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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273-2002

前 言

    本标准是对NY/T 273-1995《绿色食品 啤酒》的修订。

    绿色食品是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为确保绿色食品各类熟啤酒、生啤酒和鲜啤酒的质量，制定此

标准。

    与啤酒的国家标准相比，绿色食品啤酒标准更注重啤酒的安全性和营养性。本标准在GB 4927-
2001《啤酒》的基础上，参照国外的啤酒质量控制标准，着重提出了啤酒中超过一定限量的、对人体有害

的游离二氧化硫、甲醛和硝酸根含量指标，以及它们含量的检测方法与安全范围。

    本标准与原标准NY/T 273-1995的主要差异如下:

    a) 将“术语”改为“术语和定义”，进一步完善了“熟啤酒”、“生啤酒”和“鲜啤酒”的定义。淡色啤酒

        的色度下限由SEBC改为3EBC,

    b) 取消了“分类”及“规格”.

    c) 啤酒指标按“优级”和“一级”来规定。

    d) 淡色啤酒的泡持性:瓶装酒优级、一级分别改为不小于200 x,170 s，听装酒优级、一级分别改

        为不小于170 s,150 s，浓色、黑色啤酒泡持性同瓶装淡色酒;对桶装啤酒的泡持性暂不

        作要求。

    e)酒精度的计量单位由质量百分含量仁%(m/m)]改为体积分数(%)。
    f) “原麦汁浓度”采用柏拉图(̀P)表示。原麦汁浓度由生产企业自定，但规定了允许的负偏差，

    g)“总酸”指标加严。大于等于14. 10P,10. 10P- 14. 00P和等干小于10. 00P淡色啤酒的“总酸”

        分别不得大于3. 5 ml./100 ml�2. 6 mL/100 mL和2. 2 mL/100 mL;浓色、黑色啤酒的“总酸”

        不得大于4. 0 ml./100 ml。

    h) 增加了“二氧化碳”的上限。瓶(听)装优级、一级“二氧化碳”均改为:质量分数为0.40%

          一0.65%.

    i)优级淡色啤酒“双乙酞”指标改为:不得大于。. 10 mg/L;对浓色、黑色啤酒则不作要求。

    1) 增加了“游离二氧化硫”指标.要求小于15 mg/l.,

    k) 增加了“甲醛”指标，要求小于200 pg/l。

    1) 增加了“硝酸根”指标，要求小于25 mg/l.,
    m) 检验规则中，适当加大了抽样量。

    n)标志内容中规定了“警示语”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国贤、陆健、李崎、孙军勇。

      本标准于1995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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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啤酒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食品啤酒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获得绿色食品标志的各类熟、生、鲜啤酒。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58 发酵酒卫生标准

    GB 4544-1996 啤酒瓶

    GB 4927-2001 啤酒

    GB/T 4928-2001 啤酒分析方法

    GB/T 5009. 49---1996 发酵酒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5738-1995 瓶装酒、饮料塑料周转箱

    GB/T 6543-1986 瓦楞纸箱

    GB 7718-199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neq CAC. Codex Stan. 1:1991)

    GB 9106-1994 包装容器 铝易开盖两片罐

    GB 10344-1989 饮料酒标签标准
    GB/T 17714-1999 啤酒桶(neq DIN 6647(T1):1978)

    NY/T 391-200。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绿色食品 green food

    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

染的安全、优质、营养食品。

3.2

绿色食品啤酒 green food beer
获得绿色食品标志的啤酒。

3.3

淡色啤酒 light beer

色度3EBC-14EBC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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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浓色啤酒 dark beer

色度为15EBC-40EBC的啤酒。

3,5

黑色啤酒 black beer

色度等于大于41 EB(:的啤酒。

3.6

熟啤酒 pasteurized beer
经过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的啤酒。

3.7

生啤酒 draft beer
不经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而采用物理过滤方法除菌，达到一定生物稳定性的啤酒。

3.8

鲜啤酒 fresh beer
不经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成品中允许含有一定盈活醉母菌，达到一定生物稳定性的啤酒。

3.9

    干啤酒 dry beer
    除符合淡色啤酒的技术要求外，真正(实际)发酵度不低于72写。口味干爽.

