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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目前香茅醛含量之檢驗不論是 CNS 6679 ｢精油-羰值測定法（氯化羥胺-

電位法）｣ 或氣相層析儀配合火焰離子偵測器 (GC-FID） 法，均有定性效果

不佳之缺點。本研究欲以氣相層析儀配合質譜儀偵測器 (GC-MS) 檢測香茅油

中香茅醛之含量，以改善目前定性效果不佳之問題，然採用 GC-MS 亦有需考

量進樣濃度不能過高的問題，需要稀釋，因此嘗試建立 GC-MS 檢驗方法為本

專題研究最主要目的之一。 

近年來，臺灣中南部登革熱疫情嚴重，甚至連北部亦有疫情傳出，傳統

使用於驅蚊產品香茅油熱賣，甚至缺貨，以現有中國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207 

「香茅油」 及 CNS 817 「香茅油檢驗法」 檢驗市售香茅油以了解目前香茅

油品質現況為本研究第二個目的。 

目前香茅油品質標準及檢驗方法 CNS 207 及 CNS 817 分別於中華民國

57 及 54 年公布，蒸餾試驗雖然對判定是否為調和香茅油有一定程度幫助，但

十分耗時，況且現今檢驗分析主流趨向儀器分析，就目前對於精油成分判定

較常使用者為儀器分析所得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圖，嘗試以本研究所建立的

方法，建立分析樣品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圖，用以鑑別香茅油或調合香茅油

以縮短檢驗時間為本研究第三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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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傳統分析法與儀器分析法進行比對。 

二、傳統分析法：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817 ｢香茅油檢測法｣ ，利用

試劑與樣品中醛類化合物進行反應，以求得相對應量之香茅醛含量。 

三、氣相層析法：參考國外標準 SN/T 1510-2005 ｢出口天然香茅油中香茅醛

和含氧化合物含量的測定氣相色譜法｣、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8133 ｢斯里蘭卡香茅油｣ 等方

法，利用不同極性管柱進行氣相層析，分別為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及 

DB-1ms；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以進行樣品中香茅醛之定性與定量。 

四、比對傳統分析法與氣相層析法於香茅油中香茅醛之定性與定量，並嘗試

以氣相層析法進行品質及品種判定。 

 

 

 

 

 

 

 

 

 



III 
 

參、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因精油屬天然物本身內容物相當複雜，再加上每種精油商品會因用途不

同而加入不同添加劑，使得樣品特性不盡相同，試驗時需要稀釋樣品，

所以稀釋溶劑選用相當重要，經本研究試驗結果可知香茅油樣品於前處

理時，以中極性溶劑的乙酸乙酯及丙酮不僅互溶性最佳，且進行分析時

也不與待測物發生峰重疊，可以符合試驗需求。 

二、本專題研究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條件，不僅可有效縮短一半原分析時

間，亦可達到有效分離待測物與大部分其他成分，其中非極性層析管柱

層析分離效果較差，適合香茅油定性；極性層析管柱分離效果較佳，適

合香茅油定性與香茅醛定量。 

三、標準品添加回收率試驗結果 90~110%，符合一般訂定待測物濃度在 100 

ppm 以上其回收率範圍 85~110% 之要求，建議新增氣相層析法使 CNS 

817 「香茅油檢驗法」 中香茅醛之檢驗時效縮短並增加定量準確率 

(accuracy)。 

四、本次市購樣品經試驗所得之層析成份特性分布，不僅可明確得知香茅油

品種為爪哇香茅油，亦可得知樣品 A 及樣品 B 如業者所標示為純天然之

香茅油；樣品 C 及樣品 D 如業者所標示添加物摻入天然香茅油之調和香

茅油。 

五、CNS 207 「香茅油」、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 CNS 8133 「斯里蘭

卡香茅油」 中所提到香茅油之香茅醛含量範圍分別為 35~45%、31~39% 

及 3~6%；而 CNS 207 之香茅醛含量範圍會與 CNS 6469 及 CNS 8133 互

相矛盾，囿於經費本次試驗樣品數量過少，建議作更全面性試驗，以利

修改 CNS 207 香茅油中香茅醛含量範圍。 

六、本研究發現 CNS 817 中純羥胺試劑之製備，內文 「將氯化氫羥胺 40 公

克，溶解於水 8)公撮，......將其濾液備用」。應更正為 「將氯化氫羥

胺 40 公克，溶解於水 80 公撮，......將其濾液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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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前言 

1.1.1 香茅簡介 

西元 1913 年，日本人岩元清從爪哇移植

了一批香茅草 (如圖 1) 到臺灣，在苗栗松

本農場大量種植成功，開啟臺灣香茅草栽植

事業。西元 1950 年，台灣的香茅油產量達 

360 公噸，並逐年增加。1951 年荷蘭人撤出

獨立後的印尼，當地的香茅油產量大受影響，

台灣香茅油趁勢堀起，產量居世界第一，苗

栗縣產量占全台 80%。1964 年到達頂峰，年

產量為 3,600 公噸。香茅曾經為台灣帶來驚

人的財富。一年三穫，一甲山坡地約可產出 9 桶香茅油，1 桶約 

7~10 公斤。雖價格起伏頗大，但以二戰後價格而言，每桶均價約

新台幣 1,800 元，契作價格更高。是為當時一般工人一天 900 元

薪資。故有一桶香茅油換一間民宅的說法。此後因生產成本增加，

外銷逐漸減少，但仍維持每年 2,000 噸左右。1967 年香茅油外銷

日本佔 77%，印度 15%，美國 2%，印尼 2 %，其他如西班牙、義大

利等國也有少量。西元 1967 年，人工合成的香茅油發明問世，香

茅油價格大跌。其中有些業者為了降低香茅油的成本，混入乙醇或

甲醇等溶劑稀釋以節省原料油的比例，致使要求高品質的日本買家

信心打折，香茅身價一夕暴跌，天然的純香茅油便乏人問津，加上

國際上對於香茅的需求漸少，產業趨於沒落，此後香茅草也就少人

種植了。     

 

圖 1  香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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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香茅油 

   香茅油為香茅草中萃取出來，具特殊氣味的物質，這些成分主

要是由異戊間二烯 (Isoprene) 為構成單元所組成之萜類 

(Terpenoids) ，其中單萜類  (Monoterpenoids) 及倍半萜類  

(Sesquiterpenoids) 具有高揮發性並具有特殊香味，由香茅的全

草經蒸汽蒸餾而得淡黃色液體，且具有濃郁的山椒香氣。 

主要成分是香茅醛 (Citronellal)、香葉醇 (Geraniol) 和香

茅醇 (Citronellol)，其特性清新、具強烈檸檬香味、不刺鼻、有

很好的抑菌功效。因此對於蚊蟲叮咬後的消種止癢，及黴菌感染型

的香港腳，皆有很好的療效，過敏性皮膚者接受度較高、蠶豆症及

地中海型貧血者亦可安心使用。香茅油的功用是驅蟲、殺菌、預防

蚊蟲叮咬、消腫止癢、治療香港腳、消除肚子脹氣、杜絕蟑螂螞蟻

滋生、木製傢俱防蟲蛀食。大部分用於香料工業、肥皂及美容保養

品產業。可煉製香水，亦可作為人工顏料及香料之原料；泡澡時，

可滴入 1~2 滴，舒緩情緒，泡澡後的水可以拿來擦地板，具有防蟑

的作用。 

1.1.3 香茅醛 

中文名稱：香茅醛；3,7-二甲基-6-辛烯

醛；雄刈萱醛。別名：香草醛；玫瑰醛。分

子 量 ： 154.25 gmol/L ， 英 文 名 稱 ：

Citronellal。分子式：C10H18O (如圖 2)。密度：0.8510（20℃, d）；

0.8567（25/25℃, l）。沸點（℃）：203.5（d）；205～208（l）。

閃點（℃）：77（d）；77（l）。性質：無環單萜醛，無色透明液體，

具有花椒香味，易溶於乙醇；乙醚；氯仿，微溶於水。有光學異構

體。 

圖 2  香茅醛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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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精油萃取方法 

精油萃取方法常見的有：水蒸餾法 (Water distillation)、

水蒸氣蒸餾法 (Steam distillation)、有機溶劑萃取法 (Organic 

solvent extraction)、同時水蒸氣蒸餾－有機溶劑萃取法 

(Simultaneous steam distillationextraction，SDE)、冷吸法 

(Enfleurage)、壓榨法 (Expression)、超臨界流體香精油萃取法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 SFE) 及 微 波 抽 取 法 

