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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婴儿配方乳粉在用的 7 种植物油(大豆油、玉米油、核桃油、葵花籽油、高油酸葵花籽油、棕
榈油和椰子油)入手，通过检测植物油的脂肪酸含量，对亚油酸、亚麻酸和油酸等几个主要指标进

行了分析，进而与 3 种新型植物油(双低菜籽油、米糠油和红花籽油)的脂肪酸组成进行了比较，对
新型植物油在婴儿配方乳粉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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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ｂｓｔraｃｔ：The fatty acid contents of seven vegetable oils ( soybean oil, corn oil, walnut oil,sunflower
seed oil, high oleic sunflower seed oil, palm oil and coconut oil) often used in infant formula milk pow-
der were determined, and linoleic acid, linolenic acid and oleic acid,as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fatty
acid were analyｚed． Furthermore, thes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three
noval vegetable oils(double - low rapeseed oil, rice bran oil and safflower seed oil),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noval vegetable oils in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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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乳是婴儿营养的最好来源,是婴儿配方乳粉
的最佳参照标准。 近些年,随着人们营养价值观念
的提升,新手父母甚至长辈更加意识到乳粉是提供
非母乳喂养宝宝出生后最初几个月全部营养需求的

最主要食物,因而在选购婴儿配方乳粉时对产品的
营养成分和质量越来越关注[1]。

母乳脂肪在婴幼儿的发育过程中为其提供超过

50%的能量,并且对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起
到关键作用,是婴儿配方乳粉设计中需格外关注的
营养指标。 而婴儿配方乳粉大部分以生牛乳为基
料,虽然牛乳和母乳的乳脂肪含量很相似,但二者在
脂肪酸组成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特别是母乳中长
链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牛乳中高,因此必须添加适
量的其他油脂来实现婴儿配方乳粉脂肪酸母乳化的

目的[2]。 目前,多种植物油已经作为重要的原料应

用到婴儿配方乳粉中,而我国的食用植物油品种丰
富,为进一步开拓其他植物油在婴儿配方乳粉的市
场,本研究将从婴儿配方乳粉在用的 7 种植物油入
手,通过检测植物油的脂肪酸含量,对亚油酸、亚麻
酸和油酸等几个主要指标进行分析,进而与 3 种新
型植物油的脂肪酸组成进行比较,对新型植物油在
婴儿配方乳粉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１ 婴儿配方食品中脂肪的规定

GB 10765—2010 对婴儿配方食品所含脂肪总
量、亚油酸、α -亚麻酸、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
二十碳四烯酸(AA)等主要营养指标含量以及反式
脂肪酸、芥酸、月桂酸和肉豆蔻酸的最高限量进行了
规定。 其中,每 100 kJ 的乳基婴儿配方食品,含有
脂肪 1． 05 ~ 1． 40 g,亚油酸 0． 07 ~ 0． 33 g,α -亚麻
酸 12 mg 以上,亚油酸与 α - 亚麻酸比例在
5： 1 ~ 15： 1 之间;作为可选择 成分的二十二碳六
烯酸与总脂肪酸的最大比值为 0． 5,二十碳四烯酸
与总脂肪酸的最大比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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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乳和牛乳的脂肪酸组成

母乳与牛乳在脂肪酸组成上存在着显著的不

同。 王青云等[2]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二者的主要区

别,见表 1。
表 １ 母乳和牛乳脂肪酸组成比较 %

脂肪酸 母乳 牛乳 脂肪酸 母乳 牛乳

C6：0 痕量 01． 6 C16：1 05． 7 03． 7
C8：0 痕量 01． 3 C18：0 06． 0 05． 7
C10：0 01． 3 03． 0 C18：1 46． 4 16． 7
C12：0 03． 1 03． 1 C18：2 13． 0 01． 6
C14：0 05． 1 14． 2 C18：3 01． 4 01． 8
C15：0 痕量 01． 3 总饱和脂肪酸 36． 1 76． 2
C16：0 20． 2 42． 7

