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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罐头》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初稿）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7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

计划（工信厅科函〔2019〕126 号），计划编号为: 2019-0551T-QB，项目名称“番
茄罐头”，主要起草单位：新疆中亚食品研发中心（新康食品）、中国食品发酵工

业研究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1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标准立项之后，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开始着手组织该标准的修订工作，

通过查找国内外资料，了解市场和产品情况。2020 年 1 月 10 日秘书处发出了筹

建工作组的通知，并调研旧版标准使用情况和出现的问题。2020 年 2 月牵头单

位及秘书处以网络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番茄罐头》行业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

会议，会议就标准修订思路、指标框架、工作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初步形成标准

制定工作方案：逐步推进产品及市场调研、主要技术指标数据测定和收集、草案

编写等工作。 
2020 年 3 月~2020 年 6 月，秘书处发出了调研通知，并收集企业返回的数

据，期间多次就数据和实施情况与上下游企业进行沟通。2020 年 7 月~12 月，秘

书处与起草组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对标准修订方案进行商讨，并且在期间秘书

处走访了番茄罐头生产企业，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更好地了解番茄罐头生产情况。 
2021 年 2 月 3 日，牵头单位及秘书处提出了标准草案，就此版草案秘书处

组织召开了第二次起草工作会议（网络会议），研讨草案可行性和修改方案。 
2021 年 3 月~6 月，秘书处经过与牵头单位和起草组多番探讨，最终形成征

求意见稿，并于 8 月开始全社会征求意见。 
 

（2）征求意见阶段 
经标委会秘书处同意，X 年 X 月 X 日，发送到行业向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

见。截止 X 年 X 月 X 日，共发函 X 个单位，并在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网站

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收到 X 个单位回函，其中 X 个单位提出了 X 条意见或建议，

采纳 X 条，不采纳 X 条，部分采纳 X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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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主要单位成员包括 XXX。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XXX 为组员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并

对生产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XXX 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

归纳、分析。XXX 负责本标准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

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具体制定原则如下： 
GB 5009.2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pH 值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14215-XXXX  番茄酱罐头 
QB/T 1006  罐头食品检验规则 
QB/T 4631  罐头食品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GH/T 1193  番茄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番茄品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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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加工用加工番茄和鲜食番茄同为茄科番茄属，番茄种，栽培亚种

中的普通番茄种。 
 
2.2 修改 1：本标准适用范围  

目前市售番茄罐头，具体产品信息见表 1，包装形式主要以马口铁罐、软包

装、玻璃瓶、利乐型复合纸包装为主，主要分为整番茄罐头和不完整番茄罐头两

种，其中不完整番茄又包括带皮番茄丁、去皮番茄丁、番茄块、碎番茄、粗粒番

茄泥、番茄泥等描述形态。并且 CODEX STAN 13-2017 番茄罐头及美国 FDA 标

准§155.190 番茄罐头中都包含了不去皮番茄罐头产品。故根据我国市场调研以

及国际国外标准，本文件适用范围中增加了不去皮番茄罐头品种。 

 

表 1 市售番茄罐头产品 

编

号 
企业 产品名称 净含量/g 番茄

品种 
配料表 产品

形态 
是否去

皮 
包装

形式 

1.  中粮屯河 番茄丁 390g  番茄、水、番

茄酱 
丁 是 铁罐 

2.  番茄丁 2850g  番茄、水、番

茄酱 
丁 是 铁罐 

3.  番茄丁 （190-
215）kg 

 番茄 丁 是 无菌

袋包

装 

4.  番茄丁 （190-
215）kg 

 番茄、水、番

茄酱、食品添

丁 是 无菌

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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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柠檬

酸、氯化钙） 
装 

5.  番茄丁 （190-
215）kg 

 番茄、水、番

茄酱、食品添

加剂（柠檬

酸） 

丁 是 无菌

袋包

装 

6.  原汁整番茄 2850g  番茄、水、番

茄酱 
整果 是 铁罐 

7.  新疆冠农

果茸 
番茄丁 405g 加工

番茄 
番茄 丁 是 马口

铁罐 

8.  番茄丁 210g 加工

番茄 
番茄 丁 是 马口

铁罐 

9.  番茄丁 3000g 加工

番茄 
番茄 丁 是 马口

铁罐 

10.  番茄碎 根据客户

需求定制 
     

11.  番茄条      

12.  新疆中亚

食品 
番茄块 335g 鲜食

番茄 
番茄 丁状 是 玻璃

瓶 

13.  番茄块 335g 鲜食

番茄 
番茄 条形 是 玻璃

瓶 

14.  番茄块 425g 加工

番茄 
番茄 丁状 是 铁罐 

15.  番茄块 760g 鲜食

番茄 
番茄 丁状 是 铁罐 

16.  整番茄 2.4kg 加工

番茄 
番茄，番茄

酱，食盐 
整粒 是 铁罐 

17.  整番茄 2.55kg 加工

番茄 
番茄，番茄

酱，食盐 
整粒 是 铁罐 

18.  番茄块 2.7kg 鲜食

番茄 
番茄 丁状 是 铁罐 

19.  整番茄 2.89kg 加工

番茄 
番茄，番茄

酱，食盐 
整粒 是 铁罐 

20.  番茄块 3.9kg 鲜食

番茄 
番茄 丁状 是 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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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番茄块 3.9kg 加工

