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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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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兴安岭地区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

西南交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姚德坤、刘德文、姚航、江琅、李玉伟、齐会娟、湛鑫琳、万莉、张春英、仲

伟利、张新、陈贺佳、苑兰兰、黄运生、吴海龙、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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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树皮原花青素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落叶松属（Larix）树皮原花青素的技术要求、取样、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及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以落叶松树皮为原料制得的原花青素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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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色        泽 红棕色 

气        味 气微，味微而苦涩，具落叶松特有气味 

形        状 固体粉末状 

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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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原花青素含量/（%）           ≥ 90.0 75.0 50.0 

水分/（%）                   ≤ 5.0 

灰分/（%）                   ≤ 3.5 4.0 5.0 

粒度/（80目筛通过率 %）      ≥ 98.0 

5 取样 

5.1 取样规则 

采用不锈钢或硬质塑料材质的取样器。采样过程中不应带进杂质，并避免在采样过程中引起样品吸

水、氧化等。取样以批为单位，每批次取样数不少于3个。随机从包装单位三个不同部位共采取350 g~400 
g样品,混合均匀后以四分法缩分。 

5.2 样品贮存 

将试样平均分装于2个棕色磨口瓶中，一瓶待检，一瓶留样备用。标签标明采样名称、来源、编号、

样品量、样品数、采样日期、采样人姓名等。样品储存于避光、阴凉、干燥处。 

6 检验方法 

6.1 感官指标检验 

取少许样品，置于白磁盘中，在自然光下采用目测、鼻嗅方法，并蘸一点在舌头品尝。 

6.2 理化指标检验 

6.2.1 原花青素含量 

按照附录A中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测定。 

6.2.2 水分 

按照GB 5009.3规定执行。 

6.2.3 灰分 

按照GB 5009.4规定执行. 

6.2.4 粒度 

采用手动筛分法，称取各品种项下规定的试样25 g，置80目药筛中(筛下配有密合的接收容器)，筛

上加盖。按水平方向旋转振摇至少3分钟，并不时在垂直方向轻叩筛。取筛下的颗粒及粉末，称定重量，

计算其所占比例(%)；重复上述操作直至连续两次筛分后，各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末重量的差异不超过

前次遗留颗粒及粉末重量的5 %或两次重量的差值不大于0.1 g。 

试样中粒度通过率,按式(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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𝑋𝑋 = 𝑚𝑚2
𝑚𝑚1

× 100…………………………(1)  

式中: 

X——试样中粒度（过80目筛）通过率,单位为百分比（%）； 

m1——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80目药筛筛下的颗粒及粉末质量,单位为克(g)； 

100——单位换算系数。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与抽样 

同等级，同一投料生产的产品，以同一生产日期为一批次。 

7.2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色泽、气味、形状、原花青素含量、水分、灰分、粒度。 

7.2.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4章所列的全部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 
b） 当原、辅料及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动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7.3 判定规则 

7.3.1 每批次产品出厂前须经质检部门按本文件规定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3.2 产品级别根据各项技术指标断定，只要产品技术指标有一项不符，则用低一级指标判定，直至

完全符合。只要有一项低于合格品指标，则判为不合格品。 

7.3.3 如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在同批次产品中加倍取样，复检不合格项目，以复检结果

为准。 

7.3.4 出厂检验判断规则按 7.3.1-7.3.3 判定，型式检验如检出不符合则判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标签应标注：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保质期、原花青素含量、净质量、生产厂名。 

8.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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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包装为无菌真空塑料包装袋；产品外包装为纸板桶包装；产品规格按客户要求包装。 

8.3 运输和贮存 

运输工具和贮存场所应清洁、干燥、无污染，防止日晒、雨淋、受潮，不得与有毒、有害和有挥发

性气味的物品混存、混运。 

9 保质期 

在符合8.3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为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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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原花青素的测定方法 

A.1 试剂和溶液 

A.1.1 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 

A.1.2 硫酸铁铵：分析纯。 

A.1.3 正丁醇：分析纯。 

A.1.4 盐酸：分析纯。 

A.1.5 甲醇：分析纯。 

A.1.6 对照品：原花青素（Proanthocyanidins） CAS号4852-22-6，纯度≥95%。 

A.1.7 2 mol/L盐酸溶液：准确量取盐酸20 mL于烧杯中，加100 mL水，摇匀，备用。 

A.1.8 2%硫酸铁铵溶液：精确称取2.0 g硫酸铁铵，置于100 mL小烧杯中，加入30-50 mL的2 mol/L盐

酸溶解后，放冷至室温，转移到100 mL容量瓶中，再用2 mol/L盐酸溶液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 

A.1.9 5%盐酸-正丁醇（V/V）溶液：于100 mL小烧杯中加入大约2/3体积的正丁醇，量取5.0 mL盐酸加

入，放冷至室温，转移到100 mL容量瓶中，再用正丁醇定容至刻度，摇匀。 

A.2 仪器设备 

A.2.1 分析天平：感量0.0001 g。 

A.2.2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A.2.3 容量瓶：10 mL、50 mL、100 mL。 

A.2.4 电热恒温水浴锅：温度精度±1℃。 

A.2.5 涡旋混合仪。 

A.2.6 具盖安瓿瓶：10 mL。 

A.2.7 封口钳。 

A.2.8 超声波提取机。 

A.3 操作方法 

A.3.1 标准溶液的配制 

A.3.1.1 原花青素标准储备液（1.0 mg/mL）:精密称取原花青素标准品 10 mg，精确到 0.0001 g，置

1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即得浓度为 1.0 mg/mL 标准储备液，溶液现用现配。 

A.3.1.2 原花青素标准系列工作液：准确量取原花青素储备液 0.5 mL、1.0 mL、1.5 mL、2.0 mL、2.5 

mL 分别置于 1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得浓度为 50 μg/mL、100 μg/mL、150 μg/mL、

200 μg/mL、250 μg/mL的标准系列工作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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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供试品溶液制备：精密称取供试品50.0-100.0 mg，精确到0.0001 g，置100 mL容量瓶中，加甲

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离心或放置澄清后取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如样品原花青素含量较高，

再精密量取上清液10mL，置100mL容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A.3.3 标准曲线的绘制：准确吸取原花青素标准系列工作液各1 mL于安瓿瓶中，加入5%盐酸-正丁醇（V

/V）溶液（A.1.9）6 mL，2%硫酸铁铵溶液（A.1.8）0.2 mL，混匀，用封口钳将其密封。置于沸水浴中

加热反应40 min，取出，立即置于冰水浴中冷却至室温，以甲醇为空白，于55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显色在1 h内稳定。以吸光度为纵坐标，原花青素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A.3.4 样品溶液的测定：精密吸取A.3.2中供试品溶液1 mL，置于安瓿瓶中，然后按照标准曲线制作步

骤执行，以相应试剂为空白，测定样品吸光度，用标准曲线计算试样中原花青素含量。 

A.4 结果计算 

原花青素含量以质量分数X计，数值以%标示，按公式（A.1）计算： 

𝑋𝑋＝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
𝑀𝑀

× 10−4…………………………………………A.1 

式中： 

X——原花青素含量，单位为百分比（%）； 

C——供试品中原花青素的含量，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f——稀释倍数； 

V——供试品溶液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供试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A.5 精密度 

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相对标准偏差应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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