  由表 1 可以看出,牛乳中含有的短链及中长链
饱和脂肪酸较母乳中多,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却
明显低于母乳。 其中母乳的亚油酸含量显著高于牛
乳,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的比例为 9． 29： 1;而牛乳的
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比例仅为 0． 89 ： 1。 在戚秋芬
等[3]的研究中,母乳的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含量分
别占总脂肪酸的 26． 15%和 2． 85% ,高于表 1 中的
数据,但二者比例为 9． 18： 1,与表 1 的结果相似;牛
乳中的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含量分别为 6． 77%和
0． 81% ,二者的比例为 8． 36 ： 1,与表 1 的数据有显
著差异。 Uany - Dagach等[4]的研究也发现,母乳中
亚油酸与亚麻酸比值在 8 ~ 11 之间。 双金等[5]对通

辽地区荷斯坦牛乳进行了研究,发现牛乳在不同季节
的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含量分别在 5． 01% ~ 6． 68%
和 0． 45% ~0． 71%范围内,二者的比例在 9． 41： 1 ~

11． 13： 1 范围内。 本研究采集牛乳原料测定的亚油
酸和 α -亚麻酸含量分别为 2． 572%和 0． 290% ,二
者的比例为 8． 87： 1。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研究中虽
然母乳脂肪酸含量有所不同,但亚油酸与 α -亚麻
酸的比例报道相似;而对牛乳脂肪酸的研究中,王青
云等[2]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的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
亚油酸的含量显著低于其他研究中的数据,与其所
含 棕 榈 酸 (42． 7% ) 远 高 于 其 他 研 究 中 的
28． 79% [3]、22． 90% ~ 25． 31% [5]以及本研究测得

的 29． 58%相呼应,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各研究中牛
乳的来源不同造成的。 这也充分说明,在进行产品
的脂肪调配时必须对所使用牛乳原料的脂肪酸进行

跟踪检测,才能更好地保证产品脂肪酸指标设计的
合理 。
３ 婴儿配方乳粉在用植物油的介绍

目前婴儿配方乳粉的脂肪主要由乳脂肪、植物
油组成,另外厂家还可根据需要特别添加 DHA 和
AA这两种多不饱和脂肪酸。 植物油的选择是婴儿
配方乳粉设计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对婴儿配方乳粉市场调研发现,大多数国内外
生产厂家在产品配料中仅标注了植物油,而没有对
植物油的具体组成进行标注。 为更好地了解植物油
使用情况,我们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核桃
油、高油酸葵花籽油、棕榈油和椰子油这 7 种婴儿配
方乳粉在用植物油的脂肪酸进行了检测,并对 3 种
市售婴儿配方乳粉中的亚油酸和 α -亚麻酸含量进
行了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７ 种常用植物油及市售婴儿配方乳粉中的脂肪酸组成

样品
相对含量 ／ %

C12：0 C14：0 C16：0 C18：0 C18：1 C18：2 C18：3
C18：2 与 C18：3

比值

大豆油 00． 01 00． 10 12． 28 04． 90 20． 28 48． 65 11． 22 004． 34
核桃油 00． 03 00． 09 06． 35 02． 50 13． 78 59． 21 16． 90 003． 50
玉米油 - 00． 07 14． 61 02． 27 31． 80 48． 98 00． 66 074． 21
葵花籽油 - 00． 09 08． 02 05． 98 27． 18 57． 36 00． 14 409． 71
椰子油 49． 05 18． 58 08． 44 02． 49 05． 58 01． 36 00． 02 068． 00
棕榈油 00． 20 01． 11 40． 89 04． 53 42． 38 09． 36 00． 19 049． 26
高油酸葵花籽油 00． 09 00． 12 04． 19 03． 40 85． 23 05． 65 00． 23 024． 57
婴儿配方乳粉 1 - - - - - 14． 07 01． 57 008． 96
婴儿配方乳粉 2 - - - - - 18． 15 01． 73 010． 49
婴儿配方乳粉 3 - - - - - 18． 50 02． 29 008． 08

