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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
食品包装和接触材料法规和 
要求

白皮书

摘要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是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食品的基本服务内容之一。

然而，包装生产商必须准备应对具有多样化的全球规管环境以及基于资源标准的消费者购

买要求。本白皮书旨在总结世界一些主要司法管辖区关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主要

规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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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社会中，消费者对于食品预处理和消费方式的

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越来越

少，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速冻和其他预处理食品是

居家用餐的方便选择。同时，依据尼尔森公司2009年
的报告，44%的全球消费者每周出去吃饭的次数为一

到三次。[1]  

对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来说，安全和营养的食品始终

是重中之重。但食品预制和消费增加了食品安全的一

般意义，突出了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在为消费者

提供安全和营养食品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

上，现代保证材料的进步为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提供

了多种包装选择，可以一般性地保证食品的安全和质

量，无论产品如何经销。

由于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

材料在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等大多数市场中都需

要接受法规制约。这些法规旨在确保食品包装和食品

接触材料能够充分保护食品免受微生物、害虫以及其

他形式污染的侵害，同时确保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

材料本身不会成为有害污染物的源头。

本白皮书一般性地概述了全世界主要司法管辖区针

对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主要规管要求。本白

皮书主要适用于食品包装生产商和食品制造商以及

食品零售商和规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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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法规和标准

关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法规和要求通常旨在

保护食品的物理、化学和卫生品质。然而，实际上旨

在实现其目标的法规和标准采取了多种不同方式。

在欧洲和南部非洲的所谓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规管者

针对可以用于食品包装的材料和物质规定了具有强制

性的《正面清单》。在一些个体国家中，强制性正面

清单由自愿遵守的标准作为补充，包括可接受材料的

拓展正面清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中，包括墨西哥和

南非，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通常通过强制

性的产品安全要求来解决。

其他要求和自愿遵守标准可以适用于食品包装和食品

接触材料，其中包括某些聚合物、添加剂或者着色剂，

或者包括回收物质。除了具体物质要求，各种司法管辖

区可能会针对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使用进一步

施加限制。这些限制可能包括正式的材料注册计划，

或者要求在注册和使用之前进行新材料毒性评估。

本白皮书的以下章节提供了具体司法管辖区中与食品包

装和食品接触材料规定和标准有关额外详细说明。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是什么，对于食
品安全具有哪些影响？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将食品接触物质定义为“任何

旨在用作某种材料成分，并用于装箱、包装、运输或

者承装食品的物质，并且该物质不应对于该食品产生

技术影响。”[2]该定义清楚说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

触材料用于食品生产和经销流程的每一个阶段。

除了生产和经销的基本作用，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

料还可以保持食品的形态、形状或者质地等基本特

性。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还可以延长或者保存

产品的新鲜度，并由此延长其上架时间。同时，食

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可以避免遭受害虫和污染物的 
侵害。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包装

包括瓶、罐、听、纸箱和袋子以及包裹材料。食品

接触物质还可以包括食品餐具和容器以及表面与食

品接触的家电器具（例如烤面包机或者咖啡壶）。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可以采用纸、塑料、以石

油为原料的物质、逆向工程产品和回收材料。基于

植物纤维、糖和淀粉等农业原料的包装材料越来越

普遍，获得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欢迎，因为这些

材料具有环保特性，生产中消耗的能量较低。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通常含有着色剂和化学物质

等添加剂。在很多情况下，食品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

触材料的长期接触可能会使这些添加剂从包装或者接

触材料中转移到食品之中。食品包装材料还可能会含

有单体，即在物质上传过程中未能与其他分子结合，

或者由于物质解体而产生的单一有机分子。

另外，食品包装中采用的回收材料通常在回收过程中

会接触化学物质和其他媒介。某些上述媒介的安全状

况不是很清楚，可能会对于材料再加工过程中要求的

数量产生危害。最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还可

能与生产或者储存过程中的潜在有害物质接触，由此

会对封闭的食品形成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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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适用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要求详见《（欧盟）1935/2004号框架规定》，[3]该规定建立了适用

于大多数食品接触材料类型的最低要求。这些要求强制规定，所有食品接触材料都应该；

依据1935/2004号法规，食品接触材料必须在上市之前

获得欧洲食品安全局授权。已经获得授权的食品接触

材料将被列入欧洲食品安全局允许公开查阅的在线数

据库。[4]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还须接受欧盟《（欧盟） 
10/2011号塑料法规》，[5] 旨在涉及所有与食品接触的

