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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品质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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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圩猪、程岭黑猪后腿肉为研究对象，以普通商品猪后腿肉为对照，通过测定其主要成分、色泽、pH、
嫩度、质构特性和蒸煮损失等，研究 2 种安徽地方特色猪肉的品质特性。结果表明，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灰分和蛋
白质含量均高于商品猪肉（P > 0.05），脂肪含量显著高于商品猪（P < 0.05）；圩猪肉 L*值和 a*值显著低于程岭黑
猪和商品猪肉（P < 0.05），b*值显著低于程岭猪和商品猪肉（P < 0.05）
；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 pH 值显著低于商品
猪肉（P < 0.05）；圩猪和程岭黑猪的剪切力值无明显差异（P > 0.05），但均显著高于普通商品猪（P < 0.05）；圩猪
肉和程岭黑猪肉的硬度、胶着性和咀嚼性显著高于商品猪（P < 0.05）
，而弹性、凝聚性显著低于商品猪（P < 0.05）
。
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的蒸煮损失显著低于商品猪肉（P < 0.05），说明两种地方特色猪肉具有良好的营养品质、色泽、
质构特性和保水性，符合现代人们对肉品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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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to study on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Weizhu pork and Chengling Black pork
by measuring the proximate components, color, pH, tenderness,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ooking loss, etc, taken
the commercial pork as the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sh and protein contents in Weizhu pork and
Chengling Black pork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and the fat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The L* and a* values of Weizhu pork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hengling Black pork and commercial pork (P < 0.05), and the b*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hengling Black pork and commercial pork (P < 0.05). The pH values of Weizhu pork and Chengling Black
pork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mmercial pork.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hear force
value between Weizhu pork and Chengling Black pork (P > 0.05), but both of the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The hardness, gumminess and chewiness of Wei pork and Chengling Black
pork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while the springiness and cohesiveness
of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The cooking loss rates of the two
kinds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pork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mmercial pork (P < 0.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kinds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porks have good nutrition quality, color, texture characteristic and
water retention, which accord with the demand of modern people for mea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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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及肉制
品的营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猪是主要家畜之一，
具有饲养方便简单，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脂肪、碳
水化合物、钙、铁、磷等微量元素[1]，肉质鲜嫩多汁，
经过加工后滋味鲜美等优点，深受消费者喜爱。根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自 2012 年以来，我国每年
