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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上营养信息的描述和说明。 

本标准不适用于保健食品及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营养标签标示。 

2 术语和定义 

2.1 营养标签 

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

成分功能声称。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的一部分。 

2.2 营养素 

食物中具有特定生理作用，能维持机体生长、发育、活动、繁殖以及正常代谢所需的物质，包括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及维生素等。 

2.3 营养成分 

食品中的营养素和除营养素以外的具有营养和（或）生理功能的其他食物成分。各营养成分的定

义可参照 GB/Z21922《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 

2.4 核心营养素 

营养标签中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 

2.5 营养成分表 

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百分比的规范性表格。 

2.6 营养素参考值（NRV） 

专用于食品营养标签，用于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的参考值。 

2.7 营养声称 

对食品营养特性的描述和声明，如能量水平、蛋白质含量水平。营养声称包括含量声称和比较声

称。 

2.7.1 含量声称 

描述食品中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水平的声称。声称用语包括“含有”、“高”、“低”或“无”等。 

2.7.2 比较声称 

与消费者熟知的同类食品的营养成分含量或能量值进行比较以后的声称。声称用语包括“增加”

或“减少”等。 

2.8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某营养成分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生理功能等作用的声称。 

2.9 修约间隔 

修约值的最小数值单位。 

2.10 可食部 

预包装食品净含量去除其中不可食用的部分后的剩余部分。 

3 基本要求 

3.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的任何营养信息，应真实、客观，不得标示虚假信息，不得夸大产品的

营养作用或其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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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应使用中文。如同时使用外文标示的，其内容应当与中文相对应，外文字号

不得大于中文字号。 

3.3 营养成分表应以一个“方框表”的形式表示（特殊情况除外），方框可为任意尺寸，并与包装的基

线垂直，表题为“营养成分表”。 

3.4 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应以具体数值标示，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获得。各营养成分的营养

素参考值（NRV）见附录 A。 

3.5 营养标签的格式见附录 B，食品企业可根据食品的营养特性、包装面积的大小和形状等因素选择

使用其中的一种格式。 

3.6 营养标签应标在向消费者提供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上。 

4 强制标示内容 

4.1 所有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强制标示的内容包括能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

（NRV）的百分比。当标示其他成分时，应采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标示更加醒目。 

4.2 对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的其他营养成分进行营养声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时，在营养成分表中

还应标示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4.3 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的预包装食品，除 4.1的要求外，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强化后食品中该营

养成分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4.4 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反

式脂肪（酸）的含量。 

4.5 上述未规定营养素参考值（NRV）的营养成分仅需标示含量。 

5 可选择标示内容 

5.1 除上述强制标示内容外，营养成分表中还可选择标示表 1中的其他成分。 

5.2 当某营养成分含量标示值符合表 C.1 的含量要求和限制性条件时，可对该成分进行含量声称，声

称方式见表 C.1。当某营养成分含量满足表 C.3 的要求和条件时，可对该成分进行比较声称，声称方

式见表 C.3。当某营养成分同时符合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的要求时，可以同时使用两种声称方式，或

仅使用含量声称。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的同义语见表 C.2 和表 C.4。 

5.3当某营养成分的含量标示值符合含量声称或比较声称的要求和条件时，可使用附录 D 中相应的一

条或多条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不应对功能声称用语进行任何形式的删改、添加和合并。 

6 营养成分的表达方式 

6.1 预包装食品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应以每 100 克（g）和（或）每 100 毫升（mL）和（或）每

份食品可食部中的具体数值来标示。当用份标示时，应标明每份食品的量。份的大小可根据食品的特

点或推荐量规定。 

6.2 营养成分表中强制标示和可选择性标示的营养成分的名称和顺序、标示单位、修约间隔、“0”界

限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当不标示某一营养成分时，依序上移。 

6.3 当标示 GB14880 和卫生部公告中允许强化的除表 1 外的其他营养成分时，其排列顺序应位于表 1

所列营养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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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量和营养成分名称、顺序、表达单位、修约间隔和“0”界限值 

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名称和顺序 表达单位 a 修约间隔 “0”界限值（每100 g或100 mL）b 

能量 千焦（kJ） 1 ≤17 kJ 

蛋白质 克（g） 0.1 ≤ 0.5 g 

脂肪 克（g） 0.1 ≤ 0.5 g 

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反式脂肪（酸） 克（g） 0.1 ≤ 0.3 g 

单不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多不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胆固醇 毫克（mg）  1 ≤ 5 mg 

碳水化合物 克（g） 0.1 ≤ 0.5 g 

糖（乳糖 c） 克（g） 0.1 ≤ 0.5 g 

膳食纤维（或单体成分，或可溶性、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克（g） 0.1 ≤ 0.5 g 

钠 毫克（mg） 1 ≤ 5 mg 

维生素 A 微克视黄醇当量（g RE） 1 ≤ 8 g RE 

维生素 D 微克（g） 0.1 ≤ 0.1 g 

维生素 E 毫克 -生育酚当量（mg -TE） 0.01 ≤ 0.28 mg -TE 

维生素 K 微克（g） 0.1 ≤ 1.6 g 

维生素 B1（硫胺素） 毫克（mg） 0.01 ≤ 0.03 mg 

维生素 B2（核黄素） 毫克（mg） 0.01 ≤ 0.03 mg 

维生素 B6 毫克（mg） 0.01 ≤ 0.03 mg 

维生素 B12 微克（g） 0.01 ≤ 0.05 g 

维生素 C（抗坏血酸） 毫克（mg） 0.1 ≤ 2.0 mg 

烟酸（烟酰胺） 毫克（mg） 0.01 ≤ 0.28 mg 

叶酸 微克（g）或微克叶酸当量（g DFE） 1 ≤ 8 g 

泛酸 毫克（mg） 0.01 ≤ 0.10 mg 

生物素 微克（g） 0.1 ≤ 0.6 g 

胆碱 毫克（mg） 0.1 ≤ 9.0 mg 

磷 毫克（mg） 1 ≤ 14 mg 

钾 毫克（mg） 1 ≤ 20 mg 

镁 毫克（mg） 1 ≤ 6 mg 

钙 毫克（mg） 1 ≤ 8 mg 

铁 毫克（mg） 0.1 ≤ 0.3 mg 

锌 毫克（mg） 0.01 ≤ 0.30 mg 

碘 微克（g） 0.1 ≤ 3.0 g 

硒 微克（g） 0.1 ≤ 1.0 g 

铜 毫克（mg） 0.01 ≤ 0.03 mg 

氟 毫克（mg） 0.01 ≤ 0.02 mg 

锰 毫克（mg） 0.01 ≤ 0.06 mg 

a 营养成分的表达单位可选择表格中的中文或英文，也可以两者都使用。 

b  当某营养成分含量数值≤“0”界限值时，其含量应标示为“0”；使用“份”的计量单位时，也要同时符合每 100 g 或

100 mL 的“0”界限值的规定。 

c  在乳及乳制品的营养标签中可直接标示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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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 

