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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标准化协会

《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小茴香
油》《八角茴香精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
《黑/白胡椒油树脂》《提取物调味料》《艾叶油》

十项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工作过程等）

1、任务来源和背景

提取物调味料行业对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其中，天然提取物调味料市场规模达 5000 亿美元，保持稳中向好发

展。但提取物有调味料行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提取物调味料行业

相关标准不成体系，产品标准标准化程度低，行业服务质量问题频发，

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产品生产周期长，初期投入过大，小型企业难

以为继等问题。植物提取物指采用适当的溶剂或方法，从植物(植物

全部或者某一部分)为原料提取或加工而成的物质。

1）、生姜提取物：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劳大夫开

药方。”“常吃生姜，不怕风霜。”生姜辣味浓，营养丰富并有保健

及药用价值，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多以贮藏鲜销初级产品为主。

生姜提取物是植物姜的地下茎或称根状茎，其主要成分是含有挥发油

类及姜辣素类，其中姜辣素类有：姜辣醇类，姜辣二醇类，生姜酚类，

姜酮，姜二酮类。生姜根被广泛作为轻微胃部不适的消化助剂，并被

专业草药医师推荐用于帮助预防或治疗因晕车，怀孕等引起的恶心和

呕吐。生姜提取物促使生姜产品销售结构由初级变为深加工品出口为

主，增加附加值，是生姜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https://baike.so.com/doc/6826495-70436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492647-470197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0776-55963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0776-5596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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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归提取物：当归是一种常用的中药，该药既能行血之

不畅，又能补血之不足，可使气血当有所归，各行其脉，故名当归。

有浓郁的香气，味甘、辛、微苦。功能主治调经止痛，补血养血，活

血止痛，润肠通便。主治月经不调，经闭腹痛，癥瘕结聚，崩漏；血

虚头痛，眩晕，痿痹；肠燥便 Chemicalbook 难，赤痢后重；痈疽疮

疡，跌扑损伤；用于镇痛，止咳，增强肠胃吸收能力；酒当归活血通

经。用于经闭痛经，风湿痹痛，跌扑损伤。当归为我国的一味传统中

药，应用非常广泛，我国药典及部颁标准记载的成方、复方制剂相当

多，主要用于补血调经。《当归提取物》有现行行业标准 WM/T 4-2004，

该行业标准的工艺要求是用乙醇提取后浓缩再加入适量的包合型辅

料干燥制得的提取物，不适用于以采用 CO2 超临界萃取技术生产的产

品。

3）、孜然油：孜然气味芳香而浓烈，它含有芹菜素、皂苷、黄

酮类生物碱、挥发油、油脂、氨基酸、蛋白质等，孜然中含有许多无

机元素：钾、钠、铁等，孜然中还含有胆碱，所以它有去腥解腻、醒

脑通脉、降火平肝、驱寒除湿、理气开胃、祛风止痛的作用，还能对

消化不良、胃寒疼痛、肾虚便频有一定的疗效，还能防腐杀菌。孜然

是一种广泛运用的调味料，特别是对牛、羊肉的烹饪中起到一种特殊

的调味作用。孜然虽然是一种很好的调味料，但都是采用粉状的形式

应用，这就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而且不充分消毒杀菌，容易引起胃

肠道疾病。而孜然油不仅卫生、营养，也为烹饪行业和食品工业增加

了一种调味油，也为广大的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调味料的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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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4）、小茴香油：小茴香子是一种分布广泛的草药，具有明目

