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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鱿鱼Peleg复水模型的建立与复水品质特性
王 珊1，李洪军1,2，贺稚非1,2,*，谢跃杰1，徐明悦1，王兆明1，余 力1

（1.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400716；2.重庆市特色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716）

摘  要：为探讨鱿鱼复水规律及碱法复水对鱿鱼品质特性的影响，本实验以干鱿鱼为研究对象，建立了鱿鱼复水的

Peleg吸水模型，研究了不同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品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干鱿鱼的吸水曲线符合经典物质

吸水曲线，Peleg方程对鱿鱼吸水曲线具有较高的拟合性，相关系数均在0.99以上。随碱质量浓度的增大，复水鱿鱼

感官品质呈先变好后变坏的趋势，在0.3 g/100 mL时感官最好；pH值呈递增趋势；L*、a*、b*值、硬度、咀嚼性、

胶着性、剪切力和蛋白质溶解度均呈递减趋势，黏性和弹性变化不显著；可溶性蛋白溶出量在碱质量浓度0～0.2、

0.3～0.4、0.5～0.6 g/100 mL范围内显著增大，在0.2～0.3 g/100 mL和0.4～0.5 g/100 mL范围内变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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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Peleg Model and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ehydrated S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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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leg model was used for the modeling of water absorption in dehydrated squid during rehydr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ehydrated squid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quid water absorption curves were fitted to the Peleg equation very wel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higher than 0.99. With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dietary alkali, the sensory quality of rehydrated squid increased initially followed by a decrease, 

and the best sensory quality was obtained at 0.3 g/100 mL dietary alkali concentration. pH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L*, a*, b*, hardness, chewiness, gumminess, shear forces and protein solubility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iscosity and elasticity. The amount of dissolved soluble protei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range 

of dietary alkali concentration of 0–0.2, 0.3–0.4 and 0.5–0.6 g/100 mL, while in the range of 0.2–0.3 and 0.4–0.5 g/100 mL,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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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营养价值高，其蛋白含量15%～20%，脂肪含

量1%～2%，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可食部分达到80%，

比一般鱼类高出近20%[1]。鱿鱼因捕捞量大、价格低廉、

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从而成为中日韩等东方国家最受

欢迎的海产品之一[2]。干燥因具有操作简单、保藏时间长

的特点，作为保藏海产品的常用方法[3]，新鲜鱿鱼不易保

藏，大多需经过脱水干燥成为市场销售制品[4]。干鱿鱼水

分含量较低，需复水方可食用，因此鱿鱼干复水规律和

吸水性质的研究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干鱿鱼的工业化生

产均有重要意义。

碱法复水是鱿鱼、蹄筋、毛肚、鱼皮等干制品常用

的复水方式[5-7]，碱液不仅能增加蛋白质的水化能力，增

强干物质的吸收能力，而且具有缓冲、螯合、乳化的作

用，提高肉的持水性[8]。复水过程实质是一种质传递过

程，符合菲克第二定律，但该定律因参数多和计算复杂

的原因，应用价值不高。Peleg方程是Peleg在大量实验基

础上提出的只有两个参数的非指数经验方程模型[9]，具有

计算简单、适用广泛的特点；同时，Peleg方程已经在许

多食品的质传递过程中被证实具有良好的拟合性和预测

性[10-12]。因此本实验用Peleg方程探讨干鱿鱼在不同碱浓

度中的吸水性质，以得到鱿鱼复水的规律。同时研究了

碱法复水对鱿鱼品质特性的影响，对不同碱浓度下鱿鱼

各品质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探讨碱法复水鱿鱼品

质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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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实验鱿鱼干为北太平洋白鱿鱼，购于重庆永辉超市。

NaOH为食品级、结晶牛血清白蛋白为生化试剂，其

他化学试剂均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CT-3质构分析仪 美国Brookfield公司；台式高

速离心机 德国Eppendorf公司；TA.XT2i物性测定仪 

英国Stable Micro System公司；Ultra Scan PRO测色仪 

美国HunterLab公司；722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元析

仪器有限公司；UB-7 pH计 德国Sartorius AG公司；

电子分析天平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ZWY-

2102C恒温培养振荡器 上海智城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DHG-9240A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齐欣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HH-2数显恒温水浴锅 常州澳华仪器有