能量和营养成分 允许误差范围 

食品的蛋白质，多不饱和及单不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糖（仅限乳糖），

总的、可溶性或不溶性膳食纤维及其单体，维生素（不包括维生素 D、维生素 A），

矿物质（不包括钠），强化的其他营养成分 

≥ 80 %标示值 

食品中的能量以及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钠，糖（除

外乳糖） 

≤ 120 %标示值 

食品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80 % ~ 180 %标示值 

7 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下列预包装食品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  

——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包装总表面积≤100cm
2或最大表面面积≤20cm

2的食品； 

——现制现售的食品； 

——包装的饮用水； 

——每日食用量≤10 g 或 10 mL 的预包装食品； 

——其他法律法规标准规定可以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如果在其包装上出现任何营养信息时，应按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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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RV）及其使用方法 

A.1 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RV） 

规定的能量和 32 种营养成分参考数值如表 A .1 所示。 

表 A.1  营养素参考值 （NRV） 

营养成分 NRV 营养成分 NRV 

能量 a 8400 kJ  叶酸 400 g DFE 

蛋白质 60 g 泛酸 5 mg 

脂肪 ≤60 g 生物素 30 g 

饱和脂肪酸 ≤20 g 胆碱 450 mg 

胆固醇 ≤300 mg 钙 800 mg 

碳水化合物 300 g 磷 700 mg 

膳食纤维 25 g 钾 2000 mg 

维生素 A 800 g RE 钠 2000 mg 

维生素 D 5 g 镁 300 mg 

维生素 E 14 mg -TE 铁 15 mg 

维生素 K 80 g 锌 15 mg 

维生素 B1 1.4 mg 碘 150 g 

维生素 B2 1.4 mg 硒 50 g 

维生素 B6 1.4 mg 铜 1.5 mg 

维生素 B12 2.4 g 氟 1 mg 

维生素 C 100 mg 锰 3 mg 

烟酸 14 mg   

a 能量相当于 2000kcal;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供能分别占总能量的 13 %、27 %与 60 %。 

 

A.2 使用目的和方式 

用于比较和描述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的多少，使用营养声称和零数值的标示时，用作标准参考值。 

使用方式为营养成分含量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数；指定 NRV%的修约间隔为 1，如 1%、

5%、16%等。 

A.3 计算 

营养成分含量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数计算公式见式（A.1）： 

NRV % = „„„„„„„„„„„„„„„„„（A.1） 

式中： 

X——食品中某营养素的含量； 

NRV——该营养素的营养素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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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营养标签格式 

B.1 本附录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格式。 

B.2 应选择以下 6 种格式中的一种进行营养标签的标示。 

B.2.1 仅标示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格式 

仅标示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营养标签见示例 1。 

示例 1：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 100 克（g）或 100 毫升（mL）或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 

能量 千焦（kJ） % 

蛋白质 克（g） % 

脂肪 克（g） % 

碳水化合物 克（g） % 

钠  毫克（mg） % 

B.2.2 标注更多营养成分 

标注更多营养成分的营养标签见示例 2。 

示例 2：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 100 克（g）或 100 毫升（mL）或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 

能量 千焦（kJ） % 

蛋白质 克（g） % 

脂肪 

——饱和脂肪 

克（g） 

克（g） 

% 

% 

胆固醇 毫克（mg） % 

碳水化合物  

——糖 

克（g） 

克（g） 

% 

膳食纤维 克 (g) % 

钠  毫克（mg） % 

维生素 A 微克视黄醇当量(g RE) % 

钙 毫克（mg） % 

注：核心营养素应采取适当形式使其醒目。 

B.2.3 附有外文的格式 

附有外文的营养标签见示例 3。 

示例 3： 

营养成分表 nutrition information 

 项目/Items 每 100 克（g）或 100 毫升（mL）或每份 per 100 

g/100 mL or per serving  

营养素参考值 %/ NRV % 

能量/energy 千焦（kJ） % 

蛋白质/protein  克（g） % 

脂肪/ fat 克（g） % 

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 克（g） % 

钠/ sodium 毫克（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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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横排格式 

横排格式的营养标签见示例 4。 

示例 4：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 100 克（g） 

/毫升（mL）或

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 或

NRV % 

项目 每 100 克（g） 

/毫升（mL）或

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 

能量 

蛋白质 

千焦（kJ） 

克（g） 

% 

% 

碳水化合物 

钠 

克（g） 

毫克（g） 

% 

% 

脂  肪 克（g） % — — % 

注：根据包装特点，可将营养成分从左到右横向排开，分为两列或两列以上进行标示。 

B.2.5 文字格式 

包装的总面积小于 100 cm
2的食品，如进行营养成分标示，允许用非表格的形式，并可省略营养

素参考值（NRV）的标示。根据包装特点，营养成分从左到右横向排开，或者自上而下排开，如示例

5。 

示例 5： 

营养成分/100g：能量××kJ，蛋白质××g，脂肪××g，碳水化合物××g，钠××mg。 

B.2.6 附有营养声称和（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格式 

附有营养声称和（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营养标签见示例 6。 

示例 6：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 100 克（g）或 100 毫升（mL）或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 

能量 千焦（kJ） % 

蛋白质 克（g） % 

脂肪 克（g） % 

碳水化合物 克（g） % 

钠 毫克（mg） % 

营养声称如：低脂肪××。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如：每日膳食中脂肪提供的能量比例不宜超过总能量的 30%。 

营养声称、营养成分功能声称可以在标签的任意位置。但其字号不得大于食品名称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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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的要求、条件和同义语 

C.1表 C.1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C.2表 C.2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同义语。 

C.3 表 C.3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能量和营养成分比较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C.4 表 C.4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能量和营养成分比较声称的同义语。 

表 C.1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项目 含量声称方式 含量要求 a 限制性条件 

能量 无能量 ≤17 kJ/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其中脂肪提供的能量≤总能量

的 50%。 
低能量 ≤170 kJ/100 g 固体 

≤80 kJ/100 mL 液体 

蛋白质 低蛋白质 来自蛋白质的能量 ≤总能量的 5 % 总能量指每 100 g/mL 或每份 

蛋白质来源，或含有蛋

白质 

每 100 g 的含量≥10 % NRV 

每 100 mL 的含量 ≥5 % NRV 或者 

每 420 kJ 的含量 ≥5 % NRV 

 

高，或富含蛋白质 每 100 g 的含量≥20 % NRV 

每 100 mL 的含量 ≥10 % NRV 或者 

每 420 kJ 的含量 ≥10 % NRV  

 

脂肪 

 

 

 

 

无或不含脂肪  ≤0.5 g/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低脂肪 ≤3 g/100 g 固体；≤1.5 g/100 mL 液体  

瘦 脂肪含量 ≤10 %  仅指畜肉类和禽肉类 

脱脂 液态奶和酸奶：脂肪含量≤0.5 %；  

乳        粉：脂肪含量≤1.5 %。 

仅指乳品类 

 

无或不含饱和脂肪  ≤0.1 g/ 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指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总和 

低饱和脂肪 

≤1.5 g/100 g 固体 

≤0.75 g /100 mL 液体 

1．指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总

和 

2．其提供的能量占食品总能量

的 10%以下 

无或不含反式脂肪酸 ≤0.3 g/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胆固醇 无或不含胆固醇 ≤5 mg/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应同时符合低饱和脂肪的声称

