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多糖/寡糖对鱼糜制品保水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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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寻找安全有效的海洋生物保水剂, 本研究以海洋生物多糖/寡糖为研究对象, 经多糖筛选和
单因素实验确定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的最佳添加量, 采用响应面优化实验确定最优复
配值为: 壳聚糖 1 号 0.29%, 壳聚糖 2 号 1.11%, 海藻酸钠 0.93%, 在此条件下测得的鱼丸解冻失水率
为 1.46%±0.24%, 结果表明该多糖复配组合对鱼丸制品具有较好的保水作用。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多糖
组鱼丸的微观结构, 发现其结构致密, 无较大孔隙。通过本实验的开展, 能够为水产品的保水保鲜剂的
开发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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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糜食品因其美味可口, 营养价值高, 食用方便,

生产企业在规定使用量范围内可以在肉类、水产等

日渐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新宠。但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

食品中使用保水剂。  然而随着保水剂的广泛应用,

发展, 消费者对于鱼糜食品的口感及外观要求也越来越

肉类及水产食品时常会遭遇保水剂添加量超标的问

高。鱼糜食品的保水性, 是衡量该品质的重要指标, 并对

题。据媒体报道, 去年深圳市小肥羊实业有限公司生

鱼糜的质地、弹性、嫩度、风味、多汁性、口感和出品

产的超精猪肉丸被检出“复合磷酸盐”项目不合格。

率产生重要影响 。加工后所得的成品保持原来的水分越

此前我国出口的水产品也曾多次遭遇过磷酸盐超标

多, 不仅可以保证肉品的口感鲜嫩而且富有弹性, 还可

的问题 [5], 这不仅危害消费者的利益, 还阻止了我国

以减少营养汁液成分和风味物质的流失。然而, 实际生产

水产品的出口量, 降低了贸易出口额。目前大部分企

中, 鱼糜制品出水一直是个行业难题, 如真空包装产品

业采用三聚磷酸盐、焦磷酸盐、六偏磷酸盐的混合

[1]

出水; 产品内部形成孔洞和积水; 收缩膜包装的鱼肠食
品在膜面下形成积水等[2]。对于肉类加工企业, 较低的保
水性意味着较大的经济损失, 包括水分流失带来的经济
损失和降低成品率带来的损失; 对于消费者, 保水性差
会影响到原料肉在贮藏销售过程中的外观质量, 表面水
分多, 往往颜色发白, 给人不新鲜的感觉, 且蛋白质易发
生变性, 肉质易碎, 口感变粗糙[3]。我国是肉类加工大国,
肉类工业发展迅速, 按 3%的损失计算, 汁液损失达 23 万
吨, 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 多亿元[4]。因此, 如何有效的
减少鱼糜食品的水分流失, 同时又能保证产品质量和降
低生产成本, 是鱼糜食品加工企业所关注的。
有关改善肉类保水性能方面的研究很多, 采用
食品添加剂来提高肉类保水性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常用的保水剂有: 食盐、磷酸盐、大豆蛋白、食用胶、
魔芋粉、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 [4]。尽管根据现有食
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GB2760-2011)规定, 允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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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来提高肉的保水性 [6-7] 。而磷酸盐在高浓度下
(0.4%~0.5%), 将产生令人不愉快的金属涩味, 导致
肉制品风味恶化, 组织结构粗糙 [8]。当用量超过 0.5%
时, 将引起机体钙磷比失衡, 轻则会引起人体腹痛、
腹泻, 重则将出现高血钙症、低血钙症以及佝偻病、
骨质疏松等代谢性骨病 [9]。而在低于某个限度内, 在
乳化产品中有不愉快的后味。此外, 磷酸盐在调节
pH 值时会使肉的颜色下降和 pH 值升高, 进而造成
脂肪分解, 缩短货架期 [10]。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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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加工企业将研究重点放在寻找安全有效的天然保

1.2.2

分别称取鱼糜质量比 0.5%的寡糖、壳聚糖 1 号、

水剂上。壳聚糖、壳寡糖是一种从虾、蟹壳提取的天
然高分子物质, 它具有良好的成膜性、保水性和抑菌防
[11]

腐作用

。近几年来, 不少企业选用食品表面涂膜液的

直接添加法

壳聚糖 2 号、海藻酸钠和卡拉胶, 添加到鱼糜中, 揉
均匀后, 制成丸状, 放入–80℃冰箱中冷冻 4 h, 之后

方式维持肉类的保水性, 该表面涂膜液形成的膜通常

解冻过夜, 测定解冻失水率。

要求具有较高的透湿性, 以免水分聚集在膜的内侧,

1.2.3

测定指标采用解冻失水率来衡量, 解冻失水率

易于微生物生长繁殖; 但透湿性又不能太高, 否则会
[12]

