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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脂过氧化值的近红外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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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采用碘量法测定油脂样品的过氧化值作为校正值，再使用近红外光谱仪采集油脂样品的光谱数据。在

油脂过氧化值的定量分析中建立 3 种校正模型，对比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多元线性回归(MLR)和主成分回

归(PCR)的性能，确定最优模型为 PLS。使用 PLS 测定油脂过氧化值的性能结果为：校正集的相关系数 0.916，预

测集的相关系数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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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peroxide values of 255 soybean oil samples measured by iodimetric assay were used for calibration

and near-infrared spectral data of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eroxide value, three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egressi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PC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mong the established models, PLS-regression model exhibited the best

reliability in predicting peroxide value of soybean oi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sets of 0.916 and

0.92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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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值是评价油脂品质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其

反映了油脂氧化酸败的程度[1]。目前测定植物油脂过氧

化值的主要国际通用方法是碘量法。碘量法简单易行，

普通化验室就可进行实验，但碘量法测定过程易受多种

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溶液浓度、温度、加水量及摇动

速度、滴定终点判断等，使其测定值波动性大、重复

性差、国际通用灵敏度低、取样量大，仅适用于大浓

度过氧化值测定，其他化学方法也有类似问题 [ 2 ]。

随着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和化学计量学研究日趋深

入，近红外光谱分析已成为目前发展最快的分析测试技

术之一，特别是近年来，近红外光谱作为快速分析技术

已成功应用于许多领域，其优越性在于快速、低耗、无

污染、能在线分析，更适于生产过程在线控制需要[3-4]。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大豆油脂(过氧化值范围为 4～10mmol/kg)    大庆日

月星油脂有限公司。

三氯甲烷    天津市耀华试剂有限责任公司；冰乙

酸    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碘化钾    天津市北方天医化

学试剂厂；硫代硫酸钠、可溶性淀粉等(均为分析纯)。
光谱采集采用瑞典 Perten 仪器公司 DA7200 型近红

外光谱仪。数据分析使用该仪器配套分析软件，该软

件包括创建方法、编辑、查看、诊断和帮助等模块。

创建方法模块包括定量和定性算法，其中定量分析算法

包括比尔定律、古典最小二乘法、多元线性回归、偏

最小二乘回归、主成分回归等；定性分析算法包括相似

匹配、距离匹配、判别分析、S I M C A 方法等。创建

方法模块包括光程选择和校正(标准归一化处理、多元

散射校正等)，光谱导入和参比数据导入，以及光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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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选择、光谱预处理等功能。诊断模块包含向量分析、

主成分光谱分析、异常样品分析、光谱统计分析、交

互验证分析、PRESS 和杠杆值与学生残差检验等功能。

1.2 数据采集

1.2.1 过氧化值测定

采用碘量法测定油脂样品的过氧化值。称取 2.00g
混匀的样品，置于 250mL 碘瓶中，加 30mL 三氯甲烷 -
冰乙酸混合液，使样品完全溶解。加入 1.00mL 饱和碘

化钾溶液，紧密塞好瓶盖，并轻轻振摇 0 . 5mi n，然后

在暗处放置 3min。取出加 100mL 水，摇匀，立即用硫

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至淡黄色时，加 1 mL 淀粉指

示液，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为终点。255 个油脂样品的

过氧化值范围见表 1，这些数据作为近红外光谱数据的

校正值参与计算。

油脂 过氧化值范围 /(mmol/kg) 最常见值 /(mmol/kg)
大豆油 4～10 6

表1   255个油脂样品的过氧化值化学测量值

Table 1   Peroxide values of 255 soybean oil samples measured
by iodimetric assay

图1   典型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

Fig.1   Near-infrared spectra of typical soybean 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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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近红外光谱数据采集