3. 10

柏拉图度 plato (0P)
原麦汁浓度(original extract content)的一种国际通用表示单位，即表示100 g麦芽汁中含有浸出

物的克数

3. 11

    冰晶化 ice crystallize
    将滤酒前的啤酒，经过专用的冷冻设备进行超冷冻处理，形成细小冰晶的再加工过程。

4 技术要求

4. 1 原料产地环境要求

    必须符合NY/T 391的要求。

4.2 原料要求

    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要求。

4. 3 净含f负偏差

4.3. 1瓶装或听〔铝易开盖两片皓的简称)装绿色啤酒
    20℃时，其净含量(净容量)与标签上标注的体积之负偏差:小于500 mL/瓶(听)，不得超过8 mLa

等于或大于500 mL/瓶(听)，不得超过10 mL.

4.3.2 桶装绿色啤酒
    20℃时，其净含量与标签上标注的体积之负偏差:1L̂-14L/桶，不得超过2.0%;等子或大于

15 L/桶，不得超过〕.5%e

4.4 感官要求

4.4. 1绿色食品淡色啤酒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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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食品淡色啤酒的感官要求

项 目 优 级 一 级

外观

透明度 清亮透明，允许有肉眼可见的微细悬浮物和沉淀物(非外来异物)

浊度/EB(

    (
0 9 1.2

泡沫

形态 泡沫洁白细腻，持久挂杯 泡沫较洁白细腻，较持久挂杯

泡持性/s

    )

瓶装 200 170

听装 170 150

香气和口味
有明显的酒花香气，口昧纯正，爽口。酒

体协调，柔和，无异香、异味

有较明显的酒花香气，口味纯正，较爽

口，协调，无异香、异味

4.4.2 绿色食品浓色、黑色啤酒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绿色食品浓色、黑色啤酒感官要求

项 目 优 级 一 级

外观 透明度 酒体有光泽，允许有肉眼可见的微细悬浮物和沉淀物(非外来异物)

泡沫

形态 泡沫洁白细腻 持久挂杯 泡沫较洁白细腻 较持久挂杯

泡持性/5

    妻

瓶装 200 170

听装 170 150

香气和口味
具有明显的麦芽香气，口味纯正.爽口，

酒体醉厚.柔和，杀口，无异味

有较明显的麦芽香气，口味纯正，较爽

n，杀LJ，无异味

4.5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绿色食品啤酒的理化指标

项 目
要 求

优 级 一 级

酒精度‘/(%)

  仁体积分数

(质量分数)」

      妻

妻14.1OP 5.5(4.3) 5.2(4.1)

12.1“P~14.OOP 4.7(3.7) 4.5(3。5)

11.1OP一120OP 4t3(3，4) 4.1(3.2)

101吞P~11.0OP 4.0(3.1) 3.7(2.9)

8.1O1〕~10.OOP 3，6(2.8) 3.3(2.6)

毛8.0OP 3.1(2。4) 2.8(2.2)

原麦汁浓度“/甲

      )

乒10.1“P 了一 0 3

拭10.0OP J一0.2

总酸/(ml/10oml)

          (

淡色啤酒

妻14.1OP 3.5

10.1口P一14.。饭，
&一

(10.ooP
l

{ 2.2
一

浓色、黑色啤酒 镇 4 0

二氧化碳。/(%)质量分数 0，40~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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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要 求
项 目

优 级

0. 10 0. 15

呈阳性

  0.1

  0.1

肠

一
巧

镇

-
簇

-
镇

-
簇

蕊

-
簇

双乙酞/(mg/L)

蔗枪转化酶活性d

铅(以Pb计)/ (mg/kg)

砷(以A，计)/(mg/kg)

黄曲霉毒家K /(Wg/kg)

硝酸根/(mg/L)

游离二氧化硫/ (mg/L)

甲醛/(pg/1)

    ”不包括低醇啤酒

4.6

4.7

卜二为标签上标注的原窦汁浓度.，’一。.3白或，’一。.2”为允许的负偏差。

c仅对“淡色啤酒”有要求.

