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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水分感官检验 

程春红 

(黑 厄汀rlI储粮晚林 卣属『荦． 尼 虎林 l 58400) 

摘 要 ：粮食油料水分是评定其品质的主要指标之一，使用感官方法检验粮油水分．具 

有简单、方便、迅速；住确的特点，它在国家粮库以及市场交易中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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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油料水分垃坪定 。Î质的 i 婴指标之 · 使用感官力‘ 

法榆验粮油水分，H有简 -f哑、迅速准确的特点，它 H家 

粮库以l瞍f 场交易lf1又 有很强的实JH 、本史就 何运川感 

官检验方法准确评定粮油水分，观初步论述 F： 

1 粮油水分感官的基础理论 

粮浦作为 ·种客观 彳F的物质，lI仃 ·定的形态结构特 ． 

如粮食成熟度、硬度 、r湿度 、色泽、，旨频 、胚变 、形变等等， 

水作为 -种物质仃存粮食、卡f粒内部， 的多少 接影响着 

粮食油料卡『粒形态结构特 ，二者之闸 有一定的卡fl关性 慨 

括地讲 ，粮食油粒籽粒形念结构特 随其水分 晕大小而变化， 

或者说，粮油水分禽最大小“f以通过 彤态结十勾特 反映⋯来， 

粮油水分感官榆验就是建 、 二者这种相天性的基础 } 进仃 

的1l，艺 要通过人体的感觉器宵的感觉作川， 眼观其粒彤粒 

色，手摸其籽粒 f 湿 度， 听 籽粒运动， ，七的频率和青渊， 

牙咬其籽粒硬度等。观察其特 变化程度 ，来鉴别m不同的水 

分。那么粮油籽粒各形态结构特 {n1f̈『反映』 水分大小呢?对 

这厅而的探讨将从以下几个厅 进f 研究： 

1．1 粮油品种不同，其水分含量不同 

不 类作物如 水、高梁 、小麦、稻 等，含淀粉类亲水 

性物质多，故水分含量较大，一股在 l4．0％ 26．0％之问，其 

巾 米含水量·J『高达 30．0％以 l 。油料作物lH1葵花籽、篦麻籽、 

大麻子 、花生果、油茶籽等岔脂肪性疏水性物质多，故水分含 

量小，一般在 8．0％～l4．0％之间，其 {I夫 禽水晕 f高达 l8％ 

或更多些。另外 ， 1̂种籽粒结构也影响水分 含晕，属于行】质结 

构的粒质致密， 透明状 ，硬度大，水分 星少；反之，属于 

粉质结构的，粒质疏松， 不透明状，硬度小 ，水分 馈人。 

1_2 粮食油料籽粒成熟度不同，水分含量不同 

成熟的粮食籽粒粒色 } 常，粒色饱满 ， 化作J 过程完个， 

水分 毋小；未成熟的粮食卡『粒粒色不 』 常 ，粒彤 瘪缩或皱 

缩，生化作川过程不完令，水分含量大， 

1．3 粮油色泽不同，水分含量不同 

粮油具有各自的I 常色泽。仇是，当 水分含量增大时， 

致使皮层透明度增强， 粒色变深；、 水分含量减少时，敛 

使皮层透明度减弱，其粒色变浅 、所以，粒色深，有 比泽的， 

水分含最大；粒色浅，无'匕泽的，水分 革小．． 

1．4 粮油籽粒硬度不同，水分含量不同 

粮油籽粒的硬度，表爪 ·定的外力作川 F，所产生的抗 

压力。决定粮油、卡『粒硬度大小 ，除 r粒彤人小 、粒质结构因素 

外，就是水分含量的多少。水分大的粮食籽粒，粒质结构疏松， 

分_f间间隙大，抗』E／J,，易被J 碎』li扁；水分小的粮食籽粒， 

粒质结构致密，分 问问隙小。抗 大，不易被压碎 扁。 

用牙 迫粮粒，根据抗J 性大小以，1)乏变形状态，町判断其水 

分大小 、 

1．5 粮油籽粒胚部变化，水分含量不同 

要指卡水胚存不同水分状况下，所发生的色泽及形状变 

