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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白样品作参比的抑制度 实验证明效果很好 下一

步 我们将就不同抗褐变剂的联合作用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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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腌火腿品级风味品质指标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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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金华火腿一 二品级后熟6 个月样品的游离氨基酸(FAA) 氯化钠含量 水分含量和挥发性风

味物质 研究确定了品级火腿的风味品质等级差别 结果表明 一 二品级火腿FAA 总量分别为7.492% 和 4.865%

(干样) 差异显著 其中谷氨酸(Glu) 丙氨酸(Ala) 亮氨酸(Leu) 赖氨酸(Lys)4 种金华火腿特征性滋味FAA一

级比二级分别增加 2 6 % 2 4 % 5 5 % 和 1 0 7 % 氯化钠含量偏高 水分含量偏低 一 二品级火腿肌肉和脂肪

中分别检出 77 和 80 82 种挥发性物质 其中醛 羧酸 醇 酯四类为主要挥发性风味物质 火腿皮下脂肪的

挥发性风味物质比肌肉更丰富 金华火腿传统工艺手工作坊方式和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是产生一 二品级甚至品外

级火腿的主要原因 干腌火腿传统工艺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是提高其风味品质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干腌火腿 品级 风味品质 游离氨基酸( F 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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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nhua ham flavor quality grade differences were researched by analyzing Free-amino acid(FAA) NaCl, water

content and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in grade Jinhua ha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AA gross separately was 7.49% and 4.87%

in first and two grade ham, and difference marked. Therein Glu, Ala, Leu, Lys in first-grade ham separately increased 2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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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and 107% as compared with two-grade ham. NaCl content was higher and water content lower. 77 and 80 82 species in

ham muscle and fat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were checkout. Aldehydes, carboxylic acids, alcohols, esterswere were dominant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Flavor compounds in subcutaneous fat was more abundance than in muscle. The manner of handcraft

workshop and uncultured processing condition of traditional Jinhua ham mainly caused for produceing quality grade differenc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traditional processing of dry-cured ham is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creasing flavor

quality.

Key words dry-cured ham grade flavor quality free-amino acid(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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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火腿是中华民族最具地方传统特色的畜产品之

一 中世纪马可波罗把金华火腿生产技术带到了意大

利 才产生了今天享誉全球的Parma 火腿 干腌火腿的

风味品质取决于各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消费习惯和特殊的

加工工艺[1] 国际上近十年对干腌火腿的风味品质进行

了系统研究 Bolzoni L等[2]采用动态顶空萃取和GC-MS

技术分析研究 Parma 火腿 6 9 12 个月成熟过程中挥

发性风味成分的变化 其中羰基化合物醛 酯和醇构

成了主要挥发性风味成分 Flores M 等[3]采用动态顶空

萃取和GC-MS GC/ 嗅觉感官描述技术对西班牙Serrano

干腌火腿两种不同成熟工艺时间(7个月和12个月)的产品

进行挥发性成分和感官风味特性相关性研究 Dirinck P

等[4]对南北欧洲不同地区不同成熟时间的干腌火腿采用动

态顶空和GC-MS 分析技术定量检出了70 多种挥发性芳香

成份 Sabio E 等[5]对地中海地区 6 种主要火腿(法国

Corsican和 Bayonne火腿 西班牙的Iberian和 Serrano

火腿 意大利的Parma和Light Italian Country 火腿)的

挥发性风味成分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采用动态顶空和

GC-MS 分析技术确定了109 种挥发性成分 其中醛15

种 醇 1 7 种 酮 1 7 种 酯 1 1 种 含硫的化合物 5

种 含氮化合物 10 种 萜烯类 18 种和杂环类芳香族碳

氢化合物 金华火风味品质研究也受到关注 国内竺

尚武 赵晓宁等[6,7](1993)就金华火腿风味品质进行了初

步研究 并采用蒸馏萃取与 GC-MS 联用检出 48 种挥发

性风味物质 M.Du 和 D.Ahn 采用动态顶空和GC-MS 分

析技术确定了金华火腿29 种挥发性风味成分[8] 由于火

腿传统工艺过程温湿度条件和腌制用盐量等工艺因素的

不确定性 使成品火腿的风味品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金华火腿的品级一直采用火腿评级师的主观评判 至今