健脑、消咳止喘、缓解胃病和肾病等重要的药 理作用。同时，它也

是种天然香料，用于多种食品的加香。小茴香子作为草药和香料直接

使用 原料存在诸多不便和缺陷，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

因某些有效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

限制。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超临界 CO2 萃取

及后端精制技术制成了小茴香油，不仅卫生、营养，也为烹饪行业和

食品工业增加了一种调味油，也为广大的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调

味料的新使用方式。《小茴香（精）油》现行标准 QB/T 4656-2014

的适用范围为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精油，该工艺加工温度100℃以上，

破坏了产品风味及有效成分，且只能提出挥发性物质，超临界提出能

提取出挥发性物质及有效成分。

5）、八角茴香精油：八角茴香是最常用的调味料之一，可烹

制出许多美味菜肴。八角茴香的主要成分是茴香油，它能刺激胃肠神

经血管，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胃肠蠕动，有健胃、行气的功效，有

助于缓解痉挛、减轻疼痛的作用。茴香烯能促进骨髓细胞成熟并释放

入外周血液，有明显的升高白细胞的作用，主要是升高中性粒细胞，

可用于白细胞减少症的作用。八角茴香作为草药和香料直接使用原料

存在诸多不便和缺陷，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因某些有效

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利和味

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超临界 CO2 萃取及后端精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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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制成了八角茴香，不仅卫生、营养，也为烹饪行业和食品工业增加

了一种调味油，也为广大的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调味料的新使用

方式。《八角茴香油》现行标准 1886.140-2015 和《八角茴香（精）

油》的执行标准 GB/T 15068-2008 的适用范围为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

精油，该工艺加工温度 100℃以上，破坏了产品风味及有效成分，且

只能提出挥发性物质，超临界提出能提取出挥发性物质及有效成分。

6）、肉桂提取物：肉桂的树皮常被用作香料，烹饪材料及药

材。其木材可供制造家具，该种也能作为园林绿化树种。性味辛、甘，

大热。归经归肾、脾、心、肝经。功能主治补火助阳，引火归源，散

寒止痛，活血通经。用于阳痿，宫冷，腰膝冷痛，肾虚作喘，阳虚眩

晕，目赤咽痛，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寒疝，奔豚，经闭，痛经。肉

桂作为草药和香料直接使用原料存在诸多不便和缺陷，采用传统方法

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因某些有效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

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限制。《中国肉桂（精）油》的执行标准 GB/T

11425-2008 的适用范围为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精油，该工艺加工温

度 100℃以上，破坏了产品风味及有效成分，且只能提出挥发性物质，

超临界提出能提取出挥发性物质及有效成分。

7）、花椒提取物：花椒为常用中药。《神农本草经》列为中

品。花椒提取物临床应用：花椒辛温，善祛阴寒之邪，能温中而止痛，

暖脾而止泻，为治脾虚寒要药，借其辛辣之性，而有驱杀蛔虫之功。

花椒提取物主要成分：花椒果实含挥发油 0.7%（贵州产）、2%~4%（甘

肃产）、4%~9%（广东产）。挥发油中含牻牛儿，柠檬烯，枯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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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尚含甾、不饱和有机酸等。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因某

些有效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8）、黑/白胡椒油树脂：黑白胡椒用作食品调香的最重要辛香

料之一，用于各种食品产品中。胡椒油树脂具有抗腐蚀、抗氧化的作

用，是食品行业重要的添加剂。胡椒油树脂作为胡椒的主要成分之一，

是通过有机溶剂萃取胡椒粉得到的油状物质，其主要成分为挥发油和

胡椒碱，包含了胡椒总的芳香成分与辛辣刺激物质，可以直接作为成

品或者制备成微胶囊销售。黑胡椒油树脂理化性质：暗绿色、橄榄黄

褐色萃出物，具黑胡椒特征香气和香味；折光指数 1.4790～1.4890，

旋光度-23～-1°；挥发量含量 15～35mL/100g，总氮（以胡椒碱计）

≥55%，残留溶剂：符合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条例规定。白

胡椒油树脂理化性质：色状：褐色半稠膏状液体；香气：白胡椒特有

的香气和微臭气。香味：白胡椒特征性滋味和辣味。主要成分：胡椒

碱、二氢蒿萜醇等。注意：通常分层，上层油状，下层结晶，均质后

可呈均相乳体。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因某些有效成分在

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利和味道（青

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超临界 CO2 萃取及后端精制技术制成

了黑白胡椒油树脂，工艺特点：将黑白胡椒低温粉碎至 30--40 目后，

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萃取等高新分离技术生产。挥发油≥

90%黑胡椒精油产品的执行标准可为 GB 30616-2020《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用香精》，增加了花椒的适用范围。

