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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 协会动态  

※ 协会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无锡世纪生物公司成为协会新成员 

※ 协会首个团体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 国内资讯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示“三新”食品评审专家名单 

※ 2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 10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 台湾发布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暨规格标准 

三、 国际资讯  

※ 

 

日本修改部分食品及添加剂标准 

※ 

 

印度修订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法规 

※ 欧盟评估一种食品酶纤维素酶的安全性 

※ 韩国审查来源于转基因生物的食品添加剂麦芽糖淀粉酶安全性 

四、 科普园地  

※ 浅谈团体标准的进展和对企业的意义 

※ 科学认识食品营养强化剂 

※ 加拿大的食品添加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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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动态  

协会新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协会新网站 www.jsfaa.cn正式上线运行。 

 

http://www.jsfa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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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网站相比，协会新网站更简洁明了，增加了电子商务模块，且

增大了会员企业和产品宣传的版块。尤其是“协会服务”版块，相比以

前，更醒目、更清晰。 

欢迎广大会员向协会网站投稿。稿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介绍、

产品介绍、企业精英推介、专家学者推介、学术论文、科普知识等等。

稿件接收邮箱：协会秘书处 jssfaa@163.com。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无锡世纪生物公司成为协会新成员 

今年一季度，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无锡市世纪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先后向申请加入协会，成为协会新成员。 

据了解，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是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事

业单位，中心具有中高级职称人数占比超过 70%，拥有一支高素质技术

团队。业务范围涵盖为保证食品安全提供检验检测服务、食品安全的监

督检验、食品质量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相关研究及培训和技术指导、食

品安全检验项目资格认定、食品相关环境监测普通食品、食用农产品、

特殊食品等。 

    无锡市世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是中国首家规模化生

产茶黄素的专业工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了专利，生产经营主

导产品有：茶黄素、茶氨酸、茶多酚、黑茶提取物、藤茶提取物、甜茶

提取物、二氢杨梅素、根皮苷等。 

 

 

mailto:协会秘书处jssfa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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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首个团体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1年3月19日，协会第一个团体标准完成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

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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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资讯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示“三新”食品评审专家名单 

 我国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以下

简称“三新”食品）的技术评审机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

责“三新”食品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专家的聘任、使用和管理。 

3月 10日，受国家卫健委的委托，经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推荐，组

织遴选、培训，国家风评中心形成了拟任“三新”食品行政许可评审专

家名单，现将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年 3月 10日至 2021

年 3月 16日。 

    我省有 14位专家教授榜上有名。其中，包括我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卞

倩（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戴月（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新品种）、周群霞（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摘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官方网站） 

2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2021年 2月 4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就组织起草

的《食品营养强化剂 L-肉碱酒石酸盐》等 2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2021年 3月 31日前登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

（https://sppt.cfsa.net.cn:8086/cfsa_aiguo）在线提交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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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1  食品营养强化剂 L-肉碱酒石酸盐 修订 

2  食品营养强化剂 柠檬酸亚铁 制定 

3  食品营养强化剂 碳酸铜 制定 

4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锰 制定 

5  食品营养强化剂 甘油磷酸钙 制定 

6  食品营养强化剂 钼酸钠 制定 

7  食品营养强化剂 还原铁 制定 

8  食品营养强化剂 盐酸氰钴胺 制定 

9  《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C磷酸酯镁》第 1号修改单 修改单 

10  食用淀粉 修订 

11  紧压茶及其再制品含氟限量 修订 

12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 制定 

13  熟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修订 

14  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修订 

15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修订 

16  食品中泛酸的测定 修订 

17  味精中麸氨酸钠（谷氨酸钠）的测定 修订 

18  食品中单辛酸甘油酯的测定 制定 

19  食品中β-阿朴-8’-胡萝卜素醛的测定 制定 

20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二苯甲酮类物质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制定 

2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月桂内酰胺迁移量的测定 制定 

22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脱色试验 修订 

2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双酚 F和双酚 S迁移量的测定 制定 

24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修订 

25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修订 

26  食品用菌种安全性评价程序 制定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 10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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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2021年第 2号公告”，

宣布十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通过审查。具体如下： 

  （一）α -淀粉酶 

   1.背景资料。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来源的α

-淀粉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

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谷物加工

和酒精生产等，液化不溶性的淀粉分子、加速淀粉颗粒转化为可发酵糖。

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GB 1886.174）。 

   （二）蛋白酶 

   1.背景资料。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来源的蛋白酶

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法国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水解蛋白。其质量

