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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保证冷鲜肉在货架期期间的质量一直是生鲜肉企业关注的问题。为了延长冷鲜肉的货架期，肉制品工

业多采用热加工、冷冻及添加防腐剂等方式保鲜。由于热加工和冷冻技术对冷鲜肉的质量和营养价值均会造成一定
损害，而化学防腐剂对人体又有潜在毒性，因此研究和开发绿色环保的保鲜材料和方法已成为广大学者研究的重
点。可食用膜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能有效减少冷鲜肉汁液流失、控制冷鲜肉微生物污染的防腐保鲜技术。可食
用膜结合复合天然保鲜剂不仅可以有效增强抑菌效果，还能弥补可食用膜在抑菌性能方面的缺陷，扩大了可食用膜
的应用范围。本文综述了可食用膜的主要成膜基质、成膜方式以及可食用膜在冷鲜肉保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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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hilled meat during its shelf life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for meat enterprises.
Usually, thermal processing, freezing and addition of preservatives are useful in the meat industries for meat preservation
to prolong its shelf life. Developing environment-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has been a key focus for
researchers, for both thermal processing and freezing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quality and nutritional value of
chilled meat and chemical preservatives are potentially toxic to the body. Edible ﬁlms have recently emerged as a new foo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drip loss and control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chilled meat. The
antimicrobial effect of natural preservatives can be improved when combined with edible ﬁlms,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edible ﬁlms. This article aims to elaborate the ﬁlm-forming materials and ﬁlm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edible ﬁlms in chilled meat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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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冷鲜肉作为传统鲜肉的替代品逐渐占据肉
[1]

http://www.rlyj.pub

机械损伤三方面。

类消费市场的主导地位 。然而，冷鲜肉营养丰富、含水

通常，肉制品工业中多采用热加工、冷冻及添加防

量高的特点使其在货架期期间极易发生腐败变质，如何

腐剂等方式保鲜。由于热加工和冷冻技术会对冷鲜肉的

保证冷鲜肉在货架期期间的品质是生鲜肉企业最需要解

质量和营养价值造成一定的损害，而化学防腐剂对人体

决的问题中的关键。肉品贮藏期间，影响其品质的因素

又有潜在的毒性，因此研究和开发绿色环保的保鲜材料

主要包括汁液流失、脂肪酸败和蛋白质改性、由致病菌

和方法已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重点。可食用膜技术是近

[2]

或腐败菌污染导致的腐败变质 以及由运输和加工造成的

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够有效减少冷鲜肉的汁液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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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微生物污染的防腐保鲜技术。可食用膜的使用可

使肉外表面的颜色变暗，影响肉品品质[11]。脉冲电场技

以提高产品的疏水性、凝聚力和灵活性，形成优良的防

术无法有效控制大肠杆菌O157∶H7 [12]。可食用膜是以包

潮屏障，提高产品的新鲜度、有利于保持产品的色泽、

装、浸泡、喷涂或涂布等方式覆盖在食品表面的可食用

[3]

香气和微生物稳定性 。在食用膜中加入天然保鲜剂不仅

的保护膜[13]，具有良好的阻隔性能，可以减少食品表面的

可以有效增强对腐败菌的抑菌效果，还可以弥补可食用

干耗，抑制致病菌和腐败微生物的生长[14]，延长产品的货

膜在抑菌性能方面的缺陷，扩大可食用膜的应用范围。

架期。同时，可食用膜可以增加肉制品表面的机械强度和
光泽度，还可以作为食品保鲜剂、色素及香料等添加剂的

1

冷鲜肉概述

载体，使这些成分在食品表面发挥作用。与传统包装相
比，可食用膜的最大优势是可降解，绿色无污染。

热鲜肉、冷冻肉和冷鲜肉（冷却肉）是目前市场上

将复合天然保鲜剂添加到可食用涂膜或可食用膜材

销售的主要鲜肉[4]。热鲜肉是指没有经过人工降温、在市

料中 [15]，使其从涂膜或膜材料中缓慢释放，减少微生物

场上直接出售的畜禽胴体肉。由于畜禽屠宰后的胴体内

污染，从而降低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延长食品货架期。

部还有一定的温度，加之湿润的表面，为微生物的繁殖
创造了有利条件；畜禽胴体在运输和零售的过程中也会

2

可食用膜保鲜技术

受到蚊蝇或空气中尘埃的污染，因此食用热鲜肉既不卫
可食用膜保鲜技术是以涂膜或制成膜材料的方式在

生也不安全。
冷冻肉是指将畜禽屠宰后的肉置于－28 ℃条件下
快速降温，使肉中心温度小于或等于－15 ℃后转移到
[5]

