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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鼻的海捕与养殖海鲈鱼鉴别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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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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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子鼻技术进行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鉴别研究。方法

采用电子鼻对海捕和养殖海鲈鱼

(Lateolabrax japonicus)的背肉、腹肉、鱼鳃和鱼皮 4 个部位的气味信息进行提取, 采集了冰鲜(0 ℃)、水煮(100 ℃)
和烘烤(180 ℃)处理后 4 个部位气味指纹的变化,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雷达图表征区分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结果
对于冰鲜样品, 电子鼻不仅能区分出海捕和养殖的海鲈鱼, 还能有效地区分出海鲈鱼的不同部位。对于水煮样
品, 电子鼻能根据背肉和腹肉的气味特征, 区分海鲈鱼样品来自海捕还是养殖。对于烘烤样品, 电子鼻仅能区
分出样品的部位。随着处理温度的不断提高, 海捕和养殖海鲈鱼的气味差别逐渐消失, 背肉和腹肉能较稳定地
反应两者之间的差别, 可作为电子鼻鉴别的靶点。结论

与传统感官评价相比, 电子鼻在海捕与养殖海鲈鱼鉴

别的准确度和区分效率上更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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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wil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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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distinguish the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effectively by electronic nose. Methods

The flavor in the back, belly, gill and skin of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were extracted by electronic nose. The odor fingerprints of 4 parts after fresh (0 ℃), boiling
(100 ℃) and baking (180 ℃) treatment were collected, and a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radar map. Results
For the fresh Lateolabrax japonicus, both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as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different parts of Lateolabrax japonicas also could be identified. For boiled samples, the electronic nose could
identify the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based on odor characteristics of back and belly. For the
baked samples, the electronic nose could identify the different parts only. The odor of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disappear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The bake and belly could indicate the
difference of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the targe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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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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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ensory evaluation, the electronic nose has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in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for identification of
wild-captured and cultured Lateolabrax japonicus.
KEY WORDS: electronic nose; Lateolabrax japonica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ensory evaluation;
wild-capture; culture

引

1

1538~1769 g。养殖鲈鱼, 购于青岛市南山市场, 体重范围

言

为 1602~1793 g。分别冰藏运回实验室, 沥水后将背肉、腹

海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us), 脊索动物门, 硬骨鱼

肉、鱼鳃、鱼皮按部位分别取样。
Isenso inose 电子鼻(上海瑞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配

纲, 鲈形目, 因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1]

。但近年来, 环境的破坏及捕捞强度大大超过了其资源

的再生能力, 导致海捕鲈鱼产量逐年降低, 个头越来越小,
已不能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因此, 养殖鲈鱼开始大量

备 14 个具有不同性质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组合成
传感器阵列), 对醇类、醛类、烷烃类、碳氧化合物、氮氧
化合物、芳香类化合物等有机物质有很好的选择性。

上市。受养殖环境及养殖条件的限制, 人工养殖的鲈鱼往

2.2

实验方法

往脂肪含量高, 腥味重, 肉嫩度差, 另外, 为防治高密度

2.2.1

养殖带来的病害, 养殖户大量使用渔药, 由此药残问题也

样品的处理
将海捕鲈鱼和养殖鲈鱼按不同部位(背肉、腹肉、皮

成为养殖渔业发展的瓶颈 [2]。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健康

和鳃)分别取 2.0 g 样品置于 20 mL 电子鼻进样瓶中, 加盖

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逐渐把目光转向资源更为稀缺

密封后分为 3 组: I 冰鲜组: 取样后不做任何处理, 加冰放

的海捕鲈鱼, 导致同规格的养殖鲈鱼与海捕鲈鱼在价格上

置于保温箱中, 待测。II 水煮组: 模拟清蒸加工过程, 在

相差 2~3 倍, 渔民及商贩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 以养殖鲈

100 ℃水浴中加热 30 min, 冷却到室温待测。III 烘烤组:

