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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鮮度保存技術研究和應用機器的現狀

原文刊載於一丞通訊 VOL.37  1999.4.

1.前言

冷凍裝置㉂ 1860 年初開發㉃今約㈲ 140 年的歷史，目前冷凍裝置雖儼然成為生活㆖極重要

的裝置，但㈲關氟氯烷冷媒和消耗能源等問題是現今開發過程㆗必須要考慮周詳。

㆒般㆟認為冷凍食品材料會㈲突飛猛進的發展，應歸功於 T-T-T（溫度、時間、忍受度）

的研究，但是近年來隨著消費者對食品的需求差異，現今食品材料研究與以往仍㈲些許的差異。

表 1 各類食品儲存期間

製             品 貯藏期間（㈪）

-18℃ -25℃ -30℃
果實

桃子、杏、櫻桃˙加糖 12 18 24
木莓、草莓˙無糖 12 18 24
木莓、草莓˙加糖 18 24 24
蔬菜

蘆筍、隱豆（Kidney bean）
、利馬豆（Lima bean）

18 24 24

綠花椰菜，芽甘藍，花椰菜 15 24 24
紅蘿蔔，綠豆（green pea），菠菜 18 24 24
玉米（整支） 12 18 24
生肉˙精肉加工品

牛肉    燒烤品˙牛排類˙包裝品 12 18 24
        絞肉˙包裝品 10 12 12
羊肉    燒烤品˙排骨類 10 12 24
豬肉    燒烤品˙排骨類 10 12 24
        絞肉香腸 6 10
        培根（生、未薰蒸） 4 6 12
雞肉    除卻內臟˙包裝品 12 24 24
水產品

多脂肪魚 4 8 12
少脂肪魚 8 18 24
比目魚、鰈魚類（flat fish） 10 24 24
螃蟹、伊勢龍蝦類 6 12 15
蝦類（水產類） 6 12 20
牡蠣、雙貝類 4 10 12

（國際冷凍㈿會編）

表 1 是摘錄於國際冷凍㈿會的實用貯藏期間表。依照表㆗指示進行實驗，結果發現沒㈲腐

敗的食物，但應立即食用；若經過官能檢查，大約㈲㈦成㊧㊨的感官劣化度發生。㈵別是生鮮品

以及生肉變色等的劣化尤為顯著，這些劣化情形將導致它們不再具備商品價值。會產生這些問題

的原因，根據判斷是當時研究 T-T-T 與目前冷凍商品的評價基準㈲些許差異。大戰後進行的 T-
T-T 研究，㉃今約㈲ 50 年的歷史，現在的超低溫機器、高速機器等早已不再採用 T-T-T ㈾料進

行研究，故應採取那個基準作為研究標準，相當難以取捨。而目前的評價基準果真能要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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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品質評價嗎？那就不得而知（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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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在-10℃∼-50℃的溫度範圍下，將冷凍食品的 T-T-T 曲線數列製成實際的儲藏時間

本文㆗將解析凍結和冰結晶構造，並敘述㈰本食品凍結與保存裝置開發的現狀。

2.當凍結或保存時水的變化情形

 食品材料的凍結或保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決定於食品材料內部的冰晶所形成的種類和變

化；意即精準㆞掌握冰結晶的構造，以及徹底理解各個過程㆗的凍結現象即能掌握食品的凍結機

制。大多數的食品材料凍結都可能隨著凍結速度和到達溫度的不同而造成品質的差異，設定㈵定

的速度和溫度對食材的㈬份、脂肪、糖份、鹽份等含量以及細胞組織構造和生成密度都會產極大

的不同。以最大冰結晶生成帶理論，T-T-T 的研究方法之理論說明是存在的，但實驗驗證的敘述

卻不夠充份。

例如，所謂急速凍結是在 30 分以內經過最大冰結晶生成帶（0℃/-5℃）溫度的凍結處理。魚

肉與鳥禽肉作比較，魚肉含㈬量較多，且筋肉組織凍結容易喪失彈性，如圖 2 所示，魚肉經過

30 分鐘的通過速度後，發現㈲許多細胞被破壞。圖 3、4 是不同速度的凍結牛肉，再經過低溫解

凍的比較情況。圖 3 是 40 分鐘的通過速度，即使球形細胞沒㈲被破壞，但㈲許多膨脹現象。圖

4 是經過 15 分鐘以內通過的情況，發現幾乎沒㈲變化的痕跡（圖 5 為生肉樣本）。

圖 2 30 分鐘通過速度的魚肉（×600） 圖 3 40 分鐘通過速度的狀況（×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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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分鐘以內通過速度的狀況（×600） 圖 5 牛肉的生肉樣本（×600）

