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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糌粑是西藏传统主食，是藏族传统主食之一，为了给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多购买信息，引导消费，推动优质优价，促

进行业发展，西藏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

究院开展糌粑比较试验。通过科学的检测数据和主观测评，

为消费者提供合理、可靠的消费指引，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本次比较试验检测项目广泛征求了

企业 、业内 专家 和第三 方检测 机构 的意见 ，依据

DBS54/2002-2017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的限值要求

对糌粑进行检测，并且开展了消费教育活动，通过招募测评

官进行主观测评。最终对 9 款糌粑进行分级评价。

结果表明：

1. 糌粑食品安全可靠，无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和微

生物污染等安全问题。

2. 糌粑的质量指标（含砂量、磁性金属物、脂肪酸值）

均符合 DBS54/2002-2017 标准要求。

3. 营养及功能成分检测结果显示：糌粑的蛋白质含量

高，实测均值为 10.3g/100g；富含膳食纤维，平均含量高达

17.7g/100g,约为大米的 22-30 倍，小米的 11 倍，小麦的 1.6

倍；β-葡聚糖含量普遍较高，在 5.82%-6.25%范围内，平均

值为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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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糌粑比较试验还开展了消费教育活动，通过招

募测评官进行主观测评。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黑糌粑是地

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净级黑糌粑和古如朗杰黑青稞糌粑；而

白糌粑中最受欢迎的是 kamzang 青稞精粉和洛丹牌白朗糌粑

青稞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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糌粑比较试验综合评级表

黑糌粑

★★★★★（卓越）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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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糌粑

★★★★★（卓越）

★★★★☆（优秀）

备注：

1.本次比较试验结果仅对所购买的样品负责，不代表同品牌不同批次、不同规格产品的质量状况。

2.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均由工作人员模拟消费者购买，标注价格(单价参考价)均为当次购买产生费用，仅供参考。

3.综合评级：安全指标占比 20%，质量指标占比 40%，营养指标占比 40%。

4.评价结果用“★”、“☆”表示，“★”表示一星、“☆”表示半星，“★”/“☆”越多结果越好，同星

级产品排名不分先后。

5.未经西藏自治区消费者协会的书面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本次比较试验结果作为商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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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背景

糌粑（zan ba）是将青稞、豌豆等为原料，经过清洗、

晾干、炒熟、磨粉制成的方便食品，也是藏族传统主食之一。

在食用时用少量的酥油茶、奶渣、糖等搅拌均匀，用手捏成

团即可。它不仅便于食用，营养丰富、热量高，很适合充饥

御寒，还便于携带和储藏。

随着媒体的宣传，藏区的风光、人文和饮食文化逐渐走

进大众眼里，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局面。西藏糌

粑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市场产品琳琅满目，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进入吃的安全、营养、健康

的阶段之际，为了发现并推广营养丰富的好品质糌粑，促进

行业发展，并且通过科学的检测数据为消费者提供合理、可

靠的消费指引，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西藏自治区消费者协

会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开展糌粑比较试验。通过科学

的客观检测和主观测评告诉消费者糌粑的价值何在，哪些品

牌的糌粑更安全可靠，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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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比较试验详情

一、样品来源

本次比较试验的所有样品均由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

的身份在西藏各地市的糌粑销售点购买。根据前期调查的结

果，选择了西藏 4 个市（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日喀则

市）的糌粑销售点，购买当地热销的 9 款样品，其中有 4 款

黑糌粑和 5 款白糌粑。糌粑单价从每斤（500g）3.8 元至 18

元不等。

所购买的样品涵盖了西藏 4 个市生产的糌粑产品，样品

送到专业的第三方实验室——中检溯源华南技术服务（深

圳）有限公司（CCIC）进行检测。

图 1. 西藏各地购买糌粑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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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款糌粑产品信息表

类

别
产品名称

规格

（g)

