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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撕牛肉护色工艺优化及储存条件研究

陈崇艳，彭先杰，袁玉梅，杨　婷，袁先铃

（四川轻化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以手撕牛肉为研究对象，优化其护色工艺及储存条件。通过测定明度、黄度和红度为评定

标准判断红曲红色素、辣椒红色素、亚硝酸钠等发色剂对手撕牛肉的影响；进行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

探究茶多酚、Ｄ－异抗坏血酸钠等发色助剂及光照对手撕牛肉存储的条件。结果显示：得到较优显色效

果的发色剂是红曲红色素，其次是辣椒红色素、亚硝酸盐，且当满足亚硝酸盐 ００６‰、红曲红色素

０１２‰、辣椒红色素０１０‰时，复配显色效果较显著；在最佳护色配方的样品中添加发色助剂 Ｄ－异抗

坏血酸钠０６‰能减缓手撕牛肉色泽褪色效果；黑暗条件更利于手撕牛肉的保存。实验结果为手撕牛肉

工业化生产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手撕牛肉；发色剂；发色助剂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５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引 言

牛肉具有优质蛋白、低脂肪等特性，其蛋白质含量

达２０％以上，脂肪含量仅有１０％［１］。我国是肉牛产业

大国，养殖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原产区、西北产区、东

北产区以及西南产区［２］。城镇和乡村居民月人均牛肉

消费量分别为２５ｋｇ和１１ｋｇ，在肉类消费中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７１％和４９％，牛肉进出口在处于较低水平的

同时进口增长显著［３］。我国的牛肉消费需求已经进入

快速增长期，市场发展潜力巨大［４］。

手撕牛肉是四川风味名吃，属于川菜系。手撕牛肉

不仅保留了牛肉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又具有独特的地方

特色，具有易食用、携带方便等特点，深受消费者青

睐［５］。色泽是评价手撕牛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消费

者和厨师经常通过牛肉的颜色来评判烤熟程度［６］，以及

消费者在购买肉类产品时通常将颜色作为肉类新鲜与

否的标准［７８］。目前，市面上手撕牛肉产品品牌较多，但

多数产品采用的是手工作坊式生产，使用传统发色剂亚

硝酸盐进行发色，如何降低亚硝酸盐在食品中的残留量

也备受人们关注［９１１］。因此，在手撕牛肉的着色中使用

天然色素部分替代亚硝酸盐以提高食用安全［１２１３］，并加

入发色助剂保护天然色素的稳定性［１４１５］，延长产品的货

架期品质，对手撕牛肉工业化生产有重要意义［１６１８］。

本实验主要研究食用性天然色素在手撕牛肉加工

中的应用，确定手撕牛肉最佳护色配方，选取发色剂、发

色助剂，确定保藏条件，提高色素稳定性，延长手撕牛肉



色泽保存时间，减少亚硝酸钠的使用量，提高食品安全

性，同时为手撕牛肉风味小吃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性

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精牛肉、食盐、白酒、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细辣

椒面、花椒面、食用油等均购于四川省自贡市沃尔玛

超市。

添加剂包括亚硝酸钠、红曲红色素、辣椒红色素（油

溶）、Ｄ－异抗坏血酸钠，均为食品级。

１２ 仪器与设备

仪器与设备包括：ＮＳ８００分光测色仪，配有校准４５／

０几何光学结构系统（深圳市三恩施科技有限公司）；ＵＶ

－５５００Ｐ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配有双光束比例监测

光学系统以及１２８×６４位点阵式液晶显示器（上海元析

仪器有限公司）；ＤＺ－４００／２ＥＳ真空包装机，配有真空抽

气、封口、印刷产品标签一次完成功能（华联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ＪＡ－５００３电子分析天平，配有 ＲＳ２３２Ｃ接口