含量要求和限制性条件 
低胆固醇 

≤20m g /100 g 固体 

≤10m g /100 mL 液体 

碳水化合物

（糖） 

无或不含糖 ≤ 0.5 g /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低糖 ≤ 5 g /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  

低乳糖 乳糖含量 ≤ 2 g/100 g (mL) 
仅指乳品类 

无乳糖 乳糖含量 ≤ 0.5 g/100 g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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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项目 含量声称方式 含量要求 a 限制性条件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来源或含有

膳食纤维 

≥3 g/ 100 g（固体） 

≥1.5 g/ 100 mL（液体）或 

≥1.5 g/ 420 kJ 

膳食纤维总量符合其含量要

求；或者可溶性膳食纤维、不

溶性膳食纤维或单体成分任一

项符合含量要求 高或富含膳食纤维或

良好来源 

≥6 g/ 100 g（固体） 

≥3 g/ 100 mL（液体）或 

≥3 g/ 420 kJ  

钠 无或不含钠 ≤5 mg /100 g 或 100 mL 符合“钠”声称的声称时，也可

用“盐”字代替“钠”字，如

“低盐”、“减少盐”等` 

极低钠 ≤40 mg /100 g 或 100 mL 

低钠 ≤120 mg /100 g 或 100 mL 

维生素 

 

维生素×来源 

或 含有维生素× 

每 100 g 中 ≥15 % NRV 

每 100 mL 中 ≥7.5 % NRV 或 

每 420 kJ 中 ≥5 % NRV 

含有“多种维生素”指 3 种和

（或）3 种以上维生素含量符

合“含有”的声称要求 

高或富含维生素× 每 100 g 中 ≥30 % NRV 

每 100 mL 中 ≥15 % NRV 或 

每 420 kJ 中 ≥10 % NRV  

富含“多种维生素”指 3 种和

（或）3 种以上维生素含量符

合“富含”的声称要求 

矿物质（不

包括钠） 

 

×来源，或含有× 每 100 g 中 ≥15 % NRV 

每 100 mL 中 ≥7.5 % NRV 或 

每 420 kJ 中 ≥5 % NRV 

含有“多种矿物质”指 3 种和

（或）3 种以上矿物质含量符

合“含有”的声称要求 

高，或富含× 每 100 g 中 ≥30 % NRV 

每 100 mL 中 ≥15 % NRV 或 

每 420 kJ 中 ≥10 % NRV  

富含“多种矿物质”指 3 种和

（或）3 种以上矿物质含量符

合“富含”的声称要求 

a 用“份”作为食品计量单位时，也应符合 100 g（mL）的含量要求才可以进行声称。 

表 C.2 含量声称的同义语 

标准语 同义语 标准语 同义语 

不含，无 零（0），没有，100 %不含，无， 0 % 含有，来源 提供，含，有 

极低 极少 富含，高 良好来源，含丰富××、丰富（的）×

×，提供高（含量）×× 

低 少、少油 a    

a“少油”仅用于低脂肪的声称。 

表 C.3  能量和营养成分比较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比较声称方式 要求 条件 

减少能量 与参考食品比较，能量值减少 25%以上 参考食品（基准食品）

应为消费者熟知、容

易理解的同类或同一

属类食品 

增加或减少蛋白质 与参考食品比较，蛋白质含量增加或减少 25%以上 

减少脂肪 与参考食品比较，脂肪含量减少 25%以上 

减少胆固醇 与参考食品比较，胆固醇含量减少 25%以上 

增加或减少碳水化合物 与参考食品比较，碳水化合物含量增加或减少 25%以上 

减少糖 与参考食品比较，糖含量减少 25%以上 

增加或减少膳食纤维 与参考食品比较，膳食纤维含量增加或减少 25%以上 

减少钠 与参考食品比较，钠含量减少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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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增加或减少矿物质（不包括钠） 与参考食品比较，矿物质含量增加或减少 25%以上  

增加或减少维生素 与参考食品比较，维生素含量增加或减少 25%以上 

表 C.4  比较声称的同义语 

标准语 同义语 标准语 同义语 

增加 

增加× %（×倍） 

减少 

减少× %（×倍） 

增、增× %（×倍） 减、减×%（×倍） 

加、加× %（×倍） 少、少× %（×倍） 

增高、增高（了）× %（×倍） 减低、减低× %（×倍） 

添加（了）× %（×倍） 降× %（×倍） 

多× %，提高×倍等 降低× %（×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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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能量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 

D.1 本附录规定了能量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 

D.2 能量 

人体需要能量来维持生命活动。 

机体的生长发育和一切活动都需要能量。 

适当的能量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 

能量摄入过高、缺少运动与超重和肥胖有关。 

D.3 蛋白质 

蛋白质是人体的主要构成物质并提供多种氨基酸。 

蛋白质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需的重要物质，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和生长。 

蛋白质有助于构成或修复人体组织。 

蛋白质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和生长。 

蛋白质是组织形成和生长的主要营养素。  

D.4 脂肪 

脂肪提供高能量。 

每日膳食中脂肪提供的能量比例不宜超过总能量的 30 %。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 

脂肪可辅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脂肪提供人体必需脂肪酸。 

D.4.1 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可促进食品中胆固醇的吸收。 

饱和脂肪摄入过多有害健康。 

过多摄入饱和脂肪可使胆固醇增高，摄入量应少于每日总能量的 10 %。 

D.4.2 反式脂肪酸 

每天摄入反式脂肪酸不应超过 2.2g，过多摄入有害健康。 

反式脂肪酸摄入量应少于每日总能量的 1 %，过多摄入有害健康。 

过多摄入反式脂肪酸可使血液胆固醇增高，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D.5 胆固醇 

成人一日膳食中胆固醇摄入总量不宜超过 300 mg。 

D.6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和能量主要来源。 

碳水化合物是人类能量的主要来源。 

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生成的主要来源。 

膳食中碳水化合物应占能量的 60 %左右。 

D.7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 

膳食纤维是低能量物质。 

D.8 钠 

钠能调节机体水分，维持酸碱平衡。 

成人每日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 6g。 

钠摄入过高有害健康。 

D.9 维生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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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暗视力。 

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 

D.10 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促进钙的吸收。 

维生素 D 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 

维生素 D 有助于骨骼形成。 

D.11 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有抗氧化作用。 

D.1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是能量代谢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维生素 B1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 

D.13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 

维生素 B2是能量代谢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D.14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6有助于蛋白质的代谢和利用。 

D.15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有助于红细胞形成。 

D.16 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 

维生素 C 有助于维持骨骼、牙龈的健康。 

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维生素 C 有抗氧化作用。 

D.17 烟酸 

烟酸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 

烟酸是能量代谢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烟酸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 

D.18 叶酸   

叶酸有助于胎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 

叶酸有助于红细胞形成。 

叶酸有助于胎儿正常发育。 

D.19 泛酸 

泛酸是能量代谢和组织形成的重要成分。 

D.20 钙 

钙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组成成分，许多生理功能也需要钙的参与。 

钙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并维持骨密度。 

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更坚固。 

D.21 镁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D.22 铁 

铁是血红细胞形成的重要成分。 

铁是血红细胞形成的必需元素。 

铁对血红蛋白的产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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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锌 

