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ꎬ４０(６) :１１２５－１１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ｎａｕｘｂ.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１０.７６８５ / ｊｎａｕ.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６



程玉平ꎬ康大成ꎬ张舒翔ꎬ等.微冻液快速冷冻对猪背最长肌加工品质的影响[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４０(６) :１１２５－１１３０.

微冻液快速冷冻对猪背最长肌加工品质的影响
程玉平ꎬ康大成ꎬ张舒翔ꎬ周光宏ꎬ张万刚 ∗
(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 江苏省肉类生产与加工质量安全控制协同创新中心 /
肉品加工与质量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研究微冻液快速冷冻与常规冷冻 ２ 种冷冻处理猪背最长肌对加工调理猪肉饼品质的影响ꎮ [ 方法] 以
宰后 ２４ ｈ 的猪背最长肌为原材料ꎬ采用微冻液快速冷冻和常规冷冻分别将猪背最长肌冷冻至中心温度－１８ ℃ ꎬ并在－１８ ℃ 冻
库内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 后解冻ꎬ加工成调理猪肉饼ꎬ测定 ２ 种不同冷冻处理对其硫代巴比妥酸( ＴＢＡＲＳ) 值、出品率、真空贮藏损
失、色差(亮度 Ｌ∗ 、红度 ａ∗ 、黄度 ｂ∗ )和质构(回复性、弹性、胶黏性、硬度) 的影响ꎮ [ 结果] 与常规冷冻相比ꎬ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微冻液快速冷冻能显著提高调理猪肉饼的出品率ꎬ降低真空贮藏损失(Ｐ<０.０５)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和常规冷冻对猪肉饼的
Ｌ∗ 、ａ∗ 、和 ｂ∗ 值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ꎮ 不同冻藏时间对调理猪肉饼 ＴＢＡＲＳ 值影响显著ꎬ常规冷冻处理加工的调理猪肉饼
ＴＢＡＲＳ 值显著高于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ꎮ 随冷冻时间延长由猪背最长肌加工的调理猪肉饼的硬度、弹性、胶黏性、回复性显

著性降低ꎬ但微冻液快速冷冻下降趋势小于常规冷冻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可显著改善调理猪肉饼的回复性、弹性、胶黏性ꎬ
但硬度值较大ꎮ [结论]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猪肉可提高猪肉饼产品品质ꎬ在调理肉品加工行业中可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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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ꎬ猪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冷冻猪肉具有安全、卫生的
特点ꎬ在肉制品加工工业中占据比重较大ꎮ 传统冷冻方式以空气冷冻为主ꎬ而空气冷冻能耗大ꎬ冷冻时间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 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４００７０３)
作者简介:程玉平ꎬ硕士研究生ꎮ ∗ 通信作者:张万刚ꎬ教授ꎬ博导ꎬ研究方向为肉品质量安全控制ꎬ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ｎꎮ

１１２６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长ꎬ不仅增加成本ꎬ而且浪费时间ꎬ同时对肉品质及其加工制品会产生不良影响 [１] ꎮ 研究表明ꎬ浸渍式微
冻液快速冷冻具有冻结速度快、能耗低、对产品质量影响较小等优点ꎬ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 [２] 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技术是在低温下微冻液与物品直接或间接接触ꎬ在物品浸入液体后瞬间表层冻结ꎬ使
物品快速通过最大冰晶生成带从而实现快速冷冻的加工技术 [３] 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中所用微冻液成分包
括醇类、糖类、盐类以及抗冻蛋白 [４] ꎮ 在水产品中ꎬ倪明龙等 [５] 用含有四元抗冻剂的微冻液直接浸渍冻结
草鱼ꎬ其品质优于空气冷风式冻结ꎮ 邓敏等 [６] 探讨了浸渍冻结和常规空气冻结两种冻结方式对草鱼块品
质的影响ꎬ结果表明浸渍冻结样品的盐溶性蛋白含量高于常规空气冻结ꎬ蒸煮损失及解冻损失率低于空气
冻结ꎬ浸渍式快速冷冻有利于降低蛋白变性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技术在水产品产业应用广泛ꎬ但在畜禽肉制
品加工中的应用鲜有报道ꎮ
因此ꎬ本试验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ꎬ将微冻液快速冷冻技术应用到调理肉制品原料肉的加工中ꎬ以

