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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感官分析实施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项目背景

感官分析被认可的定义是由美国食品科学技术专家学会感官评定小组于 1975年提

出的，是一门人们用来唤起、测量、分析及解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而

感知到的食品及其他物质的特征或者性质的一种科学方法。感官分析虽为一种对化妆品

使用感的主观评价方式，但其是对人体肤感进行综合研究，不仅实用性强、直观可靠，

而且解决了一般理化分析所不能解决的复杂生理感受问题。

感官分析适用于分析容易受感官影响的产品，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生鲜产品、香水、

烟酒茶类、纺织及园艺行业中，为这些产品生产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食品行

业的感官分析技术在国际国内领域已趋于成熟，具备完整的感官分析体系，并有相应的

感官分析专著作为指导[1-3]，可为其它行业感官分析提供借鉴。化妆品属于外用产品，

感官体验是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故化妆品感官分析可应用于研发、生

产与质检的环节中，企业的研发部门可应用感官分析与消费者的感官喜好建立沟通的桥

梁，从而进行单位和生产企业可利用感官分析与消费者的一种感官喜好建立沟通桥梁，

从而更好的进行消费者评估、市场预测及配方研发等；生产部门可通过感官分析实施原

材料检验、工序检验和储藏检验，从而实现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和管理；质检部门和监督

机构单位可依据感官分析进行产品的市场监督和质量检验，防止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妆品行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展以来，也在以迅猛

的速度飞快进步。然而我国对化妆品感官分析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对化妆品的感

官分析做出统一规定，而同属快速消费品领域的食品行业已建立了一系列的感官分析标

准及规范。在行业逐步国民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推进行业的高品质、高认知和高水准

是势在必行的工作。因此应建立相应的感官评估机制和指导方法，促进评判方法、过程、

分析和相关研究范围规范化，使评测结果更加准确，为行业创新提供动力。



2、任务来源

2021年 4月，上海市毒理学会标委会审议通过了第三批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化妆

品感官分析方法总则”通过立项，立项编号：SHSOT-2021-B01，标准制订正式启动。标

准完成后设计初期成为国内第一个化妆品感官分析方法学总则，但随后广东省化妆品学

会抢先通过了“化妆品感官分析通则”，鉴于实践能力、差别建设和优化建设的思想，调

研了本学会会员单位的实施和验证能力，逐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化妆品感官分析实施规

范”，进一步突出化妆品感官分析的实操规范，突显操作的指导性。本标准实施后将成

为国内第一个具备操作性强、指导性强和获取性强的化妆品感官分析规范指南，同时进

一步规划了系列的感官分析标准建设的后续清单，为行业推动化妆品感官分析的普及、

推广、创新等实施应用问题提供指导。标准由上海盛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云南贝泰妮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亚什兰化工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片仔癀（上海）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上海晓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华代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花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

司、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复星津美（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参与。

化妆品感官分析在国家或行业标准化层面属于空白，随着快速发展的化妆品行业，

相应的分析评价方法的建设刻不容缓。2021年的功效宣称中的肤感测试归纳到消费者研

究中，更加凸显出国内技术和监管层面的薄弱，对于采用国际上已经十分成熟的感官分

析方法显得非常的必要。在我国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市场甚至引领国际市场

来说，本标准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提供了用于定性、定量比较不同化妆品感官性质和强度的一般性导则介绍了

化妆品感官分析的基本要求，阐述了化妆品感官分析中的各种检验方法和数据统计分析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化妆品产品的客观性感官分析。编制过程如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1年 4月，成立了由上海盛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林文强任组长，云南贝泰妮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飞飞和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马萍任副组长，上海亚什兰化

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片仔癀（上海）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上海晓创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广州华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花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丝芙兰（上海）化

妆品销售有限公司、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复星津美（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等公司代表参与的标准编制小组。制订项目实施计划，启动标准验证研

究。

2）相关标准资料研究

据查证，我国目前尚无对化妆品感官分析的统一标准。国际 ASTM、ISO和国内已

有 25项与食品感官分析相关国标，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是相对于化妆品而言，具有

