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前 言
随着新的标准化法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团体标准由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自主制
定发布，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同时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竞争力和先进性。
在当前富硒产业蓬勃发展，涉硒产品市场快速成长的阶段，以有机硒为技术核心及概念
的产品快速增长，需要依托团体标准的技术先进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推动产业有序发展。
本标准主要针对目前硒产品参差不齐、市场鱼龙混杂甚至偷换概念、无机硒非法添
加，同时由于硒产品的标准制定欠缺且标准化体系不完善。特从产业发展源头，聚焦植
物来源的高含量、高转化率有机硒类产品原料，并结合硒形态检测方法建立和技术发展
方向要求，同时杜绝市场层面无机硒非法添加等，特提出本团体标准制定方向和原则。
团标设定了特征指标（如：总硒含量 ≥ 200mg/kg、无机硒占比≤10%等）、安全指标，
以及基于硒形态的快速稳定的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中国保健协会行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具体编制说明如下：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包括简要的起草过程、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等）
（一）任务来源
1 任务背景
硒元素作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保护肝脏、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保护视力
及促进生殖健康等多种重要生理活性及功能。近几十年来，硒的形态学研究、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保健功能和生物代谢都获得了比较充足的研究和发展，在社会教育等方面也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长期以来，中国营养学界对硒的摄入量也做了大量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并推荐
了不同人群每日硒的建议摄入量。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同位素标记、基因组学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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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报道证实硒的不同形态在生物体内，特别是人体内的代谢、营
养保健等方面差异悬殊。作为微量营养元素，过量硒的摄入反而会威胁到人体的正常健
康，因此活性高、毒性低、易被人体吸收并可以充分代谢的硒形态或载体，一直是营养
学家不断努力寻找的方向。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亚硒酸钠为主要原料的产品，在市场开始流行，经过
了近 30 年的发展，我国的硒营养素形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来，天然富硒植物
来源的，经过植物体高效生物转化的生物有机硒及其制品，因具有明确的功能性和营养
价值，以及独特的产业先进性发展特征，正成为硒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
研究表明，与非聚硒植物相比，高聚硒植物含硫元素的量更高，而硒元素化学性质
类似于硫元素，植物体内硫的转运体和酶类同样可以用来转运硒元素，说明这些植物中
的硫/硒摄取系统是明显上调的，并且硒的摄取不会被高浓度的硫抑制，从而有利于硒的
富集。同时高聚硒植物中硫/硒向有机状态转化的比例较高，而非聚硒植物中更多是以无
机硒的形态储存在体内。因为高聚硒植物中甲基转移酶等转化酶类活性更高，使无机硒
更多的转化为安全且不易被植物利用的有机形态（比如硒代半胱氨酸、甲基硒代半胱氨
酸等），从而达到富集硒的效果。这些研究成果的逐步出现，为从聚硒植物中获得优质
的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和基础。表 1 是国内外聚硒植物中硒含
量的对比情况。
表1
科

