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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用脱氧剂质量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用脱氧剂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要

求，并描述了食品用脱氧剂质量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用脱氧剂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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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５４６１　食用盐

ＧＢ／Ｔ１３８０３．２　木质净水用活性炭

ＱＢ／Ｔ１１３０　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ＱＢ／Ｔ２３５８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脱氧剂　狅狓狔犵犲狀犪犫狊狅狉犫犲狉

在规定时间内，能与氧发生反应，将食品包装内的氧气浓度降低至０．１％（体积分数）以下且保持一

定时间的产品。

　　注：按防油防水性能分为防油防水型和非防油防水型；按功能分为单功能型和多功能型；按主要原料分为铁系和非

铁系。

３．２

总吸氧量　狋狅狋犪犾狅狓狔犵犲狀犪犫狊狅狉犫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最大吸氧量　犿犪狓犻犿狌犿狅狓狔犵犲狀犪犫狊狅狉犫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在常温常压下，单位包装产品在规定时间内能吸收氧气的最大体积。

３．３

标称吸氧量　狀狅犿犻狀犪犾狅狓狔犵犲狀犪犫狊狅狉犫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单位产品将密闭空间中氧气的浓度降低至０．１％（体积分数）以下且保持一定时间的所需最小吸

氧量。

３．４

吸氧速度　狅狓狔犵犲狀犪犫狊狅狉犫犲犱狊狆犲犲犱

在常温常压下，单位包装产品将相应密闭空间中氧气浓度降低至０．１％（体积分数）以下所需的

时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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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防漏粉性能　犾犲犪犽犪犵犲狆狉狅狅犳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防止包装内容物泄露的性能。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原辅料要求

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食用盐应符合ＧＢ／Ｔ５４６１要求，活性炭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８０３．２要求。

４．２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气味 无异味

外观 印刷清晰，热封严密，无撕裂，表面无污渍和异物

４．３　物理性能要求

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物理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最大吸氧量

ｍＬ
≥标称吸氧量

吸氧速度 应符合不同食品脱氧要求

防油性能ａ

ｇ／ｍ
２

≤３０．０

防水性能ａ

ｇ／ｍ
２

≤３０．０

跌落性能 无破损

防漏粉性能
漏粉量≤０．５ｍｇ

无污渍

直角撕裂负荷

纵向

Ｎ

横向

Ｎ

≥３．０

热合强度

Ｎ／１５ｍｍ
≥３．０

　　
ａ 仅适用于防油防水型脱氧剂，直接接触食品的成型脱氧剂产品应具备防油防水功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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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验方法

５．１　取样要求

取样时，产品外包装开封后应及时对产品进行检测，时间应不超过５ｍｉｎ。

５．２　感官

从外包装中随机抽取３包～１０包样品，在光线明亮处，目测法检查外观，闻其气味。

５．３　最大吸氧量

５．３．１　常压水（油）置换法（仲裁法）

５．３．１．１　原理

在常温、常压条件下，将脱氧剂置于液封（液体分别采用白油或纯水）密闭容器中，试样吸除空气中

的游离氧气后容器内外形成的压差引起密闭容器内的液面升高，液面上升的体积即为试样的吸氧体积。

５．３．１．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如下：

———量筒或带刻度容器：５００ｍＬ以上或满足待测样品２４ｈ最大需氧量，精度为５ｍＬ；

———支架；

———硅橡胶管；

———烧杯；

———洗耳球。

５．３．１．３　测定步骤

将试样固定在支架上，与烧杯、量筒、洗耳球和硅橡胶管组成如图１所示的测试系统。用洗耳球调

整量筒内的液体液面至量筒读数刻度处，然后从量筒中抽出已捏紧的硅橡胶管，观察液面的初始位置和

恒温常压条件下液面位置变化值。

　　标引序号说明：

　　１———脱氧剂样品；

２———支架；

３———量筒；

４———烧杯或其他容器；

５———水／油；

６———洗耳球；

７———硅橡胶管。

图１　测试系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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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２４ｈ更换装入新鲜空气的量筒，重复上述操作步骤，直至液面在２４ｈ内不再明显升高为止。

将第１次量筒液面位置的变化值表示为Δ犞１；将第２次液面位置的变化值表示为Δ犞２；以此类推，

将第狀次液面位置的变化值，表示为Δ犞狀。

考虑到环境温度对量筒内气压的影响，按照同样的条件试验，设置空白对照试验，校正刻度变化值。

检测吸氧量的上限时间为８ｄ。

５．３．１．４　结果计算

最大吸氧量按式（１）计算：

犞＝Δ犞１＋Δ犞２＋…＋Δ犞狀 …………………………（１）

　　式中：

犞　 　 　———最大吸氧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Δ犞１～Δ犞狀———第１次～第狀次液面位置的变化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取３包脱氧剂进行平行测定，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５．３．２　微量氧气分析仪法

