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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产品感官评价国外研究现状 

陈科伟 l， ，高伟民 
(1．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2．重庆市农产品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715)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 了国外关于鱼类制品感官评价方法的相关研究及其成果 ，包括二 一 点检验 

(Duo—trio evaluations)、定量描述分析(QDA)以及质量指数法(QIM)等。针对不同的鱼类产品，采用不同的评价 

方法，二 一i点检验主要用于确定产品的配方 以及评价新产品的市场可接受性 ；定量描述分析主要用于对鱼 

类制品风味的感官评价 ；而质量指数法主要用于对鲜鱼产 品的感官评价 ，一个完整的质量指数评价方法还可 

以有效估计产品的保质期 。希望这些方法和研究成果能为国内鱼类制品的感官评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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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Research Status on Sensory Evaluation of Fish Products 

CHEN Ke—wei 一．GAO W ei—min ，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2．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Chongqing 4007 1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mainly sensory evaluation methods of fish products on abroad，including 

Duo—trio evaluations，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alysis(QDA)and quality index method(QIM)etc．Different sensory 

evaluation methods were adapt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fish products．Duo-trio evaluations was used to compose 

product formula and to evaluate market acceptability of the new product；QDA was used to flavor evaluation；QIM 

was mainly used to the sensory evaluation of fresh fish products，and a comprehensive QIM could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shelf life effectively．This article could provide domestic fish industry with some reference for sensor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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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日常膳食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 

是 EPA(Z．十碳五烯酸)和 DHA(~十二碳六烯酸)。 

摄入足量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仅有利于防止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生 ，而且可以改善大脑和 

视网膜的功能。鱼类制品中就含有大量的多不饱 

和脂肪酸，尤其是鱼油lll。在很多西方国家，人们 

平均每个星期要吃 2次鱼，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鱼类制品的有益作用 ，渔业市场 已经 日 

渐活跃 ，各种产品也应运而生，各种各样的新品种 

被开发出来，如鱼肉汉堡包 、鱼肉薯条 、鱼肉香肠 

等I21。种类繁多的鱼类制品的确可以满足人体对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需求 ，但是这种富含多不饱和 

脂肪酸的产品在贮藏和销售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氧 

化变质，氧化后的油脂不仅含有氢过氧化物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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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而且还带有异味，同时鱼类制品本身还多 

少带有一些鱼腥味，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 ，也限制 

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开发利用l11。 

对于一种新开发的产品而言 ，如果其想要在 

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满足消费者 

口味的需求 ，不管新产品在营养上还是在功能上 

有多么大的优势，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都会 

自觉或者不 自觉地通过 自己的感觉来选择食物 ， 

这种感觉通常会通过产品所传递出来的颜色、味 

道、气味等表现出来 ，也对产品的市场前景产生巨 

大影响I3_ 。所以感官分析是开发鱼类产品所必须 

的基本研究 ，理想的鱼类制品不仅要满足消费者 

对食品营养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同时也要满足 

消费者感官的需求，这就要求研究者通过系统的 

感官分析方法筛选出消费者易于接受的产品，从 

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渔业市场逐渐扩大，预计将会成为十年 

之后主要的渔业生产国，而我国的感官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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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还不是很完善，比较著名的鱼类研究所也仅 

分布在沿海(比如黄海渔业研究所)，而中国约有 

43％的食用鱼为淡水鱼 ，这些鱼类的感官评价方 

法亟待建立。 

本文主要介绍了现阶段国外学者在研究鱼类 

制品感官评价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取得 的成 

果，希望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这些方 

法主要包括二 一三点检验 、定量描述分析检验 

(QDA)、质量指数法(DIM)等。 

1 二 一三点检验 

二 一三点检验一般用于产品配方的检验 ，比 

如 Kolanowskit I等就利用此方法来确定即食食 品 

中鱼油的添加量。为了确定鱼油添加到即食产品 

中的浓度上限，保证鱼油的添加不会损害到产品 

本身的感官性质 ，要求评价员对三个样品进行评 

价 ，其中两个是编码的样品(一个加入鱼油，另一 

个没有加入鱼油)，另外一个是对照样品(没有加 

入鱼油)，如果评价员评价没有差异，那么就增加 

鱼油的添加量 ，继续进行评价 ，直至产生差异 ，从 

而确定前一添加量为添加鱼油的上限。 

2 定量描述分析 

定量描述分析(QDA)是食品工业广泛采用的 

产品感官评价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可以评价产品 

的所有感官性质 ，通常会采用一个评级量表(8n— 

chored scale)，评价产品整体是否达到理想的状 

态 ，评价员可以是消费者 ，寻找理想的感官性质强 

度采用适 中的方法论 (Just About Right methodolo— 

gY1，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预先评价出典型的风味 

性质_51。但是有时专家的建议并不能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而且消费者的偏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量描述分析法(QDA)主要用于对鱼类制品风味 

