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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构建鸡肉在传统中餐烹饪方式下的品质评价体系，对8 种炖煮鸡肉进行感官评价，同时用多种仪器对相

关参数进行测定，探讨炖制鸡肉感官评分与仪器分析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8 种鸡肉样品的感官评价具有差

异性，仪器分析各个参数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鸡肉的咀嚼性和弹性与口感（有嚼劲）和整体感觉呈极显著正

相关（P＜0.01），可有效评价感官指标中的口感（有嚼劲）和整体感觉；肌苷酸含量与滋味（鲜香感）呈极显著

正相关（P＜0.01），可评价鸡肉的鲜香感；总脂肪含量和蒸煮损失率与多汁感呈极显著相关（P＜0.01），可有效

评价鸡肉的多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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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ick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ight samples of stewed chicken thigh were tested by sensory evaluation and instrument analy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ory and instrumental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ensory and instrumental quality of the 8 samples. Springiness and chewiness of chicken meat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outhfeel and overall perception (P < 0.01),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two instrumental texture 

parameters can reflect these sensory attributes effectively. Inosine monophosphate content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umami taste of chicken meat, as demonstrated by thei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1). Total fat content and cooking los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juicines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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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是我国居民食用的主要肉类，年消费量仅次于

猪肉，达到1 300 万t左右[1]。黄羽肉鸡是利用我国优良

的地方品种杂交培育的肉鸡品种，产品多为整鸡或者以

活鸡形式进行销售。黄羽肉鸡更符合我国消费者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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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适合中式餐饮的炖、煮等烹饪方式，尤其在我国

南方及港澳地区更受追捧[2]。虽然目前我国白羽肉鸡产

量略大于黄羽肉鸡，但是随着电商和物流的发展，黄羽

肉鸡的消费范围逐渐向北方延伸且消费量逐年提高[3]。

由于市场上黄羽肉鸡品种繁多，养殖日龄各异，产品品

质差异很大。因此，需要建立针对中餐烹饪方式，能够

客观、准确、高效地反映鸡肉食用品质的评价方法[4-6]。

肉类食用品质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感官评价和仪器评价

两类，感官评价是通过人的感官来对肉的品质进行评定

和打分，该方法应用广泛，结果更具说服力，但可比性

和重现性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不易标准化[7-8]。仪器评

价主要是使用质构仪等仪器测定肉类的相应指标，该方

法虽然精度高但很难全面反映肉类的食用品质 [9-10]。通

过确定2 类评价方法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为利用

仪器分析客观评价鸡肉食用品质建立基础。近年来，关

于鸡肉品质分析和品质变化规律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王春青等 [11]分析肉鸡原料肉品质与蒸煮后品质的相关

性。魏心如等 [12]研究鸡肉保水性与肉色、pH值等指标

的相关性。王琳可等[13]探讨卤煮鸡肉质构特性的测定条

件。Liu Dengyong等[14]分析德州扒鸡风味化学成分及电

子舌测定结果的关系。目前，鸡肉品质方面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品种、工艺等对品质指标的影响方面，对鸡肉在

传统中餐烹饪方式下的品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还很少。本

研究利用原料肉仪器测定指标评价鸡肉在中餐炖煮工艺中

的加工适宜性，通过其与产品感官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筛选出有效的仪器评价指标，为传统炖煮加工筛选专用品

种，同时为黄羽肉鸡品质的科学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鸡肉原料（均3 kg左右）购自江苏立华食品有限公

司，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按照企业的工艺要求宰杀、成

熟后取左右两边鸡腿，分别供感官评价和仪器检测使用。

表 1 实验样品的详细信息

Table 1 Details of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编号 品种 质量/kg 养殖日龄 产地

