

采用一种或多种共同体内通行的官方语言。 
 
6  本法规上述第4条和第5条不应妨碍标签细节以多种语言表达。 
 
7  在零售场合，本法规上述第1款要求的信息应表达在： 
 
(a) 材料和制品或其包装； 
(b) 以标签的形式粘贴于材料和制品或其包装； 
(c) 购买者清楚地看得见的材料和制品直接邻近的标识；对于本法规上述第1款第(c)段陈述的信息， 

无论如何应选择展示性的，除非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使该信息的标签在其制造和销售的任何过程

中均不能够粘贴于该材料和制品。 
 
8  不同于零售的场合，本法规上述第1款所要求的信息在经营期间应表达在： 
(a) 附加的档案； 
(b) 标签或包装； 
(c) 材料和制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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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法规上述第1款第(a)、(b)和(e)段中规定的信息涉及的材料和制品应受到限制，在任何一个方面

均应符合： 
 
(a) 本法规第3条中规定的准则和第4条的使用要求； 
(b) 本法规第5条中陈述的特别措施，当其不存在时，适用于该材料和制品的任何国家规定。 
 
第16条 符合性声明 
 
1  本法规第5条中陈述的特别措施要求所涵盖的材料和制品依据该措施附加一个书面声明，陈述其

符合了该规则的适用条款。适当的文件应有效的论证此项符合，该文件应满足经过认可的管理当局

的要求。 
 
2  在没有特别措施期间，本法规不应阻碍成员国保持或采用关于材料和制品的符合性声明的规定。 
 
第17条 跟踪 
 
1  应确保对于材料和制品在常规次序中全过程跟踪，以便于控制或召回存在缺陷的产品；听取消费

者的意见并且分析责任的原因。 
 
2  应对技术上的可行性给予重视，商人应具备完善的体统和程序使其能够鉴别交易的材料和制品的

来源和去向，在适当的场合，就本法规涵盖的物质或产品及其执行措施应用于他们的生产和销售。

这些信息应符合管理当局的要求。 
 
3  在共同体市场上交易的材料和制品应通过适当的体系认证，该体系能够通过标签的表达和有关文

件或信息进行跟踪。 
 
第18条 安全保障措施 
 
1  当成员国有新信息或对现有资料再评估的结果获得了详细的关于材料或制品的应用危及人类健

康的结论，即使该材料或制品符合相应的特别措施，在提出问题的成员国内可以临时中止或限制条

款的应用。该成员国应立即通报其他成员国和委员会并且提交中止或限制的理由。 
 
2  委员会应尽快展开调查，在取得了管理局的意见之后，在本法规第23条第1款陈述的范围内，根

据本法规上述第1款中陈述的成员国的举证和应提交的评估毫不延迟的制定适当的措施。 
 
3  当委员会认为，修改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按规则修正本法规上述第1款中陈述的问题有困难，

为确保人类健康，应依据本法规第23条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正。 
 
4  本法规上述第1款中陈述的成员国可以保留中止或限制直到采纳了本法规上述第3款陈述的修正

或委员会拒绝采纳该修正为止。 
 
第19条 公众咨询 
 
1  对于已经核准的应用文献，来自申请人附加信息和管理局的评估，在删除保密信息后，应依据第

178/2002号法规第38条、第39条和第41条的规定让公众容易获得。 
 
2  成员国应加载应用软件，便于公众访问符合第1049/2001号法规第5条规定的普遍公认的文献。 
 
第20条 保密 
 
1  申请人可以指明按本法规的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2款和第12条第2款的规定提交的资料哪些是属

于保密范围，泄露可能明显损害其竞争能力，由此应举例可证实的理由。 
2  以下资料不视为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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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人名称、地址和物质的化学名称； 
(b) 直接关联物质安全评估的资料； 
(c) 分析方法或一般方法。 
 
3  委员会在咨询申请人之后应决定哪些资料维持保密并把决定通告申请人和管理局。 
 
4  管理局应提交委员会和成员国所有属其管辖范围所要求的资料。 
 
5  委员会、管理局和成员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资料普遍公认的符合本法规的保密，除非情况特殊

需要按规则优先考虑保护人类健康而必须公开资料。 
 
6  如果申请人撤回或已经撤回一份申请，管理局、委员会和成员国应尊重申请人的商业和产业资料

的保密要求，包括研发资料，除非该资料以外还包括委员会和申请人就保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资料。 
 
第21条 现有数据的共享 
 

在提交的符合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2款和第12条第2款的申请中提供的资料可以应用，使另外

的申请人因此受益，当管理当局认为该申请中的物质和 早期提交的申请中所包含的物质是一样的，

包含纯度和杂质的种类，就此情况，其他申请人在征求 早期申请人同意后，该资料可以使用。 
 
第22条 附录I和附录II的修正 
 

修正附录I和附录II应符合本法规第23条第2款的规定程序。 
 
第23条 评审委员会程序 
 
1  评审委员会应依据第178/2002号法规第58条第1款规定参与食品类和动物健康标准化委员会工作。 
 
2  本条款的制定涉及应适用的决议1999/468/EC的第5条和第7条，依据其中的第8条。期限在决议

1999/468/EC中第5条第6款中定为3个月。 
 
3  评审委员会应采用此规定程序。 
 
第24条 监督和管理措施 
 
1  成员国应实施官方管制，有效的实施本法规并且与官方管制的食品和饲料的相关共同体法律的规

定协调一致。 
 
2  必要时，依据委员会的要求，管理局应支持发展中的技术，指导抽样和检测由此促进本法规上述

第1款的实施。 
 
3  确立在第882/2004号法规中的，适合于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共同体认证实验室和国家认证实验

室应在本法规上述第1款的实施方面援助成员国，由此贡献高质量并且一致的分析结论。 
 
第25条 制裁 
 

成员国应制定适用于制裁违反本法规规定的规章并且应采取全面的必要措施确保其执行，规定

的制裁必须是有效的、适当的和防范性的。成员国应就相关规定在2005年5月13日以前通报委员会并

且应毫不延迟的继续通报任何后来对其有影响的修正。 
 
第26条 废止 
 

指令80/590/EEC和89/109/EEC废止。 
废止指令与本法规一致的内容将保留，其相互关系在附录II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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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条 过渡期安排 
 

已经合法投放市场的材料和制品，在2004年12月31日以前可以交易，直到存货耗尽。 
 
第28条 颁布和生效 
 

本法规应在欧盟官方刊物发表20天后生效。 
 
本法规第17条应在2006年10月27日应用。 
 
本法规应全面的直接的应用于所有成员国。 
 
2004 年 10 月 27 日于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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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可能采纳特别措施的材料和制品的总目录 

 
1. active and intelligent materials and articles 
活性的和敏感的材料和制品 

2. adhesives 
粘合剂 

3. ceramics 
陶瓷质品 

4. cork 
软木制品 

5. rubbers 
橡胶制品 

6. glass 
玻璃 

7. ion-exchange resins 
离子交换树脂 

8. metals and alloys 
金属及合金 

9. paper and board 
纸和纸板 

10. plastics 
塑料 

11. printing inks 
印刷墨水 

12. regenerated cellulose 
再生纤维素 

13. silicones 
硅胶 

14. textiles 
纺织品 

15. varnishes and coatings 
涂料和涂层 

16. waxes 
蜡状物 

17. wood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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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接触食品的识别标志 
 
 
 
 
 
 
 
 
 
 
 
 
 
 
 
 
 
 
 
 
 
 
 
 
 
 
 
 
 
 
 
 
 
 
 
 
 
 
 
 
 
 
 
 

图1 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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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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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0/2011 of 14 January 2011  
on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food 

 
欧共体委员会 2011-01-14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 10/2011 号法规 

 
 

 修订 Amended by: 
                                                                         Official Journal 
 
                                                                        No    page      
date 
►M1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321/2011 of 1 April 2011     L 87    1     
2.4.2011 
 
►M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82/2011 of 28 November 2011          L 328  22   
10.12.2011 
 
欧盟委员会 
依据关于欧盟职责的条约；依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04-10-27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

并且废止80/590/EEC和89/109/EEC指令的1935/2004号法规，特别是其中的5(1)(a), (c), (d), (e), (f), (h), 
(i) 和(j)款；在咨询了欧洲食品安全局之后； 
 
鉴于： 
 
(1)  1935/2004 号法规规定了消除成员国之间食品接触材料法律差异的总体规则。法规 5(1)条款规定

了对材料和制品的聚合物采用特定措施，并且详细描述了按特定措施规定审核物质目录时，该物质

在欧盟层面上的核准程序。 
  
(2)  本法规是 1935/2004 号法规 5(1)条款涵盖的特定措施。本法规确立了塑性材料和制品安全使用的

特定规则，并且废止 2002-08-06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指令 2002/72/EC。 
  
(3)  指令 2002/72/EC 规定了制造塑性材料和制品的基本规则。指令修订了 6 次。为了清晰应整理文

本并且清理多余和陈旧的。 
  
(4)  过去，指令 2002/72/EC 及其修订转化为成员国法律未经大的修改。转化为成员国法律通常需要

一年时间。在为了批准新物质修订单体和添加剂目录的情况下，这个转化时间导致核准延时、创新

迟缓。因此，关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的规则采用法规的形式直接用于所有成员国是恰当的。 
  
(5)  指令 2002/72/EC 适用于完全用塑料制成的材料和制品以及瓶盖中的塑料垫圈。这是过去市场上

塑料的主要用途。然而，近些年来除完全用塑料制成的材料和制品以外，塑料还与其他材料结合用

于 “复合材料”或“多层材料”。在 1978-01-30 理事会统一各成员国关于含氯乙烯单体并且预期接触食

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指令 78/142/EEC 中规定的氯乙烯单体使用规则已经用于所有的塑料。因此，将本

法规的范围扩展到“复合材料”或“多层材料”中的塑料层是恰当的。 
 
(6)   塑性材料和制品可能通过利用粘合剂复合不同的塑料层。塑性材料和制品还可能印刷或覆上有

机物或无机物涂层。印刷的、涂层的和复合的塑性材料和制品应纳入本法规的范围。粘合剂、涂料

和印刷油墨不是必然的由相同于塑料的物质构成。1935/2004 号法规预见到粘合剂、涂料和印刷油墨

可以采取特定措施。因此，印刷的、涂层的和复合的塑性材料和制品应允许含有欧盟层面核准的、

塑料以外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依照欧盟或成员国的其他规则。 
  
(7)  塑料、离子交换树脂、橡胶和硅胶是利用聚合作用获得的高分子物质。1935/2004 号法规预见到

离子交换树脂、橡胶和硅胶可以采取特定措施。比较塑料，这些材料由不同的物质构成并且具有不

同的物理化学特性，应对它们采用特定规则并且应明确它们不在本法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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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塑料由单体和其他始发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形成高分子结构，聚合体形成塑料的主要结构成分。

聚合体加入添加剂是为了获得预定的技术效果。聚合体是惰性的高分子量结构。因为物质分子量大

于 1 000 Da 通常不可能被人体吸收，所以由聚合体本身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很小。潜在健康风险可

能来自未反应或未充分反应的单体或其他始发物质，或来自塑性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进入食品的低分

子量添加剂。因此，单体、其他始发物质和添加剂在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之前应通过风险评估

而且核准。 
  
(9)  由欧洲食品安全局执行的风险评估应涵盖物质本身，包括杂质和在使用期间可预见的反应和劣

化。分险评估应包括可预见的 差使用条件下的潜在迁移和毒性。根据分险评估，在必要时，应规

定物质的使用规范和限制；含量限制或迁移极限，由此确保 终材料和制品的安全。 
  
(10)  目前尚未在欧盟层面上规定塑料着色剂的风险评估和应用规则。因此，其应用继续由成员国法

律控制。这一情况将在下一阶段再评估。 
  
(11)  塑料生产过程用以营造适应化学反应环境的溶剂通常是挥发性的，预计将在生产期间消失。目

前尚未在欧盟层面上规定塑料生产中溶剂的风险评估和应用规则。因此，其应用继续由成员国法律

控制。这一情况将在下一阶段再评估。 
  
(12)  塑料也可以由合成或天然存在的高分子结构通过化学方法与其他始发物质反应获得的改性高

分子制成。合成的高分子通常是未充分聚合的中间体。潜在的健康风险可能来自未反应或未充分反

应的用于高分子改性的其他始发物质或未充分反应的高分子的迁移。因此，用于改性高分子的其他

始发物质以及高分子在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之前应通过风险评估而且核准。 
  
(13)  塑料也可以由微生物通过发酵获得始发物质之外的高分子制成。这些高分子是溶入到中间体的

或是提取的。潜在的健康风险可能来自未反应或未充分反应的始发物质、中间体或发酵过程副产物

的迁移。在这种情况下， 终产品在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之前应通过风险评估而且核准。 
  
(14)  指令 2002/72/EC 包含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的单体或始发物质以及添加剂的各自允许目录。单

体、其他始发物质和添加剂合并目录已经完成，这就意味只有欧盟层面的允许目录可以应用。所以，

在各自目录中允许的单体、其他始发物质和添加剂没有必要再分离。由于某些物质即可做为单体或

其他始发物质，也可做为添加剂，为了明确应将一个允许目录中的这个物质标明核准的功能。 
  
(15)  聚合体可以做为塑料的主要结构成分，也可以在塑料中作为添加剂实现预定的技术效果。当这

个聚合体添加剂与可以做为塑料的主要结构成分的聚合体是相同的，况且其单体已经评估并且核准，

则可以认为这个聚合体添加剂的风险已经评估。在这种情况下，不必要再核准这个聚合体添加剂，

但它应在其单体和其他始发物质核准的基础上应用。当这个聚合体添加剂与可以做为塑料的主要结

构成分的聚合体不是相同的，则不可以认为这个聚合体添加剂的风险已经评估。在这种情况下，这

个聚合体添加剂应对小于 1 000 Da 的低分子量碎片进行风险评估，且再在其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

产之前核准。 
  
(16)   在过去，未明确 终聚合物中具有功能的添加剂和仅在生产过程中显现功能，不是预期的在

终制品中出现的聚合物生产助剂(PPA)的区别。一些做为 PPA 的物质已经包括在过去的添加剂不完

全目录中。这些 PPA 应保留在核准物质的合并目录中。然而，应明确其他受成员国法律控制的 PPA
的应用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应在下一阶段再评估。 
  
(17)  合并目录包括已经核准的用于塑料生产的物质。这些物质如酸、醇和酚，也可能以盐的形式出

现。因为盐通常在胃中转化为酸、醇和酚，所以已经通过安全评估的阳离子盐的应用应在原则上与

其酸、醇和酚一起核准。在某些情况下，当安全评估对游离酸的应用显现担忧，则仅对盐进行核准，

在目录中标明“盐中的×××酸。”。 
   
(18)  用于塑性材料或制品的物质可能含有来自生产和提取过程的杂质。在塑性材料生产期间，这些

杂质和物质不是故意添加到塑料产品中。(非故意添加物 non-intentionally added substance – NIAS)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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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联风险评估，就应考虑物质的主要杂质并且在必要时纳入物质的说明中。然而将所有考虑到的

杂质进行核准列入目录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们可能存在于材料和制品中但不包括在合并目录中。  
  
(19)  在聚合物生产中，某些物质的作用是引发聚合反应，如催化剂；控制聚合反应，如链转移剂、

链伸延剂或链终止剂。这些聚合助剂用量很小并且不是预期的残留在 终聚合物中。所以在目前不

受控于欧盟层面的核准程序。由于它们的应用，在 终材料和制品中出现的任何潜在健康风险应由

生产商依据国际公认的关于风险评估的科学原理进行评估。 
  
(20)  在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和使用期间可能形成反应和劣化产物。这些反应和劣化产物是非故意 
的(NIAS)出现在塑性材料中。当它们关联风险评估，就应考虑物质预期用途的主要反应和劣化产物 
并且纳入物质的限制中。然而将所有考虑到的反应和劣化产物进行核准列入目录是不现实的。所以，

它们不应单一列入合并目录。由于它们的应用，在 终材料和制品中出现的任何潜在健康风险应由

生产商依据国际公认的关于风险评估的科学原理进行评估。 
  
(21)  在添加剂合并目录制定之前，那些在欧盟层面核准的其他添加剂可以用于塑料的生产。那些在

成员国允许的添加剂，为了它们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安全评估并且纳入合并目录，资料提交时间在

2006-12-31 终止。那些在此时间限制内提交有效申请的添加剂已经列入临时目录。某些临时目录列出

的添加剂至今尚未通过欧盟层面上的核准，它们可以依据成员国法律继续使用，直到评估完成决定

列入合并目录。 
  
(22)  当某个添加剂已经列入合并目录或已经决定不列入合并目录应从临时目录中删除。 
  
(23)  新工艺技术生产的微粒子物质显现不同于大多数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例如纳米粒子。这些

不同的性质可能导致不同的毒理特征，所以，这些物质应由欧洲食品安全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对其

风险进行评估，直到掌握了这些新技术的更多信息。因此，应明确根据物质的常规粒子尺寸进行风

险评估做出的核准不包括纳米粒子。 
  
(24)  根据风险评估，核准应在必要时规定迁移极限以确保 终材料和制品的安全性。当某一核准用

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的添加剂同时又是食品添加剂或调味料，应确保该物质的释放不应以不可接

受的方式改变食品的成分。因此，这种双重用途的添加剂或调味料的释放不应在食品上显现技术功

能，除非这种功能是预期的并且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关于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委员会 2009-05-29
的 450/2009 号法规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活性和敏感材料的要求。还应符合 2008-12-16 欧洲议会和理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 1333/2008 号法规或关于调味料和用于食品具有调味料性质的特定食品成分的

1334/2008号法规，以及理事会 1601/91号法规修订案，2232/96和 110/2008号法规以及指令 2000/13/EC
的适用要求。 
  
(25)  依据 1935/2004 号法规，从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释放的物质不应引发食品成分不可接受的改变。

依据良好生产规范，生产塑性材料在这方面是可行的，塑性材料每平方分米不释放大于 10 mg 的物

质。当每个物质的风险评估没有显示需要一个较低剂量，则该剂量应作为惰性塑料的通用限量，即

总迁移限量。为了实现总迁移限量符合判定结果的可比性，检测应在标准化试验条件下进行，包括

塑性材料和制品可预见的 严酷条件的试验时间、温度和介质（食品模拟物）。 
  
(26)  与 10 mg / dm2 总迁移限量相对应的立方体包装容器的食品按 60 mg / kg 迁移量。小包装的面积

与体积比率较高，致使迁移进入食品的量也较高。婴儿和幼童的每千克体重食品消费量比成人高，

至今尚未确定多元营养摄入量标准，为了限制从食品接触物质迁移的物质应提出特殊规定。为了使

小体积包装与大体积包装获得同样的保护水平，对于婴儿和幼童食品包装的接触材料的总迁移限量

应关联食品本身的限量而与包装表面积无关。 
  
(27)  近年来，塑性食品接触材料发展到不仅由一种塑料组成，而是由多达 15 层的不同塑料层获得

适宜的食品保护功能，同时减少包装废弃物。在这种情况下多层塑性材料和制品的各层可以通过

阻隔性能将食品隔离。这个阻隔层在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内部防止来自其后迁移物质进入食品。其

后的功能性阻隔层可以用非核准物质，只要它们达到特定的标准并且其迁移残留量低于给定的极限。

考虑到婴幼儿和其他易感人群以及迁移分析技术的较大误差，通过功能阻隔层的非核准物质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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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定在 0,01 mg/kg 的界限以下。诱变体、致癌物或生殖毒性物质不应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

此前未经核准的不应借用功能性阻隔概念涵盖。新工艺技术生产的微粒物质显现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不同于广泛的物质，例如纳米粒子，其风险评估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直到掌握了这些新技术的更

多信息。因此它们不应包括在功能性阻隔概念之内。 
  
(28)  近年来，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发展到由几种材料组成，以获得 适宜的食品保护功能，同时减

少包装废弃物。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应符合相同成分的未与其他材料结合的塑料层的

要求。多材质多层材料中的塑料层是通过功能性阻隔隔离食品应适用功能性阻隔概念。由于与塑料

层结合的其他材料尚未在欧盟层面上出台特定措施，目前不能规定 终的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塑料的

要求。因此，除已经出台的氯乙烯单体的限制以外，特定迁移极限和总迁移限量不应采用。在欧盟

层面上涵盖多材质多层材料或制品的特定措施未出台的情况下，成员国可以继续采用这些材料和制

品的国家规定，只要它们符合条约的规则。 
  
(29)  1935/2004 号法规 16(1)款规定，由特定措施涵盖的材料和制品应附带书面的符合性声明，陈述

它们符合适用的规则。为了加强包括始发物质在内的每个生产阶段供应商的协调和责任，负有责任

的人应在可提供给消费者的符合性声明中证明其符合相关的规则。 
   
(30)  由于涂料、印刷油墨和粘合剂尚未被欧盟特定法规涵盖，因此不受控于符合性声明的要求。然

而，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涂料、印刷油墨和粘合剂应向 终塑料产品的生产商提供充分的信息，

使他们能够确保那些在法规中规定了迁移极限的物质符合要求。 
  
(31)  提出食品法律普遍原则和要求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02-01-28 的 178/2002 号法规确定了由欧

洲食品安全局制定食品安全事务的程序，其 17(1)款要求食品经营者确认食品符合其适用的规则。为

了这一目标并且按保密性要求，食品经营者应有权了解有关信息，使他们能够确保从食品的材料和

制品中的迁移符合法规中提出的说明和限制。 
  
(32)  在生产的每一阶段，支持文件和符合性声明的证明应保存，可用于强制性管理。符合证明可以

根据迁移测试。由于迁移测试复杂、昂贵并且耗时，应允许通过计算论证符合性，包括模拟、其他

分析和科学证据或推理，只要这些方法的结果至少是如同严酷的迁移测试。只要计算公式和处理条

件作为质量保证体系的一部分保持不变，试验结果应视为有效。 
  
(33)  当测试制品尚未接触食品，对于某些制品例如薄膜或瓶盖，测定接触表面积按定义的食品体积

往往不可行。对于这些制品应制定符合性判定的特定规则。 
  
(34)  迁移极限的框架依据一个常规假定，即 60 kg 体重的人每天消费 1kg 食品并且这些食品包装在

6 dm 2 表面积释放物质的立方体容器中。很小和很大容器的实际表面积对应的包装食品体积与常规假

定是变化的。因此，在比较迁移极限测试结果之前其表面积应规格化。当得到食品包装用途新数据

时，这些规则应讨论。 
  
(35)  特定迁移极限是食品中某个物质的 大允许量。这个极限应确保食品接触材料不引发健康风

险。生产商应确保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在可预见的 严酷条件下接触食品时符合这个极限。

因此，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符合性应进行评定并且应为测试制定规则。 
  
(36)  食品是一个复杂混合物并且因迁移物质在食品中分解，可能造成分析上的困难。因此，应指定

检测介质模拟从塑料进入食品的物质的迁移。它们应呈现食品的主要物理和化学特征。在利用食品

模拟物时，测试时间和温度应尽可能再现可能发生的从制品进入食品的迁移。 
  
(37)  为确定适合于某种食品的模拟物，应考虑该食品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征。对于某些典型食品已

经比较了进入食品的迁移和进入食品模拟物的迁移，其研究结果可以利用。食品模拟物应根据这些

结果指定。特别的，含脂肪食品从食品模拟物获得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高于迁移进入食品的。在这

种情况下，应预见性的利用一个减小因子折算食品模拟物的结果。 
  
(38)  食品接触材料迁移物质的暴露是根据常规假设，即一人每天消费 1 kg 食品。然而，一人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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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吸收 200 g 脂肪。对于仅迁移进入脂肪的亲脂性物质应考虑到这点。依据食品科学委员会(SCF)和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观点应预见性的将一个修正因子用于亲脂性物质修正这个特定迁移。 
  
(39)  官方管制应确立检测程序，使管理机构的执行可以充分的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应允许利用筛

查法核查某些条件下的符合性。判定材料和制品不符合的应通过试验验证。 
  
(40)  本法规应制定迁移测试基本规则。因为迁移测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些基本规则可以解

决，但是不能涵盖执行测试期间所有可预见的案例和必需的细节。因此，应制定一个欧盟指导文件，

解决更多的执行迁移测试基本规则的细节问题。 
  
(41)  本法规规定的 新食品模拟物和迁移测试基本规则将代替指令 78/142/EEC 和 1982-10-18 的委

员会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成分必须迁移测试的基本规则的指令 82/711/EEC 的附录。 
  
(42)  在塑料中存在但未列入本法规附录 I 的物质，不是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因为它们不受核准程序

制约。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3 条的物质应由相应的经营者依据国际公认的科学原理，考虑来自食

品接触材料和其他源头的暴露进行评估。 
  
(43)  近附加的单体、始发物质和添加剂已经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肯定的科学评价应立刻加入合并

目录。 
  
(44)  由于新物质已经加入法规的合并目录应尽快应用同时允许生产商逐步适应技术进步和创新。 
  
(45)  鉴于 新的科学发现，某些迁移测试规则应修订。管理当局和企业需要调整它们当前的测试制

度以适应更新的规则。考虑到这样的调整，本法规的更新规则仅在 2 年以后应用看来是合理的。 
  
(46)  经销商的符合性声明支持文件通常是根据指令 2002/72/EC 规定的要求。按原则，只有当生产

发生实质性改变或新的科学数据生效，符合性声明才需要更新。为了减少经销商的负担，根据指令

2002/72/EC 规定的要求已经合法投放市场的材料，应允许其附带依据指令 2002/72/EC 的符合性声明

支持文件继续投放市场，直到 5 年以后本法规应用。 
  
(47)  1980-07-08关于制定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官方管控的氯乙烯单体共同体分析法的委员

会指令 80/766/EEC，和 1981-04-29 关于制定从材料和制品扩散到食品的官方管控的氯乙烯单体共同

体分析法的 81/432/EEC 描述的氯乙烯单体迁移测试和残留量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分析方法应符合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实施官方管控确保符合饲料和食品法、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规则的验证

的 882/2004 号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准则。因此指令 80/766/EEC 和 81/432/EEC 应废止。 
  
(48)  本法规提出的措施与食品链和动物健康常务委员会的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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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规规定： 
HAS ADOPTED THIS REGULATION: 
 
第 I 章 CHAPTER I 
 
一般规定 GENERAL PROVISIONS 
 
第 1 条 Article 1 
 
主题 Subject matter 
  
1  本法规是 1935/2004 号法规第 5 条涵盖的特定措施。 
  
2  本法规确立了塑性材料和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特定要求： 
  
(a)  预期接触食品；或 
(b)  已经接触食品；或 
(c)  可合理的预见到接触食品。 
  
第 2 条 Article 2 
 
范围 Scope 
  
1  本法规适用于投放欧盟市场并且符合下述类型的材料和制品： 
  
(a)  完全由塑料构成的材料和制品及其组成部分； 
(b)  用粘合剂或其他方法复合的多层塑性材料或制品； 
(c)  经过印刷和（或）涂层的上述(a)或 1(b)所指的材料和制品； 
(d)  由两种或更多不同类型材料构成的瓶盖和封闭器中的塑料层或塑性涂层密封垫； 
(e)  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 
  
2  本法规不适用于下述投放欧盟市场的，将由其他特定措施涵盖的材料和制品： 
  
(a)  离子交换树脂； 
(b)  橡胶； 
(c)  硅胶。 
  
3  本法规不影响欧盟或成员国适用于印刷油墨、粘合剂或涂料的规定。 
 
第 3 条 Article 3 
 
定义 Definitions 
  
为了本法规的目标，应采用下述定义： 
 
(1)  “塑性材料和制品”意指： 
 
(a)  第 2 条(1)中的(a)、 (b)和 (c)所指的材料和制品；和 
(b)  第 2 条(1)中的(d) 和 (e)所指的塑料层；   
  
(2)  “塑料”意指可能添加了在 终材料和制品中有功能作用且做为主要结构成分的添加剂和其他物

质的聚合体； 
  
(3)  “聚合体”意指通过下述途径获得的任何高分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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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体和始发物经过诸如加成、缩合或其他任何类似方法的聚合过程；或 
(b)  天然的或合成的高分子的化学改性；或 
(c)  微生物发酵 
  
(4)  “多层塑料”意指材料和制品由两层或更多层塑料构成； 
  
(5) “多材质多层” 意指材料和制品由两层或更多层不同材料构成，其中至少有一层塑料； 
  
(6)  “单体和始发物”意指： 
   
(a)  经过任何类型的聚合方法生产聚合体的物质：或 
(b)  用于改性高分子生产的天然的和合成的分子态物质； 
(c)  用于已经存在天然的和合成的高分子改性的物质： 
  
(7)  “添加剂”意指在塑料或 终材料或制品处理期间有意加入塑料实现物理或化学效果的物质，它

是预期的存在于 终的材料和制品中； 
  
(8)  “聚合物生产助剂”意指用于聚合体或塑料生产做为中间介质的物质，在 终材料或制品中它可

能存在但不是预期的存在，也不在 终材料或制品中具有物理或化学作用； 
  
(9)  “非有意添加物质” 意指在所用物质或反应中间体中的杂质，或在生产过程分解或反应的产物； 
  
(10)  “聚合助剂”意指引发聚合和（或）控制分子结构形成的物质； 
  
(11)  “总迁移极限”(OML) 意指从材料和制品扩散到食品模拟物的非挥发性物质的 大允许量； 
  
(12)  “食品模拟物”意指模拟食品的试验介质，用于模拟来自食品接触材料的迁移现象； 
  
(13)  “特定迁移极限”(SML) 意指从材料和制品扩散到食品或食品模拟物的某个给定物质的 大允

许量； 
  
(14)  “总特定迁移极限” (SML(T)) 意指扩散到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的特定物质的 大允许总量，用

所有指定物质的合计表示； 
  
(15)  “功能性阻隔”意指由一层或多层任何类型的材料构成的阻隔确保其 终材料或制品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3 条和本法规的规定； 
  
(16)  “非脂肪食品”意指在迁移测试中其食品模拟物适合于本法规附录 V 表 2 D1 或 D2 以外的食品。 
  
(17)  “限制”意指材料和制品中的应用物质的限制或迁移限量或物质的含量限量； 
  
(18)  “说明”意指表达某种物质与迁移测试有关的成分、纯度、物理化学特征、生产过程细节或更多

的信息。 
 
第 4 条 Article 4 
 
投放市场的塑性材料和制品 Placing on the market of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当符合下述条件时，塑性材料和制品才可以投放市场： 
  
(a)  在预期或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3 条规定的相关要求；和 
(b)  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15 条规定的标签要求；和   
(c)  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17 条规定的可追溯要求；和  
(d)  依据 2023/2006 号委员会法规规定良好操作规范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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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符合本法规第 II 章、第 III 章和第 IV 章规定的成分和声明要求。 
 
第 II 章 CHAPTER II 
 
成分要求 COMPOSITIONAL REQUIREMENTS 
 
第 1 部分 SECTION 1 
 
核准物质 Authorised substances 
 
第 5 条 Article 5 
 
核准物质合并目录 Union list of authorised substances 
  
1  仅有附录 I 列出的核准物质合并目录（以下简称合并目录）中的物质可以预期的用于塑性材料和

制品中的塑料层。 
  
2  合并目录应包括：  
 
(a)  单体和其他始发物质；  
(b)  除着色剂以外的添加剂； 
(c)  除溶剂以外的聚合物生产助剂； 
(d)  通过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 
  
3  合并目录可以依据 1935/2004 号法规第 8 条～第 12 条确立的程序进行修订。 
 
第 6 条 Article 6 
 
豁免合并目录未包括物质 Derogations for substances not included in the Union list 
  
1  作为第 5 条的豁免，合并目录以外的物质可以在符合成员国法律条件下，做为聚合物生产助剂用

于材料和制品中塑料层的生产。 
  
2  作为第 5 条的豁免，着色剂和溶剂可以在符合成员国法律条件下用于材料和制品中塑料层的生产。 
  
3  下述未包括在合并目录中的物质在符合第 8 条、第 9 条、第 10 条、第 11 条和第 12 条确立的规则

的条件下核准： 
  
(a)  铝、铵、钡、钙、钴、铜、铁、锂、镁、锰、钾、钠、锌和核准的酸、酚或醇形成的盐（包括

复式盐和酸式盐）。 
(b)  在没有化学反应的条件下，混合核准物质获得的混合物。 
(c)  当做为添加剂使用时，天然或合成的聚合物分子量大于 1 000 Da（不包括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

分子），只要它们能够做为 终材料和制品的主要结构成分，就符合本法规的要求。 
(d)  当做为单体或其他始发物使用时，预聚合物和天然或合成的分子态物质及其混合物（不包括微

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只要合成它们所需的单体或始发物已经包括在合并目录中。 
  
4  下述未包括在合并目录的物质可以出现在塑性材料和制品的塑料层： 
  
(a)  非故意添加的物质； 
(b)  聚合助剂。 
   
5  作为第 5 条的豁免，在 2010-01-01 以后，未包括在合并目录的添加剂可以在成员国法律控制下继

续使用，直到做出纳入或不纳入合并目录的决定为止，只要它们包括在第 7 条陈述的临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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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Article 7 
  
制定和管理临时目录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visional list 
  
1  添加剂临时目录由欧洲食品安全局（以下简称安全局）评估，即由委员会 2008 年公布的应定期

更新。 
  
2  某个添加剂符合下述条件应从临时目录中删除： 
  
(a)  当它纳入附录 I 陈述的合并目录时；或 
(b)  当委员会决定不纳入合并目录时；或 
(c)  在资料审查期间，安全局要求提供附加资料而这些资料未按安全局指定时间提交。 
  
第 2 章 SECTION 2 
  
一般要求、限制和规范 General requirements, restric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第 8 条 Article 8 
 
物质的一般要求 General requirement on substances 
  
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中塑料层生产的物质应在技术性质量和纯度上适合于材料和制品预期和可预见

的使用。生产商应明确了解这些物质的成分并且掌握有效资料在管理当局需要时提交。 
  
第 9 条 Article 9 
 
物质的特定要求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substances 
  
1  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中塑料层生产的物质符合下述限制和规范： 
  
(a)  第 11 条陈述的特定迁移极限； 
(b)  第 12 条陈述的总迁移极限； 
(c)  附录 I 第 1 款表 1 第 10 栏陈述的限制和规范； 
(d)  附录 I 第 4 款陈述的详细规范； 
  
2  纳米材料仅在明确核准后并且在附录 I 的规范中标示才可应用。 
  
第 10 条 Article 10 
 
塑性材料和制品的一般限制 General restrictions on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塑性材料和制品的一般限制在附录 II 中陈述。 
 
第 11 条 Article 11 
 
特定迁移极限 Specific migration limits 
  
1  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成分迁移到食品中的量不应超过附录 I 规定的特定迁移极限(SML)。特定迁移

极限(SML)用每千克食品中存在多少毫克物质表示(mg/kg)。 
  
2  当附录 I 中的物质未标示特定迁移极限或其他限制，则应采用 60 mg/kg 一般迁移极限。 
  
3  作为上述 1 和 2 的豁免，当相同于 1333/2008 号法规核准的食品添加剂或 1334/2008 号法规核准

的调味剂做为添加剂时，迁移进入 终食品的量不应产生技术上的作用，并且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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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于核准的食品添加剂或调味剂物质，超过 1333/2008 号法规、1334/2008 号法规或本法规附录

I 为食品规定的限制；或  
(b)  超过本法规附录 I 规定的限制应用未核准的食品添加剂或调味剂物质。 
 
第 12 条 Article 12 
 
总迁移极限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1  塑性材料和制品迁移到食品模拟物的成分总量不应超过每平方分米（食品接触面积）10 毫克。 
  
2  作为上述 1 的豁免，塑性材料和制品预期接触委员会指令 2006/141/EC 和 2006/125/EC 定义的婴

儿和幼童食品，其迁移到食品模拟物的成分总量不应超过每千克食品模拟物 60 毫克。 
 
第 III 章 CHAPTER III 
 
对某些材料和制品的特殊规定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CERTAIN MATERIALS AND ARTICLES 
 
第 13 条 Article 13 
 
塑性多层材料和制品 Plastic multi-layer materials and articles 
  
1  在塑性多层材料或制品中，每一塑料层的成分均应符合本法规。 
  
2   作为上述 1 的豁免，不直接接触食品并且通过功能性阻隔离开食品的塑料层；可以： 
  
(a)  不符合本法规提出的限制和规范，但不包括附录 I 列出的氯乙烯单体；和（或） 
(b)  用未列入合并目录或临时目录的物质进行生产。 
  
3  上述 2(b)陈述的物质迁移到食品或食品模拟物用 882/2004 号法规第 11 条提出的统计学分析方法

确定的规则之内不应显现 0.01 mg/kg 的发现极限。该极限应始终用食品或食品模拟物的含量表示。

极限应适用于一种成分，如果它们在结构上和毒理学相关，特别是同类功能基团的异构体或混合物，

并且还应包括可能的分别迁移。 
  
4  下述任一类物质不应属于上述 2(b)提出的未列入合并目录或临时目录的物质： 
  
(a)  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272/2008 号法规附录 I 的 3.5、3.6 和 3.7 提出的准则，属于“诱变体”、

“致癌物”或“繁殖毒性”的物质。 
(b)  纳米材料中的物质。 
  
5  终塑性多层材料或制品应符合本法规第11条提出的特定迁移极限和第12条提出的总迁移极限。 
 
第 14 条 Article 14 
 
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 Multi-material multi-layer materials and articles 
  
1  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每一塑料层成分均应符合本法规。 
  
2  作为上述 1 的豁免，当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不直接接触食品并且由功能性阻隔层分

开时，可以用未列入合并目录或临时目录的物质。 
  
3  下述任一类物质不应属于上述 2 提出的未列入合并目录或临时目录的物质： 
  
(a)  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272/2008 号法规附录 I 的 3.5、3.6 和 3.7 提出的准则，属于“诱变体”、
“致癌物”或“繁殖毒性”的物质。  
(b)  纳米材料中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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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上述 1 的豁免，本法规第 11 条和第 12 条不适用于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 
  
5  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的塑料层应始终符合本法规附录 I 中关于氯乙烯单体的限制。 
  
6  在多材质多层材料和制品中，对其塑料层以及 终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极限、总迁移极限可以

由成员国法律规定。 
  
第 IV 章 CHAPTER IV 
  
符合性声明及文件 DECLARATION OF COMPLIANCE AND DOCUMENTATION 
 
第 15 条 Article 15 
 
符合性声明 Declaration of compliance 
  
1  在经营阶段而非零售期间，应就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期间的中间产品以及预期用于材料和制品

生产的物质制定一份有效的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第 16 条的书面声明。 
  
2  上述 1 提出的书面声明应由经营者发布并且应包含附录 IV 陈述的信息。 
  
3  书面声明应允许对其发布的材料、制品或中间阶段产品进行简便的鉴定。当成分或产品中的物质

改变引起材料或制品的迁移变化或有新的科学资料可利用时，书面声明应更新。 
 
第 16 条 Article 16 
 
支持文件 Supporting documents 
  
1  经销商应制定适当的文件论证材料和制品、生产期间的中间产品以及预期用于材料和制品生产的

物质符合本法规的要求，在成员国管理当局要求时提交。 
  
2  文件应包括测试条件和结果，计算、模型、其他分析，关于安全或符合性论证的证据。符合性验

证的规则在第 V 章陈述。 
 
第 V 章 CHAPTER V 
 
符合性 COMPLIANCE 
 
第 17 条 Article 17 
 
迁移测试结果表达 Expression of migration test results 
  
1  为了验证符合性，特定迁移数值应以 mg/kg 表示，在实际或可预见使用中应用的表面与质量比。 
  
2  对于上述 1 的豁免： 
  
(a)  容量或预期容量小于 500 毫升（克）或大于 10 升的容器或其他制品。 
(b)  由于材料和制品的形状难以估计其表面积和实际接触的食品量之间的关系； 
(c)  尚未接触食品的薄片和薄膜； 
(d)  包含小于 500 毫升（克）或大于 10 升的薄片和薄膜，其迁移数值以 mg/kg 表示，应用每千克食

品 6 dm 2 的质量与表面比。 
  
本章内容不适用于指令 2006/141/EC 和 2006/125/EC 定义的预期接触或已经接触婴儿和幼童食品的塑

性材料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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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上述 1 的豁免，对于瓶盖、密封垫、瓶塞和类似封闭器制品的特定迁移数值应表示为： 
  
(a)  当制品的预期使用是已知的，依据上述 2 的规定，按使用封闭器的容器实际容量用 mg/kg 或用

封闭制品和封闭容器的总接触面积 mg/dm 2 表示。 
(b)  当制品预期的使用是未知的，用制品的迁移量 mg 表示。 
  
4  对于瓶盖、密封垫、瓶塞和类似封闭器制品的总迁移数值应表示为： 
 
(a)  当制品的预期使用是已知的，或用封闭制品和封闭容器的总接触面积 mg/dm 2 表示。  
(b)  当制品预期的使用是未知的，用制品的迁移量 mg 表示。 
 
第 18 条 Article 18 
 
迁移极限符合性评估规则 Rules for assessing compliance with migration limits 
  
1  已经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极限符合性验证应依据附录 V 第 1 章陈述的规则。 
  
2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极限符合性验证应依据附录 V 第 2 章 2.1 陈述的规则，在

附录 III 提出的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进行。 
  
3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极限符合性筛查可依据附录 V 第 2 章 2.2 陈述的规则应用

筛查法。当材料和制品的迁移极限未通过筛查法验证，则应按上述 2 的符合性验证作出不符合结论。 
  
4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总迁移极限符合性验证应依据附录 V 第 3 章 3.1 陈述的规则，在附

录 III 的 A、B、C、D1 和 D2 提出的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进行。 
  
5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总迁移极限符合性筛查可依据附录 V 第 3 章 3.4 陈述的规则应用筛

查法。当材料和制品的迁移极限未通过筛查法验证，则应按上述 4 的符合性验证作出不符合结论。 
  
6  从食品中获得的特定迁移检测结果应优先于从食品模拟物中获得的结果。从食品中模拟物获得的

特定迁移检测结果应优先于用筛查法获得的结果。 
  
7  在用特定的和总的迁移检测结果和迁移极限比较之前，应依据附录 V 第 4 章陈述的规则并且采用

其修正因子。 
 
第 19 条 Article 19 
 
未纳入合并目录物质的评估 Assessment of substances not included in the Union list 
  
本法规 6(1), 6(2), 6(4), 6(5)和 14(2)陈述的未纳入附录 I 的物质对于 1935/2004 号法规第 3 条的符合性

应依据国际公认的风险评估科学原理进行评估。 
 
第 VI 章 CHAPTER VI 
 

终决定 FINAL PROVISIONS 
 
第 20 条 Article 20 
 
欧盟法案修订 Amendments of EU acts 
 
欧盟理事会指令 85/572/EEC 由下述替代： 
  
“用于预期接触单一食品或特殊种类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成分迁移测试的食品模拟物规定在委员会

10/2011 号法规附录 III 第 3 款。” 
 



 36

第 21 条 Article 21 
 
欧盟法案废止 Repeal of EU acts 
 
指令 80/766/EEC、81/432/EEC 和 2002/72/EC 自 2011-05-01 起废止。 
 
引用上述废止指令将理解为引用本法规并且应依据附录 VI 的关系对照表解读。 
  
第 22 条 Article 22 
  
过渡期规定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1  在 2012-12-31 之前，第 16 条提出的支持文件应根据指令 82/711/EEC 规定的总的和特定的迁移测

试基本规则。 
  
2  从 2013-01-01 起直到 2015-12-31，第 16 条提出的投放市场的材料、制品和物质的支持文件可以

根据： 
  
(a)  本法规第 18 条规定的迁移测试规则；或 
(b)  指令 82/711/EEC 规定的总的和特定的迁移测试基本规则。 
  
3  从 2016-01-01 起，第 16 条提出的支持文件应根据第 18 条规定的迁移检测规则，不违背其第 2 段。 
  
4  到 2015-12-31 为止，未列入附录 I 的用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玻璃纤维胶的添加剂应符合第 19
条规定的风险评估。 
  
5  在 2011-05-01 之前，合法投放市场的材料和制品可以继续投放到 2012-12-31。 
 
第 23 条 Article 23 
  
生效和实施  Entry into force and application 
  
本法规应在欧盟官方期刊公布之日起 20 天以后生效。 
  
本法规将于 2011-05-01 起实施。 
  
自 2015-12-31 起，第 5 条关于使用添加剂的规定（塑化剂除外）应用于第 5 条 2(1)(d)陈述的塑料层

或瓶盖和封闭器中的塑料涂层。 
  
自 2015-12-31 起，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玻璃纤维胶用的添加剂应采用第 5 条的规定。 
  
自 2015-12-31 起，应采用第 18 条的(2) 、(4)和第 20 条的规定。 
   
依据欧共体条约，本法规应全面并且直接在成员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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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ANNEX I 
  

物质  
Substances 

 
1  核准的单体、其他始发物、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添加剂和聚合物生产助剂  Union list of 
authorized monomers, other starting substances, macromolecules obtained from microbial fermentation, 
additives and polymer production aids 
 
表 1 包含以下信息： 
  
第 1 列  (FCM substance No):  物质唯一的识别号码 
 
第 2 列  (Ref. No):  EEC 包装材料参考号码 
 
第 3 列 (CAS No):  化学文摘服务社(CAS)注册号码 
 
第 4 列 (Substance Name):  化学品名称 
 
第 5 列 (Use as additive or polymer production aid (PPA) (yes/no)): 当物质核准用做添加剂或聚合物助

剂标示(yes)，当物质未核准用做添加剂或聚合物助剂标示(no)。当物质仅核准用做聚合物助剂(PPA)
标示(yes)并且在规范中说明其限制。 
 
第 6 列 (Use as monomer or other starting substance or macromolecule obtained from microbial 
fermentation (yes/no)): 当物质核准用做单体、其他始发物或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标示(yes)，当物

质未核准用做单体、其他始发物或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标示(no)。当物质是核准的微生物发酵获

得的高分子标示(yes)并且在规范中说明该物质是微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 
 
第 7 列 (FRF applicable (yes/no)): 当物质迁移结果可以用脂肪缩减因子修正标示(FRF) (yes)或不能修

正标示(FRF) (no)。 
 
第 8 列 (SML [mg/kg]): 适用于物质的特定迁移极限。用每千克食品中迁移毫克物质表示。当该物质 
的迁移量不应查出标示 ND。 
 
第 9 列 (SML(T) [mg/kg] (group restriction No)):本附录表 2 第 1 列中物质基团限制的基团识别号码。 
 
第 10 列  (Restrictions and specifications):特定迁移极限以外的特别提及的限制并且包含该物质的规

范。当规范详细内容较多就引用表 4。 
 
第 11 列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对应本附录表 3 第 1 列中该物质应用符合性验证详细规

则的注释号码。 
 
当某个单一化合物出现在目录中又由通用条件涵盖，则该物质的限制应采用单一化合物的规定。 
当第 8 列中的特定迁移极限是不能检测出的(ND)用每千克食品中 0.01 mg 的发现极限，除非对个别物

质有不同的规定。 
 
详见以下表 1“物质合并目录” （法规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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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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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 

Table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FCM 
substance 

No 
Ref. No CAS No Substance name 

Use as 
additive or 

polymer 
production aid 

(yes/no) 

Use as 
monomer or 
other starting 
substance or 

macromolecule 
obtained from 

microbial 
fermentation 

(yes/no) 

FRF 
applicable 
(yes/no) 

SML 
[mg/kg] 

SML(T) 
[mg/kg] 
(Group 

restriction 
No) 

Restric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1 12310 0266309-43-7 albumin no yes no 

2 12340 — albumin, coagulated by formal
dehyde 

no yes no 

3 12375 — alcohols, aliphatic, monohydric, 
saturated, linear, primary (C 4 -C 22 ) 

no yes no 

4 22332 — mixture of (40 % w/w) 2,2,4- 
trimethylhexane-1,6-diisocyanate 
and (60 % w/w) 2,4,4-trimethyl
hexane-1,6-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5 25360 — trialkyl(C 5 -C 15 )acetic acid, 2,3- 
epoxypropyl ester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epoxygroup. 

Molecular weight is 43 Da. 

6 25380 — trialkyl acetic acid (C 7 -C 17 ), vinyl 
esters 

no yes no 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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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7 30370 — acetylacetic acid, salts yes no no 

8 30401 — acetylated mono- and diglycerides 
of fatty acids 

yes no no (32) 

9 30610 — acids, C 2 -C 24 , aliphatic, linear, 
monocarboxylic from natural oils 
and fats, and their mono-, di- and 
triglycerol esters (branched fatty 
acids at naturally occuring levels 
are included) 

yes no no 

10 30612 — acids, C 2 -C 24 , aliphatic, linear, 
monocarboxylic, synthetic and their 
mono-, di- and triglycerol esters 

yes no no 

11 30960 — acids, aliphatic, monocarboxylic 
(C 6 -C 22 ), esters with polyglycerol 

yes no no 

12 31328 — acids, fatty, from animal or 
vegetable food fats and oils 

yes no no 

13 33120 — alcohols, aliphatic, monohydric, 
saturated, linear, primary (C 4 -C 24 ) 

yes no no 

14 33801 — n-alkyl(C 10 -C 13 )benzenesulphonic 
acid 

yes no no 30 

15 34130 — alkyl, linear with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C 12 -C 20 ) dimethyl
amines 

yes no ye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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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6 34230 — alkyl(C 8 -C 22 )sulphonic acids yes no no 6 

17 34281 — alkyl(C 8 -C 22 )sulphuric acids, linear, 
primary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yes no no 

18 34475 — aluminium calcium hydroxide 
phosphite, hydrate 

yes no no 

19 39090 — N,N-bis(2-hydroxyethyl)alkyl(C 8 - 
C 18 )amine 

yes no no (7) 

20 39120 — N,N-bis(2-hydroxyethyl)alkyl(C 8 - 
C 18 )amine hydrochlorides 

yes no no (7) SML(T) expressed excluding HCl 

21 42500 — carbonic acid, salts yes no no 

22 43200 — castor oil, mono- and diglycerides yes no no 

23 43515 — chlorides of choline esters of 
coconut oil fatty acids 

yes no no 0,9 (1) 

24 45280 — cotton fibers yes no no 

25 45440 — cresols, butylated, styrenated yes no no 12 

26 46700 — 5,7-di-tert-butyl-3-(3,4- and 2,3- 
dimethylphenyl)-3H-benzofuran-2- 
one containing: a) 5,7-di-tert-butyl- 
3-(3,4-dimethylphenyl)-3H- 
benzofuran-2-one (80 to 100 % 
w/w) and b) 5,7-di-tert-butyl-3-(2,3- 
dimethylphenyl)-3H-benzofuran-2- 
one (0 to 20 % w/w) 

yes no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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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7 48960 — 9,10-dihydroxy stearic acid and its 
oligomers 

yes no no 5 

28 50160 — di-n-octyltin bis(n-alkyl(C 10 -C 16 )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29 50360 — di-n-octyltin bis(ethyl maleate) yes no no (10) 

30 50560 — di-n-octyltin 1,4-butanediol 
bis(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31 50800 — di-n-octyltin dimaleate, esterified yes no no (10) 

32 50880 — di-n-octyltin dimaleate, polymers 
(n = 2-4) 

yes no no (10) 

33 51120 — di-n-octyltin thiobenzoate 2- 
ethylhex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34 54270 — ethylhydr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35 54280 — ethylhydroxypropylcellulose yes no no 

36 54450 — fats and oils, from animal or 
vegetable food sources 

yes no no 

37 54480 — fats and oils, hydrogenated, from 
animal or vegetable food sources 

yes no no 

38 55520 — glass fibers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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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39 55600 — glass microballs yes no no 

40 56360 — glycerol, esters with acetic acid yes no no 

41 56486 — glycerol, esters with acids, 
aliphatic, saturated, linear,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C 14 - 
C 18 ) and with acids, aliphatic, 
unsaturated, linear,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C 16 -C 18 ) 

yes no no 

42 56487 — glycerol, esters with butyric acid yes no no 

43 56490 — glycerol, esters with erucic acid yes no no 

44 56495 — glycerol, esters with 12-hydroxys
tearic acid 

yes no no 

45 56500 — glycerol, esters with lauric acid yes no no 

46 56510 — glycerol, esters with linoleic acid yes no no 

47 56520 — glycerol, esters with myristic acid yes no no 

48 56535 — glycerol, esters with nonanoic acid yes no no 

49 56540 — glycerol, esters with oleic acid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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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50 56550 — glycerol, esters with palmitic acid yes no no 

51 56570 — glycerol, esters with propionic acid yes no no 

52 56580 — glycerol, esters with ricinoleic acid yes no no 

53 56585 — glycerol, esters with stearic acid yes no no 

54 57040 — glycerol monooleate, ester with 
ascorbic acid 

yes no no 

55 57120 — glycerol monooleate, ester with 
citric acid 

yes no no 

56 57200 — glycerol monopalmitate, ester with 
ascorbic acid 

yes no no 

57 57280 — glycerol monopalmitate, ester with 
citric acid 

yes no no 

58 57600 — glycerol monostearate, ester with 
ascorbic acid 

yes no no 

59 57680 — glycerol monostearate, ester with 
citric acid 

yes no no 

60 58300 — glycine, salts yes no no 

62 64500 — lysine, salts yes no no 

63 65440 — manganese pyrophosphite yes no no 

64 66695 — methylhydr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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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65 67155 — mixture of 4-(2-benzoxazolyl)-4′- 
(5-methyl-2-benzoxazolyl)stilbene, 
4,4′-bis(2-benzoxazolyl) stilbene 
and 4,4′-bis(5-methyl-2-benz
oxazolyl)stilbene 

yes no no Not more than 0,05 % (w/w) 
(quantity of substance used/ 
quantity of the formulation). 