人均消费猪肉 38 kg 以上，远远高于其他肉类产品。
圩猪和程岭黑猪是安徽两种地方特色猪肉。圩
猪主要分布于芜湖和宣城等地区，其体型中等大小、
毛发全黑，生长速度较慢、屠宰率及瘦肉率低、料
重比高、出栏率低，但其具有繁殖力高、肉质好、
口感好、风味好等特点[2]。程岭黑猪俗称“六花猪”，
是安庆市太湖县的特产黑猪，因其前额和四肢显现
白色，周身显现黑色而得名，其具有体形优美、性
情温顺、耐粗食、带膘长、瘦肉率高、皮白肉嫩等
特点。李庆岗等[2]通过研究圩猪和大白猪发现，圩
猪的色泽、保水性、肌内脂肪均优于大白猪，但是
目前针对圩猪、程岭黑猪两种安徽特色猪肉品质特
性的研究鲜见报道。鉴于此，作者以普通商品猪肉
为对照，研究圩猪肉、程岭黑猪肉的主要成分、色
泽、pH、嫩度、质构特性和蒸煮损失等，以期为安
徽特色猪肉品质特性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原料：圩猪（Weizhu pork，WP）
、程岭黑
猪（Chengling Black pork，CBP）和普通商品猪
（Commercial pork，CP）后腿肉：圩猪和程岭黑猪
日龄均在 12 个月左右，宰杀后，取后腿瘦肉，4℃
冰箱内保存备用；普通商品猪后腿肉购买大润发超
市当天新鲜的后腿肉（日龄 6 个月左右）。
主要试剂：氢氧化钠、甲基红、亚甲基蓝、硼
酸、盐酸、95%乙醇、石油醚、无水硫酸铜、无水
硫酸钾和浓硫酸等。
主要设备与仪器：HH-S 恒温水浴锅，江苏国胜
试验仪器厂；JA503 分析电子天平，常州幸运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海能 HD4020 凯氏定氮滴定系统，郑
州妙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WB-2000IXA 全自动测
色色差计，上海沪粤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C-LM3B
数显式肌肉嫩度仪，北京京晶科技有限公司；雷磁
PHS-3C 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TA-XT 质构仪，北京微讯超技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主要成分的测定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采用
GB 5009.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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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中的凯氏定氮法；粗脂肪含量的测定：采
用 GB 5009.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
的测定》中的索氏抽提法；水分含量的测定：采用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
测定》中的直接干燥法；灰分的测定：采用国标 GB
500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
定》中的灼烧法。
1.2.2 色泽的测定 选择整块新鲜猪后腿瘦肉，使
用 WB-2000IXA 全自动测色色差计 5 个不同位点的
色差值，记录 L*、a*、b*值，每个样品测定 5 次。
肉色中 L*表示亮度（黑白光谱），a*值表示红度（红
绿光谱），b*值表示黄度（黄蓝光谱）[3]。
1.2.3 pH 的测定 选择整块猪肉 3 个不同位点，逐
次 pH 计探头完全插入肉内部，待 pH 值稳定后记录
数值，每次测量后用蒸馏水清洗探头，每个样品测
3 次，每组重复 6 次。
1.2.4 嫩度的测定 剔除多余的腱和筋膜，沿肌纤
维方向切成 2 cm × 0.5 cm × 0.5 cm 的肉样，使用肌
肉嫩度仪测量肉样剪切力，即为样品的嫩度值，用
N 表示，每个肉样测 5 次，每组重复 6 次。
1.2.5 质构测定 沿肌肉纤维方向切成长×宽×高
分别为 3 cm × 3 cm ×1.5 cm 的样品，使用 TA-XT
质构仪测定其硬度、弹性、凝聚性、胶黏性和咀嚼
性 5 项质构参数，每个样品测 3 次，每组重复 5 次。
设定参数如下：选择 P50 探头，触发力为 20 g，测
前速度为 2 mm·s-1，测试速度为 1 mm·s-1，测后速
度为 2 mm·s-1，测定间隔时间为 5 s，压缩比为 30%
（与原始高度相比）。
1.2.6 蒸煮损失的测定 加热前，称取一定量除去
表面的汁液的样品，并记初始质量为 M1，用密封袋
排气封口，在 80℃的水浴锅蒸煮 20 min，取出冷却，
除去表面水分后称重，记录质量 M2，按下列公式计
算蒸煮损失。
 M 1  M 2  100%
蒸煮损失率 
M1
1.3 统计分析
采用软件 SPSS 17.0 进行统计分析，P<0.05 表
示差异显著，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3 种猪肉主要成分的测定
水分、灰分、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反映了畜禽肉
基本的营养价值，并对其产品品质和加工性能具有
显著影响。Geldenhuys[4]和 Hoffman[5]等研究发现，
在肉制品中，总的水分含量与多汁性之间存在正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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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反映了肉质的多汁性和保汁性。潘珂等[6]研究
发现猪肉的水分含量低，蛋白质含量高，那么其营
业价值相对较高。
水分含量是评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由
表 1 可知，3 种猪肉间水分含量差异不显著（P >
0.05），其中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的水分含量均高于
普通商品猪的水分含量（P > 0.05）
，3 种猪肉的水
分含量均符合我国《畜禽肉水分限量》中对猪肉水
分限量小于等于 77%的要求。
灰分是指食品在高温灼烧后剩余的无机残留
物，主要包括由无机盐和氧化物组成，是反映了食
品中矿物元素含量重要因素[7-8]。由表 1 可知，3 种
猪肉灰分含量差异性不显著（P > 0.05），两种地方
特色猪肉灰分均高于普通商品猪，圩猪的灰分含量
最高，说明圩猪和程岭黑猪两种特色猪肉无机盐和
矿物质含量高于普通商品猪肉。
肌肉中蛋白质含量约占 20%，主要为肌原纤维