1 雪山草公鸡 2.2 90 江苏金坛

2 雪山草母鸡 1.8 115 江苏金坛

3 雪山麻公鸡 2.1 75 江苏金坛

4 雪山麻母鸡 1.5 85 江苏金坛

5 雪山黄公鸡 2.1 75 江苏金坛

6 雪山黄母鸡 1.5 85 江苏金坛

7 817肉杂公鸡 1.8 38 江苏扬州

8 817肉杂母鸡 1.6 48 江苏扬州

1.2 仪器与设备

TVT-300XP质构仪 瑞典泰沃公司；UniCenMR冷
冻离心机 德国Herolab公司；T-25数显匀浆机 德国 

IKA公司；1260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1260紫外检 

测器 美国安捷伦公司。

1.3 方法

1.3.1 鸡肉的感官评定

鸡肉样品的制作工艺同家庭红烧鸡块：调制红烧

卤汁，所加调料为盐、酱油、食用油、糖、水质量比

2∶2∶2∶3∶91；将整鸡剁块烹饪，一锅中约500 g的鸡

肉，按照鸡肉、卤汁质量比1∶2加入鸡块、卤汁，电

磁炉1 800 W大火煮开后换600 W小火炖煮30 min；捞

出冷却至室温后，选择鸡腿肉去皮及可见脂肪，切成

7 mm×7 mm×20 mm的条状备用。

评价员根据GB/T 16291.1—2012《感官分析 选拔、

培训与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1部分：优选评价员》和

GB/T 16860—1997《感官分析方法 质地剖面检验》进行

培训。食品感官评定室保持室温26 ℃，感官评定小组共

15 人，年龄分布范围为21～40 岁。感官评定时采用双盲

法，对样品进行密码编号，样品与顺序随机化[15]。感官

评定标准参见表2。每项感官评价指标评分分别取算术平

均值作数据分析。

表 2 鸡肉感官评定评分标准

Table 2 Criteria for sensory evaluation of chicken meat quality

项目 1～3 分 3～5 分 5～7 分 7～9 分
滋味

（鲜香感）
几乎没有鲜味，

无回味
鲜味淡，回味短

鲜味较浓，
回味一般

鲜味浓，
回味饱满持久

多汁感
肉质呈渣状，组织
干燥，无汁水感

肉质偏干，组织
松散，有些许汁水

肉质嫩滑，组织紧
密，但汁水感一般

肉质嫩滑，组织致密
完整，多汁饱满

口感
（有嚼劲）

肉质呈渣状，
无嚼劲

口感较硬，
弹性一般

多汁，有弹性，
但口感稍硬

嫩滑多汁，
有弹性，有嚼劲

异味感
哈喇味刺鼻，腥味
重，无法接受

有很浓的
哈喇味和腥味

有些许哈喇味和腥味 无哈喇味和腥味

整体评分
整体感觉极差，

难以下咽
整体感觉一般 整体感觉较好 整体感觉非常好

1.3.2 鸡肉质构TPA参数测定

选用TVT-300XP质构仪和TA-35平底柱形探头，测试

条件：测前速率2.0 mm/s，测试速率2.0 mm/s，测后速率

10.0 mm/s，触发力25 g，形变率30%，2 次压缩间隔时间

8 s，数据收集率200 pps。样品按照1.3.1节中方法处理后，

沿肌肉纤维方向切成7 mm×7 mm×20 mm的条状，靠近

表皮一面朝下，水平放置于质构仪上进行测试。每个样品

至少测试6 次，取样品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

1.3.3 鸡肉的品质评定

1.3.3.1 水分含量

鸡肉中水分含量的测定参照GB 5009.3—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16]中的直接干燥法。

1.3.3.2 总脂肪含量

总脂肪含量的测定参照GB 5009.6—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17]中的酸水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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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肌苷和肌苷酸含量

肌苷酸测定参考李家胜等[18]的方法并做适当修改。

用安捷伦1 2 6 0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样品的肌苷

酸含量，测定条件为：色谱柱Agilent C18（4.6 mm× 

250 mm，5 μm）；流动相：3.5 mL磷酸、7.2 mL三乙胺

和50 mL甲醇定容至1 L，pH 6.5；流速1 mL/min；柱温

30 ℃；紫外检测波长254 nm；进样量15 μL。
1.3.3.4 蒸煮损失率

鸡腿煮前去皮及可见脂肪，擦干表面水分后称质

量，记为m1；水浴锅温度为85 ℃，当鸡腿的中心温度达

到75 ℃时取出，冷却至室温后擦干表面水分，称质量，

记为m2。蒸煮损失率按照下式计算。

/%＝
m1 m2 100m1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0.0统计分析软件和Excel 2010软件分析处

