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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食用品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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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食用品质的差异。以羔羊背最长肌为研究对象，测定4 ℃贮藏条件下，宰后不同

时间（1、6、12、24、72、120、168 h）羔羊肉中心温度、菌落总数、pH值、肌节长度、剪切力、肉色、肌红蛋白

相对含量和蒸煮损失的变化。结果表明：宰后羔羊肉的pH值从宰后1 h的6.45下降到宰后120 h的5.40左右；宰后1 h
和6 h羔羊肉的肌节长度无显著变化（P＞0.05），宰后12 h最短，宰后24 h后开始变长，而宰后120、168 h变化不显

著（P＞0.05）；羔羊肉亮度值（L*）随宰后时间的延长呈上升趋势，红度值（a*）和黄度值则先升高后降低，且

氧合肌红蛋白相对含量与a*变化规律一致；羔羊肉剪切力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宰后12 h达到最大；宰后1 h
羔羊肉的蒸煮损失最低，随后不断增加，168 h时达到最大。综上，宰后6 h前的羔羊肉处于僵直前期，宰后6～24 h
时处于僵直期，宰后24～120 h处于解僵期，宰后120 h时解僵过程完成；僵直前和解僵后羔羊肉的食用品质存在差

异，僵直前羔羊肉的保水性较高，成熟后羔羊肉的嫩度较高，L*和a*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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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Eating Quality of Lamb during Postmortem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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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nvestigation aimed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in the eating quality of lamb meat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The Longissimus dorsi muscle was sampled and measured for central temperature, total colony number, pH value, sarcomere 

length, shear force, meat color, myoglobin content and cooking loss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1, 6, 12, 24, 72, 120 

and 168 h), and the internal temperature and total viable count were also monitored during postmortem ag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 value of lamb decreased from 6.45 at 1 h to 5.40 at 120 h after slaughter. The sarcomere length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at 1 and 6 h (P > 0.05), reaching the lowest at 12 h, and then beginning to increase at 24 h,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at 120 and 168 h (P > 0.05). The brightness value (L*)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postmortem time, while the redness value (a*) and yellowness value (b*)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content of oxymyoglobi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in a*. The shear force increased first then decreased, reaching 

its maximum at 12 h; the cooking loss at 1 h postmortem was the lowest, and then increased, reaching a maximum at 168 h. 

Therefore, lamb before 6 h postmortem was in the stage of pre-rigor, at 6–24 h in the stage of rigor, at 24–120 h in the stage of 

post-rigor, and the stiffness process was completed at 120 h. The eating quality of pre and post-rigor lamb meat was different. 

Pre-rigor lamb muscle had higher water holding capacity, while post-rigor lamb had higher tenderness, lightness and 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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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肉指畜禽屠宰后经冷却处理，在24 h内使肉的

中心温度降至0～4 ℃，并在0～4 ℃环境中贮存的鲜肉，

热鲜肉是指屠宰后未经人工冷却的肉[1]。动物宰后会经历

僵直和解僵成熟过程[2]，热鲜肉和冷却肉的本质区别在于

是否经历僵直和解僵成熟过程。西方国家普遍食用冷却

肉[3]，我国对冷却肉也推广多年，但由于多年的消费习

惯，我国消费者认为刚屠宰的肉更为新鲜，对热鲜肉的

认可度较高[4]；同时冷却过程会造成滴水损失，且冷却成

本较高[5]。羊肉因其独特的风味深受人们喜爱，然而，目

前对于僵直前的热鲜羊肉和解僵后的冷却羊肉品质进行

比较的研究较少。

食用品质强调肉的感官特性，包括色泽、嫩度及保

水性等[6]。宰后成熟时间对肉的食用品质具有重要影响。

Abdullah等[7]对宰后贮藏24、168 h的羊肉品质变化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与宰后贮藏24 h的羊肉相比，宰后贮