Mixture obtained from the manu
facturing process in the typical 
ratio of (58-62 %):(23-27 %):(13- 
17 %). 

66 67600 — mono-n-octyltin tris(alkyl(C 10 -C 16 )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1) 

67 67840 — montanic acids and/or their esters 
with ethyleneglycol and/or with 
1,3-butanediol and/or with glycerol 

yes no no 

68 73160 — phosphoric acid, mono- and di-n- 
alkyl (C 16 and C 18 ) esters 

yes no yes 0,05 

69 74400 — phosphorous acid, tris(nonyl-and/or 
dinonylphenyl) ester 

yes no yes 30 

70 76463 — polyacrylic acid, salts yes no no (22) 

71 76730 — polydimethylsiloxane, γ-hydroxy
propylated 

yes no no 6 

72 76815 — polyester of adipic acid with 
glycerol or pentaerythritol, esters 
with even numbered, unbranched 
C 12 -C 22 fatty acids 

yes no no (32) The fraction with molecular 
weight below 1 000 Da should 
not exceed 5 % (w/w) 

73 76866 — polyesters of 1,2-propanediol and/or 
1,3- and/or 1,4-butanediol and/or 
polypropyleneglycol with adipic 
acid, which may be end-capped 
with acetic acid or fatty acids C 12 - 
C 18 or n-octanol and/or n-decanol 

yes no yes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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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74 77440 — polyethyleneglycol diricinoleate yes no yes 42 

75 77702 — polyethyleneglycol esters of aliph. 
monocarb. acids (C 6 -C 22 ) and their 
ammonium and sodium sulphates 

yes no no 

76 77732 — polyethylene glycol (EO = 1-30, 
typically 5) ether of butyl 2-cyano 
3-(4-hydroxy-3-methoxyphenyl) 
acrylate 

yes no no 0,05 Only for use in PET 

77 77733 — polyethyleneglycol (EO = 1-30, 
typically 5) ether of butyl-2-cyano- 
3-(4-hydroxyphenyl) acrylate 

yes no no 0,05 Only for use in PET 

78 77897 — polyethyleneglycol (EO = 1-50) 
monoalkylether (linear and 
branched, C 8 -C 20 ) sulphate, salts 

yes no no 5 

79 80640 — polyoxyalkyl (C 2 -C 4 ) dimethyl
polysiloxane 

yes no no 

80 81760 — powders, flakes and fibres of brass, 
bronze, copper, stainless steel, tin, 
iron and alloys of copper, tin and 
iron 

yes no no 

81 83320 — propylhydroxy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82 83325 — propylhydr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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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3330 — propylhydroxypropylcellulose yes no no 

84 85601 — silicates, natu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asbestos) 

yes no no 

85 85610 — silicates, natural, silanat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sbestos) 

yes no no 

86 86000 — silicic acid, silylated yes no no 

87 86285 — silicon dioxide, silanated yes no no 

88 86880 — sodium monoalkyl dialkylphenoxy
benzenedisulphonate 

yes no no 9 

89 89440 — stearic acid, esters with ethyle
neglycol 

yes no no (2) 

90 92195 — taurine, salts yes no no 

91 92320 — tetradecyl-polyethyleneglycol(EO = 
3-8) ether of glycolic acid 

yes no yes 15 

92 93970 — tricyclodecanedimethanol 
bis(hexahydrophthalate) 

yes no no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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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5858 — waxes, paraffinic, refined, derived 
from petroleum based or synthetic 
hydrocarbon feedstocks, low 
viscosity 

yes no no 0,05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less 
than 350 Da. 

Viscosity at 100 °C not less than 
2,5 cSt (2,5 × 10 -6 m 2 /s). 

Content of hydrocarbons with 
Carbon number less than 25, not 
more than 40 % (w/w). 

94 95859 — waxes, refined, derived from 
petroleum based or synthetic 
hydrocarbon feedstocks, high 
viscosity 

yes no no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less 
than 500 Da. 

Viscosity at 100 °C not less than 
11 cSt (11 × 10 -6 m 2 /s). 

Content of mineral hydrocarbons 
with Carbon number less than 25, 
not more than 5 % (w/w). 

95 95883 — white mineral oils, paraffinic, 
derived from petroleum based 
hydrocarbon feedstocks 

yes no no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less 
than 480 Da. 

Viscosity at 100 °C not less than 
8,5 cSt (8,5 × 10 -6 m 2 /s). 

Content of mineral hydrocarbons 
with Carbon number less than 25, 
not more than 5 % (w/w). 

96 95920 — wood flour and fibers, untreated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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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72081/10 — petroleum hydrocarbon resins 
(hydrogenated) 

yes no no Petroleum hydrocarbon resins, 
hydrogenated are produced by the 
catalytic or thermalpolymerisation 
of dienes and olefins of the 
aliphatic, alicyclic and/or mono
benzenoidarylalkene types from 
distillates of cracked petroleum 
stocks with a boiling range not 
greater than 220 °C, as well as the 
pure monomers found in these 
distillation streams, subsequently 
followed by distillation, hydroge
nation and additional processing. 

Properties: 

— Viscosity at 120 °C: > 3 Pa.s, 

— Softening point: > 95 °C as 
determined by ASTM 
Method E 28-67, 

— Bromine number: < 40 
(ASTM D1159), 

— The colour of a 50 % solution 
in toluene < 11 on the 
Gardner scale, 

— Residual aromatic monomer 
≤ 50 ppm, 

98 17260 0000050-00-0 formaldehyde yes yes no (15) 

54880 

99 19460 0000050-21-5 lactic acid yes yes no 

6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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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4490 0000050-70-4 sorbitol yes yes no 

88320 

101 36000 0000050-81-7 ascorbic acid yes no no 

102 17530 0000050-99-7 glucose no yes no 

103 18100 0000056-81-5 glycerol yes yes no 

55920 

104 58960 0000057-09-0 hexadec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yes no no 6 

105 22780 0000057-10-3 palmitic acid yes yes no 

70400 

106 24550 0000057-11-4 stearic acid yes yes no 

89040 

107 25960 0000057-13-6 urea no yes no 

108 24880 0000057-50-1 sucrose no yes no 

109 23740 0000057-55-6 1,2-propanediol yes yes no 

81840 

110 93520 0000059-02-9 

0010191-41-0 

α-tocopherol yes no no 

111 53600 0000060-00-4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yes no no 

112 64015 0000060-33-3 linoleic acid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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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6780 0000064-17-5 ethanol yes yes no 

52800 

114 55040 0000064-18-6 formic acid yes no no 

115 10090 0000064-19-7 acetic acid yes yes no 

30000 

116 13090 0000065-85-0 benzoic acid yes yes no 

37600 

117 21550 0000067-56-1 methanol no yes no 

118 23830 0000067-63-0 2-propanol yes yes no 

81882 

119 30295 0000067-64-1 acetone yes no no 

120 49540 0000067-68-5 dimethyl sulphoxide yes no no 

121 24270 0000069-72-7 salicylic acid yes yes no 

84640 

122 23800 0000071-23-8 1-propanol no yes no 

123 13840 0000071-36-3 1-butanol no yes no 

124 22870 0000071-41-0 1-pentanol no yes no 

125 16950 0000074-85-1 ethylene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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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0210 0000074-86-2 acetylene no yes no 

127 26050 0000075-01-4 vinyl chlorid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28 10060 0000075-07-0 acetaldehyde no yes no (1) 

129 17020 0000075-21-8 ethylene oxid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0) 

130 26110 0000075-35-4 vinylidene chloride no yes no ND (1) 

131 48460 0000075-37-6 1,1-difluoroethane yes no no 

132 26140 0000075-38-7 vinylidene fluoride no yes no 5 

133 14380 0000075-44-5 carbonyl chlorid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0) 

23155 

134 43680 0000075-45-6 chlorodifluoromethane yes no no 6 Content of chlorofluoromethane 
less than 1 mg/kg of the substance 

135 24010 0000075-56-9 propylene oxid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36 41680 0000076-22-2 camphor yes no no (3) 

137 66580 0000077-62-3 2,2′-methylenebis(4-methyl-6-(1- 
methylcyclohexyl)phenol) 

yes no yes (5) 

138 93760 0000077-90-7 tri-n-butyl acetyl citrate yes no no (32) 

139 14680 0000077-92-9 citric acid yes yes no 

44160 

140 44640 0000077-93-0 citric acid, triethyl ester yes no n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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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3380 0000077-99-6 1,1,1-trimethylolpropane yes yes no 6 

25600 

94960 

142 26305 0000078-08-0 vinyltriethoxysilane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as a surface 
treatment agent 

(1) 

143 62450 0000078-78-4 isopentane yes no no 

144 19243 0000078-79-5 2-methyl-1,3-butadien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21640 

145 10630 0000079-06-1 acrylamide no yes no ND 

146 23890 0000079-09-4 propionic acid yes yes no 

82000 

147 10690 0000079-10-7 acrylic acid no yes no (22) 

148 14650 0000079-38-9 chlorotrifluoroethylene no yes no ND (1) 

149 19990 0000079-39-0 methacrylamide no yes no ND 

150 20020 0000079-41-4 methacrylic acid no yes no (23) 

151 13480 0000080-05-7 2,2-bis(4-hydroxyphenyl)propane no yes no 0,6 ►M1 Not to be us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polycarbonate 
infant ( 6 ) feeding bottles ( 7 ). ◄ 13607 

152 15610 0000080-07-9 4,4′-dichlorodiphenyl sulphone no yes no 0,05 

153 15267 0000080-08-0 4,4′-diaminodiphenyl sulphone no yes no 5 

154 13617 0000080-09-1 4,4′-dihydroxydiphenyl sulphone no yes no 0,05 

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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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23470 0000080-56-8 α-pinene no yes no 

156 21130 0000080-62-6 methacrylic acid, methyl ester no yes no (23) 

157 74880 0000084-74-2 phthalic acid, dibutyl ester yes no no 0,3 (32) Only to be used as: 

(a) plasticiser in repeated 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contacting non-fatty foods; 

(b) technical support agent in 
polyolefins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05 % in the final 
product. 

(7) 

158 23380 0000085-44-9 phthalic anhydride yes yes no 

76320 

159 74560 0000085-68-7 phthalic acid, benzyl butyl ester yes no no 30 (32) Only to be used as: 

(a) plasticiser in repeated 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b) plasticiser in single-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contacting non-fatty foods 
except for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41/EC or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25/EC; 

(c) technical support agent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1 % 
in the final produc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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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84800 0000087-18-3 salicylic acid, 4-tert-butylphenyl 
ester 

yes no yes 12 

161 92160 0000087-69-4 tartaric acid yes no no 

162 65520 0000087-78-5 mannitol yes no no 

163 66400 0000088-24-4 2,2′-methylene bis(4-ethyl-6-tert- 
butylphenol) 

yes no yes (13) 

164 34895 0000088-68-6 2-aminobenzamide yes no no 0,05 Only for use in PET for water and 
beverages 

165 23200 0000088-99-3 o-phthalic acid yes yes no 

74480 

166 24057 0000089-32-7 pyromellitic anhydride no yes no 0,05 

167 25240 0000091-08-7 2,6-toluene 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168 13075 0000091-76-9 2,4-diamino-6-phenyl-1,3,5-triazine no yes no 5 (1) 

15310 

169 16240 0000091-97-4 3,3′-dimethyl-4,4′-diisocyanato
biphenyl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170 16000 0000092-88-6 4,4′-dihydroxybiphenyl no yes no 6 

171 38080 0000093-58-3 benzoic acid, methyl ester yes no no 

172 37840 0000093-89-0 benzoic acid, ethyl ester yes no no 

173 60240 0000094-13-3 4-hydroxybenzoic acid, propyl ester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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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4740 0000095-48-7 o-cresol no yes no 

175 20050 0000096-05-9 methacrylic acid, allyl ester no yes no 0,05 

176 11710 0000096-33-3 acrylic acid, methyl ester no yes no (22) 

177 16955 0000096-49-1 ethylene carbonate no yes no 30 SML expressed as ethyleneglycol. 

Residual content of 5 mg ethylene 
carbonate per kg of hydrogel with 
max 10 g of hydrogel in contact 
with 1 kg of food. 

178 92800 0000096-69-5 4,4′-thiobis(6-tert-butyl-3-methyl
phenol) 

yes no yes 0,48 

179 48800 0000097-23-4 2,2′-dihydroxy-–5,5′-dichlorodiphe
nylmethane 

yes no yes 12 

180 17160 0000097-53-0 eugenol no yes no ND 

181 20890 0000097-63-2 methacrylic acid, ethyl ester no yes no (23) 

182 19270 0000097-65-4 itaconic acid no yes no 

183 21010 0000097-86-9 methacrylic acid, isobutyl ester no yes no (23) 

184 20110 0000097-88-1 methacrylic acid, butyl ester no yes no (23) 

185 20440 0000097-90-5 methacrylic acid, diester with 
ethyleneglycol 

no yes no 0,05 

186 14020 0000098-54-4 4-tert-butylphenol no yes no 0,05 

187 22210 0000098-83-9 α-methylstyrene no yes no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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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9180 0000099-63-8 isophthalic acid dichloride no yes no (27) 

189 60200 0000099-76-3 4-hydroxybenzoic acid, methyl 
ester 

yes no no 

190 18880 0000099-96-7 p-hydroxybenzoic acid no yes no 

191 24940 0000100-20-9 terephthalic acid dichloride no yes no (28) 

192 23187 — phthalic acid no yes no (28) 

193 24610 0000100-42-5 styrene no yes no 

194 13150 0000100-51-6 benzyl alcohol no yes no 

195 37360 0000100-52-7 benzaldehyde yes no no (3) 

196 18670 0000100-97-0 hexamethylenetetramine yes yes no (15) 

59280 

197 20260 0000101-43-9 methacrylic acid, cyclohexyl ester no yes no 0,05 

198 16630 0000101-68-8 diphenylmethane-4,4′-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199 24073 0000101-90-6 resorcinol diglycidyl ether no yes no ND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For indirect food contact only, 
behind a PET layer. 

(8) 

200 51680 0000102-08-9 N,N′-diphenylthiourea yes no yes 3 

201 16540 0000102-09-0 diphenyl carbonate no yes no 0,05 

202 23070 0000102-39-6 (1,3-phenylenedioxy)diacetic acid no yes no 0,05 (1)



 

2011R
0010 —

 EN
 —

 30.12.2011 —
 002.001 —

 45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3 13323 0000102-40-9 1,3-bis(2-hydroxyethoxy)benzene no yes no 0,05 

204 25180 0000102-60-3 N,N,N′,N′-tetrakis(2-hydroxy
propyl)ethylenediamine 

yes yes no 

92640 

205 25385 0000102-70-5 triallylamine no yes no 40 mg/kg hydrogel at a ratio of 
1 kg food to a maximum of 
1,5 grams of hydrogel. 

Only to be used in hydrogels 
intended for non-direct food 
contact use. 

206 11500 0000103-11-7 acrylic acid, 2-ethylhexyl ester no yes no 0,05 

207 31920 0000103-23-1 adipic acid, bis(2-ethylhexyl) ester yes no yes 18 (32) (2) 

208 18898 0000103-90-2 N-(4-hydroxyphenyl) acetamide no yes no 0,05 

209 17050 0000104-76-7 2-ethyl-1-hexanol no yes no 30 

210 13390 0000105-08-8 1,4-bis(hydroxymethyl)cyclohexane no yes no 

14880 

211 23920 0000105-38-4 propionic acid, vinyl ester no yes no (1) 

212 14200 0000105-60-2 caprolactam yes yes no (4) 

41840 

213 82400 0000105-62-4 1,2-propyleneglycol dioleate yes no no 

214 61840 0000106-14-9 12-hydroxystearic acid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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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14170 0000106-31-0 butyric anhydride no yes no 

216 14770 0000106-44-5 p-cresol no yes no 

217 15565 0000106-46-7 1,4-dichlorobenzene no yes no 12 

218 11590 0000106-63-8 acrylic acid, isobutyl ester no yes no (22) 

219 14570 0000106-89-8 epichlorohydrin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0) 

16750 

220 20590 0000106-91-2 methacrylic acid, 2,3-epoxypropyl 
ester 

no yes no 0,02 (10) 

221 40570 0000106-97-8 butane yes no no 

222 13870 0000106-98-9 1-butene no yes no 

223 13630 0000106-99-0 butadiene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224 13900 0000107-01-7 2-butene no yes no 

225 12100 0000107-13-1 acrylonitrile no yes no ND 

226 15272 0000107-15-3 ethylenediamine no yes no 12 

16960 

227 16990 0000107-21-1 ethyleneglycol yes yes no (2) 

53650 

228 13690 0000107-88-0 1,3-butanediol no yes no 

229 14140 0000107-92-6 butyric acid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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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16150 0000108-01-0 dimethylaminoethanol no yes no 18 

231 10120 0000108-05-4 acetic acid, vinyl ester no yes no 12 

232 10150 0000108-24-7 acetic anhydride yes yes no 

30280 

233 24850 0000108-30-5 succinic anhydride no yes no 

234 19960 0000108-31-6 maleic anhydride no yes no (3) 

235 14710 0000108-39-4 m-cresol no yes no 

236 23050 0000108-45-2 1,3-phenylenediamine no yes no ND 

237 15910 0000108-46-3 1,3-dihydroxybenzene no yes no 2,4 

24072 

238 18070 0000108-55-4 glutaric anhydride no yes no 

▼M2 

239 19975 0000108-78-1 2,4,6-triamino-1,3,5-triazine yes yes no 2,5 

25420 

93720 

▼B 

240 45760 0000108-91-8 cyclohexylamine yes no no 

241 22960 0000108-95-2 phenol no yes no 

242 85360 0000109-43-3 sebacic acid, dibutyl ester yes no no (32) 

243 19060 0000109-53-5 isobutyl vinyl ether no yes no 0,05 (10) 

244 71720 0000109-66-0 pentan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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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22900 0000109-67-1 1-pentene no yes no 5 

246 25150 0000109-99-9 tetrahydrofuran no yes no 0,6 

247 24820 0000110-15-6 succinic acid yes yes no 

90960 

248 19540 0000110-16-7 maleic acid yes yes no (3) 

64800 

249 17290 0000110-17-8 fumaric acid yes yes no 

55120 

250 53520 0000110-30-5 N,N′-ethylenebisstearamide yes no no 

251 53360 0000110-31-6 N,N′-ethylenebisoleamide yes no no 

252 87200 0000110-44-1 sorbic acid yes no no 

253 15250 0000110-60-1 1,4-diaminobutane no yes no 

254 13720 0000110-63-4 1,4-butanediol yes yes no (30) 

40580 

255 25900 0000110-88-3 trioxane no yes no 5 

256 18010 0000110-94-1 glutaric acid yes yes no 

55680 

257 13550 0000110-98-5 dipropyleneglycol yes yes no 

16660 

5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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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70480 0000111-06-8 palmitic acid, butyl ester yes no no 

259 58720 0000111-14-8 heptanoic acid yes no no 

260 24280 0000111-20-6 sebacic acid no yes no 

261 15790 0000111-40-0 diethylenetriamine no yes no 5 

262 35284 0000111-41-1 N-(2-aminoethyl)ethanolamine yes no no 0,05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For indirect food contact only, 
behind a PET layer. 

263 13326 0000111-46-6 diethyleneglycol yes yes no (2) 

15760 

47680 

264 22660 0000111-66-0 1-octene no yes no 15 

265 22600 0000111-87-5 1-octanol no yes no 

266 25510 0000112-27-6 triethyleneglycol yes yes no 

94320 

267 15100 0000112-30-1 1-decanol no yes no 

268 16704 0000112-41-4 1-dodecene no yes no 0,05 

269 25090 0000112-60-7 tetraethyleneglycol yes yes no 

9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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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22763 0000112-80-1 oleic acid yes yes no 

69040 

271 52720 0000112-84-5 erucamide yes no no 

272 37040 0000112-85-6 behenic acid yes no no 

273 52730 0000112-86-7 erucic acid yes no no 

274 22570 0000112-96-9 octadecyl 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275 23980 0000115-07-1 propylene no yes no 

276 19000 0000115-11-7 isobutene no yes no 

277 18280 0000115-27-5 hexachloroendomethylenetetrahy
drophthalic anhydride 

no yes no ND 

278 18250 0000115-28-6 hexachloroendomethylenetetrahy
drophthalic acid 

no yes no ND 

279 22840 0000115-77-5 pentaerythritol yes yes no 

71600 

280 73720 0000115-96-8 phosphoric acid, trichloroethyl ester yes no no ND 

281 25120 0000116-14-3 tetrafluoroethylene no yes no 0,05 

282 18430 0000116-15-4 hexafluoropropylene no yes no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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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74640 0000117-81-7 phthalic acid, bis(2-ethylhexyl) 
ester 

yes no no 1,5 (32) Only to be used as: 

(a) plasticiser in repeated 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contacting non-fatty foods; 

(b) technical support agent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1 % 
in the final product. 

(7) 

284 84880 0000119-36-8 salicylic acid, methyl ester yes no no 30 

285 66480 0000119-47-1 2,2′-methylene bis(4-methyl-6-tert- 
butylphenol) 

yes no yes (13) 

286 38240 0000119-61-9 benzophenone yes no yes 0,6 

287 60160 0000120-47-8 4-hydroxybenzoic acid, ethyl ester yes no no 

288 24970 0000120-61-6 terephthalic acid, dimethyl ester no yes no 

289 15880 0000120-80-9 1,2-dihydroxybenzene no yes no 6 

24051 

290 55360 0000121-79-9 gallic acid, propyl ester yes no no (20) 

291 19150 0000121-91-5 isophthalic acid no yes no (27) 

292 94560 0000122-20-3 triisopropanolamine yes no no 5 

293 23175 0000122-52-1 phosphorous acid, triethyl ester no yes no ND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1) 

294 93120 0000123-28-4 thiodipropionic acid, didodecyl 
ester 

yes no y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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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15940 0000123-31-9 1,4-dihydroxybenzene yes yes no 0,6 

18867 

48620 

296 23860 0000123-38-6 propionaldehyde no yes no 

297 23950 0000123-62-6 propionic anhydride no yes no 

298 14110 0000123-72-8 butyraldehyde no yes no 

299 63840 0000123-76-2 levulinic acid yes no no 

300 30045 0000123-86-4 acetic acid, butyl ester yes no no 

301 89120 0000123-95-5 stearic acid, butyl ester yes no no 

302 12820 0000123-99-9 azelaic acid no yes no 

303 12130 0000124-04-9 adipic acid yes yes no 

31730 

304 14320 0000124-07-2 caprylic acid yes yes no 

41960 

305 15274 0000124-09-4 hexamethylenediamine no yes no 2,4 

18460 

306 88960 0000124-26-5 stearamide yes no no 

307 42160 0000124-38-9 carbon dioxide yes no no 

308 91200 0000126-13-6 sucrose acetate isobutyra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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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91360 0000126-14-7 sucrose octaacetate yes no no 

310 16390 0000126-30-7 2,2-dimethyl-1,3-propanediol no yes no 0,05 

22437 

311 16480 0000126-58-9 dipentaerythritol yes yes no 

51200 

312 21490 0000126-98-7 methacrylonitrile no yes no ND 

313 16650 0000127-63-9 diphenyl sulphone yes yes no 3 

51570 

314 23500 0000127-91-3 β-pinene no yes no 

315 46640 0000128-37-0 2,6-di-tert-butyl-p-cresol yes no no 3 

316 23230 0000131-17-9 phthalic acid, diallyl ester no yes no ND 

317 48880 0000131-53-3 2,2′-dihydroxy-4-methoxybenzop
henone 

yes no yes (8) 

318 48640 0000131-56-6 2,4-dihydroxybenzophenone yes no no (8) 

319 61360 0000131-57-7 2-hydroxy-4-methoxybenzophenone yes no yes (8) 

320 37680 0000136-60-7 benzoic acid, butyl ester yes no no 

321 36080 0000137-66-6 ascorbyl palmitate yes no no 

322 63040 0000138-22-7 lactic acid, butyl ester yes no no 

323 11470 0000140-88-5 acrylic acid, ethyl ester no yes n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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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83700 0000141-22-0 ricinoleic acid yes no yes 42 

325 10780 0000141-32-2 acrylic acid, n-butyl ester no yes no (22) 

326 12763 0000141-43-5 2-aminoethanol yes yes no 0,05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For indirect food contact only, 
behind a PET layer. 

35170 

327 30140 0000141-78-6 acetic acid, ethyl ester yes no no 

328 65040 0000141-82-2 malonic acid yes no no 

329 59360 0000142-62-1 hexanoic acid yes no no 

330 19470 0000143-07-7 lauric acid yes yes no 

63280 

331 22480 0000143-08-8 1-nonanol no yes no 

332 69760 0000143-28-2 oleyl alcohol yes no no 

333 22775 0000144-62-7 oxalic acid yes yes no 6 

69920 

334 17005 0000151-56-4 ethyleneimine no yes no ND 

335 68960 0000301-02-0 oleamide yes no no 

336 15095 0000334-48-5 n-decanoic acid yes yes no 

4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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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15820 0000345-92-6 4,4′-difluorobenzophenone no yes no 0,05 

338 71020 0000373-49-9 palmitoleic acid yes no no 

339 86160 0000409-21-2 silicon carbide yes no no 

340 47440 0000461-58-5 dicyanodiamide yes no no 

341 13180 0000498-66-8 bicyclo[2.2.1]hept-2-ene no yes no 0,05 

22550 

342 14260 0000502-44-3 caprolactone no yes no (29) 

343 23770 0000504-63-2 1,3-propanediol no yes no 0,05 

344 13810 0000505-65-7 1,4-butanediol formal no yes no ND (10) 

21821 

345 35840 0000506-30-9 arachidic acid yes no no 

346 10030 0000514-10-3 abietic acid no yes no 

347 13050 0000528-44-9 trimellitic acid no yes no (21) 

25540 

348 22350 0000544-63-8 myristic acid yes yes no 

67891 

349 25550 0000552-30-7 trimellitic anhydride no yes no (21) 

350 63920 0000557-59-5 lignoceric acid yes no no 

351 21730 0000563-45-1 3-methyl-1-butene no yes no ND Only to be used in polypropyle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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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16360 0000576-26-1 2,6-dimethylphenol no yes no 0,05 

353 42480 0000584-09-8 carbonic acid, rubidium salt yes no no 12 

354 25210 0000584-84-9 2,4-toluene 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355 20170 0000585-07-9 methacrylic acid, tert-butyl ester no yes no (23) 

356 18820 0000592-41-6 1-hexene no yes no 3 

357 13932 0000598-32-3 3-buten-2-ol no yes no ND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for the preparation of polymeric 
additive 

(1) 

358 14841 0000599-64-4 4-cumylphenol no yes no 0,05 

359 15970 0000611-99-4 4,4′-dihydroxybenzophenone yes yes no (8) 

48720 

360 57920 0000620-67-7 glycerol triheptanoate yes no no 

361 18700 0000629-11-8 1,6-hexanediol no yes no 0,05 

362 14350 0000630-08-0 carbon monoxide no yes no 

363 16450 0000646-06-0 1,3-dioxolane no yes no 5 

364 15404 0000652-67-5 1,4:3,6-dianhydrosorbitol no yes no 5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in poly(ethylene-co-isosorbide 
terephthalate) 

365 11680 0000689-12-3 acrylic acid, isopropyl ester no yes n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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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22150 0000691-37-2 4-methyl-1-pentene no yes no 0,05 

367 16697 0000693-23-2 n-dodecanedioic acid no yes no 

368 93280 0000693-36-7 thiodipropionic acid, dioctadecyl 
ester 

yes no yes (14) 

369 12761 0000693-57-2 12-aminododecanoic acid no yes no 0,05 

370 21460 0000760-93-0 methacrylic anhydride no yes no (23) 

371 11510 0000818-61-1 acrylic acid, monoester with 
ethyleneglycol 

no yes no (22) 

11830 

372 18640 0000822-06-0 hexamethylene 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373 22390 0000840-65-3 2,6-naphthalenedicarboxylic acid, 
dimethyl ester 

no yes no 0,05 

374 21190 0000868-77-9 methacrylic acid, monoester with 
ethyleneglycol 

no yes no (23) 

375 15130 0000872-05-9 1-decene no yes no 0,05 

▼M2 

376 66905 0000872-50-4 N-methylpyrrolidone yes no no 60 

▼B 

377 12786 0000919-30-2 3-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no yes no 0,05 Residual extractable content of 3- 
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to be 
less than 3 mg/kg filler when used 
for the reactive surface treatment 
of inorganic fillers. 

SML = 0,05 mg/kg when used for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materials 
an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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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21970 0000923-02-4 N-methylolmethacrylamide no yes no 0,05 

379 21940 0000924-42-5 N-methylolacrylamide no yes no ND 

380 11980 0000925-60-0 acrylic acid, propyl ester no yes no (22) 

381 15030 0000931-88-4 cyclooctene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in polymers 
contacting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A is laid down 

382 19490 0000947-04-6 laurolactam no yes no 5 

383 72160 0000948-65-2 2-phenylindole yes no yes 15 

384 40000 0000991-84-4 2,4-bis(octylmercapto)-6-(4- 
hydroxy-3,5-di-tert-butylanilino)- 
1,3,5-triazine 

yes no yes 30 

385 11530 0000999-61-1 acrylic acid, 2-hydroxypropyl ester no yes no 0,05 SML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acrylic acid, 2-hydroxypropyl 
ester and acrylic acid, 2-hydroxy
isopropyl ester. 

It may contain up to 25 % (m/m) 
of acrylic acid, 2-hydroxyiso
propyl ester (CAS No 0002918- 
23-2). 

(1) 

386 55280 0001034-01-1 gallic acid, octyl ester yes no no (20) 

387 26155 0001072-63-5 1-vinylimidazole no yes no 0,05 (1) 

388 25080 0001120-36-1 1-tetradecene no yes no 0,05 

389 22360 0001141-38-4 2,6-naphthalenedicarboxylic acid no yes no 5 

390 55200 0001166-52-5 gallic acid, dodecyl ester yes no n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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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22932 0001187-93-5 perfluoromethyl perfluorovinyl 
ether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in anti-stick 
coatings 

392 72800 0001241-94-7 phosphoric acid, diphenyl 2- 
ethylhexyl ester 

yes no yes 2,4 

393 37280 0001302-78-9 bentonite yes no no 

394 41280 0001305-62-0 calcium hydroxide yes no no 

395 41520 0001305-78-8 calcium oxide yes no no 

396 64640 0001309-42-8 magnesium hydroxide yes no no 

397 64720 0001309-48-4 magnesium oxide yes no no 

398 35760 0001309-64-4 antimony trioxide yes no no 0,04 SML expressed as antimony (6) 

399 81600 0001310-58-3 potassium hydroxide yes no no 

400 86720 0001310-73-2 sodium hydroxide yes no no 

401 24475 0001313-82-2 sodium sulphide no yes no 

402 96240 0001314-13-2 zinc oxide yes no no 

403 96320 0001314-98-3 zinc sulphide yes no no 

404 67200 0001317-33-5 molybdenum disulphide yes no no 

405 16690 0001321-74-0 divinylbenzene no yes no ND SML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divinylbenzene and ethylvi
nylbenzene. 

It may contain up to 45 % (m/m) 
of ethylvinylbenzene. 

(1) 

406 83300 0001323-39-3 1,2-propyleneglycol monosteara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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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87040 0001330-43-4 sodium tetraborate yes no no (16) 

408 82960 0001330-80-9 1,2-propyleneglycol monooleate yes no no 

409 62240 0001332-37-2 iron oxide yes no no 

410 62720 0001332-58-7 kaolin yes no no 

411 42080 0001333-86-4 carbon black yes no no Primary particles of 10 – 300 nm 
which are aggregated to a size of 
100 – 1 200 nm which may form 
agglomerates with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300 nm – mm. 

Toluene extractables: maximum 
0,1 %,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ISO method 6209. 

UV absorption of cyclohexane 
extract at 386 nm: < 0,02 AU for 
a 1 cm cell or < 0,1 AU for a 
5 cm cell,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 generally recognised method 
of analysis. 

Benzo(a)pyrene content: max 
0,25 mg/kg carbon black. 

Maximum use level of carbon 
black in the polymer: 2,5 % w/w. 

412 45200 0001335-23-5 copper iodide yes no no (6) 

413 35600 0001336-21-6 ammonium hydroxid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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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87600 0001338-39-2 sorbitan monolaurate yes no no 

415 87840 0001338-41-6 sorbitan monostearate yes no no 

416 87680 0001338-43-8 sorbitan monooleate yes no no 

417 85680 0001343-98-2 silicic acid yes no no 

418 34720 0001344-28-1 aluminium oxide yes no no 

419 92150 0001401-55-4 tannic acids yes no no According to the JECFA specifi
cations 

420 19210 0001459-93-4 isophthalic acid, dimethyl ester no yes no 0,05 

421 13000 0001477-55-0 1,3-benzenedimethanamine no yes no 0,05 

422 38515 0001533-45-5 4,4′-bis(2-benzoxazolyl)stilbene yes no yes 0,05 (2) 

423 22937 0001623-05-8 perfluoropropylperfluorovinyl ether no yes no 0,05 

424 15070 0001647-16-1 1,9-decadiene no yes no 0,05 

425 10840 0001663-39-4 acrylic acid, tert-butyl ester no yes no (22) 

426 13510 0001675-54-3 2,2-bis(4-hydroxyphenyl)propane 
bis(2,3-epoxypropyl) ether 

no yes no In compliance with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895/2005 ( 1 ) 

13610 

427 18896 0001679-51-2 4-(hydroxymethyl)-1-cyclohexene no yes no 0,05 

428 95200 0001709-70-2 1,3,5-trimethyl-2,4,6-tris(3,5-di-tert- 
butyl-4-hydroxybenzyl)benzen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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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13210 0001761-71-3 bis(4-aminocyclohexyl)methane no yes no 0,05 

430 95600 0001843-03-4 1,1,3-tris(2-methyl-4-hydroxy-5- 
tert-butylphenyl) butane 

yes no yes 5 

431 61600 0001843-05-6 2-hydroxy-4-n-octyloxybenzop
henone 

yes no yes (8) 

432 12280 0002035-75-8 adipic anhydride no yes no 

433 68320 0002082-79-3 octadecyl 3-(3,5-di-tert-butyl-4- 
hydroxyphenyl)propionate 

yes no yes 6 

434 20410 0002082-81-7 methacrylic acid, diester with 1,4- 
butanediol 

no yes no 0,05 

435 14230 0002123-24-2 caprolactam, sodium salt no yes no (4) 

436 19480 0002146-71-6 lauric acid, vinyl ester no yes no 

437 11245 0002156-97-0 acrylic acid, dodecyl ester no yes no 0,05 (2) 

▼M2 

438 13303 0002162-74-5 bis(2,6-diisopropylphenyl) carbo
diimide 

no yes no 0,0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bis(2,6- 
diisopropylphenyl)carbodiimide 
and its hydrolysis product 2,6- 
diisopropylaniline 

▼B 

439 21280 0002177-70-0 methacrylic acid, phenyl ester no yes no (23) 

440 21340 0002210-28-8 methacrylic acid, propyl ester no yes no (23) 

441 38160 0002315-68-6 benzoic acid, propyl ester yes no no 

442 13780 0002425-79-8 1,4-butanediol bis(2,3-epoxy
propyl)ether 

no yes no ND Residual content =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epoxygroup. 

Molecular weight is 43 D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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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12788 0002432-99-7 11-aminoundecanoic acid no yes no 5 

444 61440 0002440-22-4 2-(2′-hydroxy-5′-methyl
phenyl)benzotriazole 

yes no no (12) 

445 83440 0002466-09-3 pyrophosphoric acid yes no no 

446 10750 0002495-35-4 acrylic acid, benzyl ester no yes no (22) 

447 20080 0002495-37-6 methacrylic acid, benzyl ester no yes no (23) 

448 11890 0002499-59-4 acrylic acid, n-octyl ester no yes no (22) 

449 49840 0002500-88-1 dioctadecyl disulphide yes no yes 3 

450 24430 0002561-88-8 sebacic anhydride no yes no 

451 66755 0002682-20-4 2-methyl-4-isothiazolin-3-one yes no no 0,5 Only to be used in aqueous 
polymer dispersions and 
emulsions 

▼M2 

452 38885 0002725-22-6 2,4-bis(2,4-dimethylphenyl)-6-(2- 
hydroxy-4-n-octyloxyphenyl)-1,3,5- 
triazine 

yes no no 5 

▼B 

453 26320 0002768-02-7 vinyltrimethoxysilane no yes no 0,05 (10) 

454 12670 0002855-13-2 1-amino-3-aminomethyl-3,5,5- 
trimethylcyclohexane 

no yes no 6 

455 20530 0002867-47-2 methacrylic acid, 2- 
(dimethylamino)-ethyl ester 

no yes no ND 

456 10810 0002998-08-5 acrylic acid, sec-butyl ester no yes no (22) 

457 20140 0002998-18-7 methacrylic acid, sec-butyl ester no yes n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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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36960 0003061-75-4 behenamide yes no no 

459 46870 0003135-18-0 3,5-di-tert-butyl-4-hydroxybenzyl
phosphonic acid, dioctadecyl ester 

yes no no 

460 14950 0003173-53-3 cyclohexyl 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461 22420 0003173-72-6 1,5-naphthalene 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462 26170 0003195-78-6 N-vinyl-N-methylacetamide no yes no 0,02 (1) 

463 25840 0003290-92-4 1,1,1-trimethylolpropane trimetha
crylate 

no yes no 0,05 

464 61280 0003293-97-8 2-hydroxy-4-n-hexyloxybenzop
henone 

yes no yes (8) 

465 68040 0003333-62-8 7-[2H-naphtho-(1,2-D)triazol-2-yl]- 
3-phenylcoumarin 

yes no no 

466 50640 0003648-18-8 di-n-octyltin dilaurate yes no no (10) 

467 14800 0003724-65-0 crotonic acid yes yes no 0,05 (1) 

45600 

468 71960 0003825-26-1 perfluorooctanoic acid, ammonium 
salt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epeated use 
articles, sintered at high 
temperatures 

469 60480 0003864-99-1 2-(2′-hydroxy-3,5′-di-tert- 
butylphenyl)-5-chlorobenzotriazole 

yes no y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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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60400 0003896-11-5 2-(2′-hydroxy-3′-tert-butyl-5′- 
methylphenyl)-5-chlorobenzo
triazole 

yes no yes (12) 

471 24888 0003965-55-7 5-sulphoisophthalic acid, mono
sodium salt, dimethyl ester 

no yes no 0,05 

472 66560 0004066-02-8 2,2′-methylenebis(4-methyl-6-cyclo
hexylphenol) 

yes no yes (5) 

473 12265 0004074-90-2 adipic acid, divinyl ester no yes no ND 5 mg/kg in final product. 

Only to be used as co-monomer. 

(1) 

474 43600 0004080-31-3 1-(3-chloroallyl)-3,5,7-triaza-1- 
azoniaadamantane chloride 

yes no no 0,3 

475 19110 0004098-71-9 1-isocyanato-3-isocyanatomethyl- 
3,5,5-trimethylcyclohexan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476 16570 0004128-73-8 diphenylether-4,4′-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477 46720 0004130-42-1 2,6-di-tert-butyl-4-ethylphenol yes no yes 4,8 (1) 

478 60180 0004191-73-5 4-hydroxybenzoic acid, isopropyl 
ester 

yes no no 

479 12970 0004196-95-6 azelaic anhydride no yes no 

480 46790 0004221-80-1 3,5-di-tert-butyl-4-hydroxybenzoic 
acid, 2,4-di-tert-butylphenyl ester 

yes no no 

481 13060 0004422-95-1 1,3,5-benzenetricarboxylic acid 
trichloride 

no yes no 0,05 SML expressed as 1,3,5-benzene
tricarboxylic ac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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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21100 0004655-34-9 methacrylic acid, isopropyl ester no yes no (23) 

483 68860 0004724-48-5 n-octylphosphonic acid yes no no 0,05 

484 13395 0004767-03-7 2,2-bis(hydroxymethyl)propionic 
acid 

no yes no 0,05 (1) 

485 13560 0005124-30-1 dicyclohexylmethane-4,4′-diiso
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15700 

486 54005 0005136-44-7 ethylene-N-palmitamide-N′- 
stearamide 

yes no no 

487 45640 0005232-99-5 2-cyano-3,3-diphenylacrylic acid, 
ethyl ester 

yes no no 0,05 

488 53440 0005518-18-3 N,N′-ethylenebispalmitamide yes no no 

489 41040 0005743-36-2 calcium butyrate yes no no 

490 16600 0005873-54-1 diphenylmethane-2,4′-diisocyanate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491 82720 0006182-11-2 1,2-propyleneglycol distearate yes no no 

492 45650 0006197-30-4 2-cyano-3,3-diphenylacrylic acid, 2- 
ethylhexyl ester 

yes no no 0,05 

493 39200 0006200-40-4 bis(2-hydroxyethyl)-2-hydroxy
propyl-3-(dodecyloxy)methyl
ammonium chloride 

yes no no 1,8 

494 62140 0006303-21-5 hypophosphorous acid yes no no 

495 35160 0006642-31-5 6-amino-1,3-dimethyluracil yes no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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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71680 0006683-19-8 pentaerythritol tetrakis[3-(3,5-di- 
tert-butyl-4-hydroxyphenyl)- 
propionate] 

yes no no 

497 95020 0006846-50-0 2,2,4-trimethyl-1,3-pentanediol 
diisobutyrate 

yes no no 5 Only to be used in single-use 
gloves 

498 16210 0006864-37-5 3,3′-dimethyl-4,4′-diaminodicyclo
hexylmethane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in polyamides (5) 

499 19965 0006915-15-7 malic acid yes yes no In case of use as a monomer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in 
aliphatic polyesters up to 
maximum level of 1 % on a molar 
basis 

65020 

500 38560 0007128-64-5 2,5-bis(5-tert-butyl-2-benz
oxazolyl)thiophene 

yes no yes 0,6 

501 34480 — aluminium fibers, flakes and 
powders 

yes no no 

502 22778 0007456-68-0 4,4′-oxybis(benzenesulphonyl 
azide) 

no yes no 0,05 (1) 

503 46080 0007585-39-9 β-dextrin yes no no 

504 86240 0007631-86-9 silicon dioxide yes no no For synthetic amorphous silicon 
dioxide: primary particles of 1 – 
100 nm which are aggregated to a 
size of 0,1 – 1 μm which may 
form agglomerates with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0,3 μm to the mm 
size. 

505 86480 0007631-90-5 sodium bisulphite yes no no (19)



 

2011R
0010 —

 EN
 —

 30.12.2011 —
 002.001 —

 68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506 86920 0007632-00-0 sodium nitrite yes no no 0,6 

507 59990 0007647-01-0 hydrochloric acid yes no no 

508 86560 0007647-15-6 sodium bromide yes no no 

509 23170 0007664-38-2 phosphoric acid yes yes no 

72640 

510 12789 0007664-41-7 ammonia yes yes no 

35320 

511 91920 0007664-93-9 sulphuric acid yes no no 

512 81680 0007681-11-0 potassium iodide yes no no (6) 

513 86800 0007681-82-5 sodium iodide yes no no (6) 

514 91840 0007704-34-9 sulphur yes no no 

515 26360 0007732-18-5 water yes yes no In compliance with Directive 
98/83/EC ( 2 ) 

95855 

516 86960 0007757-83-7 sodium sulphite yes no no (19) 

517 81520 0007758-02-3 potassium bromide yes no no 

518 35845 0007771-44-0 arachidonic acid yes no no 

519 87120 0007772-98-7 sodium thiosulphate yes no no (19) 

520 65120 0007773-01-5 manganese chloride yes no no 

521 58320 0007782-42-5 graphi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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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14530 0007782-50-5 chlorine no yes no 

523 45195 0007787-70-4 copper bromide yes no no 

524 24520 0008001-22-7 soybean oil no yes no 

525 62640 0008001-39-6 japan wax yes no no 

526 43440 0008001-75-0 ceresin yes no no 

527 14411 0008001-79-4 castor oil yes yes no 

42880 

528 63760 0008002-43-5 lecithin yes no no 

529 67850 0008002-53-7 montan wax yes no no 

530 41760 0008006-44-8 candelilla wax yes no no 

531 36880 0008012-89-3 beeswax yes no no 

532 88640 0008013-07-8 soybean oil, epoxidised yes no no 60 

30(*) 

(32) (*) In the case of PVC gaskets 
used to seal glass jars 
containing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41/EC or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25/EC, the 
SML is lowered to 30 mg/kg. 

Oxirane < 8 %, iodine 
number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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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42720 0008015-86-9 carnauba wax yes no no 

534 80720 0008017-16-1 polyphosphoric acids yes no no 

535 24100 0008050-09-7 rosin yes yes no 

24130 

24190 

83840 

536 84320 0008050-15-5 rosin, hydrogenated, ester with 
methanol 

yes no no 

537 84080 0008050-26-8 rosin, ester with pentaerythritol yes no no 

538 84000 0008050-31-5 rosin, ester with glycerol yes no no 

539 24160 0008052-10-6 rosin tall oil no yes no 

540 63940 0008062-15-5 lignosulphonic acid yes no no 0,24 Only to be used as dispersant for 
plastics dispersions 

541 58480 0009000-01-5 gum arabic yes no no 

542 42640 0009000-11-7 carb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43 45920 0009000-16-2 dammar yes no no 

544 58400 0009000-30-0 guar gum yes no no 

545 93680 0009000-65-1 tragacanth gum yes no no 

546 71440 0009000-69-5 pectin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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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55440 0009000-70-8 gelatin yes no no 

548 42800 0009000-71-9 casein yes no no 

549 80000 0009002-88-4 polyethylene wax yes no no 

550 81060 0009003-07-0 polypropylene wax yes no no 

551 79920 0009003-11-6 

0106392-12-5 

poly(ethylene propylene) glycol yes no no 

552 81500 0009003-39-8 polyvinylpyrrolidone yes no no The substance shall meet the 
purity criteria as laid down i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8/84/EC ( 3 ) 

553 14500 0009004-34-6 cellulose yes yes no 

43280 

554 43300 0009004-36-8 cellulose acetate butyrate yes no no 

555 53280 0009004-57-3 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56 54260 0009004-58-4 ethylhydroxy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57 66640 0009004-59-5 methyl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58 60560 0009004-62-0 hydroxy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59 61680 0009004-64-2 hydroxypropylcellulose yes no no 

560 66700 0009004-65-3 methylhydroxypropylcellulose yes no no 

561 66240 0009004-67-5 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62 22450 0009004-70-0 nitrocellulose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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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78320 0009004-97-1 polyethyleneglycol monoricinoleate yes no yes 42 

564 24540 0009005-25-8 starch, edible yes yes no 

88800 

565 61120 0009005-27-0 hydroxyethyl starch yes no no 

566 33350 0009005-32-7 alginic acid yes no no 

567 82080 0009005-37-2 1,2-propyleneglycol alginate yes no no 

568 79040 0009005-64-5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mono
laurate 

yes no no 

569 79120 0009005-65-6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mono
oleate 

yes no no 

570 79200 0009005-66-7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mono
palmitate 

yes no no 

571 79280 0009005-67-8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mono
stearate 

yes no no 

572 79360 0009005-70-3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trioleate 

yes no no 

573 79440 0009005-71-4 polyethyleneglycol sorbitan tris
tearate 

yes no no 

574 24250 0009006-04-6 rubber, natural yes yes no 

8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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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76721 0063148-62-9 polydimethylsiloxane (Mw > 6 800 
Da) 

yes no no Viscosity at 25 °C not less than 
100 cSt (100 × 10 -6 m 2 /s) 

576 60880 0009032-42-2 hydroxyethyl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577 62280 0009044-17-1 isobutylene-butene copolymer yes no no 

578 79600 0009046-01-9 polyethyleneglycol tridecyl ether 
phosphate 

yes no no 5 For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for contact with aqueous foods 
only. 

Polyethyleneglycol (EO ≤ 11) 
tridecyl ether phosphate (mono- 
and dialkyl ester) with a 
maximum 10 % content of poly
ethyleneglycol (EO ≤ 11) 
tridecylether. 

