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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罐头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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鲭鱼罐头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鲭鱼罐头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冻藏良好的鲭鱼为原料，经加工处理、装罐、调味、密封、杀菌、冷却

制成的罐藏食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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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009.2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胺的测定 

GB/T 5461 食用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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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T 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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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破碎 crush 

鱼体破裂、断开、碎散，失去原有形态。 

3.2  

血蛋白 blood protein 

粘附在鱼肉表面、悬浮于液体中或沉积于空罐内的血蛋白凝固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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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装罐量 max filling weight 

制定杀菌规程时，设定的高于正常装罐量的装罐质量。一般应高出5%，以确保产品安全

性。 

3.4  

硫化铁 ferric sulphide 

    内容物中的含硫化合物与罐壁铁基板作用而产生的疏松易脱落的黑色物质。 

4 产品分类 

根据产品配料和调味方式不同，鲭鱼罐头分为盐水鲭鱼罐头、茄汁鲭鱼罐头和油浸鲭鱼

罐头及其他调味鲭鱼罐头。 

5 技术要求 

5.1 原辅材料 

5.1.1 鲭鱼 

冻藏良好，符合GB 2733的规定。 

5.1.2 食用盐 

应符合GB/T 5461的规定。 

5.1.3 水 

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5.1.4 番茄酱 

应符合GB/T 14215的规定。 

5.1.5 食用植物油 

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 

5.1.6 其他原辅料 

应符合其他相应标准的的规定。 

5.2 感官要求 

应符合附录要求。 

5.3 理化指标 

产品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理化指标                                   

项目 优级品 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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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含量 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每批产品平均净含量不低于标示值 

固形物含量（%）                 ≥ 65% 50% 

氯化钠含量（%）  

≤ 

盐水、茄汁和油浸类 3.5 

调味类 6.5 

组胺（mg/kg）                  ≤ 100 

5.4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7098的规定。 

5.5 产品生产过程及工艺要求 

5.5.1 生产过程卫生规范 

应符合GB 8950的要求。 

5.5.2 加工工艺要求 

5.5.2.1 加工过程时间要求 

蒸煮前加工流程时间控制：环境温度若不超21℃，流程时间不超过24h。环境温度若超

过21℃，流程时间不超过12h。 

5.5.2.2解冻 

解冻后鱼体中心温度不应大于4℃。 

5.5.2.3处理 

鱼体剪两刀成三角形去除肛门，去头去尾去内脏，完全清除内脏，必要时对鱼体开腹。

空气鼓泡清洗干净。 

5.5.2.4盐浸 

充分盐浸，使鱼体脱水。 

5.5.2.5装罐 

装罐量不能超过最大装罐量。 

5.5.2.6预煮 

预煮时间为15-25分钟，预煮温度不应低于95℃。 

5.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限量应符合GB 2760的要求。 

5.7 包装材料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6 检验方法 

6.1 感官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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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GB/T 10786规定的方法检验。感官质量品质评价可参见附录A。 

6.2 净含量、固形物含量 

按GB/T 10786规定的方法检验。 

6.3 氯化钠含量 

按GB 5009.44规定的方法检验。 

6.4 组胺 

按GB 5009.208规定的方法检验。 

6.5 食品安全指标 

按GB 7098规定的方法检验。 

7 检验规则 

应符合QB/T 1006的规定，其中感官指标、净含量、固形物含量、氯化钠为出厂检验项

目。 

8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应符合QB/T 46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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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鲭鱼罐头感官品质评价方法 

A.1 总则 

本文件是为保证产品在符合本标准的其他理化要求基础上，评价产品感官品质达到消费

者的可接受程度和满意度。 

本文件所采用的系统评价为鲭鱼罐头感官品质评价提供了基本判断依据。 

本文件旨在为评价体系提供详细指导以满足感官评价要求。 

A.2 基本要求 

A.2.1 按条款A.5五提供的计分体系，对每罐进行感官特征评估（外观，气味，滋味，组织）。 

A.2.2 对全部的样品的感官品质进行评分，并进行计算，最高分不超过20分。 

A.2.3 每罐平均得分计算基于检验员给的分数，按不合格品、合格品、优级品评判。 

A.3 一般检测条件 

A.3.1 检测室：检验应该在符合在独立的检验室内进行，有足够的光线，适合的温度，并

保持通风。 

A.3.2 检验员：应有正常的味觉、嗅觉和视觉。对产品熟悉，并经过至少10学时的感官训

练课程培训合格。检验员连续感官检验时间应不超过2小时。 

A.4 步骤 

A.4.1 所需的材料用品 

除感官评价基本材料和用具外，还应准备以下材料和用具： 

a)开罐器 

b)白瓷盘（宽度约 24cm） 

c)不锈钢勺 

d)一次性信封 

e)评分表 

A.4.2 样品的准备 

A.4.2.1 抽样：按 QB/T 1006 要求进行抽样。 

A.4.2.2 每罐样品都要有有可区别的标识或编号。 

A.4.2.3 印有罐码的各罐之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相同批次的样品可与同一个编码的白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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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摆放。 