微冻液快速冷冻与常规冷冻后的猪背最长肌为原材料加工成调理猪肉饼ꎬ研究 ２ 种冷冻方式对猪肉饼保
水性、质构以及氧化方面的影响ꎬ为微冻液快速冷冻在调理猪肉制品行业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猪背最长肌、猪背膘脂肪购于江苏食品集团ꎻ微冻液[ 含 ４０ ~ １４０ ｇＬ －１ 的氯化钠、１０％ ~ ２５％ ( 体积分
数) 的乙醇、３ ~ ５ ｇＬ －１ 的抗冻蛋白、８ ~ １３ ｇＬ －１ 的壳聚糖及水] 购于南京四季大通有限公司ꎻ２ －硫代巴比妥
酸( ＴＢＡ) 、三氯乙酸( ＴＣＡ) 、丙二醛( ＭＤＡ) 均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ꎻ卡拉胶购于山东省滕州市
金凤凰卡拉胶有限责任公司ꎻ乙二胺四乙酸( ＥＤＴＡ) 购于南京瑞翼特试剂有限公司ꎮ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Ｔ － ２５ 数字匀浆机购于德国 ＩＫＡ 公司ꎻＭ２ｅ 多功能酶标仪购于德国 ＭＤ 公司ꎻＦＥ２０ 台式 ｐＨ 计购于瑞
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 Ｔｏｌｅｄｏ 公司ꎻＣＲ － ４００ 便携式色差仪购于日本 Ｋｏｎｉｃａ Ｍｉｎｏｌｔａ 公司ꎻＶＴＯ － ３４Ａ 电烤箱购于北美电
器( 珠海) 有限公司ꎻＢＺＢＩ － １５ 斩拌机购于嘉兴艾博不锈钢机械工程有限公司ꎻＴＣ １２Ｅ 绞肉机购于意大利
Ｓｉｒｍａｎ 公司ꎻ物性质构仪购于英国 Ｓｔａｂｌｅ 公司ꎮ

１.３

试验方法

取宰后 ２４ ｈ 的猪背部最长肌( 表面脂肪与肌肉分离ꎬ每块质量约 １２０ ｇ) 经真空
包装后进行以下 ２ 种处理:１) 将样品置入 － ２２ ℃ 微冻液冻结ꎬ并同时记录肉块中心的温度变化ꎬ至肉块中

１.３.１

原料肉冷冻处理

心温度达 － １８ ℃ ꎻ２) 将样品在低温冻库( － ２２ ℃ ) 内进行空气冷冻冻结ꎬ同样记录肉块中心的温度变化ꎬ至
中心温度达 － １８ ℃ ꎮ 将 ２ 种处理的样品均置于 － １８ ℃ 冻库内ꎬ分别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ꎮ

１.３.２

猪肉饼的制备方法

基本配方 [７－８] :猪背膘 １００ ｇꎬ卡拉胶 ３ ｇꎬ淀粉 ２０ ｇꎬ复合磷酸盐 １ ｇꎬ盐 ７.５ ｇꎬ

蔗糖 ２.５ ｇꎬ酱油 ２.５ ｇꎬ味精 ０.５ ｇꎬ料酒 ９.５ ｇꎬ冰水 ８０ ｇꎮ 以经过不同冷冻处理的猪背最长肌肉 ４００ ｇ 为原
料肉分别加入上述配料ꎮ

