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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巴氏杀菌乳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青食品 巴氏杀菌乳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全脂、脱脂和部分脱脂的巴氏杀菌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M族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413.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GB 1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T 21311  动物源性食品中硝基呋喃类药物代谢物残留量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1312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1316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1317  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与高效液相

色谱法  

GB/T 22388  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农业部公告第235号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农业部公告第2292号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卫生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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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青食品  Qingdao quality food 

向山东省青岛市供应，对部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的食品。 

3.2  

巴氏杀菌乳  pasteurized milk 

仅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巴氏杀菌等工序制得的液体产品。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生乳应符合GB 19301的相关要求，生乳中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相关要求。 

4.2 感官要求 

巴氏杀菌乳的感官要求应符合GB 19645的相关要求。 

4.3 理化要求 

巴氏杀菌乳的理化要求见表1。 

表1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脂肪a/（g/100g） 

全脂 

部分脱脂 

脱脂 

 

≥ 3.1 

≥ 3.1 

≥ 3.1 

蛋白质/（g/100g） 

牛乳 ≥ 2.9 

非脂乳固体/（g/100g） ≥ 8.1 

酸度/（ºΤ） 

牛乳 12～18 

a 仅适用于全脂巴氏杀菌乳。 

4.4 安全要求 

4.4.1 污染物限量 

巴氏杀菌乳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及GB 2762的相关要求。 

表2 污染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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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铅（Lead） 0.02 

4.4.2 真菌毒素限量 

巴氏杀菌乳的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相关要求。 

4.4.3 兽药残留限量 

巴氏杀菌乳的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及GB 31650、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和第2292号的相关要

求。 

表3 兽药残留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μg/kg 

氨苄青霉素（Ampicillin） 4 

羟氨苄青霉素（Amoxycillin） 4 

阿伏霉素（Avoparcin）  不得检出  

盐酸克仑特罗（Clenbuterol）  不得检出  

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不得检出  

己二烯雌酚（（E,E）-4,4’-（ 二亚乙基烯） 联苯酚） 包括其盐类及酯类

（Dienoestrol （（E,E）-4,4’-（diethylideneethylene） diphenol） including 

its salts and esters）  

不得检出  

乙二基已烯雌酚（（E）-αβ- 二乙基反二苯代乙烯-4,4’- 二醇） 包括其盐

类及酯类（Diethylstilboestrol （（E）-αβ-diethylstilbene-4,4’-diol） 

including its salts and esters）  

不得检出  

己烷雌酚（ 介-4,4’-（1,2- 二乙基乙烯） 联苯酚） 包括其盐类及酯类

（Hexoestrol （meso-4,4’-（1,2-diethylethylene） diphenol） including 

its salts and esters）  

不得检出  

4.4.4 微生物限量 

巴氏杀菌乳的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19645的相关要求。 

4.4.5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巴氏杀菌乳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相关要求。 

4.4.6 其他安全指标限量 

巴氏杀菌乳的其他安全指标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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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其他安全指标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来源 

三聚氰胺（Melamine） 2.5 卫生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第10号）  

5 检测方法 

5.1 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文公告，以及经实验室间能力验证的

国际标准和标准操作规程，且其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5.2 理化检验 

5.2.1 脂肪 

按GB 5009.6或GB 5413.3规定的方法执行。 

5.2.2 蛋白质 

按GB 5009.5规定的方法执行。 

5.2.3 非脂乳固体 

按GB 5413.39规定的方法执行。 

5.2.4 酸度 

按GB 5009.239或GB 5413.34规定的方法执行。 

5.3 污染物检验 

5.3.1 铅 

按GB 5009.12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3.2 其他污染物 

按GB 5009.11、GB 5009.12、GB 5009.17、GB5009.123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4 真菌毒素检验 

黄曲霉毒素M1按GB 5009.24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 兽药残留检验 

5.5.1 磺胺类 

按GB/T 21316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2 喹诺酮类 

按GB/T 21312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3 呋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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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1311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4 四环素类 