保水性测定指标及方法

仅具有较好的抗菌性和成膜性, 而且其形成的膜具有

(%)=(A–B)/A100 %.
其中: A 为鱼丸经–80℃冷冻后, 称得的质量, 单

良好的透气性, 在肉类工业特别是冷却肉的贮存保鲜

位: g, B 为鱼丸解冻过夜后, 称得的质量, 单位: g。

中已有部分应用[13-14]。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壳聚糖可降

1.2.4

使肉在贮存过程中失水严重

。海洋生物多糖/寡糖不

低鲜肉中脂肪氧化和酸败, 可以改善鲜肉贮藏期间的
颜色、含水量[15]; 吉伟之[14]等对壳聚糖复合涂膜液在

扫描电镜观测鱼丸的内部微观结构
将制备好的各组鱼丸分别切成长为 8 mm, 宽为

6 mm, 高为 4 mm 的小块, 经脱脂、固定、漂洗后, 放

冷却肉保鲜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发现壳聚糖对 20℃及

入冷冻干燥机, 进行 24 h 的冷冻干燥, 放于阴凉干

4℃下贮藏的鲜肉都有明显的保鲜效果; Soares[16] 等人

燥处, 等待扫描电镜测试。

研究发现 0.5%和 0.75%壳聚糖可有效抑菌, 防止腐败,

1.3

小剂量涂膜就可有效抑制油脂氧化, 且 1.5%(w/v)的壳
聚糖涂膜后的鲑鱼涂膜损失率、干耗和滴水损失率都
较小。综上所述, 海洋生物多糖/寡糖有望成为新一代
的保水保鲜剂。
本文主要以海洋生物多糖/寡糖为研究对象, 通
过对多糖/寡糖的添加方式、种类、添加浓度进行筛
选, 以解冻失水率为响应值, 结合单因素实验和响
应面分析, 确定保水效果最佳的添加条件; 并对鱼
糜制品进行微观结构分析, 综合评价海洋生物多糖/
寡糖的保水作用。

1
1.1

数据处理
试验重复 3 次, 结果以平均值±SD 表示。采用

SPSS 18.0 软件处理试验数据, 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
性检验。

2

结果与讨论

2.1

浸泡法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分别将鱼丸浸泡在寡糖、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海藻酸钠和卡拉胶溶液中, 经冷冻、解冻, 测得
其解冻失水率如图 1 所示: 空白组的解冻失水率最
高, 达到了 13.43%±1.56%; 磷酸盐组为鱼丸浸泡在

材料与方法

0.5%磷酸盐的溶液中 30 min, 其解冻失水率最低,
为 5.22%±0.41%。此外, 从图 1 可以看出, 鱼丸浸泡

材料
新鲜鱼糜, 即新鲜鱼打捞上来以后直接采肉, 搅

在不同的多糖/寡糖溶液中 30 min 后, 解冻失水率均

碎制得, 由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壳聚糖 1 号,
分子量约 20 万~30 万 Da, 购买于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壳聚糖 2 号, 分子量约 160 万 Da, 由青岛云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 壳寡糖, 分子量约 1 000 Da~2 000 Da,
由山东卫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海藻酸钠和
卡拉胶, 由山东洁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2
1.2.1

实验方法
浸泡法
分别配制 0.5%的寡糖、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

海藻酸钠和卡拉胶水溶液, 称取适量鱼糜揉制成丸状,
分别浸入溶液中, 浸泡 30 min 后取出, 放入–80℃ 冰
箱中冷冻 4 h, 之后解冻过夜, 测定解冻失水率。

Fig. 1

图 1 浸泡法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Effects of soaking method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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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与空白组相比, 分别达到了显著

组相比, 也达到了显著性差异(P<0.05)。综上所述,

性差异(P<0.05)。其中海藻酸钠和卡拉胶对鱼丸的保

本实验将选择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

水 性 最 好 , 其 解 冻 失 水 率 分 别 为 5.83%±0.51% 和

作下一步的保水性研究。

6.08%±0.45%, 与空白组相比, 分别减少了 56.63%和

2.3

54.77%; 其次为寡糖组, 解冻失水率为 8.90%±0.91%,
壳聚糖 1 号和壳聚糖 2 号对鱼丸的保水性较差。
实验过程中, 我们发现经浸泡的鱼丸, 在其表面
会形成一层膜,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肌肉表面的水分蒸
发, 在解冻过程中能够起到保水持水的作用。这与高

