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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感官分析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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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感官分析是油脂的一项重要检测指标。从感官评价员的筛选和培训、分析的环境要求、感官 

检测和评价方法等方面介绍了油脂感官分析方法的建立程序，并对判定标准和感官分析与仪器及 

化学分析的关联进行了论述。为从事油脂感官评定的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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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y evaluation of vegetable 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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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nsory evaluation is a key index for vegetable oils．The method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vege— 

table oils，including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panelists，condition requirements and oils evaluation，was 

introduced．In addition，the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ory evaluation and other a— 

nalysis were also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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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用油的要求也 

愈来愈高，在关注油脂营养的同时，油脂的风味也被 

更多生产企业、销售商和消费者所重视。如何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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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建立一套油脂感官分析方法，准确地评定油 

脂风味特征和强度，从而建立油脂风味与质量指标、 

呈味物质等的相互关系，指导工业生产已成为油脂 

生产企业面临的一项课题。本文对描述型油脂感官 

分析项目的开展和判定标准的确定等进行了介绍， 

为从事油脂感官评定的人员提供参考。 

表4 八角籽仁油小鼠一次性灌胃毒性反应情况 表5 八角籽仁油小鼠一次性灌胃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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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是指用感觉器官检查产品感官特性的 

分析方法，一般来说，油脂的感官分析只限于味觉和 

嗅觉。在检测产品风味、质量和稳定性，评价工艺或 

配方的改变等方面，感官分析与仪器及化学分析同 

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客户的投诉出现在仪器 

或化学分析检测合格的产品里，需要感官分析指出 

问题所在时，更加体现了感官分析的重要性。感官 

分析既可由未经培训的顾客进行，也可由高技能的 

评价员完成；既有受经费限制的实验室小型仪器分 

析，也包括有许多感官评价人员和计算机数据处理 

参与的现代化分析研究。但无论感官分析操作有多 

简单，即使是审查进货的原料和成品，都能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 

从分析类别上分，感官分析包括差别型、标度和 

类别型、描述型。差别型用以确定两种产品之间是 

否存在感官差别。标度和类别型用于估计差别的顺 

序或大小，或者样品应归属的类别或等级。描述型 

评价是感官分析中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最精确 

的方法，它要求识别存在于某样品中的特殊感官指 

标，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组织结构描述、滋味 

强度估测，按等级标准评级评价滋味品质指标及滋 

味描述 。滋味描述是描述型评价的精髓，包括对 

被测油样的风味写出评语和总的印象，该方法要求 

评价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以下将对描述型分析 

方法的建立作一详细的介绍。 

2 感官分析方法的建立 

2．1 一般要求 

2．1．1 评价员的筛选 建立感官分析方法，首先要 

组建感官评价小组，主要包括：邀请志愿者参加筛 

选 、筛选志愿者、挑选候选人培训、培训评价员以及 

评价员的激励等步骤。被选中的评价员至少应具有 

如下基本条件 J：身体健康，不能有任何感觉方面 

的缺陷；各评价员之间及评价员本人要有一致的和 

正常的敏感性；具有从事感官分析的兴趣；个人卫生 

条件较好，无明显个人气味；具有所检验产品的专业 

知识并对所检验的产品无偏见。 

所需评价员的数量与评价要求的结果精度 、检 

验方法、评价员水平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讲 ，要求的 

精度越高，方法的功效越低 ，评价员水平越低，需要 

评价员的数量越多。考虑到实际中可能缺席的情 

况，评价员数量应超过要求数量的50％。 

2．1．2 评价员的培训 评价员的培训包括 4个阶 

段 ，如表 I所示。 

表 1 油脂感官评价员的培训阶段 

培训阶段 培训内容 

阶段 1 人体的保护 

脂质和脂质氧化化学 

尝和闻的技巧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4 

差别试验(三角试验、二 一三试验) 

等级评分(强度或质量等级) 

