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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食品长期短缺历史的结束，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食
品的需求也由单纯的数量需求转向质量需求甚至功能保健方面的需求。
1973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活动中
必需的微量元素[1]。硒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抗氧化、抗肿瘤、抗衰老等
[2-3]。人和动物体缺硒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如人类的克山病、大骨节病，动

物的白肌病等，除此以外一些癌症、地方性甲状腺障碍等也与低硒环境密
切相关[4-5]。
人体缺硒会不健康，摄入过量会中毒，随着人们对补硒安全性的不断
深入的认识，对富硒产品的品质要求将会更高。目前，我国市场上富硒产
2.1 目的、意义

品名目繁多，同种产品硒含量范围不一致，“含硒”和“富硒”概念混淆。

（工作开展背

富硒产品及其制品的相关质量认证认可工作起步较晚，尚处于初级阶段，

景及要求）

主要表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的富硒产品认证制度体系建设明显不足，
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相应的认证配套体系不健全等，这些突出问题将会
严重影响我国富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综上所述，本项目旨在从富硒产品认证制度的建设着手，依据我国
现行的与产品认证认可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法规性文件、部门规
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参照国内外关于富硒产品的标准、法规以及配套的
认证认可制度和程序等，就在我国建立统一标准的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开展
基础性的研究。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将为积极推进我国富硒产品认证工作持
续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提高富硒产品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
提供有益的决策依据和参考价值。
目前富硒产品并没有国际标准，其余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富硒国家标准，
更没有认证标准。中国是富硒产品标准最多、最全面的国家，包括：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2499-2009《富硒稻谷》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 600-2002《富硒茶》

2.2 与国内外
相关标准、文献
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行业标准 GH/T 1135-2017《富硒农产品》
湖北省地方标准 DBS42/002-2014《富有机硒食品硒含量要求》
陕西省地方标准 DB6109.1-2012《富硒食品与其相关产品硒含量标准》
江西省地方标准 DBD36/T566-2009《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
广西省地方标准 DB45/T 1061-2014《富硒农产品 硒含量分类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天然富硒区的群雄逐鹿，而没有国
家层面的统一标准，更没有国家层面的认证标准，从而造成富硒产品良莠
不齐，真假难辨，因此相关认证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北京商业机械研究所负责标准总体组织协调、调
研分析、标准起草及修改完善。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起草阶段，对我国现有产品认证制度
及国外类似认证制度进行对比、研究分析，确定标准编写框架。
3.2 起草阶段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6 月，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核心成员，研究起草
标准，经过起草组内部多次讨论，并向相关富硒行业专家、标准化专家
和认证方面的专家征求意见，起草组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
修改，于 10 月下旬完成《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南》起草工作。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 标准审定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起草组参考了国内外现有的一些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认证实施规则。国内认证管理办法
如：
《饲料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
《强制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国内认证实施规则如：
《森林认证规则》、
《食品质量认证实施规则
—酒类》
、
《有机认证实施规则》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
。这些产品认证制度一般均
包括总则、认证实施、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监督管理和认证费用的内容。
参考国外日本特别栽培农产品认证制度、国外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国外有机产品认证制度
等。国外产品认证制度一般涉及了认证机构、认证程序、认证标准、监督管理、认证证书和标
志等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如下：
1.综合考虑以上产品认证制度的框架内容和结构，
《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南》（征求意
见稿）给出了富硒产品认证制度的认证实施要求、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监督管理和认证收费
的指南。
2.《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南》（征求意见稿）术语与定义给出富硒产品、富硒产品认
证和富硒产品认证制度的定义。
3.富硒产品认证属于自愿性产品认证，也是第三方机构认证。《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
南》
（征求意见稿）认证实施部分规定了认证及检测机构、认证人员、认证依据、认证模式、认
证程序和申投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依据 GB/T 27024-2014《合格评定 人员认证机构通用要
求》
、 GB/T 27025-200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7028-2008《合格评定 第
三方产品认证制度应用指南》和 GB/T 27067-2006《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标准和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制定。
富硒产品的认证模式选择 GB/T 27067-2006《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中 6.3.7 描述的制
度 5。此种认证模式包括了认证模式的全部要素，无论是取得认证的资格条件，还是认证后的监
督措施，均是最完善的，其集中了各种认证模式的优点，因而能向消费者提供最大的信任。，这
种认证模式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类型，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向各国推荐的一种认证类型。因此，
对于富硒产品认证，应采取这种认证模式。
4.本标准依据 GB/T 27023-2008《第三方认证制度中标准符合性的表示方法》、 GB/T
27027-2008《认证机构对误用其符合性标志采取纠正措施的实施指南》和 GB/T 27030-2006《合
格评定 第三方符合性标志的通用要求》
，规定了富硒产品认证证书应包含的内容和认证标志的
样式内容。
5.《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南》
（征求意见稿）给出了监督管理的内容，从国务院认证认
可管理部门、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认证机构三个方面进行了要求。
6.《富硒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指南》
（征求意见稿）参考其他管理办法和实施规则，认证机构
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收取认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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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
用于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 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
写。
注 3：3.1 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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