番茄 
番茄 丁状 否 铁罐 

22.  番茄块 3.9kg 加工

番茄 
番茄 切半 否 铁罐 

23.  番茄块 3.9kg 加工

番茄 
番茄 条形 否 铁罐 

24.  番茄块 3.9kg 加工

番茄 
番茄 碎 否 铁罐 

25.  茄意欧
CIRIO 

去皮番茄

(PELATI/PEELED 

PLUM TOMATOES) 

400克和

2.5公斤 

 含柠檬酸 整粒 是 铁罐 

26.  碎番茄

(polpa\chopped 

tomatoes) 

400克  含柠檬酸 碎 是 铁罐 

27.  樱桃番茄

（CHERRY 

TOMATO） 

400克  含柠檬酸 整粒 是 铁罐 

28.  粗粒番茄泥

（CRUSHED 

TOMATO） 

350克  含柠檬酸 粗粒 是 玻璃

瓶 

29.  番茄泥

（PASSATA \ 

SIEVED 

TOAMTOES） 

500克  添加柠檬酸和

食盐 

泥 是 利乐

包装 

30.  火山
FIAMMA 

去皮整番茄

whole peeled 

tomatoes in 

tomato juice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整粒 是 铁罐 

31.  碎番茄 diced 

tomatoes in 

tomato juice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碎 是 铁罐 

32.  莫利
MOLI 

去皮整番茄

WHOLE PEELED 

TOMATOES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整粒 是 铁罐 

33.  碎番茄 CHOPPED 

TOMATOES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碎 是 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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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慕意/穆
蒂

MUTTI 

去皮整番茄

PELATI \PEELED 

TOMATOES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柠檬酸 整粒 是 铁罐 

35.  碎番茄 Polpa 

Finely Chopped 

Tomatoes 

400克和

2550克 

 添加盐 碎 是 铁罐 

36.  贝斯隆
BEST-
LONG 

去皮整番茄

WHOLE PEELED 

TOMATOES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整粒 是 铁罐 

37.  碎番茄 Chopped 

Tomatoes 

2550克  添加盐和柠檬

酸 

碎 是 铁罐 

 

2.3 修改内容 2：番茄罐头定义 
本文件参照国际及美国对番茄罐头的定义修改，并且增加了不去皮品种。国

内外定义对比情况见表 2。最终确定番茄罐头为“以番茄为原料，经预处理，去

皮或不去皮、整粒或分切、装罐、加入原汁或调味汤汁或不加汤汁、密封、杀菌、

冷却或无菌灌装制成的罐头食品。” 
表 2  国内外番茄罐头标准适用范围及定义对比表 

项目 CODEX STAN 13-2017 
番茄罐头 

FDA QB/T 1394-2014《番

茄罐头》 

标准适用范

围 

本标准适用于第 2部分定义的产品和

直接用于餐饮服务或者有必要重新包

装的产品。 

本标准还适用于进一步加工的产品。 

本标准不包括干制番茄和包含着其他

能改变产品味道、 

香味和番茄口感的蔬菜，例如大量辣

椒和洋葱的番茄罐头。 

该标准不包括番茄干，也不包

括腌制西红柿，因为干西红柿

中含有大量的其他蔬菜，如胡

椒和洋葱，会极大地改变西红

柿成分的味道、香气和滋味。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罐头

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

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藏。 

本标准适用于以番茄为

原料，经去皮、切丁或

不切丁、装罐、加入汤

汁、密封、杀菌、冷却

制成的番茄罐藏食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番茄酱

罐头。 

标准中出现

的定义/说明 

 
番茄罐头是由成熟番茄制成的

食品，其符合红色或带红色品

种的水果（Lycopersicum 
esculentum P.Mill）的特征。 

西红柿可以去皮，也可以不去

皮，但应去除茎干和杂质，并

去核，除非内部核对质地和外

观不影响。 

3.1果蒂 pedicel 
果实与果柄的连结部

分。 
3.2破裂果 splitting 

tomatoes 
果肉破裂，籽实外流的

番茄果实。 
3.3分离沉淀

precip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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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调味番茄原汁上