塑料材料。重要的是，10/2011号法规针对与食品接触

的材料设定了一个“总迁移量极限”，针对某些物质

设定了具体迁移限值和“材料残余数量”限值。是否

符合上述限值通过法规中规定的测试计划来验证。依

据1935/2004号法规的规定，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

还需要在投放市场之前接受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审核和

授权。

A. 欧盟

这些要求强制规定，所有食品接触材料都应该：

�� 安全

��  不向食品中转移对于人体产生危险，改变食品构成或者对于食品口味或者气味产生影响的成分或者 
化学品

�� 其生产符合良好生产惯例，与《（欧盟）2023/2006号框架规定》一致

�� 可以通过生产链追溯

�� 带有欧盟“玻璃杯和叉子”标志或者以其他标签表明符合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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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商确定某种食品接触物质没有被任何上述规

定或者清单涉及，该生产商可以：

1.  提交一份《规定豁免限量》请求；

2.  符合“一般认为安全”状态；或者

3.  提交一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通知》。[6] 

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食品接触物质通知》路径通

常是针对此前为使用食品接触物质而申请部门许可的

优先方法。按照要求，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应在120
天之内完成《食品接触物质通知》请求的审核，这一

审核期间与此前的食品添加剂请求程序要求的期间相

比大大缩短。《食品接触物质通知》对于提出请求的

生产商还具有专属性质，不适用于其他生产商生产的

相同物质。

在美国，影响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法规由美国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管要求指定，影响特定食品

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的每一种单项物质。美国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建议采用以下方法来确定适用于

单项食品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法规，以及采取以下途径来符合其规定；

B. 美国

参考21 CFR《联邦规章典集》174-179来确定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的物质是否是规定的间接添加剂。规定
添加剂可以包括生产流程和食物处理中使用的粘合剂和涂层成分、纸和纸板成分、高分子和放射材料。

参考21 CFR《联邦规章典集》181来确定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的物质是否被列为 “先前核准”物质。

参考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食品接触物质通知》来确定是否此前已经向食品药品管理局通知关于另行
使用某种特定物质。

参考21 CFR《联邦规章典集》182-186来确定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的物质是否被列为“一般认为安全”
（GRAS）材料。

参考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规定豁免限量》来确定是否某种物质低于规定豁免限量并因此应给予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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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或者使用的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依据

2009年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法》规范，禁止进口、

采购或者使用任何不符合适用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此前适用国标或者国家标准）。据估计有130多
种中国食品安全标准适用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

料，其中包括涉及食品接触添加剂、具体食品接触

产品和具体食品接触材料组合（例如纸、金属或者 
陶瓷）。

最重要的食品安全标准之一是GB9685《食品容器、包

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该标准包括1500多
种批准添加剂以及特定迁移量（SML）或最大残留量

（QM）。最近更新的标准包括禁止使用食品添加剂

的负面清单。

关于使用新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的许可申请流程详见

中国《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生

产商在申请审批新的食品添加剂时，必须能够展示申

请使用的物质具有明确的使用范围，不应改变其承装

食品的结构、色彩或者风味，并且不应在合理预见用

途的情况下负面影响人体健康。按照要求应进行毒性

申报验证测试。[7]   

除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中国境内的生产商在生产塑

料或者纸质食品包装材料时必须持有中国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质量安全证书。

C. 中国

关于使用新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

的许可申请流程详见中国《食

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管理 
规定》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不同，日本不要求上市前审核或者

批准即将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相反，按照规定，食品

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应符合《日本食品卫生法》的一

般性规定，如果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中包含对于

人体可能产生危害的物质将被禁止出售。执法通过随

机产品检验和测试以及不合规处罚来实现。

日本的食品卫生法[8] 还授权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食品

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制定具体规定。这些具体规定包

括适用于所有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一般性规

定、具体材料规定以及具体应用规定。

除了本厚生劳动省的具体规定，食品接触材料生产商

还必须积极符合日本各种行业组织颁布的自愿行业

标准和要求。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行业组织包括日本

清洁石蜡和苯乙烯塑料协会、日本PVC卫生协会和日

本纸制品协会。通常，日本的食品生产商按照要求应

提交有关证据，证明符合上述及其他行业组织颁布的

各种标准，并以此作为采购条件。

D. 日本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不同，日本不

要求上市前审核或者批准即将使

用的食品接触物质。相反，按照规

定，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应

符合《日本食品卫生法》的一般性 
规定。

韩国颁布的框架规定类似于日本的相关规定，提出一

般性食品安全要求，禁止含有对于人体产生潜在伤害

物质的食品接触材料。和日本一样，韩国食品和药品

安全部负责制定与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有关的规

定和标准。2013年初，韩国食品和药品安全部针对食

品包装发布了修订标准，即《韩国食品器具、容器和

包装标准和规范》。[9] 新标准涉及单项材料规范、一

般性测试方法和生产、使用规范。

E.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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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国家的联合体，即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

