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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指南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标识标签作为记录食品接触材料信息的载体，是食品接触材

料质量安全和使用信息最直观和便捷的体现方式，也是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

途径。标识标签起着传递质量安全信息、确保可追溯性、保护知情消费权、降低交易成

本等重要作用，因此是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标准的重要规范性指标和合规监管的重点考察

对象。标识标签信息的不完整、不真实和不准确等容易导致误导消费者、影响产品正常

使用，乃至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等问题发生，由标识标签问题引发的不合格案例和消费

纠纷时有发生，因此, 涉及食品接触材料的标识标签管理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和行业的广

泛重视。 

新出台的GB 4806.1《食品接触材料通用安全要求》以及系列的产品标准，均有专

门章节对食品接触材料的标识标签予以规范要求，包括了基本要求和适用于不同材质和

制品的特定要求。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大都为组合类食品接触材料，涉及多种材质和材

料，因此，针对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的标识标签合规管理更为复杂和有挑战。为此，食

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针对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制定了《家电类食品接

触材料标识标签指南》，旨在帮助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企业掌握相关安全标准中对标识

标签的规定，规范和统一行业的做法，更好地满足法规的要求。考虑专委会已出台针对

符合性声明的指南，因此本标识指南将不涉及符合性声明的内容。 

本指南主要撰写人为：钟怀宁、陈煊红、潘静静、商贵芹、李玎。指南的撰写还得

到了九阳食品安全管理团队，飞利浦米久柏，老板电器黄倩，苏泊尔陈华方，爱仕达沈

文，博西华袁海燕，哈尔斯李松成等家电及相关企业代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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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和术语 

1.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各种已经或预期可能与食品或食品添加剂接触、或其成分可能

转移到食品中的材料和制品。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使用过

程中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工具和设备，及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油墨、粘

合剂、润滑油等。不包括洗涤剂、消毒剂和公共输水设施。 

1.2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 

是指粘贴、印刷、标记在GB 4806.1所定义的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以下简称食品

接触材料）和其包装物上的文字、图形、数字、符号以及其它说明的总称。包括标志、

材质名称、产品名称、生产商、经销商、生产日期、生产地址等。 

1.3 最小销售单元 

以销售为目的（无论是否免费），交付给消费者使用的材料或制品。 

1.4 最小销售包装 

以销售为目的（无论是否免费），交付给消费者使用的材料或制品的包装物。 

1.5 强制标识内容 

是指GB 4806.1以及其它产品安全标准中明确规定需标示的信息，如材质、生产商、

生产日期等。 

二、食品接触材料标签法规和标准要求 

   2.1 适用的安全标准 

现阶段，我国针对食品接触材料标签出台的强制性法规、标准和规范如下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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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涉及食品接触材料标签强制要求的安全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适用范围 法律地位 

GB 4806.1 -2016 通用安全要求 所有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 强制性 

GB 4806.3-2016   搪瓷制品 搪瓷 强制性 

GB 4806.4-2016  陶瓷制品 陶瓷 强制性 

GB 4806.5-2016  玻璃制品 玻璃 强制性 

GB 4806.6-2016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

脂 

塑料所用的树脂和树脂共混

物，包括未硫化的热塑性弹性

体 

强制性 

GB 4806.7-2016 食品接触用塑料 食品接触用塑料及制品，包括

未硫化的热塑性弹性体材料

及制品 

强制性 

GB 4806.8-2016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

板材料及制品 

纸和纸板，不包括纤维素薄膜

制品 

强制性 

GB 4806.9-2016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

料及制品 

金属材料及制品 强制性 

GB 4806.10-2016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

涂层 

食品接触材料于食品直接接

触面的涂料及形成的涂层 

强制性 

GB 4806.11 -2016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

料及制品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包括经

硫化的热塑性弹性体）和以硅

橡胶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 

强制性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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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规和标准要求 

   各个法规和标准针对标识标签的具体条款和要求如下所示： 

2.2.1 GB 4806.1 -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通用安全要求 

8 产品信息 

8.1 产品标识信息应清晰、真实、不得误导使用者。 

8.2 产品应提供充分的产品信息，包括标签、说明书等标识内容和产品合格证明，以保

证有足够信息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进行安全性评估。 

8.3 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材质，对相关法规及标准的符合性声明，生产者和（或）

