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总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1号汇众大厦401        

生产基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胜南四街15号5E                  

研发制造基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

                         基地景盛南二街 15号北区6A                                

电话/Tel:  010-82783189

传真/Fax:  010-82899729

网址/Website:  http://www.bjcxth.com

邮箱/Email:  sales@bjcxth.com.cn

全方位专业解决方案
             饲料安全检测标准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

• 维生素检测              • 氨基酸检测
• 有毒有害物质检测   • 营养元素和重金属检测

邮编：100085

邮编：101102

邮编：101102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分离技术研究及应用

的高科技企业。从2000年成立之日起，创新通恒人本着锐意创新，

不断进取的精神，秉承“以液相色谱技术为核心，不断拓展应用领

域，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企业发展宗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

难关，在色谱产品领域，成为国内最大的研究、制造企业之一。

“凡事全力以赴，常怀感恩之心”是创新通恒人引以为豪的座

右铭，经过十年的拼搏，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员工总数百余人，生

产及办公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的中型企业。产品包括实验室高效液

相色谱系统、中试型制备液相色谱系统、生产型工业化制备液相色

谱系统；产品线贯穿医药、化工领域内，质检、研发、规模化生产

的整个过程。在提供全套硬件设备的同时，创新通恒还拥有分离纯

化工艺研究的中试车间，可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整体解决方案。

 多年来，公司注重企业建设和技术积累，先后引入EPR、

CRM、OA等现代化管理方式，并通过ISO9001:2000企业管理体系

认证，部分产品通过欧盟的CE认证；企业拥有20余项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多次获得科学仪器自主创新金奖；先后承担

国家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在国家专项支持项目中，获得节能减

排、创新基金等专项资金，连续被评为中关村瞪羚企业，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印证了创新通恒人在液相色谱领域十

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创新！

创新通恒人将持续为您创造价值!



全方位专业解决方案

完成企业顺利通过验收，符合生产标准

建厂
企业改造
生产许可

提 供
检测部门规划方案  

（设置标准的检验机构）

提 供
专业设备

（专业仪器，耗材，配件）

提 供
专业人员培训

（定期新员工免费培训）

提 供
标准检测方法
（新标准方法保证）

提供
完善的售后服务

（两小时响应，四十八小时到达）

引   言

“民以食为天，牧以料为先”，老百姓能否吃到放心肉，饲料是其中

的关键。近年来，饲料添加“瘦肉精”“蛋白精”等事件频发，严重危害

到了动物性食品的安全，因此，饲料安全问题目前已成为广大群众所关注

的热点并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为保障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于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第177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并自2012年5月1日起

正式施行. 2012年10月9日农业部第10次常务会议又根据该条例审议通过了

《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许可条件》，

两者自2012年1 2月1日起施行。

《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必要的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人员、设施和质量管理制度”；《许可条件》又对产品质量

检验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企业必须设有饲料检测实验室，并根据自身

所生产的饲料种类相应配备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紫外检测器）或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配备火焰原子化器和被测项目的元素灯）或两者兼备。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政策精神，制定了一套完善的饲料检

测实验室解决方案，从售前咨询，设备配套，检测方法培训到售后服务，全

方位的专业化服务，助您顺利通过验收，全面保障饲料安全。

高效液相色
谱仪

离子色谱 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  维生素

●  氨基酸

●  有毒有害物质

●  胆碱 ●   营养元素

●  重金属元素



维生素检测

检测项目

维生素A

维生素D3

维生素E

维生素K3

标准号

GB/T 17817-2010 

GB/T 17818-2010

GB/T 17812-2008

GB/T 18872-2002

标准名称

饲料中维生素A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维生素D3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维生素E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维生素K3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检测项目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B6

维生素B12

烟酸、叶酸

泛酸

d-生物素

标准号

GB/T 14700-2002

GB/T 14701-2002

GB/T 14702-2002

GB/T 17819-1999

GB/T 17813-1999

GB/T 18397-2001

GB/T 17778-2005

标准名称

饲料中维生素B1的测定

饲料中维生素B2的测定

饲料中维生素B6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维生素预混料中维生素B12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复合预混料中烟酸、叶酸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复合预混合饲料中泛酸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预混合饲料中d-生物素的测定

脂溶性维生素：碱溶液皂化试样，乙醚提取，高效液相色谱反相或正相分析。

水溶性维生素：水溶液提取，高效液相色谱反相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仪（平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恒温水浴0~100℃，旋转蒸发器，PH计（带温控，

