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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脱臭过程氯离子含量对3-氯丙醇酯和 
缩水甘油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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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和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进行检测分析，并采用不同氯离

子含量的直接蒸汽对油脂进行蒸馏脱臭，检测脱臭前后油脂中3-氯丙醇酯（3-monochloro-1,2-propanediol ester，

3-MCPD酯）和缩水甘油酯（glycidyl esters，GEs）含量及氯离子含量，研究油脂脱臭过程氯离子含量对脱臭油

脂中3-MCPD酯和GEs的影响。结果表明：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中氯离子含量随其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增加而升

高，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在对应饱和蒸汽中的保留率约为0.1%；当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达到

50～200 mg/L时，脱臭油脂中3-MCPD酯含量大幅升高至低质量浓度氯离子水源（1～10 mg/L）脱臭油脂中含量

的2.6 倍，但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并未升高；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升高会导致脱臭后油脂中3-MCPD酯

和GEs含量的升高。在待脱臭油脂中添加质量浓度为100 mg/L的氯化钠溶液0.5～5 mL时（相当于油脂中添加量

1～10 mg/kg），脱臭后油脂中3-MCPD酯和GEs生成量分别为4.49～7.84 mg/kg和14.88～19.84 mg/kg，是待脱臭

油脂含量的5.5～9.5 倍和5.8～7.7 倍。因此，控制和减少油脂脱臭过程氯离子含量对降低脱臭油脂中3-MCPD酯

和GEs含量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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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loride ion content on the contents 

3-monochloro-1,2-propanediol esters (3-MCPD esters) and glycidyl esters (GES) during the deodorization of soybean oil. 

The chloride ion contents of the water source of steam used directly for the deodorization of soybean oil was analyzed. The 

deodoriz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distillation with steams of different chloride ion contents and we determined the contents 

of chloride ion, 3-MCPD esters and GES in soybean oil before and after deodor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loride 

ion content in the steam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hloride ion content in the water, and the retention rate of chloride 

ion in the water was about 0.1%. When the content of chloride ion in the steam was increased from 1–10 to 50–200 mg/L, 

the content of 3-MCPD esters in deodorized oil was increased by 2.6 times, while the content of chloride ion in deodorized 

oil did not rise. Increasing chloride ion content in undeodorized oil resulted in increased contents of 3-MCPD ester and 

GEs after deodorization. The contents of 3-MCPD ester and GEs in deodorized oil were 4.49–7.84 and 14.88–19.84 mg/kg,  

respectively, when 0.5–5 mL of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at a concentration of 100 mg/L (the final concentration in the 

oil was 1–10 mg/kg) was added before deodorization, which were 5.5–9.5 and 5.8–7.7 times higher than in undeodorized 

oil. Therefore, controlling or reducing the chloride ion content during the deodorization proc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contents of 3-MCPD ester and GEs in deodorized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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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氯丙醇酯（3-monochloro-1,2-propanediol ester，

3-MCPD酯）和缩水甘油酯（glycidyl esters，GEs）是

近年来逐渐被关注的食用植物油中的安全风险成分[1-4]。 

3 - M C P D酯在人体胃肠道内肠胰脂酶作用下分解成

3-MCPD而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5-7]。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评估报告，3-MCPD的最高摄入限量为2 μg/kg[8]。GEs

是缩水甘油和游离脂肪酸的酯化产物，德国油脂科学协

会将其定义为2类致癌物[9-11]。

目前，很多研究表明食用油中的3-MCPD酯和GEs主

要产生于油脂的精炼过程，尤其是油脂高温蒸馏脱臭过

程[12-16]，且有研究发现3-MCPD酯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

氯离子的亲核攻击环酰氧鎓离子、甘油骨架上的酯基以

及缩水甘油的环氧基所导致[17]，若在脱臭过程中能消除氯

离子则能中断GEs向3-MCPD酯的转化反应[18]。氯化物在

棕榈油加工中形成3-MCPD酯的机制已有明确报道[19-21]， 

但对氯离子引入量及其在油脂精炼过程形成3-MCPD酯和

GEs的影响程度并不明确，因为油脂精炼过程中所使用加

工助剂（如磷酸、烧碱、脱色白土、水、蒸汽等）均可

能含有氯离子并将氯离子引入到油脂中[22]。

仅在油脂脱臭过程中，氯离子的来源可能有两个：

一是脱臭用直接蒸气携带引入的氯离子；二是待脱臭油

脂自身带入的氯离子，这些氯离子可能是植物油料含氯

或脱臭之前的其他精炼工序引入的。因此，研究油脂脱

臭过程直接蒸汽和待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对3-MCPD酯和

GEs形成的影响，对控制油脂脱臭过程3-MCPD酯和GEs

的生成有重要意义。本实验通过对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

及其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和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的检

