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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3 年国家计量技术法规计划（国质检量

函〔2013〕101 号）立项，由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共同

承担《乳品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制定工作。 

二、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国务院第 536 号令《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对保证乳品质量安全有

多项规定。其中第 6 条规定“生鲜乳和乳制品应当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

准，……”。第 31 条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鲜乳进货查验制度，逐

批检测收购的生鲜乳，如实记录质量检测情况、……”。第 34 条规定：“出厂的

乳制品应当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当对出厂的乳制品逐

批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留取样品。检验内容应当包括乳制品的感官指标、理

化指标、卫生指标……”。 

2010 年，卫生部制定实施了《GB 1930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和《GB 1964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以上 2 个国标中的理化指标检

验方法均再对应相应的国家标准，如果按照这些标准进行全部理化指标检测至少

需要 6 小时，造成生鲜乳收购时质量检测所需时间较长，增加乳品质量控制的成

本和难度。另外在乳品加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和出厂检验时均需要乳品的理化指标

的检验，同样存在检测时间过长影响正常生产的问题。 

目前乳品生产企业在乳品理化指标的检测中多采用仪器快速测量和理化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仪器快速测量多采用乳品成分分析仪测量乳品的理化指标，理

化分析即为国标中规定的检测方法。企业只能采用理化分析法所测结果校正乳品

成分分析仪的测量结果，造成乳品成分分析仪测量结果无法有效溯源，无法保证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存在很大的乳品质量安全风险。 

三、《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制定过程 

1、2013 年 5 月 10 日，具体承担规程制定任务的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向主

要生产厂家丹麦福斯（Foss）公司，荷兰 Delta 公司，美国本特利（Bentley）公

司发函，要求其提供各自生产的各种型号的乳品成分含量分析仪的工作原理、主

要测定指标、仪器校正方法，仪器性能控制等信息，作为规范制定时的参考。随

后，各个厂家相继返回相应信息。 

根据反馈的信息和对市场的了解，目前国内使用的乳品成分分析仪根据工作

原理，分为中红外光谱法、超声法等，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是中红外光谱法，且

多为进口仪器。目前国内没有乳品成分分析仪的国标/行业标准，国际上只有中

红外仪器的有相应的标准，为《ISO 9622:2013/IDF 141:2013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该标准自

2013 年 9 月 15 日起执行，并代替原标准《ISO9622:1999/ IDF 141C:1999  Whole 

milk - Determination of milkfat, protein and lactose content - Guidance on the 

operation of mid-infrared instruments》。为了更好的反映被校准仪器的特性，起草

组建议将规范名称修改为《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可

充分体现出被校准仪器的工作原理，测量对象和测量的主要指标等。 

2、目前国内市场中 Foss 公司市场占有率 80%以上，为了更好的了解仪器的

性能。规程起草组建议将 Foss 公司的中国总代理——福斯华（北京）科贸有限

公司添加为规范的参加起草单位。 



 

 

3、2013 年 6 月，了解到 Foss 公司总部的工程师要到中国，规范的主要起草

人专程到福斯华（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与丹麦 Foss 公司乳品应用专家 Tony 

Maddison 博士进行交流，从仪器的工作原理、测量模块的建立、仪器使用过程

中常见的问题等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获悉《ISO9622:1999/ IDF 

141C:1999》正在修订，起草组决定等修订好的 ISO 标准出来后再进行规范的撰

写。 

4、鉴于目前国内没有适合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用的标准物质，规范起草

组着手研制乳品类标准物质。乳成分含量分析仪用户根据被测对象的不同可在仪

器上设置多个测量模块，如生乳、超高温灭菌奶、乳粉、乳饮料等。由于液态乳

制品保质期较短，均不适合制作标物，起草组决定以乳粉复原后校准仪器，并着

手研制乳粉标准物质。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于 2013 年 12 月自筹经费 3 万元，准备研制“乳粉国

家二级标准物质”，目前已完成近 6 个月的稳定性实验，结果满意。下一步将进

行多家联合定值，预计 2015 年上半年可完成标物的申报工作。 

为了提供多种校准用标准物质，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计划研制“超高温灭

菌乳标准物质”，现正在进行稳定性实验。 

5、2014 年 5 月，从国家标准信息网购买到《ISO 9622:2013/IDF 141:2013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根据标准中对仪器性能控制的指标，起草了校准规范（征求意见

稿）。 

征求意见针对仪器的三家生产厂家、国家及河南省 DHI（奶牛生产性能）测

定中心、国家计量院、省级计量院、地市级计量所等。目前共收回 8 份意见，其

他意见也在陆续返回中。 

从反馈的意见看，主要问题集中在规范正文的“7.4 线性误差的校准方法”。

《征求意见稿》中相关内容为：配制脂肪含量为 8%左右的全脂液态乳母液，用

去离子水按照表 2 配制系列标准溶液。按照含量由低到高的顺序测量标准曲线，

每个含量测量 3 次取平均值。 

表 2  系列标准曲线配配制方法 

母液体积 

(mL) 