锌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必需元素。 

锌有助于改善食欲。 

锌有助于皮肤健康。 

D.24 碘 

碘是甲状腺发挥正常功能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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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02-26

一、基本情况

（一）制定目的。

食品营养标签是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也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组分、

特征的有效方式。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为指导和规范我国食品营养标签标示，引导消费者

合理选择预包装食品，促进公众膳食营养平衡和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原

卫生部在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国内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 28050-2011，以下简称“营养标签标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实施营养标签标准的意义。

根据国家营养调查结果，我国居民既有营养不足，也有营养过剩的问题，特别是脂肪和钠（食

盐）的摄入较高，是引发慢性病的主要因素。通过实施营养标签标准，要求预包装食品必须标示营养

标签内容，一是有利于宣传普及食品营养知识，指导公众科学选择膳食；二是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合理

平衡膳食和身体健康；三是有利于规范企业正确标示营养标签，科学宣传有关营养知识，促进食品产

业健康发展。

（三）国际上食品营养标签管理情况。

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食品营养标签，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先后制定了多个营

养标签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大多数国家制定了有关法规和标准。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

组织（WHO/FAO）的《膳食、营养与慢性病》报告发布后，各国在推行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和指导健

康膳食方面出台了更多举措。世界卫生组织（WHO）2004年调查显示，74.3%的国家有食品营养标签

管理法规。美国早在1994年就开始强制实施营养标签法规，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已对预

包装食品采取强制性营养标签管理制度。

（四）营养标签标准实施原则。

标准实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组织生产，符合营

养标签标准要求。二是提倡以技术指导和规范执法并重的监督执法方式，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不规

范的，应积极指导生产企业，帮助查找原因，采取“加贴”等改进措施改正（国家另行规定的除外）。

三是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食品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将营养标签标准的各项要求与生产技术、

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逐步减少盐、脂肪和糖的用量，提高食品的营养价值，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五）营养标签标准与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衔接。

营养标签标准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执行的标准。标准实施后，其他相关规定与本标准

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标准执行。自营养标签标准实施之日，原卫生部2007年公布的《食品营养标签

管理规范》即行废止。

（六）营养标签标准与原《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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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标签标准充分考虑了《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规定及其实施情况，借鉴了国外的管理经

验，进一步完善了营养标签管理制度，主要是：

1.简化了营养成分分类和标签格式。删除“宜标示的营养成分”分类，调整营养成分标示顺序，减

少对营养标签格式的限制，增加文字表述的基本格式。

2.增加了使用营养强化剂和氢化油要强制性标示相关内容、能量和营养素低于“0”界限值时应标

示“0”等强制性标示要求。

3.删除可选择标示的营养成分铬、钼及其NRV值。

4.简化了允许误差，删除对维生素A、D含量在“强化与非强化食品”中允许误差的差别。

5.适当调整了营养声称规定。增加营养声称的标准语和同义语，增加反式脂肪（酸）“0”声称的要

求和条件，增加部分营养成分按照每420kJ标示的声称条件。

6. 适当调整了营养成分功能声称。删除对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放置位置的限制，增加能量、膳食纤

维、反式脂肪（酸）等的功能声称用语，修改饱和脂肪、泛酸、镁、铁等的功能声称用语。

二、适用对象和范围

（七）预包装食品。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应按照本标准规定标示营养标签（豁免标示的食品除外）；非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也可以按企业双方约定或合同要求标注或提

供有关营养信息。

（八）关于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根据国际上实施营养标签制度的经验，营养标签标准中规定了可以豁免标识营养标签的部分食品

范围。鼓励豁免的预包装食品按本标准要求自愿标识营养标签。豁免强制标识营养标签的食品如下：

1.食品的营养素含量波动大的，如生鲜食品、现制现售食品；

2.包装小，不能满足营养标签内容的，如包装总表面积≤100cm2或最大表面面积≤20cm2的预包装

食品；

3.食用量小、对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较小的，如饮料酒类、包装饮用水、每日食用

量≤10g或10mL的。

符合以上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如果有以下情形，则应当按照营养标签标准的要求，强制标注营养

标签：

1.企业自愿选择标识营养标签的；

2.标签中有任何营养信息（如“蛋白质≥3.3%”等）的。但是，相关产品标准中允许使用的工艺、分

类等内容的描述，不应当作为营养信息，如“脱盐乳清粉”等；

3.使用了营养强化剂、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植物油的；

4.标签中有营养声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

（九）关于生鲜食品。

是指预先定量包装的、未经烹煮、未添加其它配料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等，如袋装鲜

（或冻）虾、肉、鱼或鱼块、肉块、肉馅等。此外，未添加其它配料的干制品类，如干蘑菇、木耳、

干水果、干蔬菜等，以及生鲜蛋类等，也属于本标准中生鲜食品的范围。

但是，预包装速冻面米制品和冷冻调理食品不属于豁免范围，如速冻饺子、包子、汤圆、虾丸

等。

（十）关于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酒精含量大于等于0.5%的饮料酒类产品，包括发酵酒及其配制酒、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以及其他酒

类（如料酒等）。上述酒类产品除水分和酒精外，基本不含任何营养素，可不标示营养标签。

（十一）关于包装总表面积≤100cm2或最大表面面积≤20cm2的预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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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总表面积小于等于100cm2或最大表面面积小于等于20cm2的预包装食品可豁免强制标示

营养标签（两者满足其一即可），但允许自愿标示营养信息。这类产品自愿标示营养信息时，可使用

文字格式，并可省略营养素参考值（NRV）标示。

包装总表面积计算可在包装未放置产品时平铺测定，但应除去封边及不能印刷文字部分所占尺

寸。包装最大表面面积的计算方法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的附录A。

（十二）关于重复使用玻璃瓶包装的食品

对于重复使用玻璃瓶包装的食品，如果无法在瓶身印刷信息，可按照“包装总表面积≤100cm2或最

大表面面积≤20cm2的食品”执行，免于标示营养标签。鼓励生产企业在上述食品的外包装箱或其包装

箱内提供营养信息。

（十三）关于现制现售食品。

是指现场制作、销售并可即时食用的食品。

但是，食品加工企业集中生产加工、配送到商场、超市、连锁店、零售店等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应当按标准规定标示营养标签。

（十四）关于包装饮用水。

包装饮用水是指饮用天然矿泉水、饮用纯净水及其他饮用水，这类产品主要提供水分，基本不提

供营养素，因此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对于包装饮用水，依据相关标准标注产品的特征性指标，如偏硅酸、碘化物、硒、溶解性总固体

含量以及主要阳离子(K+、Na+、Ca2+、Mg2+)含量范围等，不作为营养信息。

（十五）关于每日食用量≤10g或10mL的预包装食品。

指食用量少、对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较小，或者单一成分调味品的食品，具体包括：