食物表面覆盖一层可食用薄膜。
2.1

主要成膜基质

－18 ℃保存，继而出售的肉 。虽然冷冻肉食用起来较

应用可食用膜对冷鲜肉进行保鲜需要在肉表面具有

为安全，但其肉质干硬、香味较淡，重复解冻和冷冻会

良好成膜性的成膜基质，多糖、脂质和蛋白质是用于制

破坏肉中的营养成分。

备涂膜液的三大主要基质，它们的成膜各有特色。单一

冷鲜肉是指严格按照卫生标准对屠宰后的畜禽胴体

的成膜基质各有优缺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把

迅速进行冷却处理，使屠宰后的胴体温度（以后腿为测

几种成膜基质复合使用，弥补单一成膜基质的不足，再

量点）在24 h内降至0～4 ℃，并在随后的排酸、分割及

向成膜基质中添加天然保鲜剂，提高膜的抑菌性。按照

零售过程中始终保持在0～4 ℃条件下的鲜肉 [6]。现在的

成膜基质主要原料的不同可以将可食用膜分为多糖类

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要求肉类质量高、

膜、蛋白质膜、脂质膜和复合膜四大类[16]。

易于操作、安全、具有天然风味和色泽以及较长的保质

2.1.1

多糖类膜

期。冷鲜肉满足了消费者对高质量肉类的需求，感官品

多糖是一类纯天然、分子质量较大的化合物，主要包

质好、营养丰富且卫生无污染；同时，全程冷链抑制了

括壳聚糖、果胶、海藻酸钠、海藻糖、纤维素衍生物、

[7]

大部分腐败微生物的繁殖 。但是，冷鲜肉的货架期较

树胶及魔芋葡甘露聚糖等 [17]。由于多糖特殊的结构，其

短，因此如何延长冷鲜肉的货架期，同时保证其在货架

具有良好的阻气、阻氧性，且在食品表面成膜均匀。

期的质量一直是生鲜肉企业关注的问题。

有的多糖类涂膜剂还是无毒无害的天然防腐保鲜剂，如

冷鲜肉常用的贮藏方式有冷藏、冻藏、真空包装和

壳聚糖。壳聚糖是甲壳素脱乙酰化的产物，是自然界中

添加化学防腐剂。应用化学合成防腐剂是传统方法中抑

含量丰富的多糖，已被用于抗菌薄膜和涂层。壳聚糖不

菌谱广、抑菌效果好、成本低廉且使用简便的方法，但

仅能够抑制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菌，也能抑制酵母

一些含有化学成分的防腐剂对人体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安

菌和霉菌的生长 [18]，它不仅具有生物相容性 [19]、抑菌性

全隐患。随着消费者对绿色、方便且具有较长货架期的

和免疫调节等活性 [20-22]，还具有成膜性 [22-24]，常作为被

冷鲜肉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出现了非热保鲜技术，如

膜剂用于食品的保鲜。但壳聚糖作为被膜剂具有阻湿

低温、真空包装、气调包装、高压、辐射及脉冲电场等

性差的缺点，气体阻隔性及耐水性的不足限制了它的

[8]

应用，尤其是在含水及潮湿的环境中 [24-26]。因此，壳聚

及可食用膜在肉制品保鲜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但真空包

糖不能单独用作包装材料，常与蛋白质或多糖复配作

装不仅会使肉品的汁液流失增加，还会污染环境，且真

为被膜剂。

物理保鲜技术，并有学者对天然生物保鲜剂、活性包装

[9]

