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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５．６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黑龙江省木材科学研究所、抚松县露水河东林木业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晓山、毕克新、闫超、冯长荣、陈!、毛磊、朴全东、叶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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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牙　　签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牙签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木材为原料加工的供剔牙的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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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３１—２００９　木材含水率测定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２０１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ＧＢ／Ｔ６４９１—２０１２　锯材干燥质量

ＧＢ１４９３４—２０１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木牙签　狑狅狅犱犲狀狋狅狅狋犺狆犻犮犽

以木材为原料，经旋切、剪切、干燥、制棒、磨尖等工序加工而成的木签。

３．２

边棱　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狉狉犻狊

木牙签表面的纵向棱。

３．３

虚尖　犾犻狋狋犾犲狋犻狆

木牙签尖端的纤细尖。

３．４

勾尖　犫犪狉犫犲犱狋犻狆

牙签尖端的倒钩型的尖。

３．５

钝尖　狅犫狋狌狊犲狋犻狆

木牙签尖端大于规定直径的粗尖。

３．６

劈尖　狊狆犾犻狋狋犻狆

木牙签尖端的劈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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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棱尖　犪狉狉犻狊狋犻狆

木牙签尖端的纵向棱形尖。

３．８

裂纹　狊狆犾犻狋

木纤维沿木材纹理方向的分离。

３．９

残缺　狑犪狀犲

因加工、刨削、砂磨或碰撞所造成的缺损。

３．１０

毛刺　狆狉犻犮犽犾犲

在木牙签加工过程中，表面形成翘起的木纤维束。

３．１１

腐朽　犱犲犮犪狔

由于木腐菌的侵入，使细胞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木材组织结构松散、强度和密度下降、木材组

织颜色变化的现象。

３．１２

污染　狊狋犪犻狀犻狀犵

受其他物质的影响，造成的表面颜色与本色不同或有异味。

３．１３

霉变　犳狌狀犵狌狊

因霉菌滋生而造成的材质和材色的变化。

４　分类

４．１　按形状分

木牙签的主要形状包括以下四种：

ａ）　圆型双尖木牙签；

ｂ）　圆型单尖木牙签；

ｃ）　圆型刻花木牙签；

ｄ）　扁型木牙签。

４．２　结构形式

４．２．１　圆型双尖木牙签

两端呈圆锥体，中段呈圆柱体的木牙签，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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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犔 ———长度；

１———中段圆柱体直径；

２———尖端平面直径；

α ———端部锥角。

图１　圆型双尖木牙签

４．２．２　圆型单尖木牙签

一端呈圆锥体，中间及另一端呈圆柱体的木牙签，见图２。

　　说明：

犔 ———长度；

１———中段圆柱体直径；

２———尖端平面直径；

α ———端部锥角。

图２　圆型单尖木牙签

４．２．３　圆型刻花木牙签

一端呈圆锥体，另一端刻花，中段呈圆柱体的木牙签，见图３。

　　说明：

犔 ———长度；

犔１———刻花长度；

１———中段圆柱体直径；

２———尖端平面直径；

α ———端部锥角。

图３　圆型刻花木牙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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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扁型木牙签

