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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埃农氏法和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法 
检测奶粉中乳糖和蔗糖的比较研究

郭秀春1,2，郭小白3，张苗苗3，马娇豪3，康文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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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选用市售同种品牌不同年龄段的奶粉，采用莱茵-埃农氏法和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检测法对其乳糖和蔗

糖进行测定，分析乳糖和蔗糖的差异，并对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为奶粉中乳糖和蔗糖的检测方法提供依

据。结果表明，莱茵-埃农氏法和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检测法相比，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检测法测定乳糖和蔗

糖含量的准确度更高，蔗糖和乳糖的线性范围均为2～12 mg/mL，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 3、0.999 6，精密度实验结

果表明，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2.53%、3.81%，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99.70%、101.06%。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折光

检测法结果准确、分析时间短、前处理简单，适用于快速测定奶粉中蔗糖和乳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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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ctose and sucrose in milk powder from the same commercial brand for two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e assayed 

by the Lane-Eynon’s method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refractive index detector (HPLC-RID). The 

differences in lactose and sucrose contents among different sampl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HPLC-RID metho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ne-Eynon’s method. 

The linear ranges of the HPLC method for sucrose and lactose were both 2–12 mg/m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0.999 3  

and 0.999 6, respectively. The precision, expressed as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sucrose and lactose were 2.53% and 

3.81%,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were 99.70% and 101.06%, respectively. The HPLC method had some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accuracy, short analysis time, simple sample pretreatment and suitability for rapid determination of 

sucrose and lactose contents in milk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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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是奶粉中比较重要的成分之一，特别是乳糖经

人体内乳糖酶作用后能形成有机酸，可以促进钙离子的

吸收，促进有益菌的成长，有利于肠道健康[1]。但随着

年龄的增长，肠道中乳糖酶活性急剧下降，因而成年人

尤其是高龄人群食用大量的乳糖，不易消化，食物中乳

糖含量高于15%时可导致渗透性腹泻。此外，研究[2-4]表

明，受种族、气候以及遗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相当

一部分人的体内缺乏乳糖酶，这些人群摄入含有大量乳

糖的产品会出现肠鸣、腹痛、排气和渗透性腹泻等“乳

糖不耐受”反应。蔗糖是常用的食品添加剂之一，常被

加入奶粉中以提高含糖量。食用过量蔗糖会危害身体健

康，如蛀牙和肥胖等[1]。由此可见，对乳制品中的乳糖和

蔗糖含量进行有效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国内外对乳制品中乳糖的检测技术，有可见

分光光度法[5-6]、红外光谱法[7]、离子色谱法[8]、高效液相

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法[9-11]、毛细管区带电泳-间接紫外检测法[12]、气相色谱

法[13]、高效薄层扫描法[14]、直接比色法[15-16]、直接滴定法

（莱茵-埃农氏法）[17-18]等。为此，我国也相继出台的关

于食品中乳糖测定的相关标准包括：GB/T 22221—2008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高

效液相色谱法》[19]、GB 5413.5—2010《婴幼儿食品和乳

品中乳糖、蔗糖的测定》[17]。本实验选用市售同种品牌

不同年龄段奶粉为研究对象，采用GB 5413.5—2010中给

出的莱茵-埃农氏法和优化条件后的HPLC-示差折光检测

法对奶粉中乳糖和蔗糖含量的测定，为有效控制奶粉质

量和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具有指导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购市售同种品牌适用不同年龄段的9 种奶粉为测

试奶粉样品（表1）。

表 1 测试奶粉样品信息

Table 1 Summary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milk power samples 

样品号 1 2 3 4 5 6 7 8 9

测试
奶粉
样品

幼儿
奶粉

（1～3 岁）

儿童
奶粉

（3～6 岁）

学生
甜奶粉

全家
营养甜
奶粉

全脂奶粉
（无添加
蔗糖）

高钙甜
奶粉

高钙
营养
奶粉

中老年营养
奶粉（无添加

蔗糖）

健心中老年
奶粉（无添
加蔗糖）

1.2 试剂

蔗糖标准品（分析纯， C A S 号： 5 7 - 5 0 - 1 ）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乳糖标准品（分析