579 61800 0009049-76-7 hydroxypropyl starch yes no no 

580 46070 0010016-20-3 α-dextrin yes no no 

581 36800 0010022-31-8 barium nitrate yes no no 

582 50240 0010039-33-5 di-n-octyltin bis(2-ethylhexyl 
maleate) 

yes no no (10) 

583 40400 0010043-11-5 boron nitride yes no no (16) 

584 13620 0010043-35-3 boric acid yes yes no (16) 

40320 

585 41120 0010043-52-4 calcium chloride yes no no 

586 65280 0010043-84-2 manganese hypophosphi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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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68400 0010094-45-8 octadecylerucamide yes no yes 5 

588 64320 0010377-51-2 lithium iodide yes no no (6) 

589 52645 0010436-08-5 cis-11-eicosenamide yes no no 

590 21370 0010595-80-9 methacrylic acid, 2-sulphoethyl 
ester 

no yes no ND (1) 

591 36160 0010605-09-1 ascorbyl stearate yes no no 

592 34690 0011097-59-9 aluminium magnesium carbonate 
hydroxide 

yes no no 

593 44960 0011104-61-3 cobalt oxide yes no no 

594 65360 0011129-60-5 manganese oxide yes no no 

595 19510 0011132-73-3 lignocellulose no yes no 

596 95935 0011138-66-2 xanthan gum yes no no 

597 67120 0012001-26-2 mica yes no no 

598 41600 0012004-14-7 

0037293-22-4 

calcium sulphoaluminate yes no no 

599 36840 0012007-55-5 barium tetraborate yes no no (16) 

600 60030 0012072-90-1 hydromagnesite yes no no 

601 35440 0012124-97-9 ammonium bromide yes no no 

602 70240 0012198-93-5 ozokerite yes no no 

603 83460 0012269-78-2 pyrophyllite yes no no 

604 60080 0012304-65-3 hydrotalci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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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11005 0012542-30-2 acrylic acid, dicyclopentenyl ester no yes no 0,05 (1) 

606 65200 0012626-88-9 manganese hydroxide yes no no 

607 62245 0012751-22-3 iron phosphide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PET polymers 
and copolymers 

608 40800 0013003-12-8 4,4′-butylidene-bis(6-tert-butyl-3- 
methylphenyl-ditridecyl phosphite) 

yes no yes 6 

609 83455 0013445-56-2 pyrophosphorous acid yes no no 

610 93440 0013463-67-7 titanium dioxide yes no no 

611 35120 0013560-49-1 3-aminocrotonic acid, diester with 
thiobis (2-hydroxyethyl) ether 

yes no no 

612 16694 0013811-50-2 N,N′-divinyl-2-imidazolidinone no yes no 0,05 (10) 

613 95905 0013983-17-0 wollastonite yes no no 

614 45560 0014464-46-1 cristobalite yes no no 

615 92080 0014807-96-6 talc yes no no 

616 83470 0014808-60-7 quartz yes no no 

617 10660 0015214-89-8 2-acrylamido-2-methylpropanesul
phonic acid 

no yes no 0,05 

618 51040 0015535-79-2 di-n-octyltin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619 50320 0015571-58-1 di-n-octyltin bis(2-ethylhex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2011R
0010 —

 EN
 —

 30.12.2011 —
 002.001 —

 76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620 50720 0015571-60-5 di-n-octyltin dimaleate yes no no (10) 

621 17110 0016219-75-3 5-ethylidenebicyclo[2,2,1]hept-2- 
ene 

no yes no 0,05 (9) 

622 69840 0016260-09-6 oleylpalmitamide yes no yes 5 

623 52640 0016389-88-1 dolomite yes no no 

624 18897 0016712-64-4 6-hydroxy-2-naphthalenecarboxylic 
acid 

no yes no 0,05 

625 36720 0017194-00-2 barium hydroxide yes no no 

626 57800 0018641-57-1 glycerol tribehenate yes no no 

627 59760 0019569-21-2 huntite yes no no 

628 96190 0020427-58-1 zinc hydroxide yes no no 

629 34560 0021645-51-2 aluminium hydroxide yes no no 

630 82240 0022788-19-8 1,2-propyleneglycol dilaurate yes no no 

631 59120 0023128-74-7 1,6-hexamethylene-bis(3-(3,5-di- 
tert-butyl-4-hydro
xyphenyl)propionamide) 

yes no yes 45 

632 52880 0023676-09-7 4-ethoxybenzoic acid, ethyl ester yes no no 3,6 

633 53200 0023949-66-8 2-ethoxy-2′-ethyloxanilide yes no yes 30 

634 25910 0024800-44-0 tripropyleneglycol no yes no 

635 40720 0025013-16-5 tert-butyl-4-hydroxyanisole yes no n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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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31500 0025134-51-4 acrylic acid, acrylic acid, 2- 
ethylhexyl ester, copolymer 

yes no no 0,05 (22) SML expressed as acrylic acid, 2- 
ethylhexyl ester 

637 71635 0025151-96-6 pentaerythritol dioleate yes no no 0,05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638 23590 0025322-68-3 polyethyleneglycol yes yes no 

76960 

639 23651 0025322-69-4 polypropyleneglycol yes yes no 

80800 

640 54930 0025359-91-5 formaldehyde-1-naphthol, 
copolymer 

yes no no 0,05 

641 22331 0025513-64-8 mixture of (35-45 % w/w) 1,6- 
diamino-2,2,4-trimethylhexane and 
(55-65 % w/w)1,6-diamino-2,4,4- 
trimethylhexane 

no yes no 0,05 (10) 

642 64990 0025736-61-2 maleic anhydride-styrene, 
copolymer, sodium salt 

yes no no The fraction with molecular 
weight below 1 000 Da should 
not exceed 0,05 % (w/w) 

643 87760 0026266-57-9 sorbitan monopalmitate yes no no 

644 88080 0026266-58-0 sorbitan trioleate yes no no 

645 67760 0026401-86-5 mono-n-octyltin tr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1) 

646 50480 0026401-97-8 di-n-octyltin bis(isooctyl mercap
toacetate) 

yes no n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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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56720 0026402-23-3 glycerol monohexanoate yes no no 

648 56880 0026402-26-6 glycerol monooctanoate yes no no 

649 47210 0026427-07-6 dibutylthiostannoic acid polymer yes no no Molecular unit = (C 8 H 18 S 3 Sn 2 )n 
(n = 1,5-2) 

650 49600 0026636-01-1 dimethyltin bis(isooctyl mercap
toacetate) 

yes no no (9) 

651 88240 0026658-19-5 sorbitan tristearate yes no no 

652 38820 0026741-53-7 bis(2,4-di-tert-butylphenyl) pentae
rythritol diphosphite 

yes no yes 0,6 

653 25270 0026747-90-0 2,4-toluene diisocyanate dimer no yes no (17) 1 mg/kg in final product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10) 

654 88600 0026836-47-5 sorbitol monostearate yes no no 

655 25450 0026896-48-0 tricyclodecanedimethanol no yes no 0,05 

656 24760 0026914-43-2 styrenesuphonic acid no yes no 0,05 

657 67680 0027107-89-7 mono-n-octyltin tris(2-ethylhex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1) 

658 52000 0027176-87-0 dodecylbenzenesulphonic acid yes no no 30 

659 82800 0027194-74-7 1,2-propyleneglycol monolaurate yes no no 

660 47540 0027458-90-8 di-tert-dodecyl disulphide yes no yes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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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95360 0027676-62-6 1,3,5-tris(3,5-di-tert-butyl-4- 
hydroxybenzyl)-1,3,5-triazine-2,4,6
(1H,3H,5H)-trione 

yes no yes 5 

662 25927 0027955-94-8 1,1,1-tris(4-hydroxyphenol)ethane no yes no 0,005 Only to be used in polycarbonates (1) 

663 64150 0028290-79-1 linolenic acid yes no no 

664 95000 0028931-67-1 trimethylolpropane 
trimethacrylate-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yes no no 

665 83120 0029013-28-3 1,2-propyleneglycol monopalmitate yes no no 

666 87280 0029116-98-1 sorbitan dioleate yes no no 

667 55190 0029204-02-2 gadoleic acid yes no no 

668 80240 0029894-35-7 polyglycerol ricinoleate yes no no 

669 56610 0030233-64-8 glycerol monobehenate yes no no 

670 56800 0030899-62-8 glycerol monolaurate diacetate yes no no (32) 

671 74240 0031570-04-4 phosphorous acid, tris(2,4-di-tert- 
butylphenyl)ester 

yes no no 

672 76845 0031831-53-5 polyester of 1,4-butanediol with 
caprolactone 

yes no no (29) 

(30) 

The fraction with molecular 
weight below 1 000 Da should 
not exceed 0,5 % (w/w) 

673 53670 0032509-66-3 ethylene glycol bis[3,3-bis(3-tert- 
butyl-4-hydroxyphenyl)butyrate] 

yes no y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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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46480 0032647-67-9 dibenzylidene sorbitol yes no no 

675 38800 0032687-78-8 N,N′-bis(3-(3,5-di-tert-butyl-4- 
hydroxyphenyl)propionyl)hydrazide 

yes no yes 15 

676 50400 0033568-99-9 di-n-octyltin bis(isooctyl maleate) yes no no (10) 

677 82560 0033587-20-1 1,2-propyleneglycol dipalmitate yes no no 

678 59200 0035074-77-2 1,6-hexamethylene-bis(3-(3,5-di- 
tert-butyl-4-hydro
xyphenyl)propionate) 

yes no yes 6 

679 39060 0035958-30-6 1,1-bis(2-hydroxy-3,5-di-tert- 
butylphenyl)ethane 

yes no yes 5 

680 94400 0036443-68-2 triethyleneglycol bis[3-(3-tert-butyl- 
4-hydroxy-5-methylphenyl) 
propionate] 

yes no no 9 

681 18310 0036653-82-4 1-hexadecanol no yes no 

682 53270 0037205-99-5 ethylcarb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683 66200 0037206-01-2 methylcarb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684 68125 0037244-96-5 nepheline syenite yes no no 

685 85950 0037296-97-2 silicic acid, magnesium-sodium- 
fluoride salt 

yes no no 0,15 SML expressed as fluoride. 

Only to be used in layers of 
multi-layer materials not coming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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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61390 0037353-59-6 hydroxymethylcellulose yes no no 

687 13530 0038103-06-9 2,2-bis(4-hydroxyphenyl)propane 
bis(phthalic anhydride) 

no yes no 0,05 

13614 

688 92560 0038613-77-3 tetrakis(2,4-di-tert-butyl-phenyl)- 
4,4′-biphenylylene diphosphonite 

yes no yes 18 

689 95280 0040601-76-1 1,3,5-tris(4-tert-butyl-3-hydroxy- 
2,6-dimethylbenzyl)-1,3,5-triazine- 
2,4,6(1H,3H,5H)-trione 

yes no yes 6 

690 92880 0041484-35-9 thiodiethanol bis(3-(3,5-di-tert- 
butyl-4-hydroxy phenyl) 
propionate) 

yes no yes 2,4 

691 13600 0047465-97-4 3,3-bis(3-methyl-4-hydro
xyphenyl)2-indolinone 

no yes no 1,8 

692 52320 0052047-59-3 2-(4-dodecylphenyl)indole yes no yes 0,06 

693 88160 0054140-20-4 sorbitan tripalmitate yes no no 

694 21400 0054276-35-6 methacrylic acid, sulphopropyl ester no yes no 0,05 (1) 

695 67520 0054849-38-6 monomethyltin tr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9) 

696 92205 0057569-40-1 terephthalic acid, diester with 2,2′- 
methylenebis(4-methyl-6-tert- 
butylphenol) 

yes no no 

697 67515 0057583-34-3 monomethyltin tris(ethylhex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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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49595 0057583-35-4 dimethyltin bis(ethylhexyl mercap
toacetate) 

yes no no (9) 

699 90720 0058446-52-9 stearoylbenzoylmethane yes no no 

700 31520 0061167-58-6 acrylic acid, 2-tert-butyl-6-(3-tert- 
butyl-2-hydroxy-5-methylbenzyl)-4- 
methylphenyl ester 

yes no yes 6 

701 40160 0061269-61-2 N,N′-bis(2,2,6,6-tetramethyl-4- 
piperidyl)hexamethylenediamine- 
1,2-dibromoethane, copolymer 

yes no no 2,4 

702 87920 0061752-68-9 sorbitan tetrastearate yes no no 

703 17170 0061788-47-4 fatty acids, coco no yes no 

704 77600 0061788-85-0 polyethyleneglycol ester of hydro
genated castor oil 

yes no no 

705 10599/90A 0061788-89-4 acids, fatty, unsaturated (C 18 ), 
dimers, non hydrogenated, distilled 
and non-distilled 

no yes no (18) (1) 

10599/91 

706 17230 0061790-12-3 fatty acids, tall oil no yes no 

707 46375 0061790-53-2 diatomaceous earth yes no no 

708 77520 0061791-12-6 polyethyleneglycol ester of castor 
oil 

yes no no 42 

709 87520 0062568-11-0 sorbitan monobehenate yes no no 

710 38700 0063397-60-4 bis(2-carbobutoxyethyl)tin- 
b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ye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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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42000 0063438-80-2 (2-carbobutoxyethyl)tin-tr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yes 30 

712 42960 0064147-40-6 castor oil, dehydrated yes no no 

713 43480 0064365-11-3 charcoal, activated yes no no Only for use in PET at maximum 
10 mg/kg of polymer. 

Same purity requirements as for 
Vegetable Carbon (E 153) set out 
by Commission Directive 
95/45/EC ( 4 ) with exception of 
ash content which can be up to 
10 % (w/w). 

714 84400 0064365-17-9 rosin, hydrogenated, ester with 
pentaerythritol 

yes no no 

715 46880 0065140-91-2 3,5-di-tert-butyl-4-hydroxybenzyl
phosphonic acid, monoethyl ester, 
calcium salt 

yes no no 6 

716 60800 0065447-77-0 1-(2-hydroxyethyl)-4-hydroxy- 
2,2,6,6-tetramethyl 
piperidine-succinic acid, dimethyl 
ester, copolymer 

yes no no 30 

717 84210 0065997-06-0 rosin, hydrogenated yes no no 

718 84240 0065997-13-9 rosin, hydrogenated, ester with 
glycerol 

yes no no 

719 65920 0066822-60-4 N-methacryloyloxyethyl-N,N- 
dimethyl-N-carboxymethyl
ammonium chloride, sodium salt - 
octadecyl methacrylate-ethyl 
methacrylate-cyclohexyl 
methacrylate-N-vinyl-2-pyrrolidone, 
copolymers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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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67360 0067649-65-4 mono-n-dodecyltin tr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25) 

721 46800 0067845-93-6 3,5-di-tert-butyl-4-hydroxybenzoic 
acid, hexadecyl ester 

yes no no 

722 17200 0068308-53-2 fatty acids, soya no yes no 

723 88880 0068412-29-3 starch, hydrolysed yes no no 

724 24903 0068425-17-2 syrups, hydrolysed starch, hydro
genated 

no yes no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urity 
criteria for maltitol syrup E 
965(ii) as laid down i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8/60/EC ( 5 ) 

725 77895 0068439-49-6 polyethyleneglycol (EO = 2-6) 
monoalkyl (C 16 -C 18 ) ether 

yes no no 0,05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mixture is 
as follows: 

— polyethyleneglycol (EO = 
2-6)monoalkyl (C 16 -C 18 ) ether 
(approximately 28 %), 

— fatty alcohols (C 16 -C 18 ) 
(approximately 48 %), 

— ethyleneglycol monoalkyl 
(C 16 -C 18 ) ether 
(approximately 24 %), 

726 83599 0068442-12-6 reaction products of oleic acid, 2- 
mercaptoethyl ester, with dich
lorodimethyltin, sodium sulphide 
and trichloromethyltin 

yes no yes (9) 

727 43360 0068442-85-3 cellulose, regenerated yes no no



 

2011R
0010 —

 EN
 —

 30.12.2011 —
 002.001 —

 85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728 75100 0068515-48-0 

0028553-12-0 

phthalic acid, diesters with primary, 
saturated C 8 -C 10 branched alcohols, 
more than 60 % C 9 

yes no no (26) 

(32) 

Only to be used as: 

(a) plasticiser in repeated 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b) plasticiser in single-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contacting non-fatty foods 
except for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41/EC or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25/EC; 

(c) technical support agent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1 % 
in the final product. 

(7) 

729 75105 0068515-49-1 

0026761-40-0 

phthalic acid, diesters with primary, 
saturated C 9 -C 11 alcohols more 
than 90 % C 10 

yes no no (26) 

(32) 

Only to be used as: 

(a) plasticiser in repeated 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b) plasticiser in single-use 
materials and articles 
contacting non-fatty foods 
except for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41/EC or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defined 
by Directive 2006/125/E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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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echnical support agent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1 % 
in the final product. 

730 66930 0068554-70-1 methylsilsesquioxane yes no no Residual monomer in methylsil
sesquioxane: < 1 mg methyl
trimethoxysilane/kg of methylsil
sesquioxane 

731 18220 0068564-88-5 N-heptylaminoundecanoic acid no yes no 0,05 (2) 

732 45450 0068610-51-5 p-cresol-dicyclopentadiene- 
isobutylene, copolymer 

yes no yes 5 

733 10599/92A 0068783-41-5 acids, fatty, unsaturated (C 18 ), 
dimers, hydrogenated, distilled and 
non-distilled 

no yes no (18) (1) 

10599/93 

734 46380 0068855-54-9 diatomaceous earth, soda ash 
flux-calcined 

yes no no 

735 40120 0068951-50-8 bis(polyethyleneglycol)hydroxy
methylphosphonate 

yes no no 0,6 

736 50960 0069226-44-4 di-n-octyltin ethyleneglycol 
bis(mercaptoacetate) 

yes no no (10) 

737 77370 0070142-34-6 polyethyleneglycol-30 dipolyhydro
xystearate 

yes no no 

738 60320 0070321-86-7 2-[2-hydroxy-3,5-bis(1,1-dimethyl
benzyl)phenyl]benzotriazole 

yes no yes 1,5 

739 70000 0070331-94-1 2,2′-oxamidobis[ethyl-3-(3,5-di-tert- 
butyl-4-hydroxyphenyl)-propionate]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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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81200 0071878-19-8 poly[6-[(1,1,3,3-tetra
methylbutyl)amino]-1,3,5-triazine- 
2,4-diyl]-[(2,2,6,6-tetramethyl-4- 
piperidyl)- 
imino]hexamethylene[(2,2,6,6-tetra
methyl-4-piperidyl) imino] 

yes no yes 3 

741 24070 0073138-82-6 resin acids and rosin acids yes yes no 

83610 

742 92700 0078301-43-6 2,2,4,4-tetramethyl-20-(2,3-epoxy
propyl)-7-oxa-3,20-diazadispiro- 
[5.1.11.2]-heneicosan-21-one, 
polymer 

yes no yes 5 

743 38950 0079072-96-1 bis(4-ethylbenzylidene)sorbitol yes no no 

744 18888 0080181-31-3 3-hydroxybutanoic acid-3-hydroxy
pentanoic acid, copolymer 

no yes no The substance is used as product 
obtained by bacterial fermen
tatio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mentioned in the 
Table 4 of Annex I 

745 68145 0080410-33-9 2,2′,2′-nitrilo(triethyl tris(3,3′,5,5′- 
tetra-tert-butyl-1,1′-bi-phenyl-2,2′- 
diyl)phosphite)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sum of 
phosphite and phosphate 

746 38810 0080693-00-1 bis(2,6-di-tert-butyl-4-methyl
phenyl)pentaerythritol diphosphite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sum of 
phosphite and phosphate 

747 47600 0084030-61-5 di-n-dodecyltin bis(isooctyl 
mercaptoacetate) 

yes no y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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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12765 0084434-12-8 N-(2-aminoethyl)-β-alanine, sodium 
salt 

no yes no 0,05 

749 66360 0085209-91-2 2,2′-methylene bis(4,6-di-tert- 
butylphenyl) sodium phosphate 

yes no yes 5 

750 66350 0085209-93-4 2,2′-methylenebis(4,6-di-tert- 
butylphenyl) lithium phosphate 

yes no no 5 

751 81515 0087189-25-1 poly(zinc glycerolate) yes no no 

752 39890 0087826-41 – 
30069158-41 – 
40054686-97 – 
40081541-12-0 

bis(methylbenzylidene)sorbitol yes no no 

753 62800 0092704-41-1 kaolin, calcined yes no no 

754 56020 0099880-64-5 glycerol dibehenate yes no no 

755 21765 0106246-33-7 4,4′-methylenebis(3-chloro-2,6- 
diethylaniline) 

no yes no 0,05 (1) 

756 40020 0110553-27-0 2,4-bis(octylthiomethyl)-6-methyl
phenol 

yes no yes (24) 

757 95725 0110638-71-6 vermiculite, reaction product with 
citric acid, lithium salt 

yes no no 

758 38940 0110675-26-8 2,4-bis(dodecylthiomethyl)-6- 
methylphenol 

yes no yes (24) 

759 54300 0118337-09-0 2,2′-ethylidenebis(4,6-di-tert- 
butylphenyl) fluorophosphonite 

yes no y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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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83595 0119345-01-6 reaction product of di-tert-butylp
hosphonite with biphenyl, obtained 
by condensation of 2,4-di-tert- 
butylphenol with Friedel Craft 
reaction product of phosphorous 
trichloride and biphenyl 

yes no no 18 Composition: 
— 4,4′-biphenylene-bis[0,0- 

bis(2,4-di-tert- 
butylphenyl)phosphonite] 
(CAS No 0038613-77-3) (36- 
46 % w/w (*)), 

— 4,3′-biphenylene-bis[0,0- 
bis(2,4-di-tert- 
butylphenyl)phosphonite] 
(CAS No 0118421-00-4) (17- 
23 % w/w (*)), 

— 3,3′-biphenylene-bis[0,0- 
bis(2,4-di-tert- 
butylphenyl)phosphonite] 
(CAS No 0118421-01-5) (1- 
5 % w/w (*)), 

— 4-biphenylene-0,0-bis(2,4-di- 
tert-butylphenyl)phosphonite 
(CAS No 0091362-37-7) (11- 
19 % w/w (*)), 

— tris(2,4-di-tert- 
butylphenyl)phosphite (CAS 
No 0031570-04-4) (9-18 % 
w/w (*)), 

— 4,4′-biphenylene-0,0-bis(2,4- 
di-tert-butylphenyl)phos
phonate-0,0-bis(2,4-di-tert- 
butylphenyl)phosphonite 
(CAS No 0112949-97-0) 
(< 5 % w/w (*)) 

(*) Quantity of substance used/ 
quantity of formulation 

Other specifications: 
— Phosphor content of min. 

5,4 % to max. 5,9 %, 

— Acid value of max. 10 mg 
KOH per gram, 

— Melt range of 85– 1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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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92930 0120218-34-0 thiodiethanolbis(5-methoxy
carbonyl-2,6-dimethyl-1,4-dihydro
pyridine-3-carboxylate) 

yes no no 6 

762 31530 0123968-25-2 acrylic acid, 2,4-di-tert-pentyl-6-(1- 
(3,5-di-tert-pentyl-2-hydro
xyphenyl)ethyl)phenyl ester 

yes no yes 5 

763 39925 0129228-21-3 3,3-bis(methoxymethyl)-2,5- 
dimethylhexane 

yes no yes 0,05 

764 13317 0132459-54-2 N,N′-bis[4-(ethoxy
carbonyl)phenyl]-1,4,5,8-naphtha
lenetetracarboxydiimide 

no yes no 0,05 Purity > 98,1 % (w/w). 

Only to be used as co-monomer 
(max 4 %) for polyesters (PET, 
PBT). 

765 49485 0134701-20-5 2,4-dimethyl-6-(1-methylpen
tadecyl)phenol 

yes no yes 1 

766 38879 0135861-56-2 bis(3,4-dimethyl
benzylidene)sorbitol 

yes no no 

767 38510 0136504-96-6 1,2-bis(3-aminopropyl)ethylene
diamine, polymer with N-butyl- 
2,2,6,6-tetramethyl-4-piperidi
namine and 2,4,6-trichloro-1,3,5- 
triazine 

yes no no 5 

768 34850 0143925-92-2 amines, bis(hydrogenated tallow 
alkyl) oxidised 

yes no no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Only to be used in: 

(a) polyolefins at 0,1 % (w/w) 
concentration and in 

(b) PET at 0,25 % (w/w) concen
tr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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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74010 0145650-60-8 phosphorous acid, bis(2,4-di-tert- 
butyl-6-methylphenyl) ethyl ester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sum of 
phosphite and phosphate 

770 51700 0147315-50-2 2-(4,6-diphenyl-1,3,5-triazin-2-yl)- 
5-(hexyloxy)phenol 

yes no no 0,05 

771 34650 0151841-65-5 aluminium hydroxybis [2,2′- 
methylenebis (4,6-di-tert- 
butylphenyl) phosphate] 

yes no no 5 

772 47500 0153250-52-3 N,N′-dicyclohexyl-2,6-naphthalene 
dicarboxamide 

yes no no 5 

773 38840 0154862-43-8 bis(2,4-dicumylphenyl)pentae
rythritol-diphosphite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sum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its oxidised form 
bis(2,4-dicumylphenyl)pentae
rythritol-phosphate and its 
hydrolysis product (2,4-dicu
mylphenol) 

774 95270 0161717-32-4 2,4,6-tris(tert-butyl)phenyl-2-butyl- 
2-ethyl-1,3-propanediol phosphite 

yes no yes 2 SML expressed as sum of 
phosphite, phosphate and the 
hydrolysis product = TTBP 

775 45705 0166412-78-8 1,2-cyclohexanedicarboxylic acid, 
diisononyl ester 

yes no no (32) 

776 76723 0167883-16-1 polydimethylsiloxane, 3-amin
opropyl terminated, polymer with 
dicyclohexylmethane-4,4′-diiso
cyanate 

yes no no The fraction with molecular 
weight below 1 000 Da should 
not exceed 1,5 %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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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31542 0174254-23-0 acrylic acid, methyl ester, telomer 
with 1-dodecanethiol, C 16 -C 18 alkyl 
esters 

yes no no 0,5 % in final product (1) 

778 71670 0178671-58-4 pentaerythritol tetrakis (2-cyano- 
3,3-diphenylacrylate) 

yes no yes 0,05 

779 39815 0182121-12-6 9,9-bis(methoxymethyl)fluorene yes no yes 0,05 (1) 

780 81220 0192268-64-7 poly-[[6-[N-(2,2,6,6-tetramethyl-4- 
piperidinyl)-n-butylamino]-1,3,5- 
triazine-2,4-diyl][(2,2,6,6-tetra
methyl-4-piperidinyl)imino]-1,6- 
hexanediyl[(2,2,6,6-tetramethyl-4- 
piperidinyl)imino]]-α-[N,N,N′,N′- 
tetrabutyl-N'-(2,2,6,6-tetramethyl-4- 
piperidinyl)-N'-[6-(2,2,6,6-tetra
methyl-4-piperidinylamino)-hexyl]- 
[1,3,5-triazine-2,4,6-triamine]-ω- 
N,N,N′,N′-tetrabutyl-1,3,5-triazine- 
2,4-diamine] 

yes no no 5 

781 95265 0227099-60-7 1,3,5-tris(4-benzoylphenyl) benzene yes no no 0,05 

782 76725 0661476-41-1 polydimethylsiloxane, 3-amin
opropyl terminated, polymer with 
1-isocyanato-3-isocyanatomethyl- 
3,5,5-trimethylcyclohexane 

yes no no The fraction with molecular 
weight below 1 000 Da should 
not exceed 1 % (w/w) 

783 55910 0736150-63-3 glycerides, castor-oil mono-, 
hydrogenated, acetates 

yes no no (32) 

784 95420 0745070-61-5 1,3,5-tris (2,2-dimethylpro
panamido)benzene 

yes no no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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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24910 0000100-21-0 terephthalic acid no yes no (28) 

786 14627 0000117-21-5 3-chlorophthalic anhydride no yes no 0,05 SML expressed as 3-chloro
phthalic acid 

787 14628 0000118-45-6 4-chlorophthalic anhydride no yes no 0,05 SML expressed as 4-chloro
phthalic acid 

788 21498 0002530-85-0 [3-(methacryloxy)propyl]trime
thoxysilane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as a surface 
treatment agent of inorganic fillers 

(1) 

(11) 

789 60027 — hydrogenated homopolymers and/or 
copolymers made of 1-hexene 
and/or 1-octene and/or 1-decene 
and/or 1-dodecene and/or 1- 
tetradecene (Mw: 440–12 000) 

yes no no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less 
than 440 Da. 

Viscosity at 100 °C not less than 
3,8 cSt (3,8 × 10 -6 m 2 /s). 

(2) 

790 80480 0090751-07-8 

0082451-48-7 

poly(6-morpholino-1,3,5-triazine- 
2,4-diyl)-[(2,2,6,6-tetramethyl-4- 
piperidyl)imino)] hexa-methylene- 
[(2,2,6,6-tetramethyl-4- 
piperidyl)imino)] 

yes no no 5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less 
than 2 400 Da. 

Residual content of morpholine 
≤ 30 mg/kg, of N,N′-bis(2,2,6,6- 
tetramethylpiperidin-4-yl)hexane- 
1,6-diamine < 15 000 mg/kg, and 
of 2,4-dichloro-6-morpholino- 
1,3,5-triazine ≤ 20 mg/kg. 

(16) 

791 92470 0106990-43-6 N,N′,N″,N″-tetrakis(4,6-bis(N- 
butyl-(N-methyl-2,2,6,6-tetra
methylpiperidin-4-yl)amino)triazin- 
2-yl)-4,7-diazadecane-1,10-diamine 

yes no no 0,05 

792 92475 0203255-81-6 3,3′,5,5′-tetrakis(tert-butyl)-2,2′- 
dihydroxybiphenyl, cyclic ester 
with [3-(3-tert-butyl-4-hydroxy-5- 
methylphenyl)propyl]oxyphos
phonous acid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phosphite and phosphate form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hydrolysi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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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94000 0000102-71-6 triethanolamine yes no no 0,05 SML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riethanolamine and the hydro
chloride adduct expressed as trie
thanolamine 

▼M2 

794 18117 0000079-14-1 glycolic acid no yes no Only to be used for manufacture 
of polyglycolic acid (PGA) for (i) 
indirect food contact behind 
polyesters such as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 or polylactic 
acid (PLA); and (ii) direct food 
contact of a blend of PGA up to 
3 % w/w in PET or PLA. 

▼B 

795 40155 0124172-53-8 N,N′-bis(2,2,6,6-tetramethyl-4- 
piperidyl)-N,N′-diformylhexa
methylenediamine 

yes no no 0,05 (2) 

(12) 

796 72141 0018600-59-4 2,2′-(1,4-phenylene)bis[4H-3,1- 
benzoxazin-4-one] 

yes no yes 0,05 SML including the sum of its 
hydrolysis products 

▼M2 

797 76807 0073018-26-5 polyester of adipic acid with 1,3- 
butanediol, 1,2-propanediol and 2- 
ethyl-1-hexanol 

yes no yes (31) 

(32) 

▼B 

798 92200 0006422-86-2 terephthalic acid, bis(2- 
ethylhexyl)ester 

yes no no 60 (32) 

799 77708 — polyethyleneglycol (EO = 1-50) 
ethers of linear and branched 
primary (C 8 -C 22 ) alcohols 

yes no no 1,8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urity 
criteria for ethylene oxide as laid 
down in Directive 2008/84/EC 
laying down specific purity 
criteria on food additives other 
than colours and sweeteners 
(OJ L 253, 20.9.2008, p. 1) 

800 94425 0000867-13-0 triethyl phosphonoacetate yes no no Only for use in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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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30607 — acids, C 2 -C 24 , aliphatic, linear, 
monocarboxylic, from natural oils 
and fats, lithium salt 

yes no no 

802 33105 0146340-15-0 alcohols, C 12 -C 14 secondary, β-(2- 
hydroxyethoxy), ethoxylated 

yes no no 5 (12) 

803 33535 0152261-33-1 α-alkenes(C 20 -C 24 ) copolymer with 
maleic anhydride, reaction product 
with 4-amino-2,2,6,6-tetramethyl
piperidine 

yes no no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Not to be used in contact with 
alcoholic foods. 

(13) 

804 80510 1010121-89-7 poly(3-nonyl-1,1-dioxo-1-thio
propane-1,3-diyl)-block-poly(x- 
oleyl-7-hydroxy-1,5-diiminooctane- 
1,8-diyl), process mixture with x = 
1 and/or 5, neutralised with dode
cylbenzenesulfonic acid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as polymer 
production aid in 
polyethylene (PE), 
polypropylene (PP) and 
polystyrene (PS) 

805 93450 — titanium dioxide, coated with a 
copolymer of n-octyltrichlorosilane 
and [aminotris(methylenephos
phonic acid), penta sodium salt] 

yes no no The content of the surface 
treatment copolymer of the coated 
titanium dioxide is less than 1 % 
w/w 

806 14876 0001076-97-7 1,4-cyclohexanedicarboxylic acid no yes no 5 Only to be used for manufacture 
of polyesters 

807 93485 — titanium nitride, nanoparticles yes no no No migration of titanium nitride 
nanoparticles. 

Only to be used in PET bottles up 
to 2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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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T, the agglomerates have 
a diameter of 100 – 500 nm 
consisting of primary titanium 
nitride nanoparticles; primary 
particles have a diameter of 
approximately 20 nm. 

808 38550 0882073-43-0 bis(4- 
propylbenzylidene)propylsorbitol 

yes no no 5 SML including the sum of its 
hydrolysis products 

809 49080 0852282-89-4 N-(2,6-diisopropylphenyl)-6-[4- 
(1,1,3,3-tetramethylbutyl)phenoxy]- 
1H-benzo[de]isoquinolin-1,3(2H)- 
dione 

yes no yes 0,05 Only for use in PET (6) 

(14) 

(15) 

810 68119 neopentyl glycol, diesters and 
monoesters with benzoic acid and 
2-ethylhexanoic acid 

yes no no 5 (32)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811 80077 0068441-17-8 polyethylene waxes, oxidised yes no no 60 

▼M2 

812 80350 0124578-12-7 poly(12-hydroxystearic acid)-poly
ethyleneimin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plastics up to 
0,1 % w/w. 

Prepared by the reaction of 
poly(12-hydroxystearic acid) with 
polyethyleneimine. 

▼B 

813 91530 — sulphosuccinic acid alkyl (C 4 -C 20 ) 
or cyclohexyl diesters, salts 

yes no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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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91815 — sulphosuccinic acid monoalkyl 
(C 10 -C 16 ) polyethyleneglycol esters, 
salts 

yes no no 2 

815 94985 — trimethylolpropane, mixed triesters 
and diesters with benzoic acid and 
2-ethylhexanoic acid 

yes no no 5 (32)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816 45704 — cis-1,2-cyclohexanedicarboxylic 
acid, salts 

yes no no 5 

817 38507 — cis-endo-bicyclo[2.2.1]heptane-2,3- 
dicarboxylic acid, salts 

yes no no 5 Not to be used with polyethylene 
in contact with acidic foods. 

Purity ≥ 96 %. 

818 21530 — methallylsulphonic acid, salts no yes no 5 

819 68110 — neodecanoic acid, salts yes no no 0,05 Not to be used in polymers 
contacting fatty foods.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SML expressed as neodecanoic 
acid. 

820 76420 — pimelic acid, salts yes no no 

821 90810 — stearoyl-2-lactylic acid, salts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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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71938 — perchloric acid, salts yes no no 0,05 (4) 

823 24889 — 5-Sulphoisophthalic acid, salts no yes no 5 

854 71943 0329238-24-6 perfluoro acetic acid, α-substituted 
with the copolymer of perfluoro- 
1,2-propylene glycol and perfluoro- 
1,1-ethylene glycol, terminated with 
chlorohexafluoropropyloxy groups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0,5 % w/w in the poly
meri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that 
are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at or 
above 340 °C and are intended for 
use in repeated use articles 

▼M2 

855 40560 (butadiene, styrene, methyl metha
crylate) copolymer cross-linked 
with 1,3-butanediol dimethacrylate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12 % at room 
temperature or below. 

856 40563 (butadiene, styrene, methyl metha
crylate, butyl acrylate) copolymer 
cross-linked with divinylbenzene or 
1,3-butanediol dimethacrylate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12 % at room 
temperature or below. 

857 66765 0037953-21-2 (methyl methacrylate, butyl 
acrylate, styrene, glycidyl metha
crylat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2 % at room 
temperature or below. 

▼B 

860 71980 0051798-33-5 perfluoro[2-(poly(n- 
propoxy))propanoic acid]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the polymeri
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that are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at or 
above 265 °C and are intended for 
use in repeated us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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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71990 0013252-13-6 perfluoro[2-(n-propoxy)propanoic 
acid]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the polymeri
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that are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at or 
above 265 °C and are intended for 
use in repeated use articles 

▼M2 

862 15180 0018085-02-4 3,4-diacetoxy-1-butene no yes no 0,05 SML including the hydrolysis 
product 3,4-dihydroxy-1-butene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for ethylvinylalcohol (EVOH) and 
polyvinylalcohol (PVOH) 
copolymers. 

(17) 

(19) 

863 15260 0000646-25-3 1,10-decanediamine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for manufacturing polyamide 
articles for repeated use in contact 
with aqueous, acidic and dairy 
foodstuffs at room temperature or 
for short term contact up to 
150 °C. 

▼B 

864 46330 0000056-06-4 2,4-diamino-6-hydroxypyrimidine yes no no 5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in 
contact with non-acidic and 
non-alcoholic aqueous food 

865 40619 0025322-99-0 (butyl acrylate, methyl metha
crylate, but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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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866 40620 — (butyl acrylate, methyl metha
crylate) copolymer, cross-linked 
with allyl methacrylate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7 % 

867 40815 0040471-03-2 (butyl methacrylate, ethyl acrylate, 
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2 % 

868 53245 0009010-88-2 (ethyl acrylate, methyl metha
crylat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2 % 

869 66763 0027136-15-8 (butyl acrylate, methyl metha
crylate, styrene) copolymer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t a 
maximum level of 3 % 

870 95500 0160535-46-6 N,N′,N″-tris(2-methylcyclohexyl)- 
1,2,3-propane-tricarboxamide 

yes no no 5 

▼M2 

873 93460 titanium dioxide reacted with 
octyltriethoxysilane 

yes no no Reaction product of titanium 
dioxide with up to 2 % w/w 
surface treatment substance octyl
triethoxysilane, processed at high 
temperatures. 

▼B 

875 80345 0058128-22-6 poly(12-hydroxystearic acid) 
stearate 

yes no y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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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878 31335 — acids, fatty (C 8 -C 22 ) from 
animal or vegetable fats and 
oils, esters with branched 
alcohols, aliphatic, monohydric, 
saturated, primary (C 3 -C 22 ) 

yes no no 

879 31336 — acids, fatty (C 8 -C 22 ) from 
animal or vegetable fats and 
oils, esters with alcohols, linear, 
aliphatic, monohydric, saturated, 
primary (C 1 -C 22 ) 

yes no no 

880 31348 0085116-93-4 acids, fatty (C 8 -C 22 ), esters with 
pentaerythritol 

yes no no 

881 25187 0003010-96-6 2,2,4,4-tetramethylcyclobutane-1,3- 
diol 

no yes no 5 Only for repeated use articles for 
long term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or below and hotfill 

882 25872 0002416-94-6 2,3,6-trimethylphenol no yes no 0,05 

883 22074 0004457-71-0 3-methyl-1,5-pentanediol no yes no 0,05 Only to be used in materials in 
contact with food at a surface to 
mass ratio up to 0,5 dm 2 /kg 

884 34240 0091082-17-6 alkyl(C 10 -C 21 )sulphonic acid, esters 
with phenol 

yes no no 0,05 Not to be used for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for which 
simulant D is laid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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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885 45676 0263244-54-8 cyclic oligomers of (butylene 
terephthalate)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 
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 (PBT), 
polycarbonate (PC), 
polystyrene (PS) and rigi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plastics in concentrations up to 
1 % w/w, in contact with 
aqueous, acidic and alcoholic 
foods, for long term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M2 

894 93360 0016545-54-3 thiodipropionic acid, ditetradecyl 
ester 

yes no no (14) 

895 47060 0171090-93-0 3-(3,5-di-tert-butyl-4-hydro
xyphenyl)propanoic acid, esters 
with C13-C15 branched and linear 
alcohols 

yes no no 0,05 Only to be used in polyolefins in 
contact with foods other than 
fatty/high-alcoholic and dairy 
products. 

896 71958 0958445-44-8 3H-perfluoro-3-[(3-methoxy- 
propoxy)propanoic acid], 
ammonium salt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the polymeri
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when: 

—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higher than 280 °C for at 
least 10 minutes, 

—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higher than 190 °C up to 
30 % w/w for use in blends 
with polyoxymethylene 
polymers and intended for 
repeated us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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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923 39150 0000120-40-1 N,N-bis(2-hydroxyethyl)dodec
anamide 

yes no no 5 The residual amount of diethano
lamine in plastics, as an impurity 
and decomposition product of the 
substance, should not result in a 
migration of diethanolamine 
higher than 0,3 mg/kg food. 

(18) 

924 94987 trimethylolpropane, mixed triesters 
and diesters with n-octanoic and 
n-decanoic acids 

yes no no 0,05 Only for use in PET in contact 
with all types of foods other than 
fatty, high-alcoholic and dairy 
products. 

926 71955 0908020-52-0 perfluoro[(2-ethyloxy-ethoxy)acetic 
acid], ammonium salt 

yes no no Only to be used in the polymeri
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that are 
processed at temperatures higher 
than 300 °C for at least 10 
minutes. 

971 25885 0002459-10-1 trimethyl trimellitate no yes no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up to 0,35 % w/w to produce 
modified polyester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contact with aqueous and 
dry foodstuffs containing no free 
fat at the surface. 

(17) 

972 45197 0012158-74-6 copper hydroxide phosphate yes no no 

973 22931 0019430-93-4 (perfluorobutyl)ethylene no yes no Only to be used as a co-monomer 
up to 0,1 % w/w in the poly
merisation of fluoropolymers, 
sintered at high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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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974 74050 939402-02-5 phosphorous acid, mixed 2,4- 
bis(1,1-dimethylpropyl)phenyl and 
4-(1,1-dimethylpropyl)phenyl 
triesters 

yes no yes 5 SML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phosphite and phosphate form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hydrolysis 
product 4-t-amylphenol. 

The migration of the hydrolysis 
product 2,4-di-t-amylphenol 
should not exceed 0,05 mg/kg. 

▼B 

( 1 ) OJ L 302, 19.11.2005, p. 28. 
( 2 ) OJ L 330, 5.12.1998, p. 32. 
( 3 ) OJ L 253, 20.9.2008, p. 1. 
( 4 ) OJ L 226, 22.9.1995, p. 1. 
( 5 ) OJ L 158, 18.6.2008, p. 17. 
►M1 ( 6 ) Infant as defined in Article 2 of Directive 2006/141/EC. 
( 7 ) This restriction is applicable from 1 May 2011 as regards the manufacture and from 1 June 2011 as regards the placing on the market and importation into the Un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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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质基团限制 Group restriction of substances  
  
关于基团限制的表2包含以下信息： 
  
第1列(Group restriction No): 包含适用基团限制的物质基团识别号码，是本附录表1第9列涉及的号码。 
 
第2列(FCM substance No): 包含适用基团限制的物质唯一识别号码，是本附录表1第1列涉及的号码。 
 
第3列(SML (T) [mg/kg]): 包含适用于该基团所有物质特定迁移限制总量，以每千克食品中含mg物质

表达。当物质的迁移量为不应检出时，以ND表示。 
 
第4列(Group restriction specification): 包含以该物质分子量形式为基础的表达式。 
 
详见以下表 2“物质基团限制” （法规原版） 



2. Group restriction of substances 

Table 2 on Group restrictions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lumn 1 (Group restriction No): contains the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the 
group of substances for which the group restriction applies. It is the number 
referred to in Column 9 in Table 1 of this Annex. 

Column 2 (FCM substance No): contains the unique identification numbers 
of the substances for which the group restriction applies. It is the number 
referred to in Column 1 in Table 1 of this Annex. 

Column 3 (SML (T) [mg/kg]): contains the total specific migration limit for 
the sum of substances applicable to this group. It is expressed in mg 
substance per kg food. It is indicated ND if the substance shall not 
migrate in detectable quantities. 

Column 4 (Group restriction specification): contains an indication of the 
substance whose molecular weight forms the basis for expression of the 
result. 

Table 2 

(1) (2) (3) (4) 

Group 
Restriction No 

FCM 
substance No 

SML (T) 
[mg/kg] Group restriction specification 

1 128 

211 

6 expressed as acetaldehyde 

2 89 

227 
263 

30 expressed as ethyleneglycol 

3 234 
248 

30 expressed as maleic acid 

4 212 
435 

15 expressed as caprolactam 

5 137 
472 

3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6 412 
512 

513 
588 

1 expressed as iodine 

7 19 
20 

1,2 expressed as tertiary amine 

8 317 
318 

319 
359 

431 
464 

6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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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9 650 
695 
697 
698 
726 

0,18 expressed as tin 

10 28 
29 
30 
31 
32 
33 

466 
582 
618 
619 
620 
646 
676 
736 

0,006 expressed as tin 

11 66 
645 
657 

1,2 expressed as tin 

12 444 
469 
470 

30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13 163 
285 

1,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M2 
14 294 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and their 

oxidation products 368 
894 

▼B 
15 98 

196 
15 expressed as formaldehyde 

16 407 
583 
584 
599 

6 expressed as boron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98/83/EC 

17 4 
167 
169 
198 
274 
354 
372 
460 
461 
475 
476 
485 
490 
653 

ND expressed as isocyanate moiet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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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8 705 
733 

0,0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19 505 
516 
519 

10 expressed as SO 2 

20 290 
386 
390 

30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21 347 
349 

5 expressed as trimellitic acid 

22 70 
147 
176 
218 
323 
325 
365 
371 
380 
425 
446 
448 
456 
636 

6 expressed as acrylic acid 

23 150 
156 
181 
183 
184 
355 
370 
374 
439 
440 
447 
457 
482 

6 expressed as methacrylic acid 

24 756 
758 

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25 720 
747 

0,05 sum of mono-n-dodecyltin tris(isooctylmercap
toacetate), di-n-dodecyltin bis(isooctyl mercap
toacetate), mono-dodecyltin trichloride and 
di-dodecyltin dichloride)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mono- and di-dodecyltin chloride 

26 728 
729 

9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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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27 188 
291 

5 expressed as isophthalic acid 

28 191 
192 
785 

7,5 expressed as terephthalic acid 

29 342 
672 

0,05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6-hydroxyhexanoic acid 
and caprolactone 

30 254 
672 

5 expressed as 1,4-butanediol 

31 73 
797 

30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32 8 
72 
73 

138 
140 
157 
159 
207 
242 
283 
532 
670 
728 
729 
775 
783 
797 
798 
810 
815 

60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the substances 

3.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Table 3 on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lumn 1 (Note No): contains the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the Note. It is the 
number referred to in Column 11 in Table 1 of this Annex. 

Column 2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contains rules that shall be 
respected when testing for compliance of the substance with specific 
migration limits or other restrictions or it contains remarks on situations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non-compliance. 

