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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臣的是在利用添加經丙基甲基纖維素 (HPMC) 裹麵漿配方，以不同前處理方式取代傳統預油炸製

程，並分研油炸後裘麵漿魚塊產品的品質﹒其中添加 I 自 HPMC 麵漿魚塊以前處理方法如

預油炸、微渡加

熱、徵浪蒸氣、熱水加熱後再以微波加熱及蒸氣加熟，使產品表面的真麵漿成型，再製成冷凍魚塊，最後經

180 t:油炸 3

min以製成油炸裹麵漿魚塊，並分析麵皮的真麵率、色澤、水分含量及油脂含量、剪切力和變形

量。結果顯示，麵漿中含有 HPMC 的襄麵率較高，前處理中以預油炸的裹麵皮的顏色較黃，而其他前處理衰
麵皮呈琨白色、明亮度 (L') 高，但經過最終油炸後，裹麵皮的黃色度皆大幅增加，呈現金黃色渾。添加 1 阿
HPMC 的麵漿者，經前處理的裹麵皮可誠低油脂含量，其中以蒸氣加熱的裹麵皮之油脂含量最低。最終油炸

後，以熱水、微波加熱前處理者，製麵皮的剪切力較大，而以未添加 HPMC 的控制組比其他對照組的麵皮被
切斷所需的變形量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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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th叫 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atter containing hydroxylpropylmethylcellulose
(HPMC) and different pretreatments instead of pre-仕ying on the quality of battered 直 sh nuggets. The fish
nuggets coated by the batter containing 1% HPMC was pretreated by different heating processes , such as
p間 -fryin耳， microwave , microwave with steam, hot water heating following microwave , and steam to fonn
the crusts and were frozen , and then 企ied at 180 C for 3 min. The crusts offried fish nuggets were analyzed
by the pick-up value , color, water and oi1 contents , shear force and de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tters with 1% HPMC had higher pick-up values than the contro1. The pre 企ied crust had yelIow color, and
others were white color with higher L * values. The golden yellow color and higher b* values appeared on
all fìnal fried crusts. The crusts containing 1% HPMC had lower oil contents than the control. The hot water
following microwave heating treatment had higher shear force in the 宜nal 仕ied crust. The control had higher
deformation of final 企ied crust 出租 other treatments.
Q

Key words: Frying, Batter, Pre仕ea訂nent ， HPMC , Microwav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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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漿食品的含油量較高，增加食品的熱量。

