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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一本类似本《指南》的文件中，不太可能事无巨细地回答所提出的每一个关于食品标签方面的问
题，一般采用“问答”的形式解决 经常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本《指南》对绝大多数食品标签方面
的问题给与了解答，并将这些问题根据所关心的食品标签区域进行分类，其中本文件的目录可帮助
您找到您所关注的食品标签问题。 
  

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法律和规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得事先批准食物产品的标签。有关食物
产品标签方面的问题，可咨询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营养产品、标识和膳
食补充剂办公室的食品标签和标准工作人员（HFS-820），地址是 5100 Paint Branch Parkway, 

College Park, MD 20740-3835, 电话：（301） 436-2371。 

 

 
2. 背景材料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主要负责确保美国在售食品的安全、健康并准确无误地贴上标签。
该规定适用于国内所生产的食品以及从其他国家所进口的食品，《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FD&C Act） 以及《完好包装和标记法》是两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管辖的关于食品方面的
联邦法律。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收到很多生产商、经销商以及进口商在食品生产、经销以及进口方面关于恰
当标签的问题。本《指南》总结了这些法律和条例项下所必须出现的关于食品标签方面的相关事
宜。为了有助于将法律诉讼和拖延降低到 低程度，建议生产商和经销商在美国生产销售食品之前
全面了解美国的适用法律和条例。 
  

《营养成分标签和教育法》（NLEA）是对《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修订，要求绝大多数
食品必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并要求所张贴的食品标签必须含有营养素含量说明，以及一些健康信
息以符合具体要求。尽管制定了 终的条例，并 终反映在本《指南》上，仍会经常对这些条例进
行修订。食品行业必须遵守当前食品标签方面的法律要求。所有新条例均在生效日期之前公布在联
邦公报（FR）上，并编入每年的《美国联邦法规典籍》第 21 篇。 
  

（1）本《指南》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的营养产品、标识和膳食补
充剂办公室编制。 
 

上述文件代替 1994 年 9 月所颁布的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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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约束性建议 

 
3. 一般食品标签要求 
 
1. 标签应标于容器和包裹何处？ 

  

回答：在容器和包裹上贴标签有两种方式： 
  

a. 将所有要求的标签内容标注在前标签面上（主展示面），或者 
  

b. 将某一指定标签张贴在主展示面上，并将其他标签贴在信息面上（指紧靠
主展示面的右侧面，便于消费者看到）。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 

  

2. 什么是主展示面以及备用主展示面？ 

  

回答：主展示面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可能看到的标有包装标签的部分。
很多容器的设计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面作为主展示面。这些展示面称
之为备用展示面。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 

  

3. 主展示面上必须标注哪些标签内容？ 
  

回答：主展示面和备用主展示面上一般包括特征性声明，或食品名称以及净
含量声明或产品数量信息。所要求的字号和重要性排列详见本《指南》第四
章和第五章的相关内容以及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a)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a) 
  

4. 哪个标签面是信息面？ 
  

回答：信息面是紧挨主展示面右侧，且面向消费者的标签面。如果本信息面
由于包装设计和结构（比如折叠式）原因而不可用，则信息面应紧靠下一个
标签面右侧。21美国联邦法规101.2(a) 
 
 

特征性声明 

主展示面

净含量声明 

信息面 

主展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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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什么是信息面标签？ 
  

回答：“信息面标签”是指一般要求一起张贴在信息面或主展示面上的标签声明，（中间无干
扰材料），如果此类标签未出现在主展示面上。 

这些标签声明包括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配料名单、营养成分标签以及任
何其他所要求的致敏原标签。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b) 和食品药物法 (d),第 403 (w) 节。 
  

6. 要求使用何种字号、显著性和突出性？ 

回答：关于信息面标签，应使用清晰、醒目、便于识别的印刷体或字号。所使用字体应以小
写字体“O”为基础，高度应至少为十六分之一（1/16）英寸，字体的高度不应超过字体宽度
的三倍，且所使用字体必须与背景鲜明地区分开来，以便于阅读。所要求的标签内容不应与
插图或非要求标签标注在一起。 
  

可在较小食品包装的信息面标签上使用较小的字体，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c) & (f)的
相关规定。 

  
营养成分标签对不同字号的使用有所规定。（详见第 7 节） 
  

有关特征性声明和净含量声明上所使用的字号要求，详见本《指南》第 4 和第 5 节的相关规
定。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c)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 & (2) 
  

7. 对干扰材料的禁止规定有哪些？ 
  

回答：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未要求的信息视为干扰材料，禁止将该等干扰材料标注在信
息面的所要求标签之间（比如，UPC 条形码并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要求的标签）。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1.2(e)  

8. 哪些名称和地址必须标注在标签上？ 

  
回答：食品标签必须标注： 

a. 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除非所标注的名称即实际生产商，否则标签上还
必须标明公司与产品的关系（比如“制造商”或“经销商”）。 
  

b. 如果公司名称和地址未列入现行城市通讯录或电话薄上，请注明公司所在的街道地址； 

  
c. 城市或城镇； 
  

d. 所在州/省市（或国家，如果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 

e. 邮政编码（或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所使用的邮政编码） 
 

21美国联邦法规101.5 
 

 

信息面 主展示面 

干扰材料 

常见的干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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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食品声明，必须张贴在什么地方？ 

  

回答：特征性声明是指食品的名称，必须标注在正面的标签上，或主展示面
以及任何备用主展示面。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 
  

2. 所标注的特征性声明是否必须醒目？ 
  

回答：特征性声明上必须使用醒目的打印字体或字号，使用粗体加黑字体。
字号必须与正面标签面上 醒目的印刷内容合理相对，且必须是主展示面
重要的特征之一。一般而言，特征性声明上的字体应至少是标签 大字体的
1/2.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d) 

  

3. 应将何种名称用于特征性声明？ 

  

回答：法律或法规所规定的名称，或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将食品的普
通名称或常见名称（如有）用作特征性声明。如果食品没有普通名称，应使
用适当的、不会造成误导的描述性名称。一般不考虑在特征性声明中使用品
牌名称，且品牌名称亦不应与特征性声明的字体一样醒目。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3(b) & (d) 
  

4. 特征性声明应标注在标签的何处？ 
  

回答：将特征性声明标注在主展示面上，大体与包装底部平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d) 

  
5. 什么时候允许在特征性声明上使用花哨的名称？ 

  

回答：如果食品的特性显而易见，可使用常见的和公众理解的花哨名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b)(3)  

  
6. 是否必须使用常见的名称或普通名称来代替新名称？ 
  

回答：如有，则必须使用常见名称或普通名称。 
  

应考虑到如果使用新名称来标注已有确定名称的食品，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如果该食品需要遵守相关特征性标准，标签上必须标明该标准所规定
的产品名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b)(2)  
  

7. 切片和未切片食品是否应该使用修订后的特征性声明？ 
  

回答：如果食品以不同的形式出售，比如切片及未切片、整个或半个等形式
出售，食品包装标签上必须明确注明食品的形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c) 
 

8. 哪种食品必须在标签上标注“仿制品”字样？ 

回答：一般而言，与传统食品相似且替代传统食品的新食品，且该新食品含
有较少的蛋白质或较少的主要维他命或矿物质，则必须在标签上标注“仿制
品”字样。21美国联邦法规101.3(e) 

特征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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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产品名称上需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和醒目度来标注“仿制品”字样？ 

  

回答：使用与所仿制的产品名称相同的字体和清晰度来标注“仿制品”字样。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3(e) 

  
10. 是否对标签插图有限制？ 
  

回答：不要使用隐藏或削弱所要求标签的显著度和可见度的插图，或失实描述食品的插
图。21 美国联邦法规 1.21(a)  (1),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a),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h)

  
11. 应将食品原产国标注在进口食品包装的何处？ 
  

回答：食品原产国声明必须醒目。如果所标注的国内公司名称和地址只是负责产品销售，
则必须将食品原产国标注在紧靠公司名称和地址的地方，字体大小与标注公司名称和地址
的字体相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海关与边防局 指南和海关条例 19 美国联邦法规 

134） 
  

12. 是否允许标签使用外语？ 
  

回答：如果标签上均使用了外语，那么所要求的所有标签上都必须同时用英语和外语标
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5(c)(2) 

  

果汁 
 

J1. 为什么必须在果汁饮料标签上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声称含有果汁（水果或蔬菜汁）的饮料上必须标明所含果汁的百分比，可通过如下
方式，如标注在标签声明上、或标签上的水果或蔬菜照片，或通过味道和外观让消费者了
解饮料中含有的果汁等方式标明。这包括非碳酸类和碳酸类饮料、果汁原浆（100%），浓
缩果汁、稀释果汁以及说明含有果汁实际却不含果汁的饮料。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a) 
  

J2. 在何处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如何标注？ 

  
回答：果汁含量百分比必须标注在信息面上（针对带有信息面的包装），靠近顶端。在其
之上只允许标注品牌名、产品名称、标识或通用产品代码。果汁含量百分比必须使用易于
辨识的黑体，且需与其他印刷或图片材料鲜明地区分开来。果汁含量百分比必须使用信息
面上 大的字体标注，但用于标注品牌名、产品名称、标识、通用产品代码或营养成分的
字体除外。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可表示为“包含____%果汁”或“____%果汁”。同时还可包括
水果或蔬菜的名称（比如“100% 苹果汁”）。如果包装未含有信息面，果汁含量百分比信息
必须标注在主展示面上，紧挨食品名称，采用的字号应不小于标注所要求净含量的字号。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30(e)；21美国联邦法规101.30(g) 

 



   食品标签指南  11 

 

J3. 是否存在果汁含量百分比要求以外的例外情况？ 

  
回答：一种例外情况是：含有少量果汁作为调味料的饮料无需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但前提是：
（a）产品上明确标出“调味料”或“调味”字样，（b）不应在配料名单以外使用“果汁”字样，以及
（c）饮料不应给人含有果汁的印象，比如在标签上使用明确的插图或饮料的外观与果汁相似，比
如果肉。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c) 

  

J4. 如何计算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对于明确标明的果汁或蔬菜汁：根据体积进行计算。 
  

对于添加水的浓缩果汁：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h)(1)中糖度表中的数值为基础来计算
100%果汁含量。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j),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h) 

  
J5. 是否必须在产品上注明“饮料”或“饮品”？ 
  

回答：含有 100%果汁的饮料可称之为“果汁”，但稀释后含量少于 100%果汁的饮料可在标签上注
明“果汁”，和与之相符的字样，比如“饮品”、“饮料”或“鸡尾酒”。或者，可在标签上以这种方式标注
产品“稀释____ 果汁” ，（比如“稀释苹果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a) 

  

J6. 是否必须在标签上使用“浓缩”这一术语？ 

  

回答：浓液果浆冲制的果汁必须在标签上注明类似“浓液冲制”或“果浆调配”的字样，作为标签上所
标注食品名称的一部分。例外的情况包括：在配料声明中，在果汁标签上注明“浓缩____ 果汁和水”
或“水和浓缩____ 果汁，”具体视情况而定。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g) 

  
J7. 应在混合果汁或蔬菜汁饮料上使用什么名称？ 

回答：标注时，果汁的名称（在配料名单上的除外）必须按体积以降序的顺序标注在标签上，除非
标签上标明所提到果汁用作调味品。例如： 
  

• “苹果、梨和树莓汁饮料” 
• “树莓味苹果梨汁饮料” 

  

如果标签注明一种或多种果汁，但并非全部果汁（在配料名单上注明的除外），则所标注产品名称
必须标明内含多种果汁。例如： 
  

• “苹果汁混合汁” 
• “苹果汁与其他两种果汁混合汁” 
  



 12  行业指南 

如果标注一种或多种果汁，但没有全部标注，且所标注的果汁并非主要部分，饮料名称中要么注明
饮料具有所标注饮料口味或表明所标注果汁的含量在 5%之内。例如（ “树莓红莓”饮料主要是青提
汁，添加树莓红莓果汁） 
  

• “树莓红莓味果汁饮料” 
•   树莓红莓果汁饮料 

•“10-15%红莓果汁和 3-8%树莓果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b),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c),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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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注明果汁必须使用什么样的字号？ 

回答：注明“浓液冲制”或“果浆调配”的字号不应小于标注果汁名称字体高度的一半。标注 5%含量信
息的字体不应小于标注普通或常见名称所用 大字体高度的一半（在主展示面为 5 平方英寸或更小
面积的包装上所标注的普通或常见名称的字号不应小于 1/16 英寸，而主展示面大于 5 平方英寸的
包装上的字号不应小于 1/8 英寸。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5(b)(2),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d), 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2.33(g) 
  

J9. 何时认为一种饮料含有所谓的果汁或蔬菜汁？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a)的相关规定，如果一种产品在广告、标签或标识上注明任
何果汁或蔬菜汁，或包含任何果汁或蔬菜汁名称，或就果汁或蔬菜汁做出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描
述，或在标签上明确标出（比如，描述一种水果或蔬菜）或载有任何水果或蔬菜图片，或产品颜色
和口味在外观和味道上像果汁或蔬菜汁，则必须在饮料上标明含有所谓的果汁或蔬菜汁。该饮料可
以是碳酸类或非碳酸类饮料、纯果汁、稀释果汁或不含果汁饮料。 
  

J10.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 的规定，酒吧混合饮品是否要求注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酒吧混合饮品应和其他饮料产品一样遵守相同的要求。因此，要求在酒吧混合饮品标签上注
明果汁含量百分比，以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a)所规定的要求。 
  

J11. 含有浓液冲制柠檬汁作为唯一一种果汁成分，并含多种果汁香精和其他配料的威士忌酸甜汁 

 未作出任何说明或在标签中未带有任何水果/果汁图片，是否需要标注果汁百分比含量？ 

 

回答：不是的。如果柠檬汁参考信息只标注在配料声明中且标签或标贴上未载有水果/果汁图片，
无需在威士忌酸甜汁中注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J12. 草莓代基里混合汁是否必须含有果汁百分比声明？ 
  

回答：草莓代基里混合汁一般应含有草莓或草莓汁，因为特征性声明中标明了术语“草莓”。同样，
特征性声明中并未表明草莓只是作为一种调味料或香精。如果其标签或标贴中也包含草莓汁图片或
如果产品外观和口味好像其含有草莓汁或草莓果肉，则必须在产品信息面上附上果汁百分比声明，
或未含有该果汁声明。但是，如果产品标签上标有“草莓味代基里混合汁”，但并不含有草莓汁，则
无需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J13. 血腥玛丽混合汁是否必须标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血腥玛丽混合汁，根据其外观和味道可判断其含有番茄汁的，应在标签上注明产品所含有的
果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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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4. 用脱水水果或蔬菜混合调配而成的饮料是否必须标明果汁含量百分比？如果是，如何决定果
汁含量的百分比？ 
  

回答：如果产品中说明含有果汁，则必须标明果汁含量。但是，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制定具
体的程序来计算果汁含量的百分比，如果饮料是由补水果珍冲兑而成，可根据个案对产品的标签进
行评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h)所规定的含糖量，可用于计算所必须的果汁固形物总额以配制
纯果汁的指南，前提是该饮料不含有任何其他非果汁配料。 
  

J15. 用于调配混合饮料的柠檬和酸橙果汁是否必须标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是的，果汁含量百分比可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h)(1)中所规定的柠檬或酸橙果汁中
无水柠檬酸的含量确定。 

  
J16. 苹果汁上是否需要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苹果汁是一种从苹果提取而来的果汁饮料，因此必须注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J17. 苹果醋是否需要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不需要。苹果醋并不是饮料，因此无需标明果汁含量百分比。尽管该产品是从苹果汁提炼而
来，但通常不认为是一种果汁饮料。 
  

J18. 浓缩果汁是否必须标注果汁含量？如果是，应标注多少百分比？ 
  

回答：浓缩果汁必须标注果汁含量，且所标注的果汁含量百分比不得大于 100%。标签上可说明当
产品根据标签指南进行稀释的时候，产品 “由浓缩汁调配成含有___%的果汁”，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30(h)(1)所规定的含糖值（如适用）在空格处填写准确的百分比。 
  

J19. 装在安全收缩包装中的多组合包装且不进行单个出售，此外，外收缩包装中已标注果汁含量
百分比，这种情况下，这种多组合包装的信息面上是否免除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不是的，并无具体规定说明装在多组合收缩包装中的单个果汁包装的信息面上免除标注果汁
含量的百分比。 
  

J20.果汁饮料的完整普通或常用名称是否必须标注在同一位置，且使用相同的字号？有些果汁饮料
的普通或常用名称比较复杂，比如“红莓—树莓味果汁饮料，同时与浓缩汁的其他三种果汁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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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产品的完整普通或常用名称必须标注在同一位置。如果名单上的一些果汁或所有果汁均为浓
缩还原汁，则“浓缩还原”必须标注在产品名称之后，可使用较小的字号，但不得小于标注产品常用
或普通名称高度的二分之一。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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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1. 关于果汁标签上的插图，插图是否必须与果汁标签上的水果成一定比例？体积含量小于 2%的
水果是否必须附上插图？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就果汁饮料标签上的插图制定具体的要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督促生
产商使用插图准确说明多果汁饮料产品中所含有的每种水果或蔬菜。但是，如果食品名称充分适当
地说明插图上果汁的含量，则只说明一些水果或蔬菜的插图不应视为误导。比如，100%纯果汁中
含有苹果、葡萄和树莓汁，果汁的主要口味是树莓，标签插图上只有树莓，且特征性声明中注明
“苹果葡萄汁混合树莓汁”，这种情况下并不会产生误导。或者在特征性声明中注明“树莓味混合果
汁”或“与其他两种果汁混合树莓汁，树莓汁含量在 3%-8%” （58 联邦公报 2897 at 2921）。 

  
J22.当在番茄汁中添加盐或其他干性配料（比如调味料）时，我是否需要做些调整以符合糖类值所
规定的果汁含量？ 

  

回答：是的。必须在添加任何调味料之前确定番茄汁中可溶固体物的含量。番茄汁中可溶固体物的
含量根据折射计决定，同时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56.3(b) 和 (c)的相关规定纠正盐含量。 

  

J23. 如果 100%果汁饮料添加任何非果汁配料，是否仍可称之为 100%纯果汁？ 

  

回答：如果所添加配料并未稀释果汁，或改变所榨果汁的体积，其可继续称之为 100%纯果汁，但
果汁含量声明中必须说明所添加的配料，比如 100%果汁并添加了防腐剂。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0(b)(3) 和 101.54(e) 
  

J24. 如果所添加物质也是营养素比如维他命 C（维生素 C）会怎么样？ 

  

回答：如果所添加的维生素 C 与果汁强化一致，果汁含量百分比作为声明的一部分可构成营养成分
说明，该说明会引发遵守多种说明，包括所要求的附加信息。如果是用作防腐剂，则应在声明中注
明 100%纯果汁，含防腐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101.22(j)将其作为一种防腐剂罗列在配料声明
中。 
  

J25. 是否必须称之为“浓缩还原果子酒”或“浓缩还原柠檬水”？ 

回答：不是的，第 102.33(g)节规定：如果果汁饮料中的一种或多种果汁是浓缩还原而成，则果汁
的名称中必须标明 “浓缩还原”或“调配” 术语。由于产品名称“果子酒”和“柠檬水”并未包含具体的果
汁，这些名称不必包含 “浓缩还原”或“调配”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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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6. 关于柠檬水的声明仅就从柠檬汁方面而言进行说明，而无需包括糖？ 

  
回答：是的，加糖之前。 
  

J27. 我们的果汁产品只是用于食品服务业，且我们无需在该产品上标注营养成分标签（我们知道
这种产品绝不会流入大型超市）。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也无需标注果汁含量百分比？ 

  

回答：不是的，并未规定食品服务业果汁的包装无需注明果汁含量百分比。 
  

J28.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 项下关于普通或常用名称的规定是否适用于 100%纯果汁或仅适用于
稀释果汁？ 

  

回答：本规定两者都适用。 

  
J29. 我们产品的标签很小，约为 7 平方英寸。应如何命名含有 5 种果汁的柑橘混合饮料，其中三
种是浓缩还原，两种是榨汁，且榨汁既非柑橘类饮料，也非饮料主要口味？同样地，如果其中一种
柑橘汁是榨汁，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是否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其名称？ 

  

回答：这有几种选择。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产品的普通或常用名称可以是“3 种浓缩还原混合柑橘饮
料，添加______和 ____果汁”，空白部分可填写榨汁的名称；在第二种情况下，并非浓缩还原的柑
橘汁应按以上实例以其重要性为序列出，即，含有_____, ______, 和 ______ 果汁的浓缩还原柑橘
汁，第三种柑橘汁填在一个空格内，另两个是其他两种榨汁。此外，可在特征性声明中标明“柑橘
混合阴凉”或“柑橘口味的混合饮料” ，无需说明其他果汁成分。 
  

J30. 是否有必要说明饮料中比如混合饮料中所含有的果汁是浓缩还原汁？ 

  

回答：是的，有时是必要的。如果在特征性声明中明确标明了果汁名称，且果汁是浓缩还原，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2.33(g)，这些果汁的名称之后必须标注“浓缩还原”术语。如果在混合饮料的名
称中并未提及任何具体浓缩还原果汁，则特征性声明中无需含有“浓缩还原”术语。但是，必须根据
果汁的重要性顺序在标签配料名单中注明混合饮料中所用的每种浓缩果汁。 
  

J31.混合饮料是否必须以果汁为原料提取而成？ 
  

回答：不是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规定具体的混合饮料定义或特征性标准，或关于混合饮料含
有果汁的其他要求。混合饮料可以是添加人工风味的饮料，具有或不具有天然风味，或以茶和其他
配料为原料制成，不含有任何果汁。该产品必须与其他果汁产品或浓缩果汁或浓缩果泥还原制成的
产品明确区分开来。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含有人工或自然风味的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注
明。 
  

J32. 如果蔬菜汁鸡尾酒是 100%蔬菜汁，产品名称中能含有“鸡尾酒”吗？ 

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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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非约束性建议 
 

 

5. 内容物净含量声明 
1. 什么是内容物净含量，以及如何表示净含量？ 

 

回答：内容物净含量（净含量声明）是指在标签上的声明，说明食品在容器或包装中的
数量。必须以重量、尺寸或数字计算来表示。一般而言，如果食品是固体、半固体或粘
稠性物质，必须以重量说明。如果食品是液体状，必须以液量表示（比如，液量盎
司）。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a)(b)(c) 

  
2. 净含量声明应贴在标签的什么位置？ 

  

回答：净含量声明（内容物净含量）作为重要事项放置在主展示面下方 30%处，大体与
容器底部平行。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e);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f) 

  
3. 内容物净含量是否应用克和盎司来表示？  

 

回答：所打印的食品标签必须用公制（克、千克、毫升、升）和美国常用衡量单位（盎
司、磅、和液量盎司）标明内容物净含量。公制声明可放在美国常用衡量单位前后或上
下。下述每个实例都准确无误（更多案例可参阅条例规定）： 
  

• 净重 1 磅 8 盎司（680 克） 

• 净重 1 磅 8 盎司 680 克 

•500 毫升（1 品脱 0.9 液量盎司） 

•内容物净含量 1 加仑（3.79 升） 
 

P.L. 102-329, 1992 年 8 月 3 日；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 

  
4. 为什么有必要计算主展示面的面积？ 
 

回答：主展示面的面积（以平方英寸或平方厘米计算）决定净含量声明中可使用的 小
字体（见下一问题）。 
  

计算主展示面面积的方法如下所示：主展示面在硬纸盒上矩形或正方形的面积是宽长乘
以高（单位是英寸或厘米）。 
 

计算圆柱容器上主展示面的面积，一般使用产品的圆周长乘以高的 40%。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1 
 

5. 什么是 小字号？ 
  

回答：就净含量声明而言， 小字号是指主展示面上可用空间所许可的 小字号。通过
测量小写字母“o”的高度或当混合使用大写或小写字母时与小写字母“o”等同的字号，或者
仅使用大写字母时大写字母的高度来确定字号的大小。 
  

净含量声明 

30% 

8” 

5” 

5” 

10” X 2” = 20 平方英寸 

主展示面面积 = 20 平方英寸 X 40% 

= 8 平方英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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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号 主展示面面积 

1/16 英寸 （1.6 毫米） 
 

1/8英寸（3.2毫米） 
 
 

3/16英寸（4.8毫米） 
 
 

1/4英寸（6.4毫米） 
 
 

1/2英寸（12.7毫米）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05(h) 和 (i) 
 

5平方英寸（32平方厘米）或更小 
 

大于5平方英寸（32平方厘米），但不
超过25平方英寸（161平方厘米） 
 

大于25平方英寸（161平方厘米），但不超过100平方英寸（645平方厘米） 
 
 

大于100平方英寸（645平方厘米）但不超
过400平方英寸（2580平方厘米） 
 

超过400平方英寸（2580平方厘米） 

 

6. 对净含量声明的醒目度和显著度的要求？ 
 

回答：选择醒目、显著且易于辨识的打印字体。所打印字体的高度不应超过宽
度的三倍，且必须与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便于识别。不要将净含量声明与
插图或其他贴标挤在一起（ 小间隔要求在规定中有具体规定）。21美国联邦
法规101.105和 101.15 
 

7. 内容物净含量声明包含哪些内容？ 
 

回答：净含量声明中只需标明容器或包装内的食品数量，无需标注容器、包装
纸和包装材料的重量。装满食品的容器平均重量减去空容器、盖子和任何包装
纸和包装材料的平均重量即为食品的净重。 
  

装满容器重量                         18 盎司 

空容器重量                              2 盎司 

包装材料重量                         1 盎司________ 

净重                                       15 盎司（425 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g) 
 

8. 在确定食品容器内的内容物净含量时水或其他填料介质是否包含在内？ 

  

回答：添加在容器食品中的水或其他液体一般包含在标签中所表明的净重中。 
  

豆类重量                                  9 盎司 

水重量                                      4 盎司 

糖分重量                                  1 盎司________ 

净重量                                      14 盎司 (396 克) 
  

 

净含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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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情况下，一般将填充介质扔掉，就可得到产品的净重（比如橄榄和蘑
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a) 
 
 
 
 
 
 
 
 

9. 加压罐装容器内的内容物净含量是什么？ 

 

回答：净含量是指加压容器内的产品重量或体积，以及推进剂的重量或体积。 
  

掼奶油                        11.95 盎司 
  

推进剂    .05 盎司_______ 

净重                          12 盎司 (340 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g) 
  

10. 对净含量声明中所使用的合格词语有什么政策规定？ 
 

回答：严禁使用夸大产品数量的合格词语或术语。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05(o) 
 

 
 
 
 
 
 
 
 
 
 
 
 
 
 
 

错误 

正确 

净重 = 2 盎司 [5 克]

净重 = 2 加大盎司 [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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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非约束性建议 6. 配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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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配料名单？ 
 

回答：食品标签上的配料名单一般按照重要性降序的顺序罗列每种配料。 

 “配料：斑豆、水和盐”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a)  
  

2. 什么是根据重量按照重要性降序的顺序罗列配料？ 

  

回答：根据重量按照重要性降序的顺序罗列配料是指含量 多的配料列在
前面，含量 少的配料列在 后（详见下述第 3 个问题）。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4(a) 

  

3. 配料名单放在标签的什么地方？ 

 

回答：配料名单应和制造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放在同一个标签
面上，可放在信息面上或主展示面上，可放在营养成分标签和制造商、包装
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之前或之后。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 
  

详见本《指南》第 7 个问题，第 3 节关于信息面上干扰材料的信息。 
  

4. 配料名单要求使用什么字号？ 
 

回答：所使用的字号高度至少是 1/16 英寸（根据小写字母“o”），且必须醒
目、显著、方便阅读。详见本《指南》第 3 个问题，第 3 节所探讨的信息面
贴标上关于字号、显著性和清晰度要求。 

  
5. 水是否应作为一种配料罗列在名单上？ 

 

回答：食品中所添加的水视为一种配料，必须罗列在配料名单上且根据重量
按照重要性进行降序排列。如果在加工过程中所添加的水分后来通过烘焙或
其他方式消失，则无需将水罗列在配料名单上。 
  

 “配料：水、青豆和盐”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a);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c)；合规政策指南 

555.875 
  

6. 是否配料中总是应使用普通或常见名称？ 
 

回答：总是将普通或常见名称列在配料名单上，除非有规定需提供不同的术
语。比如，用术语“糖”代替其学名“蔗糖” 

 “配料：苹果、糖、水和香精” 
  

详见21美国联邦法规 101.4(a) 第4节第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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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有必要标明微量配料？ 

 

回答：这取决于该微量配料是否数量较大以及是否在制成品中产生作用。如果该物质是附带添加剂
且在成品中不产生任何作用或技术效果，则无需在标签上标明。食品中一般含有附带添加剂，因为
该添加剂可能是另一种配料的配料。如果亚硫酸盐含量低于 10 ppm，则视为附带添加剂。21 美国
联邦法规 101.100(a)(3) 

  
8. 哪些食品必须罗列替代脂肪和油脂配料？ 
 

回答：只有当食品含有相对较少量的添加脂肪或油脂配料（食品中所添加的脂肪或油脂不是主要配
料）且生产商无法预测使用哪种脂肪或油脂配料，则需在圆括号内（“和/或”贴标）将替代脂肪和油
脂配料罗列在调和油脂类声明之后。 

 “配料: . . .植物油（包括下列一种或多种油：玉米油、大豆油或葵花籽油）. . .”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b)(14) 

  

9. 含有化学防腐剂的食品必须附上什么配料列表？ 

 

回答：当食品中添加批准的化学防腐剂时，配料名单中必须包括该防腐剂的普通或常用名称以及该
防腐剂的功能，包括术语比如“防腐剂”“用于防止腐烂”、“ 抑霉剂”“保鲜”或“保持颜色光泽度”。 
  

 “配料：香蕉干、糖、盐和维生素 C，以保持颜色光泽度”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j) 
  

10. 如何在配料名单上注明香精、天然香料或人造香味剂？ 
 

回答：可使用具体普通或常见名称或使用“香精”、“香料”或“天然香料”或“人造香味剂”在配料名单上
标明。 
 

 “配料：苹果干、水、甘蔗浆、玉米糖浆、改性玉米淀粉、香精、盐、天然香料和人造香
味剂” 

  

然而，必须将产品中香料或混合香料、香精或色素的每个配料罗列在名单上。《联邦食品、药品和
化妆品法》403(i)(2).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h)(1) 

  
11. 如果是罐装浓缩还原汁，是否必须标明用于调配果汁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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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的，罐装调配果汁是从浓缩还原和水调配而成，因此必须标明这两种配料。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4(a) 

  
12. 果汁浓缩汁能否在配料声明中进行分类？（比如果汁浓缩汁（葡萄、苹果、樱桃）） 

  
回答：不可以。“果汁浓缩汁”并非普通或常用名称，亦不是表示多种不同的浓缩果汁的适当集体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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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何时在番茄浓缩汁中将水作为一种配料列出？ 
 

回答：添加水分以在可溶固体物许可范围内调整标准食品的含糖量（比如番茄酱中加入水分可将含
糖量调整至 28°至 24°，或将番茄糊中的含糖量调整至 16°到 10°），这种情况下，无需罗列在配料
名单中，但是，番茄酱中加入水分（含糖量 24°）将其含糖量调整至 16° （番茄糊）时必须标注在
配料名单中。 

21 美国联邦法规 155.191(a)(3)(iv) 
  

14. 在配料声明中可否混合使用番茄酱、番茄糊以及番茄浓缩汁这些术语？ 

  
回答：根据产品中可溶固体物的数量，番茄酱和番茄糊是不同的食品，因此，在配料声明中不能混
合使用这些名称。但是，当浓缩汁符合该类食品的要求以及“仅用于再生产”字样出现在相当于或小
于 3.1 千克或 109 盎司的包装标签上，术语“番茄浓缩汁”可用于代替番茄酱和番茄浆，或番茄糊。
除此之外，在番茄酱配料贴标中可使用番茄浓缩汁来代替番茄糊、番茄浆或番茄酱。21 美国联邦
法规 155.191(a)(3)(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55.194(a)(3)(ii)(b) 