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适用期）等内容。 

8.4 符合性声明应包括遵循的法规和标准，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要求和

总迁移量合规性情况（仅成型品）等。 

8.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终产品除应符合上述要求外，还应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

装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有明确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除外（如

筷子、炒锅等）。有特殊使用要求的产品应注明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途、使用

环境、使用温度等。对于相关标准明确规定的使用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较高食品

安全风险的产品，应以特殊或醒目的方式说明其使用条件，以便使用者能够安全、正确

地对产品进行处理、展示、储存和使用。 

8.6 上述标识内容应优先标识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标签应位于产品最小销售包装的醒

目处，当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将信息全部显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可显示在产品说明

书或随附文件中。 

2.2.2 GB 4806.3-2016 食品安全标准 搪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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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2.2.3 GB 4806.4-2016 陶瓷制品 

 5.2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2.2.4 GB 4806.5-2016 玻璃制品 

5.2.1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5.2.2 产品声称可用于烹饪、可微波炉使用的性能时，应在产品或最小销售包装上

进行标识。 

2.2.5 GB 4806.6-2016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5.2.1 标签标识除符合GB 4806.1的规定外，还应按照附录A在产品标签、说明书或

附带文件中标示树脂名称，聚合物共混物应标示所有树脂的名称。 

5.2.2 供应链各环节应确保安全信息的传递，确保对影响食品安全的有害物质相关

信息的可追溯。 

2.2.6 GB 4806.7-2016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5.2 标签标识除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之外，还应按照GB 4806.6-2016附录A在标

签、说明书或附带文件中标示树脂、聚合物共混物应标示所有树脂的名称。 

2.2.7 GB 4806.8-2016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5.3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2.2.8 GB 4806.9-2016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5.3.1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5.3.2 金属基材应明确标示其材料类型及材料成分，或以我国标准牌号或统一数字代

号表示，如“不锈钢06Cr19Ni10”或"不锈钢S30408"“铝合金3004”等。 

5.3.3 食品接触面覆有金属镀层或有机涂层的，应标示镀层或涂层材料，如“镀铬”“镀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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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镍合金”“聚四氟乙烯涂层”等。金属镀层不止一层时，应按由外层到内层顺序标出各金

属成分，并以斜杠隔开，如“镀铬/镍/铜”。 

2.2.9 GB 4806.10-2016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5.2 标签标识除应符合GB 4806.1规定外，涂层材料及制品还应分别标示基材和涂

层的材质名称。 

2.2.10  GB 4806.11 -2016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5.2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规定。如产品含有天然乳胶，应标明“产品含有天然

乳胶”。 

三、家电类产品标签标识原则 

3.1 基本原则 

3.1.1 合规 

食品接触材料标签标识的所有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3.1.2 真实 

食品接触材料标签标识的所有内容应真实准确, 与销售的食品接触材料相符。 

3.1.3 规范 

（1）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标识的所有内容应清晰、醒目、持久、易于辨认和识

读; 

（2）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的所有内容应科学准确、简明易懂; 

（3）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标识标签内容应使用规范的中文（以下情况时可只标

注外文）： 

1）注册商标； 

2）进口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国外制造者名称、地址和网址；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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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外文,但应与中文有对应关系，所有汉语拼音或外文不

得大于相应的中文； 

（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应以虚假、让使用者误解或欺骗

性的文字、图形等方式介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也不应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使用者; 

（5）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应以直接或间接暗示性的语言、

图形、符号, 导致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使用者将购买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3.1.4 完整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识标签应包括安全标准所规定的强制标注内容和根据产品

特点需标注的内容。 

3.1.5 可操作 

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属于组合食品接触材料，且其中使用的材质和部件多，

因此，在产品中的每个部件上体现相关标识标签信息既无必要也较难操作，因此，在符

合 2.1.1-2.1.4 要求的基础上，企业可以灵活采取合适的标注载体或方式，如通过产品、

印刷品、说明书或包装物等提供相关信息。 

四、标签制作要求 

4.1 标识标签形式 

不建议标识标签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售包装分离, 可以选择以下标签形

式: 

在零售阶段，安全标准所要求的信息应粘贴、印刷或标示在： 

（1）最小销售单元上或最小销售包装上；或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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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销售单元或最小销售包装的印刷品上；或 