的感官评价【61，要求对评价员进行专业训练。这对 

评价员的要求很高 ，可 以参照 ISO6658：1988和 

IS013299：2003标准执行l7． ，要求评价员要能够 

评价某种特殊感官的性质并予以定级『91。 

3 质量指数法 

感官评价在预测消费者对产品市场接受能力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者也在对感官评价的 

方法不断创新。和传统的感官评价的方法相比，质 

量指数法是一种应用性更广，更为有效的方法ll0l。 

鲜鱼是一种易腐坏变质的食品，所以在鱼类养殖 

工业中需要建立一种快速精确评估鲜鱼新鲜度的 

商业化操作方法 ，而且近年来的各种研究也侧重 

于找出能够简单快速应用于工业化操作的评估指 

标和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评价鲜鱼产品及其 

配料在贮藏过程中的新鲜度。质量指数法中有对 

新鲜度分类的系统方法，最早是由塔斯马尼亚食 

品研究中心提出，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评价鲜鱼 

产品的质量 ，可以实现鲜鱼及其制品的快速检测。 

针对不同种类的鲜鱼 ，建立不同的评价措施，评价 

鲜鱼在腐败变质后所产生的不 良风味，并确定此 

不良风味作为评价这种鱼产品质量优劣的指标 。 

当然 ，针对不同的鱼产品，需要对指标进行精确选 

择，以保证由这个指标所确定的质量指数可以随 

着鲜鱼冰冻储藏的时间线性变化 ，这样还可以预 

测产品的货架期。有的鱼类产品对新鲜度的评价 

直接采用质量指数法 ，而香味物质的评定则采用 

香味提取物稀释分析和固相顶空萃取法⋯1，可见 

QIM在鱼类感官评价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强调的是 ，质量指数法的主要评价指标 

主要是那些在贮藏过程中显著性很好且方便定义 

的感官性质 ，例如产品的组织状态 、气味等 ，这种 

方法 的优点就是它对每一个指标定义得非常精 

确、客观 ，且每个指标相互独立 ，而不是只用一系 

列的专业术语泛泛而谈i i。根据每个指标的精 

确描述给予打分(0～3分 )，所有值的和便是这种 

产品的质量指数，当然也可以根据这个产品本身 

的货架期 ，利用质量指数和贮藏时间的线性关系 

来估计产品的保质期还剩下多久l15I。运用鳕鱼的 

QIM评价体系[91对鳕鱼贮藏时间进行估计 ，估计 

值和实际的贮藏时间相差不超过 1．3 d。在国外， 

质量指数法已经应用于许多品种的质量评价，例 

如比目鱼 、虾 、黑线鳕 、欧蝶鱼、大菱鲆 、红鲑鱼 、 

鳕鱼_l61、章鱼lI7， 】、乌鲂鲷I 】、大西洋鲑鱼等 I。 

关于 QIM的建立，其中最麻烦的就是指标的 

确定以及评级，总的来说 ，评价鱼产品是否新鲜的 

指标有 ：鱼体躯干的密实度 、渗出物、鱼皮与组织 

的粘合程度、鱼肉的气味、光泽、柔软度 、多汁性 、 

腥味 、盐度 、口感 、鱼内部的新鲜度、内部器官 、沿 

着脊柱两边的颜色、脊柱的颜色、鳃的味道、皮肤 

的味道、腹腔的味道、总体状态和颜色、组织状态、 

脂肪含量 、泥土味、适口性 、酸味、苦味 、刚开始的 

味道，以及回味等[20,21】。但要设计某个特定种类的 

鱼产品的QIM，必须首先要对这个产品有深人的 

了解，这要求研究者细致地观察产品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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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事先将产品置于贮藏条件下 ，随着贮藏时间 

