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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感官分析是感官检验重要 的理论，随着对乳制品感官性质的重视 ，感官分析在肉 

制品工业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对感官分析的定义、方法、在肉制品品工业中的应用以 

及 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综述。 

关键词：感官分析； 定义； 方法； 肉制品工业； 应用 

Sens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n Meat Indrusty 

WEINaijie 

(College of Food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 1 5，China) 

Abstract：Sensory analysis is an important sensory theory ．Becaus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meat sensory attributes，sensory analysi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meat industry．In this paper，the 

definition and main methods of sensory analysi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meat indrusty are reviewed．The 

problem of sensory analysis existed in meat industry was also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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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畜牧 

生产逐渐从注重 肉类产品数量转变到数量与质量 

并重。肉制品行业的发展使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 ，产 

品质量是市场 的关键 。肉制 品生产企业要想在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就必须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除理化指标外，感官指标是产品质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感官评价在肉质评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 

过 引入相对较成熟的感官评价科学基本原理指导 

肉质感官评价实践 ，就能使肉质感官评价 发挥其 

重要作用。因此，应用现代感官分析技术完善实用 

的肉质评价体系是进行 肉质相关研究的重要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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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肉制品行业 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代 

感官分析技术是现代食品工业中是不可缺少的方 

法 ，它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对产 品感知后进行分析 

评价 ，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并解决 了一般理化 

分析所不能解决的复杂的生理感受问题 ，通过感 

官分析不仅可以很好地 了解和掌握产品的各种性 

能 ，而且为产品的管理与控制提供 了理化和实践 

依据 引。 

1 现代感官分析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 

1．1 现代感官分析的概念 

现代的感官分析理论运用了实验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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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生理学及统计学等理论的系统知识，创造 感官指标。 

和设计了一套感官分析方法，它利用人体的嗅觉、 3 现代感官分析技术在肉制品行业中的应用 

味觉 、视觉 、触觉 等感觉器百 ，来分辨 、判定食 品 

性质的特征和优次 ，是一门应用感官分析技术的 3·1 感官分析技术应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工艺和 

科学。其中用得最多的为嗅觉和味觉，即通过人的 产品质量的改进 

鼻子和口腔对产品进行感觉 。现代的感官分析与 j·l·l 币场 查 

传统意义上的感官评价的主要区别在于 引入一 系 市场调查是肉制品加工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 

列方法和标准，尽量消除环境、生物化学与环境以 的前提和依据，无论生产新型火腿、肉干、还是罐 

及个体差异等对审评结果的影响，使得感官评价 头等 ，企业都必须了解消费者是否喜欢该类产品 

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更高的效率。 以及喜欢的程度，目前产品存在的缺陷等，如通过 

1．2 现代感官分析的评价方法 情感试验对产品的概念模型进行评价。而采用采 

目前常用于食品领域的感官分析的方法有数 用感官分析中的描述性试验、嗜好性检验和成对 

十种之多，按应用的目的可分为嗜好性和分析型 比较检验等方法即可获得有效数据，从而为开发 

两类。在分析型中，一种主要是描述产品，另一种 新产品或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正确思路 。目前这部 

是区分两种或多种产品，其 中区分的内容由确定 分工作一般可以由肉制品企业委托专门的咨询或 

差别、确定差别大小、确定差别的影响等。按方法 调查机构完成。 

的性质又可分为差别检验 、标度和类别检验以及 3．1．2 产品研发以及工艺和产品质量改进 

描述性检验。差别检验的主要类型有成对比较法、 运用感官分析技术对产品的最佳工艺进行选 

三点检验、二 ～三点检验、五中取二检验、“A”非 择也是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的重要环节。在产品 