工艺流程:原料肉的预处理( 去除可见筋膜ꎬ分割) → 瘦肉和背膘均绞碎 → 配料 → 拌料 → 斩拌 → 成

型→烘烤ꎮ

将冷冻处理后的猪背最长肌肉取出后ꎬ４ ℃ 冷库内解冻 １２ ｈꎮ 完全解冻后ꎬ用筛孔直径为 ４ ｍｍ 的绞

肉机绞碎ꎻ将准确称量的基本配料和原料肉手动搅拌均匀后ꎬ放入斩拌机中ꎬ最低斩拌速率( 刀速:１ ５００

ｒｍｉｎ －１ ꎻ锅速:１５ ｒｍｉｎ －１ ) 充分斩拌ꎻ斩拌均匀后用模具将肉糜定型成直径为 ８ ｃｍꎬ厚度为 １.５ ｃｍꎬ质量为

９５ ｇ 的肉饼ꎻ然后放入烤箱中ꎬ１９０ ℃ 烤制约 １５ ｍｉｎꎬ直到肉饼中心温度达到 ７５ ℃ ꎬ测定猪肉饼的相关品
质指标ꎮ

采用 Ｇａｏ 等 [９] 的方法ꎬ将肉饼烤熟并冷却至室温ꎬ用纸巾将肉饼表面可见的汁液吸
干ꎬ称质量ꎮ 出品率 ＝ 熟肉饼质量 / 生肉饼质量 × １００％ꎮ

１.３.３

出品率测定

１.３.４

质构测定

质构剖面分析(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ＴＰＡ) 参考 Ｃｈｏｉ 等 [１０] 和孙建清等 [１１] 的方法ꎬ对肉

饼硬度、弹性、回复性和胶黏性进行测定ꎮ 将电烤箱预热至 １９０ ℃ 后ꎬ把肉饼放入电烤箱托盘中ꎬ烤制

１５ ｍｉｎꎬ使肉饼中心温度达到 ７５ ℃ ꎮ 将烤熟的肉饼冷却至室温后ꎬ用圆柱形取样器和双面刀将肉饼切成
高 １ ｃｍꎬ直径 ２.５ ｃｍ 的圆柱体样品ꎬ在室温下用物性质构仪对其进行测定ꎮ 参数:探头型号 Ｐ / ５０ꎬ测前速
度２ ｍｍｓ －１ ꎬ测中速度 ２ ｍｍｓ －１ ꎬ测后速度 ５ ｍｍｓ －１ ꎬ压缩比 ５０％ꎬ触发力 ５ ｇꎬ测试间隔时间 ５ ｓꎮ ＴＰＡ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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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７

定结果用 ＴＰＡ￣ｍａｃｒｏ 进行分析 [１２] ꎮ

１.３.５

色泽( Ｌ ∗ 、ａ ∗ 、ｂ ∗ ) 测定

将样品放置在空气中暴露 １０ ｍｉｎꎬ使用 ＣＲ － ４００ 色差仪测定样品 Ｌ ∗ 、ａ ∗ 、

ｂ ∗ 值ꎮ 测定前首先使用标准色差板对色差仪进行校准ꎬ随后用校准好的色差仪依次对每个样品的随机区
域进行肉色测定ꎬ每个样品分别测定 ５ 个点ꎬ取平均值作为肉色测定结果ꎮ

１.３.６
等

[１３]

猪肉饼的真空贮藏损失率用冷藏期间肉饼的汁液损失来计算ꎮ 参考 Ｃｈｉｎ
的方法测定ꎮ 损失率 ＝ ( Ｗ １ －Ｗ ２ ) / Ｗ １ ꎬ其中 Ｗ １ 为贮藏前肉饼的质量ꎬＷ ２ 为贮藏后肉饼的质量ꎮ
真空贮藏损失测定

硫代巴比妥酸( ＴＢＡＲＳ) 值测定 硫代巴比妥酸测定方法根据 Ｋａｎｇ 等 [１４] 的方法并进行修改ꎮ 氧
化值通过 ２ －硫代巴比妥酸反应性物质进行轻微修饰来确定ꎮ 在冰浴中将 １ ｇ 肉在 ５ ｍＬ ７.５％ ＴＣＡ 溶液

１.３.７

( 含有 ０.１％ＥＤＴＡ) 中匀浆ꎬ匀浆 ２ ~ ３ 次ꎬ每次 １５ ｓꎬ间隔 ５ ｓꎮ 匀浆结束后将样品以 １２ ０００ ｇ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取
上清液 ２ ｍＬ 加入 ２ ｍＬ ０.０２ ｍｏｌＬ －１ ＴＢＡꎮ 然后将混合液进行水浴(９５ ℃ )３０ ｍｉｎꎮ 冷却样品ꎬ用 Ｍ２ｅ 多
功能酶标仪在波长 ５３２ ｎｍ 下测量样品的吸光值ꎬ以丙二醛( ＭＤＡ) 溶液制备的标准曲线计算 ＴＢＡＲＳ 的含
量ꎬ单位为 ｍｇｋｇ －１ ꎮ