按GB/T 21317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5 其他兽药类 

参照相应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6 微生物检验 

按GB 19645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7 食品添加剂检验 

参照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8 其他安全指标检验  

三聚氰胺按GB 22388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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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包装饮用水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青食品 包装饮用水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包装饮用水，不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 17323  瓶装饮用纯净水 

GB 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GB/T 5750.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5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7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8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 

GB/T 5750.1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副产物指标 

GB/T 5750.1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放射性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 19298-2014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 

19298-2014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供青食品 Qingdao quality food 

向山东省青岛市供应，对部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的食品。 

3.2  

包装饮用水 packaged drink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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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于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规定的包装容器中，可供直接饮用的水。 

[GB 19298-2014，术语和定义2.1]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以来自公共供水系统的水为生产用源水，其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1.2 来自非公共供水系统的地表水或地下水为生产用源水，其水质应符合 GB 5749 对生活饮用水水

源的卫生要求。源水经处理后，食品加工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1.3 水源卫生防护：在易污染的范围内应采取防护措施，以避免对水源的化学、微生物和物理品质

造成任何污染或外部影响。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GB 19298的相关要求。 

4.3 理化要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及GB 17323、GB 19298的相关要求。 

表1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余氯（游离氯/（mg/L） ≤ 0.05 

四氯化碳/（mg/L） ≤ 0.002 

三氯甲烷/（mg/L） ≤ 0.02 

耗氧量（以 O2计）/（mg/L） ≤ 2.0 

溴酸盐/（mg/L） ≤ 0.01 

总α放射性 c /（Bq/L） ≤ 0.5 

总β放射性 c /（Bq/L） ≤ 1 

pH值 d 5.0~7.0 

电导率 d [（25±1）℃]/（μS/cm） ≤10 

氯化物 d（以 Cl-计）/（mg/L） ≤6.0 
a仅限于蒸馏法加工的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  
b仅限于蒸馏法技工的引用纯净水。 
c仅限于以地表水或地下水为生产用源水加工的包装纯净水。 
d仅限饮用纯净水。 

4.4 安全要求  

4.4.1 污染物限量  

包装饮用水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2规定及GB 2762、GB 19298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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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污染物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L 

钡（Barium）  1.3 

铬（Chromium）    0.05 

4.4.2 微生物限量 

包装饮用水的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19298的相关要求。 

4.4.3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包装饮用水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5 其他  

5.1 当包装饮用水中添加食品添加剂时，应在产品名称的邻近位置标示“添加食品添加剂用于调节口

味”等类似字样。 

5.2 包装饮用水名称应当真实、科学，不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干种成分来命名包装饮用水。 

6 检验方法  

6.1 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文公告，以及经实验室间能力验证的

国际标准和标准操作规程，且其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6.2 感官要求 

按GB/T 5750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 理化检验  

6.3.1 余氯  

按GB/T 5750.11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2 四氯化碳 

按GB/T 5750.8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3 三氯甲烷  

按GB/T 5750.8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4 耗氧量  

按GB/T 5750.7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5  溴酸盐  

按GB/T 5750.10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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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总α放射性  

按GB/T 5750.13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7 总β放射性  

按GB/T 5750.13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  污染物检验  

6.4.1 硝酸盐  

按GB/T 5750.5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2 亚硝酸盐  

按GB/T 5750.5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3 铅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4 总砷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5 镉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6 钡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7 铬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8 汞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9 镍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10 硼  

按GB/T 5750.5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11 锑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12 铜  

按GB/T 5750.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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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挥发性酚  

按GB/T 5750.4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14 氰化物  

按GB/T 5750.5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4.15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按GB/T 5750.4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5 微生物检验  

按GB 8538、GB/T 4789.3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6 食品添加剂检验  

参照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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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花生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青食品 花生油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花生油，包括花生原油和成品花生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34  花生油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T 5009.172  大豆、花生、豆油、花生油中的氟乐灵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GB 5009.2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GB/T 5525  植物油脂 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 

GB/T 5526  植物油脂检验  比重测定法 

GB/T 5531  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加热试验 

GB/T 5533  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含皂量的测定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20770  粮谷中486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0795  植物油脂烟点测定 