“A”检验、选择检验法和配偶检验法等。其主要的 研制或工艺改进的过程 中，科学的应用现代感官 

目的在于确定两种产品之 间是否存在感官差别。 分析技术对对产品进行感官评价 ，控制感官感官 

标度和类别检验的 目的是估计差别的顺序或大小 ， 评定过程，尽量消除个体差异对产品质量评定的 

或样 品应归属的类别或等级。其主要的方法类型 

包括排序法、分类法 、评估法、评分法、分等法、 

选择法、配对检验法等，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排序法 

和评分法。描述性分析的 目的是识 别存在于某种 

样品中的特殊感官指抓 ， 个检验可以是定性的， 

也可以是定量的。它 求 价 员可判定一个或多 

个样品的某些特征或对某些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 

从而得出样品各个特性的强度或样品全部感官特 

征。它的主要类型有 ：简单描述检验法、定量描述 

和感官剖面检验法I I。这几大类感官分析的评价方 

法在肉制品工业中应用相当广 泛。 

2 肉制品的感官指标 

肉制品的种类很多，在我国名优特产的肉制 

品就有 5 0 0多种，肉制品种类不同其感官指标也不 
一 样，但通常包括颜色、光泽度、风味、组织结构、 

硬度、弹性、脆性、咀嚼性、嫩度等。在进行感官 

评定的时候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感官指标则需要考 

虑那些感官指标对 肉制 品的感官品质影响最为显 

常可以参照国家标准中的感官标准或者从 

验用语及定义的词汇表中选用合适的指标 ， 

采用 由评员组对产品进行描述讨论得到大 

可的描述词汇表 ，从而得到所需要评定的 

影响，从而真正反应消费者的可接受程度，以便减 

少新产品投入市场后的风险 。这个阶段的工作主 

要是在产品研发室或实验室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可采用的感官评定的方法很多， 

其中评分法 由于其操作比较简便、所得数据便于 

统计分析，因此应用最为广泛。评分法即是用数字 

来量化感官体验 ，可鉴评一种或多种肉制产品的 
一 个或多个指标的强度或其差异，如可对不同工 

艺生产出来的肉制品的嫩度、颜色、气味、质地等 

多个指标进行评定，评定时可采取 9分制评分法、5 

分制、1 0分制、百分制等。宋景深⋯、李汴生等⋯、 

黄群等 】、邓后勤等 、张立栋等 lOl、孔保华等⋯ 就 

曾在对在肉丸中添加低聚果糖对肉丸质量的影响、 

不 同温度冻藏对脆肉鲩鱼片品质的影响 、亚硝基 

血红蛋白作为着色剂添加至火腿中、罗非鱼鱼碎 

肉凝胶化产 品的研制 、混合肉发酵香肠工艺研究 

以及鲢鱼模拟虾蟹 肉的试制等研究中使用过此种 

方法 ，从而找到了影响此类产品感官品质的因素 ， 

发现 了适用于此类产品生产的最佳工艺。 

但此种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即在试验过程 

中每个鉴评员根据各 自的鉴评基准进行判断 ，由 

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实验误差 ， 

因此需 用增加鉴评员人数的方法来提高试验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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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因此在此种方法的基础上有发展 出一种评 

定方法，即先对此类产品选取一定的评定指标 (如 

色泽、组织结构 、滋味等 )，再对每项指标确定一 

定的等级 ，复合每一个等级的指标进行描述作为 

评判标准 ，并且对每一等级确定评分标准 ，从而建 

立感官指标评价表 ，评 员即可通过此表对产品进 

行评定。岳喜庆等_l2】、董吉林等⋯]、白风奎等⋯1、夏 

延斌等 1、谌素华等  ̈以及李春丽 也都采用过这 

种方法分别研究了复合防腐剂在冷却 肉贮藏保鲜 

中的应用、燕麦胶在肉糜中的初步应用研究、真空 

包装延长牦牛鲜 肉货架期的研究、用罗非鱼碎 肉 

制作鱼松的生产工艺研究、罗非鱼 肉即食食品的 

研制以及鹿肉发酵香肠发酵特性及工艺优化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这 种方法要求把标度值与感官 