空包装肉制品中的厌氧细菌数量往往高于CO 2 包装 。

2.1.2

蛋白质膜

对于气调包装，如果包装过程中出现密封问题，造成气

蛋白质类可食用膜以动、植物分离蛋白为主要成

体外溢，产品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10]。辐射处理保鲜技

分，该类可食用膜包括明胶、玉米醇溶蛋白、大豆分离

术中的辐射强度难以把握，很难推广使用。高压处理会

蛋白和花生蛋白等 [27]。蛋白质膜阻氧性强、营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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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小，成膜效果理想，最常用的蛋白质膜是明胶。

还能抑制微生物生长，减少由微生物生长导致的肉表面

明胶是胶原蛋白水解物的一部分，是一种无脂肪的高蛋

黏液的形成、结构成分降解、持水量降低、气味、纹理

白。明胶可以作为涂膜剂或制成膜材料应用在食品表

和外观变化 [33]，从而减少冷鲜肉在贮藏过程中的腐败菌

面，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减少汁液流失，延长食品的货

污染及营养物质流失。可食用包装膜是一种重要的绿色

架期

[28]

。将明胶应用在食品中有许多优点：涂层后使食

环保、能够保持食品新鲜外观的保鲜膜。

品表面有光泽、抑制食品氧化、防止食物表面的吸湿和

2.3

结块现象、作为稳定剂，防止产品收缩以及保证食品的

2.3.1

可食用膜在冷鲜肉保鲜中的应用
可食用涂膜保鲜的应用

风味和新鲜度。明胶具有优良的成膜特性，能广泛应用

可食用涂膜是在食品外表面形成一层薄膜，是一种

于食品和制药工业，且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相对较低的

方便、快速的保鲜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在肉及肉制品

价格获得。

中。Cardoso等[34]将壳聚糖-明胶复合涂膜应用于牛排，并

2.1.3

对其在牛排陈列过程中的护色效果和脂质氧化抑制效果

脂质膜
脂类涂膜剂包括脂肪酸、硬脂酸、蜡和酰基干油。

进行评价，结果表明，3%～6%明胶、0.5%～1.0%壳聚

脂质膜具有极低的极性，水蒸气透过系数低。但这类涂

糖和6%甘油共混复合涂膜的效果最好，涂膜的应用降低

膜剂阻气性差、涂膜不均匀，易产生蜡质口感，从而影

了牛排陈列5 d后的脂肪损失和脂质氧化，且明胶浓度较

响膜的感官品质。因此，脂类涂膜剂一般与其他成膜材

高的涂膜更有效；牛排在明胶和壳聚糖共混物含量较高

料（多糖、蛋白质）进行复合涂膜，应用于食品的防腐

的薄膜中色泽最好。此项研究提供了一种保存牛排的很

保鲜。

有潜力的替代品。Antoniewski等[35]发现在新鲜肉类上添

2.1.4

复合膜

加明胶涂层可以延长其保质期，实验将20%明胶溶液喷

复合膜是将不同配比的多糖、蛋白质和脂质结合在一

涂到牛肉里脊、猪肉里脊和鸡胸肉表面，结果表明，明

起制成的可食性膜，它弥补了单一多糖或蛋白质成膜基

胶涂层减少了肉品颜色的恶化，可以作为氧气的屏障。

质的不足。复合膜的研究与发展是可食用膜保鲜技术的

2.3.2

发展趋势。
2.2

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安全方便、可食用的新型包装

成膜方式

2.2.1

可食用包装的应用

材料，可食用膜在生鲜肉企业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
景。胡颖 [36]以明胶为成膜基质，以丁香酚为保鲜剂，分

涂膜保鲜

可食性涂膜是将多糖、蛋白质、脂质等成膜基质通

别利用低能和高能2 种方法制备丁香酚乳液，与明胶结合

过喷洒、铺展或浸渍等方式在食物表面形成透明的薄

制备抑菌乳液凝胶，再添加保鲜剂乳酸链球菌素后的抑

层，它可以有效阻隔空气，防止肉表面的汁液流失及微

菌效果明显增强，可以将冷鲜肉的保质期延长3 d。Dong

。可食性

等[37]制作聚（L-乳酸）聚左旋乳酸/氧化硅薄膜，结合茶多

涂膜保鲜可以赋予肉制品更好的感官品质，增加肉表面

酚，可以有效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保持肉的理想色泽，延

生物的再度污染，从而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

[29]