  
15. 如果食品是由含有多种配料的食品制成，应如何标注食品配料？ 

  

回答：食品（其他食品的一种配料）的副配料必须附带说明，标注在配料名单之后，或在配料声明
中根据其重要性对配料进行降序排列，无需标注原配料名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b)(2) 

  
16. 是否必须附带说明符合特征性声明的香料中的全部配料？ 

  

回答：如果是以标准名称标注其配料（比如香草精），应在标准名称后附带说明每种香料名称。然
而，标准香料可简单标注成香料、天然香料，或人造香草剂，视情况而定。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i)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69 

  
17. 如何标注蛋白质混合物制成的蛋白质水解物？ 

  
回答：对于水解之前混合的蛋白质，必须采用适当的水解蛋白质产品名称以充分表述蛋白质产品，
且该名称必须包含用于制成水解蛋白质所需的全部蛋白质。比如：混合玉米和大豆蛋白质制成的水
解蛋白质可使用“水解成玉米和黄豆蛋白质”的名称。然而，如果蛋白质在混合之前水解，则必须标
注每个单独水解蛋白质的普通或常见名称（比如“水解玉米蛋白质”和“水解大豆蛋白质”），且配料
必须按照其重要性顺序进行标注。除此之外，用于水解蛋白质产品的任何其他配料还必须按照其重
要性在配料声明中标示其普通或常用名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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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 
 

C1. 什么样的配料列表可用于蔬菜粉？ 
 

回答：必须使用普通或常用名称来标注蔬菜粉，比如“芹菜粉”。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h)(3) 
 

C2. 什么列表可用于作为着色剂的香料？ 

  
回答：作为着色剂的香料如辣椒粉、姜黄根、藏红花等必须标注“香料和着色剂”或实际名称（普通
或常见名称），比如“辣椒粉”。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a)(2) 

  

C3. 什么配料列表可用于人工色素？ 

  

回答：这取决于人工色素是否是认可色素？ 

认可色素：以具体或缩略名称标注，比如“《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红色编号 40”或“红色编
号 40”。 

未认可色素：以“人工色素”、“人工着色剂”或采用具体普通或常用名称比如“焦糖着色剂”以及“甜菜
汁着色剂”等名称标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2(k)(1)和 (2), 21 美国联邦法规 74 
  

C4.在配料声明中，是否必须将认可的色素添加剂与认可的色素区分开来？ 

  

回答：是的。认可的色素添加剂及色素是不同的配料，因此在配料声明中必须分别标明。21 美国
联邦法规 101.22 (k)(1) 

  
  
食品致敏原标识 

 

基本信息 

  

F1. 什么是《2004 年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回答：《2004 年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或公
法第二章 108-282）是 2004 年 8 月所颁布的一项法律。在其他众多问题中，《食品过敏原标识和
消费者保护法》解决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规定的所有包装食品的贴标事宜。我们建议美国农业部
（农业部）所监管的肉类食品、家禽食品和蛋类食品生产商应就该类食品的贴标事宜与适当的农业
部管理局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还应了解旨在解决《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问题并作出
解答的管理局食品过敏原活动和相关指南文件食品中关于食品致敏原的更多信息。 

http://www.fda.gov/Food/LabelingNutrition/FoodAllergensLabeling/default.htm 
  

F2. 什么是“主要食品致敏原？” 
 

回答：根据《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主要食品致敏原”是指以下八种食品
或食物种类的配料或包含从下述一种食品中提取出来的蛋白质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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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牛奶 

b.蛋类食品 

c.鱼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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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甲壳类水产品 

e.树木坚果 

f.小麦 

g.花生 

h.大豆 
  

尽管有 160 多种食品被认定会对敏感人士造成食品过敏，但“主要食品致敏原”占全部食品致敏原的
90%。除了主要食品致敏原外，其他致敏原无需遵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贴标要
求。 
  

F3. 《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关于在美国出售的包装食品要求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根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的规定，2006 年 1 月 1 日当日或以
后贴标签的全部包装食品必须符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关于食品致敏原贴标的要
求。 

  
F4. 香料、色素和附带添加剂是否必须符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关于贴标的要求？ 

  

  
回答：是的。《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所规定的贴标要求适用于含有任何配料的食品，
包括是或包含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香料、色素或附带添加剂（比如加工助剂）。 
  

F5. 零售机构和餐饮业是否必须遵循《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关于贴标的要求？ 

  

回答：《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所制定的贴标要求适用于零售或餐饮业所包装供人们消
费的的食品。然而，《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所制定的贴标要求并不适用于食品零售机
构向消费者所提供的包装在包装纸或容器内的食品-比如用于包装销售给消费者的三明治的包装纸
或盒子。 
  
  

无需遵循《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食品 

 

F6. 是否有些食品无需遵循《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贴标要求？ 

  

回答：是的。根据《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要求，未加工的农业商品（一般是新鲜水
果和蔬菜）无需遵守贴标要求，源自八种主要食品致敏原的其中一种高度精制油以及从该等高度精
制油中所提炼的任何配料。除此之外，《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还提供了一种机制，生
产商根据该机制，申请食品配料免除遵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贴标要求规定。请
见《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第 203 节关于如何申请致敏原标贴豁免的规定。
http://www.fda.gov/Food/LabelingNutrition/FoodAllergensLabeling/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
ryInformation/ucm106187.htm 
  

F7. 根据《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软体贝类是否被视为一种主要食品致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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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不是的。根据《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软体贝类（比如牡蛎、蛤、蚌类或扇
贝）不是主要食品致敏原。然而，甲壳类水产品（比如：螃蟹、龙虾或虾）以及含有从甲壳类水生
动物提炼而来的蛋白质的配料是主要食品致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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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食品致敏原（食品来源名称和实例） 
 

F8. 《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是否在如何注明源自于被视为“主要食品致敏原”的三种食
品种类的配料有具体规定（比如：树木坚果、鱼类食品和甲壳类水产品）？ 

  

回答：是的，《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要求如果是树木坚果类食品，必须表明其具体类
型（比如：杏仁、美洲山核桃或胡桃），鱼类（比如鲈鱼、比目鱼或鳕鱼）和甲壳类水产品（比如
螃蟹、龙虾或虾）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其种类。 
  

F9. 根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403(w)(1)节的规定，必须使用产生主要食品致敏原的

食品来源名称来标注主要食品致敏原。《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403(w)(1)节规定：如果

是鱼类或甲壳类水产品，“产生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称”是指鱼类或甲壳类水产品的“种

类”。根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403(w)(2)节的规定，主要是指哪些鱼类或甲壳类水产

品“种类” ？ 
  

回答：根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403(w)(2)节的规定，所标注的鱼类或甲壳类水产品
“种类”必须使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海产品名单中所提供的可接受的市场名称。所编制的海产
品名单主要包括当前进口和国内供应的海产品可接受市场名称。 
  

F10. 《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201(qq)节规定了术语“主要食品致敏原”包括“树木坚果”。
除了第 201(qq)节所提供的三个实例（杏仁、美洲山核桃或胡桃），还有什么坚果被视为“树木坚
果”？ 

  

回答：根据第 201(qq)的规定，下列产品被视为“树木坚果”。“普通或常用名单”中所罗列的名称可用
于标注第 403(w)(2)所要求的坚果具体类别。 
  

普通或常用名称 学名 

杏仁 扁桃仁（蔷薇科） 

山毛榉坚果 水青冈属（山毛榉科） 

巴西果 巴西栗（玉蕊科） 

白胡桃 白胡桃（胡桃科） 

腰果 鸡腰果（漆树科） 

栗子（中国、美国、欧洲、塞
金） 

  

栗树（山毛榉科） 

板栗 榛果栗（山毛榉科） 

椰子 椰子（槟榔科) 

榛子/榛果 榛属（桦木科） 

银杏果 白果（银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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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属 山核桃属（胡桃科） 

荔枝果 荔枝（无患子科） 

夏威夷果仁 澳洲坚果（山龙眼科） 

美洲山核桃 美国山核桃（胡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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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仁/松子 松树（松科） 

开心果 开心果（漆树科） 

乳木果 乳木果（山榄科） 

胡桃（英国、波斯、黑人地区、日

本、加利福尼亚） 

胡桃（胡桃科） 

 

上述名单反映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当前对第 201（qq）范围内的“树木坚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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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判断。为了更加全面，本名单采用了较广的科学分类，可能包括当前不可
食用的种类。科学分类中包含在内的种类并不表示可以食用。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进一步建议，与任何其他指南一样，会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5 中关于

佳做法指南中指南文件修订程序对本名单进行修订。  
 

F11. 《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第 201（qq）节在主要食品致敏原中包
括“小麦”，就 第 201（qq）节而言，“小麦”是指什么？ 

  

回答：第 201（qq）节中的术语“小麦”是指小麦属的任何种类。因此，就第
201（qq）而言，小麦可能包括谷物类植物如普通小麦（普通小麦）、硬质小
麦（硬质小麦）、密穗小麦（密穗小麦）、二粒小麦（二粒小麦）、粗粒小麦
（粗粒小麦）、一粒小麦（一粒小麦）双粒小麦（双粒小麦）、卡姆小麦（卡
姆小麦）和黑小麦（黑小麦）。 
 
F12.很多单数是否可代替复数形式如“花生”“黄豆”以及不同的“树木坚果”类型
（比如杏仁、美洲山核桃或胡桃）以及“黄豆”的同义词是否可用于满足《食品
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贴标要求？ 
  

回答：是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为了达到《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
法》关于贴标的要求，“花生”和“黄豆”的单数形式以及其他树木坚果的单数形式
（比如杏仁、美洲山核桃或胡桃）可用于代替这些主要食品致敏原的复数形式。
同样，“黄豆”、“大豆”和“大黄豆”是“黄豆”常见或普通名称的同义词，任何一个名称
均可用于确认“大豆”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然而，使用“大豆”作为配料或作
为配料众多构成要素的其中一种要素的包装食品（比如酱油或豆腐）仍应继续使
用“大豆”作为其配料的适当普通或常见名称以适当确认其配料（如“酱油（水、小
麦、大豆、盐）”）。 
 

《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贴标（条款和实例） 
 

F13.如何在食品标签上注明主要食品致敏原，以达到《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
者保护法》的要求？ 

  

回答：《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要求食品生产商采用右边所示的其
中一种方式来标注由作为主要食品致敏原的一种配料制成的食品。 

 
 
 
 
 
 
 
 
 
 
 
 

  
1． 如果主要食品致敏原的名称中未在
另一种致敏配料中的配料声明中注明，
则在配料名单的括号内注明食品来源的
名称（在主要食品致敏原普通或常见名
称之后） 

  

或者 
  

2． 将“含有”字样标注在产生食品致敏
原的主要食品名称 在配料名单之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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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构成主要食品致敏原的单一配料食品是否仍需要符合《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
保护法》的要求？ 

  

回答：是的。单一配料食品必须符合第 403(w)(1)节所要求的致敏原声明要求。包含蛋白质（从牛
奶、蛋类、鱼类或甲壳类水产品、树木坚果、小麦、花生或大豆提取而来）的单一配料食品可在食
品名单中确认其食品来源（比如：“多用途面粉”）或使用“包含”声明模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
议，如果使用“包含”声明模式，该声明可放置在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声明之上。对于将来生产
时打算使用“包含”声明模式的单一配料食品，该声明应放在食品主展示面上。 
  

F15.根据《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所提供的食品标签上的“包含”声明是否只列举包装食
品配料名单中尚未确认的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单？  
  

回答：不是的。如果食品标签中使用“包含”声明，则该声明必须包含包装食品中用于配料的全部主
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称。例如，如果“酪蛋白酸钠”“乳清”“蛋白”以及“天然花生香精”必须在产
品配料名单中注明，靠近或在该声明之后的标签上的任何“包含”声明必须以配料名单中所使用的相
同字号（即，印刷或字体）注明主要食品致敏原的三种来源（比如“含有牛奶、鸡蛋、花生”）。 
  

F16.是否有其他方式表达“包含”声明以标注包装食品中的主要食品致敏原？ 

  

回答：是的。“包含”声明的措辞仅限于表述含在配料内用于制作包装产品的“包含材料”，放置在全
部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称之后。或者，“包含”声明中使用其他词语表达以更准确地说明所
包含的任何主要食品致敏原，但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包含”声明中的“包含”的大写首字母“C”必须为声明中的头一个字（“包含”声明中使用黑体和标点可
自由选择）。 
  

 

•食品标签上主要食品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称必须与《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护法》中
所规定的名称一致，可用单数或复数表达食品来源名称（比如胡桃）以及同义词“大豆”和
“大黄豆”代替食品名称“黄豆”的除外。 

  
•如果在食品标签上有“包含”声明，则“包含”声明必须确认含在食品或包含在食品配料中的所有食品
致敏原的食品来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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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营养成分标签 包含非约束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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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G1.食物营养成分标签应放在食品包装的什么位置？ 

  

回答：营养成分标签可与配料名单以及名称和地址（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
商的名称和地址）一起张贴在主展示面上。这三个标签声明也可贴在信息面
上（靠近标签面，在主展示面右边，或者，如果临近面上无足够的空间，可
张贴在靠近右边的临近面上）。如果包装的主展示面和信息面上没有足够的
空间，营养成分标签可放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任何备用面上。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2(b) & (e) & 101.9(i) 

  

G2.是否必须使用方框标注密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是的，使用表格展示面时，营养成分也必须以方框表示。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9(d)(1)(i) 

  
G3.产品名称能否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上？ 

  

回答：不可以，产品名称可标在括有营养信息的方框之上。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c) & (d) 
 

G4.营养成分标签能否与包装底部垂直？ 

  

回答：可以。除了要求内容物净含量以及特征性声明必须与包装底部平行
外，对任何其他信息没有要求。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督促生产商尽量与
市场上的营养素信息保持一致，贴上营养成分标签，这样，消费者在购买时
很容易看到和识别。 
  

G5.标准模板中是否允许垂直对齐处留有间隔？ 

  

回答：是的，垂直模板可能因下列方式而出现间隔： 

（1）将注释放在展示面右边，如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1)的实例所示
或者（2）自愿列举的所有维他命和矿物质（即，在铁之后）可随注释移动
至展示面右上角。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1) 

  
营养素标示 
 

N1.是否要求所有食品上张贴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绝大多数食品包装上要求张贴营养成分标签（如L2第7节所列举实
例）。该实例说明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要求的字体和风格以确保可读性和
醒目度。并非所有的字体规范是要求的。标准的字体规范详见21美国联邦法
规101.9(d) 

信息面

主展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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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指南》的实例不同，（1）可使用任何易辨识字体，并非只可使用 Helvetica 字体，（2）营
养成分标签上的营养成分标题必须使用 大字号（比如，大于 8 磅字体，但无需使用 13 磅字
体），且延伸至营养成方框的两端，且（3）对分割营养成分标签中心部分的三个条形码没有具体
的宽度规定。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1) 
  

以下所罗列的分类说明了关于营养贴标的免除情况或特殊规定。一般而言，如果有营养说明或提供
了营养素信息，食品包装便失去免除标签的权利： 
  

免除总结                                                                              法规编号 

由小型企业生产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和 

101.9(j)(18) 

  

  

向饭店等供应的食品，或者用于供应给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 

家庭的即食食品 

  

现场制作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熟食、焙烤食品 

以及甜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3) 

  

不含有任何重要营养成分的食品比如速溶咖啡 

（普通、原味）以及绝大多数香料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4) 

  

婴幼儿配方、以及四岁幼儿食品（对这些类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5) 

别的标签规定进行了修订）                                                 和 101.9(j)(7) 

 

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36）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6)           

 

医疗食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8) 

海运的批量食品进行再加工 

或在零售前进行包装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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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食品和海产品（自愿标注营养素贴标计划                   21 C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0) 和 

包括通过采用适当方式比如架子标签、标识和海报                   101.45 

进行标示的食品） 

包装的单一配料鱼类或野味肉制品可根据 3-盎司烹制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1) 

（制成的）部分张贴标签。定做的鱼类和野味肉制品 

无需标注营养贴标 

某些蛋品包装纸盒（营养信息在纸盒内或嵌入纸盒内）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组合包装内注明“本单元不为零售而贴标”字样，且外 

包装附带所要求的所有标签声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5) 

  

自选大宗食品-营养贴标贴在海报或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2)和 

清晰可见的原包装上                                                     101.9(j)(16) 

 

 向消费者提供的免费赠送食品                无需贴上营养成分标签 

（非卖品） 

                                                                                           除非该赠送食品后来用于出售 

（法律仅适用于“出售”食品） 

—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 

 
 

野味肉制品可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2)在贴标上提供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2) 

所要求的营养信息（比如信用卡）                             

 
  

N2. 是否允许将营养名称标注在食品包装标签上？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在营养成分标签上将所要求或许可的信息标注在前面标签或营养成分
标签之外的包装上，该信息称之为营养成分说明（NCC）。在这种情况下，包装标签必须符合营营
养成分说明上的有关规定，更多信息请参阅营养成分说明部分以及本文件附录 A 和附录 B。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1.13(c) 

  
  

N3. 在营养成分标签上可标注哪些其他营养成分？ 
  

回答：除了第 7 L2 节标签上所显示的营养成分外，生产商可参考每日摄入量（RDI）所规定的卡路
里添加脂肪含量、多元不饱和脂肪、单元不饱和脂肪、钾、可溶不可溶纤维、糖醇、其他碳水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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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维他命和矿物质内所含卡路里，或者维他命 A 作为 β-胡萝卜素目前含量百分比。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9(c) 

  
N4.是否对营养成分标签上的某些营养成分有限制？ 

  

回答：只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营养条例上所列举的那些营养成分，作为营养成分标签的强制或自愿
营养成分，可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上。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N5. 什么时候必须罗列自愿营养成分？ 
  

回答：除了在本《指南》实例标签上所显示的营养成分外，其他营养成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法规
所罗列的成分，比如硫胺）必须标注在食品营养成分标签上，前提是，如果这些营养成分作为营养
补充剂添加在食品中，如果标签含有关于这些营养成分的营养说明（比如营养成分说明），或如果
广告或产品概述中提供关于食品营养素的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a),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8)(ii) 
  

N6. 何时应该将面粉中的维他命和矿物质罗列在营养成分标签上？ 
 

回答：一般而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只要求标签上注明维他命 A 和 C 以及矿物质钙和铁，但当将
这些维他命和矿物质直接添加在包装食品中（比如：营养面包）时，必须在标签上注明营养维他命
和矿物质，然而，当营养产品作为配料添加入另一种食品时，则无需注明。注意：有必要在配料名
单上注明其他维他命和矿物质。但是，如果使用未添加维他命或矿物质的面粉，且分别加入营养成
分，这些营养成分（比如硫胺、核黄素、烟酸和叶酸）必须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注明。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9(c)(8)(ii)(A)-(B)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8)(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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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当食品中卡路里值小于 5 时，是否可标注实际卡路里值？ 
  

回答：食品中卡路里值小于 5 可标注为零或接近 5 卡路里（根据情况标注零或 5）。小于 5 卡路里
的食品符合“不含卡路里”的定义，任何差额在膳食中并不重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1) 

  

N8. 47 卡路里应该四舍五入至较大数值 50 卡路里或四舍五入至较小数值 45 卡路里？ 
 

回答：卡路里数值必须按照下述方式进行标示： 

            50 卡路里或更少——四舍五入至 接近 5 卡路里的数值： 

实例：47 卡路里，表示为“45 卡路里” 
超过 50 卡路里——四舍五入至 接近 10 卡路里的数值： 

实例：96 卡路里，表示为“100 卡路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1)，附录 H 凑整指南。 

  
N9. 如何计算酒精内的卡路里含量？ 
 

回答：酒精内的卡路里可采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1)(i)(A)所提供的具体阿特活特因子进行计
算。美国农业部第 74 号手册就每克酒精含有 7.07 卡路里的具体食品因素做出了具体规定。 
  

N10.什么是总脂肪含量？ 

  

回答：要确定食品中的总脂肪含量，将食品中所有磷脂脂肪酸重量相加（比如：桂树脂酸、棕榈酸
和硬脂酸脂肪酸）并以甘油三酸酯表达。总脂肪含量=所有单个脂肪酸的重量+每三个脂肪酸中的
单个甘油的重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 
  

N11. 定义为总磷脂脂肪酸，表现为甘油三酸酯的总脂肪是否含有胆固醇？ 

  

回答：不含有。 

  
N12. 我所生产的一份产品总脂肪含量是 0.1 克，我应该如何标注脂肪内的脂肪和卡路里？ 

  

回答：由于目前的含量低于 0.5 克，脂肪含量可标注为 0 克。脂肪内所含卡路里也可标注为 0。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1)(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 
  

N13.用什么分数来表示营养成分标签上的总脂肪含量？ 
  

回答：每次使用量食品的脂肪含量低于 0.5 克：可标注总脂肪含量为 0 克，含量为 0.5 克到 5 克的
总脂肪含量：标注为 0.5 克增加，四舍五入为 1/2 克。 

  
实例：0.5 克, 1 克, 1.5 克, 2 克, 2.5 克, 3 克, 3.5 克, 4 克, 4.5 克, 5 克 

  

超过 5 克：使用 1 克递增，四舍五入至 近的 1 克（超过 5 克不要使用分数）。 
  

实例：5 克, 6 克，7 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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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也可参考附录 H 凑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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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 如何计算营养成分标签上的每日需要量？ 

  

回答：请参考附录 F：计算适量营养素的每日需求百分量（每日需要量）以及附录 G：婴儿，以及
四岁以下幼儿、孕妇和哺乳妇女的每日需要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8)(iv) & (c)(9) 

  

N15.如一份产品中膳食纤维添加量小于 0.5 克，或出现饱和，标签上可标注为零。但是，当每日需
要量根据实际未四舍五入的纤维含量或每次使用量食品中 0.2 克的饱和脂肪含量进行计算时，计算
结果是 1%。为了避免让消费者产生混淆，是否可以在这些实例中将每日需要量标注为零？ 
  

回答：是的，根据第 101.9(d)(7)(ii) 节的规定，标签上所标注的每种营养素数量或每种营养素的实
际含量（即，四舍五入前）除以该种营养素的参考摄取数值（DRV）便是每日需要量百分比，但必
须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7)(ii)的规定来计算该百分比的除外。由于这一变化，当所标注数
值为零时，所标的每日需要量百分比亦为零。 
  

N16.如何计算碳水化合物总含量？ 

 

回答：食物样品的总重量（“净重”）减去粗蛋白质、总脂肪含量、水分和灰分的重量后所得数值为
碳水化合物总含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 
  

N17.碳水化合物总含量中是否含有膳食纤维？ 

 

回答：是的，膳食纤维必须作为一种次元素罗列在碳水化合物总含量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 
  

N18.何为营养成分标签中的糖分？ 

 

回答：要计算营养成分标签上的糖分含量，首先确定样品食物中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克数。有关营养
成分标签上的其他营养素定义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ii) 
  

N19.如果每次使用量食品中含有 0.8 克的纤维，是否可以四舍五入到 1 克，或必须标明“小于 1

克”？蛋白质也可以这样表示吗？ 

  

回答：既然每次使用量食品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小于 1 克，应表示为纤维 “小于 1 克”或“含量小于 1

克”，或生产商可以选择不标注膳食纤维含量，并在营养素列表下方附上下述声明：“非膳食纤维的
重要来源。”蛋白质含量可标注为接近整克（比如 1 克），或者在标签上标明“小于 1 克”或“含量小
于 1 克”。可使用“ <”小于号表示“少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7)(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7) 

  
N20.何种情况下需要标注糖醇含量？ 

 

回答：当标签上含有关于糖醇的说明或食品中含有糖醇时，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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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就所罗列的蛋白质而言，确定的作为每日需要量百分比的参考摄取数值和每日参考营养价值是
多少？ 

 

回答：成人和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的参考摄取数值是 50 克，四岁以下的幼儿，婴儿、孕妇和哺乳
期妇女的每日参考营养价值分别是 16 克、14 克、60 克和 65 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7)(iii) 
  

N22.为什么标注蛋白质参考摄取数值不是强制规定？ 
 

回答：如果制定了产品蛋白质说明或产品主要用于婴儿或四岁以下的儿童，则必须标注每日参考摄
取数值百分比。当前的科学证据显示：蛋白质摄取并非是成人和四岁以上儿童所担忧的公共健康问
题，且由于成本与确定蛋白质消化率校正后的氨基酸分数（PDCAAS）有关，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
决定如果未提供蛋白质声明，则无需提供蛋白质的参考摄取数值。 
  

N23.在为成人和四岁以上儿童所提供的食品上标注标签时，应如何标注每日需要量百分比？ 

  

回答：当蛋白质以 50 克每日参考营养数值的百分比罗列，并以每日需要量的百分比来表示，每次
使用量食品中所含蛋白质的实际克数乘以用于蛋白质消化率的氨基酸评分，除以 50 克，转换成百

分数后便是每日需要量的百分比。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7)(ii) 

  

  
N24. 如果蛋白质和钾的每日需要量百分比包含在成人和四岁以上儿童食品的营养成分标签上，每
日参考营养价值信息应放置在注释的什么位置？ 

  

回答：蛋白质应标注在膳食纤维的下方，每日需要量百分比标注在数字栏的同一行。蛋白质每日参
考营养价值以作为蛋白质的 10%卡路里为基础，相当于膳食中每 2000 卡路里含有 50 克蛋白质，
2500 卡路里含有 65 克（62.5 四舍五入为 65）。同样地，钾可标注在注释的钠含量之后。含有
2000 和 2500 卡路里的膳食中所含钾的每日参考营养价值是 3500 毫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9) 
  

N25.如何确定什么数值应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上？ 

  
回答：应根据所包装的产品营养成分简介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注营养成分数值，并根据法规要求进
行四舍五入。四舍五入的规定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并在附录 H 中有总结。 
  

N26.应如何罗列自愿罗列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回答：罗列钾元素时，应以黑体直接列在钠之后。自愿列举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即除维他命 A、维
他命 C、钙和铁之外的其他物质），应垂直或水平方向按照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 9c)(8)(iv).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5)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8)所规定的顺序罗列在所要求的维他命和
矿物质元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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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一种维他命的每日需要量标注成 400%，这样是否合法？ 
 

回答：是的。每日需要量是根据食品中当前所含的营养成分数值而计算的。 
  

N28. 不含有参考摄取数值/每日参考营养数值比如硼和欧米茄 3 的营养素信息能否标注在食品标签
上？ 
  

回答：是的。但前提是信息必须真实，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且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之外。此类信
息仅限于标注营养成分的数量或百分比（比如：300 毫克欧米茄 3），但不表示营养成分的程度
（不应标注为“欧米茄-3 高含量”）。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i)(3) 

  

N29.是否要求提供关于包装和制成的干拌混合产品比如香米等的营养信息？ 

  

回答：只要求提供包装产品的营养性质。但是，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4).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e) 规定可自愿提供“制成”产品的营养信息。 

  
  
N30.能否使用数据库的“平均”数值来确定产品的营养素含量？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规定公司应如何确定贴标上的产品营养素含量。因此，并未禁止使用
从数据库得出的“平均”数值，如果生产商认为所获得数值符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法规标准，不管
其数值来源，公司必须对其数值的准确性以及标签上的信息是否符合法规承担责任，使用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所认可的数据库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该管理局所制定的安全措施，以解决根据该管理局所
接受的数据库而引起的食品贴标问题。题目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营养贴标手册：制定和使用数据
库指南》的手册可在线进行查阅。 

  
N31.就营养素贴标方面每种产品我们应该分析多少样品？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规定必须分析的样品数量。生产商/包装商/经销商应负责确定其产品
的多样性以及所需要的样品数量以提供准确的营养数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营养贴标手册：制定
和使用数据库指南》，可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获取，该手册在这方面可能提供帮助。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在进行执法分析时会使用 12 个单位的组合。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g) 
  

N32.我可以模仿竞争对手的标签吗？ 
  

回答：公司应对营养成分标签的准确性负责，无法保证竞争对手产品的数据对另一种产品仍然有
效。类似性质的产品并非必须在配料和营养成分值上相等。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现由于公司只
是简单地模仿竞争对手的标签，且不符合法规要求，公司将很难证明他们所贴标的产品“信誉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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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分析我公司产品并发送与我一份关于营养成分标签的报告？ 

  

回答：不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无法应要求对产品进行分析；但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收集监督
样本，以对营养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监督。并对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不符合法规的任何分析结果
提供建议。除此之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视情况采取监管行动。 
  

N34.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对行业提供数据库信息？ 
 

回答：不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监督和接受行业数据库，但该数据库仍属于制定和提交数据的组
织所有。 

  
N35.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否推荐一个分析实验室，且该实验室必须经过批准有资格进行营养素分
析？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未批准，且没有资格背书或推荐任何实验室。但可通过下述方式获得协
助：商业和专业协会、贸易刊物、院校和高校，以及在当地电话薄的测试或分析实验室条目下查
找。为合规目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使用分析化学师协会在分析化学师协会国际分析方法，第 18

版（2005）上刊登的适当方法以及根据需要的其他方法。在筛选实验室时，您会希望确定该实验
室是否熟悉这些方法。 
  

N36.必须分析多少样本以确定产品的营养素水平？ 

  

回答：每种营养素要分析的样本数量应由食品中每种营养素的差异性确定。对于较少差异的营养素
一般要求较少的分析样本。应确定影响营养素水平的变量同时应制定包括这些变量的抽样计划。 

  
N37.使用配料组成数据库来计算营养贴标的数值是否有问题？ 

  

回答：如果生产商选择使用配料数据库，他们应确定数据库的准确性并通过将数据库与实验室分析
所获得的同样食品的数值进行对比验证结果的正确性。生产商应对其产品营养贴标数值的准确性负
责。尽管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明确说明了实验室方法来评估贴标产品的准确性，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
未明确说明贴标数值的验收源。 
  

带有单独包装配料的产品/食品分类/礼品包装（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 

  
  

P1. 装盛干面和调味包的盒子上的营养成分标签能否分别罗列面条与调味包的营养素？如果是，是
否必须包括一栏来标注面条和调味包营养素总量？ 

  

回答：第 101.9(h)(1) 节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罗列每次使用量食品每种成分的营养素信息，要么
作为合成值的营养素信息。生产商可自行选择。无需添加信息栏来标注营养素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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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对于供同时食用的混合包装产品，有哪些贴标选择？能否根据混合产品的组合对包含不同种类的干果混合物 

产品进行营养素分析？ 

  

回答：根据第 101.9(h)(1) 节的要求，同时食用的同类食品的营养素信息（比如混合坚果或混合水
果）可具体说明每种成分或作为混合数值。因此，如果能够合理性地假设消费者会食用所提供的同
类坚果或水果，可使用单一合成分析以决定营养素组成。 
  
P3. 对于包含多种食物、糖果以及尺寸不一的酒精饮料的礼品包装，应如何正确贴标？是否必须标
注每种单独包装产品的营养成分，该包装是否被看做多组合包装？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3)的规定，礼品包装的营养素贴标主要采取下述方式： 
 

1．允许营养素信息标注在包装内的贴标上， 

2． 如果礼品包装中没有适合多种食品的食品参考值，应提供标准的食用量， 

3． 允许在每个容器的多份食品上注明 “多样化”， 

4．允许在具有类似食用用途和类似营养特征的礼品包装上对食品的种类标注作为合成物的营养素
信息（比如巧克力糖果组合、奶酪组合），以及 

5．免费促销产品以及用于美化礼品包装外观的少量产品无需标注营养成分。 
  

可使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3) (ii)所举例说明的综合展示，将所要求的不同食品营养素信息
标注在小册子上或包装说明书上。列举每个“不同”容器内的食物份量，可使用不同尺寸包装上的相
同营养成分标签。 
  

如果礼品包装中一些单独包装的食品含有营养成分贴标，该信息无需重复标注在未贴标签的食品上
的营养成分信息（比如在礼品包装盒外面或在包装说明书上）。此外，所有麦芽饮料商的贴标，无
论是否含有酒精，以及含有 7%或更多酒精的甜酒和葡萄酒均受到酒、烟税收与贸易局的监管。
酒、烟税收与贸易局不要求其监管的产品标注营养素贴标。 
  

