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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 PET瓶装食用油变质的残氧量分析 

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塑料瓶装食用油随处可见，但由于塑料本身的性能差异较大，由此包装的食

用油在贮运期间的氧化变质问题愈发突出。根据食用油的变质机理，氧气是诱发瓶

装食用油氧化变质的主因。经过对瓶装食用油顶空气体中氧含量的测试和氧气来源

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氧气残留和包装材料的氧气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食用油的

氧化进程，因此避免食用油生产过程中的氧气接触、提高瓶体整体的阻隔性及密封

性、加强包装质量检测和控制方能有效控制瓶装食用油的氧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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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主要用于日常菜肴的烹制，因其蕴含丰富的卵磷脂和不饱和脂肪酸，成

为生活必需品被人们广泛的食用。但在流通贮藏过程中油脂易受光、空气的氧化作

用而变质，失去食用价值。随着现代包装业的发达，形式多样的包装不仅能提高产

品的卫生性和运输的便利性，通过采用不同的包装材料与包装技术，能有效抑制油

脂变质，延长货架期。  

1 PET 瓶装食用油 

纵观食用油包装形式的演变轨迹可见，轻量化、低成本、小包装逐渐成为食用

油包装的主流形式，当前尤以 PET 瓶最为普遍。PET 瓶是由聚酯材料为主制成的瓶

类容器，具有无毒、透明、强度大、气密性好、质轻不易碎等特点，适合食用油的

包装贮存和运输。对于抑制油脂氧化的作用方面，研究人员曾对 18 个月后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和密封玻璃瓶装食用油进行过氧化值（POV）的比对，发现针对不同类

型的食用油，无色 PET 瓶装食用油的平均 POV 值较无色玻璃瓶高出 24.49%，这意味

着无色 PET 瓶装食用油的氧化速率略高于无色玻璃瓶装食用油[1]。由此看来，虽然

PET 瓶具有上述种种优势，但其减缓油脂氧化变质速度的能力逊于玻璃瓶。下面，

将从油脂的变质机理层面上分析造成食用油氧化变质的主要因素。 

2 油脂的变质机理 

导致油脂发生酸败变质的因素很多，脂肪酸的构成、空气的含量、微量金属等

助氧化剂，以及高温、光线等都会不同程度的促进油脂氧化的发展，总体呈现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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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氧化方式：自动氧化、光氧化和酶氧化。油脂的自动氧化是指室温下，不饱和脂

肪酸和空气中的氧在未经任何直接光照、未加任何催化剂等条件下的完全自发的氧

化反应[2]。油脂在灌装、贮藏中难以与氧气隔离，因此自动氧化是导致油脂氧化的

主要诱因，这也成为现代食用油工业包装技术的一大难题。 

3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残氧量分析 

3.1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残氧量测试 

从超市中选购生产日期相同的同品牌花生油 6 瓶，容量 1L，PET 材质，螺纹 PP

盖、封口膜密封，将其置于室温避光处进行 300 天的贮存。每隔 60 天采用顶空气体

分析的方法对其 PET 瓶顶部空气的氧含量进行测试，以了解氧气的存在、变化趋势。

顶空气体分析是指利用测试仪器中的氧气传感器定量分析密封 PET 瓶内的氧气含量，

该方法可以准确对氧气比例迅速的做出评价。试验仪器采用顶空气体分析仪（HGA-02，

济南兰光），试验过程如下：将橡胶密封垫紧贴在 PET 瓶上部空气层的部位，使取样

针头从橡胶密封垫中间部位刺穿瓶壁，仪器自动开始样气采集与分析。测试数据见

表 1： 

表 1 六样品各阶段顶空气体含氧量测试 

测试时间 0d 60d 120d 180d 240d 300d 

样品代码 1# 2# 3# 4# 5# 6# 

氧气含量比例% 1.90 1.87 1.86 1.89 1.96 2.05 

上述数据反映了试验期间各样品在不同时期的 PET 瓶顶部空气的含氧量比例，

一方面验证了食用油经严格灌装、密封后，PET 瓶顶部空气中总会存在一定量的氧

气，这些残氧会持续的与油脂中的脂肪酸发生反应而被消耗，推进油脂氧化进程。

另一方面，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PET 瓶顶空气体中氧含量呈现一种非显著性的上

升趋势。这存在多方面的可能：（1）六件样品的初始顶空气体含氧量存在较大的差

异；（2）若六件样品初始顶空气体含氧量较为一致，那么外界氧气的侵入则是造成

后期 PET 瓶顶空气体中含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将对 PET 瓶顶空气体中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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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来源进行深入分析，以验证上述两种可能的现实性。 

3.2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顶空气体中氧气来源分析 

3.2.1 食用油加工密封过程中氧气的残留 

食用油的加工通常分为榨制和精炼两个阶段，这一过程中输送泵不仅是油脂运

输贮藏的通道，同时也是氧气融入油脂的主要途径。另外，食用油包装的“预留容

量”也会使瓶内存在大量的空气。如果两方面的氧气残留量较大，那么就可能造成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初始顶空气体中含氧量的上升。 

