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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迁移试验的通用要求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总
迁移量、特定迁移量的迁移试验，以
及其筛查试验和替代试验的通用要求 



3.3 进行迁移试验时，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接触面积
（S）与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体
积（V）的比（S/V）应反映
实际的使用情形，且应取可
预见使用情形下的最大S/V比
（如最小包装），当无法估
算该值时，一般采用6 dm2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接触1kg的
食品或食品模拟物。 

拟修订内容 
Expression of migration test results  

1. To check the compliance, the specific migration values shall be 

expressed in mg/kg applying the real surface to volume ratio in 

actual or foreseen use.  

2. By derogation from paragraph 1 for:  

(a) containers and other articles, containing or intended to contain, 

less than 500 millilitres or grams or more than 10 litres,  

(b) materials and articles for which, due to their form it is 

impracticable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rface 

area of such materials or articles and the quantity of food in 

contact therewith,  

(c) sheets and films that are not yet in contact with food,  

(d) sheets and films containing less than 500 millilitres or grams or 

more than 10 litres, 

the value of migration shall be expressed in mg/kg applying a 

surface to volume ratio of 6 dm 2 per kg of food.  

This 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to be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or already in contact with 

food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一、S/V无法估算的情形 



4.1 

• 当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预期接触一类食品（例如酸
性食品）时，应选择相应的食品模拟物进行迁移试
验，食品模拟物的选择应符合表1的规定。 

4.1 

• 为便于选择食品模拟物，根据表1规定了各种具体食
品的食品模拟物（见附录A）。列入附录A中的食品，
食品模拟物的选择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尚未列入
附录A的食品，食品模拟物的选择应符合表1的规定。 

  二、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4.1 食品模拟物选择的一般要求 



食品类型 食品模拟物 

水性食品，酒精含量≤10 %（v/v） 

  非酸性食品（pH≥5）a 10 %（v/v）乙醇或水 

  酸性食品（pH＜5） 4 %（v/v）乙酸(VS. EU PIM 3%V/W) 

含酒精饮料，酒精含量＞10 %（v/v） 

  酒精含量≤20 %（v/v）b 20 %（v/v）乙醇 

  酒精含量20 %50 %（v/v）c 50 %（v/v）乙醇 

  酒精含量＞50 %（v/v） 实际乙醇浓度或95 %（v/v）乙醇 

  油脂及表面含油脂食品 植物油d 

a对于乙醇含量≤10 %（体积分数）的食品和不含乙醇的非酸性食品应首选10%（体积分数）乙醇，如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与乙醇发生酯交换反应或其他理化改变时，应选择水作为模拟物，水的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b 也适用于富含有机成分且使食品的脂溶性增加的食品。 
c 也适用于水包油乳化食品（如部分乳及乳制品）。 
d 植物油为精制玉米油、橄榄油，其质量要求应符合GB 5009.156的规定。 

表1 食品类型与食品模拟物 

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酸性食品的界定及模拟物研究：3%（v/w）乙酸和
4%(v/v)乙酸与实际酸性食品中的迁移量比较，以及食品
中迁移量的检验； 

富含有机成分且使食品的脂溶性增加的食品、水包油乳
化食品及对乙醇溶液模拟物的适用性研究：比如豆桨、八
宝粥、米浆、果蔬浆、汤汁调味料等； 

食品类别覆盖面研究和部分食品模拟物准确性研究； 

干性食品模拟物：塑料、涂料及涂层、纸及纸板等。 

模拟物拟研究问题 



二、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4.2 预期接触多种类型材料及制品总迁移量试验的食品模拟物 

当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预期接触多种类型的食品（例如所
有食品类别）时，测定其总迁移量时食品模拟物的选择应
符合表2的规定。 



二、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表2 接触多种食品类别的食品模拟物（仅限总迁移量的测定） 