呈楔型扁长体的木牙签，见图４。

　　说明：

犔 ———长度；

犫１ ———小头宽度；

犫２ ———大头宽度；

犺 ———厚度。

图４　扁型木牙签

５　要求

５．１　树种

桦木（犅犲狋狌犾犪ｓｐｐ．）、椴木（犜犻犾犻犪ｓｐｐ．）、杨木（犘狅狆狌犾狌狊ｓｐｐ．）、云杉（犘犻犮犲犪ｓｐｐ．）、冷杉（犃犫犻犲狊ｓｐｐ．）、

樟子松（犘．狊狔犾狏犲狊狋狉犻狊ｖａｒ．犿狅狀犵狅犾犻犮犪Ｌｉｔｖ．）、桤木（犃犾狀狌狊ｓｐｐ．）、槭木（犃．犿狅狀狅 Ｍａｘｉｍ．）以及其他适用

树种。

５．２　规格尺寸与公差

５．２．１　圆型木牙签规格尺寸及公差

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圆型木牙签规格尺寸及公差

项 目 单位 规格尺寸 公差

长度（犔） ｍｍ ６０，６５，６８，７０，８０，１００，１０５ ±０．５

刻花长度（犔１） ｍｍ ９～１２ —

直径（１） ｍｍ ２，２．２，２．４，２．５，３．０ ±０．１

尖端平面直径（２） ｍｍ ０．２ ＋０．１

端部锥角（α） （°） １１ ±３

５．２．２　扁型木牙签规格尺寸及公差

应符合表２规定。

４

犌犅 ××××—××××



表２　扁型木牙签规格尺寸及公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规格尺寸 公差

长度（犔） ５８～６０ ±１．０

小头宽度（犫１） １．３ ±０．２

大头宽度（犫２） ２．３，２．７ ±０．２

厚度（犺） ０．５ ±０．２

５．３　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３规定。

表３　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允许限度

腐朽、蛀孔、夹皮、霉变、污染、异味 不允许

劈尖 不允许

裂纹 不超过长度的２０％

毛刺 轻微

缺损 轻微

纤维与长度方向的一致性 一致

虚尖、勾尖、钝尖、棱尖 轻微

　　注：轻微指在自然光下，距产品５０ｃｍ肉眼可观察到。

５．４　感官要求

木牙签要求表面洁净、光滑、无污染、无异味。

５．５　含水率指标

含水率限值应不低于７％，且不超过我国各地平衡含水率，我国各地平衡含水率按ＧＢ／Ｔ６４９１—

２０１２规定执行。

５．６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４规定。

表４　微生物限量

项目 单位 指标

大肠菌群 ／５０ｃｍ２ 不得检出

致病菌 ／５０ｃｍ２ 不得检出

霉菌 ＣＦＵ／ｇ ≤５０

５

犌犅 ××××—××××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规格尺寸检验

６．１．１　计量器具

检验采用的计量器具为：

———钢板尺：分度值为０．５ｍｍ；

———游标卡尺：分度值为０．０２ｍｍ；

———万能角度尺：测量范围０°～３２０°，分度值为０．０２′。

６．１．２　长度检验

长度采用钢板尺测量，精确到０．５ｍｍ。

６．１．３　直径检验

圆型木牙签的直径在全长二分之一处，尖端平面直径在尖端最小处用游标卡尺测量。精确到

０．０２ｍｍ。

６．１．４　端部锥角检验

圆型木牙签的端部锥角，用万能角度尺分别在端头测量。精度到０．０２′。

６．１．５　宽度和厚度检验

扁型木牙签的宽度分别在小头端部和大头端部用游标卡尺测量，厚度在全长的二分之一处测量。

精确到０．０２ｍｍ。

６．２　外观质量检验

在正常照明光源或自然光下，对所取样品采用目测和鼻嗅方法进行检验。按５．３规定进行外观质

量判定。

６．３　感官要求检验

通过目测、鼻嗅对抽取样品逐一检验。按５．４规定判定。

６．４　含水率检验

６．４．１　试件制作

从包装完整的产品中随机抽取２０支～２５支样品，用聚乙烯塑料袋密封待检。

６．４．２　测试方法

按ＧＢ／Ｔ１９３１—２００９规定进行。

６．５　微生物限量检验

６．５．１　大肠菌群

按ＧＢ１４９３４—２０１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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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沙门氏菌

按ＧＢ１４９３４—２０１６规定执行。

６．５．３　霉菌

按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２０１６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７．１．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ａ）　规格尺寸；

ｂ）　外观质量；

ｃ）　含水率；

ｄ）　微生物限量。

７．１．２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全部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时，每６个月检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

检验：

ａ）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ｂ）　新产品投产时；

ｃ）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２　抽样方案

７．２．１　规格尺寸

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Ⅰ，接收质量限ＡＱＬ＝６．５，见

表５，不合格品数犱１≤Ａｃ１ 时接收，犱１≥Ｒｅ１ 时拒收，若Ａｃ１＜犱１＜Ｒｅ１，检验样本狀２，前后两个样本中不

合格品数犱１＋犱２≤Ａｃ１ 时接收，犱１＋犱２≥Ｒｅ２ 时拒收。

表５　规格尺寸抽样方案 单位为根

批量范围（犖）
样本量 第一判定数 第二判定数

狀１＝狀２ 狀 接收数Ａｃ１ 拒收数Ｒｅ１ 接收数Ａｃ２ 拒收数Ｒｅ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５ ９ １２ １３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８０ １６０ ７ １１ １８ １９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１ １６ ２６ ２７

７．２．２　外观质量

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ＡＱＬ＝４．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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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不合格品数犱１≤Ａｃ１ 时接收，犱１≥Ｒｅ１ 时拒收，若Ａｃ１＜犱１＜Ｒｅ１，检验样本狀２，前后两个样本中不

合格品数犱１＋犱２≤Ａｃ１ 时接收，犱１＋犱２≥Ｒｅ２ 时拒收。

表６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为根

批量范围（犖）
样本量 第一判定数 第二判定数

狀１＝狀２ 狀 接收数Ａｃ１ 拒收数Ｒｅ１ 接收数Ａｃ２ 拒收数Ｒｅ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７ １１ １８ １９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１ １６ ２６ ２７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３１５ ６３０ １１ １６ ２６ ２７

７．２．３　感官要求、含水率与微生物限量

感官要求、含水率与微生物限量验检时，在提交检查批中随意抽取，抽样应抽取带完整包装的样品，

在送实验室检验过程中应确保包装完整，抽样方案见表７。

表７　含水率抽样方案 单位为根

提交检查的成品数量 抽样数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７．３　判定原则

７．３．１　规格尺寸和外观质量判定

规格尺寸和外观质量符合５．２、５．３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规格尺寸和外观质量合格；否则复检，复

检合格判定产品为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７．３．２　感官要求检验结果判定

感官要求符合５．４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感官要求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７．３．３　含水率指标判定

含水率指标符合５．５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含水率指标合格；含水率指标不合格时复检，复检合格

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７．３．４　微生物限量判定

微生物限量符合５．６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微生物限量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７．３．５　综合判定

产品规格尺寸、外观质量、含水率、感官要求及微生物限量检验结果均符合标准规定要求时，判定该

批产品为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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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标明厂名、厂址、产品名称、树种、规格、数量、等级、出厂日期、执行标准等标志，放置

检验合格证，可根据供需合同规定加盖其他产品标志。

８．２　包装

应同树种、同规格、同等级分别包装，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与食品接触包装

材料卫生要求。

大包装用瓦楞纸箱，小包装用纸盒或塑料盒，外包装应具有足够的牢固性，以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

贮存条件下，不破损和污染。

８．３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中，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装卸中应防止包装破损。贮存环境应清洁卫生、通风、

防潮、防火、防污染，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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