Table 3 

(1) (2) 

Note No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1)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pe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n analytical metho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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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合性验证注释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关于符合性验证注释的表3包含以下信息： 
 
第1列（注释编号）：包含注释的识别号码，即关联本附录表1中第11列涉及的号码。 
 
第2列（符合性验证注释）：包含物质特定迁移极限或其他限制的符合性测试应依据的规则或存在不

符合的风险情况下给出的注释。 
 

表 3 
 

(1) 
 

 
(2) 

 
 

Note No 
 

关于符合性验证的注释 Notes on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1)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pe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n analytical method. 
尚无有效的分析方法时，符合性验证采用食品接触表面单位面积的残留量(QMA)。 
 

 
(2)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or OML could be exceeded in fatty food simulants. 
在含脂肪食品模拟物中有可能超标的风险。 
 

 
(3)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migration of the substance deteriorates the organolep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od in contact and then, that the final product does not comply with  
Article 3(1) c of the Framework Regulation (EC) No 1935/2004. 
迁移的物质引发食品感官特性劣化，导致 终产品存在不符合 1935/2004 号法规 
第 3 条(1) c 的风险。 
 

 
(4) 

 
Compliance testing when there is a fat contact should be performed using saturated fatty 
food simulants as simulant D. 
当接触脂肪时，符合性检测应采用饱和食品模拟物，如模拟物 D。 
 

 
(5) 

 
Compliance testing when there is a fat contact should be performed using isooctane as 
substitute of simulant D2 (unstable). 
当接触脂肪时，符合性检测应采用异辛烷代替模拟物 D2（不稳定）。 
 

 
(6) 

 
Migration limit might be exceeded at very high temperature. 
在很高温度下迁移极限可能超标。 
 

 
(7) 

 
If testing in food is performed, Annex V 1.4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在食品中测试时应依据附录 V 1.4。 
 

 
(8)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QMA 
= 0,005 mg/6 dm 2 . 
符合性验证采用食品接触表面单位面积的残留量(QMA)；QMA = 0.005 mg/6 d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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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pe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nalytical method for migration testing. The ratio surface to 
quantity of food shall be lower than 2dm 2 /kg. 
尚无有效的适合于迁移测试的分析方法时，符合性验证采用食品接触表面单位面积的

残留量(QMA)；表面与食品的比率应小于 2dm 2 /kg。 
 

 
(10)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in case 
of reaction with food or simulant. 
在与食品或模拟物反应的情况下，符合性验证采用食品接触表面单位面积的残留量

(QMA) 。 
 

(11) 
 
Only a method of analy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idual monomer in the treated 
filler is available. 
仅适合于经过处理的填料中残留单体判定的分析方法。 
 

 
(12)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could be exceeded from polyolefins. 
聚烯烃的 SML 存在可能超标风险。 
 

 
(13) 

Only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in polymer and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rting substances in food simulants are available. 
仅适合于食品模拟物中聚合物含量和始发物质判定的方法。 

 
(14)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could be exceeded from plastics containing more than 0,5 % 
w/w of the substance. 
塑料含大于 0.5 % w/w 的物质，其 SML 存在可能超标风险。 
 

 
(15)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could be exceeded in contact with foods with high alcoholic 
content. 
在接触高酒精含量的食品时，其 SML 存在可能超标风险。 
 

 
(16)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could be exceeded from low-density polyethylene (LDPE) 
containing more than 0,3 % w/w of the substance when in contact with fatty foods. 
接触脂肪食品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含大于 0.3 % w/w 的物质，其 SML 存在可能超

标风险。 
 

 
(17) 

 
Only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idual content of the substance in the polymer is 
available 
仅适合于聚合物中物质残留量的判定方法。 
 

 
(18)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SML could be exceeded from low-density polyethylene (LDPE) 
低密度聚乙烯(LDPE)的 SML 存在可能超标风险。 
 

 
(19)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OML could be exceeded in direct contact with aqueous foods from 
ethylvinylalcohol (EVOH) and polyvinylalcohol (PVOH) copolymers 
乙烯醇共聚物(EVOH)和聚乙烯醇共聚物(PVOH) 在直接接触水合食品中OML存在可

能超标风险。 
 

 



 41

 
4  物质详细说明 Detailed specification on substances  
 
关于物质详细说明的表4包含以下信息： 
  
第1列（FCM物质编号）：包含关联附录I表1第1列物质唯一识别号码，以表达适用于该物质的说明。 
  
第2列（物质的详细说明）包含该物质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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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 (2) 
FCM 

substance No 
关于物质的详细说明 

Detailed specification on the substance 
 
 

定义 
Definition 

 
The copolymers are produced by the controlled fermentation of 
Alcaligenes eutrophus using mixtures of glucose and propanoic acid as 
carbon sources.  
共聚物是利用葡萄糖和丙酸混合物做为碳源通过受控制的真养产碱

杆菌发酵的产品。 
 
The organism used has not been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nd has been 
derived from a single wildtype organism Alcaligenes eutrophus strain 
H16 NCIMB 10442.  
用的有机物不是原始方法并且是源于单一野生型生物体真养产碱杆

菌菌株HI6 NCIMB 10442。 
 
Master stocks of the organism are stored as freeze-dried ampoules.  
该有机物主干储藏在冷干安瓿。 
 
A submaster/ working stock is prepared from the master stock and 
stored in liquid nitrogen and used to prepare inocula for the fermenter.  
制备的次干来自主干和储藏在液氮中备用的发酵培养液。 
 
Fermenter samples will be examined daily both microscopically and for 
any changes in colonial morphology on a variety of agar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发酵样品每日用显微镜观察培养基在不同温度下菌落形态的所有变

化。 
 
The copolymers are isolated from heat treatment bacteria by controlled 
digestion of the other cellular components, washing and drying.  
共聚物是通过控制其他细胞成分的消化隔离来自加热处理的细菌，

再洗涤和烘干。 
 
These copolymers are normally offered as formulated, melt formed 
granules containing additives such as nucleating agents, plasticisers, 
fillers, stabilisers and pigments which all conform to the general and 
individual specifications 
这些共聚物通常是以公式表达，溶解成形的微粒包括添加剂，例如，

成核剂、塑化剂、填料、稳定剂和颜料，符合所有通用和单独的规

范。 
 

 
Chemical 

name 

 
Poly(3-D-hydroxybutanoate-co-3-D-hydroxypentanoate) 
聚(3-D-羟基丁酸-和-3-D-羟基戊酸) 

 
 
 

744 

 
CAS number 

 
008018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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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formula 
结构式 

 
CH3 
︱ 

CH3                O       CH2       O 
︱                ‖ ︱      ‖ 

(–O–CH–CH2–C)m–(O–CH–CH2–C)n 
 

式中： 0 ＜ n/(m + n) ≤ 0.25 
where n/(m + n) greater than 0 and less or equal to 0.25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平均分子量 

Not less than 150 000 Daltons (measured by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不小于 150 000 道尔顿（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 

 
 

Assay 
 

化验 

Not less than 98 % 
poly(3-D-hydroxybutanoate-co-3-D-hydoxy-pentanoate) analysed after 
hydrolysis as a mixture of 3-D-hydro- xybutanoic and 
3-D-hydroxypentanoic acid 
取不小于98%的聚(3-D-羟基丁酸盐-和-3-D-羟基戊酸盐)分析水解后

的3-D-羟基丁酸和3-D-羟基戊酸的混合物。 
Description 

描述 
White to off-white powder after isolation 
析出后为白色或灰色粉末。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cation 

tests: 
Solubility 

溶解性特征

鉴定检测 

Soluble in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such as chloroform or 
dichloromethane but practically insoluble in ethanol, aliphatic alkanes 
and water 
在氯烃化合物中可溶解，例如氯仿或二氯甲，但几乎不能溶解于乙

醇、脂肪族的烷烃和水中 

Restriction 
限制 

QMA for crotonic acid is 0,05 mg/6 dm 2 

丁烯酸的QMA为0.05 mg/6 dm 2 

Purity 
纯度 

Prior to granulation the raw material copolymer powder must contain: 
在成颗粒状之前共聚物原料粉末应： 

— nitrogen 
— 氮 

Not more than 2 500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2500 mg/kg 

— zinc 
— 锌 

Not more than 100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100  mg/kg 

— copper 
— 铜 

Not more than 5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5mg/kg 

— lead 
— 铅 

Not more than 2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2mg/kg 

— arsenic 
— 砷 

Not more than 1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1mg/kg 

— chromium 
— 铬 

Not more than 1 mg/kg of plastic 
塑料的含量不超过1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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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ANNEX II  

 
材料和制品限制  

Restrictions on materials and articles  
  
1  塑性材料和制品的释放物质及其量不应超过以下特定迁移极限： 
钡= 1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钴= 0.05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铜= 5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铁=48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锂=0.6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锰=0.6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锌=25 mg/kg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2  塑性材料和制品不应检出向食品或食品模拟物释放的初始芳香胺（除附录I表1中列出的以外）。

每公斤食品或食品模拟物的检出极限为0.01 mg。该极限适用于初始芳香胺总量。 
 

附录III   
ANNEX III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s 
 
1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s  
  
尚未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符合性验证的食品模拟物在以下表1列出。 
 

表1 食品模拟物目录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缩写 Abbreviation 

乙醇Ethanol 10 % (v/v)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A 
乙酸Acetic acid 3 % (w/v)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B 
乙醇Ethanol 20 % (v/v)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C 
乙醇Ethanol 50 % (v/v)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D1 
植物油Vegetable oil (*)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D2 
poly(2,6-diphenyl-p-phenylene oxide), particle size 
60-80 mesh, pore size 200 nm 
聚（2,6-二苯基-p-氧化亚苯基）颗粒尺寸60-80
目200 nm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E 

(*) This may be any vegetable oil with a fatty acid distribution of 
(*) 可以是任何含脂肪酸的植物油 

 
No of carbon atoms in fatty 
acid chain: No of 
unsaturation  
脂肪酸链中无碳原子：没

有不饱和性 

6-12 14 16 18:0 18:1 18:2 18:3 

Range of fatty acid 
composition expressed % 
(w/w) of methyl esters by 
Gas chromatography 
用气相色谱法，甲基酯的

脂肪酸成分范围表达为% 
(w/w)  

< 1 < 1 1.5-20 < 7 15-85 5-7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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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模拟物与食品一般性对应 General assignment of food simulants to foods  
  
食品模拟物A、B 和 C对应具有亲水性并且能够提取的亲水性物质。食品模拟物B应用于pH值小于4.5

的食品。食品模拟物C应用于乙醇含量大于20 %的含酒精食品并且含有相当数量的致使食品更加亲脂

的有机成分。 
  
食品模拟物D1和D2对应具有亲脂性并且能够提取的亲脂性物质。食品模拟物D1应用于乙醇含量大于

20 %的含酒精食品以及油水乳浊液。食品模拟物D2应用于表面有游离脂肪的食品。 
  
食品模拟物E对应干燥食品的特定迁移测试。 
 

3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迁移测试的食品模拟物对食品的特殊对应 Specific assignment of food 
simulants to foods for migration testing of materials and articles not yet in contact with food  

.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迁移测试的食品模拟物对应某一确定的食品类型，应依据以下表2选择。 
  
对应预期接触不同类型食品或不同类型食品混和物的总迁移测试的食品模拟物适用以下第4款。 
  
表2包含以下信息： 
  
第1列(Reference number)： 包含食品类型的关联编码。 
第2列(Description of food)：包含食品类型涵盖的所有食品的描述。 

第3列(Food simulants)：包含每一类食品模拟物的分栏。 
  
在测试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时，应采用第3列分栏中标注了“X”的食品模拟物。 
   
分栏D2中标注了“X”随后带有斜线“/”和一个数字的食品类型，迁移测试结果应除以这个数以后再与迁

移极限进行比较。这个数字既是本法规附录V第4.2款陈述的修正因子。 
  
食品类型01.04的食品模拟物D2应采用95 %乙醇替代。 
  
分栏B中标注了“X”随后带有 “(*)”的食品类型，当其pH大于4.5时，在食品模拟物B中的测试可以省略。 
  
分栏B中标注了“X”随后带有 “(**)”的食品类型，当可以采用一个适当的检验证明与塑性食品接触材

料无“脂肪接触”时，在食品模拟物D2中的测试可以省略。 
 
详见以下表 2“食品模拟物对应的特定食品类型” （法规原版） 
 
 



 

For testing overall migration from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different food categories or a combination of food 
categories the food simulant assignment in point 4 is applicable. 

Table 2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lumn 1 (Reference number): contains the reference number of the food 
category. 

Column 2 (Description of food): contains a description of the foods covered 
by the food category 

Column 3 (Food simulants): contains sub-columns for each of the food 
simulants 

The food simulant for which a cross is contained in the respective 
sub-column of column 3 shall be used when testing migration of materials 
and articles not yet in contact with food. 

For food categories where in sub-column D2 the cross is followed by an 
oblique stroke and a figure, the migration test result shall be divided by this 
figure before comparing the result with the migration limit. The figure is the 
correction factor referred to in point 4.2 of Annex V to this Regulation. 

For food category 01.04 food simulant D2 shall be replaced by 95 % 
ethanol. 

For food categories where in sub-column B the cross is followed by (*) the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B can be omitted if the food has a pH of more than 
4.5. 

For food categories where in sub-column D2 the cross is followed by (**) 
the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D2 can be omitted if it can be demonstrated by 
means of an appropriate test that there is no ‘fatty contact’ with the plastic 
food contact material. 

Table 2 

food category specific assignment of food simulants 

(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01 Beverages 

01.01 Non-alcoholic beverages or 
alcoholic beverages of an 
alcoholic strength lower than or 
equal to 6 % vol.: 

A. Clear drinks: 

Water, ciders, clear fruit or 
vegetable juices of normal 
strength or concentrated, fruit 
nectars, lemonades, syrups, 
bitters, infusions, coffee, tea, 
beers, soft drinks, energy drinks 
and the like, flavoured water, 
liquid coffee extract 

X(*)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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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B. cloudy drinks: 

juices and nectars and soft drinks 
containing fruit pulp, musts 
containing fruit pulp, liquid 
chocolate 

X(*) X 

01.02 Alcoholic beverages of an 
alcoholic strength of between 
6 %vol and 20 %. 

X 

01.03 Alcoholic beverages of an 
alcoholic strength above 20 % 
and all cream liquors 

X 

01.04 Miscellaneous: undenaturated 
ethyl alcohol 

X(*) Substitute 
95 % ethanol 

02 Cereals, cereal products, 
pastry, biscuits, cakes and 
other bakers’ wares 

02.01 Starches X 

02.02 Cereals, unprocessed, puffed, in 
flakes (including popcorn, corn 
flakes and the like) 

X 

02.03 Cereal flour and meal X 

02.04 Dry pasta e.g. macaroni, 
spaghetti and similar products 
and fresh pasta 

X 

02.05 Pastry, biscuits, cakes, bread, and 
other bakers’ wares, dry: 

A.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3 

B. Other X 

02.06 Pastry, cakes, bread, dough and 
other bakers’ wares, fresh: 

A.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3 

B. Other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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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03 Chocolate, sugar and products 
thereof 

Confectionery products 

03.01 Chocolate, chocolate-coated 
products, substitutes and 
products coated with substitutes 

X/3 

03.02 Confectionery products: 

A. In solid form: 

I.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3 

II. Other X 

B. In paste form: 

I.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2 

II. Moist X 

03.03 Sugar and sugar products 

A. In solid form: crystal or 
powder 

X 

B. Molasses, sugar syrups, 
honey and the like 

X 

04 Fruit, vegetables and products 
thereof 

04.01 Whole fruit, fresh or chilled, 
unpeeled 

04.02 Processed fruit: 

A. Dried or dehydrated fruits, 
whole, sliced, flour or 
powder 

X 

B. Fruit in the form of purée, 
preserves, pastes or in its 
own juice or in sugar syrup 
(jams, compote, and similar 
products) 

X(*) X 

C. Fruit preserved in a liquid 
medium: 

I. In an oily medium X 

II. In an alcoholic medium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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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04.03 Nuts (peanuts, chestnuts, 
almonds, hazelnuts, walnuts, 
pine kernels and others): 

A. Shelled, dried, flaked or 
powdered 

X 

B. Shelled and roasted X 

C. In paste or cream form X X 

04.04 Whole vegetables, fresh or 
chilled, unpeeled 

04.05 Processed vegetables: 

A. Dried or dehydrated 
vegetables whole, sliced or 
in the form of flour or 
powder 

X 

B. Fresh vegetables, peeled or 
cut 

X 

C. Vegetables in the form of 
purée, preserves, pastes or 
in its own juice (including 
pickled and in brine) 

X(*) X 

D. Preserved vegetables: 

I. In an oily medium X X 

II. In an alcoholic medium X 

05 Fats and oils 

05.01 Animals and vegetable fats and 
oils, whether natural or treated 
(including cocoa butter, lard, 
resolidified butter) 

X 

05.02 Margarine, butter and other fats 
and oils made from water 
emulsions in oil 

X/2 

06 Animal products and eggs 

06.01 Fish: 

A. Fresh, chilled, processed, 
salted or smoked including 
fish eggs 

X X/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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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B. Preserved fish: 

I. In an oily medium X X 

II. In an aqueous medium X(*) X 

06.02 Crustaceans and molluscs 
(including oysters, mussels, 
snails) 

A. Fresh within the shell 

B. Shell removed, processed, 
preserved or cooked with 
the shell 

I. In an oily medium X X 

II. In an aqueous medium X(*) X 

06.03 Meat of all zoological species 
(including poultry and game): 

A. Fresh, chilled, salted, smoked X X/4(**) 

B. Processed meat products 
(such as ham, salami, 
bacon, sausages, and other) 
or in the form of paste, 
creams 

X X/4(**) 

C. Marinated meat products in 
an oily medium 

X X 

06.04 Preserved meat: 

A. In an fatty or oily medium X X/3 

B. In an aqueous medium X(*) X 

06.05 Whole eggs, egg yolk, egg white 

A. Powdered or dried or frozen X 

B. Liquid and cooked X 

07 Milk products 

07.01 Milk 

A. Milk and milk based drinks 
whole, partly dried and 
skimmed or partly skimmed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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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B. Milk powder including infant 
formula (based on whole 
milk powder) 

X 

07.02 Fermented milk such as yoghurt, 
buttermilk and similar products 

X(*) X 

07.03 Cream and sour cream X(*) X 

07.04 Cheeses: 

A. Whole, with not edible rind X 

B. Natural cheese without rind 
or with edible rind (gouda, 
camembert, and the like) 
and melting cheese 

X/3(**) 

C. Processed cheese (soft 
cheese, cottage cheese 
and similar) 

X(*) X 

D. Preserved cheese: 

I. In an oily medium X X 

II. In an aqueous medium 
(feta, mozarella, 
and similar) 

X(*) X 

08 Miscellaneous products 

08.01 Vinegar X 

08.02 Fried or roasted foods: 

A. Fried potatoes, fritters and 
the like 

X X/5 

B. Of animal origin X X/4 

08.03 Preparations for soups, broths, 
sauces, in liquid, solid or 
powder form (extracts, concen
trates); homogenised composite 
food preparations, prepared 
dishes including yeast and 
raising agents 

A. Powdered or dried: 

I. With fatty character X/5 

II. Other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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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B. any other form than 
powdered or dried: 

I. With fatty character X X(*) X/3 

II. Other X(*) X 

08.04 Sauces: 

A. With aqueous character X(*) X 

B. With fatty character e.g. 
mayonnaise, sauces derived 
from mayonnaise, salad 
creams and other oil/water 
mixtures e.g. coconut based 
sauces 

X X(*) X 

08.05 Mustard (except powdered 
mustard under heading 08.14) 

X X(*) X/3(**) 

08.06 Sandwiches, toasted bread pizza 
and the like containing any kind 
of foodstuff 

A.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 X/5 

B. Other X 

08.07 Ice-creams X 

08.08 Dried foods: 

A. With fatty substances on the 
surface 

X/5 

B. Other X 

08.09 Frozen or deep-frozen foods X 

08.10 Concentrated extracts of an 
alcoholic strength equal to or 
exceeding 6 % vol. 

X(*) X 

08.11 Cocoa: 

A. Cocoa powder, including 
fat-reduced and highly fat 
reduced 

X 

B. Cocoa paste X/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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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Reference 
number Description of food 

Food simulants 

A B C D1 D2 E 

08.12 Coffee, whether or not roasted, 
decaffeinated or soluble, coffee 
substitutes, granulated or 
powdered 

X 

08.13 Aromatic herbs and other herbs 
such as camomile, mallow, mint, 
tea, lime blossom and others 

X 

08.14 Spices and seasonings in the 
natural state such as cinnamon, 
cloves, powdered mustard, 
pepper, vanilla, saffron, salt and 
other 

X 

08.15 Spices and seasoning in oily 
medium such as pesto, curry 
paste 

X 

4. Food simulant assignment for testing overall migration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type of 
foods testing in distilled water or water of equivalent quality or food 
simulant A and food simulant B and simulant D2 shall be performe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types of 
food except for acidic foods testing in distilled water or water of equivalent 
quality or food simulant A and food simulant D2 shall be performe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aqueous 
and alcoholic foods and milk products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D1 shall be 
performe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aqueous, 
acidic and alcoholic foods and milk products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D1 
and food simulant B shall be performe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aqueous 
foods and alcoholic foods up to an alcohol content of 20 %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C shall be performe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for all aqueous 
and acidic foods and alcoholic foods up to an alcohol content of 20 % 
testing in food simulant C and food simulant B shall be performe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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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迁移测试的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assignment for testing overall migration  
  
为证明所有类型食品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应在蒸馏水或同质量的水或食品模拟物A和B以及D2
中进行。 
  
为证明除酸性食品以外的所有类型食品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应在蒸馏水或同质量的水或食品

模拟物A和D2中进行。 
  
为证明所有水合的、含酒精的食品和乳制品的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应在食品模拟物D1中进行。 
  
为证明所有水合的、酸性的、含酒精的食品和乳制品的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应在食品模拟物

D1和B中进行。 
  
为证明所有水合食品和酒精含量不超过20 %的含酒精食品的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应在食品模

拟物C中进行。 
  
为证明所有水合的、酸性的食品和酒精含量不超过20 %的含酒精食品的总迁移限量的符合性，测试

应在食品模拟物C和B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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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V   

ANNEX IV  
 

符合性声明  
Declaration of compliance  

 
第15条陈述的书面声明应包括以下信息： 
  
(1) 发布符合性声明的商业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 
 
(2) 生产或进口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过程中间产品或预期用于生产材料和制品的物质的商业经营者

的名称和地址； 
 
(3) 材料、制品、生产过程中间产品或预期生产材料和制品的物质的名称； 
  
(4) 声明的日期； 
  
(5) 证明塑性材料和制品、生产过程中间产品或物质符合本法规和1935/2004号法规规定的相关要求； 
  
(6) 采用的物质或产品关联本法规附录I和II中规定的限制和（或）说明及其可能的劣化的充分信息，

由此确保下游的商业操作符合要求； 
  
(7)  通过试验数据或理论计算获得的特定迁移剂量，该物质在某一食品中受限制的充分信息，适当

时，给出依据指令2008/60/EC、95/45/EC和2008/84/EC的纯度标准，确保材料和制品的用户遵守有关

的欧共体规定，或在欧共体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符合成员国适用于食品的规定； 
  
(8) 关于材料和制品的使用规范，例如： 
  
(i)  预期接触的食品种类或类型； 
(ii) 处理和储存所接触食品的时间和温度；  
(iii) 用于确定材料和制品符合性的接触食品表面积和体积的比率。 
   
(9) 当多层材料和制品应用了功能性阻隔时，证明其符合本法规第13条的(2)、(3)和(4)或第14条的

(2)和(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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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V   

ANNEX V  
 

符合性测试  
COMPLIANCE TESTING  

  
塑性材料和制品的符合性迁移测试适用以下通用规则。 
 
第1章 CHAPTER 1  
 
已经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测试 Testing for specific migration of materials and articles 
already in contact with food  
 

1.1  样品置备 Sample preparation  
  
材料和制品应按包装标签的提示存放，如无提示，按适合于食品包装的条件保存。食品应在其保质

期限以前从接触的材料和制品中取出，或按生产商根据产品使用的质量或安全条件提出的任何日期。 
 
1.2  试验条件 Conditions of testing  
  
当食品是在包装中蒸煮，则应按包装上的蒸煮提示进行预处理。食品中部分预期不食用的应分离并

且放弃。剩余部分应在调制均匀后再进行迁移分析。分析结果的表达应始终基于与材料接触的、预

期食用的食品主体。 
 
1.3  迁移物质分析 Analysis of migrated substances  
  
特定迁移应依据882/2004号法规第11条提出的分析方法对食品进行分析。 
 
1.4  特殊情况 Special cases  
  
当食品接触材料的符合性测试出现了食品接触材料以外其他来源的污染物，特别是涉及附录I的邻苯

二甲酸盐(FCM 物质 157, 159, 283, 728, 729)时，应给与考虑。 

 

第2章 CHAPTER 2  
 
尚未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特定迁移测试 Testing for specific migration of materials and articles not 
yet in contact with food  
 
2.1  验证方法 Verification method  
  
食品中的迁移及其迁移极限的符合性验证应考虑1.4、2.1.1、2.1.6和2.1.7，按实际使用期间可预见的

严酷的时间和温度条件进行。 
  
食品模拟物中的迁移及其迁移极限的符合性验证应依据2.1.1～2.1.7中规定的规则，进行常规的迁移

测试。 
 
2.1.1  样品置备 Sample preparation  
  
材料或制品应按附带说明书的描述或符合性声明提供的资料进行预处理。 
  
迁移的确定在材料或制品上进行，如果不实际，则在材料或制品中抽取的样品或在典型的材料或制

品上进行。每个食品模拟物或食品类型用一个新的试验样品。仅在实际使用中预期接触食品的样品

的接触部分才允许放置食品模拟物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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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食品模拟物选择 Choice of food simulant  
  
预期接触所有类型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应采用食品模拟物A、B和 D2进行测试。但是，其中没有物质

与酸性食品模拟物或食品起反应，食品模拟物B的测试可以免除。预期仅接触特定类型食品的材料和

制品的测试应采用附录III提出的对应各种食品类型的食品模拟物。 
 

2.1.3  使用食品模拟物时的接触条件 Conditions of contact when using food simulants  
  
样品应依据表1的接触时间和表2的接触温度，采用一种能够呈现可预见的 严酷条件的方式与食品

模拟物接触。 
 
当试验在结合表1和表2指定的接触条件下进行时，试验样品发生物理的或其他的变化，而检查发现

材料和制品在可预见的 严酷条件下使用并未出现这种变化，则迁移测试应采用不导致发生物理的

或其他的变化的可预见的 严酷条件。 

 

表1 Table 1  
接触时间 Contact time  

使用的可预见 严酷接触时间 
Contact time in worst foreseeable use 

测试时间 
Test time 

t ≤ 5 min 5 min 
5 min < t ≤ 0.5 hour 0.5hour  
0.5hours < t ≤ 1 hour 1 hour 
1 hour < t ≤ 2 hours 2 hours 
2 hours < t ≤ 6 hours 6 hours 
6 hours < t ≤ 24 hours 24 hours 

1 day < t ≤ 3 days 3 days 
3 days < t ≤ 30 days 10 days 

大于30天 
Above 30 days 

见特殊条件 
See specific conditions 

 
表2 Table 2  

接触温度 Contact temperature 
使用的可预见 严酷接触条件 

Conditions of contact in worst foreseeable use 
测试条件 

Test conditions 
接触温度 

Contact temperature 
测试温度 

Test temperature 
T ≤ 5 °C 5 °C 

5 °C < T ≤ 20 °C 20 °C 
20 °C < T ≤ 40 °C 40 °C 
40 °C < T ≤ 70 °C 70 °C 

70 °C < T ≤ 100 °C 100 °C or reflux temperature（或回流温度） 
100 °C < T ≤ 121 °C 121 °C (*) 
121 °C < T ≤ 130 °C 130 °C (*) 
130 °C < T ≤ 150 °C 150 °C (*) 
150 °C < T < 175 °C 175 °C (*) 

T > 175 °C Adjust the temperature to the real temperature at 
the interface with the food (*) 

食品接触表面的温度调整到实际温度 
(*) This temperature shall be used only for food simulants D2 and E. For applications heated under 
pressure migration testing under pressure at the relevant temperature may be performed. For food 
simulants A, B, C or D1 the test may be replaced by a test at 100 °C or at reflux temperature for duration 
of four times the tim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in Table 1.  
(*) 此温度仅适用于食品模拟物D2和E。可以在压力条件下加热进行的迁移测试。对于食品模拟物

A、B、C或D1，测试可以用100 °C或回流温度代替，时间依据表1的规定选择，持续时间按其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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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在室温及室温以下接触时间30天以上的指定条件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contact times above 30 
day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below  
 
在室温及室温以下接触时间30天以上的样品应采用不超过60 °C 10天的高温加速试验。测试时间和温

度条件应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t2 = t1 * Exp ((-Ea/R) * (1/T1-1/T2))  
 
Ea是 严酷条件下的活化能量80kJ/mol 
 
R是因子8.31 J/Kelvin/mol 
 
Exp -9627 * (1/T1-1/T2)  
 
t1是接触时间 
 
t2是测试时间 
 
T1是接触温度按绝对温标（Kelvin）。室温储藏该温度为298 K (25 °C)。冷藏和冷冻条件为278 K (5 °C)。 
  
T2是测试温度按绝对温标（Kelvin）。20 °C10天的测试应涵盖冷冻条件下所有储存时间。 
  
40 °C10天的测试应涵盖冷藏和冷冻条件下所有储存时间，包括加热到70 °C2小时或加热到100 °C15
分钟。 
  
50 °C10天的测试应涵盖冷藏和冷冻条件下所有储存时间，包括加热到70 °C2小时或加热到100 °C15
分钟以及室温下6个月的储存时间。 
  
60 °C10天的测试应涵盖室温及室温以下6个月以上的长期储存，包括加热到70 °C2小时或加热到100 
°C15分钟。 
  
高测试温度取决于聚合物的相变温度。在该测试温度下，样品不应发生物理变化。 

  
室温储存测试时间可以减少到40 °C10天，条件是有科学证据证明在该测试条件下，聚合物中的每一

物质的迁移达到平衡。 
 
2.1.5  接触时间和温度组合的特定条件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combinations of contact times and 
temperature  
 
当材料和制品的预期用途不同，其测试的接触时间和温度的不同组合应限制在根据科学证据认可的

试验条件范围之内。 
 
当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用途需要连续经历两次或多次时间和温度组合，迁移测试应采用同

一份食品模拟物，使测试在连续的所有适合于样品的、可预见 严酷条件下进行。 
 

2.1.6  重复使用的制品 Repeated use articles  
  
当材料和制品预期重复接触食品，迁移测试应在一个样品上进行三次，每次采用一份新的食品模拟

物。其符合性应根据第三次测试的迁移剂量确认。 
  
但是，当有证据证明迁移剂量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试中没有增加并且迁移极限不超过第一次测试，

则不必要进行后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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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制品应关注第一次检测的特定迁移极限，对于附录I表1第8列或表2第3列的特定迁移极限规定

为不应检出物质和第13条(2) (b)款涵盖的功能性阻隔塑料层之后的未列出的物质不应检测出迁移量。 
 

2.1.7  迁移物质分析 Analysis of migrating substances  
  
在规定的接触时间结束后，依据882/2004号法规第11条规定的分析方法对食品或食品模拟物进行特定

迁移分析。 
 
2.1.8  单位食品接触表面积残留量符合性验证(QMA)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by residual content 
per food contact surface area (QMA)  
  
在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不稳定的或尚无充分的分析方法的物质按附录I的规定，其符合性应进行 
每6 dm

 2
接触表面残留量的验证。在500 ml和10 l之间的材料和制品用实际接触面积。小于500 ml和

大于10 l的材料和制品以及无法计算实际接触面积的制品，接触面积设定为每kg食品相当于6 dm
 2
。 

 
2.2  筛查方法 Screening approaches  
  
为了筛查某一材料和制品符合迁移限量，可以采用以下比2.1陈述的验证方法更严格的方法。 
 

2.2.1  用总迁移代替特定迁移 Replacing specific migration by overall migration  
  
非挥发性物质的筛查可以用至少与特定迁移同等严格的试验条件判定总迁移量。 
 
2.2.2  残留量 Residual content  
   
特定迁移筛查可以根据材料和制品中的残留量计算潜在迁移，假设残留量完全迁移。 
 

2.2.3  迁移模拟 Migration modelling  
  
特定迁移筛查可以根据材料和制品中的残留量计算潜在迁移，利用普遍公认的、根据科学原理建造

的扩散模型，由此致使比实际迁移的评价更充分。 
 

2.2.4  替代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substitutes  
  
特定迁移筛查的食品模拟物可以用替代食品模拟物，条件是根据科学证据，该替代食品模拟物比较

法规指定食品模拟物对迁移的评价更充分。 
 

第3章 CHAPTER 3  
 
总迁移测试 Testing for overall migration  
 
总迁移测试应按本章规定的标准化试验条件进行。 
 

3.1  标准化试验条件 Standardised testing conditions  
  
表3第3列陈述的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总迁移测试应按第2列指定时间和温度进行。测试OM5可
以按100 °C（食品模拟物D2）或回流（食品模拟物A、B、C、D1）2小时，或121 °C1小时。食品模

拟物应依据附录III选择。 
  
当试验在表3指定的接触条件下进行时，试验样品发生物理或其他变化，而检查发现材料和制品在可

预见 严酷条件下使用并未出现这种变化，则迁移测试应采用不导致发生物理或其他变化的可预见

严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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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le 3  
准化试验条件 Standardised testing conditions  

Column 1 
第1列 

Column 2 
第2列 

Column 3 
第3列 

 
检测编号 

Test number 

 
接触时间：天（d）小时（h） 

接触温度（°C） 
Contact time in days [d] or hours[h]  

at Contact temperature in [°C] 

 
 

预期的食品接触条件 
Intended food contact conditions 

 
OM1 

 
10 d at 20 °C 

任何食品接触的冷冻和冷藏条件 
Any food contact at frozen and refrigerated 
conditions. 

 
 

OM2 

 
 

10 d at 40 °C 

任何室温或室温以下长期储存包括加热到

70 °C2小时或100 °C15分钟。 
Any long term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or 
below, including heating up to 70 °C for up to 
2 hours, or heating up to 100 °C for up to 15 
minutes. 

 
 

OM3 

 
 

2 h at 70 °C 

包括加热到70 °C2小时或100 °C15分钟，不

包括长期的室内或冷藏温度储存。 
Any contact conditions that include heating up 
to 70 °C for up to 2 hours, or up to 100 °C for 
up to 15 minutes, which are not followed by 
long term room or refrigerated temperature 
storage. 

 
OM4 

 
1 h at 100 °C 

适用于所有食品模拟物100 °C以上的高温。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for all food 
simulants at temperature up to 100 °C. 

 
OM5 

 
2小时100 °C或回流或选1小时121 °C

2 h at 100 °C or at reflux or  
alternatively 1 h at 121 °C 

 

 
适用于121 °C以上的高温。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up to 121 °C. 

 
OM6 

 
4小时100 °C或回流 

4 h at 100 °C or at reflux 

食品模拟物A、B 或C温度超过40 °C时的任

何食品接触条件。 
Any food contact conditions with food 
simulants A, B or C, at temperature exceeding 
40 °C. 

 
OM7 

 
2 h at 175 °C 

超过OM5的条件适用于高温脂肪食品。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with fatty foods 
exceeding the conditions of OM5. 

  
测试OM 7还包括了OM1、OM2、OM3、OM4和OM5陈述的食品接触条件。它陈述脂肪食品模拟物接

触非聚烯烃的 严酷接触条件。当采用食品模拟物D2进行OM 7测试在技术上不可行，则测试可以按

3.2的规定替代。 
  
测试OM 6还包括了OM1、OM2、OM3、OM4和OM5陈述的食品接触条件。它陈述食品模拟物A、B和C接触

非聚烯烃的 严酷接触条件。 
  
测试OM 5还包括了OM1、OM2、OM3和OM4陈述的食品接触条件。它陈述所有食品模拟物接触聚烯烃的

严酷接触条件。 

  

测试OM 5还包括了OM1和OM3陈述的食品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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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试OM 7替代食品模拟物D2  Substitute test for OM7 with food simulant D2  
 
当采用食品模拟物D2进行OM 7测试在技术上不可行，则测试可以用OM 8或OM9替代。按以下陈述

的测试条件进行测试均应采用新样品。 
 

检测编号 
Test number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预期的食品接触条件 
Intended food contact 

conditions 

涵盖的预期接触食品条件
Covers the intended food 

contact conditions 
described in 

 
 

OM 8 

食品模拟物E用175 °C 2小
时， 
食品模拟物D2用100 °C 2
小时。 
Food simulant E for 2 
hours at 175 °C and food 
simulant D2 for 2 hours at 
100 °C 

 
仅适用于高温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only 

 
OM1, OM3, OM4, OM5, 
和OM6 
OM1, OM3, OM4, OM5, 
and OM6 

 
 

OM 9 

食品模拟物E用175 °C2小
时， 
食品模拟物D2用40 °C 10
天。 
Food simulant E for 2 
hours at 175 °C and food 
simulant D2 for 10 days at 
40 °C 

适用于包括长期室温在内

的高温。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long 
term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OM1, OM2, OM3, OM4, 
OM5 和OM6 
OM1, OM2, OM3, OM4, 
OM5 and OM6 

 
3.3  重复使用制品 Repeated use articles  
  
当材料和制品预期重复接触食品，迁移测试应在一个样品上进行三次，每次采用一份新食品模拟物。 
  
其符合性应根据第三次测试的迁移剂量确认。但是，当有证据证明迁移剂量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试

中没有增加并且总迁移极限不超过第一次测试，则不必要进行后续测试。 
 
3.4  筛查方法 Screening approaches  
  
为了筛查某一材料和制品符合迁移限量，可以采用以下比3.1和3.2陈述的验证方法更严格的方法。 
 

3.4.1  残留量 Residual content  
  
为了筛查总迁移量，可以根据材料和制品完全提取确定的可迁移物质的残留量计算潜在迁移量。 
 

3.4.2  食品模拟物 Food simulant substitutes  
   
总迁移筛查的食品模拟物可以替代，条件是根据科学证据，该替代食品模拟物比较法规指定食品模

拟物对迁移的评价更充分。 
 

第4章 CHAPTER 4  
 
迁移测试结果与迁移极限比较时应用的修正因子 Correction factors applied when comparing migration 
test results with migration limits  
 

4.1  脂肪含量大于20 % 的食品用脂肪缩小因子修正特定迁移(FRF)  Correction of specific migration 
in foods containing more than 20 % fat by the Fat Reduction Factor (FRF)  
  
附录I中的脂性物质可以按其第7列对FRF的标示用脂肪缩小因子(FRF)修正特定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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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F依据公式: 
 
FRF =(食品中的脂肪g/食品kg)/200=(脂肪% × 5)/100确定。 
  
FRF应按以下规则应用。 
  
迁移测试结果应除以FRF再比较迁移极限。 
  
用FRF修正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 材料和制品已经或预期接触指令2006/141/EC和2006/125/EC定义的婴儿和幼童的食品。  
(b) 材料和制品对应的接触食品的质量和表面积之间的关系评估不可行，例如由于其形状或使用，并

且迁移是用dm 2 /kg计算的常规表面积和体积（质量）比。 
  
FRF的应用不应导致特定迁移极限超过总迁移极限。 
 

4.2  食品模拟物D2中迁移的修正 Correction of migration into food simulant D2  
  
迁移测试食品模拟物D2的结果应除以附录III表2第3列分栏D2的食品类型标示了X后的数字。 
  
迁移测试结果应除以修正因子再比较迁移极限。 
  
修正因子不适用于附录I合并目录第8列的特定迁移极限规定为不应检出的物质和第13条(2) (b)款涵盖

的功能性阻隔塑料层之后的未列出的、不应检测出迁移量的物质。 
 

4.3  修正因子4.1和4.2的组合 Combination of correction factors 4.1 and 4.2.  
 

适用于FRF的物质在食品模拟物D2中进行测试时，可以用因子相乘的方法将4.1和4.2陈述的修正因子

组合。应用的 大因子不应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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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成分迁移测试的必要基本规则的指令 82/711/EEC 
及其修正案 93/8/EEC 和 97/48/EC 

（按修正案的规定替代后的现行有效版本） 
▼B  
为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成分迁移测试制定的必要基本规则的理事会指令 82/711/EEC 
▼B 
Council Directive 82/711/EEC of 18 October 1982 laying down the basic rules necessary for testing 
migration of the constituents of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本指令的修正案 Amended by：                               官方期刊(Official Journal) 

编号    页码    日期 
M1 1993 年 3 月 15 日的委员会指令 93/8/EEC 
M1 Commission Directive 93/8/EEC of 15 March 1993              L 90     22     14.4.1993 
 
M2 1997 年 7 月 29 日的委员会指令 97/48/EC 
M2 Commission Directive 97/48/EC of 29 July 1997                L 222    10     12.8.1997 
 
▼B 

 
为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成分迁移测试制定的必要基本规则的理事会指令 82/711/EEC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 

 
1982 年 10 月 18 日 

依据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条约； 
依据 1976 年 1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法律的理事会指

令 76/893/EEC，特别是其中的第 3 条； 
依据委员会的建议； 
依据欧洲议会的提议； 
依据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提议。 
鉴于指令 76/893/EEC 的第 2 条规定了材料和制品不允许其成分迁移进入食品的量可能危及人类

健康或在食品成分中引发无法接受的变化。 
鉴于按规则为塑性材料的容器达到预期目标，相适应的措施是指令 76/893/EEC 第 3 条的主旨涵

盖的特别指令；其一般规则同样适用于存在疑问的场合。 
鉴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尽管进一步继续采纳指令 76/893/EEC 第 10 条中规定的程序出台指令，

本指令应先是有限度的规定基本规则以适应成分迁移的确认；应创建必要的分析方法适应迁移判定。 
鉴于本指令不牵连塑性材料和制品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就此必须通过成员国的批准，一方面依

据指令 76/893/EEC 第 7 条的第 4 款和第 5 款对标签细节规定不存在欺骗；另一方面，即使符合了该

指令规定的准则，不符合陈述在第 3 条的成员国可能存在的相关标准，或相关标准缺少，阻碍材料

和制品的经营，也关系指令第 2 条的问题。 
鉴于从食物产品中与迁移量判定相关联的分析的难点看来，常规的测试应选择（以可能的液体

模拟食品和标准的测试条件）按规则复制，很有可能迁移现象发生在相接触的制品和食品之间。 
鉴于设想在某项测试之后，证明未真实的反映事实，成员国应授权暂时改进它们，直到共同体

核准为止。 
鉴于当前分析技术的状况，在常规迁移测试的条件下，不可能全面的评定由二层或更多层构成

的，或不完全由塑料组成的一层或更多层的材料和制品。 
鉴于本指令采纳的结论，对于某些材料和制品的执行应因此推迟一段时间。 
鉴于本指令在技术进步达到提出措施的程度时的修正，然而，按规则简化和加速程序应是委员

会的职责。 
鉴于在所有的场合中，理事会已经授权委员会执行关联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的规定，

程序应依据指令 69/414/EEC 的规定，建立成员国和委员会内部的食品标准化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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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令正式规定： 
 
第 1 条 
 
1  本指令是指令 76/893/EEC 的第 3 条的主旨涵盖的特别指令。 
 
2  本指令适用于塑性材料和制品，下述这些材料和制品及组分： 
 

(a) 仅由塑料组成；  
 

(b) 由二层或更多层组成，每层仅为塑料，通过粘合剂或任何其他方法复合，处于完成的状态，

是预期或实际接触食品。 
 
3  为了本指令的目标，“塑料”应定义为，将低分子通过聚合、缩合、加成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方法

或将天然高分子通过化学改造所获得的有机物大分子化合物。硅胶或其他类似的大分子化合物应同

样视为塑料。其他物质或材料或许加入这些大分子化合物。 
然而，下述材料和制品不应视为“塑料”： 

 
(i) 涂层或未涂层的再生纤维素薄膜； 
(ii) 人造的、天然的和合成的橡胶； 
(iii) 纸和纸板，无论是否改良或加进塑料； 
(iv) 采用的表面覆膜来自： 

— 石蜡、包括合成的石蜡，和（或）微晶粒蜡； 
— 上述列出的每种其他和（或）含有塑料的蜡混合物。 

 
4  本指令不适用于复合材料和制品或二层或更多层的，一层或更多层不仅由塑料构成的，某一层预

期直接接触食品的，是由塑料以外的材料构成的。 
 
本指令以上陈述的材料和制品以及任何的可能是必要的修改决定应推迟一段时间。 
 
▼M1 
 
第 2 条 

进入或在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之上的，由本指令第 1 条陈述的材料和制品的成分全部的和特殊的

迁移量不应超过委员会指令 90/128/EEC 或任何其他有关的特别指令规定的限制。 
 
第 3 条 
 
1  迁移进入食品的迁移极限值的符合性确认应提供时间和可预见的符合实际使用情况的温度，以此

为 低限度的条件。迁移进入食品模拟物的迁移极限值的符合性确认应提供所用的常规迁移试验，

符合在本指令附录中规定的基本规则。 
 
2   
 
(a) 在任何情况下，在每个成员国，新情报的结论或现有情报的再评价将为本指令以后采纳，逐条基

本的适合于特定塑性材料和制品的规定在附录的基本规则中，至于迁移测试在技术上不相称或因为

使用的真实情况基本上不同于测试条件的详细说明在附录表格中，成员国可以在其领土内部并且仅

在特定的场合，临时推迟陈述在附录中的基本规则的应用并且允许更适合的基本规则的应用。成员

国应就此立刻通报其他成员国和委员会并且给出该决定的理由。 
 
(b)  委员会应尽快展开调查，给出成员国关心的理由并且应考虑成员国内部食品标准化委员会届时

表达的观点，不犹豫的修正本指令，如果必要，在某些场合，成员国采纳的更适合的基本规则可以

保持到上述修正案生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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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4 条 
 

根据科学原理和技术进步对本指令附录的第 II 章进行修改应采用符合指令 76/893/EEC 第 10 条

的规定程序。 
 
第 5 条 
 

本指令应不牵连国家规定的适合于指令 76/893/EEC 的第 3 条关联的其他规则，也不影响成员国

执行该指令第 7 条的第(4)和(5)款的选择余地。 
 
第 6 条 
 

成员国应遵守本指令，不迟于特定的时间，如特别指令的第 2 条（1）陈述的规定界限执行。 
 
第 7 条 
 

本指令传达到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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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附录 
 

全面的和特殊的迁移测试的基本规则 
 
 
1. “迁移测试”适合于特殊的和全面的迁移的判定，应采用的“食品模拟物”规定在本附录的第 I
章中并且就其“常规迁移试验条件”在本附录的第 II 章中给出详细说明。 
 
2. “替代测试”所用“试验介质”及其“常规替代试验条件”应符合的规定在第 III 章中，如果迁移

测试采用脂肪食品模拟物（见第 I 章）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相关联的分析方法不总是可行的。 
 
3. “筛选试验”简要说明在第 IV 章，当以第 IV 章的说明为条件执行，则用脂肪食品模拟物允许的

替代迁移试验。 
 
4. 在所有上述三个场合均为允许的： 
 

(a)  在详细而精确的条件下考查，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是一般公认的达到 严格的程度，采用

各种不同试验的数量可以降低； 
 

(b)  任何测试确实证明该迁移极限不可能超出一般可预见情况下材料和制品的使用，可忽略迁

移、替代或选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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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章 
食品模拟物 

 
1  导言 

由于不可能总是用实际的食品测试食品接触的材料，所以引进了食品模拟物。它们是按常规以

一种或多种食品的形态所具有的特征分类的。食品形态和食品模拟物的应用表达在表 1 中。在实践

中，食品形态可能是多样的混合物，例如脂肪和水混合食品。它们描述在表 2，附加食品模拟物的说

明供迁移测试时选择。 
 

表 1： 食品形态和食品模拟物（food types and food simulants） 
food type 
食品形态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常规的分类 

food simulant 
食品模拟物 

abbreviation 
缩写 

 
aqueous foods (i.e.aqueous 
foods having a ph >4.5) 
 
水合食品 (例如水合食品

具有的 ph >4.5 ) 
 

foodstuffs for which test 
with the simulant A only is 
prescribed in 
directive 85 / 572/EEC (1) 
适合于采用模拟物 A 测试

的食品的 恰当的规定在

指令 85 / 572/EEC (1) 

 
distilled water or water of 
equivalent quality 
 
蒸馏水或相当质量的水 

 
simulant A 
 
模拟物 A 

 
acidic foods (i.e. aqueous 
foods having a ph ≤4.5) 
 
酸性食品(例如水合食品

具有的 ph ≤4.5 ) 
 

foodstuffs for which test 
with the simulant B only is 
prescribed in 
directive 85 / 572/EEC 
适合于采用模拟物 B 测试

的食品的 恰当的规定在

指令 85 / 572/EEC  

 
acetic acid 3 % (w/v) 
 
乙酸 3 % (w/v) 

 
Simulant B 
 
模拟物 B 

 
alcoholic foods 
 
含酒精的食品 
 

 
foodstuffs for which test 
with the simulant Conly is 
prescribed in 
directive 85 / 572/EEC 
 
适合于采用模拟物 C 测试

的食品的 恰当的规定在

指令 85 / 572/EEC 

ethanol10 % (v/v)  
this concentration shall be 
adjusted to the actual 
alcoholic strength of the 
food if it exceeds 10 % 
(v/v) 
乙醇 0 % (v/v) 
当食品实际含酒精浓度 
超过 10 % (v/v)应调整到

这个实际的浓度 

 
Simulant C 
 
模拟物 C 

 
fatty foods 
 
脂肪食品 
 

foodstuffs for which test 
with the simulant D only is 
prescribed in  
directive 85 / 572/EEC 
适合于采用模拟物 D 测试

的食品的 恰当的规定在

指令 85 / 572/EEC 

 
rectified olive oil or other 
fatty food simulants 
 
调和橄榄油或其他脂肪食

品模拟物 

 
Simulant D 
 
模拟物 D 

dry foods 
干燥食品 

 none 
无 

none 
无 

 
2  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2.1  材料和制品预期接触的所有食品形态 

下述测试应采用的食品模拟物，某些重要的更严格的试验条件规定在第 II 章，从塑性材料和制

品抽取的新试验样品适合于各自的模拟物： 
 
— 3 %乙酸(w/v)在水溶液中[3 % acetic acid (w/v) in aqueous solution] 
— 10 % 乙醇(v/v) 在水溶液中[10 % ethanol(v/v) in aqueous solution] 
— 调和橄榄油（参见模拟物 D ）[rectified olive oil (‘reference simulan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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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的模拟物 D 可以由甘油三酸酯合成的混合物、葵花籽油或玉米油代替，等同于标准的

详述（“其他脂肪食品模拟物”，称为“模拟物 D”）。如果，当采用任何的这些其他脂肪食品模

拟物时，迁移极限值超差，在技术上可行时，对于不符合评价的，以采用橄榄油的结果为准是必须

的。如果情形是在技术上不可行并且材料或制品的迁移极限值超差，则认为不符合指令 90/128/EEC。 
 
2.2  预期接触特定食品类型的材料和制品 

这些容器仅涉及下述情形： 
 
(a) 当材料或制品已经接触了人所共知的食品； 
(b) 当材料或制品依据指令 90/128/EEC 第 6 条的规则有附加的特殊说明，情形如同描述在表 1

的那些允许或不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型，例如，“仅适合于水合食品”； 
(c) 当材料或制品依据指令 90/128/EEC 第 6 条的规则有附加的特殊说明，情形如同陈述在指令

85/572/EEC 的那些允许或不允许使用的食品或食品类型，在此应表达为： 
 

(i) 在经营或其他零售的场合，通过采用指令 85/572/EEC 的表中规定的“参考号码”或“食

品描述” 
(ii) 在零售的场合采用一个说明，应仅就少数的食品或食品类型陈述， 适当举例是为了便

于理解。 
 

在上述情形中，适合于容器(b)的测试应采用的食品模拟物说明举例在本指令表 2 中，适合于容

器(a)和(c) 的食品模拟物陈述在指令 85/572/EEC 中。 
当食品或食品类型不包括在指令 85/572/EEC 指定的目录中，选择本指令表 2 中相应 接近的食

品或食品类型测试。 
当材料或制品是预期的接触多于一种的食品或食品类型具有不同的降低因素，则对每种食品采

纳适合其降低因素的测试结果。如果一种或多于一种的计算出来的结果超过极限值，则该材料不适

用于这种食品或食品类型。 
 

测试应采纳的试验条件指定在第 II 章中，对应一个新的试验样品适用各自的模拟物。 
 

表 2： 为了测试食品接触的特定容器中材料的食品模拟物 
接触食品（contact foods） 模拟物（simulant） 
only aqueous foods 
仅为水合的食品 

simulant A 
模拟物 A 

only acidic foods 
仅为酸性的食品 

simulant B 
模拟物 B 

only alcoholic foods 
仅为含酒精的食品 

simulant C 
模拟物 C 

only fatty foods 
仅为含脂肪的食品 

simulant D 
模拟物 D 

all aqueous and acidic foods 
所有水合的和酸性的食品 

simulant B 
模拟物 B 

all alcoholic and aqueous foods 
所有含酒精的和水合的食品 

simulant C 
模拟物 C 

all alcoholic and acidic foods 
所有含酒精的和酸性的食品 

simulants C and B 
模拟物   C 和 B 

all fatty and aqueous foods 
所有含脂肪的和水合的食品 

simulants D and A 
模拟物  D 和 A 

all fatty and acidic foods 
所有含脂肪的和酸性的食品 

simulants D and B 
模拟物 D 和 B 

all fatty and alcoholic and aqueous foods 
所有含脂肪的、含酒精的和水合的食品 

simulants D and C 
模拟物 D 和 C 

all fatty foods and alcoholic and acidic foods 
所有含脂肪的食品和含酒精的并且酸性的食品 

simulants D, C and B 
模拟物 D、C 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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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章 

 
迁移试验的条件（时间和温度） 

 
1  在表 3 中指定的时间和温度是供迁移试验采用和选择的，这些相当于可预见 差的接触条件，对

于塑性材料和制品是有计划的并且就任何的标签信息而言，涉及适合使用的 大的温度。 
 

因此，当塑性材料和制品是预期为了接触食品使用时，条件由表中给出两个或更多的时间和温

度结合所涵盖，迁移试验受到试验样品的制约，以所有可适用的、可预见 差的为条件，连续的用

相同的食品模拟物逐一试验。 
 
2  普遍公认的视为更严格的接触条件： 
 

在一般准则的应用中，迁移判定将受试验条件的制约，在特殊场合下的检验是以科学的证据为

基础的公认更严格的，以下给出的是试验接触条件的一些特殊的举例： 
 
2.1  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任何的时间和温度的条件： 
 

当不标注和说明是设定的表达预期的实际接触温度和时间，根据食品类型，用模拟物 A 和（或） 
B 和（或）C 应适用 100℃下 4 小时或 4 小时（回流）加热，和（或）模拟物 D 应仅用 175℃下 2 小

时。该时间和温度条件按惯例视为更加严格的。 
 
2.2  塑性材料和制品预期接触的食品在室温下或更低，对于时间未指明，当材料和制品标示了适用

于室温并且更低，试验应采用在 40℃下 10 天。该时间和温度条件按惯例视为更加严格的。 
 
3  挥发性迁移 
 

当测试挥发性物质的特殊迁移，该测试采用的模拟物应表现出在可预见 差的使用条件下具有

凝结挥发迁移物的特征。 
 
4. 专用容器 
 
4.1  对于材料和制品预期适合于在微波炉中使用，迁移测试可采用任何一个常规的微波炉，按规定

适用的时间和温度条件在表 3 中。 
 
4.2  如果发现采用表 3 中指定的接触条件的测试在试验样品中引发了物理的或其他的改变，而未发

生该材料和制品在可预见 差的使用条件下的检验中，该迁移测试应在那些物理或其他的改变并不

发生，采用可预见 差的使用条件进行。 
 
4.3  当塑性材料或制品可能在实际的使用中花费小于 15分钟温度在 70℃和 100℃之间（例如热灌装）

并且需要通过适当的标签或说明表达，测试 好采用 70℃下 2 小时，依据表 3 的规定和上述第 2 款

降低试验条件。然而，当材料或制品是预期的一直用在室温储藏，上述的试验由 40℃下 10 天替代按

惯例视为更加严格的。 
 
4.4  在某些场合，常规的以适合于迁移试验为条件，依据表 3 所涵盖的试验接触条件是不充分的（例

如接触温度大于 175℃或接触时间小于 5 分钟），另外的更适合于检验场合的接触条件可以应用，倘

若这个选择的条件可以再现可预见 差的接触条件，适合于塑性材料和制品本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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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食品模拟物迁移试验的常规条件 conventional conditions for migration tests with food simulants 
在可预见 差的使用期间的接触条件 