５．３．２．１　原理

取１包脱氧剂放入聚偏二氯乙烯袋（Ｋ尼龙袋）中后密封，在袋体的角落位置粘贴软硅胶密封垫，在

密封垫上、用针筒注入足量的空气（可反复多次注入，结束后在硅胶密封垫位置再次热封，防止此位置漏

气），并记录注入空气的累积体积为初始体积，初始体积乘以２０．９％即为初始的氧气体积；常温存放一定

时间后，使用排水法测试此时的Ｋ尼龙袋体积，再使用微量氧气分析仪检测Ｋ尼龙袋中的氧气浓度，此

时，Ｋ尼龙袋体积乘以对应的氧气浓度即为脱氧剂吸氧后Ｋ尼龙袋中剩余的氧气体积。初始氧气体积

减去剩余氧气体积即为最大吸氧量。

５．３．２．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如下：

———封口机；

———微量氧气分析仪：在０％～０．５％氧浓度时的精度为±０．００５％；在０．５％～５％时精度为

±０．０５％；在５％～２５％时精度为±０．２５％；

———塑料袋：大于标称吸氧量６倍容积的Ｋ尼龙袋，或氧气阻隔率、水蒸气透过率与Ｋ尼龙接近的

其他材质袋；

———充气用针筒：可连续、定量充气；

———密封胶垫；

———滤纸。

５．３．２．３　检测步骤

将脱氧剂装入Ｋ尼龙袋中，根据产品用途放置或不放置水浸湿滤纸，定量充入６倍标称吸氧量（其

计算见附录Ａ）的空气，充入空气量不应使Ｋ尼龙袋胀紧。用排水法测得此时袋子的体积犞０；将Ｋ尼

龙袋放置在２０℃～２５℃恒温环境中，一定时间后检测Ｋ尼龙袋内的氧气浓度犡，用排水法测得此时

袋子的体积犞犡。检测吸氧量的上限时间为８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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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４　结果计算

最大吸氧量按式（２）计算：

犞＝２０．９％×犞０－犡×犞犡 …………………………（２）

　　式中：

犞　 ———最大吸氧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２０．９％———常态空气中含氧率；

犞０ ———Ｋ尼龙袋充气完毕时的初始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犡 ———脱氧剂吸氧后的氧气浓度，％；

犞犡 ———脱氧剂吸氧后的Ｋ尼龙袋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每３个样为一组，取３组测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５．４　吸氧速度

５．４．１　原理

试样放入常温、有空气的密闭环境下，测定不同时间该环境中氧气浓度，记录氧气浓度降低到０．１％

（体积分数）以下时所需的最短时间。

５．４．２　仪器

仪器如下：

———封口机；

———微量氧气分析仪（５．３．２．２）；

———塑料袋（见５．３．２．２）；

———充气用针筒：可连续、定量充气。

５．４．３　测定步骤

将脱氧剂装入塑料袋中，用食盐水、异辛醇或直接将拟脱氧的食品装入袋中密封，定量充入对应标

称吸氧量的空气量使塑料袋膨胀，然后记录塑料袋内氧气浓度小于０．１％（体积分数）时所需时间。

取３包脱氧剂进行平行检测计算，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５．５　防漏粉性能

５．５．１　振动法（仲裁法）

选用垂直振荡幅度４０ｍｍ、振荡频率５０次／ｍｉｎ～３５０次／ｍｉｎ的防漏粉性能测试机，将干净的恒重

超薄聚乙烯（ＰＥ）袋套入干净的不沾粉末测试篮中，保证恒重超薄ＰＥ袋与不沾粉末测试篮紧密贴合，然

后外侧再套入ＰＥ袋，使仪器运行时测试篮形成真空环境，再将不沾粉末测试篮放入设备可调行程物料

架上。迅速取总量不少于１５０ｇ的多包脱氧剂，平放于不沾粉末测试篮中，合上可密封设备盖，启动多

工位抽真空装置，不沾粉末测试篮形成真空环境，后静置３ｈ以上，直至不沾粉末测试篮冷却至室温。

设置试样振荡频率３００次／ｍｉｎ，振动时间３０ｍｉｎ，启动设备振荡功能，振荡结束后打开设备盖，将恒重

超薄ＰＥ袋取出称重，记录所有粉尘数值。

５．５．２　涂抹法

取１包脱氧剂，剪开封边、倒出内容物，获得单片内包装。然后在硬平面上铺好两层面巾纸，再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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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内包装平放于两层面巾纸上，用普通油笔，采用写字力度来回均匀涂抹至单片内包装一半面积，然后

