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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冻对鸡胸肉贮藏品质及肌原纤维蛋白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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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鸡肉在两种贮藏方式下鸡肉品质的变化情况，为鸡肉的保鲜提供参考。将新鲜鸡胸肉分别贮藏于
常规冷却（0 ~ 4 ℃）和微冻（–3 ~–5 ℃）条件下，对鸡胸肉的新鲜度、肌原纤维蛋白理化、乳化特性及水分状态
和含量等指标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相比 0 ~ 4 ℃冷藏，微冻有效延缓了贮藏期鸡胸肉 pH 值、TAC 和 TVB-N 值的上
升过程(P < 0.05)，感官评分在第 15 天仍在 5 分以上；针对肌原纤维蛋白特性，微冻贮藏条件下，肌原纤维蛋白的质
量浓度、溶解度、总巯基和活性巯基含量、乳化能力指标均显著优于同期常规冷却保鲜(P < 0.05)，且黏度上升缓慢；
另外，冷藏鸡胸肉 T23 值和 S23 峰面积的变化显著(P < 0.05)，而微冻贮藏鸡胸肉 T23 值和 S23 峰面积随贮藏时间变化减
缓，能够有效保持肉品的保水性能。可见，微冻贮藏成本低，对设备要求低，且能够有效阻止微生物繁殖、减缓肉品
腐败进程，抑制肌原纤维蛋白的分解和变性程度，保护肉品的保水能力，在肉品保鲜应用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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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tial freezing on storage quality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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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chicken qualit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hicken, the fresh chicken breasts were stored at 0 - 4 ℃ and–3 -–5 ℃, respectively. The freshness, physicochemical and emulsifying properties of the protein, water state and content of chicken breast were determined
during the stor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0 - 4 ℃ chilled, partial freezing could effectively delay the rising process of pH, TAC and TVB-N values of chicken breast during storage (P < 0.05), and the sensory
score was still above 5 on the 15th da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the protein concentration, solubility, total sulfhydryl and active sulfhydryl content and emulsifying ability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ventional chilled preservation (P < 0.05), and the viscosity increased
slowly. Additionally, the T23 value and S23 peak area of the chilled chicken breast meat changed significantly (P <
0.05), while the T23 value and S23 peak area of the chicken breast meat at partial freezing storage changed slowly,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meat.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cost of partial freezing storage and its requirements for equipment are low, and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microbial reproduction,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meat corruption, inhibit the degree of myofibrillin decomposition and denaturation, protect
the water retention capacity of meat, and have good application val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meat preservation.
Key words: chicken breast meat; chilled; partial freezing storage; myofibrillar protein; quality indicators
鸡肉是我国主要食用肉类之一，具有高蛋白、
低脂肪、低胆固醇，且氨基酸种类丰富、消化率高、