Conditions of contact in worst foreseeable use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接触时间(Contact time) 试验时间(test time) 
t≤5 min 见 4.4.（see the conditions in point 4.4.） 

5 min< t≤0.5 h 0.5 h 

0.5 h< t≤1 h 1 h 

1 h< t≤2 h  2 h 

2 h< t≤4 h 4 h 

4 h< t≤24 h 24 h 
t >24 h 10 d 

接触温度(Contact temperature) 试验温度(Test temperature) 
T≤5℃ 5℃ 

5℃< T≤20℃ 20℃ 
20℃< T≤40℃ 40℃ 
40℃< T≤70℃ 70℃ 

70℃< T≤100℃ 100℃或（回流）加热(or reflux temperature) 
100℃< T≤121℃ 121℃(*) 
121℃< T≤130℃ 130℃(*) 
130℃< T≤150℃ 150℃(*) 

T >150℃ 175℃(*) 
 
注(*): 这个温度仅适用于模拟物 D。对于模拟物 A、B 或 C 的试验可采用 100℃或（回流）加热四

次为一周期替代，时间选择依据本章第 1 条的一般规则。 
 

 
 

第 III 章 
 

全面的和特殊的迁移替代脂肪的试验 
 
1  如果脂肪食品模拟物的应用因为技术的原因关联的分析方法不可行，应用替代所有试验的介质规

定在表 4，在其内的试验条件相对应于模拟物 D 的试验条件。 
 

以下表 4 给出了一些 重要常规迁移试验条件的举例及其相对应的常规替代试验的条件。对于

另外的试验条件未在表 4 中规定，考虑到这些举例不仅是现有的经验而且还适合于聚合物类的检验。 
 

新的试验样品适用于各自的试验。用于每项试验介质相同的规则规定在第 I 章和第 II 章中适用

于模拟物 D。任何适当的应用，降低（要求）的因素确立在指令 85/572/EEC 中。对确认符合任何的

迁移极限，选择利用所有试验介质以获得 高的评价。 
 

然而当发现采用这些试验在试验样品中引发了物理的或其他的改变，而未发生在该材料和制品

在可预见 差的使用条件下的检验中，以此为结论该试验介质应放弃并且选择保留其余 高的评价。 
 
2  按上述第 1 条不适合，当这些试验基于科学证据的考虑是一般公认的不适用于该样品，或许可以

忽略一个或两个规定在表 4 中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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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替代试验的常规条件 conventional conditions for substitute tests 

test condition 
with simulant D 
用模拟物 D 

test conditions 
with isooctane 
用异辛烷 

test conditions 
with ethanol 95 % 
用 95 %的乙醇 

test conditions  
with MPPO (*) 
用 MPPO (*) 

5℃下 10 天 5℃下 0.5 天 5℃下 10 天 — 

20℃下 10 天 20℃下 1 天 20℃下 10 天 — 

40℃下 10 天 20℃下 1 天 40℃下 10 天 — 

70℃下 2 小时 40℃下 0.5 小时 60℃下 2 小时 — 

100℃下 0.5 小时 60℃(**)下 0.5 小时 60℃下 2.5 小时 100℃下 0.5 小时 

100℃下 1 小时 60℃(**)下 1.0 小时 60℃(**)下 3.0 小时 100℃下 1 小时 

100℃下 2 小时 60℃(**)下 1.5 小时 60℃(**)下 3.5 小时 100℃下 2 小时 

121℃下 0.5 小时 60℃(**)下 1.5 小时 60℃(**)下 1.5 小时 121℃下 0.5 小时 

121℃下 1 小时 60℃(**)下 2.0 小时 60℃(**)下 4.0 小时 121℃下 1 小时 

121℃下 2 小时 60℃(**)下 2.5 小时 60℃(**)下 4.5 小时 121℃下 2 小时 

130℃下 0.5 小时 60℃(**)下 2.0 小时 60℃(**)下 4.0 小时 130℃下 0.5 小时 

130℃下 1 小时 60℃(**)下 2.5 小时 60℃(**)下 4.5 小时 130℃下 1 小时 

150℃下 2 小时 60℃(**)下 3.0 小时 60℃(**)下 5.0 小时 150℃下 2 小时 

175℃下 2 小时 60℃(**)下 4.0 小时 60℃(**)下 6.0 小时 175℃下 2 小时 

注(*):  MPPO = Modified polyphenylene oxide 
注(*):  MPPO =聚亚苯基改性氧化物 
 
注(**) : The volatile tests media are used up to a maximum temperature of 60℃. A precondition of using 
the substitute tests is that the material or article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condition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used with simulant D. Immerse a test specimen in olive oil under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If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re changed (e.g. melting, deformation) then the material is considered unsuitable for 
use at that temperature. If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re not changed, then proceed with the substitute tests 
using new specimens. 
注(**) : 挥发性的试验介质是采用 60℃的 高温度。采用替代试验的预处理是以该材料或制品经受

住试验为条件的，否则就采用模拟物 D。在适当的条件下，试验样品沉浸在橄榄油中。如果物理

状态改变（例如，溶化、变形）则判定该材料在此温度下不适用。如果物理状态不改变则替代试

验用新的样品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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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章 

 
脂肪的全面的和特殊的迁移筛选试验 

 
1. 允许应用的选择试验详细说明在本章中，按下述两个方面为条件实施： 
 

(a) 在“比较试验”获得的结论中显示的这些评价是等同于或高于试验用模拟物 D 获得的结论； 
(b) 在选择试验期间的迁移不超过迁移极限值，在适当的施用之后，降低（要求）的因素规定在

指令 85/572/EEC 中。当任何一方或双方不能实现，则迁移测试必须执行。 
 
2. 按上述第 1 条 (a) 陈述的条件不适合，当另外的基于科学试验的结论 终证明在选择试验中获得

的评价是相同的或高于那些迁移试验的结论，比较试验可以忽略。 
 
3. 选择试验 
 
3.1. 选择试验采用挥发性介质 
 

这些试验采用的挥发性介质诸如异辛烷、95 %乙醇、其他挥发性溶剂或溶剂混合物。其采用的

接触应以上述第 1 条(a)的陈述为条件 
 
3.2. “提取试验” 
 

另外的试验，在非常严酷的试验条件下，所用介质具有非常强的提取能力，当它在科学证据的

基础上是一般公认的，应用这些试验获得的结论可以使用。“提取试验”是等同于或高于试验用模

拟物 D 所获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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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和制品的指令 93/10/EEC 
及其修正案 93/111/EC 和 2004/14/EC 

 
（按修正案的规定替代后的现行有效版本） 

▼B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和制品的委员会指令 93/10/EEC 

▼B  
Commission Directive 93/10/EEC of 15 March 1993relating to materials and articles made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lm intended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本指令的修正案Amended by：                                  Official Journal（官方刊物） 
                                                             号码    页码      日期 
▼M1 1993年12月10日的委员会指令93/111/EC                    L 310     41    14.12.1993 
▼M1 Commission Directive 93/111/EC of 10 December 1993 
 
▼M2 2004年1月29日的委员会指令2004/14/EC                    L 27      48    30.1.2004 
▼M2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4/14/EC of 29 January 2004 
 
▼B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和制品的委员会指令 93/10/EEC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1993年3月15日 
 
依据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条约； 
依据 1988 年 12 月 21 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法律的理事会指

令 89/109/EEC，特别是其中的第 3 条； 
在咨询了食品科学委员会之后。 
鉴于1983年4月25日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和制品的

理事会指令83/229/EEC因为经由委员会指令92/15/EEC的 终修正，其编号和属性已经并且也应相应

的改变，为此有必要替换上述指令； 
鉴于共同体范围内期望本指令为达到统一内部市场的目标，这些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绝对必要

的，鉴于这些目标不可能通过个别成员国达到，然而，除此以外，成员国应达到共同体层面的要求

已经由指令89/109/EEC规定了； 
鉴于指令 89/109/EEC 的第 2 条规定了材料和制品在其完成的状态下，不允许其成分迁移进入食

品的量可能危及人类健康或在食品成分中引发无法接受的变化； 
鉴于，按规则为再生纤维素薄膜达到预期目标，相适应的措施是在指令 89/109/EEC 第 3 条的主

旨涵盖的特别指令； 
鉴于再生纤维素合成的包装应是特殊规定的门类； 
鉴于适合于测定染色物质的迁移方法尚未发现，应制定一个稍后的步骤； 
鉴于在纯度指标和分析方法拟定之前，成员国的规定应继续执行； 
鉴于已经核准的物质目录的确立，伴随限制量的应用，在特定的情况下应充分的达到指令

89/109/EEC 的第 2 条规定的目标； 
鉴于双(2-羟乙基)醚(= 双乙烯乙二醇)和乙二醇(= 单乙烯乙二醇)有可能迁移扩散进入某些食品，

因此，应按规则去避免这种可能性，如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更为适当的是针对这些接触到再生纤维

素薄膜的食品中的这些特定物质规定 终的并且是经过核准的 大限制； 
鉴于对消费者健康的保护，应避免食品和再生纤维素薄膜的印刷表面之间的直接接触； 
鉴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专业应用的结论应符合指令89/109/EEC的第6

条第5款中陈述的书面声明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按其属性的、预期的用法； 
鉴于本指令规定的措施与食品标准化委员会的观点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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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令规定： 
 
第1条 
 
1  本指令是指令89/109/EEC的第3条的主旨涵盖的特别指令。 
 
2  本指令适用于定义为再生纤维素薄膜的，在本指令附录 I 中给出的任何一种： 
 

(a) 由自身构成完成的产品；或 
(b) 完成的产品包含部分其他材料并且是预期的接触食品或与其用途相同。 

 
3  本指令不适用于： 
 
▼M2 (a) （经由 2004 年 1 月 29 日的委员会指令 2004/14/EC 删除） 
▼B 
 

(b) 再生纤维素合成的包装。 
 
▼M2 
 
第1a条 
 
本指令上述第1条第2款陈述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应属于下述类型之一： 
 
(a) 无涂层的再生纤维素薄膜； 
 
(b) 用纤维素涂覆的涂层再生纤维素薄膜；或 
 
(c) 用塑料涂覆的涂层再生纤维素薄膜。 
 
▼B 
 
第2条 
 
▼M2 
 
1  本指令第1a条第(a)和(b)段陈述的再生纤维素薄膜的制造仅就应用物质或物质基团应受到的限制

条件在本指令的附录II中列出。 
 
▼B 
 
2  当物质用于染色物料（染料和颜料）或粘合剂时，处于与上述第 1 段背离的状态，通过有效的方

法可以发现，倘若它们没有物质迁移或接触进入食品的迹象，未列在附录 II 的其他物质可以应用， 
 
▼M2 
 
第2a条 
 
1  本指令第1a条第(c)段陈述的再生纤维素薄膜的预先涂覆仅就制造应用的物质或物质基团应受到

的限制条件在本指令附录II的第一部分中列出。 
 
2  本条款上述第1段陈述的应用于再生纤维素薄膜的涂层仅就制造应用的物质或物质基团应受到的

限制条件在指令2002/72/ EC的附录II至附录VI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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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妨碍本条款上述第1段的规定，本指令第1a条第(c)段陈述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和制品

应符合指令2002/72/ EC第2条、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 
▼B 
 
第3条 
 

再生纤维素薄膜的印刷表面不应接触到食品。 
 
第4条 
 
1  除零售场合外的经营阶段，由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应附加一个与指

令89/109/EEC第6条第5款规定符合一致的书面声明。 
 
2  本条上述第 1 段不适用于由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自身特征显然是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 
 
3  当使用的特定条件需要说明时，由再生纤维素薄膜制造的材料或制品应加注标签。 
 
第5条 
 
1  成员国应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颁布必要的符合本指令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章，并且立刻就此

通报委员会。成员国应： 
——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允许符合本指令的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素薄膜的经营和应用； 
 
▼M1 
 
——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既不符合本指令也不符合指令 83/229/EEC 的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

维素薄膜的经营和应用，从 1994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不符合指令 92/15/EEC 的薄膜应用。 
 
▼B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不符合本指令但是符合指令 83/229/EEC 的预期接触食品的再生纤维

素薄膜的经营和应用。 
 

2  成员国应就本条第1款的陈述采取措施，在近期的官方刊物上陈述本指令或附加一个类似的陈述。

这个适合于该陈述的程序应通过成员国实现。 
 
第6条 
 
1  从1994年1月1日起，指令83/229/EEC就此废止。 
 
2  对于废止的指令83/229/EEC应解释与本指令相关联的一致性，在附件III的表格中表达。 
 
第7条 

 
本指令传达到各成员国。 

 
▼B 

附录 I  
 

再生纤维素薄膜的陈述 
 
  

再生纤维素薄膜是来源于非再生木材或棉花通过精制获得的薄片材料。为了符合技术要求，相

配的物质可以添加到它的内部或其表面。再生纤维素薄膜可以在其一面或双面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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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录 II 

 
经过核准的制造再生纤维素薄膜的物质目录 

 
——本附录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是以百分比 w/w 表达无水、无涂层再生纤维素薄膜的按重量计算

的关系量。 
——通常的技术命名在方括号内表达。 
——物质应在纯度指标方面具有优良的技术上的品质。 

 
（第一部分） 

 
无涂层再生纤维素薄膜 

 
命名denominations 

 
限制restrictions 

 
A. regenerated cellulose 
A. 再生纤维素 

not less than 72 % (w/w) 
不小于72 % (w/w) 

B. Additives 
B. 添加剂 
 

1.  softeners  
1. 软化剂 

 
—  Bis (2-hydroxyethyl) ether[= diethyleneglycol] 
—  双(2-羟乙基)醚 [=双乙烯乙二醇] 
 
—  Ethanediol [= monoethyleneglycol] 
—  乙二醇[=单乙烯乙二醇] 
 
 
 
 
 
 
 
 
 
—  1,3-butanediol 
—  1,3-丁二醇 
 
—  Glycerol 
—  甘油 
 
—  1,2-propanediol [= 1,2 propyleneglycol] 
—  1,2-丙二醇[= 1,2丙烯乙二醇] 
 
—  Polyethylene oxide [= polyethyleneglycol] 
—  聚乙烯氧化物[=聚乙烯乙二醇] 
 
 
—  1,2-polypropylene oxide [= 1,2 polypropyleneglycol] 
—  1,2-聚丙烯氧化物 [= 1,2聚丙烯乙二醇] 
 
 

 
 
 
not more than 27 % (w/w) in total 
在总量中不大于27 % (w/w) 
 
Only for films intended to be coated and 
then used for foodstuffs which are not 
moist, i.e. which do not contain water 
which is physically free at the surface. 
The total amount of bis (2hydroxyethyl) 
ether and ethanediol present in foodstuffs 
that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film of this 
type may not exceed 30 mg/kg of the 
foodstuff. 
仅适用于薄膜预期涂层而后用于不潮

湿的、或类似的、不含游离态的水的食

品。 
双(2-羟乙基)醚和乙二醇出现在接触了

这种类型的薄膜的食品中的总量不允

许超过该食品的30 mg/kg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between 250 
and 1200 
平均分子量在 250 到 1200 之间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not greater 
than 400 and free 1,3-propanediol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1 % (w/w) in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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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bitol 
—  山梨醇 
 
—  Tetraethyleneglycol 
—  四甘醇 
 
—  Triethyleneglycol 
—  三甘醇 
 
—  Urea 
—  尿素 

在物质中的平均分子量不大于400并且

1,3-丙二醇含量不大于1 % (w/w) 
 
 

2.  其他添加剂 Other additives 
第一类 first class 

 
—  Acetic acid and its NH4, Ca, Mg, K and Na salts 
—  醋酸及其铵、钙、镁、钾和钠的盐 
 
—  Ascorbic acid and its NH4, Ca, Mg, K and Na salts 
—  维生素C酸及其铵、钙、镁、钾和钠的盐 
 
—  Benzoic acid and sodium benzoate 
—  苯甲酸和苯甲酸钠盐 
 
— Formic acid and its NH4, Ca, Mg, K and Na salts 
— 酸蚁及其铵、钙、镁、钾和钠的盐 
 
—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and also 
behenic and ricinoleic acids and the NH4, Ca, Mg, K, Na, 
Al, Zn salts of these acids 

—  线性的脂肪酸、饱和的或不饱和的、含有一个从 8 到
12 个偶数的碳原子，还有山萮酸和蓖麻酸和这些酸

的铵、钙、镁、钾、钠、铝和锌的盐 
 
—  Citric, d and l lactic, maleic, l-tartaric acids and their Na 

and K salts 
—  柠檬酸、右旋和左旋乳酸、马来酸、左旋酒石酸及其

钠和钾的盐 
 
—  Sorbic acid and its NH4, Ca, Mg, K and Na salts 
—  山梨酸及其铵、钙、镁、钾和钠的盐 
 
—  Amides of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and also the amides of behenic and ricinoleic 
acids 

—  线性的脂肪酸的氨基化合物、饱和的或不饱和的、含

有一个从 8 到 12 个偶数的碳原子还有山萮酸和蓖

麻酸的氨基化合物 
 
—  Natural edible starches and flours 
—  天然可食用淀粉和面粉 
 
—  Edible starches and flours modified by chemical treatment

Not more than 1 % (w/w) in total 
总量不大于1 % (w/w) 
 
The quantity of the substance or group of 
substances in each indent may not exceed 
2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的薄膜的物质或物质基团的每

个单项的量不允许超过2 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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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化学处理改性的可食用淀粉和面粉 
 
—  Amylose 
—  直链淀粉 
 
—  Calcium and magnesium carbonates and chlorides 
—  钙和镁碳酸盐和氯化物 
 
—  Esters of glycrol with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and/or with adipic, citric, 12-hydroxy 
stearic (oxystearin), ricinoleic acids 

—  乙二醇的酯同线性的脂肪酸、饱和的或不饱和的、有

一个从 8 到 12 个偶数碳原子和（或）还有脂肪的、

柠檬的、12-羟基硬脂的（羟基硬脂酸甘油酯）、蓖

麻的酸 
 
—  Esters of polyoxyethylene (8 to 14 oxyethylene groups) 

with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  聚氧化乙烯的酯(8 到 14 个氧化乙烯基团)同线性的

脂肪酸、饱和的或不饱和的、含有一个从8到12个偶

数的碳原子 
 
—  Esters of sorbitol with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ton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  山梨酸的酯同线性的脂肪酸、饱和的或不饱和的、含

有一个从8到12个偶数的碳原子 
 
—  Mono-and/or di-esters of stearic acid with ethanediol 

and/or bis (2-hydroxyethyl) ether and/or 
triethyleneglycol 

—  硬脂酸的单和(或)双酯同乙二醇和(或)双(2-羟乙基)
醚和(或)三乙烯乙二醇 silicon 

 
—  Oxides and hydroxides of aluminium, calcium, 

magnesium and silicon and silicates and hydrated 
silicates of aluminium, calcium, magnesium and 
potassium 

—  铝、钙、镁和硅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及铝、钙、镁和

钾的硅酸盐和含水硅酸盐 
 
—  Polyethylene oxide [= polyethyleneglycol] 
—  聚乙烯氧化物[=聚乙烯乙二醇] 
 
—  Sodium propionate 
—  丙酸钠盐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between 
1 200 and 4 000 
平均分子量在 1200 到 4000 之间 

第二类 Second class 
 
— Sodium alkyl (C8 to C18) benzene sulphonate 
— 烷基钠(C8 to C18)苯磺酸盐 
 
— Sodium isopropyl naphthalene sulphonate 

The total quantity of the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1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substance or 
group of substances in each indent may 
not exceed 0.2 mg/dm2 (or a lower limit 
where one is specified) of the unco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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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丙基钠萘磺酸盐 
 
— Sodium alkyl (C8 to C18) sulphate 
—烷基钠(C8 to C18)硫酸盐 
 
— Sodium alkyl (C8 to C18) sulphonate 
— 烷基钠(C8 to C18)磺酸盐 
 
— Sodium dioctylsulphosuccinate 
— 磺基丁二酸钠二辛酯 
 
— Distearate of dihydroxyethyl diethylene triamine 

monoacetate 
— 二羟基乙基二乙基三胺一醋酸酯的二硬脂酸盐 
 
— Ammonium, magnesium and potassium lauryl sulphates 
— 铵、镁和钾月桂醇硫酸盐 
 
— N,N′-distearoyl diaminoethane, N,N′-dipalmitoyl 
diaminoethane and N,N′- dioleoyl diaminoethane 
— N,N′-二硬脂酰二氨基乙烷、N,N′-棕榈酰二氨基乙

烷 和 N,N′-二油酰二氨基乙烷 
 
— 2-hepta decyl—4,4- bis(methylene-stearate) oxazoline 
— 2-七癸基—4,4-双(亚甲基-硬脂酸盐)呃唑啉 
 
— Polyethylene-amino stearamide ethylsulphate 
— 聚乙烯-氨基硬脂酰胺乙基硫酸盐 
 

film 
物质总量不允许超过1 mg/dm2并且无

涂层薄膜的物质或物质基团的每个单

项的量不允许超过0.2 mg/dm2(或一个

较低的限制是特定的) 
 
 
 
 
 
 
 
Not more than 0.05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不允许超过0.05mg/dm2 
 
 
 
 
 
 
 
 
 
 
 
 
 
Not more than 0.1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不允许超过0.1mg/dm2 

第三类 — 稳定剂 Third class — Anchoring agent 
 
 
 
 
—  Condensation product of melamine-formaldehyde 

unmodified, or which may be modified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未改性的三聚氰胺-甲醛的浓缩产品： 
butanol, diethylene triamine, ethanol, 
triethylenetetramine, tetraethylenepentamine, 
tri-(2-hydroxyethyl) amine, 3,3′- 
diaminodipropylamine, 4,4′-diaminodibutylamine 
丁醇、二乙烯三胺、乙醇、三乙烯四胺、四乙烯五胺、

三(2-羟乙基)胺、3,3′-二氨基二丙基胺、4,4′-二氨

基二丁基胺 
 
—  Condensation product of melamine-urea-formaldehyde 

modified with tris-(2- hydroxyethyl)amine 
—  三聚氰胺-尿素-甲醛和改性三(2-羟乙基)胺的浓缩产

品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1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的物质总量不允许超过
0.1mg/dm2 
 
Free formaldehyde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0.5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游离甲醛不允许超过
0.5mg/dm2 
 
Free melamine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0.3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游离三聚氰胺不允许超过 
0.3 mg/dm2 
 
 
 
 
Free formaldehyde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0.5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游离甲醛不允许超过
0.5mg/dm2 
Free melamine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0.3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游离三聚氰胺不允许超过 
0.3 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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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linked cationic polyalkylene amines: 
—  交联阳离子的聚亚烷基胺： 

(a)  polyamide-epichlorhydrin resin based on 
diaminopropylmethylamine and epichlorhydrin 

(a)  以二氨基丙烷基甲胺和环氧氯丙烷为基础的聚

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b)  polyamide-epichlorhydrin resin based on 
epichlorhydrin, adipic acid, caprolactam, 
diethylenetriamine and/or ethylenediamine 

(b)  以环氧氯丙烷、脂肪酸、己内酰胺、二乙基三胺

和（或）乙二胺为基础的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

脂 
 

 
(c)  polyamide-epichlorhydrin resin based on adipic 

acid, diethylenetriamine and epichlorhydrin, or a 
mixture of epichlorhydrin and ammonia 

(c)  以脂肪酸、二乙基三胺和环氧氯丙烷、或环氧氯

丙烷和氨水的混合物为基础的聚酰胺-环氧氯丙

烷树脂 
 

(d)  polyamide-polyamineepichlorhydrin resin based 
on epichlorhydrin, dimethyl adipate and 
diethylenetriamine 

(d)  以环氧氯丙烷、二甲基己二酸酯和二乙基三胺为

基础的聚酰胺-聚环氧氯丙胺树脂 
 

(e)  polyamide-polyamineepichlorhydrin resin based 
on epichlorhydrin, adipamide and 
diaminopropylmethylamine 

(e)  以环氧氯丙烷、己二酰二胺和二氨丙基甲胺为基

础的聚酰胺-聚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  Polyethyleneamines and polyethyleneimines 
—  聚乙烯胺和聚乙烯亚胺 
 
 
—  Condensation product of urea-formaldehyde 

unmodified, or which may be modified with one or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未改性的尿素-甲醛的浓缩产品，或其中之一可以改

性或下述产品： 
 

aminomethylsulphonic acid, sulphanilic 
acid,butanol, diaminobutane, diaminodiethylamine,
diaminodipropyl amine, diaminopropane, 
diethylenetriamine, ethanol, guanidine, methanol, 
tetraethylenepentamine, triethylenetetramine, 
sodium sulphite 

        氨甲基硫酸、氨基苯磺酸、丁醇、二氨基丁烷、

二氨基二乙胺、二氨基二丙基胺、二氨基丙烷、

二乙基三胺、乙醇、胍、甲醇、四乙烯五胺、 
三乙烯四胺、亚硫酸钠 

 

 
In accordance with Community 
directives and in their absence, with 
national legislation, pending the adoption 
of Community directives 
符合共同体指令，当共同体指令未包

括，按国家法规，直到共同体指令采纳

为止。 
 
 
 
 
 
 
 
 
 
 
 
 
 
 
 
 
 
 
 
 
 
 
 
 
 
 
 
Not more than 0.75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不允许超过0.75 mg/dm2 
 
 
Free formaldehyde content not greater 
than 0.5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游离甲醛不允许超过
0.5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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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class 
第四类 
 
—  Products resulting from the reaction of the amines of 

edible oils with polyethylene oxide 
—  经由食用油的胺与聚乙烯氧化物的反应所获得的产

品 
 
—  Monoethanolamine lauryl sulphate 
—  单乙醇胺月桂醇硫酸盐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0.01 mg/dm2 of the uncoated film
无涂层薄膜的物质总量不允许超过 
0.01 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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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部分） 

 
涂层的再生纤维素薄膜 

 
命名 denominations 

 
限制 restrictions 

A. regenerated cellulose 
A. 再生纤维素 
 
B. additives 
B.添加剂 
 
C. coating 
C. 涂层 
 
1.  polymers 
1. 聚合物 
 
 
 
—  Ethyl, hydroxyethyl, hydroxypropyl and methyl ethers 

of cellulose 
—  纤维素的乙烷基、羟基乙烷基、羟基丙烷基和甲基醚
 
—  Cellulose nitrate  
—  纤维素硝酸盐 
 
 
 
 
 
 
▼M2 
2.  Resins 
2. 树脂 
 
 
 
 
▼B 
—  Casein 
—  干酪素 
 
—  Colophony and/or its products of polymerization, 

hydrogenation, or disproportionation and their esters of 
methyl, ethyl or C2 to C6 polyvalent alcohols, or 
mixtures of these alcohols 

—  聚合松香和（或）其产品、氢化或歧化作用后的甲基

酯、乙烷基或C2至C6多价的酒精或这些酒精的混合剂
 
 
—  Colophony and/or its products of polymerization, 

hydrogenation, or disproportionation condensed with 
acrylic, maleic, citric, fumaric and/ or phthalic acids 
and/or 2,2 bis (4-hydroxyphenyl) propane formaldehyde 

see first part 
见第一部分 
 
See first part 
见第一部分 
 
▼M2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50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涂覆于接触食品一侧的物质总量不允

许超过50 mg/dm2 
 
 
 
 
Not more than 20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nitrogen content between 10.8 % (w/w) 
and 12.2 % (w/w) in the cellulose nitrate 
涂覆于接触食品一侧不允许超过

20mg/dm2，在纤维素硝酸盐中氮的含量

在10.8 % (w/w)和12.2 %(w/w)之间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12.5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and solel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lms with cellulose nitrate 
based coatings 
涂覆于接触食品一侧的物质总量不允

许超过12.5mg/dm2并且以纤维素硝酸

盐为基底涂层的再生纤维素薄膜单独

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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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sterified with methyl ethyl or C2 to C2 polyvalent 
alcohols or mixtures of these alcohols 

—  聚合松香和（或）其产品、氢化或歧化作用后的浓缩

丙烯酸、马来酸、柠檬酸、反丁二烯酸和（或）邻苯

二甲酸和（或）2,2双(4-羟苯基) 丙烷甲醛和酯化的

甲基乙基或C2至C6多价的酒精或这些酒精的混合剂 
 
—  Esters derived from bis(2- hydroxyethyl) ether with 

addition products of betapinene and/or dipentene and/or 
diterpene and maleic anhydride 

— 从双(4-羟乙基)醚获得的酯添加了ß-蒎烯和（或）二

戊烯和（或）二萜烯和马来酸酐的产品 
 
—  Edible gelatine 
—  可食用胶质 
 
—  Castor oil and its products of dehydration or 

hydrogenation and its condensation products with 
polyglycerol, adipic, citric, maleic, phthalic and sebacic 
acids 

—  调和油及其脱水或氢化的产品与其聚合甘油、脂肪

酸、柠檬酸、马来酸、邻苯二甲酸和癸二酸的浓缩产

品 
 
—  Natural gum [= damar] 
—  天然树脂[= 硬树胶] 
 
—  Poly-beta-pinene [= terpenic resins] 
—  聚-ß-蒎烯[=萜烯酸树脂] 
 
—  Urea-formaldehyde resin 
—  尿素-甲醛树脂 

(见稳定剂 see anchoring agents) 
 
3.  plasticizers 
3. 可塑剂 
— Acetyl tributyl citrate 
— 乙酰基磷酸三丁酯柠檬酸盐 
— Acetyl tri(2-ethylhexyl) citrate 
— 乙酰基三(2-乙基己基) 柠檬酸盐 
— Di-isobutyl adipate 
— 双异丁基己二酸 
— Di-n-butyl adipate 
— 双正丁基己二酸 
— Di-n-hexyl azelate 
— 双正己基壬二酸盐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6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的该物质总量不

允许超过6 mg/dm2 

 
▼M2 
 
▼B 
— Dicyclohexyl phthalate  
— 双环己基邻苯二甲酸盐 
 

 
 
 
 
Not more than 4.0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4.0 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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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 2-ethylhexyl diphenyl phosphate (synonym: phosphoric 

acid diphenyl 2- ethylhexyl ester) 
— 2-乙基己基联苯磷酸盐(同: 磷酸联苯2-乙基己基酯) 
 
 
 
 
 
 
 
 
▼B 
— Glycerol monoacetate [= monoacetin] 
— 甘油—乙酸盐[= 醋精] 
— Glycerol diacetate [= diacetin] 
— 甘油双乙酸盐[= 双醋精] 
— Glycerol triacetate [= triacetin] 
— 甘油三醋酸[= 乙酸甘油酯] 
— Di-butyl sebacate 
— 二丁基癸二酸盐 
▼M2 
 
▼B 
— Di-n-butyl tartrate 
— 二正丁基酒石酸盐 
— Di-isobutyl tartrate 
— 二异丁基酒石酸盐 
4.  Other additives 
4. 其他添加剂 
 
 
 
 
 
 
4.1. Additives listed in the first part 
4.1. 列出在第一部分中的添加剂 
 
 
 
 
 
 
 
4.2. Specific coating additives: 
4.2. 特殊涂层添加剂： 
 
 
 
 
 
— 1-hexadecanol and 1-octadecanol 
— 1-十六醇和1-十八醇 
— Esters of linear fatty acids,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an even number of carbon atoms from 8 to 20 inclusive and 

 
The amount of 2-ethylhexyl diphenyl 
phosphate shall not exceed: 
2-乙基己基联苯磷酸盐的量不应超过: 
 
(a) 2.4 mg/kg of the foodstuff in contact 
with this type of film, or 
(a)薄膜类型接触食品为2.4 mg/kg;或 
 
(b) 0.4 mg/dm2 in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b)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为0.4mg/dm2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6 mg/dm2 in the uncoated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lm, inclusive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无涂层再生纤维素薄膜的物质总量不允

许超过6 mg/dm2，包括接触食品的表面涂

层 
 
Same restrictions as in the first part 
(however the quantities in mg/dm2 refer 
to the uncoated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lm, inclusive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如同第一部分中的限制（任何涉及无涂

层再生纤维素薄膜，包括接触食品的表

面涂层的量以mg/dm2表达 
 
The quantity of the substance or group of 
substances in each indent may not exceed 
2 mg/dm2 (or a lower limit where one is 
specified)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的物质或物质基

团的每个单项的量不允许超过2mg/dm2

（或低于一个特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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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icinoleic acid with ethyl, butyl, amyl and oleyl linear 
alcohols 
— 线性脂肪酸的酯、饱和或不饱和的、含有8至20个偶数

碳原子并且含乙基、丁基、戊基和油烯基线性乙醇的蓖蔴

油酸 
— Montan waxes, comprising purified montanic (C26 to C32) 
acids and/or their esters with ethanediol and/ or 1,3 
butanediol and/or their calcium and potassium salts 
— 褐煤蜡、由净化的褐煤酸(C26～C32)构成和（或）其含

乙二醇和（或）1,3丁二醇的酯和（或）其钙和钾的盐 
 
— Carnauba wax 
— 巴西棕榈蜡 
— Beeswax 
— 蜂蜡 
— Esparto wax 
— 西班牙草蜡 
— Candelilla wax 
— 小烛树蜡 
— Dimethylpolysiloxane  
— 二甲基聚硅氧烷 
 
 
— Epoxidized soya-bean oil (oxirane content 6 to 8 %) 
— 环氧化大豆油（环氧乙烷含6 ～ 8 %） 
— Refined paraffin and microcrystalline waxes 
— 精制的石蜡和微晶的蜡 
— Pentaerythritol tetra stearate 
— 季戊四醇四硬脂酸盐 
— Mono and bis(octadecyl diethylene oxide)- phosphates 
— 单和双（氧化十八烷基二乙烯）-磷酸盐 
— Aliphatic acids (C8 to C20) esterified with mono- or 

di-(2-hydroxyethyl)amine 
— 脂肪酸(C8～C20)酯化的含单或双(2-羟乙基)胺 
— 2- and 3-tert.butyl-4- hydroxyanisole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 BHA] 
— 2- 和 3-叔丁基-4-羟基苯甲醚[=丁基化羟基苯甲醚— 
BHA 
— Di-n-octyltin-bis(2-ethylhexyl) maleate 
— 二正辛基锡-双（2-乙基己基）马来酸盐 
5. Solvents 
5. 溶剂 
 
 
— Butyl acetate 
— 丁基醋酸盐 
— Ethyl acetate 
— 乙基醋酸盐 
— Isobutyl acetate 
— 异乙基醋酸盐 
— Isopropyl acetate 
— 异丙基醋酸盐 
— Propyl acetate 

 
 
 
 
 
 
 
 
 
 
 
 
 
 
 
 
 
 
 
 
 
 
 
Not more than 1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1mg/dm2 
 
 
 
 
 
 
 
 
Not more than 0,2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0.2mg/dm2

 
 
 
Not more than 0,06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
0.06mg/dm2 
 
 
Not more than 0,06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
0.06mg/dm2 
 
The total quantity of substances may not 
exceed 0,6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的物质总量不允

许超过0.6mg/dm2 



 
78

— 丙基醋酸盐 
— Acetone 
— 丙酮 
— 1-butanol 
— 正丁醇 
— Ethanol 
— 乙醇 
— 2-butanol 
— 2-丁醇 
— 2-propanol 
— 2-丙醇 
— 1-propanol 
— 正丙醇 
— Cyclohexane 
— 环己胺 
 
▼M2 
 
▼B 
 
— Ethyleneglycol monomethyl ether 
— 乙烯乙二醇单甲基醚 
— Ethyleneglycol monomethyl ether acetate 
— 乙烯乙二醇单甲基醚醋酸盐 
— Methyl ethyl ketone 
— 甲基乙烷基酮 
— Methyl isobutyl ketone 
— 甲基异丁基酮 
— Tetrahydrofuran 
— 四氢呋喃 
 
 
— Toluene  
— 甲苯 
 
 

 
 
 
 
 
 
 
 
 
 
 
 
 
 
 
 
 
 
 
 
 
 
 
 
 
 
 
 
 
 
 
 
 
 
 
 
 
 
 
 
 
Not more than 0,06 mg/dm2 of the 
coating on the side in contact with 
foodstuffs. 
接触食品的表面涂层不大于
0.06mg/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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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I 
 

关联表 
CORRELATION TABLE 

 
 

Directive 83/229/EEC Present Directive 
 

第1条 
第2条 
第3条 

第——条 
第4（1）条 
第4（2）条 
第——条 
第5条 

 
第1条 
第2条 
第3条 
第4条 
第5条 

第——条 
第6条 
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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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环氧衍生物应用的指令2002/16/EC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2002 年 2 月 20 日 
 

依据已经建立的共同体条约； 
依据1988年12月21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法律的委员会指令

89/109/EEC(1)，特别是其中的第3条； 
在咨询了食品科学委员会之后。 
鉴于： 

(1) 在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2,2 –双(4-羟苯基)丙烷 双(2,3-丙烷基)醚(BADGE)、双(羟苯基)
甲烷双(2,3-环氧丙烷基)醚(BFDGE)与甲阶酚醛树脂缩水甘油基醚(NOGE)的应用和(或)存在引发了关

于安全的质疑，主要是在它们作为添加剂时。 
 
(2) 在某些食品中，检测结果显示这些物质及其某些衍生物到了值得关注的程度。 
 
(3) 食品科学委员会认为，适合于BADGE和某些衍生物特定迁移极限可以另外延长三年，直到符合

进一步的适合评估的毒物学数据为止。 
 
(4) 接受BADGE的应用和(或)存在可以因此暂时延长。 
 
(5) 食品科学委员会调查了BFDGE有效资料，这些资料和已经获得的BADGE相应的资料非常相似。 
 
(6) 接受BFDGE的应用和(或)存在同样可以延续，在特定条件下直到符合进一步的适合评估的毒物学

数据为止。 
 
(7) 食品科学委员会认为，在包含两个以上芳香烃链及其衍生物成分的NOGE关联的进一步揭示和毒

物学形态的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相应产品的应用和(或)存在的安全评价是不确定的。 
委员会就此观点提出采用NOGE作为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添加剂不适当，归因于它在应

用期间的迁移倾向。 
 
(8) 在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性材料和制品中，包含两个以上芳香烃链及其衍生物成分的NOGE的应用和

(或)存在，表面涂层和粘合剂应通过制定严格的限制实施监管。在实践中，应限制性的暂时裁定它们

退出作为添加剂的应用，这些暂时的限制应用到具有充分的证据适合于更进一步完善的科学的风险

评估，符合了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第五条第七款的规定，并且充分的方法改

进已经适合于判定它们进入食品的程度为止。 
 
(9) NOGE和BFDGE的应用和(或)存在，如以单体和始发物质用于制备特殊的涂层覆盖超大容器表面

应允许延续，直到符合进一步的技术数据为止。这些容器的大体积与其表面积的比率较大，长期的

重复使用减少了迁移并且接触食品大多数是在环境温度之下，因此没有必要对这种容器中的NOGE
和BFDGE的迁移规定限制。 
 
(10) 成员国至今未核准BADGE、BFDGE、NOGE在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应用和(或)存在可

以维持其禁止。 
 
(11) 在塑性材料和制品中BADGE、BFDGE、NOGE的存在和(或)它们的应用，表面涂层例如清漆、

漆、涂和粘合剂，应在共同体层面上监管以此避免冒人身健康的风险和妨碍货物自由流通。 
 
(12) 在分析期间可能由于其他化学物质的存在而产生误差，因此在指令中公布符合性认证的正确分

析方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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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本指令执行的 终期限之前，应就预期用于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适当的规定一个过渡期。 
 
(14) 这个过渡期也应考虑欧洲议会2000年3月20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关联食品的标签、表达和

广告的法律的指令2000/13/EC(1)及其修正案委员会指令2001/101/EC(2)的要求。 
 
(15) 新技术要求的观点认为，2001年8月8日颁布的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某些环氧衍生

物应用的委员会指令2001/61/EC (3)，因为理由明确应该废止。 
 
(16) 本指令中规定的措施与食品标准化委员会的观点协调一致。 
 
本指令正式规定： 
 
第1条 
1  本指令陈述完成的产品，适用于预期接触食品或是导致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并且是有目的在

制造中采用或含有一种或多于一种的下述物质： 
(a)  2,2双(4-羟苯基)丙烷双(2,3-环氧丙烷基)醚(以下称BADGE)及其某些衍生物； 
(b)  双(-羟苯基)甲烷双(2,3-环氧丙烷基)醚(以下称BFDGE)及其某些衍生物； 
(c)  另外的甲阶酚醛树脂缩水甘油基醚(以下称NOGE)及其某些衍生物。 
 
为本指令的主旨，“材料和制品”为： 
(a)  任何形态的塑料制成的材料和制品； 
(b)  用表面涂层覆盖的材料和制品； 
(c)  粘合剂； 

 
2  本指令应不适用于容量大于10000升的容器或储藏液体的大型容量罐，或管道或连接管道的采用

“加强涂层”的特殊涂层覆盖的容器。 
 
第2条 

 
在本指令第1条中陈述的材料和制品不应豁免在附录I中列出的物质符合附录规定的极限值。在材

料和制品的制造中应用和(或)存在BADGE的仅允许延续至2004年12月31日为止。 
 
第3条 

 
本指令第1条中陈述的材料和制品不应豁免在附录II中列出的量，当附加的BADGE及其附录I中列

出衍生物的总量超过附录II中规定的限制量时。在材料和制品的制造中，应用和(或)存在BADGE的仅

允许延续至2004年12月31日为止。 
 
第4条 

 
自2003年3月1日起，包含两个以上芳香烃链和至少一个环氧基团构成的NOGE的量，除此以外，

由它们衍生的包含氯乙醇作用和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不应在本指令第1条第1款陈述的材料和

制品中查出，以检测极限值0.2 mg/6dm2为准，包含分析容许偏差。 
为本指令的目标，本指令本条款上述第一段中陈述的查出极限应通过一个有效的分析方法验证。

如果这个方法不存在，一个性能适当的特殊分析方法可以应用，直到开发出有效的方法。 
在材料和制品的制造中，应用和(或)存在NOGE的仅允许延续至2004年12月31日为止。 

 
第5条 

 
本指令的要求在2003年3月1日以前，不适用于本指令第1条第1款第(b)和(c)段中陈述的，导致接

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所涵盖的表面涂层和粘合剂。考虑到2000/13/EC指令的要求，这些材料和制品可

以按在其之上表达的灌装日期继续放置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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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指令2001/61/EC据此废止。 
对于废止的指令应解释与本指令相关联的一致性，在附件III的表格中表达。 

 
 
第7条 

 
成员国应 迟在2003年2月28日以前，采纳必要的符合本指令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成员国

应立刻就此通报委员会。 
当成员国采纳上述规定时，应在官方出版物上颁布陈述本指令的公告或附加类似的陈述。成员

国应决定该公告如何执行。 
 
第8条 

 
本指令应在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物颁布后的第20天生效。 

 
第9条 

 
本指令传达到各成员国。 

 
 
2002年2月20日于布鲁塞尔 

 
For the Commission 

David BYRNE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附录I 
 

BADGE及其某些衍生物的特定迁移极限 
Specific migration limit for BADGE and certain of its derivatives 

 
1  下述物质的迁移总量： 

(a)  BADGE [=2,2 –双(4-羟苯基)丙烷 双(2,3-丙烷基)醚]； 
(b)  BADGE、H2O； 
(c)  BADGE、HCl； 
(d)  BADGE、2HCl； 
(e)  BADGE、H2O、HCl； 
 
不应超过下述极限： 
——在食品或模拟食品中为1mg/kg (不包括分析容许偏差)；或 
——符合委员会指令90/128/ EEC(1)第4条规定的条件为1mg/6 dm2。 

 
2  迁移测试的实施应符合理事会指令82/711/EEC(2)，以及指令90/128/EEC确立的规则。然而，水合

模拟食品的评估应同样包含BADGE、2H2O，除非材料和制品已经用标签表明适用于接触的仅是哪些

食品和(或)饮料，况且这些食品和(或)饮料就上述第1段列出的(a)(b)(c)(d)和(e)的五个物质的迁移值总

量不超过第1段的规定极限已经得到证实。 
 
3  为了本指令的目标，上述第1段(a)、(b)、(c)、(d)和(e)中陈述的特定物质迁移应通过一个有效的分

析方法确定。如果这种方法不存在，一个性能适当的特有的分析方法可以使用，直到开发出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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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BFDGE及其某些衍生物的特定迁移极限 
 
1  下述物质的迁移总量： 

(a)  BFDGE [=双(羟苯基)甲烷 双(2,3-环氧丙烷基)醚]; 
(b)  BFDGE、H2O； 
(c)  BFDGE.、HCl； 
(d)  BFDGE、2HCl； 
(e)  BFDGE、H2O.HCl； 
添加到附件I所列出的总和，不应超过下述极限： 
——在食品或模拟食品中为1mg/kg (排除分析容许偏差)；或 
——符合委员会指令90/128/ EEC(1)第4条规定的条件为1mg/6 dm2。 

 
2  迁移测试的实施应符合理事会指令82/711/EEC(2)，以及指令90/128/EEC确立的规则。然而，水合

模拟食品的评估应同样包含BFDGE、2H2O，除非材料和制品已经用标签表明适用于接触的仅是哪些

食品和(或)饮料，况且这些食品和(或)饮料就上述第1段列出的(a)(b)(c)(d)和(e)的五个物质的迁移值总

量不超过第1段的规定极限已经得到证实。 
 
3  为了本指令的目标，上述第1段(a)、(b)、(c)、(d)和(e)中陈述的特定物质迁移，应通过一个有效的

分析方法确定。如果这种方法不存在，一个性能适当的特有的分析方法可以使用，直到开发出有效

的方法。 
 
 

附录III 
 

关联表 Correlation table 
指令2001/61/EC 本指令2002/16/EC 

第1条 第1条 

第2条 第2条 

第3条 第3条 

第4条 第4条 

第5条 第5条 

 第6条 

第6条 第7条 

第7条 第8条 

第8条 第9条 

附录I 附录I 

附录II 附录II 

 附录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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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修正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环氧衍生物应用的指令2002/16/EC的指令2004/13/EC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2004年1月29日 
 

依据已经建立的欧洲共同体条约； 
依据1988年12月21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各成员国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的法律的委员会指令

89/109/EEC，特别是其中的第3条；在咨询了欧洲食品安全局之后。 
鉴于： 

(1) 2002年2月20日颁布的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中某些环氧衍生物应用的委员会指令

2002/16/EC对于2,2双(4-羟苯基)丙烷双(2,3-环氧丙烷基)醚(BADGE)、双(-羟苯基)甲烷双(2,3-环氧丙烷

基)醚(BFDGE)、甲阶酚醛树脂缩水甘油基醚(NOGE)，及其某些衍生物在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

中的应用(存在)制定了某些规则。 
 
(2) 该指令规定在这些材料和制品的制造中BADGE的使用和(或)存在仅可以延续到2004年12月31日。 
 
(3) 食品科学委员会(SCF)要求在确定的 终期限内，毒物学数据达到允许的BADGE的评估。食品科

学委员会同时要求提供新的毒物学数据，用于指令2002/16/EC附录I中的BADGE迁移极限值所包含的

氯化衍生物潜在的致癌性评估。 
 
(4) 在 近的成员国会同欧共体联合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罐装食品中BADGE的含量相当

程度的减少，在2002年12月4日，食品科学委员会对BADGE的氯化衍生物潜在的致癌性提出反面意见

并且欧洲消费者对BADGE的揭露降低。因此，考虑可以允许BADGE暂时的核准再延长一年，直到新

的毒物学数据符合要求并且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为止。 
 
(5) 2002/16/EC指令规定了2003年3月1日之前，关于BADGE、BFDGE 、NOGE不适用于导致接触食

品的表面涂层或粘合剂的材料和制品，倘若在这些材料和制品上表达了灌装日期就可以继续放置在

市场上交易。灌装日期应如何运用到材料和制品上才引人注目，适当的做法是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2000/13/EC指令可将该日期替换成“在此日期之前 佳（best before）”，或另一表达依据指令

89/396/EEC所述的适合于食品包装的材料和制品的如同标签的批号。尽管如此，有必要在已经确定的

标注批号和灌装日期之间确立联系，以保证后者总可以识别。 
 
(6) 指令2002/16/EC应据此修正。 
 
(7) 本指令规定的措施与食物系列和动物健康标准化委员会的观点协调一致。 
 
本指令正式规定： 
 
第1条 
2002/16/EC指令修正如下： 
 
1  第2条第2段，日期“2004年12月31日”替换为“2005年12月31日”。 
 
2  第5条修改正下： 
第5条 
1. 在2003年3月1日之前，本指令第2条、第3条、第4条应不适用于本指令第1条第2段(b)和(c)小段陈

述的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 
倘若在这些材料和制品上表达了灌装日期，就可以继续放置在市场上交易。然而，灌装日期可以由

另外的表达替代，只要这个替代表达的灌装日期可以鉴别。按要求，灌装日期应由有资格的管理当

局及其所属的任何人执行本指令的要求视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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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1段的措施应用应不妨碍指令2000/13/EC的要求。 
 
第2条 
 
1  成员国应在在2005年1月29日之前采纳和颁布必要的与本指令符合一致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的规

定，成员国应立刻向委员会通报这些规定的文本联同与该规定和本指令相关联的表格。当成员国采

纳上述规定时，应在官方出版物上颁布陈述本指令的公告或附加类似的陈述，成员国应决定该公告

如何执行。 
 
2  成员国应向委员会通报其国家法律在本指令涵盖的领域内采纳的主要规定的文本。 
 
第3条 
 
本指令应在欧盟官方刊物公布之后的第20天生效。 
 
第4条 
 
本指令传达到各成员国。 
 
 
 
 

2004年1月29日 于布鲁塞尔 
 
For the Commission 

David BYRNE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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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关于食品营养标签的理事会指令 90/496/EEC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 
 

依据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条约，特别是其中的第 100a 款； 
依据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建议； 
依据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意见。 
 
1  鉴于应采取措施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前以一种意见逐步建立内部市场；这种内部市场是一个没

有内部边界的区域，在此区域中，保证货物，人员，服务和金融自由流通； 
 
2  鉴于公众在饮食和健康之间关系方面逐渐增长的兴趣以及关心怎样选择合适的饮食去适应特别

的个人需要； 
 
3  鉴于理事会和理事会中成员国会议的政府代表在 1986 年 7 月 7 日有关欧洲抗癌计划提案中优先

考虑了改善营养的问题； 
 
4  鉴于有关营养的基本原理的知识和合适的食品营养标签能有效提供给消费者，使其能够作出某种

选择； 
 
5  鉴于营养标签的条文对公众营养教育领域具有辅助作用； 
 
6  鉴于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在采购时避免可能发生的技术障碍，另一方面营养标签能以一种标准化

的形式存在，以适用于整个共同体； 
 
7  鉴于贴有营养标签的食品应满足本指令制定的法规； 
 
8  鉴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营养标签会被禁止，但无营养标签的食品应能自由流通； 
 
9  鉴于对一般消费者和对服务对象介绍情况，给出有关营养物质现代的初级知识为目的的情况下，

所提供的资料应简单和容易理解； 
 
10  鉴于本指令应用一段时期后，有可能对此课题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经历，也可获得消费者的反应，

通过这种途经来评价现有的营养资料，这使委员会有可能去考察现有的法规和目的，并作适当修正； 
 
11  鉴于为了鼓励那些感兴趣的单位，特别那些中小企事业单位，采取尽可能多的措施为产品提供营

养标签，逐渐地介绍更全面的和更均衡的资料； 
 
12  鉴于本指令中制定的法规也应当考虑已有的有关营养标签的立法方针； 
 
13  鉴于各成员国有关对 终消费者销售的食品的标签，提出和广告的相似的法规包含在 1978 年 12
月 18 日的理事会指令 79/112/EEC 的一般标签条文与定义中以及 近修订的 89/395/EEC 中，所以本