层析出清汁的现象。 
3.4黑心果 tomatoes 

with black heart 
果实生长过程中因生理

变异致使内部有黑心的

番茄。 

番茄原料种

类 
不同品种的番茄根据外形或其他类似

物理特征分为： 

圆形：球形或半球形。 

梨形或卵形或李子形：长形。 

不同品种群体的西红柿（栽培

品种开放授粉或杂交）在形状

或其它方面相似的物理特性可

指定为：1.圆形：球状或半球

状；2.圆柱形、梨形、蛋形或

李子形：拉长形状。 

 

番茄罐头定

义 
番茄罐头： 

(a) 由符合 

Lycopersicon/Lycopersicum 

esculentum P. Mill 水果特性的大量

并且干净的红色或浅红色品种制备而

成。如果这些番茄含有果梗或者果

萼，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除去这些部

位，并挖除果芯； 

(b) 用或不用合适的包装介质和适合

产品的调味品填充； 

(c) 容器封装前后应采取适当的方式

加热处理以防变质。 

番茄罐头是由成熟番茄制成的

食品，其符合红色或带红色品

种的水果（Lycopersicum 

esculentum P.Mill）的特

征。 西红柿可以去皮，也可

以不去皮，但应去掉茎干和杂

质，并去核，除非内部核对质

地和外观不重要。 

本标准适用于以番茄为

原料，经去皮、切丁或

不切丁、装罐、加入汤

汁、密封、杀菌、冷却

制成的番茄罐藏食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番茄酱

罐头。 

 
2.4 修改内容 3：术语和定义 
1、修改 3.3 分离沉淀的定义：由于汤汁不仅限于调味番茄原汁，还包括未调味

番茄原汁等，故将定义修改为“汤汁上层析出清汁的现象。” 
2.5 修改内容 4：产品分类及代号 
1、修改产品分类：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及标准中核心技术要求设置，参照 CAC 标

准及 FDA 标准中的产品类别，对分类进行了修改，修改结果如下： 
4.1.1 根据固形物形状分类 
根据固形物形状不同分为： 
——整番茄罐头：终产品中，番茄保持原形的番茄罐头； 
——楔形番茄罐头：番茄从中心处均匀切成四等分的产品； 
——番茄片罐头：沿番茄轴向均匀厚度切分的产品； 
——番茄丁（块）罐头：分切尺寸不小于 10mm 的丁状或块状的产品； 
——番茄碎罐头：分切尺寸小于 10mm 的丁状或块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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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根据调味方式分类 
根据番茄罐头调味方式不同分为： 
——原味（原汁）型：以番茄为原料，添加水、番茄酱、番茄汁，添加或不添加

盐、柠檬酸等辅料（每种辅料添加量不超过终产品重量的 0.1%）的番茄罐头； 
——调味型：以番茄为原料，添加水、番茄酱、番茄汁，辅以盐、白砂糖及新鲜

或通过物理方式保藏的洋葱、胡椒、芹菜等蔬菜或香料成分（辅料添加量不超过

终产品重量的 10%），并添加柠檬酸等添加剂的番茄罐头。 
2、修改了产品代号：根据 QB/T 2683《罐头食品代号的标示要求》中的编号规则

对不同类型产品代号进行编制，具体见下表 3 

表 3  番茄罐头产品代号 

项目 产品代号 

原味（原汁）型 调味型 

整番茄罐头 807 807F 

番茄丁（块）罐头 807 1 807F 1 

楔形番茄罐头 807 2 807F 2 

番茄片罐头 807 3 807F 3 

番茄碎罐头 807 4 807F 4 

 

 
2.6 修改内容 5：原辅材料要求中番茄的要求可直接参照 GH/T 1193《番茄》标

准的要求。 
 
2.7 修改内容 6：感官要求 

通过市场调研，参照企业数据（详见附件 1）及 CAC、FDA 标准（详见表

4），对感官要求进行修订。 
表 4  CAC、FDA 关于番茄罐头感官要求 

项目 
CODEX STAN 13-2017 

番茄罐头 
FDA 

感官 

番茄罐头应该具有成熟番茄的颜色特征。具有

正常的香味和气味，没有其他产品的 香味和气

味。有特殊成分的番茄应该同时具有番茄和加

入的其他物质的香味。 

规格或完整性 

规格成完整性仅对于“整番茄”类型是一个指

标，“完整”类型番茄罐头应出不少于 

西红柿应具有成熟西红柿的正常颜色特征，经过

适当加工，具有正常的风味和无异味，不带有本

产品所浸有的风味和异味。含有特殊成分的腌制

西红柿应具有西红柿和其他物质所赋予的风味。 

（b）质量。 

（i）规定的方法确定的排水重量，应不少

于一般容器确定的装满容器所需的水重量

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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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m 的完整或几乎完整的沥干番茄组