生y n},I4m"W"p*M"A N*-一一 ，
卫生指标

应符合GB2758的规定。

  保质期
    瓶装、听装(生、熟)啤酒保质期不少于60 d,捅装(生、熟)啤酒保质期不少于30 d。鲜啤酒保质期不

少于 5 d,

5 分析方法

5.1 净含，负偏差、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检脸

    按GB/丁4928执行。

5.2 卫生指标的检脸

    按GB/T 5009.49执行。

5. 3 甲醛含f ,游离二权化硫含f和硝酸根含f的测定

    按附录A,附录B,附录C中的方法执行。

6 检验规则

6. 1 验收
61. 1 凡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生产的啤酒，经混合过滤，同一清酒雌、同一包装线当天包装出厂(或

人库)的，具有同样质量检验报告单的产品为一批。
6.1.2 生产厂应保证产品质量，须按本标准和GB/T 4928对产品进行逐批检验，产品须附有质量监督

检验部门签署的质量合格证，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得出厂。
6.1.3收货方有权在收到货的当时，从交付批产品中抽样，按GB/T 4928和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若理化要求和微生物要求中有一项不符合规定，可重新抽取同批产品进行复验，若仍不合格，

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1.4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委托仲裁单位复检，以复检结果为最终

判定依据。

6. 1. 5 外销产品标准和检验，可按双方协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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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抽样

    按表4抽取样本，再随机从各样本中抽取单位样本样品件数。采样后应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

名称、品种、数量、制造者名、采样时间与地点、采样人。将其中三分之一样品封存，于50C--10℃保留

10 d备查。其余样品立刻送化验室，进行感官、理化和卫生指标检验。

                              表4 每批绿色食品啤酒的抽样安排

批量范围/箱 样本数/箱 单位样品件数儿听(瓶)/箱]

50以下 4 3

51一1 200 s 2

>1 201以上 13 2

7标志、包装、运翰、贮存

7.1 标志

7.1.1销售包装标签应符合GB 10344和GB 7718的有关规定，标明:产品名称、原料、酒精度、原麦汁

浓度、净含量(净容量)、制造者名称和地址、罐装(生产旧 期、保质期 采用标准号及质量等级;还应在

标签、附标或外包装上印有“警示语— 切勿撞击，防止爆瓶”.

7.1.2 外包装纸箱上除标明产品名称、制造者名称和地址外，还应标明单位包装的净含量和总数量。

7.1.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要求。

7.2 包装

7.2.1 瓶装啤酒所用的玻璃瓶，应符合GB 4544的要求。

7.2.2 听装啤酒，应使用有足够耐受压力的包装容器包装，如:铝易开盖两片罐应符合GB 9106要求。

7.2.3 桶装啤酒，应使用符合GB/T 17714要求的啤酒桶包装。

7.2.4 (瓶、听、桶装)产品应封装严密，不得有漏气、漏酒现象。

7.2.5 瓶装啤酒外包装应使用符合GB/T 6543要求的瓦楞纸箱、符合GB/T 5738要求的塑料周转

箱，或者使用软塑整体包装。瓶装啤酒不得用绳捆扎出售。

    注:当使用自动包装机打包时，瓦楞纸箱内允许无间隔材料

7.3 运输、贮存

7.3.1 搬运啤酒时，应轻拿轻放，不得扔摔，应避免撞击和挤压。

7.3.2 啤酒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贮、混运。

7.3.3 啤酒宜在5"C ̂-25℃下运输和贮存;低于或高于此温度范围，应采取相应的防冻或防热措施。

7.3.4 啤酒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中;不得露天堆放，严防日晒、雨淋;不得与潮湿地面直接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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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最)

啤酒中徽.甲醛的测定— AHMT比色法

A. 1 原理

    甲醛与4-氮基一3一联氨-5-琉基一1,2.4一三哇(简称AHMT)在碱性条件下缩合，经过高碘酸钾氧化成

紫红色三哇缩合物，其色泽深浅与甲醛含量成正比。

A.2 试荆

各种试剂的配制见表A.1，甲醛的标定见表A. 2.

