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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方法的探讨思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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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商贸计量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较于过去，很多商品的销售模式也都从散

装称重形式变成了定量包装。定量包装商品作为市面上主要的商品类型，其计量准确性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商品的

判断，因此针对定量包装商品的检验结果，也是消费者关注的重中之重。总体来说，相关部门应依照有关办法规

定，对检验方法进行监督，保证计量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介绍包装商品计量检验需注意的重点以及定量包

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方法，希望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帮助。

关键词　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计量检验方法　误差

中图分类号：TB4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7-0155-03

1 包装商品计量检验需注意的重点

1.1 检验净含量标注

通常情况下，应依照相关要求，对定量包装商品

进行标注，从而明确出厂产品情况，满足我国食品质

量监督工作的要求。净含量的标注，应当保证和商品

名词保持并排，同时和商品名词距离较近。反之，如

果标注位置不够显眼，或者只存在于角落里，则很容

易增加消费者对商品的辨识成本，影响消费者对商品

的判断。商品净含量的标注内容，在包含文字的同时，

应包含法定计量单位，后续将商品各项信息同步标准，

例如商品生产企业、加工地、配料等，从而帮助消费

者建立对商品的印象 [1]。

1.2 明确商品抽样方式

商品检验标本的选择，应采用随机数表法，从而

避免影响商品合格率。如果商品来自同一批次，则应

以统一性原则作为选择样本的标准，从而有针对性地

对样本加强检验。通常情况下，样本通常在零售现场

选择较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检测零售商品的质量，

作为商品零售质量和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具体而言，分层抽样法就是将商品分层，在分层

商品中选择一定比例的商品，通常情况下，零售商、

批发商、生产厂家应用这种抽样检测方法较多。除此

之外，也可采用等距抽样方式，由于每种商品在生产

环节上都会有一定时间差异，因此在商品生产和包装

环节，可采用这种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检

验方法，都需要依照科学标准，落实相关要求，同时

在检验成本上尽量控制，避免对经济效益造成损失 [2]。

1.3 明确商品检验批次

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市

面上的商品类型逐渐增多，商家的商品类型也可能在

批次上出现较大差异。

需要明确的是，如果产品存在转移现象，或者已

经售出，则不会归于检验范畴。面对检验数量较大，

数以万计的情况，应当分批检验，从而令检验结果有

明显提升。

2 净含量计量检验需明确的问题

2.1 密度检验

通常情况下，如果用体积标注商品净含量信息，

通常会以密度法为主要检验方法，通过密度和体积的

相关公式，明确密度值是否符合有关标准，以此判断

商品达到合格标准。商品密度可能因为温湿度等物理

性质发生改变，因此在检验阶段，应当选择物理性质

不变的检验环境，保证对商品的科学储存，在密度不

存在巨大波动的情况下，才能开展检测工作。一般检

验商品的环境应选在密室中，温度应控制在 20℃左右，

上下温差不能超过 2℃ [3]。

另外，针对温度较低的商品，应适当预热，降低

环境温度和介质之间的距离。检验之前应当对各类称

量仪器进行充分清洁。在完成称重之后，应当将样本

向体积范围中注满，后续进行二次称重，获得定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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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重量。由于商品检验工作要求较高，因此检验人员

应当依照相关要求进行研究，和检验标准数值相符合，

完成商品准确参数的计算过程。

2.2 位数选择

通常检验结果都会有一定误差表现，需要结合相

关标准控制具体误差值、平均偏差和标准差等，应当

进行修整，结果一般保留一位小数，也可以保留两位

小数 [4]。

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方法

3.1 以质量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

检验以质量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相对简单，可通

过商品实际重量和商品皮重作差的形式，获得商品的

实际含量，因此应保证质量的准确性。实际检验中，

以电子测量仪器为主，在选择电子仪器时，应当以

20%商品短缺量的最大允许值为标准，控制最大允许

误差。

与此同时，在电子衡量仪器选择阶段，应重视检

定分度值和实际分度值关系是否符合标准，通常情况

下，前者应为后者的 10倍。而对于电子秤，检定分度

值和实际分度值之间则保持相等关系。因此可以将实

际分度值作为检定分度值的确定依据。在测量商品皮

重时，应当在商品重量的准确度要求基础上，选择准

确度更高的仪器 [5]。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若商品净含量在 0-50g之间，应选择电子天平，

分度值应在 0.01-0.5g之间；50-100g，应选择电子天平，

分度值应不大于 0.5g；100-200g，应选择电子天平，分

度值应在 0.5-1g之间；200-300g，如果选择电子天平，

分度值应不大于 1g，如果选择电子秤，则检定分度值

应为 1g；300-500g，应选择电子秤，检定分度值在 1-2g

之间；500-1000g，应选择电子秤，检定分度值应不大

于 2g；1000-10000g，应选择电子秤，检定分度值应在

2-20g之间；10000-15000g，应选择电子秤，检定分度

值应不大于 20g；15000-50000g，应选择电子秤，检定

分度值应在 20-100g之间。

除此之外，如果商品处于冷冻状态，或者检验固

体或液体两类商品，应当依照相关规则进行分离，或

者对商品进行预处理。如果是一些会受水分影响过多

的商品，例如肥皂、面粉等，导致净含量有较大程度

的改变，则应依照相关规则，对方法进行修整，避免

影响最终的检验结果准确性 [6]。

3.2 以体积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

若是针对以体积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商品，则可通

过密度法、绝对体积法，或者相对密度法进行检验。

温度计、密度杯、智能液体密度计、电子天平、电子

秤等都是常见的测量仪器。前文说过，由于密度法容

易受到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为避免产

生较大误差，应当严格选择合适的检测环境，并选择

精度较高的仪器，最大程度减少误差。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为了保证检测质量，针对不同的商品，最好选

