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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表面温度：非接触式的测量方法和质构感觉内涵

                         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非接触式和非

                侵入性的测量舌面温度的方法，并研究口腔温度对舌面触觉

            和食品质构辨别能力的影响。

Figure 1. Images (160 × 120 pixels) of one 
representative subject and corresponding 
histogram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fter 
his/her mouth rinsed with water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 cold water (0℃), (b) cool 
water (20℃), (c) warm water (37℃) and 
(d) hot water (45℃). 

Figure 2. Correlation between capability of 
shear viscosity discrimination and the 
vibratory perception sensitivity: (a) rinsed 
with 0℃ water; (b) rinsed with 20℃ water; 
(c) rinsed with 37℃ water; (d) rinsed with 
45℃ water

                                                            负责这项研究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吕聪展示                             

                                                    了如下研究成果：该研究利用红外热成像仪（

                                            已用数显温度计校准）建立了一种新的实验方法来测

                                      量舌面温度。这种方法不仅使温度可见，而且快速准确。

                              图为经过物理因素处理过（用0、20、37 和45℃分别漱口后）

                    的红外热像图，舌面温度变化为 20.6、26.7、33.6和37.7℃。另外，

                 舌面，尤其是舌尖处的温度亦会因使化学因素（5、10、20 ppm辣椒

                 素溶液处理舌面）而使舌表面温度升高。例如，使用20 ppm辣椒素溶        

                 液处理舌面60秒后发现舌尖温度升高了1.34℃。红外热成像方法也可

                 用于监测口腔加工过程中食物的温度变化。

                       使用Semmes-Weinstein单丝、Bio-Thesio-met和Touch-Test®

                 两点阈鉴别器测定在辣椒素和口腔温度影响下的舌面轻触觉、振动觉                 

                 和两点辨别觉阈值。结果表明辣椒素溶液对舌面的触觉灵敏度无显著

                 影响；不同的舌面温度对舌面的轻触觉阈值和两点辨别觉阈值无显著

                 影响，但是显著影响了舌面的振动觉阈值（P<0.05）。随着舌面温度

                 的升高，振动觉阈值呈现出减小的趋势。 

                        制备了一系列麦芽糖糊精溶液（剪切黏度范围为50-100mPa·s）并    

                 邀请20名健康志愿者（10名女性和10名男性）参加了黏度感官测试以

                 探索辣椒素和舌面温度对食品质构感官评价的影响。结果发现舌面经

                 辣椒素处理后，明显提高了感官灵敏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剪切黏度辨

                 别和振动觉阈值呈较好的正相关性（图2），而与轻触觉和两点判别觉

                 阈值之间没有相关性。本项研究表明，辣椒素提高了舌表面温度，提

                 高了舌面的振动觉灵敏度，从而提高了口腔的质构感官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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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结果已投稿Journal of Tex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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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ooj Chaudhry，巴基斯坦人，于近

期加入食品口腔加工实验室攻读博士学

位。先前，她分别在拉合尔大学和拉合

尔兽医与动物科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

硕士学位。在来杭州之前，Urooj曾在

Minhaj大学食品和营养学院担任讲师。

她获得了中国政府CSC奖学金，其研究

将侧重于behavior of oral mono-layer及

其对口腔感觉的影响。通过这项研究，

她将探索人类口腔感觉环境的新领域。

陈伟 (Levi) 本科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目

前于浙江工商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他的研

究内容主要为老年人膳食流变特性的研究。

陈伟现为食研1701班党支书，研究生会体育

部干事，平时喜欢运动、听音乐和看电影。

王兴群 (Joy) 本科毕业于浙江工商大

学,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将在食品口腔加

工实验室着重于口腔摩擦学研究。王

兴群平时喜欢运动，特别是羽毛球。

章一帆 (Ivan) 本科毕业于浙江科技学

院，他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建立口腔咀

嚼效率的高效研究方法。章一帆现为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会文艺部干事，平

时兴趣爱好是唱歌、听音乐。

                     符琼（Fu Qiong)，湖南

                       怀化人,于大连民族学院 (

                       现大连民族大学) 生物工

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于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

室食品科学专业 (导师：林亲录教授) 获

工学硕士学位。他曾在张家界金鲵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担任生产部门

经理兼研发部副经理。随后，符琼在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担任讲师并在

浙江工商大学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口腔加工实验室攻读博士

学位。目前他主要从事食品乳状液口腔絮凝行为、机制与应用的研究。

喜讯
Dr. Christos Ritzoulis，

食品口腔加工实验室成

员，浙江工商大学特聘

专家, 最近获得 ATEI Thessaloniki 食品科技系

食品化学专业教授职称。Christos在食品胶

体和食品口腔加工中的胶体行为等研究中取得

了很好的成就，他想要感谢食品口腔实验室的

所有成员，并希望他的贡献能够延伸到未来的

项目中以产生最大的科学效益。

2017级博士研究生

17
级
硕
士
研
究
生

受
邀
演
讲

2017年11月10日，杭州，

陈建设教授受邀参加浙江

省营养学会举办的钱江临

床营养论坛，并做题为“营

养（物）的食物载体—结

构与功能”的报告；

2017年12月2日，泰州，陈建设教授受邀参加中国特

殊食品合作发展会议，并做题为“老年人群的饮食能力

和老年食品的质构设计”的报告；

2017年8月6日，北京，王鑫淼
博士受邀参加泰莱集团举办的第

一届质构科学在乳制品中的应用

专家会议，并做题为“乳制品中

与脂类相关的感官评价：机理和

表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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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erra(新西兰)研究总监 Mark Malone博士最
近访问了食品口腔加工实验室。Mark在食品和乳
制品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在英国的联合利华
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工作后于2005年加入
恒天然。Mark在访问期间与实验
室成员分享了他对食品科学研究
和消费者研究的看法和经验。