观察面巾纸是否有油笔污渍。

５．６　防油性能

５．６．１　测定步骤

取９包样品，分成３组，每组标记并称出质量后，测量内包装面积，然后浸泡在恒温（６０±２）℃的色

拉油中５ｍｉｎ（如样品具有挥发性时，应浸泡在常温的色拉油中３０ｍｉｎ），取出，用纸巾擦净表面油迹，称

其质量。

５．６．２　结果计算

防油性能按式（３）计算：

犕 ＝（犿１－犿２）／犛 …………………………（３）

　　式中：

犕 ———吸油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ｇ／ｍ
２）；

犿１———脱氧剂浸泡后质量，单位为克 （ｇ）；

犿２———脱氧剂浸泡前质量，单位为克 （ｇ）；

犛 ———脱氧剂内包装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每３个样为一组，取３组测试样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５．７　防水性能

５．７．１　测定步骤

将３０ｍＬ异丙醇（ＡＲ）和７０ｍＬ蒸馏水倒入烧杯，混合摇匀，配制成３０％的异丙醇水溶液。取９

个样品，分成３组，标记并称出质量，测量内包装面积，浸泡在３０％异丙醇水溶液中５ｍｉｎ，取出，用纸巾

擦净表面水迹，称其质量。

５．７．２　结果计算

防水性能按式（４）计算：

犕１＝（犿３－犿４）／犛 …………………………（４）

　　式中：

犕１———吸水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ｇ／ｍ
２）；

犿３———脱氧剂浸水后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４———脱氧剂浸水前质量，单位为克（ｇ）；

犛 ———脱氧剂内包装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每３个样为一组，取３组测试样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５．８　跌落性能

取３包脱氧剂，从１．２ｍ高度自然跌落至水平刚性光滑表面。

５．９　直角撕裂强度

按ＱＢ／Ｔ１１３０规定的方法检测，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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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　热合强度

按ＱＢ／Ｔ２３５８规定的方法检测，计算结果保留１位有效数字。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组批

同一批原料、同一工艺、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产品为一批。

６．２　抽样方法和数量

以随机取样法抽取样品，抽样数量满足检验需求。

６．３　出厂检验

６．３．１　每批产品应由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出厂。

６．３．２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防漏粉性能、防油性能、防水性能、跌落性能。

６．４　型式检验

６．４．１　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ｂ）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ｃ）　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有关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６．４．２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供需双方约定的４．２和４．３规定的全部或部分项目。

６．５　判定规则

６．５．１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４．２和４．３要求，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６．５．２　检验结果如有项目不合格，可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一次，复检后仍有一项不合格，判定该

批产品为不合格。

７　标签、标志

７．１　脱氧剂的内包装材料外应标注醒目的“脱氧剂”（或等效名称）、“不可食用”等字样；铁系脱氧剂还

应标注“不可微波”（或等效字样）。

７．２　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单片（包）小包装应标注产品名称或简称。

７．３　外包装应标注包括产品名称及型号、数量、本文件编号、生产日期或批号、有效期、使用说明、生产

企业名称和地址。宜标注转包时间。

７．４　脱氧剂应以标称吸氧量标示产品型号。

７

犌犅／犜 ×××××—２０２×



８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脱氧剂应密封真空包装于具有一定阻隔性的外包装袋内。

８．２　运输产品时应避免日晒、雨淋。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装卸运输应轻装、轻放、防止摔破。

８．３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

８

犌犅／犜 ×××××—２０２×



附　录　犃

（资料性）

标称吸氧量计算

　　标称吸氧量按公式（Ａ．１）计算：

犞′＝３／２［（犞１－犿′）×２０．９％＋犛１×犜×犇］ …………………（Ａ．１）

　　式中：

犞′　　———标称吸氧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３／２ ———安全吸氧量系数；

犞１ ———包装容器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 ———内容物质量，单位为克（ｇ），每１ｇ计为１ｍＬ；

２０．９％ ———常态空气中含氧率；

犛１ ———包装容器有效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犜 ———包装袋透氧率，单位为毫升每天平方米（ｍＬ／ｄ·ｍ２）；

犇 ———保质期，单位为天（ｄ）。

９

犌犅／犜 ×××××—２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