种类

结球甘蓝

国内外聚硒植物中硒含量对比表

总硒含量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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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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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硒标准现状及需求
目前国际上硒相关标准约为五十余项，主要涉及水质、矿藏、冶金、饲料、涂料、
大气环境等领域，且大多数为硒的定性定量的检测方法标准，相对单一，特别在与健康
相关的硒产品及产业的产品标准、安全标准及基础标准几乎为空白。
国内标准较国际上相对丰富，国家标准的种类主要在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相对狭
窄。对于基础标准、安全标准等研究和制定方面相对薄弱。目前国内涉硒标准约 200 余
项，其中：
国家标准：约三十余项，主要涵盖冶金、塑料材料、食品安全、矿藏、水质、饲料、
空气和农副产品等领域，内容主要是硒定性定量的检测方法标准、富硒产品标准；
行业标准：约八十余项，主要涵盖水质、地质、矿石、农副产品、饲料、肥料、环
境、机械、进出口商品、有色金属等领域，内容主要是硒定性定量的检测方法标准、富
硒产品标准和硒化合物标准等；
地方标准：约九十项，主要涉及农副产品、饲料、地质、化妆品等领域，主要涵盖
富硒产品及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硒含量检测方法标准等。
团体标准：目前公开可见的渉硒团体标准，涉及到富硒米、富硒鸡蛋、富硒农产品、
富硒花生蛋白粉和生产技术规程、富硒麦仁（小麦粉和挂面）和生产技术规程、富硒金
银花和生产技术规程以及富硒农产品中的硒代蛋氨酸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HPLC-ICP-MS）。
经分析，目前已经正式公布跟硒直接相关且归属于食品标准中，国家标准有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行业标准有 GH/T 1135-2017 富硒农
产品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有 DBS42 002-2014 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有机硒食品
硒含量要求，DB6124.01-2010 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等，目前公开可见发布的标准均
不涵盖本团体标准界定范畴。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我国富硒产品工业总产值为 82.1 亿元人民币，2015 年
增至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0 年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全国已有超过 20 个地
市县生产富硒产品，尤其是近几年，以有机硒概念的产品快速增长，硒产品的研发也由
单纯的补充硒的含量向有机硒形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转变。目前硒产业发展遇到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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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问题是产品参差不齐、市场鱼龙混杂甚至偷换概念、非法添加，硒产品的标准制定
欠缺且标准化体系不完善，严重阻滞了硒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和前瞻性，尤其是新兴资源
在快速发展的大健康产业中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更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合力，尤
其是面对国际市场。
3 任务需求
2018 年 1 月 1 日，随着新的标准化法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团体标准由社会组织和产
业技术联盟自主制定发布，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因此，团体标准的制定明确了在工
作推进上，选择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产品类标准较多的领域，积极推进团体
标准制定，同时支持专利融入团体标准，推动技术进步。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
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竞争力和先进性。
因此，在当前补硒产品市场快速发展，以有机硒为技术核心及概念的产品快速增长，
硒产品的研发由单纯的补充硒的含量，向有机硒形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转变的时候，需
要依托团体标准的技术先进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推动产业有序发展。
4 主要起草专家组成员
本标准主要起草专家组成员有：
丛欣：湖北省产业教授，恩施德源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周邦勇：中国保健协会 副理事长
刘丽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心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
周立东：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产业处处长 研究员
李花粉：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黄振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程水源：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 主任，武汉轻工大学副书记 教授
向极钎：湖北省富硒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研究员
薛华：国家富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硒标准与检测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廖美林：国家富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硒标准与检测所副所长，高级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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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起草过程
本团体标准任务启动后，恩施德源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保健协会领导下，
成立工作小组，组织开展《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团体标准的起草准备工作，并就
团体标准的具体工作推进进行认真研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2018 年 1 月 12 日在北
京召开本团体标准制定立项启动会议，介绍了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和制标程序，正式通过
立项申请并成立了标准制订起草小组，同时初步讨论并明确了《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
料》团体标准框架文本草稿。
启动会完整立项及标准内容框架等工作任务后，工作组进一步收集国内外的同类标
准及相关资料，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起草工作组会议，与会专家通过
现场讨论并拟定了团体标准的名称、术语和定义、指标及无机硒的检测方法等基础框架，
并确定由北京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完成无机硒的检测方法的优化与制定工作。
2018 年 7 月 18 日，本团体标准第三次起草讨论会议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对植物
源高有机硒原料团体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关键指标及无机硒的检测方法进行了现场讨论，
并进行了文本的内容和表述的调整并达成一致，会议认可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
定的标准检测方法，并启动方法学验证工作。
2019 年 1 月 5 日，本团体标准完成标准用检测方法学验证工作，文本数据检测及验
证工作，并拟定完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经评审专家委员会审阅修订，同意向业内征
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为推动和引导我国植物源富硒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行业管理，落实科学发展
观、以人为本的精神，采用科学的态度和先进的方法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植物源高有机
硒食物团体标准，在广泛调研和验证基础上全面考虑，结合实际，建立合理的产品指标
和检测方法，规范植物源富硒食品行业生产秩序，保护消费者安全健康。
本团体标准由中国保健协会归口，将在健康行业协会主导和规范下推进标准化相关
工作，立足在现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框架和范围下，按照团体标准侧重于提高产业竞争
力和先进性，体现技术前瞻性和引领作用，聚焦植物来源的高含量、高转化率有机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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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源头，并结合硒形态检测方法建立和技术发展方向要求，同时杜绝市场层面非法
无机硒添加等，特提出本团体标准制定方向和原则。
本标准针对目前市场及产业端发展迅速的植物来源有机硒类产品源头，在应用过程
中由产品或原料本身天然带入经植物自身充分转化为有机硒的产品类型，在标准名称和
内容上，“高有机硒”参照 GB 28050 营养成分含量声称要求的相关表述，提出有机硒
转化率高、标准所涉原料类产品含量高、检测及品质控制要求高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方向，
在检测方法及技术方案上则基于现有技术手段及基础，充分考虑产业端发展和企业检测
能力，为未来基于有机硒形态的相关标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打基础、留接口，最终形成
本标准制定指导原则：以硒形态（含有机硒和无机硒）定性定量为方向和目标，在现有
标准物质和检测技术条件下，以 SeCys2，MeSeCys，SeMet，Se(IV) 和 Se(VI)五种形态
可以明确定性，同时 Se(IV) 和 Se(VI)可以明确定量为本团体标准阶段性检测方法技术
目标设置，在解决目前以有机硒为概念产品鱼龙混杂，无机硒类原料违法添加，或有机
硒类产品转化不充分等现实需求，也充分考虑到本团体标准适用的产业端企业内控检测
的方便快捷及成本控制，同时为将来进一步标准优化及硒形态相关标准的制定在技术上
奠定基础，并在标准执行过程中进一步优化。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
1 标准名称
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以可食用且能富集高含量有机硒的植物为载体，利用天然富硒土壤或
生物硒营养强化技术，硒元素经植物自然吸收、转化、富集并采用食品生产加工工艺制
得的植物源高有机硒含量的食品原料。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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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是以具有高有机硒富集能力和高有机硒含量的可食用植
物（如十字花科等）为原料，经收割、清洗、干燥、粉碎等食品加工工艺精制而成的具
有高有机硒含量，可用于食品工业原料或配料的粉末、块状或颗粒状固体。
4 要求
（1）原料要求
A、高有机硒含量的可食用植物：新鲜或冷藏良好，成熟适度，无虫蛀病虫害、无
霉变、无腐烂、无受冻等。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其他指标应符合我国相
关法律的规定。
B、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2）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主要依据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的性状以及原料固有的色、香、味等特
点而定，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感官要求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色 泽

