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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 DHA 藻油之氧化安定性及其衍生之油耗氣味成分之研究

楊楷民  江伯源* 

摘  要  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DHA)於近年來深受營養、保健業者所重視。然而其氧化安定性差

造成品質劣變，使得應用上有所限制。本研究在不同溫度下觀察富含 DHA 藻油的劣化，並以 Arrhenius 方程式評估

產品在不同狀況下的保存時間。油脂氧化所生成之揮發性成分為油耗味來源，其與風味劣變緊密相關。本研究以頂空

法配合固相微萃取技術(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進行吸附富含 DHA 藻油的氧化揮發物，並以氣相層析

質譜儀分析其組成。吸附過程中可藉由攪拌協助、調控溫度(50℃)，在適當的吸附時間(30 分)下，增加容器上部空間

的揮發物含量。結果顯示 Carboxen®/Polydimethylsiloxane (CAR/PDMS) 的纖維塗層對於油脂氧化揮發物有較佳

靈敏度。本研究開發的藻油氧化揮發物分析方法，有助於研究藻油品質並作為感官評價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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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xidation stability of DHA rich algae oil and 

its derived off-flavor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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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HA supplements is an important item of nutrimental and health business. However, the oxidation 

stability restricted its application. In this study, we measured the oxidation stability of DHA rich algae oil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The derive function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shell life of DHA rich algae oil. Moreover, 

the volatile compounds during lipid oxidation which been considered as off-flavor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sensory quality of oils. We conducts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 on the head space of the container of 

oxidized DHA rich algae oil for adsorbing the volatile compounds. The volatile compounds were further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and mass spectrometry (GC/MS). The sensitivity of volatile compounds can 

be improved by agitation, temperature control (50 ℃ ) and appropriate adsorption time (30 minutes). 

Furthermore, the Carboxen®/Polydimethylsiloxane (CAR/PDMS) fiber shows better sensitivity.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for analyzing the volatile compounds of oxidized DHA rich algae oil may 

support the study of oil quality and sensor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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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 DHA)