(Microwave extraction) 等。 

1. 水蒸餾法 

為香料工業取得精油最普遍的方法。此法是將植物體與水混

合加熱，植物體的精油可隨著水蒸氣一起餾出，精油和水蒸氣冷

卻後，因精油比重較水小而留於上層，將兩者分離即可取得精

油。 

2. 水蒸氣蒸餾法 

      為將植物體與水分開，蒸餾時利用水蒸氣直接通過植物體而

將精油餾出，冷卻後即可獲得精油。此法與水蒸餾法，因在高溫

下進行精油萃取，可能會使精油產生變質，即其成分產生異構化 

(Isomerization) 、 皂 化  (Saponification) 及 重 排 

(Rearrangement) 等反應。故一般若使用有機溶劑萃取時，溫度

不會超過 40℃，所以比較不會受高溫影響而產生變質。至於溶

劑的選擇則需考慮極性大小、沸點高低及安全性之外，溶劑萃取

所得到的粗精油成分亦可能會包含許多非精油成分的部分，因此

必須再使用同時水蒸氣蒸餾－有機溶劑萃取法取得其中的揮發

性成分，再進行分析，即可避免上述的困難。 

3. 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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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吸法容易使精油無法保存天然香味，常用於花中香精的萃

取；壓榨法較適用於果皮富含精油的水果，如柑橘及檸檬等，目

前商業上即使用此法。 

4. 超臨界流體香精抽取法 

此法優點是萃取快速，所需時間短，適用於熱不穩定性成分

的取得，且二氧化碳取得容易，價格便宜，無毒性，無爆炸危險，

無腐蝕性，適合於食品工業應用，缺點是設備成本價格高。 

5. 微波抽取法 

為利用微波爐萃取精油，所需的時間少，且僅需少量試樣且

適合應用在分析不同部位及不同採收季節精油成分的分析。 

1.3 目前現況 

1.3.1 香茅油國內外相關標準 

香茅油屬東南亞國家產出的產品，其原料 (香茅草) 會因之

產地、品種、部位等因素，因此所含成分比例有所不同，致香茅油

品質規範會因不同品種而有不同標準。 

目前國內現行香茅油之品質判定標準是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CNS 207 ｢香茅油｣，品質評斷項目，(1) 外觀：淡黃色至淡黃褐

色透明油狀體，(2) 比重：在 15ﾟ/15℃ 時，不得小於 0.883 及

大於 0.900，(3) 折射率：在 20℃ 時，不得小於 1.466及 大於 

1.474 ，(4) 旋光度：在 20℃ 時，不得小於 -6ﾟ 及大於 +2ﾟ，

(5) 香茅醛：香茅油所含香茅醛 (Citronellal) 不得少於 35%，

亦不得多於 45%，(6) 總醇量：香茅油所含總醇量 (Total alcohol) 

不得少於 85%，(7) 酒精內溶解度：香茅油之 1 體積，在 15℃ 至 

25℃ 溶解於 80% (體積) 酒精，所需酒精應不多於 2 體積，(8) 蒸

餾試驗：香茅油蒸餾試驗之餾出油分，不得少於 97.5%，(9) 攙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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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香茅油不得攙雜，必要時得施行攙雜試驗，(10) 檢驗：香

茅油檢驗依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817 ｢香茅油檢驗法｣ 等，與

目前國內現行精油相關標準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100年版）

及 CNS8133 ｢斯里蘭卡香茅油｣ （100年版） 比較詳如下表1： 

 

表 1  國內香茅油品質判定相關標準之比較一覽表 
             標   準 

項  次 
CNS 207 CNS 6469 CNS 8133 

標準名稱 香茅油 爪哇香茅油 斯里蘭卡香茅油 

修訂公布日期 57.01.08 100.10.19 100.03.25 

外觀 ○ ○ ○ 

色澤 --- ○ ○ 

氣味 --- ○ ○ 

相對密度 --- ○ ○ 

比重 ○ --- --- 

折射率 ○ ○ ○ 

旋光度 ○ ○ ○ 
乙醇混溶性 
80％（v/v） 

○ ○ ○ 

乙醯化酯值 --- ○ ○ 

總醇量 ○ --- --- 

羰值，以香茅醛計％  ○ ○ 

香茅醛 ○ --- --- 

閃點℃（平均值） --- ○ ○ 

蒸餾試驗 ○ --- --- 

攙雜試驗 ○ --- --- 

層析特性成分分布 --- ○ ○ 

其中乙醯化酯值相當於總醇量；羰值相當於香茅醛含量而層析

特性成分分布是用以代替蒸餾試驗及攙雜試驗。因此 CNS 207 （57

年版）可朝與同類標準 CNS 6469（100 年版）及 CNS 8133（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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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方向修訂，以使香茅油檢測標準更具一致性。     

1.3.2 香茅油國內外相關檢測方法 

香茅油中香茅醛含量之檢測在國內外檢測方法上目前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法為傳統滴定法 （羥胺法），其原理為利用醛類於與羥胺

試劑反應，生成醛肟 (aldoxime) 及鹽類，使得羥胺試劑內氫氧化

鉀量減少，再藉由鹽酸來滴定以求出試樣內所含醛類化合物之總量。

反應式：R-CHO + NH2OH．HCl + KOH → R-CH=NOH + KCl + 2H2O 

事實上，上述方法對於香茅醛含量檢測均是檢測香茅油之羰值，

羰值經計算可轉換為香茅醛含量，此值僅能供參考內含羰基化合物

量，並非香茅醛真正含量，致用此法得知之結果將會與實際香茅醛

含量有所差異，況且市售香茅油產品經常因商品用途不同而添加溶

劑或油脂；若樣品含羰基化合物可能會影響檢驗結果。此法主要缺

點是所測得之羰值，非香茅醛之真正含量。目前採用此法之標準有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 CNS 8133 ｢斯里蘭卡香茅油｣ 引用之 

CNS 6679 ｢精油-羰值測定法（氯化羥胺-電位法）｣。 

第二種方法是利用氣相層析儀配合火焰離子偵測器 (GC-FID) 

求得層析特性成分分布，以香茅醛之層析峰面積與層析特性成分分

布總面積表示香茅醛含量，其原理為利用溫度梯度 (temperature 

gradient)、載氣 (carrier gas) 及管柱 (column) 來分離分子量

不同的試樣。當試樣通過含有液相薄膜之固相載體的管柱時，一方

面氣相的載氣會帶動試樣往前行，另一方面載體上的液相薄膜又會

與試樣有相互吸引力，化合物在管柱中行進的速度快慢則端視這兩

種相反的作用力之淨值大小而定，不同的化合物其作用力之淨值可

能不同，因此就會在行進速度上有所差異，導致分離，而變換不同

極性管柱可造成不同分離效果，再由偵檢器進行化合物定性或定量

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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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以 GC-FID 檢測香茅油時，因 FID 定性效果不佳且需

依賴氣相層析儀的分析參數設定，因此在分析有摻入添加劑之調合

香茅油樣品時，可能造成含量測定上的誤差。目前國外檢測方法有 

SN/T 1510-2005 ｢出口天然香茅油中香茅醛和含氧化合物含量的測

定氣相色譜法｣；國內檢測方法有 CNS 6469 及 CNS 8133 引用之 

CNS 14943 ｢精油-層析特性成分分布通則-第 1 部：標準中層析特

性成分分布之建立｣ 及 CNS 14944 ｢精油-層析特性成分分布通則-

第 2 部：標準中層析特性成分分布之應用｣。 

    綜合言之，以氣相層析儀配合火焰離子偵測器 (GC-FID) 所得

之層析圖可以用來檢驗香茅醛含量，其主要缺點是對香茅醛之定性

不佳影響含量計算，優點是檢測快速、可直接進樣不需稀釋，層析

特性成分分布圖可用以判定精油是否為香茅油亦可代替 CNS 817 中

之蒸餾試驗及攙雜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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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香茅醛含量之檢驗不論是 CNS 6679 ｢精油-羰值測定法