没有量化的风味品质品质指标 本文通过对一 二品

级金华火腿后熟 6 个月样品的理化指标 游离氨基酸

(FAA)和挥发性风味物质等的分析 探索制定金华火腿

风味品质的量化品质指标 初步为金华火腿工艺现代化

研究提供风味品质的目标参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金华火腿采用传统工艺制作 冬季30

35d(3 10 85 8%RH)腌制 5 10 自然水温浸

洗 室外10 15d 晒腿风干6 7 个月室内自然发酵成熟

过程 至 8 月中旬火腿落架并移入成品库堆叠后熟 样

品由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兰溪永鑫火腿厂提供

1.1.2 方法    取一 二品级金华火腿后熟6个月样品各

5 条腿采样 现场切块包装 在 20 条件下贮存备用

取股二头肌中间部分和对应的皮下脂肪作试验材料

1.2 测试方法

1.2.1 NaCl和水分含量    采用GB9695.8-88和GB5009.3-

8 5 方法测定

1.2.2 FAA分析    采用GB/T14965-94方法 用日立825-

5 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

1.2.3 挥发性成分顶空固相微萃取方法(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9]     将固相微萃取手动进样器75

CAR/PDMS (CAR/Polydimethysiloxane )萃取头(美国

Supelco 公司)在气相色谱进样口250 老化2h 火腿样

品冷冻24h 后切成细粒 取4g 放入 15ml 样品瓶中 萃

取头插入样品瓶并推出吸附纤维头 6 0 恒温吸附

40min 随后插入气相色谱仪进样口250 解吸 2min

1.2.4 挥发性风味成分分析方法    采用GC-MS(Gas Chro-

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Finnigan Trace MS气相

色谱- 质谱联用仪 美国Finnigan 公司) 色谱条件

DB-5MS 毛细管色谱柱(60 /0.25mm/0.25 m) 载气He

流速 0.3ml/min 不分流 35kPa 恒压 进样口和接口

温度 250 升温程序 起始柱温 40 保持 2min 以

5 /min 升至60 无保留 以10 /min 升至100

无保留 以18 /min升至240 保留6min FID(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检测温度240 质谱条件 离子源

温度200 电离方式EI (Electron impact) 电子能量

70eV 灯丝电流150 A 扫描品质范围33 450amu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方法

1.3.1 挥发性成分定性定量方法    GC-MS 分析图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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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人工把每个峰同时与NIST library和Wiley Li-

brary检索定性 匹配度SI(Similary index)大于800(最大

值1000) 作为鉴定结果 化合物定量 按峰面积归一化

法计算相对百分含量 用 GC-FID 流图总峰面积表示火

腿样品挥发性风味成分总量

1.3.2 数据统计    用Microsoft Excel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 二品级金华火腿 F A A 分析

    FAA 一级火腿 二级火腿 一级火腿比

   (n=5) (%)(干样) (%)(干样) 二级火腿增加

天冬氨酸Asp* 0.332 0.006a 0.244 0.004b 36.066%

苏氨酸Thr** 0.330 0.006a 0.186 0.003b 77.419%

丝氨酸Ser** 0.348 0.010a 0.189 0.004b 84.127%

谷氨酸Glu* 1.341 0.028a 1.068 0.017b 25.562%

脯氨酸Pro 0.251 0.009a 0.239 0.003a 5.021%

甘氨酸Gly* 0.247 0.012a 0.163 0.005b 51.534%

丙氨酸Ala* 0.655 0.025a 0.528 0.007b 24.053%

缬氨酸Val* 0.512 0.018a 0.363 0.006b 41.047%

蛋氨酸Met** 0.167 0.007a 0.061 0.006b 173.770%

异亮氨酸Ile* 0.351 0.012a 0.238 0.007b 47.479%

亮氨酸Leu* 0.689 0.048a 0.443 0.007b 55.530%

酪氨酸Tyr* 0.247 0.003a 0.176 0.005b 40.341%

苯丙氨酸Phe* 0.433 0.012a 0.275 0.003b 57.455%

赖氨酸Lys** 0.993 0.068a 0.480 0.010b 106.875%

组氨酸His* 0.112 0.006a 0.073 0.002b 53.425%

精氨酸Arg** 0.485 0.016a 0.140 0.005b 246.429%

总 FAA* 7.492 0.285a 4.865 0.093b 53.998%

表1    金华火腿一 二品级FAA分析结果(n=5)

Table 1     Analysis result of FAA in grade Jinhua ham

注 同行数据不同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 0.05 ** p 0.01)

Note: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 in the same row prese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 p 0.01).

