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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监管
卫生计生委

• 风险评估
• 新品种审批
• 标凖制定
• 风险监测
• 风险交流

CFSA

NHFPC
国家质监总局

• 进出口食品添
加剂监督管理

• 进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添加剂
使用监督管理

AQSIQ
国家食药监总局

• 食品添加剂生产
企业监督管理

• 食品生产企业
添加剂使用监督
管理

C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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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A

基本法律 •《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新品种审批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

生产企业许可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生产企业监督 •《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进出口监管 •《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规范》

食品添加使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食品添加剂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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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A

食品安全法二十條：食品安全标准内容
•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
•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
•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

食品安全法二十條：食品安全标准内容
•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
•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
•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

食品品质和色、香、味，

食品安全法九十九条：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
食品品质和色、香、味，
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
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
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
然物质。

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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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A

食品添加剂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GB26687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

食品添加剂规格标准 食品添加剂检验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食品香精通则》

《食品添加剂卫生规范》
6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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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劑功能類別
1 酸度調節劑 2 抗結劑
3 消泡劑 4 抗氧化劑
5 漂白劑 6 膨松劑
7 膠基糖果中基礎劑物質 8 著色劑
9 護色劑 10 乳化劑
11 酶製劑 12 增味劑
13 麵粉處理劑 14 被膜劑
15 水分保持劑 16 營養強化劑
17 防腐劑 18 穩定劑和凝固劑
&19 甜味劑 20 增稠劑
21 食品用香料

（包括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 22 食品工業用加工助劑
23 其他

CFSA 8



食品分类系统
食品
分類號 食品名稱 食品

分類號 食品名稱

01.0 乳及乳製品（13.0特殊膳食用食品涉及品種
除外） 09.0 水產及其製品（包括魚類、甲殼類、貝類、

軟體類、棘皮類等水產及其加工製品等）
02.0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製品 10.0 蛋及蛋製品
03.0 冷凍飲品 11.0 甜味料，包括蜂蜜
04.0 水果、蔬菜（包括塊根類）、豆類、食用菌、

藻類、堅果以及籽類等 12.0 調味品

05.0 可可製品、巧克力和巧克力製品（包括代可
哥脂巧克力及製品）以及糖果 13.0 特殊膳食用食品

06.0
糧食和糧食製品，包括大米、麵粉、雜糧、
塊根植物、豆類和玉米提取的澱粉等（不包
括07.0類焙烤製品）

14.0 飲料類

07.0 焙烤食品 15.0 酒類
08.0 肉及肉製品 16.0 其他類（第01.0-15.0類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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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品种

添加剂 332种，14.24%

膠姆糖
基礎劑 38种 ， 1.63%

加工
助劑 109种 ， 4.67%

香料 1859种，79.46%
2332（231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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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审批程序

卫生计生委公告 39

C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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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

部门规章

管理办法、
规定等 公告

食品安全标准

基础标准 产品标准 检验方法
与规程

生产经营
规范

管理部分 技术部分

C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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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劑標籤(GB 29924)
•名稱、規格、淨含量、生產日期；
•成分或者配料表；
•生產者的名稱、位址、聯繫方式；
•保質期；
•產品標準代號；
•貯存條件；
•生產許可證編號；
•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規定
必須標明的其他事項。

食品標籤中的
食品添加劑內容(GB 7718)
•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在國家
標準中的通用名稱。

食品添加劑標籤管理

CFSA 13



CFSA

•《食品安全法》：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申请食品
添加剂生产许可的条件、程序，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的规定执行。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明确食品添加剂纳入许可管理。
•《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生产者必须在取得生产许可后，
方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的生产。
• 包括单品、复合、食用香精。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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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受理
•实地核查
•产品检验

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许可流程

资料和检验

市县级初审

省食品药品监督机构
复审

省食品药品监督局
审查同意予以许可

•资料审核
•实地复查
•结论回馈

•向总局备案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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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进口管理
进口食品添加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二）经国务院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布列入我国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

目录的；
（三）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准》（GB14880）的；
（四）列入“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已有进口记录但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

品添加剂目录”的。
除符合上列四项条件之一外，应当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的，还应取得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C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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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添加剂标签
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应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包装上。
食品添加剂卷标应标明以下事项：

（七）贮存条件；
（八）使用范围、用量、使用方法；
（九）复合添加剂中各单一品种的通用
名称、辅料的名称和含量，按含量由大
到小排列（各单一品种必须具有相同的
使用范围）；
（十）“食品添加剂”字样；
（十一）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或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
事项。

（一）名称（相关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规格、净含量；
（二）成分（表）或配料（表），采用相
关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三）原产国（地）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
（四）生产日期（批号）和保质期；
（五）产品标准代号；
（六）标明卫生部准予进口的证明档号和
经卫生部批准或认可的产品质量标准；

C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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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对添加剂实施严格监管。
2 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与国际标准基本一致。
3 风险评估与准入原则相同。

小结

4 按照标准使用是可以保障安全的。

C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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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A

卫生计生委：www.nhfpc.gov.cn
• GB2760、GB14880、新品种公告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规定

更多信息

国家食药监总局：www.cfda.gov.cn
•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获证企业名单
• 生产许可审查员名单
• 发证检验机构名录
• 食品添加剂采购使用管理要求

19



谢谢！
王竹天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路37號院2號樓

100022
wangzhutian@cfsa.net.cn

86-10-52165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