（氯化羥胺-電位法）｣ 或氣相層析儀配合火焰離子偵測器 

(GC-FID） 法，均有定性效果不佳之缺點。本研究欲以氣相層析儀

配合質譜儀偵測器 (GC-MS) 檢測香茅油中香茅醛之含量，以改善

目前定性效果不佳之問題，然採用 GC-MS 亦有需考量進樣濃度不

能過高的問題，需要稀釋，因此嘗試建立 GC-MS 檢驗方法為本專

題研究最主要目的之一。 

 

近年來，臺灣中南部登革熱疫情嚴重，甚至連北部亦有疫情傳

出，傳統使用於驅蚊產品香茅油熱賣，甚至缺貨，以現有中國華民

國國家標準 CNS 207 ｢香茅油｣ 及 CNS 817 ｢香茅油檢測法｣ 檢驗

市售香茅油以了解目前香茅油品質現況為本研究第二個目的。 

目前香茅油品質標準及檢驗方法 CNS 207 及 CNS 817 分別於

中華民國 57 及 54 年公布，蒸餾試驗雖然對判定是否為調和香茅油

有一定程度幫助但十分耗時，況且現今檢驗分析主流趨向儀器分析，

就目前對於精油成分判定較常使用者為儀器分析所得之層析特性

成分分布圖，嘗試以本研究所建立的方法，建立分析樣品之層析特

性成分分布圖，用以鑑別香茅油或調合香茅油以縮短檢驗時間為本

研究第三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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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 

2.1 實驗流程 

本次試驗以傳統分析法與氣相層析法對香茅醛 (Citronellal) 

進行試驗與比對，以判定香茅油品質，並深究探討氣相層析法對香

茅醛分析最適條件，實驗流程簡圖如圖 3。 

 

 

 

 

 

 

 

 

 

 

 

 

 

 

 

 

 

 

 

 

 

圖 3  實驗流程簡圖 

最適溶劑選擇試驗 

氣相層析法 傳統分析法 

羥胺法 

樣品前處理 

氣相層析儀 (GC) 條件設定： 

優化不同極性層析管柱之層析分離

效果 

質譜儀 (MS) 條件設定： 

1.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進行

定性 

2.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進行

定性與定量 

回收率檢測 

結果分析 

香茅醛品種判定 

結果分析 

香茅醛品質判 實驗方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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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樣品來源 

本次選擇香茅油為研究標的，進行市場購樣挑選具代表性樣品，

共計 4 件 (如圖 4)，分析香茅醛 (Citronellal) 含量以鑑定其品

質優劣，樣品編號及資料如表 2 所示。 

表 2  市購樣品編號及購樣資料表 

  項次 

編號 
商品名稱 成分標示 產地 容量 製造商 

樣品 A 
香茅油 

(農) 

天然香茅油，萃取

香茅根、莖部 
台灣 100 ml 

正東昇國際生物

有限公司 

樣品 B 
香茅油 

(雨利) 
天然香茅草提煉 台灣 100 ml 

雨利行生化科技

實業有限公司 

樣品 C 
怡慶香茅油 

(室飄香) 

天然香茅油、合成

碳氫溶劑油 
台灣 100 ml 

怡慶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樣品 D 
香茅油 

(精戰) 

天然香茅植物萃取

液、高級潤膚油 
台灣 100 ml 盛揚化學工廠 

 

 

 

 

 

 

 

 

 

 

 

 

圖 4  市購樣品 A (最左) 至樣品 D (最右) 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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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傳統分析法 

2.3.1 試藥 

傳統分析法檢測香茅醛所需試藥如表 3 所示。 

表 3  傳統分析法所需之試藥表 

          項 次 

 藥 品 
CAS No. 廠牌 純度 分子式 

1. 氯化氫羥胺 5470-11-1 Panreac 99.5% (NH3OH)Cl 

2. 95% 酒精 - 台灣菸酒 95% C2H5OH / H2O 

3. 0.5N 氫氧化鉀酒 

   精溶液 
- Panreac - KOH / C2H5OH 

4. 0.05N 氫氧化鈉 
   溶液 

- Panreac - NaOH 

5. 0.5N 鹽酸 7647-01-0 Panreac - HCl 

6. 溴酚藍 115-39-9 Panreac - C19H10Br4O5S 

2.3.2 試藥配製 

1. 溴酚藍指示劑製備 

  稱取溴酚藍 (如圖 5) 0.1 公克，加 0.05N 氫氧化鈉溶液 3

毫升，溶解後，加水定量至 25 毫升，即為溴酚藍指示劑 (如圖

6)。 

 

 

 

 

                       

           

          圖 5  溴酚藍                  圖 6  溴酚藍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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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純羥胺試劑製備 

稱取氯化氫羥胺 40 公克，溶解於水 80 毫升 (如圖 7)，加

95% 酒精定量至 800 毫升。將此溶液移入 2 公升燒杯中，在不

停攪拌中加入 0.5N 氫氧化鉀酒精溶液 600 毫升與溴酚藍指示

劑 10 毫升，過濾即為純羥胺試劑 (如圖 8)。 

 

                       

       

 

 

 

 
 
   圖 7  溶解氯化氫羥胺             圖 8  過濾羥胺試劑 

2.3.3 樣品檢測 

2.3.3.1 羥胺法 

1. 樣品試驗 

精秤 2.5 公克樣品置於 250 毫升三角瓶，與羥胺試劑分別

用冰塊冷卻至 0℃ (如圖 9)。取羥胺試劑 75 毫升與樣品混勻，

繼續冷卻 15 分鐘後，靜置室溫 1 小時 (如圖 10)，以 0.5N 鹽

酸滴定，直到滴定終點 (如圖 11)。 

2. 空白試驗 

取羥胺試劑 75 毫升於 250 毫升三角瓶內，冷卻 15 分鐘，

靜置室溫 1 小時，以 0.5N 鹽酸滴定，直到滴定終點 (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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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冰水共存 (0℃)             圖 10  冷卻後，放置室溫 1小時 
 

 
 

                 

  

 

 

 
     

 圖 11  樣品滴定前 (藍色)              圖 12  空白滴定前 (藍色) 

       、滴定後 (黃色)                       、滴定後 (黃色)   
                 

2.3.3.2 計算  

 

 
 
 

式中，a = 相當於所消耗氫氧化鉀量之 0.5N 鹽酸毫升數 

   (空白試驗所需 0.5N 鹽酸毫升數−試料所需 0.5N 鹽酸毫升

數) 

W = 試料油之公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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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氣相層析法 

2.4.1 試藥 

氣相層析法之檢測香茅醛所需校正標準品及溶劑如表 4 所示。 

表 4  氣相層析法所需之試藥表 

         項 次 

 藥 品 
CAS No. 廠牌 純度 分子式 

香茅醛   

(Citronellal) 
106-23-0 ACROS 93% C10H18O 

正己烷  
(n-Hexane) 

110-54-3 Honeywell 99.99% C6H14 

甲醇  

(Methyl alcohol) 
67-56-1 Mallinckrodt 99.9% CH3OH 

乙酸乙酯  

(Acetic acetate) 
141-78-6 Riedel-deHaën 99.8% CH3COOC2H5 

丙酮  
(Acetone) 

67-64-1 J.T.Baker 99.9% C3H6O 

2.4.2 試藥配製 

1.香茅醛儲備標準液 (10000 mg/L) 

(1) 精稱 1.0753 g 香茅醛標準品 (純度 93%) 於 100ml 定量

瓶，加乙酸乙酯至標線，即為濃度 10000 mg/L 配製於乙

酸乙酯之香茅醛儲備標準液，供 DB-5ms 及 DB-1ms 層析

管柱分析。 

(2) 精稱 1.0753 g 香茅醛標準品 (純度 93%) 於 100ml 定量

瓶，加丙酮至標線，即為濃度 10000 mg/L 配製於丙酮之香

茅醛儲備標準液，供 DB-Wax 層析管柱分析。 

2.香茅醛檢量線標準液 

(1) 取適量 10000 mg/L 香茅醛儲備標準液以乙酸乙酯為溶劑，



15 
  

配製 50；100；200；300；500 （g/ml）之系列檢量線標

準液，供 DB-5ms 及 DB-1ms 層析管柱分析。 

(2) 取適量 10000 mg/L 香茅醛儲備標準液以丙酮為溶劑，配

製 50；100；200；300；500 （g/ml）之系列檢量線標準

液，供 DB-Wax 層析管柱分析。 

2.4.3 儀器設備 

中文名：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如圖 13) 