精确至0.01），圆底烧瓶（带回流冷凝器）等

甲醇，乙腈，水，提取用试剂，氮气等

原    理

主要仪器设备

主要试剂材料

脂溶性维生素

水溶性维生素

维生素检测

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LC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平流）
● P3000高压输液泵 1台

● UV3000紫外检测器 1台

● 7725i手动进样阀 1个

● 4.6mm×150mm 5μm C18色谱柱 1根

● 柱温箱 1台

● CXTH-3000色谱工作站

● 启动工具包

•  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泵和检测器等组件随意搭配，扩展性强；

•  高压输液泵耐压高达42MPa，采用电子补偿方式，流量压力更稳定，重现性更好；

•  紫外检测器采用直带光学方式，结构简单、便于维护、自检速度快、波长准确度高、重现性好；

输液方式：双柱塞串联泵

流速范围：0.001-9.999mL/min

最大工作压力：42MPa

检测范围：（190-700）nm，单波长

控制：面板控制或工作站反控

维生素E检测谱图

推荐配置



氨基酸检测

LC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二元高压）
● P3000高压输液泵 2台

● UV3000紫外检测器 1台

● 7725i手动进样阀 1个

● 二元高压混合器 1个

● 柱温箱 1台

● CXTH-3000色谱工作站

● 氨基酸分析方法包（含4.6mm×250mm 5μm 氨基  

    酸专用柱 1根）

18种氨基酸分析谱图

采用异硫氰酸苯酯（PITC）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衍生方便、快速，结果准确可靠。

高效液相色谱仪（二元高压梯度），离心机，氮吹仪，水解管，粉碎机等

氨基酸分析方法包，乙腈，水，烟酸，冰醋酸，高纯氮气等

原    理

主要仪器设备

主要试剂材料

推荐配置

维生素检测

应用案例



有毒有害物质检测 有毒有害物质检测

包括瘦肉精，三聚氰胺（蛋白精），黄曲霉毒素，苯并（α）芘和苏丹红等多种物质，根据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进行检测。

根据添加剂的不同选择LC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平流或二元高压梯度系统。

检测项目

瘦肉精

三聚氰胺

苏丹红

苯并（α）芘

土霉素

标准号

GB/T 21036-2007

NY 438-2001

GB/T 20189-2006

SN/T 1116-2002

NY/T 1372-2007

NY/T 1258-2007

NY/T 919-2004

GB/T 22259-2008

标准名称

饲料中盐酸多巴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

饲料中莱克多巴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进出口饲料中克伦特罗、沙丁胺醇残留量的

检验方法 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

饲料中苏丹红染料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

饲料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中土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原装进口德国诺尔Smartline高效液相色谱仪
● 小巧的外观，周到的设计，节省空间，减少死体积

● 精度高，重现性好，寿命长

● 可搭配自动进样器，解放实验人员的双手

● 原装进口工作站，全面满足各种法律法规要求

标     准

高端选配

推荐配置

应用案例



营养元素和重金属检测 营养元素和重金属检测

检测项目

饲 料 中 的 钙 、 铁 、

铜、锰、钾、锌、镁

饲料中的钴

饲料中的铅

饲料中的镉

饲料中的铬

标准号

GB/T 13885-2003

GB/T 13884-2003

GB/T 13080-2004

GB/T 13082-1991

GB/T 13088-2006

标准名称

动物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

钠和锌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饲料中钴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饲料中镉的测定方法