裹麵漿食品依裹漿種類和產品型式可區分
油炸裹麵漿的食品具有鬆脆的外殼組織，

為兩類 (2) ，一類為原料肉在里麵漿後，再灑上

增進食品的色澤與香味，廣受各年齡層消費

一層麵包屑，增加食品表面的粗糙和脆度，此

者所喜愛。里麵皮 (crust) 可包里食品中的汁

常見的產品如炸蝦、市售雞排等，另一類是裹

液，並可避免麵皮內的食物香味或營養成分之

麵漿內添加化學膨發劑，但不再灑上麵包粉，

損失叫，但經油炸也易自於吸泊而造成油炸裹

通常這種裹漿食品需預油炸，使其麵皮加熱成

* Corresponding 扭曲 or. E-mail: hhchen@niu.edu.tw

低油里麵漿魚塊前處理製程之探討

型，製成冷凍食品，常見的產品如冷凍雞塊，

這類產品在油炸時因膨發劑放出二氧化碳及水
分蒸發，使麵皮產品表面具有許多細小的孔洞
(3)。

97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玉米粉、玉米澱粉(含 30%高莖鏈澱粉)、

里麵漿配方主要是以麵粉和日玉米粉 1為主，
米粉和澱粉約各佔 5% 左右，及少量的蛋白

質、膨發劑、膠和香料等物質(4)，各原料的成

碳酸氫紡、低筋麵粉牆白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

HPMC (喜樂可膠粉， Celacol CC-OO I,
Courtaulds Chemicals Co叮 Derby ， UK) ，購自統
限公司，

分和用量會直接影響麵漿的流變性質和裹麵漿

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結魚購自家寶冷凍食品

食品的外觀、脆度和裹麵率等特性 (5) 。例如襄

公司，去骨刺取精白肉製備魚塊。

麵漿中添加預糊化澱粉會增加里麵率及保水
能力 (6) ，里麵漿中添加膠類可以控制麵漿的黏

二、設備

度、增加里麵率、改善口感、提升乳化效果和

降低食品的吸油量(7)。

微波泊炸機(金瑛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油炸過程中高溫可提供快速熱對流的熱能

規格為 397

x 397 x 360 mm

' 功率為油炸 2400

轉換，縮短加熱時筒，且油炸過程中食品內部

W平日微波 2500 W' 油容量 16

以熱傳導使溫度升高，造成食品時表層的水分

(Panasonic

蒸發而遺留孔隙，油脂會利用此孔隙，進入食

流烘烤功能，可調式微波輸出功率最大為 1000

品而取代蒸發的水蒸氣帥，且油脂也會吸附進

W' 電熱烘燒功率為 1350 W 。動態流變儀，

入被加熱食品的表層而增加吸油量帥，因此，

NN-J993) 容量為 30

L 0 變頻微波爐
L ' 真蒸氣和對

為了健康的訴求，發展降低吸油憂的油炸

(AR550-Rheometer, TA Instruments, New Castle ,
Delaware , USA) ，測定麵漿之流變性質。色差
儀， (Hunter Lab , Color Flex , USA) ，測定預處

技術是食品界重要的研究課題。影響油炸產品

理的麵皮及最終油炸後之麵皮的色度。食品

吸油量之因素包括油炸泊的品質、油炸產品的

組織分析儀 (TA-XT2

泊炸過程同時兼具熱傳和質傳兩種機制(1 0) 。

組成分及形狀、;由炸過程及冷卻過程(11)。重複

Texture Analyzer , stable
micro system, England) ，測定經最終泊炸後麵

使用油炸油會提高吸油量〈悶，故需經常更新油

皮之剪切力與變形量。

炸油;若食品的表面積較大或愈粗糙，會因油

脂吸附而增加吸油量(13)

且食品的固形物含量

三、前處理及油炸魚塊製備

愈高，油炸時水分蒸發量較少，則吸油量愈低

(8)

吸油量也會隨著油炸時間增長而增加，提

由於添加 2%的HPMC使得麵漿過於濃祠，里

高油炸溫度可縮短油炸時間而降低吸油量(14)

麵率過高，而添加 0.5% HPMC則無法呈現降低油

且當食品的水分含量較高峙，以高溫油炸比低

脂的效果(未列數據) ，故選擇 HPMC 添加量為

溫油炸可得到較低吸油量，當食品水分含量低

1% 。裹麵漿配方因此設定為:裹粉原料為低

峙，則油炸油溫度高低並無顯著影響助。另外

筋麵粉和玉米粉各 50% '外加 1%食鹽、 1%碳

食品表面的裹麵漿若添加膠體物質，可於油炸

酸氮銷和 1%

(對照組不添加 HPMC) ，粉:

時在食品表面形成薄膜以減少油脂吸附和增加

水比例為 1

'混合均勻後即成裹麵漿。

保水性的口)

Hydroxylpropylmethylcellulose

將鱗魚塊浸入麵漿 10秒後取出，讓多餘的麵漿

(HPMC) 是纖維素經丙墓甲基化的衍生物，目前

滴 30秒後進行不同的前處理，其中對照組進行

0

HPMC
: 0.85

在食品工業上多應用在控制加熱或低溫財存時

180 t:泊溫預油炸 30秒 (NGPF 30 s)