英文名：GC-MS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廠牌：BRUKER  

氣相層析儀型號：Varian 451-GC 

質譜儀型號：SINCO TQ 

自動注射裝置：CP-8400 

Injection Type=S/SL （型式：1177） 

層析管柱：1. DB-5ms (30m X 0.25mm X 0.25m) 

          2. DB-1ms (30m X 0.25mm X 0.25m) 

          3. DB-Wax (30m X 0.25mm X 0.5m) 

 

 
 

 

 

 

 

 

 

 

圖 13  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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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最適樣品溶劑試驗 

香茅醛具有親水基 (羥基) 及疏水基 (碳鏈)，對於大部分溶

劑相容性佳，在使用溶劑上無太大限制；樣品因內含物成分複雜機

質干擾多，在使用溶劑上有一定限制。 

溶劑選用有兩大注意要件，其一為探討樣品與溶劑之互溶性，

若呈現混濁、液滴或分離等不互溶狀態，表此溶劑不適用，樣品於

此溶劑下進行氣相層析法時，注射針在樣品瓶中取樣時，僅取到少

量樣品且取到多量溶劑，造成待測物訊號峰非常低又或者無訊號，

致無法定性亦無法定量，又或者取到多量樣品且取到少量溶劑，定

性分析不會出現問題，然而在定量分析所測得之待測物含量會低於

原始樣品中含量，致誤判含量結果。另一為樣品與溶劑互溶性佳，

但進行氣相層析儀分析後，所呈現之氣相層析圖譜中溶劑峰與待測

物峰發生峰重疊之現象，致無法準確定量，表此溶劑不適用。 

本試驗欲以四種不同極性溶劑 (低極性至高極性)，先以 10：

1 之比例混合樣品進行試驗挑選出互溶性佳的溶劑，再藉由氣相層

析法來確定所挑選出來互溶性佳的溶劑，其溶劑峰不與待測物峰發

生峰重疊，以決定試驗最適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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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最適層析管柱選用試驗 

參考國內外試驗方法之氣相層析圖譜得知，使用非極性管柱 

(DB-5ms 或 DB-1ms) 進行氣相層析時，香茅醛 (Citronellal) 峰

與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峰會產生層析峰重疊現象 (如圖 14

及圖 15)；使用極性管柱 (DB-Wax) 進行氣相層析時，得香茅醛單

一層析峰 (如圖 16)。因此本次實驗將嘗試兩種不同極性管柱進行

試驗以確定最適管柱，來進行香茅醛待測物之定性與定量。  

 

 

 

 

 

 

 

 

 

 

 

 

 

 

 

 

 

 

 

圖 14  SN/T 1510-2005 非極性管柱氣相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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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CNS 6469 非極性管柱氣相層析圖譜 
 

 

 

 

 

 

 

 

 
 
 
 
 

圖 16  CNS 6469 極性管柱氣相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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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氣相層析儀 (GC) 之參數設定 

參考國外標準 SN/T 1510-2005、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6469 

及 CNS 8133 等三種方法所建議之參數設定，包含調整氣相層析儀 

(GC) 之參數設定：進樣器溫度 (Injector temperature)、進樣體

積 (Injector volume)、進樣方式 (Injector mode)、管柱流率 

（Column flow） 及管柱烘溫箱 (Column Oven) 溫度等，將分析

物層析峰達到適當分離並確定分析物層析峰之滯留時間 

(Retention time)，調整優化後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作為質譜儀 

(MS) 參數設定試驗之固定參數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種方法參數設定比較一覽表 

       方 法 
 

項 次        

SN/T 
1510-2005 CNS 6469 CNS 8133 

Injection mode 
Splitless 

(100:1) 

Splitless 

(40:1) 

Splitless 

(40:1) 
-- -- 

Injector Temp. 

（℃） 
220 250 250 250 250 

Detector Temp. 

（℃） 
-- 280 280 250 250 

Column flow 

（ml/min） 
1.0 4.0 4.0 0.3 0.3 

Injection 

Volume 
0.2L 0.15L 0.15L 0.2L 0.2L 

Column oven 

80℃(2min) 

以 8℃/min 

到 220℃ 

80℃(2min) 

以 4℃/min

到 220℃ 

80℃(2min) 

以 4℃/min

到 220℃ 

70℃(10min) 

以 2℃/min

到 220℃ 

50℃(1min) 

以 10℃/min

到 200℃ 

Carrier gas N2 He He H2 H2 

Column 
DB-5ms 

同級品 
DB-1ms DB-Wax DB-1ms DB-Wax 

Detector FID FID FID FID 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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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質譜儀 (MSD) 之參數設定： 

2.4.6.1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1. 參數設定 

掃描分子量範圍：依分析物質量範圍設定 （35~300 amu），Ion 

Source Temperature：250℃， Electron Ionization：70 eV, 

80 A，Transfer Line Temperature：250℃，Scan time：一

般為 500 ms，Solvent delay：依溶劑及層析條件選擇，

Resolution：1.0，Start time：與 solvent delay 時間相同，

End time：與氣相層析儀操作時間相同。 

2. 利用全掃描模式所得之氣相層析圖譜，用以決定各層析峰之滯

留時間 (Retention time)，並由總離子層析圖 (TIC) 所得各

分析物之離子碎斷片資訊作為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設

定依據。 

2.4.6.2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 

1. 參照全掃描模式並調整部分參數，如各成份滯留時間 

(Retention time) 與特徵離子選擇：依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資訊；各成份定性離子及定量離子：依全掃描模式資訊；Scan 

time：依層析峰品質調整。 

2. 以訊號最大之離子碎斷片為定量離子；並選擇其他訊號強、不

易受干擾且適合之離子碎斷片至少 2 種作為定性離子，用以設

定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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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檢量線線性評估 

利用 5 個不同濃度標準品 (不包括空白) 製作檢量線，其線

性回歸方程式之相關係數不應低於 0.99。且進行層析試驗時，試

驗液中待測物濃度應在檢量線之線性範圍內。 

2.4.8 試驗液調製 

1. 乙酸乙酯溶劑調製過程 (供 DB-5ms 及 DB-1ms 層析管柱分

析)： 

樣品 A：稱取 0.2553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乙酸乙酯溶

劑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2份，

其中1份為樣品液 (A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A2)。將 A1 

及 A2 以乙酸乙酯溶劑再稀釋 10 倍即為 A1_d10 試

驗液及 A2_d10 試驗液。 

樣品 B：稱取 0.2562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乙酸乙酯溶

劑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2份，

其中 1 份為樣品液(B1)；另 1 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B2)。將 B1 

及 B2 以乙酸乙酯溶劑再稀釋 10 倍即為 B1_d10 試

驗液及 B2_d10 試驗液。 

樣品 C：稱取 0.2774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乙酸乙酯溶

劑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2份，

其中1份為試驗液 (C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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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 D：稱取 2.5080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乙酸乙酯溶

劑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2份，

其中1份為試驗液 (D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D2) 。將 

D1 及 D2 以乙酸乙酯溶劑再稀釋2倍即為 D1_d2 試驗

液及 D2_d2 試驗液。 

2. 丙酮溶劑調製過程 (供 DB-Wax 層析管柱分析)： 

樣品 A： 稱取 0.2547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丙酮溶劑

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 2 份，

其中1份為樣品液 (A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A2)。將 A1 

及 A2 以丙酮溶劑再稀釋 10 倍即為 A1_d10 試驗液及 

A2_d10 試驗液。 

樣品 B： 稱取 0.2600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丙酮溶劑

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 2 份，

其中1份為樣品液 (B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B2)。將 B1 

及 B2 以丙酮溶劑再稀釋 10 倍即為 B1_d10 試驗液及 

B2_d10 試驗液。 

樣品 C： 稱取 0.2522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丙酮溶劑

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 2 份，

其中1份為試驗液 (C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C2)。 

樣品 D： 稱取 2.5076 g 樣品置於 50 ml 量瓶中，加丙酮溶劑

至標線，混合均勻後即為樣品液，將樣品等分成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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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份為試驗液 (D1)；另 1份加入濃度為 5×104 mg/L 

