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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工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对要仿制香皂的香气进行嗅辨分析，确定出其香韵组成及其香气组合，该香皂的香韵为柠檬柑桔类果 

香、青香、醛香、辛香、草香、琥珀香 、动物香等。根据皂用香精的调配原则 ，选取各种不同的天然与合成的单体香原 

料，对该香皂香精进行仿制；并对其进行香气的三角试验和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仿制香精的关键是着重突出类 

似柠檬的柑桔果香；仿制的香精香气新鲜、透发、和谐并且具有很好的留香 ；其香气与标准样品相比非常逼真；且 

稳定性能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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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是香皂的主要感官指标 ，它 的好坏对香皂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众多的香皂香型中 ，柠檬香 

型由于其清新的特点而颇受人们喜爱。有一些知名 

品牌香皂就是柠檬香型 ，其 中 Zest(爵士)香皂就是 

其中的一种 ，它具有新鲜 的柠檬香气以及长效 的留 

香因子，能使清新提神 的香气长时间停 留于肌肤表 

面，独特的柠檬香气沁人心脾，能使人精神倍增。鉴 

于柠檬香型优 良的香气 品质 ，该香精 的调配就显得 

非常必要。 

1 实验 部分 

1．1 皂用香精调配的注意事项 

香皂 的组成主要是高碳脂肪酸 的钠盐与一些填 

料、添加剂与水 ，其中高碳脂肪酸是来 自动物、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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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脂肪或油脂 ，它 的钠盐往往仍带有一定的脂肪油 

腻气息，使制成的皂基带有不良的气息。此外，皂基 

中还有一定的游离碱，这都是皂用香精选 用香料 品 

种与其用量 多少时要考 虑和注 意的。在香 精处方 

时，应根据该香皂的皂基与皂体的具体情况和要求 

来周密考虑香料的选用 ，还应通过应用试验 的考证 

来确定香精配方。 

1．2 皂用香精的调配原则 

在调香时 ，选用香料要与香皂 的物理化学性能 

相适应 ，如香皂 pH值 的高低、色泽要 求 、与香皂介 

质的配伍适应性等。 

香精对人的皮肤、头发、眼睛要安全。由于香皂 

主要是用于清洁皮肤 ，在选用香料品种与用量时要 

避免对皮肤产生刺激或引起过敏的后果。要与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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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条件相适应，要有一定掩盖皂体中某些不 良 

气息的能力。香原料 的价格要适当，同时要考虑香 

原料 的来源。 

1．3 皂用香精的调配 

日用化学 品香 精 的调香技 艺为 ：论 香气 、定 品 

质、拟香气 、制配方。进行香精 的处方时，首先要明 

白各种香气的性质和能辨别各类香气的品类等级， 

随后根据要求进行香气的拟 配，直到取得符合应用 

的香精配方 ，可概括为：明体例 、定品质 、拟配方 。 

所谓明体例就是运用论香气 的知识和辨认香气 

的能力 ，明确要设计的香精应该用哪些香韵来组成 

哪种香型。 

香型决定好了以后 ，就是要根据上述皂用香精 

的要求来选择香料的品种及质量等级。 

定完香型选择好香料以后就进人实质阶段，即 

把所选用的各种香料根据理论和 自己的经验按照不 

同的比例草拟 出几种配方 ，然后 配制成小样 (一般 

配制出 lOg)，用闻香纸辨其香气的优劣强弱 ，观察 

其持久力，分辨香气是否纯正、圆满、和谐，从中选出 

比较优秀的配方 ，进行香气 的三角试验 ，再对这个配 

方的不足之处加 以修改，重新调配，直至满意为止。 

然后将此香精小样加人皂体 中，辨其香气的变化情 

况 ，并进行稳定性试验 ，如有缺点 ，再进行修改 ，这样 

经过反复的锤炼调配出最终的香精  ̈。 

1．4 香气的三角试验 

为了考察仿制香精与标准样品是否能够被人们 

区别开，进行香气辨别 的三角试验 ，该试验符合二项 

分布的统计规律 。 

1．5 稳定性试验 

为了考察仿制香精在皂中的稳定性，进行香精 

的稳定性实验。将仿制香精 以 1％的加香量加人皂 

体中，分别在窗 口日晒 、室温 、37℃恒温箱 、45℃恒温 

箱等不同条件下放 置，其 中标准样品保存在 5℃ 的 

冰箱 中。对不 同存储条件下的样品就其外观 、香气 

与标准样品进行 比较 ，观察其变化。每次比较时将 

5种存储条件下的样品先恢复到室温再与标准样品 

进行比较。其评判标准如表 1所示。 

表 1 稳定性实验的评判标准 

该稳定性实验进行 3个月 ，每隔一天对香气和 

皂体外观进行辨析，记录每次的观测分值 ，最后统计 

稳定性总分值 ：S=每次测的分值之和／总检测次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香皂香精的香韵组成及其香气组合 