蛋白、肌浆蛋白和结蹄组织蛋白，含有人体所有必
需氨基酸，对人体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9]。由表 1 可
知，3 种猪肉的蛋白质含量无显著差异（P > 0.05）
，
圩猪肉和程岭猪肉蛋白质均高于商品猪（P > 0.05）
，
[10]
其中程岭黑猪蛋白质含量最高，这与冯聪 研究生
态猪肉蛋白质含量比传统猪肉高的结果相一致。
脂肪含量是判断肉质营养价值的重要因素之
一，与遗传因子以及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影响肉质
的多汁性和嫩度。由表 1 可知，两种地方特色猪肉
脂肪含量显著高于商品猪肉（P < 0.05），圩猪肉和
程岭黑猪肉脂肪含量无显著差异（P > 0.05），这与
李庆岗等[2]圩猪脂肪含量高于大白猪结果相一致。
综上，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含有较高的灰分、
蛋白质和脂肪，以及较低的水分，说明这两种地方
特色猪肉营养价值高于普通商品猪肉，且具有良好
的多汁性和保汁性，与蒸煮损失较低相对性，符合
现代人对肉类营养价值的需求。

表 1 不同猪肉的主要成分
Table 1 Proximate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porks
水分含量
灰分含量
蛋白质含量
Moisture content
Ash content
Protein content
72.57±2.02a
1.18±0.16a
23.72±0.93a
a
a
72.16±0.74
1.10±0.11
24.64±0.84a
73.64±2.25a
1.05±0.09a
22.59±1.00a

品种
Breed
圩猪 WP
程岭黑猪 CBP
商品猪 CP

793

%
脂肪含量
Fat content
2.02±0.04a
2.01±0.12a
1.84±0.23b

注：同列数值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Note: The different superscripts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P < 0.05). The same below.

2.2 3 种猪肉的色泽分析
颜色是消费者购买肉制品时主要且直观的感官
指标之一[11]，通过肉的颜色快速地判断肉的新鲜度
及其安全性。猪肉的颜色主要是由肌红蛋白和血红
蛋白共同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肌红蛋白。
肌红蛋白的含量和其所处的状态影响着肉质的颜
色，肌红蛋白中心的铁离子与氧结合后生成氧合肌
红蛋白，使肉由紫红色变为鲜红色；猪肉在屠宰后
一段时间里，保护亚铁血红素的半肌球蛋白的作用
减小，从而造成红色的氧合肌红蛋白脱氧形成肌红
蛋白，肌红蛋白的自动氧化增加，导致肉的颜色发
生变化[12]。氧合肌红蛋白也可能进一步被氧化成高
铁的肌红蛋白，颜色变深，最终呈褐色[13-14]。
表 2 不同猪肉的色泽
Table 2 Color of different porks
L*
a*
品种 Breed

b*

圩猪 WP

41.23±2.16b

7.52±0.58a

7.15±1.61b

程岭黑猪 CBP

54.62±3.16a

6.25±0.68b

9.67±1.36a

a

b

商品猪 CP

56.62±3.51

5.93±0.62

图 1 不同猪肉 pH 值
Figure 1 pH values of different porks

10.53±1.62a

Figure 2

图 2 不同猪肉的剪切力
Shear force values of different porks

安

794

徽

农

业

由表 2 可知，圩猪肉 L*值显著低于程岭黑猪和
商品猪肉（P < 0.05），说明圩猪肉亮度均低于其他
两种猪肉，说明程岭黑猪和商品猪具有良好的亮度；
b*值显著低于程岭猪和商品猪肉（P < 0.05），说明
程岭黑猪肉和商品猪肉偏黄；圩猪肉的 a*值显著高
于其他两种猪肉（P < 0.05），说明圩猪肉颜色红润。
根据孙京新等[15]研究 PSE、RFN、DFD 3 种猪肉冷
藏期间的肉色结果，可知本试验的 3 种猪肉均为正
常猪肉。不同品种之间的色泽呈现差异，可能与 3
种猪肉中肌红蛋白、氧合肌红蛋白和高铁肌红蛋白
的含量[16]以及屠宰后贮存时间有关[17]。
2.3 3 种猪肉的 pH 值测定
pH 值是评价肌肉酸碱度主要指标，影响猪肉的
Table 3
品种
Breed
圩猪 WP
程岭黑猪 CBP
商品猪 CP

硬度/g
Hardness
1767.79±381.31b
1916.64±544.78b
496.65±157.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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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嫩度、保水性和肌纤维水分分布等[18]。畜禽
屠宰后有氧呼吸停止，胴体在缺氧状态下，肌肉通
过糖酵解途径将肌糖原转变为乳酸，导致肉类的 pH
值下降[19]。由图 1 可知，3 种猪肉的 pH 值差异显
著（P < 0.05），其中商品猪肉 pH 值最高，程岭黑
猪 pH 值最低，3 种猪肉 pH 值的差异可能与其基因
及屠宰后储存时间有关，圩猪肉 pH 值与李庆岗等[2]
研究的屠宰 45 min 后的 pH 值相一致。
2.4 3 种猪肉的嫩度评价
肌肉嫩度由肉中各种蛋白质含量及其结构特性
决定[20]，常用来评价肉品质的好坏。目前，主要通
过剪切力值来评价肉的嫩度，剪切力值越小，说明
肉的嫩度也就越好[21]。