之標準液 0.08 ml 即為添加回收率試驗液 (D2)。將 D1 

及 D2 以丙酮溶劑再稀釋 2 倍即為 D1_d2 試驗液及 

D2_d2 試驗液。 

3. 取適量試驗液以 0.45 m PTFE 濾膜過濾，盛裝於 2 ml 樣品

瓶待上機檢測。 

2.4.9 試驗液測試  

調整儀器試驗參數至儀器穩定後，建立檢量線並測試試驗液，

最後進行數據處理及結果判定。 

2.4.10 添加回收率試驗 

添加適量濃度標準品於相對基質干擾少之樣品中，進行添加回

收率試驗，以確認試驗方法之可行性。 

2.4.11 計算 

    

    

式中，S1：樣品中香茅醛濃度，mg/kg  

S2：樣品中香茅醛含量，% 

C：由檢量線所得試樣液中香茅醛濃度，g/ml 

V：樣品液體積，ml 

D：樣品液稀釋倍率 

P：香茅油標準品純度，（本次標準品 P = 93%） 

W：樣品質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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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香茅油品種判定 

參考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 CNS 8133 「斯里蘭卡香

茅油」 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來比對樣品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以

判定定品種。 

2.4.13 香茅油品質判定 

依據 CNS 6469 及 CNS 8133 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含量中香茅

醛含量範圍分別為 31~39% 及 3~6%，其會與 CNS 207「香茅油」

中所提到香茅油之香茅醛含量範圍 35~45% 會有矛盾；因此以 CNS 

6469 及 CNS 8133 為主要判定；CNS 207 為輔助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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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 傳統分析法 

樣品 A 至樣品 D 之定量結果如表 6 所示，僅樣品 A 之香茅醛含

量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207 「香茅油」 中所提到香茅油之

香茅醛 (Citronellal) 含量不得少於 35%，亦不得多於 45%。 

表 6  傳統分析法之定量分析結果一覽表 

            編 號 
項 次 樣品 A 樣品 B 樣品 C 樣品 D 

樣品秤量 (g) 2.5021 2.5002 2.5057 2.5028 

香茅醛含量 (%) 36.47 33.34 5.81 9.37 

在執行羥胺法時，有滴定終點判斷的問題，致每次滴定時，所

得之數據會有明顯誤差，而上述之結果乃為三重複之平均值。而且

此法所得之結果為羰值 (以香茅醛計 %)，且僅能表示樣品內所含

羰基化合物總量，而無法確切得知香茅醛含量，致用此法所得知之

結果將會與實際樣品中香茅醛含量有所差異，因此傳統分析法無法

準確得知樣品中香茅醛含量。 

由於傳統分析方法對於香茅醛含量檢測均是檢測香茅油之羰

值，羰值可與香茅醛含量經計算而轉換，此值僅能供參考內含羰基

化合物量，其將會與實際香茅醛含量有所差異，且理論上此法應要

比氣相層析法所得之香茅醛含量結果要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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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氣相層析法 

3.2.1 最適樣品溶劑試驗結果 

使用四種不同極性溶劑比例以 10：1 混合樣品 (如圖 17)。發

現正己烷對樣品 B 溶解性不佳；乙酸乙酯及丙酮對所有樣品溶解性

佳；甲醇對樣品 A、B 及 D 溶解性不佳。 

 

 

 

 

 

 

 

 

 

 
 
 
 
 
 

圖 17  樣品與溶劑相溶性試驗圖 

由於所參考的試驗方法之偵檢器為火焰離子偵測器 (FID)，樣

品不需稀釋可直接進樣；而本次使用試驗方法之偵檢器為質譜儀 

(MS)，樣品一般需稀釋再進樣，以避免過多雜訊 (noise) 產生或

造成背景值提高影響試驗結果。本次試驗選擇不同性質樣品，如樣

品 A 及樣品 B 標示為天然香茅油，內容物以極性化合物為主；樣品

C 及樣品 D 標示為調和香茅油，內容物以非極性化合物為主。試驗

結果以中極性溶劑 (丙酮或乙酸乙酯) 對樣品相溶性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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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氣相層析儀 (GC) 之層析管柱參數設定如下： 

Injector Temperature=250℃        HOLD：20min        

Injection Volumn=1L              Injection Type=S/SL 

Column flow：1 ml/min 

各層析管柱 (DB-5ms、DB-1ms 及 DB-Wax) 之分流比設定及管柱烘

箱設定如表 7 及表 8 所示。 

表 7  DB-5ms 及 DB-1ms 層析管柱之分流比設定及管柱烘箱設定一覽表 

    管 柱 

 
 項 次 

DB-5ms / DB-1ms 

分流比 

(Split ratio) 

Time (min) Split state Split ratio 

initial off off 

1 on 50 

3 on 20 

管柱烘箱 

(Column oven) 

Temp.(℃) Rate (℃/min)  Hold (min)  Total (min) 

70 0 1 1 

140 2 0 36 

250 20 3 44.5 

表 8  DB-Wax 層析管柱之分流比設定及管柱烘箱設定一覽表 

     管 柱 
 

 項 次 

DB-Wax 

分流比 

(Split ratio) 

Time (min) Split state Split ratio 

initial off off 

1 on 50 

3 on 20 

管柱烘箱 

(Column oven) 

Temp.(℃) Rate (℃/min)  Hold (min)  Total (min) 

70 0 1 1 

140 2 0 36 

220 20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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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氣相層析儀 (GC) 之層析管柱參數設定試驗結果 

    各別管柱分別先使用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進行滯留

時間判定，再利用樣品 A 之樣品液為代表進行試驗，以確定是否有

干擾物影響，並選擇出最佳試驗管柱。 

1. DB-5ms 層析管柱： 

配合質譜儀設定所得的層析圖即為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總離子層析圖譜 （TIC），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之滯留

時間在 13.4~13.6 min (如圖 18)。 

參考國外標準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進行試驗，藉由調整烘箱

升溫條件得最佳溫度梯度 (Temperature gradient)，以達最適層

析分離效果，在升溫條件為 8℃/min 進行試驗，層析速度過快使

得層析分離效果不佳，因而調整升溫條件為 2℃/min，其層析分離

效果較佳。於升溫條件為 2℃/min 下，待測物滯留時間在 14 min 

以內，為加快分析時間，調整溫度梯度成兩階段，第一階段以低速 

2℃/min 由 70℃ 升溫至 120℃，最後階段再以高速 20℃/min 升

溫至 250℃，可使原本所需數小時減少為約 45 分鐘。 

待測物 (香茅醛) 會與干擾物 (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發

生峰重疊 (如圖 19)，層析分離效果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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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DB-5ms 管柱之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圖 19  DB-5ms 管柱之樣品 A中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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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B-1ms 層析管柱： 

配合質譜儀設定所得的層析圖即為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總離子層析圖 （TIC），標準品香茅醛滯留時間在 10.0~10.2 min 

(如圖 20)。 

調整烘箱升溫條件，參考國內標準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進行

試驗，在烘箱升溫條件為 2℃/min 或 4℃/min，經試驗層析分離

效果都不錯，為求層析分離效果，則調整升溫條件 2℃/min 進行

設定。於升溫條件為 2℃/min 下，待測物滯留時間在 11 min 以

內，為加快分析時間，溫度梯度調整條件與 DB-5ms 層析管柱相同

分成兩階段。 

其待測物 (香茅醛) 會與干擾物 (異洋薄荷醇) 發生峰重疊 

(如圖 21)，層析分離效果較差，類似 DB-5ms 管柱。 

 

 
 

 
 

 
 

 
 

 
 

 
 

 
 

 
 

 
 

 
 

 
圖 20  DB-1ms 管柱之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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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DB-1ms 管柱之樣品 A中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3. DB-Wax 層析管柱： 

配合質譜儀設定所得的層析圖即為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總離子層析圖 （TIC），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之滯留時

間在 16.1~17.8 min (如圖 22)。 

參考國內標準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進行試驗，藉由調整烘箱

升溫條件得最佳溫度梯度，在烘箱升溫條件方面為 2℃/min 或 4

℃/min 進行試驗，標準品香茅醛峰皆有拖尾現象，但前者分離效

果較佳。故調整升溫速率 2℃/min 進行設定，為加快分析時間，

調整溫度梯度成兩階段，第一階段以低速 2℃/min 由 70℃ 升溫

至 120℃，最後階段考量管柱溫度上限為 250℃，因而以高速 20

℃/min 升溫至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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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待測物 (香茅醛) 可分離干擾物峰 (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且不發生峰重疊 (如圖 23)，層析分離效果最佳。 