具有相应品种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干燥的白瓷盘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原料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中，在自然光观察其色泽和状态，嗅

杂 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其气味

（3）特征理化指标
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理化指标中设置了特征理化指标。
特征理化指标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根据植物来源高有机硒原料类产品的特性，
以及各主要生产厂商的产品生产技术情况，确定了产品特征理化指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特征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总硒，mg/kg

≥200

GB 5009.93

无机硒占比，%

≤10

参照团标文本附录

本标准在安全性指标项明确规定每批次需表明产品硒含量，以及明确要求根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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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578.3，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DRIs，对于本
标准原料的终端产品使用及标示的成人每天膳食摄入硒含量应控制为：硒 60~400 微克/
天（μg/d）。该部分总硒含量指标和无机硒含量指标的依据充分参照现有植物来源高有
机硒食品原料类样品的实际检测数据，如下表 6 所示数据。按照相关文献报道 Rohn I ,
Marschall TA 等人在一项对不同硒形态的毒性、生物利用度和代谢转化的研究表明，有
机硒与无机硒相比，有机硒表现出更高的生物利用度，并且毒性更低。2017 年 Berntssen
M , Sundal T K 等人在一项有机硒（富硒酵母）和无机硒（亚硒酸钠）对海洋生物的安
全性对比研究表明，大剂量无机硒可以通过氧化应激反应，引起脂质代谢紊乱，食欲降
低等反应，而同样剂量的有机硒则没有此类副作用。2018 年中国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
研究所的任广旭等人在《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发表论文“不同形态硒的功效研究进
展”。其中相关研究表明：
“有机硒比无机硒在更少的摄入量情况下有着更好的吸收率，
人体中血液每毫升血硒上升浓度是无机硒的 20 倍，临床试验中在长期每日摄入
5000~10000 μg 的情况下对人体无害, 但无机硒摄入过量就会引起中毒现象”。2004 年
硒与健康相关研究专家 Margaret Rayman 发表论文中探讨了有机的酵母硒和亚硒酸钠的
安全性对比，认为有机硒安全性比无机硒高 3 倍左右。本原料在特征理化指标中所对应
的范围进行换算，即使按照 400 微克/天，10%无机硒占比上限，对应的毒性剂量也远低
于中国营养学会公布的安全剂量。
（4）安全理化指标
安全理化指标主要根据植物源高有机硒原料类产品的特性以及水分直接影响原料
的感官、性状和保质期等。故本原料主要制定了水分指标。又因本标准所涉及到的原料
包含叶菜蔬菜、豆类蔬菜、块根和块茎蔬菜、茎类蔬菜等，所以其他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水分指标数据需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安全理化指标
项 目
水分，%

