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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糊精》行业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二批行

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19]195 号 )，计划编号:

2019-0868T-QB，项目名称为《抗性糊精》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

业协会和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19 年 8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任务下达后，2019 年 10

月 15 日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组织开展该标准的起草组成员征集工作，2019 年 12

月成立了标准制定起草小组，确定由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起草小组组

长单位。

2021 年 4 月 1 日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组织召开了该标准制定的启动会议，对该

标准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会上,起草组组长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做了行业标准起草工作汇报，并对标准文本初稿进行讨论。综合各方意见，

针对标准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标准草案（第二稿）。

2022 年 8 月 22 日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组织召开了《抗性糊精》二稿的线上会

议。会议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吴丹主持，介绍了参会嘉宾、项目背景和起草工作组

情况；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杨晓明秘书长对行标制定工作给予了指导；山东

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双双汇报了《抗性糊精》行业标准的制定情况及标准

框架内容供与会代表探讨，全体参会人员就标准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综合各方意

见，针对标准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标准草案（第三稿）。在此基础

上，起草组完成了编制说明的编制。

2022 年 8-10 月开展样品征集、分发、测定及数据统计分析工作。随后根据分析结

果补充完善标准草案（第四稿）和编制说明。

2022 年 11 月 7 日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组织召开了《抗性糊精》四稿的线上会

议。会议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吴丹主持，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双

双对照标准文本，介绍了《抗性糊精》行业标准的编制说明，全体参会人员就标准相关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77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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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综合各方意见，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主要起草单位：暂略

所做的工作：起草组组长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发酵产业协会

负责标准起草、编写编制说明、结合各起草小组成员及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充分考虑了行业规范，填补国家标准空白，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增强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加强企业食品安全意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参照食品

企业通用卫生规范，同时参考国外先进企业的操作规范，引进国际食品卫生安全的先进

理念，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规要求、卫生标准，结合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标

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

2、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名称

本文件名称为《抗性糊精》，适用于抗性糊精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性糊精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描述了本文件中涉及引用的方法标准和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标准。

（4）术语和定义、化学名称

描述了抗性糊精的术语和定义、化学名称；根据一稿讨论会，增加了“抗性糊精”

的英文名称“Resistant dextrin”；根据二稿讨论会，修改抗性糊精的“术语和定义”：

以食用淀粉、淀粉质为原料，在酸性条件下经糊精化反应制得的一种膳食纤维。

（5）产品分类

分为固体产品和液体产品。

（6）要求

①原辅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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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辅料种类比较多且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在此不一一罗列产品执行标准，所用

原辅料应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

②感官要求

根据目前市场需求，将产品形态分为液体和固体。从状态、色泽、滋气味、杂质四

个方面给出感官要求。

项 目
指 标

固体 液体

状态 粉末或颗粒 透明、黏稠液体

色泽 白色至淡黄色 浅黄色或黄色或棕黄色

气味、滋味 具有本品的特有气味，无异味 具有本品的特有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③理化要求（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 见附件1）

本文件根据卫生部 2012 年第 16 号公告、GB 15203、GB 2760、GB 2761 及起草会议

讨论意见，并结合市场中产品的特性以及征集样品的检测数据，根据方法适用性和准确

度，确定了理化要求。

a）总膳食纤维：总膳食纤维含量是表征抗性糊精的重要指标。

总膳食纤维的检测方法执行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即GB/T 22224-2008第二法

酶重量法和液相色谱法。

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中要求总膳食纤维含量≥82%，根据征集样品数据结果分

析，7家企业12批次样品中膳食纤维含量均可以达到82%，另有25%可以达到90%，为促进

行业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将总膳食纤维分为≥82%、≥90%两种型号，也可满足不同客