测分析，了解油脂脱臭过程氯离子的水平，并采用不同

氯离子含量的直接蒸汽对油脂进行蒸馏脱臭，通过检测

脱臭前后油脂中3-MCPD酯和GEs含量及氯离子含量，研

究油脂脱臭过程氯离子含量对脱臭油脂中3-MCPD酯和

GEs的影响。以期能通过控制氯离子含量来减少甚至避免

精炼油脂中3-MCPD酯和GEs的生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待脱臭大豆油，取样于河南一大豆油加工企业的油

脂精炼生产线；超纯水分别取自市售娃哈哈纯净水、实

验室超纯水机自制的超纯水（电阻率大于18 MΩ•cm）；

蒸馏水由实验室蒸馏水机自制；自来水取自城市管网供

水的实验室自来水管。 

标准品：氘代油酸缩水甘油酯（纯度≥97%）、油

酸缩水甘油酯（纯度≥97%）、3-油酸-氯丙醇酯（纯 

度≥97%）、1,2-二亚油酸-3-氯丙醇酯（纯度≥97%）、

1,2-二月桂酸-3-氯丙醇酯-D5（纯度≥97%） 上海安普

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苯基硼酸（纯度≥97%）、正

己烷、甲醇、异丙醇、甲基叔丁基醚、乙酸乙酯，均为

色谱纯；乙醚、溴化钠、硫酸（质量分数为98%）、硫

酸钠、碳酸氢钠、无水硫酸镁，均为分析纯；氯化钠为

优级纯。

1.2 仪器与设备

Trace1310-ISO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ICS-2100离子

色谱仪 美国Thermo Fisher公司；MTN-2800W氮吹浓

缩仪 天津奥得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KQ3200DE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LD5-10台式

大容量离心机 北京京立离心机有限公司；ZD-85数显

气浴恒温振荡器 江苏金坛市宏华仪器厂；QL-902涡旋

均匀器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SZCL-2

数显智能控温磁力搅拌器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DF-101S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河南省予

华仪器有限公司；2XZ-1旋片式真空泵 北京中兴伟业

仪器有限公司；Moiresearch摩尔分析型超纯水器 重庆

摩尔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YAZD-5升全不锈钢断水自控

蒸馏水器 绍兴市上虞道墟科析仪器厂。

1.3 方法

1.3.1 不同氯离子含量的大豆油脂脱臭

1.3.1.1 利用不同氯离子质量浓度水源产生的直接蒸汽

进行油脂脱臭

配制不同质量浓度氯离子水，置于蒸汽发生装置

中，称取约50 g待脱臭大豆油于250 mL三口烧瓶内，并

放入磁力转子和沸石，将三口瓶放入事先架制好的水蒸

汽蒸馏脱臭装置中，启动真空泵，在系统绝对压力400 Pa

以下时，将油缓慢加热至260 ℃，然后开启直接蒸汽导管

旋塞，通入直接蒸汽，在不引起油飞溅的情况下，使通

汽量最大且流量恒定，脱臭2 h后，关闭直接蒸汽旋塞，

将油温降至室温后破除真空，取脱臭后油脂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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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对不同氯离子溶液添加量的油脂进行脱臭

