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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 7300《饲料添加剂》按产品分为若干部分。

本文件为GB 7300的第9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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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代替GB/T 21517-2008《饲料添加剂 叶黄素》。原文件规范的产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2625号公告（2017年12月15日）颁布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规定，已不属于饲料添加剂的范

围，本文件重新修订了含量范围，产品标示量 “1.5％、1.6％、2.0％”改为要求“总叶黄素含量（以

黄体素与玉米黄质含量之和计）≥18％”。本文件“总叶黄素含量（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含量之和计）

≥18％”等同于农业部公告中的“叶黄素与玉米黄质总量≥18％”。

本文件与GB/T 21517-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中文名改为“饲料添加剂 第9部分：着色剂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

——英文名改为“Feed additive—Part 9：Coloring agents—Natural xanthophyll（Saponified

marigold extract)”；

——“含量（以C40H56O2计）”指标修改为“总类胡萝卜素含量”（见表1）；

——增加“黄体素含量”指标；

——增加“玉米黄质含量”指标；

——增加“总叶黄素含量（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计）”指标；

——测定水分的方法由“GB/T 606 化学试剂 水分测定通用方法 卡尔·费休法”更改为“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直接干燥法”。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陶正国、林劲冬、何绮霞、赵小阳、程宗佳、李辉、陈小兵、刘海燕、吴秀

丽、何媛怡。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2151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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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 第 9 部分：着色剂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添加剂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产品的技术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万寿菊脂溶性提取物为原料皂化制得的，主要着色物质为黄体素（Lutein）和玉米

黄质（Zeaxanthin）的饲料添加剂天然叶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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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T 13079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

GB/T 13080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3 术语和定义

3.1 叶黄素 xanthophyll

含氧类胡萝卜素的统称。

3.2 黄体素 lutein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的主要成分，含氧类胡萝卜素的一种。

3.3 总叶黄素 total xanthophyll

含氧类胡萝卜素总量之和，在本标准中以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的含量之和计。

4 化学名称、分子式、相对分子质量和结构式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以同分异构体黄体素（lutein）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为主要成分。

分子式：C40H56O2

相对分子质量：568.88（按2016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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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黄体素）：

结构式（玉米黄质）：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与性状

颜色均匀的橘黄色至橘红色粉状固体或膏状液体，有万寿菊提取物的特征气味，不溶于水，微溶于

乙醇。

5.2 鉴别

5.2.1 在测定总类胡萝卜素含量试验中，试样液应在 446nm 附近有最大吸收值，A446/A474=1.09-1.14。

5.2.2 在测定黄体素和玉米黄质含量试验中，试样液在液相色谱图中的主峰保留时间应分别与标准溶

液中全反式黄体素和全反式玉米黄质的保留时间相同。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占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百

分比（色谱峰面积比例）应≥85％。

5.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固体 液体

总类胡萝卜素含量，ω/％ 标示值的 95.0～110.0

黄体素含量，ω/％ 标示值的 95.0～110.0

玉米黄质含量，ω/％ 标示值的 95.0～110.0

总叶黄素含量（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计），ω/％
≥18.0

标示值的 95.0～110.0

pH 值（5％水溶液） 6.0～10.0

水分（干燥失重），ω/％ ≤12.0 -

5.4 卫生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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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总砷（以 As计），/(mg/kg) ≤ 3

铅（以 Pb计），/(mg/kg) ≤ 5

6 取样

按GB/T 14699.1的规定执行。

7 试验方法

7.1一般规定

除特殊说明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标准溶液的制备应符合GB/T 603。

7.2 感官检验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和均匀度。

7.3 总类胡萝卜素的测定

7.3.1 原理

以黄体素（Lutein）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为主要成分的天然叶黄素（Xanthophyll），其无

水乙醇溶液在446 nm附近有最大吸收峰。主要成分黄体素（Lutein）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在无水

乙醇溶液中的百分吸光系数 %1
1cmE 基本一致，而次要成分(β-胡萝卜素等)含量很低，且百分消光系数与

黄体素差别不大，所以可用该波长下的黄体素在无水乙醇中的百分吸光系数（2550 mL/g）和所测定的

吸光值通过对应的公式计算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7.3.2 试剂或材料

7.3.2.1 正己烷：色谱纯。

7.3.2.2 乙酸乙酯：色谱纯。

7.3.2.3 正己烷。

7.3.2.4 无水乙醇。

7.3.2.5 丙酮。

7.3.2.6 甲苯。

7.3.2.7 混合溶剂：正己烷(7.3.2.3)＋无水乙醇(7.3.2.4)＋丙酮(7.3.2.5)＋甲苯(7.3.2.6) = 10

＋6＋7＋7（体积比）。

7.3.3 -仪器设备

7.3.3.1 分析天平 感量 0.000 1g。

7.3.3.2 棕色容量瓶：100 mL，A 级。

7.3.3.3 烧杯：25 mL。

7.3.3.4 移液管：1 mL，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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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5 超声波水浴锅。