1.调味品：味精、食醋等；

2.甜味料：食糖、淀粉糖、花粉、餐桌甜味料、调味糖浆等；

3.香辛料：花椒、大料、辣椒等单一原料香辛料和五香粉、咖喱粉等多种香辛料混合物；

4.可食用比例较小的食品：茶叶（包括袋泡茶）、胶基糖果、咖啡豆、研磨咖啡粉等；

5.其他：酵母，食用淀粉等。

但是，对于单项营养素含量较高、对营养素日摄入量影响较大的食品，如腐乳类、酱腌菜（咸

菜）、酱油、酱类（黄酱、肉酱、辣酱、豆瓣酱等）以及复合调味料等，应当标示营养标签。

（十六）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的预包装食品如何标示营养信息。

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的预包装食品，除按标准4.1规定标示外，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强化后食品

中该营养素的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若强化的营养成分不属于本标准表1所列

范围，其标示顺序应排列于表1所列营养素之后，但对其排列顺序不作要求。

既是营养强化剂又是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如维生素C、维生素E、β-胡萝卜素、核黄素、碳酸钙

等，若按照GB14880规定作为营养强化剂使用时，应当按照本标准要求标示其含量

及NRV%（无NRV值的无需标示NRV%）；若仅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可不在营养标签中标示。

三、营养成分表

（十七）关于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是标示食品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名称、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百分比的规

范性表格。例如：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 NRV%
能量 1823 kJ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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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9.0 g 15 %
脂肪 12.7 g 21 %
碳水化合物 70.6 g 24 %
钠 204 mg 10 %
维生素A 72 mgRE 9 %
维生素B1 0.09 mg 6 %

（十八）“营养成分表与包装的基线垂直”应如何理解？

包装的基线是指包装的直线边缘或轴线，或者是产品的底面形成的基线。在保证营养成分表为方

框表的前提下，其一边与基线垂直即可。

（十九）营养成分表的基本要素。

包括5个基本要素：表头、营养成分名称、含量、NRV%和方框。

1.表头。以“营养成分表”作为表头；

2.营养成分名称。按标准表1的名称和顺序标示能量和营养成分；

3.含量。指含量数值及表达单位,为方便理解，表达单位也可位于营养成分名称后，如：能量

（kJ）;
4. NRV%。指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占相应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5.方框。采用表格或相应形式。

营养成分表各项内容应使用中文标示，若同时标示英文，应与中文相对应。企业在制作营养标签

时，可根据版面设计对字体进行变化，以不影响消费者正确理解为宜。

（二十）关于核心营养素。

核心营养素是食品中存在的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营养素，摄入缺乏可

引起营养不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生长发育和健康，摄入过量则可导致肥胖和慢性病发生。本标准中

的核心营养素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和慢性病发病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贸易需要与

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等多种因素而确定的，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

根据标准实施情况将适时对核心营养素的数量和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二十一）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核心营养素。

各国规定的核心营养素主要基于其居民营养状况、营养缺乏病、慢性病的发生率、监督水平、企业

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部分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核心营养素如下表。

表1.部分国家和地区核心营养素数量及种类

国家或地区 能量+核心营养素

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

1+6：能量、蛋白质、可利用碳水化合物、

脂肪、饱和脂肪、钠、总糖 
美国 1+14：能量、由脂肪提供的能量百分比、

脂肪、饱和脂肪、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

糖、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A、维生

素C、钠、钙、铁、反式脂肪酸

加拿大 1+13：能量、脂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

（同时标出饱和脂肪与反式脂肪之和）、胆

固醇、钠、总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糖、

蛋白质、维生素A、维生素C、钙、铁

澳大利亚 1+6：能量、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碳

水化合物、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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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1+4：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总糖

新加坡 1+8：能量、蛋白质、总脂肪、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胆固醇、碳水化合物、膳食纤

维、钠

日本 1+4：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钠

台湾地区 1+6：能量、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反

式脂肪、碳水化合物、钠

香港特别

行政区

1+7：能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总脂

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糖、钠

（二十二）能量及核心营养素以外的其它营养成分如何标示。

企业可自愿标示能量及核心营养素以外的营养成分，并按照本标准表1所列名称、顺序、表达单

位、修约间隔、“0”界限值等进行标示。表1中没有列出但我国法律法规允许强化的营养成分，应列在

表1所示营养成分之后。

（二十三）关于能量及其折算。

能量指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能量的总和。

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算法获得。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

以各自相应的能量系数（见下表）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为单位标示。当产品营养标签中

标示核心营养素以外的其他产能营养素如膳食纤维等，还应计算膳食纤维等提供的能量；未标注其他

产能营养素时，在计算能量时可以不包括其提供的能量。

表2.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量折算系数

成分 kJ/g 成分 kJ/g
蛋白质 17 乙醇（酒精） 29
脂肪 37 有机酸 13
碳水化合物 17 膳食纤维* 8

*包括膳食纤维的单体成分，如不消化的低聚糖、不消化淀粉、抗性糊精等，也按照8kJ/g折算。

（二十四）关于糖醇和糖醇的能量系数

糖醇是指酮基或醛基被置换成羟基的糖类衍生物的总称，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我国相关国家

标准中尚未规定糖醇的能量系数。鉴于目前糖醇在部分类别食品中使用较多，为科学计算能量，建议

赤藓糖醇能量系数为0 kJ/g，其他糖醇的能量系数为10 kJ/g。

（二十五）关于蛋白质及其含量。

蛋白质是一种含氮有机化合物, 以氨基酸为基本单位组成。

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可通过“总氮量”乘以“蛋白质折算系数”计算（公式和折算系数如下），还可通

过食品中各氨基酸含量的总和来确定。

蛋白质（g/100g）=总氮量（g/100g）×蛋白质折算系数

不同食品中蛋白质折算系数见下表。对于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蛋白质来源的加工食品，统一使用

折算系数6.25。

表3.蛋白质折算系数

食 物 折算系数 食 物 折算系数

纯乳与纯乳制品 6.38 肉与肉制品 6.25
面粉 5.70 花生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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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高粱 6.24 芝麻、向日葵 5.30
大米 5.95 大豆蛋白制品 6.25
大麦、小米、燕麦、

裸麦

5.83 大豆及其粗加工

制品

5.71

注：引自《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5009.5-2010）

（二十六）关于脂肪及其含量。

脂肪的含量可通过测定粗脂肪（crude fat）或总脂肪（total fat）获得，在营养标签上两者均可标

示为“脂肪”。粗脂肪是食品中一大类不溶于水而溶于有机溶剂（乙醚或石油醚）的化合物的总称，除

了甘油三酯外，还包括磷脂、固醇、色素等，可通过索氏抽提法或罗高氏法等方法测定。总脂肪是通

过测定食品中单个脂肪酸含量并折算脂肪酸甘油三酯总和获得的脂肪含量。

（二十七）关于碳水化合物及其含量。

碳水化合物是指糖（单糖和双糖）、寡糖和多糖的总称，是提供能量的重要营养素。

食品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可按减法或加法计算获得。减法是以食品总质量为100，减去蛋白质、脂