１.４

２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用 ＳＡＳ ８.１ 进行方差分析ꎬ用 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ＯＶＡ 进行显著性分析ꎮ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微冻液快速冷冻对硫代巴比妥酸( ＴＢＡＲＳ) 值的影响

由图 １ 可知:２ 种冷冻处理的 ＴＢＡＲＳ 值ꎬ在

４５ ｄ 时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ꎬ但 ９０ ｄ 时ꎬ常规冷
冻处理加工的调理猪肉饼 ＴＢＡＲＳ 值显著高于微
冻液快速冷冻处理( Ｐ<０.０５) ꎬ说明微冻液快速冷
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脂肪氧化ꎮ 随着原料
肉冻藏时间的延长ꎬ２ 种处理加工的调理猪肉饼
的 ＴＢＡＲＳ 值均增加ꎬ并且 ２ 种处理的 ＴＢＡＲＳ 值

９０ ｄ 时均显著高于 ４５ ｄꎮ
２.２

微冻液快速冷冻对出品率的影响

由图 ２ 可见:２ 种处理方式相比ꎬ常规冷冻处

理肉的猪肉饼出品率显著低于微冻液快速冷冻
处理ꎬ表明微冻液快速冷冻能够有效抑制肌原纤
维内水分的流失ꎮ 随着冷冻贮藏时间的增加ꎬ猪

图 １ 原料肉不同冷冻方式对调理猪肉饼脂肪氧化值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ａｗ ｐ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ＴＢＡＲ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ａｔｔｉｅｓ

ＩＳＦ:微冻液快速冷冻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ꎻＡＦ:常规冷冻 Ａｉｒ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不同字母 表 示 差 异 显 著 ( Ｐ < ０. ０５)ꎮ 下 同ꎮ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肉饼的出品率逐渐降低ꎮ 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微
冻液快速冷冻处理猪肉的肉饼出品率无显著性差异ꎬ而常规冷冻处理猪肉肉饼出品率差异显著ꎮ
２.３ 微冻液快速冷冻对真空贮藏损失的影响

由图 ３ 可见:与常规冷冻相比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后加工的肉饼真空贮藏损失显著降低ꎬ并且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微冻液快速冷冻组真空贮藏损失均显著低于常规冷冻组ꎮ 每种冷冻处理不同时间均无显著性差异ꎮ

图２

原料肉不同冷冻方式对调理猪肉饼

图３

出品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ａｗ
ｐ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ａｔｔｉｅｓ

原料肉不同冷冻方式对调理猪肉饼
真空贮藏损失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ａｗ
ｐ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ｃｕｕｍ ｌｏｓｓ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ａｔ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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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冻液快速冷冻对色泽( Ｌ ∗ 、ａ ∗ 、ｂ ∗ ) 的影响

由表 １ 可见:随着冻藏时间的延长ꎬ加工制成

表１

原料肉不同冷冻方式对调理猪肉饼色泽的影响

的猪肉饼 Ｌ 、ａ 、ｂ 值均呈逐渐减小的趋势ꎮ 冻

Ｔａｂｌｅ １

显著ꎬ微冻液快速冷冻 Ｌ ∗ 值显著高于常规冷冻ꎻ随

冷冻方式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Ｆ

ｔ/ ｄ

ＡＦ

４５
９０

∗

∗

∗

藏期间ꎬ在 ４５ ｄ 时ꎬ２ 种处理方式的 Ｌ 值之间差异
着冻藏时间的延长ꎬ９０ ｄ 时ꎬ２ 种处理 Ｌ 值均减
∗

小ꎬ但无显著性差异ꎮ 在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２ 种处理的
ａ ∗ 值间无显著性差异ꎬ但同一冷冻处理下ꎬ９０ ｄ 的
ａ ∗ 值显著小于 ４５ ｄꎮ ｂ ∗ 值与 ａ ∗ 值趋势相同ꎮ 相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ａｗ
ｐ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ａｔｔｉｅｓ