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入盟

申请目前正在由当前的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各自立

法部门审批）。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需要接受共同

市场小组3.92号决议的要求，[10] 该决议具体规定了食

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的一般安全标准。其他另有 

37项独立协议涉及不同种类包装材料的具体安全要

求。已经由美国或者欧盟审核和批准的食品接触材料

物质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一般都被获准使用。如果在

正面清单中添加物质，应向巴西或者阿根廷的政府食

品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并接受审核。

F. 南美



9TÜV SÜD | 食品包装

总结和结论

食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是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安

全、营养食品的基本服务内容之一。然而，包装生产

商必须准备应对复杂的全球规管环境，其中个别司法

管辖区已经采纳了不同规管框架来审核和审批食品包

装和食品接触物质。基于产业和行业组织颁布的自愿

标准拟定的消费者购买要求以及包装材料中使用的具

体物质，使审批流程变得更加复杂。

生产商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推销其食品包装和食品接

触材料时，如果能够透彻理解其产品和材料中使用的

物质，及详细分析适用于这些物质的规定和标准，将

会从中受益。这一信息可以促成制定全面的规管审批

策略，消除重复产品审核和测试活动，形成更有效和

更具成本效益的产品审批流程。

通过其全面分析、认证、审核和检验服务，TÜV南德

意志集团可以协助生产商驾驭和符合世界范围的食

品包装和食品接触材料规定和标准。TÜV南德意志集

团拥有17,000多名员工，在全世界拥有800多个经营场

所。作为客户流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专家团队可以

确保利用有关技术、体系和专业诀窍来为我们的客户

加强竞争力。



10 食品包装 | TÜV SÜD

版权声明

本文件中所述信息构成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当前观点，主要涉及发布日期之前讨论的有关问题。由于TÜV南德意志集团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本文件

不应被视为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承诺，TÜV南德意志集团不能保证发布日期之后任何披露信息的精确性。

本白皮书仅为信息目的提供。关于本文件中所述的信息，TÜV南德意志集团不做任何明示、暗示或者成文承诺。符合所有适用版权法是用户的责任。以不限

制版权项下权利为前提，未经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明确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为任何目的复制、储存或者导入检索系统，或者以任何形式，或

者通过任何方式（电子、机械、影音、记录或者其他方式）传送。

针对本文件中涉及的材料，TÜV南德意志集团可能拥有专利、专利申请、商标、版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除非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任何书面许可协议明确规

定，提供本文件时并不会给予您上述专利、专利申请、商标、版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除非在版权法项下许可，未经预先书面同意，禁止针对本文件

进行任何复制、改编或者翻译。©TÜV南德意志集团 – 2013 – 版权所有- TÜV SÜD是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注册商标。

免责声明

关于本内容的信息已经采取各种合理措施来确保其质量、合理性和精确性。然而，TÜV南德意志集团对于本通讯中所述的第三方内容不承担责任。TÜV南德意

志集团对于本通讯中所述第三方内容的精确性或者完整性没有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承诺或者保证。本通讯旨在提供关于特定主题的一般性信息，但并未针对

该主题进行彻底论述。相应地，本通讯中的信息并非构成咨询或者专业建议或者服务。如果您希望针对本通讯中所述信息的相关事项获得建议，需要时可以

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的资质专家团队将为您具体解答问题或者提供建议。未经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预先书面许可，本通讯中的信息不应在任何其他出版物或

者材料中复制、引用或者提及。版权所有© 2013TÜV南德意志集团

GLOSSARY OF ACRONYMS
 AQSIQ –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FR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EFSA –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U – european union
 FDA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CS – food contact substance
 GB – guobiao 
 GMC – grupo mercado comun  
 GRAS – generally recognised as safe
 

 JHOSPA – japan hygienic olefin and styrene plastics association
 JHPA – japan hygienic pvc association 
 JPA – japan paper association
 MFDS   –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HLW –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OML – overall migration limit 
 QM – quantity in material
 QS – quality safety
 SML – specific migration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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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者安全作为您的工作重点
www.tuv-sud.com/food

food@tuv-sud.com

权威认证，创享价值

TÜV南德意志集团是一家一流的质量、安全和可持续性解决方案提供商，专门从事测试、检验、审核、认证、

培训和知识服务。我们在全世界设有800多个场所，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获得认证。通过向我

们的客户提供客观服务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为企业、客户和环境增加有形价值。

TÜV南德意志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德国慕尼黑Westendstr. 199号，

邮编：80686
电话：+49 89 5791-0
www.tuv-sud.com

http://www.tuv-sud.com/industry/consumer-products-retail/food-health-beauty
mailto:food%40tuv-sud.com?subject=
http://www.tuv-su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