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与油脂2010 年第 9期 39

地沟油识别与检测方法研究现状
张　强，陈秋生，刘烨潼，孟兆芳

（天津农业科学院，　天津　300381）

摘　要：地沟油是我国目前食品安全 为关注话题之一；该文介绍地沟油产生及其危害，并对现

有地沟油鉴别和检测方法进行论述，提出开展相关研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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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gwash oil is the most concerned topic of food safety，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production reason and harmness of hogwash oil，then discussed the currently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s of hogwash oil，and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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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主要系指从餐饮业油水分离系统或下水

道中捞取油腻漂浮物，也包括一部分酸败煎炸老油、

劣质动物油脂，是人们对废弃各类劣质油脂统称（广

东又称之潲水油）。我国是世界上植物油消费量 大

国家，废弃油脂量逐年上升，有些不法商人在利益驱

动下，将劣质地沟油作为食用油消售。据估计，每年

返回餐桌地沟油约有 200~300 万吨之多，这对社会

与食品安全都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地沟油中重金属、毒素、过氧化值等都严重超标，

并含有洗涤剂等类化学杂质，对人体具有很大危害

性，食用会引起呕吐、头痛、腹泻等不良反应，长期摄

入甚至可成为癌变诱因。

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些措施（2010 年 3 月

1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发布《关于严

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紧急通知》（食药监办

食〔2010〕25 号），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对地沟油

不能进行有效鉴别，仅局限于一般性管理，因而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地沟油经水洗、蒸馏、脱色等加工处理后，或与食

用植物油掺兑后，已很难通过感官分析和一些理化指

标进行区分〔2〕；而现有鉴别技术却明显滞后。所以

开展对地沟油检测方法研究，对加快食用油标准制定

和修改，完善食品检测标准体系具有积极社会意义。

1 国外处理概况

国外对地沟油检测方法报道较少，但由于制订

一系列法规，使地沟油很难再进入食用油市场，研

究主要关注废弃油脂综合利用及食用油掺伪和种

类区分〔3~5〕。地沟油与普通食用油相比，价格较

低，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更具有经济可

行性，也可将地沟油作为制造涂料、肥皂原料，饲料

用油，在国外已有一定规模。

1.1 美国

美国严格控制地沟油来源，只有专门公司才能进行

回收，有完善处罚条例。美国科研人员已将地沟油制成

保暖材料，能根据环境变化，选择反射或吸收能量。

1.2 日本

日本主要采取政府补贴回收方式，高价回收地沟

油，使之不能流入市场或餐桌，然后加工成生物柴油。

1.3 欧洲

德国政府推出地沟油回收法律，对其进行跟踪监

督，回收废油除可用作生物柴油外，还可用于生产化

学品、有机肥料等。在英国，主要是将废油倒入政府

免费提供容器中，如私自倒入水槽，将收到高额罚款。

2 国内主要研究进展

2.1 理化指标分析

一般来说，正常食用油与地沟油在理化分析指标

上存在差异，主要包括酸价、过氧化值、水分、碘值、皂

化值等。例如食用油水分含量要求低于 0.2%，而地沟

油则相对较高。潘剑宇〔5〕等研究发现，酸价可作为分

辨潲水油、煎炸老油与植物油的理化指标之一；而过

氧化值则不能进行有效分辨。王桂华〔6〕等对 6 种餐

饮业废油脂 10 种理化指标进行测定，发现潲水油酸

价、水分、比重、折射率、氧化值均不符合食用油标准。

2.2 重金属检测

重金属含量超标是地沟油主要特征之一。在地沟

油回收及加工过程中因受到污染，或接触金属器皿后

引入重金属，因此，重金属有可能成为地沟油特征化

学成分。王乐〔7〕等对经脱色处理地沟油样品与市售

菜籽油、花生油、花生调和油中 15 种重金属元素进行

测定，元素 Fe、Pb、Cr、Zn、Mn 在地沟油中含量很高，

其中 Pb、Cr 含量明显超出粮油类食品限量卫生标准。

郭岚〔8〕等发现散装精炼菜籽油较散装菜籽油中金属

元素含量明显降低，说明经精炼后可能会将这些金属

元素较好除去，因此该法对检测添加经一定处理（如

碱炼和添加还原剂降低酸价、过氧化值及脱色处理）

地沟油的食用油非常合适。

2.3 脂肪酸组成分析

地沟油常由多种油脂混合而成，成分复杂，具有

多种油脂脂肪酸图谱特征，而单一食用油脂都具特定

特征图谱，所以通过对脂肪酸组成进行分析，也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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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鉴别地沟油指标之一。许斌〔9〕等采用 GC 法对广