鱼代替海捕鲈鱼出售, 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甚至导致食

模拟烤制加工过程, 在烘箱中 180 ℃烘烤 30 min, 冷却到

品安全问题产生。

室温待测。各组样品分别于室温顶空 30 min 后, 用电子鼻

目前, 大多数人对海捕与养殖鲈鱼的鉴别还停留在
感官水平上, 通过观察鲈鱼的形态特征、体表颜色等方面

依次进行检测。

进行区分。但随着时代进步, 不法商贩为追求更高的经济

电子鼻分析
电子鼻参数: 气体流量 1 L/min, 数据采集时间 120 s,

利益, 将养殖鲈鱼在自然环境中暂养一段时间或通过粉饰

间隔清洗时间 120 s。每组样品做 3 个平行, 选取各传感器

冒充海捕鲈鱼, 使其无法通过外观鉴别。传统的分子生物

的最大值作为特征值进行分析。

学水平上的鉴定, 往往需要昂贵的试剂耗材, 而且受主观

2.2.3

2.2.2

[3]

因素影响大; 何杰等 通过生化指标的分析鉴别了野生绒

感官评价实验
将海捕鲈鱼和养殖鲈鱼按不同部位(背肉, 腹肉)分别

螯蟹与养殖绒螯蟹, 但生化分析方法需要分析的指标太多,

取 2.0 g 样品置于 20 mL 玻璃样品瓶中, 加盖密封后与电子

工作量大, 不能用于大量样品的鉴定。电子鼻作为一种能

鼻样品一样分为冰鲜、水煮和烘烤 3 组, 处理完毕后冷却

精确识别复杂气味的仪器设备, 已经在果蔬成熟度检测

至室温待评价。

[4]

[5]

[6]

[7]

感官评价采用定量描述法进行。分析前, 由 1 位专业

[8]

、肉品检测 、酒类鉴别 、茶叶审评 、 香精识别 、
[9]

谷物检测 、饮料识别

[10]

及乳制品检测

[11]

等食品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

评价员给出鱼肉气味的 6 个主要风味指标, 分别是鱼腥味、
肉香味、油脂味、泥土味、金属味和清香味; 经过筛选、

本研究以不同处理方式下的海捕鲈鱼和养殖鲈鱼为

培训的 10 人感官评价小组(5 男 5 女), 按 7 点标度测试法

对象, 用电子鼻检测鲈鱼背肉、腹肉、鱼鳃及鱼皮的气味

(1=气味较弱、基本闻不到; 4=气味可以辨别; 7=气味非常

变化, 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强烈、几乎达到刺鼻的程度)对样品风味指标的气味强度进

对数据进行处理, 旨在为鉴别海捕鲈鱼与养殖鲈鱼提供一

行打分。

种快速检测的新方法。

2.2.4

2
2.1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仪器
海捕鲈鱼, 从青岛海钓爱好者手中购得, 体重范围为

数据处理
本试验主要采用 Inose 电子鼻自带的 Smart nose 软件

进行数据的采集, 运用可以同时对多个指标变量进行分析
的 PCA 进行数据处理。
感官评价实验主要采用软件 SAS 9.3 进行数据统计处
理。各样本相关数据均采用“平均值±平均偏差”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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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处理检测数

要求; 大部分传感器的响应值可以看出不同样品间的差别,

据, 然后取 P<0.05 的数值进行 Duncan’s multiple-range test

其中鱼鳃在 S1 和 S8 传感器的响应值最大, 这与日常生活

检验。

中对鱼鳃具有较刺鼻腥味的观感比较一致 [12] 。同一部位,
海捕鲈鱼样本的响应值整体上大于养殖海鲈鱼样本。说明

3

结果与分析

3.1

冰鲜海鲈鱼不同部位的电子鼻结果
冰鲜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见图 1, 从图 1 可

以看出, 主成分 1 和主成分 2 的总贡献率为 96.4%, 基本可
以代表样品的整体信息。还可以看出, 不同部位的 8 个冰
鲜海鲈鱼样品分布在图中的不同区域内, 相互之间没有重
叠; 且用 Smart nose 软件进行 PCA 分析后得出鉴别指数
(discrimination index, DI)值为 89.4%, 说明电子鼻的主成分

