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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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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III 

 

引  言 

近年来，消费者对车内气味及其健康危害的关注度持续升高，投诉量居高不下。车内气味主要由各

种挥发性物质引起，包括各种烷烃、芳香烃、醛酮有机物及H2S、NH3等无机物。目前，汽车行业现行着

多套企业、协会或ISO建立的车内气味评价标准，通过气味评价员主观嗅辨并给出气味强度等级的方式

对车内气味进行评价和管控。然而，这类方法容易受评价员主观影响，存在一致性差和可信度低的问题；

且气味强度等级指标也不足以全面表征车内气味状态，对气味改善的指导价值也较小。基于以上行业现

状，有必要建立一套能够全面表征车内气味状态且能指导车内气味改善的气味评价方法。 

为规范车内气味评价测试工作，推进车内气味客观化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组织行

业专家编制了车内空气-气味的评价-感官与光离子化检测仪耦合分析法。本标准对车内气味的评价-感

官与光离子化检测仪耦合分析法的原理、试验设备、测试条件、评价流程、评价报告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规定，是企业进行车内气味客观化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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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空气  气味的评价 

感官与光离子化检测仪耦合分析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车内空气进行气味评价的主客观耦合分析方法的原理、试验设备、测试

条件、评价流程和评价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在周围环境空气无干扰性气味下，对车内空气样品进行的气味评价。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销售的新生产汽车的车内空气气味评价。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M1类车辆，其它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ISO 12219-7 Interior air of road vehicles-Part 7: Odour determination in interior air of road 

vehicles and test chamber air of trim components by olfactory measu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味 odour 

由汽车零部件散发到车内空间的挥发性化学物质引起，通过人的嗅觉器官产生响应，可

使人愉悦、无感或反感的嗅觉感受。  

3.2 评价小组 sensory panel 

从事车内气味评价的团队，由接受过气味评价培训的人员组成。 

3.3 气味评价员 odour panelist 

气味评价小组中从事气味评价工作的人员。 

3.4 小组领队 panel leader 

气味评价小组的管理人员，主要职责包括管理气味评价小组的评价活动和人员聘用、培

训气味评价员并监督其评价工作。 

3.5 气味评价员筛选 odour panelist selection 

确定哪些人员有资格成为气味评价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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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嗅觉适应 olfactory adaptation 

由持续或重复刺激引起的嗅觉灵敏度的暂时性改变，可逆。 

3.7 嗅觉疲劳 olfactory fatigue 

一种表现为灵敏度降低的嗅觉适应。 

3.8 洁净空气 clean air 

无味无污染的空气。 

3.9背景浓度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 

整车测试舱中的某种或多种特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 

3.10样品气 sampled air 

从车内采集到的空气，用于后续气味评价。 

3.11评价室 test room 

开展气味评价的房间。 

3.12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存在于车内空间中的由内饰材料等散发出的气态有机物。 

3.13 气味参比样品 olfactory reference material 

均一、稳定、由CAS号（全称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Registry Number，是某种

物质唯一的数字识别号码）准确定义了成分且浓度已知的化学气味物质制备品，用于气味评

价员的培训和校核。 

3.14 气味强度 odour intensity 

分为主观气味强度和客观气味强度。评价员通过嗅觉感觉到的气味的强弱程度称为主观

气味强度，分析仪器通过传感器测定和主客观耦合定律或曲线计算得到的气味的强弱程度称

为客观气味强度。 

3.15 气味类型 odour description 

表达气味相似性的一个或一组描述词，每个描述词与一种气味参比样品对应。 

3.16 气味愉悦度 odour pleasantness 

评价员对某种气味的喜好或反感程度，因人而异。 

3.17 嗅阈值 odour detection threshold (ODT) 

与无味空气相比，评价员能够勉强感觉到有气味，但很难辨别其气味类型，此时气味物

质的浓度作为本标准中的嗅阈值。 

3.18 臭气浓度 odour concentration 

用洁净空气或氮气对样品气进行连续稀释，达到评价员嗅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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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光离子化 photo ionization 

