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乳制品行业的分析解决方案供应商





50 多年来福斯不断开发针对乳制品生产的
创新型分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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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地利用资源
福斯知道：要在乳制品行业中获得成功依靠的是持续

提供高质量产品。我们的多种分析解决方案能够在整

个生产周期内（包括原材料进料到工序控制和最终产

品指标规范等）快速为您提供准确数据。利用这些信

息，您可以为客户提供理想的优质产品，并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

福斯在开发乳制品生产分析仪器方面拥有超过 50年的

经验。我们了解您所在的行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消费

者需求，考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顾虑，以及满足越发

严格的监管要求。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帮助您提高运营

效率来应对这些挑战。

帮助您提升整个生产工序价值
过去几十年里，分析技术的创新为乳制品生产工序控制带来了很多新机遇，提高了产品利润和质量。而可喜的

是这一发展节奏一直在不断加快。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在不同乳制品的生产过程中有哪些方案可供选择。

原材料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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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 最终产品

福斯乳制品解决方案可以检测：
脂肪、蛋白质、乳糖、总固形物、非脂固形物、酪蛋

白、尿素、密度、冰点降低、蔗糖、果糖、葡萄糖、总

糖量、乳酸、柠檬酸、游离脂肪酸、饱和与不饱和脂肪

酸、盐、水分以及异常乳的筛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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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原料并改善质量

又一罐原料奶到了，它们价值多少？如何使用？是

否安全？

利用专业的福斯分析解决方案在进料口即可进行快速

直接的检测。这有助于您充分地利用原料奶供应，而

无论原料奶供应商和季节是否不同，或是某些情况下

供应链中原料奶是否受到意外或故意污染。

这些准确的信息便于公平地支付供应商货款，而且由

于确切知道原料奶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在标准化和生

产开始之前对其分离，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对消费类奶制品而言，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可能是按质

论价的主要参数。您的供应商自然想要知道检测结果

为什么能精确到 0.05%，以及这样的精度是如何保持

的。在这里，由福斯技术团队提供支持的福斯全球定

标能确保仪器不断提供精确结果。

如果您生产奶酪，您还可以检验酪蛋白含量等更多决

定支付的参数，以确保按质论价的价格。

此外，无论您生产什么产品，掺假筛选功能都可让

您对质量放心，帮助您维护品牌信誉。其中筛选将

与其它检验同时执行，并标明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

的样本，从而减少对优先样本进行昂贵、耗时的实

验室检验。

进料控制工具

MilkoScan™ Minor、MilkoScan™ FT1 和 MilkoScan™ FT2 等台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仪是进料控

制的理想选择，例如它们可在靠近进料区和生产区的实验室或控制室中使用。

经过设置后，任何人无需特殊培训均可使用这些仪器，而且 30 秒内即可得到多种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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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和增加收益

