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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食品中甜味的感官评价进行了初步研究, 包括筛选食品感官评价员, 进行甜味剂感官评

价的相关知识培训，同时定期进行食品甜味的感官评价测试以检验培训的成果。为如何在食品

企业开展感官评价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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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ry evaluation of sweet taste in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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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preliminary sensory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sweet of foods, 
including members selection of the sensory evaluation, the knowledge and training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sweeteners, and had regular sensory testing of sweet in order to test the training results. Providing 
references of how to carry out the sensory evaluation in foo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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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评价实验能在市场调研过程中了解消费

者的喜好，提供产品开发的思路；在食品开发过

程中确定配料的品种和用量，开发口感好、有市

场竞争力的产品；在品质控制过程中能快速判断

产品的优劣，及时发现问题。甜味是人类 主要

的味觉之一，也是大部分食品的感官特性。为了

针对甜味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分析，通过组建

企业的感官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筛选和培训机

制，能为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品质控制提供强大的

“智囊团”。

1   甜味的呈味机理研究

1.1   甜味产生的机制

甜味是甜味物质与唾液形成的溶液与口腔味

蕾的甜味感觉器作用产生的化学刺激，并通过神

经传输到大脑而感受到的一种味觉。目前对甜味

产生的机理主要有3种解释[2]：(1)AH/B 生甜团学

说，认为甜味感受器存在一个带孤对电子的质子

接受基B和一个质子供给基 AH, 两者相距0.3 nm，

甜味剂分子结构中也存在同样的结构，当2者相距

0.25~0.4 nm, 才能匹配并形成氢键，产生味感，

甜味强度与形成的氢键强弱有关。(2)三点接触理

论，认为甜味感受器和甜味分子还可能分别存在

一个具有适当立体结构的亲油区域，即在距甜味

分子AH基质子约0.35 nm，距B基团约0.55 nm的

地方有一个疏水基团X，它能与甜味受体的亲油

区通过疏水键结合产生甜感。(3)诱导适应甜受体

理论，认为甜味受体是一种碱性膜表蛋白体，由

A、B、C、D、E 5 种氨基酸片段组成，它们形成

一个U形口袋，甜味物质分子具有与某些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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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结合顺序对应的极性中心相匹配且空间构型互

