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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瓶装水国际贸易的数量和多样性增加。由于较强的运输能力，现在瓶装水的配给有可能不仅靠
船运、铁路和公路运输，还可空运，后者由于其较高的费用主要用于紧急状况。当由于自然灾害（例如：
干旱和地震）或社会灾难（例如：围攻或破坏）等原因致使局部的给水系统中断时，通过所有这些运输
方式，则可实现水短缺的补救，瓶装水、天然矿泉水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水已被用来应对这类紧急情况。
除水的短缺外，为改善健康状况的实际和感官需求促进了瓶装水贸易的逐步提升。人们日益认识到：传
统的饮用水供给，例如：公共和私人的供水系统不可能持续保证其产品的符合设想的微生物、化学和物
理安全性质。
病毒和寄生物造成的水污染备受消费者关注，尤其对于免疫功能受损者人群。由于这些病原体检测难度
大，以及细菌指示剂常不可靠。因此，告知消费者对供给水已进行安全处置大有益处。天然水源的保护
和处理，例如：煮沸、巴氏杀菌、蒸馏、反渗透过滤、绝对 l 微米和亚微米过滤等处理可以防护、灭活或
去除潜在水污染物，例如：隐孢子卵囊、圆孢子球虫和鼠弓形体及其它水寄生原生动物包囊，例如：蓝
氏贾第鞭毛虫和溶组织内阿米巴。
对于含有特殊化学组分的瓶装饮用水产品，有必要提供有关其适宜消费人群的信息，和／或增加有关是
否适于婴儿和水溶婴儿配方食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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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使用和定义

1.1

范围
本规范介绍了直接消费的多种饮用水（不包括天然矿泉水）的收集、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配给、
销售的一般要求。关于天然矿泉水的建议有单独规范说明（《天然矿泉水采集、加工和销售推荐性卫生操
作规范》
（CAC/RCP 33-1985））
。本规范涉及不包括天然矿泉水在内的所有瓶装／包装饮用水。

1.2

本规范的使用
本规范必须与《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l-1969，Rev. 3-1997）结合使用，包括附
录 HACCP 体系及其应用导则，保留其段落号和标题，增补其在瓶装水（不包括天然矿泉水）上的特殊应
用。本规范也应与《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和应用准则》( CAC/GL 21-1997)联合使用。

1.3

定义
该定义是对《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l-1969，Rev. 3-1997）第 2.3 条款中定义的
补充。食品和食品处理定义仅适用于本规范。
瓶装，包装饮用水-是指灌装于各种构成、形状和容量的密闭容器中、安全且适于直接饮用、无须进一步
处理的水。瓶装饮用水被认为是一种食品。对于水而言，术语“饮用”和“适于饮用的”可交替使用。
饮用水系统-是指提供给消费者安全且适于直接饮用自来水的公共或专有系统。
设施-是指与瓶装水的采集、加工和装瓶相配套的任何建筑物、区域或环境。
食品-对本规范来说，此术语包括瓶装／包装饮用水。
食品处理-是指适合瓶装饮用水采集、加工、装瓶、瓶子的包装、贮藏、运输、分配和销售的‘一切操作。
地下水-是指源于地下蓄水层的水，例如：泉水、自流水和井水。地下水可大致分为防护水和无防护水。
防护性地下水不直接受地表水或地表环境的影响。
配料-是指包括食品添加剂在内，用于制造或加工食品、特意添加到成品中的任何物质，有时以改良的形
式添加（它不经过进一步加工，可能会或不会安全适于人们消费）
。
地表水-是指暴露于空气中如溪、河、湖、池塘和水库中的水。

2

初级生产
该导则对《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第 3 条款的补充。
在水源用来装瓶前，应明确其化学组成和微生物安全特性的有效期。

2.1

环境卫生要求

2.1.1 精选水源地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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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资料决定可能污染水源流域的边界（环绕抽取补给水体或地面水源点的区域）
。应尽可能地保护
这些关键性区域。
在保护边界（保护区）内，应采取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对地下或地表水质量的任何污染或外来影
响。应控制潜在污染地下或地表水的液态、固态或气态废弃物处理。应该避免在流域内进行污染物处理，
例如：微生物、肥料、碳氢化合物、清洁剂、杀虫剂、酚的化合物、有毒金属、放射性的物质和其他可
溶性有机和无机物质的处置。饮用水源也不应在地下污染物的潜在来源处，例如：下水道、化粪池、工
业废物池、气体或化学罐、管道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点。
2.2