Ofir Benjamin博士是Tel Hai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讲师

和研究员。他的研究专长涉及食品感官、食品结构和

乳品感官方面技术的研究。Ofir最近的工作是使用先

                   进的感官技术处理减盐奶酪的味道特征。
                       

Markus Stieger 博士是荷兰瓦
赫宁根大学人类营养学部食品技术与感
官科学副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
物口腔行为和食物结构转化为感官知觉
的工作，其有助于营养物质的摄取和传
递，建立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Alexandra Cury 博士是Wiley的
副编辑，她曾在出版行业业工作了
5年并在Elsevier开始科学杂志出版                            
           工作。此后，她加入Wiley
            的内部编辑团队并为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WIREs）和当前的期刊协
           议中编辑书名。

    钟必恒博士一直致力于由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

公司赞助的课题项目。茶的一般感官属性被分为

味觉 (如苦味、甜味)、香味（如果味) 和口感 (如

涩味、圆润）。“回甘”是评价高品质茶叶的必要

条件之一，研究“回甘”的机理对茶饮料设计非常

重要。本研究的感官志愿者在浙江工商大学招

聘，并为他们提供为期四个月的茶感官培训。

茶的“回甘”与其他感官属性的相关性如右图所

示。目前，钟必恒博士正在研究人的唾液与茶

汤混合前后的润滑特性。 PCA on sweet-after-taste with 
other sensory attributes

    覃兰茜目前正在从事唾液生化成分分析的相关工作。根
据不同年龄、性别、饮食习惯的人群在唾液流率及唾液生
化成分上的区别，她希望能够运用口腔生理学相关知识去
描述不同人的饮食能力。在实验过程中她还发现不同的人
的唾液性状会有非常大的区别，且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时间
内恢复。比如，一个全身紧张并且睡眠不足的人，他的唾
液流率会明显下降，并且唾液的颜色也会变黄变浑浊，而
这在充分休息后会得到改善。

    刘欢目前正在研究中国人群唾液的流变学行为，
包括剪切黏度与拉伸黏度，旨在研究老龄化对唾液
流变学的影响。在Enrico Hadde 博士的帮助下，
她可以借助高速摄像，量化并分析唾液的拉伸流变
行为，如下图所示。借用高速摄像可将唾液的拉伸流
变行为可视化，她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认识口腔生理的变化尤其对饮食感官行为的影响。

未刺激性唾
液的伸拉性
能较好

刺激性唾液
的伸拉性能
较差

-27ms         -10ms           0ms          40ms          83ms        100ms

    -27ms      -10ms          0ms           1ms           3ms           4ms  

Dynamic behavior of saliva using high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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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设 教授

      邮箱: jschen@zjgsu.edu.cn , j.chen@food.leeds.ac.uk

      办公室地址: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415室

      电话: (00)86 571 28008904 传真: (00)86 571 28008900; 

      网址: www.spxy.zjgsu.edu.cn  

      实验室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学正街18号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食品口腔加工实验室（337室、425室）

           本期编辑：吕聪、章一帆

          (邮箱: lvcong47067434@outlook.com)

        （ 欢迎扫右方二维码关注FOP微信公众号）

                                           van der Glas教授和刘婷目前在研究用一固体人造颗粒测试人的咀嚼效率，作为评价咀嚼
                             能力的一项重要生理指标。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待测物粒径变成原粒径一半(X50)时所需咀嚼次
                             数N(1/2-X0)来计算并评价咀嚼效率。在此次实验中共招募了8名健康的志愿者,并为他们分别
                             提供特定形状、体积和数量的Optosil颗粒，要求他们咀嚼一定的次数。利用筛分法将每次试
                             验的嚼碎物经10个不同标准孔径筛的网滤过，计算不同孔径滤过物的重量的百分比，并绘
制Rosin-Rammler分布图，通过分布图计算并得到N(1/2-X0)。实验结果表明：在测试咀嚼效率时咀嚼两个或四
个长方体颗粒(9.6mm×9.6mm×4.8mm)相对于传
统的立方体颗粒(8.0mm×8.0mm×8.0mm)需要更
少咀嚼次数。此外，他们还发现，咀嚼效率相比
咀嚼行为更适合作为咀嚼能力的生理指标。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九届
中美食品业高层论坛( 2017.11.8-9 )

食品科学与营养四校联盟—食品工业论坛国际会议
(2017.12.17-18)

获得项目
雀巢：雀巢佳膳营养补充剂质构性质分析。
圃美多: 面条质构测试。
中国科技部十三五计划重点专项：食品风味与品
质评价及加工适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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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中国科技部十三五计划重点专项启动会议

会议消息
■第十七届食品胶体会议，利兹大学,   2018年4

月8 -11日; (http://www.foodcolloids2018.co.uk)

■感官科学国际会议, 北京，2018年4月27-28日 

  (iwss2018@163.com)

■第五届食品口腔加工会议，英国诺丁汉大学，

2018年7月1-4日。(http://www.nottingham.ac.uk/

conference/fac-sci/biosciences/fop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