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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公告

关于瑞士乳杆菌R0052等53种“三新食品”的公告（2020年第4
号）

发布时间： 2020-06-02 来源: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2020年  第4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瑞士乳杆菌R0052等4

种新食品原料、三赞胶等21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辛酸锌等28种食品相关

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 件 ：

瑞士乳杆菌R0052等4种新食品原料、三赞胶等21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辛酸锌等28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公告文本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年5月20日

相关链接：解读《关于瑞士乳杆菌R0052等53种“三新食品”的公
告》（2020年第4号）

http://www.nhc.gov.cn/wjw/index.shtml
http://www.nhc.gov.cn/sps/new_index.shtml
http://www.nhc.gov.cn/sps/pqt/new_list.shtml
http://www.nhc.gov.cn/sps/zcwj2/zcwj.shtml
http://www.nhc.gov.cn/sps/pzfxxgk/gywm.shtml
http://www.nhc.gov.cn/sps/ptpxw/new_li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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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辛酸锌等 28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一、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新品种

（一）辛酸锌

产品名称
中文 辛酸锌

英文 Zinc caprylate

CAS号 557-09-5

使用范围 塑料：乙烯-乙烯醇共聚物（EVOH）

最大使用量/ % 0.06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5（以锌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



20

（二）3-羟丙基封端的二甲基[硅氧烷与聚硅氧烷]与聚ε-

己内酯形成的二元酯的二醋酸酯

产品名称

中文

3-羟丙基封端的二甲基[硅氧烷与聚硅氧

烷]与聚ε-己内酯形成的二元酯的二醋酸

酯

英文

Siloxanes and silicones, dimethyl,

3-hydroxypropyl group-terminated,

diesters with poly(2-oxepanone), diacetates

CAS号 116810-47-0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0.025（以涂膜干重计）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0.05（以 6-羟基己酸和己内酯之和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涂层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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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2-二甲基-1,3-丙二醇，乙二醇，间苯二甲酸，

对苯二酸二甲酯，二聚酸及偏苯三甲酸酐的共聚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2-二甲基-1,3-丙二醇，乙二醇，间苯

二甲酸，对苯二酸二甲酯，二聚酸及偏

苯三甲酸酐的共聚物

英文

Polymer of 2,2-dimethyl-1,3-propandiol,

ethylene glycol, isophthalic acid,

dimethyl terephthalate, dimer acid and

trimellitic anhydride

CAS号 157479-47-5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2.5（以涂料配方计）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0.05（2,2-二甲基-1,3-丙二醇）；30（以

乙二醇计）；5（以间苯二甲酸计）；5（以

偏苯三酸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0.05（二聚酸）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涂层不得用于接触乙

醇含量高于 20%的食品；使用温度不得

超过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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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霞石正长岩

产品名称
中文 霞石正长岩

英文 Nepheline syenite

CAS号 37244-96-5

使用范围 塑料

最大使用量/ % 50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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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4-苯三酸酐与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

3,3’-二甲基-4,4’-联苯二异氰酸酯的共聚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2,4-苯三酸酐与4,4’-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酸酯和3,3’-二甲基-4,4’-联苯二异氰

酸酯的共聚物

英文

Copolymer of 1,2,4-benzenetricarboxylic

anhydride, 4,4’-diphenylmethane

diisocyanate, and

3,3’-dimethyl-4,4’-biphenylene

diisocyanate

CAS号 133078-67-8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50（以涂膜干重计）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5（以偏苯三甲酸计）；

ND（以异氰酸根计，DL=0.01mg/kg）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



24

（六）二甲基甲基氢（硅氧烷与聚硅氧烷）与乙烯基封

端的二甲基硅氧烷的反应产物

产品名称

中文

二甲基甲基氢（硅氧烷与聚硅氧烷）与

乙烯基封端的二甲基硅氧烷的反应产

物

英文

Siloxanes and silicones, di-Me, Me

hydrogen, reaction products with vinyl

group terminated di-Me siloxanes

CAS号 156065-02-0

使用范围 纸和纸板

最大使用量/% 0.0022（以纸浆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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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2-二甲基-1,3-丙二醇与乙二醇、1,3-苯二甲酸、

癸二酸、1,4-苯二甲酸和偏苯三甲酸酐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2-二甲基-1,3-丙二醇与乙二醇、1,3-苯