肪、水分、灰分和膳食纤维的质量，称为“可利用碳水化合物”；或以食品总质量为100，减去蛋白

质、脂肪、水分、灰分的质量，称为“总碳水化合物”。在标签上，上述两者均以“碳水化合物”标示。

加法是以淀粉和糖的总和为“碳水化合物”。

（二十八）关于食品中的钠。

食品中的钠指食品中以各种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钠的总和。食盐是膳食中钠的主要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g，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

过6g，但膳食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盐平均摄入量远高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水平。过量摄入食盐可引

起高血压等许多健康问题，因此倡导低盐饮食。

（二十九）关于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是油脂加工中产生的含1个或1个以上非共轭反式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和，不包括

天然反式脂肪酸。在食品配料中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应标示反式

脂肪（酸）含量。

配料中含有以氢化油和（或）部分氢化油为主要原料的产品，如人造奶油、起酥油、植脂末和代

可可脂等，也应标示反式脂肪（酸）含量，但是若上述产品中未使用氢化油的，可由企业自行选择是

否标示反式脂肪酸含量。

食品中天然存在的反式脂肪酸不要求强制标示，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标示。若企业对反式脂肪

酸进行声称，则需要强制标示出其含量,并且必须符合标准中的声称要求。

（三十）如何理解配料表中含有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但营养成分表中反式脂肪酸含量为“0”的

情况

当配料中氢化油和/或部分氢化油所占比例很小，或者植物油氢化比较完全，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含

量很低时，终产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低于“0”界限值，此时反式脂肪酸应标示为“0”。

（三十一）如何使能量与核心营养素标示醒目。

使能量与核心营养素标示更加醒目的方法推荐如下：

* 增大字号

* 改变字体（如斜体、加粗、加黑）

* 改变颜色（字体或背景颜色）

* 改变对齐方式或其他方式。

如下表，营养成分表中增加了维生素C、钙和铁的标示后，能量及核心营养素用加粗的方式使其

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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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 营养素参考值%
能量 kJ %
蛋白质 g %
脂肪 g %
碳水化合物 g %
钠 mg %
维生素C mg %
钙 mg %
铁 mg %

（三十二）关于营养成分含量的标示。

应当以每100克（100毫升）和/或每份食品中的含量数值标示，如“能量1000kJ/100g”，并同时标

示所含营养成分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营养成分的含量只能使用具体的含量数值，不能使用范围值标示，如“≤XX”、“≥XX”，“40-
1000”等。

（三十三）关于营养成分“0”界限值。

“0”界限值是指当能量或某一营养成分含量小于该界限值时，基本不具有实际营养意义，而在检

测数据的准确性上有较大风险，因此应标示为“0”。企业标注为“0+表达单位”、“0.0+表达单位”等方

式均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正确理解。

当以每份标示营养成分时，也要符合每100g或100ml的“0”的界限值规定。

（三十四）关于营养成分的名称和顺序。

营养成分应按本标准表1第1列名称和顺序标示。当某营养素有两个名称时，如烟酸（烟酰胺），

可以选择标示“烟酸”或“烟酰胺”，也可以标示“烟酸（烟酰胺）”。同样，饱和脂肪（酸）可标示

为“饱和脂肪”或“饱和脂肪酸”，也可标示为“饱和脂肪（酸）”。类似的还有“反式脂肪（酸）”、“单

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等。

（三十五）关于营养成分的表达单位。

营养成分的表达单位应按本标准表1第2列要求标示，可使用中文或括号中的英文表达，也可两者

都使用，但不可以使用其他单位，如维生素D的含量单位只能用“微克”或“μg”标示，不可以用国际单

位“IU”标示。规范表达单位对推行营养标签、便于消费者理解和记忆、产品营养素比较等均有重要作

用。

（三十六）关于营养素参考值（NRV）。

营养素参考值（NRV，Nutrition Reference Values）是用于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高低的参考值，

专用于食品营养标签。营养成分含量与NRV进行比较，能使消费者更好地理解营养成分含量的高低。

“营养素参考值”和“NRV”可同时写在营养成分表中，也可只写一个，如“营养素参考值

（NRV）%”、“营养素参考值%”或“NRV%”。当表头中已经标示百分号（%）的情况下，表中可标示

为“X%”或者仅标示数值如“X”。规定了NRV值的营养成分应当标示NRV%，未规定NRV值的营养成

分仅需标示含量。鼓励企业通过标签或其它方式正确宣传NRV的概念和意义。

本标准附录A给出了规定的能量和32 种营养成分的营养素参考值（NRV），计算时直接用能量和

营养成分的含量标示值除以相应的NRV即可。对于NRV 值低于某数值的营养成分，如脂肪

的NRV为≤60g，在计算产品脂肪含量占NRV的百分比时，应该按照60g来计算。饱和脂肪、胆固醇也

采取类似方式计算。

（三十七）关于未规定NRV的营养成分。

标准附录A给出了能量和32种营养成分的NRV值。一些允许标示的营养素，如糖、不饱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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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反式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尚无NRV值。对于未规定NRV的营养成分，其“NRV%”可以空白，也可以

用斜线、横线等方式表达。

当总成分含量用某一单体成分代表时，可使用总成分的NRV数值计算。如糖可使用碳水化合物

的NRV值计算，可溶性膳食纤维和（或）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使用膳食纤维的NRV值计算。

例如：某产品含有或者添加了膳食纤维，检测数值为可溶性膳食纤维2.5克/100克，总膳食纤

维3.2克/100克，则可标示总膳食纤维，也可以单体计，标示为：膳食纤维 3.2g/100g
，13%（NRV%）；或膳食纤维（以可溶性膳食纤维计） 2.5g/100g， 10%（NRV%）；或膳食纤维

（以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计） 0.7g/100g， 3%（NRV%）。

（三十八）多聚果糖如何标示。

可在营养成分表内，以膳食纤维单体的形式标示。

例如：膳食纤维（以多聚果糖计）1.5g 6%（NRV%）。

类似标记方法的营养成分包括：多聚果糖、不溶或可溶性膳食纤维、非淀粉多糖、菊粉、聚葡萄

糖、低聚半乳糖、抗性淀粉、抗性糊精等。

（三十九）添加两种及以上膳食纤维成分如何标示。

若产品中添加了两种及以上膳食纤维，如多聚果糖1.5g/100g，菊粉1.0g/100g时，可标示为：膳食

纤维（以多聚果糖+菊粉计）2.5g；10%（NRV%）；或膳食纤维（以多聚果糖、菊粉

计）2.5g；10%（NRV%）；或膳食纤维（以多聚果糖和菊粉计）2.5g；10%（NRV%）。

（四十）关于益生菌的标示。

益生菌不属于营养标签标准中规定的营养成分，不应在营养标签的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应按

