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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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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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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纳微缓释香精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日用纳微缓释香精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及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对各种类型的日用纳微缓释香精的质量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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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0 香料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14454.2 香料香气评定法

GB/T 19077-2016 粒度分布 激光衍射法

GB/T 19627-2005 粒度分析 光子相关光谱法

GB/T 22731-2017 日用香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日用纳微缓释香精

由日用香料和辅料按一定配方调制而制成具有一定缓释功效的混合物,辅料需符合日化相关标准要

求。

3.2 缓释香精

利用物理、化学等手段增强香精稳定性，使其具有缓慢释放效果的香精。

3.2.1 纳米缓释香精

颗粒平均粒径在100 nm以下的缓释香精。

3.2.2 纳微缓释香精

颗粒平均粒径在100 nm至1 μm范围内的缓释香精。

3.2.3 微米缓释香精

颗粒平均粒径在1 μm至100 μm范围内的缓释香精。



T/CAFFCI 49—2021

2

3.3 粒径

本标准采用球体模型假设，因此计算得到的颗粒粒度以等同球体直径表示。采用光子相关光谱法测

定时，平均粒径为调谐强度；采用激光衍射法测定时，平均粒径为体积。

3.4 芯材

在缓释香精中，被囊壳所包覆的部分。

3.5 壁材

在缓释香精中，在芯材外部，起到包覆作用的囊壳。

3.6 包埋率

被壁材包埋的香精质量与最初加入需要包埋的香精初始质量的百分比。

3.7 香精含量

也称香精装载量或载香量，是指缓释香精中的香精质量与整个缓释香精质量的百分比。缓释香精中

香精含量一般在10%以上。

3.8 试样

从所抽取的样品中取出供检验用的样品。

3.9 对照品

企业技术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人员对样品进行检定和评香，确定为检验用标准样品。

4 要求

4.1 原料要求

日用纳微缓释香精使用的各种香料应符合GB/T 22731-2017 日用香精的规定。

4.2 色状

符合同一型号对照品的色状要求。

4.3 香气

符合同一型号对照品的特征香气要求。

4.4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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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化指标

项目 纳米缓释香精 纳微缓释香精 微米缓释香精 检验方法

相对密度（25
o
C/25

o
C或20

o
C /20

o
C）

D标样±0.010 GB/T 11540

包埋率 >70% 附录A中A.1

粒径 ≤100 nm ≥100 nm，≤1 μm ≥1 μm，≤100 μm 附录A中A.2

香精含量 >10% 附录A中A.1

重金属（以Pb计）含

量/（mg/kg）
≤10 GB 5009.74

砷（以As计）含量/

（mg/kg）
≤3 GB 5009.76

注：相对密度、粒径、原液稳定性、千倍稀释液稳定性为出厂检验项目，型式检验为全项目检验项目，每年进行一次。

5 检验规则

5.1 日用纳微缓释香精应由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负责检验，生产厂应保证出厂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另外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客户该香精在加香产品或指定产品中

的最髙用量。色状、香气、相对密度、粒径、包埋率、香精含量为出厂检验项目，型式检验为全项目检

验，每年进行一次。

5.2 验收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各项规定检验所收到的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每一批号做

一次验收，不同批号分别验收。

5.3 取样方法：每批的包装单位 1 个～2个，全抽；3 个～100 个抽取 2 个；100 个以上增加部分再抽

取 3%。用取样器从每个包装单位中均匀抽取试样 50 mL～100 mL,将所抽取的试样全部置于混样器内充

分混匀，分别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密闭的惰性容器中，避光保存。容器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

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批号、数量及取样日期，一瓶作检验用，另一瓶留存备査。

5.4 如验收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会同生产厂重新加倍抽取试样复验。如复验结

果仍有指标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不能验收。

5.5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发生异议时,可由双方协议解决或由法定检验机构进行仲裁。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6.1 标志

产品包装外应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地址、商标、批号、净含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准

编号 及相关标志，并应符合有关部门的规定。顾客如有特殊要求，可与生产厂另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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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包装

日用纳微缓释香精应装于清洁无杂味的玻璃瓶、聚乙烯硬塑料瓶或桶、镀锌铁桶、镀塑铁桶、铝桶

内，或按顾客要求包装。

6.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防止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混运，并应符合有关部门

的规定。

6.4 贮存

本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避免杂气污染，远离火源。

6.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贮运条件、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根据具体产品的特性，由生产企业确定保

质期为半年至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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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A.1 包埋率、香精含量的测定方法

采用热重分析的方法对缓释香精的香精包埋率和香精含量的测定方法。

A.1.1 将制备好的缓释香精悬浊液放置在 5
o
C 冰箱、静置 24 h；将制备好的缓释香精悬溶液/乳液进行

冷冻干燥。

A.1.2 将得到的固形物进行过滤后，再用适当的有机溶剂洗涤沉淀三次，除掉表面未包埋的香精。

A.1.3 将洗净的固形物采用冷冻干燥机在-56
o
C、24 Pa 条件下进行冷冻干燥 24 h，得到干燥的缓释香

精样品（M1克）。同时将壁材空白样品进行冷冻干燥以作对比。

A.1.4 准确称取大约 7 mg 干燥好的缓释香精样品，采用热重分析仪进行热重分析，温度范围从室温到

600
o
C，升温速率采用 10

o
C/min，在样品热解过程中通入高纯氮，氮气流速 20 mL/min，得到从室温到

壁材分解前的热失重 W1%。然后，将干燥空白样品进行热重分析，得到从室温到壁材分解前的热失重 W2%。

A.1.5 计算二者热失重差值，即为缓释香精中的香精含量 LC，�� = �1%−�2%。

A.1.6 计算香精的包埋率 EE，�� = �1×��
�0

× 100%，式中 M0为最初加入需要包埋的香精初始质量。

A.2 粒径的测定方法

制备好的样品，经适合的介质分散后循环通过灯泡光束或其他适合光源的光路。被测粒子在光路中

造成光散射，光检测器阵列捕获散射光并将其转成电信号，用微处理器对这些信号进行分析。这些信号

按适当的方法进行处理换算成粒径分布。

对于粒径范围从几个纳米至大约1 μm的颗粒，由GB/T 19627-2005 粒度分析 光子相关光谱法确定。

对于粒径范围为0.1 μm至3 mm的颗粒，由GB/T 19077-2016 粒度分布 激光衍射法确定。

A.3 缓释效果的表征方法

使用配有金属氧化传感器的电子鼻对缓释香精的香气及缓释性能进行表征研究。制备2 g样品装在

10 mL顶空样品瓶中，并用硅橡胶盖盖住放入顶空系统的自动取样器中。每个样品瓶在50
o
C条件下以500

rpm的速率振荡6min。以150 mL/min的速率携带顶层气体2 mL注入电子鼻中。采集速率：1s/次、采集时

间：120s、注射体积：2000 μL。通过电子鼻传感器响应值的变化值来表征缓释香精的缓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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