样品等级 氯化钠含量(%) 最终 pH 水分含量(%)

一级火腿 12.396 0.838a 5.459 0.052a 37.683 0.795A

二级火腿 11.263 0.585b 5.563 0.075b 43.232 0.545B

表2    一 二品级金华火腿物理化学分析结果(n=5)

Table 2     Analysis result of physic-chemistry of grade Jinhua ham

注 同列数据不同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A,B(p 0.01) a,b(p 0.05)

Note: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 in the same row prese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B(p 0.01) a,b(p 0.05).

2.1.1 FAA 总量    FAA 本身是一类呈味物质 表1 的

统计结果表明 一级火腿FAA 总量 7.492%(干样),比二

级火腿成品(4.865%)高 54% 差异显著(p 0.05)

2.1.2 FAA组成分析    Glu是金华火腿中的主要鲜味物

质 Ala 与甜味相关 Leu 与苦味相关 Lys 与火腿熟

化滋味相关[7][10] 工艺过程中这四种FAA 有显著提高

可认为是金华火腿的特征性滋味物质 一级和二级火腿

Glu含量分别是1.341和1.068 是鲜肉中的21.4倍和17倍

呈味阈值的27.83 倍和20.2 倍[2] 一级比二级增加26%

二者差异显著(p 0.05) Ala含量一级(0.655)比二级增加

24% Leu(0.689)增加55% 差异显著(p 0.05) 而Lys

(0.993)增加107% 差异显极著(p 0.01)

2.2 一 二品级金华火腿理化分析

表 2 分析结果表明 一级火腿氯化钠含量显著高于

二级火腿(p 0.05) pH值显著低于二级火腿 (p 0.05)

一 二级火腿的水分含量有极显著差异(p 0.01) 这

种差异可能是由火腿原料和工艺过程温湿度及通风的差

异所造成

2.3 品级金华火腿挥发性风味成分的分析

图1   一 二级金华火腿挥发性芳香成分的GC-FID流图

Fig.1    GC-FID flow-fig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of grade

Jinhua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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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火腿         醛         醇          酮              羧酸          酯              呋喃                 吡嗪

                   芳香族碳氢               脂肪族碳氢                 含硫

                 化合物                         化合物                   化合物

             Jinhua     
      Aldehydes        Alcohols            Ketones

        Carboxylic  
        Esters             Furans           Benzene

                 Aromatic                     Aliphatic                  Sulphur

                ham               acids                          hydrocarbons             hydrocarbons          compounds

品级 总面积 种类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种类

含量

一级

肌肉
4.19E7 10 32.82 16 19.22 7 1.17 10 22.38 9 11.2 2 0.37 3 2.23 5 3.02 3 0.38 4 5.70

二级

肌肉
3.25E7 10 23.4 14 12.86 8 1.28 9 40.09 12 7.23 3 2.61 3 1.15 4 5.54 3 0.39 4 1.30

同比

增加(%)
28.9 - 40.3 - 49.5 - -8.6 - -44.2 - 54.9 - -85.8 - 93.9 - -41.7 - -2.6 - 338

一级

脂肪
4.78E7 17 33.21 12 12.40 7 1.31 12 25.26 6 4.20 2 0.86 3 2.03 7 4.44 3 2.95 - -

二级

脂肪
4.36E7 17 29.58 9 14.47 7 1.51 13 36.42 10 6.78 2 1.40 3 0.78 6 3.52 1 0.3 - -

同比

增加(%)
9.63 - 12.3 - -14.3 - -13.2 - -30.6 - -38.1 - -38.6 - 160.3 - 26.1 - 883 - -

表3    品级金华火腿挥发性风味物质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3     Stat analysis result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of grade Jinhua ham

2.3.1 分析结果    图 1为一 二级金华火腿股二头肌

和皮下脂肪挥发性风味成分的 GC-FID 流图 GC-MS 分

析结果表明 一 二级金华火腿股二头肌分别检出 7 7

种挥发性成分 有 5 6 种成分相同 皮下脂肪分别检出

80 和 82 种挥发性成分 有64 种成分相同 GC-FID 流

图总面积皮下脂肪也大于股二头肌 说明火腿皮下脂肪

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更丰富

2.3.2 统计分析   醛 羧酸 醇 酯 酮 砒嗪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含硫化合物等挥发性风味物质的