指令可定义为属于营养标签范围。 
 
本指令规定： 
 
第 1 条 
 
1  本指令涉及递送到 终消费者的食品营养标签。它也适用于供应餐厅、医院、临时流动餐馆及其

他类似的团体备办食用者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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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指令不适用于： 
——天然矿泉水或其他用于人消费的水； 
——饮食整合者/食物供应者。 

 
3  本指令不带偏见地适用于 1989 年 5 月 3 日理事会指令 89/398/EEC 的有关统一各成员国对特殊营

养用途的法律和那个指令条款 4 中涉及的专门指令。 
 
4  本指令的目标： 

a）“营养标签”意指在标签上显示的有关下列项目的资料： 
i)能量值； 
ii)下列营养物：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 
 纤维； 
 钠； 
 在附录中所列的以及如附录中所定义的大量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应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变化维生素和矿物质列项与采用表中推荐的每日允许量。 
b)“营养要求” 意思是说明、建议或暗示食品由于能量(卡路里值)而具有特别营养性质的任何表

示及任何广告信息： 
——提供； 
——以减少或增加比例方式提供； 
——不提供。 
和（或）由于营养物的： 
——含有； 
——以减少或增加比例方式含有； 
——不含有。 

营养物的质量和数量不构成法规要求范围中的营养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可以决定在这一点中说明的条件是否能满足。 
c)“蛋白质” 意思是用下列公式计算的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总氮（凯氏测定法） ×  6.25； 
d)“碳水化合物” 意思是可以被人代谢的碳水化合物，包括多元醇； 
e)“糖”意思是食物中存在的单糖和多糖，但不包括多元醇； 
f)“脂肪”意思是总脂质，包括磷脂； 
g)“饱和物” 意思是不带双键的脂肪酸； 
h)“单------不饱和物”意思是带有一个顺位双键的脂肪酸； 
i)“多------不饱和物”意思是带有顺位、顺亚甲基间断双键的脂肪酸； 
j)“纤维”意思是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所定义的材料，可根据此程序确定的分析方法测定。 
k)“平均值”意思是指一种给定食物含量，反映季节变化的允许量，消费模式和其他能引起实际

值变化因素的批量营养物的 好代表值。 
 

第 2 条 
 
1  根据第 2 段，营养标签应该是任选件。 
 
2  在展示或广告中，营养要求出现在标签上时，营养标签应该是强制性的。 
 
第 3 条 

 
只有被允许的营养才要求与能量关联，与第 1(4)a)(ii)段所列的营养物关联，和与属于表列的营养

物或组合物关联。在本条款意义范围内，可以用第 10 条规定程序，采用限制或禁止营养要求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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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1  当提供营养标签时，给出的资料应包含下列次序的第 1 组或第 2 组： 

第 1 组 
a) 能量值； 
b)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量。 

第 2 组 
a) 能量值； 
b)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脂肪、饱和物、纤维和钠的量。 
 
2  对糖、脂肪、纤维和钠作营养要求时、所给出的资料应包括第 2 组。 
 
3  营养标签也可以包含下列一种或多种营养物的含量： 

----淀粉； 
----多元醇； 
----单------不饱和物； 
----多------不饱和物； 
----胆固醇； 
----在附录中所列的以及如附录中所定义的大量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4  当制定营养要求时，笫 1.3 段涉及的营养物或混合物的说明应当是强制性的。 

另外，当给定多--不饱和物和/或单--不饱和物和/或胆固醇的比例量时，也应给定饱和物的量。在

这种情况下，后者不加说明第 2 段意义范围内的营养要求。 
 
第 5 条 
 
1  声明的能量值应当用下列转换因子计算： 

——碳水化合物(除多元醇外)  4 kcal/g～17 kJ/g 
——多元醇                  2.4 kcal/g～10 kJ/g 
——蛋白质                  4 kcal/g～17 kJ/g 
——脂肪                    9 kcal/g～37 kJ/g 
——乙醇(酒精)              7 kcal/g～29 kJ/g 
——有机酸                  3 kcal/g～13 kJ/g 

 
2  根据用第 10 条规定程序，采用下列各点涉及的条文： 

——修订第 1 段中所涉及的转换因子； 
——增加第 1 段中所涉及的转换因子列表，列出属于本段涉及的营养物或混合物以及为了精确

计算食品的能量值而需用的转换因子。 
 

第 6 条 
 
1  能量值和营养物含量以及它们的组分说明，都应该用数值表示。使用单位如下： 

——能量------kJ 和 kcal 
——蛋白质------g 
——碳水化合物------g 
——脂肪------g 
——纤维------g 
——钠------g 
——胆固醇------mg 
——维生素和矿物质—附录中指定的单位。 

 
2  资料应当用每 100g 或 100ml 表示。此外，倘若包装袋中包含的部件数量给出，则应给出每个部

件的资料及在标签上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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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可以决定第 1.2 段给出的资料是否也可以按确定的格式用图形表达。 
 
4  上述能量值和营养物含量都是指食品销售时的值。在适当的场合下，这些资料可能与制备后的食

品相关，则给出足够详细的制备说明，和用于制备时食品相关资料。 
 
5  (a)有关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资料也必须按附录中给出的推荐每日允许量(RDA)百分数来表达第 2 段

中规定的那些量。 
(b) 有关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推荐每日允许量(RDA)百分数也可用图形来表达。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

序，可以采用实施本子段的规则。 
 
6  当有说明糖和/或多元醇和/或淀粉时，应以下列方式随有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说明： 

——碳水化合物------g 
    其中： 
——糖------g 
——多元醇------g 
——淀粉------g 

 
7  当有说明脂肪酸和/或胆固醇的量和类型时，应以下列方式随有总脂肪的含量说明： 

——脂肪-------g 
    其中： 
——饱和脂肪------g 
——单不饱和脂肪-------g 
——多不饱和脂肪-------g 
——胆固醇-------mg 

 
8  在个别情况下这些说明的值应当根据下列值的平均值： 

(a)  制造者的食品分析； 
(b)  从已知的或实际的使用配方平均值计算； 
(c)  从通常建立的和被大家所接受的数据计算。 
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实施第 1 段规则处理申报的值与官方检验过程中建立的值之间的差别。 

 
第 7 条 
 
1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由本指令所涵盖的资料应在一处按序号一起提出。当空间不够时，资料可按

线形提出。印刷应清晰，不可擦除，并且应印在显著位置。 
 
2  各成员国应保证，由本指令所涵盖的资料以买卖时容易理解的语言表达，除非采取其他措施保证

通知买者。本条文不应抵制以多于一种语言表达。 
 
3  各成员国应避免制定比本指令中涉及的营养标签已经包含的更多的细节要求。 
 
第 8 条 
 
    在向终端消费者或大众包办伙食者销售的无包装食品情况下，以及应顾客要求在销售点包装的

食品或立即销售的预包装食品，相对第 4 条的资料范围和交流方式可由国家条文确定，直至根据第

10 条规定程序，采用共同体的一些措施。 
 
第 9 条 

在 74/234/EEC 决定
①
中设立的食品科学委员会的咨询后，可以采用任何对公众健康有效的措施。 

 
第 10 条 
  
1  当使用本条款制定的程序时，问题应咨询在 69/414/EEC 决定中设立的食品常务委员会(下面简称

“委办”)，可以由主席自发的，也可应成员国代表的请求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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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办的代表应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所制定的措施草案，委员会根据事件紧急情况，由主席制定的一

个时间范围内提出对此草案的意见。在理事会决定是否采用委办建议的情况下，意见主要依据在条

约的 148(2)条款陈述。委员会中的成员国代表表决应以本款中实行的方式权衡，主席不参加表决。 
 
3  (a)如果遵照委办意见，委员会应采纳面对的措施。 

(b)当面对的措施不遵照委办意见时，或没有提出意见时，委办应当毫不延迟地向理事会提交有

关采取措施的建议。理事会应当由一个有资格的多数担当。 
(c)如果从送交到理事会的日期开始，超过 3 个月，理事会不行动，则委员会应采纳建议的措施。 

 
第 11 条 
 
1  各成员国应当采取遵守本指令的必要措施并提前通知委办。这些措施以下列方法应用： 
——允许遵守本指令销售产品至 1992 年 4 月 1 日。 
——从 1993 年 10 月 1 日开始，禁止销售不遵守本指令的产品。 

 
2  直至------时(按本指令通报后 5 年) 营养标签中的说明，不管是自愿基础或按下列一个或多个营养

物的营养要求应不触及在第 4(1)和(2)段规定的责任。 
 
3  委办应到------时(本指令通报后 8 年)，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本指令应用情况的报告，

同时应向理事会提交任何合适的修订建议。 
 
第 12 条 

 
本指令发到各成员国。 
 

 
1990 年 9 月 24 日于布鲁塞尔 

 
 
 
 
 

附录 I 
 

声明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及其推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RDA) 
 

维生素 A μ g 800 维生素 B μ g 5 
维生素 E mg 10 维生素 C mg 60 
维生素 B1 mg 1.4 维生素 B2 mg 1.4 

尼克酸 mg 18 维生素 B6 mg 2 
叶酸 μ g 200 维生素 B12 μ g 1 
维生素 H mg 0.15 泛酸 mg 6 
钙 mg 800 磷 mg 800 
铁 mg 14 锰 mg 300 
锌 mg 15 碘 μ g 150 

 
 

作为一个规则，本附录中规定的推荐允许摄入量的 15%补充到 100g 或 100ml 的包装中，如果只

包含单一包装时，应当考虑决定怎样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允许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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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关于食品营养标签指令 90/496/EEC 的修正案 2003/120/EC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依据 1990 年 9 月 24 日颁布的关于食品营养标识的委员会指令 90/496/EEC，尤其是其中的第五

条第二款； 
并且已经咨询了食品科学委员会。 
鉴于： 

 
（1）委员会决议 2003/867 制定了欧洲议会和委员会 258/97 号规则，批准 SALATRIMS 标记作为新

的食品成分应用于 energy-reduced 焙烤食品和糖果，并且 近 1882/2003 号规则对其进行了修改。 
 
（2）食品科学委员会在发表于 2001 年 12 月 13 日的对于使用 SALATRIMS 作为减低卡路里及脂肪

标记的安全评估中，认为将 SALATRIMS 作为新的食品标记，由其产生的能量在 5～6 千卡/克。 
 
（3）根据现行的规则，由于考虑到 SALATRIMS 产生的能量将转化成脂肪，其应当使用脂肪热量换

算因数计算，90/496/EEC 号指令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为 9 千卡/克。使用这种换算办法来标明一种产品

的能量含量将会使由于在该产品中使用 SALATRIMS 而产生的降低能量的成分被误解，以至于消费

者无法了解该产品的成分。因此应当对 SALATRIMS 使用适当的换算因数，以计算食品所产生的能

量。 
 
（4）本指令所规定的办法参照了食物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的观点。 
 

委员会决定： 
 
第 1 条 

 
增加以下内容在 90/496/EEC 号指令第五条第一款之后。 

 
第 2 条 
 
1  各成员国应当在 2004 年 7 月 31 日前实施法律、规章或者行政规定以执行本指令，并及时将上述

规定的文本以及该文本和指令间的相关报表通报委员会。 
 
如成员国采用上述规定，其官方出版物，应在参考资料中列出本指令，或者与参考资料并列列

出。成员国应说明该决定是如何制定的。 
 
2  成员国本国法律的主要条款，若与本指令法律规定有相重合的领域，应与委员会进行沟通。 
 
第 3 条 

 
本指令在欧共体官方期刊颁布，第 20 天后生效。 

 
第 4 条 

 
本指令向各成员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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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关于食品营养标签指令 90/496/EEC 的修正案 2008/100/EC 
 
 

附录 І 
 

推荐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每日允许摄入量 
 
 

营养素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钠、维生素和矿物质。以下给出欧共体

推荐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每日允许摄入量(RDAs)。 
 

维生素 A     Vitamin A (μg)  800  盐酸盐   Chloride (mg)  800  

维生素 D     Vitamin D (μg)  5  钙       Calcium (mg)  800  

维生素 E     Vitamin E (mg)  12  磷       Phosphorus (mg)  700  

维生素 K     Vitamin K (μg)  75  镁       Magnesium (mg)  375  

维生素 C     Vitamin C (mg)  80  铁       Iron (mg)  14  

维生素 B1    Thiamin (mg)  1.1  锌       Zinc (mg)  10  

维生素 B2    Riboflavin (mg)  1.4  铜       Copper (mg)  1  

尼克酸       Niacin (mg)  16  锰       Manganese (mg)  2  

维生素 B6    Vitamin B6 (mg)  1.4  氟化物   Fluoride (mg)  3.5  

叶酸         Folic acid (μg)  200  硒       Selenium (μg)  55  

维生素 B12    Vitamin B12 (μg)  2.5  铬       Chromium (μg)  40  

维生素 H     Biotin (μg)  50  钼       Molybdenum (μg)  50  

泛酸         Pantothenic acid (mg) 6  碘       Iodine (μg)  150  

钾           Potassium (mg)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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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编制 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 
食品添加剂安全办公室 
Guidance for Industry  
Preparation of 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s for Food Contact Substances: Toxicology Recommendations  
FINAL-GUIDANCE April 2002  
行业指引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 2002 年 4 月 
 
对本文件的评论和意见可以随时提交。提交评论给食品药物管理局摘要管理部门(HFA-305)，地址：

5630 Fishers Lane, rm. 1061, Rockville, MD, 20852.。所有评论将被编号列入有效的通报在联邦注册

（Federal Register）上发表，（摘要号：99D-4576）。 
 
对本文件内容的疑问联系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CFSAN) 食品添加剂

安全办公室(OFAS)。地址：5100 Paint Branch Parkway, College Park, Maryland 20740-3835, 电话：

301-436-1175 或 (301) 436-1196。 初公布联系通知已经变更。 
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局（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物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HIGHLIGHTS OF TOXICOLOG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2002 GUIDANCE 
毒理学推荐文献 
 
为了便于阅读，本译文应用以下缩略语： 
FDA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TP  全面毒理学剖析  Comprehensive Toxicological Profile 
FCN  食品接触通报  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s 
FCS  食物接触物质  Food Contact Substances 
EDIs  估计每日摄取量  the estimated daily intakes   
CEDI  累加的估计每日摄取量  the cumulative estimated daily intake   
TOR  法规的门槛  Threshold of Regulation 
SN  安全性陈述  safety narrative 
NOEL  无观察结果剂量   no observed effect level   
 
安全摘要和全面的毒理学剖析(CTP) 
 
食品接触通报(FCN) 的安全资料应包含安全摘要和食物接触物质(FCS)的全面毒理学剖析(CTP)，这

是通报的主题。安全摘要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格 3480 的第 III 部分，且应提供通报人确认的利用

FCS 的安全判据。CTP 应提供全部有效的与 FCS 的安全性评估有关的毒理学资料的摘要。在一些案

例中，通报可能需要包括一个 FCS 关联毒理学成分的 CTP。如果 FCS 的某一成分是致癌物质，通报

中的 CTP 应包括一个量化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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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物质(FCSs)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试验推荐 
 
本文件介绍 FCS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试验，当证明了暴露剂量符合要求时，则主要根据一系列的遗传

毒性试验和亚慢性毒性研究。推荐的安全性试验的 低剂量通常考虑与不同的暴露相适应。对于某

个初始或增量的小于 0.5/1×109（0.5ppb）FCS 暴露量，不推荐安全性试验。对于一个遗传毒性试验和

（或）潜在毒性试验有 0.5/1×109（0.5ppb）到 1/1×106(1ppm)之间的累加暴露量是推荐的。当累加暴

露量等于或大于 1/1×106(1ppm)，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通常要求依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

法 409 (h)(3)(B)的规定，提交该食品添加剂 FCS 应用的申请。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为了扩展切实可行范围，通报可以根据潜在毒性在组织（活体）上关联的某个 FCS 的安全性评估合

并。这些资料可用于全面策略的局部，以适应 FCS 安全性评估或有助于解释安全性试验的结果。 
 
目录 
 
I  导言 
II  暴露评估 
III  试验物质 
IV  安全性试验推荐 

A 小值试验推荐： 
① 累加暴露量小于等于 0.5ppb（0.5/1×109） 
②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ppb (0.5/1×109)、不超过 50 ppb (50/1×109) 
③ 累加暴露量在 50 ppb  (50/1×109)至 1ppm (1/1×106)之间 
④ 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  (1/1×106) 

B 安全性试验方案 
C 推荐生物杀灭剂试验方案 
D 推荐遗传毒性试验 
E  FDA 推荐的适用性 

V  安全性资料编辑 
VI  安全性陈述(SN) 
VII  全面毒理学剖析(CTP) 

A 编制 CTP 研究摘要 
B 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 (NOEL)  
C 致癌物质成分风险评估 
D 参考文献 

VIII FDA 对通报中安全性研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适用性的观点 
IX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X 预备会议  
XI 决定递交通报前须考虑附加毒理学事项 
XII  参考文献 
 
行业指引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 
 
本指引为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陈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关于毒理学的 新观点。本指引

不造成或授予任何人任何权利，并且没有约束 FDA 或公众的作用。如果这些方法符合法令和法规的

要求可以被选择性的采用。本指引的观点与 FDA 的良好的操作指引(21 CFR 10.115)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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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言  INTRODUCTION 
 
1997 年制定的 FDA 现行法令(FDAMA)的 309 节修正了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法案的 409 条，设立

一个 FDA 管制的以食品接触通报程序为主要方法的食品添加剂组织——食品接触物质(FCSs)。FCS
指任何预期用于制造业、包装操作、包装容器、运输或加工食品的原料成分的物质，其任何技术上

的应用不造成对食品本身的影响(sec. 409(h)(6) of the Act).。 
 
FCS 做为食品添加剂应用必须符合 21CFR 的 173-178 条，管理局的法规政策的门槛(21CFR 170.39)
已经从法规中免责，或是以通报的形式符合 409(h)，法规 409(a)(3) 是有效的条款。FCS 的 FCNs 和
食品添加剂申请书(FAPs)必须包含充分的科学数据以证实申请物质使用的安全性(根据法令 409(h)(1)
和 409(b))。为确定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法规的 409(b)规定了 FAP 的必备数据，包括关于添加剂安全

性的充分调查报告。由于 FCN 过程或申请过程中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都是相同的，因此 FCN
或 FAP 的应包含的数据和信息是可比较的。 
 
II  暴露评估  EXPOSURE ESTIMATES 
 
安全性试验的指标是推荐性的支持 FCN， FCS 的累加估计每日摄取量(CEDI)是确定 FCS 的主要依

据。CEDI 是 FCS 的估计每日摄取量(EDIs)的总和，它可以从申请书通报描述的物质和任何其他管制

食品的物质用量中获得。关于对人类饮食暴露的估计资料，查阅有效文件“行业指引——食物接触通

报的编制和食物接触物质的食品添加剂申请——化学推荐”。 
 
在某些情况下，提交的化学信息的局限性可能影响暴露评估的量级，从而影响毒理学试验的推荐。

因此，FDA 建议，通报应提供充分的在常规食品中 FCS 暴露剂量的信息，使 CEDI 的评估尽可能的

反映消费者对 FCS 的感受，确保安全性试验的剂量是可靠的。 
  
FDA 认为，本指引 CEDI 的应用看起来与 FDA 的法规的门槛(TOR)(21 CFR 170.39)的方法不同，实

际上两种方法是一致的。按照TOR，间接食品添加剂用量造成的暴露量等于或小于0.5ppb（0.5/1×109），

该食品是合格的，可以从食品添加剂申请中请求免责。在确定 TOR 方法的时候，FDA 考虑到，在估

计暴露期间通常会有一个保守的假定，因为从琐碎的食品添加剂用量的有限量中得到的累加量是不

可能被忽略的。因此，在 TOR 暴露水平的案例中，不必要采用累加暴露量。FDA 依然认为，建立

TOR 的决定仍然是合理的。 
 
III  试验物质  TEST SUBSTANCE  
  
FDA 一般推荐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物质与预期迁移到食品的物质相同。通常，合适的试验物质就是 FCS
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合适的试验物质也可以包括 FCS 的不同成分，例如次要成分（用于生产或分

解产品的材料），条件是该成分预期迁移到食品。例如，FCS 是聚合体，FDA 推荐试验低聚物的毒性，

而不必试验聚合体本身，源于 FCS 的低聚物是可预见的主要迁移到食品的物质。 
  
在食品加工期间，一些 FCSs 由于技术上的影响将分解成其它物质，接触物质(如：杀菌剂)或者食品

接触物质 (例如，磷基抗氧化剂在磷氧化期间生成磷酸盐和亚磷酸盐)。在处理和贮存期间，一些 FCSs
由于技术上的影响在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溶解(如，聚合体中的抗氧化剂)。在这些情况下，FCSs 的
分解产物可以作为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物质。 
   
用于安全性研究的试验和控制物质应依照良好的试验室操作（Good Laboratory Practice）的非临床实

验室研究规章 (21 CFR Part 58, Subpart F 试验和控制)。 
 

任何情况下，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用物质的成分应是已知的。通报应给出试验物质的名称、分子式、

主要成分和其它试验物质成分的量，未知物质的总量近似值。必要时，应给出物质的一般名称和商

品名称。安全性研究用的试验物质应尽可能是同一批次的。如果试验物质超过一批，每批的浓度、

成分、纯度和其它特性应大致相同。 
 
在文件“行业指引——食物接触通报的编制和食物接触物质的食品添加剂申请——化学推荐”中，包含

了 FCS 化学特性和其成分的附加说明。安全性研究中特殊试验物质的指引，通报人可以联系 FDA。 



 
96

IV  安全性试验推荐  SAFETY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A  小值试验推荐  Minimum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FDA 推荐依据 CEDI(见 II)研究评估 FCS 及其成分（如果存在）的安全性。本推荐强调的是一般原则，

即物质的潜在风险是随暴露量的增加而增加的。 
 
FDA 推荐通报按以下界限值给出 FCS 和每个成分（如果存在）的安全性评估的研究和其他资料。 
 
1  在一般食品中，累加暴露量小于或等于 0.5ppb（0.5/1×109）（即 1.5 微克/人/天）。 
 
A 当暴露的一个单独应用的 FCS 或成分（如果存在）是小于或等于 0.5ppb（0.5/1×109）的，则不推

荐安全性研究。 
 
B 该物质潜在致癌性的有效信息应在 CTP 内讨论(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究、或组织上类似

于已知的诱变体或致癌物的信息(见 IX))。 
C 对 FCS 的一个致癌成分，CTP 应包含一项该 FCS 的应用对人类潜在致癌风险的评估 (见 VII. C.)。 
  
2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ppb(0.5/1×109，即 1.5 微克/人/天)，但不超过 50 ppb (50/1×109，即 150 微克/
人/天) 
  
A 评估累加暴露量在 0.5ppb（0.5/1×109）和 50 ppb（50/1×109）之间的 FCS 和（或）包括成分（如

果存在）的潜在致癌性应采用遗传毒性试验。推荐的遗传毒性试验包括：（1）试验在病菌中的基因

突变和（2）利用哺乳动物细胞在试管内进行染色体损伤的细胞生成评价或试管内老鼠淋巴瘤 tk±的
化验。FDA 更倾向于老鼠淋巴瘤 tk±k 化验分析，因为该化验分析活细胞中可遗传的基因损伤，也能

测定引起基因突变或染色体失常的化学品，包括与致癌作用相关的遗传案例。实施老鼠淋巴瘤 tk±化
验分析，应采用软凝胶法或微孔板法。 
  
B 必要时，CTPs 应讨论该物质的潜在致癌性并将其作为附加信息 (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

究、在组织上与已知的诱变体和致癌物类似的信息(见 IX)等。 
  
C 当 FCS 包含一个致癌成分，则 CTP 应评估该 FCS 成分的利用对人类的潜在致癌风险 (见 VII. C.)。 
 
3  累加暴露量在 50ppb(50/1×109，即 150 微克/人/天)和 1ppm (1/1×106，即 3 毫克/人/天)之间 
  
A 评估累加暴露量在 50 ppb(50/1×109)和 1ppm (1/1×106)之间的 FCS 和（或）包括成分（如果存在）

的潜在致癌性应采用遗传毒性试验。推荐的遗传毒性试验包括：（1）试验在病菌中的基因突变；（2）
利用哺乳动物细胞在试管内进行染色体损伤的细胞生成评价或试管内老鼠淋巴瘤 tk±的化验（首选老

鼠淋巴瘤化验）；(3)用啮齿动物的造血细胞进行染色体损伤的活体试验。实施老鼠淋巴瘤 tk±化验分

析，应采用软凝胶法或微孔板法。 
 
B 必要时，CTPs 应讨论该物质的潜在致癌性并将其作为附加信息 (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

究、在组织上与已知的诱变体和致癌物类似的信息(见 IX)等。 
  
C 当 FCS 包含一个致癌成分，则 CTP 应评估该 FCS 成分的利用对人类的潜在致癌风险 (见 VII. C.)。 

  
D 评估 FCS 和（或）包括成分（如果存在）的潜在毒性应采用一种啮齿动物和一种非啮齿动物进

行慢性口服毒性试验。该研究应为确定 FCS 或 CEDIs 指定范围内的某个成分的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

(ADI)提供足够的证据。此外，该研究结果应有助于确定对该物质的安全性评估是否需要进行长期或

特殊的安全性试验(如新陈代谢研究，致畸性研究，生殖毒性研究，毒害神经的研究，免疫毒性研究)  
4 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1/1×106，即 3 毫克/人/天) 
  
A 当评估的 FCS 或某一个成分的暴露量为 1 ppm 或者更大时，FDA 推荐提交该 FCS 的食品添加剂

申请 (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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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性试验协议 Safety Testing Protocols 
  
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色素的安全性评估的毒理学原理(FDA 1982)提出了普遍适用的标准毒理

试验实施指南（不包括遗传毒理学试验），并且与 FCSs 及其成分的毒性试验相关。附加说明还可以

按 1993 年红皮书 II 草案。关于红皮书 1993 年草案的修订部分的注解可登陆以下网站查阅

http://www.cfsan.fda.gov/~redbook/red-toca.html (FDA, 2000)。 
 
红皮书部分内容（包括某些遗传毒性试验实施指引）在 FDA 网站(http://www.cfsan.fda.gov/)查阅。遗

传毒性试验尚未在网上公布，FDA 建议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试验指引；美国环境

保护机构(EPA)的指引和关于人用医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国际协调会议(ICH)的遗传毒性指引。 
  
安全性试验操作程序可以选择现行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FDA 建议在进行试验之前，通报人与科

学家就 FDA 的推荐与安全性试验协议的偏差进行协商。 
 
所有的安全性研究应依照 FDA 的良好的实验室操作(GLP)规程，或美国环境保护机构，或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的 GLP 指引。如果某项研究未依照规程或指引，应提供一份简要的不依照原因的

说明。对于 1978 年以后的安全性研究操作未依照 FDA GLP 规程的，FDA 提议，如果研究对于 FCS
的安全性评估是关键性的，通报文件应包括由第三方审核员提供的数据审核报告。 
 
C  推荐生物杀灭剂试验方案 Application of the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to Biocides  
 
生物杀灭剂是 FCSs 中一类故意毒物。因此， FDA 推荐通报人应用 FDA 的 低试验值(见 IV.A.)确
定生物杀灭剂的安全性试验的适用值为其它类型 FCSs 的安全性试验的 1/5。FDA 认为，为揭示 FCSs
的主要作用及其生物杀灭剂或真菌的效果，确定这个较低的暴露量是恰当的。 
 
D  遗传毒性试验推荐 Genetic Toxicity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当 FCS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 ppb（0.5/1×109），FDA 推荐进行遗传毒性试验。因为致癌性是一个探索

中的健康问题，在低暴露量的情况下，除全面的慢性动物致癌性研究之外，遗传毒性试验是揭示潜

在致癌性的 可靠试验。 
 

在某些情况下，遗传毒性试验可能无效，或可能有必要修改条件。例如，FDA 认为聚合物的遗传毒

性试验是不必要的，而对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低聚物和其它成分进行试验更适用。 
 
E  FDA 推荐的适用性 Flexibility in Applying FDA's Recommendations  
   
本文件给出的信息和指引是有目的帮助，确保 FCS 及其成分的充分的安全性信息是有效的，由此判

定这些物质在可预见的条件下应用是否安全。尽管本文件阐述的判定 FCS 及其成分安全性必须的安

全性信息是 FDA 新的观点，通报人也可以选择其它满足法令和法规要求的方法。 
 
在文件中，指引讨论了允许通报人自主判断选择 FCSs 安全性试验方法的运用。确定 FCS 及其成分安

全性所需的试验水平和各种安全性信息应视情况逐个评估。预期用途指潜在的急性和慢性毒性(例如，

毒害神经的征兆或个别的增生症状)以及组织的突变是应考虑的若干因素。 
 
V  安全性资料编辑  ORGANIZATION OF THE SAFETY INFORMATION  
  
FDA 推荐通报分两部分编辑安全信息。安全信息的第一部分应在 FDA 表 3480 的第 III 部分，第二部

份是把安全数据打包附加在 FDA 表 3480 中 。 
  
FDA 表 3480 第 III 部分是安全概要。安全概要分四部分: A—安全性陈述，B—食品接触物质(FCS)的
相关安全性研究表格，C—关于成分的潜在致癌性和毒理的信息表格，D—其它部分未包括的有关信

息的简要描述。关于制定安全性陈述(SN)的逐条信息在本指引文件(见 VI)中给出。 
通报中的安全信息的第二部分是安全数据包。FDA 推荐通报按如下分类编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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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全面毒理学剖析 
部分 II：安全性研究的原始报告 
部分 III：已经公布的文献 
部分 IV：附录 
为了编制全面的毒理学剖析（安全数据包的第 I 部分）的逐条信息在本指引文件中给出(见 VII) 。  
 
安全数据包的第 II 部分应包含安全性研究的原始报告，第 III 部分应包含已经颁布的文献（即、通报

所根据的第 I 部分的数据或信息）。必要时，全面的研究报告应提交所有推荐的安全性研究，包括主

要资料(即单独的动物资料、平板记数、等)，癌症生物学鉴定和 FCS 及其成分的关键性研究资料。 
安全数据包中应包括研究的原始报告，无论操作者是通报人还是第三方。通报人提交的所有研究报

告和有关的信息非常重要，这些信息是经常应用的。例如，进行风险评估或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

为了进一步明确所有研究报告的某一特殊安全性研究，FCN 报告人应考虑与 FDA 联系。 
 
安全数据包的第 IV 部分应包括数据附录和安全数据包的其它部分未涉及的信息。通报人应甄别这些

典型数据并且决定是否补充。这部分中的信息是有目的让 FDA 独立的评估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在特

殊情况下，FDA 推荐，在本部分中，通报未在 CTP 中讨论但可能有意义的研究摘要，并就此陈述通

报人将其排除在 CTP 以外的理由。如果这些研究和信息太多，FDA 建议通报人在编辑这些附录之前

与 FDA 联系。此外，附录应在一个独立的标题下记录所有搜集文献的路径和相关查寻信息(例如，选

择的文献库名称，查寻的时间，用过的特殊查寻术语等)。第 IV 部分的信息可以包括物质的安全资料

表、专业论文、评论文章等。 
 
VI  安全性陈述(SN)  SAFETY NARRATIVE (SN)  
  
每件通报均应包含安全性陈述(SN)。SN 是判定安全性的科学根据的精要论述。通常，SN 应涉及 FCS
及其成分的人体暴露和潜在毒性评估，并且应根据化学和安全资料分析描述通报中的其他部分中的

细节。在 SN 中，通报人应清晰的报告 FCS 的全部影响，包括那些被认为不利的或生理学的。SN 还

应包括 FCS 的潜在诱变体和致癌物的结论以及任何关联毒理学的成分（视情况而定）。此外，SN 还

应给出与 FCS 有关联的致癌成分的 坏案例、 大范围和寿命风险水平。但是，FCS 致癌成分的逐

条量化风险评估程序不必要在这部分中(见 VII.C.)。当 FCS 的 ADI 是确定的，则应在 长的相关研

究时间内并且选择 适当的终点给出证明，还包括所用的动物种类和安全性 (或不确定性)因素。一

般情况，某个 FCS 的 ADI 就单一的 CEDI 而言低于 50ppb 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适当

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单一的 ADI 可以计算。如果早期确定的 ADI 支持某个 FCS 新目的应用，应在

此讨论。 
 
为了计算 ADI，每个确定的从所有相关安全性研究中得到的无观察结果剂量(NOEL)应乘以适当的安

全系数。在一般情况下，FDA 推荐，当 NOELs 从亚慢性研究中获得，则用安全系数 1/1000；当 NOELs
从慢性研究中获得，则用安全系数 1/100。为了反复证实和长远发展，FDA 推荐，当观察结果是严峻

的或不可逆的（例如：残支或生殖数减少）用安全系数 1/1000，否则用安全系数 1/100。当发现案例

特殊时，可以视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传统上，在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前提下，应选择 小的 ADI 作为确定量 (即使在动物身上发现的毒理

作用未在人体上出现)。 
 
VII  全面的毒理学剖析(CTP)  COMPREHENSIVE TOXICOLOGICAL PROFILE (CTP)  
  
每个通报均应包含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安全性研究的 CTP 和 FCS 的安全性评估有关资料。当 FCS
的成分是可预见的迁移到食品，则通报中 CTP 还应给出每个成分与潜在毒理学的关系。 
 
在制备CTP时，应陈述确定物质的不利影响或给出受关注的确定物质ADI的所有安全性研究。按 FDA
的观点，大体上，在准备 CTP 时应考虑讨论以下各种类型安全性研究(见 VIII)。 
 
当 CTP 陈述的某项特殊研究中的试验物质不同于 FCS，应明确指出该物质与 FCS 的关系。例如，试

验物质是 FCS 的成分(例如：单体、低聚物、分解产品、副作用产品或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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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建议制备 CTP 关键部分，包括研究摘要；NOELs 的确定；风险评估和以下给出的参考文献。 
 
A  编制 CTP 研究摘要  Preparation of Study Summaries for the CTP  
  
1 遗传毒性研究摘要  Study Summaries for Genetic Toxicity Studies 
  
潜在遗传毒性是 FCSs 安全性评估考虑的重点。FCS 及其成分的遗传毒性资料应在 CTPs 中陈述。在

评估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时，通报应参照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遗传毒性数据。 
 
FDA 推荐通报人，在陈述遗传毒性研究时： 
有效数据按试验系统编组(例如：细菌内基因突变；养殖哺乳动物细胞内基因突变；试管内染色体失

常；体内染色体失常；等)。 
同一试验系统内的单独研究应按时间顺序排列。 
如果适合，为 FCS 及其成分编制一个遗传毒性数据表。 
如果适合，用公式证明关于 FCS 及其成分的潜在遗传毒性的结论。 
 
2 体内毒性试验研究摘要  Study Summaries for in vivo Toxicity Tests 
  
CTP 应详细陈述 FCS 及其成分的标准的体内毒性试验。还应包括和给出编辑形式的出版和未出版的

安全数据。相同研究类型的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 (例如：亚慢性的、慢性的、生殖的、等)应按类

编组(例如：老鼠、白鼠、狗、等)，然后在每个编组内按时间顺序概述。通报可以按下例要点编辑

CTP 中的研究： 
  

 急性毒性研究(可以用表格形式给出)  
 短期毒性研究  
 慢性毒性研究  
 老鼠  
 白鼠  
 狗  
 其它种类  
 繁殖和成长研究  
 慢性的研究(按种类)  
 致癌性研究  
 特殊研究(包括试管研究，如果适合) 
 FDA 推荐每个单独研究的摘要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试验物质的特性  
 动物种类和变化试验  
 动物数量/性别/剂量和编组 
 管理过程 
 剂量(mg/kg, bw/d)；定量给药的服用次数和持续时间；定量给药的途径等；即使是其他研究方案

的基础，（如果存在，例如，恢复阶段、淘汰方法、过渡期损失等) 
 测量结果(例如：临床印象、实验室临床试验, 器官重量, 组织病理学等) 和测量次数  
 重要的化合物关联作用(包括有观察作用的剂量；动物受影响的情况等)  
 已经观察到的无关联化合物作用的 高剂量(即, 每项 NOEL 的结果) 

 
B  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NOEL)  Determination of No-Observed-Effect Level (NOEL)  
  
NOEL 应由 敏感、非肿瘤不利结果的相关安全性研究确定。NOEL 应以 mg/kg（试验动物的体重/
天）表达。 
当研究中给试验动物的 FCS 或成分的剂量是以食物的百分比或百万分比表示，通报应报告 NOEL 应

用的单位和以每 kg 体重为基础的每天（mg）的计算量。在这种情况下，通报应说明实际食物消耗量

是否用了这个计算数据。必要时，应根据研究类型(即，亚慢性的、慢性的、生殖的、等)编制一个观

测到不利结果的摘要表格，以便于评估和判定所有关联物质的结果的 NO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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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致癌物质成分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for Carcinogenic Constituents 
  
如果适合，CTP 应包括 FCSs 的致癌物质成分的风险评估。食品添加剂法规德莱尼修正案(Delaney ) 规
定(sec. 409(c)(3)(A) of the Act) 禁止批准致癌物食品添加剂包括 FCSs。重要的是，德莱尼条款适用于

添加剂本身而未提及添加剂的成分。因此，即使某个食品添加剂 FCS 未见致癌，但是包含一个致癌

成分，FDA 根据普遍安全标准(sec. 409 (c)(3)(A) of the Act)运用定量风险评估程序评估这个成分。 
 
当这个成分的流行病学研究或啮齿动物致癌性研究的结果是肯定或可疑的，通报人通常应考虑极端

情况、 大值，这个暴露成分对人的终生危害。通报人可用其它方法评估成分的致癌风险，此时应

给出充分的科学依据证实该方法是有效的。在评估风险时通报人应： 
 
1 用从 敏感类型、损伤、性别中获得的肿瘤数据和研究； 
 
2 假设肿瘤出现于多个部位是彼此独立并且其风险增加；并且考虑极端情况、 大值，终生危害根

据通报中评估人体暴露该成分所用的剂量乘以单位肿瘤风险。单位肿瘤风险定义为，从 低的明显

作用剂量为零画出直线的斜率。FDA 已经计算出了 FCSs 的若干成分的单位风险，这些数据在需要时

可以应用。 
  
FDA 风险评估方法的一般性资料见 Kokoski 等人 (1990) 和 Lorentzen (1984)所著的出版物。更多的

特殊信息在食品安全中心和应用营养学的定量风险评估程序中，通报人应与 FDA 联系。 
 
D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CTP 应包括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所有参考文献的清单。CTP 中引用的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研究和

资料应在正文中列出发表的作者和年代。每个已经出版的参考文献应列出所有作者姓名、出版年代、

文章总标题、引用页码和出版物名称。参考著作应列出标题、版本、编辑人和出版单位（发行人）。

参考未出版研究资料应列出所有作者、研究的主办者、实验室研究工作者、完成报告日期、完成报

告总标题、报告识别编码以及页数。参考政府出版物应列出部门、办公署或办事处、标题、出版单

位地址、出版单位、年代、引用页码、出版物系列、报告编码或专论编码。 
 
VIII  FDA 对通报中安全性研究的各种不同类型适用性的观点  FDA'S VIEWS OF THE 

RELEVANCE OF VARIOUS TYPES OF SAFETY STUDIES IN NOTIFICATIONS  
 
FDA 认为，除急毒性研究之外，安全性研究就是利用试验物质通过口服途径，揭示食品中 受关注

物质的安全性。如果长期观测系统性作用，研究用其他途径收集的数据，包括吸入和皮肤接触或许

是有价值的。只有关系食品中物质的安全性评估的研究和资料要在 CTP 中讨论。以下是 FDA 对摘要

中讨论的 FCS 与各种毒理学研究有关的安全性评估的观点。 
 
A 急毒性研究 Acute Toxicity Studies 
  
急毒性数据，包括 LD50值，很少用于 FCSs 以及消费者认为的长期反复暴露的全面安全性评估。 
急毒性研究不必单独讨论，除非可以获得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急毒性研究可能

揭示受化合物不利影响的潜在靶器官。此外，急毒性研究结果应在表格中概述。 
 
B  遗传毒性研究 Genetic Toxicity Studies  
  
FDA 认为，物质的遗传毒性是该物质安全性评估的关键资料，因为，在致癌性数据不足时，遗传毒

性研究可能获得其潜在致癌性的结论。 
  
确定遗传毒性研究的结果能够证实受关注的 FCS 的潜在安全性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其它可利用的安全数据，例如生物鉴定； 
2 遗传毒性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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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面和负面的遗传毒性试验结果的排列； 
4 物质的化学结构(见 IX)。 

 
C  短期毒性研究 Short-term Toxicity Studies  
  
动物的短期毒性研究，通常是 7-28 天，对于 FCS 不应用已经确定的 ADI 。但是，CTP 中应包括短

期研究的摘要。为了这些研究有效，终点或靶器官的潜在关联毒性和剂量水平相对于长期毒性试验

应适当强化，视情况而定。 
 
D  亚慢性毒性研究  Subchronic Toxicity Studies  
  
从亚慢性毒性研究中获得的 NOELs 经常是确定 FCSs 的 ADIs 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给出全面的亚

慢性研究摘要，包括 CTP 中详细讨论的研究结果非常重要。当亚慢性研究目标是为确定靶器官或长

期研究的剂量，在研究摘要中可以适当强调这些目标。当亚慢性研究用于不同种类标的，若有差异

应讨论。 
 
E  生殖和发育毒性研究  Reproductive and Developmental Toxicity Studies  
  
从生殖和发育毒性研究中获得的 NOELs 可以作为确定 FCSs 的 ADIs 的依据。因此，应给出每项研究

结果的摘要和详细讨论。对于动物双亲及其各后代，无结果剂量应观察所有物质的关联变化。摘要

应阐述哪些结果被用于获得 NOELs。应评估报告中所有与毒理学相关的变化，当观察到并发的母体

毒性影响，则应在研究结果中描述。  
 
F  慢性毒性研究  Chronic Toxicity Studies  
  
当慢性毒性研究是有效的，为了 FCS 的安全性评估达到目标，这些研究的结果通常应代替亚慢性研

究的结果。由于这些研究持续时间较长，可能揭示在短期研究中不能察觉的毒性作用。在 CTP 中，

应总结和详细讨论啮齿动物或非啮齿动物的慢性毒性研究结果。 
 
G  致癌性研究  Carcinogenicity Studies  
  
致癌性研究关联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评估。当这些研究是有效的，应讨论所有肿瘤和非肿瘤研究

观察的结果。应制备相关的肿瘤和非肿瘤在任何一个器官组织上病变的处治摘要表格。应分别和结

合的从两个方面酌情给出试验动物在一个特定器官上的良性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McConnell 等，

1986 年；NTP 指南)。必要时，应包括任何重大身体伤害的详细形态学描述。除重要试验外，应实施

剂量和控制群组结合的趋向统计试验。此外，应评估所有观察结果和潜在生物学的相关性。应讨论

相关组织病理学的资料，例如从实验室操作获得的计时的肿瘤形成和肿瘤历史数据。应陈述上述组

织病理学数据来源，报告的编制依据美国国家毒理学规划（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给出的范例。

CTP 应明确陈述 FCS 是否与肿瘤或肿瘤发生前的变化有关，讨论其发生率以及观察到的肿瘤位置和

类型，在本项研究中证明由 FCS 或其成分引发的所有致癌结果。注意上述详细资料对于支持在研究

中未观察到致癌效应的结论非常重要。 
 
H  特殊研究  Special Studies  
  
特殊研究包括新陈代谢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还有为动物的毒性作用(例如神经毒性,免疫毒性)的特

殊类型研究设计的试验。临床研究和对人类观察的报告也视为特殊研究。通常，临床研究不是 FCSs
试验范例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临床研究是可以利用的，在 CTP 中应给出单独得研究摘要。临床

研究的结果可能影响确定 FCS 的 ADI。 
 
IX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SIMILARITY TO KNOWN 

TOXICANTS 
  
有理由认为，FCS 及其成分的化学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是毒性的潜在决定因素。在可行范围内，根

据构架（活动性）关系预见毒性的讨论和解释可以合并到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评估中。专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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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用决策图表程序(例如 Cramer 等,1978)或计算机辅助定量构架（活动性）技术可以揭示与物

质化学结构有关的重要毒物学端点。这些资料不应取代实际数据，但可用于发展中的适应物质安全

性评估的全面策略，解释致癌性和其他类型安全性研究的结果。 
 
X 预备会议 PRE-SUBMISSION MEETINGS 
  
通报人可以申请关于某个 FCS 通报的预备会议。许多通报不需要 FDA 和通报之间互相沟通的预备会

议。这样的互相沟通取决于通报人的判断，是有目的促使通报成功的通过，因为通报没有充分的科

学支持就不被接受。预备会议不应考虑 FDA 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提交的通报，包括以后再次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可能是有益的，例如当 ADI/CEDI 比率小于 5 时。这些情况下，通报可能希望在递交通报

之前，举行会议讨论 NOEL 几种可解释的差异计算 ADI。由于在安全研究中剂量水平通常以因数 3
作为间隔，使用多个剂量几乎不能预计到所决定的 NOEL 存在的不同。因此，FDA 认为当 ADI/CEDI
比率小于 5 时应考虑举行预备会议。 
  
当一个 FCS 有致癌性疑问时，重大风险可能关联致癌成分，或当存在模糊的诱变数据时，预备会议

也是有益的。 
 
XI 决定递交通报前须考虑附加毒理学事项  ADDITIONAL TOXI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DECIDING TO SUBMIT A NOTIFICATION  
  
FDA 评估 FCS 及其成分安全性的经验表明，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在一个 FCS 的应用在某个 FCN 中

是适当的，即使是在 FCS 及其成分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1/1×106)，或生物杀伤剂在 200 
ppb(200/1×109)的情况下。此类案例见以下内容。 
  
一个 FCS 在某个 FCN 中可能是适当的，即使评估的累加暴露量大于 1 ppm(1/1×106)，或生物杀伤剂

在 200 ppb(200/1×109)；当： 
存在现有的 ADI 适合于 FCS 及其成分，在这种情况下，通报人应在递交 FCN 之前与 FDA 联系确定

这个 ADI 对于 FCS 的适用性。 
  
由 FDA 批准的，FCS 及其成分的封闭结构类似的大数据库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下，按以下推荐的毒

理学试验论证，由 FDA 管制的类似物和 FCS 及其成分之间在毒理学和代谢作用上的类似程度。 
 
A 在啮齿动物或非啮齿动物中进行的一项 90 天的口服毒性研究； 

 
B 比较吸收、分布、新陈代谢、排泄的研究。 
 
FCS 和（或）及其成分很少或不被胃肠道吸收。如此论点应有相关的科学资料或数据支持。 
FCS 经历化学或代谢转化单独产物关联 CEDI 的估算水平是微量毒理学可知的。如此论点应有相关的

体内或体外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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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美国联邦法规 第 21 卷 食品和药物 
 
第 174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 概要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GENERAL 
 
第 174.5 款 适用于间接食品添加剂的一般规定 General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  法规规定，食品添加物质可以安全使用以良好生产规范为基本条件。为了本章 175、176、177
和本条的应用，良好的生产规范应符合以下规定的限制条件： 
  
(1) 在食品接触制品中，可能进入食品的任何食品添加物质不应超量，即使未规定限制，因为这些物

质的使用超过了达到预期的物理或技术效果的合理需要；不应超过规定限制；并且不应试图使食品

本身呈现物理或技术效果，除非规定在本章 170～189 条允许的。 
  
(2)  用于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的任何物质的纯度应适合其预期用途。 
  
(b) 在法规附属条款 B 中规定的接触食品的制品或制品的成分物质在安全使用条件使用，不应被理解

为替代这些物质或制品如此使用符合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规（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的任何其他规定。例如，管制的食品包装材料在适用的检测中对于某个特定食品出现了气味或

味觉，以至于不符合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规 402(a)(3)节涵盖的内容，法规不应被理解为可以替代

402(a)(3)节关于如此使用的符合性。 
  
(c) 在法规章节 B 中规定的接触食品的制品或制品的成分物质在安全使用条件使用，不应被理解为暗

示这些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直接食品添加剂。 
  
(d) 在良好生产规范条件下，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按下述任何一项规定条件： 
  
(1)  物质在食品中或食品上是公认为安全的。 
  
(2)  物质预期用于食品包装是公认为安全的。 
  
(3)  使用的物质是经过审核或验证的。 
  
(4)  物质是本条或本章 175、176、177、178 和 179.45 款规定允许使用的。 
  
(5)  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是依据法规 409(h)款递交了有效的食品接触物质(FCN)通告后核准的。 
  
174.6  适用于食品接触制品所用物质法规的门槛 Threshold of regulation for substances used in 
food-contact articles. 
  
用于食品接触制品所用物质（如食品包装或食品加工设备等），其迁移或预期的可能迁移到食品可以

忽略的剂量按本章 170.39 款评估。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定，对于符合本章 170.39 款中准则规定的物质，

用做食品添加剂无需提出申请。 
  
第 175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粘合剂和涂层的成分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DHESIVES 
AND COMPONENTS OF COATINGS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Adhesives 
附属条款 B — 仅适用于粘合剂成分的物质 
 
175.105   Adhesives. 
175.125   Pressure-sensitive adhe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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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art  C — Substances for Use as Components of Coatings 
附属条款 C —适用于涂层成分的物质 
 
175.210   Acrylate ester copolymer coating. 
175.230   Hot-melt strippable food coatings. 
175.250   Paraffin (synthetic). 
175.260   Partial phosphoric acid esters of polyester resins. 
175.270   Poly(vinyl fluoride) resins. 
175.300   Resinous and polymeric coatings. 
175.320   Resinous and polymeric coatings for polyolefin films. 
175.350   Vinyl acetate/crotonic acid copolymer. 
175.360   Vinylidene chloride copolymer coatings for nylon film. 
175.365   Vinylidene chloride copolymer coatings for polycarbonate film. 
175.380   Xylene-formaldehyde resins condensed with 4,4′-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epoxy 
resins. 
175.390   Zinc-silicon dioxide matrix coatings. 
  
第 176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纸和卡纸的成分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PAPER AND 
PAPERBOARD COMPONENTS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附属条款 B — 仅适用于纸和卡纸成分的物质 
 
176.110   Acrylamide-acrylic acid resins. 
176.120   Alkyl ketene dimers. 
176.130   Anti-offset substances. 
176.150   Chelating age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176.160   Chromium (Cr III) complex of N -ethyl- N -heptadecylfluoro-octane sulfonyl glycine. 
176.170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in contact with aqueous and fatty foods. 
176.180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in contact with dry food. 
176.200   Defoaming agents used in coatings. 
176.210   Defoaming age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176.230   3,5-Dimethyl-1,3,5,2 H -tetrahydrothiadiazine-2-thione. 
176.250   Poly-1,4,7,10,13-pentaaza-15-hydroxyhexadecane. 
176.260   Pulp from reclaimed fiber. 
176.300   Slimicides. 
176.320   Sodium nitrate-urea complex. 
176.350   Tamarind seed kernel powder. 
  