相较于其他部位, 海捕鲈鱼挥发性成分的量总体上大于养
殖海鲈鱼。
此外, 对不同部位的冰鲜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主成
分分析中, 电子鼻对冰鲜海捕与养殖海鲈鱼背肉、腹肉和
鱼鳃部分的区分效果都比较好, DI 值都超过了 80%, 但鱼
皮的区分效果较差, DI 值仅为 74.1%, 这也验证了图 1 中冰
鲜海鲈鱼鱼皮样品与部位样品在图上距离较远的结果。

3.2

水煮加工后海鲈鱼不同部位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分析法能将这 8 个鲈鱼样品很好地区分开。另外, 在图 1

在冰鲜海鲈鱼样品的实验结果中发现, 鱼皮样品的

中, 主成分分析法能将冰鲜海捕鲈鱼和冰鲜养殖海鲈鱼基

准确性不够, 且在水煮鱼皮样品互相之间存在重叠现象,

本区分在 2 个不同的区域内, 这说明电子鼻能够应用于冰

因此去除鱼皮样品这一影响因素得到图 3。图 3 中, 主成分

鲜海捕鲈鱼与冰鲜养殖鲈鱼的区分辨别。在图 1 中, 海鲈

1 和主成分 2 的总贡献率为 99.3%, 基本可以代表样品的整

鱼鱼皮样品和其他部位样品距离较远, 推测原因可能有两

体信息。DI 值为 88.5%, 且不同部位的 6 个冰鲜海鲈鱼样

点: 一是因为购买前, 摊贩并未将海捕鲈鱼与养殖海鲈鱼

品分布在图中的不同区域内, 相互之间没有重叠, 说明电

做很好的区分保管, 在运输和贩卖过程中 2 种鱼摆放在一

子鼻能将除鱼皮外的 6 个水煮鲈鱼样品很好地区分开。另

起, 导致气味发生了变化; 二是实验前期对海鲈鱼样品进

外在图 3 中, 主成分分析法能将水煮海捕鲈鱼和冰鲜养殖

行的清洗等处理过程对气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鲈鱼区分在 2 个不同的区域内, 这说明电子鼻能用于水
煮海捕鲈鱼与水煮养殖鲈鱼的区分辨别。
图 4 为电子鼻对 8 种水煮海鲈鱼样品挥发性风味的传
感器响应雷达图, 由图 4 结合电子鼻自带的最优传感器筛
选系统可知, S6、S7 和 S8 等传感器对不同海鲈鱼样品挥发
性气味的区分贡献较大, 与冰鲜样本传感器的响应状况不
同, 说明水煮样品与冰鲜样品相比, 气味成分发生了变化。
Hallier 等[13]的研究中也提到, 受热时鱼肉中的香味前体物
发生分解、氧化还原等化学反应, 产生各种挥发性香味物
质共同形成肉的特殊香味,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从图 4 中
可以看出, 水煮样品的响应值较冰鲜样品更大, 同一部位
海捕鲈鱼腹肉和背肉样本的响应值大于养殖海鲈鱼, 鱼鳃
和鱼皮趋势不明显。
此外, 对不同部位的水煮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主成
分分析中, 电子鼻对水煮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背肉、腹肉
的区分效果都比较好, DI 值都超过了 80%, 但鱼鳃、鱼皮

Fig. 1

图 1 冰鲜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
PCA chart of fresh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的 DI 值都低于 80%, 区分效果较差, 推测原因为: 鱼鳃是
鱼各部位酮类含量最高的部位, 酮类物质呈脂肪味、燃焦
味, 阈值高、含量少, 原本对鱼气味特征贡献较小, 但经过

