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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微波联合干燥罗非鱼片工艺研究
关志强1，郑立静2，李 敏2，郭胜兰2

(1.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2.广东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广东 湛江 524025)

摘 要：为提高罗非鱼片热泵-微波联合干燥效率和产品品质，考察热泵干燥温度、热泵干燥风速、微波干燥时

间、微波干燥功率对罗非鱼片含水率下降速率、产品复水率及感官品质的影响，讨论热泵-微波联合干燥的转换点

含水率。结果表明：前期热泵干燥阶段，为避免罗非鱼片蛋白质严重变性、营养成分损失、色泽变焦黄、质地变硬

等，采用低温干燥方式，取热泵干燥温度35℃；为避免鱼片表面“硬壳”效应，取热泵干燥风速3.0m/s。后期微波

干燥阶段，为改善干制罗非鱼片口感、保持较好的色泽和减缓蛋白质变性等，采取间歇干燥方式，取微波干燥功率

为252W，微波单次干燥时间为1min，单次间歇时间为1min。罗非鱼片热泵干燥至40%含水率以后，干燥速率逐渐

变慢，取40%作为热泵-微波联合干燥转换时的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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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Application of Heat Pump and Microwave to Dry Tilapia Fil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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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rying efficiency of heat pump-microwave drying for tilapia fillets and the quality of 
dried tilapia fi llets, the effects of heat pump temperature and airfl ow rate and microwave drying time and power on the rate of 
moisture reduction, rehydration rate and sensory quality of tilapia fi llets were investigated. Meanwhile, the appropriate moisture 
content at the transition from heat pump to microwave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heat pump drying 
stage low-temperature (35 ℃) drying was necessary to prevent severe protein denaturation, nutrient loss, yellowing and texture 
hardening of tilapia fi llets; in addition, an airfl ow rate of 3.0 m/s was adopted to prevent hard shell effect. During the microwave 
drying stage, intermittent drying for 1 min at 1-min intervals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taste of tilapia fi llets, maintain better color 
and attenuate protein denaturation. The drying rate became slower when the moisture content was reduced to 40% during the 
heat pump drying process suggesting the moisture content at the transition from heat pump to microwave to be 40%. 
Key words：tilapia fi llets；microwave drying；heat pump drying；combined drying
中图分类号：TS25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6630(2012)22-0058-05

收稿日期：2011-09-05
基金项目：广东省海洋渔业科技推广专项(A201001C05)
作者简介：关志强(1956—)，男，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食品冷冻与干燥工程技术研究。E-mail：mmcgzq@163.com

中国罗非鱼养殖业发展迅速，2009年产量约130
万t，已成为世界 大的罗非鱼养殖生产国家，广东是罗

非鱼养殖大省，产量约占全国的50%，粤西的茂名、湛

江地区罗非鱼资源丰富，产量约占全省的1/3[1-3]。目前

罗非鱼主要加工产品为冷冻全鱼、冻鱼片，加工方式单

一，且加工量仅占罗非鱼总产量的6.2%，因此，探讨罗

非鱼的加工问题很有必要。干燥被认为是农、海产品保

藏加工的常用技术[4-6]，传统的干燥方法主要为日光干燥

和热风干燥，这2种方法在卫生、生产效率、产品品质控

制、产品附加值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7]。近年来

热泵干燥、微波干燥及联合干燥等干燥方式被广泛研究

和应用[8-9]。联合干燥是利用各种干燥方式的优点，将2种

或多种干燥方式优势互补，分阶段进行的一种复合干燥

技术，可避免了单一干燥方式中干燥效率低、产品品质

差的缺点，具有可 大程度地保留物料原有的品质和色

泽的特点[10-11]。本研究分别考察热泵干燥温度、热泵干燥

风速、微波干燥时间、微波干燥功率对罗非鱼片含水率

下降速率、复水率和感官品质的影响，讨论确定热泵-微

波联合干燥转换点参数，以期实现热泵低温干燥和微波

快速干燥的优势互补，提高干燥效率和产品品质，为后

续实验研究提供因素水平组合的取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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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仪器与设备

新鲜罗非鱼 广东省湛江市东风市场。

热泵干燥装置(图1) 自制；MK823ESJ-PA微波炉   
广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JA2003型电子天平   上海沪粤

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HHS-21-4型恒温水浴锅   杭州汇

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210mm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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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缩机组；2.水冷套管式冷凝器；3.风冷翅片冷凝器；4.贮液器；