择不同的检测方法，以达到较高的检测准确性。

具体而言，密度法应选择温度计、容量瓶、密度

被、智能液体密度计、电子天平、电子秤等检验设备，

以 5mL-50L为标准控制量程。一般密度法对于一些密

度均匀，或者即使不均匀，可通过摇匀混合方式提高

密度均匀度的液体商品适用性较强，例如牛奶、水、

食用油等。检验时应重视控制标注净含量，不能选择

太小的容量瓶。商品重量的误差应最大程度准确测量，

以低于 0.1g为标准控制误差。在检验阶段，应当以智

能液体密度计为主，如果用到密度杯替换容量瓶测量，

则应完成商品密度的测量、密度杯的标定体积应控制

在低于 0.001mL。

整体来说，密度法具备较高的准确度，在检测方

式中具备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其操作复杂性较高，需要

相关人员加强学习，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检验 [7]。

绝对体积法的检验设备，主要包括温度计、分度

吸管、量筒等，以 10mL-2L为标准控制量程，通常针

对一些不具备较高粘稠度、流动性较强的液体商品应

用程度较多，例如饮料、啤酒、白酒、矿泉水等。检

验之前应当依照量筒准确度要求，校准量筒量程。读

取液面示值时应保持视线平视，避免读数出现误差。

在倾倒液体时应缓慢进行，直接向容器底部倾倒，避

免液体在容器壁上停留。即使有停留现象，也需要最

大程度的控制误差，以低于 1mL控制液体挂壁量。绝

对体积法不具备较强的操作复杂性，但是检验准确性

不易控制。如果检测误差在 5mL左右，应当重新选择

检测方式，实现检验准确度的提升，防止出现误差。

相对密度法检验设备，主要包括温度计、容量瓶、

密度杯、智能液体密度计、电子天平、电子秤等，以

5mL-50L为标准控制量程。对于一些流动性较差、粘

稠度较高，同时具备较高密度的液体商品，例如洗涤

液、洗洁精、洗发水等。检验过程中，应当选择具备

较高准确度的电子天平，分度值应到 0.1mg。用密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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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充商品时，应当不留缝隙，避免产生较大检验误差。

商品内容物净含量称重应提高可靠性和准确性。相对

密度法相较于其他两种方法，不会因为密度杯体积的

误差因素，构成较大影响，测量误差应当控制在 0.001g

以下，这样才能实现商品相对密度值准确度的进一步

提升。但是相对密度法操作复杂性较强，主要是因为

天平和密度杯具备较高复杂性 [8]。

除此之外，如果针对可乐、汽水等碳酸饮料，或

者啤酒等，由于此类液体商品具备一定气压，在检验

过程中可能会不断生成气泡。基于此，应提前准备消

泡剂，不用太多，仅需 0.2mL，检验之前加入液体商品

中，达到消除气泡的效果。

3.3 以长度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商品

以长度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商品检验方法主要为称

重法、直线法与仪器法。商品长度并不会受到环境的

过多影响，举例来说，铁、铝、铜膨胀系数，通常会

在 2.3×10-5mm/℃，如果是常温环境下，100m伸缩量

通常在 0.1m以下。具体而言，直线法主要检验设备为

钢卷尺、钢直尺、红外激光测距仪等，测量范围不大

于50m，如果商品不具备较大长度，或者类似电缆、导线、

绳索、壁纸等拉直难度较小的商品，则可通过直线法

达到检验目的。检验之前应最大程度拉直商品，不能

有明显弯曲状态。如果用到夹具固定商品，则应将夹

取部分作为检验长度的一部分。若长度较长，应分次

检验，最大程度地将误差降低，设备应每隔一段时间

进行校验 [9]。

称重法主要包含电子天平、钢卷尺、钢直尺，量

程不小于 50m，商品应保证重量分布均匀，例如电缆、

电线。称重仪器应适当选择，电子天平分度值应控制

在 0.1g，电子秤的分度值应在 2g以下。为避免因为重

量不均分布的情况，应当选择不同段取平均值，最大

程度地降低误差。截取段落应以商品两端为主，避免

破坏样本，如果商品直径在 1mm以下，可更换其他检

验方法。

仪器法检验设备为线缆长度测量仪，量程在 50m

以上。对于一些具备较强刚性，或者横截面相对固定

的商品，例如电缆、导线等，仪器法适用性较强。需

要注意的是，若用到机械式长度测量仪，应合理控制

夹持滚轮的直径，将误差尽量降低。若是应用电子式

测长仪，应针对脉冲当量系数进行校准。为保证仪器

准确度较高，应依照相关核查标准校准仪器，避免影

响仪器可靠性和准确性。

3.4 以面积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

以面积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检验方法主要包含计

算法和仪器法。计算法主要包含钢卷尺、钢直尺、游

标卡尺等。如果商品有残缺现象，或者形状边缘相对

整齐，则可通过计算法达到检验目的。检验注意事项上，

应选择形状相对规则的商品，且检验阶段，商品形态

应相对固定，不能有拉伸或弯曲现象。检验时应当多

次测量，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避免误差较大，同时

依照相关要求校准设备。

仪器法需要用到专用的面积测量仪，对于透光性

较差的商品，例如人造革等相对适用。在检验时应当

依照相关要求使用，检验阶段的商品不能有弯曲现象，

为避免误差较大，应连续测量 5-6次，取多次测量结

果的平均值 [10]。

4 结语

综上所述，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工作的

开展，应当和商品特征高度结合，针对性选择检验设备，

依照相关要求，控制检验误差，检修检验设备，实现

检验准确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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