∗

４５
９０

Ｌ∗

ａ∗

ｂ∗

６４.６３±２.４１ ａ
６３.５３±０.７４ ａｂ

５.２３±０.１４ ａ
４.４２±０.１１ ｂ

１７.０１±０.６９ ａ
１１.４３±０.２９ ｂ

６２.７６±１.４９ ｂ
６２.２７±２.０３ ｂ

５.１７±０.３３ ａ
４.４１±０.１２ ｂ

１６.４７±１.４１ ａ
１１.２５±０.１９ ｂ

注:Ｌ ∗ :亮度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ꎻａ ∗ :红度 Ｒｅｄｎｅｓｓꎻｂ ∗ :黄度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对于常规冷冻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能够有效抑制 Ｌ ∗ 值减小ꎬ但是对 ａ ∗ 值和 ｂ ∗ 值影响不显著ꎮ

２.５

微冻液快速冷冻对质构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在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微冻液快速冷冻组猪肉饼硬度显著大于常规冷冻ꎬ并且随着冻藏时间

的增加ꎬ２ 种冷冻方式制成的猪肉饼的硬度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ꎮ ４５ ｄ 时ꎬ２ 种处理之间肉饼弹性无显著
性差异ꎬ９０ ｄ 时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弹性显著大于常规冷冻ꎮ 随着冻藏时间的延长ꎬ２ 种处理猪肉饼的弹性
均显著降低ꎬ但微冻液快速冷冻下降趋势小于常规冷冻ꎮ 胶黏性、回复性与弹性有相同的变化趋势ꎮ 以上
结果说明相对于常规冷冻ꎬ微冻液快速冷冻能够更好地保护肌原纤维以及蛋白结构的完整性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冷冻方式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Ｆ
ＡＦ

３

原料肉不同冷冻方式对调理猪肉饼质构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ａｗ ｐ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ａｔｔｉｅｓ
ｔ/ ｄ

硬度 / ｇ

９０

３ ０２３.７７±７０.９６ ｃ

４５
４５
９０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３ ９３１.４７±１１８.２２ ａ

３ ４８５.８６±２００.５９ ｂ
２ １８７.０７±４８.２９ ｄ

弹性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ｅｓｓ

胶黏性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回复性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０.６８±０.０４ ｂ

０.４７±０.０１ ｂ

０.１７±０.０２ ｂ

０.７６±０.０１ ａ

０.７２±０.０１ ａｂ
０.６３±０.０４ ｃ

０.６７±０.０１ ａ
０.６６±０.０１ ａ
０.３６±０.０４ ｃ

０.２７±０.０１ ａ
０.２５±０.０１ ａ
０.１２±０.０１ ｃ

讨论与结论
在冻藏过程中ꎬ猪肉的品质会发生劣变导致颜色变暗、保水性变差以及发生氧化等ꎮ 较快的冷冻方式

有利于抑制脂肪的氧化ꎬ侯彩玲 [１５] 研究浸渍式快速冷冻与空气冻结的对虾贮藏期间 ＴＢＡＲＳ 值的影响发
现ꎬ２ 种冻结方式的虾脂肪氧化值不断增加ꎬ而空气冻结的对虾脂肪氧化值始终高于浸渍冻结ꎮ 邓敏 [６] 研
究草鱼块贮藏期间脂肪氧化值的变化ꎬ也得出相同的结论ꎬ浸渍式快速冷冻可以抑制脂肪氧化ꎮ 本试验

中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的冻肉加工成肉饼ꎬ其 ＴＢＡＲＳ 值显著小于常规冷冻处理ꎮ 牛力等 [１６] 研究发现ꎬ
随着冻藏时间延长鸡胸肉的 ＴＢＡＲＳ 值逐渐升高ꎮ 脂肪氧化值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ꎬ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游离脂肪酸在生成和积累过程中缓慢地氧化成醛、酮、酸等小分子物质ꎬ从而导致最终产品中
ＴＢＡＲＳ 值不断上升ꎮ

