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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重修饰酶电极技术检测大豆油中磷脂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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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电化学分析技术快速检测大豆油中磷脂含量的方法，并建立准确、可靠的校正模型。首先制

备40 个磷脂含量不同的大豆油样品，并采用钼蓝比色法测定样品中磷脂含量标准值；针对磷脂酶解过程中不产生

电子转移的问题，研制一种多重修饰酶电极以获得电化学信号；利用电化学工作站，采用循环伏安法采集样本的

电化学数据；然后分别利用Savitzky-Golay平滑滤波和dbN系列小波对原始电化学数据进行去噪处理，通过对比分析

发现db6小波基三层分解去噪效果最佳；然后分别采用4 种方法建立去噪后的电化学数据与磷脂含量之间的回归模

型，即还原峰电流与磷脂含量的直线拟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经对

比分析发现基于径向基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预测效果最好，磷脂质量浓度在5.87～304.89 mg/L范围内呈现

良好的线性关系，检出限为1.68 mg/L（RSN=3）。决定系数为0.998 7，预测均方根误差为0.288 9，相对标准偏差为

2.55%，能够满足实际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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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 for detecting phospholipid content in soybean oil based on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and to establish accurate and reliable calibration models. A total of 40 mixed soybean oil sample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phospholipids were prepared, and the standard values of phospholipid contents were precisely detected by 

molybdenum blue colorimetry. Considering no electron transfer during the phospholipase hydrolysis process, we developed 

an electrochemical sensor based on a multiple modified enzyme electrode to obtain electrochemical signals by cyclic 

voltammetry measurement through an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The original electrochemical data were denoised by 

either Savitzky-Golay smoothing filter or Daubechies (dbN) wavelet serie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best denoise was achieved based on db6 wavelet three-layer decomposition. Finally, four methods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set up regression models between the electrochemical data and phospholipid concentration, i.e., linear fitting 

between reductive peak current and phospholipid concentration,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PCR) model,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 model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gression (SVMR) model. Comparison of these methods showed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SVRR model based on radial basis kernel function was the highest.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in the phospholipid concentration range of 5.87–304.89 mg/L,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LOD) was 1.68 mg/L (RSN = 3). 

收稿日期：2018-04-2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研发项目（TSTAU-R2018010；TSTAU-C2018011）

第一作者简介：王立琦（1966—）（ORCID: 0000-0002-2235-1114），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E-mail: hsdwlq@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隋玉林（1964—）（ORCID: 0000-0002-0581-1844），男，副教授，学士，研究方向为建筑施工。

E-mail: syl6412@163.com

于殿宇（1964—）（ORCID: 0000-0002-4227-0784），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豆加工技术。

E-mail: dyyu2000@126.com



※安全检测                            食品科学 2019, Vol.40, No.02 325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root-mean-square error of prediction (RMSEP)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were 

0.998 7, 0.288 9 and 2.55%, respectively, all of whic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 detection.

Keywords: soybean oil; phospholipid content;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multiple modified enzyme electrode; wavelet 

denoising; calib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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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胶是大豆油精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目的是将

大豆毛油中的磷脂等胶质脱掉，是后续脱色和脱臭的基

础，因此在油脂加工过程中需要不断检测大豆油中磷脂

含量。传统的检测方法是进行化学分析，检测速度慢、

成本高、受人为因素和实验环境影响大、易污染环境，

更不利于在线检测和调控 [1-3]。大豆毛油中磷脂的含量

高，其中卵磷脂占主要组成部分。

磷脂的传统检测方法包括红外吸收光谱法、紫外分

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4]、薄层色谱法、核磁共振

氢谱法[5]、色谱-质谱联用法[6]等。但这些检测方法存在

成本高、操作复杂、分析速度慢、难以快速实时检测等

特点。因此检测大豆毛油中的磷脂先从单一的卵磷脂入

手，并逐步应用到含有多组分的大豆毛油中。

而电化学分析技术具有快速、准确、易于实现在线

检测等优点[7-8]，近年来在食品安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丝网印刷电极是一种一次性电极，具有制作简单、成本低