P4. 零售商将礼品包装中包含下述包装前和贴标前的食品：（1）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 标注
营养成分信息的食品，（2）含有小于 12 平方英寸的可用贴标面积，包含获取营养成分信息的电话
号码。对于含有这些食品的礼品包装，有什么营养贴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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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礼品包装要求根据当前的贴标条例张贴营养贴标。下述条例适用于上述类型： 
 

1．如果礼品包装中的单个食品包装含有完整的营养成分贴标，无需在外包装或包装说明上重复营
养成分信息，即使当将此类方法用于传递礼品包装内其他产品的营养信息。 
 

2． 对绝大多数礼品包装而言，可用标签空间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所要求信息可标注在更大的外包
装或包装说明上。因此，当礼品包装上的可用标签空间小于 12 平方英寸时，应从生产商处获取营
养成分信息并标注在礼品包装上或之内。免费促销产品以及用于美化礼品包装外观的少量产品无需
遵守本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3)(v)）。 
 

3.营养成分贴标必须张贴在礼品包装的全部食品的外包装或包装说明上（不包括免费促销产品以及
用于美化礼品包装外观的少量产品），无需在包装贴标上标注所要求的营养成分信息。 
 

P5.礼品包装的产品说明必须采用标准格式吗？其他方式如表格展示能否用于产品说明上？ 

  

回答：必须使用完整格式，其原因在于可用空间不受标签大小的限制。 
  

P6.新鲜水果包装是否要求营养成分贴标？ 

  

回答：如果整个包装内的产品均是新鲜水果（在自愿营养成分贴标计划范围之内）或该水果含有其
他分别食用的加工食品时，则不要求张贴营养成分贴标。然而，如果水果包含在含有一种以上配料
的套装内，且其他配料并非可免除自愿贴标，则要求张贴营养成分贴标（比如，苹果和焦糖酱）。 
  

P7. 当新鲜水果或蔬菜的玻璃胶膜包装含有说明时，是否必须在标签上提供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5 的规定而制定关于食品营养成分贴标的说明，这意味着必须在
消费者购买时提供营养成分信息，尽管并非必须标注在包装上。 
  

P8.我公司使用其他公司生产的未包装食品来包装礼品盒，我公司的贴标仅限于添加“内容量名单”包
括我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礼品的包装采用我公司相同的目录。这些产品中的有些产品含有营养成分
贴标，有些则由于是小生产商，无需张贴标签，且没有制定说明。我公司是否应负责为不含有营养
成分信息的产品提供营养成分贴标？ 

  

回答：必须提供礼品包装中所有食品的营养成分贴标，除非有些产品由小企业生产，无需提供标
签。第 101.9(h)(3)(i) 节规定可在礼品包装上的包装说明书上添加营养成分信息，而非在每个包装
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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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格式/图表要求 
 
  

一般信息 
  

L1.营养成分标签必须多大？ 

  

回答：关于营养成分标签的大小没有具体规定。但是，“营养成分”标题字号必须大于营养
成分标签上的所有其他标签，且应横跨营养成分标签的整个版面（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2)）。营养成分标签上其他信息要求使用 小的 6 磅和 8 磅字体（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d)(1)(iii)），文本行数之间有 小的行距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ii)(C)）。 
  

L2.营养成分标签上的 小字号是什么以及其他格式要求是什么？ 

  

回答：下述图表说明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使用的实例来展示营养成分标签。关于格式要
求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中有详细规定。 

 
 
 
 
 
 
 
 
 
 
 
 
 
 
 
 
 
 
 
 
 
 
 
 
 
 
 
 
 
 
 

 
 

概述 

  

使用Franklin Gothic Heavy 或Helvetica 

Black,两端对齐,字号不小于13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8 磅字体，行 

距为1磅 

 

3 磅间隔线 

 

8磅 Helvetica  

Black 字体，行距 

为4 磅 

1/4 磅间隔线， 居中 

分割两种营养成分 

（上面行距为2 磅，下
面行距为2 磅）

8磅Helvetica Regular 

字体，行距为 4磅 

8 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 行距为4 磅，并
标有10磅·

7 磅间隔线

6磅Helvetica Black字体 

所有标签均在½磅方框间隔内，
在上下 3 磅文本间隔之内 

¼磅间隔线 

维他命和矿物质（注释）下
面的字体为 6 磅，1 磅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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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标签标注在方框内，以黑色字体，或以一种彩色字体表示，背景为白色或非彩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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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和字号 
  

1． 营养成分标签使用 6 磅或更大 Helvetica Black 和/或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为了符合一些格
式，在排字时突出部分间距为-4 磅（较小的字距间隔会降低清晰度）。 
  

2.主要的营养成分和其每日需要百分比应使用 8 磅 Helvetica Black 字体（但百分比应用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 
  

3.营养成分应用 Franklin Gothic Heavy 或 Helvetica Black 字体，以横跨标签的整个宽度，两边对
齐。 
  

4．服食量和每个容器的份数应采用 8 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1 磅行距。 

  
5． 表标签（比如“每次使用量食物的含量”）应采用 6 磅 Helvetica Black 字体。 
 

6.营养成分内容量的绝对度量（比如“1 克”）以及营养成分子组应采用 8 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
体，4 磅行距。 
 

7． 维他命和矿物质应以 8 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4 磅行距，用 10 磅的“·”分割开来标注。 
  

8． 维他命和矿物质下的所有物质必须采用 6 磅 Helvetica Regular 字体，1 磅行距。 
  

间距 
  

1．如实例所示，7 磅间距将较大分组分开，其中 3 磅间隔将卡路里信息与营养成分信息分开。 
  

2.细线间隔或 1/4 磅间隔将单个营养成分间隔开来，如实例所示。标签的上半部分（营养成分信
息）类型和间隔之间有 2 磅的行距，标签下半部分（注释）类型和间隔之间有 1 磅的行距。 
  

方框 

 

所有标签内容均在½磅方框内，在上下 3 磅的文本间隔内。 
 
L3.是否必须遵守第 7 L2（上述）节的营养格式实例所示的所有类型规范？ 
 

回答：不需要。有关强制性类型规范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的规定。与上述第 7 L2（上
述）节所列举的实例不同： 
 

1．可使用任何易读字体，并非仅限于使用 Helvetica 字体。 
 

2． 营养成分标签上的标题必须为 大号字体（即：必须大于 8 磅字体，但无需使用 13 磅字
体）。 
 

3. 对间隔营养成分标签的中间部分的三个横杠的宽度没有具体的要求。 
  



   食品标签指南  51 

L4.我能否使用大于 8 磅和 6 磅的字体？ 
 

回答：6 磅和 8 磅字体是 小要求。可使用大一些的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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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营养成分应标注在食品标签的什么地方？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ii)(D)的要求，当总可用贴标面积为 40 平方英寸或更小
时，营养成分可放置在任何标签面上。如果包装上的标签可用面积大于 40 平方英寸，根据 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1.2 可将营养成分信息标注在主展示面或信息面上，除非没有足够的面积（不包括插
图等），在这些情况下，营养成分应放在易于消费者看到的任何面上。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7) 

  
L6.印刷体能否压缩？ 

  

回答：是的，但是，如果标签上压缩的结果未达到 小字号的要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认为标签
具有误导作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iii) 
  

L7.如果常规营养成分标签（比如垂直格式）不符合包装的要求，应该怎么做？ 

  

回答：包装上一般留出 40 多平方英寸的空间用于贴标，如果常规营养成分标签不适合，可采用“平
行”格式。使用该格式时，营养成分标签的底部（在维他命和矿物质信息之后）应放置在右边，并
用分割线区分开来。如果需要在铁元素之后罗列更多维他命和矿物质信息，且没有足够的空间，此
类信息可罗列在右边，并用分割线与注释区分开来。 
 
 
 
 
 
 
 
 
 
 
 
 
 
 
 
 
 
 
 
 

同样，如果包装上没有连续的垂直空间（比如大约 3 英寸）来容纳上述格式，可将营养成分标签放
置在表格展示面上（比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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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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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袋子或盒子上的空白部分是否被视为贴标签部分？ 

回答：如果空白部分用于贴标，包括促销贴纸，该空白部分视为贴标空间部分。但
是，如果没有任何贴标，则不被视为可用空间。 

  
L9. 如果吸管放在果汁盒背面，该展示面是否被视为张贴标签的可用部分？ 
  

回答：是的。但是，所要求标注的标签信息必须清楚明了。在包装上标注营养信息存
在困难的公司可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g)(9) 写信给营养产品、标识和饮食添加
剂办公室，地址 HFS-800, 5100 Paint Branch Pkwy., College Park MD 20740，要求
给予特殊许可。 
  

L10. 如果要求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在每次使用量食物中的含量为 0 克，
它们什么时候可用一句话进行总结？在该句总结中能否包含更多营养成分？ 

  

回答：当述所罗列的营养成分在食物中的含量为“零”时，该种营养成分可忽略不计，并
用一句话进行总结。可将标签声明（“并非_________的重要来源”）标注在维他命 A

和 C、钙和铁列表的下面。如果“并非_________的重要来源”的表达用于一种以上的营
养元素，该营养成分必须采用常规格式中所罗列的顺序进行罗列（比如“并非脂肪、饱
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膳食纤维、糖分、维他命 A、维他命 C、钙和铁中卡路
里的重要来源”）。在任何格式中均可使用注释来罗列下述一种或多种营养成分：（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营养成分 每次使用量食物含量 标签声明 

脂肪所含卡路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1)(ii) 

脂肪少于 0.5 克  “并非脂肪所含卡路里的重要来
源” 

饱和脂肪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i) 

脂肪少于 0.5 克  “并非饱和总脂肪的重要来源” 

反式脂肪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ii) 

总脂肪含量不足 0.5 克  “并非反式脂肪的重要来源” 

胆固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3) 

少于 2 毫克  “并非胆固醇的重要来源” 

膳食纤维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i) 

少于 1 克  “并非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 

糖分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6)(ii) 

少于 0.5 克  “并非糖分的重要来源” 

维他命 A 和 C，钙和铁 参考摄取数值不足 2% “并非________的重要来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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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8)(iii) 

罗列维他命或矿物质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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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1.包装设计公司问及颠倒营养成分标签的问题，白色字体打印，背景为暗色，并采用适合的字体
和颜色对比，这样是否和白底黑字一样清晰。 

  

回答：第 101.9(d)(1)(i)部分规定：营养信息“应全部使用黑色或一种颜色字体，可行情况下可打印
在白色或非彩色对比鲜明的背景上”。但并不禁止使用相反打印或使用其他颜色。然而，如果使用
相反字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希望因使用相反字体而对可读性造成任何的削弱应通过使用其他图形
技术进行弥补，以提高其可读性，比如加大字号。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iv) 的规定，
不允许使用相反打印字体来提高醒目度，其原因在于这样会干扰标签风格的一致性。 
  

L12.是否有必要包含卡路里转化注释，并注明每克脂肪、胆固醇和蛋白质分别提供 9、4 和 4 卡路
里？ 

  

回答：没有必要，使用注释可自由选择。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0) 

  
L13.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7)(ii)，是否需要将每日需要量百分比项下的数值与标题下一栏
平行，或如格式实例所示进行右对齐（比如靠右边对齐）？ 

  

回答：注明每日需要量百分比的栏应与标题下一栏平行，要么居中，要么右对齐。 

  
L14. 我公司制作的黄豆（豆腐）热狗用薄膜包装起来，符合产品的形状设计，我们能否将营养成
分贴标标注在薄膜上，还是我们必须使用条形纸标签？ 
 

回答：营养成分标签可张贴在薄膜包装上，但前提是打印字体颜色鲜明，且产品的压痕不应影响消
费者在购买时阅读上面的信息。 
  

L15. 我们能否使用会造成营养成分标签在端点处被断开，标签底部在包装上部，标签底部在包装
底部的连续打印标签？ 

  

回答：不行，但是，如果连续打印标签包含非断开营养成分标签，这是可以的。 
  

L16.营养成分标签能否打印在纸签上，粘在包装上？ 

  

回答：可以，只要该纸签粘贴在符合储存条件的产品上，一些公司使用一般纸箱或袋子，并粘贴上
产品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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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标签格式 
 

双语格式 

  

L17.在使用两种语言的标签上，是否可以在一种语言营养成分标签上提供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如果贴标上必须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营养成分，营养成分信息可分别包含在用每种语言表达
营养成分标签上表达，或在含有第二种语言的标签上，在英语后翻译所有所要求信息。两种语言中
相同的数字无需重复。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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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8. 我公司产品名称为 Frijoles Pintos，是否需要双语贴标？salsa 呢？ 

回答：当一种食品使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可接受的唯一普通或常用名称（比如 salsa, chili con 

carne, croissants, rigatoni）时，使用这些常用或普通名称无需使用双语声明。但是，如果该食品
将销售给不说英语的客户（比如 Frijoles Pintos），必须用外语标示全部所要求信息。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15(c) 

  
  

组合装/集合格式 
 

L19.组合包装（比如，谷类早餐食物）应如何显示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当包装中含有一种或多种单独食用的包装食品时，比如谷类早产组合装，或同类食品包装可
相互使用时比如冰激凌圆筒，生产商可选择每种食品分别使用一个营养成分标签，或使用集合营养
成分标签。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3)(i)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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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 我公司生产的饼干组合包含 6 种不同的饼干，且所占百分比不同，应使用什么营养成分
格式？ 

  
回答：生产商可选择使用：（1）包装中每种饼干单独的营养成分标签，（2）集合标签
（即，一个营养成分标签包含每种饼干以单独栏列出的营养成分含量信息和每日需要量百分
比），或者（3）如果是可以同时食用的饼干组合，可根据饼干在组合中的平均重量将营养信
息标注在组合标签上。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13) 

  

L21. 我公司使用一个盒子来包装多种不同的产品（比如：樱桃派、苹果派、芝士蛋糕等），
盒子预先张贴标签（即，以集合格式标注包含全部可能产品的营养成分贴标）。包装产品
后，我们将食品特征性声明打印在主展示面上。在包装时是否必须标注或突出强调营养成分
标签，以表示包装的产品种类？ 

  
回答：不需要。主展示面上的特征性声明以及在集合营养成分表上每栏所标注营养成分数值
上方的特征性声明已向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来确定集合标签上什么营养成分数值适用
于包装产品。 
  

所包装/所加工产品/双栏格式 
 

L22. “所包装”和“所加工”的定义是什么？ 
 

回答：“所包装”是指产品上市时产品的状态。“所加工”是指准备用于消费的产品（比如每个说
明中所增加的配料以及烹调产品比如已制成和烘烤的蛋糕混合料或调配的汤料）。 
  

L23.如果生产商选择这样做，如果标签食品在食用前一般与另一种食品混合，应如何在食品
上粘贴标签？ 

  

回答：营养成分标签必须标明“所包装”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即，在消费制成之前）。但是，一
般鼓励生产商添加另一栏来标注营养成分信息，包括混合食用食品所含的卡路里，脂肪所含
卡路里以及每日需要量百分比。同时还必须提供包装食品的数量（即，克/毫克）。但是，如
本例所示，可在标签上添加注释以表明食品中所添加的营养成分量。此外，可在包装食品信
息旁边标注制成食品的数量（比如“纳 200 毫克，265 毫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 
  

L24.如果包含另一栏营养成分信息，是否有必要重复“服食量”和“每个容器的份数”？ 

  

回答：当提供另一栏营养成分信息时，无需重复提供服食量和每个容器的份数。唯一的要求
是必须根据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列出服食量和每个容器的份数。21美国联邦法规
101.9(b)(9) 和 21美国联邦法规10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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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5. 我公司产品包装内含有一个食谱，根据本食谱，每次使用量食物中需要一次
可食用参考值的 250%，我们是否必须在营养成分标签上使用双份声明？ 
 

回答：是的。第 101.9(b)(11)节 规定如果产品标签或贴标所标注的使用量超过每
一次可使用参考值的 200%，或更高，则要求提供双份声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认为标签上的食谱是为了“促进”使用该食品。法规（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11)）明文规定主要用于配料的大量产品（比如面粉、糖、油）或传统
多用途产品（比如鸡蛋、黄油）无需提供双重声明。 

  
L26.我们想在麦片中使用双重声明，我们是否需要提供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是
200 毫升，一杯牛奶，或我们能否使用 1/2 杯或 1/4 杯？ 

  

回答：这种标签一般含有两栏，标题是“麦片”和“_____ 牛奶”加入 1/2 杯（或 1/4

杯麦片），空白处填入牛奶类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 
  

L27.我公司产品是浓缩“奶油___ 汤”。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双重声明？ 

  

回答：双重声明可自愿选择。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 
  

L28.如果产品标签上附上食谱，是否必须将配方营养成分信息标注在标签上？ 

  

回答：只有当食谱要求产品每次可食用参考值达到 200%或更多时才需要。如果
食谱所要求的数量少于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可自愿标注该信息。但是，特殊
食谱的营养成分信息可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外面。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11) 

  
L29. 如果生产商选择这样做，有没有关于需要消费者进一步加工食品的营养成分
标签方面的实例？ 
 

回答：请参考右边的实例。但是，根据包装说明所包装的产品营养成分数值可能
与包装产品栏的数值相同（比如在制作过程所添加的唯一配料，比如水），生产
商可省略第二栏，并包含所制成的数量，作为服食量声明的一部分。例如，饮料
混合粉上可标注：“服食量：1 茶匙干芬（4g）（冲兑 1 杯）”。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7)(v),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5) 

  
简化格式 

 

L30. 如果食品中绝大多数营养成分是微量成分，是否有标注这方面营养成分的格
式？ 

  

回答：如果在一种食品中含有至少八种微量营养元素如卡路里、总脂肪含量、饱
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钠、碳水化合物总量、膳食纤维、糖、蛋白质、维
他命 A、维他命 C、钙和铁（对于两岁以下儿童的食品贴标，规定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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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简化的营养成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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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主要营养元素，如旁边实例中的黑体所示，必须标注在所有营养成分标签上，无论这
五种营养元素在食品中的含量如何。除此之外，营养成分标签上所要求的自然存在的或加
入食品中的任何营养成分必须“标注在简化的营养成分标签”上。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 – 营养成分名单; 101.9(f)(1) – “微量” 定义; 101.9(c) –营养成分
“微量”名单 
 

L31. 营养成分的微量含量是什么？ 
 

回答：允许将一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注零（比如，少于 5 卡路里的可标
注为 0 卡路里），但碳水化合物总量、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除外，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可
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注为“少于 1 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L32.当我使用简化格式时，何时需要标注“_____________的重要来源”声明？ 

  

回答：本声明必须罗列微量营养成分的完全格式所要求的全部营养成分，下述情况下必须
包含本声明：（1）提供营养成分说明，或（2）添加维他命和矿物质；或者（3）完全格
式中所未要求的自然发生营养成分（比如钾）可自愿标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4) 
 

L33.如果产品可以使用简化格式，但公司希望就所要求或自愿营养元素制作说明，是否仍
然可以使用简化格式？ 

  
回答：是的，但是，如上述问题和回答所示，当提出营养成分说明时，“并非 
_____________的重要来源”（空白处填写填写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中所规定的任何营
养成分的名称以及食品脂肪中所含微量卡路里）的声明必须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的底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4) 

  
L34.何时应将声明用于简化格式标签中以罗列食品中所含微量营养成分？ 

  
回答：“简化格式标签”必须包括标注“零”含量营养成分的声明，当将营养成分加入食品中或
自愿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明，以及当在标签上标注说明时。在本例中，生产商自愿标明了
多元未饱和脂肪和单元不饱和脂肪，因此，必须附加“并非_________的重要来源”声明，
空白处填上含有微量元素的营养成分名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4) 
 

L35.当使用简化格式时，能否可以自愿罗列未要求罗列的以及在食品中含有微量的营养成
分（比如脂肪内所含卡路里、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膳食纤维、糖、维他命C、
钙和铁）？ 
 

回答：使用简化格式的目的在于 小化标签上所要求的营养成分含量信息。虽然管理局不
鼓励商家在简化格式中罗列含有微量营养成分的信息，但法规条例并未禁止列举该类信
息。而未要求的营养成分（比如脂肪内所含卡路里、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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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糖、维他命 C、钙或铁）可自愿在标签上标注零，但无需提供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4) 所要求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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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6.如果产品适合使用简化格式，但生产商选择使用完全格式，并将所含微量营养
元素标注为零，是否仍然可以缩短注释？ 
  

  
回答：不可以，因为选择使用简化格式是自愿的，使用完全格式时必须标注全部所
要求的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9) 

  
L37.我如何在表格格式中使用“并非____________的重要来源”？ 
  

  
回答：当在表格展示面上使用完全格式时，“并非 ____________的重要来源”的声明
应标注在维他命和矿物质之下，并用细线隔开。如在表格展示面中使用简化格式
时，该声明必须标注在所声明的营养成分之下，并用条形线分开。 
  

  
L38.“并非____________ 的重要来源”的声明应用什么正确字号？ 

  

回答：6 磅字号。 
  

  
L39.能否使用简化格式，无论可用标签空间有多大？ 

  
回答：是的，食品的营养成分含量是决定性因素，而非可用标签空间。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9(f) 

  
L40. 当使用简化格式时，要求使用什么字号？ 

  
回答：字号和排版要求与完全格式相同。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5) 

  
L41.用于标准格式的整个注释，（标注了每日需要要求，2000 和 2500 卡路里热
量）是否应用于可用空间为 40 平方英寸或更小的中等包装简化格式中？ 

  
回答：不是的，简化格式只要求提供“基于 2000 卡路里食品中的每日需要量百分
比”的声明，不管包装的大小。如果“每日需要量”术语在标题中被缩写为“DV”，该声
明必须指明“DV”是指“每日需要量”（比如“基于 2000 卡路里食品中的每日需要
量”）。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5) 

  
 反式脂肪贴标 
 

L42.为什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反式脂肪酸必须标注在营养成分贴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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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将反式脂肪酸标注在营养成分贴标上，以回应美国公益
科学中心的请求以及所出版的人类研究，该要求表示摄入反式脂肪酸，与摄入饱和脂
肪酸相似，会增加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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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胆固醇”）。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摄入会增加冠心病的风险。国家科学院医
学研究所（IOM/NAS）所发表的报告以及联邦政府已建议美国人在食用营养充足的正餐
时应限量摄取反式脂肪和其他提高胆固醇含量的脂肪。美国人要采用这些建议，他们必须
知道他们所食用的单个食品中所含有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因此，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在
营养成分贴标中提供该类信息以帮助消费者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68 联邦法规 41434, 

July 11, 2003年7月11日) 
 

L43.如何定义贴标中的反式脂肪？ 

  

回答：根据管理局的法规，反式脂肪酸的化学定义为“在反式构型中含有一种或多种孤立
双键（即，非共轭式）的非饱和脂肪酸”。 逆式十八烯酸，单一双键反式脂肪酸以及其他
带有单一双键或非共轭式双键反刍类反式脂肪酸必须包含在本定义中。共轭式反式脂肪酸
无需包含在内，其原因在于它们不符合管理局的定义。因此，反式脂肪酸，不管其来源，
只要符合上述定义都应包含在反式脂肪的标签声明的定义中。除此之外，根据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的法规化学定义，“反式脂肪酸”和“共轭式脂肪酸”的分类互不相容。反式脂肪酸的
定义不包括含有共轭式双键脂肪酸，且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顺式异构体保持一致（68 

联邦法规 41434 at 41461,2003 年 7 月 11 日） 
  

L44. 当未标注单元和多元非饱和脂肪酸时，是否需要标注反式脂肪酸？ 

  

回答：是的。罗列反式脂肪酸是强制性的，即便是未罗列单元和多元非饱和脂肪酸。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 (c)(2)(ii), (c)(2)(iii), 和 (c)(2)(iv)。 
  

L45. 应如何标注反式脂肪酸？ 

  

回答：反式脂肪酸必须以“反式脂肪”或“反式”标注在营养成分标签上饱和脂肪列表上（见
表）。“反式”可斜体以表明其来源于拉丁语。反式脂肪含量必须用克的形式表示，每次使
用量食物中含量低于 5 克表示以 0.5 克计，而超过 5 克以四舍五入至 接近克数计。如果
每餐所含反式脂肪少于 0.5 克，在标注该信息时必须表示为“0”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2)(ii)）。 
  

L46.如果每次使用量食品中反式脂肪的含量少于 0.5 克，是否无需再标签上注明“0 克”反
式脂肪？ 

  

回答：就传统食品而言（食品而非饮食补充剂），如果每次使用量食品的总脂肪含量少于
0.5克且未附上关于脂肪、脂肪酸或胆固醇含量的说明，则无需标注“0克”反式脂肪。如果
未罗列反式脂肪，可将“并非反式脂肪的重要来源”声明放置在营养成分表底部代替“0克”反
式脂肪声明。如果提供了这说明，则并非反式脂肪的重要来源”声明并非自由选择并要求提
供“0克”反式脂肪声明。21 美国联邦声明101.9(c)(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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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7.为什么反式脂肪中不含有每日需要量百分比？ 
  

回答：尽管 新的营养成分标签现在标注产品的反式脂肪含量，但并未标注反式脂肪的每日需要量
百分比。科学报告已确认反式脂肪和增加冠心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
能够使用的反式脂肪含量以确定每日需要量。没有每日需要量，便无法计算每日需要量百分比。因
此，仅用克来标注反脂肪含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7)(ii) 

  
L48. 就食品产品而言，如果配料名单标明其含有“部分氢化植物油”是否有可能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
注 0 克反式脂肪？ 

  

回答：是的。允许生产商在营养成分标签上将含量低于 0.5 克（½克）的反式脂肪标注为 0（零）
克。因此，消费者可能会看到一些产品标签上标注为 0 克反式脂肪，而在配料名单上却标有“酥油”
或“部分氢化植物油”。这表明每次使用量食品中含有微量的反式脂肪（小于 0.5 克）。 

  
L49.关于反式脂肪的营养成分说明的情况如何？ 

  

回答：营养成分说明是在食品标签包装上的声明，表明该产品从不含有该种营养成分到含有较高含
量。比如：“低脂肪”和“高纤维”。目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信息来制定反式脂肪
的营养含量说明。但是，允许提供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说明。 
  

L50.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考虑哪些其他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营养成分贴标的条例规定？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公布了《规则建议预先通知》（食品贴标：营
养成分贴标上的反式脂肪酸；考虑营养成分含量的消费者研究、健康说明和可能注释或披露声明；
68 联邦法规 41507; 2003 年 7 月 11 日）征求使用的信息和资料以制定反式脂肪标准，当前的营养
含量说明主要是关于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精瘦说明和包含关于胆固醇增加脂肪信息的健康说明。除
此之外，披露标准以及不合格标准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健康食品的选择。管理局还要求对是否考虑
关于反式脂肪声明做出评论，不管是单独还是与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相结合，作为营养成分标签的注
释或与说明相结合的披露声明以提高消费者对提升胆固醇油脂以及如何利用所获取信息做出有益健
康的食品选择等方面的理解。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作出的评论和消费者研究报告中所获取的信息
和资料可用于帮助起草提议规章，以制定关于某些营养成分内容或健康说明的标准或要求使用注
释，或关于营养成分标签中一种或多种提升胆固醇油脂的其他贴标方法以帮助消费者保持健康的饮
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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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L51.如果我们诚实地标注营养成分标签，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对小错误采取法律行动？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太可能对细小措施采取管制行动。但是，此类错误必须在下次打印标签时
予以纠正。 
 

L52. 我们在何时购买材料时应考虑贴标？ 
  

回答：任何时候。 

  
L53.我已尝试过所有可用的格式，但如果不进行一些修订，我无法在制作标签时使用这些格式，我应
该怎样做？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g)(9)的规定,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允许符合法规的其他方式或其他
免除情况以处理特殊情况。需要特殊许可的公司应向营养产品、标识和饮食添加剂办公室提出书面要
求，该办公室地址位于 HFS-800, 5100 Paint Branch Pkwy., College Park, MD 20740。该信函应：
（1）说明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g)(9)要求免除或特殊规定，（2）说明提出该要求所涉及的具体
产品，（3）阐明为什么技术上不可行或无法实行，以达到该类产品的条例规定，以及（4）说明所提
议的另一种程序。如果可能，包括所提议标签的实例。 
  

L54.邮购销售是否包含在食品贴标法中？ 

  

回答：相同的贴标法适用于所有零售类型，包括邮购业务。通过邮购所出售的食品必须全部贴上标
签。 
  

L55.是否允许在贴标上使用贴纸，以示变化？ 

  

回答：如果 终的标签是正确的，且在零售时符合所有法规要求，以任何方式纠正标签错误均可接
受。该贴纸不应覆盖其他必须的贴标，且应粘紧。 
  

L56.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在打印前批准标签？ 

  

回答：不会。食品生产商或进口商应负责遵守当前的食品贴标条例。 
  

服食量 

 

服食量/每餐可适用的参考值（RACCs）和食品分类 

  

L57. 我正试着确定适当的服食量和餐份以标注在食品产品的标签上。我应如何开始，采取哪些步骤? 