食品中的水分移動，或利用熱凝膠的特性提供

裹麵漿者，分別以 180 t:泊溫預油炸 30秒 (PF

高溫蒸煮或油炸時食品外觀不變形、阻隔油脂

s) 、 700 W微波加熱 30秒(酬 30 s) 、 700 W微波蒸

進入食品及防止水分流出等效果(17)。

氣加熱 30秒 (MWS

當油炸食品離開油炸油冷卻時，表面所吸

30

，合 1%

HPMC
30

s) 、 100 t:熱水加熱 30 秒再

進行 700 W微波加熱 30秒 (ffiV

30 s +MW 30 s) 及蒸

附的油量約佔全體吸油量的 64% '此乃油脂及

氣加熱的秒。 60 s) 。冷卻後置入一 18 t:冷凍備

氣體在空隙中的毛細管壓力差異及張力而造成

用，冷凍半成品以 180 t:油炸三分鐘製成油炸

麵皮吸油量的增加 (18， 19)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裹麵漿魚塊食品。

裹麵漿配方和不同油炸前處理形成麵皮的製程
對裹麵皮含油量和品質之影響，以建立低油里
麵漿冷凍調理食品的製程。

四、分析項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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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裹麵率

結果與討論

參考 Sanz等人 (20) 之方法，魚塊裹麵漿後
立即進行前處理將麵漿固化，形成麵皮後魚
塊增加的重量與裹麵皮魚塊總童的比f宜，以

一、裹麵漿配方之流變性質

百分比表示，即為前處理的裹麵率。最終油

由於裹麵漿的配方與粉水比和溫度會影響

炸魚塊的裹麵率為裹麵皮重量與最終油炸裹

裹麵漿之流變性質，進而影響裹麵率，因此將

麵皮魚、塊總重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麵漿在 20 t' -90 t'測量其流變性質。發現不論

2 水分含量

裹麵漿中是否添加 1%

依 AOAC(2J)法，利用烘箱法測定水分:精

HPMC

'二者的G'及 G"皆

隨著溫度變化的增加而逐漸上升(圖一) ，呈現

秤 3g裹麵皮放入鋁盤中，置於 105 t'烘箱中

出黏彈性性質，且 G' 僅稍微大於 G

烘乾至恆重，於乾燥器內冷卻至室溫後秤重

在加熱後成為一軟性膠體性質(7，凹.24) 。添加 1%

紀錄並計算樣品水分含量。

HP血C麵漿的 tanð值，較於未添加者為小，顯示

3. 粗脂肪含量

N

，顯示麵漿

具較高的凝膠能力，因此呈現較高的抖。由於

依 AOAC(2日法，精秤 5g已烘乾恆重之裹

裹麵率主要受裹麵漿之黏度影響 (6，凹的，而麵

麵皮於圓筒濾紙中，溶劑選用正己說，共沸

漿黏度又和粉料的成分、粒徑大小、粉水比和

迴流萃取的 m阱，再用烘箱加熱去除剩餘正

溫度有關帥，因此添加 HPMC造成較高的供可能

己統並換算樣品中粗脂肪含量。

會影響魚塊的裹麵率。

4. 色澤變化
以色差儀測定預處理和最終油炸後之

二、前處理和最終油炸魚塊的裹麵率

裹麵皮 V 、 a' 、 b'f車(四) ，使用標準自板 L' ~

92.93 ' a' ~一1. 26 ' b' ~ 1.1 7 。樣品 L'代表亮度
自黑 (0) 白 cl 00) ，計代表紅(+)一綠(-) , b'

33%至 39%之偶(圖二) ，由於預油炸 180 t' 30s

代表黃(十)藍(-)。

的時崗很短，故麵漿中有無含 HPMC的兩種配方

5. 剪切力與變形量

經前處理及最終油炸產品之裹麵率皆介於

之衷麵率並無顯著差異，但由於最終油炸是

裹麵皮切成 1 cm寬，使用食品組織分析
儀及 10 號刀具探頭，載物台上升速度 60

在 180 t'下加熱 3m 阱，油炸的時間增長，最終

mml

油炸產品之裹麵率都以含 HPMC者為大。此乃因

ml1宮，壓差設定 50 g' 記錄切斷瞬間剪切力和

HPMC膠體能夠在魚塊表面形成一隔水層 (water

變形量。

barrie r)

