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1. 任务来源

2018年 1月，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委托山西医

科大学牵头起草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由山西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学

科带头人邱服斌教授为项目负责人。

2. 起草单位、起草人

起草单位 起草人

山西医科大学 邱服斌、张 忠

山西琪尔康翅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李 娟、张立山、张连水、刘雪芳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卫生监督所 张文香、张 静

惠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协会 陈孟君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郭舒岗、王三桃

（二）简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的食品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经过调查研究和

综合分析，并根据翅果仁的特性制定了各项技术指标及限量值，对本标准进行编写。

1. 资料收集与调研：2018年 1月～2018年 12月

起草小组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收集整理了翅果仁食用历史资料、国内外标准和检

测方法标准。走访了民间百姓，了解了翅果仁的食用历史。多次赴翅果仁主产区，对我省翅

果仁种属、种植方式、农药使用等进行了调研。

2．样品采集检验：2018年 6月～2019年 12月

讨论采样方案并进行采样，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性评价和技术指标检验，收

集相关检验数据。

3. 标准起草：2019年 6月～2019年 12月

起草小组召开起草组工作会及专家咨询会，对标准框架、制定依据、文本内容等进行认

真调研，完成标准初稿的起草工作。在完成标准初稿后，起草单位广泛听取各方专家意见，

并根据反馈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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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果仁是山西省特色油料资源树种翅果油树（拉丁文名：Elaeagnus mollis Diels）果实

的籽仁。翅果油树是胡颓子科、胡颓子属的落叶直立乔木或灌木，在我国已有二百多年的栽

培历史，集中分布于山西吕梁山南端和中条山东段，野生和人工种植面积共约 18万亩，占

全国资源面积的 90%以上。人工种植的翅果油树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鉴定中心鉴

定，确定为胡颓子科、胡颓子属翅果油树。翅果油树全身是宝，尤其是籽仁部分，富含蛋白

质、必需脂肪酸、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D和硒、铁、锌等多种营养素，其中含脂肪

46.6%～51.5%，蛋白质 26.6%～33.7%，营养价值高。

据文献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翅果油树产区的群众已经大量采集并食用翅果仁。也有

文献记载翅果油树分布区的群众采种翅果食用历史悠久。走访民间，老百姓有采种和食用翅

果仁习惯，翅果仁在山西民间具有悠久的食用历史，且翅果仁在长期的食用中未见不良反应

报道。山西已有部分企业研究出用翅果仁提取食用蛋白质或磨浆食用。但由于目前缺乏翅果

仁的食品安全标准，为保证公众和消费者的食用安全，充分开发和利用翅果仁资源，促进翅

果仁产业发展，2018年初，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

二、国内外相关标准比较研究材料

起草组本着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标准与国内和国际发达国家接轨的原则，

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未见有关翅果仁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三、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函〔2019〕556 号）、《山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起草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翅果仁》。技术指标的确定主要参考

了 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检验方法等同采用了 GB

5009.22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GB 5009.227-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GB 5009.2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1-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 5009.17-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2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GB 23200.113-2018《食品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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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208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标

准内容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并与食品安全标准保持一致。

四、标准的制定与起草原则

起草组本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保证食品安全、促进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出

发点，尽量与国际国内标准接轨，充分考虑标准的通用性和适用性，力求做到科学合理、公

开透明、安全可靠，并能被未参与标准制定的专业人员所理解或采用，完成了本标准起草工

作。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依据

制定标准中的技术指标依据 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中的相关规定，食品限量值单位表述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具体限量值确定主要依

据翅果仁实际检测数据和食用量、食用方法等，参考食品安全国家基础标准中与翅果仁最接

近的坚果籽类、谷物的限量值。标准中各项技术内容的制定依据如下：

1. 翅果仁供试样品收集

样品收集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主要采集于主产地临汾市乡宁县和运城市平陆县，共计

36 批次。其中收集到 2019 年人工种植的 30 批次，占调研总数的 83%；野生的 6 批次（2019

年临汾市乡宁县和 2018 年运城市平陆县各 3 批次），占调研总数的 17%。野生翅果受客观

条件限制，采摘到的样品比较少。

2. 感官要求

参考 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根据翅果仁的产品特点，从色泽，滋味、气味，状态，霉变粒四方面对翅果仁进行了描述和

规定。其中，霉变粒与 GB 19300-2014 中去壳产品的规定一致（详见表 1）。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瓷

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

状态，检查有无异物，闻其气

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微苦，无异味

状态 颗粒状，允许部分带棕色种皮，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霉变粒/% ≤ 0.5 GB 19300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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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化指标

酸价、过氧化值分别由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太原海关技术中心两家检验机构对

36 批次样品进行检验，两家检验结果经比对基本一致。

3.1 酸价

参考 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进行设定，按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中的第一法进行检验，检测结果在 0.20～1.6mg/g

