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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
质评价方法，
涉及稻米食味品质检测技术领域，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S1、建立稻谷成分含量的
近红外漫反射模型；
S2、
收集稻米食味品质有差
异的样品，
近红外成分模型预测食味样品成分含
量；
S3、检测水稻食味样品食味值；
S4、将S2中每
个样本成分含量的预测值与S3中所测的食味值
关联，
建立食味值的多元回归模型；
S5、利用步骤
S1‑S4中构建的模型对待测样本的食味值进行预
测。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可快速、
无损
地检测稻米的食味值，
检测时不需要对样本进行
预处理，
仅需直接对少量稻谷样本进行光谱采集
即可预测出食味值，
且预测结果与感官评价结果
接近，
准确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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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
收集成分含量有差异、
水分经过平衡的若干份稻谷样品，
采集每份样本的近红外漫
反射光谱，
检测每份样本的成分含量，
最后利用PLS算法建立水稻成分含量的近红外漫反射
模型；
S2、
收集稻米食味品质有差异的样品，
构建稻米食味样本集，
利用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预
测该样本集中各样本的成分含量；
S3、
检测水稻食味样本集中各个样本的食味值；
S4、将S2中每个样本成分含量的预测值与S3中所测的食味值关联，
建立食味值的多元
回归模型；
S5、
对待分析的水稻样本，
通过采集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并利用步骤S1中所构建的模型
预测其各项成分含量，
之后根据这些成分含量预测值，
利用步骤S4中所构建的回归模型进
行预测，
获得每份样本的食味值。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S1中的成分包括直链淀粉、
蛋白质和脂肪。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S1中近红外漫反射模型的构建包括以下步骤：
(1)水稻样品干燥水分含量为12％‑14％，
干燥器中平衡水分2周；
(2)每个样品选取10g饱满、
成熟的稻谷装入直径22mm的玻璃瓶中，
放置于布鲁克MPA近
红外仪的样品槽中采集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每个样品重复采集两次光谱，
两次重复期间瓶
中的 稻谷被重新混 匀 ，两次重复的 平均光谱作为该样品光谱 ；光谱扫描范围 为4000‑
12000cm‑1 ，
间隔为8cm‑1 ，
扫描次数为32次；
(3)化学法检测样品的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
(4)建立稻谷的成分含量近红外模型。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3)中直链淀粉含量检测依据NY/T 2639‑2014中流动注射仪法，
蛋白质含量检测依据GB/T
5511‑2008中凯式定氮法，
脂肪含量检测依据GB 5009 .6‑2016中索式抽提法。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4)中直链淀粉含量模型的预处理方法为多元散射校正、
光谱区间为8794 .31‑4798 .3cm‑1 ，
因子数为13；
蛋白质校正集模型选取的预处理方法为一阶导数+MSC，
光谱区间为8655 .4‑
‑1
‑1
‑1
7498 .3cm ，
6341 .1‑5762 .6cm ，
5184‑4026 .8cm ，
因子数为11；
脂肪校正集模型选取的预
‑1
处理方法为消除常数偏移量，
光谱区间为8859 .8‑7432 .1cm ，
因子数为4。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S2中，
利用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预测稻谷食味样本集中各样本时，
稻谷的前处理和光谱采集
方法和步骤S1相同。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S3中将水稻食味样本集中中的样品脱壳碾磨成精米、煮熟、
冷却后使用佐竹STA‑1A米饭食
味计检测样品米饭的食味值。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S4中，
以直链淀粉含量AC、
蛋白质含量PC、
脂肪含量FC为自变量，
食味值TV为因变量，
建立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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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回归方程。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元