易被人体吸收等特点[1]，广受消费者的欢迎。但由
于鸡肉营养丰富，适宜微生物生长繁殖，极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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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食品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原料肉品质
要求日益提高，原料肉贮藏期长短及贮藏品质决定
了企业产品的销售半径，严重制约中式快餐企业规
模化的推进，因此，延长鸡肉的货架期刻不容缓。
许多科研人员针对鸡肉的贮藏方法已经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方法：低温冷藏保鲜、
低水分活性保鲜、辐射保鲜、化学保鲜、生物保鲜
等[2]，其中低温冷藏保鲜仍然是目前鲜肉保鲜最为
普及的方法。
低温冷藏保鲜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技术，一般有
0 ~ 4 ℃的冷却保鲜和低于 0 ℃的冷冻保鲜两种方
式。冷鲜肉是指屠宰后始终持续在 0 ~ 4 ℃范围内
的鲜肉[3]，它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口感风味和安
全性，可以避免农贸市场现场因屠宰造成的潜在疾
病危害，已渐渐成为我国鸡肉消费的主流方向。然
而，在 4 ℃左右的传统冷藏温度条件下，鸡肉的腐
败速度仍然较快，鸡肉的保鲜时间较短，难以满足
市场需要，造成较大的损失。冷冻肉是指将屠宰的
胴体或分割肉经过冷加工，使其呈冻结状态的肉，
一般将其置于–18 ~–23 ℃的环境中，使肉中心温
度下降到–18 ℃之下[4-5]。这使大部分致病菌停止
生长繁殖，可保存较长时间，但缺点也较为显著：
如冰晶对肌原纤维蛋白破坏严重，解冻后营养流失
严重，表面水分极易升华，成本高推广难等[6]。冰
温保鲜现在虽是研究热点，并已证实对肉品结构、
风味及营养都能起到良好的贮藏保鲜效果，但该技
术要求设备精准控温，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带来了较
大局限性。而微冻保鲜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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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带保鲜方式，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微冻保鲜一般是指冰点到–5 ℃范围内的温度
段，会有部分结冰，最早在水产品中开始运用，后
推广到各种食品保鲜中[7]。鲁礼明等[8]发现在微冻–
3 ℃下，猪里脊肉的贮藏期为 18 d 左右；魏娜等[9]发
现–5.5 ℃微冻的常压鸡汤货架期预测值为 100 d。该
温度段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生长和酶活性，相比冷冻
保鲜更节约能源和成本，且汁液流失少。微冻保鲜
相比其他低温保鲜技术，既能够有效延长产品保藏
期，又能有效降低冰晶对产品的损伤，同时易操作，
对设备要求低，更符合实际生产需求，具有更好的
应用推广空间。然而，目前围绕冰温对新鲜肉品保
鲜影响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多集中于对贮藏过程中
微生物指标、肉色、挥发性盐基氮等新鲜度的基础
指标评定，对肉质加工特性，尤其是肌原纤维蛋白
乳化和凝胶特性影响报道较少。
因此，本研究对–3 ~–5 ℃条件下贮藏的鸡肉
与 0 ~ 4 ℃的进行对比，测定分析鸡肉贮藏过程中
新鲜度指标、肌原纤维蛋白加工特性指标的变化，
以期为生鲜鸡肉的冰温保鲜提供参考，为提高鸡肉
宰后品质、延长保鲜期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鸡肉（由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提供，180
日龄，三黄鸡，正规屠宰工艺统一屠宰）
、砧板、菜
刀、不锈钢汤锅、1 000 mL 烧杯、棉线、筷子、一
次性手套、保鲜袋、称量纸、滤纸和脱脂棉。

表 1 感官评定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感官指标
组织状态
弹性好，指压后凹陷部位立即恢复
弹性较好，指压后凹陷部位可恢复
弹性一般，指压后凹陷部位缓慢恢复
无弹性，指压后凹陷部位不能恢复
弹性丧失，指压后凹陷部位明显存在

色泽
淡黄（胸肉）/鲜红（腿肉）
，有光泽
色泽略暗，有光泽
色泽发暗，无光泽
黄褐（胸肉）/暗红（腿肉）
，无光泽
灰褐（胸肉）/红褐（腿肉）
，有光泽

BCD-182TCS 冰箱，BC/BD-102HT 冰箱，青岛
海尔股份有限公司；179A-T1 温度记录仪，上海艾
普瑞精密光电有限公司；CP224C 电子天平，上海
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CR-400 色差仪，日本柯尼卡
美能达有限公司；TA-XT plus 质构仪，英国 SMS
公司；PHS-3C 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C-LM3B 数显式肌肉嫩度仪，北京龙德泰达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CH2114E 电磁炉，广东格兰仕集团有

