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舌对冰葡萄酒的区分辨识研究

收稿日期：2014－07－22
作者简介：张平（1962－），男，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葡萄酒酿造，E－mail：abb2002@163.com。

优先数字出版时间：2014-09-18；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2.1051.TS.20140918.1444.005.html。

DOI：10.13746/j.njkj.2014.0221

张 平 1，冮 洁 2，胡文忠 2，季旭颖 2，刘 壮 2

（1.辽宁五女山米兰酒业有限公司，辽宁 本溪 117201； 2.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 应用电子舌对冰葡萄酒样品进行区分辨识，考察电子舌对不同种类冰葡萄酒样品的辨别能力。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和判别因子分析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在主成分得分图和判别因子图上，各冰葡萄酒样品的
落点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而互不干扰，说明电子舌能够将各种不同种类和同一种类经橡木桶不同贮藏时间的冰葡
萄酒样品很好地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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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tongue was applied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ice wine samples. All data were treated by multivariate data
processing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and distinguish factor analysis（DF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ints of each kind of
wine fell on its individual district and did not mix with each other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core chart and the distinguish factor analysis chart,
which suggested that electronic tongue was a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kinds of ice wine and wine of the same species but with different storage time
by oak b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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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舌技术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

种分析、识别液体成分的智能仪器技术，主要由传感器阵

列、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系统组成。传感器阵列对液体样

品作出响应并输出信号， 信号经计算机系统进行数据处

理后得到反映样品味觉特征的结果[1]。 目前，电子舌已经

成功应用于饮料[2-3]、葡萄酒[4-6]、白酒[1]、果酒[7]、黄酒[8]以及

调味品[9]等多类食品产品的质量评定与真伪辨识。
冰酒是将葡萄推迟采收，在-7℃的气温下，果实挂

在枝头通过自然结冰和风干， 葡萄中的糖分得到高度浓

缩，在结冰的状态下压榨、低温保糖发酵酿制而成的甜型

葡萄酒[10]。 其口感滑润，甜美醇厚，具有极高的保健功效，
被国际葡萄酒界誉为“酒中极品”“酒苑奇葩”[11]。 由于冰

葡萄酒采用特殊原料和生产工艺酿造。因此，冰酒具有不

同于一般葡萄酒的特殊、浓郁的香气和甜润的口感，构成

了冰酒独特的品质。 冰葡萄酒存在多种、 复杂的风味物

质。 因此，对其鉴别和分析比较困难。 本研究采用电子舌

技术对不同种类和同一种类经橡木桶不同贮藏时间的

冰葡萄酒样品进行较系统的区分辨识。 为鉴别冰葡萄酒

的种类、真伪和贮藏时间长短奠定基础，同时，本研究也

为电子舌等智能感官技术的进一步实际应用提供实验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冰酒：五女山冰酒原酒（发酵后未经陈酿的冰酒）、五

号橡木桶-1 （五女山冰酒原酒在橡木桶中贮藏 1 个月）、
一号橡木桶-2 （五女山冰酒原酒在橡木桶中贮藏 2 个

月），由辽宁五女山米兰酒业有限公司提供。 张裕黄金冰

谷、德国蓝冰王、森澳冰红、加拿大威代尔冰酒、加拿大

FALLS 冰酒、德国冰白等冰葡萄酒，大连市购。
仪 器：电 子 舌（Isenso, 仪 器 型 号 Smartongue），由 上

海瑞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1.2 实验方法

先用纯净水清洗探头， 然后再设置电子舌的检测参

数，设置完后电子舌开始检测样品，每个样品重复扫描

5 次，不同样品之间要用纯净水清洗探头。 检测条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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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3 数据处理
主 成 分 分 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法： 模式识别中最基本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在多元校

正、多元分析、模式识别等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它是

在保留原始变量主要信息的前提下， 将多指标问题转换

成少数几个综合指标问题，起到降维与简化问题的作用，
使得在研究复杂问题时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 综合指标