将配制好的100 mg/L氯离子溶液分别取0.5、2.5、

5 mL分别添加到已准确称取好50 g油的三口烧瓶内，并

放入磁力转子和沸石，将三口瓶放入事先架制好的水蒸

汽蒸馏脱臭装置中，室温搅拌1 h。将氯离子视为全部溶

解，则此时油脂中氯离子含量约为1、5、10 mg/kg。按

照上述方法进行脱臭。取脱臭后油脂样品，检测脱臭前

后油脂中氯离子、3-MCPD酯和GEs含量。

1.3.2 水源、蒸汽冷凝水及油脂中氯离子的检测

1.3.2.1 水源及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检测

参照GB/T 5750.5—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中离子色谱检测法。

色谱条件：色谱柱型号AS-16；保护柱型号AG-16；

淋洗液25 mmol/L KOH；淋洗液流速1.0 mL/min；柱温

30 ℃；进样体积10 µL。蒸气冷凝水中氯离子的保留率计

算公式为：

/% 100

1.3.2.2 油脂中氯离子的检测

前处理方法在晋榕等 [23]测定地沟油中氯离子方法

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称取5 g油于30 mL螺纹试管中，用

10 mL正己烷溶解待脱臭油再加5 mL超纯水。拧紧试管

盖，涡旋30 s使水与有机相充分接触。超声30 min以辅助

萃取，然后4 500 r/min离心4 min。将试管中的下层水相

过有机滤膜至10 mL容量瓶中，定容。用离子色谱仪测定

氯离子含量，选择手动进样，进样时过0.22 μm水相滤膜

和C18柱（C18柱依序用5 mL色谱纯甲醇、10 mL超纯水活

化）进行测定。

经过前处理将油脂中的氯离子提取入水溶液中，因

此检测方法参照水源及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检测。

1.3.2.3 氯离子标准曲线的绘制

配制100 mg/L的氯离子标准溶液：优级纯氯化钠在

120 ℃烘干4 h，称取0.164 8 g，用超纯水定容至1 000 mL

容量瓶中，作为氯离子标准溶液。

用超纯水将质量浓度为100 mg/L的氯离子标准溶液

分别逐级稀释至质量浓度为5、2、0.8、0.4、0.1、0.06、

0.03、0.01 mg/L，由低到高依次进样，绘制标准工作曲

线。得到线性回归方程Y=0.306 3X＋0.038，标准工作曲

线的相关系数R2为0.999 7，表明氯离子在标准溶液的质

量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1.3.3 油脂中3-MCPD酯和GEs的测定

参照GB 5009.191—2016《食品中氯丙醇及其脂肪酸

酯含量的测定》以及苗雨田[24]、杨贵芝[25]等文献资料，

采用酸水解的方法间接测定油脂中3-MCPD酯和GEs，以

GC-MS法测定，采用同位素内标进行定量。

1.3.3.1 测定油脂中3-MCPD酯和GEs的前处理方法

酸水解：分别称取（100±5）mg待脱臭大豆油，加

入3-MCPD酯和GEs氘代同位素内标溶液和甲基叔丁基

醚，旋涡使其充分溶解并混匀。加溴化钠的酸性水溶液

50 ℃反应15 min后，加入正己烷使油脂从水相中分离出

来，氮吹干并用甲基叔丁基醚复溶。向复溶溶液中添加

硫酸-甲醇溶液（1.8%，V/V），充分反应后，加入正己

烷洗涤去脂，然后向水相中加入乙酸乙酯-乙醚混合溶

液，混匀后取上层溶液转移至有少量无水硫酸镁的试管

中，待衍生化。

衍生化：向待衍生化的溶液中加入苯基硼酸溶液，

混匀后氮吹至干。加正己烷复溶，过滤膜至进样小瓶。

1.3.3.2 GC-MS测定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含5%苯基亚芳基聚合物或5%

苯基-甲基聚硅氧烷的弱极性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柱

（30 m×0.25 mm，0.25 μm），载气为氦气，流速1 mL/min， 

进样口温度250 ℃，进样量1 μL，不分流进样，不分

流时间0.5 min，溶剂延迟时间5 min。程序升温：50 ℃

保持1 min，以2 ℃/min升至90 ℃，再以40 ℃/min升至

270 ℃，并保持5 min。

质谱条件：电子电离源，电离能量70 eV，离子源

温度250 ℃，传输线温度280 ℃，扫描方式选择离子监

测模式。

3-MCPD酯和GEs的出峰时间如图1所示，其中

3-MCPD酯及其内标物的出峰时间分别为18.12 min和

18.06 min，GEs及其内标物的出峰时间分别为19.69 min

和19.62 min。

18 19 20

5

10

/min

10
4

图 1 GC-MS中3-MCPD酯和GEs出峰时间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s of 3-MCPD ester and GEs in GC-MS analysis

2 结果与分析

2.1 脱臭直接蒸汽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及其对油脂中

3-MCPD酯和GEs的影响

2.1.1 脱臭用直接蒸汽的水源中氯离子含量

表 1 不同水源中氯离子含量

Table 1 Chloride contents in different water sources

水源种类 氯离子质量浓度/（mg/L）

超纯水 —

蒸馏水 0.048～0.25

自来水 95.30～242.58

注：—.未检出。表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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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在所取的超纯水中不论是娃哈哈纯净

