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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8588:2017 《感官分析 方法学 “A”-非“A”检验》（Sensory 

analysis - Methodology –“A”-“not A”test）。 

本部分由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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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 方法学 “A”-非“A”检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个用于确定两类样品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感官差异的程序。该方法适用于单一的

或多个感官属性差异。 

“A”-非“A”检验可通过以下方式用于感官分析: 

a)差异检验，特别适用于评价具有不同外观（很难获得完全相同的重复样品）或后味（很难直

接比较困难）的样品； 

b)识别检验，特别适用于确定评价员或评价小组能否识别与已知刺激有关的新刺激物（例如，

识别新甜味剂甜味的性质）； 

c)知觉检验，用于确定评价员辨别刺激的能力。 

由于“A”-非“A”检验本质上已包含了所有评价员对同一产品的重复评价，如果两个产品非常相

似，可以互换使用（例如相似性检验），那么“A”-非“A”检验不适用。这些重复的评价违背了相似

性检验在统计上有效的基本假设。其应用实例见附件 B。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部分或全部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要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注明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ISO 3534-1 统计学 术语和符号 第1部分:基本统计术语和概率术语 

ISO 5492 感官分析 术语  

ISO 8586:2012 感官分析 选择、培训和管理优选评价员和专家感官评价员的的一般导则 

ISO 8589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221、ISO 5492中涉及感官分析和ISO 3534-1中涉及统计学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理 

分发给评价员一系列样品，其中有的是产品“A”有的是“非A”。要求评价员指出每个样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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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A”还是“非A”。该检验要求评价员对产品A熟悉，其可以在接触检验样品之前，对已知的

产品“A”的样品进行体验。 

5 器具 

器具应由检验负责人根据所分析的产品的性质、样品的数量等进行选择，且不得以任何方

式影响检验结果。 

如果标准化器具符合检验的需要，则应使用标准化器具。 

6 抽样 

参考产品或正在检验产品的感官分析抽样标准。 

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则由有关各方协商议定抽样方法。 

7 检验的一般条件 

7.1 应以书面形式明确定义检验目标。 

7.2 在评价员不能相互交流的条件下进行每一次评价会，直至全部评价结束。 

7.3 进行检验的设施应符合 ISO 8589 的规定。 

7.4 评价员不能从样品提供的方式识别出样品。 

例如，在品尝检验中，应避免任何温度或外观差异。 

例如，使用光过滤器、柔和的灯光或不透明的样品容器来掩蔽任何不相关的颜色差异。 

7.5 使用随机抽取的3位数字，按照统一的方式对包含检验样品的容器进行编码。同一组中

的每个检验样品编码应不同。如果完成检验需要进行多次评价会,且不同的评价会中使用了不同

的编码，那么相同的两个编码(一个用于“A”样品，另一个用于非“A”样品)可以用于同一评价会

中的所有评价员。 

7.6 提供的所有检验样品的产品数量或体积应相同。在品尝检验中，可指定摄入口中的数

量或体积。如果未指定，应指示评价员对相同数量或体积的每个检验样品进行评价。 

7.7 检验样品的温度应相同，最好为产品常规的食用温度。 

7.8 应保证评价员的职业安全。评价员应被告知如何评价检验样品。例如，评价员应被告

知是否需要吞下检验样品，或者是否可以自由食用。在后一种情况下, 应指示评价员以同样的

方式对所有检验样品进行操作。 

7.9 在评价会过程中，应避免提供关于产品标识、预期疗效或个体表现的信息直至检验完

成。 

 



GB/T XXXX-201X/ISO 8588:2017 
 

3 

8 评价员 

8.1 资格、选择及安排 

所有评价员均应具备根据 ISO 8586:2012 的检验目标选择的同等资质。根据检验目标的不

同，评价员可以是完全的准评价员或训练有素的评价员。但是，在同一检验中，所有的评价员

应具备同等的资质。 

例如, 如果正在进行的检验是因为怀疑非"A"产品可能会出现特定的污点,那么有对污点高

度敏感历史的评价员可能会被选中。经验以及对产品的熟悉可能会提高评价员的表现，因而可

能会增加发现显著差异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评价人员的表现进行监控，对于增强的

灵敏度可能是有用的。 

所有评价员应熟悉“A”-“非A”检验的原理（评价的形式、任务和程序）。 

8.2 评价员和评价数量 

将要使用的评价员数量取决于检验的目标和所需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会使用10至50名熟