将原料奶中的成分进行标准化后，无论经营规模大小

以及原材料有怎样的季节性变化，都能生产出具有稳

定质量的产品。我们的解决方案使您可以监测和调整

原料奶中不同成分（例如脂肪、蛋白质、固形物和酪

蛋白）之间的关系，以改善生产。

实践表明，早期阶段的标准化可提高产量、减少损

耗、增加利润空间。例如，在生产脂肪要求含量最低

为 3.5% 的全脂牛奶时有必要进行脂肪标准化，因为

牛奶通常含有 3.8% 的脂肪含量。

对分离后的脱脂奶和奶油的脂肪含量检测结果了解之

后，便可将奶油再次混入脱脂生产线以使用产品的脂

肪含量达到 3.5%，从而实现标准化。标准化不仅能

使成分符合法定标准，而且可确保不浪费原本可卖出

更高价格的有价值成分。

同样，奶酪制品的收益和质量也始于对牛奶进行正确

的标准化。具体来说，对奶酪牛奶中的脂肪与蛋白质

比率（或者脂肪与酪蛋白比率）进行调整，可使成品

奶酪的干物质中的脂肪含量达到规定值。

同样，奶粉的标准化首先要依据成品奶粉的指定比例

确定牛奶里脂肪与固形物间的比率。通过添加脱脂奶

粉、浓缩脱脂奶或超滤浓缩乳，可提高奶的蛋白质浓

度。或者也可通过添加乳糖或经过超滤渗透工序降低

蛋白质含量。

由于蛋白质是价格最高的奶粉成分，因此在生产过程

初期通过标准化对其严格控制能够大幅提高利润。

利润提升：

如果年产量为 10,000 吨奶粉的乳制品厂将蛋白质/非

脂固形物比率降低 0.6%，那么每年可节省 250,000 

欧元。

标准化工具

标准化需要快速、准确和常规的分析。获得结果越快，就能越早对工序进行调整。结果就越精确，调整后

距目标值就越近。获得结果越频繁，就能更好地对成分的突然变化进行调整。

MilkoScan™ FT1 和 MilkoScan™ FT2 等台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仪是标准化的理想选择。流程控

制仪器和软件，例如 ProcesScan™ 和 ProcessTouch™ 对大批量生产而言特别适用， 几乎可实时调整生产

时的进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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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过程控制增加产量

福斯可提供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使用的多种旁线及在线分析解决方案。有了快速可靠的重要参数检测结

果，您就可以利用实时的生产数据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高成本的返工和对宝贵资源的损耗。

更高的黄油产量

如果制作黄油，您需要遵守相应法规要求确保黄油水

分含量最高 16%，或脂肪含量最低 80%。为达到这

一目标，可在自动搅拌过程的最后阶段通过增加或减

少黄油中水、盐溶液或发酵剂的混入量来调整黄油的

最终组成。在这里，您可以利用针对水分含量的即时

信息做适时调整，来实现正确混合。这样就可以通过

增加黄油产品平均水分含量来提高产量。

高收益奶粉的有效蒸发

生产浓缩牛奶和奶粉时，首先要对牛奶中的脂肪和固

形物比率进行标准化，使后期生产的产品达到成品

奶粉中的规定比例。然后检查和调整蒸发过程后浓

缩液中蛋白质与总固形物的比率，提高产量和收入。

您可以使用过程控制解决方案，通过检测总固形物浓

度来分析和控制蒸发后的浓缩度。在这个阶段进行检

查能确保大部分水分已真空蒸发，与下个阶段（即在

喷雾干燥塔中）去除水分相比，成本要低很多而且更

具可持续性。此外，喷雾干燥之后还可对水分含量进

行微调。在这个阶段，快速可靠的检测结果能使奶粉

此外，利用出口处的线上实时传感器提供源源不断

的分析结果来达到最严格控制，实现对黄油的持续

搅拌。

利润提升：

按照黄油单价 3.10 欧元和每年生产 4,500 吨黄油计

算，水分增加 0.3% 后每年多收入 50,000 欧元。

在合法范围内保持尽可能多的水分。

福斯旁线及在线解决方案提供控制喷雾干燥器和流化

床流速和温度所需的即时水分检测结果，使您可以精

调奶粉以准确匹配规范要求。

利润提升：

如果年出产量为 70,000 吨的奶粉生产厂将水分含

量向目标值靠近 0.1%，就可增加价值 147,000 欧

元的产量。



向完美的奶酪制造过程前进

奶酪制造过程中，快速获得半成品奶酪水分含量信

息对于各个过程步骤的控制而言非常重要。切割、

搅拌、特别是压制过程对成品奶酪的水分含量都有

很大的影响。

硬奶酪

在生产过程中产品成分越靠近目标值，对随后批次所

做的纠正就越快。快速的旁线分析仪可大幅增加奶酪

生产厂家的赢利空间。

新鲜奶酪

在奶油奶酪或奶渣生产过程中，控制分离器的效率

能优化最终产品的总固形物含量。而直接在分离器

线上安装在线传感器可实现最好的流程控制以及获

得最高产量。或者使用旁线分析仪检测多条生产线

也可达到相同目标。

加工奶酪

了解混合物的构成信息是生产加工奶酪的先决条件。

使用快速旁线分析仪是一个解决办法，但由于预混合

原料中的成分很多，因此直接在处理流程的各个阶段

安装探头可以为配方优化提供快速反馈。

利润提升

若达成目标值将总固形物减少 0.2%，对于年产量为 

4500 吨的工厂来说每年可多收入 50,000 欧元。

过程控制工具

福斯可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分析解决方案：从生产操作员在生产线上使用的台式仪器，到控制室中由计算