本研究选取电子鼻在 120 s 测定时间内传感器的最大

热降解之后会对腥味有一定增强作用 [14,15]。因此, 水煮后

响应值作为特征值。图 2 为电子鼻对 8 种冰鲜海鲈鱼样品

的鱼鳃气味变化较大。鱼皮中挥发性物质组成以醛、醇为

挥发性风味的传感器响应雷达图, 由图 2 结合电子鼻自带

主, 醛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 而醇类由鱼体内脂肪酸氧化

的最优传感器筛选系统可知, S2、S5 和 S6 等传感器对不同

酶诱导的 n-3、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产生, 气味阈值

海鲈鱼样品挥发性气味的区分贡献较大。

较高, 对气味贡献不大[16,17]。表皮直接和外界环境接触, 特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每个样品的传感器响应强度的最
大值均达到了 0.5 以上, 满足对电子鼻检测样品的响应值

征气味很容易被挥发或掩盖, 这可能是造成鱼皮气味出现
异常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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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冰鲜海鲈鱼的电子鼻雷达图
Radar map of fresh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烘烤加工后海鲈鱼不同部位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3.4

同一部位不同加工方法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烘烤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如图 5, 主成分 1

同一部位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见图 6, 由图

和主成分 2 的总贡献率为 99.4%, 基本可以代表样品的整

6 可知, 电子鼻对不同加工方式的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背

体信息。不同部位的 8 个冰鲜海鲈鱼样品分布在图中不同

肉和腹肉都具有良好的区分效果, 但对鱼鳃和鱼皮尤其是

区域内, 相互之间没有重叠; 但 DI 值仅为 79.5%, 说明海

加热后的鱼鳃和鱼皮的区分效果则不显著, 主要是因为鱼

捕鲈鱼和养殖海鲈鱼在经过烘烤之后, 气味变化较大, 与

鳃中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成分更复杂, 受热的影响更大, 而

冰鲜和水煮样品相比, 区分效果较差。

鱼皮因为暴露在外, 气味容易被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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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鱼的感官实验结果
鲈鱼的感官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海鲈鱼的气味的主

要特征以鱼腥味、肉香味、油脂味为主, 并带有一定的泥
土味和略轻的金属味、清香味, 这与卢春霞等[18]和徐永霞
等 [19] 的研究中鲈鱼的主体风味包括壬醛、(E)-2-壬烯醛、
(E,Z)-2,6-壬二烯醛、辛醛、(E)-2-癸烯醛、己醛、庚醛、(Z)-4庚烯醛和 1-辛烯-3-醇等化合物, 其气味特征主要呈现为瓜
果香、鱼腥味、青草味、蜡香和油脂香气的结果相似。
冰鲜的海鲈鱼整体上鱼腥味较重, 还伴有一定的泥
土味和金属味, 肉香味、油脂味较轻微, 而水煮、烘烤后的
海鲈鱼肉香味和油脂味最强, 其他气味强度相较冰鲜样品
整体降低, 且都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与莫树平等[20]与黄骆

Fig. 3

图 3 水煮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
PCA chart of boiling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Fig.4

镰等 [21] 关于生鱼肉无任何类似熟鱼肉的诱人香味而仅有
鱼腥味、金属味和轻微咸味的结果一致, 与沙希迪等[22]、

图 4 水煮海鲈鱼的电子鼻雷达图
Radar map of boiling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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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鸣 [23] 关于在受热过程中因鱼肉含有的硫氨基酸或不
饱和脂肪酸产生熟鱼肉香味的研究结果类似。
养殖与海捕鲈鱼的整体风味轮廓比较接近, 仅在烘
烤背肉、烘烤腹肉的油脂味一项中具有显著性差异, 其他
各项虽然数值略有不同, 但都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腹肉与
背肉的区分也仅体现在烘烤过的养殖背肉、养殖腹肉和海
捕背肉中, 其原因可能是养殖海鲈鱼的脂肪含量远高于海
捕鲈鱼, 经烘烤后养殖海鲈鱼的样品瓶底部沉积有更多的
油脂, 由此可用感官评价方式进行区分。综上所述, 利用人
的感官可以对海鲈鱼的不同加工方式进行明显的区分, 对
烘烤后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不同部位也可以进行鉴别, 但
无法区分海捕与养殖海鲈鱼。