纯，CAS号：63-42-3） 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乙

腈（色谱纯，≥99.9%） 美国Avantor Performance 
Materials公司；乙酸铅溶液、草酸钾、磷酸氢二钠、盐

酸、硫酸铜、浓硫酸、酒石酸钾钠、氢氧化钠溶液、酚

酞溶液、乙醇、次甲基蓝溶液、费林氏液（甲液和乙

液）[17]均为分析纯；水为Milli-Q超纯水机（Millipore）
制备的超纯水。

乙酸锌溶液：21.9 g乙酸锌加3 mL冰乙酸加水溶解并

稀释至100 mL；亚铁氰化钾溶液：10.6 g亚铁氰化钾加水

溶解并稀释至100 mL。 
1.3 仪器与设备

电子天平  美国Mett ler-Toledo公司；DL-1型 

电炉 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W201B型恒温水浴锅  
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KQ-500DB型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LC-20AT HPLC仪（配置有

SIL-20AC自动进样器、LC-20AD四元低压梯度泵、CTO-
20AC柱温箱、RID-20A示差折光检测器） 日本岛津 

公司。

1.4 方法

1.4.1 莱茵-埃农氏法测定乳糖和蔗糖

按GB 5413.5—2010中规定的方法。

1.4.2 HPLC法测定乳糖和蔗糖

1.4.2.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 ： K r o m a s i l  1 0 0 - 5 - N H 2 氨 基 柱

（250 mm×4.6 mm，5 μm）；柱温35 ℃，检测器温度

35 ℃，流速1.0 mL/min，流动相：乙腈-水（75∶25，V/V），

进样量20 μL。
1.4.2.2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混合对照品贮备液（20 mg/mL）：分别称取1 g（精

确至0.1 mg）经过（96±2）℃的干燥2 h后的蔗糖、乳糖

标准品，溶解并定容至50 mL容量瓶中。

混合对照品使用液：分别准确吸取混合对照品贮备

液1.00、2.00、3.00、5.00 mL和6.00 mL于10 mL容量瓶

中加水定容，分别相当于2.0、4.0、6.0、10.0 mg/mL和
12.0 mg/mL的标准溶液。

1.4.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2.0 g样品（精确至0.1 mg）加入50 mL水
溶解，再加入21.9 g/mL乙酸锌、10.6 g/mL亚铁氰化钾溶

液各5 mL超声30 min定容至100 mL，用滤纸过滤弃去初

液，取滤液用0.22 μm的滤膜过滤至进样瓶中待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莱茵-埃农氏法测定奶粉样品中乳糖和蔗糖

通过1.4.1节方法对9 种奶粉中乳糖和蔗糖含量进行

了测定，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经莱茵-埃农氏

法测定，不同年龄段奶粉中均含有乳糖和蔗糖，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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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糖含量高于蔗糖。其中，中老年奶粉中乳糖含量最

高，其次是幼儿、儿童奶粉，其他奶粉中乳糖含量相

差不大。而无添加蔗糖的奶粉样品5、8和9，经莱茵-
埃农氏法测定却显示含有少量蔗糖，可能是由于莱茵-
埃农氏法测蔗糖是经过盐酸加热水解成为果糖和葡萄

糖，再测定还原糖的总量，在水解过程中还可将部

分糊精、麦芽糖等组分水解成葡萄糖，故使最后测定

结果偏高 [9 ]。而无添加蔗糖的8号样品因配料表中含

麦芽糖，使得其用莱茵 -埃农氏法测得的蔗糖数据为

（4.31±0.45） g/100 g。因此，莱茵-埃农氏法测乳糖

和蔗糖含量，虽然方便快捷简便，但因操作原因易引

起系统及随机误差，且存在无法区分乳糖和其他还原

糖等不足 [18]。由此表明，莱茵-埃农氏法在测奶粉中乳

糖和蔗糖过程中易存在一定的误差。

表 2 莱茵-埃农氏法测定乳糖和蔗糖含量（n=6） 

Table 2 Contents of lactose and sucrose assayed by the Lane-Eynon’s 

method (n = 6)

