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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属于检测装置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包括方形的箱体，所述

箱体的一端设置有分析检测装置，所述分析检测

装置包括光源和光谱仪；所述箱体远离所述分析

检测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用于存放测量杯的第一

抽屉，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箱体内远离所述第一

抽屉的一端；所述箱体内还设置有安装层，所述

安装层设置在所述第一抽屉与所述光源之间的

位置，所述光谱仪设置在所述安装层靠近所述光

源的一面。本实用新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结构

简单，更加便于携带，同时使用过程操作简单，使

用方便。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抽屉可用于存放测量

杯，可将测量杯、测量纸、搅拌工具、胶头滴管等

工具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携带更加的方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210376117 U

2020.04.21

CN
 2
10
37
61
17
 U



1.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包括方形的箱体，所述箱体的一端设置有分析

检测装置，所述箱体远离所述分析检测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用于存放测量杯的第一抽屉，所

述分析检测装置包括光源和光谱仪，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箱体内远离所述第一抽屉的一

端，所述箱体内还设置有安装层，所述安装层设置在所述第一抽屉与所述光源之间的位置，

所述光谱仪设置在所述安装层靠近所述光源的一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谱仪为微型光谱

仪。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屉内设置有

用于与所述测量杯相配合的凹槽，所述测量杯上设置有用于防止油样溢出的杯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还滑动连接

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位于所述光源与所述安装层之间的位置；所述滑动板上设置有用于

与所述测量杯相配合的测量杯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板远离所述安

装层的一面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为倒置的T字形结构，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与所述滑块

相配合的滑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

与所述光源相配合的安装槽，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滑槽的长度为所述箱体

宽度的三分之二；所述滑块靠近箱体内部的一端设置有卡块，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所述

卡块相配合的卡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

于放置测量工具的第二抽屉，所述第二抽屉位于所述安装层和所述第一抽屉之间的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

于将所述箱体内安装的装置遮挡的箱门，所述箱门上设置有锁紧装置，所述第一抽屉和所

述第二抽屉上均设置有所述锁紧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远离所述光源

的一端设置有把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层靠近所述

第二抽屉的一面设置有与所述光谱仪相连接的单片机和用于为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供

电的电源；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于显示检测结果的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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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

背景技术

[0002] 食用油也称为“食油”，是指在制作食品过程中使用的，动物或者植物油脂。常温下

为液态。由于原料来源、加工工艺以及品质等原因，常见的食用油多为植物油脂，包括粟米

油、菜籽油、花生油、火麻油、玉米油、橄榄油、山茶油、棕榈油、芥花子油、葵花子油、大豆油、

芝麻油、亚麻籽油(胡麻油)、葡萄籽油、核桃油、牡丹籽油等等。食用油品质检测主要是检测

食用油中的杂质和食用油掺假情况。食用油中的杂质含量过高将严重的影响食用油食用的

安全性，尤其是在高温爆炒等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危害性物质。由于食用油的种类繁多，

不同种类的食用油价格不同，一些商家为了谋取更高的利益，常常会用低价食用油与高价

食用油混合，以冒充高价食用油。有的甚至掺杂有有害成分。因此对食用油品质的检测尤为

重要。

[0003] 现有的食用油检测仪大多结构复杂，体积较大，不便于携带。且在对食用油进行检

测时，往往需要用到测量工具，而现有的食用油检测仪往往缺乏一定的存储功能，使得在携

带过程中需要利用其它装置来携带测量工具，携带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携带的食

用油品质检测仪。

[0005]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包括方形的箱体，所述箱体的一端设置有分析检测装置，

所述分析检测装置包括光源和光谱仪；所述箱体远离所述分析检测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用于

存放测量杯的第一抽屉，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箱体内远离所述第一抽屉的一端；所述箱体

内还设置有安装层，所述安装层设置在所述第一抽屉与所述光源之间的位置，所述光谱仪

设置在所述安装层靠近所述光源的一面。

[0007] 所述第一抽屉所在的一端为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的上端。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