所有的原子均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质子带正电荷、电子带负电荷。正常状态的原

子带有相同数量的质子和电子，从而整个原子的净电荷为零。增减电子将使原子或由此原子

组成的分子离子化。通过光的使用而产生离子化的过程称为光离子化。 

3.20 总烃 total hydrocarbon 

除甲烷以外的碳氢化合物（其中主要是C2—C8）的总称。 

3.21 光离子化检测仪 photo ionization detector 

利用光离子化原理将被测总烃气体浓度转换成可用信号输出的传感器。 

4 原理 

由汽车内饰材料等散发到车内的气体气味通过气味评价小组感官分析和光离子化检测

仪总烃分析两种手段耦合完成。待评价的样品气通过导气管从车内抽出，然后由评价小组完

成样品气的气味类型、气味愉悦度、不同稀释倍数下主观气味强度的评价；根据不同稀释倍

数下的主观气味强度，计算得到不同稀释倍数下样品气的臭气浓度；以不同稀释倍数下样品

气的主观气味强度为因变量，以不同稀释倍数下样品气的臭气浓度的对数为自变量，基于韦

伯-费希纳主客观耦合定律建立拟合曲线；由光离子化检测仪完成原始样品气的总烃浓度检

测，并结合原始样品气的臭气浓度计算得到样品气的嗅阈值；将原始样品气的总烃浓度和嗅

阈值代入拟合曲线方程，计算得到样品气的客观气味强度。样品气的气味最终由客观气味强

度、臭气浓度、气味类型、气味愉悦度4个指标共同表征。 

5 试验设备 

5.1 一般性说明 

待评价气味的样品气通过导气管从车内抽出到气袋中。随后的气味评价于2h内在一个独

立的气味评价室中进行。评价室的环境应避免任何来自评价室中测试设备、家具、墙面、地

板等的气味散发对评价的影响。 

参与样品气采集的整车测试舱应足以停放车辆，并配备有洁净空气发生系统。测试舱内

应配备日光照射系统，能以固定功率加热车辆座舱。座舱内可被加热到的温度由座舱密封性

和汽车玻璃材质等决定。 

5.2 气味评价设备 

5.2.1 气体采样袋 

气体采样袋应不改变待分析的样品气气味。典型容积3-10 L的采样袋应具有气密、无味、

低吸附的特点。以下材料适合制作气体采样袋： 

a）四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FEP）； 

b）聚氟乙烯（PVF）； 

c）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采样袋应先用车内空气样品浸润后再正式采集样品气，以使样品气老化采样袋内表面，

降低采样袋内表面吸附导致的样品气损失对气味评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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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体采样袋的车内气体采集和呈现装置可以参考附录A中的示意图构建。 

5.2.2 样品气采集装置 

针对车内空气的采样筒由一个可内置采样袋的刚性容器、气泵和管路组成，结构可参考

附录A。基于肺吸式原理，利用气泵抽取采样筒中的空气，使筒中形成负压，迫使车内空气

样品通过管路进入采样筒中的采样袋内。这种采样方式可以保证样品气仅与管路和采样袋接

触，从而避免样品气的气味改变。 

当上述采样筒不可用时，也可以通过聚四氟乙烯隔膜气泵将车内空气样品直接泵入采样

袋中。 

5.2.3 样品气呈现装置 

对于原始浓度的样品气，其呈现装置的组成与采集装置相同。利用气泵向采样筒中通入

空气，使筒中形成正压，迫使采样袋内的车内空气样品通过管路和漏斗状嗅辨口呈现到气味

评价员的鼻子处。这种呈现方式可以保证样品气以一致的流速和持续时间呈现给每一位评价

员。 

当上述原始浓度的样品气呈现装置不可用时，也可以通过聚四氟乙烯隔膜气泵将车内或

采样袋中的空气样品通过管路和漏斗状嗅辨口直接呈现到气味评价员的鼻子处。 

对于一定稀释倍数下的样品气，其呈现装置的组成包括洁净空气发生器、动态稀释阀、

装有原始浓度样品气的采样袋、嗅辨口以及气体流通管路。通过无味材料制成的文丘里式动

态稀释阀，可使洁净空气和原始浓度样品气按照特定比例混合，然后通过嗅辨口呈现到气味

评价员的鼻子处，结构可参考附录B。 

当嗅辨口的开口直径为24 mm时，其出气速率应不低于10 L/min。 

6 人员要求 

6.1 气味评价小组 

一次气味评价至少需要4名气味评价员参与。所有评价员都应在参加正式评价之前成功

通过气味评价员的筛选培训。 

6.2 气味评价员筛选培训 

对于本标准中阐述的任何一种感官评价，评价执行机构都应建立其相应的气味评价员筛

选培训和定期校核程序（图1），以保持较好的评价水平。气味评价员筛选培训的更多信息

可参考附录C。 

 
图1 气味评价员的筛选培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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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评价员的筛选基于以下原则： 

