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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

集团有限公司、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

司、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永兰、占茉莉、余腾斐、丁学宝、李浩、翁淑燚、柳新荣、李琴、赵

一平、周泽业、张金泽。 

本文件第 3-5 章，第 7-8 章知识产权归属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本文件仅供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会员企业自愿使用。未经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同意，不得印刷、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文件

开展认证、检测等活动应经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书面批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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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体 饮 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饮料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第 3 章定义的固体饮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8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GB 5009.1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中咖啡因的测定 

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789  饮料通则  

GB/T 21733  茶饮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1121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QB/T 4221  谷物类饮料 

QB/T 4791  植脂末 

QB/T 5206  植物饮料  凉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78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体饮料 solid beverage 

固体饮品 

用一种或几种食用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

加工制成粉末状、颗粒状等固态形式，供冲调或冲泡后饮用的饮料制品。 

4 产品分类 

4.1 分类概述 

固体饮料按原料或产品特性进行分类，可分为风味固体饮料、果蔬类固体饮料、蛋白固体饮

料、茶类固体饮料、咖啡类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植脂末、乳酸菌固体饮料。 

4.2 具体分类 

4.2.1 风味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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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用香精（料）、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甜味剂、酸味剂、植脂末等一种或几种物

质作为调整风味主要手段，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

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果味固体饮料等。 

4.2.2 果蔬类固体饮料 

以水果、蔬菜（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

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2.1 果蔬（汁）粉 

以水果、蔬菜或其汁液为原料，除可添加食品添加剂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营养

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水果（汁）粉、蔬菜（汁）粉、复合果蔬（汁）粉。 

注：复合果蔬（汁）粉是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水果（汁）粉和（或）蔬菜（汁）粉的果蔬（汁）粉。 

4.2.2.2 果蔬（汁）固体饮料 

以水果、蔬菜（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为原料，添加一种或几种其他

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包括水果（汁）固体饮料、

蔬菜（汁）固体饮料、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 

注：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是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水果和（或）蔬菜原料的果蔬（汁）固体饮料。 

4.2.3 蛋白固体饮料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乳和（或）乳制品、胶原蛋白（肽）等动物蛋白原料，植物果实、

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的植物蛋白原料等一种或几种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

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注：蛋白固体饮料的原辅料不得使用水解蛋白［胶原蛋白（肽）除外］；蛋白固体饮料不包括以乳和（或）

乳制品作为唯一的蛋白质来源的产品。 

4.2.3.1 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植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的植物蛋白原料为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3.2 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乳和（或）乳制品、胶原蛋白（肽）等动物蛋白原

料，植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等植物蛋白原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

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4 茶类固体饮料 

以茶叶、茶鲜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添加或

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不包括袋泡茶。 

4.2.4.1 茶粉  

    以茶叶或茶鲜叶为原料，经过干燥、研磨或粉碎等物理方法制得的粉末状固体饮料，如抹茶、

超微茶粉等。 

4.2.4.2 速溶茶（速溶茶粉） 

以茶叶的水提取液、浓缩液为原料，除可添加食品添加剂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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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4.3 水果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加入果汁、浓缩

果汁、水果粉等的一种或几种，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

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4.4 奶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加入乳和（或）

乳制品，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4.5 其他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添加一种或几种

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5 咖啡类固体饮料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提取液或其浓缩液、速溶咖啡）为

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4.2.5.1 咖啡粉 

以咖啡豆为原料，经过干燥、焙炒和研磨制成的粉末状固体饮料，如研磨咖啡（粉）等。 

4.2.5.2 调味咖啡粉 

以咖啡豆为原料，经过干燥、焙炒和研磨制成，并添加食用香精（料）进行调味的粉末状固

体饮料，如香草味咖啡粉。 

4.2.5.3 速溶咖啡（速溶咖啡粉）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提取液或其浓缩液、速溶咖啡）为

原料，除可添加食品添加剂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

料。 

4.2.5.4 咖啡固体饮料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提取液或其浓缩液、速溶咖啡）为

原料，添加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乳和（或）乳制品、植脂末等一种或几种食品原辅料、

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速溶/即溶咖啡固体饮料。 

4.2.6 植物固体饮料 

以植物和（或）其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

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不包括果蔬类固体饮料、茶类固体饮料、咖啡类固体饮料。 

4.2.6.1 可可固体饮料  

以可可和（或）可可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

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巧克力固体饮料等。 

4.2.6.2 草本固体饮料（本草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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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允许使用的植物（包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的一种或几种为

