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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碘的含量，较全面的考虑整个测定过程的不确定度来源并对各不确定度
分量进行了评定和量化，计算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不确定度主要来自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婴儿
配方乳粉中碘的含量结果表示为（80.625 6 ±1.443） g/100 g，k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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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Iodine in formula milk powder was determin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various factors which could
affect the precision of the result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uncertainty of determination result was
analysed and quantif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uncertainty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uncertainty of reference ma－
terial.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 was（80.625 6 ±1.443） g/100 g，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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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配方乳粉中都含有碘 [1]，它与母乳都是婴儿
所需碘的主要来源。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与人
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密切相关，特别是对婴儿大
脑的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常被称为“智慧元
素”[2]。 但碘的过量摄入同样会使甲状腺功能紊乱，影
响身体和智力发展[3]。 GB 10765-2010《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婴儿配方食品》[4] 就对婴儿配方食品中的碘含量
进行了规定。 因此，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碘的准确检
测是十分必要的。 检测方法的不确定度是判定测量结
果准确度的依据。 近几年，不确定度分析在食品检测
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5-8]。 本研究根据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9]， 参照国家标准 GB
5413.23-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食品和乳品
中碘的测定》[10] 对气相色谱法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碘
含量的不确定度进行了分析与评估，明确了气相色谱
法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碘含量不确定度的主要影响
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450-GC气相色谱仪（具有电子捕获检测器）：布
鲁克公司；RV10数显型旋转蒸发仪：北京赛美思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multivap 100氮吹仪： 美国 Organoma－
tion公司。
1.2 样品与试剂

婴儿配方乳粉（乳粉质控样品）：购于中国检科院。
碘化钾（优级纯）；丁酮、环己烷（色谱纯），双氧水，

亚铁氰化钾、乙酸锌、浓硫酸、无水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1.3 样品前处理

称取混合均匀的婴儿配方乳粉样品 5 g于 150 mL
三角瓶中，用 25 mL约 40°C的热水溶解。 将上述处理
过的试样溶液转入 100 mL容量瓶中， 加入 5 mL亚铁
氰化钾溶液和 5 mL乙酸锌溶液后， 用水定容至刻度，
充分振摇后静止 10 min。 滤纸过滤后吸取滤液 10 mL
于 100 mL分液漏斗中，加 10 mL水。 向分液漏斗中加
入 0.7 mL硫酸，0.5 mL丁酮，2.0 mL双氧水， 充分混
匀，室温下保持 20 min后加入 10 mL正己烷振荡萃取
2 min。静止分层后，将水相移入另一分液漏斗中，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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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 2次萃取。合并有机相，用水洗涤两到 3次。通过
无水硫酸钠过滤脱水后移入 50 mL容量瓶中用正己烷
定容，此为试样测定液。
1.4 碘标准测定液的制备

分别吸取 1.0、2.0、4.0、5.0、6.0 mL碘标准工作液，
相当于 1.0、2.0、4.0 、5.0、6.0 μg的碘，其他分析步骤同
1.3。
1.5 气相色谱测定条件

色谱柱为 HP-5（30 m×0.32 mm×0.25 μm），载气：
高纯氮（99.999 %），流速为 1.0 mL/min，分流进样，进
样量为 1.0 μL，分流比为 10 ∶ 1，进样口温度：260 ℃。
检测器温度：300 ℃， 升温程序：50 ℃保持 6 min，以
30 ℃/min的速度升高到 180℃，然后以 35℃/min的速
度升高到 280℃，保持 3 min。

2 数学模型的建立
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碘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X= Cs

m ×100

式中：X为试样中碘含量，μg/100 g；Cs为从标准曲
线中获得试样中碘的含量，μg；m为试样的质量，g。

3 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
从测量过程和数学模型分析，婴幼儿配方乳粉中

碘含量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标准物质（包括标准
物质称量的不确定度及配制、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
度），标准曲线的拟合，样品制备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及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4 不确定度评定
4.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属于 A类不确定
度，对实验所用未知婴儿配方乳粉样品重复测定 8次，
测定结果 Xi 分别为：80.985 2、80.733 9、80.351 8、
80.680 8、80.813 6、80.541 8、80.159 7、80.738 0 μg/100 g；
8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X为 80.625 6 μg/100 g。用贝塞尔

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差（S）为：S = 1
（n-1）

n

i = 1
移（Xi-X軍）2姨 =

0.017，由测定重复性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rel（R）]

为：urel（R）= S
X軍 n姨

=0.007 %。

4.2 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评定
4.2.1 标准物质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分析天平检定证书给出允差为±0.000 5 g，服从矩

形分布，取包含因子 k= 3姨 ，标准品质量为 0.131 0 g，则

标准物质称量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rel（ms）]为：

urel（ms）= 0.000 5
0.131 0× 3姨

=0.220 %

4.2.2 量器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在标准物质配制过程中使用了 A级 100mL单标线

容量瓶，A级 50 mL单标线容量瓶，A级 1、2、5、10 mL
单标线吸管，A 级 1 mL 刻度吸管，A 级 5 mL 刻度吸
管。 查阅 JJG 646-2006《常用玻璃仪器鉴定规程》[11]得，
A 级 100 mL 单标线容量瓶的容量允差为±0.1 mL；A
级 50 mL单标线容量瓶的容量允差为±0.05 mL； A级
1 mL单标线吸管示值允差为±0.007 mL；A级 2 mL单
标线吸管示值允差为±0.01 mL；A级 5 mL单标线吸管
示值允差为±0.015 mL；A级 1 mL刻度吸管示值允差为
±0.008 mL；A级 5 mL刻度吸管示值允差为±0.025 mL；
A级 10 mL单标线吸管示值允差为±0.02 mL； 按矩形