第 177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聚合物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POLYMERS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as Basic Components of Single and Repeated Use Food Contact Surfaces 
附属条款 B — 适用于一次和重复接触食品表面基材的物质 
 
177.1010   Acrylic and modified acrylic plastics, semirigid and rigid. 
177.1020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co-polymer. 
177.1030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177.1040   Acrylonitrile/styrene copoly-mer. 
177.1050   Acrylonitrile/styrene copoly-mer modified with butadiene/styrene elastomer. 
177.1060    n -Alkylglutarimide/acrylic copolymers. 
177.1200   Cellophane. 
177.1210   Closures with sealing gaskets for food containers. 
177.1211   Cross-linked polyacrylate copolymers. 
177.1240   1,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terephthalate and 1,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isophthalate 
copolymer. 
177.1310   Ethylene-acrylic acid copolymers. 
177.1312   Ethylene-carbon monoxide copolymers. 
177.1315   Ethylene-1, 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terephthalate copoly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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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320   Ethylene-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1330   Ionomeric resins. 
177.1340   Ethylen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 resins. 
177.1345   Ethylene/1,3-phenylene oxyethylene isophthalate/ terephthalate copolymer. 
177.1350   Ethylene-vinyl acetate copolymers. 
177.1360   Ethylene-vinyl acetate-vinyl alcohol copolymers. 
177.1380   Fluorocarbon resins. 
177.1390   Laminate structures for use at temperatures of 250 °F and above. 
177.1395   Laminate structures for use at temperatures between 120 °F and 250 °F. 
177.1400   Hydroxyethyl cellulose film, water-insoluble. 
177.1420   Isobutylene polymers. 
177.1430   Isobutylene-butene copolymers. 
177.1440   4,4′-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resins minimum molecular weight 10,000. 
177.1460   Melamine-formaldehyde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1480   Nitrile rubber modified acrylonitril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1500   Nylon resins. 
177.1520   Olefin polymers. 
177.1550   Perfluorocarbon resins. 
177.1555   Polyarylate resins. 
177.1556   Polyaryletherketone resins. 
177.1560   Polyarylsulfone resins. 
177.1570   Poly-1-butene resins and butene/ethylene copolymers. 
177.1580   Polycarbonate resins. 
177.1585   Polyestercarbonate resins. 
177.1590   Polyester elastomers. 
177.1595   Polyetherimide resin. 
177.1600   Polyethylene resins, carboxyl modified. 
177.1610   Polyethylene, chlorinated. 
177.1615   Polyethylene, fluorinated. 
177.1620   Polyethylene, oxidized. 
177.1630   Polyethylene phthalate polymers. 
177.1632   Poly(phenyleneterephthalamide) resins. 
177.1635   Poly(p-methylstyrene) and rubber-modified poly(p-methylstyrene). 
177.1637   Poly(oxy-1,2-ethanediyloxycarbonyl-2,6-naphthalenediylcarbonyl) resins. 
177.1640   Polystyrene and rubber-modified polystyrene. 
177.1650   Polysulfide polymer-polyepoxy resins. 
177.1655   Polysulfone resins. 
177.1660   Poly (tetramethylene terephthalate). 
177.1670   Polyvinyl alcohol film. 
177.1680   Polyurethane resins. 
177.1810   Styrene block polymers. 
177.1820   Styrene-maleic anhydride copolymers. 
177.1830   Styrene-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s. 
177.1850   Textryls. 
177.1900   Urea-formaldehyde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1950   Vinyl chloride-ethylene copolymers. 
177.1960   Vinyl chloride-hexene-1 copolymers. 
177.1970   Vinyl chloride-lauryl vinyl ether copolymers. 
177.1980   Vinyl chloride-propylene copolymers. 
177.1990   Vinylidene chlorid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2000   Vinylidene chloride/methyl acrylate/methyl methacrylate polymers. 
 
Subpart C—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Articles Intended for Repeated Use 
附属条款 C— 仅适用于预期重复使用制品成分的物质 
 
177.2210   Ethylene polymer, chlorosulfonated. 
177.2250   Filters, microporous polymeric. 
177.2260   Filters, resin-bonded. 
177.2280   4,4′-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thermosetting epoxy re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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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355   Mineral reinforced nylon resins. 
177.2400   Perfluorocarbon cured elastomers. 
177.2410   Phenolic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2415   Poly(aryletherketone) resins. 
177.2420   Polyester resins, cross-linked. 
177.2430   Polyether resins, chlorinated. 
177.2440   Polyethersulfone resins. 
177.2450   Polyamide-imide resins. 
177.2460   Poly(2,6-dimethyl-1,4-phenylene) oxide resins. 
177.2465   Polymethylmethacrylate/poly(trimethoxysilylpropyl)methacrylate copolymers. 
177.2470   Polyoxymethylene copolymer. 
177.2480   Polyoxymethylene homopolymer. 
177.2490   Polyphenylene sulfide resins. 
177.2500   Polyphenylene sulfone resins. 
177.2510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resins. 
177.2550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s. 
177.2600   Rubber articles intended for repeated use. 
177.2710   Styrene-divinylbenzene resins, cross-linked. 
177.2800   Textiles and textile fibers. 
177.2910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s. 
  
第178条— 间接食品添加剂：辅料、生产助剂和清洗剂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DJUVANTS, 
PRODUCTION AIDS, AND SANITIZERS 
 
Subpart B—Substances Utilized To Control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附属条款 B — 用于抑制微生物滋生的物质 
 
178.1005   Hydrogen peroxide solution. 
178.1010   Sanitizing solutions. 
 
Subpart C—Antioxidants and Stabilizers 
附属条款 C— 抗氧化剂和稳定剂 
 
178.2010   Antioxidants and/or stabilizers for polymers. 
178.2550   4-Hydroxymethyl-2,6-di- tert -butylphenol. 
178.2650   Organotin stabilizers in vinyl chloride plastics. 
 
Subpart D—Certain Adjuvants and Production Aids 
附属条款 D— 某些辅料和生产助剂 
 
178.3010   Adjuvant substance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foamed plastics. 
178.3120   Animal glue. 
178.3125   Anticorrosive agents. 
178.3130   Antistatic and/or antifogging agents in food-packaging materials. 
178.3280   Castor oil, hydrogenated. 
178.3290   Chromic chloride complexes. 
178.3295   Clarifying agents for polymers. 
178.3297   Colorants for polymers. 
178.3300   Corrosion inhibitors used for steel or tinplate. 
178.3400   Emulsifiers and/or surface-active agents. 
178.3450   Esters of stearic and palmitic acids. 
178.3480   Fatty alcohols, synthetic. 
178.3500   Glycerin, synthetic. 
178.3505   Glyceryl tri-(12-acetoxystearate). 
178.3520   Industrial starch-modified. 
178.3530   Isoparaffinic petroleum hydrocarbons, synthetic. 
178.3570   Lubricants with incidental food contact. 
178.3600   Methyl glucoside-coconut oil 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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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610   &b.alpha;-Methylstyrene-vinyltoluene resins, hydrogenated. 
178.3620   Mineral oil. 
178.3650   Odorless light petroleum hydrocarbons. 
178.3690   Pentaerythritol adipate-stearate. 
178.3700   Petrolatum. 
178.3710   Petroleum wax. 
178.3720   Petroleum wax, synthetic. 
178.3725   Pigment dispersants. 
178.3730   Piperonyl butoxide and pyrethrins as components of bags. 
178.3740   Plasticizers in polymeric substances. 
178.3750   Polyethylene glycol (mean molecular weight 200-9,500). 
178.3760   Polyethylene glycol (400) monolaurate. 
178.3770   Polyhydric alcohol esters of oxidatively refined (Gersthofen process) montan wax acids. 
178.3780   Polyhydric alcohol esters of long chain monobasic acids. 
178.3790   Polymer modifiers in semirigid and rigid vinyl chloride plastics. 
178.3800   Preservatives for wood. 
178.3850   Reinforced wax. 
178.3860   Release agents. 
178.3870   Rosins and rosin derivatives. 
178.3900   Sodium pentachlorophenate. 
178.3910   Surface lubrica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tallic articles. 
178.3930   Terpene resins. 
178.3940   Tetraethylene glycol di-(2-ethylhexoate). 
178.3950   Tetrahydrof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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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46 — 1999 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导言 introduction 
1.目标 objectives  
2. 本规范的应用和范围 scope and use of the document  

2.1 范围scope  
2.2 应用 use  
2.3 定义 definitions  

3. 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uction  
4. 确定方案和设施 establishment : design and facilities  

4.1 场地 location  
4.2 车间和厂房 premises and rooms  
4.3 装置 equipment  
4.4 设施 facilities  

5. 操作的控制 control of operation  
5.1 食品危害成分的控制 control of food hazards  
5.2 卫生监控系统的关键要素 key aspects of hygiene control systems  
5.3 采购原料的要求 incoming material requirements  
5.4 包装 packaging  
5.5 水 water  
5.6 管理和监督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5.7 文件和档案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5.8 召回程序 recall procedures  

6. 确定维护和卫生设施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sanitation  
6.1 保持和清洁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6.2 清洁程序 cleaning programmes  
6.3 有害物控制系统 pest control systems  
6.4 废弃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  
6.5 监控效力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7. 确定个人卫生 establishment: personal hygiene  
7.1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7.2 疾病和伤害 illness and injuries  
7.3 个人清洁 personal cleanliness  
7.4 个人行为 personal behavior  
7.5 访问者 visitors  

8. 运输 transportation  
8.1 概要 general  
8.2 要求 requirements  
8.3 使用和维护 use and maintenance  
9.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wareness  

9.1 产品类别名称 lot identification  
9.2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9.3 标签 labeling  
9.4 消费者须知 consumer education  

10. 培训 training  
10.1 告知和责任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10.2 培训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s  
10.3 指导和监督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10.4 进修培训 refresher training  

附录 — 阻断措施 appendix – hur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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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是食品在持续低温状态下保质5天以上，如同本规范2.1的描述。通常，

这些产品使用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不能够充分确保其商业意义上的无菌状态。冷藏是延缓食品变质

和大多数病菌生长的重要阻断措施。对于生产者而言，考虑温度的潜在影响，确保其产品在货架寿

命期内的安全是他们的责任。这就可能使除冷藏外的其他阻断微生物生长措施的应用成为正当理由。 
 

温度的不良影响可能存在于生产、储存、发货、销售和消费者操作的过程中。温度的影响可能

导致病原微生物的生长，除非附加阻断措施构成产品的屏障以防止可能的微生物生长。此外，单纯

的冷藏方法并不总是足以将微生物的危害将至 低，因为某些微生物是嗜冷的（在冷藏温度下生长），

例如，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氏菌的某些菌株或梭菌肉毒杆菌的某些菌株可能在4摄氏度或更低的温度下

生长。因此，在没有附加阻断措施期间，这些不受欢迎的微生物很可能在冷藏温度下生长繁殖。 
 

另外的潜在危害也同样关联某些冷藏食品。例如，气调包装食品，厌氧的环境使得某些抑制病

原体微生物的需氧微生物衰退。因此这些需氧微生物在气调包装食品中受到抑制或不能生长，从而

导致某些病原体微生物生长繁殖。需氧微生物同样经常导致食品变质。由于一些有益的需氧微生物

受到抑制，当冷藏方法不适当或没有附加阻断措施，气调包装食品即使未从外观上呈现出变质的迹

象，也可能是不安全的。 
 

限制微生物危害可以采用某些具有抑制功能的化合物，也就是起用必要的阻断措施。抑制作用

可能有助于延缓或阻止某些微生物包括一些病原体微生物的生长。在冷藏期间附加某些阻断措施包

括降低pH值和水分以及添加防腐剂。 
 
1 目标 objectives 

本规范根据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为了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规定了冷冻

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加工、包装、储存和配送的规则。 
本规范的第5条第1款讨论了（HACCP）原理对于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应用。HACCP方

法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的指导方针中陈述（1997年食品法典委员会颁

布）。应当指出，HACCP明确了产品、加工和设备。 
 

对于冷冻食品，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阻断措施是冷藏（例如，4摄氏度）。任何推荐的

温度仅视为指导性的。具体情况下的温度控制应取决于产品和加工期间出于安全考虑的具体需要。

然而，大量的冷冻食品也会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期控制微生物的生长。当为了产品的开发而考虑采

用阻断措施时，一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对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方面的影响应全面的评估，即使冷冻是

该产品目前唯一的措施。可行时，采用预言性微生物模型，就改变保存条件的后果；修改产品成分

的结果；改善操作（储存）的环境以后所有引发的安全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

科学证据，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阻断措施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

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过程中可预期的 坏的条件下进行。这些研究结果应

用于确定这些产品适当的货架寿命。 
 
2 本规范的应用和范围 scope and use of the document 
 
2.1 范围 scope 

本规范适用于经过加热处理
①
并且在较长的货架寿命期内易受病原微生物侵害的低酸冷冻食品。 

本规范按规定陈述的食品是指以下产品： 
 冷冻的目的是在货架寿命期内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货架寿命期大于5天②

； 
 加热处理或采用其他处理方法是为了减少其原有的微生物数量； 
 ph值大于4.6并且高水活性aw值大于0.92是低酸性的； 
 可以采用加热或其他处理然后冷冻的措施，以期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在加工（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之前或以后是已经完成的包装的，但不必是密封包装； 
 在消费之前可以加热或可能不需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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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品如下例： 

 已经烹制并且冷冻的即食肉制品， 
 已经烹制并冷冻的即食的肉制品，家禽、海洋食品及其产品；沙司，蘸汁，蔬菜，汤料、

蛋制品、面食等等。 
本规范不包括：生肉制品、冰冻食品、低酸性罐装食品；在室温下保存的酸性和酸化食品；熏

鱼、奶和奶制品；黄油和油脂制品。 
 

应当指出，本规范无意涵盖以下产品：发酵肉及其肉制品；腌制肉及其肉制品（包括家禽）；

腌制的蔬菜；脱水和（或）盐腌的鱼类肉类制品。 
 

此外，本规范对于食品法典操作规范中已经明确的产品不再适用。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不适用

本法规，同时又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适用于本规范的食品适用本规范。 
 
注1： 新技术诸如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水压、辐照等，可以规定相同的处理。 
注2： 食品法典委员会1993年发布的《投放市场的预烹饪和烹饪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AC/RCP39-1993》
应适用于货架寿命为5天或5天以内的食品。 
 
2.2 应用 use 

本规范在结构上遵照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cac/rcp 1-1969, rev. 
3-1997) 。本规范必须同食品卫生通用规则共同使用。本规范每个条款的陈述特指冷冻食品包装在延

长货架寿命期间的安全。 
 
2.3 定义 defini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为了本规范的目标，涉及的术语及其定义如下述： 

容器 container（例如，第一级包装） 
直接接触食品的盒子、罐、塑料或其他材质的容器；或包装用的纸。 

 
冷却设备 cooling equipment 

为了降低产品温度的设备。 
 
灌装和封口 filling and sealing 

预期投放市场的食品装入容器并且封闭端口的一系列操作。 
 
密封容器 hermetically sealed container 

为了保护内装物品预先设计在封装后避免活性微生物进入的容器。 
 
高危区域 high risk (hr) area 

要求高等级卫生的区域，在该区域的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达到预防病原微生物污染

的程度，同时应指明并且隔离。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HACCP）统一界定了有必要起用高危

区域的条件。 
 
阻断 hurdle 

限制、阻止或预防微生物生长的要素。 
 
阻断技术 hurdle technology 

为了控制微生物生长而采用的限制、阻止或预防诸要素的总和。 
 
气调 modified atmosphere 

在包装产品之内是真空或不同于环境空气的气体。 
 
包装 packaging 

投放市场的食品置入容器（第一级包装）中或该容器置入第二级包装（材料）中的所有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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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 

用于制造容器或冷冻食品包装的材料，诸如纸板、纸、玻璃、塑料薄膜、金属等。 
 
加热杀菌值 pasteurization value 

对耐热特征已知的微生物，在给定的温度下必须达到规定灭菌水平的时间。 
微生物耐热特征按下述D和Z值定义： 
D = 在给定温度下达到减少微生物总量90%或一个记录值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Z = 通过一个循环记录的热杀菌曲线必须的温度数值（单位为摄氏度或华氏度）。 

 
快速冷却 rapid cooling 

食品以一种方式降低温度，尽可能快速的越过微生物繁殖活跃的温度区间（从10到60摄氏度）

达到一个指定温度。 
 
冷冻食品 refrigerated food 

为了食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内保持安全、品质和适宜性，将其保存在冷藏温度下。 
冷冻储存设备 refrigerated storage facility 
为了冷冻食品保存在预期温度下采用的设备。 

 
货架寿命 shelf life 

在指定的储存温度下，食品保持其微生物的安全性和感官品质的时间。它是基于产品面临的确

定的危害，可以采用加热或其他处理，特定的包装方法或其他阻断或抑制措施。 
 
有效期 use-by-date 

由产品生产日期开始，由生产商确定的安全期限，即货架寿命。产品超过该日期后不应再消费。 
 
3 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uc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关于采购材料的陈述见本规范5.3。 

 
4 制定方案和设施 establishment : design and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本条款涉及食品的准备、烹制、冷藏和储存。 
防止污染应启动所有合理的措施由此避免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潜在的污染源。高危区域和其他

生产区域的设备应严格区分。 
 
4.1 场地 lo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 车间和厂房 premises and rooms 
 
4.2.1 设计和规划 Design and layou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2 内部结构和装置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fitting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高危区域的设计应将容易污染的建筑结构死角减到 小，并且 易于清洁和消毒。 
——保持原材料、半产品和 终成品在 适宜的环境中，避免交叉污染，储存和操作设备也同样

依据“直线流动”和“先进先出”的原理排列，设备应保持温度、湿度和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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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临时（可移动）厂房和自动售货机 Temporary/mobile premises and vending machin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 装置equipment  
 
4.3.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2 食品调节装置和监控装备 foo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3 废弃物和不可食用物质的容器 containers for waste and inedible substanc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 设施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1 水供应 water supply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2 排水和废弃物处理 drainage and waste dispos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3 清洁 clea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4 个人卫生设施和盥洗室 personnel hygiene facilities and toile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入口处应按规定清洁和（或）便于更换鞋和防护服，设置洗手和清洁区。 
——窗户应不能随意打开。门关闭时应密封，其环境、位置和使用不危及食品的安全。 
——应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安装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在控制失败时发出信

号，例如发出声音或灯光闪耀的报警。 
——在处理食品的场所，空气应过滤并且保持其内部的正压，以期有效的按常规限制污染。 
——蒸汽回路和湿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应是有效和安全的，充分的维护使蒸汽雾化或原材料与半成

品之间的交叉污染降低到 小的程度。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高危区域中用于处理、操作和运送的设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不允许未经清洗和消毒的设备

进入此区域。 
——用于产品加热处理的装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用于处理未经加热或其他处理的材料的装备应

分开放置。如果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盘子，一经清洗和消毒之后，不应再通过可能污染的区域，

除非对其施加适当的防护。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由高危区域排出的废水，应经由适用的单向阀门直接排放主下水渠道由此避免回流。其他区

域的废水不应排入高危区域的排水渠道。 
——洗手装置、冷冻和机械设备的废水，应排放到管道排水系统从而使产品的污染降到 低。应

特别关注这些污水源的喷洒和（或）在空气中形成的悬浮颗粒。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所有正在使用的仪器应依据已经制定的程序定期检测和校准。 
——用于加工处理、加热或其他器械，均应放置在可以使原材料和半成品避免交叉污染的位置。

——所有加工处理、加热或其他器械的设计均应符合卫生要求和规定适用的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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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1 衣帽间和盥洗室 cloakrooms and toilets 
衣帽间和盥洗室不应与任何食品加工区域直接相通。 

 
4.4.4.2 加工区域 processing areas 

在手部消毒区无须手操作的自动光电感应阀门是 适宜的。 
 
4.4.5 温度控制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车间和装备的设计应使其内部温度维持在——与各道工序的产品控制微生物繁殖的温度相协调

的程度，不受外部温度变化的影响。 
 
4.4.5.1 冷藏设施 refrigeration facilities 

所有冷藏库房应设有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诸如发声和闪光警报器，在

控制失败时发出信号。监控仪器应设在冷藏区域明显的并且温度 高的位置，使精确记录成为可能。 
 
4.4.5.2 冷却设施 cooling facilities  

设施应包括可以采用快速冷却方法的车间或设施，除冷藏库房外，为每天生产的 大数量的产

品所准备的食品提供足够的空间。 
 

冷却设备的选择取决于产品的加工方法，其特性（如冷却容量）应根据生产的产品数量选

择，依次为： 
 在加热处理的内部温度刚达到60摄氏度以后就立刻冷却； 
 在冷却后的一批产品中温度均匀分布。 

 
 
 
 
 
 
 
4.4.6 空气质量和通风 air quality and ventil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7  照明 light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8  储存 storag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  操作控制 control of oper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冷冻食品包装是广泛利用各种原材料，通过各种技术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包装。生物的、化学的

和物理的危害随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别。每种产品特定的货架寿命是制造商根据科学的数

据确定的。 
在各生产设施中，有必要依据现实的特定条件（原材料、环境、处理技术、劳工组织等等）和

产品特性，制定具体的保障产品安全的确认程序。为了这些程序的发展适合于特定设施中的特定产

品，haccp原理是推荐给企业的应用体系。 
为了所有措施根据计划实施从而确保产品的安全，全部的责任应指派有能力的人承担。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烹制的成品（未经灌装和封口）快速冷却应在预先设计的并且能够防止污染的车间和（或）

设备中运行。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车间补充空气应除尘处理。 
——通风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应达到防止灰尘的积淀和回流的程度。 
——高危区域的空气应过滤处理并且保持内部的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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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食品危害的控制 control of food haza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1.1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haccp principles 

对于所有已经定型的产品、正在设计和开发的新产品，生产商应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规范《控制点临界危害分析体系和实施导则》的附录(annex to cac/rcp 1-1969, rev. 3-1997)中陈述的

haccp原理。 
关联食品生产（储存）的特定危害及其控制措施应首先明确。而后确定必需的操作步骤，尽可

能消除其危害或将其发生的可能性降至 低，由此确定的临界限制和监控体系确保对它们的控制，

由此建立的纠偏功能的作用在于，发生偏离时，核实证明该控制方法是适当的。有效的档案保存程

序需要说明并且保留。 
生产商应认识到下述条款的附加信息对于促进HACCP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对于确定产品的货

架寿命是非常重要的，利用科学的数据，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阻断措施的应用；预期

的产品配送和储存的温度。 
 
5.1.2  设计原理的考虑 consider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产品的货架寿命，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阻断措施和冷却方法均应符合已经确立的

科学和技术的原理。这就要求有资格的、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利用足够的信息、装置和设施。 
haccp原则允许在必要时界定高危区域的应用。 

 
5.1.2.1  货架寿命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 shelf life 

货架寿命依据多种因素，诸如： 
 产品的配方设计（可能包括低ph值、低aw值、其他阻断措施—见附录）； 
 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 
 应用于产品的冷却方法； 
 包装的形式（如密封或不密封或气调包装）； 
 储存温度； 
 其他阻断措施。 

 
5.1.2.2  预定的加热或其他处理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scheduled heat or other treatments 

预订的加热或其他处理应至少将目标微生物减少到预期比例从而使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

产品处理期间的低温点应是预计已知的。应考虑到这些受关注的污染类型在 坏情况下，产品中微

生物的量和热传递，诸如在冰冻原材料和大块的食品中。 
在确立预定的加热和其他处理方法期间，下述因素应加以考虑： 

 原材料中微生物的类型和 大数量； 
 加热处理前潜在的衍生物； 
 期望目标微生物减少的比例； 
 加热处理开始前产品的温度； 
 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所必需的热量； 
 加热处理导管中的热量分布；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热传递速度的影响； 

产品或容器的类型，可能导致加热过程中产品的层化或其他改变；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 大重量； 

向 终用户推荐的消费前的烹制方法（烹调温度应达到影响公众健康的微生物明显减少为止）。 
当产品的成分、加工和用途需要变化时，应确定相应的预定加热处理的改变且应由有资格的人确认。 

如果证实采用常规手段有所不足，为达到必要的减少目标微生物的目的，在必要的场合其他的

处理（如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压力、辐照等）可以采用。 
 
5.1.2.3  冷却方法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cooling method 

对于这些产品，冷却的目的在于使产品全部达到特定的冷藏温度，尽可能将食品病原微生物的

生长数量减到 小。冷却应尽其可能的促使产品快速达到指定的温度。冷却的产品应在10至60摄氏

度的时间段停留 短，这是微生物 适合繁殖的温度范围。当可行时，推荐产品的中心温度在两小

时或更短的时间内降到10摄氏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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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食品的安全并且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可以采用其他冷却的方法。 

在确立冷却方法期间，采纳的成为理由的因素可以包括： 
 

 冷却开始之前产品的温度； 
 在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温度、循环及其温度分布； 
 冷却的时间，尤其是冷却设备中流动的产品；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冷却速度的影响；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 大重量； 
 其他包装材料冷却速度的影响； 
 冷却设备的容量（效率）。 

 
5.1.2.4  其他措施 other hurdles 

采用其他阻断措施以期达到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微生物生长的目的。 
阻断措施应用效果的验证应导向产品配方中抑制或限制病原微生物繁殖的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研

究。见本规范附录i更多的信息。预先已知的微生物模型的利用可以有助于开创性研究的方案设计。 
一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在结合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中的应用，必须指定和符合临界限度。临界限

度需要测量、检测和记录。 
 
5.2  卫生控制系统的关键问题 key aspects of hygiene control systems 
 
5.2.1  时间和温度控制 time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处理的所有步骤中，微生物繁殖的临界温度（10至60摄氏度）应避免或在任何场合中迅速地

通过。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耽搁，易腐烂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必须保持在细菌繁殖 小的温度下。可以使

产品快速进入冷却储存的范围并且保持在特定温度，或另外保存在60摄氏度直至正常生产恢复。 
 
 
 
 
 
5.2.1.1  融化 thawing 

当有必要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融化，融化的程序应规定时间和温度的条件并且由生产商严格控制。

时间和温度的参数的选择应以避免有利于微生物繁殖为条件。 
融化后，原材料应立即加工或在特定的冷却温度下保存至使用为止。当使用了微波炉，生产商

应防止发生局部过热和融化不均匀的现象。 
 
5.2.1.2  加热和其他处理 heat and other treatments 

加热和其他处理期望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加热和其他处理的灭菌性应量化。加热杀菌值或灭菌

率可以用于计算加热和其他处理的灭菌性。 
预订的加热和其他处理应由有能力的，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 
 
加热和其他处理的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或 
——食品放置于加热介质（热水，汁，烤箱的空气中，等等）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

的产品低温点。 
 
加热和其他处理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和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

置应定期检测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 
 
热敏指示器或其他有效的手段用以显示产品是否已经完成加热处理。 
它是临界的确保预定的处理是实用的。 
为了预定的处理的发展考虑到的因素有必要进行控制和记录。(cf. 5.1.2.2)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如果气温超出确定的临界温度，生产商应评价产品的安全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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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冷却 cooling 

冷却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 
 食品放置于冷却介质（如冷水、冷气）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的产品高温点。 
 冷却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与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置应定

期检测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它是临界的确保冷却操作符合特定的方法。 
 
5.2.1.4  维持冷却链 maintaining the cold chain 

为了确保产品在规定的货架寿命期内维持安全和品质，实质上就是将产品保存在持续的低温下，

此间，从包装起直至消费或准备消费。 
储存温度应维持在产品预期货架寿命期内的安全。当产品的温度是保存的主要方法，该产品应

储存在尽可能低的温度。在任何场合，选择的温度必须是已经明显认可的。 
此外，储存温度可能要求符合已经制定或公认的准则，当食品是为了预订的消费经由销售渠道：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低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必须符合法规规定的温度并且该

货架寿命因此再次重新评估。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高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并且生产商希望维持原货架寿命，

则生产商必须确保用于货架寿命期间的预计温度符合原规定。如果这个用在货架寿命期间的预

计在这些连续阶段的过程中，根据“先进先出”的原理，应有足够的存货周转。 
 产品储存的场所。 
 在产品运输车辆的内部，应采用温度显示和记录系统。 

 
当运输车辆装货或卸货时，上述监控尤其应该采用。对于储存和配送全过程中的下述现象应给

予特别的关注： 
 冷冻单元的解冻时间； 
 温度的不利影响； 
 冷冻储存设备超过负荷； 
 任何可能危害容器和（或）包装材料的事故。 

 
适用于储存区域的应与其符合一致的要求在4.4.5.1中。 
产品不应堆码过高以至于需要观察的现象无法察觉，不应放在排气管前，不应距离热光源太近；

应保持冷气良好的循环。已经到达规定的保质期的；品质劣化的或包装容器损坏的产品，应使其离

开货架不再销售。 
 
在制冷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产品应转移到其他冷藏设备或冷藏室。如果制冷设备出现故障

的情况发生在商业设施关闭时，应检测产品的温度。可行时，将产品转移到适当的场合，如不可行， 
应使其离开这个场合，不再销售，如果必要就销毁。 
 
5.2.2  特定的加工步骤 specific process step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3  生物学的和其他的说明 microbiological and other specifica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4  生物学的交叉感染 microbiological cross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此区域应保持高水平的卫生，操作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致力于预防来自病原微生

物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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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物理和化学的污染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  采购材料的要求 incoming material 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1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说明 specifications for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材料的说明，包括在阻断措施（见附录）中应用的材料和适合于包装的材料说明应通过运用

haccp原则给予确定并且在设计阶段同步验证。供应商的说明应包括标签、包装材料、适合运输和储

存的条件，以及交货状态的物品感官的、物理的、化学的、寄生虫学和微生物学的特征。确认产品

与说明符合一致的方法应在说明手册上阐明。 
包装材料应适合于产品的类型，以预期的储存和适合于灌装、密封和包裹的设备为条件，以及

运输的环境。 
 
5.3.2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确认 receipt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如果原材料、辅料和包装材料在交货状态与说明不一致，受过训练的人员应决定是否将这些原

料立刻投入生产；存储一定的时间；退还给供应商；用于其他方面或放弃。不可接受的原材料和辅

料应与已经用于生产冷冻食品的原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放弃的原料应清楚的标记由此识别它们不

能用于产品的生产。 
 
5.3.3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储存 storage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料在接受之后应尽快存放在适当的区域。原料的存放应防止受到半成品、 终产品或包装材

料的污染。原材料和配料存放设施内部应预期的防止其损坏，避免微生物、昆虫、啮齿动物、外来

有害物和化学品的污染，将可能的危害降到 低。它们应在接受之后尽快投入生产。 
 
有劣化倾向的原料应立刻放入适当温度下的冷藏室。 
应备有书面规程详细说明在关键控制点（CCP）发生偏差时必需的应急措施。 
所有包装材料均应在令人满意的清洗和卫生的条件下存放。 
 
诸如清洁用化合物，非食用材料应与包装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于不同的场合。非食用材料在处

理期间不应通过或停留在生产区域。所有不可食用材料均应有明显的标注由此清楚地避免不恰当的

应用。 
原材料库存的周转应适当于 “先进先出”的原理。为此，所有类型的原材料都应编码并且采用

适当的程序对库房进行管理。这个适用的库存周转文件应保存。 
 
5.4  包装  packag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可能有必要规定容器使用之前的清洗和消毒的方法，特别是在灌装和封口之后不再进行加热或

其他保存处理的场合。 
 
灌装和封口应尽可能限制潜在的污染（同时考虑技术上的局限诸如切断、装配等）。对已经冷

却的产品，环境温度应尽可能控制在维持产品品质的适当温度。在操作过程中，应避免产品出现任

何可能的升温。 
 
有必要定期检验封口的完整性。 
必要时，应检验包装材料的某些特征。或许有必要进行视觉检验和物理测试以便评估其技术特

性（在容器内保持的真空或气调的状态）。此外，在产品的货架寿命期内，这些材料抵抗面临的机

械、化学和高温的能力。 
 
5.5  水 wate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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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管理和监督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7  文件和档案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应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对于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是有效的。这些资料可以包括： 

 在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和冷却方法的规定中采用的工艺、数据和计算依据； 
 当必要时，采用的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期内保持微生物安全有功效的工艺、

数据和记录； 
 关联到产品货架寿命的确定的工艺、数据和记录； 

产品、加工过程或其他因素（涉及本规范5.1.2.2）的任何调整在预定的加热或其他方法中的

应用； 
 HACCO计划的记录档案（包括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 
 监控确定在HACCO计划中的关键控制点的过程记录。 

 
5.8  召回程序 recall procedur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  确定保持和卫生设施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sanit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 保持和清洗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应制定和跟踪保持程序和进度表，尤其对于加热处理、冷藏、冷却设备和通风系统及其控制装

置的使用。 
 
6.1.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2 清洗工艺和方法 cleaning procedures and metho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2  清洗程序 clea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接触食品的设备、材料、器具等必须清洗，必要时消毒，或许有必要在一天内按一定间隔分别

进行，至少在每次间歇之后和更换食品时进行。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均应进行清洗和消毒。必要时，

应拆开设备由此防止微生物繁殖。 
所有指派清洗设施的员工均应具备卫生设施维护的经验并且应核实现行的方法是已经成为惯例

的、成熟的并且是记录在案的。 
 
 
 

 
 
 
6.3  有害物控制系统 pest control system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4  废弃物处理 waste manage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废弃物应放在专门设计并且标识为其使用的容器中。容器应保存在良好的条件下，易于清洁和

消毒。重复使用的容器在返回加工区域前应清洗和消毒。 
 
6.5  监控效果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清洗设备可能导致交叉污染，诸如高压喷射清洗设备，如果不是随后全部区域进行消毒不应

用于清洗排水设备或其他外表面，此外，不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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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定个人卫生 establishment: personal hygien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1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2 疾病和伤害 illness and injur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3 个人清洁 personal cleanli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工作服应经常更换。 

 
 
 
 
 
 
 
 
 
 
 
 
 
7.4 个人行为 personal behaviou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管理的规划应着重员工和访问者可能走动的路线以期减少潜在的交叉污染。可以采用颜色系统

对不同的人员划分属于各自的区域。 
 
7.5 访问者 visitor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 运输 transport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2 要求 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3 使用和保持 use and maintenanc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装货前，车辆内应降温。车门开启的时间应尽量缩短。如果在装货过程中有意外的耽搁，应

关闭车门以保持低温。卸货之后应尽快转移到冷藏库房或商店货架。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建议对有关微生物进行环境采样并且在必要时采用适当的矫正措施。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在高危区域工作的人员（包括清洁和服务人员）应进入特定的房间更换工作服。 
——他们应穿着为这些区域特定的防护工作服和鞋（套）。 
——这些工作服和鞋（套）不应离开该区域（除非洗涤）。当这些人员因为任何理由离开生产线

时应去衣帽间脱下工作服和鞋（套）。 
——在工作日开始时应穿着清洁的工作服，在工作日结束时更换，如有必要，经常更换。 
——鞋（套）应妥善清洁和消毒。 
——当食品操作需要戴手套时，手套应牢固、清洁和卫生。手套应由无多孔渗水的和无吸附力的

材料制成。戴手套不等于免于必需的认真洗手。手套应通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每次更换应按

需要消毒。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访问者应如同员工一样服从卫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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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war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1 产品类别名称 lot identifi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2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3 标签 labell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标签应符合具有相应权力的官方管理机构的要求。应提供下述信息： 

 有效期； 
 声明必需的冷藏温度，例如“保存在低温（要求的温度）或更低”。 

 
9.4 告知消费者 consumer edu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 培训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1 知情权和责任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2 培训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3 指导和监督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4 进修培训 refresher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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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阻断措施 
 
 

微生物的生长取决于许多环境条件如：成分、营养物、水活性、ph值，防腐措施的存在（例如

腌制食品），微生物间的绞杀、气体环境、潜在的氧化还原作用、储存的温度与时间。控制这些条

件可以限制微生物的生长。 
 
采用阻断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病原体（或多种病原体）的生长。对于冷冻食

品，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阻断措施就是冷藏。许多冷冻食品往往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

控制微生物的生长。 
 
为确保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安全，常采用多种阻断措施以控制微生物的生长，从而抑

制变质和防止食品传染疾病。可以设想将多种阻断措施适当的结合使用，由此致使产品中受关注的

生物体不能长期生长(存活)。多样阻断措施共用可能使抑制或消除微生物的作用增强。因此，就控制

微生物的生长而论，比较采用每个单一阻断措施所依据的预期设定，多样阻断措施共用的每单项阻

断措施可能要求较低。 
 
当为开发产品利用阻断措施的原理时，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的作用应全盘考虑。

例如，某种典型的气调包装可能抑制冷冻食品中质变生物体生长。这些微生物体的生长可能限制毒

素的产生，也可能显示储存条件的恶化起到如同指示剂的作用，当然这些情况是有限的。因此，该

产品的货架寿命延长有可能导致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而不显现任何品质劣化的迹象。 
除冷藏外，阻断措施包括： 
 
a) 水活性 Water activity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水分的降低而变化，因为可利用的水减少受到抑制。降低水活性可以抑制

病原细菌的生长，尤其在低温的情况下。目前已知，植物细胞在水活性降低时可能显现耐热性增强。 
 

b)  ph值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ph值降低而变化。降低pH值可以抑制病原细菌的生长，目前已知，在ph值

降低时微生物显现耐热性降低。 
为解释这些原理，假设一种冷冻食品包装在低氧空气中，货架寿命要超过10天，这就需要评定

来自梭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危害，必要时，通过采用适当的阻断措施并结合加热加工处理控制

这些菌株， 
 
如果加热处理不等于90°C持续10分钟。阻断措施如下述举例： 

 
 调整水活性至0.97以下； 
 降低ph值至5.0以下增加酸性； 
 添加氯化钠制成5%盐水； 

 
水活性、ph值、气调、储存温度等的结合应用证实，在货架寿命期内和预期储存条件下必须限

制梭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生长。 
 
预言性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保存条件的功效和调整产品成分，并且改善加工（储存）条件后对安

全的影响。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科学证据， 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阻断措

施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过程中可预期的 坏

的条件下进行。由此探索科学的论证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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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ISO—7558  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2005-2-08 再核准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零售新鲜水果、蔬菜预包装和运输包装的主要形式及其通用条件和方法的指南。 
预包装旨在保护商品避免可能伤害及品质退化期间可能发生的变质，为了促进贸易既要产品更

好的呈现也要适合于自助式销售。 
 
2 预包装材料 

用于预包装的材料应符合健康和卫生的标准并且能够保护产品。下列材料可以使用： 
——轻便的塑料薄膜和纸袋，塑料薄膜和纸套，塑料盘； 
——轻便的管状网套，或网状并由塑料、纤维胶、纺织纤维或同类材料做成的袋； 
——面或底由硬纸板、塑料或木浆纸做成得浅盘或盒子（盒的高大于 25 毫米）。包装材料应有可显

示品质的表面和颜色（比如薄膜应是透明的；黄瓜包装材料可显示其绿色）。材料的图案、颜色，网

孔的尺寸等不应掩盖任何产品视觉上的瑕疵。 
无论采用何种包装材料应依照国家的相关法规。 

 
3 预包装系统 

完成预包装的产品称为商品。当在市场出售时应具备的条件是能够保持产品的原貌，无论完全

或部分封口，内装产品的数量在打开包装以前不能更改或更改后留下明显痕迹，或没有显而易见的

修改产品。预包装商品由产品和包装两部分组成适合开放式销售。 
主要的预包装方法在本标准 3.1～3.8 中给出。 

 
3.1 直接用伸缩薄膜——方法 A 

主要用于包装大体积单个水果或蔬菜（比如柑橘类水果，温室的黄瓜，莴苣，莴苣头，圆头卷

心菜）。 
 
3.2 浅盘或盒用裹包薄膜——方法 B 

专门用于小体积的水果或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 
由裹包薄膜（通常用收缩薄膜）包裹的浅盘或盒的周围构成。 
裹包薄膜由浅盘或盒较长的一侧裹至另一侧以留下缺口，包装完成后，较短的两侧可以流通空

气。这种预包装特别适合那些水分蒸发流失特别快的水果和蔬菜（因为较高的相对湿度会加速由微

生物引起的污染）。 
不损坏薄膜应不能从包装中拿出任何一个产品。包装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容器（浅盘或

盒）的较长方。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1kg。 
 
3.3 浅盘或盒用薄膜构成完整的包装——方法 C 

用于小体积的水果和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采用能透过水蒸气的薄膜 [例如用可抗凝

结的聚乙烯(聚氯乙烯)薄膜]。 
单向的收缩薄膜（在旋转的方向上）应等同或略宽于浅盘或盒的 大尺寸（长度）。双向收缩薄

膜应该比浅盘或盒子的 大尺寸宽，以使薄膜收缩后能盖住浅盘或盒子较短方的边缘。 
拉伸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浅盘或盒的较长方。拉伸薄膜一般贴附于盒子的底部。 

 
3.4 管状网套包装——方法 D 

主要用于不易受机械损坏影响的，较小的，水果和蔬菜。将几个包装在一起。 
管状网套在填充之前先封闭一端，装满之后封闭另一端，这样就形成封闭的包。当采用直径可

增大的管状网套，必须保证在放入产品后， 终直径不超过原直径的三倍。 
管状网套一般用于球形的产品（比如柑橘类水果、洋葱和马铃薯）。包装定量一般在 1 公斤至 3

公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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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网袋包装——方法 E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本标准 3.4）。网袋底部的封合可在包装前或制作网袋时做好，第二个

封合口在填充产品后封合。包装定量一般在 1 公斤至 3 公斤之间。这个方法也可用于大定量包装，

有时可至 15 公斤（例如马铃薯）。 
 
3.6 塑料薄膜和纸袋包装——方法 F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 和 E（见本标准 3.4 和 3.5）。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2kg。包装容器可能需要

打孔（见 3.7）。塑料薄膜封合后可能会收缩。 
 
3.7 可携带的塑料薄膜和纸袋或管状网袋包装——方法 G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 3.4），底和侧面已经由包装生产商或包装者做好，在包装填充前形成

一个袋，装入产品后顶部封合，并且留一定长度以便携带。包装定量一般在 2 公斤～3 公斤之间。 
 
3.8 盒包装——方法 H 

相对于上述的其他方法，用可折叠的盒预包装更加手工化。这种包装主要用在昂贵的水果收获

时（比如猕猴桃或其他国外进口的水果），或其他易受机械伤害的水果（比如樱桃、草莓、黑莓）。

填装完成后的盒，直接放置于运输箱中。 
 
4 食品预包装质量 

仅对符合相关的食品质量标准的水果和蔬菜进行预包装。 
 
5 包装（预包装）前食品的处理 

包装（预包装）前所有的商品应根据相关质量标准分类。 
根据食品的种类，采用不同的初步处理方法，比如： 
——洗或干刷蔬菜的根部； 
——磨光苹果； 
——去掉菜花外面损坏的叶子； 
——去掉洋葱松散的表皮； 
——去掉莴苣头，圆头卷心菜等外面的叶子； 
——去掉大头菜的花茎。 

 
6 运输包装 
6.1 运输包装方法 

预包装产品放在运输包装容器中。运输包装容器应能避免预包装产品受到机械或其他的损伤。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1、3.2、3.3、3.6 和 3.8 符合一致的包装定量不大于 1 公斤，采用刚

性运输包装箱，尺寸适当，符合单一的标准。托盘（800 毫米×1200 毫米）是首选的。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4、3.5 和 3.7 符合一致的，其运输包装可以使用网袋。 

 
7 标记 
7.1 建议每个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单元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销售的需要，标识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 
——级别（根据相关质量标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包装内商品的净重 
——零售价格 
——每千克的价格（如果这项不是法定的要求） 
——品种 
——产品的产地 

7.2 每个运输包装件应表明它所包含的预包装商品的数量 
并且建议标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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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装系统推荐 

某些商品 常使用的预包装系统和适合储藏或运输的温度⑨： 
表 1 

预包装系统 蔬菜① 
A B C D E F G H ℃ 

芦笋②（Asparagus） + + +   +   0-2
小玉米（Baby corn）   +      0 
甜菜根（Beetroot）    + + + +  0 
芽甘蓝（Brussels sprouts）    + + +   0 
结球莴苣、莴苣头⑥ 
（Cabbage lettuce; head lettuce） 

+     + +  0 

胡萝卜（无叶子）[Carrot (without tops)]    + + +    
胡萝卜（有叶子）[Carrot (with tops)]     + +    
花椰菜（Cauliflower） +     +   0 
芹菜（无叶子）[Celery (without tops)] +   + + + +  0 
芹菜（有叶子）[Celery (with tops)]      +   0 
大白菜（Chinese cabbage, type “Pe-tsai”） +     + +   
菜豆，四季豆（在豆荚中） 
[Common bean; kidney bean (in the pod)] 

 +       7 

黄瓜（Cucumber） +     + +  8 
羽衣甘蓝（Curly kale; kale; collard）      +   0 
莳萝（Dill） +     +    
茄子（Eggplant; aubergine） +    + +    
茴香 （Fennel） +     +    
大蒜 （Garlic）   + + +     
朝鲜蓟（Globe artichoke） + + +  + +   0 
山葵（Horseradish） +    + +    
青蒜②（Leek） +     + +   
甜瓜（Melon） +      +  10 
混合蔬菜（切碎的）③ 
[Mixed vegetables (shredded)] 

 + +  + +   4 

洋葱（干）[Onion (dry)]    + +  +④  4 
洋葱（有叶子）[Onion (with tops)]      +   0 
欧芹（Parsley）     + + +  0 
豌豆、青豆（去壳去皮） 
[Pea; garden pea(for shelling)] 

 +      + 0 

马铃薯⑤(早期和晚期)[ Potatoes (early; late)]    + + + +   
萝卜（无叶子）[Radish (without tops)]    + + +    
萝卜（有叶子）②[Radish (with tops)]     +     
大黄（Rhubarb） +     + +   
圆头卷心菜⑥（Round-headed cabbage） +     + +  0 
皱叶甘蓝⑥（Savoy cabbage） +     + +  0 
细卷鸦葱 (Scorzonera；black salsify )     + + +   
菠菜（Spinach）  + +   +   0 
南瓜、冬瓜（Squash; winter squash） +   +     5 
糖豆（有豆荚）[Sugar peas (pods)]  + +      2 
小甜玉米（Sweet corm ; maize） +     + +  0 
番茄（Tomato）  + + + + + +  13 
菊苣（Witloof chicory; French endiv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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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预包装系统 温带水果① 

A B C D E F G H ℃ 
苹果(Apple)  + + +

⑦ 
 +

⑦ 
+
⑦ 

+ 0 

杏（Apricot）  + + +   +
⑦ 

+
⑦ 

0 

越桔（Bilberry; wortleberry;  blueberry）   +     + 1 
黑莓（Blackberry）  + +     + 0 
醋栗（Gooseberry）  + +   +  +  

葡萄（Grape）  + +     + 0 
樱桃（Morello）  + +     +  

桃子、油桃（Peach; nectarine）  + +   + + + 0 
梨子（Pear）  + +   +

⑦ 
+
⑦ 

+ 0 

李子（Plum）  + +   +
⑦ 

+
⑦ 

+ 0 

温柏（Quince）  + +     +  
覆盆子、黑莓（Raspberry）  + +     + 0 

红浆果（Redcurrant）  + +     +  
酸樱桃（Sour cherry）  + +   +

⑦ 
+
⑦ 

+ 0 

草莓（Strawberry）  + +     + 0 
表 3 

 
注 1：命名引自：ISO 1990-1：1982，水果—命名法—表一，ISO 1990-2：1985，水果—命名法—表二，ISO 1991-1：
1982，蔬菜—命名法—表一，ISO 1991-2：1985，蔬菜—命名法—表二，ISO 1956-1：1982，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

构术语—第一部分，和 ISO 1956-2, 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构术语—第二部分（即将出版） 
注 2：捆扎包装 
注 3：根据地方习惯，比如汤，沙司，正菜外的附加菜的配置品 
注 4：只能用管状网套 
注 5：包装好的马铃薯应避光保存 
注 6：仅适用于即摘的卷心菜 
注 7：仅适用于密实的，并较少受到机械损伤的种类 
注 8：排除易受缺氧影响的种类 
注 9：适用温度依据美国农业部文献，是本指南特意增加的。 

预包装系统 亚热带和热带水果① 
A B C D E F G H ℃ 

鳄梨(Avocado pear; avocado) + + +  + +   0 
香蕉（Banana）  + +   +   13 

柚子（Grapefruit）    + + + +   
梅（Japanese apricot） + + +  + +   0 
猕猴桃（Kiwifruit）  + +  + +  +  
柠檬（Lemon）  + + + + + +  15 

橘子 （Mandarin; tangerine）  + + + + + +  1 
芒果⑧（Mango） + + +  + +  + 13 

莽吉柿、倒捻子（Mangosteen）   +     +  
甜橙（Orange; sweet orange） + + + + + + +  10 
番木瓜（Papaw; papaya） +       + 13 

菠萝（Pineapple） +     +  + 7 
石榴（Pomegranate）  + +  + + + +  

山榄果、人心果（Sapota; sapodilla）        +  
甜酸豆果（Sweet tamari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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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ISO—6661  新鲜水果和蔬菜 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堆码 
 

2005-2-08 再核准 
 

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家标准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ISO 团体成员)。国际标准化工作的

开展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执行。每个团体成员对已经由技术委员会审定的科目感兴趣有权向该委员

会提出异议。国际团体和政府以及非官方组织联络 ISO 同样可以参与其中的工作。 
 

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通过技术委员会发送到团体成员，以期在 ISO 讨论会议之前获得他们的正

式同意。 
 

国际标准 ISO 6661 由农业的食物产品技术委员会 ISO/TC 34 提出，并且在 1982 年 7 月发送到团

体成员。 
 

引言 
 

长期的经验证明，包装的质量影响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保存，在流通的过程和特定的交通环境

中，包装件在交通工具上的堆码方式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考察有关的事实证明，包装件没有封口是

目前大都习惯的作法并且包括了多数的产品。推荐的不同方式的堆码是根据使用托盘与否。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新鲜水果和蔬菜在陆路运输期间的包装件堆码技术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由任何材料构成的直方体包装件，无论是否封口或使用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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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3394 硬质直方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下列国际标准应同样作为参考： 
ISO 3676 包装—单元货物尺寸 
 
3 定义 

 
以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堆码 stack 
相同的包装件全部叠放在一起。(见图 1)。 

 
3.2 排列 row 

所有的包装件并排放在一个水平面上。(见图 1)。 
 
3.3 层 layer 

同一水平面内的所有排列的集合。(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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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托盘包装件 
 
4.1 概述 
 
4.1.1 包装件装载应稳定。 
 
4.1.2 采用的包装件的堆码方式应能够预期的将内装物受损伤的风险降至 低。特别是当包装件无封

口时，应使内装物适当的通风。 
 
4.1.3 包装件的装填应紧凑，无论是否封口。 
 
4.1.4 在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上，不应出现任何的中断。装载的包装件应倚靠交通工具前后两面， 
 
4.1.5 装载的高度应相同。 
 
4.2 具体的推荐 
 
4.2.1 包装件的排列 

包装件之间的距离应不互相干涉并且在横向端面上紧凑的排列。如此推荐的方法形成了空气流

动沿着排列形成的线（面），以确保空气的流通。包装件的长边应平行于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①。 
 
然而，由于实际上一般在横排之间并且与交通工具侧壁之间有小量的移动空隙，此时，同一层

面的连续的一排应交替的（隔一排的）倚靠于交通工具的侧壁。 
 
由于不同交通工具的不可改变的特性形成的和上述的空隙，应适当的充填。 
 
本标准的图 2 给出了可接受的符合上述原则的两种具体的排列，但是仅为举例。 

注 1：在运输包装的案例中，无封口的、冷藏和深度冷冻的交通工具，或许采用不同的排列方式，以

各自特定的条件而确定。 
 
4.2.1.1 排列 a [见图 2（a）] 