强度和质量等级的参考标准 

弱强度或优质油的对照样品 

个别风味、滋味的参考标准 

培训的第 1阶段 ，评价员必须掌握滋味、气味和 

风味的生理学原理。气味或是通过鼻子直接吸或是 

经过嘴进入后鼻腔来感觉，这两种技巧都可用于油 

脂评价。滋味的品尝技术包括取 5—10 mL油放到 

嘴边，很快将油吸进嘴然后合嘴成杯状 ，头稍微后 

仰，吸入空气通过油，接着由鼻子呼出。根据经验， 

气味、滋味的后鼻腔法更为敏感，可以鉴定微弱的气 

味、滋味，这可能是因为在后鼻腔中油脂的挥发性成 

分没有丧失的缘故。培训的第 2阶段，评价员要熟 

练地掌握差别试验 ，辨别不同油的气味和滋味。如 

需判定油样之间的差异程度和类型，则培训必须从 

第 2阶段进入第 3阶段，并在每一次的培训中给评 

价员相同的优质对照样品。为便于评价员更准确和 

快速地学会用强度和质量等级识别样品，培训的第 

4阶段可在一些参照中加入特定化学添加剂以产生 

特定的风味。但无论怎样，样品的评价必须保证受 

试者的安全。假如样品的安全性有些问题，评价员 

可以只评定气味而不评价滋味。 

2．1．3 评价员的基本要求 评价员在感官分析 

期间要具有正常的生理状态。不能饥饿或过饱；在 

检验前 1 h内不抽烟、不吃东西，但可以喝水；不能 

使用有气味的化妆品；身体不适时不能参加检验。 

在试验前的20 min内，不得进行有关检测或评价气 

味或有气味化合物的任何其他感官分析工作。为避 

免疲劳，每次提交的样品不宜超过1O种。 

2．1．4 分析的环境要求 外界的不良条件对感官分 

析的准确性有很强的干扰作用，为使感官分析能在优 

良的环境中进行，应采取：①建立与样品制备室分开 

的专门检验室，具体建立方法参见 GB 13868—1992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保 

持室内温度(24．4-1)oc；③用炭过滤的空气尽可能地 

排除实验室内的异味，在检验区增大一点大气压强以 

减少外界气味的侵入；④限制环境声音，特别是尽量 

避免能使评价员分心的谈话和其他干扰。 

2．1．5 试剂及样品的准备 将装有 10 mL油样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0 
中 国 油 脂 

CHINA 0ILS AND FATS 20o8 Vo1．33 No．1 

50 mL烧杯置于铝制加热板上或水浴锅中，配以适 

合的盖子(可选用玻璃塞或表面皿)，(50±1)℃加 

热30 rain，使蒸气压在周围温度下达到平衡。样品 

编码后随机地分发给评价员，并于30 min内进行评 

定。按上述条件准备质量或强度等级的标准油样供 

评价员参考。在进行感官评价前，还应准备适量的 

炭过滤水供评价员漱 口使用，水温维持在 38℃左 

右，以减少对评价员的刺激。 

2．2 气味和滋味的检测方法 

2．2．1 气味的检测方法 评价前首先应漩涡式晃 

动烧杯，然后于鼻前打开烧杯盖，按2．1．2中气味的 

分析技巧进行气味检测，识别样品中的每一种气味。 

评价应按风味先弱后强的原则进行，以免造成评价 

员的“嗅觉麻痹”或“疲劳”。一旦确定之后，评价员 

即盖上盖子，填写评分单。 

2．2．2 滋味的检测方法 按 2．1．2中滋味的品尝 

技术进行滋味检测，品尝后油吐到废旧的纸杯中，每 

个样品检测前后用 38℃炭过滤水漱口。 

2．3 气味和滋味的综合评价(见表 2、表 3) 