更多的独立性和行业属性。

为使我国化妆品感官分析标准与感官分析标准的规范与统一，规范性地引用了感官

分析中的国家标准。例如：GB/T 10221-2012 感官分析 术语 （ISO 5492: 2008, MOD），

GB/T 13868-2009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ISO 8589: 2007, IDT），

GB/T 10220-2012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 （ISO 6659：2005, IDT）等标准。同时，还

规范性引用了国内已有的感官分析方法的国家标准，例如：GB/T 12316-1990 感官分析

方法 “A”-“非 A”检验 （ISO 1988：1987, IDT），GB/T 17321-2012 感官分析方法 二-

三点检验 （ISO 10339：2004, MOD）等标准。规范性应用文件的叙述适用于本文件。

查询国际标准文件，以 ASTM E1490-11、ISO 20784等文件为参考。规范性应用文

件的叙述适用于本文件。

3）召开研讨会，制订方法验证程序

2021年 7月，邀请行业内专家召开专题讨论会，就标准编制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

题进行充分研讨，确定标准编制和验证方案，收集和研究文献，标准编制组分工。2021

年 8月～12月，编制组开展了标准主体结构、附录等各环节进行探讨，开始编制标准文

本草案。

4）组织方法验证工作

组织起草小组对主体结构进行验证，选择附录 A“化妆品感官分析实施规范”作为标

准实施的案例进行验证。



4、编制原则

1）力求完整地介绍化妆品感官分析的要求与内容

作为国内首个化妆品感官分析标准，关乎到国内化妆品感官分析整体体系的建立，

本标准是对化妆品感官分析的综合介绍。因此，编制时在使本标准的内容和各检验指标

达到规范性、客观性原则的同时，也力求完整地介绍化妆品感官分析的要求与内容，为

我国化妆品感官分析的后续标准的制定，做出规范性的参考作用。

2）力求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化妆品感官分析是对人体肤感进行综合研究，但同时也是一种对化妆品使用感的主

观评价方式。用客观的感官指标来描述化妆品主观的感官性质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

转化，故在评价过程中需要对评价人员、材料、方法、环境等作出严格的要求以保证试

验的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提出了可行性操作的要求。

5、标准结构

1）目录顺序的确定

本标准是对化妆品感官分析的综合介绍，包括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化妆品感官分析的术语定义、一般性要求及检验方法。在一般要求中根据全面质量管理

理论的“人、机、料、法、环”的规则对影响感官检验质量的因素进行规范化要求，即规

范化要求感官分析工作人员设置、检验配备、受试样准备、检验程序、检验室环境。

2）术语和定义的制定

为下文感官分析过程中会涉及到的专业术语和定义作提前说明。《GB/T 10221-2012

感官分析术语》界定的术语可应用于本标准[4]，但考虑到化妆品的特定使用方式，将其

中不适用于化妆品行业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添加，具体如下：

增加了化妆品感官分析的定义，根据化妆品的使用方式，并参考于 IFT(美国食品工

艺学家学会)感官评定分会对感官分析的定义；限定了化妆品“呈送”环节的动作范围，特

指受试样从评价人员制备后到评价员评价前的转移环节。修改了对“评价员”的定义，分

为准评价员、初级评价员、优选评价员及专家，更为详细地界定了不同等级评价员的资

质范围。

3）一般要求的制定

将一般要求分为基本信息、工作人员、检验室、检验配备、受试样以及检验程序六

个部分，介绍了化妆品感官分析需掌握的基本信息以及需要遵循的评价原则和方法。



在基本信息中，介绍了化妆品感官分析中引起系统误差的四方面因素及对应需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评价中个人经验、外界环境等是引起系统误差的客观因素；评价员感官