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干鱿鱼复水工艺

干 鱿 鱼 去 尾 ， 取 鱼 身 中 下 部 ， 切 成 5  c m × 

3 cm×0.5 cm的块状，鱼块质量为（6.0±0.5） g。将鱿

鱼块纯水回软1 h后，分别用质量浓度为0.0、0.1、0.2、

0.3、0.4、0.5、0.6 g/100 mL的碱溶液进行复水。

通过预实验得到鱿鱼碱法复水最佳工艺：鱿鱼干→30 ℃

纯水回软1 h→25 ℃碱液浸泡8 h→纯水漂洗脱碱4 h。

1.3.2 鱿鱼复水Peleg吸水模型的建立[13]

为确定不同碱质量浓度下鱿鱼复水时间和复水特性

的函数关系，采用Peleg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Peleg

模型可以用于描述一些S型和非S型物料的吸湿特性[14]，

Peleg方程见下式。

Ct＝C0＋K1＋K2t
t

 （1）

式中：Ct为t时刻鱿鱼的水分含量/%；C0为鱿鱼回软

1 h的水分含量/%；t为时间/h；K1为Peleg方程速率常数/

（h/%）；K2为Peleg方程容量常数/%－1。

对Peleg方程进行一次求导，即可获得鱿鱼复水的吸

水速率R，如公式（2）所示。

R/ %/h dC
dt

K1

K1＋K2t
2 （2）

在Peleg方程中，K1与鱿鱼的初始吸水速率R0（即

t=t0=0时的R）有关，如公式（3）所示。

R0/ %/h ＝     ＝
dC
dt   t0

1
K1

 （3）

在Peleg方程中，如果复水时间足够长，即t趋向于∞

时，可以得到平衡水分含量Ce和K2的关系，如公式（4）

所示。

C t     ∞＝Ce＝C0＋K2

1
 （4）

根据干鱿鱼水分含量和定时测定复水鱿鱼水分的变

化计算不同时刻鱿鱼的水分含量，将Peleg方程转变为线

性形式，进行分析。

t
C－C0

＝K1＋K2t （5）

1.3.3 复水鱿鱼感官评价（模糊数学法）

参照姜晴晴等[15]的方法，对5 男5 女进行感官评定培

训，组成感官评定小组。基于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对复

水鱿鱼从色泽、组织、口感和滋味四方面对样品进行综

合评分，评分标准见表1。

表 1 复水鱿鱼感官评价标准

Table 1 Criteria for sensory evaluation of rehydrated squid 

描述 极好 较好 一般 不合格

色泽
均匀，呈黄色或

淡黄褐色
黄褐色偏深，比较均匀 颜色较深，不均匀 颜色深，极不均匀

组织
切面无软烂现象，
触摸不发黏，弹性好

切面有轻微软烂
现象，触摸轻微
发黏，弹性较好

切面软烂现象明显，
触摸发黏现象明显，

弹性较差

切面软烂现象严重，
触摸发黏现象严重，

弹性差

气味
鱿鱼特征风味明显，

无碱味
鱿鱼特征风味

明显，有微弱碱味
鱿鱼特征风味较强，

碱味明显
鱿鱼特征风味较弱，

碱味强

口感 咀嚼性好，无黏牙现象
咀嚼性较好，
有轻微黏牙现象

咀嚼性较差，
黏牙现象明显

咀嚼性差，
黏牙现象严重

1.3.4 pH值测定  

参考GB/T 9695.5—2008《肉与肉制品pH测定》[16]的

方法。取1 g绞碎肉样，加入10 mL质量分数0.75%的KCl

溶液，均质处理后测其pH值，每个样品平行3 次。

1.3.5 色泽测定

用UltraScan PRO测色仪测定复水鱿鱼的L*、a*、b*

值。L*值表示亮度，a*正值表示偏红，负值表示偏绿；

b*正值表示偏黄，负值表示偏蓝。每组样品平行3 次，每

个平行重复3 次，取平均值进行计算。

1.3.6 剪切力测定

用TA.XT2i物性测定仪测定剪切力，参数设置如

下：测前速率：1.50 mm/s，测中速率：1.50 mm/s，测

后速率：10 mm/s；距离：30.0 mm；触发力：40 g。测

定时将复水鱿鱼沿肌纤维方向切取4 cm×1 cm×1 cm的

肉条状，用物性测定仪连接的V型刀头，垂直肌纤维方

向切割。

1.3.7 质地剖面分析（texture profile analysis，TPA）

取2 cm×1 cm×1 cm复水的鱿鱼，吸除表面水分

后，使用CT-3质构分析仪对鱿鱼的硬度、弹性、内聚

性、胶着性、咀嚼性进行测定。测定条件：TA44平底

柱状探头，触发力为5 g，目标形变为50%，测试速率

1.00 mm/s，返回速率1 mm/s，循环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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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蛋白质溶解度测定