廉、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便于携带等特点[9]。方便对

市场上各种分析物进行可重复的和一次性的现场检测[10]。 

丝网印刷电极生物传感器能够弥补传统气相色谱-质谱方

法检测费用高、速度慢等不足，常用于农产品中的农药

残留检测[11-13]，在食品的快速检测中也具有诸多优点，因

而广泛用于食品卫生安全性的检测[14]。Li Shuguo等[15]制

备了聚吡咯修饰电极的电化学传感器，利用线性电位伏

安法检测植物油中酸价的含量，与传统滴定法相比，该

检测方法灵敏度、准确度高，需要少量的植物油样品，

无需预处理。Hsu等[16]制备了固定酶修饰印刷丝网电极

的电化学传感器，实现对甘油二脂的测定，检测灵敏度

高；Robledo等[17]采用电化学方法结合人工神经网络测定

食用植物油中生育酚同系物的含量，结果显示，食用油

中生育酚含量实测值和生产商标注VE含量基本一致；王

丽然等[18]采用壳聚糖为固定化材料，制备了有机相辣根

过氧化物酶传感器，经循环伏安法实现了对植物油中过氧

化值含量的测定，检测结果优于国标碘量法，并且检测时

间短、准确度较高；郭敬轩等[19]利用多孔碳修饰玻碳电极

并通过循环伏安法检测油脂中抗氧化剂丁基羟基茴香醚的

含量；刘晓伟等[20]基于电化学方法，建立了电流型酶传感

器，实现了对花生油中黄曲霉素B1的快速检测。

目前，国内外鲜有关于磷脂电化学方法检测的报

道，本研究参考磷脂的性质和油脂中其他物质的检测方

法，采用丝网印刷电极，以四氧化三铁-壳聚糖纳米复合

物，然后用交联剂将辣根过氧化物酶和胆碱氧化酶依次

交联到修饰丝网印刷电极表面，制备多重修饰酶电极。

构建一种酶电极，通过电化学方法间接或直接检测分析

磷脂的含量，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一级大豆油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磷脂酶

D（168 U/mg）、胆碱氧化酶（18 U/mg）、辣根过氧化

物酶（265 U/mg）、磷脂酰胆碱（99%） 美国Sigma

公司；纳米四氧化三铁 汕头市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CHI660D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E I 3 0 0 2丝网印刷电极  南京中科电极有限公司；

MATLAB R2015a（Math Works）、Unscrambler X10.3    

挪威CAMO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处理

以一级大豆油为基料，通过添加一定量的大豆粉末

磷脂、磷脂酶D（10 U/mL）及1%的Triton-X100作为乳化

剂，制备出40 个磷脂含量不同的混合大豆油样品，并采

用国标法（钼蓝比色法）测量样品中磷脂含量标准值。

1.3.2 多重修饰酶电极的制备

由于磷脂酶D酶解磷脂生成磷脂酸和胆碱过程中不

产生电子转移，针对此问题本实验研制多重修饰酶电极

传感器，制备四氧化三铁-壳聚糖纳米复合物，利用乙酸

添加四氧化三铁纳米粉，超声处理分散60 min，最后获

得一种均一稳定的黑色悬浮液。所获得的高度分散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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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液为四氧化三铁-壳聚糖纳米复合物，将其均匀涂于

经预处理的丝网印刷电极表面，获得四氧化三铁-壳聚糖

修饰电极，然后将2.5 μL酶活力为0.8 U/μL的辣根过氧化

物酶溶液和2.5 μL 1.2 U/μL的胆碱氧化酶溶液分别通过戊

二醛交联固定在修饰电极上，制得多重修饰酶电极传感

器，组装过程见图1。

-

图 1 多重修饰酶电极的组装过程

Fig. 1 Assembling of multiple modified enzyme electrodes

1.3.3 电化学数据采集

多重修饰酶电极使磷脂酶解副产物胆碱继续氧化产

生过氧化氢，再对酶解副产物过氧化氢进一步酶解，使本

不产生电子转移的酶解过程，通过对其酶解副产物逐步酶

解，间接产生电子转移并转化成电信号，然后将多重修饰

酶电极与电化学工作站连接，采用循环伏安法扫描，电位

扫描范围为－0.6～0.8 V，扫描速率为0.01 V/s[21]。

1.4 数据处理

首先，对采集的原始电化学数据分别利用Savitzky-

Golay平滑滤波和dbN系列小波进行去噪处理，然后再分别

利用还原峰电流与磷脂含量直线拟合、主成分回归、偏最

小二乘回归和支持向量机回归4 种方法建立校正回归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磷脂循环伏安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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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磷脂的循环伏安曲线

Fig. 2 Cyclic voltammograms of phospholipid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如图2所示，磷脂质量浓度为5.87～304.89 mg/L，随

