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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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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液体加热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体加热器的标识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技术规范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主体部分为不锈钢材质的液体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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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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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T 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总则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6273.1 设备用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20878-2007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液体加热器 Liquid heater

用于将水加热至沸点或将其他液体食物加热至预定温度，可通过出水口倒水或其他液体食物的便携

式电加热器具。

3.2

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以不锈、耐蚀性为主要特性，且铬含量不低于10.5%，碳含量不超过1.2%的钢（GB/T 20878-200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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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绳电水壶 Cordless electric kettle

带有发热元件，并且只有将电水壶放在其配套的底座上时才能接通电源。

3.4

最小销售单元 Minimum sales unit

作为一个完整商品销售的、最小单位的不锈钢液体加热器，可以是1件或1只。

3.5

销售包装与最小销售包装 Sales packaging and minimum sales packaging

以销售为目的，与不锈钢液体加热器一起交付给使用者的包装物，即为销售包装。作为一个完整商

品销售的，最小的包装单位，即为最小销售包装。

4 基本原则

4.1 真实

产品标签所有内容应科学、真实、准确，与所销售产品相符，不得以虚假、夸大、易造成误解或带

有欺骗性的文字、图形等方式介绍产品。

4.2 合规

产品标签应产品标签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

用安全要求、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 3064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等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以及其它标称执行标准关于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的规定。

产品标签不得标注以下内容：

a)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具有保健作用的；

b) 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产品的；

c) 附加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d) 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示的。

4.3 规范

产品标签所有内容应清晰、醒目、持久、易于辨认和识读。产品标签内容应使用规范的中文，注册

商标、进口产品的国外制造商名称、地址和网址除外。可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外文，但内容应与中文有

对应关系，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所有汉语拼音或外国文字不得大于相应的中文。

产品标签不应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费者。产品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应用直接或间接暗示性的语

言、图形、符号，导致消费者将某一产品或产品特性与其它产品混淆。

4.4 完整

产品标签除应满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基本要求外，还应根据产品自身特点选择性标示体现产品功能

特性，以及安全使用限制等特有信息，以保证消费者获取足够的信息对产品进行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

4.5 方便获取

产品标签应选择合适的标示载体或方式，便于使用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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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素及要求

5.1 产品信息

5.1.1 名称

应标示能反应产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当产品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或企业标准中规定了某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一个或者等效的名称；当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中无明确规定时，则应标示不误导、不易混淆的常用名称或者通俗名称。

标示“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牌号名称”“地区俚语名称”或“商标名称”时，应在

所示名称邻近部位使用同一字号及同一字体颜色标示专用名称或标准规定的名称。

5.1.2 产品材质

产品不锈钢基材应明确标示其材料类型及材料成分，或以我国标准牌号或统一数字代号表示，如“不

锈钢06Cr19Ni10”或“不锈钢S30408”等。

5.1.3 型号规格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标明产品的规格型号。产品规格应以公称容量表示，单位为升（L）

或毫升（mL）。

5.1.4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

产品应标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如：“额定电压220 V”或“额定电压220 V-240 V”。

5.1.5 电源性质符号

产品应标注电源性质符号，直流为“⎓”，交流为“～”。

5.1.6 额定频率

如果为交流电源，应标注额定频率，如：“额定频率50 Hz”。

5.1.7 额定功率

产品应标注额定功率，如：“额定功率1500 W”。

5.1.8 额定容量

产品应标注额定容量，如：“容量1.5 L”。

5.1.9 最高水位线

电水壶应有最高水位标记，并且在注水时，水位标记应明显可见。

5.2 生产者（或）经销者信息

应在产品明显位置上应标有清晰的永久性的制造厂名或商标。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标示产品生产

者（或）经销者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应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安全质

量责任的生产者或经销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应当标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生产者或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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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有效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应至少标示以下内容之一：电话（热线电话、售后电话或销售电话等）、

传真、电子邮件等网络联系方式、与地址一并标示的邮政地址（邮政编码或邮箱号等）。国内生产的产

品产地应按照行政区划标示到市级地域；进口产品产地应标示原产国或地区(指香港、澳门、台湾)的名

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示：

——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应当标示各自的名称和地址。

——不能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分公司或集团公司的生产基地，应当标示集团公司和分

公司（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或仅标示集团公司的名称、地址及产地。

——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相互协作，但又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应当标示

各自的生产者名称、地址。

——受委托的企业为委托人加工产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在该产品上应当标示委托人的名称和

地址。

——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外国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可以标示该办事机构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

称和地址。

——采取委托方式加工生产列入生产许可目录产品的，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其包装、说明书上标注

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

——进口产品应标示原产国或地区名，以及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能够承担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代

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可不标示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5.3 合规信息

5.3.1 执行标准

应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号，可以不标示年代号。当不标注年代号时，默认为执行标准