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GB 

1886.174）。 

   （三）乳糖酶 

   1.背景资料。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来源的乳糖酶

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

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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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乳制品加

工，催化乳糖水解。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

品工业用酶制剂》（GB 1886.174）。 

   （四）二氧化硅 

   1.背景资料。二氧化硅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乳粉（包括加糖乳粉）和奶

油粉及其调制产品、原粮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其他

豆制品（仅限豆腐花粉）（食品类别 04.04.03）。欧盟委员会、美国食品

药品管理局允许其作为抗结剂用于各类食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

量不需要限定。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结剂用于其他豆制品（仅限豆腐花粉）

（食品类别 04.04.03），防止产品结块。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硅》（GB 25576）。 

   （五）番茄红 

   1.背景资料。番茄红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风味发酵乳、饮料类等食品类

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食品类别

05.02.02）和半固体复合调味料（食品类别 12.10.02）。日本厚生劳动

省等允许其作为着色剂用于多种食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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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着色剂用于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食品类别 05.02.02）和半固体复合调味料（食品类别 12.10.02），调

节产品色泽。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番茄红》

（GB 28316）。 

   （六）可得然胶 

   1.背景资料。可得然胶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生湿面制品、生干面制品、

方便米面制品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果酱（食品类别

04.01.02.05）、新型豆制品（大豆蛋白及其膨化食品、大豆素肉等）（食

品类别 04.04.01.05）、粉圆（食品类别 06.05.02.04）和其他（仅限魔

芋凝胶制品）（食品类别 16.07）。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允许其作为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不

需要限定。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增稠剂用于果酱（食品类别

04.01.02.05）、新型豆制品（大豆蛋白及其膨化食品、大豆素肉等）（食

品类别 04.04.01.05）、粉圆（食品类别 06.05.02.04）和其他（仅限魔

芋凝胶制品）（食品类别 16.07），改善产品质构。其质量规格执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可得然胶》（GB 28304）。 

   （七）罗望子多糖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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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背景资料。罗望子多糖胶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冷冻饮品、可可制品、

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果冻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

围用于果酱（食品类别 04.01.02.05）、果糕类（食品类别

04.01.02.08.05）和果蔬汁（浆）类饮料（食品类别 14.02.03）。日本

厚生劳动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允许其作为增稠剂用于食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增稠剂用于果酱（食品类别

04.01.02.05）、果糕类（食品类别 04.01.02.08.05）和果蔬汁（浆）类

饮料（食品类别 14.02.03），改善产品质构。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罗望子多糖胶》（GB 1886.106）。 

   （八）丁烷 

   1.背景资料。丁烷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提取工艺。本次申请

扩大使用范围用于焙烤食品用喷雾脱模油的加工工艺。欧盟委员会允许

其用于植物油烤盘喷雾。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焙烤食品用喷

雾脱模油的加工工艺，防止焙烤食品粘在烤盘上。其质量规格执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丁烷》（GB 1886.55）。 

   （九）磷酸（湿法） 

   1.背景资料。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第 8号公告批

准磷酸（湿法）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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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10号公告批准磷酸（湿法）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允许

用于制糖工艺。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油脂加工工艺和发酵工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允许其作为加工助剂用于各类食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油脂加工工艺

和发酵工艺，在油脂加工工艺中使用作用是精炼脱胶、在发酵工艺中使

用作为发酵用营养物质。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 磷酸（湿法）》（GB?1886.304）。 

   （十）6S-5-甲基四氢叶酸钙 

   1.背景资料。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第 13号公告批

准食品营养强化剂新品种 6S-5-甲基四氢叶酸钙，作为叶酸的化合物来

源，已批准用于调制乳、调制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食品类别。

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除 13.01~13.04外的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仅限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食品类别 13.05），

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中关于叶酸的

规定。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增加食品中叶酸含量。

其质量规格执行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第 13号公告的相

关内容。（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台湾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暨规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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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25日，台湾地区卫福部食药署发布“卫授食字第

1091304438号”通知，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暨规格标准」

第二条附表一、第三条附表二。其修正要点如下： 

   一、增列食品添加物抗氧化剂迷迭香萃取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标准，

修正着色剂铜叶绿素钠使用范围及限量标准 (修正第二条附表一) 。 

   二、增列迷迭香萃取物规格标准 (修正第三条附表二) 。（来源：

食品伙伴网） 

三、国际资讯  

日本修改部分食品及添加剂标准 

2021年 1月 1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发 0115第 1号通知，

发布关于《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部分修改的省令及《食品、添加剂等

的规格标准》部分修改的通知，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关于《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的修改： 