箱体内，所述光源位于所述箱体底部的中部位置，所述光谱仪设置在所述光源正上方，所述

光谱仪与所述光源相对设置。所述光谱仪设置在所述安装层上，所述安装层位于所述第一

抽屉下方，所述光源与所述光谱仪之间的直线距离大于所述测量杯的高度。所述第一抽屉

用于存放测量杯，所述第一抽屉内设置有凹槽，可防止在携带的过程中，所述测量杯晃动。

[0008] 在使用过程中，将食用油搅拌倒入所述测量杯中，然后将装有油样的测量杯静置

一段时间，再将测量杯放置到光源上方，使得测量杯的杯底与光源接触，光源向上发射检测

光，所述光谱仪接收检测光，并将所述接收到的检测光信息发送给处理器，处理器对光谱信

息进行分析，实现对食用油中杂质的检测。需要对食用油的品质进行进一步检测时，利用胶

头滴管等工具吸取油样，然后将油样滴到试纸上，将试纸放在光源上方，使得试纸与光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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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光源向上发射检测光，所述光谱仪接收检测光，并将所述接收到的检测光信息发送给处

理器，处理器对光谱信息进行分析，实现对食用油品质的进一步检测。

[0009] 本实用新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结构简单，更加便于携带，同时使用过程操作简

单，使用方便。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抽屉可用于存放测量杯，当需要对多个油样进行测量或对

同一油样进行多组测量时，将油样倒入所述测量杯中，然后将测量杯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

内，可防止在测量过程中不小心将测量杯打翻。当需要将油样带到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进一

步检测时，可将装有油样的检测杯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防止油样丢失，便于携带。在将

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带到其他地方使用时，可将测量杯、测量纸、搅拌工具、胶头滴管等

工具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携带更加的方便。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光谱仪为微型光谱仪。

[0011] 光谱仪器是应用光学技术、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对物质的成分及结构等进行分

析和测量的基本设备，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工业控制、化学分析、食品品质检测、材料分

析、临床检验、航空航天遥感及科学教育等领域。由于传统的光谱仪存在着结构复杂、使用

环境受限、不便携带及价格昂贵等不足，不能满足现场检测和实时监控的需求。因此，微型

光纤光谱仪成为光谱仪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来，由于光纤技术、光栅技术及

阵列式探测器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光谱检测系统形成了光源、采样单元及摄谱单元相

分离的结构形式，整个系统结构更具模块化，使用更加方便灵活，从而使微型光纤光谱仪成

为现场检测和实时监控的首选仪器。

[0012] 微型光谱仪是光谱测量系统中的核心部件，由于体积小，便于灵活地搭建光谱系

统，在科研领域应用越来越广。微型光谱仪具体模块化和高速采集的特点，在系统集成和现

场检测的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结合光源、光纤、测量附件，可以搭配成各种光学测量系

统。微型光纤光谱仪具有内部结构紧凑、无移动部件、波长范围宽、测量速度快、价格低的特

点，在工业在线监控及便携式检测系统开发等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发展空间。

[0013] 本实用新型的微型光谱仪用于接收和分析管光谱信息，并将光谱信息发送给处理

器，实现对食用油品质的检测。具体过程为，光源发出的检测光穿过粘有油样的试纸后，在

微型光谱仪的光谱收集端上形成不同光谱，微型光谱仪对光谱进行接收和分析，所述微型

光谱仪将分析结果传输给处理器，处理器分析出食用油品质。本实用新型采用重量和体积

都较小的微型光谱仪，大大减轻了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的重量，更加轻便，便于携带。

[0014]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抽屉内设置有用于与所述测量杯相配合的凹槽，所述测量

杯上设置有用于防止油样溢出的杯盖。

[0015] 本实用新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上设置有第一抽屉，所述第一抽屉内设置有所述

凹槽，使得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测量多个油样，或者需要将油样带到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进一

步检时，可将油样放置到测量杯中，然后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所述凹槽可以防止测量杯

在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移动过程中晃动，使用方便，更加便于携带。所述杯盖可防止在携