食品类型 食品模拟物 

所有食品类型a 4 %（v/v）乙酸、含酒精饮料模拟物、植物油 

除酸性食品之外的所有其他食品类别 含酒精饮料模拟物、植物油 

非酸性食品、含酒精饮料、部分乳及乳制品b 50%（v/v）或实际浓度或95 %（v/v）乙醇 

非酸性食品、酸性食品、含酒精饮料、部分乳及乳制品b 
4 %（v/v）乙酸、50%（v/v）或实际浓度或95 

%（v/v）乙醇  

非酸性食品、含酒精饮料（酒精含量≤20％） 20 %（v/v）乙醇 

非酸性食品、酸性食品、含酒精饮料（酒精含量≤20％） 4 %（v/v）乙酸、20 %（v/v）乙醇 

a含酒精饮料的食品模拟物的选择应根据酒精含量按照表1的规定选择相应乙醇浓度的模拟物 
b具体类别见附录A 

※接触多种类型食品的材料食品模拟物的简化，特别是含酒精饮料模拟物 



表4   特定迁移试验条件（温度） 

预期最极端接触温度(T) 迁移试验温度(T) 

T ≤ 5℃ 5℃ 

5< T ≤ 20℃ 20℃ 

20< T ≤ 40℃ 40℃ 

40< T ≤ 70℃ 70℃ 

70< T ≤ 100℃ 100℃或回流温度 

100< T ≤ 121℃ 121℃a 

121< T ≤ 130℃ 130℃a 

130< T ≤ 150℃ 150℃a 

150< T ≤ 175℃ 175℃a 

T > 175℃ 调节温度至与食品接触的实际温度a 
a该温度只适用于含油脂食品模拟物。加压条件下的迁移试验﹐可通
过在加压条件下加热﹐达到相应温度而实现。对于水溶性食品模拟
物、含酒精食品模拟物，应在100 ℃或回流温度下进行﹐测试时间
为表3中对应测试时间的4倍。 

可行性问题研究：对
于水溶性食品模拟物、
含酒精食品模拟物，
应在100 ℃或回流温
度下进行,测试时间为
表3中对应测试时间的
4倍。 

三、特定迁移试验条件 



表5  总迁移试验条件的选择 

预期使用条件 试验条件 

冷冻和冷藏 20℃、10天 

室温或低于室温条件下的长期贮存，包括T≤70℃、
t≤2小时或T≤100℃、t≤15分钟的使用条件 

40℃、10天 

T≤70℃、t≤2小时或T≤100℃、t≤15分钟，不在
室温或低于室温的条件下长期贮存 

70℃、2小时 

在T≤100℃的高温下使用 100℃、1小时 

在T≤121℃的高温下使用 100℃或回流、2小时或121℃、1小时 

在T>40℃的温度下接触水性食品和酒精含量≤20 %
（v/v）含酒精饮料 

100℃或回流、4小时 

在T>121℃的温度下接触含油脂食品 175℃、2小时（仅限食用植物油） 

※理论上研究表5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考虑纸的总迁移量要求，对欧美的相关
规定进行研究 



四、化学溶剂替代试验 

6.3.1 对于油脂类食品﹐可采用95%（v/v）乙醇、正己烷、正庚烷、异辛
烷或其他抽提能力较强的化学溶剂替代油脂类食品模拟物，测定材料及制
品的溶剂抽提量。当溶剂抽提量符合总迁移限量或特定迁移限量规定时，
不再进行油脂类食品模拟物的迁移试验；当抽提量不符合总迁移限量或特
定迁移限量规定时，应进行油脂类食品模拟物的迁移试验，并根据在油脂
类食品模拟物中的迁移量进行合规性判定。 

6.3.2 化学溶剂替代试验的试验条件，应采用最严苛的、有科学依据支
持的、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实际油脂类食品或相应食品模拟物迁移状况的
试验条件。 

※替代试验中各类食品接触材料对应的最佳替代溶剂筛选以及每
种替代溶剂对应的最佳替代试验条件研究。 



b)  
模拟物校
正因子 

a)  