  

回答：生产商可使用法规中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其产品的服食量。该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 （1）在食品贴标条例第 101.12(b)节的两个表格中适当定位产品所属食品类型以及每餐可食用参考
值。表 1 是主要针对婴儿和幼儿的食品，表 2 主要是针对一般人群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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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 139 种食品种类制定了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以及这些数值在每餐中所代表的可
食用量。绝大多数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主要针对即食食品。如果是用于出售的产品（比如“已包
装”），且未在表格中标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你必须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c)提供适当的
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以进一步加工食品（d）仿制食品，（e）充气食品，以及（f）代表两种或多
种包装食品的产品以用于同时消费。 

  
制定每餐适当的食用量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确定你的产品是否包装在单份容器内。所包装
和出售的小包装产品要求标注上单份包装；有关这些产品的规格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如果你的产品是单份包装，必须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中关于单
份包装的贴标要求进行贴标。 

  

2. （2）根据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决定多份食品的服食量。 

  

服食量可在括号内用相等的公尺单位表示（比如“1/2 杯(112 克)”）。可接受的度量单位详
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的列表。度量制的四舍五入规则以及其他格式选择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7)。 

  
3. （3）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8)中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份量以及关于份量的适当四舍五
入规则。 
  
L58.食品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50 克，但产品的单份包装重 54 克。是根据每餐可食用参考
值 50 克还是实际的度量单位来提供营养信息？ 

  
回答：标签上的营养成分信息是根据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度量单位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
可根据标签所标注的服食量 54 克来确定。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作为起点用于确定每种产品的服食
量，并确定说明。 
  

L59.部分烹调、包装意大利面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多少？表 2 只列举了制成和干面的每餐可食用
参考值。 

  

回答：部分烹调意大利面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制成一份意大利面的每餐部分烹制意大利面的数量
（140 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c) 

  

L60.泡菜属于什么种类？ 

  

回答：泡菜属于“所有种类的腌菜，”， 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为 30 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 

  

L61.如果我的产品中未含有适当的食品类型名单或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会怎么样？ 

  

回答：管理局已经认识到表 2 中的种类“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可能未能包括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全部
食品种类。因此，为了让生产商在当前出售的食品标签上提供营养成分信息，生产商应写信给管理
局，在申请中注明产品主要用途，可食用量以及所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详见第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h)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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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提供产品“建议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以用于满足生产商在产品上张贴营养成分标
签的实时需要。在管理局提供“建议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以让生产商在产品上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同
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其后有必要出台通知和评定制定程序以正式确定每餐可食用参考值。除
此之外，生产商或任何其他利益方可在任何时候请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制定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h)所指定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 

  

L62. 迄今已提供的“建议性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有哪些？ 

  

回答：迄今所提供的“建议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如下所示。所标注的这些产品的服食量将在括号内以
公制单位标志。 
  

粉末状风味糖果 15 克

七色风味 15 毫升

冷冻食品 4 盎司

番茄干（半个、成片、碎末以及小块状） 5 克

油浸番茄干（半个、成片、碎末以及小块状） 10 克

鸡蛋卷、水饺、馄饨或锅贴 60 克

蛋白（新鲜、冷冻、蛋白粉） ~ 1 个大鸡蛋

加糖鸡蛋、加糖蛋黄 ~ 1 个大鸡蛋

食用油脂香精 1 t

果酱 1 T

干酵母 0.5 克

烘烤用可可、角豆荚粉 2 T

椰奶 1/3 杯

番茄干、干香菇和干海草等食品 10 克

干海苔 3 克

蔬菜酱（茄子酱、橄榄酱） 2 T

芽类蔬菜 10 克
  

L63.服食量应使用什么单位标注？ 

  
回答：服食量声明包括两部分内容：“家用度量单位”，可用相同的公制度量单位克标志。对于饮料
而言，家用度量单位可表示为液体盎司、杯或几分之一杯，相当于毫升（毫升），下述所示实例表
示所许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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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实例 

饼干 1 块饼干 （28 克）或者 1 块饼干 （28 克/1 盎司） 

牛奶、果汁、软饮料 8 液量盎司（240 毫升），或者 1 杯 （240 毫升） 

多份容器，或者单份容器 

(比如，1 听)  

干奶酪 1 大汤匙（5 g）或 1 大汤匙（5 克/0.2 盎司）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7), and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 

 

L64.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否与服食量不同？ 
 

回答：是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主要用于确定每种产品的服食量。下述实例表明如何使用每餐可食
用参考值来确定 16 盎司（454 克） 比萨的服食量： 
  

1. 第一步：根据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确定比萨的每餐可
食用参考值为 140 克。 

  

2. 第二步：计算 接近比萨 140 克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分数（计算结果显示一块比萨的净
重量是 16 盎司/454 克）： 
  

1/3 X 454 克= 151 克 

1/4 X 454 克= 113 克 
  

注意：151 克比 113 克更接近比萨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140 克） 
 

3. 第三步：服食量是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分数或者该比萨份数的实际克数。 
  

实例：“服食量 1/3 个”（151 克 ） 
 

因此，本例中，服食量是“1/3 个比萨（151 克）”，而所有比萨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40 克。注
意：第 101.9(b)(2)(i) 节（ 散包装），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较大散包装）以及 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1.9(b)(2)(iii) （批量产品）说明如何使用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确定服食量。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12(b)。  

  
L65. 法规中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表格包含标签声明栏。这些标签声明是什么，我必须使用这些标
签声明来标注我公司产品的服食量吗？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标签声明栏加入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表格，为生产商举例说明如何在产品
标签上标注服食量。 初提供这些准确数据时主要作为这这些声明的一部分，但由于一些生产商错
误认为要求提供准确的标签声明，即便这些数据对其产品而言并不准确，因此已将这些数据删除。
生产商应认识到标签声明栏并未包含全部信息，只是提供一些可能的标签声明实例。生产商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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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家用度量单位以及相应的公制重量或体积来实际测量其产品重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 

  
  
L66.如果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单位量是两个数值的中间值，应选择哪个值？ 

  

回答：对于服食量是两个数值的中间值时，服食量应四舍五入较高的数值（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x)）。比如，饼干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0 克。如果一袋饼干中每块饼干重 12 克，
两块就是 24 克，而 3 块重 36 克。因此，2.5 块饼干重 30 克，因此，服食量应四舍五入至 接近
较大数值：3 块饼干（36 克）。 
  

L67.如何计算饼干组合产品中营养成分标签上的服食量？ 

  

回答：下述实例表明如何计算饼干组合产品中的服食量以及要求进一步加工的类似食品的服食量： 
  

1. 第一步：根据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确定饼干的每餐可
食用参考值是 5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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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步：确定所需的产品混合数量为 55 克饼干。 
 

3. 第三步：确定所许可的 接近大汤匙或杯子的分数，包含 接近第 2 步所确定数值的
混合产品数量。 

 

4. 第四步：服食量是第三步所确定的饼干混合包装中的大汤匙或杯子分数，以及将饼干
混合包装的实际克数作为服食量。 

  
 

采用的形式：“服食量 __ 杯 (__ 克),”空白部分填写产品准确的数值。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12(b)&(c) 

  
L68.是否有必要重新规定产品的大小比如饼干，这样服食量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完全相等？ 

  

回答：没有必要调整饼干的大小以符合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比如，如果四块饼干的重量是 28 克，
（五块饼干重 35 克），标注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饼干数量并说明这些饼干服食量的精确重
量：“服食量 4 块饼干（28 克）”或者“4 块饼干（28 克/1 盎司）”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 

  

L69.必须采用常见家用度量单位的什么分数来表示服食量？ 

  

回答：就杯子而言，杯子的分数可作为家用度量单位：1/4 杯，1/3 杯、1/2 杯、2/3 杯、3/4 杯 1 杯 

11/4 杯等。如果用液量盎司来标注服食量，应用整数来标注服食量（比如 4 液量盎司，5 液量盎
司，6 液量盎司等）。而就大汤匙而言，允许使用下述分数：1, 1 1/3, 1 1/2, 1 2/3, 2, 和 3 大汤
匙。而如果使用小匙，小匙的分数来表示为 1/8, 1/4, 1/2, 3/4, 1, 或者 2 小匙。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 

  
L70.对于食用前经常切成片的食物，必须在服食量声明中使用什么分数？ 

  
 

回答：关于类似饼干或馅饼的食品，服食量必须使用这些分数来标注：“1/2”, “ 1/3”, “1/4”, “1/5”, 

“1/6”, “1/8”, “1/9”, “1/10”, “1/12”以及除以 2 或 3 所得出的更小分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 
  

L71.对于多份包装食品，大于或小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产品服食量是多少？ 

  
回答：食品切片称之为“散包装”，如果一个切片的重量在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67%和 200%之间
（小于 200%），则一个切片视为一份。较大的切片（重量超过每餐可食用参考值 200%）可标注
为一份，如果可以合理地一餐食用一份。对于重量在每餐可食用参考值 50%-67%的切片，服食量
可标注为一片或两片。而对于重量小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50%，服食量应是 接近服每餐可食
用参考值的切片数。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 

  
L72.标签上应该注明“2 1/2 份”吗？ 

  

回答：对于含有两份到五份的包装，应将份数四舍五入至 0.5 份。比如：“2 份”，“2.5 份”、“3 份”、
“3.5 份”、“4 份”、“4.5 份”和“5 份”。对于含有五份或更多份数的包装而言，应将份数四舍五入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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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份，比如：“5 份”、“6 份”、“7 份”。四舍五入应注明“大约”（比如“大约 6 份”。）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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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量/包装/加工 
 

L73.脱水混合食品上注明 1 杯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我是否应标明服食量是 1 杯或加工 1 杯所要求数
量？ 
  

回答：尽管混合食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一杯，这一数量是制成产品的数量。但是，服食量必须
代表包装的产品。这可以是以家用度量单位所表示的产品数量，根据包装指南制作一杯。例如，干
调味米的服食量应小于一杯，因为在烹调过程中大米会膨胀。括号内的重量（以克表示）是用家用
度量单位表示的糕点粉的重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9) 

  

L74.未爆爆米花的服食量和每个容器内的份数是否应根据制成的产品来确定？ 
  

回答：未爆爆米花的服食量和每个容器内的份数应根据所包装或需要购买的产品数量来确定制成产
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还可根据所加工产品增加另一栏关于制成产品营养成分的信息。21 美国
联邦法规 101.9(b)(10)(iii) 
  

服食量/单独包装的配料 
 

L75.能否使用包装的分数来标注服食量，比如糕点粉包装的 1/8？ 
  

回答：一般而言，不能根据包装的分数来标注服食量，但未加工的产品例外，对未加工产品而言，
包装组合的全部内容物用于加工一个较大的单独包装，一般分开进行消费（比如：蛋糕粉、比萨生
胚）（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v) ）。例如，一大块蛋糕上可注明：“1/12 包装 (40 克/大约 

1/3 杯组合）。”但不得将此方法用于其它糕点粉或其它产品。但是，当盎司作为主要的家用度量单
位时，可用包装分数作为可视计量单位的部分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ii) ）。比如：一盒
重量为 1 磅（16 盎司）的意大利面上所标注的服食量可为：“2 盎司 （56 克 1/8 盒）”。  
  

L76.对单个包装产品是否有特别规定？ 
  

回答：单份容器和多份容器内的单份包装产品必须使用单个容器或包装说明（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v) ）: “1 听（360 毫升）” 或 “2 盒（38 克），”分散包装的产品必须使用单个单位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v) ）： “2 个糖果（22 克）” 或者 “1 片（45 克）。” 



 78  行业指南 

L77.包含若干包装组合的产品以及希望组合的产品有什么选择？ 
  

回答：包含两个或多个明显不同包装配料或成分且必须同时消费的产品（比如：干通心面和奶酪组
合、蛋糕和松饼组合并配有单独的配料包装，煎饼和糖浆）可标明（a）每种成分或者（b）作为组
合的服食量和营养成分信息。对于其中一种成分是重要配料的产品，条例规定了标示主要配料的数
量和按比例兑制的少量配料的数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 (5)(i)-(iii), 美国联邦法规 21 

101.9(b）(2)(i)(H)）: “2 个含糖煎饼（160 克）”或者“2 个煎饼（110 克）”，或者“2 个煎饼所用糖
量（50 克）”或者“2 汤匙糖浆（50 克）”如果 50 克糖浆是 2 汤匙量。除此之外，这些产品还可用盎
司表示（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vii)）:“4 盎司（112 克/约为 2/3 杯通心面和 2 汤匙干酪混合
料）”或者“3 盎司干通心面（84 克/约为 2/3 杯）”以及“1 盎司干酪混合料”（28 克/约为 2 汤匙）。 
  

L78.我们应该如何表述带壳花生的服食量？ 

  

回答：坚果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0 克。带壳花生的服食量应是使用家用度量器时 接近 30 克重
量的不带壳坚果。为了减少消费者在服食量方面的困惑，可使用澄清声明。比如，产品上的服食量
声明可表示为：“1/2 杯不带壳坚果（30 克/约为 1 杯带壳坚果）。” 
  

L79.所有泡菜的服食量是否根据除液净重量来表示？是否与罐装蔬菜一样？ 

  

回答：泡菜服食量是根据产品除液后的净重量进行计算的，这是因为这类产品中液体一般不用于消
费。对于罐装蔬菜而言，确定服食量时液体包含在内。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8)(ii), 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9(b)(9) 
  

服食量/两栏许可 
 
  

L80. 如果产品同时在美国出售并出口到国外，营养成分信息能否还标示为“每 100 克”或者“每 100

毫升”以符合国际要求？ 

  

回答：是的，美国联邦法规第 21 101.9(b)(10)节允许包装或购买食品商的营养成分信息名单上注明
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包装或加工产品营养成分信息栏还可标注为“每 1 盎司”或“每 1 液量盎司”。  
  

L81.诸如小鸡蛋卷、比萨卷和馅饼等的产品应归类为混合食品。但是，在这些食品标签上，它们既
是开胃食品，也是菜肴。如果这些产品是开胃食品，且每次使用量数量少于配菜量，应如何在标签
上注明？ 
  

回答：条例规定允许在食品上增加一栏营养成分信息，前提是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服食量和这些
产品第一栏营养成分信息必须根据用作混合食品的情况而确定，但第二栏信息则基于用作开胃食品
的情况。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11),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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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2. 尽管德国泡菜和腌甜菜被归类为“腌菜，所有类型”， 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0 克，是否还能在
标签上注明蔬菜配菜，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为 130 克？ 

  

回答：是的。生产商可根据不同的服食量用另一栏注明相关信息。营养成分标签下的第一栏可表示
服食量，每个容器的份数以及根据泡菜 30 克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营养成分信息，在第二栏可表明
根据作为蔬菜配菜的产品每餐可食用参考值而确定的营养成分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11);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e) 

 
 

 

服食量/单份容器包装 
 

L83.对单份包装容器有什么标签免除情况？ 
 

 

回答：单份包装容器无需提供“每个包装容器的份数”声明。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单份包装容器无需
提供服食量声明的等价度量部分。但是，如果是自愿包含在内，则必须与内容物的净含量保持一
致。单份包装容器的服食量必须包含容器的说明比如：“服食量：1 包”袋装食品，“服食量：1 罐”塑
料容器装食品，或“服食量：1 听”视情况而定。只要要求标注除液净重的少数食品必须包含等价度
量信息作为服食量声明的一部分（比如：“服食量：1 听除液（__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v),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7)(i)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3)(ii) 

 

L84.我如何知道我的产品是单份包装容器？ 

  

回答：有关单份包装容器的讨论，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包装和单独出售的产品必须
考虑是否是单份，其含量是否小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超过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的
产品，生产商可选择在产品上注明多份包装或单份包装，如果可一次被合理食用。比如，核仁巧克
力饼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40 克。包装并单独出售的以及重量小于 80 克的所有核仁巧克力饼必须
在标签上注明单份。如果生产商认为单个包装的核仁巧克力一次消费 80 多克是合理的，也可在该
核仁巧克力标签上注明一份。 

  
L85. 对于含量超过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单份包装容器应如何在标签上注明，比如汤？ 
 

回答：如果一种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00 克或 100 毫升或更多，且包装起来用于单独销
售，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单份，如果其含有 150%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或更少。但是，生产商可自行选
择在包含每餐可食用参考值 150%和 200%的该类产品包装标签上标明一份或两份。 
  

例如，土豆沙拉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40 克。包装且单独出售的重量少于 210 克或更少的土豆
沙拉罐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单份。重量在 210 克和 280 克之间的容器可在容器上注明 1 份或 2 份。
但是，注明 2 份的产品必须采用家用度量单位进行测量，不得根据包装的一半重量进行测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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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6.单份容器和多份容器贴标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回答：多份容器的服食量声明必须使用普通分级家用度量单位的（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

(iii)）,而单份容器一般要求使用单份容器或包装说明（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v)）。多份包
装必须罗列家用度量单位的等价度量单位以及容器内的份数；但是，关于单份容器的信息并非必须
提供的信息。如果单份容器上列明等价度量单位，其必须与产品的净含量声明相一致。例如，单份
容器可能是 360 毫升一听的包装并单独出售的苏打水。该产品的服食量应是“1 听”或者“1 听（360

毫升）”且份数应为“1”或无需标明。相反，一瓶体积为一升（1000 毫升）的服食量可为“8 液量盎司
（240 毫升）”或“1 杯（240 毫升）”，且份数可标注为“大约 4 份”。 
  

L87.包装在不同尺寸的单份容器内和包装在较大散装容器内的产品是否会因此而服食量不同，比如
软饮料？ 

  

回答：是的。单份容器内的饮料服食量是容器的总内容物。因此，服食量可标注为“1 瓶”，但包装
内容可有很大变化（比如：8 液量盎司，12 液量盎司，16 液量盎司等）。由于饮料的每餐可食用
参考值是 240 毫升，多份饮料容器的服食量比如常用的一升瓶装饮料可标注为“1 杯（240 毫升）”
或者“8 液量盎司（240）毫升”。 
  

L88. 松饼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55 克。如果是单份，大块松饼重 130 克，能否在标签上注明是单
份？ 

回答：重 130 克的松饼是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36%。产品重量超过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可
在标签上注明一份，前提是整个包装食品可一次合理消费。因此，就该大块松饼而言，有两种标注
份数的方法：“1 个松饼（133 克）”或者“1/2 个松饼（65 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 
  

L89.对于标签上注明为“单份”的包装在大小上是否有限制？ 
  

回答：包装并单独出售的产品如果其含有如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 所规定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可视为一份。对于含有 200%或超过 200%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包装而言，如果该食品可
一次合理消费，生产商可选择在产品标签上注明单份。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 

  

L90.标签上标注为两份的食品 小数量是多少？ 

  

回答：答案取决于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对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食品小于 100 克（固态食品）或
100 毫升（液态），包装中必须至少含有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以在标签上标注 2 份。对于
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00 克或 100 毫升的食品，你可以选择在含有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大于 150% 

但小于 200%的食品标签上标注一份或两份。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6) 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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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量/单份容器服食量 
 

  
L91.能否将份数注为“1.5”或者“约为 1.5”？ 

 

回答：对于 2 份到 5 份的食品标签上可标注为四舍五入 0.5 份。对于少于 2 份的食品，可标注为“1
份”或“约为 2 份”。比如，鸡蛋卷的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是 140 克。由于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大约
100 克，含有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大于 150%但小于 200%的鸡蛋卷包装可标注为 1 或 2 份。比
如，一袋鸡蛋卷重 225 克，内有 3 个鸡蛋卷（每个 75 克）。生产商可选择在产品标签上注明 1 份
（3 个鸡蛋卷（225 克））。此外，如果生产商选择在产品上标注超过 1 份，服食量可为“2 个鸡蛋
卷（150 克）”。包装总含量除以服食量，即为份数，可以是 1.5，四舍五入“约为 2”。 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9(b)(8)  

  
服食量/小散包装（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 
  
 

L92.在确定包含小散包装的产品服食量时 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回答：散包装产品的服食量（比如松饼、切片面包和多份包装中单独包装的产品）详见 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9(b)(2)(i)的规定。产品服食量取决于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以及单个散装包装的重量。 
  

• 如果单个包装重量是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50%或更少，服食量应为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产品
量。比如，硬糖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5 克；因此，50%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7.5 克。 而一袋
单个硬糖重量为 4 克（小于 7.5 克）的包装，服食量应为“4 块糖（16 克）”。 
  

• 如果单个包装重量大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50%但小于 67%，有两种方法标注服食量，1 个或 2
个。比如，脆饼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0 克；因此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50%是 15 克，67%是
20.1 克。而一袋单个脆饼的重量为 17 克（15 克< 17 克< 20.1 克），服食量可为“1 个脆饼（17

克）”或“2 个脆饼（34）克”。 
  

• 如果单个包装的重量是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67%或更多，但小于 200%，服食量必须标注为 1
份。例如，面包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50 克；67%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3.5 克，而每餐可食用
参考值的 200%是 100 克。一片面包可为面包的服食量：“1 片（45）克”。但是，如果每餐可食用
参考值是 100 克，或液体 100 毫升，或更多，且产品重量大约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150%，小于
200%，生产商可决定标注单个包装的服食量是 1 份或 2 份（同样，见关于单份包装的问题）。 
  

• 如果单个包装重量是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或更重，可以有两个选择。服食量可标注为 1

份，如果整个食物可以一次合理食用或标注为食品的一部分。比如，块糖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40 克，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 200%是 80 克。对于重量为 90 克的块糖，其服食量可以是“1 块糖
（90 克）”或“½块糖（4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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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下述产品做出了其他具体规定：（1）大小不同的产品（比如泡菜）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9(b)(8)(ii); （2）含有两种或多种食品的包装且同时被食用的产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vii); 以及（3）含有多种，完全贴有标签的单份包装的产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v) 
  

L93.饮料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240 毫升（8 液量盎司）。如果所包装的产品一组是 6 个液量盎司
瓶组合（散包装），本产品的服食量是否必须标注为“8 液量盎司（240 毫升）”？ 

  

回答：对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00 毫升或更多的产品，散包装的服食量（其重量是每餐可食用参
考值的 67%或更多，但小于或等于 150%）是 1 份。而就饮料而言，重量可能是 160.8 毫升到 360

毫升。因此，“1 瓶”可能是 6 液量盎司（180 毫升）包装饮料的服食量。 
  

L94.“蛋糕，重量级”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25 克。如果切片前蛋糕的单个部分重量是 55 克，应
如何标注服食量？ 

  

回答：未切片前面包如其他所有的散包装产品一样，55 克的蛋糕重量小于重量级蛋糕的每餐可食
用参考值的 50%。（125 克的 50% = 62.5 克）：因此，服食量应 接近每餐可食用的参考值。两
片重 110 克，三片重 165 克；因此，服食量应是“2 片（110 克）”。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A) 
  

服食量/较大散包装（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 

 
  

L95.确定较大散包装产品服食量的步骤有哪些？ 

  

回答：较大散包装的服食量一般分开进行消费（比如，蛋糕、馅饼、比萨、瓜果、卷心菜），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的规定。此类产品的服食量取决于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以及较
大散包装的份数。服食量一般采用 接近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许可份数（“友好分数”）进行表
达。 
  

比如：比萨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40 克。一个 16 盎司（454 克）的比萨可一分为二（一半=227

克），一分为三（1 片=151 克），一分为四（1 片=113 克）等。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是 1/3;

因此，比萨的服食量是“1/3 个比萨（151 克）。” 
  

许可分数包括 1/2, 1/3, 1/4, 1/5, 1/6,或者可以被 2 或 3 整除的更小分数。其他实例包括：1/8（即，
1/4 除以 2）。因此，不允许使用这些分数如 1/7, 1/11, 1/13,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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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量/散装货（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i)） 
 
  

L96.我有若干散装产品，我想知道标注在标签上的适当服食量。如何开始，以及我应遵守哪些步
骤？ 

  

回答：非散装产品的服食量（比如：早餐谷类食品、面粉、糖、糕点粉、浓缩汁、煎饼混合粉、通
心面和奶酪）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2)(iii)的规定。产品的服食量取决于每餐可食用参考值
以及家用度量单位。产品的服食量使用 接近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许可家用度量单位表示。 
  

比如，点心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30 克。如果袋包装中含有坚果和焦糖爆米花，每杯重 23 克，1 

1/4 重 28.75 克，1 1/3 杯重 30.7 克。其中 接近家用度量单位的是 1 1/3 杯，因此服食量可为“1 

1/3 杯（31）克”。 
  

所允许的家用度量单位包括（a）杯子，如 1/4, 1/3, 1/2, 2/3, 3/4, 1, 1 1/4, 1 1/3,等（b）大汤匙，

如 1, 1 1/3, 1 1/2, 1 2/3, 2, 和 3，以及（c）茶匙 1/8, 1/4, 1/2, 3/4, 1, 和 2。除此之外，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的规定，亦可使用片，切片、盘子、罐、分数和盎司等单位。 
  

L97.如果脱水混合蔬菜产品内含若干配料包，用于调配散装产品，比如通心面和乳酪，应该怎么
办？ 

  
回答：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可使用盎司声明（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vii))。比如，制作通
心面和乳酪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1 杯。如果使用 12 盎司的包装（9 盎司干通心面和 3 盎司干
酪）制成 3 杯通心面和奶酪，该制成产品的服食量可表示为“4 盎司（112 克/约 2/3 杯通心面加 2 茶
匙干酪）。”此外，该产品的服食量还可表示为“3 盎司干通心面（84 克/约为 2/3 杯）”以及“1 盎司
干酪（28 克/约为 2 茶匙）。” 
  

L98.如蛋糕粉等产品的服食量是多少？ 
  

回答：对于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产品，如果包装内的所有产品用于制作较大的散包装产品，并分开进
行消费，未加工产品的服食量是用于加工“加工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产品数量。“加工产品的
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要求加工 接近于制成产品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的制成产品分数的数量。比
如，加工的中等重量蛋糕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80 克。如果 480 克的蛋糕粉制成 900 克的蛋糕，
则 1/12 的加工蛋糕（75 克）是 接近于中等重量蛋糕的 80 克每餐可食用参考值。因此，加工蛋
糕的每餐可食用参考值是 480 克的 1/12 ，即 40 克。服食量可标注为“包装的 1/12”（40 克/约为
1/3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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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食量/常用家用度量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 

 
  

L99.我如何选择适当的家用度量器以标注产品的服食量？ 

  

回答：有关常用家用度量器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 生产商应首先尝试使用杯子、大汤
匙或茶匙来表示产品服食量（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其次，如果杯子、大汤匙或茶匙
不适合，可使用较大单位的整个或部分来表示，比如片、切片、盘子或罐来表示（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b)(5)(ii)）。 后，如果上述方法均不可用（一般是由于产品大小有较大差别），生产商
应使用盎司和适当的可视度量单位（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b)(5)(iii)）。 

  
比如，较小的意大利面，如通心面，可以用杯来测量：“__ 杯 （__ 克）”。较大的散装意大利面，
比如千层面，可用片来测量：“_ 千层面 （__ 克）”。较少的意大利面，如意大利面条，可使用盎
司：“__ 盎司 （__ 克/可视计量单位）。”可视计量单位包括描述性说明，比如“1/8 盒”或“大约 1 1/4

英寸面”。 
  

免除情况/特殊贴标规定（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 

 
  

一般信息 

  

L100.如果生产商选择为无需张贴标签的产品自愿贴上营养成分标签，生产商是否必须遵循贴标条
例吗？ 

  

  
回答：是的，如果生产商、包装商、经销商或分销商根据第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节选择为无
需张贴标签的产品标注营养成分标签，必须遵循所有适用贴标条例。 
  

L101.如果营养成分说明仅是关于同一型号的包装，未包含在说明之内的包装以及免除张贴标签的
包装是否也要求附上营养成分贴标？ 

  

回答：不是的，只有具有说明的包装才要求提供营养成分贴标。 
  

L102.如果产品在同一个州生产和销售（即，并非在州际贸易中进行运输），是否免除遵守这些条
例？ 

  

回答：一般而言，未参与州际贸易的产品（即，产品的配料并非通过州际贸易运输而来或产品本身
不进行州际销售）无需遵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条例。但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注意到州际贸易的
释义非常笼统。除此之外，很多州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条例规定制定了各自的规定。 
  

  
L103.进口产品是否必须具有营养成分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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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所有进口产品均要求具有营养成分贴标，除非该产品免除标注营养成分。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 
 



 86  行业指南 

L104.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项下免除标注营养成分贴标的食品是否也免除遵守其他贴标要求？ 
  

回答：当产品未标注说明或其他营养成分信息时，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的免除规定只适用于营
养成分的贴标要求。 
  

小公司（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 和 101.9(j)(18)） 

 
  

L105. 如果公司生产的产品价值为 51,000 美元，但所有产品，食品和非食品产品的销售总额是
490,000 美元，这些产品是否需要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不需要。公司产品可免除张贴标签，但前提是未附上任何说明。如果公司产品、食品和非食
品产品的总销售额是 501,000 美元，而 49,000 美元仅代表食品的销售额，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免除
附上标签。根据《营养成分标签及教育法》，年销售总额或销售给消费者的业务总额不超过
500,000 美元，或年销售总额或销售给消费者的业务总额不超过 50,000 美元的公司免除遵守 21 美
国联邦法规 101.9(j)(1)(i)的规定。小数表格阐明了免除情况: 
  
  
  

食品销售 总销售额（食品及非食品产品销售） 状态 

$50,000 或更少 $500,000 或更少 免除 

$50,000 或更少 $500,001 或更多 免除 

$50,001 或更多 $500,000 或更少 免除 

$50,001 或更多 $500,001 或更多 不免除 

  
  

L106. 公司“X”是一家拥有数百万资财的大公司，只为其他公司生产标签产品，使用其他公司的商标
名和标识。公司“X”所生产的产品是否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为未获免除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必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在标签上注明名称的公司负责提供
营养成分信息。根据法律“X”公司无需向私人贴标签者提供营养成分信息。但是“X”公司可能希望为
其产品线提供营养成分信息，并在标签上向消费者说明其用途。 
  

L107.需要保存什么记录以证实小公司的免除资格，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保存这些记录的
复印件？ 
  

回答：保存这些记录是每个公司的责任，比如纳税申报，以支持该免除资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
保存这些记录。 
  

L108.在决定是否免除小企业的责任时，要否要求食品“代理销售”包含在内以确定公司的销售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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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管理机关将“代理销售”定义为批量运输的销售产品，并非用于销售给消费者，而是仅用于生
产其他食品或在现场除了加工或包装外的再加工、或贴标或重新包装。据此，在决定小型企业免除
资格的时候无需考虑任何代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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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9.免除张贴标签的小公司生产商将其产品销售给大型零售商，该零售商在熟食店对这些产品进
行重新包装，并放置在自助架上。如果零售商在产品上注明小生产商的名称，该产品是否免除具有
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是的。只要零售商只是简单地将产品用小型容器进行重新包装，并在包装食品上注明了小企
业的名称和地址（即，包装标签上未注明任何将产品与大型零售商联系在一起的名称或标识），根
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或 (18)，该食品仍然具有免除附有标签的资格。 
  

L110.小型零售商从大型生产商购买了一批散装产品并使用零售商的名称和标识对产品进行重新包
装用于零售。该产品是否免除标注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如果零售商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 的规定（根据销售总额）有资格免除标注营养
成分标签，从大型生产商购买，但零售商又重新进行包装的产品可免除张贴营养成分标签，只要包
装上未注明产品与生产商关系的名称或标识。但是，为了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8)所规定
的免除资格，产品必须符合小体积产品的定义（根据大型生产商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总数量）。 
  

L111.对于免除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小体积食品有什么要求？ 

  

回答：小体积食品产品的免除情况是根据正式员工（FTE's）的平均数量以及在美国出售的产品数
量。 
  

L112.是否所有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备案的公司都符合小企业免除的资格？ 

  

回答：不是，根据销售总额符合免除的公司以及正式员工少于 10 人的公司以及少于 10,000 件产品
的公司无需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备案。但是，该公司可自愿选择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备案以建立他
们申请免除的记录。同样，所有进口商必须备案。《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403(q)(5)(E)(iii); 

21 U.S.C. 343(q)(5)(E))ii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 & (j)(18) 

  

L113.小企业免除情况是否适用于饭店？ 

  

回答：对于饭店所出售的食品，免除具有营养成分标签有单独的条款规定，前提是食品不具有任何
说明（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这些食品无需遵守小企业的免除规定。但是，如果饭店将
食品出售到饭店以外的地方（比如，通过杂货店），该类产品符合小企业免除规定项下的营养成分
标签免除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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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带食品 
 
  

L114.生产团体和饭店食品的生产商是否必须提供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出售给饭店使用和提供给其他机构用于立即消费的食品无需张贴营养成分标签。但是，如果
消费者可能直接购买此类商品（比如：大型超市），则必须提供营养成分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iii)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iv)(B) 

  
L115.是否必须在用于饭店和机构的产品包装上标注营养成分信息（比如：果酱、蛋黄酱、豆瓣
酱），如果附有营养成分说明？ 

  

回答：出售给消费者且附有说明的单份服食量包装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比如，低脂沙拉酱）。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i) 
  

L116. 对于已获免除产品的标签，附加诸如“非零售品”或“进一步加工”字样的免除声明是否有用？ 

  

回答：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其免除状态，且该声明不能用来避免遵守条例规定。 
  

L117. 用外卖盒、食品袋或卫生包装纸包装或出售的产品是否被视为“包装食品”？ 

  

回答：饭店或其他零售店（比如面包店或熟食店）从柜台所出售的食品和用包装纸、外带盒或其他
不耐用盒子包装的食品，其唯一目的是为了携带方便，这类产品不应视为“包装食品”，且无需具有
其他包装食品所具有的净重量声明、配料名单或其他标签。但是，如果消费者根据其配料组成挑选
食品（比如：食品由零售商包装或包装在盒子里，并在饭店的自助柜台出售，或储存在熟食店的走
廊上），此类食品必须注明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L118.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够就哪些在熟食店和面包房出售的食品可免除标签责任提供其他指导？ 

  

回答：这种免除基于下述三个主要标准：1）食品被消费时；2）食品加工和制作的地点，和 3）食
品加工和制作的程度（即，必须是速食食品以及在饭店出售的食品类型）。 
 

出售即食食品的面包房和熟食店（比如面包房和熟食店配有供消费者休息并在现场消费食品的设
备）应视为与饭店相似，在此类地方所销售的全部食品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2)的规定免
除张贴标签，但前提是未提供任何说明。 
  

对于并非立即食用的食品，如果能够达到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3)所规定的全部标注亦可免
除。也就是说，如果该食品是即食食品，且主要在出售地点加工，则免除张贴标签，不管其如何出
售（即，从柜台出售或从自助架以未切割包装出售）。但是，如果食品并非主要在现场加工和制
作，应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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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主要在现场加工和制作”的标准，食品必须通过变更食品营养成分的方式在现场添加补充
剂，（比如：填料、冷冻、涂上糖衣）。用坚果、洋葱或种籽进行加工符合“主要加工和制作”的定
义，前提是如果所添加食品改变了成品的营养成分。定制蛋糕除外。 
  

