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卷
2011 年

第5期
5月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Vol.27 No.5
May. 2011

373

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理化及感官品质的影响
李书红 1，王 颉 1※，宋春风 2，刘亚琼 1，郭雪霞 3
（1.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保定 071000； 2. 筑波大学生命环境科学院，茨城县 3058572；
3.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摘 要：为了解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干燥后品质的影响，以海湾扇贝柱为原料，研究了微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
自然干燥和烘箱干燥 4 种方法对即食扇贝柱理化特性和感官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干燥方法所得产品在水分活度、
pH 值、硬度、咀嚼性和黏聚性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不同干燥方法对产品的色泽和弹性影响均不显著；烘箱干燥产品
感官品评得分 8.82 分，其氨基酸总量最高，微波干燥氨基酸总量最低；真空冷冻干燥后产品中必需氨基酸和呈味氨基酸
含量最高，自然干燥最低。综合考虑，烘箱干燥是即食扇贝柱较适宜的干燥方法，产品感官品质和氨基酸总量较高。较
佳的烘箱干燥参数为：80℃干燥 2 h。研究结果可以为即食扇贝柱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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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扇贝是世界重要的海洋渔业资源之一，也是中国重
要的海水养殖品种，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扇贝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其闭壳肌（贝柱）发达，是用来制作干贝的主
要原料[1]。长期以来贝类加工以冷冻品、鲜活品为主，缺少
高附加值产品，经济效益不高[2]。近年来海鲜即食产品因其
口味鲜美、食用方便受到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欢迎[3-4]。即食
扇贝柱成为扇贝加工的重要品种之一。
目前，不同干燥方法对粮食、果蔬等农产品的品质
影响研究较多，但对海洋贝类的品质影响研究较少。
Chin-Lin Hsu[5]研究了不同干燥方法对山药面粉理化特性
的影响，表明不同的干燥方法对山药的颜色、抗氧化特
性影响显著。Wasina Thakhiew 等[6]研究了不同干燥方法
对壳聚糖的影响，表明不同干燥方法对壳聚糖的颜色影
响差异不显著，对拉伸强度和脆度影响显著。张国琛等[7]
研究了微波真空干燥参数对扇贝柱物理和感观特性的影
响规律，并与传统的自然干燥和热风干燥进行了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微波真空干燥在干燥速度和抗破碎能力方
面均明显优于自然干燥及热风干燥；张薇[8]研究了扇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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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干燥规律，并建立了微波干燥扇贝柱内部质热传递
模型；关志强等[9]研究了真空冷冻干燥过程参数对墨西哥
湾扇贝冻干时间和能耗的影响，但以上研究均是针对干
燥工艺对扇贝柱干燥速度及物理特性的影响，而以即食
扇贝柱产品为对象，考察不同干燥方法对产品理化特性
及感官品质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采用微波干燥、真空
冷冻干燥、自然晾干、烘箱干燥 4 种干燥方法制得湿基
含水率为 60%左右的即食扇贝柱，比较产品的水分活度，
pH 值，色泽、质构、氨基酸含量及感官品质的变化，提
出即食扇贝柱适宜的干燥方法，为即食扇贝柱的工业化
生产提供借鉴。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及试剂
湿基含水率为 87%的海湾扇贝柱：购自秦皇岛，于
-18℃贮藏备用。食盐、糖、料酒、白醋、味精（均为市
售）。磺基水杨酸，浓盐酸，2,4-二硝基氯苯，冰乙酸均
为分析纯，乙腈为色谱纯，上海化学试剂厂。
1.2 试验仪器设备
微波炉（LG 公司）；LGJ-10 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
松源华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天津
市中环实验电炉有限公司）；CR-400 色彩色差计（柯尼
卡美能达公司）；TMS-Pro 型食品物性分析仪（美国 FTC
公司）；卤素含水率测定仪（北京卓川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水分活度测定仪（美国 AquLab 公司）；安捷伦
1200-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有限公司）。
1.3 即食扇贝柱的制备方法
为了考察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理化和感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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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影响，以感官品评为指标，预试验对微波干燥，真
空冷冻干燥，自然风干和烘箱干燥 4 种干燥方法的干燥
条件进行了优化。选择大小均匀一致，直径为 15 mm 的
海湾贝柱 60 粒。根据预试验的较佳配方和干燥条件，将
扇贝柱与配制好的卤液以 1∶2 的质量配比混合，将其加
温至 100℃，预煮 3 min，之后迅速降至常温（20±2）℃，
浸渍 3 h 后捞出，采用微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自然风
干和烘箱干燥 4 种方法进行干燥，产品湿基含水率达到
60%±2%时停止干燥，重复 3 次。各干燥处理方法如下：
1）微波干燥：把扇贝柱平铺于微波炉中平盘上，设置参
数为功率：900 W，时间：2 min；2)真空冷冻干燥：将扇
贝柱预冻后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室中，设置参数为：温
度-45℃，真空度为 10 Pa，时间为 9 h；3）自然风干：
将扇贝柱铺在塑料纱网上，室内自然晾干，温度为 16～23
℃，时间 40 h；4）烘箱干燥：将扇贝柱置于烘箱中，温
度 80℃，时间 2 h。干燥后的产品采用真空包装，121℃
杀菌 15 min。取不同干燥方法制得的产品测定各项指标。
1.4 分析测定方法
分别取不同干燥方法所得的即食扇贝柱各 20 粒，用
刀切碎成 2 mm×2 mm×2 mm 的碎块，混匀后置于密闭的
玻璃容器中用于测定含水率，水分活度，色泽，pH 值；
质构指标采用完整即食扇贝柱测量，每个指标测量重复 3
次。
含水率：使用卤素含水率测定仪测定。
水分活度：参照 GB/T23490-2009。
色泽：用色差计测定，L*值表示亮度，a*值表示红色
至绿色的范围，b*值表示从蓝色至黄色的范围。同时对处
﹡
理组和原料总色泽差异值E* 进行评价 [10] 。其中E =
[(L*)2＋(a*)2＋(b*)2]1/2，重复 3 次。
硬度、弹性、黏聚性和咀嚼性：用物性仪测定扇贝
柱质地剖面特征值，参数设置：直径 1 cm 的圆柱探头，
测前速度：1 mm/s，测量速度：60 mm/s，测后速度：
60 mm/s，压缩率：50%，2 次压缩间隔 0 s，重复 3 次。
各个质构指标定义见表 1。
表 1 质构剖面分析名称解释
Table 1 Texture profile analysis
参数