气味
具有鲜鸡肉特有的气味，无异味
具有鸡肉气味，无异味
稍有异味，但不明显
有异味，比较不明显
有异味，不可接受

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冰箱温度的调节 本研究以 0 ~ 4 ℃为对照
组，微冻组（–3 ~–5 ℃）为实验组进行。将温度
记录仪的探头置于各冰箱的中层，调节各冰箱档位
使温度分别稳定在 0 ~ 4 ℃和–3 ~–5 ℃范围内。
1.2.2 样品处理 将宰后整鸡及时在洁净的环境中
进行分割处理，并用市售保鲜袋分装包装，每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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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含有 250 g 鸡胸肉，平均放置于已调节好温度
的冰箱中，在第 1、2、3、4、5、6、7、9、11、13
和第 15 天时取样测定鸡胸肉的新鲜度指标，在第
2、4、6、8、10、12 和第 14 天取样测定鸡胸肉的
蛋白特性和水分状态及含量的变化。其中，微冻组
样品取出后，先置于 4 ℃条件下进行全解冻（0 ℃）
再进行后续试验。
1.2.3 鸡胸肉新鲜度指标的测定 （1）感官评定。
按照 GB2707—2016[10]进行，取各温度段的鸡胸肉适
量，放于干净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肉的色泽
和组织状态，并闻其气味[11]。采用 5 段评分法[12]，具
体评分标准见表 1，结果用各项指标评分相加后取
平均值表示。
（2）pH 值的测定。参考 GB 5009.237—2016[13]
进行测定，用已校准的 pH 计分别测定各温度段的
鸡胸肉 pH 值，每个样品测定 3 次。
（3）菌落总数的测定。根据 GB4789.2—2010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14]，来测定菌
落总数（total aerobic count，TAC）
。称取 10 g 剪碎
的鸡肉样品于无菌三角瓶中，向其中加入 90 mL
0.85%的无菌生理盐水，充分振荡静置后取上层清
液 1 mL，然后用无菌生理盐水进行 10 倍梯度稀释，
分别取 3 个稀释度的样品匀液各 1 mL 到无菌培养
皿内，用平板计数琼脂在（37 ± 1）℃培养（48 ± 2）
h。培养计数，所有计数表达为 l g·（cfu·g）-1。
（4）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根据 GB5009.228—
2016[15]，使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来测定挥发性盐基
氮的含量（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
。
1.2.4 鸡胸肉肌原纤维蛋白理化和乳化特性的测定
（1）肌原纤维蛋白的提取。参照 Cao 等[16]的
研究方法并稍作修改：
将 50 g 左右鸡胸肉切成肉糜，
加入 250 mL 低盐缓冲液（0.05 mol·L-1 NaCl，20
mmol·L-1 Tris-HCl，pH 7.5）浸提，高速离心机后去
除上清液（4 500×g，10 min）
，然后用 4 倍体积的
-1 NaCl ， 20 mmol·L-1
高 盐 缓 冲 液 （ 0.45 mol·L
Tris-HCl，pH 7.5）浸提所得沉淀，冷藏于 4 ℃冰
箱放置 22 h 后再高速离心，用水稀释沉淀 30 min
后高速离心（12 000 ×g，15 min）
，收集沉淀，该
所得沉淀即为纯化的肌原纤维蛋白。将提取的肌原
纤维蛋白保存于烧杯中，并且保存于 0 ~ 4 ℃冰箱
中，48 h 内使用。
（2）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的测定。采用孙金
龙等给出的双缩脲法 [17] 测定肌原纤维蛋白的质量
浓度。
（3）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的测定。参考文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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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5 mL 质量浓度为 4 mg·mL-1 的蛋白溶液于离心管
内，低速离心（1 500×g，10 min）
，取 2 mL 上清
液于试管中并加入 8 mL 双缩脲指示剂混合均匀，
将试管放在 20 ~ 25 ℃恒温水浴锅中保温 30 min，
采用磷酸盐缓冲液作为空白对照，用紫外分光光度
仪测定其在 540 nm 处的吸光度值，每个样品段平行
测定 3 次。
溶解度=离心后蛋白质量浓度/离心前蛋白质浓
度×100%
（4）总巯基和活性巯基含量的测定。根据 Pan
等[19]的方法并作适当修改。采用吸光度法测定总巯
基的含量：取 0.1 mL 肌原纤维蛋白样品溶液（4
mg·mL-1 ）于试管中，依次滴加含量的测定:取 4
mg·mL-1 肌原纤维蛋白溶液 0.1 mL，依次加入 0.9
mL 0.2 mol·L-1 Tris-HCl 缓冲液（pH 6.8，含 8 mol·L-1
尿素、2%十二烷基磺酸钠、10 mol·L-1 乙二胺四乙
酸、0.1 mL 0.1% DTNB）
，混合均匀后将试管放在
40 ℃恒温水浴锅中保温 25 min，用酶标仪测定其
在 412 nm 处的吸光度值 A，用磷酸缓冲液作空白对
照，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次。活性巯基的测定：取
5.5 mL 肌原纤维蛋白溶液（4 mg·mL-1）于试管中，
滴加 0.1 mL DTNB，置于 4 ℃冰箱中反应 1 h，之
后用酶标仪测定其在 412 nm 处的吸光度值，
用磷酸
缓冲液作空白对照，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次。
A