饲料中铬的测定

标     准

检测方法

营
养
元
素

重
金
属

以饲料中钙元素的检测为例

1、检测用仪器设备：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WFX-120B（需配电脑、打印  

    机、空气压缩机、高纯乙炔气、钙灯）

● 可控温电热板，可控温马弗炉，万分之一天平，超纯水 

    机，冰箱，恒温水浴锅

2、检测用化学药品和主要器皿
● 浓硝酸、浓盐酸、氯化铯：优级纯

● 钙标液：1000μg/mL

● 烧杯、容量瓶、移液管、比色管、瓷坩埚、定量滤纸

3、检测条件
● 波长：422.7nm 

● 光谱带宽：0.4nm

● 燃烧器高度：6mm

● 火焰类型：氧化性火焰

主要技术参数
● 波长范围：190～900nm

● 波长准确度：优于±0.25nm

● 波长重复性：优于±0.15nm

● 分辨率：能分Mn 279.5, 279.8两条谱线， 

    且波谷能量值≤36%

● 基线稳定性：0.004A/30min

● 光谱带宽：0.1nm, 0.2nm, 0.4nm, 1.2nm 

    自动切换

● 背景校正系统：氘灯背景校正1A时≥30 

    倍，自吸背景校正法1.8 A时≥30倍

仪器性能特点
● 标配火焰发射燃烧器，方便进行K、Na等 

    碱金属元素火焰发射分析

● 六灯座自动转换（其中两灯座可直接采用 

    高性能空心阴极灯，提高火焰分析的灵敏度）

● 自动对光，自动精调，全自动扫描及寻峰

火焰原子化系统
● 燃烧器：10cm单缝全钛燃烧器

● 雾化室：全塑耐腐蚀雾化室

● 喷雾器：金属套高效玻璃喷雾器

● 位置调节：高度调节、水平位置、转动角度调节

● 具有燃气泄露、流量异常、空气欠压、异常灭火报 

    警与自动保护功能

检测与数据处理系统
● 采用进口高灵敏度、宽光谱范围光电倍增管

● 分析方法：工作曲线法（1次、2次自动拟合），标 

    准加入法，灵敏度自动校正

● 浓度变换方式：具有浓度、含量自动计算功能。

● 重复测试：1～20次，重复测量自动计算平均值、标 

    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

● 多任务功能：能够顺序进行同一样品多元素测定。

● 结果打印：可打印阶段测试数据或最终分析报告,能 

    够使用Excel软件编辑

推荐配置

WFX-120B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LC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平流）

LC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二元高压）

Smartline 平流高效液相色谱仪

Smartline二元高压高效液相色谱仪

液相色谱前处理三件套（超声波振

荡器，溶剂过滤器，真空抽气泵）

氨基酸分析方法包

WFX-31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WFX-130B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WFX-120B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空气压缩机

原子吸收元素灯

原子吸收标准溶液

LC-SPE 100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LC-SPE 200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LC-SPE 300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硅胶分析色谱柱          

ODS分析色谱柱 

单泵，10mL，42MPa

双泵梯度，10mL，42MPa

单泵，10mL，德国原装进口

双泵，10mL，德国原装进口

Venusi l  AA氨基酸分析专用柱

1支，4.6×250mm，5μm；

PITC异硫氰酸苯酯衍生剂10瓶，

25μL/瓶；含17种氨基酸的标准

溶液2瓶，2mL/瓶；内标物正亮

氨酸1瓶，100mg/瓶；衍生溶媒

三乙胺2瓶，1.4mL/瓶

三支元素灯(Cu,Mn,Hg)

三支元素灯(Cu,Mn,Hg)

三支元素灯(Cu,Mn,Hg)

根据样品选择

根据样品选择

产品名称 主要配置及参数 订货号

备注：公司同时提供用于饲料检测的各种前处理设备、固相萃取柱、标准品和耗材等，全

面满足您的检测需求。

SL.0013-01

SL.0013-02

SL.0013-03

SL.0013-04

SL.0013-05

SL.0013-06

SL.0013-07

SL.0013-08

SL.0013-09

SL.0013-10

SL.0013-11

SL.0013-12

SL.0013-13

SL.0013-14

SL.0013-15

SL.0013-16

SL.0013-17

饲料样品前处理技术 订货信息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固相萃取是由液固萃取和液相色谱技术相结合发展而来的一种样品预处理技术，主要用于样品的分

离、纯化和浓缩，广泛应用于环保、食品、石化、药物临床分析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创新通恒公司集合

现有的固相萃取技术，应广大用户的需求，现推出AutoSPE系列全自动化固相萃取系统，LC-SPE 100, 

LC-SPE 200和LC-SPE 300三款产品，可全自动完成固相萃取流程。

与手动固相萃取相比， AutoSPE系列全自动化固相萃取系统有以下优点:
●  确保流速稳定，体积准确，因而重现性较好；

●  能够进行较为复杂的淋洗和组份收集；

●  减少操作人员与有害试剂的接触和劳动强度。

LC-SPE 100固相萃取仪
用于食品中农残和兽残分析的样品前处理，也可用于土壤样品的分析。

特点：1.单泵淋洗SPE小柱，处理体积大（约100ml），周期长，柱子特别；

           2.泵流量精度高，最小流速可达0.1mL/min；

           3.采用特殊的管路连接技术，可克服普通自动SPE装置交叉污染等问题。

样品数

样品最大体积

组份收集

组份最大体积

功能

仪器控制

泵流速

泵精度

功耗

外观

8个/批

100ml

每个样品2个

50ml

上样、洗脱、吹干、收集、堵塞报警

单片机及按键输入

1-30ml/min

CV<1.4%

<24瓦

34 X 34 X 45cm,11.5kg

产品性能参数 LoiSil SiO2,4.6×250mm,5um

LoiSil XB-C18,4.6×250mm,5u

LC-SPE 100 LC-SPE 200 LC-SPE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