参照Li Chao等[17]的方法测定肌浆蛋白和肌原纤维蛋

白的溶解度。

肌浆蛋白浓度测定：准确称取1 g绞碎肉样于100 mL

离心管中，加入10 mL冰浴磷酸钾缓冲液（0.025 mol/L，

pH 7.2），低速匀浆（6 500 r/min）2 次，每次30 s，间

隔30 s。将匀浆液置于4 ℃摇床上抽提12 h后，对抽提液

进行4 ℃、1 500×g离心20 min，取离心上清液，双缩脲

法测定其蛋白浓度。

总可溶性蛋白浓度测定：准确称取0 .5  g绞碎肉

样于100  mL离心管中，加入10  mL冰浴碘化钾提取

液（1.1 mol/L碘化钾溶于0.1 mol/L磷酸钾缓冲液，

pH 7.2），与肌浆蛋白步骤相同进行匀浆、抽提、离心取

上清液双缩脲法测定蛋白浓度。双缩脲法标准曲线线性

方程：y＝0.046 0x＋0.007 5（R2＝0.999 1）。

1.3.9 可溶性蛋白溶出量测定

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法测定复水液中水溶性蛋白质

含量，计算每克干鱿鱼所损失的可溶性蛋白，3 次重复，

结果取平均值。标准曲线线性方程：y=0.008 4x＋0.010 7

（R2=0.998 0）。

1.4 数据处理

运用SPSS 19.0对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最小显著差数

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多重比较以及

Pearson’s相关性分析，用Origin 8.1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鱿鱼复水过程吸水模型的建立

2.1.1 鱿鱼复水时水分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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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鱿鱼的水分吸收曲线

Fig.1 Water absorption curves of dried squid

由图1可知，同一碱质量浓度下，随着复水时间的

延长，鱿鱼水分含量逐渐增加，在复水的初期阶段，水

分含量增加速率快，在复水后期阶段，吸水接近平衡状

态，速率减缓。复水初期阶段，鱿鱼内部与外部存在

较大的渗透压，水分扩散速率较快，随着复水时间的延

长，鱿鱼内外渗透压减小，水分扩散速率变慢，这与菲

克第二定律相符。在同一复水时间，随着碱质量浓度的

增大，鱿鱼水分含量逐渐增大。碱的分解、皂化等反应

破坏干鱿鱼表面的脂质膜，增大细胞间空隙，便于碱和

水向内层细胞扩散；碱升高复水液pH值，使蛋白质中氨

基、羟基、羧基、酮基、醛基等亲水基团暴露出来，蛋

白质表面负电荷增多，与水分子结合形成水化层，提高

蛋白质的持水能力，增加蛋白质的持水量，并且水化层

的形成有助于水通过细胞膜向细胞内渗透[18]。

2.1.2 鱿鱼复水Peleg方程K1的预测

0.1 g/100 mL碱
0.2 g/100 mL碱
0.3 g/100 mL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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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干鱿鱼吸水过程中Peleg模型的应用

Fig.2 Application of the Peleg model to describe water absorption of 

dried squid 

如图2所示，以t为横坐标，t/（Ct－C0）为纵坐标作

图，得到鱿鱼碱法复水过程Peleg方程的拟合曲线，直线

斜率即为K2，截距为K1，求出不同质量浓度下的K1、K2

值，结果如表2所示。K1是一个与质量转换率有关的常

数[19]，代表水分扩散速率，K1越小，初始的水分吸收速

率越大，K2代表平衡状态下的最大保水能力，K2越小，

保水能力越大[20]。由表2可知，K1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大

而减小，说明初始吸水速率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

大；K2在碱质量浓度为0.3 g/100 mL时有最小值，说明该

质量浓度下复水鱿鱼具有最好的保水能力。实验范围内

R2均大于0.995，这表明Peleg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实验条件

下鱿鱼的复水动力学。

表 2 复水鱿鱼Peleg方程参数值

Table 2 Peleg equation parameters of rehydrated squid

碱质量浓度/
（g/100 mL） K1/（h/%） K2 /%

－1 R2

0.1 0.076 5 0.043 5 0.997 0

0.2 0.068 4 0.028 4 0.999 0

0.3 0.059 3 0.027 6 0.996 4

0.4 0.054 6 0.028 5 0.997 4

0.5 0.046 5 0.027 7 0.998 5

0.6 0.040 9 0.029 6 0.998 2

2.2 碱对复水鱿鱼品质的影响

2.2.1 碱对复水鱿鱼感官品质的影响

感官特性是直接衡量食品的重要标准，对其进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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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感官品质在描述方面具有模糊