藏168 h的羊肉亮度值（L*）和红度值（a*）变大，嫩度

增加。Mungure等[8]研究表明，宰后牛肉的贮藏损失、

嫩度、脂肪氧化随贮藏时间延长（宰后72～224 h）而

增加。张志强等[9]研究不同贮藏条件对宰后羊肉品质的

影响，发现在4 ℃条件下贮藏不同时间（24、48、72、
120、168 h）后，羊肉pH值和蒸煮损失先下降后上升，

剪切力总体先上升后下降。黄彩霞等[10]对真空包装条件

下不同成熟时间（24、48、72、96、144、288、432 h）
热剔骨牦牛肉的品质进行分析发现，成熟对牦牛肉嫩度

有明显改善作用，且成熟过程中肉色（L*、a*、黄度值

（b*））整体呈上升趋势。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宰

后24 h后，僵直解僵过程对肉品质的影响。然而，关于宰

后24 h内羊肉的食用品质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羔羊背最长肌为研究对象，测定宰后不

同时间羔羊肉的中心温度、菌落总数、肉色、剪切

力、肌节长度及蒸煮损失等，探究僵直前和解僵后羔

羊肉食用品质的变化，以期为热鲜肉和冷却肉的品质

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羔羊肉购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屠宰场。选取月龄

（7 月龄）和胴体质量（25 kg左右）相近、品种（蒙寒

杂交羊）和饲养方式（舍饲）相同的9 只公羊，按照伊

斯兰教法屠宰后置于排酸间（智能控温系统调节环境温

度为（4±2） ℃），取宰后不同时间（1、6、12、24、
72、120、168 h）的羊背最长肌进行指标分析。

戊二醛  美国Sigma公司；磷酸氢二钠、磷酸二

氢钠、乙醇、丙酮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北京）有限 

公司；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ML204/02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上海）有限

公司；FCR1000-UF-E超纯水机 青岛富勒姆科技有限

公司；Testo 205便携式pH计 德国德图公司；CM-600D
色差计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TA-XT2i质构仪 英国Stable Micro System公司；HH-4数
显恒温水浴锅 江苏省金坛市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MJ-II霉菌培养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H-7500透
射电子显微镜 日本日立公司；Power Tome-XL超薄切 

片机 美国RMC公司。

1.3 方法

1.3.1 实验设计

将9 只羊随机分为3 组，每组3 只。第1组用于肉色

和肌红蛋白相对含量测定，第2组用于pH值、剪切力和肌

节长度测定，第3组用于蒸煮损失、中心温度和菌落总数

测定。宰后1、6、12、24 h的羔羊肉样品从排酸间（相对

湿度95%）内羊胴体上的背最长肌取得，48 h后将胴体上

其余的背最长肌全部取下，转移至4 ℃冰箱（相对湿度

45%）。羔羊肉的中心温度、肉色、肌红蛋白相对含量、

pH值和蒸煮损失在屠宰场现场测定；剪切力在现场煮制后

立即带回实验室4 ℃贮藏过夜后测定；用于肌节长度测定

的羔羊肉现场取样，置于固定液（2.5%戊二醛溶液）中

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实验；用于菌落总数测定的羔羊肉

现场取样，置于干冰中，带回实验室后立即检测。

1.3.2 羔羊肉中心温度测定

采用便携式温度计在胴体右侧背最长肌测定羔羊

肉中心温度，探头插入深度约2 cm，设置温度计参数为

10 min自动记录1 次数据。

1.3.3 羔羊肉pH值测定

参考Szerman等[11]的方法。将pH计探头插入羔羊肉

中，深度约2 cm，选取3 个不同位置进行测定，结果取平

均值。

1.3.4 羔羊肉肉色测定

参考李蒙 [12]的方法。用色差计对肉色指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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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进行测定。在每个样品表面随机选择4 个位点进