带过程中，油样溢出。

[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内还滑动连接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位于所述光源与所述

安装层之间的位置；所述滑动板上设置有用于与所述测量杯相配合的测量杯槽。

[0017] 所述滑动板设置在所述箱体内，位于所述箱体底部，所述滑动板与所述箱体底面

滑动连接。使用过程中，先将所述滑动板自所述箱体内拉出，然后将所述测量杯放置到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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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杯槽内，再将所述滑动板向所述箱体内推动，当所述滑动板靠近箱体内的一面与所述

箱体内壁相接触时，所述测量杯的底面刚好与所述光源重合，便于测量。所述测量杯槽除了

用于放置所述测量杯外，还具有定位作用，同时还可防止所述测量杯在测量过程中移动，影

响测量效果。

[0018] 更进一步的，所述滑动板远离所述安装层的一面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为倒置的T

字形结构，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与所述滑块相配合的滑槽。

[0019] 所述滑块在所述滑槽内滑动，可防止所述滑动板在滑动过程中左右晃动。所述滑

槽和所述滑块均为倒置的T字形结构，可防止在滑动过程中，所述滑动板被向上抬起。

[0020] 更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光源相配合的安装槽，所述光源设置

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滑槽的长度为所述箱体宽度的三分之二；所述滑块靠近箱体内部的

一端设置有卡块，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用于所述卡块相配合的卡槽。

[0021] 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光源靠近所述安装层的一面与所述箱体内侧

底面位于同一水平面上。所述滑槽的长度为所述箱体宽度的三分之二，使得所述滑动板既

可以滑出、便于放置测量杯，同时又可以放置所述滑动板与所述箱体底面分离。所述箱体的

内壁上设置有所述卡槽，所述滑块上设置有与之相配合的卡块，在使用过程中，将所述滑动

板向所述箱体内推动时，当所述卡块进入所述卡槽，说明所述滑动板已经复位，无需再推动

所述滑动板。同时，所述卡块和所述卡槽还可进一步防止所述滑动板在测量过程或携带过

程中，滑动或左右晃动。

[0022] 更进一步的，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于放置测量工具的第二抽屉，所述第二抽屉

位于所述安装层和所述第一抽屉之间的位置。

[0023] 所述第一抽屉用于放置测量杯，所述第二抽屉用于存放胶头滴管、测试纸等测量

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的工具。

[0024] 更进一步的，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箱体内安装的装置遮挡的箱门，所

述箱门上设置有锁紧装置，所述第一抽屉和所述第二抽屉上均设置有所述锁紧装置。

[0025] 所述箱门用于将所述箱体位于所述第二抽屉和所述箱体底面之间的部分遮挡，所

述箱门可开合。所述箱门、所述第一抽屉和所述第二抽屉上均设置有锁紧装置，所述锁紧装

置可防止在携带过程中，所述箱门打开、所述第一抽屉和所述第二抽屉滑动。

[0026] 更进一步的，所述箱体远离所述光源的一端设置有把手。所述把手设置在所述箱

体的上端面。

[0027] 更进一步的，所述安装层靠近所述第二抽屉的一面设置有单片机和用于为所述食

用油品质检测仪供电的电源；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用于显示检测结果的显示装置。所述单

片机与所述光谱仪相连接，用于分析光谱信号。

[002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

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30] 本实用新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结构简单，更加便于携带，同时使用过程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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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使用方便。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抽屉可用于存放测量杯，当需要对多个油样进行测量或对

同一油样进行多组测量时，将油样倒入所述测量杯中，然后将测量杯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

内，可防止在测量过程中不小心将测量杯打翻。当需要将油样带到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进一

步检测时，可将装有油样的检测杯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防止油样丢失，便于携带。在将

所述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带到其他地方使用时，可将测量杯、测量纸、搅拌工具、胶头滴管等

工具放置到所述第一抽屉内，携带更加的方便。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滑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箱体；11-把手；2-第一抽屉；3-第二抽屉；4-安装层；41-控制装置；5-箱