的迁移，观察并记录产品发生的变化，对每个指标 

进行打分，0代表完全新鲜 ，3代表已经腐坏。其 

次就是要查漏，需要另一组评价人员对样品在贮 

藏周期内的变化进行观察评价，找出遗漏的感官 

性质。最后就是查验有效性。有效性的检验分为四 

轮评价，在 Bonilla建立的鳕鱼 QIM查验步骤的前 

两论评价中，评价员会对产品进行细致的评价，而 

且产品的贮藏 日期也在试样上标明，而在后两轮 

的评价中产品的贮藏 13期则只是用 3个数字代 

替 ，直至第四轮评价时，产品的贮藏 日期才会公 

开 ，在每一轮评价结束后 ，评价组组长要组织大家 

发表意见，并向大家解释疑惑之处 ，不断修改指 

标，确保精确，直至查验评价结束后才算建立起一 

个完整的 QIMl 。由于在 QIM中，指标的确立非常 

重要 ，因此本文列举了一个应用 比较成熟的 QIM 

指标 ，是 Sykes等为章鱼设计的 QIM(见表 1)。 

表 1 章鱼新鲜度感官评价 QIM 

指标 指标特征 缺陷分值 

续表 1 

此外 ，还有消费者偏好评价等方法也应用于 

鱼类制品的感官评价，而且还有很多补充和创新 ， 

评价者也可以跨地区、跨国家，尺度的选择也不尽 

相同，如果是比较同一种感官性质还可以进行排 

序等 j。 

4 数据统计和分析 

用于数据统计分析的检验方法很多 ，根据具 

体情况而定 ，包括显著性检验 F检验 、T检验，还 

有方差分析 ，还可以购买专业的统计分析软件(如 

Statgraphics Pro-gram：Graphic Software System Inc．， 

Rockville，MD，USA)rm1，单侧检验可用于评价某一 

感官性质对整个产品的市场接受能力的影响 ，最 

终还能探索可能的感官性质间的交互作用。值得 
一 提的是 ，在 QIM数据统计中还需要对收集的数 

据进行线性分析，找出质量指数 QI和贮藏时间的 

线性关系以及他们的相关系数以便于对贮藏时间 

进行估计[18]。此外，还需要对评价者的社会经济地 

位进行分析，确定 目标市场『31。 

5 注意事项 

根据渔业养殖的惯例 ，鲜鱼浸于碎冰前 24 h 

内不要喂食 ，保持温度低于 4℃，感官评价应在第 

二天早上进行(24 h之后 )。需要烹饪的产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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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消费习惯安排产品的烹饪方式 ，即时处理 ， 

务必确保产品在烹饪后第一时间得到评价，此外 

还要注意产品评价时间，如是新鲜食用 (如活 

鱼)，则应在收获季节评价，如需储藏，则应在储 

藏期间定期间隔评价，对于产品色泽 、香味和组织 

状态等一般性质可以由临时组成的评价小组评 

定 ，口感需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评定1∞1。 

在对有颜色的产品进行风味评定时，如鱼鲜 

酱油的风味评定 ，用于呈递试样的容器为褐色，避 

免颜色带来的口感或者风味评价误差 。还应充 

分考虑设置对照组的需要 ，对照组的选择一般参 

考市场上已经被接受的同类产品，比如 Hemandez 

等人在对尖吻重牙鲷这种新品种进行感官评价 

时，就选择市场上已经销售成熟的乌颊鱼作为对 

照I 。 

感官分析在鱼类制品生产开发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也相继开发出了很多的新产品，解决了 

鱼类生产中的很多实际问题。RahmanI2】等就用用 

感官评价的方法对鱼肉香肠中淀粉添加量含量进 

行确定 ，证实添加 8％t米淀粉具有很好的市场 

可接受性。Uchida[~ 等在研发鱼鲜酱油的生产时 

结合感官评价的方法，确定使用酱油曲生产出的 

白鲢鱼鲜酱油能很好的被消费者接受。KolanowskitE4j 

等在研究鱼油微胶囊化工艺也采用了感官分析的 

方法，发现微胶囊后的鱼油粉虽然可以解决鱼油 

粉的部分氧化变质的问题 ，但是随着贮藏时间和 

条件的变化，也会产生异味，尤其是采用喷雾干燥 

之后的鱼油粉更是带有异味，建议使用真空包装 

来缓解鱼油氧化。感官评价的方法同样可以应用 

到评价某种工序对最终产品感官质量的影响 ， 

Huid0bm『l01等在评价乌颊鱼的水洗工序对产品的 

影响时就采用了感官评价的方法，发现水洗工序 

不会影响产品的感官性质，反而有利于产品的贮 

藏。感官评价还可以用来对鱼类所食用的饲料进 

行评价分析 ，Lopparellit笛 等人就对经饲喂不同脂 

肪含量后的海鱼进行感官评价，通过进行区别测 

验(discriminative taste pane1)，发现食用高脂肪含 

量的鱼肉更易长出脂肪 ，所以鱼体内的液体脂肪 

和固体脂肪含量都较高，因此在烹饪时损失的水 

分就更少，组织也更柔软。 

关于感官评价在鱼类制品方面的应用还有很 

多，比如开发一种鱼类新品种的工业化养殖就必 

须要确认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这种产品等 ，各种 

渔业生产下脚料的再次利用是否能够得到消费者 

认可等[201。希望本文所介绍的感官分析方法能为 

国内的鱼类生产和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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