衰A.1  AHMT比色法中各种试荆的配制情况

序号 试 剂 名 称 配 制 方 法 备 注

5 g/l. AHM1溶液 称取“.25 g AHMT溶于0. 5 mol/“盐酸}置于棕色瓶中，室温下可保
中，稀释至50 ml. }存毕年

15 g/l高碘酸钾溶液

称取0. 75 g高碘酸钾溶于。.2 mol/1乞

氧化钾中，于水浴加沮使之溶解，并稀释

至50耐 .

甲醛标准溶液

吸取2.8 mL甲陇溶难(含甲睦36%一
38 )于11容童瓶中，加。，5 ml硫酸并

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其准确浓度孺用碘盘

法标定

1009儿乙酸锌溶液 取10 g乙酸锌加水洛解，定容至100 mL

0.5 MOO 盐酸溶液
盘取4.45 mL盐酸(35写~37%盐酸)定

容至100 ml

。2 m.1/1复氧化钾溶液
称取1. 18 g氢氧化钾溶于水中用热馏水

定容至100 ml

cool/I氢氧化钾一EDTA溶液
称取10. 0 g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

于5 Ml/1 氢氧化钾溶液中，稀释至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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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甲醛标准溶液的标定

硫代魄酸钠溶液(c(Na2凡0，·SH,O)=0.05 mol/I.) 标定甲醛标准贮备液

配制
称取26 g硫代硫酸钠溶于煮沸并放冷的水中，稀释至

1000 mL.h1U人0.4 g红权化钠，贮存于棕色瓶内。

准确称取需用18 ml.--20 mL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的基准

重铬酸钾(已在 130'C ̂- 140℃干燥 3 h--4 h，标定

0.05 mol/L溶液约需0.05g-0.06 g),置于碘量瓶中，溶

于50 mL水中。加2 ml，浓硫酸及1g碳酸钠，轻轻摇动

腆f瓶使二氧化碳逸出。再加 Ig碘化钾摇匀，于暗处放

里10 min，加水至100 ml，用欲标定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近终点(溶液呈淡黄绿色)时，加2. 5 .1. 0. 2 淀粉指

示剂，继续滴定至溶液由蓝色变为亮蓝色。同时作空白

试验。

              G

(V,一V,) X0.04903 X2

标定     式中:

      G 重铬酸钾的质f，单位为克(g);

      V，一硫代硫酸钠溶液的用盈，单位为毫升(ml.);

      V,- 空白试脸硫代硫酸钠溶液的用最，单位为毫

            升(mL);

      M-一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康尔每

            升(mol/L);

0.049 03-一 与1. 00 ml硫代硫酸钠溶液[c(Ne,S,0,)=

            1.000 mol/I.」相当的以克表示的重铬酸钾的

              质$;

      2- 硫代硫酸钠的换算系数。

吸取2.8 ml甲醛溶液(内含甲醛36写 3̂8%)，用水

稀释至1 000 ml，此溶液每毫升约含甲醛1 mg.

吸取甲醛贮备溶液20.0 ml于250 ml碘量瓶

中，加人0. 05 mol/I碘液50 n,1.4%氢氧化钠溶

液1 5 m工，加塞，混匀放置 15 ruin。加3%硫酸

20 m1混匀。再放置15 min。以硫代硫酸钠溶

液滴定至溶液呈淡黄色时，加。.2%淀粉溶液

1 mL,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好褪去 同时用水代替

甲醛溶液，以相同步骤做空白试枪，按下式计算

甲醛的浓度:

            (V,一V_) XM X15只1 000
        ‘汽 20. 0

    式中:

    ‘一 甲醛标准贮备溶液中的甲醛浓度，单

          位为毫克每毫升〔mg/1 );

  V. 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掖的体积 单

        位为毫升(ml.);
  Vx一标定甲醛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溶液体

          积，单位为毫升(ml.);

    M-一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标准浓度，单位为

        章尔每升(cool/ L) ;

    15 甲醛的换算值

A.3仪器与设备

A.3.1  10 mL具塞比色管数支。
A.3.2 分光光度计:具550 nn 波长，并配有10 mm光程的比色皿。

A. 4 摄作方法

A. 4.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将甲醛标准贮备液稀释至1 mg/I，左右，分别吸取0 nil,, 0. 5 nil., 1. 0 ml., 1. 5 nil- 2. 0 ml..