之间，故本标准酸价（以脂肪计）（KOH）指标值设定为“≤3 mg/g”，与 GB 19300-2014

中酸价（以脂肪计）（KOH）≤3 mg/g 的规定一致。

3.2 过氧化值

参考 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进行设定，按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中的第一法进行检验，36 个样品检测结果均

在 0.002～0.0712g/100g 之间，故本标准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指标值设定为“≤0.08

g/100g”，与 GB 19300-2014 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0.08 g/100g 的规定一致。

4.污染物限量

参考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与翅果仁最接近的坚果

籽类和谷物进行设定，由山西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和惠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测中心两家检测机构，对 36 份样品的铅、总砷、镉、总汞和铬 5 种污染物限量进行检测。

4.1 总汞

按 GB 5009.17-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两家检测机构总汞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GB 2762 中坚果与籽类食品也未设定总汞项目，说

明风险很低，故本标准中不设定总汞项目。

4.2 铅

按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两

家检测机构检出铅均＜0.090mg/kg，故本标准中铅（以 Pb 计）的限量值设定为“≤0.2

mg/kg”，与 GB 2762 中坚果及籽类食品铅（以 Pb 计）≤0.2 mg/kg 的规定一致。

4.3 总砷

按 GB 5009.1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

行检测，两家检测机构检出总砷均＜0.040mg/kg，故本标准中总砷（以 As 计）的限量值设

定为“≤0.5 mg/kg”，与 GB 2762 中谷物食品总砷（以 As 计）≤0.5 mg/kg 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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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是我国膳食中主要的食品，翅果仁每日摄入量远远低于谷物的摄入量，所以依据谷物制

定总砷的限量值是非常安全的。

4.4 镉

按 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两

家检测机构检出镉在 0.003～0.012mg/kg 之间，故本标准中镉（以 Cd 计）的限量值设定为

“≤0.1 mg/kg”，与 GB 2762 中谷物食品镉（以 Cd 计）≤0.1 mg/kg 的规定一致。谷物

是我国膳食中主要的食品，翅果仁每日摄入量远远低于谷物的摄入量，所以依据谷物制定镉

的限量值是非常安全的。

4.5 铬

按 GB 5009.12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2

家检测机构检出铬在 0～0.170mg/kg 之间，故本标准中铬（以 Cr 计）的限量值设定为“≤

1.0 mg/kg”，与 GB 2762 中谷物食品铬（以 Cr 计）≤1.0 mg/kg 的规定一致。谷物是我

国膳食中主要的食品，翅果仁每日摄入量远远低于谷物的摄入量，所以依据谷物制定铬的限

量值是非常安全的。

5.真菌毒素限量

参考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坚果及籽类食品对黄

曲霉毒素 B1进行设定。按 GB 5009.2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族和

G 族的测定》方法，由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太原海关技术中心两家检验机构对 36 批

次样品进行检验，34 份样品检测结果<5.0µg /kg，2 份样品超限值（占调研样品总数 5.6%），

分析原因为部分样品存储不当。因黄曲霉毒素 B1为强致癌物，为确保食用安全性，故本标

准真菌毒素只对黄曲霉毒素 B1进行限量规定，其限量值为≤5.0µg/kg，与 GB 2761 中坚果

及籽类食品中曲霉毒素 B1≤5.0µg/kg 的规定一致。

6 .农药残留限量

经调研，野生和人工种植的翅果树均不使用任何农药，但考虑到周围农作物使用农药可

能对其造成污染。根据翅果产区附近农林业生产中常用的农药、近年来国家禁限用农药、半

衰期特别长的农药等情况，确定出六六六 、滴滴涕、 苯醚甲环唑、高效氯氟氰菊酯、克百

威五种可能造成污染的农药，按 GB 2763 规定的方法，分别由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太

原海关技术中心两家检验机构，对 36 批次样品进行验证检验，两家检验结果均为未检出，

所以本标准对农药残留限量不做具体规定。考虑到制定标准的前瞻性，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

符合 GB 2763 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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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食用安全性、每日推荐摄入量和不适宜人群

受山西医科大学和山西琪尔康翅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委托，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翅果仁 90 天经口毒性试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

试验、小鼠精原细胞和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和致畸试验等六项毒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翅果仁在推荐摄入量下具有食用安全性。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翅果仁作为食品使用的安全性也进行了评估，出具了翅果仁

《地方特色食品安全性评估报告》，结论为：翅果仁在推荐摄入量下，用作新食品原料是安

全的，且成人每日摄入翅果仁≤4.8g 较为安全。且翅果仁生产的翅果油 2011 年已被原卫生

部批准为新资源食品（2011 年 1 号公告）。

基于以上评估结论，本标准规定翅果仁推荐摄入量≤4.8 g/天。长期食用历史表明翅果

仁未见任何不良反应报道，也没有严格的食用人群限制，但考虑到孕妇体弱、婴幼儿处于人

体发育的特殊阶段，建议暂不作为孕妇与婴幼儿食品；对坚果类蛋白过敏人群慎用。

标准编制组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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