如果预成形的生面团、预成形和预烤生面团只是发面、进行烘烤或解冻，该产品被视为“标准”产
品，且要求具有营养成分贴标。 
  

未在现场加工制作的制品以及在现场切分享用的食品无需具有营养成分贴标（比如：1 磅土豆沙
拉；2 磅奶酪，1 磅什锦饼干，5 个面包卷），但是如果这些食品是在另一个地方包装并进行销售
（比如：冰柜；自助架），则必须提供营养成分贴标。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3)(iv) 
  

L119. 我公司在现场和两家附属店生产糖果出售。我公司的总收入为 500,000 多美元。我是否需要
在产品上张贴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在生产现场出售的糖果不要求营养成分标签。同样地，柜台出售的供消费者挑选的单个糖果
（即，符合消费者规范的包装产品）也无需张贴营养成分标签。但是，在附属店出售的包装糖果必
须张贴营养成分标签。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在附属店出售产品的面包房。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3) 
  
  

无营养意义的食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4)） 

 
  

L120. 香料、咖啡和茶是否要求在标签上注明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4)的规定，含有微量营养成分的食品免除在营养成分标签上
标注营养成分信息。所免除的食品包括咖啡豆（整个或研磨咖啡）、茶叶、普通无糖速溶咖啡和
茶、调味类脱水蔬菜、香料萃取物和食品色素。一些香料含有不符合“微量”标准的营养成分，这些
香料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L121. 是否气溶胶喷雾罐必须附上营养成分标签？服食量非常小，且所有营养成分值为零。 

  

回答：如果产品中所有营养成分含量都非常小，则无需张贴营养成分标签，只要未提供任何关于产
品的营养成分或健康说明。 
  

L122.在标签上标注矿泉水时，如果该标签并未指明任何具体矿物质，是否还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
签？ 
 

回答：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标签条例规定，矿泉水这一术语是特征性声明，如果未就该具体矿
物质制定任何营养成分说明，且如果所要求的所有营养成分含量较少，则并不会导致强制性张贴营
养成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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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3. 如果瓶装水上注明矿物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要求营养成分标签，以
符合相关州所制定的条例？ 

  

回答：如果标签上注明了营养成分的参考摄取数值或每日需要量，则要求提供营
养成分信息。但是，如果州条例要求营养成分标签（比如氟化物、砷）上未注明
的营养成分声明，营养成分标签则不能提供该类营养成分，因此不要求张贴营养
成分标签。 
 
 

婴幼儿食品标签（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5)) 

  
L124.对于婴幼儿食品的营养成分标签有什么特殊要求？ 

  

回答：主要为四岁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食品营养成分标签无需注明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d)(9)所要求的宏量营养成分每日需要量百分比或注释。同样地，主要
为两岁以下婴幼儿食用的产品不得含有关于脂肪所含卡路里、饱和脂肪所含卡路
里以及饱和脂肪的含量、多元未饱和脂肪、一元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等方面的信
息。在这两个实例中，只需在标签上注明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的每日需要量
百分比。 
  
 
 

小包装和中型包装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 

 
  

L125. 对于小型和中型包装有什么特殊标签规定？ 
  

回答：含有 40 平方英寸或更小可用标签面积的包装可将营养成分标签张贴在任
何标签面（不仅限于信息面），可无需含有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9)所要求
的注释，如果星号放在标签底部，注明“根据 2000 卡路里食品所规定的每日需要
量百分比”，且还可使用表格展示标签格式。 
 

.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ii)(A)(1) 
 
 

 
 

两岁以下婴幼儿水果甜点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 9(j) (5)

2到4岁幼儿水果甜点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 9(j) (5)

21 美国联邦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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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6.如果表格展示标枪不适合用于小型和中型包装，是否有其他特殊的标签规
定？ 

  
回答：可在可用 40 平方英寸或更少标签面积的食品包装上使用线状（链条）格式，
包装形状或大小不能满足任何标签面栏目中所注明的营养成分信息。21 美国联邦法
101.9(j)(13)(i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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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7. 小型和中型包装上是否允许在营养成分标签上使用缩写？ 

  

回答：对于标签可用面积是 40 平方英寸或更少的食品包装，可在营养成分标签上使用下述缩写形
式： 
  

标签术语 缩写形式 标签术语 缩写形式 

服食量 Serv size 胆固醇 Cholest 

每个容器内份数 Servings 总碳水化合物 Total card 

脂肪热量 Fat cal 膳食纤维 Fiber 

饱和脂肪热量 Sat fat cal 可溶纤维 Sol fiber 

饱和脂肪 Sat fat 不可溶纤维 Inso fiber 

单元非饱和脂肪 Monunsat fat 糖醇 Sugar alc 

多元非饱和脂肪 Polyunsat fat 其他碳水化合物 Other carb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ii)(B) 

  

L128. 小型食品包装的获免除情况怎样？ 

  

回答：小型包装（贴标总面积小于 12 平方英寸）可将电话号码或地址打印在上面以获取营养成
分信息。只有在产品标签或贴标和广告上未含有任何营养成分说明或其他营养信息的情况下，该
免除（在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地方注明电话号码或地址）才可获批。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i)  

  
 

 
 
 
 
 
 
 
 
 

L129.小包装上的营养成分信息所使用的 小字体是多少？ 

  

回答：小包装（贴标可用面积小于 12 平方英寸）可使用不小于 6 磅的字号或对所有要求的营养
成分信息使用大写字号不小于 1/16 英寸。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3)(i)(B) 

  

L130.由于标签上空间限制，将营养成分标签上的图片要素“缩小”能否接受？ 

  

  
回答：如果标签空间有限，可灵活调整未要求的图形要素以使营养成分标签与可用空间相匹配。
有关所要求的图形要素，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 
  

L131. 如何计算“标签上的可用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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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在确定包装上的可用标签总面积时，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c)和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2(a)(1)的规定，不包括罐子的边缘和底部（顶部和底部）、瓶子和坛子的侧翼、瓶颈和盖
子，以及折叠副翼和其他不可用面积，但是，在顶部、底部或瓶颈部含有标签信息的包装在计算
可用标签面积时包含这些部分。可用标签面积包括主展示面，且不限于当前的标签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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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2.在计算包装可用标签面积时何时将包装底部包含在内？ 

  

回答：当消费者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会较容易看到盒子底部时，比如冷冻食品盒。所储藏的盒子底部
可能不被视为“可用标签面积”，因为消费者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这些区域。同样地，罐子和坛子底
部一般不容易看到，因此在确定“可用标签面积”时一般不计算在内。 
  

L133.是否有标准规定免除“适用于总标签面积或仅适用于主要和信息面小于 12 平方英寸”的情况？ 

  

回答：第 101.9(j)(13)(i)节已清楚规定了可用标签面积是根据可用标注标签的总表面积而确定的。 
  

L134.由于通用产品码的空间要求，我们能否在没有表格展示空间的小包装上使用线性展示吗？ 

  

回答: 不可以，在确定所要求的格式时，插图、设计和其他非强制标签信息所占用的空间必须是为
可用标签空间。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7) 

  
L135.如何将营养成分标签张贴在新颖包装上，比如动物形状的坛子上？ 

  

回答：如果由于非常规容器表面包装上可用标签面积小于 12 平方英寸，且没有任何说明，营养成
分标签上可只提供消费者能够获取信息的地址或电话号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13)(i) 

  
  

散装容器（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6)） 

 
  

L136. 应该如何完成所售出的散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第 101.9(j)(16)节规定：允许所出售散装食品在容器外面或海报、柜台商标广告牌、标签或
其他类似的度量器上面标注所要求的营养成分信息。当将容器内的食品出售给消费者时，无需附有
营养成分标签，只要在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注明了所要求的营养成分信息。（即，在散装容器上清楚
注明）。 
  

L137. 当杂货店所出售的散装食品容器外面注明了营养成分信息时，是否必须采用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1.9(d)所规定的格式注明这些信息。 

  

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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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8. 散装容器盖子内部是否是张贴营养成分标签可接受的位置？ 

  

回答：法规要求容器标签上的营养成分信息必须能让消费者很容易看清楚。因此，如果盖子下面能
够在任何时候都被看清楚且用另一种方式来保护容器内所装食品，这种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L139.如果散装食品在零售时进行重新包装并以包装的形式而非散装出售，单个包装是否需有营养
成分标签？ 

  

回答：是的。当零售店收到的是散装食品，然后又重新包装后作为包装食品销售给消费者，该包装
必须满足全部强制性的标签要求。 
  

L140.在散装食品上标注营养表成分标签时，应如何在每个散装容器上注明份数？ 

  

回答：散装食品的份数应根据容器内的产品不同而有所不同，且该数值对消费者作用甚微或毫无用
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可能反对这样的声明：“每个容器的份数”根据散装食品的容器或零售商所
重新包装的食品重量而“不同”。 
  

L141. 谁负责提供关于散装食品的营养成分信息？ 

  

回答：零售商负责采用所要求的格式在或邻近散装容器处标注营养成分信息。该信息可由供应商或
零售商获取/提供。至于谁实际负责提供信息的决定则取决于参与的各方。 
  

L142. 如果消费合作社直接将散装食品销售给消费者或消费团体，是否散装食品必须具有营养成分
标签？ 

  
回答：是的，当然，只有小企业可以免除。 
  

鲜水果、蔬菜和鱼类产品，免除/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10) 和 21 美国
联邦法规 101.42- 101.45） 

  
L143. 20 种 经常消费的新鲜水果、蔬菜和鱼是什么？是否是区域条例规定？ 

  

回答：2006 年六月 25 日（71 联邦公报 42031），（纠正 2006 年 8 月 17 日(71 联邦公报 

47439），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布了 终法规，更新了前 20 种新鲜水果、蔬菜和鱼类产品
的名称和营养价值。有关每种类型的 20 种食品，详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4。相同的
名单将在全国范围内适用。20 种 常消费的新鲜水果包括：苹果、鳄梨（加利福尼亚）、
香蕉、哈密瓜、葡萄柚、葡萄、蜜瓜、猕猴桃、柠檬、酸橙、油桃、桔子、桃子、梨子、
菠萝、李子、草莓、甜樱桃、橘子和西瓜。20 种 常消费的新鲜蔬菜包括：芦笋、青椒、
绿花椰菜、胡萝卜、花椰菜、芹菜、黄瓜、青（扁）豆、青菜、青葱、卷心莴苣、油麦
菜、蘑菇、洋葱、土豆、小萝卜、西葫芦、甜玉米、甘薯和西红柿。20 种 常消费的新鲜
鱼产品包括：青蟹、鲶鱼、蛤蜊、鳕鱼、比目鱼、黑线鳕、大比目鱼、龙虾、海鲈、香橙
鱼、牡蛎、青鳕、虹鳟鱼、岩鱼、鲑鱼（大西洋/银鳟/奇努克/红大马哈鱼，三文鱼/细磷大
马哈鱼）、扇贝、虾、 旗鱼、罗非鱼和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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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44.零售商能否提供关于非排名前 20 名的新鲜水果、蔬菜和鱼产品的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是的。这些食品的名称和说明必须清楚地将其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提供资料的
常消费产品名单上的食品区分开来（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5(c)(1)）。 并未罗列在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名单上的食品的营养贴标价值应以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g)的合规条例为
准。 
  

L145. 我公司包装新鲜西红柿并想在包装上张贴营养成分标签。我们是否应该遵守 21 美国
联邦法规 101.9 所要求的关于新鲜水果、蔬菜和鱼产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5)自愿张
贴标签的指南? 

  

回答：在包装上注明营养成分信息时，即便是所提供的营养成分标签是自愿的，标注信息
所使用的格式也必须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d)的格式要求保持一致。 

  

L146.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如何定义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新鲜香草和
坚果是否包含在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项目中，如果这些产品由零售店的蔬果部分出售？ 
  

回答：《营养成分标签及教育法》规定了“新鲜农产品和新鲜鱼产品”可自愿张贴营养成分
标签。《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则将“新鲜农产品”定义为任何未加工的或自然的食
品，包括在上市之前清洗过、上色，或其他未剥皮的水果。因此，未经过任何加工或少许
加工和热处理的水果和蔬菜，不管水果和蔬菜是否已上蜡，应以自愿项目为准。除此之
外，为了方便管理，管理局已选择就零售业务和项目实施划定了实际界限，包括生产部门
所出售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剥皮、修饰、切割和/或包装过但未添加任何配料（比如，胡
萝卜条、混合色拉用绿叶蔬菜）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只要未作出该产品的说明。如果作出
说明，就必须在包装上张贴营养成分标签，除非所要求的营养成分信息根据 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45.在海报或通过其他方式标注。 
  

据此，新鲜香草和坚果（比如胡桃、花生）未添加任何配料，如盐，并在蔬果部门出售，
这种情况下根据自愿项目可免除张贴营养成分标签。但是，带壳或去壳坚果或产品加工时
不同于其他产品进行剥皮、修剪或切割（比如：干果、烘烤坚果、冷冻蜜瓜球），则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 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L147.如果加工食品时，将诸如沙拉酱和面包干粒等配料加入包装，该未加工蔬菜或水果是
否仍属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加工食品时，将诸如沙拉酱和面包干粒等配料加入未加工蔬菜或水果的包装，该产
品视为多配料加工包装食品，不再是自愿标签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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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营养成分标签对包装的所有内容物来说是必须的（当然，服从主要在零售地点加工
或制作的即食产品的免除以及小企业的免除）。 
  

L148.包装的沙拉酱是否视为即食食品，如果消费者必须打开包装，将其添加到沙拉用绿色蔬菜？ 

  

回答：因为饭店沙拉一般将沙拉酱或面包干粒放在一旁，在零售店所制作的沙拉包装可视为即食食
品，如果消费者只需添加沙拉酱或面包干粒即可食用。相反，要求大量配料或加工的产品（比如比
萨胚料）一般不应视为即食食品。 
  

L149.我明白向绿色蔬菜包装中加入沙拉酱制成多配料加工食品，要求在包装上张贴关于所有内容
物的营养成分标签。但如果所包装的沙拉包含已具有营养成分标签的沙拉酱包，是否会有不同要
求？ 
  

回答：不是。仍然会要求绿色蔬菜和沙拉酱具有营养成分标签。但是，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h)(1) 允许同时被食用的分别包装的配料可以单独张贴标签或加注混合数值。因此，绿色蔬
菜和沙拉酱可以单独贴标。如果包装上的标签在购买时能够清晰看到，沙拉酱上的信息无需重复打
印在外包装上。 
  

L150. 在蔬果部出售的糖煮苹果或焦糖苹果是否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是的，这些产品是多配料加工食品，因此，必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L151.零售商所包装或重新包装的未加工、冷冻鱼产品并在零售店的冷冻食品部出售，这种情况下
是否必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零售商所包装的未加工单一配料鱼产品，不管是新鲜还是冷冻，都符合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
签计划。但是，对于符合自愿项目的零售店而言，必须使消费者购买新鲜和冷冻鱼产品时能够看到
营养成分信息。某些零售店可能必须展示关于冷冻以及新鲜鱼产品的营养成分资料的标记/小册
子。相反，生产商所包装的未加工冷冻鱼产品（比如包装在盒子里，具有打印标签和品牌名称）必
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45 

  
L152.罐装和巴氏消毒后蟹肉产品（但非耐储存食品），是否要求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回答：巴氏消毒后非耐储存、在冰或冷柜中出售的蟹肉食品包含在自愿营养成分标签项目内，因此
耐储存罐装蟹肉必须具有营养成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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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3.如果熟虾是从生产商处购买，并在零售店进行包装，用于销售到水产品中心或熟食
店，这些熟虾是否免除张贴营养成分标签？如果零售店在制作熟虾时添加了混合调料或如
果向包装中添加了调味酱，是否会有不同？ 
  

回答：普通热处理过的带壳或不带壳龙虾、螃蟹和虾如果在水产品中心或熟食店出售， 

则包含在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项目内，但是，为了与上述关于水果和蔬菜产品的回答保持一致，如果
一种食品中含有多种配料，其中有些配料不在自愿张贴营养成分标签的项目之内（比如混合配料或调味
酱），则必须附上营养成分标签。所添加的这些配料会改变产品的营养成分，因此自愿贴标项目中所规定
的营养成分值则不能准确表示制成品的营养成分。然而，如果制成品符合开袋即食食品的标准，且主要在
所出售的地方进行加工和制作（比如，在室内进行蒸煮、调味的虾食品），可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j)(3)免除张贴营养成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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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 明 
 
 

营养成分说明 
 

N1. 什么是营养成分说明（NCC）? 
 

回答： 营养成分说明是针对食物产品直接或间接地描述食品内营养成分含量的说明（例如：
“低脂”、“高燕麦含量”，或“含100卡路里”）。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b),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a)。  
 

N2. 食品中哪些营养含量在使用营养成分说明时必须在食品标签中列明？ 

 

回答：需要使用营养成分说明的营养含量已在本指南中的附录A和B中列明。 
 

N3.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规定中不包括的营养成分说明是否可以用在食品标签中？ 
 

回答：不可以。只有在规定中特别指定的说明或其类似表述中才可以使用。所有其他说明则
禁止用在标签上。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b) 
 

N4. 机构特别指定的营养成分说明在哪里可以找到？ 

 

回答：在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 第101中D段的一部分和第105 和107段中。21 美国联邦
法规101.13(b)。 
 

N5. 营养成分说明在字号字体方面是否有要求？ 
 

回答：是的。营养成分说明的明显程度不得超过特性说明（食品名称）的两倍。具体来说，
营养成分说明的字号不得超过特性说明字号的两倍。如果营养成分说明所使用的字体与特性
说明相比显得过分突出，则违反了规定（即使字号合适）。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f) 

 

N6. 做出说明时，是否需要任何其他信息？ 

 

回答：是的。根据说明本身和为了防止说明产生误导所必须的信息，做出说明时还需要一系
列的信息。基本上所有说明都需要给出营养成分标签。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n). 
 

N7. 什么是披露声明？ 
 

回答：披露声明是为了引起消费者对食品中一种或多种可能增加疾病风险或增加饮食引起
的、与健康相关问题风险的营养成分的关注。给出营养成分说明时且食品中某一营养成分超

含有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
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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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特定规定含量时，就要做出披露声明。披露声明要指明该营养成分（例：“见钠含量营养物
质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1)-(3) 

 

N8. 什么时候需要披露声明？ 

 

回答：在下述情况下需要披露声明：做出营养成分说明且食品中含有一种或多种下述营养成
分，且这些营养成分含量超过下列每次可食用参考值(RACC)、每次标签规定服用量，或每
50克（小服食量食品）所列明的含量水平。（不同含量适用于主菜和膳食产品（见N18第8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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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总含量  13.0 克 
 

饱和脂肪 4.0 克 
 

胆固醇    60 毫克 
 

钠           480 毫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1) 
 

N9. 什么是小服食量食品？ 
 

回答：小服食量食品是指每次可食用参考值小于或等于30克，或者小于或等于2汤匙的食
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1) 

 

N10. 为什么必须在标签上给出披露声明？  

 

回答：披露声明必须以清晰黑体字标出，声明应与其他印刷或图表内容形成鲜明对比，且
一般来说字号至少与“物质净重声明”的字号一样大。披露声明必须放在紧挨营养成分说明
的位置。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4)(i)-(ii) 
 

N11. “紧挨”是什么意思？ 
 

回答：“紧挨”是指正好在说明的旁边。中间没有如小插图或其他美术图样或图片等干扰信
息。但是其他必要信息，如特性说明（当说明是特性说明的一部分时，如“低脂肪切达奶
酪”）和特别披露声明（403(r)(2)(A)(iii)-(v)部分要求的内容），可以放在营养成分说明和披
露声明之间。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4)(ii). 
 

N12. 特性说明是否也可视为干扰信息？ 
 

回答：是的，说明和特性说明可以是标签上分别独立的信息。如果特性说明和营养成分说
明以显著不同的字体、字号、颜色或位置印刷，例如，如果“低脂”字样以星爆式（文字显
示）印刷，则说明和特性说明视为单独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披露声明应当与说明相邻，
而不应因特性说明而与说明分离开来。 
 

N13. 如何确定披露声明的字号？ 

 

回答：披露声明的字号应当与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05(i)中的物质净重声明里面的字号一
样；例如，包装的标签说明区域小于或等于五平方英寸时，披露声明字号的高度必须至少
达到1/16英寸；PDP大小为5-25平方英寸时，字号高度不低于1/8英寸；PDP大小为25-100

平方英寸时，字号高度不低于3/16英寸；包装的标签说明区域大于100平方英寸时，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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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低于1/4英寸；且包装大于400平方英寸时，字号高度不小于1/2英寸。21 美国联邦
法规101.13(h)(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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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 披露声明字号要求中是否存在例外情况？ 
 

回答：是的。如果说明的字号比规定的物质净重声明的字号小两倍以上，则披露声明的字号可以是
说明的字号的一半，但不得小于1/16英寸。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4)(i). 

 

N15.对于极小包装来说，披露声明的字号有什么要求？  

 

回答：如果包装只有三平方英寸或没有足够的贴标签的空间，而且是在餐馆中和膳食一起提供的、
以个别食用分量包装的情况下，则披露声明的字号的高度不小于1/32。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h)(4)(i) 
 

N16. 如果一面上有若干营养成分说明，是否每次使用量说明都必须有一份披露声明？ 

 

回答：不是。如果一面上有若干说明，这一面上只需要一份披露声明且声明必须紧挨着该面上字号
大的营养成分说明。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4)(iii) 

 

N17. 如果一面上有两份字号大小一样的营养成分说明，此时披露声明应放在什么位置？ 
 

回答：披露声明紧挨其中一份说明即可。 
 

N18. 什么情况下需要在膳食产品上添加披露声明？ 
 

回答：如果产品（每次标签规定用量）含有成分超过下述规定量，那么膳食产品（见21 美国联邦
法规101.13(l)中关于“膳食产品”的定义）上必须附带披露声明： 
 

脂肪26克  

饱和脂肪8克 

胆固醇120毫克，或 

钠960毫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2) 
 

同样，如果产品（每次标签规定用量）含有成分超过下述规定量，那么主菜产品（见21 美国联邦
法规 美国联邦法规101.13(m)中“主菜产品”的定义）上必须附带披露声明： 
 

脂肪19.5克  

饱和脂肪6.0克 

胆固醇90 毫克，或 

钠720 毫克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3) 
 

N19. 什么情况下需要给出“高量”或“富含”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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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当食品含有10-19%的RDI（每日推荐摄取量）或DRV（每日参考量）时（两者在标签中都
称”每日所需量”（DV））,应给出“高量”说明。当食品含有至少20%每日所需量”（DV）时，的应当
给出“富含”说明。21 美国联邦法规101.54(b)-(c) 
 

N20. 如果某一营养成分没有确定的每日所需量，是否可以给出“高量”或“富含”的说明？ 
 

回答：不可以。“高量”和“富含”说明是根据每日所需量的百分比规定的。因此，没有确定的每日所
需量的营养成分不包括在该定义中，且不得给出“高量”或“富含”的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54(a) 

 
 



 106  行业指南 

N21. 如果没有每日所需量，制造商是否有办法让消费者了解某一产品中的营养成分，如欧
米茄-3脂肪酸？ 

 

回答：如果说明仅仅规定了每次使用量且没有暗示产品中的营养成分含量，则制造商可以
为某一没有确定每日所需量的营养成分附上声明。此类说明可以是“x克欧米茄-3脂肪酸。”
此类说明必须在营养成分标签之外。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i)(3) 
 

N22. 标签上是否可以使用“含有”和“提供”这样的表达方式（例如，“含有”x克的欧米茄-3脂
肪酸），而非标出每次所需量来说明营养成分呢？ 

 

回答：如果使用“含有”或“提供”的表达方式而非标明每日所需量来描述营养成分，必须标明
营养成分的具体含量。可以使用“每次服食量中含有x克的欧米茄-3脂肪酸”或“提供x克的欧
米茄-3脂肪酸”的表达方式。 
 

但是，不得使用“含有欧米茄-3脂肪酸”或“提供欧米茄-3脂肪酸”（未标具体含量）的表达方
式。此类说法类似于“富含”，因此不得用于没有给出确定每日所需量的营养物质。21 美国
联邦法规101.54(c) 
 

N23. 描述食品中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每日推荐摄取量的百分比的说明是否可以不包含在营养
成分说明的营养信息栏中？ 

 

回答：是的。但是，就算带有此类说法的标签不受特定标签要求的约束，但如果受到其他
要求，也要提供披露声明和营养信息。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q)(3)(i),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n),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h) 
 

N24. 如果已经给出了“非含有”说明（例如：无脂西兰花），某一营养成分含量较低或不含
该成分的食品是否还要标出“低含量”或“不含”的字样？ 
 

回答：不用。只有经过特殊处理、改变、调配或重新调配以便降低食品中该营养成分，从
食品中去除此类成分，或使食品中不含有此类成分的食品才须标注（例如：“低钠薯
条”）。其他食品只需给出指代所有此类食品的说明即可（例如：“无钠玉米油”或“无脂西兰
花”）。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e)(1)-(2) 

 

N25. 在什么情况下某一配方食品会被视为经过特殊加工且可以标注“低量”或“不含”的字
样？ 
 

回答：如果某一类似食品一般来说含有某一营养成分，如罐装豌豆中的钠，且此带标签的
食品几乎或完全不含该成分，则该食品视为经过特殊加工且可以标注“低含量”或“不含”的字
样。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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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 如果某一产品的生产没有如混合香料等的固定成分，且不含盐分，那么产品上是否可
以标注“无钠”字样呢？ 

 

回答：可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对食品进行调配是为了使其不含某种成分，且如果产品
满足“无钠”这一术语的标准，那么此类食品可以标注“无钠”字样。 
 

N27. 如果产品是100%的脂肪类产品，例如，服食量很小的喷状烹调油，是否可以标注“无脂”字
样？ 
 

回答：尽管食品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的脂肪含量少于0.5克，且实际上符合“无脂”的说法，但对
于本质上100%为脂肪类食品的产品来说，此类标注具有误导性。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
第403段(a)(1)和第201段(n)的要求，标签应当说明该产品为100%的脂肪类产品。但是，“无脂”一
词与“100%脂肪”或“全部脂肪”的说法相矛盾，且此类说明令人迷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
只要不会产生误导且没有以更显著字体方式强调“无脂”字样，或与说明的其他部分分开，则“用于无
脂烹饪”的表达方式更为合适。 
 

N28. 参考食品可能在某一产品类别中为非类似食品，这一产品类别一般在饮食中会被其他种类代
替，当规定中标明“少量”、“少许”和“较多”时，此时“产品类别”是什么意思？这些产品类型是否与用
于描述所需量的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的139个产品类别是一样的？ 
 

回答：此处所说产品类别不同于描述所需量的产品类别。为了使用较为灵活的标准，管理局有意在
终规定中不给出“产品类别”的定义。这样做可以使饮食中的可替换食品得以相互比较，因为有时

这些产品并不相似，例如“苹果中的脂肪比土豆条少”。 
 

N29. 在什么情况下，上述N28第8段中所述说明视为具有误导性？ 

 

回答：如果在某一具体饮食情况下，使用了两种从合理性上来讲不太会作为替换选择用于比较的食
品，例如“苹果比酸奶的脂肪含量少”，则该说明可视为有误导性。 
 

N30. 对即可食用的麦片与诸如香肠或丹麦面包等其他早餐食品进行比较时，是否可以使用“少量”或
“少许”字样的说明？ 

 

回答：如果在某一饮食条件下，该内容以适当方式标出，则管理局不反对使用带有上述字样的说
明。如“试试改变您的早餐，一份此类麦片比一份同等量的丹麦面包少__%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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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 在某一饮食情况下，在对某一食品与一般视为该食品可替代物的食品进行比较时，是否也需要做出类
似上述的标注，如使用椒盐脆饼干和薯条比较，或使用一种饼干和另一种饼干比较？ 

 

回答：不用。此类替代为消费者普遍理解的情况，不需要特别注明。 
 

N32. 对于带有“清淡”字样的说明来说，适当参考食品是指什么？ 

 

回答：参考食品必须是带有“清淡”字样的同类食品的代表性食品或一类食品。例如某一种
巧克力冰激凌可以用作另外一种巧克力冰激凌的参考食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1)(i)(B) 

 

用作“清淡”说明基础的参考食品中的脂肪或卡路里的价值含量可以有多种确定方式。既可
以是某一代表食品，即有效数据库中的该物质营养价值，即有效数据库；前三大国家（或
地区）品牌食品，即市场篮子基准中的平均值；或者当该营养价值是此类食品的代表，即
市场领军食品的时候的取值。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1)(ii)(A) 
 

“清淡”字样说明中作为基准使用的营养价值应当与多种此类食品计算出的平均营养价值类
似。该值不得为某一单一食品的营养价值，也不得为某一类营养价值处于价值范围高点的
食品。当与某一恰当参考食品比较时，“清淡”食品应当为消费者一般公认在营养价值方面
比其他同类产品平均水平要高的食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1)(ii)(A) 
 

N33. 什么才可以视为“平均营养价值”？ 

 

回答：该值既可以是数据库中适用于某种食品的数值，或某类食品若干领先品牌产品中营
养水平的平均值。还可以是市场篮子基准值。为了确定某一特定类型的食品的平均营养价
值，厂商应当考察该产品的营养差异性。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1)(i)(A) 
 

有些产品类型非常一致；而另一些，如巧克力、薯条、饼干等则不然。显然，如果同类产
品中不同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则为了取得准确的营养水平，应当考察更多产品。 

 

N34. 如何知晓参考食品及其由来？ 
 

回答：用于参考食品的食品类型必须在标签中作为一部分附加信息标出。 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13(j)(2)(i) 
 

此外，根据规定要求，使用计算得出的营养价值（平均值、基准等）作为说明基础的厂家
应当能够提供解释此类营养价值由来的具体信息。消费者和适当监管负责人一旦提出要
求，厂家务必提供此类信息。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1)(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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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5. 当用作说明参考的营养价值来自数据库或是几种食品的平均值时，标签如何表述参考食品的
特性？ 

 

回答：标签可以注明“比一般意大利色拉酱的脂肪含量少50%”（清淡型(light)意大利酱）或“脂肪含
量是奶油意大利色拉酱平均值的一半”（清淡型奶油意大利色拉酱）。标签无需说明该参考值来自
数据库。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2)(i). 
 