表2 油脂强度评分单 

风味强度评价 

Et期：— —  评价员：— —  

总强度得分：以 10～1等级评定样品总风味强度。 

描述：鉴别风味并以弱(1分)、中(2分)或强(3分)评价。 

表 3 油脂质量评分单 

风味质量评价 

日期：— —  评价员 ：— —  

总强度得分：以 1O～1等级评定样品总风味质量。 

描述：鉴别风味并以弱(1分)、中(2分)或强(3分)评价。 

表2、表 3为 AOCS(美国油脂化学家学会)推荐 

的油脂等级评价法 J。在这个推荐法中用 1—10分 

类法评价植物油的强度或质量等级。表 2为强度等 

级评价，适用于所有脱臭后无独特天然风味的油脂 

(如一级大豆油、一级葵花籽油等)。表 3用于质量 

等级评价，适用于有独特天然风味的油(如花生油、 

橄榄油等)。无论是强度等级还是质量等级，分数 

越高，说明样品的综合风味越好。 

等级评价时，评价员应首先评价样品的综合风 

味强度或综合风味质量给出相应的分值，然后对其 

所感受到的特定风味及其强度水平进行描述。描述 

类型从无味到强风味如酸败味和金属味等。评价员 

要记下所评定油样的全部气味描述，且要指出每个 

气味描述的强度水平。综合强度、综合质量或各个 

描述强度等级的总评价分数除以评价小组人员数为 

每项评价的最终结果。 

评价过程还应提供所定义的不同等级的参考标 

准。强度等级评价的参考标准应包括弱、中、强综合 

风味的油样，因完全无味的标准很难找到，因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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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必须有心理上的无味标准。质量等级的标准样品 

必须包括每个公司所定义的不同等级例子。依据评 

价经验，新加工的脱臭亚麻籽油强度等级通常得 8 

分以上，描述强度中可检测到微弱的坚果味或奶油 

味。经过几个月的储存 ，亚麻籽油的风味得分下降 

到6～7分，典型的风味是弱奶油味或鱼腥味，化学 

分析结果显示过氧化值升高，表明已发生微弱氧化， 

因此可在此范围确定适合的值，作为优质油变质的 

分界点。又如，初榨亚麻籽油具有清爽的坚果味，质 

量等级得分可达到9分，2—3个月的储存期后质量 

水平降低，等级得分为 7分，可检测到微弱或中等的 

苦味。由于油脂 的风味强度与工艺等因素密切相 

关，因此各企业可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定义合理的 

判定标准。 

除上述推荐的等级分类外，还可选用 0～3或 

0～5等级简化综合风味强度或综合风味质量评分， 

或0～5等级增加描述强度水平，无论哪种等级分类 

都要依据评价员的评价能力和评价要求而定。 

3 感官分析与仪器及化学分析的关联 

感官分析数据与仪器及化学分析的结合可以提 

供有关油脂更多的质量信息。研究发现，亚麻籽油 

鱼腥味的产生与茴香胺值有密切关系。当茴香胺值 

大于 8时，亚麻籽油多具有明显的鱼腥味，而茴香胺 

值在5以内则检测不到鱼腥味。将气相色谱挥发性 

成分分析与感官评价结果相关联，可以得到油脂气 

味、风味与挥发性成分的相互关系。Olias等 人曾 

研究了初榨橄榄油中的“Green”特征气味，发现 c 

脂肪族、己醛、顺 一3一己烯醛 、反 一2一己烯醛、正己 

醇、顺 一3一己烯醇和反 一2一己烯醇，还有其他相关 

的酯，是产生“Green”气味的主要物质。因此，如果 

感官分析结果与仪器和化学分析的相关系数很高， 

则可用非感官的方法辅助油脂品质的检测或取代感 

官分析，感官分析只需要周期性地进行。 

4 展 望 

虽然植物油的许多风味和稳定性问题已解决， 

但随着新问题和新情况的出现，将需要更多的研究， 

感官分析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利用感官分 

析确定特定风味类型与造成风味的挥发性成分间比 

例的关系，从而发现油中异常风味的来源并且将异 

常风味的生成量减至最低；运用感官分析筛选优良 

的油料作物、辅助新产品开发、评定产品的包装材料 

等等。相信感官分析的深入研究和合理运用，必定 

会为油脂工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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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00 t／d全电脑 自控玉米淀粉、酒精、生物柴油及燃料乙醇生产线 

★ 项目可研、论证 、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承包、承建、设备安装、改造 ． 

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40号(粮院机械厂) 邮编：450052 

销售专线：1 3838071 878 1 38371 51 638 电话：0371—68832888 61 023888 

传真：0371—68832888 65683256 http：／／www．Igoil．ca E—mail：Ig@Igoil．ca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