3.2.2 包装的氧气渗透性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通常采用 PET 材质为瓶身、PP 材质为瓶盖构成其与外部环

境的阻隔屏障。从微观来看，所有物质都在不断进行着分子运动，气体分子也不例

外。氧气原子或分子碰撞到聚合物表面，发生溶解，当其在聚合物的高浓度侧表面

达到溶解平衡的时候，浓度梯度差会促使氧气向聚合物低浓度侧扩散，经过解吸完

成氧气的渗透过程。整个渗透过程的快慢取决于两个因素：氧气分子对于聚合物材

料的溶解度参数和扩散系数[3]。由于 PET 和 PP 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聚合物材料，因此

其氧气的渗透性有所差别。下面借助 OX2/230 氧气透过率测试仪，针对 PET 材质为

瓶身、PP 材质为瓶盖的食用油瓶的氧气透过率展开了一番试验，试验情况及结果见

表 2： 

表 2 塑料食用油瓶氧气透过率测试结果 

样品型号 样品规格 样品形式 氧气透过率 cm3/pkg.d 

1# 

1L 

PET 瓶，无盖 0.0756 

PET 瓶，PP 盖 0.0813 

2# 

PET 瓶，无盖 0.0806 

PET 瓶，PP 盖 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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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T 瓶，无盖 0.0791 

PET 瓶，PP 盖 0.238 

通过比对带 PP 盖和无盖的 PET 瓶整体氧气透过率的测试结果发现：三件带盖样

品的氧气透过率均大于无盖样品，且各件样品的增幅有所差异。例如，样品 1#与样

品 2#，加盖 PET 瓶的氧气透过率仅比无盖瓶增加了少许，而样品 3#则增加了 2 倍。

这是由于瓶盖所用 PP 材料对氧气有一定的透过性，其氧气透过率大约为 PET 同等材

质的 20-30 倍，另外，瓶盖处的泄漏问题也是导致样品 3#两种形式氧气透过率差别

较大的原因。这将对食用油贮存期间的氧化控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4 密封 PET 瓶装食用油残氧量的控制 

4.1 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手段 

为了防止生产过程中氧气的残留，基本的原则是在生产、储藏环节中最少限度

的混入空气。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避免油脂经空气进

入储罐；（2）油脂中添加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的 TBHQ 抗氧化剂[2]；

（3）油脂中添加天然抗氧化剂——维生素 E，实现抗氧化效果的同时兼具良好的抗

菌性；（4）采用充氮保鲜工艺，即在生产过程中将氮气持续充入储罐，使食用油全

程受到氮气的保护。氮气属惰性气体，性质稳定，当其被充入储罐后溶解在食用油

中，如此避免氧气的接触，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氧化反应。 

4.2 包装过程中的控制手段 

一方面，灌装过程可以继续沿用充氮工艺，将每瓶食用油充氮，以减少瓶顶部

空气中的氧气残留；另一方面，合理的包装选材和加强包装质量检测也是瓶装食用

油残氧量控制的有效手段。PET 瓶带盖和无盖两种形式的氧气渗透性的测试已经证

明，不同包装材料的氧气渗透性差异很大，而且瓶盖的透氧性将对瓶子整体的透氧

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除了采用高阻隔的材料做瓶身外，瓶盖的阻隔性能也是选

材的考虑要点。 

除此之外，PET 瓶整体的密封性是保障食用油贮藏期间品质的基础，也是包装

材料发挥阻隔性能的前提，日常包装中加强此方面的质量检测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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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短期内大批量氧化变质的发生。当前包装密封性相关的检测标准主要有 GB/T 

17374-2008（执行 GB/T 17344-1998）、GB/T 17344-1998、ASTM D5094-2004、ASTM 

D4991-07 等。上述标准的原理较为一致，即采用技术手段使内装油脂的包装瓶内外形

成一定的压力差，保持一定的时间后不应有渗漏，该包装密封性可算合格。但就目前企

业的检测情况看来，仅有部分规模化食用油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密封性检

测，大量中小企业仍采用简单的倒置验漏方法，如此低标准难以保证瓶装食用油在贮运

过程中复杂条件下的密封稳定性，这为货架期内的食用油的品质埋下了安全隐患。 

5 总结 

目前，我国食用油包装逐渐走向轻量化的发展方向，塑料瓶装食用油随处可见，

但由于塑料本身的性能差异较大，用此包装的食用油在贮运期间的氧化变质问题愈

发突出。根据食用油的变质机理，氧气是诱发瓶装食用油氧化变质的主因。经过对

瓶装食用油顶空气体中含氧量的测试和氧气来源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氧气残留和包

装材料的氧气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食用油的氧化进程，因此避免食用油生产过

程中的氧气接触、提高瓶体整体的阻隔性及密封性、加强包装质量检测方能有效控

制瓶装食用油的氧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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