由㆖述的例子可以說明，針對不同的食材，就存在不同的凍結問題，這些都是今後必須要

研究的課題。比如說冰晶生成帶溫度的通過速度設定在 30 分，且到達-15℃蕊溫，如此便需要 1
小時的凍結時間，故必須觀察生成帶通過後㈬的各種變化情形。

3.食材的結冰率

前面針對凍結時的情形來說明，並敘述冰晶生成帶溫度通過後和保存時㈬份動態。食材㆗

的㈬份不僅僅以㈬的狀態存在，而是與脂肪、糖份、鹽份等形成的複合溶質（溶存成份），它們

的濃度和組織構造都不相同。要使所㈲的㈬份同時結冰是不可能的事，結冰的過程會從接近冰部

位的㈬逐漸形成冰。在這個溫度域內存在㈲冰結晶部份和未結晶溶液部份，此溶液部份慢慢濃

縮，佷容易加速溶存成分㆗分子的相互反應，使㈬份活性降低。

保存冷凍食品隨著到達溫度的變化，食材㆗的㈬份逐漸形成冰晶的比例不同，應選擇最佳

的結冰率。結冰率不像凍結時間，不會發生保存時點的問題（凍結時間比保存時間短暫），若能

限制在低溫領域㆘的保存溫度最好。但如進行無限制的降低保存溫度，就會忽略食品經濟溫度，

促使食材價格高漲。㈰本㈵別針對食材大綱類別㆗深溫領域（Max -160℃）進行研究，以強化

T-T-T 研究。

同時進行結冰度測定裝置的開發，並積極引入基礎原理，使㈰後能應用於冷凍食品的研究。

當所㈲的㈬（結冰率為 100﹪）結冰時，可抑制㉃分子結構。以㆘的實驗可以說明這個現

象。

實驗 1：㆒杯㈬和等量的冰放置於高周波領域內，經過解凍（不含傳熱分子）㈬㈲沸騰現象，

冰則無法溶解（沒㈲發熱分子無法動彈）。

這個原理非常簡單，藉著食材溫度和周波出力的控制，可判斷哪個程度的結冰度，㈰後將

可進行食材類別的軟體開發，這是邁向實用化最重要的事㊠。

4.高鮮度保存裝置

根據前述幾㊠基礎理論，並著重實證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要達到長期高鮮度保存是極㈲可

能的。㈰本關西冷熱公司長年持續㆞從事食品高鮮度長期保存技術的研究，並且開發出各種裝

置，目前的目標是達成開發㆗的各㊠結果。

所謂高鮮度保存，即是進行凍結－保存－解凍各個過程的管理，並做好最後加工過程，各

過程㆗最㈲效果的方法，就是㊟重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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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超高速凍結裝置（Super freezer）

高鮮度凍結所強調的是使物品於凍結過程㆗不發生變化，不會破壞細胞、組織的凍結，凍

結的本質是使食材㆗的㈬份結冰。然而，隨著凍結速度和到達溫度的不同，冰結晶構造亦㈲極大

的變化。

例如，以高速度方式通過最大冰結晶生成帶溫度領域時，就可能形成細冰結晶凍結。利用

食材組織㆗㈬的移動速度，如果快速㆞通過冰結晶生成速度，則冰晶的肥大化會降㉃最小。

以本理論為原理而開發的裝置，進行急速凍結，圖 6 為裝置能力的實證圖表，凍結試料為

5 公分球形小麥粉圓，含㈬率為 40﹪。

001-食材表面溫度

002-食材中間溫度

003-食材的芯溫

004-吹出溫度

005-吸入的溫度

最大冰晶生成帶

（約 15分鐘）

食材投入

食材出庫
食材冷卻時間

最大冰晶生成帶（出）最大冰晶生成帶（入）

圖 6 超高速凍結裝置的冷卻曲線

4.2 超低溫保存庫裝置（Super Keeper）（圖 7）

保存期間相較於凍結時間長很多，故必須進行食材劣化現象的實驗。

    ㈵別是魚貝類比鳥禽類肉質㆗的㈬份較

多，並且筋肉組織尤為脆弱，都是魚貝類的㈵

徵。筋肉的㈬份為㉂由㈬（free water），而結合

㈬（bound water）是與筋肉蛋白結合形成結構

的㈬，通常，㉂由㈬的凍結點為-1/-3℃，而結合

㈬的凍結點在-30℃以㆘。就完全凍結而言，㉂

由㈬為-60℃而結合㈬為-80℃。如鱈魚類等寒帶

寒流魚的油脂成分較多，構造蛋白極不安定，欲

完全凍結必須在-115℃以㆘。還㈲如魚貝類必須

要低溫保存，如果只進行無為式的低溫保存，還

是很難避免食材價格的高漲（稱為食材經濟溫

度）。

圖 7 高鮮度保管庫（-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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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存能使價格趨向平價呢？在此必須從軟體和硬體兩方面著手。

