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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是食品加工与分销方面的两个最重要关键

词。食品安全这个术语主要是指保护消费者免遭健康危害的要求

（包括立法机构提出的要求），而食品质量这个术语则涵盖了客

户的要求和定义。产品质量具有可见的客户利益，并且会激发客

户再次购买产品的欲望。然而，很难清楚地区分这些概念，因为

在两个领域当中均找到各种要点。食品质量这个术语将会在以下

部分经常使用，作为涵盖食品质量和安全的总称。

食品生产商和食品行业有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免遭损害，确保

食品安全。销售不能销售，质量有缺陷，或者不安全的食品可能

会对受影响公司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聚焦产品质量

德图白皮书 正确测量

根据178/2002基本规定，“适销性”意味着食品

• 对健康没有危害

• 适合人类消费

被视为不完美的产品指的是那些比如说没有变质和仍然可以食

用，但是不符合外观要求标准的产品，这可能是比如说一颗已经

变得松弛，对购买者没有吸引力的生菜。

当食品已经变质时，就不再安全。这样的食品可能会导致消费者

恶心，腹泻等。

由于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可能会受到错误温度的影响，因此对冷

链食品的温度进行监测是确保所需质量和适销性的关键。

装运 转运 存储 运输 进货 存储

客户互动

海运货物

空运

从农场到餐桌：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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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材料到变成可以销售的商品，食品需要经历各种加工阶段。

这将会创建一条从生产商到加工商和经销商的链条。例如，如果

变质食品被放到超市的货架上，将会出现责任归属问题：谁应当

对索赔负责？

根据尽职调查的原则，所有食品企业都有责任满足食品安全法。 

可追溯性：在发生索赔时至关重要

其中一个关键的法定义务就是确保可追溯性。这必须在整个食

品链加以保证（从生产商到消费者以，反之亦然）。如果产品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或销售阶段的冷藏对于食品的质量或安

全性至关重要，就必须证明正确的温度，以及强制性的制冷要

求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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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品行业的公司来说，检查沿冷链的温度是否正确是确保质

量和符合法定与内部标准的基本措施之一。因为温度波动经常会

导致食品变质或质量受损。

如果食品不能保存在室温下而不造成潜在问题，那么就不得中断

冷链。大多数产品需要许多不同方经手才能最终到达消费者 – 

包括运输，临时储存设施和分销中心。当产品被交给另一个物流

服务提供商或经销中心时，对于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责任也会

沿着冷链而改变。不遵守冷链要求可能会导致公司形象受损，从

而导致公司收入损失。因此，温度控制可以确保冷链食品的安全

性和适销性。除了对食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具有约束力

的法律要求和温度限值以外，还有各种温度术语获得经常使用，

如：储存温度，产品温度，空气温度，核心温度，以及表面温

度。

这些类型的温度之间有何区别？它们对于产品质量有多重要？此

外：都有哪些测量方法，其中哪个最适合用于监测食品温度？接

下来，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审查和澄清。

不间断冷链的温度测量

房间中的测量：分层的挑战

房间内部进行的测量可能会由于被称为表面周围的分层而遭到扭曲。

如果表面温度与空气温度差别很大，就会出现分层的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测量误差，应当遵守与表面的最小距离。当改变

距离仍然不影响读数时，就达到了最小距离。因此，针对每次测量的

测量位置应仔细选择，并遵守适当的测量距离。

这也适用于加热或制冷设备的空调进气口。这种类型的分层也可能会

在地面与天花板之间的静态空气中出现，例如在大型储藏室中。因

此，控制测量应当在从室内气候测量的角度来说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进

行。

在冷藏室中通常在多个位置使用永久性探头。

表面上的湿度和温度特性。

% RH = 相对湿度，Tambient = 环境温度，TSU = 表面温度

表面 分层

70% RH

50% RH

Tambient = 15°C

TSU =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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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冷藏的食品是在制冷设施，比如冷冻室内通过冷气流加以冷