（上海恒平科学仪器）。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手撕牛肉制备

工艺流程：牛肉→去血水→腌制→卤制→切条、整

形→油炸→炒制→真空包装→成品。

操作要点：将检验合格的精牛肉洗净；分割成适宜

大小，放入盛有适量水的锅中蒸煮去血水；加入食盐、花

椒、白酒、白糖、味精放入盛有适量水的容器中，并加入

不同配比的护色色素，用保鲜膜密封容器，在４℃～８℃

条件下腌制六天；卤制４０ｍｉｎ；牛肉切条；油炸；加入五

香粉用小火炒制，加入细辣椒面、白糖、鸡精、味精、花椒

面；冷却至室温，牛肉成品装入包装袋，抽真空。

１３２ 手撕牛肉色度的研究分析

取各样品表面平整、上色均匀１５ｃｍ×１５ｃｍ大小

肉块，测定样品的ａ值、ｂ值、Ｌ值按照色度值，平行

三次，取平均值。

１３３ 手撕牛肉亚硝酸盐残留量的研究分析

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３３－２０１０［１５］中的盐酸萘乙二胺法测

定样品亚硝酸盐残留量，且残留量≤３０ｍｇ／ｋｇ为合

格品。

１４ 计算

肉制品红度在一定时期内变化的幅度可用红色保

存率表示，按下面公式可计算红色保存率。

红色保存率（％）＝第２１ｄ的红度值
第１ｄ的红度值 ×１００％ （１）

１５ 实验设计

１５１ 发色剂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１）不同发色剂对手撕牛肉色泽影响的单因素

试验

在牛肉的腌制过程中，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亚硝酸

钠、红曲红色素、辣椒红色素进行护色操作，制备手撕牛

肉产品，进行色泽测定，确定较适宜用量范围。

（２）发色剂正交试验优化

以单因素实验确定的护色剂较适宜用量范围，选取

三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确定优化复配工艺。

１５２ 发色助剂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在牛肉的腌制过程中，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茶多酚

与Ｄ－异抗坏血酸钠与护色剂联合作用，进行助色操

作，制备手撕牛肉产品，进行色泽测定，确定茶多酚与

Ｄ－异抗坏血酸钠的最适添加量。

１５３ 光照条件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将制备好的手撕牛肉样品分为两组，一组放于黑暗

中避光保存，一组放于紫外光下照射。每隔５ｄ对其色

泽进行测定，同时比较两种储存条件下色泽的变化情

况，确定较优的储存条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发色剂对手撕牛肉色泽以及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

２１１ 亚硝酸钠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亚硝酸钠的护色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１可以看

出，Ｌ（明度）值与 ｂ（黄度）值未因亚硝酸盐添加量

的增加而发生较大改变，分别在４９２１～５０６９与１５３２

～１６０２间不规则变化。说明亚硝酸盐添加量对 Ｌ值

与ｂ值的影响较小。因此，后续试验以 ａ（红度）值

作为评定标准，将不考虑 Ｌ值与 ｂ值。由图可知，随

着亚硝酸盐添加量的增加，ａ值越来越大，这与李开

３２第３２卷第５期　　 　　　　　陈崇艳，等：手撕牛肉护色工艺优化及储存条件研究



雄［２０］等人在驴肉火腿的研究的观点一致。但当添加量

在００９时 ａ值增加缓慢，因亚硝酸盐存在安全隐患，

但亚硝酸盐能特异性地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等致病菌的

生长，故确定亚硝酸盐００６％～００９％为较适宜范围。

图１ 亚硝酸盐添加量对手撕牛肉色度的影响

２１２ 红曲红色素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红曲红色素进行护色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

以看出，ａ值随红曲红色素添加量的增加逐渐增加，当

添加量达到０１１％时，出现拐点，ａ值趋于稳定。该结

论与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ｈａｌｈａｍｅｒ［２１］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红

曲红色素的存在影响着产品鲜艳的颜色强度。

图２ 红曲红色素添加量对手撕牛肉色度的影响

２１３ 辣椒红色素对手撕牛肉色泽的影响

辣椒红色素护色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以看

出，ａ值随辣椒红色素添加量增多而增加，当添加量达

到０１５％，出现拐点，ａ值趋于稳定。辣椒红色素上色

后不会随时间变化影响色泽，能较好地解决食品加工中

的褪色问题，切实增强食品货架期，因此在食品工业中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２２］。

图３ 辣椒红色素添加量对手撕牛肉色度的影响

２１４ 发色剂正交试验优化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１。由表１可知，三个因素对手

撕牛肉ａ值影响程度的顺序为 Ｂ＞Ｃ＞Ａ，即红曲红色

素＞辣椒红色素 ＞亚硝酸盐；由 Ｋ可知，手撕牛肉发色

剂最佳组合为Ａ１Ｂ３Ｃ１，即亚硝酸盐的量为００６‰，红曲

红色素的量为０１２‰，辣椒红色素的量为０１０‰，手撕

牛肉色度值大小为２２１６。结果说明红曲红色素、辣椒

红色素能部分替代亚硝酸盐发色，这与李彬彬等［２３］在川

式香肠研究中红曲红色素能部分代替亚硝酸钠发色相

吻合。说明此复合护色剂对手撕牛肉确实有很好的护

色效果。因该组合在正交试验中未做，故按最优组合做

验证性实验，经验证该组合 ａ值为２２４５，略高于正交

表中的其他组合，且亚硝酸盐的添加量相对较低，证明

此组合切实可行。

２１５ 最佳护色配方与亚硝酸盐对照组中亚硝酸盐残

留量

由图４可知，对照组亚硝酸盐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

降低，试验组亚硝酸盐趋于稳定，但是对照组亚硝酸盐

残留量约为最佳护色配方１７～２３倍，而最佳护色配

方红度值略高于亚硝酸盐对照组，故可用复合配方来提

高色度而减小亚硝酸盐的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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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设计及结