照GB7718的要求客观真实地进行标示。

（四十一）关于数值和NRV%的修约规则。

可采用《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中规定的数值修约规则，也可

直接采用四舍五入法，建议在同一营养成分表中采用同一修约规则。

（四十二）某营养成分的NRV%不足1%时如何标示。

当某营养成分含量≤“0”界限值时，应按照本标准表1中“0”界限值的规定，含量值标示

为“0”，NRV%也标示为0%。当某营养成分的含量＞“0”界限值，但NRV%＜1%，则应根据NRV的计

算结果四舍五入取整，如计算结果＜0.5%，标示为“0%”，计算结果≥0.5%但＜1%，则标示为1%。

（四十三）关于“份”的标示。

食品企业可选择以每100克（g）、每100毫升（ml）、每份来标示营养成分表，目标是准确表达

产品营养信息。

“份”是企业根据产品特点或推荐量而设定的，每包、每袋、每支、每罐等均可作为1份，也可

将1个包装分成多份，但应注明每份的具体含量（克、毫升）。

用“份”为计量单位时，营养成分含量数值“0”界限值应符合每100g或每100ml的“0”界限值规定。

例如：某食品每份（20g）中含蛋白质0.4g，100g该食品中蛋白质含量为2.0g，按照“0”界限值的规

定，在产品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含量应标示为0.4g，而不能为0。

（四十四）当销售单元包含若干可独立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的外包装（或大

包装）上如何标示。

若该销售单元内的多件食品为不同品种，应在外包装（或大包装）标示每个品种食品的所有强制

标示内容，可将共有信息统一标示。

若外包装(或大包装)易于开启识别（即开启时外包装不受损坏）或透过外包装(或大包装)能清晰识

别内包装(或容器)的所有或部分强制标示内容，可不在外包装(或大包装)重复标示相应内容。

（四十五）销售单元内包含多种不同食品时，外包装上如何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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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示包装内食品营养成分的平均含量。平均含量可以是整个大包装的检验数据，也可以是按照

比例计算的营养成分含量，例如：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 NRV%
能量 kJ %
蛋白质 g %
脂肪 g %
碳水化合物 g %
钠 mg %

2.分别标示各食品的营养成分含量，共有信息可共用，例如：

营养成分表

项目
食品1 食品2 食品3

每100g NRV% 每100g NRV% 每100g NRV%
能量 kJ % kJ % kJ %
蛋白质 g % g % g %
脂肪 g % g % g %
碳水化合物 g % g % g %
钠 mg % mg % mg %

同一包装内含有可由消费者酌情添加的配料（如方便面的调料包、膨化食品的蘸酱包等）时，也

可采用本方法进行标示。

3.当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作为赠品时，可以不在外包装上标示赠品的营养信息。

（四十六）当含有非可食部分时如何标示。

食品含有皮、骨、籽等非可食部分的，如罐装的排骨、鱼、袋装带壳坚果等，应首先计算可食部

（计算公式如下），再标示可食部中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

可食部=（总重量-废弃量）/总重量×100%
（四十七）关于营养标签的辅助信息。

企业按照本标准规定，正确、规范地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营养信息后，在不违背相关法律和标准

的前提下，允许采用图形或者其他方式对营养标签进行解释说明，如对营养成分的数值进行说明、解

释NRV的概念，NRV%高低的含义等，以方便消费者更好地理解。

四、数值分析、产生和核查

（四十八）获得营养成分含量的方法。

1.直接检测：选择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在没有国家标准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AOAC推荐

的方法或公认的其他方法，通过检测产品直接得到营养成分含量数值。

2.间接计算：

A. 利用原料的营养成分含量数据，根据原料配方计算获得；

B. 利用可信赖的食物成分数据库数据，根据原料配方计算获得。

对于采用计算法的，企业负责计算数值的准确性，必要时可用检测数据进行比较和评价。为保证

数值的溯源性，建议企业保留相关信息，以便查询和及时纠正相关问题。

（四十九）可用于计算的原料营养成分数据来源。

供货商提供的检测数据；企业产品生产研发中积累的数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如《中国食物

成分表》。

（五十）可使用的食物成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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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编著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和第二册；

2.如《中国食物成分表》未包括相关内容，还可参考以下资料：美国农业部《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英国食物标准局和食物研究所《McCance and
Widdowson’s the Composition of Foods》或其他国家的权威数据库资料。

（五十一）关于营养成分的检测。

营养成分检测应首先选择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或与国家标准等效的检测方法，没有国家标准

规定的检测方法时，可参考国际组织标准或权威科学文献。

企业可自行开展营养成分的分析检测，也可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完成。

（五十二）关于检测批次和样品数。

正常检测样品数和检测次数越多，越接近真实值。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

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相应增加检测批次。

企业可以根据产品或营养成分的特性，确定抽检样品的来源、批次和数量。原则上这些样品应能

反映不同批次的产品，具有产品代表性，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

（五十三）关于标示数值的准确性。

企业可以基于计算或检测结果，结合产品营养成分情况，并适当考虑该成分的允许误差来确定标

签标示的数值。当检测数值与标签标示数值出现较大偏差时，企业应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如主要原

料的季节性和产地差异、计算和检测误差等，及时纠正偏差。

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作为依据。

（五十四）营养标签标示值允许误差与执行的产品标准之间的关系

营养标签的标示值应真实客观地反映产品中营养成分的含量，而允许误差则是判断标签标示值是

否正确的依据，但不能仅以允许误差判定产品是否合格。如果相应产品的标准中对营养素含量有要

求，应同时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和营养标签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

如《灭菌乳》（GB25190-2010）中规定牛乳中蛋白质含量应≥2.9g/100g，若该产品营养标签上蛋

白质标示值为3.0g/100g，判定产品是否合格应看其蛋白质实际含量是否≥2.9g/100g。

（五十五）关于能量值与供能营养素提供能量之和的关系。

标签上能量值理论上应等于供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提供能量之和，但由于

营养成分标示值的“修约”、供能营养素符合“0”界限值要求而标示为“0”等原因，可能导致能量计算结

果不一致。

（五十六）采用计算法制作营养标签的示例。

以产品A为例。

第一步：确认产品A的配方和原辅材料清单。

原辅材料名称 占总配方百分比（%）

原料A X
原料B X
原料C X
原料D X

第二步：收集各类原辅材料的营养成分信息，并记录每个营养数据的来源。

原辅材料名称 原辅材料的营养成分信息（/100g） 数据来源

蛋白质(g) 脂肪(g) 碳水化合物(g) 钠(mg)
原料A X X X X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

原料B X X X X 供应商提供

原料C X X X X 供应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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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D X X X X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二册

第三步：通过上述原辅材料的营养成分数据，计算产品A的每种营养成分数据和能量值，并结合

能量及各营养成分的允许误差范围，对能量和营养成分数值进行修约。

项目 100克（修约

前）

100克（修约

后）

能量 X X
蛋白质 X X
脂肪 X X
碳水化合物 X X
钠 X X

第四步：根据修约后的能量、营养成分数值和营养素参考值，计算NRV%，并根据包装面积和设

计要求，选择适当形式的营养成分表。

五、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五十七）关于营养声称。

对食物营养特性的描述和声明，包括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营养声称必须满足本标准附录C规