机操作的综合分析与控制系统——您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自由选择。

检测液态和半粘稠产品的台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仪器包括 MilkoScan™ FT1 和 MilkoScan™ FT2 

或 MilkoScan™ Minor 分析仪。FoodScan™ 近红外 (NIR) 分析仪适用于奶酪或奶渣产品，其用途广泛而

且稳定可靠，生产线上或实验室中均可使用。而对粉末型产品而言，InfraXact NIR 仪器最适合用来在干燥

过程结束时分析水分含量。

但无论生产何种乳制品，到一定阶段要由检测量决定是否值得使用 ProFoss™ 或 ProcesScan™ 这样的综合

流程控制系统。如果每小时都需要使用台式解决方案检测一次，那么就适合使用这些越来越受欢迎的方案

连续不断提供分析结果，从而更好地使生产过程向指定目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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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最终产品规范

在关键的生产后期阶段进行检测分析将帮助您减少麻

烦以及潜在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召回。利用福斯的

产品，您可以事先对产品情况了然于胸，让您生产的

产品满足规范要求，帮助您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大部分检验工作都可使用快速常规分析仪器来执行，

但也常常需要使用认证的化学分析法来验证产品是否

符合某种特定的最终产品指标。

除此之外，所有间接检测法，例如基于近红外技术

的检测法都需要参考数据来定标。此类数据必须以

经认定的方法为基础，以确保后续预测的准确性和

稳定性。

最终产品控制工具

福斯同时提供用于最终产品控制的间接（红外）解决方案和化学分析解决方案。我们提供一整套针对化学

分析的完整解决方案，意在将分析步骤实现自动化以提高速度和安全性，同时将化学品用量降到最少。



冰淇淋：

让配比正好达标。例如 10% 的脂肪含量就是 10%，而

不会是 10.3%，否则会让你遭受损失

消费品牛奶：

避免脂肪浪费并提高利润

奶酪：

利用快速分析以提高利润

黄油：

利用实时在线传感器及时调整黄油

奶粉：

微调水分含量以实现更高产量

酸奶：

通过快速采取的纠正措施让产品更接近成分要求值





全球食品和农业企业 100 强中有超过 
90% 的公司使用福斯解决方案



ProcesScan™

提供针对各类乳制品生产的准确信息

福斯为所有类型和规模的乳制品生产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包括针对小规模乳制品生产的高效实验室仪器，以

及采用近红外技术和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分析的先进多参数技术分析仪器。无论您选择哪种仪器，都

能确保其具有高度准确性、符合有关规定并满足所有卫生标准。

对于较大型的生产设施，我们提供复杂的在线过程解决方案，直接在工艺物料流中持续检测相关材料。这些解

决方案易于安装和维护，依据国际标准进行精确定标，并可承受最严苛的生产环境。

我们的旁线分析仪适用于较小型生产线，可提供快速准确的样品检测结果。这些小型仪器易于操作、清理和维

护，适合小型工厂的需求。

是一款在线分析仪，可提供牛奶标准化所需的高精度数据。ProcessTouch™ 

是一款灵活的软件解决方案，可用来实时监控生产线。它们共同构成的整体

解决方案可优化奶酪、奶粉和消费品牛奶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MilkoScan™ FT1