（3）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粘贴、印刷或标记于最小销售单元上时，可粘贴、印刷、

标记在紧邻的材料和制品上，但该标识标签应为购买者清晰可见； 

在除零售阶段之外的其他行销阶段，安全标准所要求的内容可粘贴、印刷或标示在： 

（1）随附的文件上；或 

（2）标签或包装上；或 

（3）最小销售单元本身。 

4..2 粘贴、印刷或标记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上的标签不应对食品造成污染。粘贴或直

接印制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上的印刷品不应直接接触食品; 

4.3 标识标签材料 

连接或粘贴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售包装上印刷品的制作材料应有足够的

强度, 特别是固定在销售包装外面的印刷品应保证不易在流通环节中变得模糊甚至脱

落。 

4.4 标识标签颜色 

连接或粘贴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售包装上印刷品的颜色应与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或其销售包装物的底色形成明显反差、清晰易辨。 

4.5 标识标签印制 

连接或粘贴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售包装上印刷品的印刷字体、图案应与基

底形成明显的多反差、清晰易辨。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 其字体高度不得小于1.8mm。 

五、标识标签内容 

5.1  标识标签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1）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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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 

   （3）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材料和制品的； 

   （4）附加的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5）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 

   （6）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7）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禁止标注的内容。 

5.2 GB 4806.1 规定安全标准所要求的标识内容应优先标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标签

应位于产品最小销售单元或最小销售单元包装的醒目处。当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将信息全

部粘贴、印刷或标记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可粘贴、印刷或标记在产品说明书、插页

或随附文件中。 

而家电类产品因涉及的材料和部件较多，所需标识的信息也相应较多，可参照附录

的食品接触用家电类产品标识标签模板进行标示，内容可根据产品实际情况有所增减；

如果存在展示空间不足、不好印制、标示等应用限制，建议可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只印

刷或标记产品适用于接触食品的标志标识（标示调羹筷子标志，或注明“食品接触用”、“食

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和警示信息（如微波炉产品标示：不得加热带壳食物）；其它

要求内容，如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材质名称、安全性声明、使用信息等可根

据产品特性和消费者认知习惯等，在确保符合标准要求的基础上，由企业自行确定内容

用语、标示方式或展示载体。 

5.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名称应反映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真实属性, 简明易懂;国

家、行业标准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有规定的, 应当采用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名

称;国家、行业标准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没有规定的, 应当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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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混淆的名称。塑料和添加剂的名称可参考GB 9685附录的表述，树脂和单体名称参

考GB 4806.6、GB 4806.10、GB 4806.11附录的表述。 

塑料、硅橡胶和涂层等材质名称表述较为繁杂，如 PP 对应 GB 4806.6 附录 A 中的

编号 29 对应 CAS 和名称信息较多，则可以选择合适的标示方式或载体，如可在产品或

印刷品/标签上标注“通用类别名”，而具体中文名称可在随附文件（如产品说明书、插页

等）中体现，如果受说明书版面等限制较难完整描述，可在符合性声明中体现，具体做

法由企业自行决定。 

金属基材应明确标示其材料类型及材料成分（材质成分信息可通过材质分析技术获

取），或以我国标准牌号或统一数字代号表示，如“不锈钢 06Cr19Ni10”或"不锈钢 S30408"

“铝合金 3004”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满足既有标准的前提下，增加规定要求以

外信息。如国外标准规定的牌号标识等。 

5.4 生产者或经销者名称和地址 

应标注经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食品接触材料质量安全责任的生产者或经销者的

名称、地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按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示: 

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 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依法不

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生产基地, 应当标注公司和分公司或者生

产基地的名称、地址;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 应当标

注委托企业和受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进口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标注在中国依法登

记注册的品牌商，或代理商、进口商、经销商，以及国外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5.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 

国内生产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应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市级地域;进口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应标注原产国或地区(指香港、澳门、台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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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日期标注 

应清晰地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如适用时）。考虑家电类

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生产日期建议采用产品的最终包装环节日期进行标注。日期按4位

