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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冰温气调保鲜效果评价
周娟娟1, 2，马海霞1，李来好1,*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300；2.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将鲜南美白对虾进行空气包装(AP)、真空包装(VP)、气调包装(MAP，75% CO2/25% N2)，分别冰温

(－2.3～0℃)贮藏和冰藏，通过研究样品贮藏过程中多酚氧化酶(PPO)活力、总挥发性盐基氮(TVB-N)、菌落总数

(TPC)、汁液流失率(DL)的变化，结合感官指标评价冰温气调保鲜的效果。结果表明：南美白对虾的PPO活力变化

与腐败变质同步；冰温结合MAP能有效防止褐变，货架期可达10d，比冰藏结合AP延长了约3倍，此时样品色泽良

好，TPC、TVB-N、DL分别为5.4(lg(CFU/g))、25.6mg/100g、3.13%，而其他包装样品已腐败。VP也能较好的保持

色泽，但贮藏后期汁液流失相对严重，影响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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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odifi ed Atmosphere Packaging on Ice Preservation of Pacifi c White Shr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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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air packaging (AP), vacuum packaging (VP) and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MAP) on 
preservation of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during controlled freezing-point (CF,－2.3-0℃) storage and ice 
storage were investigated. The infl uence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ethod was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changes of polyphenol 
oxidase (PPO) activity, total volatile base nitrogen (TVB-N), total plate count (TPC) and drip loss (DP) combined with 
sensory evalu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PO activity of white shrimp changed synchronously with its deterioration 
during storage. Combined use of MAP and CF storage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occurrence of browning in Pacifi c white 
shrimps and had an extended shelf life of 10 days compared to AP treated shrimps stored in ice. The white shrimps presented 
a better color and TPC, TVB-N, TBC and DP were about 5.4 lg((CFU/g)), 25.6 mg/100 g and 3.13%, respectively. However, 
shrimps treated by AP or CP showed deterioration. Sensory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hrimps treated by VP also had better 
color compared to AP while but the drip loss was relatively higher, which in turn infl uenced the sample’s appearance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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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因其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1]而广受消

费者喜爱，近年来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对虾在运输、贮

藏、生产加工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褐变并最终腐败变质。

难以贮藏主要是由于机体组织内酶的作用及微生物引起

的。为此要保持虾类的鲜度，就必须在捕捞、运输、贮

藏过程中采取适当的保鲜措施，控制和延缓机体组织内

酶的作用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以便更好地满足食品加

工及消费者的需求。

目前普遍采用冷冻冻结法来贮藏对虾，但是这种方

法很容易破坏虾肉质构，解冻时汁液大量流失使风味和

感官品质下降，同时由于对虾体内存在的多酚氧化酶在

即使低温贮藏，依然保持一定的活性，使虾类发生褐变难

以避免，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保鲜方法很有必要。冰温保

鲜是将食品贮藏在0℃以下至其冰点(也称为冻结点)的范

围内，属于非冻结贮藏，可以克服冻结导致的食品蛋白

质变性、质构损伤和解冻时汁液流失等品质下降问题，

最大限度的保持产品品质。气调包装(modifi ed atmosphere 
packaging，MAP)是用一种或几种混合气体来置换包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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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使食品处在保护性气体环境中，抑制引起食品

腐败变质的微生物生长繁殖，从而延长食品贮藏期的一

种保鲜方法。MAP已广泛应用于肉类、鱼类、果蔬等食

品的保鲜[2-4]，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对水产品使用气调

包装也可获得良好的保鲜效果[5-9]。冰温保鲜属于较低贮

藏温度、气调包装可避免对虾与氧气接触，冰温结合气

调包装可以从控制酶和氧[10]达到抑制褐变的目的。在虾

类保鲜上，研究发现气调包装在冷藏条件下是一种可行

有效的保鲜方法[8-9]，但虾类气调包装后在冰温条件下贮

藏保鲜至今报道还较少。本实验以南美白对虾为研究对

象，气调包装冰温贮藏研究评价其保鲜效果，旨在为改

善南美白对虾在贮藏过程中的褐变及延长货架期提供理

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活南美白对虾55～60g/kg于2011年8月市购；TTC营