门；51-锁紧装置；61-滑槽；62-滑动板；63-光源；621-量杯槽；622-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阐述。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包括方形的箱体1，箱体1的一端

设置有分析检测装置，分析检测装置包括光源63和光谱仪；箱体1远离分析检测装置的一端

设置有用于存放测量杯的第一抽屉2，光源63设置在箱体1内远离第一抽屉2的一端；箱体1

内还设置有安装层4，安装层4设置在第一抽屉2与光源63之间的位置，光谱仪设置在安装层

4靠近光源63的一面。

[0037] 第一抽屉2所在的一端为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的上端。光源63设置在箱体1内，光源

63位于箱体1底部的中部位置，光谱仪设置在光源63正上方，光谱仪与光源63相对设置。光

谱仪设置在安装层4上，安装层4位于第一抽屉2下方，光源63与光谱仪之间的直线距离大于

测量杯的高度。第一抽屉2用于存放测量杯，第一抽屉2内设置有凹槽，可防止在携带的过程

中，测量杯晃动。

[0038] 在使用过程中，将食用油搅拌倒入测量杯中，然后将装有油样的测量杯静置一段

时间，再将测量杯放置到光源63上方，使得测量杯的杯底与光源63接触，光源63向上发射检

测光，光谱仪接收检测光，并将接收到的检测光信息发送给处理器，处理器对光谱信息进行

分析，实现对食用油中杂质的检测。需要对食用油的品质进行进一步检测时，利用胶头滴管

等工具吸取油样，然后将油样滴到试纸上，将试纸放在光源63上方，使得试纸与光源63重

合。光源63向上发射检测光，光谱仪接收检测光，并将接收到的检测光信息发送给处理器，

处理器对光谱信息进行分析，实现对食用油品质的进一步检测。

[0039] 本实施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结构简单，更加便于携带，同时使用过程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抽屉2可用于存放测量杯，当需要对多个油样进行测量或对同

一油样进行多组测量时，将油样倒入测量杯中，然后将测量杯放置到第一抽屉2内，可防止

在测量过程中不小心将测量杯打翻。当需要将油样带到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进一步检测时，

可将装有油样的检测杯放置到第一抽屉2内，防止油样丢失，便于携带。在将食用油品质检

测仪带到其他地方使用时，可将测量杯、测量纸、搅拌工具、胶头滴管等工具放置到第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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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2内，携带更加的方便。

[0040] 实施例2：

[0041] 本实施例是在上述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的限定，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

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包括方形的箱体1，箱体1的一端设置有分析检测装置，分析检测装置

包括光源63和光谱仪；箱体1远离分析检测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用于存放测量杯的第一抽屉

2，光源63设置在箱体1内远离第一抽屉2的一端；箱体1内还设置有安装层4，安装层4设置在

第一抽屉2与光源63之间的位置，光谱仪设置在安装层4靠近光源63的一面。光谱仪为微型

光谱仪。

[0042] 微型光谱仪是光谱测量系统中的核心部件，由于体积小，便于灵活地搭建光谱系

统，在科研领域应用越来越广。微型光谱仪具体模块化和高速采集的特点，在系统集成和现

场检测的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结合光源63、光纤、测量附件，可以搭配成各种光学测量

系统。微型光纤光谱仪具有内部结构紧凑、无移动部件、波长范围宽、测量速度快、价格低的

特点，在工业在线监控及便携式检测系统开发等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发展空间。

[0043] 本实施例的微型光谱仪用于接收和分析管光谱信息，并将光谱信息发送给处理

器，实现对食用油品质的检测。具体过程为，光源63发出的检测光穿过粘有油样的试纸后，

在微型光谱仪的光谱收集端上形成不同光谱，微型光谱仪对光谱进行接收和分析，微型光

谱仪将分析结果传输给处理器，处理器分析出食用油品质。本实用新型采用重量和体积都

较小的微型光谱仪，大大减轻了食用油品质检测仪的重量，更加轻便，便于携带。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实施例是在上述实施例2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的限定，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