二甲酸、癸二酸、1,4-苯二甲酸和偏苯三

甲酸酐的聚合物

英文

Polymer of 2,2-dimethyl-1,3-propandiol，

ethylene glycol, isophthalic acid, sebacic

acid，terephthalic acid and trimellitic

anhydride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1.8（以涂料配方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2,2-二甲基-1,3-丙二醇）；30（以乙

二醇计）；5（以 1,3-苯二甲酸计）；7.5（以

1,4-苯二甲酸计）；5（以偏苯三甲酸计）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涂层不得用于接触乙醇

含量高于 8%的食品，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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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使用

量

（一）硅灰石

产品名称
中文 硅灰石

英文 Wollastonite

CAS 号 13983-17-0

使用范围 橡胶

最大使用量/ % 15

特定迁移限量

（SML）/

（mg/kg）

—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橡胶材料及制品使用温

度不得高于 150 ℃，接触时间不得超过

30分钟，仅用于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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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芥酸酰胺

产品名称
中文 芥酸酰胺；（Z）-13-二十二烯酰胺

英文 Erucamide；cis-13-Docosenamide

CAS号 112-84-5

使用范围 塑料：聚氯乙烯（PVC）

最大使用量/ % 1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 PVC 塑料材料及制品不

得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20%的食品和

脂肪性食品，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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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产品名称
中文 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英文 3-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CAS号 919-30-2

使用范围 塑料：聚苯硫醚（PPS）

最大使用量/ % 0.35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 PPS 塑料材料及制品使

用温度不得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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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 1,4-丁二醇和α-氢-ω-羟基聚

(氧-1,4-丁烷二基)的聚合物

产 品 名

称

中文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 1,4-丁二醇和α-氢-ω-

羟基聚(氧-1,4-丁烷二基)的聚合物

英文

1,4-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4-dimethyl

ester, polymer with 1,4-butanediol and

α-hydro-ω-hydroxypoly(oxy-1,4-butanediyl)

CAS号 9078-71-1

使用范围 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最大使用量/ % 18

特定迁移限量

（SML）/

（mg/kg）

0.05（四氢呋喃）；5（以 1,4-丁二醇计）；

7.5（以对苯二甲酸计）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 PET 塑料材料及制品不

得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20%的食品；仅

限用于室温下长期储存（包括温度不超过

120℃，时间不超过 0.5h的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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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丙烯酸与 2-丙烯酰胺聚合物的钠盐

产品名称

中文 2-丙烯酸与 2-丙烯酰胺聚合物的钠盐

英文
Polymer sodium salts of 2-acrylic acid

and 2-acrylamide

CAS号 25987-30-8

使用范围 纸和纸板

最大使用量/ % 0.5（以干基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6（以丙烯酸计）；

ND（丙烯酰胺，DL=0.01mg/kg）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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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甲基-2-丙烯酸与 2-丙烯酸乙酯和 2-丙烯酸的聚

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甲基-2-丙烯酸与 2-丙烯酸乙酯和 2-

丙烯酸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methyl-, polymer

with ethyl 2-propenoate and 2-propenoic

acid

CAS号 30351-73-6

使用范围 粘合剂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6（以丙烯酸计）；6（以甲基丙烯酸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粘合剂所生产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仅限用于室温灌装（包

括温度不超过 70℃，时间不超过 2h或

温度不超过 100℃，时间不超过 15min

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并在室温

下长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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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I.分散紫 26

产品名

称

中文
C.I.分散紫 26；分散紫 H-FRL；1,4-二氨

基-2,3-二苯氧基蒽醌

英文

C.I. Disperse Violet 26；Disperse Violet

H-FRL；

1,4-diamino-2,3-diphenoxyanthraquinone

CAS号 6408-72-6

使用范围 塑料：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S）

最大使用量/ % 0.0003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该物质应符合 GB 9685-2016附录 A 对着

色剂纯度的要求；添加了该物质的 AS 塑

料材料及制品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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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玻璃纤维

产品名称
中文 玻璃纤维

英文 Glass fiber

CAS 号 65997-17-3

其他名称 玻璃棉

使用范围 塑料：聚四氟乙烯（PTFE）

最大使用量/% 25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 PTFE塑料材料及制品

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50℃，接触时间不得

超过 30min；不得用于接触婴幼儿配方

食品及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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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树脂新品种