却。

对于温度控制来说，需要对以下类型的温度进行区分：空气温度

表示制冷设施中的空气有多冷。冷空气的温度可以让我们得出结

论，制冷设施正在实现正确的制冷量。但是，所确定的空气温度

不等于所谓的产品温度。产品温度主要由空气温度确定。

但是，对空气温度波动的反应取决于食品或包装类型，或者取决

于食品加工的条件或程度（预先煮熟，生食，冷冻）。完全冷冻

鸡肉的产品温度相对稳定，即使当空气温度有相当的波动；而

100 克新鲜肉末的温度可以更快地对空气温度的变化做出显著调

节。这意味着实际的产品温度可能不同于制冷设施内的空气温

度。

负面影响因素（例如制冷单元的辐射热量，频繁的开门或加载错

误）将会导致冷空气温度升高，而这经常不被员工注意。然而，

制冷单元制造商永久安装的温度探头和显示屏可以在规定限值范

围内显示空气温度，因为温度探头被放置在空气出口区域（也就

是制冷设施的冷区）。这意味着在测量时，将制冷设施内不同的

温度区纳入考虑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么做，所安装探头测得和

记录的空气温度就不正确。

产品温度是产品的温度，并可以确定为产品表面温度或核心温

度。它是在食品的表面测得（表面温度）或内核测得的温度（核

心温度）。产品温度对于遵守产品过期前的产品特定特性是一个

关键性因素。

空气和产品温度：差别到底是什么？

德图白皮书 正确测量

两种测量方法：抽查或记录

对于温度控制来说，我们将会对两种类型的监测加以区分：

1. 抽查测量

使用便携式（移动式）温度测量仪进行，它或者是纯测量仪（仅显示

测量值），或者是存储温度计，可以将测得的数据保存在内存或以无

线方式发送到数据存储器。

2. 连续数据记录

这涉及将一个配有内存的测量仪保持与货物接触（或在其附近，例如

冷藏室），并定期（测量间隔）记录和存储数值。取决于数据记录仪

的类型，数据要么保存在内存中，并人工读取，要么以无线方式发送

到数据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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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温度测量仪有不同的设计和不同的探头。

配有固定探头的测量仪 配有折叠式探头的测量仪 配有可更换探头的测量仪

•  特别适合重复性测量任务

•  例子：冷藏食品的核心温度测量，如盐

渍奶酪

•   流行设计，其中测量端头直接连接在测

量仪上，并且可以“折叠”以节省空间

•   例子：在冷藏室对新鲜产品进行核心温

度测量

•  特别适合各种测量任务

•  例子：使用空气探头测量冷藏室内的空

气温度，进货中的冷藏肉类或深冻包装

食品之间的核心温度

便携式测量仪：哪些测量仪符合您的需求？

德图白皮书 正确测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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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测量仪可以无需直接与食品接触即可测量温度：这就是红

外测量仪。它们适合用来获取产品温度的快速概览。

这种所谓的无损测量可以无需将测量仪与产品接触即可确定温

度。

非接触式测量：我需要记住些什么？

理想 良好 错误

食品最高温度的例子

食品

深冻食品 -18 °C

碎肉 +2 °C

鲜鱼 (冰冻) +2 °C

新鲜家禽 +4 °C

加工鱼 (腌制，腌渍，熏制) +7 °C

其他高度易变质食品，例如：具有未完全烘焙馅料或分层的烘焙食品，  +7 °C 
新鲜制备的沙拉，熟食沙拉等。 

消毒牛奶 +8 °C

黄油，奶油芝士，软奶酪 +10 °C

最高温度 *

 * 依照DIN 10508 

1  测量仪

•   使用干净的镜头进行测量

 不干净和起雾的镜头（例如由于水蒸汽）可能

会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

•   让测量仪适应环境温度

 要么将测量仪保存在将要使用的地方，要么等

待测量仪的温度适应测量位置的温度。如果测

量仪温度与环境温度不对应，这可能会导致测

量结果不正确。

2  测量表面

•   测量干净的表面

 污垢，灰尘和结霜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正

确。

•   在产品与包装直接接触的位置测量包装食品温度

 气袋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

3  测量距离

•   距离越近越好

 这将确保仅对测量目标进行测量，而非其周围

区域。

红外测量的测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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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仪是用于连续记录数据的仪器，它可以将测量数据保存在内存或以无线方式发送到存储单元。