       追加亚硫酸氢氨水、几丁质-葡聚糖、DL-酒石酸钾及乙烯咪唑共

聚物至《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附表 1中（即指定添加剂列表）。 

       2、关于《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的修改： 

       新设以上四类添加剂的规格标准。 

       以上修改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来源：食品伙伴网） 

印度修订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法规 

2020年 12月 31日，印度食品标准局发布 F. No. 1-116/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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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 Notif. / 2010-FSSAI食品标准法规（食品标准和食品添

加剂）2020年第 10号修正案，修订的部分内容如下： 

   1. 重新定义精炼植物油； 

   2. 删除第 2.2条中的伯利埃试验（该试验用于检测花生油的存

在）； 

   3. 在第 2.3条中将“经过热处理的果汁”更改为“果汁”，分为经

过热处理的果汁和未经过热处理的果汁，并列明相关理化标准等； 

   4. 新增腰果仁、荸荠粉、着色食品等条目，列明其外观品质、含

水量、游离脂肪酸含量、色素含量等质量参数标准。 

   该修正案自 2021年 7月 1日生效。（来源：食品伙伴网） 

欧盟评估一种食品酶纤维素酶的安全性 

2021年 1月 6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就一种食品酶纤维素酶

（cellulase）的安全性评价发布意见。 

   据了解，这种食品酶是由非转基因绳状青霉菌株 DP‐Lzc35生产

的，旨在用于蒸馏酒精的生产，烘烤和酿造过程。 

   经过评估，专家小组认为，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不能排除饮食暴

露引起过敏和诱发反应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根据提

供的数据，小组得出结论，该食品酶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不会引起安全

隐患。（来源：食品伙伴网） 

韩国审查来源于转基因生物的食品添加剂麦芽糖淀粉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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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11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食品药

品安全部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第 18条对“转基因食品等安全性审查

委员会”审查的来源于转基因玉米 3272及转基因微生物的食品添加剂麦

芽糖淀粉酶（商品名：Optimax L-2500）安全性审查结果报告征求国民

意见。但是，安全性审查是基于科学事实进行的，提出的意见若符合科

学事实和逻辑，则是可以进行研讨的。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21年 2月 10日。（来源：食品伙伴网） 

四、科普园地  

浅谈团体标准的进展和对企业的意义 

  团体标准是我国标准化改革创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我国标准化改革

的目标是把政府供给为主的标准体系，转变为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

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就

是团体标准。从 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团体标准至今，团体标准呈现迅

猛的发展态势，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团体标准发展日益规范和

趋向成熟的今天，企业参与团体标准也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 

   1、团体标准的发展 

  1.1 我国标准化工作历程 

   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历程经历了四个里程碑事件。1979年，我国第

一部标准化技术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发布，首次将

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三级。1989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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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发布，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2015年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发布，

提出建立政府标准和市场标准相结合的标准体系的改革目标，同时首次

提出团体标准培育方案。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发布，标准化法提出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和企业标准，正式确立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  

1.2 国际团体标准发展 

   国外的团体标准发展相对成熟，拥有大量制定标准的专业性社会组

织。目前，世界上约有近 300个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制定了标准或技术规

则。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有权威性的国际标

准化专门机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国际性电工

标准化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职责

是完成国际电信联盟有关电信标准化工作。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

多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不制定标准，只制定法规，采用的是自愿性标准

体系为主与国家管理结合的标准化运行体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TBT协议对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定义，就技术标准而言都是非强制性、

自愿性的，所有标准都是由企业和用户自愿采用，只有涉及国家安全要

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和保护环

境等五大正当目的要求的部分，才通常以技术法规的形式发布，要求强

制执行。我国现与国外自愿性标准基本对应的是团体标准。 

   1.3 我国团体标准的提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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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标准是指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为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协调相

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标准。具有法人资格和相应专业技术能力的学会、

协会、商会、联合会以及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可协调相关市场主体

自主制定发布团体标准，供社会自愿采用。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中提出培育发

展团体标准的要求。2017年底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化法》发布，正式确

立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2019年国标委、民政部共同发布《团体标准管

理规定》。近年来，我国团体标准呈迅猛的发展势头，从 2018年开始，

发布团体标准数量每年以 30%的速度增加，截止 2021年 3月底，国家团

体标准信息服务平台已发布团体标准 23633项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印发的《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指出，加强对团体标准