化 一 ·般胚部 rJ色，扁平状水分禽量小；胚部呈黄色、 

黄rl色、降起伏，水分含量大。 

1．6 粮油籽粒形状改变，水分含量不同 

主要表现存豆类作物，如大豆、芸 等。水分大的大豆体 

积可膨胀一倍，成为肾彤豆。芸 水分多时，【乜有胀大现象。 

1_7 粮油籽粒运动声频、音调不同。水分含量不同 

般来说，粮食在运动时，水分大的声频小，音调低沉； 

水分小的声频大， 凋响亮 

1．8 粮油籽粒干湿度变化，水分含量不同 

粮食籽粒 I 湿度以微潮湿、潮湿、微湿、湿、水湿等不同 

感觉来表示，巾微潮至水湿的感觉变化，反映 r不同的水分含 

变化过程 一般粮食水分含水最超过 l 3．0％～14．0％时有微 

潮感；j人到 28．0％时，有水湿状感。 

从以 I 的卡『粒特征 与水分含最的相 目：天系看，充分证明， 

二者可作为砰定粮食油料水分的丰 依据。 

2 运用感官方法检验粮油水分应掌握的关键要点 

在粮油水分柃验的过程rfJ．在 r解掌握其特征变化的同时， 

心同时注意掌握其火键要点。 

2．1 粮油籽粒形态结构特征变化的关节点 

关 点是指某一水分时，其籽粒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表现。 

以 米 I 湿度为例，当玉米水分在 1 5．0％时有微潮感，1 8．0％ 

时有潮湿感 ，22．0％时有微湿感，以 水分特征所表现的湿度 

状态就是明 的特 。存实践IlJ uf以利用这关键性的明 特征， 

判断定“邻近的水分含量。又女l1大再存硬度上有软、硬感之分。 

、 水分 l2．0％时，丌始有较软感 ，J 粒时豆粒发生变形； 

I4．0％时 ，有软感 ，易于压扁。 

2．2 粮油籽粒在三态状态下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 

i态指粮油籽粒的 f：态 、湿态和动态。丁态下的籽粒特征 

是在安令水分以下，粒色浅 、兀光泽、硬度大，此时用感官验 

水，不易【又别 爨 水分以内的水分，故感官验水功能有局限性。 

湿态的籽粒特 是水分超过安伞水分以 } ，常温下，水分不一， 

粒色变深，有 泽，容易用感官加以区分 ．动态的籽粒特征是 

水分特别高 ，籽粒表而光滑或有霜，硬度大，此时的水分不易 

判断，必须置人 l8．0％～22．0％度常温中缓冻后再榆验水分。 

2．3 同品种同一样品水分具有不平衡性 

主婴是禾谷类作物表现比较突⋯。一龠样舳中从若：r个籽 

粒叶l得 荇 r个水分值，其主要原冈是生产者混打混送，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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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在水泥砼桥面上的应用 

黄振钧 

(南宁市西 乡塘区市政没施维护所，广阿 南宁 530000) 

摘 要：随着高等级公路对路面质量要求的提高，桥面铺装的质量要求也相应提高 在 

桥梁的正常使用期内需经常对面层进行维修或翻新，为保证在面层维修或翻新施工中不 

对桥梁造成损坏，有必要设置桥面防水层．．文章主要从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的概述、乳 

化沥青改性剂的选择、水泥砼桥面防水层的施工质量要求、桥面防水涂料防水层的施工 

及施工注意事项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水泥砼桥面 

中图分类号：U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0—8l36(2010)l5—0020—02 