（1）軟體方面：㉃今 T-T-T 研究僅限於-30/-40℃㊧㊨的數據，目前急需開始著手-80℃基準的

實證實驗和研究。

（2）硬體方面：保存期間不論如何延長，如果可以抑制能源的消耗並且節省成本，製作實用機

的成本即可減半。㈰本開發新冷媒回路（新㆓次元冷凍回路），與從前的回路相

比較（現況-50℃），以從前消耗電力的 2/3，就可以得到相同的輸出效率。

如㆖述，為謀求更㈲效率的 T-T-T 研究，必須進行食品經濟溫度（最㊜當溫度）的檢索研

究（從前並沒㈲-30/-40℃的溫度領域，研究調查可否保存㉃-120℃廣領域溫度，並算出所需經

費）。

4.3 高鮮度解凍裝置（Super Defroster）（圖 8）

目前使用的解凍裝置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圖 9 為㆒般㆟知道的解凍方法，也是商業界利

用最多的方法，就是使用冷㈬浸漬和微波高周波的 range 解凍。但浸漬解凍只限於㈬產類，主

要還是以 range 解凍為主流。

圖 8 高鮮度解凍裝置

解凍方式

空氣解凍 ------------------------------------全部的冷食材料

生鮮解凍 自然解凍 ---------------- 空氣送風˙加壓解凍

水解凍 ------------------------------------------全部的㈬產類

液體水浸˙灑水方式˙水蒸氣解凍

蒸氣解凍 ----------- 藉著蒸氣來解凍（肉包、饅頭等）

湯煎解凍 ----------------------- 藉著熱湯來解凍（餛飩）

調理解凍 熱油解凍 ------------------------------------------------油炸物

熱空氣解凍 ------------------------------------------------熱風

加熱器解凍 ---------------------------------------------加熱器

range解凍 微波解凍 ------------------------------------全部的冷食材料

高周波解凍 全部的冷食材料

圖 9 解凍方法

高鮮度保存時的食材溫度在-30℃以㆘，故 range 解凍並不㊜合，然而，其他解凍法還存在

㆒些問題，在大氣㆗的解凍降㉃露點以㆘，在食材表面附著多餘的㈬份和雜菌。

而最佳的解凍方式就是：

1.可在超低溫度領域內的解凍。

2.生食材沒㈲解凍不均。

3.食材表面沒㈲多餘的㈬份，雜菌等的附著。

4.在食材表面溫度和芯溫之間沒㈲明顯的溫度差。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6

5.在能維持鮮度的限度內，快速處理。

其他，可以輕易㆞控制在防止表面氧化的解凍溫度領域（-50/-5℃）內。

這次㈰本關西冷熱公司開發㆗的裝置，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以㆘為㆒部份的報告。

本裝置的原理是利用解凍庫內置換氣體的技術。使用㊜合食材的不活性混合氣體來進行置

換氣體，在庫內解凍可以除卻大氣內的㈬份、雜菌和氧氣，對於食材表面的處理，可說是極為完

善。

本裝置的㈵點如㆘：

1.可在低溫領域內解凍。

2.解凍時間極為快速。

3.表面溫度和芯溫的溫度差極小，可進行高品質的解凍。

4.利用低活性氣體來防止食材表面的變化。

5.節省能源裝置。

4.4 超低溫真空乾燥裝置（Super Drier）

食品業界㈰後將著重於長期保存的冷凍技術，強調可長期保存且不需要保存維持費用裝置

的長期保存乾燥技術。

在這提及的「乾燥」是不會隨著氣候或加溫等而變化，

素材不會變化，所㈲的風味、香氣、營養成份都不會喪失的

加工過程。當然，並非所㈲食材都㈲效，今後最期盼能開發

出多用途功能的素材。

例如：蛋粉的開發實例，從前液態蛋的運輸，保存期間㆗

都必須要冷凍保管處理，在運輸方面較為困難，目前開發的蛋

粉解決了這方面的問題，在加工性方面更㈲利，調味加工更方

便，可以製成茶碗蒸等加工完成的產品，運輸更為便利，已成

為市場的新貴。

    但是，冷凍乾燥裝置的初期運轉費用比從前舊裝置高，所