≤

指 标
8

检验方法
GB 5009.3

原料经过稳定性等试验数据表明，原料水分≥9%时，在 3 个月内加速试验中，原料
的感官、性状、颜色等方面表现出不稳定现象。水分≤8%时，在 3 个月内的加速试验
中，原料的各个指标都是稳定的。

9

污染物指标参照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并根据本品原
料属性而制定。
（5）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主要依据现有植物来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类样品的实际检测数据，具体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菌落总数，CFU/g

≤

3000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

10

GB4789.3 平板计数法

霉菌与酵母，CFU/g

≤

100

GB4789.15

不得检出

GB4789.4

不得检出

GB4789.10

沙门氏菌/25g
金黄色葡萄球菌/25g

5、安全指标
（1）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产品每批次标签标识应当注明总硒含量。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578.3，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
量 DRIs，对于本标准原料的终端产品使用及标示的成人每天膳食摄入量应控制为：
60~400 微克/天（μg/d）。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本团体标准启动制定工作后，分别收到由主要起草单位制备及送样样品 18 份，分别
来自湖北（恩施）、广西、重庆、黑龙江等地区，其中符合本标准高有机硒定义要求样
品 17 份（具体结果见表 6，未符合标准样本为总硒含量未达到标准设定要求）。其中总
硒按照国标法 GB 5009.93 测定，无机硒占比采用“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技术（HPLCAFS）”的方法进行检测，详细内容见标准文本规范性附录 A 方法测定。
表 6 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验证结果分析表
序号

送检样品编号

送检批号

总硒 mg/kg

无机硒占比%

1

G-YJ1

20180817

94.9

2.03%

10

2

G-YJ2

20180817

696

1.49%

3

L-YJ1

20180817

440

2.17%

4

X-YJ1

20180817

566

5.86%

5

X-YJ2

20180817

244

1.37%

6

X-YJ3

20180817

304

2.28%

7

X-YJ4

20180817

506

3.60%

8

G-YJ1

20180921

547

5.73%

9

G-YJ2

20180921

476

6.03%

10

L-YJ1

20180921

324

8.13%

11

G-YJ2-EP

20181030

219

4.8 %

12

G-YJ3-LHC

20181030

314

2.8%

13

G-YJ1-JX

20181030

498

3.3%

14

L-YJ1-SH

20181015

331

7.6%

15

L-YJ2-ZY

20181015

685

9.3%

16

X-YJ2-EP

20181020

184

4.2%

17

D-JM1-MP

20181224

284

0.67%

18

D-JM2-ZS

20181224

386

-

注：“-”表示未检出
本标准检测方法根据编制原则，并充分考虑到有机硒来源、组分及测定的复杂性，
目前国家尚无有机硒测定的标准方法。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技术（HPLC-AFS）以其
灵敏度高、操作简便、价格低廉的优点是目前元素形态分析的主流技术，是近年来发展
较快的元素形态分析技术之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检测方法研制程序，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根据
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的特点，采用目前元素形态分析的主流分析方法 HPLC-AFS 联
用技术进行无机硒分析方法的研究，考察优化了原子荧光及液相色谱条件，优化了样品
前处理方法，进行了方法检出限、线性范围、方法重现性、方法准确性、实际样品适用
性的研究，确定无机硒分析方法，经过国家富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江南
大学、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三家国内资深的从事硒检测研究的单位
11

验证，形成“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中无机硒占比的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测定方
法”。该方法可以有效分离硒代胱氨酸，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硒代蛋氨酸、亚硒酸盐、
硒酸盐五种硒形态，可以准确测定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中无机硒含量，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线性范围宽、精密度高、准确性好，快速、灵敏，能满足植物源高有机硒食
品原料中无机硒的测定要求。
随着“世界硒都”称号获得，以湖北恩施为代表的天然富硒资源性产品，在全国富
硒地区逐步出现并兴起，经富硒植物天然富集转化或通过模拟天然富硒自然生态圈的硒
生物营养强化技术种植，并通过符合食品加工技术等精加工工艺获得，富含植物来源生
物有机硒，且方便于食用和定量的高单位含量的天然生物有机硒食品成为“科学补硒、
健康生活”，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活动普及下的新生力量。
截至 2018 年 12 月就不完全统计，这类富含植物有机硒的食品加工生产企业在全国
范围内近百家（代加工不计），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富硒区域，并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产品形态以代餐或杂粮粉、固体饮料、压片糖果、糕点饼干等方便食品为主，
达数百个品种，已经成为大健康产业中，标准化、可定量的科学补硒产品的重要组成。
据统计，2011 年我国富硒产品工业总产值为 82.1 亿元人民币，2015 年增至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0 年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全国已有超过 20 个地市县生产富硒
产品，尤其是近几年，以有机硒概念的产品快速增长。