行测定，结果取平均值。

1.3.5 羔羊肉肌红蛋白相对含量测定

CM-600D色差计可以在360～740 nm波长范围内

每隔10 nm测定1 次反射值。特定波长处（474、525、
572 nm）的反射值通过线性相关的方法计算[13]，即相邻

2 个整数波长的反射值之差与对应波长之差的比值。脱氧

肌红蛋白、氧合肌红蛋白和高铁肌红蛋白相对含量分别

按照公式（1）～（3）计算。

1.5
K/S 474 nm

K/S 525 nm

 （1）

1
K/S 610 nm

K/S 525 nm

 （2）

2
K/S 572 nm

K/S 525 nm

 （3）

式中：K/S=（1－R）2/（2R），K/S是计算机测色配

色的重要参数，K表示色料吸收系数，S表示色料散射系

数，R表示光谱反射率。K/S由仪器自带程序计算，直接

得出K/S。
1.3.6 羔羊肉肌节长度测定

参考Li Ke等[14]的方法。将羔羊肉沿着肌纤维方向切

成1 mm×1 mm×5 mm规格的肉条，立即放入体积分数

2.5%戊二醛溶液中常温固定48 h，保存于4 ℃，室温条件

下，用0.1 mol/L磷酸盐缓冲液（pH 7.2）冲洗，用1%四

氧化锇进行固定后，放置2 h，再次用磷酸盐缓冲液冲洗

后进行乙醇（体积分数25%、50%、70%、95%）梯度脱

水，并利用无水丙酮置换3 次，每次放置10 min，树脂包

埋后放入烘箱内进行聚合，然后用超薄机切片，醋酸双

氧铀和柠檬酸铅染色后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测定

60 个肌节长度，结果取平均值。

1.3.7 羔羊肉剪切力测定

参照李桂霞等[15]的方法。将肉样置于蒸煮袋内，抽

去袋内空气，使肉块表面与蒸煮袋紧贴，密封袋口，没

入80 ℃水浴锅中，待中心温度达到70 ℃，取出肉块，

冷却至室温并放入4 ℃冰箱过夜。将肉样沿肌纤维方

向切成1.0 cm×1.0 cm×1.5 cm的小块。质构仪测定条

件为：HDP/BSW探头，测前速率2.0 mm/s，测试速率 

1.0 mm/s，测后速率2.0 mm/s，时间间隔5 s。每个样品重

复测定7～10 次，结果取平均值。

1.3.8 羔羊肉蒸煮损失测定

称取肉样，质量记为m1，放置于蒸煮袋内，抽去

袋内空气，使肉块表面与蒸煮袋紧贴，密封袋口，没入

80 ℃水浴锅中水浴45 min；将肉块取出，冷却至室温并

于4 ℃冰箱过夜，用滤纸擦去表面水分后称质量，记为

m2。蒸煮损失按照公式（4）计算。

/%
m1 m2

100m1
 （4）

1.3.9 羔羊肉菌落总数测定

参考GB 4789.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16]。

1.4 数据处理

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Origin 2018软件

作图，利用SPSS 19.0软件中的方差分析进行数据统计，

若方差分析差异显著，采用Duncan’s法进行均值的多重

比较，以P＜0.05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菌落总数变化

表 1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菌落总数

Table 1 Total viable counton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指标
宰后时间/h

1 24 72 120 168
菌落总数（lg（CFU/g）） 2.84±0.04c 3.07±0.02b 3.19±0.15b 3.71±0.12a 3.89±0.15a

注：同行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同。

由表1可知，随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的菌落总

数呈现上升趋势，宰后168 h达到最大值，但未超过国内

生鲜羊胴体菌落总数相关标准5.6 （lg（CFU/g））的要

求[17]，因此样品菌落总数均未超标，可用于后续检测。

2.2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中心温度变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0

5

10

15

20

25

30

/h

/

图 1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中心温度

Fig. 1 Internal temperature in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由图1可知，羔羊肉的中心温度随宰后时间的延长而

降低，宰后5～60 h，羔羊肉的中心温度在1～8 ℃波动，

60 h后，羔羊肉的中心温度基本稳定在4 ℃，略有波动。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中心温度的波动可能与环境温度