回归方程的计算式为TV＝119 .938‑0 .774×AC‑11 .533×PC+15 .432×FC。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
对待分
析的水稻样本进行传统的感官评价，
将感官评价得到的感官评分与预测获得的食味值进行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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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稻米食味品质检测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
质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是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
随着市场上
稻米新品种的不断涌现，
消费者对稻米口感的要求不断提高，
而且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稻
米口感的感知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使得稻米的口感评价尤其困难且没有统一的标准。
[0003] 常见的评价稻米食味品质的理化指标为直链淀粉、
蛋白质、脂肪以及和淀粉相关
的指标(胶稠度、糊化温度、
碱消值等) ，
虽然通过这些理化指标对食味品质的初步评估的结
但准确度需要提高。传统的稻米蒸煮食味品质的评价方法是感官评价，
感官评
果趋势一致，
价是品尝人员直接通过眼、
鼻、
口对米饭外观气味、
结构、
适口性等特性进行的综合评价。这
种方法主观性强、
价格昂贵、
样品用量多、
检测速度慢、
会损毁样品。
[0004] 因此，
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仪器对食味品质的评价更加的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目
粘度速测仪、质构仪都是建立在
前常见的食味评价仪器有粘度速测仪、质构仪、食味计等，
与口感密切相关的理化指标的基础上对食味进行评价。食味计是使用内部的近红外仪结合
感官评价，
通过分析建立数学模型，
借助计算机软件及相关应用软件，
计算出稻米的食味
值。这些仪器检测的食味值虽然准确性高，
但是都将稻谷加工处理后作为研究对象，
这使得
检测速度慢、
前处理过程繁琐、
样本用量大、
会损毁稻谷的缺点不能完全解决。
同时，
稻谷加
工后无法继续种植，
这使得育种人员无法在低世代进行品质筛选，
导致育种时间变长、
育种
效率降低。
[0005] 近红外光谱技术(NIRS)是一种快速、
无损的检测方法，
主要利用不同的含氢基团
‑1
在波数13333‑4000cm (波长750‑2500nm)区间的倍频和合频吸收的差异进行分析，
近红外
已被广泛应用于水稻品质的分析。
目前，
与食味品质相关的理化指标均有近红外模型成功
建立，
而且样品用量从大量到少量甚至单粒都有涉及。
因此，
可结合近红外技术对少量稻谷
的成分含量进行无损预测，
并与食味值关联建立模型，
实现对稻米食味品质的快速检测。
[0006] 公开号为CN111007040A的专利公开大米食味品质近红外光谱快速评价方法，
但其
仍然需要对样品进行挑选、
脱壳、
砻谷、
碾米后，
制成精米，
将精米近红外光谱与食味值关联
后建模，
然后进行检测。其操作过程慢、
前处理过程繁琐、样品用量较大、
需要损毁样品。因
为食味品质是对米饭进行评价，
外部的谷壳会降低近红外检测的灵敏度及准确度，
所以现
有的近红外食味品质仪器评价都是通过米饭、
精米或者糙米对稻米的食味品质进行评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稻米食味检测存在操作过程慢，
前处
理过程繁琐、
样品用量较大、
需要损毁样品的问题，
提供基于近红外的快速评价稻米食味品
质的方法，
替代现有的以糙米、
精米或者米饭为对象的食味品质检测方法，
实现更加快速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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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稻米食味品质检测。
[0008]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实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9] 一种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
收集成分含量有差异、
水分经过平衡的若干份稻谷样本，
采集每份样本的近红
外漫反射光谱，
检测每份样本的成分含量，
最后利用PLS算法建立水稻化学成分含量的近红
外漫反射模型；
[0011] S2、
收集稻米食味品质有差异的样品，
构建稻米食味样本集，
利用近红外漫反射模
型预测该样本集中各样本的成分含量；
[0012] S3、
检测水稻食味样本集中各样本的食味值；
[0013] S4、
将S2中每个样本成分含量的预测值与S3中所测的食味值关联，
建立食味值的
多元回归模型；
[0014] S5、
对待分析的水稻样本，
