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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消费者对消费者对于母乳存储冷冻柜的保鲜需求逐渐提升，本标准能为母乳存储提供保障，

发挥母乳喂养的好处，解决背奶妈妈的难题 

本标准规范了母乳存储的技术要求，为母乳存储提供保障，引领母乳存储行业，帮助引导更多家

庭进行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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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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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存储冷冻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母乳存储冷冻柜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专门售卖母乳存储冷冻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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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478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500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

定还原糖的测定 

  GB 5009.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 

  GB 5009.8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GB 5413.18-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C的测定 

GB 1930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T 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GB/T 8059-20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母乳存储冷冻柜  breast milk storage freezer 

由一个或多个冷冻间室组成专门用于长时间储藏母乳的冷柜。 

3.1.1   

 

菌落总数增长率  total bacterial count increasing rate 

母乳储藏后菌落总数增长值与未储藏前菌落总数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2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total protein concentration decreasing rate 

母乳储藏后总蛋白浓度总数减少值与未储藏前总蛋白总数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3   

乳糖含量减少率   lactose decreasing rate 

母乳储藏后乳糖含量数减少值与未储藏前乳糖含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4   

维生素 C 减少率  Vc decreas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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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储藏后维生素C减少值与未储藏前维生素C含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5  

   钙含量减少率 Ca decreasing rate 

母乳储藏后钙含量减少值与未储藏前钙含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4  技术要求 

4.1  通用要求 

除本节下述内容外，应符合GB/T 8059-2016要求。 

4.2  温度性能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各温度测点的温度值范围 

类型 
最热温度 Tmax，最热 M 包的最

高温度低于或等于的温度（℃） 

母乳存储冷冻柜 -20 

4.3  抗菌能力 

4.3.1  菌落总数增长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菌落总数增长率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菌落总数增长率 

储藏时间(天) 菌落总数增长率(%) 

7 ≤15 

30 ≤25 

4.4  保鲜能力 

4.4.1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总蛋白浓度减少率应满足表 3 的要求。 

表 3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储藏时间(天)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7 ≤25 

30 ≤35 

4.4.2 乳糖含量减少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乳糖含量减少率应满足表4的要求。 

表 4 乳糖含量减少率 

储藏时间(天) 乳糖含量减少率(%)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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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 

4.4.3 维生素C减少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维生素C减少率应满足表5的要求。 

表 5 维生素 C 减少率 

储藏时间(天) 维生素 C减少率(%) 

7 ≤3 

30 ≤10 

4.4.4 钙含量减少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钙减少率应满足表6的要求。 

表 6 钙含量减少率 

储藏时间(天) 钙减少率(%) 

7 ≤1 

30 ≤3 

5  试验方法 

5.1  通用要求 

除本节以下试验外，按照GB/T 8059-2016进行试验。 

5.2  温度试验 

按GB/T 8059-2016中5.3.3规定的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5.3  试验条件 

5.3.1 环境温湿度 

环境温湿度应符合GB/T 8059-2016中相应气候类型的要求。 

5.3.2 牛乳负载 

选用当天、同一头乳牛所挤生牛乳冷藏4℃保存。 

5.3.2.1 母乳数量 

5.3.2.2 母乳负载初始值 

试验开始前，分别取柜内五个位置母乳，检测其菌落总数、总蛋白浓度、乳糖含量、维

生素C含量和钙含量，各品质指标乳样负载初始值（平均值）应满足表7的要求。 

表7 各品质指标肉样负载初始值 

指标 菌落总数（CFU/g） 
总蛋白浓度

（g/100g） 

乳糖含量 

（g/100g） 

维生素 C 含

量

(mg/100g) 

钙含量 

（g/100g） 

初始值 ≤2.5×106 2500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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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装载方式 

在冷柜各层所在平面前后左右四个角及中心位置分别并列放置母乳，负载间距25±5mm，

负载与冷柜侧壁间距25±5mm，负载按图1所示放置，空余部分用冷冻负载包填充。 

 

注：乳样负载高度允许偏差范围-25mm～0mm。 

图1 乳样负载装载图 

5.3.4 器具准备 

温度试验测试完成后，将负载包取出；用厨房纸巾将冷柜内表面灰尘及水珠等擦拭干净；

保持冷柜档位不变，通电运行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按图1装载方式装入牛乳负载。 

当存储到规定时间后，从每个储藏位置的品质指标牛乳负载中按自左到右顺序依次取出

一组乳样，然后进行菌落总数、总蛋白浓度、乳糖含量和维生素C含量和钙含量检测。 

5.4 抗菌能力 

5.4.1 菌落总数测试 

在储藏第 7 天、30 天时，分别取出 5 份母乳样本，按 GB 4789.2—2016 进行菌落总数

检测。 

取菌落总数平均值Bi与菌落总数初始值B0进行比较，计算菌落总数增长率Ijl。 

5.4.2 菌落总数增长率计算 

菌落总数增长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 

Ijl=（Bi-B0）/B0×100% …………………………  （1） 

    式中： 

    Ijl——菌落总数增长率,以百分比表示(%)； 

Bi——不同储藏时间时菌落总数平均值/ CFU*mL-1； 

B0——初始状态菌落总数平均值/ CFU*mL
-1
。 

5.5 保鲜能力 

5.5.1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5.5.1.1 总蛋白浓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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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藏第 7 天、30 天时，分别取出 5 份母乳样本，按 GB 5009.5—2016 进行总蛋白浓