着磷脂质量浓度的增加，大豆油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的

还原峰电流越小，在磷脂质量浓度为5.87～304.89 mg/L 

范围内，还原峰电流大小与磷脂的质量浓度呈现良好的

线性关系。

2.2 电化学数据预处理

由于人工操作失误、仪器异常、环境（如温度、

湿度等因素的变化）或者样品本身等原因[22]，测定样品

时经常会出现个别异常样本，这些异常样本不能用于模

型的建立，需将其剔除。本实验基于原始电化学数据建

立了偏最小二乘校正模型，根据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剔除异常样本2 个，为提高模型预测精度，再分别利用

Savitzky-Golay平滑滤波和dbN系列小波对原始电化学数

据进行去噪处理。

2.2.1 平滑去噪

Savitzky-Golay法最突出的优点是它能够有效地保留

数据的原始特征，其本质就是利用窗口内部各个点之间

的加权来计算平滑后的新值，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多项式

次数和窗口点数，选择不同的组合，结果也会不同[23]。

本实验选取窗函数大小为5～15 点之间的奇数，多项式次

数为2、3、4、5进行验证，并通过平滑降噪后的均方误

差、信噪比、数据能量占原始能量的比例和平滑度来评

价去噪的效果。窗函数较大可以提高信噪比，但难免会

导致信号失真，经分析对比平滑去噪效果可知，窗函数

大小为13 点、多项式次数为2时，平滑处理去噪效果最

好，其均方误差为0.041 685，信噪比为28.26，数据能量

占原始能量的比例为0.989 4，平滑度为0.409 61。为获得

电化学数据降噪处理的最佳效果，本实验再采用小波去

噪法对电化学数据进行降噪处理。

2.2.2 小波去噪

采用Daubechies小波对电化学数据进行多尺度小波

分解以达到消除噪声的目的。Daubechies小波一般简写成

dbN，N是小波的阶数，Daubechies小波基是一个小波族[24]， 

db1～db10有10 个小波基，如何选择最适合的小波基，目

前的研究报道中鲜见有较好的方法，只能通过反复实验

进行筛选。本实验中样本长度为282，db9、db10最大分

解尺度3，为方便分析比较，将其他小波基的分解尺度也

设定为3，阈值方式选择基于Stein无偏似然估计的软阈值

估计，以不同小波基对电化学数据进行去噪，并获得了

不同小波基函数去噪后的均方误差、信噪比、去噪信号

在原信号中的能量比例和平滑度，经分析比较可知，db6

小波基函数时，平滑度最小为0.086 19，去噪效果最好，

并且其均方误差较小为0.011 37，信噪比较大为30.21，去

噪信号在原信号中的能量比例为0.999 8。

信号的小波分解需根据信号长度确定最大分解层

数，本实验中校正集样本长度为282，最大分解尺度为

4，表明本实验的电化学数据在去噪中的分解尺度可为

2、3或4。对于多少尺度分解能达到最佳效果，还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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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方法确定，将db6小波基在不同分解尺度和4 种阈

值方式下分别对电化学数据进行降噪处理，经综合比较

分析去噪结果发现db6经3尺度分解去噪效果较好，且4 种

阈值方式中基于Stein无偏似然估计的软阈值估计方式去

噪的均方误差为0.010 77，信噪比为30.21，去噪信号在原

信号中的能量比例为0.999 8，平滑度为0.086 19，去噪效

果最佳。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将基于Stein无偏似然估计的软

阈值估计方式的db6小波基对大豆油脂的电化学伏安曲线

数据进行三层小波分解去噪处理与Savitzky-Golay平滑处

理最佳效果进行分析对比，经小波去噪和平滑处理后的

伏安曲线降噪效果对比见表1。经表1对比分析，整体来

看小波去噪效果明显优于Savitzky-Golay平滑处理，因此

本实验采用小波去噪方法对原始电化学数据进行处理。

表 1 经小波去噪和平滑处理后的伏安曲线降噪效果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noise reduction of voltammograms by Savitzky-

Golay smoothing filter and db6 wavelet three-layer decomposition

去噪方法
均方
误差

信噪比
去噪信号在原信号
中的能量比例

平滑度

db6三层分解（软阈值估计） 0.010 77 30.21 0.999 8 0.086 19

Savitzky-Golay平滑法 0.041 69 28.26 0.989 4 0.406 91

2.3 校正模型的建立

为构建可靠、稳定的分析校正模型，分别采用4 种

方法建立去噪后的电化学数据与磷脂质量浓度之间的回

归模型，首先利用还原峰电流与磷脂含量之间进行直线

拟合，再采用主成分回归[25]、偏最小二乘回归[26]和支持

向量机回归[27]建立校正回归模型，并采用决定系数R2、

预测均方根误差和相对标准偏差3 种评价指标来衡量模型

预测效果，通过分析对比4 种方法的建模效果，以期寻找

出最佳磷脂含量检测模型。

2.3.1 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的线性拟合

多重修饰酶电极在不同质量浓度的磷脂溶液中经扫

描得到其电流-电位循环伏安曲线，为明确循环伏安曲

线的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的关系，首先提取曲线的峰

值，借助还原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化学值之间进行简

单的单变量线性拟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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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还原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关系图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uction peak current and  