样品号 样品类别 蔗糖含量/（g/100 g） 乳糖含量/（g/100 g）
1 幼儿奶粉 9.91±0.42 45.3±0.5

2 儿童奶粉 9.93±0.46 40.2±0.2

3 学生甜奶粉 13.8±0.3 32.0±0.1

4 全家营养甜奶粉 15.1±0.3 35.8±0.3

5 全脂奶粉 0.680±0.26 39.6±0.4

6 高钙甜奶粉 14.0±0.17 31.2±0.3

7 高钙营养奶粉 14.1±0.46 32.5±0.4

8 中老年营养奶粉 4.31±0.45 50.8±0.4

9 健心中老年奶粉 0.472±0.44 52.2±0.7

2.2 HPLC法测定奶粉样品中乳糖和蔗糖

2.2.1 色谱条件的优化

2.2.1.1 流动相选择

通过调节流动相的配比来优化各组分的保留时间及

分离度。分别用乙腈体积分数为70%、75%、80%和85%

的流动相进行了分离度实验。结果表明，分离时间随着

流动相中水的比例的提高而缩短，但分离度会下降，蔗

糖峰会与样品中其他糖的峰部分重叠；降低流动相中

水的比例能使分离度变大，但分离时间延长，峰展宽严

重。当乙腈和水的体积比为75∶25，流速为1.0 mL/min

时，样品中的分离效果令人满意。

2.2.1.2 检测器温度选择

示差折光检测器对环境的温度比较敏感，温度变化明

显，基线会出现漂移或波浪起伏。在设定检测器的温度为

30、35 ℃和40 ℃时，发现在35 ℃温度的条件下效果好。

2.2.2 标准品中乳糖和蔗糖的测定结果

将1.4.2.2节制备得到的不同质量浓度的乳糖和蔗糖标

准溶液在1.4.2.1节条件下进行HPLC测定，得到了不同质

量浓度的乳糖和蔗糖混合标准品的HPLC图（图1）。通

过HPLC测定数据，分别绘制蔗糖和乳糖的标准曲线，结

果表明，在2～12 mg/mL范围内乳糖和蔗糖质量浓度与

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其线性方程及相关系数检出限见

表3。取线性范围内最低质量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逐步稀释后，按1.4.2.1节条件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信噪比为3时的相应质量浓度或注入仪器的量即为检出

限 [20]。测得蔗糖和乳糖的检出限分别为0.030 mg/mL 

和0.024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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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蔗糖；2.乳糖。

图 1 2 种糖的标准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 of mixed sugar standards

表 3 蔗糖和乳糖的回归方程、线性范围、相关系数与检出限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linear rang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limits of detection for sucrose and lactose

标样 线性方程
线性范围/
（mg/mL）

相关
系数r

检出限/
（mg/mL）

蔗糖 y=108 599.270 3x－4 643.2 2～12 0.999 3 0.030

乳糖 y=70 932x－2 609 2～12 0.999 6 0.024

2.2.3 奶粉样品中乳糖和蔗糖的HPL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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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种奶粉样品编号对应表1。

图 2 9 种奶粉样品的HPLC图

Fig. 2 HPLC profiles of 9 milk powder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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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测定乳糖和蔗糖含量（n=3） 

Table 4 Contents of lactose and sucrose assayed by HPLC-RID (n = 3)

样品号 样品类别 蔗糖含量/（g/100 g） 乳糖含量/（g/100 g）
1 幼儿奶粉 19.6±0.7 61.5±2.1

2 儿童奶粉 18.1±0.7 52.4±1.5

3 学生甜奶粉 28.3±1.1 40.0±1.7

4 全家营养甜奶粉 23.2±0.8 35.4±1.6

5 全脂奶粉 0.000 45.0±1.8

6 高钙甜奶粉 18.1±0.8 26.7±1.2

7 高钙营养奶粉 24.8±0.9 41.5±1.3

8 中老年营养奶粉 0.000 46.5±1.8

9 健心中老年奶粉 0.000 50.6±1.7

利用配备有示差折光检测器的HPLC仪，按照1.4.2.1
节的方法对9 种奶粉样品中的乳糖和蔗糖含量进行了测

定。由图2和表4可知，在无添加蔗糖的奶粉样品5、8、9
中未检测出蔗糖，符合样品无添加蔗糖的特点。9 种奶粉

样品中均含有乳糖，且幼儿、儿童奶粉样品中乳糖含量

最高，其次是中老年奶粉。幼儿、儿童奶粉中乳糖的作

用主要是有益于幼儿和儿童的脑部发育，以及促进钙吸

收和体内有益菌生长等。而中老年奶粉中乳糖含量高可

能是为了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体内有益菌生长、延缓

动脉硬化的形成[21]等，但不适合乳糖酶缺乏者食用。青

少年和适合全家人饮用的奶粉类样品中乳糖量处于中等

水平。

2.2.4 精密度实验结果[20,22]

精密吸取1.4.2.2节的某一质量浓度的蔗糖、乳糖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20 μL，注入色谱仪，按1.4.2.1节的

色谱条件操作，记录色谱仪，连续进样6 次，分别测量

蔗糖和乳糖的峰面积，计算蔗糖和乳糖的相对标准偏

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分别为1.35%、

3.70%，说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精密吸取1.4.2.3节的某一含有蔗糖、乳糖的供试品

溶液20 μL，注入色谱仪，按1.4.2.1节色谱条件操作，记

录色谱仪，连续进样6 次，分别测量蔗糖和乳糖的峰面

积，计算RSD，结果见表5。从表5可见，蔗糖和乳糖的

RSD分别为2.53%、3.81%，说明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表 5 精密度实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precision test