连续记录测量值的理想选择：移动式或固定式数据记录仪

移动式数据记录仪 固定式数据记录仪1 2

•  随行货物的移动式数据记录仪：在产品近处进行测量

•  不与货物直接接触：比如将数据记录仪放置在包装内或单独包

装物品之间

•  固定式数据记录仪：将记录仪放置在比如一台车辆的冷藏区

域，一个运输箱中，或储藏室内

•  通过内部探头或外部探头测量空气温度

•  多种外部探头，用于测定空气和产品温度重要提示：用于冷藏和深冻食品的数据记录仪必须符合欧盟

的EN 12830标准。



1. 首先，使用一个红外测量仪对食品表面，比如说酸奶罐表面进

行扫描，以便获得产品温度的一个快速概览。如果温度明显位

于“绿色范围”内，测试到此结束。例子：酸奶罐的温度为

+5 °C（目标值：最高+8 °C）。 

2. 某些酸奶罐的温度超过+8 °C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将一个

接触式探头插入两个酸奶罐之间进行测量。该种测量可以实现

无损温度检测。

3. 温度仍然过高吗？那么就对一个或多个酸奶罐进行插入式测

量。将探头穿过盖子插到食品中，以便测量正确的核心温度

值。

为了使用一种温度测量仪快速执行这种3阶段过程，最好使用一

套配有红外和刺入式探头的组合测量仪，例如testo 104-IR。您

可以登录以下网址以获得关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www.testo.com/de-DE/testo-104-ir/p/0560-1040.

使用手持式测量仪时：如何正确测量？

最准确的测量始终是使用核心温度测量仪，即刺入式探头，来测

量冷藏物品内部的温度。然而，这意味着将会损坏许多产品的包

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建立了一套三步骤过程：

关于测量仪，您还需要记住些什么

1.  用于确定食品温度的测量仪必须定期进行校准。当仪器存在较大偏

差时，就建议进行一次校准。校准意味着将测量仪与符合国家标准

的参考仪器进行比较。有一些特殊服务提供商专门提供该种服务，

比如德图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您可以登录以下网址以获取更多信

息：

 http://www.testo-industrial-services.de/services/langua-
ge=de/408/calibratio

2.  除了针对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指令和法规之外，还有针对

测量仪制造商的规定，这些规定精确说明了针对测量仪和数据记录

仪的技术特性或最低要求。这是必要的，以便就测量偏差，记录周

期，灰尘和水防护等实现标准化监管。用户应确保其测量仪符合相

关标准（例如DIN EN 12830，EN ISO13485，DIN EN 13486），以

及制造商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型式试验（批准）”。

德图白皮书 正确测量

9

用手持式测量仪确定产品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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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数据记录仪时：最好用它测量什么以及在哪里测量？

最重要的是检查冰柜和深冻冰柜中的空气温度。如果这些温度是

使用抽查测量加以控制，那么应使用适当的空气探头加以确定，

最好是在空气循环点附近进行测量。这也是（深冻）冰柜中空气

温度最高的地方。如果在这里测得的温度适当，就可以认为冰柜

工作正常。为了检查制冷能力是否足够，并确保正确的产品温

度，建议使用红外测温仪对冷藏物品表面进行进一步检查。建议

使用配有多个输入通道的数据记录仪对（深冻）冰柜进行长期温

度监测：一个探头用于测量地面的空气温度，另外一个测量最高

负载线的空气温度，第三个测量空气循环点的空气温度。 

 

长期温度监测对于所有超过10 m3的冷藏和冷冻储存区域来说都

是必需的。可以使用数据记录仪来完成这一任务。合适的测量间

隔为15分钟（例如根据EN 12830）。相关区域的最佳温度范围

可通过限值来进行监测。取决于数据记录仪的设计，储存的温度

数据随后可人工或自动读取。

无线数据记录仪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温度监测过程中的手动操作。

这些记录仪可以自动将测量数据发送到一个数据存储器，然后可

通过PC，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轻松地加以访问。当出现违反限

值的情况时，还会发出报警通知，以便尽快采取纠正措施。建议

使用温度映射方法以确保数据记录仪被放置在冷藏室和储藏室的

最佳位置。有一些特殊服务提供商专门提供该种服务。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testo.com.cn

如果您想了解关于食品行业正确测量的更多信息，请与A.N. Other联络，邮箱是：another@testo.com，电话：+49 123 456789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深冻）冰柜 冷藏或冷冻室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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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德国黑森林中伦茨基希的德图公司，是便携式和固定式

测量解决方案全球市场的领导者。2700名员工在这家高科技公

司位于全球32家子公司从事着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

德图高精度测量仪器和面向未来的测量数据管理创新解决方案为

全球超过100万客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图的产品可帮助节省

时间和资源，保护环境和人员健康，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德图白皮书 正确测量

关于我们：德图介绍

自公司于1957年成立以来，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0%，目前的年

营收超过2.5亿欧元，清楚地表明了黑森林与高科技系统的完美

结合。此外，面向未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也是德图的成功秘

诀之一。德图每年将全球营收的大约十分之一投入研发。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test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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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合作伙伴

测量技术领域60年的成功经验：
一家根植于德国黑森林的全球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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