悉“A”产品的评价员。 

每个评价员进行的重复评价的次数应根据产品的疲劳程度来确定。在“A”-非“A”检验中进

行的总评价次数通常介于20到100次之间。 

9 步骤 

为了确保对产品“A”的熟悉，评价员在对检验样品进行评价之前可以对已知的样品“A”进行

体验。根据检验目标的不同，评价员在对检验样品进行评价之前也可以对已知的非“A”样品进

行体验。例如，如果研究人员认为一个或多个非“A”产品可能会呈现特定的水果味，那么评价

员可能就会被安排对呈现超阈值强度水果属性的样品进行体验。一旦测试样本的评估开始，评

审员就不能访问任何已知的样本。此外，在提供给评价员的系列样品中，评价员不知道“A”和

非“A”样品的各自数量。 

多个非“A”产品可以在同一检验中进行评价。应限制一个检验中的非“A”产品数量以避免感

官疲劳。 

应以随机的顺序提供“A”和非“ A”样品，且对于每一位评价员，顺序应不同。提供给每个评

价员的“A”样品的数目和“非A”样品的数目应相同（“A”样品的数目和“非 A”样品的数目不必相

同），见A.2；类似地，如果对多个非“A”产品进行检验，则每个非“A”产品的数目不必相同，

见 A.3。 

根据样品的性质，以及为了避免感官适应的某些干扰效应，任何两个连续的样品提供时间

间隔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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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表格式样见附件C 

10 结果的表达 

检验中的每一个非“A”产品单独进行分析。通过对检验中的每一个非“A”产品的分析，分析

员得出一个三行三列的表（见表1）。 

表1.观测数量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n11 n12 n1.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n21 n22 n2. 

合计 n.1 n.2 n.. 

其中 

n11和n22 分别为所有评价员的正确的“A”和非“A”响应数； 

n21和n12 分别为所有评价员的错误的“A”和非“A”响应数； 

n1.和n2. 分别为第1行和第2行中响应的总和； 

n.1 和n.2 分别为第1列和第2列中响应的总和； 

n.. 是总响应数。 

 

分析“A”-非“A”检验中获得的数据有两种方法。在第一种方法中，对结果的解释通过两步

处理法获得。 

a) 如果“A”样品被标识为非“A”样品的次数比例（n21/n.1）大于非“A”样品被标识为非“A”

样品的次数比例(n22/n.2)，停止解释并得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的结

论。 

b) 否则，应通过公式1计算χ 2 检验统计量T，并将它与自由度为1的χ 2 分布的2α 临界值进行比

较。如果检验统计量的值超过临界值，则得出样品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如果未超过，则应通

过公式1计算与检验统计量相关的p值，并将它与检验中选定的显著性水平2α 进行比较。如果p

值＜2α ，则得出样品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 

2α 行动标准的采用是因为χ 2检验本质上是双边的，其不能对“A”样品收到的太多或太少

的非"A" 响应进行区分。上述两步处理法的步骤a排除了由于“A”样品收到太多非“A”响应而

声明其显著性的可能。因为误差的一半是由此不相关的选项造成,所以当在第二步中的χ 2检验

使用2α 时，两步检验处理法的I型真实误差为α 。公式1为: 

              (1) 

其中nij是表1第i行和j列的观测计数，Eij 为第i行和j列的预期计数，其通过Eij = (ni. × 

n.j)/n..计算得出（共四个单元格）。与公式1中检验统计量T相关的p值可以通过使用电子表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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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例如 CHISQ.DIST.RT函数）计算得出。p值将显示在包含“=CHISQ.DIST.RT(T,1)”的单元

格中，其中T是公式1中的检验统计量值。 

在第二种方法中，对结果的解释通过一步处理法获得。 

a) 计算公式2中的统计量T1，并将其与标准正态分布的上临界值α 进行比较。如果检验统计量的

值超过临界值，则得出样品显著不同的结论。如果未超过，则应通过公式2计算与检验统计量相

关的p值，并将它与检验中选定的显著性水平α 进行比较。如果p值＜α ，则得出样品显著不同

的结论。公式2为: 

            (2) 

与公式2中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可以通过使用电子表格函数（例如 NORM.S.DIST函数）计算

得出。p值将显示在包含“=1 - NORM.S.DIST(T1,TRUE)”的单元格中，其中T1是公式2中的检验

统计量值。 

请注意，对于样本量小于常规感官检验样本量的检验，其“A”-非“A”检验得到的数据也

可以用Fisher精确检验来分析。 

    例子见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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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A”-非“A”检验应用示例 

 

 

A.1 例 1 

识别蔗糖的甜味（ “A”刺激）与某种甜味剂（ “非 A”刺激）产生的甜味。 

将两种物质置于水溶液中，使其甜味强度等于40 g/l蔗糖溶液的甜味强度。 

评价员数量:20。 

提供给每个评价员的样品数量：5个“A”和5个非“A”。 

研究者选择在显著性水平α = 0.05处进行检验。 

结果（所有评价员）：见表A.1。 

表A.1 例1观测值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60 35 95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40 65 105 

合计 100 100 200 

 

 

使用第一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40%）小于

非“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65%），因此，分析可以进入第二步。公式1中的T统计量通过

公式A.1计算得到： 

(A.1) 