测定次数 蔗糖含量/（g/100 g） 乳糖含量/（g/100 g）
1 18.742 9 48.601 8
2 18.073 3 52.342 5
3 18.001 8 54.025 3
4 17.455 7 49.526 7
5 17.628 4 50.995 9
6 18.221 7 51.562 1

平均值 18.020 6 51.175 7
RSD/%（n=6） 2.53 3.81

2.2.5 稳定性实验结果[23]

精密吸取1.4.2.3节的某一供试品溶液20 μL，注入色

谱仪，按1.4.2.1节的色谱条件操作，在0、3、6、9、12、
24 h进样，分别测量蔗糖和乳糖的峰面积，计算RSD分别

为3.71%、3.24%，结果表明供试品中蔗糖和乳糖在24 h
内基本稳定。

2.2.6 重复性实验结果[20]

精密称取某一奶粉样品6 份，按1.4.2.3节的方法制备

蔗糖和乳糖供试品溶液，按1.4.2.1节的色谱条件操作，均

进样1 次，分别测量样品中蔗糖和乳糖的峰面积，计算

RSD分别为3.14%、4.67%，结果表明本实验重复性良好。

2.2.7 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23-24]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粉末约2 g，平行18 份；9 份用于

蔗糖加样回收率实验，分为3 份3 个水平，分别加入含量

相当量80%、100%、120%的蔗糖对照品，按1.4.2.3节的

方法制备成溶液，每次进样20 μL；同样，9 份用于乳糖

加样回收率实验，分为3 份3 个水平，分别加入含量相

当量80%、100%、120%的乳糖对照品，按1.4.2.3节方法

制备成溶液，每次进样20 μL。记录色谱图，测量蔗糖和

乳糖的峰面积，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并求得蔗糖的平均

回收率为99.70%，RSD为3.23%；乳糖的平均回收率为

101.06%，RSD为2.05%，结果见表6。

表 6 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spike recovery test

待测组分 蔗糖 乳糖

原有值/g 0.361 8 1.047 6

加入量/g 0.289 5 0.361 8 0.434 2 0.838 1 1.047 6 1.257 4

回收率/%
99.07 100.94 93.43 97.16 101.52 101.26
99.32 102.65 96.74 98.84 99.79 102.36

100.10 104.51 100.57 102.69 102.48 103.48

平均回收率/% 99.70 101.06

RSD/% 3.23 2.05

由以上可见，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对乳糖和蔗糖

的测定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分离性较好、精密度高、

稳定性重复性好、回收率高等特点，能够反映出测得

数值的准确性。

2.3 莱茵-埃农氏法和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比较

将莱茵-埃农氏法和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测定蔗糖

和乳糖的含量绘制成柱形图（图3），将两种方法的测定

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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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种检测方法测定蔗糖（a）和乳糖（b）含量的结果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wo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lactose and sucrose

由图3a显示，无添加蔗糖的奶粉样品5、8、9用
HPLC-示差折光检测时均无检测到蔗糖，但用莱茵-埃农

氏法均测得含有少量蔗糖。而其余6 种奶粉样品用HPLC-
示差折光检测法测得的蔗糖含量要明显高于莱茵-埃农氏

法测得的蔗糖含量。此结果与文献[9]测定结果一致。由

图3b显示，1和2号奶粉样品用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测

得的乳糖含量要明显高于莱茵-埃农氏法测得的乳糖含

量。而8和9号奶粉样品用莱茵-埃农氏法测得的乳糖含量

要明显高于HPLC-示差折光检测法测得的乳糖含量，这

是由于莱茵-埃农氏法测定乳糖时无法区分乳糖和其他还

原糖所致[18]。通过两种方法比较可知，莱茵-埃农氏法引

起误差的原因存在不确定性，所测定的结果没有HPLC法
准确度高。

3 结 论

莱茵-埃农氏法测乳糖和蔗糖含量，虽然方便快捷简

便，但因操作原因易引起系统及随机误差，且存在无法

区别乳糖及其他还原糖等不足。而HPLC-示差折光检测

法对乳糖和蔗糖含量的测定具选择性好、分离性较好、

精密度高、稳定性重复性好、回收率高等特点，比较适

合奶粉中乳糖和蔗糖的同时测定。用HPLC-示差折光检

测法的9 种奶粉样品中乳糖和蔗糖含量总体情况良好，符

合奶粉的真实品质，可以指导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来选

购奶粉，避免盲目性消费，为有效控制奶粉质量和指导

消费者合理消费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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