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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市场及问题分析

n Dean Lockton – ProTec Group, UK

对于我们的业务、对于整个个人护

理市场，都有必要再次明确精油的定

义：“从特定植物来源提取的天然挥发

性油，具有植物或其他提取来源的特征

性气味”。

精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用量不断增长。它们具有多种

功能，被用于若干行业的众多应用，可

以是个人护理、家庭和工业用的香料，

可以是食品、饮料、药物中的调味品，

可以在芳香治疗、健康、兽医、动物保

健等领域发挥疗效，甚至可以带来抗菌

和抗微生物作用。

随着世界不断发展，消费者需求持

续增长，所有市场（特别是个人护理市

场）对于精油的要求也在一直增加，据

计算，从2014年到2022年，其复合年增

长率（CAGR）将是9% - 10%。精油市场

的价值将从 2014年的 55亿美元增加到

2022年的115亿美元，而2014年的年产

量据计算只有16万吨。

消费者希望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希望在多功能个人护理品中看到天然和

有机原料，因此对于这类原料的需求不

断增长，这对精油和个人护理市场都是

利好。以天然或有机为主题的新产品开

发工作是品牌拥有者和制造商的核心增

长焦点之一。但是，尽管市场看起来一片

大好，短期前景却不那么美妙，精油产量

将不可避免地显著低于需求量。因此，

随着供需比失衡，数量、价值等市场驱

动因素将发挥作用。供应有限、需求大于

产出，这将迫使原材料价格上行，而一旦

价格抬高，就很难回落到原来的水平。

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将是制造商面临的

一个主要问题，而天然有机原材料的短

缺将给质量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由于需求大于供应，原料按季节收

获但需求持续全年，这种情况有可能会

影响到质量以及供应的持续性。大自然

变化多端，自然因素的差异会导致这一

季的收成与下一季不同，使精油的产量

和成分出现波动。这些因素可能是气候

影响、天气变化、降雨太多或太少、平

均温度过高或者霜冻，也可能是种植方

法甚至收割时间，或者是使用了新收割

的或部分晒干的植物起始物质而不是完

全晒干的原材料。天灾时有发生，例如

地震、洪水、火灾等等。除了大自然的

捉弄，各种法规也有影响。主要精油生

产国实施新环保法案已经迫使一些生产

商停产。其后果是产量立刻减少。

随着精油产量降低、供应受限，有

良心的生产商/供应商会根据真实的财务状

况、对于利润的预期和要求来提高原材

料的市场价格。他们还会把生产时确定

了组成的天然原料带给市场。相反，那

些无良的生产商/供应商可能会经不住诱

惑，对材料成分做手脚，以实现他们认

为更能接受的所谓“典型”组成，推销

给不知情的买家。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课题，就是必须甄别那些因为自然

因素导致成分变化的纯正精油与那些被

“掺杂”的精油。所以，从种植者到最终

使用者的整个过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掺杂

什么是掺杂？《牛津词典》这样解

释：掺杂是“通过加入其他物质，使某

种东西质量变差的行为”。还有：“这

些掺杂行为可能对油的疗效产生负面影

响。”那么为什么要掺杂？怎么掺杂？

或者这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这

是一种无意的行为，还是故意的行为？

无意掺杂行为

必须承认，可能会有某些意外的动

作导致无意掺杂。但是这类行为仍然不

被允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可靠供应

链的重要性。农业生产方法不正确，收

割前没有为作物除草；因为难以分清外

表相似的植物而采摘了其他品种；管理/

生产混乱，致使被其他油污染，或因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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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柱不干净而被其他物质玷污；加工时