分类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 一级金华火腿

挥发性风味成分的 GC-FID 流图总面积股二头肌和皮下

脂肪分别比二级增加 28.90% 和 9.63% 说明一级 火腿

挥发性风味成分的总量高于二级品火腿, 皮下脂肪高于

肌 肉

从挥发性风味物质相对含量分析 肌肉和脂肪中排

列顺序基本一致 醛 羧酸 醇 酯 芳香族碳氢

化合物 含硫化合物 吡嗪 酮 呋喃和脂肪族碳

氢化合物 火腿肌肉中主要风味成分醛 醇 酯 含

硫化合物 吡嗪一级比二级显著增加 而羧酸 酮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等陈腐特征性挥发成分显著减少 火

腿脂肪中主要风味成分醛 酯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脂肪族碳氢化合物 砒嗪一级比二级显著增加 而羧

酸 醇等挥发成分显著减少 另外 含硫化合物是由

含硫氨基酸在发酵成熟过程中Stretcher和Maillard反应

而形成[ 1 1 , 1 2 ] 在脂肪中不含有 值得注意的是 火腿

脂肪中主要风味成分醛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脂肪族

碳氢化合物的种类和相对百分含量比肌肉丰富 而醇

酯的种类和相对百分含量比肌肉少 脂肪中的羧酸种类

比肌肉丰富 但一级火腿的相对百分含量高于肌肉 二

级火腿的相对百分含量低于肌肉

3 讨  论

3.1 传统腌制洗晒工艺方法对金华火腿品质风味品质的

影响  金华火腿传统腌制是手工作坊方式 其用盐量完

全取决于火腿师傅的用盐手法 随意性很大 且盐向

肌肉内层渗透的速度受到腌制翻堆次数 温湿度条件和

时间 及浸腿洗刷温度和时间的影响 由于原料标准化

程度低 个体差异大 工艺条件的不确定性 使火腿

成品中氯化钠含量标准差很大 也由于气候异常 温

湿度变化很大造成臭腿 使金华火腿一级品率偏低 导

致近年来火腿师傅倾向于放重盐 NaCl 含量在成熟结束

时达到8.0%左右 后熟6个月达到11.263% 0.585%

12.396% 0.838% 比成熟18 24个月的西班牙Iberian

火腿和法国Corsica火腿稍高[14,15] 比西班牙Serrano火

腿 意大利Parma 火腿和法国Bayonne 火腿高3 6 个

百分点[4,5][16] 火腿中高含量NaCl会抑制发酵成熟过程中

组织蛋白酶 肽酶 氨肽酶和脂肪酶的水解活性 最

终影响火腿的风味形成和感官品质 可见 金华火腿传

统工艺方法的随意性和原始落后的工艺条件是产生一

二品级甚至品外级火腿的主要原因 干腌火腿传统工艺

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是提高其风味品质的必要条件

3.2 工艺过程温度对金华火腿风味品质的影响  金华火

腿的风味被公认为是国际干腌火腿最浓烈的一种 这是

金华火腿经过 6 7 月的 低温脱水 中温发酵 高温

成熟 的结果 平均温度在 3 4 以上的高温成熟使火

腿中蛋白质脂肪分解和美拉德反应的剧烈程度远远高于

其他火腿 金华火腿传统高温成熟高达35 37 的温度

在国际上主要干腌火腿中最高 比 Ser r a n o 火腿[ 3 ]和

Bayonne火腿高10 12 [5] 比Iberian[14]和Corsica[5]火

干腌火腿高7 10 比 Parma 火腿高15 20 [5]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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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高温成熟使羧酸相对含量也显著高于地中海地区干