即主成分，是原始变量信息的线性组合。主成分分析结果

一般以得分图和载荷因子图表示。 主成分得分图以散点

图为基础，每个点代表一个样品，点之间的距离代表样品

之间特征差异的大小[12]。
判 别 因 子 分 析 法 (Discriminant Factorial Analysis，

DFA)：专门根据若干因素对预测对象进行分类的一种方

法，通过分析可以建立用于定性预测的数学模型。用判别

分析方法处理问题时， 通常要给出一个衡量新样品与已

知组别接近程度的描述指标，即判别函数，同时指定一种

判别规则，借以判定新样品的归属。判别函数分析用于将

未分类样本根据判别函数归类于某个预定义的组当中。
通常采用的线性判别函数通过将由样本构成的观察矢量

点乘一个系数矢量得到判别值， 根据这个判别值对样本

进行分类[12]。

2 结果与分析

2.1 冰葡萄酒样品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图 1 为冰葡萄酒样品的 PCA 分析图结果。

从图 1 可以看出，9 个冰葡萄酒样品主成分得分值

能够很好地落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而不互相干扰， 相互

之间没有重叠，说明电子舌的 PCA 法能将这 9 个冰葡萄

酒样品很好地区分开。 除了森澳冰红和加拿大威代尔靠

得比较近外，其他 7 个冰葡萄酒样品相距都较远，说明森

澳冰红和加拿大威代尔的味道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而其他冰葡萄酒样品之间差异较大。 五女山冰酒原酒和

经橡木桶贮藏 1 个月、2 个月的样品分布在图中不同区

域，说明橡木桶对冰葡萄酒风味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并

且与贮藏时间有关。
2.2 冰葡萄酒样品的判别因子分析结果

冰葡萄酒样品的判别因子分析结果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9 个冰葡萄酒样品分布在图中的

不同区域内，相互之间没有重叠，说明电子舌的判别因子

分析法能够将 9 个冰葡萄酒样品很好地区分开。 通过判

别因子法分析的冰葡萄酒样品结果与上述通过主成分分

析法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3 结论

电子舌能将不同种类的冰葡萄酒样品很好地区分

开， 也能将同一种类在橡木桶中贮藏不同时间的冰葡萄

酒区分开。说明电子舌可应用于鉴别冰葡萄酒的种类、真

伪和贮藏时间长短等方面。 同时也说明不同的冰葡萄酒

具有不同的风味，采用电子舌可简单、方便的将冰葡萄酒

进行区分。电子舌技术能够给出样品总体属性指标，具有

性能稳定、重现性好等优点。 而且与传统检测技术相比，
电子舌不需对样品进行预处理，可大大提高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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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冰葡萄酒样品的 PCA分析图

图 2 冰葡萄酒样品的判别因子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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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暨中国（贵阳）国际烈性
酒博览会启动仪式及新闻发布会在贵阳召开

本刊讯：2014年 9月 9日上午，201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暨中国(贵阳)国际烈性酒博览会启动仪式及新闻发布会
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召开，同时举办了中外名酒高峰论坛、中华名酒文化廊观摩等活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主席卜
度安·哈弗、贵阳市政府副市长高卫东，以及来自国内外相关行业协会、酒类企业的领导和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中外 100多家媒体到会
采访。
该项赛事由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组委会、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国际酒类交易所、贵阳市会展经济促进办公室承

办。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球巡回的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 2015赛事正式落户贵阳，定于 2015年 8月 26～28日在贵阳举办，并

在 2015年贵州国际酒博会期间举办中国（贵阳）国际烈性酒博览会。这是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暨烈性酒大奖赛于 1994年创办，于 1999年开设烈性酒专场大赛。先后在里斯本、波尔多、西西

里、卢森堡等世界著名酒都成功举办。该赛事与巴黎农产品大奖赛、伦敦国际葡萄酒暨烈酒大赛并列全球三大酒类赛事，是三大赛事中
唯一可以申办正赛的世界级赛事，也是唯一全球巡回举办的赛事。其国际性与专业公正性享誉全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参赛厂商最多、
评审机制最科学公正、拥有权威评酒大师最多的国际酒类比赛之一，被誉为“酒中的奥斯卡”“烈性酒中的奥运会”。历经 20年的发展，目
前，来自全球 58个国家参与评选的酒品数量也从最初的 800多款发展到 8000多款，已评选出无数个全球获奖烈性酒品。

2015年大奖赛以“世界的白酒，中国的贵阳”为主题，将有 1500款国内外酒品参赛，其中，中国酒品 500款。评委由国内外评委 96人
组成，邀请代表及参赛嘉宾 1200人左右。（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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