户的需求。

b）固形物：固形物含量是表征液体物质含水量的重要指标。

借鉴低聚异麦芽糖、低聚果糖等产品标准，定为固形物含量≥75%，此浓度下水分

活度较低、渗透压较高可确保产品质量；若固形物含量过低，储存、运输成本增加且易

染菌。征集样品的检测结果显示此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即固形物含量≥75%。

c）水分：用于测定产品含水量的指标，其结果可反映出产品质量，该指标的限制，

也可确保产品在运输与贮存时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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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共有四种检测方法。其中第

一法 直接干燥法适用于多种食品中水分的测定，在食品行业较为常用，不适用于水分

含量小于 0.5%的样品；第二法 减压干燥法适用于高温易分解的样品及水分较多的样品

中水分的测定，不适用于水分含量小于 0.5%的样品；第三法 蒸馏法适用于调味品、肉

制品中水分的测定；第四法 卡尔·费休法适用于食品中微量水分的测定，适用于水分

含量大于 1.0×10
-3
g/100g 的样品，此方法需配备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

根据征集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抗性糊精水分含量 90%在（2-5）%之间，参与企业

及检测机构均采用直接干燥法进行检测，结合抗性糊精的产品特性、干燥工艺、水分含

量，将直接干燥法定为仲裁法，便于出现异议时保持方法的一致性。

抗性糊精固体为粉末或颗粒产品，其水分含量执行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即水

分≤6.0%。

d）pH：该参数是物质的物理常数，是评价产品质量的主要指标。

参考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抗性糊精粉pH4.0-6.0，同时参考国内其他功能糖产

品的指标要求及征集样品检测结果，抗性糊精粉pH均在标准范围内，所以固体产品指标

不变执行pH4.0-6.0；由于液体产品的特性及市场使用需求，将液体pH定为3.0-6.0，征

集样品的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

e）灰分：食品的灰分含量是控制食品质量的重要依据，食品中的灰分是指食品经

高温灼烧后残留下来的无机物，灰分指标可以评定食品是否污染,判断食品是否掺假。

抗性糊精以食用淀粉、淀粉质为原料，生产过程中使用加工助剂活性炭，其有引入

灰分的风险，结合《GB/T 8885 食用玉米淀粉》要求灰分含量≤0.18%、《GB/T 13803.3

糖液脱色用活性炭》灰分含量≤5%、卫生部2012年第16号公告中灰分指标≤0.5%，同时

收集到的样品检测结果均≤0.5%，所以此指标不变。

f）二氧化硫残留量：因抗性糊精产品以食用淀粉、淀粉质为原料，其有引入二氧

化硫的风险，同时其也是下游客户重点监控的风险项目，该指标的限制意在反映产品的

安全性。

GB 2760中对于二氧化硫作为食品添加剂添加到淀粉糖中的限量要求为≤0.04g/kg，

此次收集到的36组数据中仅有2组数据显示二氧化硫＞10mg/kg，本着对生产企业进行高

要求的原则，将此指标定为二氧化硫残留量≤10mg/kg；同时规避了美国、欧盟要求超

过10mg/kg时必须进行亚硫酸盐品种或过敏原标识的风险。

抗性糊精的理化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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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安全指标

卫生安全指标应符合我国相关标准要求。

⑤污染物限量指标

总砷、铅：污染物主要包括对人体有明显毒性的铅、砷等，这些元素无论以什么形

态存在，极少量存在时都能产生很明显的影响，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通常对

食品中的铅、砷进行限制，根据GB 15203 淀粉糖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相关规

定，GB 2762中对“食糖及淀粉糖”中总砷、铅的限量要求为≤0.5mg/kg，我们将该指

标限度选定同国家标准相一致均定为≤0.5mg/kg。

项 目
指 标

固体 液体

总砷(以 As 计)，mg／kg ≤ 0.5

铅(以 Pb 计)，mg／kg ≤ 0.5

⑥食品添加剂要求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⑦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7）试验方法

①感官

对抗性糊精感官要求的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采用了GB/T 23528.2-2021 中感官的

