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随着饮料工业的迅速发展 软饮料的分类 标准中的技术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生产

的需要 为此 根据近几年的发展形势进行了修改 在原有软饮料分为八大类基础上增加了茶饮料和特

殊用途饮料两大类 另外本标准参照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的有关标准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 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国的具体情况 对原有八大类的内容也作了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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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饮料 又称非酒精饮料 的类别 定义和种类

本标准适用于经包装的乙醇含量小于 的饮料制品

分类原则

按原料或产品的性状进行分类

类别 定义和种类

碳酸饮料 品 汽水 类

定义

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二氧化碳气的制品 不包括由发酵法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 成品

中二氧化碳气的含量 时体积倍数 不低于 倍

种类

果汁型

原果汁含量不低于 的碳酸饮料 如桔汁汽水 橙汁汽水 菠萝汁汽水或混合果汁汽水等

果味型

以果香型食用香精为主要赋香剂 原果汁含量低于 的碳酸饮料 如桔子汽水 柠檬汽水等

可乐型

含有焦糖色 可乐香精或类似可乐果和水果香型的辛香 果香混合香刑的碳酸饮料 无色可乐不含

焦糖色

低热量型

以甜味剂全部或部分代替糖类的各型碳酸饮料和苏打水 成品热量低于

其他型

含有植物抽提物或非果香型的食用香精为赋香剂以及补充人体运动后失去的电介质 能量等的碳

酸饮料 如姜汁汽水 沙示汽水 运动汽水等

果汁 浆 及果汁饮料 品 类

定义

用新鲜或冷藏水果为原料 经加工制成的制品

种类

果汁

采用机械方法将水果加工制成未经发酵但能发酵的汁液 具有原水果果肉的色泽 风味和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采用渗滤或浸取工艺提取水果中的汁液 用物理方法除去加入的水量 具有原水果果肉的色泽

风味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在浓缩果汁中加入果汁浓缩时失去的天然水分等量的水 制成的具有原水果果肉的色泽 风味

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制品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果汁的制品称为混合果汁

果浆

采用打浆工艺将水果或水果的可食部分加工制成未发酵但能发酵的浆液 具有原水果果肉的色

泽 风味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在浓缩果浆中加入果浆在浓缩时失去的天然水分等量的水 制成的具有原水果果肉的色泽 风

味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制品

浓缩果汁

采用物理方法从果汁中除去一定比例的天然水分制成具有果汁应有特征的制品

浓缩果浆

用物理方法从果浆中除去一定比例的天然水分制成具有果浆应有特征的制品

果肉饮料

在果浆 或浓缩果浆 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成品中果浆含量不低于

用高酸 汁少肉多或风味强烈的水果调制而成的制品 成品中果浆含量不低于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果浆的果肉饮料称为混合果肉饮料

果汁饮料

在果汁 或浓缩果汁 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清汁或浑汁制品 成品中果汁含量不低

于 如橙汁饮料 菠萝汁饮料 苹果汁饮料等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果汁的果汁饮料称为混合果汁饮料

果粒果汁饮料

在果汁 或浓缩果汁 中加入水 柑桔类的囊胞 或其他水果经切细的果肉等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

而成的制品 成品果汁含量不低于 果粒含量不低于

水果饮料浓浆

在果汁 或浓缩果汁 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 含糖量较高 稀释后方可饮用的制品

成品果汁含量不低于 乘以本产品标签上标明的稀释倍数 如西番莲饮料浓浆等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果汁的水果饮料称为混合水果饮料浓浆

水果饮料

在果汁 或浓缩果汁 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清汁或浑汁制品 成品中果汁含量不低

于 如桔子饮料 菠萝饮料 苹果饮料等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果汁的水果饮料称为混合水果饮料

蔬菜汁及蔬菜汁饮料 品 类

定义

用新鲜或冷藏蔬菜 包括可食的根 茎 叶 花 果实 食用菌 食用藻类及蕨类 等为原料 经加工制

成的制品

种类

蔬菜汁

在用机械方法将蔬菜加工制得的汁液中加入水 食盐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如番茄汁

蔬菜汁饮料

在蔬菜汁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制品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蔬菜汁的蔬菜汁饮料称为混合蔬菜汁饮料



复合果蔬汁

在蔬菜汁和果汁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发酵蔬菜汁饮料

蔬菜或蔬菜汁经乳酸发酵后制成的汁液中加入水 食盐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食用菌饮料

在食用菌子实体的浸取液或浸取液制品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选用无毒可食用的培养基 接种食用菌菌种 经液体发酵制成的发酵液中加入糖液 酸味剂等调