为最新版标准。执行标准可以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或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5.3.2 产品质量等级

有质量等级要求的产品应按照其执行标准中规定的质量等级进行标注。

5.3.3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国内生产的合格产品应当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合格证明可以用合格证书、合格标签或合格

印章等形式表示。

5.3.4 CCC 证书编号

液体加热器在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目录范围内，应标示有效的CCC证书编号。

5.4 日期信息

5.4.1 应清晰标示产品的生产日期。同一包装内含有不同种类产品单件时，对于有保质期或限期使用

日期的单件，应分别标示生产日期。组合产品外包装上标示的生产日期应为最早生产的单件产品的生产

日期，或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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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有保质期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无保质期的产品应标注生

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5.4.3 日期标示若采用“见包装物某位置”的形式，应标示出所在包装物的具体位置。

5.4.4 日期的标示方法应符合GB/T 7408的规定。日期的年代号一般为4位数字，小包装的食品接触制

品年代号可为2位数字。月和日为2位数字。其中，年、月、日可用空格、斜线、连字符、句点等符号分

隔，或不用分隔符。同时应按年、月、日的顺序标示日期，如果不按此顺序标示，应注明日期标示顺序。

5.4.5 生产日期的标注应采用“生产日期”引导语，如标示“生产日期20200807”，表示2020年8月7

日生产。

5.4.6 保质期可直接标示“保质期×年”，也可采用限期使用日期“请在×年×月×日前使用”的形式标

示。如标注：“请在20251105前使用”，表示在2025年11月5日前使用。

5.4.7 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覆盖、补印或篡改。

5.5 产品使用说明

5.5.1 为保护消费者安全及生产者和（或）经销者自身的合法权益，使用说明应做到风险提示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显著清晰，使用方法、条件、禁忌应详细而周全。

5.5.2 产品有特殊使用要求时应注明用途、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使用环境、使用温度等，对国家

法律规定和标准明确规定使用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安全风险的产品，应以特殊或醒目的方式说明

其安全使用范围或限制，以便使用者能够安全、正确地对产品进行处理、展示、贮存和使用。对于超出

使用范围或限制将产生较高安全风险的产品，可以安全警示语或警示图形标示。安全警示语应以“注意：”、

“警告：”或“禁止：”等作为引导语，其字体高度不小于3 mm”。

5.5.3 安全使用范围或限制应根据产品特性标示，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产品的安全使用信息；

b)不适用的、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受伤或产品损坏的使用方法。

——不得用于加热除了水之外的其他液体。

——不得使用煤气炉、电磁炉、微波炉等加热设备对产品进行加热。

——如果液体加热器注水太满，沸水可能喷出。

——对于带有电源软线的液体加热器，应说明：“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

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对于清洗时不能浸入水中的液体加热器，应说明：“器具不得浸入水中”。

——对于注水孔在把手下的液体加热器，应说明：“警告：盖好盖子，以防蒸汽喷到把手上”和“警

告：当水沸腾时，不要移动盖子”。

——对于无绳液体加热器，应说明：“产品仅在提供的底座上使用”。

5.5.4食品接触制品的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标注食品接触制品的特定贮藏条件。

5.6 标志

应优先采用注明“食品接触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的方式声明产品适合用于

接触或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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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签标识制作

6.1 形式

液体加热器标识标签应模压、印刷、连接或粘贴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非食品接触面上和最小销售包装

上，且不应与销售单元或销售包装分离，确保相关信息有效传递给制品使用者。

6.2 材料

标识标签应有足够的强度, 清晰易懂，持久耐用，在产品的使用寿命期内始终能够清晰、醒目，始

终牢固，不易脱落。

6.3 印制

标签的印刷字体、图案应与基底形成明显的多反差、清晰易辨。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其字体

高度不宜小于1.8mm。强调安全警示和任何其他有关安全的信息，建议使用较大字号或不同字体，或其

他突出醒目的方法，可参照GB/T 5296.1标示；当使用颜色来表达安全信息时，颜色选择可参照GB/T

2893.1进行。

6.4 安全

印刷、连接或粘贴在产品上的标签不得对食品造成污染。

7 安全警示

凡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明确规定的使用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较高安全风险的产品，应标注安

全警示语或警示图形标志。安全警示语应以“注意：”或“警告：”或“禁止：”等作为引导语，其字

体高度不小于3mm。

安全警示应标注在产品上或产品的销售包装上或使用说明上。安全警示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

容：

“易碎”“防潮”。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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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出产品的适用人群。

其他特殊的附加信息。

建议标注“产品使用说明包含重要信息，请在使用前详细阅读，并妥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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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锈钢电水壶标签标识示例

图 A.1 液体加热器产品上标签示例

图 A.2 液体加热器销售包装上标签示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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