  
 
 

 
 

 
 

 
 

 
 

 
 

 
 

 
 

圖 22  DB-Wax 管柱之標準品香茅醛 (Citronella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圖 23  DB-Wax 管柱之樣品 A中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層析圖譜及質譜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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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質譜儀 (MSD) 之參數設定試驗結果 

3.2.4.1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在固定氣相層析儀之層析參數設定條件下，以不同極性層析管

柱進行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掃描分子量範圍 35~300 amu。

進行全掃描模式。挑選香茅醛 (Citronellal) 標準品層析圖譜峰

之最高點，分別為滯留時間 13.542 min (DB-5ms 管柱)、10.066 min 

(DB-1ms 管柱) 及 16.400 min (DB-Wax 管柱) 進行香茅醛標準品

質譜圖與 NIST 標準質譜圖比對圖 (如圖 24)。 

香茅醛標準品質譜圖與 NIST 標準質譜圖之比對圖會出現離

子碎斷片比例不相近為正常現象，因後者建立標準圖譜之環境不同，

如標準品純度、管柱極性、質譜儀設定條件、儀器廠牌...等因素，

所呈現之離子碎片比例會有所不同，因此標準品質譜圖除了要與

NIST 標準質譜圖進行碎片離子百分比相似度比對，同時要檢視主要

離子是否皆以相對高強度出現在質譜圖，才可推斷待測訊號峰是否

為目標待測物。 

由於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及 DB-1ms 所呈現之層析結果

相仿，因此挑選 DB-5ms 管柱於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下進行

定性；極性層析管柱則以 DB-Wax 管柱於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下進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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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ms 香茅醛標準品質譜圖 

DB-1ms 香茅醛標準品質譜圖 

NIST 質譜圖 

DB-Wax 香茅醛標準品質譜圖 

NIST 質譜圖 

NIST 質譜圖 

 

 

 

 

 

       

 

 

 

 

 

 

 

 

 

 

 

 

 

 

 

 

 

 

 

 

圖 24  不同管柱之香茅醛 (Citronellal) 標準品之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質譜圖與 NIST 標準質譜圖比對圖(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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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 

在固定氣相層析儀之層析參數設定條件下，由於非極性層析管

柱 DB-5ms 與 DB-1ms 之層析結果相仿，因此挑選 DB-5ms 管柱於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下進行定量；極性層析管柱則以 DB-Wax 

管柱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下進行定量，再依據其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所得之香茅醛 (Citronellal) 標準品質譜圖來選擇

特徵離子如表 9 所示。 

為決定特徵離子 (定性及定量離子)，以香茅醛標準品配製一

系列檢量線並進行選擇離子監測模式測試，經試驗可知除了離子碎

斷片 41 m/z 之基峰 (Base peak) 以外的其他離子碎斷片在定量

上會出現明顯誤差，致檢量線線性回歸方程式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之相關係數無法達到 0.99 以上。 

因此以離子碎斷片 41 m/z 為定量離子而其他離子碎斷片 69 

m/z、95 m/z 及 121 m/z 為定性離子，進行最適選擇離子監測模

式設定，以利檢量線線性回歸方程式之相關係數可達到 0.99 以

上。 

表 9  選擇離子模式（SIM）之質譜儀參數設定一覽表 

層析管柱 分析物 
滯留時間 

(R.T.min) 

相對 

分子量 

特徵離子（m/z） 

定性離子  
（Ion Ratio） 

定量離子 

DB-5ms 

香茅醛
(Citronellal) 

13.54 154 

69 （61.7） 

95 （51.8） 

121（29.8） 

41 

DB-Wax 16.37 154 

69 （62.6） 

95 （42.5） 

121（18.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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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之試驗結果 

3.2.5.1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定性試驗結果 

樣品 A 至樣品 D 於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進行層析，其中香

茅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與香茅醛標準品之滯留時間皆在 

13.4~13.6 min，比對各樣品內所含待測物與標準品之氣相層析圖

譜 (如圖 25) 同時比對質譜圖 (如圖 26)。 

 

 

 

 

 

 

 

 

 

 

 

 

 

 

 

 

 
 

 
 

 
 

圖 25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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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質譜比對圖譜(MS) 

樣品 A 與樣品 B 如業者所標示純香茅油，於待測物峰附近之基

質干擾少且離子碎斷片比例相仿；樣品 C 如業者所標示有摻入合成

碳氫溶劑油，摻入物於滯留時間約於 15 min 前溶析出來；樣品 D

如業者標示有摻入潤膚油，摻入物滯留時間約於 24 min 後溶析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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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定性試驗結果 

樣品 A 至樣品 D 於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進行層析，其中香

茅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與香茅醛標準品之滯留時間皆在

13.4~13.6 min，比對各樣品內所含香茅醛待測物與香茅醛標準品

之氣相層析圖譜 (如圖 27) 同時比對質譜圖 (如圖 28)，所得層析

圖譜之基質干擾較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少。 

 

 

 

 

 

 

 

 

 

 

 
 
 

 
 

 
 

圖 27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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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質譜比對圖譜 

再以各樣品所含香茅醛待測物之離子比率 (Ion ratio) 與香

茅醛標準品之離子比率做定性判定，試驗結果為各樣品中所含香茅

醛待測物之離子比例符合設定範圍 ± 20% 以內，如表 11 所示。實

際上試驗結果為各樣品中所含香茅醛待測物之離子比例範圍均在 

5%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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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各樣品離子

比率 (Ion ratio) 結果一覽表 

樣品 滯留時間 
特徵離子 

(m/z) 

樣品 
Ion ratio 

(%) 

標準品 
Ion ratio 

(%) 

標準品 
Ion ratio 範圍 

(%) 

Status 

樣品 A 13.509 

41.2 100.3 100.0 80.0 - 120 Pass 

69.1 63.6 61.7 41.7 - 81.7 Pass 

95.0 50.9 51.8 31.8 - 71.8 Pass 

121.1 27.2 29.8 9.8 - 49.8 Pass 

樣品 B 13.514 

41.2 100.4 100.0 80.0 - 120 Pass 

69.1 64.1 61.7 41.7 - 81.7 Pass 

95.0 52.2 51.8 31.8 - 71.8 Pass 

121.1 27.0 29.8 9.8 - 49.8 Pass 

樣品 C 13.481 

41.2 100.3 100.0 80.0 - 120 Pass 

69.1 65.8 61.7 41.7 - 81.7 Pass 

95.0 54.0 51.8 31.8 - 71.8 Pass 

121.1 26.8 29.8 9.8 - 49.8 Pass 

樣品 D 13.522 

41.2 100.2 100.0 80.0 - 120 Pass 

69.1 65.5 61.7 41.7 - 81.7 Pass 

95.0 54.0 51.8 31.8 - 71.8 Pass 

121.1 27.6 29.8 9.8 - 49.8 Pass 

3.2.5.3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定量試驗結果 

以離子碎斷片 41 m/z 為定量離子，針對各樣品中香茅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所相對應之滯留時間，進行香茅醛峰之訊號

面積對應檢量線各點濃度來做出檢量線曲線圖，R2=0.991 (如圖 29)，

進行各樣品之定量如表 12 所示，其中樣品 A 及樣品 B 中香茅醛含

量不僅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207 ｢香茅油｣ 品質規範，亦符

合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品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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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9  氣相層析法 (DB-5ms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檢量線曲線圖 

 

 

 

表 12  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各樣品定量

結果一覽表 

            編 號 
 

 
項 次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  

樣品 A 樣品 B 樣品 C 樣品 D 

樣品秤量(g) 0.2553 0.2562 0.2774 2.5080 

樣品液體積(ml) 50 50 50 50 

稀釋倍率 10 10 1 2 

試驗液濃度(g/ml) 183.69 192.01 35.92 196.61 

香茅醛含量(%) 36.30 37.47 0.65 0.39 

Citronellal

Curve Fit: Linear,   Ignore,   None Resp. Fact. RSD:  11.57%
Coeff. Det.(r2):0.991097y =    +1.348097e+6x   +4.931026e+7

Pe
ak

 S
iz

e

Amount (ug/ml)
100 200 300 400 5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M 
Replicates 1 1 1 1 1