多糖/寡糖添加量对鱼丸保水性的研究
本实验对壳聚糖 1、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的添

加 量 进 行 筛选 , 选 择 鱼 糜 质 量 比 的 0.10%, 0.25%,
0.50%, 1.00%, 1.50%和 2.00%作为添加量, 测得的鱼
丸解冻失水率如图 3 所示。

晓平等 [17] 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 其采用各配方壳聚
糖涂抹液处理冷却肉, 发现冷却肉滴水损失率比对照
组减少了 46%。但值得注意的是, 采用浸泡法处理的
各组鱼丸, 经冷冻后, 鱼丸表面会形成一层冰膜, 尤
其是壳聚糖 1 号和壳聚糖 2 号的冰膜较厚, 因此与其
他多糖组相比较, 解冻失水率较高。考虑到浸泡覆膜
会影响鱼丸的口感, 且壳聚糖不易溶于水, 我们进一
步研究了多糖/寡糖直接添加法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2.2

直接添加法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分别将鱼糜质量比 0.5%的磷酸盐、寡糖、壳聚

糖 1 号、壳聚糖 2 号、海藻酸钠和卡拉胶直接添加
到鱼糜中, 充分揉均匀, 制成鱼丸, 经冷冻、解冻后

Fig. 3

图 3 不同多糖添加量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polysaccharides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测得鱼丸的解冻失水率如图 2 所示: 空白组解冻失
其中壳聚糖 1 号在 0.25%添加量时鱼丸的解冻失

水率最高, 为 15.17%±1.57%, 磷酸盐组解冻失水率
最低, 为 4.01%±0.12%; 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和

水率最低, 之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 解冻失水率升高

海藻酸钠组的保水性较好, 鱼丸解冻失水率分别为

并趋于平衡; 在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组中, 随着添加

5.20%±0.26%, 5.28%±0.22%, 5.20%±0.45%, 与空白

量的增加, 鱼丸的解冻失水率降低, 在 1.00%时解冻失

组相比, 鱼丸解冻失水率分别减少了 65.71%, 65.17%

水率达到最低值, 之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 解冻失水

和 65.68%, 且与磷酸盐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寡

率升高。根据单因素实验最终确定壳聚糖 1、壳聚糖

糖组和卡拉胶组中鱼丸解冻失水率较高, 但与空白

2 号和海藻酸钠的最优添加量分别为 0.25%, 1.00%
和 1.00%。该结论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 李宝
升等[18] 研究发现复合食品添加剂焦磷酸钠、三聚磷酸
钠、壳聚糖的最佳配比为 0.15%︰0.10%︰1.00%时, 猪
肉保水保鲜效果最佳; 程琳丽等[19] 研究发现海藻酸钠
浓度为 0.7%时, 对罗非鱼片的保水效果最优。

2.4
2.4.1

响应面优化实验
响应面优化实验结果
响应面优化法是一种寻求最佳组合条件的试验和

统计技术, 通过对过程的回归拟合和响应曲面、等高线
的绘制、可方便地求出相应于各因素水平的响应值[20],
图 2 直接添加法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direct addition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210

本实验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响应面分析, 根据
Box-Benhnken 的中心组合实验设计原理, 采用三因素
三水平的响应面分析方法, 对壳聚糖 1、壳聚糖 2 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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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 试验方案共包括 17 个试验点, 其

海藻酸钠的添加量进行优化, 试验方案及结果见表 1。
表 1 响应面试验方案及结果
Tab. 1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results
编号

壳聚糖 1 号 壳聚糖 2 号
/%
/%

海藻酸钠
/%

解冻失水率
/%

中 5 个零点为区域的中心点, 进行 5 次重复试验用以
估算试验误差。该试验对三种海洋多糖的添加量进
行复配优化, 解冻失水率的范围在 1.41%~1.96%。
2.4.2

回归方程的建立及统计分析
采用 Design-Expert 8.0 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

1

0.05

0.50

1.00

1.68

析, 其中解冻失水率用 Y 值表示, 壳聚糖 1、壳聚糖 2

2

0.45

0.50

1.00

1.46

号和海藻酸钠的添加量分别用 A, B, C 表示, 得到三

3

0.05

1.50

1.00

1.59

种多糖添加量的实际值对 Y 值的二次回归方程如下:

4

0.45

1.50

1.00

1.44

5

0.05

1.00

0.50

1.73

6

0.45

1.00

0.50

1.58

Y(%) = +2.919–1.007A–0.723B–2.068C+
0.163AB–0.180AC+0.027BC+
1.121A2+0.311B2 +1.141C2.