選擇 60

mm

2。角錐板，利用 stress

確認黏彈範園，並進行 strain ，
tírr間，

，增加保水力進而顯著提升裹麵率

(7 時詞)。由圖三亦發現前處理製程中，利用熱

6. 流變性質

sweep
frequency ,

水和微波加熱、微波蒸氣加熱和蒸氣加熱者，
顯著較以 180 t'高溫預油炸處理為高，此乃由

，以決定合適操作

於前者加熱環境中有大量水蒸氣使麵漿水分蒸

條件。取適當的樣品羹，蓋上防氣逸護軍

發較少，而高溫油炸會使裹麵皮中有較多水分

(cover spl i t) 防止水分蒸發，以電子式控混

被蒸發所造成。

tempera ture sweep

配合冷媒浴槽增加溫控準確度，以 2

t' Imin

進行溫度掃描，記錄儲存模值(G')、損失模

三、前處理和最終油炸魚塊裹麵皮的外觀

值 (G") 、損耗正切債 (tanð ~ G"沌')及複數黏

度 (complex

viscosi ty，叭，每樣品靈複二至

三次，取再現性數據判讀分析。

預油炸會造成裹麵皮的顏色較黃，和其他

前處理呈現白色里麵皮在外觀上有很大的差
異(圖三)。含 HPMC之裹麵皮外表較皺摺，推論
是 HPMC形成的隔水層佳，使得魚塊經 180 亡的

五、統計分析

高溫油炸時，魚塊受熱蒸發的水蒸氣無法充分

Package for

逸散，在里麵皮內部產生氣泡，使得合 HPMC麵

INC. 宏德國際軟體

漿經預油炸形成的裹麵皮的外表較對照組不平

試驗數據使用 Statistical

Social Science

(SP鈴，

SPSS

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0 版統計套裝軟體

整。

進行統計分析，以多元全距檢定分析 (Duncan's

在合 1% HPMC麵漿的最終油炸產品中，以

，以顯著水準為 α~ 0.05比

微波蒸氣加熱及蒸氣加熱前處理之裹麵率較

Mul tiple Range Test)
較其差異之顯著性。

低，此可能由於利用蒸氣加熱會使得裹麵皮表

低油褒麵漿魚塊前處理製程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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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batters under rising temperatur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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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二不同前處理及其最終油炸魚塊之襄麵率

Fig. 2. Pick-up values of fish nuggets by different pretreatments and final frying
a-c Mean in the same bar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t叫 cantly different (p < 0.05)
NGPF 30 s: control (without HPMC addition) pre-frying 30 s, PF 30 s: pre向企ying 30 s, MW 30 s: microwave 30 5,
MWS 30 s: microwave steam 30 s, HW 30 s + MW 30 s: hot water 30 s following microwave 30 s, S 60 s: steam 60 s.

0

面較平滑(圖三和國四) ，減少油脂吸附。而由

100 C 時，梅納反應較不嚴重，而同樣以預油

國三年日|噩囚的照片亦可發現，利用微波加熱會

炸的褻麵皮中，添加 HPMC使麵漿流動性較低，

造成魚塊裹麵皮表面產生很多孔洞，甚至因為

降低熱傳速率，而未添加 HPMC的裹麵漿，因為

微波加熱使魚塊內部水分快速蒸發，但因 HPMC

蛋白質及酪類較快受高熱易導致梅納反應而使

隔水層阻擋而形成氣泡，進而造成裹麵皮表面

裹麵皮呈現黃色 (2日，也由於 NGPF 30 秒及PF

較不平整，增加油脂的吸附和內部魚塊的水分

秒三種預處理方式的裹麵皮 L'低於、正的負值

30

散失。利用熱水加熱後再行微波乾燥則會因為

大於、甘高於其他預處理者，顯示預油炸處理

裹麵漿在沸水中加熱而產生很多小皺摺，即使

會使得裹麵皮的顏色較深。

利用微波加熱以使過多的表面水分蒸發，也產

由於最終油炸是將冷凍的調理魚塊經過

生很多小氣泡而使得裹麵皮表面不平滑呈現小

180 'c油炸 3

皺摺(圓三) ，也會增加油脂的附著而增加里麵

色，大幅降低L'至 55.64-67 .42 '且 a*及 b*皆較魚

率。整體而言，不同的前處理會影響裹麵皮的

塊前處理後的樣品高(圖六)。未添加 HPMC的對

外觀和裹麵幕。

照組及先熱水後微波加熱者(即，V

min會使裹麵皮的外表呈現金黃

30 s +MW 30 s)