A.4.2.4用开罐刀开罐，将内容物与液体小心倒进已编码的白盘中。倒出过程要特别小心，

以免鱼的完整性被破坏。小心将鱼铺开。每个白盘配一把勺子。 

A.4.3 样品评估 

A.4.3.1 每罐应该按以下感官特征进行评估，以便能够使用条款 A.5的评级标准： 

a) 外观（总体颜色，物理缺陷）； 

b) 气味； 

c) 滋味； 

d) 组织（质地、质感）。 

各项感官特征进行独立评估，得分为 0-5 分。 

A.4.3.2当评估外观的时候，观察样品呈现的形式，包装方式，规格大小，内容物状态。 

A.4.3.3 当评估气味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在开罐 1~5 分钟内进行气味评估； 

b) 所有内容物都应该一起考虑进去； 

c) 按 1:3 的比率从每罐里面选取鱼，用手指将这些所选的鱼轻轻捣碎，闻鱼的气味，

基于总体对气味做评分报告； 

d) 如果鱼发现有不可接受气味，检测其他样品，以便全面评价。 

A.4.3.4 当评价滋味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滋味，应是鱼肉入口时的口感和气味； 

b) 从每罐中以 1:3 的比率选取鱼肉； 

c) 充分咀嚼样品，评估它的滋味，从总体评分。 

A.4.3.5当评估组织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从每罐中按 1:3的比率选取鱼肉； 

b) 将鱼肉放于单独盘中，腹部朝上，用勺子将鱼分成两块鱼片。观察外观； 

c) 将其中一片鱼肉捣开，用手指轻压，感受其质地，通过压碎感受组织； 

d) 从鱼肉里面挑出鱼刺，按压并感受组织； 

e) 从总体上打分评价； 

f) 如果受检产品组织不可接受，检测其他，然后给予总体评价。 

A.5 评估等级 

A.5.1 外观 

产品色泽、特征，鱼的形状和缺陷均应全面考虑。物理方面的缺陷包括：淤伤、破碎、

压碎、鱼头残留、鱼鳍、脱皮、寄生虫以及外来杂质。评分要求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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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外观评分要求 

描述 评分 

典型的金属色、银灰色鱼皮，无破碎，压碎，鱼头残留，鱼鳍，破落的鱼

皮，内脏，无明显淤伤及脱皮，无外来杂质，无使用其他鱼种，无寄生虫，

无硫化铁。 

5 

基本达到金属色、银灰色鱼皮，无外来杂质，无使用其他鱼种，❉允许轻

微淤伤、脱皮、破碎、压碎、鱼头残留、鱼鳍、内脏，寄生虫，硫化铁。 

4 

缺少典型的金属色、银灰色鱼皮，无外来杂质，轻微马口铁罐硫化铁，但

未污染内容物❉❉可接受范围内的淤伤、破碎、压碎、鱼头残留、鱼鳍、

内脏、脱皮、寄生虫。 

3 

无外来杂质，马口铁罐硫化铁轻微污染内容物❉❉❉一定量的淤伤、破碎、

压碎、鱼头残留、鱼鳍、内脏、脱皮、寄生虫。 

2→1 

大量的淤伤、破碎、压碎、鱼头残留、鱼鳍、内脏、脱皮、寄生虫、外来

杂质，明显马口铁罐硫化铁污染。 

0 

注： 

❉存在微量，普通消费者也许发现不了，可能含有 1 条肉眼可见经灭活的寄生虫。 

❉❉可能会注意到，但是大部分消费者不会太抵触，可能含有两条肉眼可见经灭活的寄生虫。 

❉❉❉大部分消费者不能接受，可能含有三条及以上肉眼可见经灭活的寄生虫，但不允许超

单一包装内鱼条/块数。 

A.5.2 气味 

产品气味评分要见表 A.2。 

表 A.2 气味评分要求 

描述 评分 

具有新鲜鲭鱼罐头应有的温和典型的好气味。 5 

具有鲭鱼罐头应有的气味。 4 

❉有轻微异味，如酸味、烧焦味、焦糖味等 3 

❉❉有轻微不可接受的气味，如金属味，腐臭味，霉味等 2→1 

有明显不可接受气味，金属味，腐臭味，非常强烈的干鱼味道 0 

注： 

❉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也不会太反感抵触。 

❉❉可以注意到，消费者也许不会反感。 

A.5.3 滋味 

产品滋味评分要求见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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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滋味评分要求 

描述 评分 

具有新鲜的鱼罐头应有的好滋味。 5 

具有鱼罐头应有的滋味。 4 

❉有轻微的变味如金属味、木头味、草味、烧焦味等味道 3 

❉❉有轻微不可接受的金属味，生锈味，苦味等味道 2→1 

不可接受的腐臭味、苦味、塑料味、硫磺味等明显异味。 0 

❉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也不会太反感抵触。 

❉❉可以注意到，消费者也许不会反感。 

A.5.4 组织形态 

组织形态评分要求见表A.4。 

表A.4 组织形态评分要求 

描述 评分 

肉质紧密，软硬适度，无硬骨 5 

肉质较紧密，软硬较适度，无硬骨 4 

❉肉质轻微松散，有用大拇指和食指不易弄碎硬鱼骨 3 

❉❉鱼肉松散、破碎，有用大拇指和食指不能弄碎的硬鱼骨 2→1 

鱼肉呈浆糊状，有用大拇指和食指不能弄碎的硬鱼骨 0 

注： 

❉：大部分消费者不反感 

❉❉ 消费者反感 

A.6 结果的计算和判定 

A.6.1 计算每罐感官分数的总得分：每个项目的原始得分X相应的系数，计算得分。（外观

检验系数为0.8，气味检验系数为1.2，滋味检验系数为1.2，组织检验系数为0.8） 

A.6.2 基于每罐总得分判断每罐是否为不合格品、合格品、优级品。判定规则如下： 

a）每罐总得分≥16 时，则为优级品； 

b）每罐总得分≥12 时，则为合格品； 

    c）每罐总得分＜12 时，则为不合格品。 

A.6.3 记录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数量，按QB/T 1006的判定标准判定批次产品等级优级品、

合格品、或不合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