（一）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烯基苯、2-丙烯酸-2-乙

基己基酯和 2-丙烯酸甲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烯基苯、2-

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和 2-丙烯酸甲酯

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methyl-, methyl

ester, polymer with ethenylbenzene,

2-ethylhexyl 2-propenoate and methyl

2-propenoate

CAS号 74082-28-3

使用范围 粘合剂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

6（以丙烯酸计）；6（以甲基丙烯酸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粘合剂所生产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仅限用于室温灌装

（包括温度不超过 70℃，时间不超过

2h或温度不超过 100℃，时间不超过

15min 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

并在室温下长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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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甲基丙烯酸甲酯与丙烯酸丁酯、乙酸乙烯酯和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甲基丙烯酸甲酯与丙烯酸丁酯、乙酸

乙烯酯和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

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methyl-, methyl

ester, polymer with butyl 2-propenoate,

ethenyl acetate and 2-ethylhexyl

2-propenoate

CAS号 193542-91-5

使用范围 粘合剂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

6（以丙烯酸计）；6（以甲基丙烯酸计)；

12（乙酸乙烯酯）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粘合剂所生产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仅限用于室温灌装（包

括温度不超过 70℃，时间不超过 2h或

温度不超过 100℃，时间不超过 15min

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并在室温

下长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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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酸乙烯酯和 2-丙烯酸-2-

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酸乙烯酯和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methyl-, methyl

ester, polymer with ethenyl acetate and

2-ethylhexyl 2-propenoate

CAS号 26794-25-2

使用范围 粘合剂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6（以甲基丙烯酸计）；12（乙酸乙烯酯）；

0.05（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粘合剂所生产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仅限用于室温灌装（包

括温度不超过 70℃，时间不超过 2h或

温度不超过 100℃，时间不超过 15min

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并在室温

下长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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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与乙酸乙烯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与乙酸乙烯酯

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ethylhexyl ester,

polymer with ethenyl acetate

CAS号 25067-02-1

使用范围 粘合剂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

12（乙酸乙烯酯）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粘合剂所生产的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仅限用于室温灌装（包

括温度不超过 70℃，时间不超过 2h或

温度不超过 100℃，时间不超过 15min

条件下的热灌装及巴氏消毒）并在室温

下长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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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二(羟甲基)环己

烷和 2-甲基-1,3-丙二醇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3-苯二甲酸与1,4-苯二甲酸、1,4-二(羟

甲基)环己烷和2-甲基-1,3-丙二醇的聚

合物

英文

1,3-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polymer

with 1,4-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4-cyclohexanedimethanoland

2-methyl-1,3-propanediol

CAS号 164002-50-0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85（以涂膜干重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5（以 1,3-苯二甲酸计）；7.5（以 1,4-苯

二甲酸计）；5（以偏苯三甲酸计）；5（2-

甲基-1,3-丙二醇）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偏苯三甲酸酐在该树脂中的含量不得

超过 2%（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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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E,4E）-2,4-己二烯酸与对苯二酚、氯甲基环氧

乙烷、2-丙烯酸乙酯、4,4’-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2-甲

基-2-丙烯酸甲酯、2-甲基-2-丙烯酸和丙烯酸的聚合物与二甲

胺基乙醇的反应产物

产品名

称

中文

(2E,4E)-2,4-己二烯酸与对苯二酚、氯甲基

环氧乙烷、2-丙烯酸乙酯、4,4’-亚甲基双

（2,6-二甲基酚）、2-甲基-2-丙烯酸甲酯、

2-甲基-2-丙烯酸和丙烯酸的聚合物与二甲

胺基乙醇的反应产物

英文

2,4-Hexadienoic acid, (2E,4E)-, polymer

with 1,4-benzenediol,

2-(chloromethyl)oxirane, ethyl 2-propenoate,

4,4’-methylenebis[2,6-dimethylphenol],

methyl 2-methyl-2-propenoate,

2-methyl-2-propenoic acid and 2-propenoic

acid, reaction products with

2-(dimethylamino)ethanol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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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迁移限量

（SML）/

（mg/kg）

0.6（对苯二酚）；6（以甲基丙烯酸计）；6

（以丙烯酸计）；0.2[以 4,4’-亚甲基双（2,6-

二甲基酚）、4,4’-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

与氯甲基环氧乙烷的聚合物

（TMBPF-DGE）、TMBPF-DGE∙H2O和

TMBPF-DGE∙2H2O之和计]；0.05（以

TMBPF-DGE∙HCl、TMBPF-DGE∙2HCl和

TMBPF-DGE∙HCl∙H2O之和计）

最大残留量

（QM）/

（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不得用于接触

婴幼儿食品与母乳；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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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与 1,2-乙二