补的分子结构，能与甜味受体结合产生甜味。

1.2   温度和介质对甜度的影响

温度对味觉具有很大影响，人舌头的感觉在

15～30 ℃ 敏感, 低温使舌头麻痹, 高温则使舌感

迟钝。甜味的阈值在17～37 ℃范围内逐渐下降，

而超过37 ℃又回升。在35~50 ℃范围内，温度对

蔗糖和普通糖的影响较小，而对果糖的影响很

大[3]。因此，在进行正规的感官评价时，要注意

提供样品的温度是否一致，避免影响。

甜味物质只有在与味觉受体接触才能产生

甜感，因此介质对甜味的表达有较大影响。在饮

料等液体中，如添加胶体和淀粉等增稠剂，液体

黏度增大，那么通过感官评价可以发现甜度变得

迟缓，甜度持续时间延长，整体风味更饱满，和

谐。在沙拉酱和巧克力酱等半固体产品中，其油

脂含量也会影响甜味的表达，油脂含量高，甜度

显得越低，因为油脂分子降低了水溶性甜味分子

与味蕾的接触几率。

1.3   甜味与其他味觉的相互作用

自然界中大多数呈味物质的味道不是单纯的

基本味，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味道组合而成。

不同味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味觉有重大影响，尤其

是补偿作用和竞争作用比较重要。下面列出了

对咸味(氯化钠)、酸味(盐酸、柠檬酸、醋酸、乳

酸、苹果酸、酒石酸)和甜味(蔗糖、葡萄糖、麦

芽糖、乳糖)相互之间补偿作用和竞争作用研究的

结果。

(1)少量氯化钠能增甜，按下列顺序使糖的甜

度增高：蔗糖、葡萄糖、果糖、乳糖、麦牙糖，

其中蔗糖甜度增高程度 小，麦芽糖甜度增高程

度 大。

(2)酸类物质中除盐酸和醋酸能降低葡萄糖

的甜味感外，其他酸对葡萄糖的甜味无影响。

乳酸、苹果酸、柠檬酸和酒石酸能增强蔗糖的甜

味，而盐酸和醋酸保持蔗糖甜味不变。

(3)糖能减弱酸味感，但对咸味影响不大。除

苹果酸和酒石酸外，不同的糖类物质降低其他酸

类物质酸味的程度几乎相同。

2   感官评价人员的筛选

食品感官评价人员的感官灵敏度和稳定性极

大地影响感官评价 终结果的有效性和趋向性。

因此，感官评价人员的筛选是使得感官评价结果

可靠和稳定的首要条件。评价人员必须具有一些

基础条件，有能客观对待试验样品的特质，和相

对灵敏的感官分析和描述能力。所以我们在企业

内部组建甜味感官评价队伍，科学的流程是按照

食品感官评价员的基本条件进行初选, 然后对符合

要求的人员再进行感觉敏感度和风味描述能力等

方面的测试。通过多项测试后合格的人员将进行

感官评价技能的培训，只有通过 后的考察才能

成为一名正式的感官评价人员。

2.1   初步筛选条件

选择年龄在20~40岁之间，性别不限，对感

官评价活动有兴趣，不抽烟、不嗜酒，无任何感

官方面的缺陷，身体健康，无过敏史，有一定的

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及文字描述能力

者为食品感官评价候选人。

2.2   具体筛选方式

2.2.1   第1轮   三点试验法。分别配制5个甜度的

蔗糖和三氯蔗糖水溶液。向候选人提供3个编码

的样品，其中2个是相同的，要求候选人挑出其

中不同于其他2个样品的样品。正确得50分，错

误得0分。

2.2.2   第2轮   定向选择法。配制甜度分别为0、

0.5、1、1.5、2、2.5 6个梯度的蔗糖溶液。向候选

人提供5个编码的样品，其中的编号与甜度梯度

不能一致。要求候选人挑出有甜度但甜度 低的

样品。选择0个甜度的得35分，0.5个甜度的得50
分，1个甜度的得40分，以此类推。

所有的候选人参加前2轮的筛选，得分 高的

前50%候选人进入第3轮筛选。

2.2.3   第3轮   顺位排序法。配制甜度分别为5、

5.5、6、6.5 4个梯度的蔗糖溶液。向候选人提供4
个编码的样品，其中编码与甜度梯度不能一致。

要求候选人按甜度强弱进行排序，要求能准确地

分辨甜度的差异，选出甜感灵敏度高的人员。每

个甜度排序有相应的得分，得分从高到低前60%
人员为合格。具体评分标准如表1。

2.2.4   第4轮   感官描述法。候选人 后对苹果醋

和果汁2种样品进行详细的描述, 例如对样品的状

态、颜色、黏度、甜感、整体风味、口腔余味

等，同时也要描述醋和果汁间的口感区别。食品

文字描述能力的评价由专业评价员打分， 高得5
分， 低0分。得分不低于4分为合格。结合感官

灵敏性检测，2项测试均合格者方可正式入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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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顺位排序法的编码和得分

样品 蔗糖 得分

甜度 6.5 6 5.5 5.5

编码 B D C A

排序 B>D>C>A 100

B>D>A>C 90

B>C>D>A 85

D>B>C>A 80

D>C>B>A 65

D>C>A>B 55

C>D>A>B 35

C>A>D>B 20

A>C>D>B 0

表2   感官评价候选人的感官灵敏性测试和
食品质构描述能力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参加人数 正确或合格人数