× D× ρ
ε
式中：C0 为巯基的浓度，mol·L-1；A 为 412 nm
C0 =

波长处的吸光度；ε 为摩尔消光系数，此处为 13 600
mol·L-1 ； D 为 稀 释 倍数； ρ 为 蛋白 质 量浓 度，
mg·mL-1。
（5）黏度的测定。向 20 mL 肌原纤维蛋白溶
液（4 mg·mL-1）中加入 5 mL 大豆油，用匀浆机搅
拌（8 000 r·min-1，1 min），然后置于旋转黏度计的
测量杯中，用 4 号转子在 60 r·min-1 下旋转 1 min 后
迅速测定乳状液的黏度值[17]。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数
值，该值即为肌原纤维蛋白溶液的黏度值，每个样
品平行测定 3 次。
（6）乳化能力(EC)的测定。乳化能力的测定采
用电导率法[20]。向 30 mL 肌原纤维蛋白溶液（4
mg·mL-1）中加入 5 mL 大豆油，用匀浆机搅拌（8 000
r·min-1，1 min），将电导率仪的测量电极插入到溶
液中，观察电导率仪的数值变化。每次以 5 mL 的
加油量为一个梯度，重复先前的步骤向体系中添加
大豆油，直至电导率值发生突变，此时的加油量即
为该乳状液的乳化能力，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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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水分分布及组成 参照谢小雷等[21]的方法，
采用核磁共振分析软件中的 CPMC 脉冲序列测定
样品中的横向弛豫时间 T2。将精确称量的样品置于
核磁共振成像仪永磁场中心位置的射频线圈中心，
进行磁共振波谱测定。CPMC 脉冲序列参数为：主
频 23 MHz、偏移频率 286.781 3 kHz，900 脉冲时间
17 μs；1 800 脉冲时间 35 μs；采样点数 54 996；重
复时间 3 000 ms；累加次数 4 次；回波数 20 000。
1.2.6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16、SPSS 18.0 软件
及 Origin 8.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
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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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腺苷（ATP）分解后会产生无机磷酸[25]。随后
冷藏鸡胸肉的 pH 值显著上升（P < 0.05）
，在第 8 天
达到最大值 6.4。相比冷藏，微冻贮藏下鸡胸肉的
pH 值上升得比较缓慢，差异不显著（P > 0.05），在
第 15 天时，微冻贮藏样品上升到 5.96，保鲜效果
更好。贮藏后期鸡胸肉 pH 值的上升是由于在贮藏
过程中内源蛋白酶及腐败微生物会分解肌肉蛋白
质，蛋白质被降解成氨、胺类及其他碱性的含氮物
质，从而引起 pH 值上升[26-28]。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贮藏温度对鸡肉感官的影响
由图 1 明显可见，两种温度条件鸡肉的感官综
合评分均下降，0 ~ 4 ℃实验组差异显著（P < 0.05），
实验组间从 2 天起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
且 0 ~ 4 ℃的变质速度最快，到第 6 天时已降为 5
分以下，感官较差。从感官角度评价，此时可判定
为已变质。–3 ~–5 ℃下的评分最高，第 15 天时
还在 5 分以上，保鲜效果最好，无明显变质现象。

Figure 1

图 1 不同贮藏温度下感官评定总分
Scores of sensory evaluation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2 不同贮藏温度对鸡肉 pH 值的影响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 pH 值的变化如图 2 所示。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两种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的 pH 值整体
都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肉类 pH 值对新鲜
度的判定具有一定的标准：新鲜肉的 pH 值一般在
5.6 左右，一级鲜度在 5.8 ~ 6.2，二极鲜度在 6.3 ~
6.6，变质肉为 6.77 以上[22]。鸡胸肉的初始 pH 值为
5.78，冷藏条件下鸡胸肉的 pH 值在第 3 天下降到
5.60，微冻贮藏下鸡胸肉的 pH 值在第 4 天下降到
5.60；贮藏前期 pH 值的下降是因为肌肉正处于排酸
阶段，肌糖原会发生无氧酵解产生乳酸[23-24]以及三