冷凍調理魚塊的裹麵皮外觀顏色會直接影

的 V較低，原因為未添加 HPMC的裹麵皮保水力

響消費者購買慾望，自圖三的照片已明顯呈現

較差，經過二次高溫 180 亡的油炸，使得裹麵

利用預油炸會使得外表呈現黃色，此和其他加

反中的水分較少而使得明亮度較低;而先熱水

熱前處理呈現的白色外表有明顯的不同。不過

後微波加熱者，則因為在前處理已經過二次加

經過最終油炸後，所有魚塊的裹麵皮外表皆已

熱，再經 180 'c油炸，也顯著降低裹麵皮的明

呈現油炸食品的金黃色澤(固四)。由圓五色差

亮度。微波加熱及微波蒸氣前處理的最終油

儀分析不同前處理的魚塊外表亦呈現 180 'c預

炸產品 V較低，是因為在前處理後魚塊外觀呈

油炸後麵皮明亮度 (L*) 在 7 1. 71-76.81 間，以預

現的顏色較白，因此造成最終油炸後V亦較低

泊炸不合 HPMC的裹麵皮較其他合 HPMC者為低。

(圖六)。

此由於其他前處理加熱的溫度較低，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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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PF 30 s

PF 30 s

MW 30 s

MWS 30 s

HW 30 s + MW 30 s

S 60 s

園三不向前處理裹麵皮之照片

Fig. 3. Pictures of crusts by di缸erent pre 甘eatmen個

四、最終油炸魚塊裹麵皮的水分含量和油
脂含量

The

pretreatm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用微波加熱前處理的三種預處理的最終油炸產

品，其裹麵皮水分含量 1ft於預油炸及蒸汽加熱
者，推論是因為微波加熱的形式，麵漿中水分

各種前處理的冷凍調理魚塊，經最終油炸

後魚塊裹麵皮的水分含量在 30 .4 5%-40.30%之

快速蒸發，使麵漿固化時留下孔洞(圖三) ，也
使得麵皮在油炸過程中的水分較易散失。

閱(圖七) ，同樣以預油炸前處理者，以麵漿

最終油炸各種前處理冷凍魚塊之裹麵皮的

中含 HPMC之產品水分含量較高，也是因為高保

油脂含量在 14.92-5.35%之筒(圖七) ，控制組之

水力的 HPMC隔7.l<.層作用帥，減緩魚肉的水分蒸

麵皮油脂含量高於有添加 1% HPMC之麵皮油脂

發所造成。而添加 HPMC的裹麵漿魚塊中，有使

含量，此乃因 HPMC凝膠除了隔水作用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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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PF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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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30s

MWS 30s

MW30s

HW30s +MW30s

S 60s

屆四不同前處理再經最終油炸之裹麵皮之照片

Fig. 4. Pictures of crusts by different pre甘ea位nents following

final 仕ying.

The p間trea祖祖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避免油脂滲入麵皮中，故可降低麵皮的油脂含

中水分含量散失較多者，易使油脂取代而進入

量。添加 HPMC的裹麵漿魚塊中，蒸氣加熱會使

麵皮。整體而言，除麵漿的配方中 HPMC的阻隔

魚塊表面合 HPMC的麵漿完全凝固旦成光滑面，

油脂效果外，不同的前處理加熱製程，也會影

油炸時水分不易散失，也有效降低油脂的滲入

響魚塊表面的裹麵漿固化後的結構，進而影響

及吸附(1 3) ，而使得麵皮的油脂含量最低;使

最終油炸的裹麵皮水分含量和油脂含量。

用微波加熱前處理的三種預處理的最終油炸產
品，因微波處理時麵漿固化留下的孔洞導致泊

五、最終油炸魚塊裹麵皮的質地

脂較易滲入，最終油炸產品油脂含量高於蒸汽

加熱預處理者，亦即最終油炸的過程中，麵皮

在測量裹麵皮的質地試驗中，剪切力可視

低油里麵漿魚塊前處理製程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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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90.00
80.00
70 日。

H脅
U 。品"、叫囚
。串“且"

60.00
50.00
40 日日

30.00
20.00
10.00
0.00

a

a

MW30s

MW830s

a

a

-10.00

NGPF 30s

PF 30s

HW30s+
MW30s

830 s

國五不同前處理對裹麵皮顏色之影響
F啥.