5.干燥过滤器；6.第一蒸发器；7.第二蒸发器；8.第三蒸发器；9.排汽

电磁阀；10.供液电磁阀；11.热力膨胀阀；12.装置门；13.附加电加热

器具；14.风速调节板；15.调节风门；16.隧道体；17.温湿度探头。

图 1 热泵干燥装置原理示意图图 1 热泵干燥装置原理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heat pump drying systemFig.1 Diagram of heat pump drying system

1.2 工艺流程

新鲜罗非鱼→预处理(去鱼鳞、内脏、头尾) → 取2片
鱼片→去鱼皮→流动臭氧水中作用10min → 用滤纸吸取

表面水分→热泵干燥→微波干燥→成品包装

1.3 方法

1.3.1 鱼片制取和试验方案

将500g左右新鲜罗非鱼经去鱼鳞、去头尾、去内脏

处理，清洗干净，直接从鱼脊骨上方取肉切片，两侧各

取一片。鱼片取好后，进行去皮处理，控制鱼片大小为

110mm×90mm×4mm，在质量浓度11mg/L的流动臭氧

水中作用10min，达到杀菌的目的[12]，用滤纸吸去表面水

分，取样测定初始湿基含水率为82%。

首先，将制备的罗非鱼片放入热泵干燥箱内的铁网

上进行热泵全程干燥，当含水率降至18%时热泵全程干

燥结束。其次，分析确定热泵全程干燥中干燥速率开始

缓慢下降的转折点，作为热泵-微波联合干燥转换时的

含水率；以此含水率为转换点，制备鱼片试样先在热泵

干燥箱中干燥，干燥至转换点含水率后马上转入微波炉

干燥。

1.3.2 罗非鱼片含水率的测定 
采用GB 5009.3—2010《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直接干

燥法，将罗非鱼片放入105℃的恒温烘箱中进行干燥，质

量恒定后称量，计算湿基含水率：

Wm /% =
mw ×100mw + md

式中，Wm为湿基含水率/%；mw为罗非鱼片水分质

量/g；md为罗非鱼片干物质质量/g。
1.3.3 罗非鱼片复水率的测定

复水是指将干燥的产品浸泡在一定温度的水中，

吸水后恢复其干燥前状态的过程。复水后的产品要用滤

纸反复吸干产品表面的水分，然后称量。测量的程序：

称取干制罗非鱼片(M1)→放入40℃恒温水浴锅→复水

40min→滤干→除去表面水分→称量(M2)，计算公式为：

/% =
M2 M1 ×100M2

1.3.4 干燥鱼片感官评价

对经热泵-微波联合干燥的罗非鱼片分别进行感官评

定，感官评价的方法及评分标准按参考文献[13]的方法

进行。

1.3.5 试验设计

研究热泵干燥温度、热泵干燥风速、热泵-微波联合

干燥的转换点含水率、微波干燥时间和微波干燥功率对

罗非鱼片热泵-微波联合干燥效率和品质的影响[14]。

2 结果与分析2 结果与分析

2.1 热泵干燥温度对含水率下降速率和感官品质的影响

表 1 不同干燥温度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表表 1 不同干燥温度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表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s of fish quality under different drying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s of fish quality under different drying 

temperaturestemperatures

干燥温度/℃ 感官评定 感官评分

30 口感好，鱼肉原味香浓，原色有光泽，肉质具有韧性 19
35 口感较好，鱼肉鲜香味变淡，色泽呈黄白色，光泽稍暗 15
40 口感有点硬，鱼肉鲜香味较淡，色泽呈浅黄色，光泽变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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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干燥温度下罗非鱼片的干燥曲线图 2 不同干燥温度下罗非鱼片的干燥曲线

Fig.2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heat pump Fig.2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heat pump 

temperaturestemperatures

在鱼片厚度为4mm、干燥风速为3.0m/s时，分别设

定热泵干燥温度30、35、40℃进行干燥试验，干燥曲线

如图2所示。图2中曲线的斜率表征了干燥速率，不难看

出，罗非鱼片热泵干燥全过程并不是恒速干燥过程，属

于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降速干燥过程。图2表明，热泵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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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温度越高，含水率下降越快，干燥速率越快。显然，