S/V 

c)  
脂肪校
正因子 

测定结果应当参照附录A 的要求 

经下列校正因子校正 

五. 结果校正 



附录A  食品类别与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A.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预期接触的食品类别与对应模拟物的选择应
符 合表A.1 的规定 

表A.1 食品类别与对应食品模拟物的选择 

食品分类号 食品类别 

食品模拟物 

10%(v/v) 
乙醇 

4%(v/ v ) 
乙酸 

20%(v/v) 
乙醇 

50%(v/v) 
乙醇 

食用植物
油 b 

6.02.02 
甲壳类或软体动物类（去壳
加工或带壳加工） 

06.02.02.01 在含油脂介质中 X       X 

06.02.02.02 在含乙醇介质中       X   

06.02.02.03 在水质介质中   X c X     

06.03 畜禽肉类           

06.03.01 新鲜、冷冻、腌制、熏制 X       X/4 d 

注： a X为该类食品应选择的食品模拟物；b 含油脂食品模拟物校正因子仅； 
     c 仅限pH＜5的酸性食品选择；d 仅含油脂食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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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迁移量的校正 

A.2.1.1 

对表A.1中植物油等含油

脂食品模拟物的迁移量
测定结果，应除以表中
相应的数字（含油脂食
品模拟物校正因子）校
正后进行合规性判定. 

A.2.1 
含油脂食品模 
拟物校正因子 

A.2.1.2  

含油脂食品模拟物校正
因子不适用于特定迁移
限量为“不得检出”的
物质 

D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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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换算系数 

 F: 
食品中的脂肪含
量，g/100g 

 100:  
换算系数 

A.2 迁移量的校正 

A.2.2.1 对于脂肪含量在
20%以上的食品，应使用
FRF对亲脂性物质的特定迁
移量进行校正。脂肪校正因
子的计算方法见式（A.1） 

A.2.2 脂肪校正因子（FRF） 

FRF= 
g脂肪/kg食品 

200 

FRF= 
5xf 

100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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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  

脂肪校正因子
的使用原则 

A.2.2 

脂肪校正因子 
（FRF） 

A.2.2.3 
不应采用FRF进

行校正 

a) 与SML进行

比较时，应先
将测试结果除

以FRF 

b) FRF的使用

不应导致特定
迁移量大于总

迁移限量 

a) 与婴幼儿食
品接触 

b) SML为“ND”
的物质 

c) 在无法计算
S/V时﹐采用6 

dm2/kg来计算 

A.2.2 

脂肪校正因子 
（FRF） 

A.2 迁移量的校正 

A.2.2 脂肪校正因子（F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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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迁移量的校正 

A.2.2 

脂肪校正因子 
（FRF） 

A.2.1 

含油脂食品模拟
物校正因子(DRF) 

A.2.3 其他 

对亲脂性物质在含油
脂食品模拟物中的特
定迁移量测试结果，
应采用含油脂食品模
拟物校正因子和脂肪
校正因子进行校正。
两个校正因子的乘积
不应大于5，当乘积大
于5时，取5。 

A.2.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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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某食品接触制品用于包裹油脂含量为40%的巧克力，需要
验证该制品中某亲脂性物质的特定迁移限量的符合性。则： 

从标准附录A的表A.1中查出，巧克力的DRF为3； 

FRF =(5*40)/100 = 2； 

总校正因子= DRF*FRF = 3*2=6； 

总校正因子的最大允许值为5； 

因此该亲脂性物质的总校正因子应取5； 

该亲脂性物质特定迁移量的检测结果应除以5后，再与其特定迁
移限量比较。 

A.2 迁移量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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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脂食品模拟物校正因子的适用范围及现有含油脂食品模拟
物校正因子的验证： 

1）是否适用于替代试验和50%乙醇； 

2）是否适用某些非脂溶性物质？ 

3）是否适用总迁移量？ 

4）校正因子对SML的数值验证； 

5）其他方面的适用性？ 

 迁移量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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