给水的卫生生产

2.2.1 地下给水的防护
2.2.1.1

地下给水的注意事项
由于难区分防护和无防护地下水，应定期监测地下供水系统的生物学（包括微生物）
、化学、物理特性的
稳定性，必要时检测其放射特性的稳定性。通过水文地质学评估、采集水的数量和特殊供水历史稳定性
模式来确定检验的频率。如果检测到污染物，瓶装水生产应停产直到水特性恢复到已规定参数。只有官
方权威机构或具有认证地下给水专业技术的第三方可以采集地下给水。

2.2.2 地表给水的防护
应最大程度地保护用于瓶装的地表水免于污染。地表水可能非常容易变化，因此应经常对水源进行监测。
2.2.2.1

地表给水的依据
应严格规定哪种地表水适于瓶装，即使有预知的处理。

2.3

预瓶装水的处理、贮藏和运输

2.3.1 水的卫生抽取或采集
2.3.1.1

水源地
预瓶装水的抽取或采集应以一种防止除了预用水外的水进入抽取或采集设备的方式来管理。应以防止任
何污染的卫生方式来管理预瓶装水的抽取或采集，在取水点，应采取措施来防止任何水污染。

2.3.1.2

水源区域的防护
紧靠抽取或采集区域的周围应该仅限于授权人员来防护。水源和泉水流出口应通过适当的建筑来防护，
以防止未授权的人员、害虫、灰尘和其他污染源，例如：外来物质、排泄物、洪水和渗透水进入。

2.3.1.3

抽取或采集设备的维护
抽取设备维护的方法和程序应是卫生的。它们不应对人类有潜在危害或是水的污染源。随着附近新井的
发展和建造、抽水机修理或移位或任何水井维护行动，例如：测试和发现水中指标生物体、病原体或不
正常的菌落数指示物后，且只要生物生长可能抑制正确操作时，水井应被适 当第消毒。使用前在合理
时问内应对水采集室进行消毒。应按避免水污染和将人体健康危害减到最小的方式来建造和维护抽取设
备例如用来钻孔的设备。

2.3.2 预瓶装水的贮藏和运输
当预瓶装水钉必要从水源处到加上车间进行贮减和运输时，必须以避免任何污染的卫生方式进行这些操
作。另外，见以下第 2.3.2.1 条款和第 2.3.2.2 条款。对《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第 3 条款所设置内容的增补导则是在《散装食品和半包装食品运输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47-2001)中创建的。在可能时，通过管道从水源处直接供水，是一种避免散装运输污染风险的
方式之一。
2.3.2.1

要求
在必要的地方或时间，应设计和建造散装容器和运输工具，例如：罐、管道和水罐卡车，所以它们应：
一不污染预瓶装水；
一能有效地清洁和消毒；
一提供有效的防护以免污染，包括灰尘和烟雾；
一允许产生的任一状况容易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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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维护
预瓶装水的运输方式应保持正常的清洁、修理和状态。容器和运输工具，尤其是住散装运输叶，
，应最好
仅用来运输预瓶装水。当达不到要求时，应专门使用用于食品运输的运输工具和敞装货物的集装箱，并
在必要时进行清洁和消毒以防污染。也可参见《散装食晶和半包装食品运输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4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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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计和设备
这些导则是《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l-1969，Rev. 3-1997）第 4 条款中所设置条
款的补充。

3.1

场所和空间
在容器暴露于外部环境（即存装载码头）的加工设施区域中，尤其是灌装和封口前，特殊的预防性措施
应并入到设备的设计中以避免瓶装水所用容器的污染。

3.2

设备

3.2.1 不用来灌装的供水
适合用来清洁和消毒的水，不适合预瓶装水。运输预瓶装水的管路应该与不用于灌装水的管路完全分离。
这些管路最好以不同的颜色来识别。必须不能有交叉接合点。如果可能与预瓶装水直接或非直接接触，
用于消毒和清洁的水应该适于饮用（饮用性标准不应低于 WHO 最新版的《国际饮用水质量导则》所包
含的标准）：另外水可能不适合饮用（如果用于与预瓶装水小直接或非直接接触的地方）。关于贮藏应采
用《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1-1969，Rev. 3-1997）中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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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操作管理
这些导则是对《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1-1969，Rev. 3-1997）第 5 条款中所设置
条款的补充。
水是运输可溶解的、胶态或乳化状态物质的极好载体。在所有加工步骤中必须采取控制措旌以确保食品
安全性和适用性在操作中不被危险因素和其他污染物危害。