Figure 2

图 2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 pH 值变化
Changes in pH value of chicken breas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3 不同贮藏温度下菌落总数（TAC）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 TAC 值的变化如图 3 所示。两种不同贮藏
温度下鸡胸肉的 TAC 均随着贮藏时间延长而显著
上升（P < 0.05）
，根据 NY5029—2008 冷鲜畜禽肉
微生物标准中的规定，鸡肉一级鲜度的菌落总数 ≤
1 × 106 cfu·g-1。鸡胸肉的初始 TAC 是 4.05 cfu·g-1，
冷藏样品的 TAC 上升速度比微冻贮藏快。冷藏样品
贮藏到第 6 天菌落总数就已经超过 NY5029—2008
对鲜、冻鸡肉 TAC 的要求，而微冻贮藏的 TAC 在
第 15 天还没有超过一级鲜度的范围，微生物呈缓
慢增长趋势，表明更低温度的微冻贮藏能够显著抑
制微生物的生长。 综上，冷藏鸡胸肉的货架期是 6
d，微冻贮藏下鸡胸肉的货架期可维持 15 d 以上。

图 3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 TAC 值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in TAC value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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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贮藏温度下挥发性盐基氮（TVB-N）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 TVB-N 值的变化如图 4 所示。随着贮藏
时间延长，
两种贮藏温度下的 TVB-N 值均显著上升
（P < 0.05）
，根据 GB16869—2005《鲜、冻禽类产品
的卫生标准》[29]中规定，鲜、冻禽类要求一级鲜度挥
发性盐基氮（TVB-N）的含量 ≤ 15 mg·100 g-1，二
级 鲜 度 挥 发 性 盐 基 氮 （ TVB-N ） 的 含 量 ≤ 20
鸡胸肉的初始TVB-N 值是4.05 mg·100 g-1，
mg·100 g-1。
冷藏鸡胸肉贮藏到第 7 天，TVB-N 值达到 14.57
mg·100 g-1，接近标准要求，在第 9 天以上超出二级
鲜度。而微冻贮藏条件下的鸡肉，在第 11 天时，
TVB-N 值为 13.56 mg·100 g-1，仍保持在一级鲜度范
围内。实验结果表明，微冻贮藏对蛋白氧化和含氮
有机物的降解有更好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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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为 15 mg·mL-1。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大
量微生物的繁殖会使细胞内的生化反应加剧，细胞
结构也会被破坏，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降解的速
率就越快；其次微冻贮藏形成的冰晶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细胞结构，也会使肌原纤维蛋白降解。
2.6 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的变化如图 6 所示。
蛋白质溶解度是评价肌肉蛋白质变性程度主要指标
之一，溶解度越低说明蛋白聚集程度越高，常伴随
严重的变性现象[30]。从图 6 中可以看出，随着贮藏
时间延长，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肉蛋白溶解度均呈
显著下降趋势（P < 0.05）
，蛋白质的溶解度主要与
pH、离子强度和温度有关。本实验体现的是温度对
溶解度的影响，而有资料表明在冻藏期间，会通过
二硫键造成肌原纤维蛋白的交联聚集，引起蛋白提
取率低的现象[31]。因此，冷藏样品的蛋白溶解度下
降速度最快，微冻贮藏的样品蛋白质溶解度变化差
异不大。还有文献报道肌原纤维蛋白的溶解度与乳
化能力有相关性[20]。

图 4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 TVB-N 值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s in TVB-N value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图 6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蛋白溶解度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in protein solubility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图 5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蛋白质量浓度的变化
Figure 5 Changes in protein content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5 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的变化结果（图 5）
显示，随着贮藏时间延长，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肉
蛋白质量浓度均呈显著下降趋势（P < 0.05）
，下降
的 速 度是 冷藏 >微 冻，初 始 蛋白 质量 浓度 为 38
mg·mL-1，贮藏到第 12 天，冷藏鸡肉蛋白质量浓度
下降到 5 mg·mL-1，第 14 天，微冻贮藏鸡胸肉蛋白