為 n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主要活性物，自從 1972 年研

究報導了富含 DHA 海洋食物對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有治

療作用以來，吸引許多學者投入研究 DHA 對生理活性表

現，已陸續發現它們對人類的許多疾病和身體失調有預

防和治療作用，特別是心血管疾病、緩解體內發炎及過敏

反應[1]。而近期研究所顯示出 DHA 為細胞膜主要組成，

對於大腦發育與視網膜功能相當重用，逐漸被認為 DHA

是從懷孕、嬰幼兒、銀髮族等各年齡所需補充之營養品，

而非早期所認知的改善慢性疾病之功效[2]。有研究報告指

出 DHA 於 2011 年產值 25.4 億美元，預估在 2016 年產

值達 34.7 億美元，約有 36%的成長幅度[3]。目前 n3-

PUFA 作為嬰幼補充品為主(約占總產值 40%)，這是由於

嬰 幼 兒 大 腦 生 長 發 育 快 速 需 要 較 多 DHA ， 因 此

FAO/WHO 建議於嬰兒奶粉應添加 DHA。 

相關文獻顯示人類自身 DHA 合成(轉換)率極低，需

由飲食直接攝取才可滿足生理所需。雖然魚油可做為

DHA 補充來源，但是魚油的脂肪酸組成及產量會隨季節、

產地、魚種等而變化，且脂肪酸組成十分複雜，可供給之

DHA 相當有限。目前所面臨到海洋污染、過度捕撈及生

態失衡等問題，限縮於魚油的供應量並提高生產成本，促

使的許多研究學者找尋可替代性之來源[4,5]。近年市面上

陸續出現磷蝦油及藻油提供消費者新的選擇。藻油生產

受限於藻種能力，目前業界生產以破囊壺菌為主，其可運

用生物工程技術進行規模化發酵培養，於製程亦可排除

重金屬以及環境荷爾蒙之影響，有效避免外界污染的機

會 [4,5]。近期市場研究報告顯示藻油產品於市場之複合年

均增長率(2015~2022)高達 9%，藻油本身高 DHA 劑量、

植物性來源及綠色工業等議題，提高素食者及環保人士

的接受度，便於市場開拓及推廣[3]。

油脂氧化安定性會造成加工製程限制、感官接受度、

營養價值變化及潛在毒性物質產生。環境所存在之氧、水、

光、熱、微生物等都會促使油脂氧化發生，而脂肪酸本身

的高不飽和度也容易遭受自由基攻擊[6,7]。一般油脂產品

會因為水解或氧化而變質酸敗，使中性脂肪分解為甘油

和脂肪酸，或使脂肪酸上雙鍵斷裂成過氧化物，再依次分

解為低級脂肪酸、醛類、酮類等物質，其揮發性物質具讓

人不悅感，我們以油耗味(off-flavor)稱之 [7]。油脂與空氣

中的氧接觸會產生自發氧化發生，這種氧化反應一旦開

始，就會持續進行到氧氣耗盡或自由基與自由基結合產

生穩定的化合物為止。它是一種包括起始期( initiation 

stage )、連鎖反應期 ( propagation stage )、終止期

( termination stage )三個階段的連鎖反應，即使添加抗

氧化劑也不能阻止氧化的進行，只能延緩反應的誘導期

和降低反應速度[6]。 

於本研究首先分析 DHA 藻油脂肪酸組成及品質，

並藉由加速實驗了解其氧化安定性。由於 SPME 進行異

味吸附與吾人所聞到的氣味最相似，因此研究利用 SPME 

進行以頂空法進行吸附，並結合 GC/MS 分析，以鑑定揮

發性化合物組成。於本研究針對 DHA 藻油以 SPME 吸

附其氧化揮發物，並探討纖維塗層種類、環境溫度及攪拌

轉速，以評估最佳吸附條件，並探討 DHA 藻油氧化異味

組成之探討。 

二、材料與方法 

(一) 實驗材料 

本實驗所選用之 DHA 藻油為味丹企業所生產製造，

並以冷凍保存備用。另以血清瓶秤取 100 g 藻油，置於

烘箱以 100℃加熱 24 小時，以氧化 DHA 藻油稱之，並

以過氧化值評估其品質狀態。 

(二) 油品品質分析

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進行過氧化值 (peroxide

value, POV) [8] 及酸價 (acid value, AV) [9] ，茴香胺法

(anisidine value, р-AV)及分光檢測主要參照 EEC No 

2568/91 [10]，其分光品檢測以正己烷將藻油稀釋至濃度

10 mg/ml，置於分光儀評估波長 234、270 及 280 之吸

光值。 

(三) 脂肪酸組成

依據魚油中二十碳五烯酸及二十二碳六烯酸之檢驗

方法[11]，進行脂肪酸組成測定，並以面積歸一法，並將各

脂肪酸含量以百分比表示。 

(四) 油脂氧化安定實驗 

稱取 5 g 油脂樣品於反應試管，以 Rancimat 油脂

氧化安定性測定儀（Metrohm model 734, Switzerland）

設定環境溫度為 70,80,90,100 110 與 120℃，測定藻油

氧化誘導時間，並配合空氣流量 20 L/hr 使其充分反應。

誘導時間原理主要檢測電導度變化以切線法（tangent 

method）所求得，當誘導期所需的時間愈長表示氧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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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愈高。 