成，有不完整或几乎不完整单元的容器除外。 

对于小金属罐（净重小于 500g），这个值是 

70%。 

缺陷允许量 

凡选用这种原料和按这种规范制备而成的成品

应基本上无不良果芯物质和外来植物 

物质，且不含本标准中是否特别指明的过量缺

陷，某些一般缺陷数进上应不大于以下限量： 

果皮（“未去皮”类型除外） 

整个削皮的：面积累计不大于 30 cm2 /kg 总

内容物。 

瑕疵 

面积累计不大于 3.5 cm2 /kg 总内容物。 

（ii）颜色强度和红色度，应不小于以孟

塞尔方法描述的色盘的任何组合的混合色

的强度和红色度。 -暴露出光盘 1 的面积

的三分之一，但不超过光盘 2 的面积的三

分之一； 

（iii）每公斤成品（2.2 磅）的果皮所覆盖

的面积不超过 15 平方厘米（2.3 平方英

寸），基于所提供的所有已检查容器的平

均值，相当于每磅 6.8 平方厘米（1.06 平

方英寸） 

（5）罐装未去皮番茄的质量：每公斤成

品（2.2 磅）的瑕疵覆盖面积不超过 3.5 平

方厘米（0.54 平方英寸），基于所检查的

所有容器的平均值，相当于每磅 1.6 平方

厘米（0.25 平方英寸）。 

 
2.8 修改内容 7：理化指标 

通过企业日常检验数据、市场产品调研数据等对理化指标进行分类规定，调

研数据详见附件 1。最终根据统计结果，番茄红素、pH 和总酸指标要求不变，根

据内容物形状不同和番茄原料品种不同分别规定固形物含量和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2.9 修改内容 8：删除了原标准中污染物限量、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要求，修改为食品安全要求，并直接引用标准 GB 7098。 
2.10 修改内容 9：根据企业日常检测经验，细化番茄罐头的番茄红素检测方法，

明确样品粉碎为匀浆后取样量为 0.5 g ~1.2 g。 
2.11 修改内容 10：标注、包装、运输、贮存中增加对产品标志的要求——若不

去皮应在产品类型中附加标注“未去皮”，若去皮应在产品类型中附加标注“去

皮”。生产厂家可根据实际情况标出实际固形物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因此标准技术内

容合理、可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番茄栽培面积最大、生产总量最多的国家。因罐装番茄品种的

差异导致番茄罐头的生产工艺存在较大差异。而在实际生产销售中“番茄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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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必须的。番茄去皮生产番茄罐头不仅给生产企业因处理番茄皮渣而带来生

产成本的增加，而且无论是热处理去皮还是化学方法去皮均增加能耗、影响环境

并且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鲜食番茄保存期短，除直接食用之外，很少进行精深

加工。鲜食番茄的价格是加工番茄的 3 倍，集中处理加工可为农户增收，也避免

保存期短带来的滞销浪费。从口感角度，消费者更倾向于鲜食番茄，但加工番茄、

鲜食番茄番茄品种间的差异会显著影响番茄罐头产品的感官、理化指标，因此参

照国际相关标准增加感官、理化要求的质量分级标准，增加番茄丁罐头产品固形

物含量区间。该标准的修订将与 2017 版国际标准接轨，对规范产品生产、提升

该类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国际贸易，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罐头领域标

准体系及整个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际领先水平。与国际标准比对情况见下表。 

表 5  番茄罐头重要技术指标要求国内外标准比对情况 

项目 
CODEX STAN 13-2017 

番茄罐头 
FDA 

理化要求 

霉菌数 

根据当地零售商的法规设置番茄霉菌数的标准 

pH 不超过 4.5。 

最小灌装量 

番茄应完全装满容器，产品（包含填充介质在

内）应占不少于容器水容量的 90%。 

容器水容量为 20℃时完全装满密封容器时蒸

馏水的体积。 

最小沥干重 

7.1.4.1 产品的最小沥干重应不少于 20℃完全

装满密封容器蒸馏水重量的 50%。 

1.pH 值不得超过 4.5。（番茄罐头分级

标准中） 

2.如果产品中成分全部是番茄，该

成分的重量不少于按照规定的方法

制成的成品的沥干重量的 80％ 

3.罐装番茄的容器填充标准是不少

于容器总容量的 90％ 

 
 

七、 在标准体系表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5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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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番茄罐头的企业调研数据 
 
一、感官指标调研情况 

各企业感官调研数据见表 1~3。 
 
 
二、理化指标调研情况 

各品种理化要求调研数据见表 4 和表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