养琼脂、高氯酸、硼酸、磷酸盐等(均为分析纯)；所有用

水均为蒸馏水。 
1.2 仪器与设备

MAP-D400复合气调包装机 苏州森瑞公司；DZ-
400/2L多功能真空包装机 南通彩星公司；精密低温

培养箱 日本Sanyo公司；明鉴SPX型智能生化培养箱 

宁波江南仪器厂；LDZX-75KBS型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SpectronicGENESYS-5紫外分光光

度计 美国Thermo公司；SK-30低温超速离心机 美

国Sigma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包装与贮藏  
将样品随机分成3组分别进行气调包装(MAP，75% 

CO2/25% N2)、真空包装(VP)、空气包装(AP)，每种包装

方式的样品均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冰温(－2.3～0℃)贮
藏(MAP组、VP组、AP组分别记为Ⅰ、Ⅲ、Ⅴ)和冰藏

(MAP组、VP组、AP组分别记为Ⅱ、Ⅳ、Ⅵ)，于贮藏后

的第1、3、5、7、9、11、13天取样进行分析。

1.3.2 冰点测定

南美白对虾冰点测量采用传统冻结法[11]，将数显温度

计探头插入虾腹部肌肉并固定，置于－30℃低温冰箱中，

每隔1min记录温度，根据降温曲线的性质来确定冰点。

1.3.3 感官评定

参考文献[12-14]，综合感官评价见表1，褐变感官评

价见表2。

表 2 褐变感官评分标准表 2 褐变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2 Browning sensory scoreTable 2 Browning sensory score

没有褐
变

头胸部
出现褐变

头胸部、尾部
出现褐变

头胸部、尾部、腹肢
及体壳出现褐变

全身
褐变

0～1分 1～2分 2～3分 3～4分 4～5分

1.3.4 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PPO)活性

参考文献[15-17]多酚氧化酶活性测定方法，略有改

动。酶活性以每分钟变化0.001光密度(OD)值为一个PPO
活力单位。 
1.3.5 总挥发性盐基氮(total volatile basic，TVB-N)

采用SC/T 3032—2007《水产品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18]。

1.3.6 微生物计数

菌落总数(total plate count，TPC)参照GB/T 4789.2—
201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19]，每个稀释度计数3个
平板，取其平均值。

1.3.7 汁液流失率

参考文献[20]，贮藏前称量包装袋质量(m0)，取样时

称取样品、包装袋及包装袋内的渗出液总质量(m1)，小心

剪开包装袋取出样品后称量包装袋及残留在包装袋内渗

出液质量(m2)并计算汁液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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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单因素方差(One-way 
ANOVA)分析，采用Duncan’s法进行多重比较，差异显著

性：以P＜0.05作为差异显著的标准，以“平均值±标准

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2 结果与分析

2.1 冰点测定

由图1可知，虾体在降温过程中出现了过冷临界温度

表 1 综合感官评分标准表 1 综合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of shrimps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of shrimps

一级鲜度(6～10分) 二级鲜度(6～8分) 三级鲜度(6分以下)
色泽(4分) 虾体有鲜虾特有色泽、皮壳发亮，头胸部呈自然灰黑

色，尾部(边缘)呈自然紫红色，虾体壳呈浅灰褐色

虾体表面光洁，头胸部开始变红、变

暗，尾部出现黑变，虾体壳发红或发暗

虾体无固有光泽，头胸部严重变红或黑

变，尾部严重黑变，虾体壳大面积黑变

形态(3分) 头颈完好，虾肉坚实，指压立即复原，

肉与壳连接紧密

头颈松弛，虾肉较坚实，指压复原缓

慢，肉与壳连接松弛

头颈严重松弛或出现脱落，虾肉柔软，指

压不易复原，肉与壳连接严重松弛

气味(3分) 有鲜虾特有气味，无任何异味 略有异味 有臭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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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第1拐点，确定南美白对虾的冰点为－2.3℃，南美白对