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

凉茶固体饮料、花卉固体饮料等。 

注：国家允许使用的植物见有关部门发布，包括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等。 

4.2.6.3 谷物类固体饮料 

以谷物和（或）谷物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

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谷物浓浆固体饮料、谷物固体饮料等。 

4.2.7 植脂末 

以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和（或）糖浆、食用油脂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乳和（或）

乳制品等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喷雾干燥等加工工艺制成的粉状产

品。 

4.2.8 乳酸菌固体饮料 

含有一定量可用于食品的乳酸菌菌种并符合相应活菌数要求的固体饮料。 

5 技术要求 

5.1 原辅材料要求  

5.1.1 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5.1.2 不得添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最新版规定的禁用物质和国家

有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版《兴奋剂目录》中的物质。 

5.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 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无异臭 

状 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5.3 水分要求 

应不高于 7.0%。 

注：对于含椰果、淀粉制品、糖渍豆等调味（辅料）包的组合包装产品，水分要求仅适用于可冲调成液体的

固体部分。 

5.4 基本技术要求 

按照标签标示的冲调（冲泡）比例或方法稀释后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基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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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项    目 指标或要求 

果蔬类 

固体 

饮料 

果蔬（汁）粉 
按

原

始

配

料

计

算 

果汁（浆）和（或）蔬菜汁（浆）含量

（质量分数） a/% 
100 

水果（汁）固体饮料 果汁（浆）含量（质量分数）/% ≥10 

蔬菜（汁）固体饮料 蔬菜汁（浆）含量（质量分数）/% ≥5 

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 
果汁（浆）和（或）蔬菜汁（浆）含量

（质量分数）/% 
≥10 

蛋白 

固体 

饮料 

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蛋白质（质量分数）/% ≥2 

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蛋白质（质量分数）/% ≥2 

不同来源蛋白质含量的比例 符合标签标示 

茶类 

固体 

饮料 

茶粉 

速溶茶 

绿茶 

茶多酚含量/（mg/kg） 

≥500 

乌龙茶 ≥400 

其他 ≥300 

绿茶 

咖啡因/（mg/kg） 

≥60 

乌龙茶 ≥50 

其他 ≥40 

水果茶固体饮料 

奶茶固体饮料 

其他茶固体饮料 

茶多酚/（mg/kg） ≥200 

果汁含量（质量分数）/% 

（仅限于水果茶固体饮料） 
≥5 

蛋白质 b（质量分数）/% 

（仅限于奶茶固体饮料） 
≥0.5 

咖啡因/（mg/kg） ≥35 

咖啡类

固体 

饮料 

咖啡粉 

咖啡因 c/（mg/kg） 

咖啡固形物 d/（g/kg） 

≥200 

调味咖啡粉 

速溶咖啡 ≥10 

速溶/即溶咖啡固体饮料 
咖啡因 c/（mg/kg） 

咖啡固形物 d/（g/kg） 

≥200 

≥5 

植物 

固体 

饮料 f 

可可固体饮料 固形物 d/（g/kg） ≥5 

草本固体饮料 

凉茶 总黄酮/（mg/kg） ≥20 

花卉 固形物 d/（g/kg） 0.1 

其他 固形物 d/（g/kg） 0.5 

谷物类固体饮料 
总固形物 e/（g/kg） ≥100（60） 

总膳食纤维/（g/kg） ≥10 

植脂末 符合 QB/T 4791 的要求 

乳酸菌固体饮料 乳酸菌活菌数≥10 6CFU/g 

注：固形物是指来源于咖啡和（或）制品、可可和（或）制品、花卉和（或）制品等原料的固形物，不包括来源

于糊精、食糖、果葡糖浆等辅料的固形物。 
a 指除食品添加剂外，产品的果蔬汁含量。 
b 指来源于乳和（或）乳制品的蛋白质。 
c 声称低咖啡因的产品，咖啡因含量应小于 50 mg/kg。 
d 固形物以原料配比或计算值为准，通过产品进货台账、配料方案以及日常在线投料进行生产管理。 
e 括号中的数值仅限于谷物固体饮料，低糖和无糖产品对总固形物不做要求。 
f 以有食用量规定的植物为原料，其使用量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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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 GB 7101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取 5g 左右的被测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用肉眼观察其色泽和外观形态；

按标签标示的冲调（冲泡）比例或方法制备样品，倒入无色透明的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