 注：乳粉 1 所用植物油由棕榈油、大豆油和核桃油(添加量 2% )组成;乳粉 2 所用植物油由高油酸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椰子
油组成;乳粉 3 所用植物油由大豆油、玉米油、棕榈油和葵花籽油组成。

  由表 2 可以看出,除棕榈油和椰子油外,大部分
植物油的脂肪酸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尤其以油酸
和亚油酸居多。 其中,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的脂肪酸
组成相似,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达 80% 以上,但
在 α -亚麻酸的含量上略有差异;大豆油和核桃油

不仅亚油酸含量很高,α -亚麻酸含量也远高于其
他植物油。 大豆油所具有的优良的脂肪酸组成以及
丰富的资源,决定了众多厂家在婴儿配方乳粉中选
择使用它来提供婴儿所需的部分脂肪酸。

由表 2 的数据还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厂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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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植物油进行了配伍,但产品均能达到国标
(GB 10765—2010)的要求。 另外,有的厂家在保证
满足国标要求的前提下,还进一步针对母乳脂肪中
含量较高的油酸以及易于吸收的中链脂肪酸进行了

设计,使用了油酸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植物油的高油
酸葵花籽油或以中链脂肪酸为主的椰子油来继续完

善产品的脂肪酸组成。
棕榈油在婴儿配方乳粉中的应用已经有很长时

间,主要为婴儿配方乳粉提供棕榈酸和油酸。 但近
些年的研究[6 - 8]发现,与母乳脂肪的棕榈酸主要分
布在甘油三酯的 sn - 2 位不同,棕榈油的棕榈酸主
要分布在甘油三酯的 sn - 1,3 位,不容易被婴儿吸
收,并且在婴儿消化过程中还会与钙质结合产生皂
化反应,形成皂化物而排出体外,婴儿便秘就是由于
粪便中的不溶物质所引起的。 因此,从产品营养的
角度考虑,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家不在婴儿配方乳粉
中使用棕榈油。

综上所述,大部分植物油油酸和亚油酸含量居
多的特 能够使它们很好地应用到婴儿配方乳

粉中。
4 ３ 种新型植物油在婴儿配方乳粉中的应用探讨

我国是油菜籽主产国,2002 年以前,在我国的
食用油消费结构中,菜籽油一直是消费量最大的油
品。 由于受国外大豆油及棕榈油进口量的大幅增
加,以及菜籽油中大量存在的芥酸引起的营养学领
域极大争议的影响,导致菜籽油的消费量逐渐下降。
针对这一情况,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大力推广“双
低”油菜(低芥酸、低硫甙)的育种和种植,双低油菜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全国双低油菜种植面积已
经超过油菜种植总面积的 80% 。 双低菜籽油作为
一种新型的植物油已经逐步取代普通菜籽油,进入
消费者的视线。

米糠油取自稻谷营养最为集中的大米皮层及胚

芽,营养丰富。 在国外,米糠油已经风靡欧美日韩等
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视米糠油为健康的功能油脂,
约 40%以上的中小学指定米糠油为午餐用油。 我
国作为米糠资源最大的国家,在米糠开发方面远远
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 深度开发米糠这种稻谷
加工的副产品,将是解决我国油脂资源短缺问题的
有效途径之一。

红花籽油又称红花油,是以红花籽为原料制取
的油品。 红花籽油中亚油酸的含量是已知植物油中
含量最高的,因此被誉为“亚油酸之王”。 另外,红花
籽油中富含维生素 E、谷维素、甾醇等营养成分。 新

疆是我国红花的最大产区,新疆的气候条件与红花
喜凉爽、干燥和阳光的生物学特 相适宜,是红花生
长的理想环境。

表 3 给出了以上 3 种植物油的主要脂肪酸
组成[9 - 11]。

表 ３ ３ 种新型植物油的主要脂肪酸组成 %

脂肪酸 双低菜籽油 米糠油 红花籽油

C16：0 04． 20 17． 04 006． 90
C18：0 01． 70 01． 79 002． 70
C18：1 65． 30 43． 84 013． 10
C18：2 19． 60 33． 82 077． 00
C18：3 07． 00 00． 71 000． 40
C18：2 与 C18：3 比值 02． 80 47． 63 192． 50