感官定义

仪器定义

硬度

牙齿挤压样品的力量
第一次挤压循环的最大力量峰值 F
形变样品在去掉挤压力时恢 第一挤压结束后第二次挤压开始前
弹性
复原状的比率
样品恢复的高度 S
第二次挤压循环的正峰面积 S2 同第
黏聚性 样品内部的收缩力
一次挤压循环的正峰面积 S1 的比值
咀嚼性 咀嚼固体样品时需要的能量 计算值=硬度×黏聚性

pH 值的测定方法：参照 GB/T 9695.5-1988 测定。
氨基酸的测定方法[11]：准确称取切碎后样品 1 g 加入
浓度为 6 mol/L 的浓盐酸 10 mL，置于 110℃烘箱中，14 h
后取出冷却至室温，取上层清液 1 mL 于试管中，试管底
部 置 于 80 ～ 90 ℃ 水 浴 锅 内 真 空 抽 干 至 粉 末 ， 加 入
0.1 mol/L 的盐酸 2 mL 回溶。取上清液用 0.45 μm 水系膜
过滤，取 50 μL 滤液依次加入 200 μL pH 值 9.0 的 Na2CO3NaHCO3 缓冲溶液，100 μL 150 g/mL 的 2,4-二硝基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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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在 90℃水浴锅内避光反应 1.5 h，反应结束后加入
质量分数 10%的乙酸 50 μL，加蒸馏水定容至 1.00 mL，
混匀后用 0.45 μm 水系膜过滤，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样
品氨基酸含量，上样量为 10 μL，重复 3 次。
色谱条件：美国 Kromat 公司的 C18 柱（250 mm×4.6
mm×5 μm），柱温：40℃，流动相 A：乙腈，流动相 B：
0.03 mol/L 醋酸盐缓冲液（pH 值＝5.2），检测波长：
360 nm，流速：1 mL/min，进样量：10 μL。
感官评定方法：评定小组由受过训练的 20 名专家
（男、女各 10 人）组成，采用评分法对产品的口感、色、
香、味进行评价，感官评分表见表 2。
Table 2