2.5 mL,3.0 mL的甲醛稀释液于10 mL具塞比色管中，用纯水定容至5 ml(相当于含甲醛0 pg/L.

114 fig/1-229 pg/I� 343 pg/L,458 pg/1- 573 pg/1.687 pg/L)，再加人2. 0 nil. 5 mol/I氢氧化钾
EDTA溶液，1. 5 mL 5 g/1. AHMT溶液，上下颠倒5次混匀，于室温(20'C)下放置20 min。再加人

0. 5ml. 15 g/1.高碘酸钾溶液，上下颠倒30次混匀.准确放置5 min，使显色反应完全。然后用10 mm比

色皿，以零管为参比调零，于波长550 rim处测量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

A.4.2 样品的预处理

    因为不同的啤酒有不同的色度，要经过蒸馏去除色度的影响。

    取经过除气的啤酒50 ml.,里于全玻璃燕馏器中，加人10 ml水，0. 5 ml. 10%硫酸溶液，1 ml

100 g/L乙酸锌溶液以及数粒玻璃珠。以6 nil丫min-10 ml丫min馏速蒸馏，收集馏出液45 ml并用蒸

馏水定容于50 mL容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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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3 样品的洲定

    取瀚出液2. 5 mL(视样品中甲醛含量而定)于10 MI比色管中，加水定容至5 mL，再加入2. 0 nil.

5 mol/I.氢氧化钾一EDTA溶液,1. 5 mL 5 g/L AHMT溶液。上下颠倒5次使混匀，于室温(200C)下放

里20 min。加人0. 5 mL 15 g/I，高碘酸钾溶液，上下颠倒30次使混匀，准确放置5 min使显色反应完
全。用10 mm比色皿，以零管为参比调零，于波长550 nm处测量吸光度(注意上下颠倒的次数及显色

反应时间准确控制)。

A5 计茸

A. 5. 1 标准曲钱的绘制

    以甲醛的浓度为横坐标，以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A. 5. 2 样品甲醛含，的计算
    根据样品的吸光值从标准曲线中查出甲醛含量，再乘以稀释倍数。

A.6 千扰因众

乙醛、丙醛、正丁醛、丙烯醛、丁烯醛、乙二醛、苯(甲)醛、甲醉、乙醇、正丙醇、正丁醉、仲丁醇、异丁

醇、异戊醉、乙酸乙酷对本法无影响。

A. 7 检测限

最低检出浓度为35 ug/L,

A.8 加标回收率

加标回收率范围为9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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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啤酒中游离二权化硫的侧定— 成滴定法

B I 原理

试样用硫酸酸化.淀粉作指示剂，碘标准溶液滴定，测定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滴定反应可表示为

                        S02 +12 +2 H20 - S0,'-十21-+4H`

B.2 试荆

B. 2. 1硫幽落液(25%)。

B. 2. 2 确标准溶液(0.01 mol/L)
    首先配制。.05 mol/L的碘标准溶液。称取比理论量稍多的碘(配制。.05 mol/L碘标准溶液约

13 g)以每13g碘加25 g碘化钾的比例加人碘化钾，溶于100 ml水中，稀释至1 000 ml，摇匀。然后

用。.05 mol/L碘标准洛液稀释5倍，并进行标定。

B. 2. 2. 1  0. 01 mol/L旗标准溶液标定

    用碱式滴定管准确f取40. 00 mL待标定的碘液,f于琪f瓶中，加150 mL水。用相近浓度的标

准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至近终点(溶液呈很浅的淡黄色)时，加5mL0.2%的淀粉指示液，继续滴定至