化工作的引导和规范，推动出台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指导意见，

深入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加大重点领域优秀团体标准组建工作力度。 

   2、团体标准对于企业的意义 

   2.1 团体标准的采用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团体标准由本团

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企业在采用团

体标准时，需要关注该团体标准的发布机构，了解机构发布的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里有无限制性规定，必要时需要取得授权方可采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在 2018年曾对

“团体标准是否可作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依据、是否可作为食品的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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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主题留言进行回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相

关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公开其执行的

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可以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在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自我声明公开或者备案的标准，均可以作为食品生产者

组织生产和申请食品生产许可的依据。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标识

监督管理办法（意见稿）》第十九条规定，产品执行标准是指生产食品执

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食品

国家标准、食品行业标准、食品地方标准、食品团体标准或者食品企业

标准。 

   2.2 团体标准的“市场之手”作用 

   我国标准化改革最终要建立起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

定的标准互为补充、衔接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究其本质，是 “政府之

手”与“市场之手”要充分协调发挥最佳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的保障国

家、财产、健康、环境、资源安全的强制性标准体系，以及与发达国家

自愿性标准体系相对应的团体标准（联盟标准、企业标准）体系。团体

标准既不同于企业标准，也不同于行业标准，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力，却

不由政府相关部门发布，不代表整个行业和领域，它属于市场自主制定

范畴，是看不见的 “市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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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团体标准是国家标准的有效补充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更新周期较长，难以及时响应新技术新产

品需求。团体标准可以非常灵活，制定时间短，水平先进，它能够填补

国家标准的空白，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时、有效的补充。企业通过

参与新产品新技术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及时反映行业特点，使自己的

产品生产有据可依，依据更加精准。 

   2.4 团体标准让优势产品脱颖而出 

   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同类产品有很多，无法体现出竞争优势。

例如怎么证明产品宣称的节能、环保、安全、健康呢？标准可以用数据

说话，用指标说话，解决量化的问题，进而把好产品说清楚。企业通过

参与制定团体标准，能够体现行业杠杆，体现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让优势产品脱颖而出。 

   2.5 团体标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严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团体标

准。国标是要求企业都必须做到的，这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底线，但是底

线是无法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决定质量，标准的水平决定质量

的水平，有什么样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质量。行业的先进水平可以通过

团体标准的形式体现，企业通过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获得话语权、

提升行业竞争力、促进释放标准化能量激发产品创新活力、引领行业高

质量发展。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20]                  2021年第 1 期 

   团体标准诞生于市场经济和改革新常态的沃土，作为我国标准体制

改革的方向，其与生俱来的实用性、市场贴合性，决定了其支撑我国标

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使命。正所谓”一流的企业做标准“，高

质量的产品和团体标准的结合必将在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

领性、支撑性的作用。（来源：食品伙伴网） 

科学认识食品营养强化剂 

一、营养强化剂的主要种类 

  根据 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及营养强化剂的相关增补公告，营养强化剂可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类。 

 

二、营养强化剂的作用 

  1、弥补食品在正常加工、储存时造成的营养素损失。例如：小麦磨

粉中会有多种营养素损失，而且往往食品加工精度越高、储存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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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素损失就越多，而通过加入营养强化剂可以补充营养素中间过程流

失，保持食物原有营养特性。 

  2、改善因地域性营养摄入不足或缺乏导致的人群健康问题。由于不

同地域人们的饮食习惯、食物种类及食品生产加工方式的不同，日常饮

食很难做到包含各种营养素，这往往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营养缺乏，进而

影响人体健康，甚至造成营养性疾病。通过补充营养强化剂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这种情况，例如：对缺碘地区人群采取食盐加碘的方式可大

大降低甲状腺肿的发病率，用维生素 B1预防以大米为主食人群的维生素

B1缺乏症等等。 

  3、满足不同人群对营养素的需要。人们对营养素的需求因性别、年

龄、职业等因素常有不同的需求，例如：长期从事水下作业的工作人员，

因特殊的劳动环境，容易缺乏维生素，通过在食物中添加相应的维生素

强化剂可以满足机体的需要。 

  4、补充和调整特殊膳食用食品中营养素和（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含

量。例如：挑食或偏食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而在婴儿辅食中添加强化

铁营养素可调节膳食结构、降低因营养缺乏导致的疾病发生风险。 

  三、营养强化剂的认识误区 

  营养强化剂可以改善食品营养结构，增强食品营养价值，但是营养

强化剂不能滥用，否则可能会破坏食物营养平衡，导致食用人群营养失

衡，甚至增加疾病风险。人体对营养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需求量是有一

定范围的，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例如：脂溶性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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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摄入过多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无法随尿液排出体外，持续摄入达到