2.7 肌原纤维蛋白总巯基和活性巯基含量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贮藏期间总巯基和活性巯基含量的变化分别如图 7 和
8 所示。肌原纤维蛋白中含有大量的巯基，在冻结过
程中巯基会发生氧化，形成二硫键，因此，测定肌原
纤维蛋白的巯基含量可反映其氧化变性的程度[32]。从
图 7 和 8 中可以看出，随着贮藏时间延长，两种贮
藏温度下鸡胸肉蛋白质总巯基含量和活性巯基含量
均呈显著下降趋势（P < 0.05）
。初始时，鸡胸肉蛋
白质总巯基和活性巯基的含量分别为 1.72×10-3 和
1.68×10-3 mol·L-1。4 ℃下鸡胸肉贮藏到第 10 天，
总巯基和活性巯基的含量均分别快速降到了 0.08×
10-3 mol·L-1 和 0.05×10-3 mol·L-1，而微冻贮藏样品
的总巯基和游离巯基含量分别在第 14 天才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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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0-3 mol·L-1 和 0.20×10-3 mol·L-1，均高于冷
藏样品。可能是由于随着冷藏时间的增加，巯基大
量的暴露，被氧化为二硫键。因此，巯基含量下降
迅速[6]。与冷藏相比，微冻贮藏能够显著降低巯基
含量下降的速度。可能是因为肌原纤维蛋白的部分
结冰减少了巯基的暴露和氧化。因此，微冻贮藏有
利于抑制鸡胸肉肌原纤维蛋白的氧化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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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活性巯基含量的变化
Figure 8 Changes in active sulfhydryl content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8 肌原纤维蛋白黏度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肌原纤维蛋白黏度的变化结果（图 9）显
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肉
肌原纤维蛋白的黏度值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P <
0.05）
，冷藏条件下样品的黏度值上升的速度最快，
样品初始值是 160 pa·s，冷藏到第 12 天样品黏度值
达到 320 pa·s，而在第 14 天，微冻贮藏条件下样品
的黏度值分仅 260 pa·s，可见，贮藏温度越低，越
能有效抑制样品黏度值的上升。黏度值的上升是因
为随贮藏过程中内源酶和腐败微生物使得鸡肉变质
后，肉质会出现黏性和潮湿现象。
2.9 肌原纤维蛋白乳化能力的变化
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5 ℃）
贮藏期间肌原纤维蛋白乳化能力的变化结果（图
10）显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两种贮藏温度下
鸡胸肉的乳化能力呈逐渐下降的趋势（P < 0.05）
。

2021 年

在贮藏前 6 d，冷藏鸡胸肉的乳化能力高于微冻贮
藏，可能因为冰晶破坏了蛋白的结构，使得乳化能
力较低，贮藏后期，冷藏鸡胸肉的乳化能力又低于
微冻贮藏，是因为鸡肉的腐败变质，蛋白乳化能力
变差。

Figure 9
图 7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总巯基含量的变化
Figure 7 Changes in total sulfhydryl content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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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黏度的变化
Changes in viscosity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
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图 10 不同贮藏温度下鸡胸肉乳化能力的变化
Figure 10 Changes in emulsifying ability of chicken breast
mea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10 水分组成和含量的变化
表 2 和表 3 分别表示在两种贮藏条件下，鸡胸
肉的 T2 弛豫时间分布变化情况。在整个贮藏期间，
随着贮藏时间的增加，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肉的 T21
值无显著变化，平均值在 0.2 ~ 0.4 ms 之间。两种贮
藏温度下鸡肉的 T22 值均稳定在 21.54 ms 左右无变
化，说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鸡胸肉中结合水和
不易流动水与底物的结合程度改变很小。两种贮藏
温度下鸡胸肉的 T23 值均差异显著（P < 0.05），自
由水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均呈现出峰值向较长时间
方向移动的规律。说明在贮藏期间，鸡胸肉中自由
水的移动性越来越强，即越来越自由，可能是由于
贮藏时间的延长和内外环境的影响，导致了鸡胸肉
肌原纤维蛋白的巯基含量、盐溶性和 Ca2+-ATPase
活性等指标下降及疏水性基团的暴露[33]。第 6 天之
后，贮藏在 0 ~ 4 ℃中鸡胸肉的 T23 值显著上升，鸡
胸肉品质变差，而微冻贮藏条件下鸡胸肉 T23 值的
弛豫时间随贮藏时间变化较慢，这说明微冻贮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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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肉的品质保鲜效果更好。
表 2 和 3 分别表示在这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
肉弛豫峰面积的变化情况，反映结合水、自由水和
不易流动水的含量[34-35]。两种贮藏条件下，鸡胸肉
S21 峰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S22 峰面积在一个范围
内上下波动，S23 峰面积的总体变化趋势为先上升后
下降。其中，冷藏样品 S21 峰面积在第 6 天已下降
至 368.46 ± 4.45，说明结合水含量下降。而微冻贮
藏鸡胸肉 S21 峰面积在第 8 天才开始下降明显（P <
0.05）
，且随着贮藏时间的增加，峰面积没有显著的
Table 2