三点试验法 50 38

定向选择法 50 30

顺位排序法 25 15

描述分析法 15 10

感官评价员队伍，结果见表2。

灵敏度。

(2)记忆检验：感官记忆力是品评员基本功的

重要一环，也是必备条件。可以先配置5种甜味剂

的样品给评价员品尝，然后他们再品尝其中1个甜

味剂的盲样，选择与之匹配的样品。可以训练评

价员的记忆力。

特征物质辨析检验：用于确定评价员对甜味

剂特征的描述和区分能力，可采用描述分析试验

的方法。例如，将不同的甜味剂配制成水溶液，

并以蔗糖溶液为参照，让评价员认真体会不同的

风味，进而描述不同甜味剂的感官特性，如入口

瞬间感觉，甜度强弱、甜味持久性、质感、有无

苦味、苦后味、涩后味、饴糖味、清凉感、金属

味或其他刺激后味等。评价甜度差异的大小和顺

序，可以采用顺位试验法。例如，配制不同浓度

的甜味剂溶液，让评价员按甜度强弱进行排序，

要求能正确分辨甜度的差异顺序。通过培训，可

以使得感官评价员在所要评价的特性、评价标

准、感官刺激量和强度上有一致的认识。

2.3.2   感官评价小组的管理   (1)感官评价人员需要

遵守考勤制度，按时参加产品感官评定并签到；

(2)以下情况可请假：出差、重大会议、生病或休

假；(3)在评价过程中积极配合召集人的安排和指

引，以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4)应对感官评定细

节和结果保密。

2.4   感官评价的分析方法

2.4.1   感官评价的规范化流程   (1)感官评价的环境

应整洁，光线好，无异味噪音等大的影响因素；

(2)每名评价人员间有适当的间隔，避免讨论、作

弊等人为影响；(3)耐心听召集人说明本次评价的

目的和内容再进行品尝；(4)品尝的具体步骤是：

用温水漱口→品尝样品→记录结果→温水漱口→
再品尝；(5)每次品尝时注意控制样品的入口量、

温度和停留时间要一致；鉴别的顺序应是先气味

淡的，后气味浓的，以免影响灵敏度了；(6)在完

成感官评价后将记录卡交给工作人员，在确认无

误后可离场；(7)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将评价人员

的结果视为无效。

2.4.2   感官评价方法的评估   感官评价是明确评

价的目的，通过设计不同的感官评价试验，结合

统计学手段，对产品的甜味等感官进行定性、定

量的测量和分析。国家标准GB/T 12310—1990、

GB/T 12311—1990、GB/T 12312—1990、GB/T 
12313—1990、GB/T 12314—1990等多项标准等同

可见，通过严格的筛选，选拔出10名感官评

价人员，男女比例为4:6，比例适中。这些人员有

较好的感官灵敏度和分析描述能力，但还需要进

入下一轮的培训。

2.3   感官评价人员的培训

通过科学严格的筛选，有10名候选人成为初

级感官评价员，他们具有成为专业感官评价员的

潜质，但是缺乏理论知识、描述专业，还不具有

感官评价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这些都不利于感官

评价小组发挥其正常作用。所以，成立感官评价

小组后，我们也需要订立相关制度，定期进行一

些相关理论知识的培训和实践，提高感官评价的

准确性。

2.3.1   甜味特性的基础训练   在经过系统的理论培

训的同时，也需要对评价员进行感官灵敏度的强

化和语言描述的规范化培训, 可使每个成员熟悉试

验程序, 提高他们觉察、识别和描述感官刺激的能

力, 提高他们的敏感度和记忆力。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的培训模式[4]：

(1)阈值检验：主要用于确定评价员的味觉

的敏感能力。通常对于阈值的测定分为，“刺激

阈”、“识别阈”、“差别阈”等。可以配置AK糖的不

同甜度的水溶液，评价员经过品尝后选择自己能

感觉到甜味的样品，可以确定每个评价员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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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感官评价的分析方法
[1]

分析方法 目的 可选方法 分析方法 适用场合

差别法
确定两种样品之间是否存在可觉

察的差别(或是否偏爱某一个)

两、三点识别法5种
取二法
配偶法
选择法

二项分布
参数检验

研发产品，品质管理，评审员能
力的判定，样品品质优劣的判定

标度和类别法
主要用于估计差别顺序、差别大
小、样品应归属的类别或等级

排序法
分类法
评分法

Friedman检验
Page检验
X2检验
t检验

研发产品，样品品质优劣判定，
嗜好调查，评审员能力的判定

描述分析法
对样品的特性(外观、质地、风味

等)分别描述，加以综合分析

简单描述
定量描述

感官剖面法

图示法
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

新产品试制，风味改进，产品综
合评价，评审员的培训

表4   感官评价

评价员
样品编号

秩和
A B C

1 3 1 2 6

2 2 1 3 6

3 2 1 3 6

4 3 1 2 6

5 3 2 1 6

6 3 1 2 6

7 3 1 2 6

8 3 1 2 6

样品秩和R 22 9 17 48

           注：表中1代表 甜，依次递减，如有甜度相同情况则计算平均值，
如(3+2)/2=2.5。

或参照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对各种具体感官分析

方法的条件、适用范围、步骤、结果的统计解释

和检验报告的内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解释。

具体可见表3。

本研究对10名感官评价人员介绍各种感官评

价方法的目的和分析方法，目的在于使他们进一

步熟悉各种不同的试验方法、术语、分级标准、

评分表等理论知识，也能更好地与实践结合，有

助于感官评价实验的开展。

3   感官评价人员的测试

在经过感官评价的培训后，感官评价小组也

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感官评价分析实验，让评价

员通过考核认识到自身的不足，通过加强训练以

提高感官分析能力。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定期考

核，检查感官评价小组工作的有效性和评价结论

的可靠性。

排序一致性考核：采用顺位检验法，配制甜

度为4.8、5、5.2的蔗糖水溶液，编号分别为A、

C、B，让8名评价员进行甜度排序。结果见表4。

Friedman检验：计算统计量Ftest，j=8,  p=3,  

R1=22，R2=9，R3=17

因Ftest(3)小于表中对应j=8、p=3、a=0.05的临

界值6.25，故可认为，在显著性水平小于或等于

5%时，3个样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各评价员

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通过了排序一致性实验的

考核。

4   结论

本文为食品甜味的感官研究及质量管理提

供了一条新思路，同时也在如何筛选和组织专业

的食品感官评价员队伍, 如何培训感官评价员，

如何利用感官评价技术及感官评价结果来分析数

据，为推进产品的研发和质量控制提供一定的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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