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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经济林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牡丹江林业科学研究所、黑龙江省第一森林调查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龙作义、逄宏扬、杜运长、孙 强、李 雪、李红莉、夏善智、林治国、陈宝

贵、于敦亮、许家春、于建军、杨燕超、姜文军、王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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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松 松 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红松（Pinus koraiensis Sieb.et Zucc.）松籽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

标志、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红松松籽原料的质量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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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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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22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病虫果 nut with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被病虫危害而影响外观和内在质量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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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破损果 damaged nut
由于机械损伤造成的破损果。

3.3

霉烂果 rot nut
因发霉而使果实变黑或变灰，口感有异味的果。

3.4

杂质 extraneous material
松籽以外的一切杂物。

3.5

洁净 cleaness
果面无污渍、污染、树脂。

3.6

松籽均匀整齐 seeds are even and neat
松籽大小均匀、符合等级规定粒数，大、小粒的允许差不得超过平均单果质量的±20%。

3.7

风味 flavor
品尝鉴定松仁时特有的口感和气味。

4 要求

4.1 质量等级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质量等级划分

项目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外 观 松籽均匀整齐；外种皮光泽完整，表面洁净 松籽不均匀整齐；外种皮不光泽完整，表面洁净

平均粒重，g ＞0.57 0.50～0.57 ＜0.50

种仁颜色
乳白或白色；

其中淡黄色＜5%

乳白或白色；

其中淡黄色 5%～15%

乳白或白色；

其中淡黄色＞15%

饱满程度 饱 满 较饱满

风味 香、无异味 稍涩、无异味

杂质和残伤率，％ ＜1.0 1.0～3.0 3.0～5.0

出仁率，％ ＞33.0 30.0～33.0 ＜30.0

含水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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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4.3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4.4 理化指标限量

应符合GB 19300中的4.3规定。

4.5 微生物限量

4.5.1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

4.5.2 大肠菌群、霉菌限量

应符合GB 19300中的4.6.2规定。

4.5.3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质量指标

5.1.1 外观

外观指标检测按下述方法进行：

a) 松籽外形 达到3.6允许误差规定的为均匀整齐，大于3.6允许误差的规定的为不均匀整齐。

b) 松籽外面 根据松籽种壳表面有光泽和表皮完整，检测样品中光泽和表皮完整占80%的光面为

光泽完整；应表面洁净。

5.1.2 平均粒重

从被检测的松籽样品中，随机取出500粒，在天平上称其总重量，求出平均值，精度为0.1g。

5.1.3 种仁颜色

目测鉴定，根据颜色的变化确定。

5.1.4 饱满程度

取50粒松籽打开目测鉴别：

a) 饱满 种仁充实肥厚与种壳无缝隙；

b) 较饱满 种仁较充实肥厚与种壳有缝隙。

5.1.5 风味

品尝鉴定，打开50粒松籽进行品尝，检测样品中有10%的松仁稍涩者即为稍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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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杂质和残伤率

在松籽样品中，随机取样1000g，铺放在洁净的平面上，将杂质、破损果、病虫害果、污染果挑出，

分别称其重量，按公式（1）计算百分率。杂质和残伤果为四者之和。

式中：

X1——杂质和残伤果率，%；

W2——杂质和残伤果重量，g；
W1——样品重量，g。

5.1.7 出仁率

在松籽样品中，随机取样1000g，逐个取仁，称其重量，按公式（2）计算其百分率，精度为0.01。

式中：

X2——出仁率，%；

W4——松仁重量，g；
W3——样品重量，g。

5.1.8 水分含量检验

按GB 5009.3中的直接干燥法执行。

5.2 污染物检测

5.2.1 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按GB 5009.11的规定执行。

5.2.2 铅的测定

按GB 5009.12的规定执行。

5.2.3 镉的测定

按GB 5009.15的规定执行。

5.2.4 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按GB 5009.17的规定执行。

5.3 理化指标检测

按GB 5009.227和GB 5009.229的方法分别测定过氧化值和酸价。

5.4 微生物指标检测

5.4.1 致病菌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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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 4789.4、GB 4789.5、GB 4789.10的方法分别测定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5.4.2 大肠菌群的测定

按GB 4789.3的规定执行。

5.4.3 霉菌的测定

按GB 4789.15的规定执行。

5.4.4 黄曲霉毒素 B1的测定

按GB/T 5009.22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批次

同批收购、调运、销售的松籽做为一个检验批次。

6.2 抽样

6.2.1 要求

抽取检验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应在全批货物的不同部位按规定数量抽样。样品的检验结果适用于整

个抽验批。

6.2.2 抽检数量

每批抽验数量见表2。
表2 抽验数量

每批件数 抽 样 件 数

100 每 100件抽验 5件，不足 100件者以 100件计

101～500 以 100件抽验 5件为基数，每增 100件增抽 2件

501～1000 以 500件抽验 13件为基数，每增 100件增抽 1件

1000以上 以 1000件抽验 18件为基数，每增 200件增抽 1件

6.2.3 抽检范围

如在检验中发现问题，需要扩大检验范围时应经交接双方同意，可以酌情增加抽样数量。

6.3 取样

6.3.1 取样数量

在抽样包件中，于每件上、中、下三部共抽取样品（300～500）g，将全部样品充分混合后，从混

合样品中按100件以内取3.0kg，（101～500）件取3.5kg，（501～1000）件取4.0kg，1000件以上取4.5kg。
但经双方同意后可酌情增减。

6.3.2 取样方法



LY/T 1921—2018

6

将每件按规定取出的样品，倾置于洁净的铺垫物料上，充分混合后，以四分法取需要数量的松籽，

装入样品袋供检验用。

6.4 结果判定

检验结果按照表1的规定评定。经检验不符合本等级规定品质条件的松籽，可按其实际品质定级验

收。如销售和调出单位不同意变更等级时，可进行重新抽样检验一次，以重新的检验结果为准。

7 包装、标签标志、运输与贮存

7.1 包装

应采用符合食用卫生标准的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7.2 标签标志

按GB 7718的规定执行

7.3 运输与贮存

松籽在存放和运输过程中，严禁与有毒、有异味、发霉以及其他易于传播病虫的物品混合存放。严

禁雨淋，注意防潮。堆放松籽的仓库地面应铺设枕木，通风良好，防止底部受潮，注意倒垛。入库后要

在库房中加强防霉、防虫蛀、防出油、防鼠等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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