N36. 某一“清淡”食品的参考食品是否可以为地区品牌产品中的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产品？ 
 

回答：可以，只要是在该“清淡”食品销售的同一地区可以获得此类地区品牌的食品。 

 

N37. 在某些情况下，“清淡”型食品的参考食品是否可以是某一单一食品？ 

 

回答：可以。管理局已经说明，如果某一食品的营养成分，如国家或地区的领先品牌食品，能够准
确反映出此类食品的平均营养值，则该食品可以作为某一“清淡”食品的适当参考食品。 
 

N38. 是否只要是市场领先食品，就可以作为适当的参考食品？ 
 

回答：不是。例如，市场上某两种领先品牌食品的营养状况大不一样，如果选择市场份额稍高的一
种作为参考食品将产生一定误导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两种市场领先产品的营养价值进行平
均，用作“清淡”字样说明的食品的营养价值基准。 
 

N39. 如果产品是独特产品且市场上只有这一种产品时怎么办？是否可以使用常规产品作为参考食
品，制作该食品的“清淡型”配方？ 
 

回答：如果产品确系独一产品，可以比照产品的常规配方制作“清淡”型产品。 
 

N40. 如果产品的“清淡”型配方或其他该产品的改良型配方十分受欢迎，导致常规配方无法再销售时
该怎么办？ 
 

回答：管理局认为，如果使用无法再销售的产品作为比较依据将具有误导性。因此，特别是对于那
些非传统型或独特的食品来说，管理局认为，如果说明中的比较是根据已经中断销售达6个月以上
的产品做出的时候，此类说明具有误导性。 
 

N41. 如果上述产品虽然没有停止销售但市场份额极小的话怎么办？此类产品是否还可以视为“清淡”
产品的适当参考食品？ 

 

回答：如果食品市场份额不大，管理局认为，此类食品不适合作为任何相关说明的任何适当参考食
品。就像管理局不希望为了给相关说明做参考而特定制造食品一样，管理局同样认为，那些消费者
不再购买的食品不应当作为适当参考食品。 



 110  行业指南 

N42. 以上要求是否什么时候都适用？ 
 

回答：有些情况下，某一传统食品（假如是全脂酸奶）不再销售，而市场上只有营养改良
型食品。管理局一般认为，只要消费者对传统食品有一定了解且“清淡”一词表明产品相对
于传统食品有所改良，那么使用改良型产品与传统产品比较就不具有误导性。 
 

N43. 当给出“清淡”字样的相关说明时，是否必须在标签上添加信息？ 
 

回答：当给出“清淡”字样说明时，和带有“减量”、“少量”、“少许”、“较多”或“添加”字样的其
他说明一样，标签必须给出以下信息（此类信息叫做“附带信息”）： 
 

•  产品改良的百分比或分数（几分之几）， 

•  参考食品，以及 

•  标签食品和参考食品中的营养成分的含量（说明的主题）。 

 

例如：和常规奶酪蛋糕相比，卡路里量减少1/3且脂肪量减少50% 。清淡奶酪蛋糕——每
次食用量中200卡路里，4克脂肪；常规奶油蛋糕——每次食用量中300卡路里，8克脂肪。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56(b)(3)(i)-(ii) and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2) 
 

N44. 附带信息应当标注在什么位置? 
 

回答：食品改良部分的百分比或分数以及参考食品特性必须紧挨着标签上 为显著的说
明。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2)(ii) 标签食品和参考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实际含量可以紧挨

为显著的说明，或者放在营养标签栏中。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2)(iv)(B) 

 

N45. 对于可以替代某一食品的且名称与该食品极为不同的食品来说，营养成分说明中的适
当参考食品是什么？ 
 

回答：例如：植物提取油是人造奶油或人造黄油的替代品，且蛋黄酱类是蛋黄酱的替代
物。为了添加说明，标签食品，例如植物提取油，必须在“营养成分上并不劣于”类似的可
替代产品（例如：人造奶油）。 

说明使用的作为基准的参考食品应当为类似的或替代性产品（例如：人造奶油）。“可替代
食品”的定义见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d)。 

 

N46. 什么是作为显著的说明？ 

 

回答：按顺序排列， 为显著的说明是： 
 

1. (1)  作为特性说明一部分或紧挨特性说明的、位于主展示面的说明 

2. (2)  主展示面上其他位置的说明； 

3. (3) 信息栏中的说明； 

4. (4)  标签或贴标中处于其他位置的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3(j)(2)(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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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 附带信息应当有多大？ 
 

回答：一般来说，字号高度必须至少为1/16英寸。但是，对于需要满足特定字号要求的包装产品应
当例外。一般来说，字号 小应为1/32英寸，用于标签的表面总面积小于12平方英寸。21 美国联
邦法规美国联邦法规101.2(c) 
 

N48. 品牌名称中的暗含营养成分说明必须经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权。在任何品牌名称中使用营
养成分说明之前，是否需要提交申请？ 
 

回答：不需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5中特别规定的暗含说明可以用于品牌名称且无须根据21 美
国联邦法规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9(o)提交申请。 
 

N49. 对使用“健康”一词有什么要求？ 
 

回答：如果食品符合总脂肪、饱和脂肪、胆固醇和其他营养成分要求（此处指南见附录B），则有
益于实现符合膳食建议的饮食的产品的标签或标签制作中的营养成分说明中可以使用“健康”或相关
词汇作为暗含营养成分含量的说明。此外，食品必须符合任何针对具体营养成分说明的定义和说明
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5(d)(2) 
 

N50. “新鲜”一词是什么意思？ 
 

回答：使用这一说法即表明产品没有经过加工，“新鲜”一词是指产品状态为生鲜状态且没有经过冷
冻或经过任何形式的热加工或任何形式的储存，但以下情况不包括在内： 
 

添加经过批准的包膜或包层； 

在收获后使用经过批准的杀虫剂； 

使用轻微含氯的清洗剂或轻微含酸的清洗剂来清洗产品；或 

使用电离辐射处理生鲜食品（根据21 美国联邦法规179.26,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5(a) 

and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5(c)，电离辐射不超过1千戈瑞） 

 

N51. “鲜冻”和“速冻”是什么意思？ 
 

回答：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鲜冻”或“冻鲜”是指食品在新鲜状态下急速冷冻（例如：刚
收割后即进行冷冻）。可以在冷冻前进行适当漂白。“速冻”是指使用吹风式冷冻机等系统进行冷冻
（例如：对准食物使用华氏零度以下的温度及快速气流进行冷冻），经过一定时间后直至食品中心
也快速冷冻，从而使食物基本上不会变质。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5(b) 
 
 

健康说明  

 

H1. 什么是健康说明？ 

 

回答：健康说明是指某一食品（包括膳食补充剂）标签上或在制作食品标签过程中给出的所有说
明，该说明是以明确或以暗示方式给出的，包含能够表明某一物质与某一疾病或健康状况相关关系
的“第三方”推荐信息、书面声明（例如：包含“心脏”一词的品牌名称）、标志（例如：心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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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或小插图。暗含健康说明包括在所给背景下，提示食品中某一物质含量水平和某一疾病或健
康状况关系的说明、标志、小插图或其他形式的信息。（见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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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健康说明仅限于降低疾病风险的说明，不得为诊断、治愈、缓解或治疗疾病的说
明。 

健康说明在使用之前必须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和评估。以下是官方认可的健
康说明样例：“每日餐饮中摄入低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同时辅以3克燕麦可溶性纤维，可
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本麦片每次食用量中含有2克可溶性纤维。” 
 

H2. 哪些健康说明可以用在食品标签上？ 
 

回答：如果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中提供的说明，则可以根据规定要求使用该说明。
公司还可以按照《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第403段(r)(3)(c)中的规定，根据美国政府科学机构
出具的权威性说明，给出健康说明。本指南附录C中归纳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供的健康
说明使用必要标准。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k)(1), 101.14(c)-(d) &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70 
 

H3. 健康说明与结构/功能说明的差别是什么？ 
 

回答：健康说明必须满足《重要科学协议》(SSA）的标准和《合格健康说明》(QHC）的
要求，两者都强调某一物质与其降低某一疾病或健康问题风险的能力（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而结构/功能（S/F）说明表述的是某一物质对身体结构或功能的影响，且不与
某一疾病挂钩。在常见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标签上或为其制作标签的过程中，结构/功能说
明和健康说明均可使用。以下是结构/功能说明的一个例子：“钙质有利于增强骨质。”结构/

功能说明必须真实、无误导性且无需事先经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或批准。 [21 

U.S.C. 343(r)(6);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3] 
 

H4. 健康说明与饮食指南说明的差别是什么？ 
 

回答：健康说明必须满足《重要科学协议》(SSA）的标准和《合格健康说明》(QHC）的
要求，两者都强调某一物质与其降低某一疾病或健康问题风险的能力（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健康说明中必须具备两大要素，即某一物质和某一疾病。而饮食指南并不包括
这两个要素（且因此不构成健康说明，但膳食补充剂说明中可以是两个要素中的一个。一
般来说，饮食指南说明用于推荐某一类别的食品（例如：某一类具有特别构成成分的食
品））且不涉及某一具体物质。可参考以下样例：  
 

以下是两个官方认可的健康说明的例子，根据定义，该说明必须包含某一物质和某一疾病
或健康问题这两大要素，例子如下：“每日餐饮中摄入低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同时辅以3

克燕麦可溶性纤维，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本麦片每次食用量中含有2克可溶性纤
维。”以及“每日餐饮中摄入低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且其中如果含有25克的大豆蛋白，可
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以下是饮食指南的例子，其中不涉及某一具体物质，而是泛指某一类食品，但不明确说明
或以暗示方式表明此类食品中某一具体物质的产生的某一关联。例子：“每日消耗至少3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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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以上的全麦类食品可以降低罹患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这个例子中只包含了上述两大
要素中的一个。此类说明不是健康说明，因为读者不会认为该说明指代了某一具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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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某一具体食品或食品成分但不涉及某一疾病或健康问题的饮食指南说明的例子：胡萝卜有利于
健康，或钙质有利健康。同样，这个例子中也只包含了上述两大要素之一。 
 

H5. 如何在食品标签上标注饮食指南？ 

 

回答：可以在食品标签上使用真实无误导性的饮食指南，且无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事先批准。但
是，一旦带有该信息的产品上市销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评判此类说明是否符合“真实无误导
性”的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3) 
 

作为“为消费者健康提供更佳营养信息”倡议的一部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在食品标签上加注
时，科学合理且无误导性的饮食指南说明有益于消费者。 
 

H6. 1993年规定中的健康说明和《合格健康说明》中的健康说明有什么异同？ 
 

回答：两种健康说明都强调某一物质（具体的食品成分或某一具体食品）和某一疾病（例如：肺癌
或心脏病）或健康相关问题（例如：高血压）的关系且提供科学依据（见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健康说明一般要通过申请流程并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审查。根据1990年国会的规定，
所有健康说明都要按照《重要科学协议》进行评估。法院决议颁布《合格健康说明》 是针对“当支
持这一说明的科学依据不符合《重要科学协议》时，制造商是否可以对饮食/疾病关系作出说明
（但前提是，这种关系说明以不会误导消费者的方式给出或符合这一要求）”这一情况。因此，
《合格健康说明》与健康说明不同，原因在于它们必须要附有免责声明或必须符合要求。有关《合
格健康说明》的详情见本指南中下一段。 
 
 

合格健康说明  
 

Q1.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什么要制定“合格”健康说明？ 

 

回答：在“消费者健康提供更佳营养信息”倡议中，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饮食和健康的详细信息
有利于消费者。作为倡议的一部分，管理局制定了临时流程，据此，《合格健康说明》不仅可以用
于膳食补充剂，也可以用于常规食品。此外，法庭决议强调了“在说明信息不会误导消费者的前提
下，根据部分科学依据而非仅仅根据《重要科学协议》标准提供健康说明”的必要性。根据2003年9
月1日的这一临时流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始考虑制定《合格健康说明》。 
 

Q2. 为什么《合格健康说明》的流程为临时流程？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在管理局能够确立《合格健康说明》的 终流程前，还需要更多信
息，因此管理局发布了《提案规章制定的先期通知》，以便就备选决议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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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取有关说明语言妥当性的信息且确保消费者可以理解各类科学证据，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已经并将继续进行研究。如果还有除了单独的文字形式以外的更好的提供科学证据的
方式，管理局也乐于了解。 
 

Q3. 什么是“强制执法决定函”？ 
 

回答：强制执法决定函是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给申请人的、体现《合格健康说明》性质
的、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意图执行其决定的信函。如果强制执法决定函已经发出，且产
品上的说明符合所述标准， 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反对按照信函规定使用该说明。所有强
制执法决定函都公布在食品安全中心和适用的营养品网站上，所以制造商可以了解管理局
是如何就《合格健康说明》的使用执行决定的。 
 

Q4. 科学证据的支持作用在《合格健康说明》中和在健康说明中有何不同？ 

 

回答：健康说明要求《重要科学协议》以所有公开可获得的科学依据为基础。而《合格健
康说明》只要求以所有的公开可获得证据为基础，只是在科学上支持的要求不如《重要科
学协议》的要求强。（同样见H7） 
 

Q5. 对《合格健康说明》的流程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回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收到申请后15日内确认申请。在收到申请后45日内，管理局将申
请备案，并予以登记编号。注意：不符合21 美国联邦法规101.70中规定内容要求的申请不
得备案且将退还给申请人。备案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把申请发布在管理局网站上，为
期6个月，请公众评议。在此期间，书面意见可以交至登记处。收到申请后270日内（包括
第270日），管理局会以信函形式将 终决议发至申请人，告知其管理局是否就《合理健
康说明》有意实行决议，或拒绝该申请。该信函也将公布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网站上。
可以根据申请人和管理局之间的协议，在270天之后获得额外延期。 
 

Q6. 如何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知道申请人希望管理局按照《合格健康说明》而不是《重要
科学协议》健康说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例如：按照《重要科学协议》的标准审查）？ 
 

回答：申请人可以在申请信上注明其放弃管理局按照《重要科学协议》的标准进行审查的
权利且请求管理局按照《合格健康说明》的临时流程进行审查。提出该要求后，管理局将
直接进入《合格健康说明》流程，并执行270天的时间期限（见下一问题）。如果没有提
出该请求，则管理局会与申请人联系，确定其申请是按《重要科学协议》还是《合格健康
说明》的标准进行审查。 
 

Q7. 申请书中应当包括哪些信息？ 
 

回答：此处适用21 美国联邦法规101.70中的要求。要求概要如下。 
 

1. 给出“基本要求解释”（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70(f)(A)），说明食品物质是如何符合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4(b)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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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与疾病或健康问题的关系； 

•  21 美国联邦法规 21 美国联邦法规170.3(o)中列明的物质对味道、香味、营养价
值或实际效果的帮助； 

•  物质本身为食品、食品配料或成分，且在各个必要方面安全合法、能够证明该说
明的合理性。 

(21美国联邦法规101.14(b)(3)(ii)). 
 

2. 科学数据概要 （见 see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0(f)(B)） 

3. 分析数据，表明代表性食品中的物质含量（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0(f)(C)） 

4. 健康说明建议样例 （见 21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0(f)(D)） 

5. 附录 （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0(f)(E)） 

•  支持说明的科学数据： 

•  电脑文献检索的副本； 

•  支持申请的所有研究文章的副本——仅限英文； 

•  与任何美国特定人群有关的不良后果的信息 

6. 一份分类排除或一份环境评估说明（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70(f)(F)） 
 

注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鼓励申请人注明是否希望管理局按照《合格健康说明》的要求审
查申请，而非按照《重要科学协议》的标准进行审查。 
 

Q8. 申请书应当交给哪个部门？ 

 

回答：请将申请书原件及其副本（一份）（或存有申请的电脑可读磁盘）邮寄至下述地
址：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营养、标签制作及膳食补充剂办公室（HFS-800） 

地址：5100 Paint Branch Parkway 

College Park, MD 20740的 
 

Q9. 是否会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对申请进行备案的情况？ 
 

回答：是的。如果申请没有提供上述要求的全部信息，则不对申请进行备案。 
 

Q10. 如何了解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发布的《合格健康说明》函？ 

 

回答：见《合格健康说明》：强制执法决定函。或者，您可以参考本指南中附录D中的清
单，其中列明了本指南发布时所有可用的《合格健康说明》。 
 
 

结构/功能说明  
 

S1. 什么是结构/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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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在《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中加入了第403段(r)(6)部
分。根据本法该段所述，如果说明符合特定要求，则膳食补充剂应当在其标签上或在标签
制作过程中做出特定说明。第101段93(f)单纯重申了根据《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第403段
(r)(6)内容做出的说明类型中的部分定义。第101段93(f)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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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可用结构/功能说明。根据本段(a) 至 (e) 款的要求，膳食补充剂标签或标签制作可
以带有描述营养成分或饮食配料的作用可对人体结构或功能产生影响的说明，或强
调营养成分或饮食配料能够维护此类结构或功能的、有文件记录的机理的说明，但
前提是，根据(g) 款(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3)，此类说明不是有关疾病的说明。如果
作为膳食补充剂上市销售的产品的标签或标签制作带有本段(g)款所述的疾病说明，
则根据规定，除非该产品说明为授权健康说明，否则该产品应当视为药物。 

 

《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第403(r)(6) 不适用于常规食品，但如果食品营养价值产生此类效
果，则可以在常规食品上使用结构/功能说明。参见http://www.fda.gov/ 

Food/LabelingNutrition/LabelClaims/StructureFunctionClaims/default.htm 和 
http://www.fda.gov/Food/LabelingNutrition/LabelClaims/ucm111447. 
 

S2. 根据本法该部分内容，是否可以对膳食补充剂做出其他说明？ 

 

回答：是的。根据第403段(r)(6)内容，膳食补充剂可以使用“营养成分缺乏性疾病”（例如：
缺乏维生素C导致坏血病）的说明或描述膳食补充剂对一般健康状况的效果的说明。 
 

S3. 为了在膳食补充剂上使用此类说明，必须符合哪些要求？ 
 

回答：必须满足三个要求。第一，根据法律，如果你证实此类说明为真实无误导性的说
明，则可以使用这些说明。你必须在作出说明前进行实证。第二，你必须在产品首次上市
的30天内通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其正在使用该说明。第三，该说明必须包含法律规定的强
制性免责声明。《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第403段(r)(6) 
 

S4. 从哪里可以获得有关强制性免责声明的信息，以及通知应当寄到哪里？ 

 

回答：我们已经在1997年9月23日的联邦公报（分别为62 FR 49859 和 49883）中发布了
相关规定，清楚阐明了必须标注的免责声明、必须提交给管理局的信息以及提交部门。这
些信息可以在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3(b) 至 (e) 以及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93(a)中找到。 

 

S5. 如何判定说明是结构/功能说明，还是疾病说明？ 
 

回答：有时结构/功能说明和疾病说明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你在标签制作过程中参见
客观证据以便判断说某一明是否是明示性或暗示性的疾病说明。例如，某一说明没有提及
某一疾病，但涉及了该种疾病的典型特征性表现或症状，且可从中推测，使用该产品可以
治疗或预防该疾病。请务必注意两点。第一，如果该说明被视为疾病说明，则由产品标签
上的信息和其他标签信息确定的说明背景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除非说明已经经过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上市前审查且已经根据适用健康说明或药品说明的规定得到授权或批
准，食品不得带有明示或暗示性的疾病说明。为了便于你决定某一说明是否是疾病说明，
新规定中给出了疾病定义以及10条标准，以便澄清用于膳食补充剂的、无须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事先授权或批准的说明的类型。以下S7段中是我们给出的疾病定义和10条标准的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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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什么是疾病的定义？ 
 

回答：第101.93段(g)款将疾病定义如下： 
 

对身体某一器官、部分、结构或系统造成损害，致使其不能正常活动（例如：冠心病），或导致此
类功能丧失的某一健康问题（例如：高血压）；但此处不包括本定义中没有给出的、由于基本营养
物质缺乏而导致的疾病（例如：坏血病、糙皮病）。 
 

S7. 确定某一说明是疾病说明的标准是什么？ 
 

回答：在2000年1月6日联邦公报中发布的名为“有关产品对身体结构或功能影响的膳食补充剂说明
的管理办法”的 终版规定中，有10条标准，这10条标准有助于确定某一说明是否是疾病说明。10

条标准可以在《结构/功能说明小企业遵规指南》中找到：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Dietar

ySupplements/ucm103340。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DietarySupplements/ucm103340�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DietarySupplements/ucm10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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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A:  
营养成分说明的定义 

 

含量说明 （“不含”、“低量”、“减量/少量”） 

 

不含 低量 减量/少量 备注 

“不含”的同义词包括： 

“零”、“不”、“无”、“极微

量”、“可忽略”“饮食角度上

可忽略不计” 

 

膳食和主菜的“不含”的定义以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为准，
而不是根据卡路里含量而定
义。 

“低量”的同义词：“少量”（如果
单位是卡路里，则使用“少许”）
“含有少量”、“低量的” 

“减量/少量”的同义

词：“较低”（如果

单位是卡路里，则

使用“较少”） 

 

如果用于特性说明，

可使用“改良” 

 

对于膳食和主菜以及个别
食品来说，定义都以每
100克为准。 

对于“不含”来说，如果食
品符合该定义且没有经过
特殊加工、改变、调配和
重新调配， 必须注明“极
低量”或“低量”（例如：
“西兰花、无脂食品”，或
“芹菜、低卡路里食品”） 

 

营养成分说明定义 
 
 

营养成分 不含 低量 减量/少量 备注 

卡路里 

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60(b)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和标签所述每
次使用量小于 5 卡路
里 
(b)(1)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小于
40卡路里（且如
果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较
小，则为每50

克）(b)(2) 
 
 

膳食和主菜：每
100克小于等于
120卡路里 
(b)(3)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
考值中，卡路里量比适
用参考食品中卡路里含
量至少小25%（对于膳
食和主菜，则为每100克
卡路里含量至少小
25%） 
 
 

参考食品不得为“低卡路
里食品” 
 

适用“较少”而非“较低” 
(b)(4) & (5) 

“清淡”或“清减”：如果50%或以上
的卡路里来自脂肪，则每次每一
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的脂肪必须
至少降低50%。如果来自脂肪的
卡路里低于50%，则必须将脂肪
降低至少50%或将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中的卡里路降低至
少1/3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b) 
 
 
 

“清淡”或“清减”型膳食或主菜产品
满足“低卡路里”或“低脂肪”的定
义，且附有标签，标明其符合上
述哪个定义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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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膳食补充剂：只有当参考食
品每次使用量中的卡路里含量大
于40时，才可以标注卡路里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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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说明定义 （续） 
 
 

营养成分 不含 低量 减量/少量 备注 

 

总脂肪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b)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
量中小于 0.5 克
（对于膳食和主
菜来说，标签所
述每次使用量小
于 0.5 克） (b)(1) 
 

除了下述说明，
不含脂肪配料或
视为含有脂肪的
配料 (*).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小
于或等于 3 克
（如果每次每一
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较小，则为每
50 克） (b)(2) 
 

膳食和主菜：每
100 克可小于等于
3 克且来自脂肪的
卡路里量不高于
30% (b)(3)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脂肪量比
适用参考食品中脂肪
含量至少小 25%（对
于膳食和主菜，则为
每 100 克脂肪含量至
少小 25%） (b)(4) & 

(5) 
 

参考食品不得为“低脂
肪食品” 

 

“__% 无脂”：如果食品满足“低
脂”的要求，可以使用该表达方
式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b)(6) 
 

100%无脂：食品必须“无脂” 
(b)(6)(iii) 
 

“清淡”——见上述关于卡路里的
备注 
 

对于膳食补充剂：对于每次使
用量中卡路里量小于等于 40 的
食品，不得使用总脂肪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a)(4) 

 

饱和脂肪 

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62(c)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
量中，饱和脂肪
小于 0.5 克且反式
脂肪酸小于 0.5 克
（对于膳食和主
菜来说，标签所
述每次使用量中
饱和脂肪小于 0.5

克且反式脂肪酸
小于 0.5 克）
(c)(1) 
 

除了下述说明，
不含视为含有饱
和脂肪的配料 (*)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小
于或等于 1 克，
或来自饱和脂肪
的卡路里量小于
等于 15% 
(c)(2) 
 

膳食和主菜：每
100 克小于等于 1

克且来自饱和脂
肪的卡路里量小
于 10% 
(c)(3)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饱和脂肪
量比适用参考食品中
饱和脂肪含量至少少
25%（对于膳食和主
菜，则为每 100 克中
饱和脂肪量至少少
25%）(c)(4) & (5) 
 

参考食品不得为“低饱
和脂肪”食品  

 

如果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的饱和脂肪大于等于 2

克，则在所有饱和脂肪说明旁
边必须标明胆固醇含量；如果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的总脂肪大于或等于 3 克（如
果是“无饱和脂肪酸”，则为每次
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的总
脂肪大于或等于 0.5 克）（或
如果是膳食和主菜，则为标签
所述每次使用量），则必须标
明总脂肪量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c) 
 

对于膳食补充剂：对于每次使
用量中卡路里量小于或等于 40

的食品，不得使用饱和脂肪说
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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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说明定义（续） 
 

 

营养成分 不含 低量 减量/少量 备注 

 
胆固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d)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
量中小于 2 毫克
（对于膳食和主
菜来说，标签所
述每次使用量小
于 2 毫克） 
 
除了下述说明，
不含视为胆固醇
的配料 (*) 
(d)(1)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小
于或等于 20 毫克
（如果每次每一
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较小，则为每
50 克） 
(d)(2) 
 
膳食和主菜：每
100 克小于等于
20 毫克 
(d)(3)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胆固
醇量比适用参考食
品中胆固醇含量至
少小 25%（对于膳
食和主菜，则为每
100 克中胆固醇量
至少小于 25%） 
(d)(4) & (5)) 
 
参考食品不得为“低
胆固醇食品” 

 
只有当食品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饱和脂肪含量小于或
等于 2 克时才可以使用胆固醇说
明；或对于膳食和主菜来说，如
使用“不含”说明，则为标签所述每
次使用量，或如果使用“低量”和
“减量/少量”说明，则为每 100 克   
 
 
当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和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的脂肪超
过 13 克时（如果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较小，则为每 50 克食
品），必须在胆固醇说明旁边标
明总脂肪量，或如果是主菜，当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脂肪超过
19.5 克，或如果是膳食食品，当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脂肪超过
26 克 
 
对于膳食补充剂：对于每次使用
量中卡路里量小于或等于 40 的食
品，不得使用胆固醇说明 

 
钠 
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61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
量中小于 5 毫克
（对于膳食和主
菜来说，标签所
述每次使用量小
于 5 毫克） 
(b)(1) 
 
除了下述说明，
不含氯化钠或一
般视为氯化钠的
配料 (*) 
 
“无盐”必须符合
“无钠”的标准 
(c)(1)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小
于等于 
140 毫克（如果每
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较小，
则为每 50 克） 
 (b)(4) 
 
 
膳食和主菜：每
100 克小于或等于
140 毫克 
 (b)(5) 
 
“钠含量极低”：每
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小于
或等于 35 毫克
（且如果每次每
一次可食用的参
考值较小，则为
每 50 克）。 
对于膳食和主
菜：每 100 克小
于等于 35 毫克
(b)(2) 
& (3)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钠含
量比适用参考食品
中钠含量至少少
25%（对于膳食和
主菜，则为每 100
克中钠含量至少少
25%） 
 
 
参考食品不得为“低
钠食品”(b)(6) & (7) 

 
“清淡”（对于钠清减 21 美国联邦
法规产品）：如果食品为“低卡路
里”且“低脂肪”且钠含量至少降低
了 50%，即为“清淡”。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56(c)(1) 
 
“淡钠”：如果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钠含量至少降低了
50%，即为“淡钠”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c)(2) 
 
对于膳食和主菜：“淡钠”符合“低
钠”的定义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d)(2) 
 
如果食品不是“无钠”食品，且如果
有“不加盐”和“未加盐”的说法，必
须在信息栏中标明“此食品不是无
钠食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1(c)(2) 
 
“轻微加盐”：钠含量比参考食品中
一般所加钠量低 50%且如果不是
“低钠”食品，要在信息栏中注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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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说明定义 （续） 
 

 

营养成分 不含 低量 减量/少量 备注 

 
糖类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0 

 

“无糖”： 

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
量中糖类小于 0.5

克（对于膳食和
主菜来说，标签
所述每次使用量
小于 0.5 克）
(c)(1) 
 

除了下述说明，
不含糖类或一般
视为糖类的配料
(*) 
 

给出卡路里说明
（例如：“低卡路
里”） 

 

无定义 
 
 

不得使用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糖类
含量比适用参考食
品中糖类含量至少
少 25%（对于膳食
和主菜，则为每
100 克中糖类含量
至少少 25%） 
 

不得在维生素和矿
物质膳食补充剂上
使用此说明 
(c)(5) & (6) 

 

如果在加工过程中没有加入糖类
或含糖配料，则可以使用“不加糖”
和“未加糖”的说法。如果食品不是
“低卡路里”或“减量卡路里”食品，
要予以说明 
(c)(2) 
 

“不加甜味剂”和“未加甜味剂”的说
法仍作为事实陈述 (c)(3) 
 

不包括糖醇 

对于膳食补充剂：婴儿和 2 岁以
下儿童食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中
可以使用“无糖”和“不加糖”的说
法。(c)(4) 

 

注意： *配料说明中所列配料带有星号（*）并附以脚注的除外（例如：“ * 添加微
量脂肪”）。 

 

 RACC =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少量 RACC = 小于或等于 30 克或者小于或等于 2 汤匙的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对于那些一般在食用时需要再加水或稀释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
微量所有营养成分的脱水食品，按照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1)定义规定，标准
应为当为每 50 克已调配好食品）。  

 

 当含量水平超过：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或如果
食品的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较小，则为每 50 克中，13 克总脂肪、4 克饱和脂
肪、60 毫克胆固醇和 480 毫克钠，则应当在说明中添加披露声明（例如：“见___

含量的营养信息”，___中填写超过所述含量的营养物质）。  
 

 如果能够明确表明食品性质，“清淡”一词可以用来形容食品的物质或感官方面的性
质，例如“淡色”，“淡纹”。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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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一产品一直以来都使用“清淡”一词，则可以继续使用，例如“清淡玉米糖
浆”、“清淡红糖”。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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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B: 

营养成分说明的附加要求 
 
 

比较说明 
 
为了标明某一营养成分含量的比较说明，食品中营养成分的含量必须与下述适用参考
食品中的含量进行比较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3(j)(1)): 
 
“清淡”                            (1) 带有此类说明的食品类型中的某一代表食品（例如：前三

种品牌的平均值或有效数据库中的代表值）和 (2) 相似食品
（例如：用薯片作为薯片的参考食品） 

 
“减量”和“添加” (1) 某一成熟的常规产品或平均代表产品，以及  
（或“多”、 (2) 类似食品。 
“加”、“强化” 
和“浓缩”） 
 
“多”和“少” (1) 某一成熟的常规产品或平均代表产品，以及 
（或“少许”） (2) 同一产品类型中的非类似食品，且一般可作为 

该标签食品的替代物 （例如：用薯片作为椒盐脆饼干 
的替代物）或类似食品。 

 
对于所有比较说明来说，参考食品的变化和特性的百分比（或分数）必须紧挨 为显
著的标签说明。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3(j)(2)(i) and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3(j)(2)(ii)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营养物质的含量与参考食品中相同物质的含量的定量比较必须
标注在信息栏中。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3(j)(2)(iv)(A) 
 
如果参考食品的营养成分含量符合该成分的“低量”说明的要求，则不对该营养物质的减
少量给出比较说明（例如：小于等于3克脂肪）。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3(j)(3) 
 
其他营养成分说明 
 
 
说明    要求 
 
“高”、“富含”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量大于等于每日所需量的

20%。可以在膳食或主菜中标明产品含有符合该定义的食
品，但不得用于表述膳食。21美国联邦法规 美国联邦法规 
 101.54(b) 

或“含量丰富”  
  

 
 
“富含”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量为每日所需量的10%-

19%。此类表达可以用在膳食或主菜中，标明产品含有符
合该 

“含有”               定义的食品，但不得用于表述膳食。 

包含非法律效力的推荐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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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1 美国联邦法规美国联邦法规 
101.5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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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强化”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量大于等于每日所需量的
10%。 只可以用于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食用纤维和
钾 

“浓缩”、“添加”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54(e) 
“特多”、或“加有”  
 
“贫”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和每100克的海食品或野味肉产

品中，含有少于10克的总脂肪，小于等于4.5克的饱和脂肪
和小于95毫克的胆固醇（如果是膳食和主菜，则按照每100
克和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的标准）。如果是不可用量杯称量
的混合菜肴（如表2中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2(b)定义规
定），则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少于8克的总脂
肪，小于等于3.5克的饱和脂肪和小于80毫克的胆固醇。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62(e)(1)-(3) 

 
“极贫”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和每100克的海食品或野味肉产

品中，  
含有少于5克的总脂肪，小于2克的饱和脂肪和小于95毫克的
胆固醇（如果是膳食和主菜，则按照每100克和标签所述每
次使用量的标准）。21美国联邦法规 101.62(e)(4) & (5) 

 
“高能”  可以用于食品，描述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占每日推

荐摄取量100%或以上的个别维生素或矿物质，或用于2/3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占每日推荐摄取量100%或以上的，且每日
推荐摄取量占食品2%或以上的多成分食品（例如：“高能多
维生素、多矿物质保健片剂”）。21 美国联邦法规美国联邦
法规101.54(f) 

 
“改良”  可以用在带有比较说明的食品的特性说明上（例如：“改良

脂肪奶酪比一般奶酪的脂肪含量少35%”） 
 21美国联邦法规101.13(k) 
 
“纤维”说明  如果给出纤维说明且食品的总脂肪含量不低，则标签必须给

出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的总脂肪水平。21美国联邦法规 美
国联邦法规101.54(d)(1) 

 
使用“抗氧化剂” 对于强调食品中抗氧化剂营养成分水平的说明：  
一词的说明  

1. 根据该说明，必须给出每种营养成分的确定的每日推
荐摄取量； 

2. 每种营养成分必须具备抗氧化效果的科学依据； 
3.  每种营养物质的含量必须足够满足“高”、“富含”或“多”

的定义； 
当食品中的维生素A来自β-胡萝卜素，则β-胡萝卜素可
以作为抗氧化说明的主体。 

4. 营养成分名称构成说明主体时，此类名称即为说明的
一部分。（例如：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C和E）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5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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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说明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5 
 

• 某一食品或配料或制作方法暗示不含某一营养成分或配料或仅仅含有特定量的此
类成分或配料的说明，或暗示该食品有助于维持健康饮食方式且明确表达出这一意
思（例如：“健康食品，仅含3克脂肪”）的说明均为暗示说明。 
 

•  如果产品含有“低量”或“富含”与说明有关的营养成分，则应当给出某一食品含有
或加有含有某一特定营养成分的配料的说明（例如：“富含燕麦麸”）。 
 

•  同等说明：“如果参考食品和标签食品的每次使用量中同样“富含”某一营养成分，
则应该给出“与xx食品含有同样丰富的xx营养物质”（例如：相当于8盎司杯橘汁所
含维生素C）。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5(c)(2) 
 

• 除非在特定营养信息背景下给出，否则下述标签说明一般不视为暗示说明：1) 对
宗教性、食品不耐性或其他非营养相关原因造成的回避说明（例如：“100%无
奶”）；2) 关于非营养物质的说明（例如：“无人工色素”）；3) 附加值说明（例
如：“用真正黄油制作”）；4) 特色说明（例如：“玉米油”或“玉米油人造黄油”）；
和 5) 按照第105条规定具体内容给出的特定饮食说明。 
 

• 如果食品满足下述要求，则可以使用“健康”一词和相关说法（“保健”、“健康的”、
“于健康有益的”、“更加健康的”、“ 健康的”、“健康地”和“健康”）：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65(d)(2) 
 

使用“健康”一词的条件 
 

个别食品 海产食品/野味 膳食/主菜 

低脂肪 

总脂肪 

< 5 克 脂肪/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 

和 /每100克 

低脂肪 

低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 

< 2 克饱和脂肪 /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 

和 /每100克 

低饱和脂肪 

≤ 480 毫克 /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 

或 /如果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较小，则为每50 

克 

钠 

≤ 480 毫克 /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和/ 

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 

或 /如果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较小，则为每50 

≤ 600 毫克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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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披露水平 

胆固醇 

< 95 毫克 /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和/每100克 

≤ 90 毫克 /l.s. 