五、国内外相关标准分析
1 本标准的类似标准比对
国际上目前未查到有植物源高有机硒食品原料的相关标准，国内目前和植物源高有
机硒食品原料相关的标准有《DBS42 002-2014 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有机硒食品
硒含量要求》，及《GHT 1135-2017 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这两个标准均没有精确将
无机硒中的硒酸盐和亚硒酸盐分别进行鉴定，并约束了在食品中的硒含量限量。
2 检测方法的比对
对于有机硒食物中无机硒和有机硒的检测方法，目前国内的相关标准以及其特点如
下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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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现有国内标准中无机硒和有机硒的检测方法对比表
标准名称
GB 1903.23-2016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剂 硒化卡拉胶

方法原理及方法简述

优缺点

备注

乙醇搅拌静置过夜，将过滤后的

认为硒化卡拉胶中溶解

已出台

滤液中的硒含量认为是无机硒含

于乙醇的硒就是无机硒

国标

认为食用菌粉中溶解于

已出台

水的硒就是无机硒

国标

认为富硒酵母中溶解于

已出台

水的硒就是无机硒

国标

测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

已出台

酸纯品

国标

无机硒含量检测方法：采用无水

量

GB 1903.22-2016 食品安

无机硒含量检测方法：食用菌粉

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用水浸泡后，离心，上清液认为

剂 富硒食用菌粉

是无机硒含量

GB 1903.21-2016 食品安

无机硒含量检测方法：富硒酵母

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用水浸泡后，离心，上清液认为

剂 富硒酵母

是无机硒含量

GB 1903.12-2015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剂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
酸
DBS42 002-2014 湖北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有机硒
食品硒含量要求

用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标准
品，C18 色谱柱，外标法进行定
量检测
无机硒含量检测方法：食品用水
浸泡后，分离出水相，环己烷反
萃取后，认为水相中的硒是无机
硒含量

认为食品中溶解于水的
硒，用环己烷萃取后剩
下的水相就是无机硒

已出台
地标

认为农产品中溶解于水
农产品经过酶解后，用阴离子交
GHT 1135-2017 富硒农产

换色谱柱，外标法测三种硒代氨

品行业标准

基酸的总和，使用机器为 LCAFS

的硒就是无机硒经过酶
解处理，用三种硒代氨
基酸代表硒代氨基酸总

已出台
行标

含量
认为稻米中的水相中的

DB3301T 117-2007 稻米中
有机硒和无机硒含量的测
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

无机硒含量检测方法：稻米用水

硒，不经过消解过程，

及盐酸溶液浸泡后，不经过消解

仅检测 4 价硒。实际实

已出台

过程，认为水相中的硒是无机硒

验过程中，其他价态的

地标

含量

硒会有一定程度的机器
响应值

含硒原料中无机硒含量的
测定-原子荧光形态分析法
（征求意见稿）

含硒原料纯水浸泡后，采用 C18

样品处理方法为纯水浸

未出台

柱，外标法定量检测，使用机器

泡，检测硒酸根和亚硒

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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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C-AFS
富硒食品中无机硒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富硒食品经水超声震荡后，采购
阴离子交换柱固相萃取柱先吸附
后洗脱，测硒含量

酸根
测硒酸根和亚硒酸根的

未出台

总量

地标

在“含硒原料中无机硒含
量的测定-原子荧光形态
在“含硒原料中无机硒含量的测
本团标附录检测方法

定-原子荧光形态分析法”基础上
进行符合实际需要的优化调整

分析法”方法学的基础
上，优化了色谱条件，
满足硒酸根和亚硒酸根
的分离，同时能满足硒
代氨基酸对检测的不干
扰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无
七、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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