数年份和2位数月份及2位数日的顺序。如标注“生产日期20080112”, 表示2008年1月12

日生产;保质期的标注应采用“保质期××月”;限期使用日期的标注应采用“请在××前使用”, 

日期按4位数年份和2位数月份及2位数日的顺序。如标注:“请在20051105前使用”, 表示

在2005年11月5日前使用。 

5.7 安全性声明 

为清晰向消费者传递产品的合规和安全信息，建议小家电企业应对产品符合标准情

况进行声明和承诺。 

原则上应标识所有预期与食品接触的的部件材质及其对适用标准的符合性。因此，

有明确材料产品标准应列明产品标准，并说明符合情况，如标示“本产品符合 GB 

4806.X-XXXX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标示“本产品执行 GB 4806.X-XXXX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没有适用产品标准的材料可列明符合框架性标准 GB 4806.1要求，如标示“本产

品符合 GB 4806.1-2016 标准”；或已备案的企标标准；也可以基于已有产品安全承诺信

息暂时不单独列明，待材料对应产品标准发布后再更新完善。 

5.8 适用于接触食品的标志标识 

根据GB 4806.1的要求，建议家电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优先采用注明“食品接触

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方式声明产品适合用于接触

或包装食品。如果产品预期接触食品的用途很明确，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如咖啡机），

可无需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或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 

调羹筷子标志见下图所示，具体的尺寸和颜色规范要求，可参考专家委员会已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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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标志指南。 

 

 

 

 

 

 

 

5.9 警示内容 

凡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有要求或根据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特点需要时, 应在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标签上标注安全警示信息, 其内容包括适用的材料或部件、加热条件, 所

接触食品的酸碱度限制等，如微波炉产品标注“不得加热带壳食物”；也可以在说明书中

“安全注意事项”一栏对安全警示信息进行明示，亦可选择在标识页补充备注。如 “产品

不宜作为容器长期存储食品”、“若烤制 pH＜5 的酸性食材（如蘸醋、柠檬汁等酱料），

请务必使用锡箔纸包裹”等产品安全使用信息。 

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标识的安全警示语应以“注意”或“警告”或“禁止”等作为引导语。

安全警示用语的字体大小不小于 3mm。 

5.10 其它标注内容 

5.10.1 使用方法 

如有必要, 可以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使用指南或使用指南的图示等对使用者

有帮助的说明。包括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首次使用之前、使用后等建议。 

5.10.2 贮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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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 应当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

特定贮藏条件。 

六、其他 

家电类产品同一品项存在多个型号，且不同型号选材略有差异，为使标识信息简

约通用，可采用“同一类产品同一个模板”标识方式。当采用同一个模板时，建议增加“本

系列产品包含以上食品接触材料，部分机型可能不含个别材料，以实际产品为准！的类

似说明。 

家电类单独在市场销售的零配件应符合以上标识要求和原则；无须单独销售的售

后维修零配件等，通常其信息已在配套产品说明书中明示，无须重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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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食品接触用家电类产品标识标签模板 

                     食品接触用 XXX产品信息 （示例）  

       本产品适用于接触食品，请根据说明书要求正常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食品接触用材料及部件符合 GB 4806.1-2016 和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

求，具体信息如下： 

食品接触用材料 用途 执行标准 备注 

金属 

不锈钢 06Cr19Ni10 
钢杯体、刀

片等 
GB 4806.9-2016  

铝合金 3004基材(镀铬/

镍) 
内胆 GB 4806.9-2017 

不能直接接触强酸性

食品 

塑料 PP 杯体等 GB 4806.7-2016  

涂层 
聚四氟乙烯涂层（铝合金

3004基材 
内胆 GB 4806.10-2016 

如涂层脱落，建议更

换内胆 

橡胶 密封圈等 GB 4806.11-2016 产品含有天然乳胶 

搪瓷 内胆等 GB 4806.3-2016  

玻璃 可视窗等 GB 4806.5-2016 
可用于烹饪、可微波

炉使用 

陶瓷 内胆等 GB 4806.4-2016  

粘合剂 聚氨酯树脂 粘胶等 
GB 4806.1或企业备

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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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产品不宜作为容器长期存储食品。 

    注 2：本系列产品包含以上食品接触材料，部分机型可能不含个别材料，以实际产

品为准！ 

上述模板仅供参考，不代表唯一性。企业可根据 GB 4806.1和相关产品标准的标识

标签要求制定符合法规和企业实际情况的标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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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制品 饭勺等 
GB 4806.1或企标备

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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