与检验统计量T相关的p值为P = 0.000 4，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2α = 0.10，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甜味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使用第二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公式2中的T1统计量通过公式A.2计算得到： 

           (A.2) 

与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为P = 0.000 2，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 0.05，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甜味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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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例 2 

与例1相同，但每个评价员评价4个“A”及6个非“A”产品。见表A.2。 

表A.2 例2观测值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50 55 105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30 65 95 

合计 80 120 200 

使用第一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38%）小于

非“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54%），因此，分析可以进入第二步。公式1中的T统计量通过

公式A.3计算得到： 

    (A.3) 

 

与检验统计量T相关的p值为P = 0.0208，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2α = 0.10，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甜味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使用第二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公式2中的T1统计量通过公式A.4计算得到： 

        (A.4) 

与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为P = 0.0104，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 0.05，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甜味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A.3 例 3 

与例1相同，但检验中对三种不同的非“A”产品（非“A1”，非“A2”和非“A3”）进行

了评价。每名评价员评价5个“A”样品、3个非“A1”样品、3个非“A2”样品和2个非“A3”样

品。每一个非“A”产品单独进行分析。见表A.3, A.4 和 A.5。 

表A.3 例3非“A1”产品观测值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1”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60 32 92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40 28 68 

合计 100 60 160 

 

使用第一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40%）小于

非“A1”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47%），因此，分析可以进入第二步。公式1中的T统计量通

过公式A.5计算得到：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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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检验统计量T相关的p值为P = 0.4089，其大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2α = 0.10，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A”和非“A1”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使用第二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公式2中的T1统计量通过公式A.6计算得到： 

 

     (A.6) 

与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为P = 0.2044，其大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 0.05，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A”和非“A1”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A.4 例3非“A2”产品观测值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2”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60 38 98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40 22 62 

合计 100 60 160 

 

使用第一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40%）大于

非“A2”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37%），则停止分析并得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A”和非“A2”

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的结论。 

使用第二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公式2中的T1统计量通过公式A.7计算得到： 

        (A.7) 

 

与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为P = 0.6624，其大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 0.05，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A”和非“A2”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A.5 例3非“A3”产品观测值 

评价员的响应 提供的样品为“A” 提供的样品为非“A3” 合计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A” 60 12 72 

评价员将样品标识为非“A” 40 28 68 

合计 100 40 140 

 

使用第一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A”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40%）小于

非“A3”样品的非“A”响应比例（70%），因此，分析可以进入第二步。公式1中的T统计量通

过公式A.8计算得到： 

  (A.8) 

与检验统计量T相关的p值为P = 0.0013，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2α = 0.10，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A”和非“A3”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使用第二种方法分析“A”-非“A”检验数据，公式2中的T1统计量通过公式A.9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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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与检验统计量T1相关的p值为P = 0.0007，其小于研究者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 0.05，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在95%置信水平下，“A”和非“A3”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注意，在例3中，“A”产品的数据在分析每一个非“A”产品时被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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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χ
2
和标准正态分布表摘录 

表B.1给出了自由度为1的χ
2
分布及与 “A” – 非“ A” 检验相关的标准正态分布的临

界值。并得出结论，如果公式1中的检验统计量T或公式2中的检验统计量T1超过了表中与检验中

选择的显著性水平α 相关的临界值，则检验样品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表B.1 临界值 

显著性水平(α ) 
0.20 

(20 %) 

0.10 

(10 %) 

0.05 

(5 %) 

0.025 

(2.5 %) 

0.01 

(1.0 %) 

0.005 

(0.5 %) 

χ
2临界值 0.71 1.64 2.71 3.84 5.02 6.63 

标准正态临界值 0.84 1.28 1.64 1.96 2.33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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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A” –非“ A”检验回答表格式样 

 

C.1 只有样品“A”被提前出示 

样品: ………………………………… 日期: ……………………………………  

评价员: ……………………………… 
1. 品尝样品“A”，并将容器交还负责人。取出编码样本。 

2. 由“A”和非 “A”组成的编码样品顺序是随机的，所有非 “A”样品均为同类样品。两种样

品的具体数目事先不告知。 

3. 按顺序将样品一一品尝并将判断记录在下面。 

样品编码 样品为 

  
“A” 非“A” 

......   

......   

......   

......   

......   
备注 ............................................................ 

........................................................................ 

........................................................................ 

 

C.2 样品“A”和非“A”都被提前出示 

样品: ………………………………… 日期: ……………………………………  

评价员: ……………………………… 
1.品尝样品“A”和非“A”，并将容器交还负责人。取出编码样本。 

2.由“A”和非 “A”组成的编码样品顺序是随机的，所有非 “A”样品均为同类样品。两种样

品的具体数目事先不告知。 

3.按顺序将样品一一品尝并将判断记录在下面。 
样品编码 样品为 

  
“A” 非“A” 

......   

......   

......   

......   

......   
备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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