通过采集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并利用步骤S1中所构建的
模型预测其各项化学成分含量，
之后根据这些成分含量预测值，
利用步骤S4中所构建的回
归模型进行预测，
获得每份样本的食味值。
[0015] 有益效果：
本发明中使用稻谷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直接测定大米主要成分含量，
再使用大米主要成分与食味品质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评价大米的食味。此方法前处理简
单，
样品无损、用量少，
可在低世代实现稻米食味品质筛选。
[0016] 本发明以稻谷为检测对象，
通过适用范围广的水稻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预测水稻主
要化学成分(直链淀粉、
蛋白质和脂肪) ，
由于水稻化学成分于米饭食味品质的相关性强，
通
过水稻的主要成分直链淀粉、
蛋白质、脂肪和食味计检测的评价稻米食味品质的食味值之
间的相关性建立食味值回归分析模型以预测稻米的食味品质。为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收集
众多化学值有差异、来源不同的水稻材料，
建立范围广、准确性高、与食味品质相关性强的
水稻成分近红外模型。
[0017] 本发明可快速、
无损地检测稻米的食味值，
检测时不需要对样本进行前处理，
仅需
直接对少量稻谷样本进行光谱采集即可预测出食味值，
且预测结果与感官评价结果接近，
准确性高。
[0018] 优选地，
蛋白质和脂肪。
所述步骤S1中的成分包括直链淀粉、
[0019] 优选地，
所述步骤S1中近红外漫反射模型的构建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水稻样品干燥水分含量为12％‑14％，
干燥器中平衡水分2周；
[0021]
(2)每个样品选取10g饱满、
成熟的稻谷装入直径22mm的玻璃瓶中，
放置于布鲁克
MPA近红外仪的样品槽中采集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每个样品重复采集两次光谱，
两次重复期
间瓶中的稻谷被重新混匀，
两次重复的平均光谱作为该样品光谱；
光谱扫描范围为4000‑
‑1
‑1
12000cm ，
间隔为8cm ，
扫描次数为32次；
[0022]
(3)化学法检测样品的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
[0023]
(4)建立稻谷的成分含量近红外模型。
[0024] 优选地，
所述步骤(3)中直链淀粉含量检测依据NY/T 2639‑2014中流动注射仪法，
蛋白质含量检测依据GB/T 5511‑2008中凯式定氮法，
脂肪含量检测依据GB 5009 .6‑2016中
索式抽提法。
[0025] 优选地，
所述步骤(4)中直链淀粉含量模型的预处理方法为多元散射校正、
光谱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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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8794 .31‑4798 .3cm‑1 ，
因子数为13；
蛋白质校正集模型选取的预处理方法为一阶导数+
‑1
MSC，
光谱区间为8655 .4‑7498 .3cm ，
6341 .1‑5762 .6cm‑1 ，
5184‑4026 .8cm‑1 ，
因子数为11；
脂
‑1
肪校正集模型选取的预处理方法为消除常数偏移量，
光谱区间为8859 .8‑7432 .1cm ，
因子
数为4。
[0026] 优选地，
所述步骤S2中，
利用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预测稻谷食味样本集中各样本时，
稻谷的前处理和光谱采集方法和步骤S1相同。
[0027] 优选地，
所述步骤S3中将水稻食味样本集中的样品脱壳碾磨成精米、
煮熟、
冷却后
使用佐竹STA‑1A米饭食味计检测样品的食味值。
[0028] 优选地，
所述步骤S4中，
以直链淀粉含量AC、
蛋白质含量PC、
脂肪含量FC为自变量，
食味值TV为因变量，
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0029] 优选地，
所述多元回归方程的计算式为TV＝119 .938‑0 .774×AC‑11 .533×PC+
15 .432×FC。
[0030] 优选地，
为了检验食味值模型的准确性，
对待分析的水稻样本进行传统的感官评
价，
将感官评价得到的感官评分与预测获得的食味值进行比对。
[003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中使用稻谷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直接测定大米主要成
分含量，
再使用大米主要成分与食味品质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评价大米的食味。此方法前
样品无损、用量少，
可在低世代实现稻米食味品质筛选。
处理简单，
[0032] 本发明以稻谷为检测对象，
通过适用范围广的水稻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预测水稻主
要化学成分(直链淀粉、
蛋白质和脂肪) ，
由于水稻化学成分于米饭食味品质的相关性强，
通