（排酸间和4 ℃冰箱）的波动变化有关。

2.3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pH值变化

由图2可知，随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pH值

逐渐下降，从宰后1 h的6.45显著下降到宰后24 h的5.37 
（P＜0.05），24 h后趋于稳定，这与Li Xin等[18]对羊肉

pH值的研究结果相似，宰后24、72、120、168 h，羊肉

pH值的变化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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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6同。

图 2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pH值

Fig. 2 pH value of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宰后羊肉的pH值下降是由于肌糖原无氧酵解产生乳

酸以及ATP分解产生磷酸根离子等，通常pH值降低到5.4
时不再继续下降，这是由于酸类物质的积累会抑制糖酵

解过程中的酶活性，使糖原不再继续分解，此时的pH值

称为极限pH值[19]。

2.4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色泽和肌红蛋白相对含量

变化

1 6 12 24 72 120 168

8

0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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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c

cc
d

b

b

a aa

b
ab

cd

48

/h

L*
a*
b*

ab ab b a a
ab ab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指标不同时间差异显著（P＜0.05）。图4同。

图 3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肉色

Fig. 3 Color parameters of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由图3可知：随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的L*呈现

上升趋势，a*和b*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72 h
后，L*趋于稳定，a*有所下降，b*有下降趋势，但差异

不显著（P＞0.05）。

表 2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中3 种肌红蛋白的相对含量

Table 2 Contents of three myoglobins of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肌红蛋白
宰后时间/h

1 6 12 24 72 120 168

脱氧肌红蛋白 0.86±0.02a 0.75±0.01b 0.65±0.01c 0.60±0.01d 0.61±0.02d 0.60±0.01d 0.60±0.01d

氧合肌红蛋白 0.54±0.02c 0.62±0.04b 0.63±0.04b 0.67±0.03ab 0.71±0.02a 0.69±0.02ab 0.65±0.04b

高铁肌红蛋白 0.75±0.01d 0.76±0.03d 0.78±0.04cd 0.75±0.02d 0.83±0.05c 0.93±0.02b 1.02±0.04a

由表2可知：随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中脱氧

肌红蛋白相对含量先下降，24 h后趋于稳定，宰后1、
6、12、24 h间差异显著（P＜0.05），24 h后差异不显著 

（P＞0.05）；宰后24 h内，羔羊肉中高铁肌红蛋白的相

对含量变化不显著（P＞0.05），但24 h后，高铁肌红蛋

白相对含量显著升高（P＜0.05）；氧合肌红蛋白相对含

量先升高，宰后72 h达到最大值，随后有所降低。

肉色是消费者对肉的第一直观印象，是影响消费者

购买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肉色受肌红蛋白形态与

含量的影响，脱氧肌红蛋白和氧合肌红蛋白被氧化生成

褐色的高铁肌红蛋白导致肉色变暗，品质下降[21]。本研

究结果表明：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L*不断增加，其

原因可能是屠宰后的鲜肉滴水损失不断增大，造成肉表

面渗出水分，导致L*增大[8]；羔羊肉a*呈先增加后降低的

趋势，宰后前72 h，氧合肌红蛋白相对含量上升，这可

能是由于有氧条件下脱氧肌红蛋白与氧气结合，生成氧

合肌红蛋白，导致其相对含量增加，同时使肉呈现鲜红

色，宰后72～168 h，羔羊肉的氧合肌红蛋白相对含量显

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微生物数

量逐渐增多，促进肉中的脂肪氧化，导致肉表面褪色，

并且氧合肌红蛋白不稳定，极易被氧化成褐色的高铁肌

红蛋白，导致氧合肌红蛋白含量减少，羔羊肉a*降低[22]；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中氧合肌红蛋白相对含量与肌

红蛋白相对含量的比值先增加后降低，b*也呈先增加后

降低的趋势，这与Lindahl等[23]研究结果一致。

2.5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剪切力和肌节长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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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剪切力和肌节长度