单价（元

/500g）
标称生产地 生产商

黑

糌

粑

拉萨净土罗布琼

孜黑青稞糌粑
500 18.0

拉萨市当热

东路

西藏罗布穷孜工贸

有限公司

蒙亚山地黑青稞

糌粑
2500 10.0

山南市洛扎

县

西藏洛扎山地糌粑

加工厂

古如朗杰黑青稞

糌粑
1000 12.5 林芝市朗县

林芝朗县仲达镇达

贵村折木朗农畜产

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地球第三极秀巴

德勒洁净级黑糌

粑

1500 11.7
拉萨市达孜

工业园区

西藏地球第三极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白

糌

粑

朗孜精品水磨糌

粑
2500 3.8

拉萨堆龙古

荣区

西藏拉萨堆龙古荣

朗孜糌粑有限公司

kamzang 青稞精

粉
1000 17.5

日喀则市江

孜县

江孜康桑营养丰富

糌粑加工厂

阿古幸巴糌粑 2500 4.0
日喀则市江

当乡

西藏阿古幸巴农产

品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洛丹牌白朗糌粑

青稞精华
5000 3.8

日喀则市白

朗县

西藏白朗康桑农产

品发展有限公司

德木康桑水磨糌

粑
2500 4.0

林芝市巴宜

区米瑞乡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

乡德木康桑水磨糌

粑面粉农民专业合

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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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试标准及方法

国家标准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

菌毒素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农药残留最大残留量》中仅针对谷物及其制品（不包括焙烤

制品）的部分指标作出限值要求，未对青稞谷物加工后的糌

粑产品作出具体要求。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本次比较试验的检测指标广泛征求

了企业、业内专家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意见，结合国家标准

对原料青稞的限值要求为基础，采用 DBS54/2002-2017《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的检测项目和限值要求对糌粑进行

检测。在安全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消费者关心的营养及功

能成分指标，选取如蛋白质、膳食纤维、β-葡聚糖等指标，

作为本次糌粑比较试验的测试指标。包括安全指标、质量指

标和营养指标三大类共计 34 个指标（详见表 2），均采用国

内标准检测方法进行测试。

表 2. 糌粑比较试验检测项目总表

类别 检测指标 要求 备注

安全指标

铅 ≤0.5mg/kg

指食物受到重金属污染的

情况，检测结果越低越好

总砷 ≤0.5mg/kg

总汞 ≤0.02mg/kg

镉 ≤0.1mg/kg

苯并[a]芘 ≤5ug/kg
指食物受到苯并[a]芘污染

的情况，检测结果越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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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检测指标 要求 备注

黄曲霉毒素 B1 ≤5ug/kg
指食物受到真菌毒素污染

的情况，检测结果越低越好

六六六 ≤0.05mg/kg

指食物受到农药残留污染

的情况，检测结果越低越好

滴滴涕 ≤0.05mg/kg

甲基毒死蜱 ≤5mg/kg

溴氰菊酯 ≤0.2mg/kg

氯氰菊酯 ≤0.2mg/kg

啶虫脒 ≤0.5mg/kg

萎锈灵 ≤0.2mg/kg

噻虫啉 ≤0.1mg/kg

菌落总数 ≤10000CFU/g

指食物受到微生物污染的

情况，检测结果越低越好

大肠菌群 ≤30CFU/g

霉菌 ≤50CFU/g

沙门氏菌
n=5 c=1 m=100

M=1000

金黄色葡萄球菌
n=5 c=0 m=0

M=--

质量指标

水分 ≤9g/100g 水分含量

灰分 ≤2.5g/100g 灰分含量

脂肪酸值 ≤80mg（K0H)/100g 新鲜度指标，越低越好

含砂量 ≤0.08% 污染物，越低越好（适用于

机械加工的糌粑，石磨加工

糌粑可参考）
磁性金属物 ≤0.003g/kg

营养及

功能性指

标

蛋白质 ≥8g/100g 营养成分，越高越好

粗脂肪 ≥1g/100g 需符合标准规定

粗纤维 ≥0.8% 需符合标准规定

能量 / 表示产品能量

碳水化合物 / 表示产品碳水化合物含量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 两者加起来为总膳食纤维，

一定范围内，越高越好可溶性膳食纤维 /

β-葡聚糖 / 功能成分，越高越好

其他指标

净含量

500-1000g，允许短缺量

15g；1000-10000g。允许短

缺量是净含量的 1.5%

产品实际重量与包装标识

差异

感官
糌粑特有的色泽、气味、滋

味及组织状态
需符合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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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试验结果

（一）安全指标：无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真菌毒素、

微生物等安全问题。

糌粑作为藏族的传统主食，其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的健康。重金属、微生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都是消费

者最关心的安全指标。

本次比较试验安全指标检测结果显示：9 款糌粑的 4 项

重金属和 5 项微生物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8 项农药残留、

黄曲霉毒素 B1以及苯并[a]芘均未检出。

1.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污染（铅、镉、砷、汞）

受到污染的水源和土壤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作物可能

会吸收和富集重金属，影响农产品质量，长期食用受重金属

污染的农产品可能会严重危害健康。本次比较试验对 9 款糌

粑的铅、镉、总砷、总汞，共 4 项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指标进

行检测。

测试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受到重金属及有害

元素污染的情况，检测结果全部符合西藏自治区地方标准

DBS54/2002-2017《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不存在重金

属及有害元素污染的安全性问题。

2. 8 项农药残留

西藏自治区地方标准 DBS54/2002-2017《食品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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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糌粑》中对常见及高风险的农药残留指标作了限量规