定容后体积 

(mL) 

与母液的 

相对含量 

0 100 0.0 

10 100 0.1 

20 100 0.2 

30 100 0.3 

40 100 0.4 

50 100 0.5 

60 100 0.6 

70 100 0.7 

80 100 0.8 

90 100 0.9 

100 100 1.0 

《征求意见稿》中线性误差的浓度范围和浓度点的设置完全采用的是 ISO 

9622 中 6.1.4 的全部内容。但是用户在实际使用仪器时，会建立多个模块，如生

乳模块，乳粉模块，乳饮料模块等，其测量范围各不相同，且测量范围均远远小



 

 

于 ISO 9622 中 6.1.4 的范围。经现场实验，按照 ISO 9622 中 6.1.4 的范围测量计

算仪器的线性误差，仪器线性误差大多超差，不合格；但是根据仪器模块的测量

范围进行校准，仪器的线性误差均合格。建议将仪器的线性误差修改为： 

“根据标准物质的种类，将仪器中对应模块校正时的最低含量点和最高含量

点作为仪器的测量范围，均匀配制 5~6 个浓度含量点的标准曲线。按照含量由低

到高的顺序测量标准曲线，每个含量测量 3 次取平均值”。并在附录 B 中设置了

“乳粉复原方法及成分含量的计算方法”，明确了现场校准时系列标准曲线的配

置和含量的计算方法。 

6、实验数据 

2014 年 8 月~9 月选取 10 台设备进行实验，其中 Foss 公司仪器 7 台， Delta

公司仪器 2 台，Bentley 公司仪器 1 台。根据工作原理，傅立叶变换红外仪器 9

台，滤光片仪器 1 台。 

结果表明，除 1 台仪器的重复性、示值误差等结果超差外，其他 9 台仪器均

符合规范计量性能的要求。 

7、2014 年 9 月将《征求意见稿》发至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网站征求意见。 

 

四、规范制定的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一）、依据 

《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中的校准项目及技术指标

主要参照ISO 9622:2013/IDF 141:2013  乳及液态乳制品  中红外光谱法应用指

南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和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仪器的校准方法主要参考了

GB 19301-2010 《生乳》、GB 19644-2010 《乳粉》及GB 5009.3-2010 《食品中

水分的测定》等标准。并依据《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完

成本规范的制定。 

（二）、原则 

1、架构 

根据《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本规范架构上

包括封面、扉页、目录、引言、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计量单位、概述、计量

特性、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的表达、复校时间间隔、附录

几个部分。 

2、术语与计量单位的选择 

术语和计量单位的选择遵照《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选择使

用。 

3、计量特性确定原则 

《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中的校准项目及技术指标

主要参照 ISO 9622:2013/IDF 141:2013  乳及液态乳制品  中红外光谱法应用指

南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 和 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4、标准物质选则的原则 

ISO 9622:2013/IDF 141:2013 对仪器性能控制的指标只涉及到乳品主要成分



 

 

的脂肪、蛋白质、乳糖含量。因此需要选择的标准物质为包含脂肪、蛋白质、乳

糖含量的液态乳。目前国内没有相应的标准物质。 

河南省院正在研制“乳粉中脂肪、蛋白质、乳糖国家二级标准物质”，预计

明年标物将研制出来。现场可将乳粉标物按规定的方法复溶后，用复原奶校准仪

器。 

五、规范制定说明 

《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包括封面、扉页、目录、

引言、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计量单位、概述、计量特性、校准条件、校准项

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表达、复校时间间隔以及附录几个部分，根据《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撰写。 

1、引言： 

《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在参照 JJF 1094-2002《测

量仪器特性评定》和 ISO 9622:2013/IDF 141:2013  乳及液态乳制品  中红外光

谱法应用指南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确定了仪器计量特性的各校准项目及技术指标要求。

仪器的校准方法参考了 GB 19301-2010 《生乳》、GB 19644-2010 《乳粉》及

GB 5009.3-2010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等标准。规范给出了中红外光谱法液态

乳成分含量分析仪的具体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2、范围： 

确定了《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的适用范围，为基

于中红外光谱吸收法测定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根据红外光产生原理的不同，

仪器又分为傅立叶变化法和滤光片法 2 类。 

3、引用文件 

《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引用文件说明了本规范

内容中引用的其他文献，包括《JJF 1071 - 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GB 19301-2010 生乳》、《GB 19644-2010 乳粉》、《GB 5009.3-2010 食品中水

分的测定》、《ISO 9622:2013/IDF 141:2013   乳及液态乳制品  中红外光谱法应

用指南    Milk and liquid milk products -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infrared spectrometry》等。 