表 2 即食扇贝柱感官评分表
Sensory score sheet of instant scallop

项目
外观色泽
（满分 4 分）
口感
（满分 3 分）
风味
（满分 3 分）

评分标准
体形完整不皱缩，不开裂，亮白色，4 分
体形较完整，稍有开裂，黄色，3 分
体形较完整，开裂，暗黄色，2 分
产品可口，咀嚼性好，3 分
产品可口，咀嚼性较好，2 分
产品稍软，咀嚼性不好，1 分
鲜香适中，3 分
鲜香及风味一般，可以接受，2 分
风味一般，稍有异味，1 分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1.5 for Windows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水分活度、pH 值、硬度、
弹性和黏聚性的影响
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水分活度（Water activity
简称 Aw）、pH 值、硬度、弹性和黏聚性的影响如表 3
所示，由表可见，扇贝柱采用不同方法干燥后，湿基含
水率达到 60%±2%时，产品的 Aw 均在 0.93 以上，pH 值
均高于 4.6，属于低酸性食品。
表 3 不同干燥方法所得扇贝柱水分活度、pH 值和质构参数
Table 3 Water activity, pH value and texture parameters of
instant scallop by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干燥
方法

水分
硬度/
弹性/
咀嚼性/
pH 值
黏聚性
N
mm
mJ
活度
0.988±
6.36±
3.64±
1.65±
0.14±
0.83±
干燥前
0.001e
0.13c
0.20c
0.26b
0.03c
0.15c
微波
0.955±
6.84±
11.66±
3.68±
0.56±
23.85±
0.002d
0.01a
0.32b
0.20a
0.05b
2.37b
干燥
自然
0.962±
6.75±
11.82±
3.79±
0.62±
27.84±
0.001c
0.11a
1.10b
0.08a
0.06b
4.47b
干燥
真空
0.968±
6.69±
10.77±
3.33±
0.45±
16.26±
0.001b
0.16b
0.35b
0.53a
0.03a
3.52a
冷冻
烘箱
0.931±
6.74±
7.30±
3.82±
0.46±
12.60±
0.000a
0.01a
0.60a
0.38a
0.03a
1.25a
干燥
注：表中同一行数据上不同上标字母代表显著差异（P＜0.05）；每个参数
测 3 次取平均值， x ±S，下同。

扇贝柱干燥后其硬度和弹性较干燥前显著增加，其
中以烘箱干燥的产品硬度最低，其余 3 种干燥方法所得
产品硬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以自然干燥的产品
硬度最大，不同干燥方法之间的弹性无显著性差异。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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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柱干燥后黏聚性和咀嚼性较干燥前显著增加。真空冷
冻干燥和烘箱干燥后黏聚性和咀嚼性均较小且二者间无
显著性差异，但明显小于自然干燥和微波干燥。据报道，
影响产品质构的因素有蛋白质、NaCl、水、pH 值和脂肪，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蛋白质[12]。扇贝柱在加工过程中，热
烫拉伸等加强了酪蛋白形成的网络结构，从而使其硬度
和弹性均比原料增高[13-14] 。黏聚性表示样品内部的收缩
力，咀嚼性是咀嚼固体样品时需要的能量，这 2 个指标
值越大就说明样品越坚韧，结合感官评定发现，黏聚性
和咀嚼性适当增加有利于增加口感，这与刘兴于等的报
道具有一致性[15]。
2.2 不同干燥方法对扇贝柱色泽的影响
不同干燥方法后贝柱的色泽参数见表 4。色泽是评价
海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色泽的改变会影响产品的感官
质量[16]。干燥过程中的温度和干燥时间是影响物料色泽
变化的主要原因[17]。本试验中 4 种干燥方法所得产品均
呈淡黄色，干燥后的色泽参数 L*、a*、b*与干燥前均有显
著差异，表明干燥过程可以显著影响产品色泽，不同干
燥方法后的色泽参数 L*、a*、b*均无显著性差异，即干燥
方法对产品色泽的影响很小，试验中观察到真空冷冻干
燥后产品颜色不均，扇贝柱边缘呈白色，因此造成色差
E*值与其他方法差异显著。
表 4 不同干燥方法后扇贝柱色泽特性参数
Table 4 Color characteristics parameters of instant scallop by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色泽