phospholipid concentration

将提取还原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化学值进行简单

的线性拟合，如图3所示。随着磷脂质量浓度的增加，还

原峰电流不断减小，其线性回归方程为ipc＝－1.02lgC＋

4.341，磷脂质量浓度在5.87～304.89 mg/L范围内呈现良

好的线性关系，检出限为1.68 mg/L（RSN=3）。其决定系

数R2为0.987 6，预测均方根误差为0.557 1，相对标准偏

差为4.93%。

2.3.2 回归校正模型

由于循环伏安曲线的峰电流易受仪器或其他环境因素

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实际和提取的峰电流可能存在一定的

偏差[28]，所以简单的单变量线性拟合模型对磷脂质量浓度

的预测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实际检测要求。为建立更高精度

的预测模型，再利用主成分回归、偏最小二乘回归及支持

向量机回归在电化学数据与磷脂质量浓度标准值之间建立

回归校正模型，以期寻找最佳的磷脂检测模型。

首先对数据进行样本分集，将38 个样品按磷脂含量

的多少进行排序，按照一定梯度变化从中选取28 组作为

训练集样本，用于建立模型，剩下的10 组数据作为预测

集样本，用于验证模型的适用性，训练集样品和预测样

品集的磷脂含量平均值应尽量接近，并且训练集包含样

品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样本校正集和预测集统计结果

见表2。

表 2 样本校正集和预测集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alibration and prediction sets 

样品 数目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平均值/
（mg/L）

训练集 28 5.866 1 304.890 8 116.408 7

预测集 10 15.039 8 270.312 5 113.200 4

利用美国MathWorks公司的Matlab R2015a数据分

析软件中的主成分回归算法[29]、偏最小二乘回归算法及

Unscrambler软件中的支持向量机回归算法[30]并采用4 种

核函数即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和

神经元的非线性作用函数核函数对大豆油中磷脂含量的

化学值和电化学数据建立回归校正模型，然后将预测结

果与实际值进行对比，分析计算其误差。经研究，基于

神经元的非线性作用函数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回归建模

效果很差，所以之后将不再进行讨论，建模效果评价指

标对比见表3。

表 3 建模效果评价指标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performances of regression models

建模方法 R2 预测均方
根误差

相对标准
偏差/%

还原峰电流与磷脂质量浓度线性拟合 0.987 6 0.557 1 4.93

主成分回归 0.955 5 0.591 0 5.22

偏最小二乘回归 0.996 1 0.505 5 4.46

支持向量机回归（线性核函数） 0.971 6 1.365 5 12.06

支持向量机回归（多项式核函数） 0.997 3 0.423 2 3.74

支持向量机回归（径向基核函数） 0.998 7 0.288 9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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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以看出，主成分回归模型建立效果比直线拟

合差，偏最小二乘回归及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建立效果

均优于直线拟合模型。经分析比较可知，基于径向基核

函数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建立回归校正模型对未知样品

的预测效果最佳，支持向量机回归（径向基核函数）的

回归预测模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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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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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mg/L

图 4 支持向量机回归（径向基核函数）回归预测模型

Fig. 4 SVMR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

基于径向基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回归对电化学数据

与磷脂含量标准值建立的回归校正模型对未知样品预测

效果最佳，样本均分布在拟合线附近，其模型的决定系

数R2为0.998 7，预测均方根误差为0.288 9，相对标准偏

差为2.55%，可以满足实际检测要求。

3 结 论

利用多重修饰的酶电极采集不同磷脂含量的大豆油样本

的电化学循环伏安曲线，通过去噪处理使循环伏安曲线的还

原峰电流与大豆油中的磷脂含量进行直线拟合。再分别利用

主成分回归、偏最小二乘回归和支持向量机回归4 种方法

根据其对应的标准化学值建立回归预测模型，研究发现基

于径向基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预测效果最佳，统

计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满足实际检测要求。本研究可为

实现油脂中磷脂实时有效的在线检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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