5. Effects

of 晶晶erent pretreatments

a-e Me阻 in

on colors of crusts. The pretrea臼n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the same bar fo l1owed by di叮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副部erent (p < 0.05)

80.00

70.00
60.00
叫
阿
υ
。串“
W且
J
"
時吋且

50.00

40.00
30.00
20 日。

10.00
0.00
HW30s+

NGPF 30s

PF 30 s

MW30s

MW830s

830 s

MW30s

圓六不同前處理半成品在最終油炸後裹麵皮之顏色

Fig. 6. Crust colors by different pretreatments following final 丘ying. The pretrea恤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a-c Mean in the same bar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仕 ers 訂'e significant1 y differen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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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三 25

E
q口a 20
15
10

。

NGPF30s

PF30s

MW30s

MWS3 日 s

HW30stMW30s

S60s

國七不岡前處理半成品在最終油炸後裹麵皮的水分及油脂含量

Fig. 7. Water and oil contents in final crusts by dìfferent pretreatments following final frying. The p時間atm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a -d Mean in the same bar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 t1 y different (p < 0.05)

7
u

^h

ab

a

|圓心rce 陶
國 deformation

言 4

o』

33

。

NGPF30s

PF30s

MW30s

MWS 30 s HW 30 st MW 30 s S60s

圖八不岡前處理半成品在最終油炸後裹麵皮的剪切力及變形最

Fig. 8. Shear forces and defonnations of final crusts by di缸e闊別 pre出 atments following final 告訴ng. The pretreatm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in Fig. 2
a -d Mean in the same bar fo l1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 t1y differen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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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麵皮切斷所需要的力，數值愈大代表麵皮

組織較硬，而變形量是物性儀探頭接觸到麵皮
表面，至切斷麵皮的距離，數值越小代表麵皮
越酥脆，而數值越大則代表麵皮的組織越有韌
性。
針對所有 180 t'最終油炸的不同前處理之
組織，以熱水再微波加熱者的麵皮較硬，且明
顯高於其他處理;而控制組和其他添加 HPMC的

前處理經最終油炸後裹麵皮之剪切力並無顯著
性差異(閩;\)。主要是因為經過沸水加熱後，
表面的麵漿已被部分糊化，再經過微波 2日熱，

會使得裹麵皮四周的水分被蒸發，經油炸後麵
皮較硬。在變形暈方面，以控制組未添加 HPMC

的麵皮最大，表示此麵皮較有韌性，酥脆度低
於添加 HPMC的麵皮，且其中並以微波蒸氣加熱
製程之麵皮較脆，可能因裹麵率較低，於油炸
後之麵皮表面的水分容易被蒸發，導致油脂進

入之後，使麵皮產生有酥脆的程度。

結

論

添加 1% HPMC可以增加里麵漿的黏度及油

炸魚塊的裹麵率，也使得油炸後麵皮的保水性
較高、油脂含量降低。前處理以預油炸者的顏

色較具金黃色澤，其他前處理方式的最終油炸
產品麵皮亦可呈現金黃色渾，顯示裹麵漿中含

1% HPMC並不會造成最終油炸裹麵皮的顏色明
顯差別。最終油炸後，麵漿添加 HPMC的產品麵

皮在剪切試驗試驗時變形童較低，其中以蒸氣
加熱會使裹麵皮的表面較平滑，油脂成含量最
低。因此，添加 HPMC並配合使用適合的固化前
處理，可以降低裹麵漿產品的麵皮含油量並改
善酥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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