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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速⾷食燕麦⽚片 
 
把⼲干净、健康、切割和⾼高温灭酶好的燕麦粒切成⽚片。在此产品加⼯工过程中没有使⽤用
化学添加剂或防腐剂。 
 
全燕麦制品含有⼈人体所需的 8 种氨基酸中的 6 中氨基酸，65%的不饱和脂肪酸与 5% 
以上的 β-葡聚糖。 
 
成份 
 
100% 燕麦⽚片 
 
化学、物理和微⽣生物特性 
 
化学特性 
       限量（100%） 
含⽔水量      10 – 11.5 
蛋⽩白质      9.5 – 13.6 
粗纤维      Max.3.0 
灰分       Min.1.20 
总脂肪      Min.8.0 
脂肪酸（油酸）     Max.6.0（取出的脂肪量） 
酶活性（脂肪酶）     ⽆无 
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Max.10 ppb 
⽟玉⽶米烯酮      Max.200 ppb 
呕吐毒素      Max.750 ppb 
赭曲霉素      Max. 5 ppb 
农药残留   符合 2010 第 33 条和 2011 

第 762 条规定农药残留的最⼤大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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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特性 
 
         每克限量 
       n c m M 
嗜温需氧菌数     5 2 103 104 
⼤大肠菌群      5 2 <3 20 
⼤大肠杆菌      5 0 <3 -- 
 
n=抽样单位检验数量 
c=最⼤大数量的抽样单位，可以包含 m 与 M 之间的微⽣生物并且让⾷食品被接受 
m=等于或⼩小于对⼈人体⽆无害的微⽣生物参数值 
M=⼤大于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参数值 (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 D.S977/96) 
 
物理特性 
 
缺点         限量（100 克样品） 
 
黏固的燕麦⽚片       Max. 5 个 
变质燕麦⽚片        0 个 
烤焦的燕麦⽚片       0 个 
没被轧制的麦⽚片       Max. 1 个 
 
异物         限量（100 克样品） 
 
外壳         Max. 4 个 
⾕谷刺         Max. 2 个 
其它         0 个 
 
其它⾕谷物        限量（100 克样品） 
 
⼩小麦         Max. 30 个 
⼤大麦         Max. 2 个 
油菜籽        Max.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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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     
  限量（100 克样品） 
 
⿊黑麦草        0 个 
野豌⾖豆        0 个 
野⽣生萝⼘卜        0 个 
野燕麦        0 个 
其它         0 个 
 
粒度测试        限量 
 
7 号筛⽹网        Min.50%  
25 号筛⽹网        Max.38% 
深度         Max.6% 
厚度         0.5mm ⾄至 0.55mm 
 
 
感官特性 
 
颜⾊色：⽩白⾊色带有⼀一点棕⾊色或浅褐⾊色    
外形：圆形，单薄、柔和的边和表⾯面，结实没有颗粒脱落 
⽓气味与⼜⼝口感：像烘烤燕麦，⽆无⾊色、⽆无奇怪或讨厌的⼜⼝口感（腐臭、苦味和化学物） 
 
过敏源 
 
麸质过敏 
 
就指燕麦来说，其含有麸质，但数量很少（⼩小于每公⽄斤 100mg.）。这⼀一点应当被重
视，考虑到患有不同程度麸质过敏的消费者，还有他们的营养需求可以很⼤大部分上
从燕麦中得到。 
 
敏感性⼈人群 
 
患有麸质过敏或麸质不耐的⼈人群。 
 
麸质含量低 < 3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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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转基因 
 
作为原料的燕麦和作为成品的燕麦⽚片都不是转基因产品。 
 
有效期 
 
加⼯工之后，在良好的储藏条件下，产品的有效期是 12 个⽉月。 
 
储藏条件 
 
放在封闭、通风、禁⽌止昆⾍虫进⼊入的地⽅方。还要有良好的温度与湿度。远离化学品、
⽊木头、未加⼯工⾷食粮或任何有重味道的产品。 
 
包装 
 
第⼀一种包装类型：聚丙烯编织袋 
第⼆二种包装类型：聚⼄乙烯袋 
重量：25kg./ 50lbs. 
颜⾊色：⽩白⾊色外付印刷（公司标签） 
封⼜⼝口：单线封⼜⼝口，没跳线也没⽋欠缺 
 
根据客户的要求，会被装进聚丙烯编织袋或聚⼄乙烯袋，每袋重量不超过 25kg. 封⼜⼝口后
产品不会流失。不会使⽤用⾦金属类封⼜⼝口（铁钩或铁夹） 
 
我们包装袋的残留单体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规定 D.S977/96 第 126 条。 
 
标签 
 
每个包装袋上都会显⽰示产品名称、其成份、重量、⽣生产商的名字和地址、⽣生产编号、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准（第⼆二段，第 107
条）或客户提出的特别要求和⽬目的地国家的规定。 
 
处理/使⽤用指⽰示 
 
由 AUSTRAL GRANOS ⽣生产的燕麦⽚片，建议⽤用开⽔水煮 3 分钟。 
在处理此产品的地⽅方要注意避免被微⽣生物污染，例如：霉菌、酵母菌、⼤大肠杆菌和
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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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燕麦⽚片的基本做法： 
 