4、术语和计量单位 

本部分对规范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进行了定义，规范中涉及到的术语可见《JJF 

1265-2010 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GB 19301-2010 生乳》、《GB 19644-2010 乳

粉》、《GB 5009.3-2010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由于交叉污染率为本规范中特有的术语，因此进行了定义：交叉污染率

（carry-cover rate）是由测量系统将一个检测样品反应携带到另一个检测样品反

应的分析物不连续量，由此错误地影响了另一个检测样品的表现量。通常以给定

的已知标称定值的低值样品和高值样品交叉测量多次，用特定公式计算得到。 



 

 

5、概述 

本部分主要简述了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的用途、原理和结

构。 

6、计量特性 

本部分规定了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的计量特性，根据 ISO 

9622:2013/IDF 141:2013 的内容和对厂家的调研（附录 A），选择了示值误差、重

复性、交叉污染率、线性误差 4 个指标作为仪器的计量特性指标。 

6.1 示值误差定值依据 

ISO 9622:2013 的 11.3 条：“Reproducibility, R, is defined a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achievable 95% of the time,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single test results 

obtained using the same method on identical test material i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重现性，R，为不同实验室对同一样品所测得的结果的差值，差值用 95%可能

性的绝对值表示）。“Typical reproducibility estimates for the major components fat, 

protein, lactose in raw bovine milk are 0.11% mass fraction.”（对于生乳中主要典型

指标——脂肪、蛋白质、乳糖含量的复现性指标为 0.11%质量分数）。 

JJF 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5.3.1.6 中将判据分为 3 类，具体如下： 

a)合格判据： 95MPEV-U 
 

b)不合格判据： 95MPEV+U   

c)待定区： 95 95MPEV- < <MPEV+U U  

其中：  为测量仪器的指示误差绝对值，MPEV 为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U95 为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MPEV 即为 ISO 9622:2013 的“复现性”，U95

见规范附录 E：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鉴于乳品成分分析仪为相对测量仪器，用户可以自己校正仪器，起草组建议

将“不合格判据”以外的结果均判为合格。 

另外，能否将示值误差指标删掉。对于相对测量仪器，只用仪器的线性、重

复性满足要求，其他的影响仪器性能的指标也满足要求（对乳品分析仪而言，样

品的交叉污染可能影响到仪器的测量结果），仪器日常使用时用标准物质进行校

准，就可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溯源。 

6.2 重复性定值依据： 

ISO 9622:2013的 11.1条：“Repeatability, r, is defined a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achievable 95% of the time,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single test results obtained 

using the same method on identical test material in the same laboratory by the same 

operator using the same equipment within a short interval time”（重复性，r，为在同

一实验室内，短期内用同样方法对同一样品所测得的结果的差值，差值用 95%

可能性的绝对值表示）。“Typical repeatability estimates for the major components fat, 

protein, lactose in raw bovine milk are 0.040% mass fraction.”（对于生乳中主要典型

指标——脂肪、蛋白质、乳糖含量的重复性指标为 0.04%质量分数）。 

6.3 线性误差： 



 

 

见 ISO 9622:2013 的 6.1.4 条，规范中的具体方法、计算公式等与 ISO 

9622:2013 一致。 

ISO 9622:2013 中规定“The ratio, r, should be less than 2%”（线性误差 r 应该

＜2%）。 

6.4 交叉污染率： 

见 ISO 9622:2013 的 6.1.5 条，规范中的具体方法、计算公式等与 ISO 

9622:2013 一致。 

ISO 9622:2013 中规定“The calculated carry-over, EW and EM, should be less 

than ±1%”（交叉污染率 EW和 EM 应该＜±1%）。其中 EW为水对乳的交叉污染率，

EM 为乳对水的交叉污染率。 

7、校准条件 

影响中红外仪器性能的环境主要包括温度及温度的稳定性、湿度不能太高，

要求电压稳定，使用前仪器充分预热。 

另外仪器所用水需符合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水》中三级用水的需要，及电导率≤5μS/cm。校准时所用的电子天平、玻璃量器

仪器等设备符合相应检定规程的要求。 

8、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本部分主要针对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的示值误差、重复性、

交叉污染率、线性误差等指标的校准方法及计算公式做了详细的说明。 

9、校准结果的表达和复校时间间隔 

经校准后的中红外光谱法液态乳成分含量分析仪应填发校准证书，校准证书

应符合 JJF1071-2010 中 5.12 的要求，并给出各校准项目名称和测量结果以及扩

展不确定度。 

参照 JJF 1319-2011《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校准规范》的复校时间间隔，复

校时间间隔原则上由用户决定，建议不超过 1 年。 

10、附录 

本部分主要包括回归曲线中斜率与截距的计算、乳粉复原方法及成分含量的

计算方法、原始记录内页格式、校准证书内页格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

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