变化。另外，冷藏鸡胸肉 S23 的峰面积变化最显著
（P < 0.05）
，第 6 天就由原来的 16.19 ± 2.32 下降
到 9.03 ± 1.32，峰面积的显著下降表示鸡胸肉中的
自由水含量减少；在微冻贮藏下，鸡胸肉的 S23 值
峰面积由原来的 16.19 ± 2.32 下降到第 14 天的
15.44 ± 11.43，基本接近第 1 天的值，说明自由水
含量变化不明显。
由实验结果可得，与 0 ~ 4 ℃冷藏相比，微冻
贮藏温度更低，可以更好地降低鸡胸肉肌原纤维蛋
白分解和变性程度。

表 2 0~4 ℃贮藏鸡胸肉 T2 及 S2 的变化
Changes in T2 and S2 of chicken breast meat during storage at 0 – 4 ℃
T23/ms

S21

S22

0

0.42±0.01d

20.61±0.02a

276.29±0.00a

382.03±5.25c

7 378.86±9.87b

16.19±2.32b

2

0.28±0.00b

21.54±0.00b

351.1±11.22b

393.59±5.93d

8 802.99±11.31d

23.19±2.87c

4

0.30±0.02c

21.54±0.00b

397.1±13.12c

318.82±3.21a

6 383.28±10.24a

55.62±4.13d

6

0.25±0.01a

21.54±0.00b

710.0±15.11d

368.46±4.45b

435.69±11.12c

时间/d

T2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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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ms

7

S23

9.03±1.32a

注：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的数值有显著差异（P < 0.05）。下同。

Table 3

3

表 3 –3 ~ –5 ℃贮藏鸡胸肉 T2 及 S2 的变化
Changes in T2 and S2 of chicken breast meat during storage at –3 – –5 ℃

时间/d

T21/ms

T23/ms

S21

0

0.42±0.01f

T22/ms
20.61±0.02b

276.2±0.00c

382.03±5.25e

2

0.15±0.03a

18.74±0.00a

222.4±11.34a

362.08±4.12d

4

0.30±0.02c

18.74±0.00a

278.8±0.22cd

6

0.35±0.03e

18.74±0.00a

254.08±0.08b

8

0.26±0.01b

21.54±0.00c

10

0.42±0.05f

12

0.33±0.04d

14

0.34±0.02de

S22

S23

7

378.86±9.87c

16.19±2.32a

7

537.2±13.43e

47.16±3.87e

351.44±2.89c

6 655.2±11.77b

49.53±6.54f

381.90±2.08e

6

470.8±12.04a

60.92±6.35g

323.8±12.01d

340.29±6.15a

7 749.4±12.45gh

34.35±7.64d

22.74±2.69c

402.3±13.65e

341.44±8.92a

7 485.8±15.83d

27.19±8.53c

23.74±1.95d

432.52±7.91f

341.24±9.42a

7

627.0±10.63f

17.4±10.25b

23.74±1.95d

437.9±15.11g

343.76±8.63b

7 729.7±13.45g

结论

通过研究鸡胸肉在冷藏（0 ~ 4 ℃）和微冻（–3 ~
–5 ℃）贮藏两周新鲜度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水分状
态和含量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随着贮藏时间的
延长，两种贮藏温度下鸡胸肉的感官评分都呈逐渐
下降的趋势，pH 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TAC
和 TVB-N 值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P < 0.05）
。与冷
藏 6 d 的货架期相比，微冻贮藏更能够阻止鸡胸肉
肌原纤维蛋白分解和变性程度，更好地保持蛋白质
在结构、功能及凝胶特性；水分状态显示，微冻保
鲜相比常规冷却保鲜能够保护不易流动水，减少贮
藏过程中水分流失；有效地抑制腐败微生物的生长
繁殖，保持鸡肉的新鲜度，微冻贮藏能够维持样品
的货架期达 15 d 以上。

15.44±11.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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