的一种食用油品质检测仪，包括方形的箱体1，箱体1的一端设置有分析检测装置，分析检测

装置包括光源63和光谱仪；箱体1远离分析检测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用于存放测量杯的第一

抽屉2，光源63设置在箱体1内远离第一抽屉2的一端；箱体1内还设置有安装层4，安装层4设

置在第一抽屉2与光源63之间的位置，光谱仪设置在安装层4靠近光源63的一面。光谱仪为

微型光谱仪。第一抽屉2内设置有用于与测量杯相配合的凹槽，测量杯上设置有用于防止油

样溢出的杯盖。

[0046] 本实施例的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上设置有第一抽屉2，第一抽屉2内设置有凹槽，使

得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测量多个油样，或者需要将油样带到实验室等地方进行进一步检时，

可将油样放置到测量杯中，然后放置到第一抽屉2内。凹槽可以防止测量杯在食用油品质检

测仪移动过程中晃动，使用方便，更加便于携带。杯盖可防止在携带过程中，油样溢出。

[0047] 箱体1内还滑动连接有滑动板62，滑动板62位于光源63与安装层4之间的位置；滑

动板62上设置有用于与测量杯相配合的测量杯槽621。滑动板62设置在箱体1内，位于箱体1

底部，滑动板62与箱体1底面滑动连接。使用过程中，先将滑动板62自箱体1内拉出，然后将

测量杯放置到测量杯槽621内，再将滑动板62向箱体1内推动，当滑动板62靠近箱体1内的一

面与箱体1内壁相接触时，测量杯的底面刚好与光源63重合，便于测量。测量杯槽621除了用

于放置测量杯外，还具有定位作用，同时还可防止测量杯在测量过程中移动，影响测量效

果。

[0048] 滑动板62远离安装层4的一面设置有滑块622，滑块622为倒置的T字形结构，箱体1

内设置有用于与滑块622相配合的滑槽61。滑块622在滑槽61内滑动，可防止滑动板62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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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中左右晃动。滑槽61和滑块622均为倒置的T字形结构，可防止在滑动过程中，滑动板

62被向上抬起。箱体1内设置有用于与光源63相配合的安装槽，光源63设置在安装槽内；滑

槽61的长度为箱体1宽度的三分之二；滑块622靠近箱体1内部的一端设置有卡块，箱体1内

设置有用于卡块相配合的卡槽。

[0049] 光源63设置在安装槽内，光源63靠近安装层4的一面与箱体1内侧底面位于同一水

平面上。滑槽61的长度为箱体1宽度的三分之二，使得滑动板62既可以滑出、便于放置测量

杯，同时又可以放置滑动板62与箱体1底面分离。箱体1的内壁上设置有卡槽，滑块622上设

置有与之相配合的卡块，在使用过程中，将滑动板62向箱体1内推动时，当卡块进入卡槽，说

明滑动板62已经复位，无需再推动滑动板62。同时，卡块和卡槽还可进一步防止滑动板62在

测量过程或携带过程中，滑动或左右晃动。

[0050] 箱体1上还设置有用于放置测量工具的第二抽屉3，第二抽屉3位于安装层4和第一

抽屉2之间的位置。第一抽屉2用于放置测量杯，第二抽屉3用于存放胶头滴管、测试纸等测

量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的工具。箱体1上还设置有用于将箱体1内安装的装置遮挡的箱门5，箱

门5上设置有锁紧装置51，第一抽屉2和第二抽屉3上均设置有锁紧装置51。

[0051] 箱门5用于将箱体1位于第二抽屉3和箱体1底面之间的部分遮挡，箱门5可开合。箱

门5、第一抽屉2和第二抽屉3上均设置有锁紧装置51，锁紧装置51可防止在携带过程中，箱

门5打开、第一抽屉2和第二抽屉3滑动。箱体1远离光源63的一端设置有把手11。把手11设置

在箱体1的上端面。安装层4靠近第二抽屉3的一面设置有用于分析光谱信号的单片机和用

于为食用油品质检测仪供电的电源；箱体1上还设置有用于显示检测结果的显示装置。本实

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可选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

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界定范围内

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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