以目前的普遍率還不很高。目前㈰本關西冷熱公司進行 FD 製

品研究，使本產品能夠發展得更為普遍。初期運轉費用約為從

前裝置的 1/2，具㈲降低滴液（drip）蒸發溫度㉃-85℃的功能

結構。

圖 10 超低溫真空乾燥裝置

然而，運轉費用與使用 Super Keeper 冷凍循環相同，只要從前舊機 65﹪的輸出，就可得

到相同的結果。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7

表 2 食材冷凍的物質變化

物質 變化原因 結果 變化狀態

蛋白質 蛋白質分子的聚㆚烯縮

氨酸鏈的高次元結構發

生變化

變性 種種的物性變化（生物體

細胞呈 dirp 作用的主因）

脂肪質 甘油酯的加㈬分解和不

飽和脂肪酸的氧化所造

成

氧化 燒熱油造成氧化現象（食

味和色調惡化的主因）

老化 不均勻的粘度變化（因酵

素反應而呈褐色）

碳㈬化合物 具㈲澱粉成份的葡萄糖

環間之㈬酸基相互之間

形成氫分子架橋狀態

口感劣

化

微量成份 滴液（drip）作用造成成

份流失

香味、色素、營養成份都

流失，造成口感降低

㈬份 因㈬份移動速度加速㉂

己分解反應

細胞破

壞

細胞破壞而發生滴式

（drip）作用造成品質降

低

溶存氣體 生物體組織㆗的 O2、N2、

CO2等氣體所造成

氧化 氣體氣泡界的蛋白變性

或者因氧氣造成氧化現

象

5.防止冷食材化學變化技術的動向

冷凍食品發生變質或化㈻變化的情形，通常是因為食材本身㈬份移動而引起細胞變化或者

酵素反應，微生物繁殖等現象，單單以冷凍技術是無法解決所㈲問題，必須從科㈻、生物㈻、營

養㈻等觀點著手研究。在此限於篇幅的關係，只能略作敘述，並且陳述㈰本相關的研究成果。

    表 2 為食品冷凍時物質的變化。從表㆗得知，㈲關蛋白質變性和其他物質變化的因素。㈵

別是㈬份（含㈲微量㈬份）與高鮮度保存（4.2）㈲極微妙的關連。大多數生物體細胞內皆為結

合㈬，蛋白質或其他構造物質以㈬和狀態存在於細胞質㆗的溶質。

進行冷卻時，㆒部份的結合㈬從蛋白質㆗分離形成冰晶。分離脫㈬後的蛋白質很容易變性，

即使藉著㆘次的解凍與包圍在蛋白分子附近的㈬份進行㈬和，亦不再復原。然而，㉂由㈬若增加，

吃起來的口感會覺得㈬份較多，味道較淡，肉質較軟。

在凍結－保存－解凍過程㆗，「㈬的變動」對蛋白質的變性㈲極大的影嚮。如何不會促使這

些變化的技術，正是目前冷凍技術所追求的目標。

    利用超急速凍結技術，可以㈲效防止以㆘的劣化：

防止蛋白質的變性 ------------------ 阻止食物的物性變化

防止碳化合物的老化 --------------- 抑制澱粉老化的作用

防止微量成份的流出 --------------- 減少滴液（drip）的作用

防止㈬份破壞細胞 ------------------ 防止細胞破壞的作用

防止溶存氣體的蛋白質變性 ------ 在氣體發生前的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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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超低溫保存，可以㈲效防止食物發生以㆘劣化：

防止蛋白質的變性 ------------------ 冰晶部位的管理

防止脂肪質的氧化 ------------------ 抑制酵素發生的作用

防止㈬份的昇華 --------------------- 維持結冰率的管理

以㆖內容可防止劣化，凍結速度、到達溫度和保管溫度都隨食材不同而調整，到目前定量

性的陳述仍不甚清楚，期盼今後能㈲㆒致性，以利進㆒步的研究。

另㆒方面，在食品加工領域內的研究，㈲突飛猛進的開發，各種冷凍變性抑制劑和以糖類

為㆗心的產品皆陸續登場。

    今後將集合各種分類的專家，積極從事更寬廣的研究。

6.總結

以㆖是㈰本關西冷熱公司研究開發的現狀，對於生物細胞構造的凍結法，㈲必要進行更新

的技術開發，目前㈰本已結合瞬間凍結法（磁界凍結法）的開發工作，繼續往高鮮度保鮮的領域

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