定。本次比较试验检测了 8 项农药残留指标，包括六六六、

滴滴涕、甲基毒死蜱、溴氰菊酯、氯氰菊酯、啶虫脒、萎锈

灵、噻虫啉。

测试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的 8 项农药残留均

未检出，消费者不必担心糌粑的农药残留问题。

3. 微生物

微生物指标主要用来评价食品卫生情况，糌粑受到微生

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加工、运输及贮藏等环节控制不当。受到

微生物污染的糌粑不仅降低了卫生及质量指标, 还会对人

体健康产生危害。糌粑是可以直接食用的熟食品，其微生物

污染问题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本次比较试验检测了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霉菌以及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共 5 个指标。

测试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全部微生物指标均

符合标准要求。

4. 真菌毒素（黄曲霉毒素 B1）

粮食发霉，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加速腐败变质，

还会产生多种真菌毒素，其中黄曲霉毒素 B1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Ⅰ类天然存在的致癌物，是诱

发肝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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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的黄曲霉毒素 B1均

为未检出。

5. 苯并[a]芘

苯并[a]芘是一种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世界卫生组

织已将苯并[a]芘列为一级致癌物，大量摄入可明显提升癌

症等病的发病率。谷类食物、蔬菜、脂肪和油类是人类摄入

苯并[a]芘的主要膳食来源，食物加工例如烧烤、烟熏肉类

或鱼类的含量亦较高。糌粑的苯并芘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以

及加工过程温度和时间控制不当(过高温度和过长时间)。

测试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的苯并[a]芘检测

结果均为未检出。

（二）质量指标：本次检测的 9 款糌粑的质量指标（含

砂量、磁性金属物、脂肪酸值）均符合 DBS54/2002-2017 标

准要求。

1. 脂肪酸值

粮食在储藏过程中，如保管不当，其营养成分中的脂类

物质容易发生水解，使粮食内部脂肪发生酸败反应生成脂肪

酸，该指标是判定糌粑新鲜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脂肪酸

值的高低与产品存储条件和生产日期都有一定的关系。消费

者在购买的时候可尽量选择生产日期临近的产品，在购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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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内应尽快食用，并将剩余的糌粑妥善储存。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均符合

DBS54/2002-2017《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中，脂肪酸值

（以湿基计）的要求。

2. 含砂量和磁性金属物

粉类食品在加工中混入的砂子和微小的铁屑，随食品进

入体内,不能消化吸收,对人体健康是一种潜在的危害。含砂

量和磁性金属物含量体现了糌粑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水

平。DBS54/2002-2017《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中，针对

机械加工糌粑的磁性金属物和含砂量指标分别作出了

0.003g/kg 和 0.08%的限值要求。

检测结果显示：本次检测的 9 款均为石磨加工糌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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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DBS54/2002-2017 对磁性金属物和含砂量的要求，有 3 款

糌粑含砂量偏高。建议生产者注意改进生产过程的工艺，加

强质控手段，降低产品含砂量。

（三） 营养及功能成分：糌粑高蛋白、富含膳食纤维

和β-葡聚糖。蛋白质实测均值为 10.3g/100g，比大米高约

30%；膳食纤维高达 17.7g/100g，约为大米的 22-30 倍，小

米的 11 倍，小麦的 1.6 倍；β-葡聚糖含量在 5.82%-6.25%

范围内，平均值为 6.02%。

糌粑是全谷物食品，将青稞籽粒炒熟后再磨粉而成，保

留了青稞的全谷物籽粒。一般来说，全谷物食品的营养成分

要比精细加工的谷物营养价值要高。作为高原农作物青稞生

产的主食，与其他粮食作物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区别呢？

本次检测的 9款糌粑营养成分实测平均值与其他粮食作

物的营养成分进行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4 不同粮食作物的营养成分平均值对比

类别 蛋白质 g/100g
碳水化合物

g/100g

总膳食纤维

g/100g

9 款糌粑实测平均值 10.3 77.6 17.7

大米（粳米） 7.7 77.4 0.6

大米（籼米） 7.9 77.9 0.8

小米 9.0 75.1 1.6

小麦 11.9 75.2 10.8

备注：粳米、籼米、小米、小麦的营养成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权威发布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