水还是超纯水机自制的超纯水中均未检测到氯离子。

蒸馏水中氯离子含量与自来水相比含量明显差别较大，

而蒸馏水是通过自来水蒸发冷凝得到的，由此可知自

来水在蒸发过程中可能会携部分氯离子到冷凝水中。

自来水中氯离子质量浓度最高可达到242.58 mg/L，在 

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了生活饮

用水中氯化物质量浓度不超过250 mg/L，可能是因为在自

来水消毒处理处理过程中，常用的消毒水中除臭氧外均含

有氯，所以导致消毒处理后的水中氯离子含量较高。

2.1.2 不同氯离子质量浓度水源的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

含量及保留率

表 2 不同氯离子质量浓度水源的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含量及保留率

Table 2 Chloride content in steam condensate of water sources with 

different chloride concentrations 

水源中氯离子质量
浓度/（mg/L）

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
质量浓度/（mg/L）

蒸汽冷凝水中
氯离子保留率/%

20 —  

50 0.048 1 0.098 2

100 0.114 1 0.113 0

200 0.189 7 0.094 9

根据常用水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范围，用超纯水配

制氯离子质量浓度为20、50、100、200 mg/L的水样，

加热蒸发并收集其蒸汽冷凝水，测定冷凝水中氯离子含

量，计算其氯离子保留率，结果见表2。当水源中氯离子

质量浓度为20 mg/L时，其对应蒸汽冷凝水中氯离子未能

检出；当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在50～200 mg/L时，蒸

汽冷凝水中氯离子含量随水源中氯离子含量的增加而升

高，氯离子的保留率约为0.1%。由此可知，在油脂脱臭过

程中，当所用蒸汽的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大于50 mg/L

时，氯离子即会随着其蒸汽进入到待脱臭油中，可能与油

脂中的某些物质发生反应生成3-MCPD酯和GEs。

2.1.3 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对脱臭油脂中3-MCPD酯的影响

根据常用水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范围，用超纯水

配制氯离子质量浓度为1、5、20、50、100、200 mg/L

的水样，根据工厂的油脂脱臭条件（绝对压力400 Pa以

下、脱臭温度260 ℃、脱臭时间2 h）对脱色后的大豆油

进行脱臭。

由图2可以看出，当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在5 mg/L

以下时，3-MCPD酯含量保持在1.66 mg/kg左右，没有随

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升高；当水源中氯离子

达到20 mg/L时，脱臭油脂中3-MCPD酯含量稍有增加；

当水源中氯离子超过50 mg/L时，脱臭油脂中3-MCPD

酯含量大幅升高；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达到200 mg/L

时，脱臭油脂中3-MCPD酯含量更是升高至4.413 mg/kg，

是低质量浓度氯离子水源（1～10 mg/L）脱臭油脂中含

量的2.6 倍。结果明确显示出，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的

水源中若含有高质量浓度的氯离子必然会造成脱臭油脂

中3-MCPD酯含量的升高。这是因为脱臭用直接蒸汽携

带的大量氯离子会与油脂中3-MCPD酯的前体物质进行 

反应[17,26]，从而使3-MCPD酯含量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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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对脱臭油脂中3-MCPD酯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hloride ion content in water source on 3-MCPD ester 

content in deodorized oil

2.1.4 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对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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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脱臭油脂；2～7.依次为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

度为1、5、20、50、100、200 mg/L的脱臭油脂。

图 3 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对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in water source on chloride 

content in deodorized oil

分别采用氯离子质量浓度为1、5、20、50、100、

200 mg/L水源产生的直接蒸汽对油脂脱臭，之后对脱臭

前后油脂中氯离子含量进行检测分析，研究水源中氯离

子含量对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待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为0.280 1 mg/kg，采

用不同氯离子质量浓度的水源产生的直接蒸汽对油脂脱

臭后，对应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0.2～0.25 mg/kg）均

低于待脱臭油，并未随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增大而造

成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升高，但脱臭油脂中3-MCPD

酯含量却随水源中氯离子含量增大而呈现持续升高的现

象。其原因可能是直接蒸汽引入到脱臭系统的氯离子并

未呈游离态溶解在油脂中，而是在高温条件下与油脂中

的某些组分发生反应形成了3-MCPD酯，且待脱臭油本身

含有的氯离子在高温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反应形成3-MCPD

酯，以致最终造成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比待脱臭油中的

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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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待脱臭油中氯离子质量浓度对脱臭油3-MCPD酯和