分布考虑，包含因子 k= 3姨 ，量具校准引入的不确定
度列于表 1。

由表 1数据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合成的量器校准
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el（VLB） 为：urel（VLB）=
0.768 %，由于本试验在 20 ℃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
此处不考虑溶液温度和容量瓶与校准温度不同引起
的不确定度。
4.2.3 校准曲线引入的不确定度

对系列标准溶液进行测定，用气相色谱分别测定
3次，得到相应的峰面积 A，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得到标准工作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2。

运用该曲线对婴儿配方乳粉样品进行测定，被测
婴儿配方乳粉样品的测定次数为 3， 即 p=3， 测得 5 g

表 1 量器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Table 1 Uncertainty arising from calibration of volumetric flask

and pipettes

玻璃量器 最大允差/mL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100 mL单标线容量瓶 A级 ±0.1 0.057

50 mL单标线容量瓶 A级 ±0.05 0.057

1 mL单标线吸管 A级 ±0.007 0.404

1 mL刻度吸管 A级 ±0.008 0.461

2 mL单标线吸管 A级 ±0.01 0.288

5 mL单标线吸管 A级 ±0.015 0.173

5 mL刻度吸管 A级 ±0.025 0.288

10 mL单标线吸管 A级 ±0.02 0.115

表 2 标准工作曲线线性回归方程拟合结果

Table 2 The fitting result of Standard curve

mi碘质量/μg 1.0 2.0 4.0 5.0 6.0

峰面积 A 2 992.43 5 405.49 10 232.91 13 026.34 15 490.77

标准曲线：A=2 504.6mi+413.1；相关系数：0.9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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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配方乳粉样品中所含碘的含量 m0为 3.951 2 μg，
则标准曲线拟合得标准不确定度

u（cur）= s
b

1
p + 1

n + （m0-m軓）2

n

i = 1
移（mi-m軓）2姨 =1.6 %

s= 1
n-2

n

i = 1
移[Ai-（413.1+2 504.6mi）]2姨 =65.60

式中：b为标准曲线的斜率，b=2 504.6；p为婴儿配
方乳粉样品测定次数，p=3；n为标准溶液的测定次数，
n=15；m0为 5 g婴儿配方乳粉样品中所含碘的质量，μg；
m为标准溶液中所含碘的质量的平均值，μg；mi为系
列标准溶液所含碘的质量，μg；s为峰面积的标准偏差。

则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rel

（cur）]为：urel（cur）= u（cur）
c0

=0.392 %。

4.2.4 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
由标准物质称量、量器校准及标准曲线校准不确

定度分量合成得标准物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rel（B）]为：

urel（B）= urel（ms）2+urel（VLB）2+urel（cur）2姨 =0.889 %
4.3 样品制备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4.3.1 样品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分析天平检定证书给出允差为±0.000 5 g，服从矩

形分布，取包含因子 k= 3姨 ，样品质量为 5.004 1 g，则
标准物质称量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rel（ms）]为：

urel（ms）= 0.000 5
5.004 1× 3姨

=0.006 %

4.3.2 量器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在样品制备过程中使用了 A级 100 mL单标线容

量瓶、A级 50 mL单标线容量瓶及 A级 10 mL单标线
吸管； 其中 A 级 100 mL 单标线容量瓶的容量允差
为±0.1 mL，A级 50 mL单标线容量瓶的容量允差为
±0.05 mL，A级 10 mL单标线吸管示值允差为±0.02 mL；

按矩形分布考虑，包含因子 k= 3姨 ，A级 100 mL单标
线容量瓶、A级 50 mL单标线容量瓶及 A级 10 mL单
标线吸管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0.057 %，
0.057 %和 0.115 %。由于本实验在 20°C的条件下进行
的，因此，此处不考虑溶液温度和容量瓶与校准温度
不同引起的不确定度。 由量器校准引入的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为：urel（VLY）=0.140 %。
4.3.3 样品制备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由样品称量及量器校准不确定度分量合成的样
品制备过程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rel（Y）]为：

urel（Y）= urel（ms）2+urel（VLY）2姨 =0.140 %。

4.4 合成不确定度
由上述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合成婴儿配方乳粉

中碘含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crel（x）]为：

ucrel（x）= urel（R）2+urel（B）2+urel（Y）2姨 =0.899 %。
4.5 扩展不确定度

根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指南对一般检测实验室
要求，在置信概率 p=95 %时，取 k=2。 因此，该婴儿配
方乳粉中碘含量测定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u95rel）为：
u95rel=k×ucrel（x）=2×0.008 99=0.017 9。测得婴儿配方乳粉
中碘的含量为：80.625 6 μg/100 g，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80.625 6×0.017 9=1.443 μg/100 g， 则婴儿配方乳粉中
碘含量的分析结果为（80.625 6±1.443）μg/100 g，k=2。

5 结论
以气相色谱法定量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碘含量

为例，讨论了婴儿配方乳粉中碘含量测定的不确定度
的主要来源及其各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方法，分析了
影响测量标准不确定度结果的各个因素，比较其对总
测量不确定度的相对贡献。 由分析结果可见，被测婴
儿配方乳粉中碘含量测定的测量不确定度主要来源
于由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其它的因素影响相对
较小。 因此，通过选择合适的实验方案，规范操作就可
以有效减少不确定度，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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