。目前，食品表

长冷鲜肉的保质期。吴琼[38]探讨了壳聚糖-海藻酸钠复合

面涂膜保鲜是最快速、有效的方式。成膜基质与食品表

膜、含蜂蜡的复合膜及含丁香油的复合膜对市售冷鲜肉保

面直接接触不仅使食品表面具有良好的阻隔性能、保水

鲜效果的影响，发现3 种膜均可抑制腐败菌的繁殖，减缓

性能，还可以使活性物质长期与肉品作用。而且，可食

汁液流失率的增加；与聚乙烯对照组相比，含蜂蜡和含丁

性涂膜中的成膜基质可以与食物一起食用，有的成膜基

香油的复合膜包装冷鲜肉的货架期延长了1～2 d。

质还具有营养价值。目前，在食品保鲜方面应用最广的

2.3.3

的光泽，防止肉中组分的迁移和扩散

[30]

可食用膜保鲜技术结合复合保鲜剂的应用

成膜基质包括壳聚糖、明胶、海藻酸钠和蜂胶等。其

肉类的腐败通常是由多种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引起

中，壳聚糖既是天然防腐保鲜剂，又具有良好的成膜

的，这些微生物的污染通常始于食物表面，可食用膜结

性，对多种细菌、霉菌和酵母菌均具有抑制作用[31]。

合天然保鲜剂能有效抑制食品表面腐败菌的繁殖。天然

2.2.2

生物保鲜剂，如精油、壳聚糖、乳酸链球菌素、溶菌酶

可食用包装膜
可食用包装膜是以天然可食性物质（如多糖、蛋白

等天然物质，作为防腐保鲜剂[39]绿色安全，不仅能够延

质、脂质等）为成膜基质，以水为溶剂，同时加入增塑

长肉制品的货架期，并且不会在产品或环境中有任何

剂、乳化剂、交联剂及稳定剂等改良剂，经混合、加

残留 [40]，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无化学防腐剂的需求。王

热、涂布、烘干等步骤，通过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正云等 [41]将成膜基质壳聚糖和天然保鲜剂茶多酚进行复

具有网状结构的薄膜[32]。可食用包装膜可以通过包裹、

配，对冷鲜肉进行涂膜保鲜，结果表明，0.7%茶多酚＋

微胶囊等形式覆盖于食品表面（或内部），起到阻隔气

1.0%壳聚糖的保鲜效果最好，在4 ℃条件下冷藏能将冷

体、抗氧化变质、保护食物的外观及品质等作用，而且

鲜肉的货架期延长至16 d以上。相洋[42]利用成膜基质壳聚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

肉类研究
MEAT RESEARCH

糖与茶多酚、蒜辣素、丁香提取物3 种复合天然保鲜剂对

[16]

冷鲜猪肉进行涂膜处理，测定样品的菌落总数、挥发性

[17]

盐基氮、pH值和汁液流失率等指标，结果表明，2.5%壳

[18]

聚糖、1.5%茶多酚、0.2%蒜辣素、2.0%丁香提取物对冷
鲜肉表现出较好的保鲜效果，显著优于不经保鲜剂浸泡

[19]

处理，仅用聚乙烯保鲜膜包装的对照组。大量研究结果
表明，可食用膜结合复合天然保鲜剂的使用效果优于单

[20]

一保鲜剂，因此，复合天然保鲜剂结合可食用膜是冷鲜
肉防腐保鲜研究的重要方面。
3

结

[21]

语
[22]

由于全球化趋势和消费者需求，人们对天然、生物
可降解和环境友好型食品包装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应
用可食用膜可以有效阻隔空气，防止肉表面的汁液流失
及微生物的再度污染，从而对肉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
可食用膜保鲜可以赋予肉制品更好的感官品质，增加肉

[23]
[24]
[25]

制品表面的光泽、防止肉制品中各组分的迁移和扩散；
可食性膜保鲜技术较其他保鲜技术的最大优势是环保、
方便、安全、易被微生物降解，能够满足消费者对无化
学防腐剂食品的需求，有的成膜材料还具有营养价值。
因此，可食用膜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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