a）嗅觉灵敏度：候选者不能有嗅觉丧失或嗅觉过敏等问题。避免选用吸烟者、慢性鼻

炎患者或过敏性喷嚏患者。 

b）对气味参比样品的感知：候选者对气味参比样品应具有一定的嗅辨正解率（如80%以

上）。根据候选者所参与气味评价的不同，参比样品可以提供定性的类型描述、定量的气味

等级或两者的组合。 

注意：候选者对正丁醇的检知嗅阈值、对不同气味类型标准嗅液或嗅棒的响应，是判断

其嗅觉表现的优选方法。 

6.3 气味评价员的行为规范 

在气味评价过程前后，气味评价员应遵循以下行为规范，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再现性、减

少相互影响： 

a）参加气味评价前的30分钟内，评价员不能摄入有味物质，如吸烟、进食、饮用水以

外的饮料、吃口香糖等，也应远离有香味的环境。适当喝几小口清水可以帮助去除外来的持

久香气； 

b）应避免不良的个人卫生或使用有味的身体保养品（如体香剂、润肤霜等）而引起的

嗅觉减弱； 

c）气味评价当天若评价员患有疾病，其嗅觉会受到影响，如果确认患病，评价员应告

知小组领队，并不再参加当天的气味评价； 

d）在气味评价过程中，评价员之间不能交流。 

6.4 气味评价员的定期校核 

所有气味评价员都应接受定期校核，且应与正式评价环节分开独立进行，以避免嗅觉疲

劳或嗅觉适应。 

校核应基于气味参比样品开展。应持续记录评价员对参比物质气味的识别率，直到其不

再从事气味评价工作。评价员在一年中应始终满足最低的嗅辨正解率水平（如80%）。 

7 测试条件 

7.1 第Ⅰ类试验 

应满足ISO 12219-7中已有的对整车测试舱、被测评车辆和标准测试流程等的相关要求。 

在VOCs和醛酮类物质采样之后，再进行样品气的采样袋采集。若座椅位置可调，则应将

座椅调节至最靠近车尾处。若座椅角度可调，则应将靠背与坐垫的夹角调节至最小。、 

7.2 第Ⅱ类试验 

应满足量产管控、日常研发类试验或者其他研究目的所需的测试场地、被测评车辆和标

准测试流程等的相关要求。 

8 评价流程 

8.1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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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一般要求 

采样操作使用的样品气容器应满足5.2.1中的要求。根据附录C、D，小组领队需要保证

有足够的样品气量，以完成全部气味评价内容。气体采样袋应一次性使用，以避免交叉干扰。

应避免对样品气的阳光直射或强灯光照射，从而最小化光化学反应的影响。 

8.1.2 从车内空间采样 

8.1.2.1 第Ⅰ类试验采样技术要求 

为了全面评价车内气味，需采集三个状态下的样品气： 

常温状态：常温下对车辆乘员舱内空气进行采样； 

高温状态：引入阳光模拟系统，高温下对车辆乘员舱内空气进行采样； 

通风状态：点燃发动机，启动空调，高温下对车辆乘员舱内空气进行采样。 

（1）常温状态 

在移除车辆内部构件表面覆盖物（如出厂时为保护座椅、地毯等而使用的塑料薄膜）后，

将车辆推入环境舱中，车辆在舱内处于静止状态，车辆的门、窗、乘员舱进风口风门、发动

机和所有其他设备（如空调）均处于关闭状态，且空调打至内循环档。 

选择前排座椅头枕连线的中点为采样点，采样点高度与驾乘人员呼吸带高度相一致。随

即安装采样导管。采样导管选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同时，引入一个温湿度传感装置，用于测