GEs的影响

2.2.1 待脱臭油中氯离子添加量的影响

在已准确称取的50 g待脱臭油中分别添加质量浓度

为100 mg/L的氯化钠溶液0、0.5、2.5、5 mL[27]。用超纯

水作为脱臭用直接蒸汽的水源对油脂进行脱臭，待脱臭

油中氯离子溶液添加量对脱臭油中3-MCPD酯和GEs的影

响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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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待脱臭油中氯离子溶液添加量对脱臭油中3-MCPD酯和GEs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chloride sodium addition on 3-MCPD ester and GEs 

contents in deodorized oil

经测定，待脱臭油中3-MCPD酯和GEs含量分别为

0.817 mg/kg和2.551 mg/kg。由图4可知，当待脱臭油脂

中未添加氯化钠溶液时，脱臭后油脂中3-MCPD酯和GEs

的含量分别为2.908 mg/kg和10.104 mg/kg，分别是待脱

臭油的3.5 倍和3.9 倍。随着氯化钠溶液添加量的增加，

脱臭油脂中3-MCPD酯的含量持续升高，即使0.5 mL的最

小氯化钠溶液添加量，脱臭油中3-MCPD酯含量也达到

4.49 mg/kg，是未添加脱臭油中生成量的1.5 倍，是待脱

臭油的5.5 倍。当氯化钠溶液添加达到5 mL最大量时，

3-MCPD酯的含量达到了7.84 mg/kg，是未添加脱臭油中

生成量的2.7 倍，是待脱臭油的9.5 倍。而脱臭油中GEs的

生成量，分别在氯化钠溶液添加量为0.5 mL和2.5 mL时，

显著升高至16.36 mg/kg和19.85 mg/kg，分别是未添加脱臭

油中生成量的1.6 倍和1.9 倍，是待脱臭油中含量的6.4 倍和

7.7 倍。但当添加量达到5 mL的最大量时，脱臭油中GEs生

成量增幅有所减小。有研究表明，脱臭油脂中10%～60%

的3-MCPD酯可能是由GEs转化而成[28]，或者氯离子的亲核

作用所导致。随着反应的进行，氯离子、3-MCPD酯和

GEs这3 种物质之间最终会达到动态平衡 [29]。

2.2.2 油脂脱臭前后氯离子含量对比分析

当向待脱臭油脂中添加不同量的氯化钠溶液后，

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发生变化，脱臭后油脂中氯离

子含量与待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对比如图5所示。未添

加氯离子溶液时，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低于待脱臭油，

添加氯离子溶液后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均比待脱臭油

含量高，且均保持在0.35 mg/kg左右。这表明添加了氯

离子溶液的油脂在脱臭过程中，氯离子部分用来生成

了3-MCPD酯，未完全反应的氯离子则保留在脱臭油脂

中，所以脱臭油中的氯离子相比于待脱臭油中的含量要

高。此外，虽然溶解在油脂中的氯离子较少，但有研究

表明有机酸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能提高氯化反应生成

3-MCPD酯，这是因为在形成3-MCPD酯的前体——酰

基氧翁离子过程中，sn1位与sn2位的交联需要H＋的催 

化[28,30]。因此，在油脂生产过程中应该尽可能控制氯离子

引入，从而抑制3-MCPD酯和GEs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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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待脱臭油；2～5 .依次是氯化钠溶液添

加量为0、0.5、2.5、5 mL时的脱臭油。

图 5 待脱臭油中氯离子溶液添加量对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chloride sodium addition on chloride content in 

deodorized oil

3 结 论

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中氯离子含量随其水源中氯

离子含量的增加而升高，但在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度为

0～242.58 mg/L时，其对应饱和蒸汽中氯离子的保留率

约为0.1%。当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水源中氯离子质量浓

度达到50～200 mg/L时，脱臭油脂中3-MCPD酯含量大

幅升高至低质量浓度氯离子水源（1～10 mg/L）脱臭油

脂含量的2.6 倍，但脱臭油脂中氯离子含量并未升高。当

向待脱臭油中添加氯化钠溶液造成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

含量升高时，均导致脱臭油中3-MCPD酯和GEs含量的升

高。在添加质量浓度为100 mg/L的氯化钠溶液0.5～5 mL

时（相当于在油脂中添加量为1～10 mg/kg），脱臭油中

3-MCPD酯生成量为4.49～7.84 mg/kg，是待脱臭油含量的

5.5～9.5 倍。脱臭油中GEs生成量为14.88～19.84 mg/kg， 

是待脱臭油含量的5.8～7.7 倍。但待脱臭油脂中氯离子

含量的逐渐增加并未造成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的升高，

脱臭油中氯离子含量在0.35 mg/kg左右。研究结果显示，

油脂脱臭用直接蒸汽中氯离子含量和待脱臭油脂中氯离

子含量均会对脱臭油脂中3-MCPD酯和GEs的生成造成

影响，因此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际生产中应将脱臭

所用水源中的氯离子控制在5 mg/L以下，并同时尽可能

脱除待脱臭油脂中的氯离子，且严格控制脱臭前精炼各

步骤中氯离子的引入，使待脱臭油中氯离子控制在不被

检出的范围内，从而降低脱臭油中3-MCPD酯和GEs生成

量，确保和提升食用植物油的品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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