干燥方法
L

*

a

*

b

*

E

*

干燥前

52.21±2.37b

-3.29±0.24b

3.29±0.43b

0.00±0.00a

微波干燥

69.51±0.50a

-2.15±0.49a

16.03±3.12a

17.03±1.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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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方法和自然干燥温度较低，微波干燥温度过高，偏离
了相应酶的最适作用温度，导致其氨基酸总量稍低。不
同干燥方法必须氨基酸总量之间无显著差异，真空冷冻
干燥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呈味氨基酸，由于真空冷冻干燥
温度低，必需氨基酸和呈味氨基酸得到最大限度保留。
此外，含硫氨基酸（胱氨酸和蛋氨酸）在加工过程中极
易被破坏。例如即食扇贝柱中的胱氨酸只存在于微波干
燥和真空冷冻干燥后的产品中，在自然干燥和烘箱干燥
后的产品中均未检测到，而酪氨酸只存在于微波干燥后
的产品中，可见加工条件都会对氨基酸的种类及含量产
生影响。
表 5 不同干燥方法后的氨基酸质量分数
Table 5 Amino acid conten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
氨基酸质量分
数/(mg·
g-1)

干燥方法 drying method
微波干燥
a

天门冬氨 Asp

7.60±0.51

谷氨酸 Glu

10.87±0.32a
a

真空冷冻
9.64±0.37

ab

13.65±0.47b
b

自然干燥
8.17±0.62

a

11.62±0.66a

烘箱干燥
10.00±0.42b
14.51±0.78b

b

1.02±0.07c

组氨酸 His

0.78±0.04

丝氨酸 Ser

3.61±0.62a

4.43±0.57a

3.70±0.42a

4.83±0.36b

精氨酸 Arg

5.10±0.42a

6.03±0.33b

5.17±0.29a

5.77±0.21b

苏氨酸 Thr

2.36±0.44

b

b

a

0.98±0.19a

甘氨酸 Gly

5.85±0.53ab

8.28±0.76b

2.21±0.39a

2.75±0.30a

牛磺酸 Tau

1.40±0.22

a

b

a

1.81±0.27ab

丙氨酸 Ala

4.21±0.17a

5.42±0.26b

4.54±0.41ab

5.64±0.39a

脯氨酸 Pro

4.34±0.63

a

b

a

4.91±0.55b

缬氨酸 Val

1.49±0.12a

1.86±0.09ab

1.69±0.17a

2.03±0.13b

蛋氨酸 Met

1.88±0.37

a

b

ab

2.59±0.26b

胱氨酸 Cys

0.75±0.55b

0.76±0.38b

0.00±0.00a

0.00±0.00a

a

ab

b

6.07±0.40c

0.98±0.09

2.94±0.28

2.13±0.19

5.43±0.54

2.37±0.41

0.82±0.14

0.93±0.25

1.58±0.36

4.32±0.68

1.97±0.32

自然干燥

69.49±0.62a

-1.61±0.76a

16.76±6.67a

17.58±2.52c

亮氨酸 Leu

4.65±0.49

真空冷冻

68.77±3.61a

-2.35±0.40a

13.53±0.16a

14.70±3.51b

异亮氨酸 lle

1.30±0.15a

1.64±0.20b

1.49±0.12a

1.75±0.08c

烘箱干燥

70.11±2.04a

-2.37±0.51a

16.07±1.40a

17.46±1.62c

苯丙氨酸 Phe

2.18±0.32a

2.77±0.19a

2.30±0.07a

2.61±0.03a

a

a

b

1.05±0.09a

0.00±0.00a

0.00±0.00a

注：L*值表示亮度，a*值表示红色至绿色的范围，b*值表示从蓝色至黄色的
范围，△E*为色差综合评定指标。

2.3

不同干燥方法对扇贝柱氨基酸的影响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人体必
需的重要营养元素。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经常作为鱼类
和甲壳类产品的质量指标[18]。尤其是呈味氨基酸如谷氨
酸，天门冬氨酸，丙氨酸和甘氨酸等是贝类独特风味的
重要来源，与产品品质密切相关。在贝类加工过程中，
加热、氧化、酸碱和有机溶剂等都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
如加工过程中发生美拉德反应[19]会造成氨基酸损失，降
低产品的营养价值和感官品质；蛋白质水解会生成一些
氨基酸，改变产品中氨基酸的组成等。扇贝柱经过 4 种
干燥方法后产品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以湿重计）见表 5。
由表 5 可以看出，烘箱干燥和微波干燥氨基酸总量
相差 16.44 mg/g，差异显著，说明不同的干燥方法对氨基
酸含量有影响。分析认为，扇贝柱厚度为 20 mm，直径
15 mm，烘箱干燥时间短，温度低，内部温度会低于烘箱
温度，各类蛋白酶、肽酶及氨肽酶活力较强[20]，蛋白质
被分解，因此烘箱干燥后氨基酸总量最高。真空冷冻干