响应的差异，即感官灵敏度差异，是引起系统误差的客观因素；此外也要考虑实验设计

和方法选择对系统误差的影响，故应合理的控制环境的客观因素，建立筛选和培训评价

员系统，控制检验流程，选择恰当的试验方法从而降低评价中的误差。

对感官分析工作人员进行分类，并做出说明和要求。说明了负责人的具体职责，参

考于多数参与编写单位的现有感官分析工作管理体系及国标中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

般导则[5]。由于评价员的个人差异性会造成感官灵敏度的不同，因此对评价员的选择和

培训工作也做出相应的具体要求，主要参考多数参与编写单位的评价员管理方法及国标

中关于选拔、培训与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6,7]。

为保证各区域的独立性和评价结果的可信性，对感官分析的检验室做出说明和要

求。将检验室划分为：受试样受试样准备区、评价检验区及结果讨论区三个区域。评价

检验区的设置是为每位评价员创建的一个最小干扰的隔离环境，以便评价员集中注意力

投入到评价任务中，所以进一步提出了检验室应满足的光线条件、温度与湿度标准、噪

音标准、检验室设计要求[8]。

对感官分析的检验设备做出说明和要求。检验设备应保证材质安全、色调柔和、无

异味的要求，并对常用的设备及器具进行简单的举例，如：计时器、温度计、湿纸巾等。

受试样为确保受试样的安全性以及实验记录的准确和完整性，对感官分析使用的受

试样做出说明和要求。受试样，因此对完善受试样信息和受试受试样的接收、保存、呈

送、回收、退还/销毁的统一管理做出了要求。参考于《化妆品功效宣称验证指导原则》

中关于受试样管理的规定[9]以及参与编写单位检验的常用设备规定。

为减少实验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对感官分析的检验程序做出说明和要求。检验程序

包括预备会议准备、受试样的呈送、评价员的准备、评估过程以及对结果的校对和分析。

其中，会议准备中要求提前对评价内容及注意事项进行说明和强调以确保评价工作的顺

利进行；受试样的呈送不得有暗示性信息、明确呈送顺序为确保呈送过程遵循随机性原

则；评估过程中对涂抹受试样的手法做出具体要求，并且取样量以单位面积体积或质量

作为单位，是参考《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中人体功效评价取样量[10]及美

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对化妆品感官分析取样标准[11]确定的；结果分析要求尊重

原始数据，采用合理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数据统计方法参照 GB/T

10220-2012执行[12]。



4）检验方法的制定

目前，化妆品感官分析的检验方法多借鉴国标中规定的感官分析已有方法，可按照

感官分析检验方法国标执行[13-17]。

5）报告编制

依据规范性的分析评价，推荐了报告的框架，数据的准确性、可追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

6）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附录均为资料性附录。分为两个，推荐了实施过程中指标、参比样品和操作流程

的规范，资料性附录 B数据分析处理后的呈现方式指南。

一、资料性附录 A 化妆品感官分析规范性

分为 3个部分，分别介绍了膏霜产品的肤感属性指标、相关肤感指标的参比样品和实验

实施的规范流程。A1、列出膏霜类产品的肤感主要属性指标名称，该列表中的指标来源于

多年的感官分析的数据库，具有中国消费市场的特征。参编单位收集了多年的分析数据，组

成了数据库，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获得的关键肤感属性指标；A2、列出了部分肤感指标的参

比样品，用于训练、考核和标准化评价员的评价感知、程度和掌握能力。这些参比样品经过

多年的实践和比对，十分符合中国人的认知和评判能力，具有一致的推广性。良好设置的感

知参比样品在感官分析中可以起到规范的作用；A3、规范性的实验操作流程

二、资料性附录 B 数据分析的呈现方式

附录 B共 4 个部分，分别列举了不同需求下的肤感属性的结果呈现方式，直观、有效

且可操作。B1、肤感分析属性刨面图； B2、肤感分析直方图；B3、肤感分析两两对比图；

B4、肤感分析成对比较图。

6、标准验证

以标准化的规范为指导，即附录 A作为标准化实施指南进行验证，选择 5家实验室参

与验证。

1、验证组织

参与验证测试单位：上海盛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L1）、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L2）、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L3）、上海亚什兰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L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L5）；

技术支持单位：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晓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样品准备单位：上海盛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验证核查人员：CNAS认可评审员 2人