检测方法。

液体：

取适量样品于透明、洁净、干燥的烧杯中，置于明亮处，观察其色泽和组织状态，

检查其有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取适量样品嗅其味，放入口中品尝其滋味（品尝

第二个样品前，应用清水漱口），做好记录。

项 目

指 标

82 型 90 型

固体 液体 固体 液体

总膳食纤维（以干基计）/% ≥ 82 90

固形物/% ≥ —— 75.0 —— 75.0

水分/（g/100g） ≤ 6.0 —— 6.0 ——

pH 4.0-6.0 3.0-6.0 4.0-6.0 3.0-6.0

灰分/（g/100g） ≤ 0.5

二氧化硫残留量（SO2）/（mg／kg） ≤ 10



6

固体：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容器中，在合适的自然光线下，观察样品的颜色和状

态，检查其有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取适量样品嗅其味，放入口中品尝其滋味（品

尝第二个样品前，应用清水漱口），做好记录。

②理化检验

对抗性糊精的各种理化要求的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试验方法优先采用相应的国标

方法测定，其次参考中国相关的法规标准的测定方法。标准中直接明确了感官、固形物、

pH的测定方法。其余检项中，总膳食纤维按照GB/T 22224-2008第二法测定，水分按照

GB 5009.3测定（以第一法为仲裁法），灰分按照GB 5009.4测定，二氧化硫按照GB 5009.34

测定。

③卫生要求检验

a) 铅的测定：按 GB 5009.12 的方法测定。

b) 总砷的测定：按 GB 5009.11 的方法测定。

（8）检验规则

①组批与抽样

组批：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同一生产线连续生产的，质量均一的产品为一批。

抽样：每批产品的检验按下表抽取样本。

产品抽样表

批量范围（最小包装单位） 抽取样本数（最小包装单位） 每个样本抽取单位包装数

a
（瓶、袋、桶）

＜100 2 1

100~500 4 1

＞500 6 1

a
单位包装数指大包装中的小包装单位。

a）槽车装产品每车必检。

b）槽车和桶装产品应从液面 10cm 以下抽取样品，取样器应符合相关规定。

c）根据每个样本等量抽取原则抽取，槽车装产品每份取样不少于 1kg；桶装产品每

份取样量不少于 1kg；瓶装、袋装产品取样总量不少于 6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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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清洁干燥的取样工具，将抽取的样品置于两个洁净、干燥的容器中，密封，

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时间、取样人姓名等，一份供理化检测用，一份封存备

查。

②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应经企业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液体产品：感官、固形物、总膳食纤维、pH；

——固体产品：感官、水分、总膳食纤维、pH。

③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一般情况下，型式检

验每半年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b）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时；

c）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三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监督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④判定规则：

抽取样品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该产品符合本文件；

检验项目如有一项至两项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行

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仍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检验结

果如有三项及以上项目不符合要求，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

⑤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均需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规定。

三、规范验证

在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综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最终拟定了《抗性糊精》

标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要求进行了适用性研究。

本文件对不同企业、不同规格、不同批次的产品进行检测，涵盖了固体和液体产品。

通过样品征集，共检测7个企业、12个样品，收集36组数据，其中75%的检测结果符合《抗

性糊精》的标准要求，《抗性糊精》检测指标设置合理。详见下表：

产品

项目

抗性糊精粉

批次 1-1 批次 1-2 批次 2-3 批次 3-1 批次 3-3

感官 白色粉末，具有本品的特有气味，无异味，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总膳食纤维 91.1 90.7 93.8 86.9 83.9 87.0 93.1 89.8 82.1 92.5 89 87.6 90.3 84.1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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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干基

计），%

水分/

（g/100g）
3.6 4.39 4.06 3.28 3.87 3.90 3.2 3.92 3.32 3.55 3.62 3.65 4.02 4.43 4.33