溶液蓝色消失，同时用等f的水加。.05 mL碘液和5 mL0.2%淀粉指示液作空白试验，用硫代硫酸钠

溶液滴定至溶液蓝色消失。

B.2.2.2 计林

M 牛
(V，一V,) X M,
V一 0.05

“。。二。..·....···..··..··...···..一(& 1)

    式中:

    M- 碘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t/L) ;

  V,-一硫代硫酸钠标准液用量，单位为毫升(mL);

    V,— 空白试验硫代硫酸钠标准液用f，单位为毫升(mL) ;

    M,一一 硫代硫酸钠标准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

    V- 旗液用A，单位为邀升(mL)，

  0.05— 空白试验碘液用f，单位为毫升(ML).

B.2.3 硫代硫吸钠标准落液

B. 2.3. 1硫代硫吸钠标准落液的配翻
    称取比理论量多的硫代硫酸钠(配制0. 05 mol/L溶液约需26 g五水硫代硫酸钠或16 g硫代硫酸

钠)，溶于1 000 mL水中。缓缓煮沸10 min，冷却，加人。.2g碳酸钠。将溶液移人试剂瓶(此试剂瓶需

用铬酸洗液洗涤，再用煮沸冷却的水充分冲洗)，于暗处放旦两周后过滤备用。

B.2.3.2 硫代硫陇钠标准游液的标定
    用碱式滴定管准确It取40 mL硫代硫酸钠溶液，将滴定用基准重铬酸钾(已在130'C ̂ 140℃干操

3 h-4 h，标定0. 05 mol/L溶液约需0. 20 ĝ 0. 23 g)置于碘t瓶中，溶于100 rfL水中。加4 mL硫酸

及2g硫代硫酸钠轻轻摇动碘t瓶使二氧化碳逸出。再加2g碘化钾，摇匀，于暗处放置10 min，加水
至200 ml.用欲标定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近终点(溶液呈浅黄绿色)时，加5 mL 0.2%淀粉指示液，

继续滴定至溶液由蓝色变为亮绿色。同时做空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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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 计算

                                                                    G
                                M、=一 ···，.··⋯ ”····‘·⋯(B.2)

                                          (V,一Vz)X0.04903X2 ’ 、。“少

    式中:

        G- 重铬酸钾的质量，单位为克(9);

        V，一一标定用硫代硫酸钠溶液的用量，单位为毫升(mL);

        Vy— 空白试验硫代硫酸钠溶液的用量，单位为毫升(mL) ;

      M,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 L) ;

  0.049 03— 与1. 00 mL硫代硫酸钠溶液[c(NazSZOa)=1.000 mol/I〕相当的以克表示的重铬酸钾
                的质量;

        2- 硫代硫酸钠的换算系数。

B. 2.4 淀粉指示液(0.2%)

    1. 0 g可溶性淀粉，加少量水调成糊状，在不断搅拌下注人400 ml沸水中，微沸2 min，冷却，加水

稀释成500 mL，为。.2%溶液。在溶液中加人。. 5 g百里酚或5 mg碘化汞可防腐。

B.3 操作

吸取50 mI一试样于250 mI碘量瓶中，加人5 mL硫酸和5 mL淀粉指示液，迅速用。.01 mol/L碘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呈浅蓝色，并保持1 min-2 min不褪。同时做空白试验。

B. 4 计算

游离二氧化硫(so-mg八.)=(V一Vo)XMX64
          V,

X 1 000 .··....··⋯⋯(B. 3)

式中:

V--一试样滴定标准溶液用量，单位为毫升(mL);

Vo-一 空白试验标准溶液用量，单位为毫升(ML);

M~一-碘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一一取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64一一 二氧化硫的换算系数。