包装件符合规则的正确堆码。在横向端面上连续的码放构成垛，每隔一垛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

工具的侧壁。每垛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的宽度。所有的层类似相同。本

排列要求仔细地堆码，将包装件排成直线并且与相邻的垛接触良好。 
 
4.2.1.1 排列 b [见图 2（b）] 

在横向端面上的每垛，每隔一层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工具的侧壁，本排列更详细的陈述在本标

准 4.2.1.1 提及。但是要求： 
 
——每层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宽度的三分之一。 
——在包装件无封口的情况下，包装件为堆码提供适当的条件。 

 
4.2.1.3 条件 

无论采用怎样的排列，以需要为准。 
 
（a） 当部分包装件装载在交通工具的侧边门旁无倚靠时，为保证这部分包装件良好的稳定性，包

装件可以采用特殊的排列，例如安排包装件的长度方向与交通工具的侧边垂直。 
 
（b） 当全部装货到同样的高度不可能时，包装件形成不完全的上面层集合为一层并且采取避免移

动的措施。 
 
4.2.2 纵向堆码 

概括性的推荐，包装件沿纵向的堆码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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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避免由此导致包装

件移动的任何可能。 
 
4.2.3 不同类型的装载 

如果交通工具同时装载不同类型的包装件或包装件内装不同的类型的商品，应依照下列推荐： 
——不同类型包装件或商品划分为大致相同的包装件组； 
——组成并且装载每个符合上述推荐的，把 紧凑的和 小的易碎的货物放在较低的层； 
——如果物品以大不相同的质量划分，应求得负载是适宜的分布于交通工具的轮轴之间。 

 
5 使用托盘的包装件 

 
在包装件使用托盘的情况下，考虑包装件在托盘上和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两种排列是必要的。 

 
5.1 托盘上包装件的排列[见图（3a）] 

包装件应紧凑的依层次放置。 
 
一个托盘应仅限于运载相同尺寸的包装件。 
 
托盘上的包装件及其排列的形式的采用，应使托盘面积的利用达到 佳效果。① 
 
托盘装载的内部应无空隙，装货应与相关的规则符合一致，无论用何种方法，货物的边缘不应

悬空，超出托盘不应大于 10 mm。 
 
当包装件高度中等时(不大于 200mm)，在周围使用适当的方法维持负载货物的结合是可取的，

例如用两根捆扎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中间高度，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 3/4 高度捆扎。 
 
如果包装件是由某些柔性材料构成或是比较小的(不大于 400 mm x 250 mm)，在负载货物的垂直

于地面的方向上用刚性的护角再水平方向的捆扎是可取的。如果包装件是由刚性材料构成，高度超

过大约 200mm，仅需使用一根捆扎带。 
 
5.2 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排列 [见图（3 b）] 

托盘在横向端面的排列根据立面的方向由 2 件或 3 件组成。方向的选择应使交通工具提供的使

用面积达到 佳效果，并且附带的关注包装件的较长侧面与交通工具的纵向平行。 
 
货物的立面不应倚靠交通工具侧面的门。 

 
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

装交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例如借助于不使

用托盘的包装件或其它适当的方法，避免由此导致装载托盘和包装件移动的任何可能。 
 
5.3 有或没有封口的包装件使用箱式托盘 

包装件的尺寸应尽可能在箱式托盘内形成稳定的装载。如果在装载货物和箱式托盘内壁之间有

空隙很有可能危及货物的稳定性，用适当的材料和适当的方法充填这些空隙是可行的。 
 
箱式托盘在交通工具中的排列应使其使用面积达到 佳效果。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

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这个推荐的排列适用于不设叠落箱式托盘，是箱式

托盘堆码的一般情况。在实践中，如果有空隙应充填。总体上，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产品的特征要

求运输必须保证空气流通。 
 
如果提供适当的工具，箱式托盘可以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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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堆码和排列包装件 
 
 
  
 
 
 
 
 
 
 
 
 
 
 

排列 a                                                排列 b 
 

图 2-无托盘运输的包装件的排列 
 
 
 
 
  
 
 
 
 
 
 
 
 
 
 
 
a) 在托盘上包装件排列(仅为举例)             b) 在交通工具上使用托盘的包装件排列 
 
 

图 3 托盘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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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F 1640 – 03 选择和使用辐照灭菌食品包装材料指南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 
 

Standard Guide for Selection and Use of Packaging Materials for Foods to Be Irradiated  
 

本标准以确定的编号 F1640 发行，紧随其后的数表示第一版的年份或该年度的 后修订情况。 
括号内的数表示 后再核准的年份。上标字母(e)表示自编辑修改以来 后的修订或再核准。 
 
引言 
 

本指南给出了为保存食品采用电离子射线（γ射线、χ射线等）辐照灭菌的方法所应用的包装材

料的选择和使用。大体上，辐照灭菌降低食品损伤，去除其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控制根和块茎萌

芽，驱除或杀灭常见的害虫（见指南 F1355、F 1356、F 1736 和 F1885）。包装材料提供给经辐照灭

菌后的产品保护使其不再污染，可使其它辅助的储藏技术得以应用，从而提高辐照后的食品的货架

寿命。 
 
1. 范围 Scope 
 
1.1 本标准给出了支持生产商和消费者关于食品包装材料选择的指南，材料的预期令人满意的使用性

能，并且与适用的标准或官方的认可符合一致的要求。当选择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时，应预先考虑

预包装食品辐照灭菌期间的主要技术参数和适合其应用的检测标准。 
 
1.2 本标准确立了食品在辐照灭菌期间的全球普适的包装材料的一般原则和规章框架，但不承诺涵盖

所有法规关联的食品辐照灭菌的包装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的问题。本标准使用者的责任在于预先确定

各自国家有关的规章范围内适合的食品以及在该范围内辐照食品的分类，再实施辐照灭菌。 
 
1.3 本标准不专注所有的关联到伴随辐照灭菌的附加效应而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包装食品延长货

架寿命的储藏技术或食品品质问题。本标准使用者的责任在于确定评定食品安全的论据和适合产品

评估的测试，确定与包装应用和辐照灭菌相对应的，感官品质的改变和货架寿命之间的相互关系。 
 
1.4 本标准不涉及有助于食品辐照灭菌或灭菌的包装材料。 
 
1.5 本标准主旨不是说明所有的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即使有相关的效应，本标准的使用者的责任在于

预先确定适用的安全和健康的规程和符合规章限制的范围。 
 
2. 引用文件② Referenced Documents2 
 
2.1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 
 
D 3985 塑料薄膜透氧试验方法和薄片用库仑传感器 
D 3985 Test Method for Oxygen Gas Transmission Through Plastic Film and Sheeting Using a Coulometric 
Sensor 
 
E 170 关于辐照度量值和放射量测定的术语 
E 170 Terminology Relating to Radiation Measurements and Dosimetry 
 
E 460 食品和饮料产品存储期间确定包装效应的规程 
E 460 Practice for Determining Effect of Packaging on Food and Beverage Products During Storage 
 
E462 从包装薄膜迁移的气味和味道的试验方法 
E 462 Test Method for Odor and Taste Transfer from Packaging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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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355 新鲜水果杀虫辐照防疫隔离指南 
F 1355 Guide for Irradiation of Fresh Fruits for Disinfestation as a Quarantine Treatment 
 
F 1356 新鲜的和冷冻的红色肉类和家禽辐照指南(控制病原体) 
F 1356 Guide for the Irradiation of Fresh and Frozen Red Meats and Poultry (to Control Pathogens) 
 
F 1736 脊鳍鱼类和贝壳类控制病原体和损耗微生物辐照指南 
F 1736 Guide for Irradiation of Finfish and Shellfish to Control Pathogens and Spoilage Microorganisms 
 
F 1885 干燥香料、草药和植物调味品控制病原体和其它微生物辐照指南 
F 1885 Guide for Irradiation of Dried Spices, Herbs, and Vegetable Seasonings to Control Pathogens and 
Other Microorganisms 
 
 
3. 术语Terminology 
 
3.1 定义: 
 
3.1.1 吸收剂量 absorbed dose 
一定质量的物质吸收的源于电离子辐照的单位能量。 
国际标准吸收辐照剂量单位是格雷(gray)。一格雷是规定每公斤物质吸收一焦耳的能量（1 格雷 = 1
焦耳 × 千克-1）。 
以前，吸收剂量单位是拉德（rad）。(1 rad = 0.01 Gy). 
 
3.1.1.1 详述——吸收辐照剂量的标准定义在术语 E170 中。 
 
3.1.2 吸收剂量率 absorbed-dose rate 
规定的物质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吸收辐照的剂量。 
国际标准吸收辐照剂量率单位是：格雷×秒-1 
 
3.1.2.1 详述——吸收剂量率的标准定义在术语 E170 中。 
Discussion—A standard definition of absorbed doses appears in Terminology E 170. 
 
3.1.3 厌氧环境 anaerobic environment 
环境的氧水平，指微生物的生长无需氧气的维持。 
 
3.1.4 良好生产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在食品生产的各环节，制造、处理、包装和分配，建立必要的规章和程序，包括卫生设施系统的维

护；质量控制和保证体系；职员的培训和其它有关的活动；确保商业上交付的货物是可接受的和安

全的产品。 
 
3.1.4.1 详述——在美国，GMP 规范在美国联邦法典第 21 卷；110 部分(1)③交易条件 — 卫生设施。 
 
3.1.5 换气包装 modified-atmosphere packaging (MAP) 
在产品的周围维持不同于大气的封闭气体成分的包装。 
包装维持的可能是真空；或许是氮气；也可能是脱氧气体。 
 
4. 重要性和使用价值 Significance and Use 
 
4.1 正确选择适合于辐照灭菌的食品包装材料是良好生产规范(GMPs)的组成部分。本指南考虑到 
需要评估包装材料在安全和质量方面对辐照灭菌控制寄生于食品的细菌繁殖的影响，此外，还可能

影响到辐照灭菌的其它目的，如防止害虫；延缓熟化或提高货架寿命。 
 
4.2 同样是评估的一个方面，包装选择过程应考虑到包装材料在化学和物理性质方面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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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包装不设想属于食品储存应克服的任何不充分的技术和缺乏良好生产规范（GMPs）条件下，预

先加工、存储、操作和食品的辐照灭菌。食品辐照灭菌的质量主要依靠其 初的品质，辐照过程的

控制；仓储温度和辐照后的食品处理。 
 
5. 法规的协调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5.1 符合法规要求，应考虑在各自国家内部用于销售的辐照食品应如何选择适当的支持辐照的食品包

装材料。典型的，要求包装材料适用于食品，在辐照期间应： 
 
(1) 是核准的适合于与辐照食品接触的； 
(2) 能抵抗伴随电离子辐照带来的物理效应；和 
(3) 没有来源于根据病毒学原理确定的物质迁移进入食物之内(2-4)。 
 
5.2 加拿大和美国有明确的法规，规定了允许用于辐照食品的包装材料的要求。其他国家，大体上，

不规定允许用于辐照食品的包装材料目录。然而，这些国家可能类似的规章制度，即直接规定适合

于辐照灭菌的食品。 
 
5.3 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食品

辐照国际咨询部(ICGFI)（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Group on Food Irradiation ）汇编了供浏览的关于

食品辐照的规章。 
由食品辐照国际咨询部(ICGFI)编辑，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5)出版的《食品辐射的现场管理规

章》汇集了一些参与国家特定的用于辐照食品包装材料的要求。(见附录 X1) 
 
6. 适用性 Fitness for Use 
 
6.1 化学效应 

受到辐照的包装材料会引发自由基或离子的形成，形成不饱和的分子键，分解交联的结合键。

如此的反应可能改变包装材料的化学性质，导致低分子辐照分解形成游离态的活性物质迁移潜入食

品。受辐照导致变化的幅度取决于聚合物的类型；材料的添加剂；吸收剂量；吸收剂量率和辐照期

间的大气环境。当评估包装材料的适用性时，如此的因素都应计入，避免环境的和任何的物质（量）

可能迁移进入食品，导致食品不安全或消费者不接受。 
 
6.2 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在此表现为能力，不透明性，颜色，密封完整性，粘合强度，由于老化或受温度影

响产生的脆性，气体和水蒸气透过率，检验加工后的变化。大体上，适用于辐照食品吸收剂量范围

的包装材料与适合于加热杀菌法（巴斯德杀菌法）或灭昆虫法(3,6)的包装材料的使用功能和保护性能

不互相冲突。 
 
6.3 对感官的影响 

在辐照之前和其后的辐照期间，包装的食品可能受到来自包装材料的挥发性化合物的污染。应

根据感官的显著特点选择适当的感官测试。单一的辐照包装材料气味影响程度的测试方法不是总能

够充分的衡量其对食品潜在的污染。关于这些影响的适用的评估方法在标准规程ASTM E460中陈述，

测试方法和判定规则在标准规程 ASTM E462 中陈述(7)。 
 
6.4 微生物的影响 

包装方法和辐照处理相结合提高货架寿命应评估环境中起诱发作用的，食品寄生的微生物病菌

和并发有毒或有传染性物质的风险。 
 
注 1：例如，假设食品可能隐蔽梭状芽孢杆菌，特定的，当产品环境是厌氧的，温度既不是冷藏也不是冰冻，产品是

弱酸的而且是半熟的，则有可能维持芽孢杆菌的繁殖条件。辐照在吸收剂量范围内推荐的适合于加热杀菌法（巴斯德

杀菌法）的食品为有效减少损伤，或许导致不足以消灭芽孢杆菌。减少损伤食品的微生植物成份相对于抑制芽孢杆菌

的繁殖是公认的重要的障碍。损伤的比率和特定的产品损伤依据该产品的微生物由装填以前和辐照；存储温度；采用

换气包装或其它的操作(8)以后而定。此外，损伤的微生植物成份的增殖和因此发生的败坏可能引发产品温度骤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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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装应用 Packaging Applications 
 
7.1 保护食品 

为防止微生物或有害物质在辐照处理后其再污染或再侵害，多数食品是在辐照灭菌以前包装。

包装材料开裂或刺破，密封失效或其它缺陷可能危及产品安全。 
 
7.2 保存食品 

如同一般食品保存技术，保存辐照食品通常不移动单件的包装。预计辐照处理的食物产品应具

备原始优良的品质，操作与存储依照良好的制造规范（GMPs），使得化学或微生物变化 少——损

伤产品的作用 小。受辐照的影响、氧化的作用以及残存微生物可能的增殖，影响感官和食品安全

的问题涉及到选择包装材料和应用于食品的处理方法。换气包装(MAP)是常用的辅助技术，直至其它

保存技术使产品劣化比率降至 低为止(8)。 
 
8.食品的感官变化 Sensory Changes in Food 
 
8.1 感官变化 

辐照灭菌食品不应导致无法接受的感官变化。辐照诱发的食品感官变化的性质和程度是受到吸

收剂量；吸收剂量率；辐照期间存在的氧气；食品的成份；辐照期间产品的温度和其它因素的作用。

辐照效应的感官特征可能也受到产品加工（配方）方法，包装和烹饪条件的影响。对于受辐照影响

而引发的感官变化，应尽可能通过控制上述因素减到 小。 
 
8.2 氧化作用 

对于新鲜的或冰冻含脂肪的食物(如：椰子产品、乳制品、谷物和肉类)的品味、气味和颜色的改

变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和评估。辐照灭菌，通过产生自由基，可能增加食品中脂肪的氧化作用。一般

情况，较高的吸收剂量和辐照温度，发生食品感官变化的可能性较大。食品在低氧气体中包装，可

降低食品辐照期间氧化的程度，特别是产品保持冻结状态时(9)。 
 
8.3 其它的感官变化 

大体上，包装预期在辐照之后防止害虫侵入或微生物繁殖，而且希望产品的水分损失减到 少。

此外，包装结合辐照处理的应用应不造成食品组织表面出现伤痕，不可逆的减少熟化过程或导致无

规则的组织变化。 
 
9. 关键词 Keywords 
 
9.1 细菌 bacteria；食品 food；辐照 irradiation；换气包装 MAP；换气包装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包装 packaging；病菌 pathogens 
 
注 1：本指南依据美国材料试验学会原子能技术和应用委员会 E10 的权限和附属委员会 E10.06 对食

品辐照处理和包装直接负责的规定。 
当前的版本核准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出版于 2004 年 1 月。 初核准于 1995 年。 后的前版本核

准于 2001 年既为 F 1640 – 95 (2001)。 
 
注 2：对于引用的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浏览美国材料试验学会网站 www.astm.org 或联系美国材

料试验学会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astm.org，美国材料试验学会的年鉴和标准出版物信息，涉及标准

的文献摘要在美国材料试验学会网站。 
 
注 3：括号中的粗体数字涉及到参考资料的目录在本指南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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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X1.关于包装材料的国家法规 
X1. NATIONAL REGULATIONS ON PACKAGING MATERIALS 
 
X1.1 阿根廷 Argentina 
“包装材料应不存在导致有害效应的内含物，在辐照期间应不产生反常的气味或有毒的物质，而且必

须通过国家卫生管理局（National Health Authority）的正式批准。” 
(Food Code, Article 174, Para. 5.1 of the Annex). 
 
X1.2 孟加拉 Bangledesh 
“包装材料用于辐照食品的预包装必须详细说明国家认可的适合于特定食品的条款。” 
(Sec. 5.2 of Standard 1077, Specification for Irradiated Foods) 
 
X1.3 巴西 Brazil 
“包装材料用于辐照食品的预包装适当的型式和质量应符合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制定的专业技

术标准的规定。” 
(Directive No.9, 8 March 1985, Para. 3.2.1). 
 
X1.4 加拿大 Canada 
辐照灭菌的食品包装材料必须通过正式批准，依照加拿大《食品和医药法》(10)关于一般食品包装材

料的法规。正式批准请求经过加拿大卫生健康保护部（渥太华）。每种材料的评估根据食品类型和包

装后的使用条件和辐照处理方法。 
 
X1.5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包装材料应适合质量要求并且是可接受的符合适当的卫生条件，确保在辐照之前和以后充分满足制

造业的规范，采纳特定合理的技术要求的方法。” 
(General Standard for Irradiated Foods, NCR 167:1993, Para. 4.2). 
 
X1.6 古巴 Cuba 
包装材料适合于辐照的预包装食品必须被定型并且材料就适合特定食品和辐照方法的问题经过核

准。 
(Sanitary Standards for Foods, Irradiated food regulation No. 38-08,Para. 3.13). 
 
X1.7 印度 India  
包装材料的陈述在《辐照食品管理规范》表 VII 中；1990；原子能部；由印度政府公报中出版。 
1990, Department of Atomic Energy, Published in Gazette of India, Part II Sec. 3(I), p. 478-487, Section 
9(2)(b). 
 
X1.8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一般要求包含在通用标准规章《辐照食品规范》列出的表 2 中， 
Codex General Standard are listed in Annex 2 of Regulations on Irradiated Food, 
No.826/MENKES/PER/XII/1987. 
 
X1.9 墨西哥 Mexico 
可用于辐照食品的包装材料的目录在墨西哥官方标准 NOM-033-SSA-1993.附录 A 中。 
 
X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辐照食品包装材料应无毒、稳定并且符合卫生标准和辐照技术的要求。 
《辐照食品卫生管理规章》条款14 
(Provision Regulation for Hygienic Control of Irradiated Foods, Artic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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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11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Syrian Arab Republic 
在法令 119 号；国家标准 402 的 4.2.节中陈述。 
Decrees No. 119, para 4.2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402. 
 
X1.12 美国(11) United States 
在预包装食品辐照灭菌时，使用的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医药管理局(FDA)公布的法规。作为结论的符

合食品添加剂的陈述书，在规定程序的限制之内以使用来自食品医药管理局(FDA)正式的无异议的文

字格式（表格）为准，或者符合食品医药管理局(FDA)实施的《食品—接触通告》（Food-contact 
Notification）的规定。 
 
X1.12.1 
用于辐照家禽的包装材料必须考虑氧气进入包装 少，拟定严格的厌氧环境。(12) 
 
X1.13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用于辐照食品的食品包装材料应符合《关于辐照食品交易的管理办法和其它通用条款》的规定，南

斯拉夫的政府公报，出版于 1984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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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的规定界限条款（Ｄ）；领先市场的通告(第 170.100 节—第 170.106 节)；第 171.１节：陈述书； 
第 171.45 节：用于辐照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材料；同样见：联邦注册第 65 期；食品添加剂：接触食品

的物质通告制度（提议的规则）和联邦注册第 67 期（ 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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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0) pp. 43269-43284, Food Additives: Food Contact Substance Notification System (Proposed Rule) 
and Federal Register Vol 67 (May 21, 2002) pp. 35724-35731 (Final Rule), Washington, DC. 
 
(12) 美国农业部；联邦规章法典；第 9 卷；第 381.147 节：在家禽产品使用物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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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所有条款中，美国材料试验学会国际组织没有采纳任何公开的有效的有专利权的内容。本

标准的使用者在特别的斟酌以后判定任何公开的专利权的有效性，而且冒侵害权利的风险完全是自

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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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版权属于美国材料试验学会国际组织，100 Barr Harbor Drive, PO Box C700, West 
Conshohocken, PA 19428-2959,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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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站(www.ast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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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FEVE 和玻璃包装容器 
 
在欧洲，玻璃容器被认为是 安全的，不必进行迁移测试。欧洲玻璃容器联盟(FEVE) 是企业的

代言人和协调者，他们是联接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纽带。FEVE 拥有一个资深的技术专家团队。以

下是他们对玻璃包装容器的解读。 
 

玻璃包装与可持续性 Glass Packaging and Sustainability 
 
A  玻璃包装与环境 

 
对玻璃来说，“可持续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流行词汇。欧洲的玻璃包装工业对可持续包装

的发展有着坚定的决心。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这个产业首先考虑的事项。幸而我们拥有“瓶

生瓶”生产线这样的特殊例子。通过对城市里回收的废旧瓶罐的熔化再生，玻璃包装工业可以大量

地减少新玻璃容器生产过程当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在过去的近 40 年时间里，欧洲玻璃容器工业一

直着力于深入地研究如何减少工业发展中对环境的影响，如何让玻璃成为一种环境可持续包装。玻

璃生产厂商对环境保护不懈的努力使得整个玻璃工业对全欧洲的生产作业都有了深刻的认知。美国

的一项生命周期分析表明，目前欧洲的玻璃工业已经有了自身的环保蓝图。.FEVE 生命周期分析帮

助理解玻璃容器的完整生命周期。下面您将看到其中一些关键性环保发现。 
 
B  玻璃容器的生命周期评价 

 
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针对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使用以及用后各个阶段，用于测量、评定和确

定环保性能的改进方向的工具。 
“从摇篮到摇篮” FEVE 的研究涵盖包装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估，研究每一千克成型玻璃从材料

的始端到下一个始端。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认知到每个瓶子在每个阶段中对环境的影响。从摇篮到

摇篮是一种评估产品对环境影响的终极评价。它能确保全方位地说明一个产品从使用、到废弃、到

再生的过程。只有从摇篮到摇篮的描述才能说明产品的整个周期，因为它是唯一的一种能科学地说

明回收流程的方法。然而，可持续发展关联整个产品而不是仅与包装有关。这是一种用于支持实际

商品需求的供应系统。它并不独立存在因而不可能与世隔绝。FEVE 生命周期条目可以作为数据用于

玻璃包装的生命周期的评估。 
下面您可以找到 FEVE 生命周期研究主页的链接（除再利用阶段以外）。它能帮助客户完成他们

自己的产品的描述脚本。重要的是从再利用和回收的循环中，诞生出的是新生的同一类型的产品（例

如回收玻璃瓶制的玻璃瓶）而不是向下循环。向下循环进入其他的供应就链意味它永远地从自身的

循环体系中被排除。 
 

C   玻璃包装与健康 
 
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证实，比起其他材料的包装，欧洲的消费者偏爱使用玻璃包装来保存食物和

饮品以保证它们对健康有益。他们认为玻璃不改变内装的食物和饮品的任何属性，不改变内装的食

物和饮品的任何味道或其提供的维生素。玻璃对环境也没有影响，它是一种惰性的材料，不会与内

装物或环境发生任何作用。然而，在提及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人们通常只将其与环境相关，而经常

忽视了健康因素。所以，当从摇篮到摇篮的环境生命周期评估成为了度量可持续产品或环保服务的

有效的方法之一时，其他因素，例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包括健康因素）目前都未被考虑在内。 
举例来说，尤其是对于包装而言，环境生命周期评估并不测量曝光可导致健康问题的污染物；他们

也不考虑玻璃工业是一个当地化、整体化的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的事实。而这些都是评

估产品的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 
 
D   玻璃毫不掩饰 

 
玻璃对人体无害、其保鲜性能以及出色的风味保持性能并未在生命周期评估中体现出来，它是

对于选择适当包装材料至关重要的主要特性。玻璃的惰性特征使其成为防止食物和饮品遭到有毒物

质污染的 安全的包装材料。不同于其他包装材料，玻璃不需要在食物饮料和包装之间加入塑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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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构成未知）以防止腐蚀和有害物质的迁移。有害物是主要的担忧，它们不仅通过接触食物迁移

（渗透），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表明，在存放期间有害化学物质可能向食物渗透。玻璃没有这些问题，

更不掩饰瑕疵。 
 

E    玻璃包装与经济 
 
作为第一种能够从废物中产生价值的包装材料，玻璃产品在生产制造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在整个

欧洲的玻璃循环系统中都有着活跃的表现。欧洲的一些 出名的产品都选择了玻璃包装，并且成为

它们所在领域的代表。玻璃生产工厂设立于欧洲的 23 个国家，并囊括了全球蓝筹股和世界 大的消

费品牌的企业。玻璃包装容器工业占有了整个欧洲玻璃制品的 60%并传播至 160 余家工厂。其中包

括瑞士和土耳其。欧盟是全球 大的玻璃容器生产者。欧洲的玻璃容器工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 4 万

6000 个工作岗位。 
 
F   玻璃包装容器的档次 

 
大多数的消费者通常都是在超市里的货架前决定要购买某一件商品的。比起从货架上拿下，仔

细阅读产品质量信息，能够让消费者在第一时间看到内装物的状态更为重要。故而比起功能性和可

靠性，包装的 主要性能是良好的展示性。不同于其他材料，玻璃能够在确保高水平的保护和长时

间的保鲜的同时，将内装物的展示效果提高一个等级。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香槟、红酒杯或者香水

瓶身的优雅和美丽。没有别的包装材料能够达到玻璃的视觉冲击效果。清晰透亮，造型明确，再加

上玻璃容器独有的感官效应，使得从香水，到酒再到美食饮料的种种产品获得了额外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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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全球消费品包装可持续论坛 
 
消费品论坛是一个独立的全球消费品网络。它汇集了650多个零售商，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跨

越70个国家的CEO和高级管理人员。论坛于2009年6月通过合并CIES - 食品商业论坛；全球商务

（GCI）和全球CEO论坛创建。以下给出论坛的消费品包装项目的主题报告。 
 

包装和可持续全球共识 产业框架和评价体系 
 
全球包装项目 
消费品部分 
支持可持续论坛 
 

亲爱的同行们： 
我们非常愉快的发布本报告。 
这是支持消费品可持续论坛的初步成果。我们期待这个非常的重要领域，由于我们达成了有助

于我们事业的共识，将会涌现出更加成熟的产品。  
 

这个全球包装项目致力于在我们的产业内部就可持续包装的要求达成共识，为此企业界进行了

各抒己见的充分讨论, 这也为各产业之间合作铺平了道路。 
 

负责这份报告和其他项目活动的小组成员包括整个包装供应链专家和从业者；零售商、制造商、

中间商、协会等。由此确保我们所有活动都体现了包容原则。 
 

重要的是，本报告提出了一个框架和评估体系，帮助贸易伙伴就包装和可持续议题做出更好、

更明智的决定。这个框架包括共同定义和原则，协议的指标和度量，使用指南。 
 

我们相信，您会花时间阅读本报告，并确保它在您的公司或组织内有正面的影响。我们希望您： 
 

 确保贵公司充分的履行许诺及时进行试点； 
 启动内部的工作程序； 
 与您的贸易伙伴一起致力于促进本框架和评估体系。 

顺致 好的祝愿。 
 
支持消费品可持续论坛发起人： 
Sir Terry Leahy                                       Paul Polman 
CEO, Tesco plc                                       CEO, Uni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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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全球包装项目始发于2008年11月的全球CEO论坛，由特理·利亚爵士和保罗·波尔曼先生提出建议。 
 

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个共同语言，让公司之间和内部就可持续议题进行各抒己见的

充分讨论，然而，考虑到这一议题重大，他们提出应首先在大量的可持续议题中着力于比较明确的、

容易界定范围的问题。 
 

确立本项目是因为包装受到广泛关注。全球CEO论坛还商定，比较发明创造，本项目应先致力

于整合行业现有工作成果。本项目已经成功实现了从欧洲高效物流系统（ECR Europe）、欧洲包装

与环境组织（EUROPEN），食品百货制造商协会（GMA）和可持续包装联盟（SPC）的引智。 
 

本文件总结了这个项目的近期成果并且布置了试点阶段的目标和计划。 
 

为更深入理解原则、指标和方法，建议公司查阅附加的项目材料和用于这个项目的源文件。这

些在http://globalpackaging.mycgforum.com/网站上可以找到。自从消费品论坛在2009年6月成立以来，

本项目作为支持可持续论坛的局部在该题目下运作。 
 

AIM国际集团，欧洲商标协会，从开始到本报告出版提供了秘书处服务和支持。 
 
1  概述  Executive Summary   
 

包装在消费品行业中起关键作用，通过运输供应链，装填和保护产品和原料。本质使然，包装

大量存在并且是世界上的稀缺资源，因此引发了消费者、媒体和环境保护人士的广泛关注。他们总

在促使我们解决包装与环境问题。 
 

产业界有责任评估正在使用的包装，确保将生产或流通的包装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 低。但对

这些影响的分析应是全面的。分析应包括包装用量不足造成的产品损坏和包装用量过多的后果。 
 

协调包装不足和包装过度之间的平衡是企业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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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包装的图示说明，对环境负面影响 大的是由于包装不足造成的产品损失，它远大于为充

分保护产品而适当增加的包装用量。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Optimum Pack Design 优化包装设计 
Under packaging 包装不足 
Over packaging 过度包装 
Minimum material 少的材料 
Increasing packaging material weight or volume 提高包装材料重量或体积 
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 小环境影响 

 
包装跨越的整个价值链，对其所有贸易伙伴而言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责任问题，贸易伙伴需要一个共同口径讨论包装和可持续议题。本项

目给产业界创建了一个便于表达和接触的机制，使贸易伙伴间能够各抒己见的讨论包装与可持续之

间的关系。这将使公司内部和整个价值链间更好的决策。从而使成本降低、环境影响减少和消费者

认同。 
 

下图说明在报告中如何按框架和评估体系表达

 
  

包装和可持续框架： 
第 3 章  包装的作用 
第 4 章  可持续原则 
第 5 章  包装如何为提高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评估体系： 
第 6 章  包装和可持续的指标和度量 

 
框架首先阐述包装的作用：  

 保护产品； 
 推销产品； 
 提供关于产品、用法、健康和安全、处理等信息； 
 便于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使组合的产品通过供应链； 
 维持产品的有效处理，再次通过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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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特别是在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这也说明了采取生命周期方法

的重要性，涵盖生产系统的连续的和相关的步骤，从原料获得或产生，从自然资源到 终处理，也

可以简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 
 

框架 后部分是包装的作用和可持续原则之间的交集。提出包装如何切实有助于生产的可持续： 
 

 产品和包装综合设计可以使其整体环境性能优化； 
 由可靠的原材料制造； 
 能够满足性能和成本的交易准则； 
 用清洁生产技术制造； 
 在使用后可有效地回收； 
 采购、制造、运输和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 

 
基础框架是一系列指标和度量，以确保贸易伙伴之间的任何对话是基于共同语言、方法和价值。 
 
每个指标均有明确定义、适当举例和用法指导并且链接到现有的可供应用的行业协议（文本）。 
框架和度量系统（第 1 版）现已完成。下一阶段已经启动了，在实际业务环境中运用框架和度

量系统的既实用又简明的一系列试点方案的检测。 
 

每个试点将从贸易伙伴要解决的有关包装和可持续性的业务问题出发。例如，可能要比较同一

产品的不同包装形式，或考虑二级和三级包装变化的影响，以支持物流的变化。 
 

试点的成果将在2010年末供行业共享，将更新为度量系统（第2版）。试点完成不代表项目结束。 
 

为本项目的效益得以体现，框架和度量系统有必要成为业务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参与本项目

的公司充分的分享，拓宽消费品论坛的成果并且使我们的行业交流经常化。 
 

因此，本文件提出行动号召： 
 

 确保贵公司充分的参与试点项目 
 启动内部工作　 
 协同您的贸易伙伴共同促进框架和度量系统 

 
2  简介 Introduction   
 
2.1  项目远景 The Vision for the Project  
  

本项目向行业传达共同语言，使贸易伙伴之间和企业集团内部就包装和可持续进行更深远意义

和丰富多彩的对话。 
  

我们相信这将使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更好的决策。 
 

在此提出的共同语言包括可持续包装、准则、指标和度量的定义，并指导使用框架和评价体系。 
 
2.2  商业领域 The Business Case   
  

近年来，可持续引人注目的提上了议程。一旦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可持续就成为

商业策略的重要部分并且日益关联我们所服务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可持续的有效措施有助于风险管理；降低成本；促进创新；提高效率；

增加客户的忠诚度。这里也有风险，尽管这一行动并不总是足够的协调，我们企业的运作可能不会

同步，以至于响应不强烈并且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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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和监管部门视包装为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希望结束使用过度包装而且他们需要信息真实，

还要说明什么样的包装能回收，什么包装不能回收。 
  

无论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他们将从不同的视角和使用不同的方法判断其产品的环境可持续性。 
例如，有些公司专注于减轻重量，相信通过降低原材料的投入，减少运输，减少废弃物并且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可持续。但强调重量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包装太脆弱会导致更大浪费。 
  

有些公司用生命周期分析，以帮助他们衡量可持续。这是一个更全面的方法，但它消耗精力和

时间可能很大、很长，而且不是共同商定的度量方法。 
 

为了支撑一个有生命力的行业共识，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度量和定义，让企业了解应如何检

测其包装的可持续性。因此汇集现有的类似领域的工作程序，并加上全球因素和企业领导层的讨论。 
 

包装和可持续评价体系的更加统一的方法不仅使各种组织更有效地合作，更会使他们认识到新

的机遇和风险控制。 这些将有益于： 
 降低成本： 

通过协调我们的方法以便于度量和咨询包装信息，组织可以更加有效的协同运作，由此清楚各

方的期望，并减少达到要求的时间。 
 减少影响： 

分析包装数据将有助于确定可持续的“热点”然后着力解决。它将有助于发现降低成本的途径。 
 改善消费者感觉： 

通过度量和分析，组织机构能够发现满足消费者期望的途径。 
 改进工作决策： 

一个达成共识且内容丰富的度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全面的、以事实为基础，理解可持

续问题的依据，在理解其涵义的基础上，统一相关行业的行动。 
 扩大影响力： 

示范领导层前瞻性的管理有关包装的问题可以让组织机构： 

——证明向消费者传达充分的信息，比始贯彻法规的结果可能更好； 

——协同地方部门和政府工作，支持发展有效的循环再生基础设施， 大限度地回收包装材料； 

——迅速并且准确地提供我们包装优化工作的信息； 

——依照多层次法规的要求，论证建设和发展的案例。 
 
3  包装功能  The Role of Packaging   
 

包装的基本功能是将产品完好的交付消费者，它还有其他多种功能。良好的包装按交付的需求

正确的采用适当的材料。包装减量到某一程度可能出现产品损失上升，直到 后造成产品损失的量

超过包装减量节约的量。任何超越这一界限点的包装减量是无益的，因为它增加了系统的浪费总量。 
 

消费者一般只能看到初级产品包装，就是他们在货架看到的包装。二级和三级包装，用于组合

和运输产品起到重要作用。精心设计的包装，符合产品要求的条件，同时尽量减少产品及其包装对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见以下表格，包装的功能： 
Function 功能 Features 特征 
Protection 保护 ——防止破损（机械保护） 

——防止损坏（阻隔湿气、气体、光、气味和香味） 
——防止污染、调换和偷盗  
——延长生命周期 

Promotion 促销 ——商品描述 
——成分描述 
——产品特征和优点 
——销售信息和商标 

Information 信息 ——产品识别 
——产品调制和用法 
——营养和含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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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联系信息 
——开启说明 
—— 终处理 

Convenience 方便 ——产品配制和应用 
——产品储存 
——分份 

Unitization 组合 ——消费单元的供应 
——零售和运输单元的供应 

Handling 操作 ——从生产方运送到零售商 
——销售展示  

 
4  可持续原则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ility  
 
4.1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 普遍实用的定义是“发展既要满足目前的需求，

又不危及子孙后代谋求自身需求的能力。这就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及其在组织的决策

和活动中就此相互协调。” 
 
4.2  可持续声明 Sustainability Claims   
  

在此背景下，“可持续”一词并不具有特定的定义，但有其一贯的（字典定义）的意义，例如， 
“维持或保持持续不断”。然而严格的ISO要求（14021）达到可持续的声明不应是自我声称的环境

声明。 
 
4.3  组织机构可持续 Sustainability for Organizations  
  

经济实体内的可持续包括既要满足股东现实利益诉求，也要为将来的需求保护人类和自然资源

的战略和实践。 
 
4.4  理解生命周期 Understanding Life Cycle Thinking   
 

真正的环境改善需要一个生命周期概念解读包装（产品）系统，包括“某一产品系统的连续和

相互关联的阶段，从获得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初加工到 终处理”。这也可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出 “生命周期概念旨在防止片面解读，避免问题从生命周期一个阶段转移

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地理区域转移到另一个，从一个环境因素转移到另一个。”生命周期评价用

严格定量方法体现生命周期概念，是用于证实货物和服务对环境影响的主要手段。它涵盖精确采集

的投入、产出数据，和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潜在影响。 
 
5  包装怎样为可持续做出贡献 How packaging can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Sustainability 

 
在考虑包装怎样为可持续做出贡献时，总应先考虑一些关键原则： 

 包装为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宝贵贡献。 
 通过保护产品，避免浪费，实现有效的商业运作。 
 通过展示产品的用途，让消费者更容易决择购买。 
 包装的基本功能是为消费者提供完美的产品。 
 当减少包装用量仍然能够保持产品不受影响，应减少这些用量。 
 产品包装的保护作用，仅为一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当产品和包装用一个共同的理念设计时，就可能实现性能优化。 
 包装设计需要考虑在当地市场消费后容易处置。 
 包装材料本身不分优劣，每一种材料均有优势和缺陷，仅取决于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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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包装，产品通常是更大的资源，其本身的价值远高于使用的包装。因此，不良包装造成的

产品损失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远比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严重。 
  
尽管如此，就我们整个行业而论，通过优化包装可以为其产品的全面可持续性做出贡献。为了

进一步促进产品可持续，包装应逐步做到： 
 

 为了环境性能的全面优化与产品共同设计。 
 采用来源可靠的材料。 
 运用清洁生产技术。 
 有效的回收再利用。 
 自然的、人造的，外来的和再生的材料可以能源化处理。 

包装还应： 
 

 满足消费者需要 
 在生产全过程中，对人和社会有益、安全和健康 
 功能和成本符合市场的准则 

  
当这些原则受到重视，包装对环境的影响会减小并且效益会更好。 

 
6  评价系统：包装和可持续的指标和度量 
 
6.1  原则 Principles  
  

全面的指标和度量： 
 

 考虑从包装中的产品入手，解决整体包装问题。 
 可以用于包装供应链上的所有成员（不是所有指标和度量都适用于全部供应链）。 
 适用于整个包装生命周期 
 清晰的定义术语 
 适应已经确立的目标和规定的度量界限和范围。 
 给出一种统一的方法，使供应链的成员能够以相同的方法衡量相同的包装品质，并以同样

的方式使数据规范化。 
 
6.2  理解指标和度量 Understanding Indicators & Metrics  
  

在指标和度量应用的基础上开发检测系统。指标的作用是为企业代理人提供结果或检测机构需

要的典型特征。一个指标描述了一个概念，并能表达运作的方向是朝着目标还是背向目标。通常，

一个指标针对系统中的一个局部，它可以提供较大范围的推断。例如，指标“小企业生存率”提供

了一个地区整体经济状况的信息。 
 

度量的作用是表达指标。指标通常是计算的或定量的，但也可以是定性评价。度量通常以一个

分数表示，即“A/B”。如一个公制量化指标，“原料含量”可表示为“每吨包装材料所用的原料%。” 
 

在检测过程中，指标和度量服务于不同目的。指标和度量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机构可以

判断，离相关的规定目标还有多远。因此它成为普遍使用的“度量”，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指标

和度量。 
 
6.3  检测系统 The Measurement System 
 

开发团队根据SPC的指标和度量工作，开发了一个检测系统评价已经确立的包装项目中包装的可

持续性。首次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如何实现已经程序化的包装可持续全球共识。 
 
6.3.1  指标 Indicators   



 
147

  
 
项目团队已确定了 52 个指标，涵盖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支撑。见一下表格。 

GPP Indicators Environmental  GPP 环境指标 

Packaging weight 
包装重量   

Total material input 
全部材料投入 

Packaging weight 
reduction包装重量减少

Packaging to product 
weight ratio 
包装与产品重量比率 

Material waste 
材料消耗  

Virgin material content
原料含量 

Recycled content 
再生材料含量 

Renewable content可可

再生新材料含量 
Chain of custody 
储存链 

Toxicants concentration
有毒物浓度 

Water used from 
stressed Resources 
地下水资源消耗 

EMS use 
专递使用 

Energy audits 
能源审核  

Packaging recycling 
rate 
包装回收利用率 

Selling unit cube 
Efficiency 
销售单元组合效率 

Transport packaging 
cube efficiency 
运输包装组合效率 

Packaging composting 
rate 
包装堆肥率   

Packaging reuse rate 
包装重复使用率 

Packaging energy 
recovery rate 
包装能量回收率 

Packaging landfill rate 
包装垃圾填埋率 

Life Cycle Indicators 生命周期指标 

Cumulative energy 
Demand 
累积能量需求 

Cumulative energy 
demand renewable 
累积可再生能量需求 

Water consumption 
水消耗 

Land occupation 
土地占用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Ozone depletion 
臭氧消耗 

Toxicity (cancer)  
毒性（癌症） 

Toxicity (non cancer)  
毒性（非癌症） 

Particulate emissions 
微粒子排放 

Ionizing radiation 
(human)  
电离辐射（人） 

Photochemical ozone 
creation potential 
潜在光化学臭氧产物  

Acidification potential
潜在酸化性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潜在超营养化 

Freshwater Eco toxicity
Potential 
潜在淡水生态毒性   

Resource depletion 
资源损耗 

 

Economic 经济  

Total  
cost of packaging 
包装总成本     

Packaged product 
wastage 
包装的产品消耗 

Life cycle embodied 
energy protection 
生命周期内能量维护 

Packaging service value
包装服务价值 

Social 社会  

Product safety 
产品安全 

Packaged product shelf 
life 
包装产品货架寿命 

End-of-life 
communications 
寿命终止提示信息 

Community investment 
公共利益 

Child labor 
童工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强迫或被迫劳动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or collective 
联盟或集体的自由度 

Discrimination 
歧视 

Excessive working 
hours 
过度工作时间 

Remuneration 
报酬 

Occupational health 
职业健康 

Safety performance 
安全性能 

Responsible work place
Practices 
可靠的工作场所操作 

   

 
6.3.2  指标举例 Examples of Indicators 
 

项目团队为每项指标给出了支持信息，详细说明指标，度量和检测指导。当然，这些将在试点

阶段改进。下面三个举例详细说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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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指标：再生含量 

 
度量： 
 
每件包装成分、包装组分或包装系统所用材料总量

的再生材料百分比。消费前和消费后的再生含量应

分别列出。 
 
举例； 
 
　  再生含量/包装成分% 
　  再生含量/包装组分% 
　  再生含量/包装系统% 

 
定义： 
 
包装成分、包装组分或包装系统用的再生材料

占总材料的比率。 
 
对于某些材料，如玻璃、铁和铝，在生产过程

中用回收料，其性能没有明显的改变。再生含

量因再生材料的补充随时改变，因此需要了解

这些材料的问题。行业中一般认为再生率比再

生含量更有意义。 
 

  
怎样检测； 
 
依据ISO 14021检测消费后和预消费的再生材料

（生产材料的流程中不能使用再生材料）。附加指

导见ISO 14021。 
 

 
 

环境生命周期指标：耗水量 

 
定义： 
 
水的消耗指标反映经过调查的生产系统使用和

失去的淡水的净容积，造成这些水量不可直接

或立即使用。除雨水外所有水源都应考虑在内

（如地下水，公共供水网，河流）。我们建议

检测水消耗指标按数据清单剂量。尽管近年来

我们在方法开发上投入相当多的工作（例如水

足迹），但却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在如何衡量

不同水质（如河流与地下水），如河模拟水的

使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上还存在分歧。
  
度量： 
 
立方米淡水 / 功能单元 
 
到底损害了什么（谁）： 
水是维持生命之根本。水虽然可以复原，但在

局部和现时是有限资源。正因如此，工业，农

业和家庭用途的过分使用可能会加剧对环境和

当地社区的不利影响。这些例子在世界上到处

可见（如咸海）。抽取地下水被认为是一种资

源耗尽的行为，在那些地方抽取的水大于回灌

的水。该指标涉及处理水的质量，而不考虑受

其他影响的水质问题。 
  
损害的程度： 
 
 

 
供应链应依据什么限制和接受： 
 
迄今为止，农业消耗水资源 多。来自农业原料

的包装材料，尤其需要灌溉的农作物消耗的水更

多。此外，回收利用期间由于需要清理收集的废

弃材料，比其他方式消耗的水资源更多。 
  
什么时候应用、选择、考虑这个指标： 
 
如果包装材料源于生物质含量高的农业原料，推

荐选择水消耗指标。当供应链的一部分在缺水或

水资源匮乏地区，水的消费量指标可能值得更深

入的考查和研究。 
 
可以如何具体的解释指标： 
 
水的消耗指标仅涉及水的总消耗量。该指标不能

说明水的来源问题。即不能区别资源匮乏地区的

回收水还是资源丰富地区的水。因此，水消耗指

标本身不能充分评估水资源的可持续远景。应当

进一步指出，现有的库存数据在其处理和量化方

面往往是不完整和不一致的。因此，指标应谨慎

的对待和解释。 
  
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评价影响程度： 
 
单独计算缺水地区的水用量和水消耗将会很好的

改进指标结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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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消耗限制了环境或人类社会使用这种资源

的行为。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对水的总体需求与

供给量处在平衡的水平，在该地区的水供应，

没有竞争的情况存在。相反，在其他地区，水

是一种稀缺资源，例如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

水的消耗可以显著影响其他用户或环境。气候

变化、人口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这种不

平衡的情况。 
  
为什么严重： 
 
水是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质量之根本。淡水匮

乏或来源受限可能导致卫生条件劣化，以至于

疾病传播。灌溉和饮用水缺乏造成营养不良。

同样，生态系统如湿地，存在植物和动物多样

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水输入就不能维持其生存。
 

看哪里： 
 
应用手册仅包含水消耗量通用章节。读者进一步

的查阅可登陆水足迹网站有更多的信息（网址

www.waterfootprint.org）。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环
境毒理和化学学会的水利用工作组LCA和ISO水

计量和影响评价模型工作组LCA的推荐作为额外

的资料来源。 
 

SETAC（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经济指标：包装产品的损耗 

  
定义： 
 
包装破损致使包装产品失去价值。 
  
度量： 
 
包装产品失去的价值或产品的包装中每个功能

单元退回的费用。 
  
举例： 
 
包装产品价值 + 包装失去价值 / 销售包装的

10 000单元  
 

  
检测什么： 
 
计算销售包装一个单元的总成本。加上一定的损

失价值或退回产品的费用。包含第1级和第2级包

装成本。 
  
不检测什么： 
 
不包括运输包装的成本，除非由于运输系统故障

造成大量产品损失。 
 

 
6.3.3  收集更多信息 Where to go for more information 
 

试点阶段的检测系统应将度量的详细说明和支持信息不断更新。 新的检测系统文本始终在GPP
项目网站 http://globalpackaging.mycgforum.com/ 
 
7  实施 – 试点方案 Implementation – Pilot Programmes 
 

项目团队已经开发并且公布了框架和检测系统。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然而这个

项确实不完善。 难的部分仍然存在：落实商业运作，启动试点项目框架和检测系统。 
试点方案已经有超过25家的公司发起，从2010年四月延续到当年九月。 
  
7.1  试点目标 Pilot Objectives 
 

试验的目标是要证明包装在可持续议题下检测系统（包括指标和度量）的适用性和价值。指标

和度量联同框架应为企业提供一个可以用于内部或贸易伙伴的共同语言，为促进可持续进行讨论并

且制定行动计划。 试点的反馈信息将用于更新和完善GPP框架和检测系统。此外，试点项目特别期

待这些数据在行业内是有效的，进而探讨什么是获得数据的限制因素，应通过怎样的开发程序确保

数据在未来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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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试点运行 Pilots Underway 
 

下面列出的公司已参与试点方案。框架和检测系统可以在内部和多公司间运行，但大多数试点

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 
 

AEON  Dyna Pack KAO Procter & Gamble 
Alcan Packaging 
Beauty  

Freudenberg Kraft Foods Reckitt Benckiser 

Ardagh Glass  General Mills Kroger SC Johnson 
Beiersdorf  Green Bay Packaging Leeb Flexibles Sobey’s 
British Glass  Hannaford L’Oréal Target 
Carrefour  Heineken Mettler Packaging Tesco 
Coca-Cola  Henkel Nestlé Tetrapak 
Colgate-Palmolive  Hilex Poly PepsiCo Unilever 
Duro Bag  Janes Fine Foods Power Pack WalMart 

 
所有试点从确立一个商业议题开始，引入一个商业问题，然后通过试点寻求答案。商业问题的

性质决定了试点研究范围。在考虑商业问题之前，可以按已经建立的程序要求展开问题性质的讨论。 
 

问题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可以把重点放在内部问题，或也可以专注于外部因素。 
 

以下是汉高的举例 
案例分析：汉高和货架便捷包装 

  
汉高承担了前期试点，验证推荐的试点程序的有

效性。这个预试点的成果也作为一个很好的试点

案例。 
 
所有试点起步于一个商业问题。汉高专注于货架

便捷包装（SRP），并且概括了商业问题：“问

题在于解决整个价值链中SRP如何掌握其可持续

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在选定的产品类别内）”
 
一旦商业问题概括了检测系统指标的子集，就能

鉴定相关问题。汉高的研究，包括了三个方面的

指标，即环境、经济和社会。 
 

 
美国的装箱方案 

  
汉高团队通过组织几个不同部门创建度量指标。

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汉高LCA的工作是有效

的，但它是经过验证的。对于某些公司，这些数

据可能不易应用，此时可以利用来自外部的，视

为行业平均水平的数据库。 
 
通过分析，对于重量不同影响给出的结果是主观

的， 终基于与贸易伙伴的讨论。 
 

 
SRP的解决方案 

 
7.3  完成试验 Pilot Completion 
 

所有试点于2010年9月完成，成果摘要在11月出版。在此期间，框架和检测系统将讨论综合所有

实质性的发现， 整个行业将推出一个执行程序，支持企业在日常商业活动中以共通语言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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