7

0.05

1.00

1.50

1.96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模型 P 值小于

8

0.45

1.00

1.50

1.74

0.0001, 表明该回归模型极显著, 使用该方程模拟三

9

0.25

0.50

0.50

1.70

因素三水平的分析是可行的。方程中 A, C, A2, B2, C2

10

0.25

1.50

0.50

1.67

对鱼丸的保水率有极显著性影响(P<0.001), B 对鱼丸

11

0.25

0.50

1.50

1.88

的保水率有非常显著性影响(P<0.01), AB, AC 对鱼丸

12

0.25

1.50

1.50

1.88

的保水率有显著性影响(P<0.05), 表明试验因素及二

13

0.25

1.00

1.00

1.42

次项对响应值的影响较大, 交互项作用对响应值的

14

0.25

1.00

1.00

1.44

影响想对较小。模型的相关系数为 99.78%, 说明模

15

0.25

1.00

1.00

1.41

型拟合程度良好, 试验误差小。综上所述, 该模型方

16

0.25

1.00

1.00

1.42

程可用来分析和预测不同多糖添加量复配对鱼丸保

17

0.25

1.00

1.00

1.42

水性的影响。

表 2 二次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quadratic response surface model
方差来源

平方和

模型

0.55

A

0.069

B

2.14010

C

0.076

–3

AB

1.06010

–3

AC

1.29710–3

BC

1.88110

–4

A

2

8.46110

–3

B

2

0.025

C2
残差
失拟项
纯误差
总和

0.34

自由度

F 值

均方

9

0.061

1

0.069

1

2.14010

1

0.076

–3

353.25

< 0.000 1

400.48

< 0.000 1

12.45

0.009 6

444.47

< 0.000 1

1

1.06010

–3

6.16

0.042 0

1

1.29710–3

7.54

0.028 6

1

1.88110

–4

1.09

0.330 3

1

8.46110

–3

49.21

0.000 2

1

0.025

147.89

< 0.000 1

1

0.34

1 991.85

1.20410

–3

7

1.71910

6.15710

–4

3

2.05210–4

5.87810

–4

4

–4

0.55

P 值

1.47010

< 0.000 1

–4

1.40

0.366 0

16

注: A, B, C 分别代表壳聚糖 1 号、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的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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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降低, 约在 0.25%左右达到最低值, 之后随着添加量

响应曲面分析及优化
根据二次回归方程建立响应面分析图, 通过响

应面的曲面性状

[21]

从 0.25%增加到 0.45%, 解冻失水率变化趋于平缓。

, 分析壳聚糖 1、壳聚糖 2 号和海

藻酸钠的添加量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
图 4 表示海藻酸钠添加量为 1.00%时, 壳聚糖 1 号
和壳聚糖 2 号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当壳聚糖 2 号添
加量一定时, 鱼丸的解冻失水率随着壳聚糖 1 号添加
量的增加先缓慢降低, 约在 0.30%左右达到最低值,
在 0.30%~0.45%添加量范围内, 解冻失水率变化趋于
平缓; 当壳聚糖 1 号添加量一定时, 鱼丸的解冻失水
率随着壳聚糖 2 号添加量的增加先缓慢降低, 约在
1.10%左右达到最低值, 之后随着添加量从 1.10%增
加到 1.50%, 解冻失水率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

图 5 壳聚糖 1 号和海藻酸钠对鱼丸保水性影响的响应面图
Fig. 5 Response surface plots showing the effects of chitosan 1 and sodium alginate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图 6 表示壳聚糖 1 添加量为 0.25%时, 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当壳聚糖 2 号
添 加 量 一 定 时 , 海 藻 酸 钠 的 添 加 量 0.50% 增 加 到
1.50%, 鱼丸的解冻失水率先急剧下降到最低点, 约
为 1.40%, 然后急剧升高至 1.85%左右, 变化趋势较
明显; 当海藻酸钠添加量一定时, 解冻失水率随着
壳聚糖 1 号添加量的增加先缓慢降低, 约在 1.00%左
图4
Fig. 4

壳聚糖 1 号和壳聚糖 2 号对鱼丸保水性影响的响应

右 达 到 最 低 值 , 之 后 随 着 添 加 量 从 1.00% 增 加 到

面图
Response surface plots showing the effects of chitosan
1 and chitosan 2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1.50%, 鱼丸的解冻失水率呈缓慢增加趋势。