1.- 在碗⾥里放⼊入 6 ⼩小匙（40 克）燕麦⽚片 
2.-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糖或糖料 
3.- 加⼊入⽜牛奶或冷⽔水或热⽔水。酸奶也可以。 
4.- 搅拌后就可以⾷食⽤用 
 
营销 
 
所有 AUSTRAL GRANOS 的产品销售都是通过公司的营销和出⼜⼝口部门。我们的产品
都是在位于加⼯工车间同⼀一个地⽅方的仓库和加载区被装上集装箱或货车。 
 
运输最佳条件 
 

• 集装箱 
要具备密封的条件，除了其有的两个通风⼜⼝口。不能有光线射⼊入。箱底、内侧衬板或
箱顶也不能有孔或损害。此外，在加载时要⼲干净，不湿。必要时，箱底要盖有聚⼄乙
烯⾯面料布或纸板。 
 

• 开顶式货车 
加载时要⼲干净，除了盖布以外还要加⼀一层聚⼄乙烯⾯面料布，车厢两⾯面和底⾯面都要平滑，
不能有损害或⽣生锈。盖布条件要良好（⼲干净，⽆无裂缝）跟使⽤用的⿇麻绳或吊索⼀一样。 
 

• 侧帘车 
不能有光线射⼊入。地⾯面，内侧和车顶都不能有漏洞或损害，要保持⼲干净，⽆无锈点。
在地⾯面和货物上要盖⼀一层聚⼄乙烯⾯面料布。 
 

• ⾯面包车 
要具备密封的条件，不能有光线射⼊入。地⾯面，内侧和车顶都不能有漏洞或损害，要
保持⼲干净，⽆无锈点。如果车仓的地⾯面有槽沟（冷藏）就要检查槽沟内是都有⽔水或其
它液体。 
 
⽤用途与功效 
 
燕麦制品被认为是对⼈人类最健康的⾷食品之⼀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谷物⾷食品，
所以从新的营养⾓角度来看，给产品添加了重要的元素。多家国际健康研究所都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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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健康和天然⾷食品，包括全⾕谷物粒的⾷食⽤用，⽬目的是能利⽤用⾕谷物的所有营养成份，
从⽽而得到更完整的营养，改善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燕麦最常见的⽤用处就是当做早餐（燕麦⽚片），当做⼉儿童和婴⼉儿补充营养⾷食品中的原
料（燕麦粉和燕麦⽚片），当做⾕谷物棒或运动员能量棒的原料或烹饪使⽤用。 
 
作为⾷食品，燕麦和燕麦制品在所有⼩小⾕谷物粒类⾥里都含有最多的脂肪酸，能达到 9%。
其中 65%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容易被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和⼈人体需要的 8 种氨基
酸中的 6 种氨基酸（蛋⽩白质），其远远超过了其它⾕谷物，例如：⼩小麦、⽶米、⽟玉⽶米和
⼤大麦。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成份，另外还有可溶性与不可溶性纤维和 β-葡聚糖，其是
⼀一种多糖，可以调整脂肪消化和吸收，控制肠道代谢从⽽而帮助或降低⾎血糖指数与胆
固醇。 
 
法规要求 
 
AUSTRAL GRANOS 的全部产品与⽣生产过程都符合以下标准： 
 

• 智利农业畜牧局（SAG）规定 
• ⾷食品安全卫⽣生规定 D.S977/96 

 
应⽤用⽅方法 
 

• 智利 1479Of.1979 散装⾷食品的抽样⽅方法与程序规定 
• 智利 1650/Of.2009 包装⾷食品净含量的规定 
• 智利 841Of.1978 ⾷食品中⽔水份的规定。 
• 智利 1525Of.1979 农药在⾷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 使⽤用 GLC/ECD-NPD 仪器检测农业残留 
• 使⽤用 HPLC/DAD 仪器检测氨基甲酸盐 
• 脂肪酶分析。15 分钟⼉儿茶酚（内部⽅方法） 
• 化学分析根据官⽅方化学分析协会的官⽅方分析⽅方法，A.O.A.C 2005 年 18 版本 
• 微⽣生物分析根据智利规定：2676/Of.2002，2734/Of.2002，2675/Of.2002，

2636/Of.2001,2635/1/Of.2001 
• 使⽤用 HPLC/荧光法仪器检测⾷食品中的黄曲霉毒素 
• 使⽤用 HPLC/荧光法仪器检测⾷食品中的赭曲霉素残留 
• 使⽤用 HPLC/DAD 仪器检测⾷食品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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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报告批准 
 
 
内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AUSTRAL GRANOS ⽣生产部签名 
 
 
客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签名     ⽇日期______________ 
 
 
更改记录 
 

⽇日期 更改内容 版本 
2007.01.03 ⽂文档建⽴立 00 
2008.04.08 添加关于敏感群组的信息 01 
2009.06.10 删除关于敏感群组的信息 02 
2010.01.13 添加关于敏感群组的信息 03 
2011.05.23 检查后⽆无修改 04 
2012.03.19 检查后⽆无修改 05 
2012.06.04 重建⽂文档的所有信息 06 
2013.02.22 重建⽂文档的部分信息 07 
2014.04.29 根据 D.S977/96 规定添加

n,c,m 和 M 的定义 
08 

2015.01.19 根据 D.S977/96 规定更新
黄曲霉毒素、⽟玉⽶米烯酮、
赭曲霉素、脱氧雪腐镰⼑刀
菌烯醇的限量。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