理数据，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鸡肉的感官评价分析

表 3 鸡肉感官评价测定结果

Table 3 Sensory evaluation of stewed chicken meat

样品
编号

滋味
（鲜香感）

口感
（有嚼劲）

异味感 多汁感 整体感觉

1 6.30±0.70a 6.70±0.56a 7.20±0.53ab 6.40±0.57b 7.60±0.63a

2 6.40±0.57a 6.60±0.63a 7.10±0.47ab 7.00±0.57a 7.40±0.78ab

3 6.50±0.68a 6.60±0.69a 7.00±0.63ab 5.20±0.53d 6.90±0.95b

4 6.10±0.51a 6.50±0.46a 6.90±0.57b 5.70±0.56c 7.10±0.63ab

5 5.50±0.50b 5.20±0.53b 4.00±0.53c 6.60±0.63ab 5.20±0.98c

6 5.00±0.78c 5.10±0.74b 4.20±0.49c 4.90±0.60de 5.00±0.63c

7 4.20±0.73d 5.00±0.46b 7.30±0.53a 4.50±0.50ef 4.80±0.65c

8 4.00±0.78d 4.90±0.63b 7.20±0.49ab 4.10±0.76f 4.90±0.43c

注：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4、6同。

由表3可知，不同品种的鸡肉感官测评结果存在显著

差异。对于口感（有嚼劲）这一评分指标，雪山草鸡、

雪山麻鸡与雪山黄鸡、817肉杂鸡评分差异显著，滋味

（鲜香感）和整体评分2 个指标亦如此；另一方面，同

一品种公鸡和母鸡存在显著性差异，例如，样品5、6为
公母不同的同一品种雪山黄鸡，但是它们的滋味（鲜香

感）和多汁感评分差异显著。即使同一品种、质量接近

的鸡，可能由于饲养条件、自身对饲料的吸收能力、脂

肪转化率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使肉质产生较大差异。根

据感官评分可知，雪山麻公鸡最鲜美，雪山草公鸡最有

嚼劲，雪山草母鸡肉质最多汁，整体感觉评分最高的则

是雪山草公鸡。由此可见，人对鸡肉的整体感觉并非几

种因素的简单加权计算。根据多项感官指标的评分，在

传统的中式炖煮烹调中，黄羽肉鸡类明显比养殖时间更

短的817肉杂鸡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2.2 鸡肉的TPA参数分析及其与感官评价的相关性

质构仪是通过模拟牙齿运动连续压缩样品2 次，感

应器获得力-时间的曲线，进而分析出质构参数，如硬

度、弹性、内聚性及咀嚼性[19]。除了烹调方式，肉自身

的特性也较大程度决定了硬度的大小，如肉的含水量、

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等[20]。肉类弹性主要是由于其本身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与水化层形成蛋白质网状结

构，此结构可抵抗一定外力，感官上表现为弹性[21]。内

聚性表现的是鸡肉抵抗受损并紧密连接使其保持完整的

性质，反映了细胞间结合力的大小[22-23]。咀嚼性是咀嚼

样品至吞咽过程中所需要的能量[24]。在消费观念中，若

咀嚼鸡肉过程中需要的能量越多，则肉质表现为越有嚼

劲，肉的品质越好。

表 4 鸡肉质构（TPA模式）测定结果

Table 4 Instrumental texture profile analysis (TPA) of stewed chicken meat

样品编号 咀嚼性/mJ 内聚性 硬度/g 弹性/mm
1 393.53±16.68a 0.80±0.03a 453.00±24.67c 0.84±0.06a

2 382.87±17.92a 0.79±0.04a 447.00±45.85c 0.86±0.05a

3 377.32±48.95ab 0.77±0.04a 445.00±6.48c 0.83±0.01ab

4 341.38±20.41b 0.79±0.05a 435.00±6.48c 0.85±0.00a

5 230.13±13.96d 0.66±0.01b 530.00±7.30b 0.79±0.01c

6 243.83±17.14cd 0.66±0.01b 532.00±8.21b 0.76±0.01c

7 269.15±33.34c 0.69±0.01b 659.00±64.41a 0.77±0.00c

8 273.18±12.25c 0.54±0.05c 631.00±9.38a 0.79±0.01bc

由表4可知，不同品种鸡之间咀嚼性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公、母817肉杂鸡的内聚性差异显著，