解万翠等 [22] 研制出的羧甲基壳聚糖复配对虾保
水保鲜剂, 其含有 0.3%羧甲基壳聚糖、0.05%Nisin、
0.3%植酸钠和 0.3%魔芋寡糖, 该保鲜保水剂可将对
虾货架期延长 3~4 d。其研究的保水保鲜剂中壳聚糖
的最优添加量仅为 0.3%, 可能因素是其复配的其他
原料起到了协同保水保鲜的作用。
图 5 表示壳聚糖 2 添加量为 1.00%时, 壳聚糖
1 号和海藻酸钠对鱼丸保水性的影响。当壳聚糖 1 号
添加量一定时, 鱼丸的解冻失水率随着海藻酸钠添
加量的增加显著降低, 约在 0.90%左右达到最低值,

图 6 壳聚糖 2 号和海藻酸钠对鱼丸保水性影响的响应面图
Fig. 6 Response surface plots showing the effects of chitosan 2
and sodium alginate on the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fish meatballs

而在 0.90%~1.50%的添加量区间, 其解冻失水率显
著增加, 从图中可以看出海藻酸钠对解冻失水率的

根据响应面软件分析, 得到三种多糖的最佳复

曲线很陡峭, 说明海藻酸钠的添加量对鱼丸解冻失

配值为: 壳聚糖 1 号添加量为 0.29%, 壳聚糖 2 号添

水率的影响较大; 当海藻酸钠添加量一定时, 鱼丸

加量为 1.11%, 海藻酸钠添加量为 0.93%, 在此条件

的解冻失水率随着壳聚糖 1 号添加量的增加先缓慢

下得到的鱼丸解冻失水率的预测值为 1.40%。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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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法所得结果的可靠性, 采用上述优化条件进行

有较多大小不均一的孔隙, 说明其结构较为疏松,

验证实验, 测得的鱼丸解冻失水率为 1.46%±0.24%,

可以推测其持水性较差, 多糖优化组和磷酸盐组的结

预测值与实测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该响应

构较为致密, 无明显孔隙; 样品经放大 200 倍观察,

面法所得的优化参数准确可靠, 得到的多糖最佳复

可见空白组结构呈现鳞片状, 感觉较为松脆, 可以推

配值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此外, 本实验测定了同等添

测其硬度较小, 多糖优化组和磷酸盐组结构分布较为

加量的磷酸盐保水剂对鱼丸的保水性, 其解冻失水

均匀, 切面光滑且鳞片较少, 证明其弹性较足 [23]。

率为 1.31%±0.17%, 略低于多糖优化组, 但无显著性
差异(P<0.05)。
2.5

不同处理条件下鱼丸的内部微观结构

3

结论
本实验以解冻失水率为响应值, 通过对海洋生

为了进一步研究海洋生物多糖对鱼丸的保水作

物多糖/寡糖进行筛选, 确定壳聚糖 1 号, 壳聚糖 2 号

用, 我们采用扫描电镜观测鱼丸的内部微观结构。从

和海藻酸钠为鱼丸保水剂的主成分。经单因素实验

图 7 可以看出, 样品经放大 50 倍, 肉眼可见空白组

和响应面优化实验确定壳聚糖 1 号, 壳聚糖 2 号和海

图 7 鱼丸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Fig. 7 SEM images of fish meatballs
注: 图中 a 和 b 代表空白组样品放大 50 倍和 200 倍; c 和 d 代表多糖优化组样品放大 50 倍和 200 倍; e 和 f 代表磷酸盐组样品放大 50 倍和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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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酸钠的最佳复配值为 0.29%, 1.11%和 0.93%, 按照
最优复配值添加到鱼糜原料中, 测得鱼丸的解冻失
水率为 1.46%±0.24%, 说明该多糖复配值对鱼丸制
品具有较好的保水性。扫描电镜观察多糖组鱼丸的

[8]

微观结构, 发现其结构致密, 无较大孔隙, 推测其硬
度和弹性较好。综上所述, 与传统的磷酸盐保水剂相
比, 海洋生物多糖作为新一代保水剂更安全, 更健
康, 通过本实验的开展, 为水产品的保水保鲜剂的

[9]

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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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water-holding effects of marine polysaccharide/
oligosaccharide on surimi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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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ind a safe and effective marine-biological water retention agent, in this study, we took marine polysaccharides/oligosaccharid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erformed polysaccharide screening and a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amounts of Chitosan 1, Chitosan 2, and sodium alginate that is required to be
added. We then used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following optimal complex formula: 0.29%
Chitosan 1, 1.11% Chitosan 2, and 0.93% sodium alginate.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water-loss rate of fish meatballs during defrosting was found to be 1.46%±0.24%.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this polysaccharide compound had
a better water-holding effect on fish meatballs.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fish
meatballs in the polysaccharide group was found to be compact with no large holes.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water-holding and freshness-keeping agent for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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