  对比表 2 和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双低菜籽油
的油酸含量 (65． 30% )仅低于高油酸葵花籽油
(85． 23% ),而远高于其他植物油,并且其亚麻酸含
量(7． 00% )仅低于大豆油 (11． 22% )和核桃油
(16． 90% ),远高于高油酸葵花籽油(0． 23% )、玉米
油(0． 66% )和葵花籽油(0． 14% );米糠油虽然亚油
酸含量(33． 82% )略低于大豆油(48． 65% )、核桃油
(59． 21% )、 玉 米 油 ( 48． 98% ) 和 葵 花 籽 油
(57． 36% ),但其油酸含量(43． 84% )却高于这 4 种
油;红花籽油的亚油酸含量(77． 00% )则远高于其
他植物油。 根据双低菜籽油、米糠油和红花籽油在
脂肪酸组成上的不同特点,能够使它们替代或部分
替代婴儿配方乳粉在用植物油,进行新的植物油配
伍,为婴儿配方乳粉提供新的设计方向。
５ 结 论

通过对 7 种婴儿配方乳粉在用植物油以及 3 种
新型植物油的脂肪酸进行分析,发现双低菜籽油、米
糠油和红花籽油在亚油酸、亚麻酸以及油酸等主要
指标上,与婴儿配方乳粉在用植物油的含量各有差
异但均有特色。 国内婴儿配方乳粉市场需求广阔,
因此将这些新型植物油应用到婴儿配方乳粉的设计

中,对丰富婴儿配方乳粉的品类,并间接带动这些新
型植物油的产业发展将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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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析

植物油中苯并(a)芘的检测方法比较研究

马素换，汪学德，刘兵戈

(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食品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比较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测定植物油中苯并(a)芘含量。 结果表明，两
种方法均采用中性氧化铝固相萃取柱净化油样，平均回收率均大于 75% ，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8% ，检出限分别为 0． 12 μg ／ kg和 0． 40 μg ／ kg，均能满足测定要求。 相对来说，高效液相色谱法前

处理简便，峰形基线平稳，检出限低，回收率高，更适于植物油中苯并(a)芘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植物油;苯并(a)芘;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

中图分类号:TS225． 1;TS201． 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 - 7969(2014)08 - 0091 - 04

Coｍｐariｓon oｆ ｄｅｔｅrｍining ｂｅnzo(a)ｐyrｅnｅ in ｖｅgｅｔaｂｌｅ oiｌ ｂy ｔｗo ｍｅｔｈoｄｓ
MA Suhuan, WAＮG Xuede, LIU Bingge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ｚhou 450001,China)
Aｂｓｔraｃｔ：The determinations of benｚo(a)pyrene in vegetable oil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
raphy(HPLC) and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 GC - M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mercial neutral alumina solid - phase extraction column was employed to purify oil
sample by two methods．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wo methods were
all above 75% and below 8% respectively, and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of two methods were 0． 12 μg ／ kg
and 0． 40 μg ／ kg respectively, which could satisfy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Relatively, HPLC
method had the items of simple pretreatment, smooth baseline of peaks, low limit of detection and high
recovery rate, which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enｚo(a)pyrene content of vegetable oil．
Kｅy ｗorｄｓ：vegetable oil; benｚo(a)pyren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gas chromatogra-
phy - mass spectrometry

  苯并(a)芘(B(a)P)是一种由 5 个苯环构成的 稠环芳烃(PAHs),属于一种常见的高活 间接致癌
物 [1]。 植物油加工中,苯并(a)芘因其强亲脂 而
易富集在油脂中,通常含量在十亿至万亿分之一数
量级,但其对油脂的品质危害却不容忽视[2]。 目
前,食品中苯并(a)芘的检测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
色谱法[3 - 4]、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5 - 6]、液相色
谱 -质谱联用法[7 - 8]等,前处理方法也因样品 质
的不同而有差异[9 - 12] 。本文对比分析高效液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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