与2.1节的结论相同，相同品种的鸡之间个体差异较大。

雪山草公鸡的咀嚼性和内聚性均最大，雪山麻母鸡的硬

度最小，雪山草母鸡的弹性最大。另外，黄羽肉鸡的各

项TPA指标均显著优于817肉杂鸡，这表明黄羽肉鸡更适

合中式炖煮烹饪。

表 5 鸡肉感官评价与TPA指标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TPA parameters and sensory evaluation 

of stewed chicken meat

指标
滋味

（鲜香感）
口感

（有嚼劲）
异味感 多汁感 整体感觉

咀嚼性 0.588 3* 0.885 6** 0.459 1 0.187 7 0.885 8**
内聚性 0.751 7** 0.811 9** 0.096 5 0.406 7 0.772 9**
硬度 －0.939 7** －0.807 5** －0.001 2 －0.490 5 －0.782 5**
弹性 0.636 2* 0.843 7** 0.297 9 0.384 5 0.888 0**

注：**. 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采用查表法
检验）。表7同。

为了确定感官评价与质构TPA参数间的相关性，从

而在今后实验中用仪器快速检测取代耗时、耗力的感官

评价，先分析感官评价与质构TPA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由表5可知，口感（有嚼劲）这一感官指标与咀嚼性、

内聚性、弹性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硬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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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负相关（P＜0.01），其中咀嚼性和弹性的相关

性系数较高。这表明对于表述口感这一感官指标，TPA
的4 个参数都很重要，其中咀嚼性和弹性尤为重要，可

作为鸡肉表述口感的主要指标，内聚性和硬度可作为

参考指标。鸡肉整体感觉与咀嚼性、内聚性、弹性均

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硬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P＜0.01），其中咀嚼性和弹性的相关性系数更高。这