1.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人体的主要构成并提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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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氨基酸，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和生长。9 款糌粑蛋白质实测

（均值）为 10.3g/100g，和平时消费者主要食用的大米相比

较，糌粑的蛋白质含量高约 30%。

9款糌粑的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中，来自日喀则市江孜县

的kamzang青稞精粉和日喀则市江当乡阿古幸巴糌粑的蛋白

质含量最高，分别是12.5g/100g和11.9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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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

溶性膳食纤维吸水性强，能使人产生饱腹感，从而减少进食

量，并且能吸附膳食脂质（脂肪、胆固醇等），促进脂质排

出体外，减少吸收。同时，可溶性膳食纤维还能减缓碳水化

合物的消化和吸收的速度，使进餐后血糖不会急剧上升；不

可溶性膳食纤能吸收水分软化大便，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

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

9 款糌粑的总膳食纤维含量的实测值平均为 17.7g/100g，

远超其他粮食作物的总膳食纤维的平均水平，约为大米的

22-30 倍，小米的 11 倍，小麦的 1.6 倍。9 款糌粑中，总膳

食纤维含量最高的是来自日喀则市江孜县的 kamzang青稞精

粉和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德木康桑水磨糌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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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β-葡聚糖

青稞的β-葡聚糖含量非常高，与燕麦旗鼓相当。目前

多项研究表明，β-葡聚糖具有抗氧化、调节免疫力、调节

血糖、调节脂质代谢等生理活性，已在健康食品领域得到了

广泛的开发和应用。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针对青稞β-葡

聚糖的提取技术以及功能应用有很多研究成果，包括饼干、

胶囊、咀嚼片、酒等产品的开发。青稞制成的糌粑中的β-

葡聚糖含量也很高。

检测结果显示：本次测试的 9 款糌粑的β-葡聚糖含量

普遍较高，在 5.82%-6.25%范围内，平均值为 6.02%，与文

献报道的青稞中β-葡聚糖含量较为一致。

4. 水分、灰分、粗脂肪、粗纤维

糌粑的包装是影响含水量的重要因素，含水量过高不利

于储藏，容易滋生微生物。而灰分是高温锻烧后无机成分的

残留物，摄入过多的灰分会对人体代谢造成负担。本次检测

的 9 款糌粑水分和灰分含量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9 款 糌 粑 粗 脂 肪 、 粗 纤 维 的 含 量 均 符 合 标 准

DBS54/2002-2017 要求。一般来说，粗纤维含量高的糌粑口

感比较粗糙。



19

第三部分 糌粑消费教育与主观测评

一、主观测评方案

糌粑作为雪域高原独有的产物，除了安全可靠，含有丰

富的膳食纤维、β-葡聚糖等营养成分之外，糌粑好不好吃，

哪款糌粑更香、口感更好，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

本次糌粑的消费教育，邀请了西藏自治区烹饪餐饮饭店

业协会协助，一共招募了 30 名测评官进行主观测评。采用

家庭测试的方式，将糌粑发放到每位测评官家中，让各自自

行制作食用糌粑，品尝后按照设定的评分表进行盲测打分。

二、样品编号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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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观测评过程

本次糌粑主观测评一共有 30 名测评官，其中 20 名测评

官在西藏自治区生活和居住多年，平时有常吃糌粑习惯。10

名测评官是非藏区的美食爱好者，对糌粑有着浓烈的兴趣，

均通过了测评人员的招募筛选。工作人员将本次经过测试的

9 款糌粑进行编号分装，分装的小样通过快递方式分发到测

评官的手中。

在主观测评前，通过培训让每位测评官都了解和清楚测

评的流程和操作，并通过扫描提供的二维码获取评分问卷。

测评官可以加入适量坚果、牛奶等配料，发挥创意制作糌粑，

品尝并完成主观的评价。从总体喜好度、香气、粉质粗细程

度进行盲测评分。

图. 测评官提供的制作糌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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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糌粑分装与打包过程