B.5 说明

B.5.1 试样要避免与空气接触.只有在滴定时才打开碘量瓶瓶塞，以免二氧化硫逸出和被氧化。

B. 5.2 滴定温度应保持在2o℃以下。在高温季节，可先向试液中加人数块冰块，然后再加硫酸酸化。

B. 5.3 在接近滴定终点时，溶液开始变暗，继而转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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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啤酒中硝酸根含t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C.1 概述

C.，.1 方法服理
    本法利用离子交换的原理，对N03一离子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水样注人碳酸盐一碳酸氢盐溶液并

流经一系列的离子交换树脂，基于待测阴离子对低容量强碱性阴离子树脂(分离柱)的相对亲和力不同

而彼此分开。被分离的阴离子，在流经强酸性阳离子树脂(抑制柱)时，被转换为高电导的酸型，碳酸盐-

碳酸氢盐则转变成弱电导的碳酸(清除背景电导)。用电导检测器测量被转变为相应酸型的阴离子，与

标准进行比较，根据保留时间定性，峰高或峰面积定量。

C. 1. 2 干扰及消除
    任何与待测阴离子保留时间相同的物质均干扰测定。待测离子的浓度在同一数量级可以准确定

量。淋洗位置相近的离子浓度相差不大，不能准确测定。当Br和NO，一离子彼此间浓度相差10倍以

上不能定量。采用适当稀释或加人标准的方法等方法可以达到定量的目的。

    高浓度的有机酸对测定有干扰。水能形成负峰或使峰高降低或倾斜，在F一和CI间经常出现，采

用淋洗液配制标准和稀释样品可以消除水负峰的干扰。

C. 2 仪器

C. 2. 1 离子色谱仪Dionex-2010,(具分离柱、抑制柱)。

C. 2. 2 检测器(抑制型电导)，记录仪。

C. 2. 3 微量进样器。

C. 2. 4 淋洗器及再生液储罐.

C.3 试荆

    实验用水均为电导率小于。. 5 us/cm 的二次去离子水。并经。.45 lam的微孔滤膜过滤。所用试

剂均为优级纯试剂。

C. 3. 1 淋洗贮备液
    分别称取25. 44 g碳酸钠和26. 04 g碳酸氢钠(均已在105'C烘干2h，于干燥器中放冷)，溶解于水

中，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到标线，摇匀。贮存于聚乙烯瓶中、在冰箱中保存。碳酸钠浓度

为0. 24 mol/I;碳酸氢钠为0. 31 mol/I。

C. 3.2 琳洗使用液
    取20. 00 g淋洗贮备液置于2 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到标线，摇匀。此溶液碳酸氢钠浓度为

0.002 4 mol/I，碳酸氢钠为0. 003 mol/L,

C.3.3 硝酸根标准贮备液
    称1. 370 3 g(干燥器中干燥24 h),溶于水，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加人10. 00 mL琳洗1C*R,

用水稀释到标线。贮于聚乙烯瓶中，置于冰箱。此溶液相当于含硝酸根为1.00 mg/ml.,

C. 3. 4 再生液
    取硫酸l. 39 ml于2 000 ml容量瓶中(瓶中装有少量水)，用水稀释到标线。

C.4 步骤

      仪器操作按仪器的使用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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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1 样品保存及前处理

    样品采集后均经0. 45 dam微孔滤膜，保存于聚乙烯瓶中，置于冰箱中。使用前将样品和淋洗贮备
液按”+1体积混合，以除去负峰干扰。

C. 4.2 校准曲钱

    分别取2.00,5.00,10. 00,50. 00 mL混合标准溶液与100 mL容量瓶中，在分别加1. 00 mL淋洗贮

备液，用水稀释到标线，摇匀。用测定样品相同的条件进行测定，绘制校准曲线。

C. 4. 3 样品测定

C. 4.3. 1色谱条件:淋洗液流速为2. 0 ml,/min，进样量为100川一，柱为HPIC-AS3型，电导检测器灵

敏度，根据仪器惰况选择。

C. 4. 3. 2 定性分析:根据各离子的出峰保留时间确定离子种类。

C. 4.3.3 定f分析:测定未知样的峰高，从校准曲线查得其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