4.1

卫生控制体系的关键点
来自饮用水系统的、预瓶装水应符合官方权威机构有权制定的所有公共饮用水标准（即化学、微生物、
物理、放射性）。对于已认证水源的文件，其测试结果显示完全符合授权官方机构按 WHO 最新版的《国
际饮用水质最导则》制定的饮用水标准时，使用饮用水系统供水的公司可利用饮用水系统。
如果已知水中包含病原体或过量的农药残留或其他有毒物质，将不能用来装瓶，且由相关机构查收。
预瓶装的水应经过这样的（即微生物地、化学地、物理地和放射性地）处理，如果必要（包括多重处理
如组合过滤、化学消毒等）。加工过程种水的这种处理产生安全的且适于饮用的瓶装饮用水成品。通常，
预瓶装水的质量越高，生产安全的瓶装饮用水产品所需的处理越少。应经常检查地表水的安全性且必要
时进行处理。
在对准则应用的整个过程中如瓶装水生产的 HACCP，应进行考虑到病原体和有毒物质的危险因素分析。
这应为确立适当控有组合措施以减少、消除，或必要时对防止瓶装水生产安全的危险因素（微生物的、 化
学的和放射性的）提供依据。与来自地表供水或无防护地下供水相比，来自防护性地下供水的水源可能
需要较少的处理。
必要时，减少、去除或防止病原体滋生的预瓶装水处理可包括应用化学处理（例如：用氯处理、臭氧化、
碳酸化）和物理试剂处理（例如：高热、紫外线辐射、过滤）
。这些处理可单独使用或作为多重处理联合
使用。处理有效性随具体的生物体而变化。运用足够的多重处理技术生产的瓶装水将尽可能少地含有 与
公共卫生有关的病原体。
必要时，减少或上除化学物质的处理可包括化学的和微粒的（机械的）过滤，例如：用表层过滤器（例 如：
褶状薄膜过滤器）或深层过滤器（例如：沙子或压缩纤维（柱）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上离子化（消电
离作用、水软化、反渗透、超滤）和通风来完成。这些对于化学品的处理不可能充分地减少或去除微生
物，同样地，对微生物的处理不可能充分地减少或去除化学和微粒物质。
对预瓶装水的所有处理应在受控条件下运行，以避免任何类型污染，包括有毒剐产品的形成（尤其是溴
酸盐）和符合有关的 WHO 最新版的《国际饮用水质镀导则》
，在数量上有助于健康的水处理化学品残留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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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中的要求适用于这些主题。

4.2.1 容器清洗和消毒
应该对再使用容器和必需的其他容器以适当的方法进行消洗和消毒，并放置在加上厂内，以便在包装和
封口前将消毒后的污染减到最少。任意使用的容器不用提前清洗和消毒，随时可以利用，确定容器是否
可以任意使用；如果不是，应和可以使用容器一样谨慎处理。
4.3

容器的灌装和密封
装瓶操作（即容器的灌装和密封）应以防止污染的方式进行管理。包括封闭区域和限制性封闭系统使用
的控制措施与加工的其他操作分开以防止污染。空气中的灰尘、泥土、微生物和浓缩物都应被监控和管
理。

4.3.1 产品容器和封口盖
可再使刚容器，不应用于可致使产晶污染的任何用途，并且应单独检查其适应性。应对新容器进行检查，
如果必要，应进行清洁和消毒。
4.3.2 封口盖的使用
通常应供应备用状态的封口盖，并且，其应抗损害。同时，它们不可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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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维护和卫生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中涉及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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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人员卫生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中的涉及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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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的贮藏和运输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l-1969，Rev. 3-1997）第 8 条款所设置内容的增补导则
是在《散装食品和半包装食品运输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47-2001）中创建的。对于贮藏，应用《食
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RCP 1-1969，Rev. 3-1997）中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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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和消费者须知
这些要求是《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 (CAC/RCP l-1969，Rev. 3-1997)中所涉及的，也见本
文引言中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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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涉及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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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微生物的和其他技术要求
《食品卫生推荐性操作规范通用准则》（CAC/RCP l-1969．Rev. 3-1997）中第 5.2.3 条款的微生物的和其
他技术要求涉及该内容．
《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和应用准则》 (CAC/GL 21-1997)中的条款适用于本主题。
瓶装饮用水（不包括天然矿泉水）的微生物和附加规范是 WHO 最新版的《国际饮用水质量导则》中的
相应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