1 前言 

随着我I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高速公路和城市桥梁建设 

的飞速发展，城市道路和桥梁的大量兴建，人们对城市道路 、 

桥梁、结构防水技术也日益关沣。过去，不少桥梁南于不做防 

水或采用的防水材料不当造成桥梁IfI现渗水 ，使钢筋锈蚀，铺 

装层剥落，碱骨料反应，南钢筋锈蚀面引起的混凝士膨胀等严 

重损坏问题，严重影响 r桥梁的坚I古l性和使H{寿命，行车的舒 

适性和安全性。因此，为延长桥梁使用寿命。提高桥梁j 部结 

构的耐久性的有效措施，是从根本 卜切断水的来源即作好桥面 

防水处理，保证混凝土桥梁免遭破坏 ，解决好道路桥梁的防水 

问题已到 r刻不容缓的地步。 

2 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的概述 

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是一种高分子复合材料， 

采用石油沥青为主要原料，以表面活性剂及各种化学助剂为辅 

助原料，再掺加大剂嚣的高分子聚合物 (如：SBS、APP、CR、 

SBR等 )先对沥青进行改性，再乳化而成的一种新型复合防水 

涂料。它是一种乳液型的防水涂料，可喷涂、滚涂或手 I 涂刷， 

通过破乳水份蒸发，高分子改性沥青经过I古I体微粒靠近、接触 

变形等过程而成膜，这是一种无接缝的完整的防水、防潮的防 

水膜。它耐候 、耐温性能好 (耐高温 I30℃～160 ，低温 
一 5 cc一25 )，能在潮湿或1：燥的多种基而上施T，与基层 

粘结性能好，无毒、无污染，抗碾 、抗剪切能力强 ，施 I 简 

便，日． 水泥砼和沥青砼均有很好的亲和性和粘接力。 

适用范围：高速公路桥梁 、城市 交桥和铁路桥梁及桥涵 

等防水 r程、防水等级为 IfI、Ⅳ级的一般建筑的屋而 r：程以及 

厕浴问、厨房问等室内防水T程；也适用于屋甬i维修防水以及 

地下室、墙体等的防潮。可直接涂在各科1管道、混凝土表面达 

到耐酸碱 、防腐蚀的作用。 

3 乳化沥青改性剂的选择 

选用聚合物做改性乳化沥青的改性材料有很多种，但以下 

一种类型仁}1的聚合物被一致认为是有效的： 

3．1 热塑性弹性体类 

苯乙烯一丁二一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S胶乳 )作为改 

性材料的聚合物，以SBS的效果最好 但在选择 SBS品种时， 

府注意下列指标 ： 

(1)SBS分为线型和早型两大类 ，存选择时一般选星型 

SBS，其改性效果优于线犁 SBS。 

(2)检查嵌段比 S／B，它是 性段与橡胶段的比例。SBS 

闩身的拉伸性能对 SBS改性提高抗裂性能的效果影响较大，可 

以从 300％定伸应力，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等指标来判断SBS 

的拉伸性能。 

(3)熔体流动速率是决定加T难易程度的主要指标，它与 

分受雨水浸泡等。对这类样品水分的评定，应是高水分值多， 

以高水分平均值为主；低水值多的，以低水分平均值为主。 

2．4 粮油水分感官检验具有明显的程序性 

感官验水的程序大概是眼一、手二 、牙三、耳四的过程进 

行的。而手对籽粒湿度的多种感觉 ，以及牙齿对籽粒硬度的感 

觉，应作为验水的主要指标 ，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眼看 、耳听 

的各种特征感觉 ，可作为辅助指标来考虑。经验丰富的检验员 

利用感官验水，准确程度与仪器检验可差 0．5％或相等。 

总之，粮油籽粒水分感官检验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检验技 

术。它是建立在充分依靠粮油籽粒形态结构特征与水分含量相 

关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体感觉器官的不同感觉作用，认识 

和掌握二者之间相 巨依赖的变化关系，进行比较科学的分析比 

较 、综合判断，达到准确的确定粮食水分的目的。它将在认识 
— — 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中，不断充实丰富，成为一项广 

泛应用的实用技术。 

Sensory Testing Grain Moisture 

Cheng Chunhong 

Abstract：Food oil moisture is the main indicator to assess its quality,one way to use sensory testing grain moisture content，quickly and 

accurately with simple features，it is the national grain storage and manet transactions，but also has great relevance． 

Key words：oil；wate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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