(五) SPME 吸附參數

添加內部標準品 3-methyl-3-buten-1-ol 於氧化

DHA 藻油(10μg/mL)以評估頂空法之效益。本實驗中秤

取 3g 樣品置於附有 Teflon 橡膠墊之鋁蓋之圓柱型玻璃

瓶(20mL)，以水浴調控環境溫度(室溫、40 及 50℃)，

並以磁石攪拌(100 rpm)待平衡 5 分鐘後，分別評估兩

種市售不同 SPME-fiber：(Ⅰ) Polydimethylsiloxane/ 

Divinylbenzene (PDMS/DVB)及(Ⅱ) Carboxen®/ 

Polydimethylsiloxane (CAR/PDMS)之吸附效果，並評

估吸附時間長短(15、20 及 30 分鐘)與揮發物濃度關

係。 

(六) 揮發性成分之分析與鑑定

將所吸附之 SPME 以 GC/MS 進行分析，分析系統

為；GC 型號 HP6890 series GC-system，MSD 型號：

5973 Network Mass Selective Detector。毛細管柱：

DB-1 (長度 60 m，I.D 為 0.25 mm，膜厚為 0.25 μm)，

載體氣體：氦氣、流速 1 mL/min。離子化電壓：70 eV。

離子源溫度：230℃ 。升溫條件：初溫為 40℃ ，維持

3min，之後每分鐘上 10℃ 至 270℃，維持 3 min。 

(七) 統計分析

將實驗數據，藉由統計分析軟體 SAS(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進行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和 Duncan 多變域分析(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DMRT)，比較其差異顯著性，顯著水準為α=0.05。 

圖 1. DHA 藻油氧化動力學評估 

Fig. 1 The reaction rate constants (K) with Arrhenius equation of DHA Rich algae oi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Ⅰ) Temperature coefficients (TCoeff, K
-1) were determin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lines generated by regressing 

Ln (k) vs. the absolute temperature (T, K): Ln(k)=a(T)+b. 

(Ⅱ) Activation energies (Ea, kJ/mol) and pre-exponential or frequency factors (A, h-1) were determined from 

the slopes and intercepts, respectively, of the lines generated by regressing Ln (k) vs. 1/T using the Arrhenius 

equation: Ln(k)=Ln(A)-(Ea/8.314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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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 氧化安定性分析 

油脂品質主要會由於生物來源、脂肪酸特性、提煉

方式及精製步驟，使其氧化特性有所差異。油脂氧化是最

常見品質低下之主因，其生成之氫過氧化物為極度不安

定，可能隨之降解成另一產物。因此油品品質監測管理即

為重要，會隨著氧化程度不同所監測項目也隨之不同，如

氧化初期的主要產物，可以透過氧化價、二甲酚橙法、共

軛雙烯法等化學方法，而脂質氧化次級產物評估方法有

酸價、硫代巴比妥酸、茴香胺值法等。 

於表 1 所顯示為 DHA 藻油之品質分析結果，其 POV：

1.98 meq/kg、AV： 0.49 mg KOH/g、 p-AV ：6.33 

meq/kg 及 TOTOX：10.31，這符合 GOED 協會為 EPA

及 DHA 相關產品所訂定之良好品質標準，分別為 AV≦3 

mg KOH/g、POV≦5 meq/kg、p-AV≦20 meq/kg 與

TOTOX≦26，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 DHA 藻油為品

質良好並未受氧化破壞。TOTOX 稱為總氧化測量值。其

公式為（POV x 2）+ AV，此結果同時考慮氧化初期及次

級產物，可評估整體油脂整體氧化狀態，亦有研究指出其

值超過 30 時不宜食用[12]。 

歐 盟 針 對 橄 欖 油 特 性 及 相 關 分 析 方 法 (EEC No 

2568/91)，所訂定之 OD234、OD270 與 OD280，分別

為針對油之氧化初期所產生之單烯、以及次級產物雙烯

及三烯化合物進行評估，具高靈敏度及便利性，因此建議

作為監測指標[10]。本研究結果顯示，分析 DHA 藻油之

OD234、OD270 與 OD280 分別為 3.33、1.12 及 1.08。

目前光譜檢測已被推廣作為橄欖油品質指標，雖在其他

油品未建立標準值，其快速、簡便及高相關性，已被運用

做為油品保存試驗之氧化指標[13]。 

本研究分析之 DHA 藻油之脂肪酸組成顯示(表 1.)，

以 C18:1 含量最高 (32.96%)、C16:0 為次高(30.16%)、

而 DHA 則占 22.74%，相關文獻指出 DHA 含量多寡影

響其生理表現[1,2]。於文獻顯示未濃縮魚油之 DHA 含量

約 10%左右，相對而言藻油為良好 DHA 來源，兩者差異

主要是魚類透過攝食獲得 DHA，而藻類則可自行生合成

DHA，且藻油未含 EPA 之特性也是生理系統所致[5]。於

脂肪酸層析圖譜顯示，其未知波鋒面積極少(約 1.98%)，

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 DHA 藻油為純度高雜質少。 

將 DHA 藻油於 Rancimat 進行油之氧化安定性分 

表 1 DHA 藻油品質分析及脂肪酸組成 

Table 1 Initial Composition and Quality Indices of 

DHA Rich algae oil 

DHA Rich algae oil 

Quality 

    POV (meq/Kg) 1.98 

    AV (mg KOH/Kg) 0.49 

p-AV (meq/g) 6.33 

TOTOX 10.31 

OD234 3.33 

OD270 1.12 

OD280 1.08 

Fatty acid (%) 