量采样点的空气温度和湿度。 

启动整车测试环境舱，温度设置为25℃，相对湿度设置为50 %RH。该阶段测试环境舱需

满足如下条件： 

a）环境温度：25.0℃±1.0℃； 

b）相对湿度：50 %RH ± 10 %RH； 

c）环境气流速度：≤0.3 m/s； 

d）舱内污染物背景浓度值：甲苯、甲醛均≤0.02 mg/m
3
。 

将车辆所有门、窗、后备箱以及车内可开启的储物阁完全打开，敞开静置6h，敞开静置

过程中最后4h环境舱的环境条件需满足上一段落的要求。 

敞开阶段的6 h结束后，关闭车辆所有车门、窗、后备箱、车内储物阁，开始进入封闭

阶段，封闭阶段保证至少16 h，期间车辆与舱内无空气交换。车辆在封闭过程中，环境舱仍

需满足如下条件： 

a）环境温度：25.0℃±1.0℃； 

b）相对湿度：50 %RH ± 10 %RH； 

c）环境气流速度：≤0.3 m/s； 

d）舱内污染物背景浓度值：甲苯、甲醛均≤0.02 mg/m
3
。 

封闭时间足够时，用5.2中所述的采样袋和装置采集车内空气。 

（2）高温状态 

常温状态的气体采集结束后，开启阳光模拟装置，进入高温阶段。开启阳光模拟装置，

将辐射密度传感器放置于车辆顶部，设置辐射密度为400 W/m
2
±50 W/m

2
范围内，辐射面积至

少需向车身每侧延伸0.5 m以上，阳光模拟装置对加热区域的照射角度为90°，没有来自侧

面的阳光辐射。为避免车辆顶部出现热点，阳光模拟装置距离车顶的距离需在1.0 m以上。 

整个阳光模拟装置开启4 h，最后0.5 h用5.2中所述的采样袋和装置采集车内空气。 

（3）通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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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状态采样结束后，仍然保持阳光模拟装置处于开启状态，点燃发动机，开启空调（手

动空调、自动空调和无空调的评价车辆的空调设置见表1），启用外循环模式。与此同时，

环境舱内的试验人员将评价车辆排气尾管接入风机，启动尾气抽排系统，将发动机点火产生

的尾气排至舱外。 

空调开启5 min后，用5.2中所述的采样袋和装置采集车内空气。 

表1  空调设置 

项目 自动空调 半自动或手动空调 无空调 

空调开关 打开 打开 / 

内/外循环 自动 新风模式 / 

空调风量 自动，所有调风器向

上并完全打开 

脸部模式，所有调风

器向上并完全打开 

在最大位置通风，新

风模式 

温度设置 23℃ 最低 最低 

8.1.2.2 第Ⅱ类试验采样技术要求 

待测评车辆所在的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并保持稳定：  

a） 环境温度：（-20～50）℃（非雨天、雪天等异常气候）；  

b） 环境湿度：（0～95）%RH； 

c） 场地要求：露天或空气流通较好的厂房（气味强度等级≤1级，周围无任何异味产

生源，如涂装车间等）； 

d） 光照要求：针对露天场地，受检车辆需光照均匀，无局部避阴现象；针对厂房场地，

受检车辆无局部光照现象。 

8.2 评价 

气味评价应在恒温、通风的无味评价室中进行，且不能存在会使评价员分心的噪声。气

味评价员应先在评价室中适应5分钟，然后再开始气味评价。 

8.2.1 样品气的呈现 

评价员需要通过气味呈现装置交替嗅辨两股气体。一股气体是洁净空气，另一股气体是

原始浓度或稀释至一定倍数的样品气。每位评价员先嗅辨洁净空气3-5秒，紧接着再嗅辨样

品气3-5秒，此为一轮完整的嗅辨过程。 

8.2.2 气味评价 

基于附录C、D方法，每位气味评价员分别完成样品气的主观气味强度、气味类型、气味

愉悦度3个指标的评价，由光离子化检测仪完成总烃浓度的检测，再根据上述指标完成臭气

浓度和客观气味强度的计算。 

对样品气任一指标的主观嗅辨评价都应进行两轮。第一轮嗅辨后在评价表格上勾选最接

近主观感受的指标选项，再通过第二轮嗅辨进行确认，两轮嗅辨可以连贯进行。 

9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a）选用的气味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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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评价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c）委托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d）被测车辆的详细名称和识别代码 

e）采样时的环境温度、湿度、风速，评价室环境温度、湿度； 

f）采样时间、方式、时长； 

g）评价方法和标准条件的简要说明； 

h）气味评价员姓名； 

i）采样袋材质； 

j）评价过程中发生的与本标准要求不符的异常情况； 

k）每位气味评价员的评价结果； 

l）气味评价的综合结果； 

m）日期和签字。 

10 质量控制 

需要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手段，包括对以下内容进行确认： 

a）开展感官评价的房间应满足背景气味（无气味）和环境温度（25±2℃）的要求； 

b）气味评价员已了解并赞成评价规则； 

c）每一位气味评价员的灵敏度测试结果都被记录在案； 

d）依据5.3.3得出的气味评价员表现情况应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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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可行的样品气采集和呈现装置示例 