使用新收割的或晒干的植物，导致油的

特性和成分不一致；储存条件不合格造

成氧化，使材料成分改变。

以上的例子说明非故意掺杂虽然不

可接受，但仍有可能发生，而真正引起

业界担忧的是那些故意的行为。

故意掺杂行为

故意掺杂是一种不道德的欺诈行为，

那为什么有些生产商和供应商还要这样

做呢？我们可能会以为，他们的动机仅

仅是商业利益，完全是为了增加自己的

利润。然而，市场的现状难道就没有一

点责任吗？作为一个产品类别以及个人

护理配方的原料，精油被认为属于“高

价值”，而我们知道对于精油的需求正

不断增长，那么，故意掺杂是不是对于

这种市场特点的回应呢？还是说这种行

为由客户推动，因为客户总是希望拿到

更低的价格。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也不

论这些理由是否正当，供应链的每个环

节都有机会让人使坏，包括种植者、蒸

馏厂、经销商、甚至合同制造商。

这些故意行为可能是添加、替换或

稀释精油成分。使用来自同一植物其他

部位的天然油，例如丁香叶油的产量高

于丁香花蕾油，而两者的组成相似。使

用来自同一植物相近品种的天然油，例

如香水树的价格低于依兰，两者的组成

不同但气味相似。使用来源不同的天然

油，例如混合中国与澳洲生产的茶树油。

使用天然芳香物质，使用天然等同/合成

芳香物质，使用一种天然油但对外宣称

是另一种，例如把薄荷油包装成辣薄荷

油。使用复配的香精模仿精油的组成，

在不公开来源的情况下，替换成来自廉

价产地的原料。这算不算有商业头脑呢？

还有采集时为了提高产量而故意收集不

同品种的材料。

无论这些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

结果都是材料被人为改变，而不是因为

自然变化。刻不容缓的是，我们必须对

以上种种行为提高警惕，确保质量一致、

供应连贯。

质量控制：标准的作用

借助经过批准的、公认的材料规范，

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应该确保材料符合一

定质量要求，并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

但问题在于，每家供应商都会制定自己

的产品规范，而这可能与别家不同。标

准化程度很低，各家供应商之间没有统

一性，注明的来源地可能有出入，不同

来源的材料组成也有差异。没有任何正

式的基准来界定典型的精油应该是什么

样。Guenther编写的《精油》等标准已

是100年前的老古董，而我们知道，每一

批作物出产的精油成分都可能变化。没

有公认的标准蒸馏方法或任何其他生产

方法，每家生产商都竭力从作物中尽可

能多地提取精油，而且生产出来是什么

样，提供给客户的就是什么样。即便如

此，还是存在一些国际标准，但要怎样

来推广实施它们呢？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235:2013

回到本文开头介绍的定义，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9235:2013对此进一步

说明：

精油是从天然植物原材料，通过蒸

汽蒸馏、对柑桔外果皮进行机械加工、

或通过物理过程分离水相（如果有）后

进行干馏得到的产物。

注释1：精油可以接受物理处理，前

提是处理时不会使其C组成发生任何显著

变化（例如过滤、倾析、离心）。

这些业已存在的定义和标准提供了

一个框架，明确界定了什么是“精油”，

对此不容有任何歧义。不得有任何机会、

也不应有任何理由对材料进行违反道德

的物理改变或“掺杂”。另外，ISO还按

照精油的常用名称发布了针对各种精油

的标准，说明其各项特性，包括物理、化

学和色谱特征，以便评价精油的质量。不

过这些标准有局限性，因为精油是从季

节性作物中提取得到，只有在收获、加

工、分析之后，才能准确掌握所得精油

的各项信息。这样，尽管作为一个产品

类别，精油已经有通俗易懂的、适用于

加工环节的ISO定义，而且也有分别针对

各种油的ISO标准，但如果天然生产的油

不符合这些标准，又该怎样呢？

规范

质量必须适合用途，满足根据用途

制定的适当规范。ISO 9000:2015质量管

理体系说明了所需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规定质量是“物体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

要求的程度”。简而言之，质量就是满

足顾客的要求。

因此，配方师需要根据用途来决定

手头的精油是否适合，这在很大程度上

与它的成分无关。虽然存在针对特定精

油的ISO标准，我们却从未听说过哪种原

材料被认定满足相应的ISO标准。讽刺的

是，针对精油的标准化工作将不可避免

地按照既定配方进行，很可能会把精油

与天然和/或天然等同芳香物质混合，产

生香氛复合物。如果市场推广工作到位，

这类复合物会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并不

是精油。当产品的亮点是“有机”或“天

然”时，原材料是否符合ISO 9235:2013

至关重要。作为一项标准，配方师或许

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有良心的供应商

会把它视为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石，而不

讲原则的供应商会把它抛诸脑后。

凭借得到认可的来源，原材料规范

成为标准，通过实施质量控制标准和质

量控制方法，确保持续供应经过批准、

与用途相称的材料。参考上一个批次，

按批次控制精油质量而不是遵循特定的

ISO标准，这在日常操作中是可行的。典

型物理参数如颜色、气味和外观或者物

理湿法分析；比重、折射率和旋光度曾

被用来衡量同一来源不同批次之间的自

然变动，现在也可以用来鉴别超出正常

允许变动范围的组成变化。但是这类仪

器的分辨能力太弱，无法区分自然变动

和掺杂。

需要更多、更精密的分析手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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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气相

色谱（GC）和/或质谱（MS）探测器、

同位素分析、异构分析（手性）或高效

液相色谱（HPLC）。然而，这些技术并

不能百分之百地检测出复杂的故意掺杂

行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相关数据十分

有限，无法说明掺杂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我们担心的问题只是被掺杂的

精油会给品牌拥有者或最终使用者造成

多大损害？除了成本和道德因素，还应

把合规性纳入考虑。成品组分的安全性

由厂商自行控制，但也需要按照全球公

认的国际香料香精协会（ IFRA）标准进

行风险管理和评估。同样可能带来损害

的是国际化妆品原料命名法（ INCI）的

要求。如果成品采用了配方师认为是纯

正品质的精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

经过了掺杂，当这样的产品被发现违规

时，此类做法的风险和后果将十分严重。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质量保证。可信的来源。

设计产品时就必须考虑到原材料质

量，而不能在生产开始后才重视。 ISO

9235:2013是可以采用的标准之一，能确

保原材料符合相关各方的要求。从种植

者到最终使用者的供应链应尽量短，保

证所有环节都得到控制。通过与原材料

来源、种植者、农民、合作社、当地社

区直接合作，可以控制产地、收成和生

产，确保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合乎道德

的行为、社会责任、可持续性、环保意

识都是能增强信任的因素，有利于把原

材料推向市场。毫无疑问， ProTec

Botanica就是这样的可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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