过水稻的主要成分直链淀粉、
蛋白质、脂肪和食味计检测的评价稻米食味品质的食味值之
间的相关性建立食味值回归分析模型以预测稻米的食味品质。为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收集
众多化学值有差异、来源不同的水稻材料，
建立范围广、准确性高、与食味品质相关性强的
水稻成分近红外模型。
[0033] 本发明可快速、
无损地检测稻米的食味值，
检测时不需要对样本进行前处理，
仅需
直接对少量稻谷样本进行光谱采集即可预测出食味值，
且预测结果与感官评价结果接近，
准确性高。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稻米食味品质的评价方法流程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稻谷代表性近红外光谱；
[003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稻谷成分近红外漫反射模型交叉检验结果(A：
直链淀粉含
量，
B；
蛋白质含量，
C：
脂肪含量)；
[003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稻谷成分近红外漫反射模型验证结果(A：
直链淀粉含量，
B；
蛋白质含量，
C：
脂肪含量)；
[003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食味值回归模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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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材料和试剂等，
如无特殊说明，
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41] 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
均可以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
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
[0042] 基于近红外的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3] S1、
建立稻谷成分含量的近红外漫反射模型。本实施例中，
为了验证所构建的稻谷
成分含量近红外漫反射模型的有效性，
将所使用的样本划分成校正集和验证集，
其中校正
集用于构建模型，
验证集用于验证和评价所构建模型的预测效果。
具体步骤为：
[0044]
(1)收集502份2017‑2020年收集的直链淀粉、
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有差异的水稻样
品，
其中直链淀粉材料388份(籼稻221份，
粳稻167份) ，
蛋白质材料178份(籼稻73份，
粳稻
105份) ，
脂肪含量158份(籼稻68份 ，
粳稻90份)。水稻样品自然晒干至水分含量约为12‑
14％，
放入干燥器中平衡水分2周。
[0045]
(2)选取饱满的籽粒10g稻谷放入直径22mm的小玻璃瓶，
放置在MPA型变换光谱仪
的检测窗口进行漫反射光谱采集。
漫反射光谱波数范围4000‑12000cm‑1 ，
间隔为8cm‑1 ，
扫描
次数为32次。每个样品重复采集2次光谱，
两次重复期间瓶中的稻谷被重新混匀，
将两次重
复的平均光谱作为该样品光谱。近红外光谱如图1所示。
[0046]
(3)检测样品的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
脂肪含量：
直链淀粉含量检测采用NY/
T 2639‑2014中碘显色反应，
蛋白质含量检测采用GB/T 5511‑2008中凯式定氮法，
脂肪含量
检测采用GB 5009 .6‑2016中索式抽提法。
[0047]
(4)使用KS算法将样品按2：
1分为校正集、
检验集。
[0048] 其中，
校正集的直链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的分布范围分别为1 .2％‑
24 .6％、
6 .5‑10 .8％、2 .2‑4 .2％，
标准差分别为5 .4％、
0 .7％、
0 .4％；
检验集的直链淀粉含
量、
蛋白质含量、
脂肪含量的分布范围分别为1 .2％‑23 .6％、
6 .5％‑9 .7％、
2 .3％‑4 .2％，
标
准差分别为5 .3％、
0 .7％、
0 .4％。
[0049]
(5)将校正集样品光谱和化学值关联，
选取合适的预处理方法和光谱区间，
留一交
叉验证法建立近红外PLS模型。
[0050] 其中 ，
建立的 直链淀粉含量模型的 预处理方法为多元散射校正 ，光谱区间为
8794 .31‑4798 .3cm‑1 ，
因子数为13；
蛋白质校正集模型选取的预处理方法为一阶导数+MSC，
‑1
光谱区间为8655 .4‑7498 .3cm ，
6341 .1‑5762 .6cm‑1 ，
5184‑4026 .8cm‑1 ，
因子数为11；
脂肪校
‑1
正集模型选取的预处理方法为消除常数偏移量，
光谱区间为8859 .8‑7432 .1cm ，
因子数为
4。模型的交叉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
[0051]
(6)检验集验证模型效果，
模型的验证结果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