 
 
 
 
 
 
 
 

 
 

对于维生素 A、维生素 C、钙、
铁、蛋白质或纤维来说，每日所
需量/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有至少 10%的量，但以下除
外：生鲜水果和蔬菜；或单一成
分的或混合的冷冻或罐装水果和
蔬菜（可以包括即使添加也不会
改变水果或蔬菜的营养成分属性
的配料）；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36, 137, or 139 中特性标准
的浓缩麦片谷类产品。 
 

有益营养成分 

对于维生素 A、维
生素 C、钙、铁、
蛋白质或纤维来
说，每日所需量/每
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含有至少 10%

的量 

 
 

对于维生素 A、维
生素 C、钙、铁、
蛋白质或纤维来
说，每日所需量/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量
中，两种营养物质
（如果是主菜产
品），或者是三种
营养物质（如果是
膳食产品），至少
含有 10%的量。 

 
 

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规美国联邦
法规 104.20 

强化 

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4.20 

 

 

根据 21 美国联邦法
规 104.20 

 

注意： l.s. = 标签所述使用量；RACC =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小量 RACC=小于等于 30 克或者小于等于 2 汤匙 

 

婴幼儿食品说明 
 

小于2岁 
 

为2岁以下婴幼儿准备的食品不得使用营养成分说明，除非： 
 

1. 描述与每日所需量相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百分比的说明。 

           21美国联邦法规101.13(q)(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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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第107中提供了婴儿配方的说明。21美国联邦法规 美国联邦法
规101.13(b) 

3. “不加甜味剂”和“不加盐”作为味道说明。 

           21美国联邦法规101.60(c)(3) 

4. 膳食补充剂上只能用“无糖”和“不加糖”。  

21美国联邦法规101.6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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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C:  

  健康说明 
 

标签制作中健康说明的要求 

 

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钙与骨质疏松症，以
及钙、维生素 D 与骨
质疏松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2) 

 

对于钙和骨质疏松症的
说明——高钙 
 
 
 
 
 
 
 
 
 

对于钙、维生素 D 与骨
质疏松症的说明——高
钙高维生素 D 
 
 
 

可吸收  

（生物相容性） 
 

补充剂必须分解并溶
解，且 
 

磷的含量不得超过钙的
含量 

 

钙与骨质疏松症：  

作为平衡饮食的一部分，人的一
生都要吸收充足的钙质，从而降
低骨质疏松的风险。 
 
 
 
 
 
 
 

钙、维生素D和骨质疏松：作为平
衡饮食的一部分，充足的钙质和
维生素D，加上体育活动，可以降
低骨质疏松的风险。 

 

说明要清楚表明，作为健康饮食，
终生都要摄入充足钙质的重要性，
或摄入充足钙质和维生素D的重要
性，这对于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是
十分重要的。该说明不是暗示摄入
充足钙质，或摄入充足钙质和维生
素D是唯一公认的降低骨质疏松的
风险。 
 

该说明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将降低骨
质疏松风险归结于终生维持充足的
膳食钙质的摄取，或膳食钙质和维
生素D的摄取。 

 
 

膳食脂肪与癌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3) 

 

低脂肪 
 

（鱼类和野味肉：“极
贫”） 

 

要求用词： 

 

“总脂肪”或“脂肪” 
 

“某类癌症”或“某些癌症” 
 
 

没有指出可能与癌症风险有关的脂
肪或脂肪酸种类 

 

罹患癌症的因素有很多。低脂饮
食可以减少罹患某些癌症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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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钠与高血压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4) 

低钠 要求用词： 

 

“钠”、“高血压”  
 

如果说明给出高或正常血压，则应当包
含医生声明（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应当咨
询医生） 

 

低钠饮食可以降低罹患高血压的风
险，该疾病由多种因素引起。 

 

膳食饱和脂肪和胆
固醇与冠心病风险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5)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和  
 

低脂肪 

 

要求用词：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冠心病”或心脏病 
 

如果说明给出血压高或正常——和低密
度蛋白——胆固醇，则应当包含医生声
明（患有全高血压——低密度蛋白——
胆固醇的患者应当咨询医生） 

 

虽然影响心脏病的因素很多，但低
饱和脂肪和低胆固醇型的饮食可以
降低此类疾病的风险  

含纤维谷物产品、
水果和蔬菜与癌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6) 

含有膳食纤维的某种
谷类产品、水果或蔬
菜； 

 

低脂，和 

 

富含膳食纤维（未经
强化处理） 

要求用词： 

 

“纤维”、“膳食纤维”或“全膳食纤维” 
 

“某些类型的癌症”或“某些癌症” 
 

没有指出可能与癌症风险有关的膳食纤
维的种类。 

 

与癌症有关的因素很多，但富含纤
维的低脂谷类产品、水果和蔬菜可
以降低罹患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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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含有纤维，特别是
可溶性纤维的水
果、蔬菜和谷类产
品与冠心病风险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7) 

含有纤维的某种水
果、蔬菜或谷类产
品；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 

 

低脂，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至少有 0.6

克的可溶性纤维 （未
经强化处理），并 

 

在标签上标出可溶纤
维的含量 

 

要求用词： 

 

“纤维”、“膳食纤维”、“某些类型的膳食
纤维”、“某些膳食纤维”或“某些纤维”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心脏病”或“冠心病” 
 

如果说明给出血压高或正常——和低密
度蛋白——胆固醇，则应当包含医生声
明（患有全高血压——低密度蛋白——
胆固醇的患者应当咨询医生）。 

与心脏病有关的因素很多，但含有
某些类型膳食纤维，特别是可溶性
纤维的低饱和脂肪的谷类产品、水
果和蔬菜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
险。 

水果和蔬菜与癌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8) 

某一种水果或蔬菜， 

 

低脂，且 

 

富含至少以下一种物
质（未经强化处
理）： 

   • 维生素 A， 

   • 维生素 C，或 

   • 膳食纤维 

要求用词： 

 

“纤维”、“膳食纤维”或“全膳食纤维”； 

 

“总脂肪”或“脂肪”， 

 

“某些类型的癌症”或“某些癌症” 
 

强调水果和蔬菜是“低脂且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食品”。 

 

强调具体食品“富含”以下一种或多种物
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C。 

 

没有指出可能与癌症风险有关的脂肪或
脂肪酸或膳食纤维的种类。 

 

与癌症有关的因素很多，富含水果
和蔬菜（低脂且含有膳食纤维、维
生素 A 或维生素 C 的食品）的低脂
饮食可以降低罹患某些类型癌症的
风险。西兰花含有大量维生素 A 和
C，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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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叶酸和神经管缺损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9) 

“富含”叶酸（每次使
用量中至少含 40 微
克的叶酸） 

 

天然富含叶酸的膳食
补充剂或常规食品
（例如：常规食品中
的非强化食品） 

 

每次推荐摄取量含有
超过 100%的维生素
A（视黄醇）或预制
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D

的产品不得做出说明 

 

膳食补充剂应当符合
分解、溶解或其他生
物相容性的 USP 标
准 

 

营养标签中要求的叶
酸量 

 

要求用词： 

 

说明下述关系（例如：能够怀孕且食用
足量叶酸的妇女）的用词： 

“叶酸盐”、“叶酸”、“叶酸类”、“叶酸盐维
生素 B”、“叶酸维生素 B”、“叶酸类维生
素 B”与“神经管缺损”、“先天缺陷——脊
柱裂或无脑畸形”、“脑或脊髓先天缺
陷——先天无脑畸形或脊柱裂”、“脑或
脊髓先天缺陷中的脊柱裂或先天无脑畸
形”。 

 

必须包括神经管缺陷的多因素信息和每
日服用量的安全上限。 

叶酸充足的健康饮食可以降低孕妇
生下患有大脑或脊髓缺陷胎儿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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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膳食类非龋齿性碳
水化合物甜味剂与
龋齿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80) 

无糖，且 

 

含有发酵性碳水化合
物时，食品 pH 值不
得低于 5.7。 

 

合格物质 

 

1) 以下糖醇为合格物
质：木糖醇、山梨糖
醇、甘露糖醇、麦芽
糖醇、异麦芽糖醇、
乳糖醇、氢化淀粉水
解物、氢化葡萄糖
浆、赤藓糖醇或上述
物质的混合物。 

2) 下述糖类： 

D-塔格糖异麦芽酮糖 

3) 下述非营养性甜味
剂：三氯蔗糖 

要求用词： 

 

“不会增加”，“可能降低 xxx 的风险”“有
利于[或有助于]减少”或“明显[或显著]不
会增加龋齿”； 

 

 “龋齿”或“蛀牙”。 

 

“糖醇”或“糖醇类”或糖醇；或 D-塔格糖
或三氯蔗糖的名称 

 

注意：D-塔格糖可以定义为“塔格糖” 
 

当说明的主体物质是非龋齿性糖类
（例如：D-塔格糖）时，说明应当表
明，即该物质作为糖类不同于其他糖
类，不会增加龋齿的发生。 

 

包含“经常食用高糖高淀粉食品的膳食
会增加蛀牙”的说明 

 

包装上用于标签的表明面积小于 15 平
方英寸时，可以使用简短说明 

 

完全说明：经常食用高糖高淀粉食品
的膳食会增加蛀牙。Xx 食品（食品
名称）中的糖醇不会增加蛀牙。 

 

简短说明（仅限小包装）：不会增加
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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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特定食品中的可溶
性纤维和冠心病风
险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81)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 

 

低脂肪，和 

 

食品产品必须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全
麦或大麦食品：1) 燕麦麸，2) 燕麦
片，3) 全燕麦粉，4) 全谷类大麦或干
磨大麦，且在食品的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全燕麦或大麦食品必须
含有至少 0.75 克的可溶性纤维；或 

 

食品产品中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含有至少 0.75 克的可溶性β-葡聚
糖的燕麦素；或 

 

食品产品中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含有至少 1.7 克可溶性纤维。 

 

符合要求的可溶性纤维的来源 

 

来自下列全燕麦和大麦的β-葡聚糖可
溶性纤维： 

1) 燕麦麸 

2) 燕麦片 

3) 全燕麦粉 

4) 燕麦素 

5) 全谷类大麦和干磨大麦 

6) 大麦β纤维 

7) 车前草壳中的可溶性纤维，纯度不
低于 95%  

 

必须在营养标签中标明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中的可溶性纤维的含量 

 

用词要求： 

 

“心脏病”或“冠心病”。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在标明物质时，说明使用符合可溶性
纤维名称要求的说法“可溶性纤维”，
即全燕麦或大麦或车前草种皮。 

 

说明标出降低冠心病的可溶性纤维的
必要膳食摄入量 

 

说明标出产品一词使用量中的可溶性
纤维含量。 

 

附加必要标签说明 

 

带有车前草种皮健康说明的食品必须
同时还附有“摄入该物质时要同时摄
入充足的液体”的标签说明；例如：
“注意：该食品应当与至少一满杯液
体同时食用。食用该食品而不食用足
够的液体可能会发生呛塞。如果有吞
咽困难，请不要食用该产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7(f)) 

来自[可溶性纤维的名
称，或如果需要，注明
食品产品名称]的可溶
性纤维如作为低饱和脂
肪低胆固醇饮食的一部
分，可以降低罹患心脏
病的风险。 

 

一份剂量的[食品产品
名称]提供_克的[每日饮
食摄入的、达到此效
果]的来自[可溶性纤维
来源的名称]的、达到
此效果的每日必要量的
可溶性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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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大豆蛋白和冠心病
风险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82)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至少含有
6.25 克的大豆蛋白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和 

 

低脂肪（除了本身所
含脂肪以外没有其他
脂肪的全大豆食品不
包括在“低脂肪”的要
求内） 

 

用词要求： 

 

“心脏病”或“冠心病” 
 

“大豆蛋白”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说明应当标出有关降低疾病风险的每
日饮食中大豆蛋白摄入水平 

 

说明应当标出食品一份剂量的大豆蛋
白含量 

(1) 作为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的一部
分，每日摄入 25 克的大豆蛋白可以
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一份剂量
的[食品名称]提供__克的大豆蛋白。 

 

(2) 每天包含 25 克大豆蛋白的低饱
和脂肪低胆固醇饮食可以降低罹患
心脏病的风险。一份剂量的[食品名
称]提供__克的大豆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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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例 

植物甾醇/固醇脂类
与冠心病风险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83) 

涂抹类酱料和色拉酱
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至少含有
0.65 克的植物甾醇脂
类，或 

 

涂抹类酱料、色拉
酱、小吃食品和膳食
补充剂的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中至
少含有 1.7 克的植物
甾醇脂类。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且 

 

每 50 克涂抹类酱料
和色拉酱中脂肪超过
13 克时必须标注“脂
肪含量见营养信息”
的说明 

 

色拉酱料不包括在每
日所需量中至少含有
10%的营养物质的要
求中（见以下“基本
标准”） 

 

要求用词： 

 

“可以”或“有可能”降低冠心病风险 

 

“心脏病”或“冠心病” 
 

“植物甾烷醇脂”或“植物固醇脂类”；
如果植物油是甾醇/固醇脂类的唯一
来源，则可以用“植物油”代替“植物”
一词。 

 

说明标出植物甾醇/固醇脂类是低饱
和脂肪低胆固醇饮食的一部分 

 

说明不会将任何程度的冠心病风险
降低归结于此类营养物质。 

 

说明标出可以降低冠心病风险的每
日饮食中植物甾醇或固醇脂类的必
要摄入量，以及一次剂量中提供的
此类物质的含量。 

说明标出植物甾醇或固醇脂类应当
于每日中两餐时同时食用。 

 

(1) 作为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饮食的
一部分，如果一日两餐中总共摄入至
少 1.3 克的、含有至少 0.65 克植物油
甾醇脂类的食品，可以降低心脏病风
险。一份剂量的[食品名称]提供__克
的植物油甾醇脂类。 

 

(2) 在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饮食中，
如果包含两份可以在每日两餐中总共
提供至少 3.4 克植物甾醇脂类的食
品，就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一份剂
量的[食品名称]可以供__克的植物油
甾醇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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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现代化法》健康说明 
 

（根据联邦科学机构的权威说明授权的健康说明） 
 

已批准说明 食品要求 说明要求 说明、声明样
例 

全谷类食品与心脏
病以及特定癌症的
风险 

 

（记录编号 

1999P-2209）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重量
上大于等于 51%的全谷类配料，且 

 

膳食纤维含量至少： 

 

• 55 克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 3.0 克 

• 50 克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 2.8 克 

• 45 克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 2.5 克 

• 35 克的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 1.7 克 

 

低脂肪 

说明措辞要求： 

 

“富含全谷类食品和其他植物食品的饮食
以及低总脂肪、低饱和脂肪和低胆固醇
的饮食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和部分癌症
的风险。” 

不适用 

钾和高血压及中风
风险 

 

（记录编号 

2000Q-1582） 

富含钾 

 

低钠 

 

低总脂肪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 

说明措辞要求： 

 

“含有富含钾和低钠食品的饮食可以降低
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 

不适用 

氟化水和龋齿风险
降低 

 

（记录编号 

2006Q-0418） 

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65.110 中规定
的特性和质量的瓶装水 

 

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 中健康说
明的所有基本要求，但 低营养成分分
配的要求除外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6)), 

 

总氟化物 >0.6 to 1.0 毫克/升 

不包括市面上婴儿专用的瓶装水产品 

说明措辞要求： 

 

 “饮用氟化水可以降低[龋齿或蛀牙]的风
险。”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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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脂肪、胆固醇
和反式脂肪与心脏
病风险降低 

 

（记录编号： 

2006Q-0458） 

低饱和脂肪 

 

低胆固醇 

 

带有定量反式脂肪标签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至少
0.5 克的反式脂肪 

含有少于 6.5 克的总脂肪 

说明措辞要求： 

 

“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且低反式脂肪的饮
食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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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D: 
 

合格健康说明  
 

包含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荐信息  
 

如果说明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 的所有基本要求（除非该说明符合重要科学协议标准且该说明是根据授权规定作出
的），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执行合格健康说明决议。管理局在执行决议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在以下合格健康说明表中列
出。 

 

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0.8 毫克叶酸和神经
管先天缺陷 

 

记录编号 

1991N-100H 
 
10/10/2000 

强制执法决定函 

 
04/03/2001 

说明函 

 

注意：同时还有根
据规定授权的叶酸/

神经管缺陷健康说
明（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79）。 

含有叶酸的膳食补充
剂 

免责声明（例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
为该说明不会……）要紧挨说明并直接
位于说明下方（例如：0.8 毫克的叶
酸），不得有干扰信息，且免责声明的
字体字号与说明的一样，且同样显著。 

与普通食品中的低量叶酸相比，如
果膳食补充剂中含有 0.8 毫克的叶
酸，将更有利于降低神经管缺陷。
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认可此项说
明。公共健康当局建议，女性每日
从强化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中或者这
两种中摄入 0.4 毫克的叶酸，则可
以降低神经管缺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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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维生素 B 和血管疾
病 

 

记录编号 

1999P-3029 
 
11/28/2000 

强制执法决定函 

 
05/15/2001 

说明函 

 

Dietary 

含有维生素 B6、
B12 和/或叶酸的膳
食补充剂 

免责声明（例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
经评估了上述说明……）要紧挨说明并
直接位于第一个说明的下方（例如：作
为平衡饮食的一部分……），不得有将
说明和免责声明分开的干扰信息，且第
二句的字体字号必须与第一句的一样，
且同样显著。 

 

当根据标签所述，该产品用于成人和四
岁以上儿童时，含有叶酸（400 微克）
每日所需量的 100%以上的产品必须在
每日所需量中标明每日摄入量的安全上
限。1000 微克（1 毫克）的每日摄入量
的叶酸安全上限可以标注在括号中。 

 

说明并没有暗示特定水平的维生素
B6、B12、和/或叶酸有助于实现说明所
述效果。 

 

含有叶酸的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美国药
典(USP)标准对分解和溶解的要求，除
非没有适用的美国药典标准，否则应当
在产品标签中的使用条件下标明膳食补
充剂叶酸盐的生物相容性。 

作为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平衡饮食
的一部分，叶酸、维生素 B6 和维生
素 B12 可以降低血管疾病的风险。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对上述说明
进行了评估并发现，尽管大家认为
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的饮食可以降
低心脏病和其他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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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硒和癌症 

 

记录编号 

2002P-0457 
 
02/21/2003 

强制执法决定函 

 
04/28/2003 

说明函 

含硒膳食补充剂 免责声明（例如：部分科学依据表
明……）要紧挨说明并直接位于说明的
下方（例如：硒可以降低风险……），
不得有干扰信息，且免责声明的字体字
号必须与说明本身的一样，且同样显
著。 

 
 

膳食补充剂不在标签中，或在一般使用
情况下，推荐或暗示使用超过由国家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设定的硒物质容许摄入
上限（每日 400 微克）的硒。 

 

根据第 101.14 段(d)(2)(vii)的要求，带
有说明的膳食补充剂应当符合营养成分
说明对高硒（例如：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于等于每日所需量的
20%）的定义。 

每日所需量的 20%的硒为 14 微克。 

(1) 硒有可能降低特定癌症的风险。
部分科学依据表明，摄入硒物质可以
降低特定类型癌症的风险。但是，根
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议，此类依据
是有局限的且尚无定论。或 

 

(2) 硒物质有可能对人体产生抗癌效
果。部分科学依据表明，摄入硒物质
有可能对人体产生抗癌效果。但是，
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决议，此类
依据是有局限的且尚无定论。 

抗氧化剂维生素和
癌症  

 

文件记录 

1991N-0101 
 
04/01/2003 

强制执法决定函 

膳食补充剂含有维
生素 E 和/或维生素
C 

免责声明（例如：……依据有限且尚无
定论）要紧挨说明并直接位于说明的下
方（例如：硒可以降低风险……），不
得有干扰信息，且免责声明的字体字号
必须与说明本身的一样，且同样显著。 

 
 

膳食补充剂不在标签中，或在一般使用
情况下，推荐或暗示使用超过由药物研
究所设定的维生素 C（每日 2000 毫
克）或维生素 E（每日 1000 毫克）的
容许摄入上限的维生素。 

 

根据第 101.14 段(d)(2)(vii)的要求，带
有说明的食品应当符合营养成分说明对
高维生素（例如：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含有大于等于每日所需量的

(1) 某些科学依据表明，摄入抗氧化
剂维生素有可能降低特定类型的癌
症。但是，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
议，此类依据有限且尚无定论。或 

 

(2) 某些科学依据表明，摄入抗氧化
剂维生素有可能降低特定类型的癌
症。但是，由于此类依据有限且尚无
定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此说明不
认可。或 

 

(3) 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决议，
尽管部分科学依据表明摄入抗氧化剂
维生素有可能降低特定类型的癌症。
但是，此类依据有限且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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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定义。 

每日所需量的 20%的维生素 C 为 12 毫
克；每日所需量的 20%的维生素 E 为
6(IU)国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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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磷脂酰丝氨酸与认
知功能障碍和痴呆 

 

记录编号 

2002P-0413 
 
02/24/2003 

强制执法决定函 

 
05/13/2003 

说明函 

 
11/24/2004 

更新函 

 

含有大豆提取磷
脂酰丝氨酸的膳
食补充剂 

免责声明（例如：相当有限且初步的
科学研究……）要紧挨说明并直接位
于说明的下方（例如：磷脂酰丝氨酸
有可能降低……），不得有干扰信
息，且免责声明的字体字号必须与说
明本身的一样，且同样显著。 

 

说明并没有暗示特定水平的磷脂酰丝
氨酸有助于实现说明所述效果。 

 
 

所用大豆提取磷脂酰丝氨酸纯度极
高。 

(1) 摄入磷脂酰丝氨酸有可能降低老年
痴呆的风险。非常有限且初步的科学
研究表明，磷脂酰丝氨酸有可能降低
老年痴呆的风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认为几乎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这一说
明。或 

 

(2) 摄入磷脂酰丝氨酸有可能降低老年
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非常有限且初
步的科学研究表明，磷脂酰丝氨酸有
可能降低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几乎没有科学
依据来支持这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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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坚果和心脏病 

 

记录编号 

2002P-0505 
 
07/14/2003 

强制执法决定函 

(1) 下述所列生
鲜、焯煮、烤制
的、腌制的、和/或
涂有较薄外层的和/

或经过调味的全坚
果或切碎坚果；坚
果外涂层或调味层
中添加的任何脂肪
或胆固醇必须符合
美国联邦法规
101.9(f)(1) 

中极微量的定义。 

 

(2) 含有坚果但非
全坚果或切碎坚果
的、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中含
有至少 11 克的下
述一种或多种坚果
的产品。 
 

(3) 符合该说明的
坚果类型仅限于杏
仁、榛子、花生、
美洲山核桃、部分
松子和开心果及核
桃。 

该健康说明依据的
坚果类型仅限于特
别包含在该健康说
明申请中的、每 50

克坚果中的饱和脂
肪不超过 4 克的那
些坚果。 

全坚果或切碎坚果 

全坚果或切碎坚果无须遵守 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14(a)(4)中的总脂肪不合格水平
的要求。 
 

只有核桃无须遵守§ 101.14(e)(6)中的要
求，即“食品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至少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铁、钙、
蛋白质或膳食纤维的每日所需量的 10%”
的要求。 
 

在全坚果或切碎坚果产品上使用该说明
时，披露声明（见营养信息……）要紧挨
说明并直接位于说明的下方，中间没有干
扰信息，且字体字号必须与说明本身的一
样，且同样显著。 
 

带有此类说明的坚果必须符合 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14(a)(4)中所述饱和脂肪不合
格水平（每 50 克坚果中含有 4 克饱和脂
肪） 

 

含坚果产品 

带有健康说明的含坚果产品必须遵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4)中所有的低饱
和脂肪食品的要求，要求为：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 13 克总脂肪，4

克饱和脂肪，60 毫克胆固醇和 480 毫克
钠。 
 

该说明仅适用于饱和脂肪含量没有超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4)中不合格营养
物质水平的坚果类型。 
 

带有该说明的含有坚果的产品必须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c)(2)中低饱和脂肪食品的定义和

科学依据表明（但未经证实）每天食
用 1.5 盎司的坚果[具体某类坚果的名
称]，作为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饮食的
一部分，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兼脂
肪含量营养信息。] 

 

注意：方括号中提及的具体坚果名称
为可选择填写的内容。括号中的脂肪
含量披露声明适用于全坚果或切碎坚
果的健康声明，但不适用于含有坚果
的产品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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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d)(2)中低胆固醇食品的定义。 
 

带有该说明的含有坚果的产品必须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6)中的要求，即
在添加任何营养成分之前，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中每日所需量中至少含有
10%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铁、钙蛋白
质或膳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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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核桃和心脏病 

 
 

记录编号 
2002P-029 
 
 
03/09/2004 

执行决议函 
 
 
 

全坚果或切碎坚果 

 

核桃无须遵守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4)中的总脂肪不合格水平要
求。 
 
 

核桃无须遵守§ 101.14(e)(6)中的要求，
即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每日所需
量中至少含有10%的维生素A、维生素
C、铁、钙蛋白质或膳食纤维。 
 
 

总脂肪含量（例如：见脂肪含量营养信
息）的披露声明应当紧挨说明并置于说明
之下，中间没有干扰信息，且字体字号必
须与说明本身的一样，且同样显著。 

支持性研究（但非结论性成果）表
明，每日食用1.5盎司的核桃，作为低
饱和脂肪和低胆固醇饮食的一部分
（且不会导致卡路里摄入的增加），
有可能降低冠心病的风险。见脂肪[和
卡路里]含量营养信息。 
 
 

注意：括号中词组“及卡路里”为可选择
填写内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以添
加或没有添加该类信息作为“是否对合
格健康说明的使用采取强制执法决定”
的判断因素。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
为，添加此类信息有利于消费者增强
对核桃中卡路里含量的意识，并鼓励
企业将此类信息放入产品标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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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欧米茄-3脂肪酸和
冠心病 
 
 

记录编号 
2003Q-0401 
 
 
09/08/2004 

强制执法决定函 - 

健康申请 
 
 
09/08/2004 

强制执法决定函 - 

市场申请 
 
 

含有EPA和DHA欧
米茄-3脂肪酸的常
规食品和膳食补充
剂 

 

 

膳食补充剂不得在产品标签中做出如下推
荐或建议：EPA和DHA的每日摄入量超
过2克。 
 
 

全脂肪含量 

如果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即标签所述使用量）中膳
食补充剂含量小于等于5克，则无需遵守
总脂肪不合格水平的要求，但是如果每次
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膳食补充剂含量
小于等于5克但补充剂超过了总脂肪不合
格水平（每50克13.0克），则披露声明
（例如：“见总脂肪含量营养信息”）必须
紧挨健康声明。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膳食补充剂含量超过5克的必须不得
超过总脂肪含量的不合格水平（每次每一
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13.0克且如果每
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30 克或 ≤ 2 汤
匙，则为每50克不得超过该标准）。
（见“《强制执法决定规定的合格健康说
明》，《欧米茄-3脂肪酸和冠心病》”以
及《欧米茄-3脂肪酸和冠心病的强制执法
决定函》）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鱼类（例
如：“基本来说全都是鱼类的产品”）总脂
肪不得超过16.0克。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总脂肪含量超过13.0克的鱼类必
须在健康说明中注明“见总脂肪含量营养
信息”。“基本来说全都是鱼类的产品”包括
不含任何添加成分的鱼类以及含有少量的
且符合21 美国联邦法规101. 9(f)(1)中有
关“微量”的定义的添加脂肪或碳水化合物
的鱼类。此类产品示例有：生鱼、熟煮鱼
和烤鱼。 
 
 

（续） 

支持性研究（但非结论性成果）表明，
食用EPA和DHA欧米茄-3脂肪酸有可能
降低冠心病风险。一份剂量的[食品名称]

可以提供[ ]克的EPA和DHA欧米茄-3脂
肪酸。[见总脂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
量营养信息]。 
 
 

注意：膳食补充剂可以在“补充剂信息”而
非在健康说明中标明一份剂量中EPA和
DHA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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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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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鱼类以外的常规食品不得超过总脂肪不合
格水平。对于个别食品，总脂肪不合格水
平为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13.0

克，如果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是≤ 30 

克或 ≤ 2 汤匙，则为每50克。对于肉类
产品来说，总脂肪不合格水平为标签所述
每次使用量中含有26.0克，而对于主菜产
品，总脂肪不合格水平为标签所述每次使
用量中含有19.5克 
 
 

饱和脂肪含量 

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有关饱和脂肪含量的
低饱和脂肪标准（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
考值中≤1克）但不必符合饱和脂肪标准
中“小于15%的卡路里”的标准。 
 
 

鱼类不得超过“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含有4.0克”的饱和脂肪不合格水平
（如果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是≤ 30 克
或 ≤ 2 汤匙，则每50克为4.0克） 
 

鱼类以外的常规食品必须符合低饱和脂肪
的标准（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1克且如果是个别食品，则不超过15%的
卡路里来自饱和脂肪，如果是肉类产品和
主菜产品，则每100克≤1克且不超过10%