    C14:0 2.74 

    C14:1 1.24 

    C16:0 30.16 

    C18:0 1.48 

    C18:1 32.96 

    C18:2 3.36 

    DPA 3.43 

    DHA 22.74 

    Other 1.89 
A Each value is expressed as mean ( n=3 ) 

析，顯示於 70~120℃下，當每增加 10℃氧化，誘導時

間分別為 16.1, 7.29, 1.7, 0.95, 0.5 及 0.13 小時，這主要

是隨著反應溫度增加，使氧氣於油品會增加溶解度，加速

油脂氧化反應使其劣變。將研究所得之不同溫度下之誘

導時間以倒數帶入 Arrhenius 方程式進行計算，所得檢

量 線 具 良 好 線 性 關 係 (R2=0.983) ， 以 所 得 之 方 程 式

(y=0.0935x-34.817)，推測求得於 7℃與 25℃下，其貨

架保存期分別為 5636 及 1047 小時。另求得 DHA 藻油

活化能(Ea)為 104.74 kJ/mol，相對粗魚油(Ea：52.1~62.4 

kJ/mol)來的安定，主要是由於商品化加工處理(脫色、脫

臭)及添加抗氧化劑所致[14]。 

(二) 氧化安定性分析

油耗味為消費者對油品感官接受度之因素，並與氧

化程度具有密切關係[6]。以頂空法配合 SPME 直接進行

氣味吸附，已被廣泛利用於各式食品中，本次以 DHA 藻

油為基質評估其氧化油耗味組成[15,16]。評估頂空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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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物吸附過程，包括纖維塗層材質、環境溫度、時間及