性，应用模糊数学法可以对这些属性进行定量化和数学

化。本研究通过因素集的确立、评语集的确立、质量因

素权重集的确立、模糊评判矩阵的建立、模糊变换及综

合评分步骤，得到不同碱质量浓度复水鱿鱼感官评价极

好、较好、一般以及不合格的赞成比率。综合评价结果

如下：

R1=（22%，36%，22%，20%）

R2=（26%，32%，35%，7%）

R3=（61%，34%，5%，0%）

R4=（73%，24%，3%，0%）

R5=（12%，21%，48%，19%）

R6=（6%，16%，40%，38%）

R7=（3%，11%，34%，52%）

R1、R2、R3、R4、R5、R6、R7分别代表碱质量浓度为

0.0、0.1、0.2、0.3、0.4、0.5、0.6 g/100 mL复水鱿鱼的

感官评价结果。以R4为例，碱质量浓度为0.3 g/100 mL的

复水鱿鱼有73%的感官评定员认为此条件下复水鱿鱼品

质极好，亦即碱质量浓度为0.3 g/100 mL复水鱿鱼得到极

好评价的赞成比率为73.0%，24.0%认为较好，3.0%认为

一般，0.0%认为此复水鱿鱼品质不合格。

感官评定结果表明，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加，复

水鱿鱼品质呈先变好后变坏的趋势，在碱质量浓度为

0.3 g/100 mL时达到最好。在复水过程中，碱质量浓度过

低，水分吸收不足；碱质量浓度过高，对蛋白质破坏较

严重，二者都会导致感官评分的下降。

2.2.2 碱对复水鱿鱼基本食用品质的影响

表 3 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基本食用品质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eating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quid

指标
碱质量浓度/（g/100 mL）

0.0 0.1 0.2 0.3 0.4 0.5 0.6

pH 6.68±0.01Ff 6.91±0.02Ee 7.31±0.02Dd 7.47±0.03Cc 8.90±0.03Bb 9.19±0.01Aa 9.23±0.03Aa

表面L* 65.90±0.41Aa 65.45±2.03Aa 66.08±1.21Aa 58.19±0.45Bb 55.99±0.59Bb 51.66±0.70Cc 39.28±0.29Dd

内部L* 59.71±2.99Aa 56.16±0.76Ab 58.26±0.16Aab 50.38±0.14Bc 50.30±0.37Bc 45.97±0.53Bd 30.64±1.10Ce

表面a* 7.11±0.07Aa 6.11±0.12Bb 5.04±0.23Cc 5.40±0.29BCc 2.97±0.31Dd 2.09±0.22Ed 2.69±0.03De

内部a* 13.09±0.35Aa 11.07±0.47ABb 9.67±0.80BCbc 9.51±0.50BCbc 10.32±0.37BCbc 8.68±0.73CDc 6.85±0.71Dd

表面b* 12.52±1.07Aa 13.67±0.27Aa 8.50±1.22Bb 8.96±0.63Bb 5.68±0.37Cc 1.33±0.67Dd 1.48±0.51Dd

内部b* 24.55±0.39Aa 21.64±0.36Bb 20.66±0.86BCbc 20.78±0.55BCb 19.32±0.48CDcd 18.65±0.10Dd 10.25±0.19Ee

注：同行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01）；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由表 3可知，不同碱质量浓度复水的鱿鱼表面 

L*值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碱质量浓度小于0.2 g/100 mL

时，复水鱿鱼表面L *值变化不显著（P＞0 . 0 5），

在0.4～0.6 g/100 mL范围内，L*值呈现出递减趋势 

（P＜0.05）。内部与表面L*值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

随着碱质量浓度增大，鱿鱼在相同时间内水分含量增加

不一，肌肉中的水分状态和含量不同，分散在肌纤维中

的水分会影响肉的颜色反射率，引起L*值的差异 [21]。

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大，a*、b*值均呈现出递减趋势，

Trespalacios等[22]认为，当肌红蛋白含量恒定时，色泽会

显著受到加工过程中其他参数的影响，如脂肪和水分含

量的添加或减少。在鱿鱼复水过程中，色泽的不同变化

主要是由水分含量的不同引起的。

2.2.3 碱对复水鱿鱼质构特性的影响

表 4 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质构特性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TPA characteristics of squid

