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iryGuard™ Milk Powder Analyzer 

严防下一个 
三聚氰胺

奶粉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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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除三聚氰胺 
之外的各种

掺杂物



3
www.perkinelmer.com/dairyguard

您最重要的材料…… 

大多数原材料的成本一直在攀升。作为一家食品生产商，您不断寻求将产品

推向市场的最经济解决方案。

问题是，那些低成本的材料之所以便宜，原因可能很简单，它们掺入了廉价

的掺杂物。

这种掺杂可能是用低成本的材料“注水”，这种做法可通过凯氏定氮法或杜

氏定氮法等常用的蛋白质含量测定来发现。但掺杂方式越来越复杂化。这些

掺杂物（如三聚氰胺、尿素、植物蛋白以及可能尚未被发现的其它污染物

等）不仅会毁掉您的品牌声誉，还可对公众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正是我们开发 DairyGuard Milk Powder Analyzer 奶粉分析仪的原因。 

DairyGuard 采用先进算法来筛查奶粉中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廉价掺杂物，并快

速执行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常规测定。这种非靶向筛查可降低您的品牌风

险，还能帮助您交付迄今最重要的因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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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吗？

100 多年以来，乳制品生产商根据营养参数付款给原料供应商，其中蛋白质含量对牛奶而言特别重要。

对食品组分的标准化验涉及食品的总氮浓度测定，并依靠恒定的校准因子来获得蛋白质含量数据。因

此，有些供应商通过向有高蛋白质要求的食品中加入高氮含量的化合物，使蛋白质含量测定读数虚高以

期获得更高的价格。

尿素、三聚氰酸和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奶产品并引起轰动的。有没有更多

类似“三聚氰胺”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有。

奶粉分析的首选系统

当考虑保护奶粉的最优选择时，最好从行业熟悉的技术

开始。近红外 (NIR) 是首选平台，用来确认蛋白质、水

分和脂肪的分析证书 (COA)。也可以用来快速、高效而

可靠地筛查廉价掺杂物。

DairyGuard 系统以行业领先的 Frontier™ 近红外平台

为基础，能快速且简单地执行测量，非常适合检测食

品中的掺杂物。NIRA II 漫反射附件是专门设计用来

与 DairyGuard 解决方案一道使用，特点是表面容易清

洁，有旋转的样品支架。

该系统也更灵活，能够容纳不同大小的培养皿，可在实

验室环境下进行轻松测量。此外，双波段选项容许在同

一系统上进行中红外 (MIR) 和 NIR 分析。这使得它能在

透射、反射和透反射等模式之间轻松地切换，让您能够

在一台仪器上测量其它组分。

我们还为 DairyGuard 系统设计了全套的自我检查诊断

功能，以确保它始终在最佳状态下工作，并经过优化以

获得最可靠的结果。

确保每一份样品的

真实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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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指导 

除了易于使用和维护的硬件，您还应当具有简单

易用的软件。Spectrum™ Touch 软件让您实验室中

的任何人都能对原材料进行分析，而不仅限于分

析化学师。

Spectrum Touch 软件可以进行设置，只需点击几下

鼠标，软件就能告诉您奶粉中的蛋白质、水分和脂

肪是否处在可接受的水平。不仅如此，您可以通过

红/绿灯指示（不合格/合格）来了解样品真实性。

通过非靶向检测，系统可以立即提醒您奶粉有任何

已知或未知的掺杂物。此外，Spectrum Touch 软

件可以经优化用于 PC、触屏设备以及遥控环境。

除了易于使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直观的 

Spectrum Touch Workflow Developer 来操纵各

种创新性的定性与定量算法，确保取得快速而准

确的结果。

Spectrum Touch 可以确保您公司中过程的一致性。

当配合强大的 TIBCO Spotfire® 信息学解决方案一

道使用时，DairyGuard 系统让您能够根据整个公

司中某个原料的成本来评估供应商的质量绩效。

红灯、绿灯：有了 Spectrum Touch 软件，您将能检测出廉价

掺杂物，并现场测定蛋白质、脂肪和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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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样品 
您的方法 
您的安心

最适合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奶粉筛查要求与奶粉供应商本身一样个性化。因此，我们确保为您

量身订作 DairyGuard 方法，并迎合您的具体检测要求。

无论您生产的是什么类型的乳制品，我们均能提供可检测蛋白质、

水分和脂肪的定量检测方法。但令 DairyGuard 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定

性、非靶向筛查方法，用来筛查已知的和未知的掺杂物。

关键在于它的简便性：合格/不合格测试可当场提醒您各种异物的存

在。不必将样品发给繁忙的第三方实验室。不用长时间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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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要求和您的方法

您的奶产品会受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您的企

业的若干因素影响。您需要适应您的要求的方

法，而不是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

PerkinElmer 有 20 年以上的分析方法开发经验，

这些经验都反映在我们一流的乳制品方法开发过

程中。因此，您能够信赖我们的方法开发专家，

帮助您为样品量身定做专门的筛查方案，确保营

养学和掺杂参数有更严格的容差。

这些方法是在您的仪器上使用您的样品开发出来

的。这样可以实现简便性 – 无需以前的 NIR 经

验，马上就能得到结果。我们还提供指导，让您

能够充分利用您的 DairyGuard 解决方案。因此，

您能确保所用方法紧跟不断变化的供应商和不断

变化的掺杂物。

重视食品安全是我们的天职。

DairyGuard Milk Powder Analyzer 奶粉分析

仪是本公司全面产品系列中的一款，旨在保

护公众，确保您的品牌不受任何已知的或未

知的廉价掺杂物的影响。油脂、调味品、乳

制品、保健药品等等。无论您为嗷嗷待哺的

婴儿提供何种食品，我们都有解决方案来让

它们更安全、更货真价实。

信赖我们的支持

如今的实验室既是科学机构又是企业，要在这两

方面竞争并赢得胜利，您需要对实验室的全面服

务与支持。PerkinElmer 的 OneSource® Laboratory 

Services 实施室服务带来了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涉及资产管理和您每天都面对的运营挑战。事实

上，我们重新定义并革新了实验室服务提供商这

一角色，为客户交付：

• 战略性实验室服务  

• 多卖方仪器维护与维修 

• 确认和认证服务 

• 实验室搬迁服务  

• 资产购买和处置服务 

• 商业情报服务 

• 科学 IT 服务 

• 等等。

此外，我们全面性的信息学解决方案能比以前更

高效而有效率地帮助您管理您的全球供应，例

如，将奶粉的成本信息与质量数据联系起来，让

商业决策更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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