虾的冰温带为－2.3～0℃，作为该实验的冰温贮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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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美白对虾冻结曲线图 1 南美白对虾冻结曲线

Fig.1 Freezing curve of Pacific White shrimpsFig.1 Freezing curve of Pacific White shrimps

2.2 感官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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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贮藏期间综合感官评分(a)褐变感官评分(b)结果图 2 贮藏期间综合感官评分(a)褐变感官评分(b)结果

Fig.2 Sensory evaluation during storage of frozen-thawed shrimpFig.2 Sensory evaluation during storage of frozen-thawed shrimp

从图2a可知，各个处理组综合感官分数随时间呈现

下降趋势，其中AP组下降最快，在第3天时即将超出可

接受值。MAP组冰温贮藏和冰藏后期的综合感官评分变

化差异不显著(P＞0.05)，VP组、AP组也分别表现出相同

的结果，表明冰温贮藏较冰藏能较好的抑制因微生物和

酶的作用而引起的鲜度下降，从而保持样品感官品质；

MAP组、VP组的综合感官评分明显高于AP组，冰温时

MAP组、VP组感官评分差异显著(P＜0.05)，而冰藏时

二者差异不显著，这是由于MAP改善了包装环境并保持

相对稳定从而抑制了产品变质过程[21-22]，同时与冰温相

结合，产生了较佳的保鲜效果；而冰温VP组和冰藏MAP
组综合感官评分变化差异不显著(P＞0.05)，这表明冰温

结合真空包装与冰藏结合气调包装保鲜效果相当，这可

能是因为保鲜效果冰温优于冰藏、气调优于真空，从而

优势相抵消。该结果再次表明冰温结合MAP保鲜效果最

佳，这与王亮等[23]研究报道一致。

由图2b可知，各个处理组的褐变感官评分随时间呈

上升趋势，其中AP组上升最快，在第5天时已超出4分，

全身褐变，而其他包装组贮藏过程中均未超出该分值。

相同包装样品冰温贮藏与冰藏的褐变感官评分变化差异

不显著(P＞0.05)，表明冰温与冰藏对褐变的抑制作用差

别不大。冰温时MAP组和VP组的褐变感官评分变化在贮

藏后期差异显著(P＜0.05)，冰藏二者也表现出相同的结

果，表明MAP保鲜效果较佳。AP组在第7天褐变感官评

分已达到5分，全身褐变，而此时VP组、MAP组均未超

过3分，表明低温结合隔绝氧气的方法可以抑制对虾体内

PPO活力，从而抑制褐变，达到延长货架期的目的，而

冰温结合MAP的防褐变效果最佳。

2.3 PPO活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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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贮藏期间PPO活性的变化图 3 贮藏期间PPO活性的变化

Fig.3 Changes in PPO activity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Fig.3 Changes in PPO activity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

由图3可知，PPO活力随着时间延长逐渐增大，其

他组PPO活力增长速度显著低于AP组(P＜0.05)，表明

MAP、VP包装方式均能有效抑制PPO活力，而MAP组
PPO活力增长速度最慢，与褐变感官评定结果一致，表

明MAP对PPO活力有抑制作用，梁美艳等[24]也曾报道气

调包装对虾的PPO活力有抑制作用。贮藏第3天各个包装

处理组的PPO活力均稍有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对虾死亡

后产生的酸性腐败产物影响了PPO的活力，另外低温也

可能对PPO活力有抑制作用，这与凌萍华等[25-26]的研究

结果一致；相同包装样品冰温贮藏和冰藏的PPO活力变

化，在贮藏后期差异显著(P＜0.05)，表明冰温对PPO活

力有一定抑制作用。冰温时MAP组和VP组的PPO活力变

化贮藏后期差异显著(P＜0.05)，表明MAP在后期仍具有

抑制PPO活力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

长MAP中的CO2溶解性提高，高浓度CO2使虾肉表面酸化

从而影响了PPO活力。

2.4 TVB-N值变化

参照国标GB 2733—2005《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

标准》，将TVB-N值30mg/100g设为安全限量，如图4所
示，TVB-N值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大，其他组TVB-N
值增长速度显著低于AP组(P＜0.05)，AP组TVB-N值第5
天已接近限量值，而VP组、MAP组均低于20mg/100g，
表明MAP、VP能有效抑制TVB-N产生，而冰温结合MAP
组的TVB-N值增长速度最慢，与菌落总数(图5)结果一