Fig. 4 Shear force and sarcomere length of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由图4可知：随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的剪切

力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宰后12 h达到最大值，为

9.27 kg，宰后6、12、24 h剪切力差异不显著，宰后168 h
的剪切力降至4.15 kg，显著低于宰后1 h（P＜0.05）；随

着宰后时间的延长，羔羊肉的肌节长度先变短后变长，

宰后1 h和6 h的差异不显著（P＞0.05），宰后12、24 h
时显著变短（P＜0.05），宰后72 h时开始变长，120、
168 h的肌节长度差异不显著（P＞0.05）。

嫩度是反映肉品质地的重要指标之一，决定肉的口

感。羊肉的嫩度主要受肌原纤维蛋白化学结构、结缔组

织含量与性质等因素的影响[24]。剪切力是衡量肉嫩度最

常用的指标，剪切力越小，肉嫩度越好。肌节长度是反

映肌肉嫩度的内在指标，肌节长度越小，说明肉僵直程

度越大，肉质越硬，尸僵期的肌肉处于收缩状态，嫩度

最差[7]。本研究中，与宰后1 h相比，宰后6、12 h的羔羊

肉剪切力上升，原因是宰后肌肉肌节长度发生变化[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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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宰后6 h之前的羔羊肉处于僵直前期，

宰后6～24 h时的羔羊肉处于僵直期，宰后24～120 h的
羔羊肉处于解僵期，宰后120 h时羔羊肉解僵过程完成。

Wheeler等[27]研究宰后羊肉僵直前后嫩度的变化，结果表

明，宰后12、24 h剪切力较为接近，24 h后剪切力开始大

幅下降，与本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

的肌原纤维超微结构如图5所示。

a b

c d

e f

g

a～g. 宰后1、6、12、24、72、120、168 h。

图 5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肌原纤维超微结构图（×15 000）

Fig. 5 Ultrastructure of muscle myofibrils in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 15 000)

2.6 宰后贮藏过程中羔羊肉的蒸煮损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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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蒸煮损失

Fig. 6 Cooking loss of lamb at different postmortem times

由图6可知，宰后1 h羔羊肉的蒸煮损失最小，随着

宰后时间的延长，蒸煮损失不断增加，宰后168 h的蒸煮

损失最大，为34.39%，宰后120、168 h与宰后1 h的蒸煮

损失差异显著（P＜0.05）。

持水力是肉类重要的加工性能，蒸煮损失是评价

肉持水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主要反映肉在热力

作用下的持水能力，这与肉类在热加工条件下的产品

得率直接相关[28]。肉的pH值会影响其持水能力[29-30]，在

屠宰初期，由于氧气供应中断，机体细胞很快处于无

氧环境，葡萄糖及糖原的有氧分解变为无氧酵解，产

生乳酸，肌肉pH值下降，从而使蛋白质分子的多肽链变

紧密、分子间距缩小，肌肉中的部分水分子被挤出，因

而持水力下降[7]。在本研究中，宰后24 h的羔羊肉pH值

达到极限值5.40左右，这与李桂霞[31]研究结果类似；同

时，羔羊肉的蒸煮损失随宰后贮藏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增加 

（P＜0.05），尤其是宰后168 h，蒸煮损失增加至34%左右，

这可能是由于经过长时间成熟，羊肉肌纤维中的毛细管区域

发生变化，导致其热敏感性升高，蒸煮损失增加[32]。

3 结 论

宰后不同时间羔羊肉的食用品质存在差异。根据剪

切力和肌节长度可确定羔羊肉的僵直及解僵时间，宰后

6 h之前羔羊肉处于僵直前期，宰后6～24 h处于僵直期，

宰后24～120 h处于解僵期，宰后120 h时解僵过程完成。

宰后6 h之前（僵直前）的羔羊肉保水性较高，宰后120 h
之后（解僵后）羔羊肉的嫩度、L*和a*较高。本研究为

热鲜肉和冷却肉的品质研究提供了依据，并为肉类生产

和保鲜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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