指标
碱质量浓度/（g/100 mL）

0.0 0.1 0.2 0.3 0.4 0.5 0.6

硬度/g 1 748±17Aa 1 159±19Bb 877±10Cc 802±36Cc 555±14Dd 426±32Dd 378±7Dd

弹性/mm 3.68±0.21Aa 3.60±0.22Aa 4.65±0.81Aa 4.42±0.40Aa 4.54±0.91Aa 4.57±0.39Aa 4.25±0.12Aa

咀嚼性/mJ 44.5±2.3Aa 33.1±2.1Bb 20.9±4.5Cc 16.7±1.2CDcd 12.5±1.6DEde 9.0±1.1DEe 6.7±0.3Ee

胶着性/g 1 234±63Aa 741±70Bb 458±31Cc 389±57CDcd 293±40CDEde 254±17DEde 160±8Ee

内聚性 0.71±0.02Aa 0.64±0.07Aab 0.61±0.11Aab 0.49±0.12Aab 0.53±0.16Aa 0.52±0.03Aab 0.42±0.10Ab

剪切力/g 3 643±58Aa 2 976±65Bb 2 046±59Cc 1 776±62Dd 981±32Ee 614±49Ff 574±21Ff

由表4可知，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加，硬度、咀

嚼性、胶着性降低，且不同碱质量浓度之间存在显著 

（P＜0.05）或极显著（P＜0.01）差异，而弹性变化不

显著（P＞0.05）。不同碱质量浓度下内聚性显著变化 

（P＜0.05）。剪切力呈现出极显著下降趋势（P＜0.01）。

质构是人体口腔与食品接触时产生的生理刺激在触觉上

的反映，它是源于食品结构的一组物理参数，属于力学

和流变学的范围[23]。不同碱质量浓度下复水鱿鱼表现出

的硬度、咀嚼性、胶着性和内聚性的差异主要是由鱿鱼

的水分含量和复水过程中蛋白质变性引起的。在复水过

程中，碱对肌肉的组织结构产生破坏，使其结构发生改

变，并且碱液的缓冲、螯合和乳化作用可以提高肌肉的

持水性[8]，使鱿鱼持水力增强，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加，

保持水分的能力越强。肌原纤维蛋白作为一种重要的功

能性蛋白质，对鱿鱼质构特性起决定性作用[24]，在复水

过程中，肌原纤维蛋白变性对质构特性的变化也起到重

要作用。

2.2.4 碱对复水鱿鱼营养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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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可溶性蛋白溶出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soluble protein dis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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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溶出量可以反映鱿鱼营养物质损失的程度。

由图3可知，碱质量浓度为0.0～0.2 g/100 mL时，碱破坏

干鱿鱼表面，加速水分进入鱿鱼组织，鱿鱼体内蛋白质

和脂肪等物质溶出，且传质速率随碱质量浓度的增大而

增大，使可溶性蛋白损失量极显著增大（P＜0.01）；

碱质量浓度为0.2～0.3 g/100 mL和0.4～0.5 g/100 mL时，

物质传递过程趋于平衡，水分扩散速率差别不大，可溶

性蛋白损失量变化不显著（P＞0.05）；碱质量浓度为

0.5～0.6 g/100 mL时，碱对鱿鱼蛋白质的破坏程度较大，

使肌原纤维蛋白网状结构破坏严重，从而使可溶性蛋白

溶出量显著增大（P＜0.01）。

2.3 碱对复水鱿鱼蛋白质溶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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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myofibrillar protein  

solubility of squid

由图4、5可知，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大，鱿鱼总可

溶性蛋白（肌原纤维蛋白和肌浆蛋白）和肌原纤维蛋白

溶解度均变化显著（P＜0.05），蛋白质溶解度是评价

蛋白质变性程度的常用指标，与蛋白质功能特性密切相

关，它是在蛋白质-蛋白质和蛋白质-溶剂相互作用之间

平衡的热力学表现形式[25]。维系蛋白质二级及高级结构

的重要作用包括氢键、配位键、疏水作用、二硫键等，

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作用会被破坏和重组，蛋

白质的结构也随之改变[26]，引起蛋白质变性，溶解度下

降。在碱复水液中，pH值较高，鱿鱼蛋白质分子内部氨

基、羧基的可离解基团发生离解，产生强烈的分子内静

电相互作用，引起蛋白质的去折叠和变性，表现为蛋白

质溶解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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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总蛋白溶解度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on total protein solubility of squid