一定剂量会产生蓄积毒性。总之，在对食品进行营养强化时要根据存在

的公共营养问题、目标人群特点、当地食品消费习惯等，确定添加的营

养素的种类、数量和载体食品。 

  另外，大众对营养强化剂的认识误区表现在：有的认为“添加总比

不添加好”，盲目地接受营养强化剂，也有的认为“人为添加不如日常饮

食摄入”而抗拒营养强化剂。因此，仍需通过广泛的教育来引导消费者

对营养强化剂的正确认知，促使消费者科学认识选购营养强化食品。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

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普通人群平均每人每

天摄入 12种以上食物，每周 25种以上，各类食物达到均衡标准才能满

足人体对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需求。 

  然而，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各种状况，如减肥、素食主义、三餐

饮食不规律、加班熬夜等人群，他们的营养均衡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

积极改善膳食模式，这时可以适当地选择营养强化食品、营养素补充剂

等，来改善营养失衡、摄入不足等情况。对于孕妇、乳母、幼儿、老年

人等，因其生理时期特殊，应咨询（医院、保健中心）营养师、营养专

家或医生，合理进行营养调整，调理手段可包括调整膳食、营养补充、

合理运动等。营养补充是日常膳食的一种辅助手段，但不可盲目，建议

存在营养方面问题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咨询专业营养师或者医生，在科

学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调理才是正确有效的方式。（摘自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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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食品添加剂管理 

   一、法规依据 

  加拿大食品添加剂主要由 C.R.C., c. 870《食品药品条例》以及相

应的营销许可制度（MAs）进行规范。纳入营销许可的 15项食品添加剂

名单是动态更新的，相关内容的更新通知均经过科学评估和意见征求后，

发布在加拿大卫生部网站上，相关修订内容最终合订到相应的食品添加

剂列表中。 

  二、添加剂定义范围 

  加拿大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为：在食品整个生产、储藏等阶段添加

的任何化学物质，以发挥特殊工艺作用，不成为食品的一部分，且不影

响食品本身的特性。加拿大食品添加剂不包括类似盐、糖和淀粉的食品

成分，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香精香料、农药、兽药或食品包装材

料。此外加工助剂也不属于食品添加剂的范畴。 

  三、添加剂功能 

  加拿大食品添加剂主要功能包括：抗结剂、漂白剂、熟化剂、面团

改良剂、着色剂、乳化剂、胶凝剂、稳定剂、增稠剂、酶制剂、固化剂、

上光剂、甜味剂、酸度调节剂、防腐剂、螯合剂、淀粉改良剂、萃取剂

等。 

  四、食品添加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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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食品添加剂法规中按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划分为 15个列表，列

表中分别详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适用的食品类别以及使用限量，以下为

15个列表的标题。 

表 1.允许的抗结剂列表 

表 2.允许的漂白剂、熟化剂和面团改良剂列表 

  表 3允许的着色剂列表 

  表 4允许的乳化剂，胶凝剂，稳定剂和增稠剂列表 

  表 5允许的食品酶列表 

  表 6允许的固化剂列表 

表 7允许的上光剂或抛光剂列表 

表 8允许的杂项食品添加剂列表 

表 9允许的甜味剂列表 

表 10允许的酸度调节剂，酸反应材料和水调节剂列表 

表 11允许的防腐剂列表 

表 12允许的螯合剂列表 

表 13允许的淀粉改良剂列表 

表 14允许的酵母食品列表 

表 15允许的载体或萃取剂列表 

五、使用说明 

  加拿大食品添加剂列表中包括食品添加剂名称、适用范围和使用条

件，加拿大食品添加剂法规中未设定食品分类系统，表中食品也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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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下级分类关系。对于加拿大《食品药品条例》和食品添加剂营销

许可中没有涉及到的食品添加剂，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不得使用，但是没

有申明的范围就是默认的禁用领域，须按照《食品药品条例》B.16.002

部分向卫生部提交申请，卫生部审核通过并发布通知后方可使用。（来源：

食品伙伴网，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