42 
  

3.2.6  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之試驗結果 

3.2.6.1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定性試驗結果 

樣品 A 至樣品 D 於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進行層析，其中香茅

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與香茅醛標準品之滯留時間皆在 

16.1~17.8 min，比對各樣品內所含待測物與標準品之氣相層析圖

譜 (如圖 30)同時比對質譜圖 (如圖 31)。 

 

 

 

 

 

 

 

 

 
 

 
 

 
 

 
 

 
 

 
 

 
 

 
 

 
圖 30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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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之質譜比對圖譜 

樣品 A 與樣品 B 如業者所標示純香茅油，於待測物峰附近之基

質干擾少且離子碎斷片比例相仿；樣品 C 如業者所標示有摻入合成

碳氫溶劑油，摻入物於滯留時間約於 7 min 前溶析出來；樣品 D 如

業者標示有摻入潤膚油，摻入物滯留時間約於 20 min 後溶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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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定性試驗結果 

樣品 A 至樣品 D 於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進行層析，其中香茅

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與香茅醛標準品之滯留時間皆在 

16.1~17.8 min，比對各樣品內所含待測物與標準品之氣相層析圖

譜 (如圖 32)同時比對質譜圖 (如圖 33)，所得層析圖之基質干擾

較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少。 

 

 

 

 

 

 

 

 

 

 

 

 

 
 

圖 32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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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標準品與各樣品於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質譜比對圖譜 

再以各樣品所含香茅醛待測物之離子比率 (Ion ratio) 與香

茅醛標準品之離子比率做定性判定，試驗結果得各樣品中所含香茅

醛待測物之離子比例符合設定範圍 ± 20% 以內如表 13 所示。實際

上試驗結果各樣品中所含香茅醛待測物之離子比例範圍均在 9%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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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樣品離子比

率 (Ion  ratio) 結果一覽表 

樣品 滯留時間 
特徵離子 

(m/z) 

樣品 

Ion ratio 
 (%) 

標準品 

Ion ratio 
 (%) 

標準品 

Ion ratio 範圍 
(%) 

Status 

樣品 A 16.346 

41.2 101.7 101.6 81.6 - 121.6 Pass 

69.1 67.9 62.6 42.6 - 82.6 Pass 

95.0 46.9 42.5 22.5 - 62.5 Pass 

121.1 20.5 18.2 0.1 - 38.2 Pass 

樣品 B 16.359 

41.2 101.7 101.6 81.6 - 121.6 Pass 

69.1 68.7 62.6 42.6 - 82.6 Pass 

95.0 50.3 42.5 22.5 - 62.5 Pass 

121.1 22.6 18.2 0.1 - 38.2 Pass 

樣品 C 16.362 

41.2 101.5 101.6 81.6 - 121.6 Pass 

69.1 71.2 62.6 42.6 - 82.6 Pass 

95.0 51.2 42.5 22.5 - 62.5 Pass 

121.1 22.4 18.2 0.1 - 38.2 Pass 

樣品 D 16.357 

41.2 99.9 101.6 81.6 - 121.6 Pass 

69.1 58.6 62.6 42.6 - 82.6 Pass 

95.0 36.0 42.5 22.5 - 62.5 Pass 

121.1 15.7 18.2 0.1 - 38.2 Pass 

3.2.6.3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定量試驗結果 

以離子碎斷片 41 m/z 為定量離子，針對各樣品中香茅醛

(Citronellal) 待測物所相對應之滯留時間，進行香茅醛峰之訊號

面積對應檢量線各點濃度來做出檢量線曲線圖，R2=0.999 (如圖 34)，

進行各樣品之定量如表 14 所示。各樣品中香茅醛含量皆不符合國

家標準 CNS 207 ｢香茅油｣ 品質規範；樣品 A 及 B 中香茅醛含量符

合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品質規範，其中樣品 B 所測得香茅醛含

量略低於 31%，是因回收率造成，因此其可被視為符合 CNS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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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onellal

Curve Fit: Linear,   Ignore,   None Resp. Fact. RSD:  6.708%
Coeff. Det.(r2):0.999594y =    +1.382673e+7x   +1.675140e+8

Pe
ak

 S
iz

e

Amount (ug/ml)
100 200 300 400 500

0

1

2

3

4

5

6

G 
Replicates 1 1 1 1 1

 
 

  

 

 

 

 

 

 

  

 

 

 

圖 34  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之檢量線曲線圖 

 

 

表 14  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之選擇離子監測模式 (SIM) 樣品定量結
果一覽表 

             編 號 
 

 
項 次 

選擇離子監測模式(SIM)  

樣品 A 樣品 B 樣品 C 樣品 D 

樣品秤量(g) 0.2547 0.2600 0.2522 2.5076 

樣品液體積(ml) 50 50 50 50 

稀釋倍率 10 10 1 2 

試驗液濃度(g/ml) 173.02 157.93 82.47 237.07 

香茅醛含量(%) 33.97 30.37 1.64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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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氣相層析法之標準品添加回收率試驗結果 

由於不同極性管柱層析分離效果不同，因此以基質干擾少的樣

品 A 做標準品添加回收率試驗如表 15 所示，其添加回收率皆在 

90~110%，表試驗流程方法及儀器設定適用此分析。 

表 15  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之添加回收率試驗結果一覽表 

                         編 號 
 

 
 項 次 

樣品 A 

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未添加標準品之試驗液濃度 (g/ml) 183.69 173.02 

添加標準品之試驗液濃度 (g/ml) 358.53 358.53 

添加標準品濃度 (g/ml) 160 160 

回收率 (%) 109.27 91.22  

不論是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管柱) 或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管柱) 所得氣相層析圖譜之結果 (如圖 25 及圖 30)，皆可

得知樣品 A 與樣品 B 如業者所標示純香茅油，於待測物峰附近之基

質干擾少；樣品 C 如業者所標示有摻入合成碳氫溶劑油，且由非極

性層析管柱 (DB-5ms 管柱) 之氣相層析圖可知摻入物溶析時間於 

15 min 前，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管柱) 之氣相層析圖可知摻入

物溶析時間於 7 min 前，被大量沖提出來，造成於待測物峰附近

有大量短鏈碳氫化合物之基質干擾，其對待測物分析影響大；樣品

D 如業者標示有摻入潤膚油，且由非極性層析管柱 (DB-5ms 管柱) 

之氣相層析圖可知摻入物溶析時間於 24 min 後，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管柱) 之氣相層析圖可知摻入物溶析時間於 20 min 後，

被大量沖提出來，可知摻入物為長鏈碳氫化合物其對待測物分析影

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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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茅油品種判定結果 

針對香茅醛 (Citronellal)、香茅醇 (Citronellol) 及香葉

醇 (Geraniol) 等三種成分所得之層析圖譜，比對三成分峰之比例

及峰形做初步判定各樣品之香茅草來源。 

以非極性氣相層析管柱 (DB-5ms 管柱) 於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進行層析發現樣品 A 至樣品 D 中三成分，滯留時間依序為

13.5 min (香茅醛)、17.6 min (香茅醇) 及 18.9 min (香葉醇)，

並由層析圖譜可看出此三成分峰於各樣品中之高度比例及峰形皆

相彷 (如圖 35)。  

 

 

 

 

 

 

 

 

 

 

 

 

 

 

 

圖35  氣相層析法 (DB-5ms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acn) 之樣品 A至樣品
D中三成分之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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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極性氣相層析管柱 (DB-Wax 管柱) 於全掃描模式 (Full 

scan) 進行層析發現樣品 A 至樣品 D 中三成分，滯留時間依序為 

16.3 min (香茅醛)、31.6 min (香茅醇) 及 35.7 min (香葉醇) ，

並由層析圖譜可看出此三成分峰於各樣品中之高度比例及峰形皆

相彷 (如圖 36)。 

 

 

 

 

 

 

 

 

 

 

 

 

 

 

 

 

 
圖 36  氣相層析法 (DB-Wax管柱) 全掃描模式 (Full sacn) 之樣品 A至樣品

D中三成分總離子比對圖譜 (TIC) 
 

綜合上述兩種不同極性管柱所得之結果，可知業者製作或取得

樣品 A 至樣品 D 之香茅油來源是同一種香茅草品種，差別在樣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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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樣品 B 為未摻入添加物之純香茅油；樣品 C 與樣品 D 為有摻入添

加物之調和香茅油。  

經上述初步判定可知本次試驗各樣品所含之香茅油為同一種

香茅草來源。而品種的確定須透過層析特性成分分布來做最終判定，

以樣品 A 為代表，透過層析分離效果佳的極性層析管柱 (DB-Wax) 