GB/T 22460  动植物油脂  罗维朋色泽的测定 

GB 23200.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谷中475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

法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B/T 35877  粮油检验  动植物油脂冷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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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1534-2017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1534-2017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供青食品  Qingdao quality food 

向山东省青岛市供应，对部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的食品。 

3.2  

    花生原油  crude peanut oil  

采用花生制取的符合本标准原油质量指标的不能直接供人食用的油品。  

注：又称花生毛油。  

[GB/T 1534-2017，术语和定义3.1] 

3.3  

    成品花生油  finished product of peanut oil  

经加工处理符合本标准成品油指标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供人食用的花生油品。  

[GB/T 1534-2017，术语和定义3.2] 

3.4  

    压榨花生油  pressing peanut oil  

利用机械压力挤压花生仁制取的符合本标准指标的油品。  

[GB/T 1534-2017，术语和定义3.3] 

3.5   

    浸出花生油  solvent extraction peanut oil  

利用溶剂溶解油脂的特性，从花生料胚或预榨饼中制取的花生原油经精炼加工制成的符合本标准指

标的油品。  

[GB/T 1534-2017，术语和定义3.4] 

3.6  

    相对密度  relative density  

20℃花生油的质量与同体积20℃蒸馏水的质量之比值。  

3.7  

    脂肪酸  fatty acid  

脂肪族一元羧酸的总称，通式为R-COOH。  

3.8  

    色泽  colour  

油脂本身带有的颜色。主要来自于油料中的油溶性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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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透明度  transparency  

油脂可透过光线的程度。  

3.10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moisture and volatile matter content  

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油脂中所含的微量水分和挥发物。  

3.11  

    不溶性杂质含量  insoluble impurity  

油脂中不溶于石油醚等有机溶剂的物质。  

3.12  

    酸价 acid value  

中和1g油脂中所含游离脂肪酸需要的氢氧化钾毫克数。  

3.13  

    溶剂残留量  residual solvent content in oil  

1kg油脂中残留的溶剂毫克数。  

3.14  

    含皂量  saponified matter content  

油脂中皂化物的含量（以油酸钠计）。  

3.15  

    加热试验  heating test  

油样加热至280℃时，观察有无析出物和油色变化情况。  

3.16  

    冷冻试验  cold test  

油样置于0℃恒温条件下保持一定的时间，观察其澄清度。  

3.17   

    烟点  smoking point  

油样加热至开始连续发蓝烟时的温度。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应符合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4.2 特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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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油的基本组成和主要物理参数见GB/T 1534的相关要求。 

4.3 质量要求  

4.3.1 花生原油质量要求  

花生原油的质量要求应符合GB/T 1534的相关要求。  

4.3.2 成品花生油质量要求  

压榨成品花生油和浸出成品花生油的质量要求应符合GB/T 1534的相关要求。 

4.4 安全要求 

4.4.1 污染物限量 

花生油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相关要求。 

4.4.2 真菌毒素限量  

花生油的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真菌毒素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μg/kg 

黄曲霉毒素B1（Aflatoxin B1） 20 

4.4.3 农药残留限量 

花生油的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及GB 2763的相关要求。 

表2 农药残留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啶酰菌胺（Boscalid）  0.15  

毒死蜱（Chlorpyrifos）  0.2  

氟苯虫酰胺（Flubendiamide）  0.03  

甲氧虫酰肼（Methoxyfenoxide）  0.1  

炔螨特（Propargite）  0.3  

四氟醚唑（Tetraconazole）  0.1  

叶菌唑（Metconazole）  0.05  

4.4.4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花生油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相关要求。  

5 检验方法  

5.1 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文公告，以及经实验室间能力验证的

国际标准和标准操作规程，且其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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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质量检验  