试验号 Ａ（亚硝酸钠） Ｂ（红曲红色素） Ｃ（辣椒红色素） Ｄ（空列） ａ 红度值

１ １（００６０％） １（００７０％） １（０１０％） １ １８８４

２ １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１５％） ２ １９３２

３ １ ３（０１１％） ３（０２０％） ３ １９２５

４ ２（００７５％） １ ２ ３ １４１７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９６７

６ ２ ３ １ ２ ２２１６

７ ３（００９０％） １ ３ ２ １８４１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７１５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８９１

Ｋ１ ５７４１ ５１４２ ５８１５ ５７４２ ２２４４０

Ｋ２ ５６００ ５６１４ ５２４０ ５９８９

Ｋ３ ５４４７ ６０３２ ５７３３ ５０５７

ｋ１ １９１４ １７１４ １９３８ １９１４

ｋ２ １８６７ １８７１ １７４７ １９９６

ｋ３ １８１６ ２０１１ １９１１ １６８６

Ｒ ０９８ ２９７ １９２ ３１１

图４ 最佳护色配方与亚硝酸盐对照组残留量

２２ 发色助剂对手撕牛肉色泽以及亚硝酸盐含量的

影响

２２１ 茶多酚对亚硝酸盐残留量以及手撕牛肉色泽的

影响

茶多酚对亚硝酸盐残留量以及手撕牛肉色泽的影

响如图５所示。添加茶多酚后，产品中亚硝酸钠的残留

量有降低效果，但是茶多酚浓度继续增加，亚硝酸钠残

留量稍有回升。其中茶多酚添加量为１５０ｍｇ／ｋｇ时，亚

硝酸钠残留量最低达５３１ｍｇ／ｋｇ。茶多酚降低亚硝酸

钠残留量原因可能是：茶多酚和稀硝酸发生硝化反应，

生成邻或对硝基化合物［２４２５］；也可能是因为亚硝酸钠分

解可以生成硝酸，在一定范围内，可能与体系中加入的

茶多酚发生反应，从而消耗亚硝酸钠，使其残留量降低。

另外，茶多酚具有多个酚羟基，酚羟基中的氧原子为 ＳＰ

杂化状态，氧原子上两对未共用电子对之一占据未参与

杂化的Ｐ轨道，可以与苯环形成 Ｐπ共扼体系，电子云

密度向苯环转移，氢氧之间的电子云密度比醇中的低，

即氢氧之间的结合减弱，使氢离子能以Ｈ＋的形式解离。

Ｈ＋能与亚硝酸反应，消耗亚硝酸根，从而降低亚硝酸钠

含量［２６］。而亚硝酸钠残留量在茶多酚添加量增至一定

程度后，稍有回升，可能是因为肉体系本身非常复杂，存

在一些负反应，使它不可能与简化体系完全相同［２７］。

图５ 茶多酚添加量对亚硝酸盐残留量和

手撕牛肉色度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茶多酚进行助色操作的色泽测定结果

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随着茶多酚添加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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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撕牛肉红度值上升，这与周炜婧［２８］等人在茶多酚对腌