四、主观测评结果分析

（一）总体喜好度：“总体来看，您是否喜欢这款糌粑，对

它的喜欢或不喜欢程度如何？”30 名测评官品尝后打分认

为，最受欢迎的黑糌粑是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净级黑糌粑

和古如朗杰黑青稞糌粑；而白糌粑中最受欢迎的是 kamzang

青稞精粉和洛丹牌白朗糌粑青稞精华。
表 5 4 款黑糌粑和 5 款白糌粑综合喜好度评分

黑糌粑组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平均分

（1-10 分）
综合喜好度

268 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净级黑糌粑 7.6 ★★★★★

766 古如朗杰黑青稞糌粑 7.3 ★★★★★

442 拉萨净土罗布琼孜黑青稞糌粑 6.8 ★★★★☆

784 蒙亚山地黑青稞糌粑 6.5 ★★★★

白糌粑组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平均分 综合喜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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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分）

937 kamzang 青稞精粉 7.1 ★★★★☆

189 洛丹牌白朗糌粑青稞精华 6.6 ★★★★☆

581 阿古幸巴糌粑 6.5 ★★★★

363 朗孜精品水磨糌粑 6.4 ★★★★

310 德木康桑水磨糌粑 6.3 ★★★★

（二）各单项评价

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净级黑糌粑、古如朗杰黑青稞糌

粑、kamzang 青稞精粉三款糌粑被认为是香气最浓郁；

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

净级黑糌粑

古如朗杰黑青稞糌粑 kamzang 青稞精粉

德木康桑水磨糌粑、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净级黑糌粑

被测评官认为是粉质较粗的两款；

德木康桑水磨糌粑 地球第三极秀巴德勒洁

净级黑糌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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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zang 青稞精粉、朗孜精品水磨糌粑粉质最细腻。

kamzang 青稞精粉 朗孜精品水磨糌粑

第四部分 消费提示

一、多吃全谷物食品。

所谓全谷物食品，是指加工过程中保留了谷皮、胚乳、

胚芽的谷物，不管是完整的谷物还是被粉碎的，包括糙米、

燕麦片、全麦面包等，由于糌粑的生产过程中保留了青稞的

全谷物籽粒，因此也属于全谷物食品。而我们平时常吃的大

米和白面就是精加工的谷物，全谷物与精加工的谷物相比，

保留了天然谷物的全部成分，可以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

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吃 50-150

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认为食用全谷物食品对降低 2 型糖尿

病的发病风险、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降低结直肠癌

的发病风险、减少体重增加的风险均有一定作用。

二、糌粑营养丰富，有很好的健康促进价值。

糌粑高蛋白、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和β-葡聚糖，营



24

养素较为均衡，尤其是含有β-葡聚糖对血糖和血脂有较好

的调节作用。作为一种全谷类粗粮，相对于精米精面对预防

和改善糖尿病与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有一定的优势。

三、可采用更多的加工食用方式

长久以来，糌粑的加工方式始终为传统的单一模式，糌

粑的推广受到极大限制。通过本次比较试验的消费教育，发

现以糌粑为原料，消费者可以通过搭配适量的坚果、牛奶、

酸奶等材料，加工成各种糕点或点心。同时，商家也可以开

发各种糌粑加工食品，让藏族传统糌粑，从“水调手捏”的

单一食用方式向休闲零食和高附加值化转型，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多选择。

四、糌粑应存放在通风、干燥处，或在冰箱冷藏储存。

本次比较试验购买的糌粑产品，标示的保质期有 3-18

个月不等，但是，大多数糌粑采用的是透气的包装，容易吸

潮。因此，消费者在购买糌粑时，不要一次购买太多。存储

时要注意防潮隔热，尽可能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

最好在冰箱冷藏储存。注重新鲜度和口感的消费者应尽量选

择生产日期临近的产品。而且开袋后应在保质期内尽快食

用，并将剩余的糌粑妥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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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糌粑比较试验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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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次比较试验结果仅对所购买的样品负责，不代表同品牌不同批次、不同规格产品的质量状况。

2.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均由工作人员模拟消费者购买，标注价格(单价参考价)均为当次购买产生费用，仅供参考。

3.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4 项）：铅、镉、总砷、总汞；农药残留（8项）：六六六、滴滴涕、甲基毒死蜱、溴氰菊酯、氯氰菊酯、啶虫脒、萎锈灵、

噻虫啉；微生物（5项）：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以及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部分营养指标（4项）：水分、灰分、粗脂肪、粗纤维。

4.“√”表示符合 DBS54/2002-2017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糌粑》的要求。

5.综合评级：安全指标占比 20%，质量指标占比 40%，营养指标占比 40%。

6.评价结果用“★”、“☆”表示，“★”表示一星、“☆”表示半星，“★”/“☆”越多结果越好，同星级产品排名不分先后。

7.未经西藏自治区消费者协会的书面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本次比较试验结果作为商业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