9）、苦艾油：苦艾为菊科苦蒿属的植物。叶与头状花序含苦味

https://baike.so.com/doc/5585343-5797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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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分为内脂类化合物及二萜类物质。全草入药，有消炎、健胃、

驱虫之效。苦艾提取物的化学成分多为叶与头状花序含苦味素，成分

为内脂类化合物及二萜类物质。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萃取物和精油因

某些有效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破坏以及萃取溶剂残留使其应用受到限

制。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超临界 CO2 萃取及

后端精制技术制成了艾叶油。

10）、提取物调味料：以超临界CO2萃取制成的提取物为主要

成味成分，添加麦芽糊精、食用盐、白砂糖、食用植物油等辅料，添

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可呈固态、半固态、

液态的调味料产品。根据产品形态不同分为固态提取物调味料和提取

物调味油。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超临界CO2

萃取及后端精制技术，以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小茴香

油、八角茴香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黑/白胡椒提取物、艾

叶油等植物提取物为主要呈味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为广大的国内外

消费者提供了新的调味料。

《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小茴香油》《八角

茴香精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黑/白胡椒油树脂》《提

取物调味料》《艾叶油》十项团体标准的研制，有利于上述产品流通

的标准化，是产品买卖的验收依据，是提高此领域产品技术的重要引

领技术文件。

2、起草单位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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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3、标准编制过程

（1）起草工作阶段：

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开始积

极组织团体标准起草工作，于 2021 年 5月底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座谈、调研等方式论证团体标准项目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最终确定《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小茴

香油》《八角茴香精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黑/白胡

椒油树脂》《提取物调味料》《艾叶油》十项团体标准的研制。2021

年 6 月，山东标准化协会下达 2021 年第八批山东标准化协会团体标

准制修订计划，本批计划共计 10项。

2021 年第八批山东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

序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1 SDAS2021037 生姜提取物 制定

2 SDAS2021038 当归提取物 制定

3 SDAS2021039 孜然油 制定

4 SDAS2021040 小茴香油 制定

5 SDAS2021041 八角茴香精油 制定

6 SDAS2021042 肉桂提取物 制定

7 SDAS2021043 花椒提取物 制定

8 SDAS2021044 黑/白胡椒油树脂 制定

9 SDAS2021045 提取物调味料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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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DAS2021046 艾叶油 制定

标准制定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

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同时，标准制定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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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制定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并

结合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制技术、生产经验

和应用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以植物提取物调味料的生产及应用为主

要参考依据，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组首次会议成功召开，会议讨论了当

前国际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以及国内植物提取物调味料的生产使用

现状，确定了上述十项标准起草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于 2021 年

7月编写完成了的草案稿。

标准制定工作组按照首次会议纪要内容，对草案稿提出的意见、

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的编

制以及试验项目的实施工作，对标准制定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达成共识，确定了《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

《小茴香油》《八角茴香精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黑

/白胡椒油树脂》《提取物调味料》《艾叶油》十项团体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内容，于 2021 年 8 月编写完成了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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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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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编写。

2、主要内容

《生姜提取物》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生姜提取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生姜（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为原料经超临

界CO2萃取制成的生姜提取物。以本文件的生姜提取物为原料，经过

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常见的商品化产

品有原香姜油、姜油树脂、高纯度姜辣素、姜根提取物、生姜油、水

溶性姜油、水溶性姜粉、姜油精粉等。）

《当归提取物》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当归提取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为原料经超

临界CO2萃取制成的当归提取物。以本文件的当归提取物为原料，经

过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孜然油》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孜然油的生产工艺、技术要

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本文

件适用于以孜然（Cuminum cyminum L.）为原料经超临界CO2萃取技

术制成的孜然油。以本文件的孜然油为原料，经过调配或制粉等加工

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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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油》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小茴香油的生产工艺、技

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小茴香（Foeniculum vulgare)为原料经超临界CO2

萃取技术制成的小茴香油。以本文件的小茴香油为原料，经过调配或

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

《八角茴香油》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八角茴香油的生产工艺、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八角茴香（Illicium verum Hook.f.)为原料经超临