使用近红外光谱仪测定油脂样品的谱图。对 255 个

油脂样品进行近红外光谱数据采集前，首先要确定光谱

采集参数，采集参数包括仪器信号能量、参比材料、

光程长度、光谱采集分辨率和扫描次数，通过对过氧

化值测量结果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光谱采集

参数为仪器信号能量选用 6V、参比材料为石英比色皿、

光程为 2mm、扫描分辨率为 10cm-1、扫描次数为 32 次，

图 1 为典型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

2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油脂样品的近红外光谱进行了观察来确定

特征值；然后，利用学生残差检验确定异常样品，剔

除异常样品后确定校正集和预测集样品；最后，分别采

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多元线性回归(MLR)和主成分

回归(PCR)进行定量分析比较，最终确定最优模型[5-8]。

2.1 异常样品剔除

样品数据异常表现为光谱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异常，

或者样品的光谱值与数学模型样品集的光谱范围的差

异。剔除异常样本的准则有基于预测浓度残差、基于

重构光谱残差、光谱偏最小二乘分解主成分得分的聚类

分析、杠杆值与学生残差检验等[8-10]。这里利用杠杆值

与学生残差检验工具进行异常样品剔除。 

图 2 为用于过氧化值分析的油脂样品的杠杆值与学

生残差分布图。其中，样品 A 和样品 B 的学生残差显

著大于其他样品，因而这两个样品定为嫌疑异常样品。

这里采用逐一回收的方法确定上述嫌疑异常样品对模型

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见表 2。表中所有的样品均用作

校正集样品，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建模，采用相

关系数 r 、校正标准差( R M S E C ) 和交互验证标准差

(RMSECV)作为模型准确性的判定依据。

剔除的样品 主成分因子数 r RMSEC/(g/L) RMSECV/(g/L)
无剔除 10 0.905 0.13 0.14

剔除 A 和 B 10 0.909 0.09 0.14
剔除A 10 0.905 0.13 0.14
剔除 B 10 0.909 0.09 0.10

表2   逐一回收嫌疑异常样品后的过氧化值模型性能对比分析表

Table 2   Performance of PLS-regression models developed using
calibration sample set excluding suspected abnormal samples

reclaimed one by one

表 2 所示为逐一回收嫌疑异常样品后所建 PLS 模型

的性能，表中数据显示：剔除回收学生残差较大的样

品 A 后的模型性能差于剔除两个异常样品的模型性能，

r 减小至 0.905，RMSEC 增大至 0.13g/L，因而剔除该样

品；另外，回收学生残差值较大的样品 B 的 PLS 模型

的 RMSECV 虽然降低至 0.10g/L，但考虑到该样本的学

生残差作用较大，因而亦将其剔除。综合以上，对于

过氧化值的分析油脂样品，共剔除 A 和 B 两个样品，253
个样品用于进一步分析。

2.2 校正集和预测集样本确定

图2   油脂样品的杠杆值与学生残差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leverage and studentized residual values for
peroxide values of 255 soybean 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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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异常样品后，将全体样品按过氧化值进行排

序，每 3 个样品中选 1 个作为预测集样品，其他两个作

为校正集样品，校正集和预测集样品的统计结果见表

3 、 4 。

表3   校正集样品分布的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roxide values of calibration set

指标 样品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过氧化值 /(mmol/kg) 169 4.2 9.8 6.7

指标 样品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过氧化值 /(mmol/kg) 85 4.1 9.7 6.6

表4   预测集样品分布的统计结果

Table 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roxide values for validation set

数学模型 因子数
                校正集                 预测集

r RMSEC r RMSEP
PLS 10 0.916 0.069 0.922 0.087
MLR 10 0.878 0.073 0.903 0.093
PCR 10 0.916 0.069 0.921 0.087

表5   PLS、MLR和 PCR的分析结果

Table 5   Comparison of reliability of PLS-regression, MLR and
PCR models in predicting peroxide value of soybean oil

2.3 油脂过氧化值的定量分析

在油脂过氧化值的定量分析中，对比分析偏最小二

乘回归(PLS)、多元线性回归(MLR)和主成分回归(PCR)
所建模型的性能，采用校正标准差(RMSEC)和预测标准

差(RMSEP)作为模型准确性的判定依据来确定最优模型，

表 5 给出了 PLS、MLR 和 PCR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析，由油脂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可以看出：光谱吸收的

特征值位于 1200nm 和 1400nm 左右，该特征值与油脂的

O － H 基团的吸收倍频与合频有关；对于异常样品的剔

除，可以先利用杠杆值与学生残差检验进行初步筛选，

再通过逐一回收比较来确定过氧化值定量分析中的异常

样品，在逐一回收异常样品所建 PLS 模型的性能比较中

得出结论，学生残差值在异常样品剔除中的能够发挥作

用，学生残差差异显著的样品可直接剔除；建立了油脂

中过氧化值的 3 种预测模型，通过最小二乘回归(PLS)、
多元线性回归(MLR)和主成分回归(PCR)3种模型的对比结

果显示，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相关系数最大，预测标

准差最小，因此可以认为，对于油脂过氧化值的近红

外光谱测量，PLS 为最优模型；油脂过氧化值的计算结

果说明，使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测量油脂过氧化值是可行

的，并且准确度与化学方法大体相当，因此该测量方

法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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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显示为：3 种模型中偏最小二乘回归(PLS)
相关系数最大，预测标准差最小，由此可以确定，对

于油脂过氧化值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最优模型为偏最小

二乘回归(PLS)。因此使用近红外光谱仪测定油脂过氧化

值的性能结果为：过氧化值的校正集的相关系数 0.916，
预测集的相关系数 0.922，PLS 的校正集和预测集的相

关系数均高于 0 .90，校正集和预测集相关系数的差值

为 0.006。以上数据说明采用 PLS 进行过氧化值预测的准

确性可以接受。

3 结  论

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油脂过氧化值进行了定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