 

可行的样品气采集和呈现装置示例见图A.1。 

 

（1.采样袋，2.带阀门的漏斗状嗅辨口，3.采样筒，4.洁净空气） 

图A.1  样品气采集和呈现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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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样品气动态稀释装置 

样品气动态稀释装置见图B.1。 

 

 

（1.空气入口，2.无味气泵，3.活性炭管，4.除水硅胶管，5.文丘里管，6.流量调节阀，7.采样袋，

8.嗅辨口） 

注1:由2、3、4共同构成洁净空气发生器； 

注2:由5、6共同构成气体动态稀释阀。 

图B.1  动态稀释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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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气味强度评价 

C.1 气味强度等级标品的制备 

气味强度等级采用 6 级制，1 级无味，6 级不可忍受。每个等级的数字用于表示样品气

的可接受程度。为了避免不同气味评价员或评价小组之间由于种族、文化等导致的差异，使

用一组已知浓度的正丁醇气体来定义不同的气味强度等级，见表 C.1。 

表 C.1  气味强度等级 

等级 气味强度描述 正丁醇浓度/ppm 

1 无气味 0 

2 可轻微感知到的气味 0.5～0.55 

3 可明显感知到的气味 2.5～2.6 

3.5 介于 3、4 级中间 10～10.5 

4 强烈的气味，可将评价员的注意力从其他事物上强行吸引

过来 

25～26 

5 非常强烈的气味，可占据评价员的注意力并对其他行动产

生干扰 

125～130 

6 不可忍受的气味，可迫使评价员远离 500～520 

 

表 C.1中的正丁醇浓度由正丁醇顶空气和洁净空气以不同比例混合后形成，并经异丁烯

标定后的光离子化检测仪直接测定确认。 

C.2 气味评价员筛选和培训 

使用已知强度等级的气味参比样品，可以通过嗅觉表现客观地筛选出合格的评价员。一

位新的气味评价员候选人应该能够达到 80%以上的气味强度等级识别正解率（例如在 5次强

度等级评价中得到 4次正确的评价结果）。 

在初始培训的第一个阶段，不同强度等级的参比样品以有监督的形式呈现给评价员候选

人，即候选人知道其嗅辨样品的等级。在培训的第二个阶段，将 6个等级的样品气装入 6个

采样袋中呈现给候选人，候选人需要按照等级由小到大将采样袋排序。在培训的最后阶段以

及日常校核中，每位评价员需要以无监督的形式（盲样）评价至少两个不同强度等级的参比

样品气。 

不同强度等级参比样品呈现给评价员的方式，应该与评价员正式评价车内气味样品的方

式相同（见 5.2.3）。 

C.3 主观气味强度评价 

本标准中使用的 6 级制气味强度主观描述如表 C.1所示，可以打到半级。样品气的评价

结果由算数平均值表达，且算数平均值按就近向上原则取整到半级。例如 1/4×

（2.5+3.5+3.0+4.0）=3.25，则最终结果取整到 3.5级；1/4×（2.5+3.0+3.0+4.0）=3.125，

则最终结果取整到 3.0 级。 

如果某位评价员的强度等级与算数平均值的偏差大于 1级，则应剔除该评价员的等级后

重新计算平均值。如果有超过 1位评价员的等级需要剔除，则应由其他评价员重新开展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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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评价。 

C.4 客观气味强度评价 

利用附录 B中的装置，用洁净空气对采样袋中的样品气进行稀释，通过调节流量阀得到

不同稀释倍数（如 1倍、4倍、8倍、16倍）下的样品气。通过 C.3所述方法主观评价每个

稀释倍数 i下样品气的气味强度 Si。 

规定 Si等于 1.5 级时的稀释倍数为原始样品气的臭气浓度。利用光离子化检测仪测定

原始样品气（稀释倍数记为 1）的总烃浓度 C1。用 C1除以原始样品气的臭气浓度得到样品气

的嗅阈值 ODT。 

按下述韦伯-费希纳主客观耦合公式对不同稀释倍数下的主观气味强度 Si 和臭气浓度

（Ci/ODT）的对数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曲线公式常数 k和 b的值。 

𝑆𝑖=k×lg
𝐶𝑖

𝑂𝐷𝑇
+ 𝑏                     (C.1) 