所得之層析圖譜進行分析 (如圖 37)。  

 

 

 

 

 

 

 

 

 

 

 

 

 

圖 37  氣相層析法 (DB-Wax 管柱) 之樣品 A 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層析圖譜，波

峰辨識：1. 薴烯 (limonene)；2. 香茅醛 (citronellal)；3. 沈香醇 
(linalool)；4. 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5. ß-覽香烯 (ß-elemene)；6. 乙

酸香茅酯 (citronellyl acetate)；7. 牻牛兒醇-D (germacrene-D)；8. 香
葉醛 (geranial)；9. 乙酸香葉酯 (geranyl acetate)；10. δ-杜松烯 (δ

-cadinene)；11. 香茅醇 (citronellol)；12. 香葉醇 (geraniol)；13. 欖
香醇 (elemol)；14. 丁香酚 (eug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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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配合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 CNS 8133 「斯里蘭卡

香茅油」 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含量如表 16 所示，來判定品種。 

表 16  香茅油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含量一覽表 

CNS 6469  CNS 8133  

成分(a) 最小值 
(%) 

最大值 
(%) 成分 最小值 

(%) 
最大值 
(%) 

薴烯 
(limonene) 2.0 5.0 莰烯 

(camphene) 7.0 10.0 

香茅醛  
(citronellal) 31.0 39.0 薴烯 

(limonene) 7.0 11.5 

沈香醇  
(linalool) 0.5 1.5 香茅醛 

(citronellal) 3.0 6.0 

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0.5 1.7 龍腦 

(borneol) 4.0 7.0 

ß-覽香烯  
(ß-elemene) 0.7 2.5   - - 

乙酸香茅酯  
(citronellyl acetate) 2.0 4.0   - - 

牻牛兒醇-D 
(germacrene-D) 1.5 3.0   - - 

香葉醛  
(geranial) 0.3 11.0   - - 

乙酸香葉酯  
(geranyl acetate) 2.5 5.5   - - 

δ-杜松烯 
(δ-cadinene) 1.4 2.5   - - 

香茅醇  
(citronellol) 8.5 13.0 香茅醇 

(citronellol) 3.0 8.5 

香葉醇 
(geraniol) 20.0 25.0 香葉醇 

(geraniol) 15.0 23.0 

欖香醇  
(elemol) 1.3 4.0   - - 

丁香酚  
(eugenol) 0.5 1.0 異丁香酚甲醚 

(methyl isoeugenol) 7.0 11.0 

註：(a)成分係依其在極性管柱上之溶析順序列出 

樣品 A 與 CNS 6469 之特性成分分布不僅所含成分相符，各成

分溶析順序也一致，可知本次樣品 A 至樣品 D 之香茅油品種為爪哇

香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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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香茅油品質判定結果 

由上述結果可知此次香茅油品種為爪哇香茅油，主要依據 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之層析特性成分分布含量中香茅醛含量範圍

為 31~39%，進行判定；輔以參考 CNS 207 「香茅油」 中所提到

香茅油之香茅醛含量範圍 35~45%，協助判定。分別以傳統分析法 

(羥胺法) 及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及 DB-Wax 管柱) 所測得之

香茅醛含量進行品質判定如表 17 所示。 

表 17  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207 對樣品 A至樣品 D之品質判定結果一

覽表 

    項次 

 
 

編號 

試驗方法 
香茅醛含量 

(%) 

香茅油判定標準 

CNS 6469 

(香茅醛含量31~39%) 

CNS 207 

(香茅醛含量35~45%) 

樣品 A 

傳統分析法(羥胺法) 36.47 ● ● 

氣相層析法(DB-5ms) 36.30 ● ● 

氣相層析法(DB-Wax) 33.97 ● ╳  

樣品 B 

傳統分析法(羥胺法) 33.34 ● ╳ 

氣相層析法(DB-5ms) 37.47 ● ● 

氣相層析法(DB-Wax) 30.37 ● ╳  

樣品 C 

傳統分析法(羥胺法) 5.81 ╳ ╳ 

氣相層析法(DB-5ms) 0.65 ╳ ╳ 

氣相層析法(DB-Wax) 1.64 ╳ ╳ 

樣品 D 

傳統分析法(羥胺法) 9.37 ╳ ╳ 

氣相層析法(DB-5ms) 0.37 ╳ ╳ 

氣相層析法(DB-Wax) 0.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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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6 中所示，基質干擾少的樣品 A 及樣品 B，可知傳統分析

法與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所得之香茅醛含量皆高於氣相層

析法 (DB-Wax 管柱) 所得之香茅醛含量，其與先前所推論結果相符。

是因傳統分析法會與所有含醛類或酮類化合物上的羰基 

(Carbonyl) 皆會與羥胺 (Hydroxylamine) 試劑反應，生成醛肟 

(aldoxime) 及鹽類，再經滴定來換算香茅醛含量，致高估香茅醛

含量；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是因此非極性層析管柱進行層析

分離時，待測物 (香茅醛) 會與干擾物 (異洋薄荷醇, Isopulegol) 

發生峰重疊，又或者有其他未知同分子量之干擾物包埋在待測物 

(香茅醛) 內，分離效果不佳，致香茅醛定量結果偏高；氣相層析

法 (DB-Wax 管柱) 分離效果佳，不會有高估之疑慮，其定量結果本

應低於傳統分析法及氣相層析法 (DB-5ms 管柱)。 

不論傳統分析法或氣相層析法之結果，樣品 C 與樣品 D 皆遠低

於品質規範，由此可知樣品 C 與樣品 D 為有添加摻入物之調和香茅

油。於傳統分析法結果較氣相層析法結果高出許多，是因傳統分析

法無特異性，只要樣品中有含醛類或酮類皆會反應；而氣相層析法

則具有特異性，可透過標準品進行香茅醛定量。且傳統分析法有兩

個最大問題點，一為無法確切知道香茅醛含量，另一為再進行滴定

時，終點判斷有困難，使定量結果出現顯著差異，導致傳統分析法

比氣相層析法呈現之結果高出數倍，而此現象在調和香茅油 (樣品

C 及樣品 D) 中特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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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1. 因精油屬天然物本身內容物相當複雜，再加上每種精油商品會

因用途不同而加入不同添加劑，使得樣品特性不盡相同，試驗

時需要稀釋樣品，所以稀釋溶劑選用相當重要，經本研究試驗

結果可知香茅油樣品於前處理時，以中極性溶劑的乙酸乙酯及

丙酮不僅互溶性最佳，且進行分析時也不與待測物發生峰重疊，

可以符合試驗需求。 

2. 本專題研究之氣相層析儀參數設定條件，不僅可有效縮短一半

原分析時間，亦可達到有效分離待測物與大部分其他成分，其

中非極性層析管柱層析分離效果較差，適合香茅油定性；極性

層析管柱分離效果較佳，適合香茅油定性與香茅醛定量。 

3. 標準品添加回收率試驗結果 90~110%，符合一般訂定待測物濃

度在 100ppm 以上其回收率範圍 85~110% 之要求，建議新增氣

相層析法使 CNS 817 「香茅油檢驗法」中香茅醛之檢驗時效縮

短並增加定量準確率 (accuracy)。 

4. 本次市購樣品經試驗所得之層析成份特性分布，不僅可明確得

知香茅油品種為爪哇香茅油，亦可得知樣品 A 及樣品 B 如業者

所標示為純天然之香茅油；樣品 C 及樣品 D 如業者所標示添加

物摻入天然香茅油之調和香茅油。 

5. CNS 207 「香茅油」、CNS 6469 「爪哇香茅油」 及 CNS 8133 「斯

里蘭卡香茅油」中所提到香茅油之香茅醛含量範圍分別為 

35~45%、31~39% 及 3~6%；而 CNS 207 之香茅醛含量範圍會與 

CNS 6469 及 CNS 8133 互相矛盾，囿於經費本次試驗樣品數量

過少，建議作更全面性試驗，以利修改 CNS 207 香茅油中香茅

醛含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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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研究發現 CNS 817 中純羥胺試劑之製備，內文 「將氯化氫

羥胺 40 公克，溶解於水 8)公撮，......將其濾液備用」。應更

正為「將氯化氫羥胺 40 公克，溶解於水 80 公撮，......將其

濾液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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