腌火腿 这是金华火腿具有独特浓烈风味的主要原因所

在 也是低品级金华火腿陈腐酸败感官特征的重要因

素

3.3 火腿中氯化钠和水分含量的标准定位    从食品常

规理化指标分析 一 二品级 N a C l 含量都偏高 而

水分含量都偏低 作为市场反应的结果 目前金华火

腿产品基本定位在传统的调味功能食品 与现代食品低

盐消费理念相左而大大限制其市场消费空间 如果改变

或扩展传统的产品形式 定位在即食便捷的大众消费产

品 理化指标应以火腿成熟结束 下架初期的水平为

基准 建议一 二品级火腿NaCl 含量为7.5% 0.3%

水分含量为50.0% 2.0%

3.4 火腿中FAA的品级标准    Careri等[10]研究发现干

腌火腿中赖氨酸和酪氨酸与火腿熟化滋味相关 色氨

酸 谷氨酸对咸味有作用 苯丙氨酸和异亮氨酸对酸

味有作用 F.shahidi 等[13]报道色氨酸 天冬氨酸 蛋

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赖氨酸及肽等与加工时长

及腌制风味密切相关 金华火腿中有风味作用的 FAA 呈

特定比例组合才产生了特殊的金华火腿滋味风味特性

如果把火腿中各种 FAA 作为品质品质指标进行品级定量

分级 由于一 二级火腿中各种 F A A 差异显著性不一

致 且火腿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会带来许多实际操作

问题 建议仅把FAA 总量作为品级火腿分级的参考技术

指标 一级火腿FAA 总量 7.00%(干样) 二级火腿FAA

总量 4.50%

3.5 SPME方法对火腿风味分析的影响    在金华火腿的

顶空固相微萃取挥发性风味物质中 股二头肌中检出77

种 皮下脂肪中检出 8 2 种挥发性成分 接近于 7 个月

和12 个月成熟的西班牙Serrano 干腌火腿动态顶空挥发

成分中检出的84 种[3] 尽管金华火腿的风味被公认为是

干腌火腿最浓烈的一种 由于 SPM E 方法因每一种萃取

头的吸附极性有一定范围或选择性 在干腌火腿挥发性

风味分析中 尤其对美拉德反应产生的大分子量挥发性

成分有一定局限性 其结果使一部分大分子量挥发性成

分无法检出 由于萃取- 分析技术的不同 目前金华火

腿的风味分析结果还不能说明比地中海地区干腌火腿有

更丰富的挥发性风味成分

4 结  论

4.1 金华火腿一 二品级FAA 总量分别为7.492% 和 4.

865%(干样) 差异显著(p 0.05) 其中谷氨酸 丙氨

酸 亮氨酸 赖氨酸四种特征氨基酸一级比二级分别

增加 2 6 % 2 4 % 5 5 % 和 1 0 7 % 各种 F A A 差异显著

性不一致 建议仅把 FAA 总量作为火腿品质品质指标

一级火腿 7.00%(干样) 二级火腿>4.60%(干样)

4.2 一 二品级金华火腿氯化钠含量偏高 分别为12.

40% 和 11.36% 水分含量偏低 分别为37.68% 和 43.

23% 建议火腿品质指标分别为7.5% 0.3% 和 50.0%

2 . 0 %

4.3 一 二品级火腿肌肉和脂肪中分别检出 77 80

8 2 种挥发性物质 其中醛 羧酸 醇 酯四类为主

要挥发性风味物质 一级火腿挥发性风味成分的总量高

于二级火腿 皮下脂肪高于肌肉 金华火腿长期的高

温成熟使羧酸相对含量也显著高于地中海地区干腌火

腿 这是金华火腿具有独特浓烈风味的主要原因 也

是低品级火腿陈腐酸败感官特征的重要因素

4.4 金华火腿传统工艺手工作坊方式和原始落后的工艺

条件是产生一 二品级甚至品外级火腿的主要原因 干

腌火腿传统工艺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是提高其风味品质的

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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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海藻酸钠微胶囊固定化磷脂酶 A1

及其结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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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壳聚糖/海藻酸钠微胶囊固定化磷脂酶A1 方法进行优化 利用红外光谱和电子扫描显微镜(SEM) 对

微胶囊结构进行考察 表明微胶囊具有规则的通孔结构 有很大的内表面积 可增加包埋酶的效率 提高磷脂酶

与卵磷脂的接触界面面积和固定化酶的活力回收

关键词 固定化磷脂酶 A 1 微胶囊结构

Immobilized PLA1 by Chitosan/Alginate Microcapsule and Study on It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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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tosan, alginate, loaden enzyme have prominent effect for activ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getting optimum condition . IR spectra analyze chitosan/alginate microcapsule, and study on the inner structure of

microcapsule by the ways of SEM which shows that it have regular micro-hole which have very large inner superficial area.

Consequently, microcapsule can enhance activ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 increase interface area of reaction of lecithin and P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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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材料 磷脂酶A1:NOVO 公司―Lecitase(r) NOVO

标称活力4000 Lenu/g 密度为1.2g/cm3 壳聚糖 自

制 T r i s 试剂 上海源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试

剂) 戊二醛 2 5 % 进口分装 去氧胆酸 广东环

凯科技有限公司 海藻酸钠 上海化学试剂站分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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