所建模型对验
证集样本的预测效果良好，
验证集样本的直链淀粉、
蛋白和脂肪含量的预测值和真值之间
的决定系数、
预测均方根误差与校正集接近。说明该模型可以有效适用于待测水稻成分含
量的预测。
[0052] S2、
收集100份粳稻食味样品，
近红外成分模型预测食味样品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
质含量、脂肪含量。其中 ，
直链淀粉含量的均值、标准差、范围分别为10 .8％、3 .3％、2 .6‑
20 .5％，
蛋白质含量的均值、
标准差、
范围分别为8 .4％、
0 .8％、6 .9‑10 .2％，
脂肪含量的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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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标准差、
范围分别为3 .2％、
0 .3％、
2 .4‑3 .9％。
[0053] S3、
食味样品的稻谷脱壳、碾磨成精米后，
使用STA‑1A型食味计(佐竹，
日本)检测
粳稻食味样品食味值。
具体步骤为：
[0054] 称取30g精米按照佐竹食味计制备米饼的标准清洗、
浸泡、
蒸熟米饭、
保温、
冷却和
压米饼，
每个样品制备2个米饼利用食味计进行食味值检测，
将2个米饼的食味值的均值作
为最终结果。
[0055] 其中，
食味值的均值、
标准差、
范围分别为64 .1、
9 .9、
30 .5‑80 .4。
[0056] S4、
食味值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
[0057]
(1)食味值模型的构建。将S2的成分与S3的食味值关联，
以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
含量、脂肪含量为自变量，
食味值为因变量，
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计算式为：
TV＝119 .938‑
2
0 .774×AC‑11 .533×PC+15 .432×FC，
R 为0 .8206，
其中AC表示直链淀粉含量，
PC表示蛋白
质含量，
FC表示脂肪含量，
TV为食味值，
食味值回归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0058]
(2)食味值模型的验证。从“安徽省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会”的参选材料中选
取21个份食味品质有差异的水稻品种作为食味值模型的验证样品，
用于评价本发明方法对
稻谷食味品质的预测效果。在采用本发明方法获得验证样品的食味预测值后，
将其与对应
的感官评分相对比，
评价所测结果和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具体步骤为：
[0059] a、
选取21份食味值有差异的食味值验证样品，
按照S2中方法预测样品的直链淀粉
含量、
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
按照S3中方法检测食味值；
按照S4中的食味值模型预测食味
值验证样品的食味值；
[0060]
b、
对食味值模型验证样品进行感官评价，
具体步骤为：
选取20个参照粳稻，
参照大
米蒸煮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方法(GB/T15682‑2008)进行稻米食味的感官评价。
以“五优稻4号
(黑龙江，
五常)”为对照，
对每份大米样品蒸煮出的米饭的食味进行评分。根据气味、外观、
适口性三个指标的表现与对照样品逐项比较评定。米饭在每项指标中的表现被分为“差、
较
差、相同、
略好、
好”5个等级，
分别记作‑2、
‑1、0、
1、2分。每份样品的食味感官评价总分按照
如下公式计算：
[0061] E＝E +25×(0 .15S+0 .15A+0 .7T)
ck
[0062] 其中，
E为每份样品食味总分；
Eck为对照的食味总分，
本研究中根据对照在食味计
中的得分，
将该值设为75；
S为气味得分；
A为外观得分；
T为适口性得分。
[0063] c、
验证模型对蒸煮与食味品质的评价效果，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
模型
的预测值与感官评价获得的食味值的一致性高，
表明本发明所使用的食味品质检测方法具
有良好的准确性。
[0064] 表1验证模型对蒸煮与食味品质的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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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S5、
对待分析的水稻样本，
通过采集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并利用S1中所构建的模型
预测其各项成分含量，
之后根据这些成分含量预测值，
利用S4中所构建的回归模型进行预
测，
获得每份样本的食味值。
[0068]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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