灰分/

（g/100g）

0.07

4

＜

0.05

0.07

7

0.07

2
0.05

0.07

6
/

＜

0.05

0.12

8
/

＜

0.05

0.00

93
/ 0.04

0.05

4

pH（10%水溶

液）
/ 5.8 4.9 / 4.4 4.8 / 4.8 4.8 / 5.6 4.9 / 4.3 4.6

二氧化硫残留

量，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总砷/（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铅/（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产品

项目

抗性糊精粉

批次 4-1 批次 5-2 批次 5-8 批次 6-1 批次 7-1

感官 白色粉末，具有本品的特有气味，无异味，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总膳食纤维

（以干基

计），%

95.4 88.7 86.4 87.1 91.6 88.9 91.5 83.7 88.0 91.6 83.6 84.7 92.1 84.2 90.2

水分/

（g/100g）
4.4 4.37 4.7 3.8 4.0 4.0 4.4 5.0 4.8 2.4 3.4 3.1 4.4 7.5 7.5

灰分/

（g/100g）
0.02

＜

0.05

0.01

4

＜

0.05

＜

0.05

0.04

4

＜

0.05
0.06 0.05 / 0.05

0.04

6
0.04 0.04

0.05

8

pH（10%水溶

液）
4.2 4.5 4.2 / 4.9 4.7 / 4.6 4.7 / 4.8 5.1 / 4.4 4.9

二氧化硫残留

量，mg／kg
8.57

＜

0.05

不合

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总砷/（mg/kg）
≤

0.4

未检

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铅/（mg/kg）
≤

0.4

未检

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产品

项目

抗性糊精液

批次 6-5 批次 6-7

感官 黄色透明粘稠液体，具有本品的特有气味，无异味，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总膳食纤维

（以干基

计），%

90.7 84.2 91.0 86.3 84.6 85.0

固形物，% 76.7 77.1 76.5 75.1 76.5 77.2

灰分/ / <0.0 0.02 / 0.0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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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项目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制定产品标准填补空

白，提升产品质量，规范行业发展。抗性糊精是一种低热量葡聚糖，属于低分子水溶性

膳食纤维。作为一种低热量可溶性食品原料，在食品工业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件的制定能够规范抗性糊精产品的各项指标，对生产及检测起指导、监督作用，

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和社会效

益。

六、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主要是对抗性糊精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化学名称、产品分类、技术要

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进行了明确的规范指引，为推荐性

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六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g/100g） 5 5

pH（10%水溶

液）
/ 6.1 5.2 / 5.6 5.4

二氧化硫残留

量，mg／kg
8.57

未检

出
17 / 8 6.8

总砷/（mg/kg） /
未检

出
/ 未检出

铅/（mg/kg） /
未检

出
/ 未检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1%E8%81%9A%E7%B3%96/47896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BA%B6%E6%80%A7%E8%86%B3%E9%A3%9F%E7%BA%A4%E7%BB%B4/14217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BA%B6%E6%80%A7%E8%86%B3%E9%A3%9F%E7%BA%A4%E7%BB%B4/142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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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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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卫生部 2012 年第 16 号公告


	卫生安全指标应符合我国相关标准要求。
	取适量样品于透明、洁净、干燥的烧杯中，置于明亮处，观察其色泽和组织状态，检查其有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
	固体：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容器中，在合适的自然光线下，观察样品的颜色和状态，检查其有无正常视力可见的

	a)铅的测定：按GB 5009.12的方法测定。
	b)总砷的测定：按GB 5009.11的方法测定。
	a）槽车装产品每车必检。
	b）槽车和桶装产品应从液面10cm以下抽取样品，取样器应符合相关规定。
	c）根据每个样本等量抽取原则抽取，槽车装产品每份取样不少于1kg；桶装产品每份取样量不少于1kg；瓶
	d）用清洁干燥的取样工具，将抽取的样品置于两个洁净、干燥的容器中，密封，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时间
	④判定规则：
	 抽取样品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该产品符合本文件；
	 检验项目如有一项至两项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