通过嗅辨分析 ，要仿制的香皂其主体香韵为柠 

檬、白柠檬等柑桔类果香，还具有极其优雅的青香、 

醛香 、辛香 、木香 、草香 、琥珀香 、动物香、格蓬类膏香 

等香韵。 

其香气组合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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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 皂 香 精 的香 气 组 合 

2．2 香原料的选择 

通过对香皂的香气进行 嗅辨分析以及上述皂用 

香精调配注意事项和调配原则 ，所选仿制香皂香精 

的香原料如下所示 ：果香 (柠檬油 、香柠檬油、甜橙 

油 、柠檬二乙缩 醛 、柠檬腈 、柑 青醛 、山苍子油 )；木 

香(柏木油、甲基紫罗 兰酮 、广藿香油 、甘松油 、柏木 

脑、乙酰基柏木烯 、异长叶烷酮 、柏木烯醇)；动物香 

(二甲苯麝香、佳乐麝香 、麝香 105、酮麝香、麝香 T、 

葵子麝香 )等 。 

2．3 参考配方 

经过拟订配方 ，调配小样 ，并通过配方实验 ，反 

复嗅辨对比，经过修改 ，调整配方 中的香料及用量 ， 

初步定下实验香精的配方。 

将初步定下配方的香精小样加到皂体 中做成产 

品 ，进行香气的三角试验和稳定性试验 ，进一步检验 

仿 制香精 的香 气特征及稳定性 。经反 复调 配与修 

改 ，最后确定仿制香精配方如表 2和表 3所示 。 

对该仿制香精进行嗅辨分析，其香气透发飘逸、 

和谐、逼真，与标准样品相比，香气非常接近。 

在该香精的调配 中，要注意果香 的透发性 、协调 

性及其持久的留香特性。仿制香精的要点在于着重 

突出具有类似柠檬的柑桔果香并稍带橙花鲜韵花 

香、丁香样辛香、似香紫苏的琥珀膏香以及似橙叶样 

的青滋中微有木香的基体香气 。 

配方中柠檬油、甜橙油、香柠檬香基能够赋予香 

精天然感 ，并体现仿制香精 的柠檬柑桔类香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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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皂香精 仿制配方 

体香韵 。叶醇与乙酸叶醇酯香气协调 ，能够增 加柠 

檬果香的新鲜感 。少量醛香能够增加主体柠檬柑桔 

类果香的透发性 ，并且醛香原料 甲基壬乙醛具有类 

似柠檬的头香。女贞醛具有鲜青、强烈的叶青香气， 

带有新鲜的柑桔香，包含柠檬香的新鲜的酸辣气，它 

有天然感与凉感 ，又有浓 的底韵 ，在配方 中能与木 

香 、草香很好和谐 ，与格蓬浸膏 、柑桔类 油同用效果 

非常好 。柑青醛香气新鲜有力 ，它具有 的柑桔类青 

皮的果香留香持久 ，它对香柠檬及其他柑桔类香气 

有很大影响，对多种香型可增鲜 ，它与配方中的柏木 

油和甲基紫罗兰酮能很好的协调和合。二氢月桂烯 

醇香气清甜有力 ，具有新鲜辛辣 的柑桔、松柏等香 

气 ，且有 白柠檬 、古龙气息 ，在香精 中可赋予新鲜感 ， 

能够增浓柠檬柑桔类香型 ，与女贞醛 同用可创新香 

型。柠檬腈的香气尖刺有力 ，带有油青气的新鲜柠 

檬果香 ，在配方中要注意其用量 ，用量适当可增加香 

气强度 ，但过量容易导致香气不协调。 

2．4 三角试验结果 

将仿制香精 进行三角试验 ，结果 为 ：有 6人选 

对 。根据统计分析 ，在 5％的显著水平下 ，二项分布 

在概率 P为 1／3，n为 30的条件下 ，16人选对为拒 

绝 H。的临界值，而试验结果选对人数为 6，远小于 

16，故接受 H。，仿制香精的香气与标准样品香气比 

较没有差别 。 

2．5 稳定性 实验结果 

仿制香精 经过 3个月的稳定性实验 ，对其外观 

和香气与标准 样品进行 观测 比较 ，在 窗 口 日晒、室 

温、37℃恒温箱等条件下存储样 品稳定性得分 为 5， 

即与标准样品比较没有变化 ，香精稳定。在 45℃恒 

温箱中存储的样品，稳定性得分为4．5，即与标准样 

品比较有轻微变化。因此 ，该仿制香精加入皂体 ，在 

温度不超过 37℃的条件下稳定性能 良好。 

3 结论 

(1)确定出了要仿制香皂香气 的香韵与香气组 

合，要仿制香皂的香韵为柠檬柑桔类果香、青香、醛 

香 、辛香、木香、草香、琥 珀香 、动 物香 、格蓬类 膏香 

等 。 

(2)仿制香精的关键是突出具有类似柠檬的柑 

桔果香。仿制香精 的香气新鲜、协调、透发、留香持 

久，其香气与标准样品比较非常接近。 

(3)仿制香精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能 ，在 37℃、室 

温和窗口日晒等储存条件下，香精稳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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