的卡路里来自饱和脂肪）。强制执法决定
函中“低饱和脂肪”一段中有一处错误，即
“肉类产品和主菜产品应当符合所有有关
“低饱和脂肪”的标准”（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c)(2)）。美国联邦法规编号应为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2(c)(3)）。 
 
 

胆固醇含量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膳食补充剂
含量小于等于5克，则无需遵守总脂肪不
合格水平的要求（每50克60毫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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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是超过胆固醇不合格水平的必须在合格健
康说明中给出“见胆固醇含量营养信息”。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膳食补充剂
含量大于5克时必须符合低胆固醇的标准
（每50克小于等于20毫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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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鱼类必须符合有关胆固醇含量“极贫”标准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或每100克
< 95 毫克，以量大者为准），但是无须
符合饱和脂肪含量的要求。每次每一次可
食用的参考值中胆固醇含量大于60毫克
的鱼类必须在合格健康说明中给出“见胆
固醇含量营养信息”。 
 
 

鱼类以外的常规食品必须符合低胆固醇的
标准（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2(d)(2)）。
对于个别食品、肉类产品和主菜产品，见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62(d)(2)中的具体低
胆固醇标准。 
 

钠 

所有常规食品和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钠物
质不合格水平中的要求（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小于等于480毫克，如果每次
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30 克或 ≤ 2 汤
匙，则为每50克小于等于480毫克，对于
肉类产品，标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含有小
于等于960毫克，对于主菜产品，则为标
签所述每次使用量中小于等于720毫克） 
 
 

少10%的营养成分要求 

在添加任何营养成分之前，所有常规食品
必须符合 少10%的营养成分要求（维生
素A 500国际单位，维生素C 6毫克，铁 

1.8毫克，钙 100毫克，蛋白质 5克，纤
维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2.5

克）。 少10%的营养成分要求不适用于
膳食补充剂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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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橄榄油中单一不饱
和脂肪酸和冠心病 

 
 

记录编号 
2003Q-0559 
 
 
11/01/2004 

强制执法决定函 

实质上是橄榄油和
标注为纯橄榄油的
所有产品（定义见
*）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6克橄榄油的
色拉酱料（例如：
色拉酱），低胆固
醇（(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62(d) 

(2)）且每50克产品
的饱和脂肪含量不
超过4克。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6克的植物提
取油的食品，低胆
固醇（21 美国联邦
法规101.62(d) 

(2)）且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饱和脂肪含量不超
过4克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6克橄榄油的
含橄榄油类食品，
低胆固醇（21 美国
联邦法规101.62(d) 

(2)）且含有至少
10%的维生素A、维
生素C、铁、钙、蛋

橄榄油、植物提取油、色拉酱、酥油
和含有橄榄油的食品无须遵守21 美国
联邦法规101.14(a)(4)中的总脂肪不合
格水平的要求。 
 
 

符合“饱和脂肪不合格水平为50克（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4(e)(3)）”要求的
食品则不适用于橄榄油、植物提取油
和酥油。 
 
 

对于橄榄油、色拉酱和酥油来说，不
适用“食品中下列物质之一应当符合每
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每日所需
量至少为10%”的要求：维生素A、维
生素C、铁、钙、蛋白质或膳食纤维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4(e)(6)）。 
 
 

当植物提取油、色拉酱、酥油、或含
有橄榄油的食品中的总脂肪不合格水
平超标时，披露声明（例如，见饱和
脂肪含量营养信息）应当紧挨健康说
明并置于说明之下，之间没有干扰信
息，且字体字号与说明相同，并与说
明同样显著。 
 
 

如果食品不符合低饱和脂肪的定义
（21美国联邦法规101.62(c)(2)），则
披露声明（例如，见饱和脂肪含量营
养信息）应当紧挨健康说明并置于说
明之下，之间没有干扰信息，且字型
字号与说明相同，并与说明同样显著 
 
 

如果上述两个条件符合，则总脂肪和
饱和脂肪的披露声明可以合并（例
如，见总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营养信

有限科学依据（非结论性依据）表明，
由于橄榄油中含有单一不饱和脂肪，每
日摄取大约2汤匙（23克）的橄榄油有可
能降低冠心病的风险。为了达到这一可
能效果，橄榄油将替代近似含量的饱和
脂肪且不增加每日摄入卡路里的总量。
一份剂量的本产品含有[x]克的橄榄油。 
 
 

注意：当在标签上注明健康说明或为橄
榄油制作标签时，说明中 后一句话“一
份剂量的本产品含有[x]克的橄榄油”为可
以选择添加的内容。 
 
 

*(1) 橄榄油指初榨橄榄油、混合初榨橄
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其中，初榨橄榄油
来源于初次压榨的橄榄中，适合在无需
进一步加工的情况下供人体食用，而精
炼橄榄油来自于压榨物质，适合经过提
炼加工后供人体食用，加工过程可以中
和酸性或去除微粒物质。 
 
 

(2) 植物提取油是指人造奶油（21 美国
联邦法规166.110）或类似人造奶油类的
产品。 
 
 

(3)“色拉酱料”是指经过调配含有橄榄油
的色拉酱料。 
 
 

(4) “酥油”是指经过调配含有橄榄油的植
物油酥油。 
 
 

(5) 含有橄榄油的食品是指酱汁或烧制产
品类的食品，但不包括橄榄油、植物提
取油、色拉酱和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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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白质或膳食纤维。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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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如果含橄榄油食品
的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大于30

克，则该食品的每
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的饱和脂
肪不得大于4克，且
如果含橄榄油食品
的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小于等
于30克，则每50克
该食品不得含有4克
以上的饱和脂肪。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6克橄榄油的
酥油，且低胆固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 

(d)(2)），且每次每
一次合理消耗量中
饱和脂肪不高于4

克。 
 
 

肉类产品或主菜产
品（21美国联邦法
规101.13(m)）不得
使用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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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绿茶和癌症 

 
 

记录编号 

2004Q-0083 
 
 
06/30/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绿茶和含有绿茶物
质的常规食品和膳
食补充剂 
 
 
 

绿茶中的总脂肪、饱和脂肪、胆固醇和钠
物质不得超过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4)中规定的不合格营养成分水
平。 
 
 

当食品的脂肪、饱和脂肪、胆固醇和钠没
有超过任何不合格营养物质水平时，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将对用于绿茶食品的标签或
标签制作中“绿茶和乳腺癌以及绿茶和前
列腺癌”的合格健康声明实施强制执法决
定。 
 
 

对于没有满足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6)中 少10%的营养成分含量
要求的绿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考虑实
施强制执法决定。 
 
 

对于没有满足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6)中要求的含有绿茶的食品，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考虑实施强制执法决
定。 

(1) 两项研究并未表明饮用绿茶可以降低
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但一份有限且
不充分的调查表明，饮用绿茶有可能降
低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认为，绿茶降低乳腺癌风险的
可能性很小，或 
 
 

(2) 一份不太充分且有限的研究不能表明
饮用绿茶可以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但
是另一份不太充分且有限的研究则表
明，饮用绿茶有可能降低此类风险，根
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
绿茶降低前列腺癌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吡啶甲酸铬与糖尿
病 

 
 

记录编号 

2004Q-0144 
 
 
08/25/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含有铬的膳食补充
剂 

含有铬的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或高于21 

美国联邦法规101.54(b)中对于“高水平铬”
的定义的要求（例如：根据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的现行规定，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
考值中含有大于等于24毫克的铬将实施
强制执法决定）。 

一份小型研究表明，吡啶甲酸铬有可能
降低抗胰岛素性，且因此有可能降低两
类糖尿病的风险。但是，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吡啶甲酸铬和抗胰岛素性或
两类糖尿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不确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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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钙和结肠癌/直肠癌
以及钙和复发性结
肠/直肠息肉 

 
 

记录编号 
2004Q-0097 
 
 
10/12/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含有钙质的膳食补
充剂 
 

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或高于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54(b)中规定的“高水平钙”的要求（例
如：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200毫克的钙）。 
 
 

膳食补充剂中的钙含量必须可吸收（例
如：具备生物相容性）（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72(c)(ii)(B)）且符合美国药典
(U.S.P.）中关于钙盐的分解性和可溶性
的标准。对于没有美国药典标准的膳食补
充剂，该补充剂必须标明根据产品标签上
所述使用条件下的适当可溶性。（21 美
国联邦法规101.72(c)(ii)(C)）。 

结肠癌/直肠癌： 

部分依据表明，钙质补充剂有可能降
低结肠/直肠癌，但是，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此类依据有限且没有定
论。 
 
 

复发性结肠息肉： 

非常有限且初步的依据表明，钙质补
充剂有可能降低结肠/直肠息肉的风
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几乎没
有支持此类说法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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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钙与高血压、妊娠
性高血压以及先兆
子痫 

 
 

记录编号 
2004Q-0098 
 
 
10/12/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含有钙的膳食补充
剂 

膳食补充剂必须符合或高于21 美国联邦
法规 

101.54(b)中规定的“高水平钙”的要求（例
如：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200毫克的钙）。 
 
 

膳食补充剂中的钙含量必须可吸收（例
如：具备生物相容性）（21 美国联邦法
规101.72(c)(ii)(B)）且符合美国药典
(U.S.P.）中关于钙盐的分解性和可溶性
的标准。对于没有美国药典标准的膳食补
充剂，该补充剂必须标明根据产品标签上
所述使用条件下的适当可溶性。（21 美
国联邦法规101.72(c)(ii)(C)）。 

高血压： 

部分科学依据表明，钙质补充剂有可
能降低高血压的风险，但是，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认为，此类依据不太一致
且不是结论性依据。 

妊娠性高血压： 

四项研究（包括一项大型临床试验）
并未表明钙质补充剂可以降低怀孕期
间发生妊娠性高血压。但是，其他三
项研究表明，钙质补充剂有可能降低
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认为，钙质补充剂降低妊娠
性高血压的可能性很小。 

先兆子痫： 

三项研究（包括一项大型临床试验）
并未表明钙质补充剂可以降低怀孕期
间发生先兆子痫。但是，其他两项研
究表明，钙质补充剂有可能降低此类
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钙质补充剂降低先兆子痫
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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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番茄和/或番茄酱和
前列腺癌、卵巢
癌、胃癌和胰腺癌 

 
 

记录编号 
2004Q-0201 
 
 
11/08/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美国人长寿追寻 
 
 
11/08/2005 

强制执法决定函- 

番茄红素健康说明
联合申请  

(1) 生、熟或脱水番
茄或罐装番茄 
 
 

(2) 含有至少8.37%

的无盐番茄固体的
番茄酱 
 
 

 番茄和/或番茄酱与前列腺癌： 

非常有限且初步的科学依据表明，每周
使用一杯至一杯半的番茄和/或番茄酱有
可能降低前列腺癌风险。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几乎没有支持此类说法的科
学依据。 
 

番茄酱和卵巢癌：  

一份研究表明，每周摄入两次番茄酱有
可能降低卵巢癌的风险；但是，该研究
还表明，摄入番茄或番茄汁对卵巢癌风
险并无影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
番茄酱降低卵巢癌的可能性很小。 
 

番茄和胃癌：  

四项研究并未表明摄入番茄可以降低胃
癌风险，但是三项研究表明，摄入番茄
有可能降低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究，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番茄降低胃癌
的可能性很小。 
 

番茄和胰腺癌： 

一项研究表明，摄入番茄不会降低胰腺
癌的风险，但是一项不太充分、更加有
限的研究则表明摄入番茄有可能降低此
类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番茄降低胰腺癌的可能性很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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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菜籽油中的不饱和
脂肪酸和冠心病风
险的降低  

 
 

记录编号 
2006Q-0091 
 
 
10/06/2006 

强制执法决定函 
 
 

菜籽油（定义见*） 
 
 

含有植物提取油、
色拉酱和菜籽油的
食品中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含有大于等于4.75

克的菜籽油，低饱
和脂肪（21 美国联
邦法规
101.62(c)(2)），且
符合饱和脂肪、胆
固醇和钠物质不合
格水平中的要求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 

(4)）。 
 
 

含有植物提取油和
菜籽油的食品必须
符合 少10%的营
养成分含量要求。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e) 

(6)）。 

含有菜籽油、植物提取油、色拉酱、酥油
的食品无须遵守21 美国联邦法规101. 

14(a)(4)中的总脂肪不合格水平的要求。 

 
 

维生素A、维生素C、铁、钙、蛋白质或
膳食纤维，“食品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
考值的每日所需量中至少含有10%的该类
物质”的要求则不适用于菜籽油、色拉酱
和酥油。 
 
 

当食品中的植物提取油、色拉酱、酥油或
菜籽油的含量超过总脂肪不合格水平时，
披露声明（例如：见总脂肪含量营养信
息）必须紧挨说明并置于说明下方，之间
没有干扰信息，字体字号与说明一样，且
和说明同样显著。 
 
 

根据有限且非结论性的科学依据，由于
菜籽油中含有不饱和脂肪，每天食用大
约1 1/2汤匙（19克）的菜籽油有可能降
低冠心病风险。为了实现这一可能效
果，菜籽油将替代近似含量的饱和脂肪
且不增加每日摄入卡路里的总量。一份
剂量的此类产品含有[x]克的菜籽油。 
 

对于本合格健康说明： 
 

(1) “菜籽油”是指本质上是纯菜籽油和标
注为菜籽油的产品。 
 
 

(2) “植物提取油”是指经过调配含有菜籽
油的人造奶油（21 美国联邦法规
166.110）和类似人造奶油的产品。 
 

(3)“色拉酱”是指经过调配含有菜籽油的
色拉酱。 
 

(4) “酥油”是经过调配含有菜籽油的植物
油酥油。 
 

(5) “含有菜籽油的食品”是指经过调配含
有菜籽油的酱汁或烤制食品等所有其他
食品，但菜籽油、植物提取油、色拉酱
和酥油本身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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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玉米油和含有玉米
油的产品与心脏病
风险的降低  

 
 

记录编号 
2006P-0243 
 
 
3/26/2007 

强制执法决定函 

玉米油（定义见*）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4克玉米油的
植物油混合物和酥
油，且为低胆固醇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d) 

(2)），符合胆固醇
和钠物质不合格水
平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 

(4)）且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中
饱和脂肪含量不高
于4克。 
 
 

色拉酱料（例如：
色拉酱）每次每一
次可食用的参考值
中含有大于等于4克
的玉米油，低胆固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62(d) 

(2)），符合低胆固
醇和钠物质不合格
水平的要求（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 

(4)）且每50克色拉
酱中的饱和脂肪不
高于4克。 
 
 

植物提取油每次每

玉米油、植物油混合物、植物提取油、色
拉酱、酥油和含有玉米油的食品无须符合
21 美国联邦法规101.14(a)(4)中规定的总
脂肪不合格水平的要求。 
 
 

“食品应当遵守饱和脂肪不合格水平为50

克标准”的要求则不适用于玉米油、植物
油混合物、植物提取油和酥油。 
 
 

“食品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参考值中以下
物质每日所需量至少占10%”（21 美国联
邦法规101.14(e)(6)）的要求不适用于玉
米油、植物油混合物、色拉酱和酥油。 
 
 

当植物提取油、色拉酱、酥油或含有玉米
油的产品超过总脂肪不合格水平的要求
时，披露声明（例如：见总脂肪含量营养
信息）必须紧挨说明，之间没有干扰信
息，字号字体与说明一样，且和说明同样
显著。 
 
 

当食品不满足低饱和脂肪（21 美国联邦
法规101.62(c)(2)）的定义时，披露声明
（例如：见饱和脂肪含量营养信息）必须
紧挨说明，之间没有干扰信息，字号字体
与说明一样，且和说明同样显著。 
 
 

如果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总脂肪和饱和脂
肪的披露声明可以合并（例如：见总脂肪
和饱和脂肪含量营养信息）。 

非常有限且初步的科学依据表明，由
于玉米油中含有不饱和脂肪，每天摄
入大约1汤匙（16克）的玉米油有可能
降低心脏病风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认为，几乎没有科学依据支持这一说
明。为了实现这一可能效果，玉米油
将代替近似含量的饱和脂肪且不增加
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总量。一份剂量的
此类产品含有[x]克的玉米油。 
 
 

(1) “玉米油”是指本质上是纯玉米油和
标注为玉米油的产品。 
 
 

(2) “植物油混合物”是指经过调配含有
玉米油的两种或以上的混合物。 
 
 

(3) “植物提取油”是指经过调配含有玉
米油的人造奶油（21 美国联邦法规
166.110）和类似人造奶油的产品。 
 
 

(4) “色拉酱料”是指经过调配含有玉米
油的色拉酱料。 
 
 

(5) “酥油”是指经过调配含有玉米油的
植物油酥油。 
 
 

(6) “含有玉米油的食品”是指经过调配
含有玉米油的酱汁或烤制食品等所有
其他食品，但玉米油、植物油混合
物、色拉酱和酥油本身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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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一次可食用的参考
值中含有大于等于4

克的玉米油，低胆
固（21美国联邦法
规101.62(d) 

(2)），符合胆固醇
和钠物质不合格水
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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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21美国联邦法规
101.14(a) 

(4)），含有至少
10%的维生素A、维
生素C、铁、钙、蛋
白质或膳食纤维，
且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饱和
脂肪含量不超过4克 
 
 

含有玉米油的食品
每次每一次可食用
的参考值中含有大
于等于4克的玉米
油，低胆固醇（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62(d) 

(2)），符合低胆固
醇和钠物质不合格
水平的要求（21美
国联邦法规
101.14(a) 

(4)），含有至少
10%的维生素A、维
生素C、铁、钙、蛋
白质或膳食纤维。
且每50克色拉酱中
的饱和脂肪不高于4

克。 

如果含有玉米油的
食品的每次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大
于30克，则食品每
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不得含有
大于4克的饱和脂
肪，且如果每一次
可食用的参考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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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于30克，则每50食
品中的饱和脂肪不
得超过4克。 
 
 



 172  行业指南 

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硒与癌症 

 
 

记录编号 

FDA-2008- 
Q-0323 
 
 
06/19/2009 

含硒膳食补充剂 只有当膳食补充剂含有硫化硒以外的任何
形式的硒时，才可以在标签或制作标签时
使用有关“硒可以降低膀胱癌风险”的合格
健康说明。 
 
 

只有当膳食补充剂中含有硒代蛋氨酸时，
才可以在标签或制作标签时使用有关“硒
可以降低前列腺癌或甲状腺癌风险”的合
格健康说明。 
 
 

根据第101.14(d)(2)(vii)段的要求，带有
说明的膳食补充剂应当符合营养成分说明
定义中“高含量”（例如：每次每一次可食
用的参考值中每日所需量超过20%）。硒
的20%每日所需量是14微克。 
 
 

膀胱癌 
 
 

“一项研究表明，硒的摄入有可能降低
女性罹患膀胱癌的风险。但是，一项
小规模研究则表明，硒的摄入不会降
低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认为，硒物质补充剂降低
女性膀胱癌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前列腺癌 
 
 

“两项不太充分的研究表明，硒的摄入
有可能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但是四
项更为有力的研究和三项不太充分的
研究均表明，硒的摄入不会降低此类
风险。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认为，硒物质补充剂降低前列腺
癌的可能性很小。” 
 
 

甲状腺癌 

 
 

“一项不太充分的小规模研究表明，硒
的摄入有可能降低甲状腺癌的风险。
根据上述研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
为，硒物质补充剂降低甲状腺癌的可
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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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健康说明 符合条件的食品 执行决议的要素 说明 

声明 

抗氧化剂维生素与
癌症 

 

记录编号 
FDA-2008- 
Q-0299 
 
 
06/19/2009 

含有维生素E和/或
维生素C 的膳食补
充剂 

在标签中，或在一般使用情况下，补充剂
不会做出如下推荐或建议：每日维生素C

摄入量高于1000毫克或每日维生素E摄入
量高于670毫克（阿尔法麦胚粉）。 
 
 

根据101.14(d)(2)(vii)段的要求，含有此
类说明的食品应当符合营养成分说明定义
中“高含量”（例如：每次每一次可食用的
参考值中每日所需量超过20%）。维生素
C的20%每日所需量是12毫克；维生素E

的20%每日所需量是6国际单位*。 
 
 
 
 
 
 
 
 
 
 
 
 
 
 
 
 
 
 
 
 
 
 
 
 
 
 
 
 
 
 
 
 

 
 
*根据2000IOM报告中定义的转换因子，*表示
内容相当于大约1500国际单位的天然维生素E

或大约2200国际单位的合成（全外消旋）维
生素E。转换因子如下： 

（食品、强化食品或多维生素中的阿尔法麦胚
粉毫克数= 0.45 X全外消旋阿尔法麦胚粉的国
际单位数量）（IOM，2000，第6章）。 

维生素C 

 
 

胃癌 

 
 

“一份不太充分的研究和一份存在不
一致结论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补充
剂有可能降低胃癌风险。根据上述
研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维
生素C补充剂减少胃癌风险的可能性
不大。” 
 
 

维生素E 

 
 

膀胱癌 
 
 

“一份小规模研究表明，维生素E补
充剂有可能降低膀胱癌风险。但
是，两份小规模研究显示，补充剂
不会降低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
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维生
素E补充剂降低膀胱癌的可能性很
小。” 
 
 

结肠直肠癌 
 
 

“两份不太充分的研究和一份存在不
一致结论的研究表明，维生素E补充
剂有可能降低结肠直肠癌的风险。
但是另一份有限研究表明，维生素E

不会降低此类风险。根据上述研
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维生
素E补充剂降低结肠直肠癌的可能性
很小。” 
 
 

肾癌 
 

“一份不太充分且有限的研究表明，
维生素E补充剂有可能降低肾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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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录 E: 

其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参考信息 
 

以下内容可以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网站上找到。 

 

• 《销售非家用食品的餐厅及其他零售机构销售的标签指南》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LabelingNutrition/ucm053455.htm 
 

•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营养标签手册：数据库开发及使用指南》，当无法获得标签食品（单一或混合产品）的营养成分含量和差
异的有效估值时，可以使用该说明作为开发并制定可接受数据库的基本指南。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LabelingNutrition/ucm063113.htm 
 

• 《小企业营养标签豁免说明》，其中包含豁免申请表范例和相关信息。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LabelingNutrition/ucm053857.htm 
 

下述文件中含有更多有关联邦食品法律法规的信息。 

下述信息可以从政府出版办公室获取。 

 

•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1997 年现代化法，公法 105-115》政府出版办公室（记录编号 869-033-00116-9） 

书籍。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进行修正，以完善食品、药品、设施和生物产品方
面的法规。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FederalFoodDrugandCosmeticActFDCAct/SignificantAmendmentstothe 
FDCAct/FDAMA/FullTextofFDAMAlaw/default.htm 

 

•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执行法律及相关法规汇编》，第一版（1996）政府出版办公室（记录编号 017-012-00378-8），
1996 年印刷，该活页资料（带有活页夹）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卫生服务法》、《合理包装和标签
法》、《其他有关罕用药的各类规定》、《美国行政诉讼法》、《联邦委员会法》以及《含铅涂料毒性防治法》的汇编资料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FederalFoodDrugandCosmeticActFDCAct/default.htm and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ucm153119.htm 

 

• 标题 21, 《联邦法规汇编》，政府出版办公室（按标题和章节顺序排列），该资料中包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执行的法
规。  

适用于食品行业的法规有： 

— 1 – 99 部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及合理包装和标签法执法基本规定。色素添加剂 

—100 –169 部分：食品、低酸罐装食品和酸化食品的食品标签、食品标准以及合理制造方法。 

— 170 –199 部分：食品添加剂。 

—800 – 1299 部分：《联邦牛奶进口法》、《联邦茶叶进口法》和《联邦腐蚀毒性药法》中的规定，以及传染病防控
和州际卫生运输法规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cfr/cfrsearch.cfm 

 

含有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
荐信息

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LabelingNutrition/ucm053455.htm�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ucm153119.htm�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cfr/cfrsearch.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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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订购信息，请见 
 

文件负责人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 

华盛顿特区，邮编：20402 

电话： (202) 512-1800 

（您所在城市的政府出版办公室分支机构电话请参见电话簿） 

 

•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地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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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录 F: 

计算适当营养物质每日使用量百分比 

 
在营养标签中标注营养成分时，使用两套参考值：1) 每日参考量（DRV）和 2) 
每日推荐摄取量。这两套参考值帮助消费者理解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信息并
帮助消费者比较食品产品的营养价值。每日参考量适用于成人和四岁及四岁以
上儿童，而每日推荐摄取量也是如此，但有关蛋白质的内容除外。每日参考量
用于总脂肪、饱和脂肪、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钾和蛋白
质。而每日推荐摄取量用于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四岁以下儿童及孕期哺乳期
妇女使用的蛋白质。为了不给消费者造成迷惑，标签中有一个单一术语（例
如：每日所需量（DV））用来指代每日参考量和每日推荐摄取量。具体来
说，标签包括每日所需量百分比（除非产品上有蛋白质说明或产品用于四岁以
下婴幼儿，否则无须给出蛋白质的每日所需量百分比）。下述表格中列出了针
对成人和四岁以上儿童的，以 2000 卡路里摄入量为基础的每日所需量。 

 
 

食品成分 每日所需量 

总脂肪 65 克 

饱和脂肪 20 克 
胆固醇 300 毫克 

钠 2,400 毫克 

钾 3,500 毫克 

总碳水化合物 300 克 
膳食纤维 25 克 
蛋白质 50 克 
维生素 A 5,000 国际单位 

维生素 C 60 毫克 

钙 1,000 毫克 

铁 18 毫克 

维生素 D 400 国际单位 

维生素 E 30 国际单位 

维生素 K 80 微克 

硫胺 1.5 毫克 

核黄素 1.7 毫克 
 
 

为了计算每日所需量百分比，需要确定每次使用量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与营养成分
的每日所需量的比值。也就是说，实际（未四舍五入）数量或标注（四舍五入）数
量（见下一部分）除以适当每日所需量。当确定是使用非四舍五入还是四舍五入数
值时，要考察对食品标签来说一致性 好的数值并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消费者迷惑。
上表营养成分按照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中规定的出现在标签中的顺序列出。
该表只包括 21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9)中规定每日参考量的营养成分，或 21 美
美国联邦法规 101.9(c)(8)(iv)中规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的那些营养成分。 

含有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
荐信息

食品成分 每日所需量 

烟酸 20 毫克 

维生素 B6 2 毫克 

叶酸 400 微克 

维生素 B12 6 微克 

生物素 300 微克 

泛酸 10 毫克 

磷 1,000 毫克 

碘 150 微克 

镁 400 毫克 

锌 15 毫克 

硒 70 微克 

铜 2 毫克 

锰 2 毫克 

铬 120 微克 

钼 75 微克 

氯化物 3,40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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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录 G: 

四岁以下婴幼儿、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日所需量 

 
这些数值没有编入法律规定中，但已经发表在联邦公报中，以便为制造商提供所
列营养成分指南（2213 的 58 联邦公报；1993 年 1 月 6 日）。IU 为国际单位的
缩写，mg 为毫克的缩写，mcg 为微克的缩写。有时 μg 也可以作为微克的缩
写。此外，管理局已经修改了四类营养成分的计量单位。钙和磷的含量以毫克计
算，而生物素和叶酸的含量以微克计算 (60 联邦公报 67164 至 67174)。 

 

维生素或矿物质
 

婴儿 4 岁以下儿童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计量单位 

维生素 A  1,500 2,500 8,000 国际单位 

维生素 C  35 40 60 毫克 

钙 600 800 1,300 毫克 

铁 15 10 18 毫克 

维生素 D 400 400 400 国际单位 

维生素 E 5 10 30 国际单位 

硫胺 0.5 0.7 1.7 毫克 

核黄素 0.6 0.8 2.0 毫克 

烟酸 8 9 20 毫克 

维生素 B6 0.4 0.7 2.5 毫克 

叶酸 100 200 800 微克 

维生素 B12 2 3 8 微克 

生物素 50 150 300 微克 

泛酸 3 5 10 毫克 

磷 500 800 1,300 毫克 

碘 45 70 150 微克 

镁 70 200 450 毫克 

锌 5 8 15 毫克 

铜 0.6 1.0 2.0 毫克 

 
 
 
 
 
 

含有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
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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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录 H: 

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四舍五入规定进行数值的四舍五入 
 

包含非法律约束效力的推荐信息 
 

下表中是营养标签或标签制作中营养成分标注的数值四舍五入规定： 
 

 

营养成分 
四舍五入 微量 

卡路里 (1) 

脂肪中卡路里 (1)(ii) 

饱和脂肪中卡路里 (1)(iii) 

< 5 卡路里 – 写做 0 
≤50 卡路里 – 写做稍高于 5 卡路里 
> 50 卡路里 - 写做稍高于 10 卡路里 

< 5 卡路里 

总脂肪 (2) 

饱和脂肪 (2)(i) 

反式脂肪 (2)(ii) 

多元不饱和脂肪 (2)(iii) 

单一不饱和脂肪 (2)(iv) 

< .5 g – 写做 0 
< 5 g – 写做稍高于 .5 克 
≥5 g – 写做稍高于 1 克 

< .5 克 

胆固醇 (3) < 2 毫克 -写做 0 
2 - 5 毫克 – 写做 “小于 5 毫克 “ 
> 5 毫克 – 写做稍高于 5 毫克  

< 2 毫克 

钠 (4) 

钾 (5) 

< 5 毫克 -写做 0 
5 - 140 毫克 -写做稍高于 5 毫克  
> 140 毫克 -写做稍高于 10 毫克  

< 5 毫克 

总碳水化合物 (6) 

膳食纤维 (6)(i) 

糖类 (6)(ii) 

< .5 克 -写做 0 
< 1 克 – 写做 “含有小于 1 克” 或 “小于 1 克” 
≥1 克 -写做稍高于 1 克 

< 1 克 

可溶及不可溶纤维；糖类 (6)(i)(A)&(B)&

糖醇 (6)(iii) 

其他碳水化合物 (6)(iv) 

 
< .5 g -写做 0 
< 1 g -写做 “含有小于 1 克” 或 “小于 1 克” 
≥1 g -写做稍高于 1 克 

 

< .5 克 

蛋白质 (7) < .5 克 – 写做 0 
< 1 克 – 写做 “含有小于 1 克” 或 
“小于 1 克” 或如果在.5 克和 1 克之间时，写做 1 克  
≥1 克 – 写做稍高于 1 克 

< 1 克 

标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的、以每日推荐
荐量为每日所需量%的营养物质时  
(8)(iii) 

写做将近每日所需量的 1%  <每日所需量的 1%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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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 
四舍五入 微量 

维生素和矿物质 

（写做每日所需量的%） 

<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2% 可以写做：  
  (1) 如果实际量大于 1%，则写做每日所需量的 2%  
  (2) 0 
  (3) 星号是指以下说明 
       “含有小于此（此类）物质每日所需量的 2%  
  (4) 对于维生素 A、C、钙、铁，是指以下说明： 
       “_________的含有量不大”  
      （列出遗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10% - 写做稍高于每日所需量的 2%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10% - 50% - 写做稍高于每日所需量的 5%   
>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50% - 写做稍高于每日所需量的 10%  

< 每日推荐摄取量
的 2%  

β-胡萝卜素  

（写做每日所需量的%） 

≤ 维生素 A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10% - 写做稍高于每日所需量的 2%  
>维生素 A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10% - 50% - 写做稍高于 5%  
>维生素 A 每日推荐摄取量的 50% -写做稍高于每日所需量的 10%  

在营养值进行四舍五入，表示为稍高于 1 克时，对于数值恰好在两个整数之间的一半或高于一半（例如：2.5 至 2.99 克
之间），向上限四舍五入（例如：3 克）。对于数值低于两个整数的一半时（例如 2.01 至 2.49 克之间），向下限四舍五
入（例如：2 克）。 

对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的营养成分进行每日所需量百分比四舍五入时，当每日所需量百分比恰好在两个整数之间的一半或
高于一半（例如：2.5 至 2.99 之间），向上限四舍五入（例如：3%）。对于数值低于两个整数的一半时（例如 2.01 至
2.49 之间），向下限四舍五入（例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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