2、验证实施

2021年 5月-2021年 8月，进行实验测试部分

2021年 8-9 月，数据分析

2021年 8-10月，完成团标的起草、修改、定稿

3、验证方法

组织各参编单位的评价员，他们统一在盛评检测公司的感官分析系统下完成培训，并获

得初级评价员以上的能力考核。一共有 47位合格评价员参与。

盛评检测准备验证样品，包含参比标准品和对照品。

盛评检测编制验证问卷，包含属性指标、以九点标度方式描述强度、评价流程等。

发放验证样品、问卷，进行验证测试。

4、验证结果分析

表. 参比标准品和对照品的平均值及统计学分析结果

阶段 感官指标 参比样品平均值±标 对照品平均值±标准 Sig.（双侧） 结果

使用前

粗糙度 10.1±2.1 9.8±2.0 0.759 没有显著性差异

挑起性 11.1±1.2 10.1±1.4 0.057 没有显著性差异

厚实感 9.4±1.3 10.2±1.1 0.097 没有显著性差异

使用中
涂抹性 12.2±0.9 11.9±1.2 0.491 没有显著性差异

湿润感 11.1±1.4 11.3±1.3 0.673 没有显著性差异

手部使用后

吸收速度 9.6±0.9 9.4±0.7 0.725 没有显著性差异

存留量 10.8±0.6 10.8±1.1 0.564 没有显著性差异

光泽度 10.1±1.4 10.3±1.5 0.702 没有显著性差异

滋润感 10.9±1.1 10.9±1.2 0.961 没有显著性差异

黏滞感 8.1±1.4 8.4±1.2 0.457 没有显著性差异

油腻感 8.4±1.3 7.8±1.1 0.216 没有显著性差异

脸部使用后

渗透性 10.4±1.2 10.8±1.3 0.378 没有显著性差异

滋润感 11.3±1.0 11.4±1.2 0.878 没有显著性差异

黏滞感 7.6±0.8 7.1±0.9 0.173 没有显著性差异

滋润感 10.4±1.0 11.1±1.1 0.069 没有显著性差异

黏滞感 8.9±1.3 8.1±1.1 0.141 没有显著性差异

整体评价 喜好度 6.6±1.4 6.6±1.6 0.887 没有显著性差异

注 1：喜好度为 9分制，其他指标为 15分制。



4.3 验证结论

本次验证选择 47位具有初级评价员以上能力的评价员参与，规范组织了方法的实施和

验证。结果显示，本标准规范的可实施性、可重复性、评价小组一致性、评价员合规训练可

操作性，说明在 5家不同实验室间重复性良好。验证本规范指南能满足运行实施。

7、预期经济效果

1、推动化妆品行业感官分析方法的实施和完善

2010年之前，国内的化妆品感官分析方法使用基本上国际公司中严格使用，国内企

业对此知之甚少。2010年后盛评检测、贝泰妮和欧诗漫作为最先开放的研究机构，是最

早的一批感官实验室建设者，借鉴了国际和食品行业的经验和方法，不断创新和应用，

使得方法进一步成熟。在2021年新规下，化妆品感官分析成为体验需求极强的化妆品的

有效的评价方法，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这个新方法的起步阶段，推广感官分析的方

法将会获得市场极大的反应。本学会单位在这一空白领域体现出强大的技术领先优势。

未来在化妆品感官分析领域中进行标准化的系统规划，逐步完善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2、推动标准化训练和培训

本学会通过标准化的参比样品研发，形成符合化妆品技术的各类标准品、培训教程、

培训课程、培训考核机制。通过帮助学会各单位甚至行业内单位依照标准实施测试，形

成一个以学会为中心的感官认知体系。

3、为国家级别的方法创新研究打下基础

在国标或行标的层面上，化妆品感官分析体系是完全空白。通过我们学会的建设，

积累经验、推广分享，为未来的国标或行标的建设贡献力量。

8、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21年申请标准立项时得到学会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投票一致同意。标准编制过程和验

证过程中得到参与实验验证单位和参与标准编制单位的积极响应。还有如下思考：

化妆品感官分析是依赖于评价员的评测方法，有一定主观性。为了标准的完善性确保最

大限度的降低主观影响，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建设系列规范性动作，最大限度的确保客观

呈现，使得感知的测试更加可重复、一致等需求。在此建议以本标准为起点，继续建设子标



准编制，比如化妆品感官分析术语、评价员选拔培训和考核、参比样品标准化、数据分析标

准化、化妆品感官分析方法标准等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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