是否為動態，都會影響氣味揮發情形。本實驗以 3-

methyl-3-buten-1-ol 作為內部標準品，探討其在環境

溫度、時間及磁石攪拌，進行頂空吸附時，藉由吸附量多

寡來探討最佳吸附環境。於研究結果顯示溫度與氣味揮

發有密切關係，因此設定於 50℃最佳，由於相關文獻指

出超過不宜高於 60℃，否則會觸發氧化反應造成干擾[15]。

於研究也顯示吸附量隨著吸附時間而增加(10、20 及 30

分鐘)，且纖維吸附未達飽和狀態，因此以吸附 30 分鐘較

佳。有無磁石攪拌雖變化不夠顯著，但建議攪拌協助揮發

物從油樣中揮發並為 SPME 吸附。 

評估頂空法最佳化的吸附條件為於 50℃下進行吸

附 30 分鐘並搭配磁石攪拌，而纖維塗層種類則因化合物

種類不同，造成吸附能力有所差異。將具油耗味之氧化藻

油，分別以 PDMS/DVB 與 CAR/PDMS 兩種纖維進行吸

附，於 GC/MS 圖譜鑑定出 26 種揮發物，主要為醇、醛、

酮、酸及呋喃等化合物，其中醛類被認為是油脂氧化之感

官呈味關鍵 (表 2.)。醛類可依結構再細分為 n-alkanal、

2-alkenal 及 2,4-alkadienal，這些氧化物主要取決於脂

肪酸所致[17]。比較 PDMS/DVB 與 CAR/PDMS 兩種纖維

塗層進行吸附氧化揮發物，於結果顯示，所鑑定到 2-

propenal、formaldehyde、acetate acid 及 2-pentenal

為分子較小之氧化初產物， 可被 CAR/PDMS 吸附，但

無法被 PDMS/DVB 所吸附，並評估對於醛類揮發化合物

之吸附面積也以 CAR/PDMS 優於 PDMS/DVB，顯示

CAR/PDMS 纖維對於油脂氧化揮發物廣泛且高靈敏度

(圖 2)。Giogios 以 SPME 開發對於魚製品及魚油乳化產

品之油耗氣味方法，得到相同之趨勢[15,16]。 

於先前實驗已證實脂質氧化過程中，揮發物組成是

隨之變化，當經歷誘導期進入氧化連鎖期，此時氧化揮發

物與氧化程度呈現高相關性 [17] 。於本研究氧化藻油

( POV>100 meq/kg)，根據 Active Oxygen Method 顯

示其已進入氧化連鎖期[17]。於所鑑定到之氧化揮發物，2-

propenal 與 2,4-heptadienal 為 n3-PUFA 常見揮發物

指標，而 2-ethylfuran、1-penten-3-ol、1-hepten-3-

one 與 3,5-octadine-2-one 其感官閥值相對低，為造成

強烈異味主因[18,19]。Marsili 研究指出當有多種醛類揮發

物同時存在，相對單獨醛類揮發物有較高感官強度[20]。於

許多相關研究指出分析油品之氧化揮發物，不僅可做為

氣味描述參考，另可以做為品質指標之依據。 

圖 2. 經 PDMS/DVB 及 CAR/PDMS 吸附之氧化藻油揮發物的 GC/MS 分析圖譜 

Fig. 2 Total Ion Chromatogram (TIC) of the volatile compounds from oxidized DHA rich algae oil extracted with 

(Ⅰ) PDMS/DVB and (Ⅱ) CAR/PDMS fiber 

(Ⅰ)PDMS/DVB 

(Ⅱ) CAR/P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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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HA 藻油之氧化揮發物組成 

Table 2 Volatile compounds of DHA Rich algae oil 

Rt 

(min) composition 

Area (*105) 

PDMS/DVB CAR/PDMS 

4.74 2-propenal n.d a 13.8 b 

5.52 formaldehyde n.d a 57.9 b 

5.71 acetate acid n.d a 33.8 b 

7.10 1-penten-3-ol 12.8 a 23.6 b 

7.23 pentanal 9.3 a 21.1 b 

7.52 2-ethylfuran 8.6 a 14.3 b 

8.28 2-pentenal n.d a 18.4 b 

9.31 hexanal 20.8 a 53.4 b 

11.42 heptanal 15.3 a 26.2 b 

11.58 2,4-hexadienal 35.7 a 68.3 b 

12.44 2-heptenal 6.2 a 12.4 b 

12.96 benzaldehyde-1-heptanol 16.2 b 5.4 a 

13.05 1-hepten-3-one 14.9 a 20.7 b 

13.17 2,4-heptadienal 19.8 a 32.5 b 

13.41 octanal 49.9 a 75.1 b 

13.48 2-pentenylfuran 9.3 a 19.1 b 

13.55 2,4-heptadienal 8.0 a 6.3 a 

14.01 cyclobutanone 34.5 a 64.3 b 

14.31 2-ethyl-1-hexanol 13.7 a 18.6 b 

14.48 2-octenal 10.4 a 16.4 b 

15.10 3,5-octadine-2-one 6.5 a 4.3 a 

15.15 nonanal 37.5 a 46.1 b 

15.87 2,6-nonadienal 7.6 a 6.6 a 

16.01 2-nonenal 8.9 a 7.3 a 

16.76 decanal 24.2 a 23.4 a 

17.58 2-deceenal 21.5 b 15.4 a 

total 392.5 705.7 
A Each value is expressed as mean ( n=3 ), 
B n.d. , not detected 
C identified via comparison of the mass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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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藻油有別於魚油可以提供高劑量 DHA，其氧化安定

性可藉由商業化加工處理得到改善，因此 DHA 藻油為補

充品或開發營養強化食品良好選擇。本研究以頂空法結

合 SPME 進行油耗味分析，顯示吸附參數為實驗核心技

術，雖然可以藉由溫度、時間及攪拌協助，以增加揮發物

濃度，但是研究顯示需以 CAR/PDMS fiber 對醛類及小

分子氧化物有較佳吸附能力。SPME 搭配 GC/MS 分析油

脂氧化情形，此方法有別於傳統檢測，本身可深入了解化

合物組成，這便於探討油脂氧化生成過程及感官氣味呈

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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