5.2.1 相对密度  

按GB/T 5526规定的方法执行。  

5.2.2 脂肪酸组成  

按GB 5009.168规定的方法执行。  

5.2.3 透明度、气味、滋味  

按GB/T 5525规定的方法执行。  

5.2.4 色泽  

按 GB/T 22460规定的方法执行。  

5.2.5 水分及挥发物  

按GB 5009.236规定的方法执行。  

5.2.6 不溶性杂质  

按GB/T 15688规定的方法执行。  

5.2.7 酸价  

按GB 5009.229规定的方法执行。  

5.2.8 过氧化值  

按GB 5009.227规定的方法执行。  

5.2.9 溶剂残留量  

按GB 5009.262规定的方法执行。  

5.2.10 加热试验  

按GB/T 5531规定的方法执行。  

5.2.11 含皂量  

按GB/T 5533规定的方法执行。  

5.2.12 冷冻试验  

按GB/T 35877规定的方法执行。  

5.2.13 烟点  

按GB/T 20795规定的方法执行。  

5.3 污染物检验  

按GB 5009.11、GB 5009.12、GB 5009.27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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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真菌毒素检验  

黄曲霉毒素B1按GB 5009.22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 农药残留检验  

按GB/T 5009.172、GB/T 20770、GB 23200.9、GB 23200.113等规定的方法执行。  

5.6 食品添加剂检验  

参照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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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绿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青食品 绿茶的分类、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茶树Camellia sinensis（Linnaeus.）O.Kuntze的芽、叶、嫩茎为原料，经杀青、

揉捻、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绿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T 14456.1  绿茶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14456.2  绿茶  第2部分：大叶种绿茶 

GB/T 14487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 

GB/T 20769  水果和蔬菜中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 2320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50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GB 2320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中448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

法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法  

GB/T 23204  茶叶中519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5号令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456.2-2018、GB/T 14487-2017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了便于使用，以下

重复列出了GB/T 14456.2-2018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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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Qingdao quality food 

向山东省青岛市供应，对部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的食品。 

3.2  

蒸青绿茶  steamed green tea 

鲜叶用蒸汽杀青后，经初烘、揉捻、干燥，并经滚炒、筛分等工艺制成的绿茶。 

[GB/T 14456.2-2018，术语和定义3.2] 

3.3  

炒青绿茶  pan-fried green tea 

鲜叶用锅炒或滚筒高温杀青，经揉捻、初烘、炒干并经筛分整理、拼配等工艺制成的绿茶。 

[GB/T 14456.2-2018，术语和定义3.3] 

3.4  

烘青绿茶  roasted green tea 

鲜叶用锅炒或滚筒高温杀青，经揉捻、全烘干燥并经筛分整理、拼配等工艺制成的绿茶。 

[GB/T 14456.2-2018，术语和定义3.4] 

3.5  

晒青绿茶  sundried green tea 

鲜叶用锅炒高温杀青，经揉捻、日晒方式干燥并经筛分整理、拼配等工艺制成的绿茶。 

[GB/T 14456.2-2018，术语和定义3.5] 

4 分类 

绿茶产品根据加工工艺的不同，分为炒青绿茶、烘青绿茶、蒸青绿茶和晒青绿茶。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要求 

5.1.1 各品名、规格、等级的产品应符合其产品标准。 

5.1.2 品质正常，无异味、无异嗅、无劣变。 

5.1.3 不得含有非茶类夹杂物，不着色、无任何添加剂。 

5.2 理化要求 

绿茶的理化要求见表1，应符合 GB/T 14456.1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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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炒青绿茶 烘青绿茶 蒸青绿茶 晒青绿茶 

水分（质量分数）/% ≤ 7.0 ≤ 9.0 

总灰分（质量分数）/% ≤ 7.5 

粉末（质量分数）/% ≤ 1.0 

水浸出物（质量分数）/% ≥ 34.0 

粗纤维（质量分数）/% ≤ 16.0 

酸不溶性灰分（质量分数）/% ≤ 1.0 

水溶性灰分，占总灰分（质量分数）/% ≥ 45.0 

水溶性灰分碱度（以KOH计）（质量分数）/% ≥1.0a；≤3.0a
 

茶多酚（质量分数）/% ≥ 11.0 

儿茶素（质量分数）/% ≥ 7.0 

注：茶多酚、儿茶素、水溶性灰分碱度、酸不溶性灰分、粗纤维为参考指标。  
a当以每100g磨碎样品的毫克当量表示水溶灰分碱度时，其限量为：最小值17.8；最大值53.6。 