※包装贮运                            食品科学 2012, Vol.33, No.22  335

致，这主要是由于MAP中的CO2气体对细菌的生长繁殖

有抑制作用，减缓腐败进程使TVB-N值增加缓慢，冰温

时VP组、MAP组TVB-N值在贮藏后期变化差异显著(P＜
0.05)，菌落总数变化结果也表明贮藏后期MAP对细菌的

生长繁殖有抑制作用。冰温条件下AP、VP、MAP组分别

于第6、10、12天达到该限量值，均比同包装冰藏的货架

期延长了2d左右。Bono等[2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气调结合

低温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保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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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贮藏期间TVB-N的变化图 4 贮藏期间TVB-N的变化

Fig.4 Changes in TVB-N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Fig.4 Changes in TVB-N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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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贮藏期间菌落总数的变化图 5 贮藏期间菌落总数的变化

Fig.5 Changes in TPC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Fig.5 Changes in TPC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

如图5所示，MAP组、VP组的菌落总数变化差异显

著(P＜0.05)，且明显低于AP组。AP组在第5天菌落总

数已经接近6(lg(CFU/g))[23]， 而VP组、MAP组均未超出

5(lg(CFU/g))。相同包装样品冰温贮藏与冰藏的细菌总数

变化差异显著(P＜0.05)，表明冰温能够延长细菌生长的

停滞期。冰温贮藏后期， MAP组和VP组的菌落总数变

化差异显著(P＜0.05)，冰藏也表现出相似的结果，表明

MAP在中后期有效地起到抑制细菌增殖的作用。刘东红

等[28]报道气调与低温结合可抑制虾皮中微生物繁殖延长

虾皮货架期，与本实验结论相同。

2.6 汁液流失率

汁液流失会降低产品的感官价值，而且会成为微生

物繁殖的良好环境，加快腐败。如图6所示，汁液流失率

随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大。贮藏后期，MAP组的汁液流失

率显著高于AP组(P＜0.05)，说明进行气调包装的水产品

汁液流失率比空气包装大[29]，这是因为CO2溶解于虾肉减

弱了虾肉的持水力造成组织液的渗出；但VP组的汁液流

失率显著高于MAP组(P＜0.05)，这可能与真空包装受到

物理挤压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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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贮藏期间汁液流失率的变化图 6 贮藏期间汁液流失率的变化

Fig.6 Changes in drip loss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Fig.6 Changes in drip loss of Pacific white shrimp during storage

3 结 论3 结 论

将南美白对虾的PPO活力变化与感官、微生物及理

化指标结合分析，贮藏前期PPO活性变化较慢，VP组、

MAP组样品综合感官评分均高于7.5分，褐变感官评分均

低于1.7分，此时各个包装处理组TVB-N值、细菌菌落总

数及汁液流失率分别保持在19mg/100g、4.5(lg(CFU/g))、
1.9%左右；贮藏后期随着PPO活力的逐渐增强，综合感

官评分持续下降，褐变感官评分逐渐升高，TVB-N值、

细菌菌落总数及汁液流失率也开始逐渐增大，发生变质

腐败。AP组也表现出同样的PPO活力变化规律。结果表

明PPO活力大小的变化与褐变度有关，虽与腐败无直接

关系但可以确定PPO活性的变化与对虾的腐败变质同时

进行，这与陈庆森等[30]研究结果一致。

冰温结合MAP保鲜效果显著，比AP组货架期延长

约一倍，能有效抑制微生物代谢，保持产品色泽、减缓

腐败变质。本实验理化指标检测还在食用安全范围内，

但虾却已发生褐变，褐变的发生降低外观价值、引起

蛋白质营养价值下降，因此研究和探讨合适的防褐变保

鲜剂，进一步研究PPO活性变化与感官指标、微生物指

标、理化指标的相关性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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