MilkoScan™ FT2

MilkoScan™ Mars

帮助小型生产商快速准确地进行牛奶检验分析。

将用户从速度缓慢、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检测方式中解脱出来，并帮助用户

在验收原料奶时提高其发现乳制品故意掺假或意外掺假的能力。

该设备是牛奶和奶油检测分析的理想仪器。

是一款快速准确的牛奶分析仪，能对原料乳、中间产物和最终产品进行快

速分析。它能分析包括脂肪、蛋白质、乳糖、总固形物和杂质在内的各种

参数。

其应用范围包括牛奶、奶油和乳清。

是一款多功能牛奶分析仪，能处理脂肪、蛋白质、总固形物、脂肪酸、尿

素和酪蛋白等多种样本类型和参数。

其应用范围包括牛奶、奶油、乳清、浓缩奶、酸奶、甜点和冰淇淋。



NIRS™ DA1650

是一款基于漫反射技术的二极管阵列型近红外分析仪，扫描波长范围为950 

－1750 nm ，此扫描谱段适合于对多项指标做准确的分析，它完全兼容福斯

其他近红外分析仪的定标，确保定标数据的快速使用和整合。

可用于固体或半固体乳制品的质量监控。

FoodScan™

可对多种固体和半固体乳制品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且只需少量或无需样本

制备。福斯提供随时可用的人工神经网络定标。

该设备是奶酪、黄油和酸奶检测分析的理想仪器。

ProFoss™

是一款在线近红外分析仪，可用于检测多种质量参数，例如乳制品中的水

分、总固形物和脂肪等。该仪器能方便地在生产线中直接安装，可在乳制品

生产中实现多种应用，使产品更接近目标参数值并显著降低成本。

其应用范围包括黄油、浓缩乳蛋白/浓缩乳清蛋白、奶粉和奶酪。

Kjeltec™ 系列

该系列包含三个型号：8100、8200 和 8400；三款设备具有不同等级的自

动化程度，可实现简单安全的蒸馏。Kjeltec 8400 与 8420 或 8460 取样器和 

Tecator Auto Lift 消化器配合使用时，能实现最强的自动化凯氏定氮分析。

可用于乳制品的蛋白质分析。

ProcessTouch™

是一款生产控制软件，能确保福斯解决方案完全整合到生产过程中，

以实现最佳检测性能。帮助您实现从原材料接收到产品发货整个过程

的完全追踪





仪器的集中化定标、管理和配置
对于谷物和碾磨公司，尤其是具有多个站点的公司来说，我们成熟的网络工具可实现基于互联网的远程仪器监

测和诊断。凭借该软件，内部或外部专家无论在哪里都能精确配置和监测福斯仪器。而通过网络，不仅可以简

单、安全地集中处理定标升级和偏差校正工作，还可以每天对系统实施监测。

       由于设备可直接经互联网连接至福斯并接收和发送数据，因此我对于设备的持

续后备支持很有信心。”

“...首先，与福斯联网让我们非常放心，因为我们知道福斯专家正在管理和监视我

们的仪器。我们已经把与仪器维护、定标和诊断等有关的复杂任务都外包了出去。

网络化能确保我们的整套设备在性能上始终得到优化，这让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开展

业务。”

“...调整斜率/截距等工作显然不是我的专长，因此交给福斯来做才最能体现价值。”

“...由于仪器的数量众多，网络的集中化安全与管理就变得极为重要。我们仪器

的操作不再依赖现场专家，因为所有复杂任务都可由我们在福斯的联系人解决。”





快速的投资回报 
每天生产 300,000 公升牛奶的乳制品厂可以使

用 MilkoScan™ 提高牛奶检验精度，而且每加

工一升牛奶能节省 0.014% 的脂肪。这个看似

很小的节省量在一年时间里可累计达到 42,0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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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解决方案——乳制品行业分析的
黄金标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福斯开发了首款用于乳脂肪分析的检验设备。该

设备发展成为乳品成分检验仪器的全球品牌 MilkoScan™。接下来的 50 

年里，我们经过市场检验的解决方案组合不断扩大，其中有很多技术和

应用现已被视为乳制品行业中快速检验法的黄金标准。

作为乳制品分析设备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已经销售出 5000 多台分

析解决方案。对此我们深感自豪。我们的解决方案已得到所有主要当局

的批准，完全满足所有主要指令法规的要求。

而随着消费者口味越发复杂、企业提高利润的压力不断加大，全世界有

越来越多的乳制品厂商需要依靠福斯专用分析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

案不仅能节省时间、劳动力和成本，并且可以实现更快速的市场响应。

总之，您可凭借福斯产品获得始终如一的质量，满足您公司和客户每时

每刻的需求。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福斯产品的详情，请联系当地销售办事处或访问网址 

www.foss.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