5.3 安全要求 

5.3.1 污染物限量 

绿茶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相关要求。 

5.3.2 农药残留限量 

绿茶的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及GB 2763的相关要求。 

表2 农药残留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甲氰菊酯（Fenpropathrin）  2 

吡丙醚（Pyriproxyfen）  15  

虫酰肼（Tebufenozide）  25 

春雷霉素（Kasugamycin）  0.04  

二嗪磷（Diazinon）  0.1  

呋虫胺（Dinotefuran）  25  

氟苯虫酰胺（Flubendiamide）  50  

氟苯脲（Teflubenzuron）  20 

氟虫脲（Flufenoxuron）  15  

氟啶胺（Fluazinam）  5  

甲基嘧啶磷（Pirimiphos-methyl）  10  

甲氧虫酰肼（Methoxyfenoxide）  20  

腈苯唑（Fenbuconazo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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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甲螨酯（Spiromesifen）  30  

醚菌酯（Kresoxim-methyl）  20  

嘧菌酯（Azoxystrobin）  10  

炔螨特（Propargite）  5  

噻虫胺（Clothianidin）  0.7  

噻虫啉（Thiacloprid）  30  

杀扑磷（Methidathion）  0.5  

戊唑醇（Tebuconazole）  25  

莠灭净（Ametryn）  0.05  

5.3.3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绿茶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5.4 净含量要求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 检测方法 

6.1 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文公告，以及经实验室间能力验证的

国际标准和标准操作规程，且其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6.2 感官检验 

按GB/T 23776的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3 理化检验 

6.3.1 水分 

按GB 5009.3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2 总灰分 

按GB 5009.4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3 粉末 

按GB/T 8311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4 水浸出物 

按GB/T 8305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5 粗纤维 

按GB/T 8310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6 酸不溶性灰分 

按GB 5009.4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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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水溶性灰分 

按GB 5009.4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8 水溶性灰分碱度 

按GB/T 8309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3.9 茶多酚和儿茶素 

按GB/T 8313的规定检测方法执行。 

6.4 污染物检验 

按GB 5009.12、GB 5009.16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5 农药残留检验 

按GB 23200.8、GB 23200.113 、GB/T 20769、NY/T 761、GB/T 23204、GB 23200.13等规定的方法

执行。 

6.6 食品添加剂检验 

参照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6.7 净含量检验 

按JJF 1070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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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青食品 小麦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青食品 小麦粉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商品小麦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赭曲霉毒素A的测定  

GB 5009.110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1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其乙酰化衍生物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锑的测定 

GB/T 5009.145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 5009.20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玉米赤霉烯酮的测定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504  粮油检验  小麦粉加工精度检验  

GB/T 5506.1  小麦和小麦粉  面筋含量  第1部分：手洗法测定湿面筋 

GB/T 5507  粮油检验  粉类粗细度测定  

GB/T 5508  粮油检验  粉类粮食含砂量测定  

GB/T 5509  粮油检验  粉类磁性金属物测定 

GB/T 5510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脂肪酸值测定  

GB/T 20770  粮谷中486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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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288  植物源产品中三聚氰胺、三聚氰酸一酰胺、三聚氰酸二酰胺和三聚氰酸的测定  气相

色谱-质谱法  

GB 23200.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谷中475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青食品  Qingdao quality food 

向山东省青岛市供应，对部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更加严格的食品。 

3.2  

粗细度  granularity 

小麦粉颗粒的大小程度。 

3.3  

含砂量  sand content 

试样中细砂占试样的质量分数。 

3.4  

磁性金属物  magnetic metal content 

试样中磁性金属物占试样的质量分数，以克每千克表示。 

3.5  

脂肪酸值  fatty acid value 

中和100g试样中游离脂肪酸所需氢氧化钾的毫克数。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4.2 理化要求 