提高干燥温度可缩短干燥时间和提高干燥生产效率。水

产品原料是热敏性物料，当干燥温度过高时，将会导致

蛋白质严重变性、色泽变焦黄、质地变硬、产品平整

性较差、复水率下降等。热泵的干燥温度易于控制在

25～32℃，在此温度范围内进行干燥，避免了水产品中

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和表面发黄，减少了蛋白质受热变

性、物料变形、变色和呈味类物质的损失[7]。不同干燥

温度下罗非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表如表1所示，显然，

干燥温度低，产品质量好。综上所述，为保持罗非鱼片

较好的品质，宜采用低温干燥方式；为提高干燥生产效

率，宜提高干燥温度。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因素，联合

干燥前期热泵干燥可选取干燥温度为35℃。

2.2 热泵干燥风速对罗非鱼片含水率下降速率和复水率

的影响

为了考察热泵干燥风速对罗非鱼片含水率下降速率

和复水率的影响，取热泵干燥温度35℃、鱼片厚度4mm
进行干燥试验。前期试验结果表明，在上述试验条件

下，风速大于3.0m/s时，罗非鱼片表面易过早变硬而影响

罗非鱼片脱水速率和罗非鱼片干品品质。由于罗非鱼片

干燥过程属于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降速干燥过程，也难

以通过持续提高风速来有效地强化干燥速率。所以试验

选择风速为2.0、2.5、3.0m/s，分别测定罗非鱼片干燥过

程含水率变化情况，绘制干燥曲线，如图3所示。干燥结

束后，测其复水率，复水率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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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风速下罗非鱼片的干燥曲线图 3 不同风速下罗非鱼片的干燥曲线

Fig.3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airflow ratesFig.3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airflow rates

由图3可以看出，热泵干燥风速对含水率变化的影响

与普通热风干燥相似，风速越大，含水率下降越快。但

如前所述，风速大于3.0m/s时，鱼片表面过早“硬壳”，

影响内部水分向表面迁移，降低干制品品质。当采用前

期热泵干燥后期微波干燥的联合模式时，为了提高前期

干燥速率，热泵干燥过程应在保证干制品品质的前提下

尽量提高干燥风速。因此，联合干燥前期热泵干燥风速

可选取3.0m/s。
图4给出了在不同风速下干燥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

水率的变化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产品复水率随复水时

间逐渐增大，当复水时间增至40min后，复水率增加的速

度逐渐降低。在控制风速不超过3.0m/s、保证鱼片表面不

硬化的试验条件下，产品复水率随干燥时风速的增大而

略呈增加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由于

试验在罗非鱼片不易出现“硬壳”的较高风速下进行，

风速较高，脱水速率较快，致使罗非鱼片干品质构比低

风速下更为疏松，从而更易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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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风速下干燥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水率的变化图 4 不同风速下干燥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水率的变化

Fig.4 Time course of rehydration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 produced under Fig.4 Time course of rehydration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 produced under 

airflow ratesairflow rates

2.3 热泵-微波联合干燥的转换点含水率的确定

如图2所示，在热泵干燥温度取35℃、热泵干燥风

速取3.0m/s的工况下，当含水率降至40%左右，图中曲线

斜率逐渐变平缓，含水率下降速率逐渐变慢，内部水分

扩散控制明显占主导地位，此时转换为微波干燥，更有

利于内部水分向表面迁移，提高干燥效率。从图2也可以

看出，4mm厚的罗非鱼片经35℃热泵干燥，其含水率由

82%降至40%只需干燥4.5h，而要将鱼片含水率由40%继

续降至18%，还需要干燥9h，是此前干燥时间的2倍。如

果在后期改为微波干燥，如图4所示，在252W微波功率

下将鱼片含水率由40%继续降至18%，只需要8min的干燥

总时间就可以达到目的，可见微波干燥可以大大缩短干

燥时间。因此，选取含水率40%作为热泵-微波联合干燥

转换时的含水率。

微波干燥的主要缺点是耗电量大、干燥成本较高，

因此，热泵-微波联合干燥转换点含水率越高，干燥总

能耗和总成本就越大。为节省能耗，可适当降低转换点

含水率。据文献[15]报道，如转换点含水率控制在30%左

右，热风-微波联合干燥时间比单纯热风干燥缩短3/4，能

耗比单纯微波干燥减少3/4。
2.4 微波干燥时间对产品复水率和感官品质的影响

在前期热泵干燥阶段，取干燥温度35℃，风速3.0m/s，
当含水率降至40%时转为微波干燥。微波连续干燥会影

响干制品品质，因此，后期微波干燥应采取间歇干燥

方式，即干燥和缓苏交替进行。取单次干燥时间分别

为1.0、1.5、2.0min，单次间歇时间1min，微波功率取

252W，干燥至含水率为18%时取样品进行复水，每隔

10min，测量产品复水率，复水后进行感官评价。

如图5所示，在微波功率252W、单次间歇时间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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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单次干燥时间1min的产品复水率高于单次干

燥时间1.5、2.0min的产品复水率。这可能是由于单次干

燥时间较长，会加速热敏性食品蛋白质的热变性，持水

力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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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波单次干燥时间对产品复水率的影响图 5 微波单次干燥时间对产品复水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single microwave drying time on rehydration rate of Fig.5 Effect of single microwave drying time on rehydration rate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dried tilapia fillets