出品率的降低与脂肪氧化的程度以及冷冻过程中肌原纤维内冰晶大小有关ꎮ 一般认为冷冻速率越

大ꎬ形成的冰晶越细小均匀ꎬ保水性越好 [１７] ꎮ Ｋｉａｎｉ 等 [１８] 认为快速冻结时ꎬ生成的冰晶较小ꎬ数量多ꎬ对肌
肉组织破坏较小ꎻ而慢速冻结ꎬ生成的冰晶较大ꎬ数量少ꎬ分布不均匀ꎬ将造成解冻时大量肉汁损失ꎬ使原料
肉品质量降低ꎬ由此导致加工肉制品品质的下降ꎮ 夏列等 [１９] 研究 － １８ ℃ 浸渍式冷冻肉块的汁液流失率显
著低于常规冷冻组ꎬ浸渍式快速冷冻可显著提高冷冻速率ꎬ降低水分损失ꎬ有效保持肉中水分ꎮ 在本试验
中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原料肉显著改善肉饼的保水性ꎬ肉饼的出品率显著高于常规冷冻处理ꎬ真空贮藏损失
小于常规冷冻处理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对猪肉饼的回复性、弹性、胶黏性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ꎮ 侯彩
玲 [１５] 研究发现随着冻藏时间的延长ꎬ对虾的硬度、胶黏性、弹性都下降ꎬ浸渍式冻结技术能够更好地保持
对虾的品质ꎬ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ꎮ 由于冻藏过程中形成许多冰晶ꎬ破坏了肌肉肌原纤维的结构ꎬ使
其变形ꎬ造成水分的流失和肌原纤维的损伤ꎬ使其硬度下降 [２０] ꎮ 但微冻液快速冷冻提高冷冻速率ꎬ生成的
冰晶细小且分布均匀ꎬ对肌原纤维损伤较小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完整性ꎬ所以硬度要大于常规空气冷
冻处理 [２１] ꎮ 有研究认为ꎬ肉经过冷冻处理后ꎬ肌肉发生明显的脱水收缩ꎬ其肌肉中的自由水形成冰晶ꎬ造
成肌细胞膜破裂ꎬ其网络结构逐渐受损ꎬ导致肉的弹性下降 [２２] 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能够抑制蛋白变性及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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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氧化ꎬ因此微冻液快速冷冻弹性下降幅度小于常规冷冻ꎮ 胶原对肉质构的影响较大ꎬ在冻藏过程中ꎬ由
于组织中胶原分子结构发生改变ꎬ黏结性随着胶原含量的减小而减小 [２３] ꎮ 回复性是反映肌肉弹性的主要
因素ꎬ主要是反映肌肉受力压缩变形恢复到原来形状的程度 [２４] ꎬ对于肉质来说ꎬ硬度越大ꎬ发生断裂所需
的变形量越大ꎬ恢复形变的速度就越快ꎬ回复性也就越大 [２５] ꎮ 由于微冻液快速冷冻形成冰晶细小ꎬ肌肉中
肌纤维之间的空隙小ꎬ肌肉损伤轻ꎬ因此肌肉受力压缩变性后恢复原来状态的程度就较高ꎬ所以微冻液快
速冷冻处理肉饼的恢复性、弹性、硬度大于常规冷冻处理ꎬ更能保持肌肉的质构特性ꎮ
本试验中ꎬ２ 种冷冻处理对色泽无显著性影响ꎬ但随着冻藏时间的增加ꎬＬ ∗ 、ａ ∗ 、ｂ ∗ 值均逐渐减小ꎮ

Ｓｔｉｋａ 等 [２６] 也发现随着冻藏时间的增加ꎬ牛排 Ｌ ∗ 值和 ａ ∗ 值均逐渐降低ꎮ 在冻藏期间ꎬ随着时间的延长ꎬ肉
品中蛋白发生变性ꎬ脂肪氧化及耐冷微生物分泌的水溶性或脂溶性色素致使肉品颜色逐渐变暗 [２７] ꎬ肌红
蛋白中二价铁被氧化为三价铁ꎬ肉品呈现暗红色ꎬＬ ∗ 值降低ꎮ

综上所述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原料肉能更好地保持调理猪肉饼品质ꎮ 与常规冷冻相比ꎬ在冻藏 ４５

和 ９０ ｄ 时ꎬ微冻液快速冷冻处理的原料肉能显著提高肉饼的保水性及出品率ꎬ降低真空贮藏损失ꎬ抑制脂
肪氧化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和常规冷冻猪肉对肉饼 Ｌ ∗ 、ａ ∗ 和 ｂ ∗ 值无显著影响ꎮ 微冻液快速冷冻可以显著
提高肌肉的恢复力、弹性、胶黏性ꎬ但是会降低其硬度ꎮ 可见ꎬ通过微冻液快速冷冻原料猪肉可以提高猪肉
饼产品的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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