公式中符号含义： 

Si——稀释倍数为 i时样品气的主观气味强度，无量纲； 

Ci——稀释倍数为 i时样品气的总烃浓度，用百万分比浓度（ppm）表示； 

ODT——样品气的嗅阈值，用百万分比浓度（ppm）表示； 

Ci/ODT——样品气的臭气浓度，无量纲； 

k——公式常数，无量纲； 

b——公式常数，无量纲。 

再次利用光离子化检测仪测定原始样品气的总烃浓度 C1，将其代入 ODT、k、b已知的公

式（1）中，计算得到样品气的客观气味强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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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气味类型和愉悦度评价 

D.1 以气味指向表达的气味类型 

用不同的参比化合物定义不同的气味指向，用多个气味指向来表征样品气的气味类型。

若干适用于车内空气的指向描述词及参比化合物见表 D.1。 

表 D.1  气味指向及相应参比化合物 

气味指向 化合物 CAS 编号 配成乙醇溶液的质量分数 

氨 三甲胺 75-50-3 0.1 

硫 二甲基硫醚 75-18-3 0.01 

腐臭 丁酸 107-92-6 0.01 

脂肪 癸二烯醛 25152-84-5 0.01 

十一醛 112-44-7 0.1 

醋 乙酸 64-19-7 1 

溶剂 乙酸乙酯 141-78-6 5 

苯乙烯 100-42-5 0.05 

果香 异丁酸乙酯 97-62-1 5 

甜 苯甲醛 100-52-7 0.9 

丁位癸内酯 705-86-2 1 

乙基麦芽酚 4940-11-8 0.5 

木头 乙酸柏木酯 77-54-3 5 

腐殖质 土臭素 16423-19-1 0.001 

仲丁基喹啉 65442-31-1 0.1 

粪臭 粪臭素 83-34-1 0.001 

烧焦 甲基环戊烯醇酮 80-71-7 0.05 

乙烯基吡嗪 22047-25-2 0.05 

酚醛 邻甲氧基苯酚 90-05-01 1 

氯 次氯酸钠 7681-52-9 0.01 

橡胶 本病噻唑 95-16-9 0.1 

塑料 混合物 / / 

皮革 混合物 / / 

发泡 混合物 / / 

刺激 混合物 / / 

糊味 混合物 / / 

 

上述参比化合物的乙醇溶液盛装于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当其用于对气味评价员进行嗅辨

培训时，可用嗅条蘸取少量溶液后供评价员嗅辨。 

D.2 气味愉悦度  

气味愉悦度是完全主观的评价指标，因人而异。使用以下描述词界定的愉悦度等级来表

征样品气的愉悦度。 

a）非常愉悦，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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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愉悦，2 级； 

c）轻微愉悦，1 级； 

d）中性，0 级; 

e）轻微厌恶，-1 级； 

f）厌恶，-2级； 

g）非常厌恶，-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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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气味评价打分表 

表 E.1  气味评价打分表 

评价人员: ________________                                      评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下线日期: 

VIN 码:                        空调类型: □自动 □手动 

1.常温状态 

稀释倍数 
总烃浓度 

(ppm) 
主观气味强度 臭气浓度 客观气味强度 气味类型 气味愉悦度 

倍数 1：    

   

倍数 2：    

倍数 3：    

倍数 4：    

倍数 5：    

倍数 6：    

……    

2.高温状态 

稀释倍数 
总烃浓度 

(ppm) 
主观气味强度 臭气浓度 客观气味强度 气味类型 气味愉悦度 

倍数 1：    

   

倍数 2：    

倍数 3：    

倍数 4：    

倍数 5：    

倍数 6：    

……    

3.通风状态 

稀释倍数 
总烃浓度 

(ppm) 
主观气味强度 臭气浓度 客观气味强度 气味类型 气味愉悦度 

倍数 1：    

   

倍数 2：    

倍数 3：    

倍数 4：    

倍数 5：    

倍数 6：    

……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