定。

（五十八）关于含量声称。

本标准的含量声称是指描述食品中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水平的声称，如“含

有”、“高”、“低”或“无”等声称用语。附录C中表C.1列出的营养成分均可进行含量声称，并应符合相

应要求。

（五十九）允许使用的含量声称用语。

本标准附录C中表C.2规定了含量声称用语，包括标准语和同义语。对营养成分进行含量声称时，

必须使用该表中规定的用语。

（六十）允许声称“高”或“富含”蛋白质的情形。

当食品中蛋白质含量≥12g/100g或≥6g/100ml或≥6g/420kJ时，可以声称“高”蛋白或“富含”蛋白质。

（六十一）产品声称低乳糖时，如何标示乳糖含量。

低乳糖声称适用于乳及乳制品。有两种标示方式：

1.在碳水化合物下标示。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 NRV%
能量 kJ %
蛋白质 g %
脂肪 g %
碳水化合物 g %
--乳糖 g  
钠 mg %

2.用括弧标示。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 NRV%
能量 kJ %
蛋白质 g %
脂肪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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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乳糖） g %
钠 mg %

注：该表述方式仅适用于乳及乳制品。

（六十二）如何判定含量声称是否合格？

判断食品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声称是否合格时，应以标签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

量标示值为准，即核查含量标示值是否符合标准中含量声称的要求；而判断含量标示值是否正确，则

需核查标示值是否在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内。

（六十三）需冲调后食用的食品如何标示。

需冲调后食用的预包装食品，如奶粉、固体饮料等，在标示营养素含量或进行营养声称时可选择

按冲调前或冲调后的食品状态标示,也可两种状态同时标示。若两种状态同时标示，计算NRV%应选

其一并注明。

（六十四）按“份”标示营养成分含量时，可否按“份”进行含量声称。

不可以。企业可以用“份”标示营养成分含量，但对营养成分进行含量声称时，应满足相应

每100g或每100mL的含量要求。同时，由于按“份”标示时，标示值会经过多次修约，因此建议不能仅

以简单的倒推方式判断其是否符合含量声称要求。

（六十五）关于原料、产品特性及生产工艺的描述。

对原料特性和生产工艺的描述不属于营养声称，如脱盐乳清粉等，其描述应符合相应法律、法规

或标准的要求。

（六十六）关于比较声称。

指与消费者熟知的同类食品的能量值或营养成分含量进行比较之后的声称，如“增加”、“减

少”等。比较声称的条件是能量值或营养成分含量与参考食品的差异≥25%。

比较声称用语分为“增加”和“减少”两类，可根据食品特点选择相应的同义语，见本标准附录C中

表C.4。

（六十七）关于比较声称的参考食品。

参考食品是指消费者熟知的、容易理解的同类或同一属类食品。选择参考食品应考虑以下要求：

1.与被比较的食品是同组（或同类）或类似的食品；

2.大众熟悉，存在形式可被容易、清楚地识别；

3.被比较的成分可以代表同组（或同类）或类似食品的基础水平，而不是人工加入或减少了某一

成分含量的食品。例如：不能以脱脂牛奶为参考食品，比较其他牛奶的脂肪含量高低。

（六十八）关于含量声称与比较声称的区别。

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都是表示食品营养素特点的方式，其差别为：

1.声称依据不同。含量声称是根据规定的含量要求进行声称，比较声称是根据参考食品进行声

称；

2.声称用语不同。含量声称用“含有”“低”“高”等用语；比较声称用“减少”“增加”等用语。

（六十九）关于比较声称和含量声称的选择。

一般来说，当产品营养素含量条件符合含量声称要求时，可以首先选择含量声称。因为含量声称

的条件和要求明确，更加容易使用和理解。当产品不能满足含量声称条件，或者参考食品被广大消费

者熟知，用比较声称更能说明营养特点的时候，可以用比较声称。

（七十）关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指某营养成分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生理功能等作用的声称。同

一产品可以同时对两个及以上符合要求的成分进行功能声称。

本标准规定，只有当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符合附录C营养声称的要求和条件时，才可根据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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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特性，选用附录D中相应的一条或多条功能声称标准用语。例如：只有当食品中的钙含量满足

“钙来源”、“高钙”或“增加钙”等条件和要求后，才能标示“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等功能声称用

语。

（七十一）关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不得删改、添加和合并，更不能任意编写。例如，如果产品声称高

钙，可选择本标准中给出的1条或多条功能声称用语，但不能删改、添加和合并。如同时使用钙的两

条功能声称用语，正确的使用方法举例如下：

1.钙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并维持骨骼密度。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更坚固。

2.钙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组成成分，许多生理功能也需要钙的参与。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

发育。

使用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用语，必须同时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占NRV的百分

比，并满足营养声称的条件和要求。

（七十二）关于功能声称应满足的条件。

以蛋白质功能声称为例，首先应满足蛋白质的营养声称要求，即满足含量声称或比较声称的条件

之一，才能进行蛋白质的功能声称，如下表。

表4.蛋白质的功能声称用语及条件

可选用的功能声称用语 产品需满足条件

Ø 蛋白质是人体的主要构成物质并提供

多种氨基酸。

Ø 蛋白质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需的重要

物质，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和生长。

Ø 蛋白质有助于构成或修复人体组织。

Ø 蛋白质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和生长。

Ø 蛋白质是组织形成和生长的主要营养

素。

含量声称的条件：含量

≥6g/100g或

≥3g/100mL或

≥3g/420kJ。

比较声称的条件：与参

考食品相比，蛋白质含

量增加或减少25%以

上。

六、营养标签的格式

（七十三）关于食品营养标签的格式。

为了规范食品营养标签标示,便于消费者记忆和比较，本标准附录B中推荐了6种基本格式。在保

证符合基本格式要求和确保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基础上，企业在版面设计时可进行适当调整，包括

但不限于：因美观要求或为便于消费者观察而调整文字格式（左对齐、居中等）、背景和表格颜色或

适当增加内框线等。

（七十四）关于强制标示能量和核心营养素（1+4）的 基本格式。

举例如下：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克 营养素参考值%
能量 1841 千焦 22 %
蛋白质 5.0 克 8 %
脂肪 20.8 克 35 %
碳水化合物 58.2 克 19 %
钠 25 毫克 1 %

（七十五）关于标示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位置。

营养声称、营养成分功能声称可以在标签的任意位置标示，其字号不得大于食品名称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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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关于营养成分的标示顺序。

营养成分的标示顺序按照本标准表1的顺序标示。当不标示某些营养成分时，后面的成分依序上

移。

不能按照营养素含量高低或重要性随意调整营养素排列顺序。

（七十七）关于横排格式的营养标签。

根据标签的形状，企业可以选用横排（水平）格式标示，将营养成分分为两列或两列以上的形

式。能量和营养成分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也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排列。

（七十八）关于文字格式的营养标签。

文字格式或非表格形式标示营养信息，允许不用营养素参考值（NRV%）阐释，但必须遵循本标

准规定的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名称、顺序和表达单位。

七、其他

（七十九）实施日期。

营养标签标准已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在实施日期后生产的食品，应当按照标准要求标示营养标

签。在实施日期前生产的食品，可在食品保质期内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八十）关于营养标签标准咨询。

食品生产企业在实施营养标签标准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可向当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咨询，各

有关单位依据政务信息公开要求解答咨询问题。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标准有意见和建议，可向当地卫

生行政部门反映。

（八十一）关于进口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

进口预包装食品可以采用“加贴”等方式标注营养标签，并符合我国营养标签标准的要求和国家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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