赖氨酸 Lys

1.80±0.27

酪氨酸 Tyr

0.47±0.08b

5.92±0.37

1.52±0.33

0.00±0.00a

5.06±0.49

1.45±0.16

氨基酸总量
56.75±3.92a 72.19±3.51b 60.42±2.96ab 73.19±2.51b
TAA
必需氨基酸总量
13.87±1.27a 17.51±1.75a 13.43±1.08a
16.03±1.64a
TEAA
呈味氨基酸
36.48 ±0.92a 46.84±0.86b 34.56±0.71a
42.64±1.07b
DAA
注：TEAA 是赖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苏
氨酸、精氨酸、组氨酸的总和；DAA 呈味氨基酸是指天门冬氨酸、谷氨酸、
甘氨酸、丙氨酸、丝氨酸和脯氨酸的总和；色氨酸在酸水解中破坏，未能检
测

2.4

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感官特性的影响
不同干燥方法后的感官评定结果见表 6。外观色泽方
面：烘箱干燥外观色泽较好，真空冷冻干燥产品由于干
燥强度大，表面肌纤维束干燥速度很快，与内层纤维束
之间形成较大的水分梯度，因而会出现较大的内部应力
而产生裂纹，严重影响了其外观，导致其外观色泽最低。
由感官评定结果可知，烘箱干燥产品口感与其他 3 种干
燥方法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与微波干燥、真空冷冻干
燥及自然干燥的即食扇贝柱硬度、黏聚性和咀嚼性较大
有关，产品干燥后坚韧度增加，适口性降低。风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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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干燥风味最差，烘箱干燥风味较好，但烘箱干燥与
微波干燥产品风味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烘箱干
燥和微波干燥过程中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产生了风味物质
所致。综合评分结果为烘箱干燥后产品结构完整，滋味
鲜美，硬度适中，感官评分较高。
表 6 不同干燥方法后的感官评定结果
Table 6 Sensory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
干燥方法

外观色泽

口感

风味

总评

微波干燥

3.09±0.23b

2.35±0.28 a

2.49±0.29 a

7.93±0.27a

自然干燥

3.17±0.27b

2.64±0.22 a

1.55±0.23 a

7.36±0.24a

真空冷冻

2.00±0.28

a

a

b

6.93±0.35b

烘箱干燥

3.32±0.14b

2.70±0.21 b

8.86±0.19c

2.32±0.36

2.84±0.22b

2.61±0.41

[7]

结

论

1）微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自然干燥、烘箱干燥
后即食扇贝柱产品的水分活度，pH 值、硬度、咀嚼性和
黏聚性存在差异，色泽和弹性差异均不显著。不同干燥
方法的感官评分差异显著，烘箱干燥产品感官评分较高
为 8.86。
2）不同干燥方法对即食扇贝柱产品中氨基酸含量有
影响，烘箱干燥后产品氨基酸总量最高，微波干燥氨基
酸总量较低，真空冷冻干燥必需氨基酸和呈味氨基酸含
量较高，自然干燥必需氨基酸和呈味氨基酸含量较低。
3）综合比较 4 种干燥方法：微波干燥后即食扇贝柱
氨基酸种类全，真空冷冻后即食扇贝柱开裂大，感官评
分低；自然干燥后即食扇贝柱生产周期长，产品质量低，
产品感官评分低；烘箱干燥速度较快，水分活度低，氨
基酸总量最多，感官评分最高。综合多种因素考虑，烘
箱干燥较适于干制即食扇贝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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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physicochemical and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nt scallop
Li Shuhong1, Wang Jie1 , Song Chunfeng2, Liu Yaqiong , Guo Xuexia3
※

１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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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i.e. microwave drying, vacuum freeze drying, natural drying and
oven drying) on the quality of instant scallop were investigated. The bay scallop was chosen as the raw material,
furthermore, two significant parameters,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were test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 activity, pH value, hardness, chewiness and cohesiveness of product have significant
variation with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The statistics results of the color and springiness have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s.
The sensory score of oven drying product was 8.82. The total amino acids was the highest by oven drying and lowest by
microwave drying. The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flavor amino acids were the highest by vacuum freeze drying and
lowest by natural drying.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sensory score and total amino acids with oven drying were the highest
among the methods. The optimal drying method for instant scallop was oven drying. The optimal drying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as follows: drying temperature was 80℃ and drying time was 2 h.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instant scallop.
Key words: dry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amino acids, instant scallop ,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