表 3 不同猪肉的质构
Shear force values of different porks
胶着性/g
弹性/N
凝聚性/g.s
Gumminess
Springiness
Cohesiveness
0.52±0.10b
0.43±0.042b
712.32±215.45b
b
b
0.54±0.097
0.41±0.043
781.03±215.61b
a
a
0.76±0.066
0.54±0.040
380.89±84.29a

图 3 不同猪肉的蒸煮损失率
Figure 3 Cooking loss rates of different porks

由图 2 可知，圩猪和程岭黑猪的剪切力值无显
著差异（P > 0.05），但均显著高于普通商品猪（P <
0.05），说明圩猪和程岭黑猪两种地方特色猪肉嫩度
均比普通商品猪要略差。根据呼红梅等[22]的研究，
剪切力值仍在正常范围内，与质构特性中硬度和咀
嚼性高于商品猪相一致，这可能与圩猪和程岭黑猪
的肌纤维的肌节长度和生长时间有关[23]。
2.5 3 种猪肉的质构特性分析
肉的质构特性与嚼碎过程中其力学特性的变化
有关[24]。目前，评价肉品质的方法主要有感官评定
和质构仪测定。质构仪是通过模拟人牙齿的咀嚼过
程的触觉，结合力学特性，对样品进行 2 次往复压
缩分析，将肉质品质转换成数据，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可重复性和客观性，可避免人为因素对肉的质
构评价结果的影响[25]。

2019 年

咀嚼性/g
Chewiness
372.94±155.51b
337.68±223.36b
148.61±72.63a

从表 3 可以看出，圩猪和程岭黑猪肉硬度显著
高于普通商品猪肉（P < 0.05），这与 Montero 等[26]
认为：一般情况下，产品中水分含量越低，蛋白质
含量越高，硬度值也越大的结论相一致；也与普通
商品猪肉嫩度较好相对应。普通商品猪肉的弹性和
凝聚性显著高于两种地方特色猪肉（P < 0.05）
，而
圩猪肉和程岭猪肉差异性不显著，说明圩猪肉和程
岭黑猪肉内部粘合力小于商品猪肉。两种安徽地方
特色猪肉的胶着性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普通
商品猪（P < 0.05）。
咀嚼性是对硬度、弹性、黏聚性的综合反映[27]，
圩猪肉和程岭黑猪肉的咀嚼性差异不显著，但均显
著高于普通商品猪（P < 0.05），说明圩猪和程岭黑
猪两种地方特色猪肉具有良好的口感和咀嚼性（表
3）。质构特性的差异可能与圩猪和程岭黑猪的基因
和活动强度较大等因素有关。
2.6 3 种猪肉蒸煮损失的测定
蒸煮损失反映肉在高温条件下，持水能力大小的
主要指标[28]，与肉中保留自由水、蛋白质（肌浆蛋白、
可溶性胶原蛋白等）
、脂肪等物质的能力有关[29-30]。由
图 3 可知，商品猪肉的蒸煮损失率显著高于其他两
种地方特色猪肉的蒸煮损失（P < 0.05），而圩猪和
程岭黑猪的蒸煮损失率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种地方
特色猪肉的保水性较好。研究表明：肉在加热过程
中，蛋白质受热力作用发生变性，原本具有持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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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空间结构和一些亲水基团发生变化，导致肉中
自由水、蛋白质、脂肪等物质大量流失；也可能是
胶原蛋白变性，肉质的交联程度降低，导致肉持水
力减低[31]。Lorenzo 等[32]研究发现加热后诱导蛋白
质变性，导致在毛细力所保持的蛋白质结构内的水
分较少，而通过肌原纤维与肌原纤维胶原蛋白的交
互作用使肉品的保水性得以提高。3 种猪肉在 80℃
保持相同 20 min 后，蒸煮损失率均超过 40%，这与
田旭等[33]研究结果一致。

3

结论

原料肉品质受基因、环境、饲养条件等因素影
响，直接影响到肉及肉制品的营养价值及市场销售
前景。地方特色猪肉因其营养丰富、肉质嫩滑有嚼
劲等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研究结果表明：圩猪
和程岭黑猪的灰分、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较高，水分
含量较低，营养品质高于普通商品猪肉；圩猪和程
岭黑猪的 L*值、a*值、硬度、胶着性、咀嚼性较高，
蒸煮损失率较低，说明两种地方特色猪肉具有色泽
红润、口感佳、耐咀嚼、多汁和保水性好等特点，
符合现代人对高档肉制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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