界CO2萃取制成的八角茴香油。以本文件的八角茴香油为原料，经过

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

《肉桂提取物》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肉桂提取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肉桂（Cinnamomum aromaticum Nees,syn.Cinnamomum

Cassia Nees ex Blume)为原料经超临界CO2萃取制成的肉桂提取物。

以本文件的肉桂提取物为原料，经过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

产品可参照使用。

《花椒提取物》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花椒提取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本 文 件 适 用 于 以 芸 香 科 花 椒 属 植 物 青 花 椒 （ Zanthoxylum

schinifolium Sieb.et Zucc.）或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的干燥成熟果皮为原料经超临界CO2萃取制成的花椒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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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件的花椒提取物为原料，经过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

产品可参照使用。

《黑/白胡椒树脂》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黑/白胡椒油树脂的

生产工艺、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

存等的要求。本文件适用于以黑胡椒或白胡椒为原料经浸提制成的黑

/白胡椒油树脂。以本文件的黑/白胡椒油树脂为原料，经过调配或制

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

《提取物调味料》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提取物调味料的生产

工艺、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

的要求。本文件适用于以生姜提取物、当归提取物、孜然油、小茴香

油、八角茴香油、肉桂提取物、花椒提取物、黑/白胡椒提取物、艾

叶油等植物提取物为主要呈味原料加工制成的提取物调味料。

《艾叶油》团体标准：本文件规定了艾叶油的生产工艺、技术要

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本文

件适用于以菊科苦蒿属的植物苦艾（Artemisia absinthium Linn.)

为原料经浸提（含超临界CO2提取）制成的艾叶油。以本文件的艾叶

油为原料，经过调配或制粉等加工制成的商品化产品可参照使用。

3、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标准名称 有效成分

11 生姜提取物
挥发油

姜辣素

12 当归提取物 藁本内酯

13 孜然油 挥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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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有效成分

14 小茴香油 反式茴香脑

15 八角茴香精油 反式茴香脑

16 肉桂提取物 肉桂醛

17 花椒提取物
麻度

挥发油含量

18 黑/白胡椒油树脂 胡椒碱

19 提取物调味料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20 艾叶油 挥发油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生姜提取物》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文件起草过程中参见主要参考了：

GB 1886.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生姜油；

GB/T 30383-2013 生姜；

GB∕T 39014-2020 生姜精油；

LS/T 3257-2017 生姜油；

GB 1886.7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姜黄素；

GH/T 1172-2021 姜；

NY/T 1193-2006 姜；

T/CCCMHPIE 1.48-2019 植物提取物 姜黄素等。

《当归提取物》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WM/T 4-2004 当归提取物。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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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然油》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22267-2017 孜然；

GB 30616-2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小茴香油》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QB/T 4656-2014 小茴香(精)油；

GB 30616-2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八角茴香油》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GB 1886.14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八角茴香

油；

GB/T 15068-2008 八角茴香（精）油。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肉桂提取物》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11425-2008 中国肉桂（精）油；

T/CACM 1021.66-2018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肉桂。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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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提取物》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30391-2013 花椒；

GB/T 22479-2008 花椒籽油

GH/T 1142-2017 花椒；

T/CCCMHPIE 1.31-2018 植物提取物 花椒提取物。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黑/白胡椒树脂》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GB/T 7900-2018 白胡椒；GB/T 7901-2018

黑胡椒；GB/T 17527-2009 胡椒精油含量的测定；NY/T 455-2001 胡

椒；GB 1886.27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洋茉莉醛（又

名胡椒醛）。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提取物调味料》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无相关标准。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艾叶油》团体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国内无相关标准。

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其他文件：

GB 1886.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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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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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量试

验；

GB 5009.7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5]第 75 号令）等。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上述十项团体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上述十项团体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上述十项团体标准发布后，应向植物提取物调味料生产单位和使

用单位进行宣传、贯彻。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上述十项团体标准是首次制定，在制定过程中，标准制定工作组

查阅了国内外相关产品的标准和技术资料，对国内外生产企业和使用



第 十六 页 共 十六 页

单位进行充分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并对产品样品进行了性能验证

工作，各项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