2.4 各品质指标相关性分析

表5反映了经不同质量浓度碱复水处理后，鱿鱼各

品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鱿鱼体脂量增加率对鱿鱼基本

食用品质和全质构特性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说明鱿鱼

色泽、质构特性、剪切力的变化都与水分含量的变化有

关。不同碱质量浓度条件下得到鱿鱼具有不同的pH值，

引起蛋白质不同程度的变性，蛋白质溶解度变化反映碱

对蛋白质破坏程度，蛋白质溶解度对基本食用品质、质

构特性和剪切力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说明蛋白质变性

也对鱿鱼的品质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表 5 复水鱿鱼各品质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squid quality parameters

指标 pH值 内部L*值 表面L*值 内部a*值 表面a*值 内部b*值 表面b*值 硬度 弹性 咀嚼性 胶着性 内聚性 剪切力
总蛋白
溶解度

肌原纤维
蛋白溶解度

可溶性
蛋白溶出量

体质量
增加率

pH值 1 －0.635** 0.559** －0.208 －0.610** －0.492* －0.638** －0.741** 0.086 －0.736** －0.733** －0.442* －0.772** －0.747** －0.708** 0.746** 0.747**

内部L*值 1 0.931** 0.523* 0.589** 0.912** 0.792** 0.734** 0.074 0.748** 0.693** 0.534* 0.779** 0.774** 0.899** －0.700** －0.649**

表面L*值 1 0.594** 0.429 0.893** 0.731** 0.708** －0.073 0.727** 0.686** 0.597** －0.700** 0.786** 0.885** －0.693** －0.635**

内部a*值 1 0.513* 0.820** 0.600** 0.361 0.049 0.398 0.333 0.367 0.465* 0.503* 0.614** －0.427 －0.386*

表面a*值 1 0.619** 0.842** 0.798** 0.049 0.794** 0.778** 0.431 0.807** 0.768** 0.773** －0.799** －0.821**

内部b*值 1 0.798** 0.633** 0.086 0.658** 0.587** 0.501* 0.714** 0.727** 0.873** －0.637** －0.583**

表面b*值 1 0.864** 0.222 0.886** 0.802** 0.439* 0.939** 0.885** 0.905** －0.794** －0.833**

硬度 1 －0.113 0.974** 0.975** 0.540* 0.969** 0.956** 0.913** －0.958** －0.969**

弹性 1 －0.057 －0.248 －0.512* －0.013 －0.088 －0.050 0.226 0.154*

咀嚼性 1 0.975** 0.636** 0.969** 0.979** 0.933** －0.963** －0.975**

胶着性 1 0.687** 0.935** 0.953** 0.898** －0.981** －0.979**

内聚性 1 0.540* 0.634** 0.644** －0.676** －0.610**

剪切力 1 0.972** 0.941** －0.921** －0.949**

总蛋白溶解度 1 0.963** －0.966** －0.970**

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 1 －0.918** －0.895**

可溶性蛋白溶出量 1 0.984**

体质量增加率 1

注：**. 相关性极显著（P ＜ 0.01）；*. 相关性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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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干鱿鱼的吸水曲线符合经典物质吸水曲线，Peleg方

程对鱿鱼吸水曲线具有较高的拟合性，其相关系数均在

0.99以上。

不同碱质量浓度对复水鱿鱼的感官品质、基本食

用品质和全质构特性具有重要影响。感官品质方面，

随着碱质量浓度的增大，鱿鱼感官品质呈现出先变好后

变差的趋势，在0.3 g/100 mL时感官最好；基本食用品

质方面，pH值呈递增趋势，L*、a*、b*值均呈递减趋

势；质构特性方面，硬度、咀嚼性、胶着性和剪切力呈

递减趋势，而黏性和弹性变化不显著；营养成分损失方

面，可溶性蛋白溶出量在碱质量浓度0～0.2 g/100 mL和

0.5～0.6 g/100 mL范围内显著增大，在0.2～0.5 g/100 mL

范围内变化不显著；蛋白质溶解度方面，总蛋白溶解度

和肌原纤维蛋白溶解度均呈递减趋势。

不同质量浓度碱条件下复水液pH值不同，使得复水

鱿鱼水分含量和蛋白质变性程度不一，二者共同导致不

同碱质量浓度下复水鱿鱼品质特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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