醇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

与 1,2-乙二醇的聚合物；偏苯三甲酸酐

与 1,2-乙二醇的聚合物

英文

5-Isobenzofurancarboxylic acid,

1,3-dihydro-1,3-dioxo-, polymer with

1,2-ethanediol

CAS号 43011-20-7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5（以涂膜干重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5（以偏苯三酸计）；30（以乙二醇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使用温度不

得超过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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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醛与对叔丁基苯酚和双酚 A的聚合物

产品名

称

中文 甲醛与对叔丁基苯酚和双酚 A的聚合物

英文

Formaldehyde, polymer with

4-(1,1-dimethylethyl)phenol and bisphenol

A

CAS号 54579-44-1

最大使用量/ % 15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0.05（对叔丁基苯酚）；15（以甲醛计）；

0.6（双酚 A）

最大残留量（QM）

/（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使用温度不

得超过 130℃，不得用于接触婴幼儿食品

与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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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二醇与 1,3-苯二甲酸、对苯二甲酸二甲酯和己

二酸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乙二醇与 1,3-苯二甲酸、对苯二甲酸二甲

酯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英文

Polymer of ethylene glycol, isophthalic

acid, terephthalic acid, dimethyl ester and

adipic acid

CAS号 82076-71-9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30（以涂料配方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30（以乙二醇计）；5（以 1,3-苯二甲酸计）；

7.5（以 1,4-苯二甲酸计）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不得用于接

触乙醇含量高于 8%的食品，使用温度不

得超过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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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3-苯二甲酸与 1,4-丁二醇、对苯二甲酸二甲酯和

己二酸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3-苯二甲酸与 1,4-丁二醇、对苯二甲酸

二甲酯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英文

1,3-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polymer

with 1,4-butanediol, terephthalic acid,

dimethyl ester and hexanedioic acid

CAS号 82076-69-5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80（以涂膜干重计）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5（以 1,3-苯二甲酸计）；7.5（以 1,4-苯二

甲酸计）；5 (以 1,4-丁二醇计)

最大残留量

（QM）/（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接触蛋白饮

料时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21℃；接触其他

类型食品时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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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树脂扩大使用范围

（一）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与氯乙烯和乙

酸乙烯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与

氯乙烯和乙酸乙烯酯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2-methyl-,

oxiranylmethyl ester, polymer with

chloroethene and ethenyl acetate

CAS 号 26781-49-7

使用范围 粘合剂，涂料及涂层，油墨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 定 迁 移 限 量

（SML）/（mg/kg）

0.02（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

酯）；ND（氯乙烯, DL = 0.01mg/kg）；

12（乙酸乙烯酯）；

最大残留量（QM）

/（mg/kg）
1（氯乙烯）

备注

当 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

可与所接触食品或食品模拟物发生反

应时，使用 0.02mg/6dm²（QM）作为其

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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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酸乙烯酯与氯乙烯、反丁烯二酸和甲基丙烯酸

缩水甘油酯的共聚物

产品名称

中文

乙酸乙烯酯与氯乙烯、反丁烯二酸和甲

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的共聚物；乙酸乙

烯酯与氯乙烯、反丁烯二酸和 2-甲基-2-

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的共聚物

英文

Vinyl acetate, polymer with vinyl

chloride, fumaric acid and glycidyl

methacrylate

CAS 号 —

使用范围 粘合剂、涂料及涂层、油墨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12 (乙酸乙烯酯)；ND (氯乙烯 , DL =

0.01mg/kg)；0.02 (2-甲基-2-丙烯酸环氧

乙烷基甲基酯)

最大残留量（QM）

/（mg/kg）
1 (氯乙烯)

备注

当 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

可与所接触食品或食品模拟物发生反

应时，使用 0.02mg/6dm²（QM）作为其

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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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氢化的苯乙烯与 1,3-丁二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氢化的苯乙烯与 1,3-丁二烯的聚合物

英文
Styrene polymer with 1,3-butadiene,

hydrogenated

CAS号 66070-58-4

通用类别名 PS

使用范围 塑料、橡胶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ND（1,3-丁二烯，DL = 0.01 mg/kg）

最大残留量（QM）

/（mg/kg）
1（1,3-丁二烯）；0.5%（苯乙烯）

备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