表 2 不同微波单次干燥时间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表表 2 不同微波单次干燥时间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表

Table 2 Effect of single microwave drying time on the sensory quality Table 2 Effect of single microwave drying time on the sensory quality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of dried tilapia fillets

微波单次干
燥时间/min 感官评价 感官评分

1.0 口感较好，鱼肉原味香浓，原色有光泽，
肉质具有韧性

18

1.5 口感有点硬，鱼肉鲜香味变淡，色泽呈
黄白色，光泽变暗

13

2.0 口感较硬，鱼肉鲜香味很淡，色泽呈黄色，
光泽度较差 9

由表2可知，在微波功率252W、单次间歇时间1min的
条件下，单次干燥时间1min时，鱼片的口感较好，保持

了鱼肉特有的味道和口感，肉质具有韧性。单次干燥时间

1.5、2.0min时，随着单次干燥时间的延长，产品的口感逐

渐变硬，失去了鱼肉特有的鲜味，色泽也开始变黄。

综上所述，联合干燥后期微波干燥试验中选取单次

干燥时间1min，单次间歇时间1min。
2.5 微波干燥功率对罗非鱼片含水率下降速率和复水率

的影响

在前期热泵干燥阶段，取热泵干燥温度35℃，风速

3.0m/s，当含水率降至40%时转为微波干燥，微波功率分

别设为252、538、700W。每次干燥时间1min，间歇干燥

时间1min。在干燥过程中取样测量鱼片含水率，干燥至

含水率18%时取样进行复水，每隔10min，测量产品复水

率，复水后进行感官评价。图6给出了不同微波功率下罗

非鱼片微波干燥累计时间10min的干燥曲线，图6显示，

含水率下降速率随微波功率的增加而增大(图6中干燥时

间不计间歇时间)。图7给出了在不同微波功率下干燥所

获到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水率的变化情况，图7显示，

鱼片的复水率随复水时间的延长而升高；当复水时间相

等时，干制鱼片产品的复水率随干燥时微波功率的增加

而降低。当干燥时微波功率252W时，干制鱼片产品的复

水性能 好。表3给出了在不同微波功率下干燥所获到

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显然，微波功率越高，热敏性食

品蛋白质热变性越严重，持水力越差。当微波功率539、
700W时，罗非鱼片的色泽焦黄，质地较硬，品质较差。

因此，联合干燥后期微波干燥选取微波功率25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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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微波功率下罗非鱼片干燥曲线图 6 不同微波功率下罗非鱼片干燥曲线

Fig.6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microwave powersFig.6 Drying curves of tilapia fillets under different microwave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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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微波功率下干燥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水率的变化图7 不同微波功率下干燥的罗非鱼片干制产品复水率的变化

Fig.7 Time course of rehydration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 produced under Fig.7 Time course of rehydration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 produced under 

different microwave powersdifferent microwave powers

表 3 不同微波干燥功率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结果表 3 不同微波干燥功率的鱼片品质感官评价评分结果

Table 3 Effect of microwave power on the sensory quality of dried Table 3 Effect of microwave power on the sensory quality of dried 

tilapia filletstilapia fillets

微波干燥功率/W 感官评价 感官评分

252 口感较好，色泽光亮，呈自然肉色，肉质具有韧性 18
538 口感变差，色泽变黄，光度试为暗，肉质变硬 14
700 口感较差，色泽焦黄，无光亮，肉质很硬 8

3 结 论3 结 论

3.1 热泵-微波联合干燥前期热泵干燥阶段，为避免罗

非鱼片蛋白质严重变性、营养成分损失、色泽变焦黄、

质地变硬等，宜采用低温干燥方式，取热泵干燥温度

35℃；为避免鱼片表面“硬壳”效应，影响罗非鱼片干

燥速率和干品品质，取热泵干燥风速3.0m/s。
3.2 热泵-微波联合干燥后期微波干燥阶段，连续干

燥会影响干制品品质，宜采用间歇干燥方式。随着单次

干燥时间的延长，产品的口感逐渐变硬，失去了鱼肉

特有的鲜味，色泽也开始变黄，因此微波单次干燥时间

1min，单次间歇时间1min。当微波功率一定时，鱼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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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水率随复水时间的延长而升高；当复水时间相等时，

鱼片的复水率随微波功率的增加而降低。当微波功率为

252W时，鱼片的复水性能 好。

3.3 罗非鱼片干燥过程属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降速过

程，难以通过持续提高风速来强化干燥速率。罗非鱼片

干燥至40%含水率时，干燥速率逐渐变慢。因此，选取

含水率为40%作为热泵-微波联合干燥的转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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