制而成的制品

藻类饮料

将海藻或人工繁殖的藻类 经浸取 发酵或酶解后所制得的液体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

的制品 如螺旋藻饮料等

蕨类饮料

用可食用的蕨类植物 如蕨的嫩叶 经加工制成的制品

含乳饮料 品 类

定义

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经发酵或未经发酵 经加工制成的制品

种类

配制型含乳饮料

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成品中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称乳饮料 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称乳酸饮料

发酵型含乳饮料

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经乳酸菌类培养发酵制得的乳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制得的制品 成

品中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称乳酸菌乳饮料 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称乳酸菌饮料

植物蛋白饮料 品 类

定义

用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植物的果实 种子或核果类 坚果类的果仁等为原料 经加工制成的制品 成品

中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种类

豆乳类饮料

以大豆为主要原料 经磨碎 提浆 脱腥等工艺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如纯

豆乳 调制豆乳 豆乳饮料

椰子乳 汁 饮料

以新鲜 成熟适度的椰子为原料 取其果肉加工制得的椰子浆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杏仁乳 露 饮料

以杏仁为原料 经浸泡 磨碎等工艺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其他植物蛋白饮料

以核桃仁 花生 南瓜子 葵花子等为原料经磨碎等工艺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制

品

瓶装饮用水类

定义

密封于塑料瓶 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不含任何添加剂可直接饮用的水

种类

饮用天然矿泉水



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人工揭露的 未受污染的地下矿水 含有一定量的矿物盐 微量元素或

二氧化碳气体 在通常情况下 其化学成分 流量 水温等动态在天然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 允许添加二

氧化碳气

饮用纯净水

以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为水源 采用蒸馏法 电渗析法 离子交换法 反渗透法及其他适当

的加工方法 去除水中的矿物质 有机成分 有害物质及微生物等加工制成的水

其他饮用水

由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采自地下形成流至地表的泉水或高于自然水位的天然蓄水层喷出的

泉水或深井水等为水源加工制得的水

茶饮料 品 类

定义

用水浸泡茶叶 经抽提 过滤 澄清等工艺制成的茶汤或在茶汤中加入水 糖液 酸味剂 食用香精

果汁或植 谷 物抽提液等调制加工而成的制品

种类

茶汤饮料

将茶汤 或浓缩液 直接灌装到容器中的制品

果汁茶饮料

在茶汤中加入水 原果汁 或浓缩果汁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成品中原果汁含量不低于

果味茶饮料

在茶汤中加入水 食用香精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其他茶饮料

在茶汤中加入植 谷 物抽提液 糖液 酸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制品

固体饮料 品 类

定义

以糖 食品添加剂 果汁或植物抽提物等为原料 加工制成粉末状 颗粒状或块状的制品 成品水分

不高于

种类

果香型固体饮料

以糖 果汁 营养强化剂 食用香精或着色剂等为原料 加工制成的用水冲溶后具有色 香 味与品名

相符的制品

蛋白型固体饮料

以糖 乳制品 蛋粉 植物蛋白或营养强化剂等为原料 加工制成的制品

其他型固体饮料

以糖为主 添加咖啡 可可 乳制品 香精等加工制成的制品

以茶叶 菊花及茅根等植物为主要原料 经抽提 浓缩与糖拌匀 或不加糖 加工制成的制品

以食用包埋剂吸收咖啡 或其他植物提取物 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为原料 加工制成的制品

特殊用途饮料 品 类

定义

通过调整饮料中天然营养素的成分和含量比例 以适应某些特殊人群营养需要的制品

种类

运动饮料

营养素的成分和含量能适应运动员或参加体育锻炼人群的运动生理特点 特殊营养需要 并能提高



运动能力的制品

营养素饮料

添加适量的食品营养强化剂 以补充某些人群特殊营养需要的制品

其他特殊用途饮料

为适应特殊人群的需要而调制的制品 如低热量饮料等

其他饮料 品 类

定义

除上述 种类型以外的软饮料

种类

果味饮料

在糖液中加入食用香精 植物抽提液 酸味剂 甜味剂等调制而成的原果汁含量低于 可

直接饮用的制品 如桔味饮料 柠檬味饮料等

果味饮料浓浆经稀释后饮用

非果蔬类的植物饮料类

用非果蔬类的植物的根 茎 叶 花 种子以及竹木自身分泌的汁液 经调制加工制成的制品

其他水饮料

由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为水源 经纯化处理 或未经纯化处理 后 添加或通过一种特

定装置 以使水中含有一定量的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或矿物质的水

用天然矿泉水调制加工而成的制品

其他

以食药两用或新资源食物为原料 经调制加工制成的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