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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烘焙用硅

橡胶产品》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参与单位、主要工作过程等；

针对烘焙用硅橡胶产品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和依据产品需要标识内容的

特殊性，旨在引导行业规范和统一产品的标签标识，满足法规要求、切实保

障相关方的权益。本团体标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上海市食品

接触材料协会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承担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标准制定，

进一步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标签标识市场，保证产品质量，促进技术升级、引

领烘焙用硅橡胶产品行业健康发展。

二、《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烘焙用硅橡胶产品》团体标

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标签标识，作为通过文字、图形、符号等说明产品质量、使用方法及其

他内容的一种信息载体,不仅是生产经营者对产品质量做出的一种承诺，也

是对产品性能、用途、注意事项的说明。完整的标签标识不仅可以传递质量

安全信息、确保可追溯性、保护知情消费权、指导使用者正确使用，同时还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风险等。烘焙用硅橡胶产品作为可能高温使用的特

殊产品，标签标识信息不完整、不真实和不准确等问题容易导致误导消费者、

影响产品正常使用，乃至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等问题发生。因此，标签标识

是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体现。

自 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

要求》发布实施以来，标签标识一度成为整个食品接触产品行业的“热议”

话题，尽管我国相关法规及标准对食品接触制品的标签标识给出了基本的规

定和要求，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或指南，一直以来由标签标识问题引发的

不合格案例和消费纠纷却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完善食品接触制品标签标识

规范性指标并开展合规监管正成为政府和行业关注的重点。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规定与要求，结合

行业实际，制定了《食品接触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烘焙用硅橡胶



产品》，旨在引导行业规范和统一产品的标示标签，满足法规要求、切实保

障相关方的权益。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对烘

焙用硅橡胶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

性。

2、本团体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国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标签通则》、欧盟(EC)No-1935-2004 食品接触材料框架法规等 20 余

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并结合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本身特点做出具体规

定。

四、标准编制过程

2019 年 12 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标

示标签团体标准内容的建议；

2020 年 1～8 月，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牵头，组织标准起草小组，

制定了该团体标准的草稿，并征集了部分企业及相关单位的意见，针对征集

的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020 年 9 月-10 月，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发出立项公告，潮州所依

据 GB/T 1.1 对该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完成了标准的草案稿。

2020 年 11 月-12 月，将标准发送至相关企业以及协会进行意见征求，

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标准的修改，最终形成送审稿。

五、团体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团体标准规定了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基本

原则 5、标注要素及要求 6、标签标识制作要求，并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

出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标签实例，供生产企业和相关部门参考。表 1 为本团体

标准与现行有效标准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的对比。

表 1 与现行标准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的对比



技术指标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

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烘焙用

硅橡胶产品

1.范围

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标签的基本原则、制作要

求和标注内容

本团体标准针对烘焙用硅

橡胶产品特性对产品的标

签标识和使用说明作出基

本原则、制作要求和标注内

容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

2.基本原则

1.真实，应真实准确，与销

售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相符。列举了标签标识不能

标注的几种情况

1、真实。本团体标准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广 告 法 》 、 《 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通用安全要求》相关法律

及要求，规定标签标识除真

实外，还应与所销售产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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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GB31604.3-2014 中

的真实的规定进行归纳总

结。

2.规范。应清晰、醒目、易

于辨认或识读，科学准确、

简明易懂。应使用规范的汉

字（商标除外）。不应直接

或间接使用暗示性的文字、

图形、符号等，导致消费者

将购买的产品或产品的某

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2 合规。本团体标准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列举

出标签标识不得标注几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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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

签不应利用字号大小或色

差误导消费者。

3.完整，应包括标签、说明

书等标识内容和产品合格

证明等信息内容。

4 完 整 。 本 团 体 标 准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础

上增加了应根据产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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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获取足够地信息对产品

进行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6%88%E8%B4%B9%E8%80%85%E6%9D%83%E7%9B%8A%E4%BF%9D%E6%8A%A4%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6%88%E8%B4%B9%E8%80%85%E6%9D%83%E7%9B%8A%E4%BF%9D%E6%8A%A4%E6%B3%95


5 方便获取。本团体标准结

合 GB4806.1 对产品信息规

定，增加了方便获取这一原

则，规定应选择合适的标示

载体或方式，便于使用者获

取。

3. 标注要素及要求

1.产品名称

1. 产 品 名 称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础

上，附录 A 中给出了产品名

称示例。

2.产品材质

应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主要材质的通用名称。多

个部件构成的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应分别标注材质

的名称。

应按含量多少的顺序标注

直 接 与 食 品 接 触 部 分 和

（或）部件材质主要成分的

通用名称和含量。各类成分

名称应符合相关法规和标

准要求。

2.产品材质。

a)应按部件标识材质，可标

识在产品上或产品的销售

包装上或使用说明上。

b)材质应依据 GB4806.1 或

企业标准标准要求进行标

识。如产品含有天然乳胶，

应标明“产品含有天然乳

胶”

c)混合材质排列按照材质

比例递减顺序。

本团体标准给出了材质标

注的方式和具体位置，材质

标注应符合的产品标准要

求，以及结合产品本身特

性，如果产品含有天然乳

胶，应标明“产品含有天然

乳胶”。

3、产品型号规格 3、产品型号规格

4、产品数量 4、产品数量

5、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

5、生产者（或）经销者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对产品生产者（或）经

销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

标注方式作出具体阐述，并根

据不同情况列举出相应的标

注方式。



6、执行标准

国内生产并销售的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应标注产品

所执行的标准编号。

6、执行标准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列举出烘焙用硅橡胶产

品 应 标 注 的 几 种 方 式 。

GB4806.11-2016 或 企 业 标

准。

7、质量等级、合格证明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所执

行的产品标准已明确规定

质量等级的，应标注质量等

级。

7、质量等级、合格证明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具体阐述合格证明可

以用合格证书、合格标签或合

格印章等形式表示。

8、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8、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规定在烘焙用硅橡胶

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

地标明保质期或限期使用

日期。并列举日期标注的几

种形式，同时补充规定日期

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

篡改。

9、使用说明

9、使用说明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明确烘焙用硅橡胶产

品须标注产品的安全使用信

息如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

项、用途、使用环境、使用温

度；

b)不适用的、有可能会导致产

品损坏的使用方法；c)对可重

复使用的烘焙用硅橡胶产品，

应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d)如何检查产品仍可以使用:

(使用前如何检查,例如产品

破损或缺陷应立

即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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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安全警示

10 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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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补充列举出安全警示

内容应包含的内容。

11、标志

应标注“食品接触用”“食

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

加印加贴符合要求的图形、

符号等。

11、标志

应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

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

加贴调羹筷子标志等。

6、标签标识制作 对标签标识的形式、强度、颜

色作出要求

在 GB/T30643-2014 规定基

础上增加了对标签标识安全

性的要求

印刷、连接或粘贴在产品上的

标签不得对食品造成污染。

六、团体标准参考依据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团体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国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标签通则》、欧盟(EC)No-1935-2004 食品接触材料框架法规等 20 余项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结合实际烘焙用硅橡胶产品信息，设计标签标识规

范化的制定程序与案例，为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规范化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通过标准制定，进一步烘焙用硅橡胶产品标签标识市场，

保证产品质量，促进技术升级、引领烘焙用硅橡胶产品行业健康发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与执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并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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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6%88%E8%B4%B9%E8%80%85%E6%9D%83%E7%9B%8A%E4%BF%9D%E6%8A%A4%E6%B3%95


标准起草小组

2020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