度检测。 

总蛋白浓度平均值Xi与初始值X0进行比较，计算总蛋白浓度减少率Idb。 

5.5.1.2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计算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按公式（2）进行计算。 

Idb=（X0-X i）/X0×100%………………………………  （2） 

    式中： 

    Idb——总蛋白浓度减少率,以百分比表示(%)； 

Xi——不同储藏时间时总蛋白浓度平均值,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X0——初始状态总蛋白浓度平均值,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5.5.2 乳糖含量减少率 

5.5.2.1 乳糖含量值测试 

在储藏第 7 天、30 天时，分别取出 5 份母乳样本，按 GB 5009.8—2016 进行乳糖含量

检测。 

取乳糖含量平均值Xi与乳糖含量初始值X0进行比较计算乳糖含量减少率Ix。 

5.5.2.2 乳糖含量减少率计算 

乳糖含量减少率率按公式（3）进行计算。 

Irt=（X0-Xi）/X0×100% ………………………………  （3） 

    式中： 

    Irt——乳糖含量减少率,以百分比表示(%)； 

Xi——不同储藏时间时乳糖含量值, 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X0——初始状态乳糖含量值, 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5.5.3 维生素 C 含量减少率 

5.5.3.1 维生素 C 含量值测试 

在储藏第 7 天、30 天时，分别取出 5 份母乳样本，按 GB 5413.18—2010 进行维生素 C

含量检测。 

取维生素C含量平均值Xi与维生素C含量初始值X0进行比较计算维生素C含量减少率IVC。 

5.5.3.2 维生素 C 含量减少率计算 

维生素 C 含量减少率率按公式（4）进行计算。 

Ivc=（X0-Xi）/X0×100% ………………………………  （4） 

    式中： 

    Ivc——维生素C含量减少率,以百分比表示(%)； 

Xi——不同储藏时间时维生素C含量值，单位为毫克每百克（mg/100g）； 

X0——初始状态维生素C含量值，单位为毫克每百克（mg/100g）。 

5.5.4 钙含量减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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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 钙含量值测试 

在储藏第 7 天、30 天时，分别取出 5 份母乳样本，按 GB 5009.92—2016 进行钙含量检

测。 

取钙含量平均值Xi与钙含量初始值X0进行比较计算钙含量减少率Ica。 

5.5.4.2 钙含量减少率计算 

钙含量减少率按公式（5）进行计算。 

Ica=（X0-Xi）/X0×100% ………………………………  （5） 

    式中： 

    Ica——钙含量减少率,以百分比表示(%)； 

Xi——不同储藏时间时钙含量值，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X0——初始状态钙含量值，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符合 GB/T 8059-2016 的检验规则和要求。 

6.2 型式检验 

    除表 8 内容外，GB/T 8059-2016 的检验规则和要求适用于本标准。 

表8 检验规则 

序

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型式试验 

（全检项

目） 

温度 4.2 5.3 √   

菌落总数增长率 4.3 5.4 √   

总蛋白浓度减少率 4.4.1 5.5.1 √   

2 

品质试验 

（抽检项

目） 

乳糖含量减少率 

4.4 5.5 √   维生素 C 减少率 

钙含量减少率 

 

品质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抽样方案由生产厂自行确定。 

6.2.1.1  型式检测要求 

当检验母乳存储冷冻柜的型式试验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这些检验

也可单独用于一些特殊性能的研究。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宜每年不少于

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e） 产品的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又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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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品质检测要求 

当检验母乳存储冷冻柜的品质项目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品质项目

检验应包括表8中所列的项目。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品质项目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母乳品质时；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  评定规则 

型式试验和品质项目试验按表8进行单项评定后，按表9进行综合评定。 

型式和品质试验的检验项目中只要出现一项A类不合格，则判定该次型式/品质检验不合

格，同时判定该周期产品不合格。 

 

                            表9 综合评定表 

序号 
检验综合评

定 

不合格分类 

A（致

命） 
B（严重） C（轻微） 

1 不合格 1   

2 不合格  3  

3 不合格  2 2 

4 不合格  1 3 

5 不合格   4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应符合GB/T 8059-2016第23章的规定。 

7.2  包装 

母乳存储冷冻柜的包装应按照GB/T1019—2008 要求的防潮包装、流通条件Ⅰ的防震包

装及横木撞击试验进行包装设计和定型。按流通条件Ⅰ进行震动试验及横木撞击试验，试验

结果应符合GB/T 1019—2008有关规定。 

7.3  运输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野蛮装卸、过度倾斜、暴晒和雨雪淋袭。 

7.4  贮存 

应贮存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存在腐蚀性及有害气体。产品包装经拆

装后仍需继续贮存时应重新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