表明TPA的4 个指标对表述整体感觉均很重要，其中咀

嚼性和弹性更重要，是体现整体感觉的重要指标，内聚

性和硬度可做参考指标。感官评价中异味感、多汁感与

TPA指标均未达到显著相关水平。由于滋味（鲜香感）

与TPA指标属于不同类型数据，因此相关性未做分析。

2.3 鸡肉的品质指标分析及其与感官评价的相关性

表 6 鸡肉品质指标测定结果

Table 6 Instrumental quality attributes of stewed chicken meat

样品
编号

肌苷酸含量/
（mg/g）

肌苷含量/
（mg/g）

总脂肪
含量/%

水分
含量/%

蒸煮
损失率/%

1 2.04±0.08d 0.31±0.01c 4.77±0.06b 75.12±0.99c 20.70±0.01d

2 2.13±0.03c 0.29±0.01d 4.89±0.03a 77.08±0.90ab 18.70±0.01e

3 2.38±0.01a 0.25±0.01e 4.29±0.02d 75.97±0.74bc 23.30±0.00bc

4 2.30±0.02b 0.23±0.00f 4.32±0.03d 73.36±0.70d 22.40±0.01c

5 1.91±0.01e 0.70±0.01a 4.52±0.03c 73.22±0.78d 22.80±0.02bc

6 1.84±0.02f 0.66±0.00b 4.11±0.03e 73.47±0.64d 23.90±0.01b

7 1.52±0.00g 0.25±0.00e 3.64±0.04f 78.09±0.70a 27.30±0.01a

8 1.48±0.01g 0.31±0.01c 3.53±0.03g 77.43±0.48a 28.20±0.00a

由表6可知，不同品种或同一品种间的不同雌雄个

体的品质指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 种雪山

系列黄羽鸡的肌苷酸含量均显著高于817肉杂鸡，黄羽鸡

在烹饪过程中溶出的鲜味物质更多，这也是家庭烹饪中

更青睐黄羽鸡的原因之一。肌苷酸降解物肌苷含量最多的

是雪山黄鸡，肌苷虽然呈味苦，不利于整体风味，但是

人的感官非单一因素直接决定，而是多项指标的拟合[25]， 

因而雪山黄鸡的感官评价与817肉杂鸡相比还是有优势

的。雪山草母鸡的总脂肪含量相对较高，脂肪在一定含

量内有增香、口感增滑的作用[26]，因而适当增多后可有

利地影响感官评分。817肉杂鸡的水分含量虽然比其他鸡

肉高，但是蒸煮损失也同比高出很多，因而炖煮后未能

保留自身水嫩多汁的优势，相反水分丧失、脂肪含量偏

低，而使口感偏柴、感官体验差。

表 7 鸡肉感官评价与品质指标的相关性

Table 7 Correlation between instrumental and sensory quality of 

stewed chicken meat

样品编号
滋味

（鲜香感）
口感

（有嚼劲）
异味感 多汁感

整体
评分

肌苷酸含量 0.893 1** 0.756 9** 0.004 8 0.329 1 0.666 5*
肌苷含量 －0.025 6 －0.249 7 －0.953 7** 0.026 2 －0.239 5
水分含量 －0.139 0 －0.014 4 0.488 2 －0.081 2 －0.009 5
总脂肪含量 0.779 2** 0.558 3* －0.012 7 0.913 1** 0.601 3*
蒸煮损失率－0.793 3** －0.614 5* 0.003 0 －0.845 7** －0.656 3*

由表7可知，滋味（鲜香感）与肌苷酸含量、总

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而与肌苷酸含

量的相关性系数最高，主要原因是肌苷酸是鸡肉中重

要的呈鲜物质 [27]，脂肪中的挥发性成分也具有增香作

用，因此二者含量的增多均会使鸡肉的鲜香感更浓郁。 

蔡海峰等[28]对泰和乌鸡鲜味物质的研究以及王述柏[29]对

鸡肉肌苷酸沉积规律的研究表明，畜禽肌肉中的肌苷酸

是衡量肉质鲜味的重要指标。综上所述，肌苷酸含量可

作为鉴定鸡肉滋味（鲜香感）的重要指标，总脂肪含量

可作参考指标。口感（有嚼劲）与蒸煮损失率呈显著负 

相关（P＜0.05），即蒸煮损失率越高，鸡肉表现为越

无嚼劲，蒸煮损失率的增加表明鸡肉中水分含量减少，

鸡肉口感变柴、干，嚼劲丧失。鸡肉的异味感与肌苷含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肌苷是肌苷酸的降解产

物，呈味苦，会降低整体风味，肌苷含量的增多会增加

鸡肉的异味感，降低异味感评分，因此肌苷含量可作为

评判鸡肉异味感的一个重要指标。鸡肉的多汁感与总脂

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蒸煮损失率呈

极显著负相关（P＜0.01），这是由于脂肪的存在有润

滑作用，咀嚼过程中附着在牙齿、口腔或舌头等部位，

给人以多汁性的感官体验[30-31]；鸡肉的蒸煮损失率与肉

的多汁性紧密相关，这是由于蒸煮损失率越低，鸡肉自

身的保水性则相对增强，鸡肉中汁水保存的多，多汁感 

就强[32-33]。因此可将鸡肉的蒸煮损失率和脂肪含量作为多

汁感的相关评价指标。鸡肉的整体评价与肌苷酸含量和

总脂肪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蒸煮损失率呈

显著负相关（P＜0.05）。

3 结 论

采用中式家庭烹饪方式（炖煮）来烹制鸡肉，无论

是感官评价还是仪器检测（质构TPA、肌苷酸含量的测

定），3 种黄羽肉鸡的指标均优于817肉杂鸡，因而中式

烹调更适合选用黄羽肉鸡。不同种类鸡肉的感官评价和

质构仪TPA参数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因而可采用质构

仪（TPA模式）有效区分不同产品或同一产品的不同处

理方式。同一品种鸡肉的感官和仪器指标间呈现显著性

差异（P＜0.05），表明鸡肉个体间也会因为养殖日龄、

对饲料的吸收能力等个体因素而产生巨大差异。为减少

个体差异造成的实验误差，后期实验中对照组和处理组

需保证为同一个体。根据感官评价与仪器指标的相关性

分析，TPA参数中的咀嚼性和弹性可以有效地评价感官

指标中的口感（有嚼劲）、整体感觉，肌苷酸含量可评

价鸡肉的鲜香感，总脂肪含量和蒸煮损失率可有效地评

价鸡肉的多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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