州市不同食品量化分级餐饮单位烹调用油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92.6% 以上单位绝大部分油品都含有棕榈

油、动物油或混合油种类。全常春〔10〕等应用 GC/

MS 对精炼后地沟油进行检测，发现大量 C9~C14
烷烃（说明该地沟油已被矿物油污染或不法分子掺

兑），并检测到油脂氧化变质二级物质―己醛。王

乐〔11〕利用核磁共振对餐饮废油中地沟油、泔水油

及三种食用油在 10℃和 0℃下测定固体脂肪指数

（SFC 值），结果表明，地沟油和泔水油 SFC 值远大

于食用油。

2.4 胆固醇含量

地沟油通常为多种动、植物油脂混合物，含有大

量动物油脂。动物油脂普遍含有相对较高胆固醇，而

植物油一般不含或含有极少胆固醇，因此可通过检测

胆固醇含量判定植物油是否含有动物油脂。张蕊〔12〕

等采用 GC 法利用色谱柱对样品中胆固醇和植物甾醇

进行分离，从而鉴别样品是否混有地沟油，结果表明，

该法检出限为掺有 10% 以上地沟油食用植物油样品。

郭涛〔13〕等利用 HPLC 对地沟油胆固醇进行测定，继

而分析食用油是否掺有地沟油，发现菜籽油样品胆固

醇含量大于 50 mg/kg 时，有明显色谱峰。

2.5 电导率法

油脂属非导电物质，电导率极低，且钠盐难溶于

油脂，在正常食用油中含量很少。地沟油中残渣微粒，

含有一定量盐，还有酸败产生化合物也会使电导率提

高。电导率法操作简单，对仪器与设备要求低，是一

种快速检测地沟油方法。刘志金〔14〕等发现泔水油电

导率是普通食用油 5~7 倍，且在低温时，有析出物，

使油脂不澄清透明。胡小泓〔15〕等通过研究发现，食

用油受到污染程度越严重，电导率就越大，两者呈良

好线性关系；但只能用于潲水油含量 20% 以上样品。

2.6 薄层色谱法

地沟油经高温加热或反复使用后会产生一些极

性物质（如丙稀酰胺、多环芳烃、醛基等），虽经精炼也

不易除去；而在合格食用植物油中几乎没有。油样在

展开剂作用下各种成分在硅胶板上扩散分离，经显色

剂显色后可在板上观察到不同斑点。尹平河〔16〕等采

用乙酸乙酯与石油醚为展开剂，碘液为显色剂，对食

用油、地沟油、煎炸老油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在 Rf=0.73

处有共同斑点，地沟油在 Rf=0.4 后有明显拖尾长斑，

煎炸老油在 Rf=0.21 处有明显拖尾长斑。黄军〔17〕等

利用色谱柱分离拖尾成分进行红外分析，发现潲水油

极性化合物远大于食用植物油，是正常食用油所不含

醛、酮类化合物。据凤凰网报道，日前，上海一家公司

应用此法推出一种 10 分钟便可检测地沟油试纸，当

油品有明显极性组分拖尾现象时，即可判别是否为劣

质油。

2.7 荧光法

考虑到地沟油外源性污染物质特性，针对餐具洗

涤剂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混在地沟油里，而

食用油不含这种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刘薇〔18〕等发现，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在地沟油水相中特征荧光波峰为
λex/λem=230/290nm，而食用油则不存在，可根据油脂

荧光位置和强度进行鉴别是否掺入地沟油；但只能

用于潲水油含量 10% 以上样品。

3 结束语

（1）上述检测方法，在应用上各具优势，都可作为

检测地沟油特征指标，但对掺入地沟油量较低的食用

油都难以准确检出（如地沟油含量小于 10% 样品），有

些仅适于初步判别。因而，要准确判断食用油是否含

地沟油，必须进行多个指标检测，综合判断；所以，快

速、准确必将成为地沟油检测新方向。

（2）地沟油成分复杂，要真正成为一个规范检测

项目，还必须对取样过程中各种操作条件做一定要

求，尤其在目前检测方法中，样品前处理阶段都较复

杂且不统一，影响测定精确度。

（3）国家有关部门也应制定一定法规和采取一定

措施，加强对地沟油回收与流通环节管理，使不法商

人无可趁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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