4

结

论

相较于传统的感官对海鲈鱼区分的局限性, 电子鼻
Fig. 5

图 5 烘烤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
PCA chart of baking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Fig. 6

可以更迅速更直观地判别出海鲈鱼冰鲜、水煮、烘烤的不
同加工方式以及腹部、背部、鱼鳃、鱼皮的不同部位。对

图 6 同一部位海鲈鱼的电子鼻主成分分析图
PCA chart of the same parts of Lateolabrax japonicus by electronic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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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鱼的感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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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D)

Table 1 Sensory scores of Lateolabrax japonicas (

x ±SD)

鱼腥味

肉香味

油脂味

泥土味

金属味

清香味

背部(鲜)

6.10±0.99ab

1.70±0.67c

1.90±0.57e

4.00±1.41a

3.80±1.23a

3.40±1.26a

背部(煮)

6.00±1.15ab

6.40±0.97ab

4.20±1.13cd

2.60±1.07c

2.30±0.48cd

2.50±0.85bc

背部(烤)

4.30±1.57d

6.40±0.70ab

5.50±0.97b

2.30±0.67c

2.10±0.32d

2.50±0.71bc

腹部(鲜)

6.00±0.94ab

2.40±0.84c

2.00±0.82e

3.60±1.43ab

3.70±1.49a

3.60±1.51a

腹部(煮)

5.40±1.07abc

6.00±1.15ab

4.90±1.10bc

2.60±0.97c

2.40±0.52bcd

2.40±0.70c

腹部(烤)

4.70±1.06cd

6.40±0.84ab

6.40±0.84a

2.70±1.06bc

2.50±0.85bcd

2.10±0.32c

背部(鲜)

6.20±0.79a

2.40±0.84c

1.90±0.87e

3.20±1.03abc

3.30±1.16ab

3.30±1.16ab

背部(煮)

6.30±0.95a

5.70±1.16b

4.00±0.47d

2.40±0.69c

2.40±0.70bcd

2.50±0.71bc

背部(烤)

5.00±1.56bcd

6.50±0.70ab

4.30±0.67cd

2.40±0.84c

2.20±0.42cd

2.20±0.63c

腹部(鲜)

6.10±0.88ab

2.40±1.07c

2.20±0.78e

3.00±0.82bc

3.10±1.20abc

2.90±0.57abc

腹部(煮)

6.20±0.79a

6.40±0.97ab

4.30±0.67cd

2.40±0.70c

2.40±0.70bcd

2.20±0.42c

腹部(烤)

4.60±1.26cd

6.70±0.48a

6.10±0.57b

2.40±0.70c

2.70±0.82bcd

2.10±0.31c

4.34(P<0.001)

52.31(P<0.001)

35.73(P<0.001)

11.17(P=0.001)

4.27(P<0.001)

3.95(P<0.001)

养殖

野生

F value

注: 同列数据后的不同字母(a,b,c,d,e)表示在 P<0.05, 差异显著; P<0.001, 差异极显著。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P<0.05 level, and hig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P<0.001 level.
a,b,c,d,e

于冰鲜样品, 电子鼻不仅能区分出海捕和养殖的海鲈鱼,

[4] Oshita S, Shima K, Harutab T, et al. Discrimination of odors emanating

还能有效地区分出海鲈鱼的不同部位。对于水煮样品, 电

from‘La France’pear by semi-conducting polymer sensors [J]. Comput

子鼻能根据背肉和腹肉的气味特征, 区分出样品来自海捕
还是养殖的海鲈鱼。对于烘烤样品, 电子鼻仅能区分出样
品的部位, 这表明随着处理温度的不断提高, 海捕和养殖
海鲈鱼的气味差别逐渐消失, 此外腹肉和背肉无论是冰鲜
处理还是水煮处理, 都可以用作鉴别海捕与养殖海鲈鱼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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