7.3.3.6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7.3.3.7 石英比色皿（1 cm）。

7.3.3.8 高效液相色谱仪：带紫外检测器（或二极管矩阵检测器）。

7.3.3.9 pH 计。

7.3.4 试液的准备

准确称取试样约0.1 g到烧杯，精确至0.000 1 g，用大约20 mL混合溶剂（7.3.2.7）超声溶解5 min

后，转移至100 mL棕色容量瓶中，其后用50 mL混合溶剂（7.3.2.7）少量多次清洗烧杯并转移至容量瓶，

直到看不到颜色，再以混合溶剂（7.3.2.7）定容至刻度，摇匀。精确移取此试样液体1 mL至100 mL容

量瓶中，用无水乙醇(7.3.2.4)定容至刻度，摇匀待测。

7.3.5 总类胡萝卜素的测定

将试液（7.3.4）置于 1 cm 石英比色皿中，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446 nm 处测定吸光

度 A，以无水乙醇（7.3.2.4）为空白对照。（吸光度应控制在 0.3～0.7 之间，否则应调整试样液浓度，

再重新测定吸光度。）

7.3.6 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计算

试样中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0  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1）计算：

100％
1002550c

0 



A ……………………………………（1）

式中：

A——试液测定（6.3.5）的吸光度；

c——被测试样液的质量浓度值，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2550——黄体素在无水乙醇中的百分吸光系数 %1
1cmE ，单位为毫升每克（mL/g）；

100——百分转换系数。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

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2.0％。

7.4 黄体素、玉米黄质及总叶黄素含量（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计）测定

7.4.1 原理

试样经流动相（7.4.3）溶解稀释，注入正相色谱系统分离洗脱黄体素（Lutein）、玉米黄质

（Zeaxanthin）等物质，以黄体素和玉米黄质标准品或源自万寿菊的叶黄素对照品（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应≥90％）比对，在446 nm波长下定性鉴定。采用面积归一法，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峰面积占总面积的

比例分别计算黄体素和玉米黄质占总类胡萝卜素的比例。以总类胡萝卜素含量（7.3）分别与黄体素和

玉米黄质占总类胡萝卜素的比例相乘，得到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的含量。总叶黄素(Total Xanthophyll)

含量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计。

7.4.2 试样制备

试样制备过程应避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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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试样约0.05 g，置于100 mL棕色容量瓶中，加流动相（7.4.3）约30 mL，室温超声波水浴中超

声溶解5 min，冷却至室温，加流动相至刻度,于暗处静置10 min，吸取溶液过0.45 μm滤膜，供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使用。

7.4.3 色谱条件

7.4.3.1 固定相：硅胶填充色谱柱，内径4.6 mm，长250 mm，粒度5 μm。
7.4.3.2 流动相：正己烷＋乙酸乙酯=70＋30（体积比），超声脱气。

7.4.3.3 柱温：30 ℃。

7.4.3.4 流速：1.5 mL/min。

7.4.3.5 检测器：紫外可调波长检测器（或二极管矩阵检测器），检测波长446 nm。

7.4.3.6 进样量：10 μL。

7.4.4 试样测定

将试样分析液（7.4.2）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进样分析，积分计算全反式黄体素和全反式玉米黄质

的峰面积比例（％）。色谱峰见图A.1。

7.4.5 含量计算

黄体素(Lutein)含量
1 以黄体素的质量分数（％）计算：

101 P  ……………………………………………（2）

玉米黄质(Zeaxanthin)含量
2 以玉米黄质的质量分数（％）计算：

202 P  ……………………………………………（3）

总叶黄素（以黄体素与玉米黄质总量计）含量
3 为黄体素质量分数与玉米黄质质量分数之和:

213  
……………………………………………（4）

式（2）、式（3）中：

0 ——按照本标准（7.3.6)计算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1P ——色谱图中黄体素峰面积百分比；

2P ——色谱图中玉米黄质峰面积百分比。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试样两次独

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 2.0％。

7.5 总砷（以 As 计）

按 GB/T 13079 测定。

7.6 铅（以 Pb 计）

按 GB/T 13080 测定。

7.7 pH 值

称取试样 1 g（精确至 0.01g），加入 20 mL 水，溶解混匀后，用 pH 计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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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水分（干燥失重）

按 GB/T 6435 直接干燥法进行测定。

8 检验规则

8.1组批

以相同材料、相同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但每批产品不得超过

30 t。

8.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与性状、总类胡萝卜素含量、黄体素含量、玉米黄质含量、总叶黄素含量、pH

值、水分（干燥失重）。每批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规定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

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1) 产品定型投产时；

2) 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3) 停产3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4)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5) 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8.4.2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若复检

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4.3 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 中全数值比较法执行。

9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9.1标签

标签按照 GB 10648 的规定执行。

9.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混运。

9.4 贮存

贮存时防止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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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原包装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 12 个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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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饲料添加剂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0 10 20 30 40 min

0

50

100

150

200

mAU
446nm4nm (1.00)

   
 黄

体
素

玉
米

黄
质

注：色谱图中黄体素（Lutein）保留时间为33.730 min，玉米黄质(Zeaxanthin)保留时间为 38.069 min。

图A.1 饲料添加剂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高效液相色谱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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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原包装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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