小麦粉的理化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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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理化要求 

等级 加工精度 
灰

分% 
粗细度% 

面筋

质% 

含砂

量% 

磁性金属

物g/kg 
水分% 

脂肪

酸值 

色泽

气味 

特制

一等 

按照实物标准样

品对照检验粉色

麸星 

＜

0.7 

全部通过CB36号筛，留存

在CB42号筛的不超过10% 

＞

26.0 

＜

0.02 
＜0.003 ≤14.0 ＜80 正常 

特制

二等 

按照实物标准样

品对照检验粉色

麸星 

＜

0.85 

全部通过CB30号筛，留存

在CB36号筛的不超过10% 

＞

25.0 

＜

0.02 
＜0.003 ≤14.0 ＜80 正常 

标准

粉 

按照实物标准样

品对照检验粉色

麸星 

＜

1.10 

全部通过CQ20号筛，留存

在CB30号筛的不超过20% 

＞

24.0 

＜

0.02 
＜0.003 ≤13.5 ＜80 正常 

普通

粉 

按照实物标准样

品对照检验粉色

麸星 

＜

1.40 
全部通过CQ20号筛 

＞

22.0 

＜

0.02 
＜0.003 ≤13.5 ＜80 正常 

4.3 安全要求 

4.3.1 污染物限量 

小麦粉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及GB 2762的相关要求。 

表2 污染物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锑（Antimony） 1 

4.3.2 真菌毒素限量 

小麦粉的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及GB 2761的相关要求。 

表3 真菌霉素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μ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黄曲霉毒素B1（Aflatoxin B1）  5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  200-500 

赭曲霉毒素A（Ochratoxin A）  5  

玉米赤霉烯酮（Zearalenone）  50  

4.3.3 农药残留限量 

小麦粉的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农药残留限量  



T/QDAS xxx-2020 

4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吡虫啉（Imidacloprid）  0.03  

敌敌畏（Dichlorvos）  1  

毒死蜱（Chlorpyrifos）  0.1  

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Dithiocarbamates）  20  

甲萘威（Carbaryl）  0.2  

灭多威（Methomyl）  0.03  

唑草酮（Carfentrazone ethyl）  0.8  

4.3.4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小麦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应GB 2760的相关要求。 

4.3.5 其他安全指标限量 

小麦粉的其他安全指标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其他安全指标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值 

mg/kg 
来源 

三聚氰胺（Melamine）  2.5  
卫生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

值的公告（2011年第10号）  

5 检测方法 

5.1 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文公告，以及经实验室间能力验证的

国际标准和标准操作规程，且其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5.2 理化检验 

5.2.1 加工精度 

按GB/T 5504规定的方法执行。 

5.2.2 灰分 

按GB 5009.4规定的方法执行。 

5.2.3 面筋质 

按GB/T 5506.1规定的方法执行。 

5.2.4 粗细度 

按GB/T 5507规定的方法执行。 

5.2.5 含砂量 

按GB/T 5508规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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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磁性金属物 

按GB/T 5509规定的方法执行。 

5.2.7 水分 

按GB 5009.3规定的方法执行。 

5.2.8 脂肪酸值 

按GB/T 5510规定的方法执行。 

5.2.9 色泽、气味 

按GB/T 5492规定的方法执行。 

5.3 污染物检验 

按GB 5009.11、GB 5009.12、GB 5009.15、GB 5009.17、GB 5009.27、GB 5009.123、GB 5009.137

等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4 真菌毒素检验 

5.4.1 黄曲霉毒素 B1 

按GB 5009.22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4.2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按GB 5009.111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4.3 赭曲霉毒素 A 

按GB 5009.96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4.4 玉米赤霉烯酮 

按GB 5009.209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5 农药残留检验 

按GB/T 5009.19、GB 23200.9、GB/T 5009.110、GB/T 5009.145、GB/T 20770、GB 23200.113等规

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6 食品添加剂检验 

参照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5.7 其他限量指标检验 

按GB/T 22288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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