体验相对应起来 ，需要对评员进行长期的培训 ，才 

能熟练准确的把握。 

在进行感官评价结果分析的时候 ，可对每项 

指标的分值进行统计处理 ，也可进行综合评价。但 

是每项指标的权重应该如何确定是个问题 。吴兴 

利等认为可以利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技术采用微机 

将一系列检验项 目分值以立体图示的形式表现 出 

来 ，形成二维、三维或多维的图形。将其与最佳肉 

质模型相比较 ，用微机判断做出评价 ，当然这种设 

想需要相关的软件实现ll 1。 

此外 ，简单描述分析的方法在 肉制 品产 品研 

制的过程 中应用也 比较广泛 。简单描述分析是评 

员对构成成品特性的各个指标进行定性描述 ，尽 

量完整的描述出样品品质的检验方法 ，它可以采 

用 评 员选用 任意 的 词 ’?[对 产 品特性 进行 描 述 ， 

也可 以在指标 检查表 的指导 下进行 评价 。 吉建 

邦等 1 、周玲等 】、张静等 和邓明等㈦ 均分别在 

番木瓜 肉丸的制作工艺、亲水胶体对低脂肉糜加 

热稳定性的影响 、马 氏珠母 贝肉风味软罐头的研 

制和冷却 肉低剂量辐照后的理化和感官特性变化 

的研究 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产品 

样品数较少 ，产 品间差异较大或评员对产品极为 

熟悉的评定情景 ，其优点在于简便直观 。 

在国外的研究中 ，定量描述分析的方法应用 

也比较普遍，它是评价员尽量完整地描述食物感官 

特性以及这些特性的强度的检验方法。它要求评 员 

通过小组讨论的方法确定所需要评价的感官特性和 

风味特点、规定描述特性的词汇，建立描述和检验 

样品的方法。在强度评价的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 

评估方法就是用直线进行评估，例如在 1 00nm 的直 

线上，距每个末端大约 1 0mm 处，写上叙词。评价 

员在线上做一个极好表明强度 ，然后测定评价 员 

作的记号与线左端直接按的距离 (mm)，表明强度 

数值 。Meinert等 、Hansen等 ”1、Combes[ 1等和 

Bovolenta[ 】分别在不同肉原料所制成的风味火腿风 

味的影响、不同饲养方式对兔 肉感官品质的影响、 

喂饲研 究富含膳食纤维的饲料对 肉猪 肉质的影响 

和不同猪油含量对发酵 肉制品风味影响的研究中 

使用到了这种方法。但 由于此种方法对评 员专业 

要求较高、评 员培训时间较长 ，因此 ，在我国还鲜 

见定量描述分析在肉制品感官鉴评的报道。 

另外也有研究采用其他方法如辜义洪等采用 

消费者偏好的试验对发酵剂对 肉制品中的微生物 

及其 肉品质量的影响进行 了总体可接受性评定 ， 

结果发现发酵剂提高了发酵肉的感官品质l2 。 

3．2 感官分析技术在肉制品工业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在原料 的控制检查中，通过评分或分等级的 

方法对原料进行验收和分级 。而在生产过程中，通 

过感官分析中的成对比较检验、二 一 三点检验法、 

三点检验法、选择法、配偶法以及评分法等可检验 

出肉制品半成 品与标 准品间有无差异 ，这种差异 

的量有多大 ，从而对产品的稳定性进行监控 ，分析 

产品的品质是否出现 了较大波动 ，以便于采取相 

应措施及时处理 将危害最小化。另外 ，为保证产 

品的质量 ，肉制品企业所生产出的每批产 品，都 

必须通过训练有素的具有一定感官鉴评能力的质 

控人员通过评分或分等的方式检验合格后方能进 

入市场 ，从而保证 出产 肉制品的 质量 ，维护 品牌 

信誉 。 

4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现代感官分析技术其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采 

用科学的感官实验设计方法以及结果处理统计学 

方法，对评价方法、样品标示以及样品呈送顺序等 

进行 了严格的规定 ，更是对感官评员以及感官评 

价 实验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肉制 品评价 感 

官评 员的训练与选拔 、肉制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 

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肉制品感官评价 

还存在一些不足 ：缺乏专业的肉制品感官评员，我 

国 目前的肉制品感官评定实质上是消费者的检验， 

而不是肉制品感官评价专家的评判 。感官评员的 

培训也不系统 ；专业实验室少 ，临时 品评室不规 

范 ；检验程序不严格不科学 ，由于以上原因，评判 

结果重复性差，不可靠 ；样品处理时没有结合我国 

的烹饪习惯 。因此，制定细化的评判程序和评标 

准 ，加强对肉制品感官评价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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