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力克制药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力克保健液》企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保健食品 力克保健液》是辽宁力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之一，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更好的组织生产，加工销售使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辽宁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的通知

（辽卫规[2017]1 号）》要求，我公司特制订了严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

作为企业指导、组织生产、最终产品检验、销售的依据，以确保产品质量

的稳定。 

二、标准起草的依据 

本标准是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而编制的。 

三、原、辅料购进入库验证验收 

1、葛根：应符合GB 2762、GB 2763、《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货厂家

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2、枳椇子：应符合附录A及GB 2762、GB 2763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

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

证、检验报告）。 

3、维生素B1（盐酸硫胺）：应符合GB 14751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

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4、维生素B2（核黄素）：应符合GB 14752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

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5、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应符合GB 14753的规定，检查进货厂

家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6、维生素B12：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维生

素B12”项下的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

货厂家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7、烟酰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烟酰胺”

项下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

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8、左旋肉碱（L-肉碱）：应符合GB 1903.13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

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9、葡萄糖酸锌：应符合GB 8820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

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0、肌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1年第19号公告及GB 

1903.42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货厂家

有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1、牛磺酸：应符合GB 14759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业

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2、咖啡因：应符合GB 14758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业

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3、白砂糖：应符合GB/T 317、GB 13104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

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4、柠檬酸：应符合GB 1886.235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

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5、苯甲酸钠：应符合GB 1886.184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

（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6、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应符合GB 1886.37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

效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7、食品用香精：应符合GB 30616的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证件（营

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8、纯化水：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纯化水”

项下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有关规定，检查进货厂家有效

证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 

19、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四、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品种和使用量： 

1、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严格按照GB 2760的规定执行。 

2、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品种、使用量和化合物来源严格按照GB 14880

的规定执行。 

五、产品生产工艺： 

本标准适用于以葛根、枳椇子为主要原料，经水煮提取与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左旋肉碱（L-肉碱）、葡萄

糖酸锌、肌醇、牛磺酸、咖啡因、白砂糖、食品添加剂（柠檬酸、苯甲酸

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及食品用香精、纯化水混合、调配、灭菌、灌装、

封口、灯检、贴标、包装工艺制成的，具有缓解体力疲劳功能、对化学性

肝损伤的辅助保护作用、辅助改善记忆功能的保健食品 力克保健液。 

六、本标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限量及制订依据： 



 

指标 
企业标准 

指标限量 
引用标准名称 

引用标准 

指标限量 
结果 

维生素 B1/（mg/100mL） 3-6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0.5-20（成人）（mg） 相符 

维生素 B2/（mg/100mL） 3-6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0.5-20（成人）（mg） 相符 

维生素 B6/（mg/100mL） 3-6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0.5-10（成人）（mg） 相符 

左旋肉碱/（mg/100mL） 60-200 

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 

600-3000/（mg/kg） 相符 

烟酰胺/（mg/100mL） 12-24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3.0-50（成人）（mg） 相符 

牛磺酸/（mg/100mL） 300-500 保健食品批件 0.5 相符 

肌醇/（mg/100mL） 135-225 保健食品批件 0.225（g/100mL） 相符 

锌/（mg/L） 80-145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3.0-15（成人）/（mg） 相符 

相对密度 1.0-1.1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实测值 

可溶性固形物（20℃ 折光

计法）/（%） 
≥4.5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实测值 

PH 值 2.5-4.5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根据产品特性制订 实测值 

铅（Pb）/（mg/ kg） ≤ 0.4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0.5 严于 

总砷（As）/（mg/ kg）   ≤ 0.3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0.3 相符 

六六六/(mg/kg) ≤0.2 
GB 2763-2019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 

≤0.2 相符 

滴滴涕/(mg/kg) ≤0.2 
GB 2763-2019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 

≤0.2 相符 

苯甲酸/（g/kg） ≤1.0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 

≤1.0 相符 

环 己 基 氨 基 磺 酸 钠 /

（g/kg） 
≤0.65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 

≤0.65 相符 

咖啡因/（mg/100ml） ≤20 
保健食品批件 ≤20 相符 

菌落总数/（CFU/mL）       ≤ 10
3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10

3
 相符 



 

大肠菌群/（MPN/mL）      ≤ 0.43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0.43 相符 

霉菌和酵母/（CFU/mL）             ≤ 50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50 相符 

沙门氏菌                               ≤ 0/25mL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0/25mL 相符 

金黄色葡萄球菌                       ≤ 0/25mL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 0/25mL 相符 

七、依据或参考的相关标准 

GB 167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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