鉴别气味，检查其有无外来异物；用温开水漱口，品尝滋味。 

6.2 理化指标检验 

6.2.1 水分 

按 GB 5009.3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2 果蔬汁含量 

按 GB/T 3112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3 蛋白质 

按 GB 5009.5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4 茶多酚 

按 GB/T 21733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5 咖啡因 

按 GB 5009.139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6 总黄酮 

按 QB/T 5206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7 固形物 

6.2.7.1 以原料配比或计算值为准，计算公式见式（1）： 

                      m =(C×M1)/ M2……………………………………（1） 

式中： 

m—固形物含量，单位为 g/kg； 

C—咖啡和（或）制品、可可和（或）制品、花卉和（或）制品等原料中固形物的质量分数，

单位为%； 

M1—固体饮料产品使用的原料质量，单位为 g； 

M2—冲调后饮料质量，单位为 kg。 

6.2.7.2 谷物类饮料的总固形物按 QB/T 422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8 总膳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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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 5009.88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2.9  乳酸菌 

    按 GB 4789.35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与抽样 

7.1.1 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7.1.2 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至少 15 个最小独立包装或抽样袋（总重量不少于 500g），分别用于

感官、理化、微生物检验以及留样。  

7.2  出厂检验 

7.2.1 每批产品出厂时由企业按本文件进行检验，符合文件要求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菌落总数（乳酸菌固体饮料除外）、大肠菌群。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项目：本文件 5.2～5.5 规定的全部项目。 

7.3.2 一般情况下，每年需对产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原料、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停产半年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平时记录有较大差别时。 

7.4  判定规则 

7.4.1 检验结果全部合格时，判定整批产品合格。 

7.4.2 检验结果中微生物项目不符合本文件时，直接判定整批产品为不合格，不得复检。 

7.4.3 若有不超过两项（含两项）不符合本文件时，可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以复检

结果为准。若复检结果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则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7.4.4 若有三项以上（含三项）不符合本文件时，直接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签 

8.1.1 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的有关规定。 

8.1.2 标签、说明书及宣传资料不得使用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明示、暗示或者强调产品适用未成年

人、老人、病人、存在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人群等特定人群，不得使用生产工艺、原料名称等明

示、暗示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满足特定疾病人群的特殊需要等。 

8.1.3 不得标示“代餐××”或类似的名称。 

8.1.4 蛋白固体饮料、草本固体饮料和乳酸菌固体饮料应标注“本产品不能代替保健食品、婴幼

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8.1.5 应在食品名称的邻近部位使用同一文字大小标注“4 产品分类”中的最小类别属性名称。 

8.1.6 应标注产品的冲调（冲泡）比例或方法。 

8.1.7 果蔬类固体饮料应标注冲调（冲泡）后果汁和（或）蔬菜汁的含量，复合果蔬（汁）粉和

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应标注不同果汁和（或）蔬菜汁的混合比例。 

8.1.8 蛋白固体饮料应标示蛋白质含量，复合蛋白固体饮料应标注不同蛋白质来源的混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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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植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为原料生

产的产品，可以称为植物蛋白固体饮料，也可以称为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8.1.10 水果茶固体饮料应标示冲调（冲泡）后的果汁含量。 

8.1.11 咖啡类固体饮料应标示冲调（冲泡）后的咖啡因含量，当某品种或某产地咖啡使用量占

咖啡原料总量的比例大于50%时，可声称使用某种或某产地的咖啡原料。 

8.1.12 茶类固体饮料命名时可附加原料茶叶名称。其中以单一茶叶名称命名时，名称中茶叶原

料的用量应占茶叶原料总量的80%以上。 

8.2 包装 

8.2.1 产品包装应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不应采用过度包装和使用过

多的防护隔板，减少塑料对环境的污染。必须使用防护隔板时，宜使用环保材料，不宜使用塑料

泡沫材料。 

8.2.2 产品包装可采用组合包装形式，即同一包装容器内可以有多种包装形式，既可有固体性状

的包装食品，也可有液体性状的包装食品，如椰果、淀粉制品、糖渍豆等包装食品。 

8.3 运输和贮存 

8.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爆晒、雨淋、重压；需冷链运输和贮存的产品，应符合产品标示

的贮运条件。 

8.3.2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装、运输和贮存。 

8.3.3 应在清洁、避光、干燥、通风、无虫害、无鼠害的仓库内贮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