肉护色效果研究一致。原因是茶多酚能还原亚硝酸钠

为亚硝酸，然后产生 ＮＯ，同时又能将 Ｆｅ的氧化型肌红

蛋白还原成Ｆｅ的氧合及还原型肌红蛋白，从而加速和

增强腌制红色的产生。说明茶多酚有增加手撕牛肉色

泽的作用。

２２２ Ｄ异抗坏血酸钠对亚硝酸盐残留量手以及撕牛

肉色泽的影响

Ｄ异抗坏血酸钠对亚硝酸盐残留量手以及撕牛肉

色泽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手撕牛肉红度值

随Ｄ异抗坏血酸钠的增加而增加，这与施帅［２９］在关于

Ｄ异抗坏血酸钠对中式香肠的护色效果研究结果相吻

合。原因是Ｄ异抗坏血酸钠能还原亚硝酸钠为亚硝酸，

然后产生ＮＯ，同时又能将三价铁的氧化型肌红蛋白还

原成二价铁的氧合及还原型肌红蛋白，从而加速和增强

腌制红色的产生。故 Ｄ异抗坏血酸钠有增加肉色的

功效。

图６ Ｄ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对亚硝酸盐残留量和
手撕牛肉色度的影响

样品中亚硝酸盐残留量随着Ｄ异抗坏血酸钠添加

量增加而降低。因此向肉制品中添加 Ｄ异抗坏血酸

钠，起到降低亚硝酸盐残留量的作用，减少亚硝酸盐对

人体的危害。这是因为肉制品中乳酸等有机酸与

Ｄ异抗坏血酸钠反应生成异抗坏血酸，异抗坏血酸的

酸性来自烯二醇的羟基，由于羟基和羰基相邻，烯二醇

基极不稳定，与各种金属成盐，解离出 Ｈ＋，而 Ｈ＋能与

ＮＯ２反应，消耗 ＮＯ２，降低亚硝酸盐含量，这样可以减

少亚硝胺的前驱物质的形成，从而防止亚硝胺对人体

的危害。同时，这样也不影响亚硝酸盐对肉毒杆菌的

抑制作用［３０］。

２３ 光照对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光照对色素稳定性影响的试验结果如图７所示，发

色剂最佳组样品黑暗和紫外光红色保存率分别为７２％

和６３％，亚硝酸盐对照组（０１２‰）样品黑暗和紫外光红

色保存率分别为：５２％和４３％。因此发色剂最佳组比亚

硝酸盐对照组样品无论在黑暗保藏还是在紫外光照射

下红色保持率都较高，黑暗更利于保存。样品在第１６ｄ

左右红度值趋于稳定，在第１１ｄ最佳组黑暗样品红色度

有所上升，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手撕

牛肉的红色是由原料肉中的血红素、添加的色素以及亚

硝酸钠的护色共同组成，其中血红素的退色速度高于红

曲红等天然色素的退色速度，红度值的降低主要是血红

素在光、氧的作用下发生的［３１］。之后红色的上升可能是

一段时间贮藏后，手撕牛肉表面水分蒸发，产生了色素

浓缩效应［３２］。

图７ 发色剂最佳组合与亚硝酸盐对照组手撕牛肉

在不同光照下红度值变化

２４ 发色助剂不同光照下红度值的变化比较

发色助剂不同光照２１ｄ的红度值如图８、图９所示。

手撕牛肉在第２１ｄ红度值随茶多酚或Ｄ异抗坏血酸钠

添加增多而增加，等量添加的情况下，黑暗都比紫外光

红色保存率高。第四组黑暗和紫外光红色保存率分别

为９１８％和７９８％；第五组黑暗和紫外光红色保存率分

别为９２５％和８１９％，即第四组红度值与第五组基本相

同。手撕牛肉工艺油炸时会影响其溶解性，故需多添加

茶多酚才能更好延长护色时间，考虑到茶多酚国标规定

最大添加量为０３ｇ／ｋｇ，以及茶多酚是低毒性添加剂，

确定最佳茶多酚添加量为０２２５‰。而 Ｄ异抗坏血酸

钠在肉制品中的添加量可根据生产需要适量使用。为

确保安全性，添加０６‰Ｄ异抗坏血酸钠作为手撕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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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色助剂以延长色泽稳定时间。

图８ 第２１ｄ茶多酚添加量在不同光照下的红度值

图９ 第２１ｄＤ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在不同光照下的
红度值

３ 结 论

本文试验旨在减少亚硝酸盐用量，用天然色素红曲

红色素、番茄红色素、辣椒红色素部分替代亚硝酸盐，从

感官、色度、亚硝酸盐残留量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

为了提高样品储存时间而添加发色助剂，并确定最佳储

存条件，得出下列结果：

（１）由发色剂单因素试验得出：亚硝酸盐００６‰～

００９‰为正交试验的参考范围，红曲红色素 ００７‰ ～

０１１‰为正交试验的参考范围，辣椒红色素０１５‰为正

交试验该因素水平的参考量。

（２）根据发色剂单因素试验结果，作试验、Ｌ９（３
３）

正交试验，得出发色剂影响大小：红曲红色素 ＞辣椒红

色素＞亚硝酸盐，确定最佳护色配方为：亚硝酸盐

００６‰，红曲红色素０１２‰，辣椒红色素０１０‰。比手

撕牛肉亚硝酸盐对照组（０１２‰）添加的亚硝酸盐量低，

部分替代了亚硝酸盐。天然护色剂与亚硝酸盐协同作

用有护色的功效，降低了亚硝酸盐的残留量，提高了产

品的安全性。

（３）在最佳护色配方的样品中添加发色助剂 Ｄ异

抗坏血酸钠０６‰能明显减缓手撕牛肉色泽褪色效果，

延长其色泽保存时间，并降低亚硝酸盐残留量。

（４）由在黑暗和紫外光下的发色剂单因素试验、发

色剂正交试验以及发色助剂试验可知，黑暗避光更利于

手撕牛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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