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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訪學研究地點在美國University of Phoenix的Dr. Gung之實驗室，探討美國
肉品工業的消費分析，研究期間自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6日為期2個半月時
間。但因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自3月初就開始肆虐全美各地，Arizona state在3
月13日頒佈禁足令，大學實驗室關閉，嚴重阻礙本研究之採樣及實驗分析作業，
在與Dr. Gung幾次討論後，不得不將本次研究目標調整為討論影響美國肉品消費
的主要嫩度品質因子。決定食肉品質因子包括適口性、保水性、色澤、營養價值
及安全等多種因子，這些因子雖然以風味、多汁性及嫩度影響食肉之適口性，但
又以嫩度的排行最為重要。本研究主要在探討：(1) 食肉之重要及價值，(2)屠後
貯存對肌肉結構及嫩度之影響，(3) Calpain水解系統在屠後嫩化扮演之角色。本
次研究所習得之內容應可作為日後上課之教材，及提供台灣肉業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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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訪學研究地點在美國University of Phoenix的Dr. Gung之實驗室，探討美國
肉品工業的消費分析，研究期間自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6日為期2個半月時
間。但因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自3月初就開始肆虐下，Arizona state在3月13日
頒佈禁足令，大學實驗室關閉，嚴重阻礙本研究之採樣及實驗分析作業，在與
Dr. Gung幾次討論後，不得不將本次研究目標調整為討論影響美國肉品消費的主
要嫩度品質因子。決定食肉品質因子包括適口性、保水性、色澤、營養價值及安
全等多種因子，這些因子雖然以風味、多汁性及嫩度影響食肉之適口性，但又以
嫩度的排行最為重要。本次研究所習得之內容應可作為日後上課之教材，及提供
台灣肉業界之參考。

貳、過程
本次訪學研究地點在美國University of Phoenix的Dr. Gung之實驗室，探討美國
肉品工業的消費分析，研究期間自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6日為期2個半月時
間。在抵達實驗室後即積極籌備及參與研究，但因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自3
月初就開始肆虐下，Arizona state在3月13日頒佈禁足令，大學改為網路上課，校
內各實驗室關閉，嚴重阻礙本研究之採樣及實驗分析作業，在與Dr. Gung幾次討
論後，不得不將本次研究主題調整為討論影響美國肉品消費的主要嫩度品質因
子。
決定食肉品質因子包括適口性、保水性、色澤、營養價值及安全等多種因子，
這些因子雖然以風味、多汁性及嫩度影響食肉之適口性，但又以嫩度的排行最為
重要。以里肌肉(psoas major)為例，嫩度的重要性遠超過於風味及多汁性。零售
肉塊有優質嫩度者具有高度價值，雖說肉塊有最少的風味及多汁性。另外，消費
者已經能分辨堅硬及柔嫩之食肉，而且他們願意付額外的費用去購買保證嫩度之
食肉。本研究主要在探討：(1) 食肉之重要及價值，(2)屠後貯存對肌肉結構及嫩
度之影響，(3) Calpain水解系統在屠後嫩化扮演之角色。
1. 食肉嫩度的重要性及價值
肉的最重要品質因子，嫩度已被重覆的報導。然而，牛肉批發商、purveyors、
餐廳及零售商的調查指出，嫩度是被排名於品質中最高的。這個關切是被保証
的，因為許多文獻已指出，零售肉塊的顯著比例被認為是韌的。在美國 14 個城
市中牛肉嫩度調查發現 10.7-61.8 %的零售肉塊中有 68 %被評級為” 稍微韌”或
“ 更差” 。在相似的研究中發現，美國零售牛排中 24 %低於” 稍微嫩”。在
紐西蘭較大的研究結果顯示，韌度問題不只侷限於牛肉。對於零售牛肉、羊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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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中間腰肉肉塊分別有 9.8 %、3.8 %及 10.7 %被分類為”韌”或”非常韌”。
傳統的屠體分級系統在確認食肉嫩度差異上是沒有影響的。例如，美國的分
級系統使用大理石紋來作品質的測定。但是，大理石紋在牛肉嫩度上只有 5 %的
差異。從產品到加工及消費的嫩度、多汁性、風味及整體接收性根據 HACCP，
不同的肉塊可被分為”unsatisfactory”、”good everyday”、”better than everday”
或”premium quality”。雖然這個系統能有效的減少不滿意品質肉塊的可能，不
被分級的大腿肉有 71 %可被消費者接受，然而被分級的大腿肉有 11 %是不被消
費者接受。
根據嫩度來分類屠體的方法，包含可見及遠紅外線分光光度計，影像質地分
析，及Beef Cam影像分析。比較後三種方法顯示，只有截切值能夠精確判斷牛肉
的嫩度。進一步，屠體的背最長肌嫩度也可以和其他肌肉作分類。但是，業界不
太願意採行截切值分析，因為成本昂貴。
利用肉片截切値的自動化分類的成本，估計約在每個屠體 4.35 美金。高級
的消費者，他們願意付的錢是不夠這些成本。約 94.6％的家庭 (n=42) 會選擇比
較嫩，超過中等及較硬的牛排，縱然在每個分類之中每公斤有 1.10 美金的差異。
50％的消費者 (n=1036) 願意付每公斤 1.10 美金的差別價益，購買有保證嫩度的
肉，另一實驗結果顯示 51％的實驗餐與者 (n=86) 願意多付每公斤 4.05 美金，購
買有保證嫩度的牛肉。近來，消費者的評估試驗，提供這些消費者完整 12-oz 的
牛排，問他們是否願意與有保證嫩度的食肉做交換，消費者願意付 2.79 美金購
買有保證嫩度的牛排。從這些數據顯示出，保證嫩度牛肉觀念的利益，是不足以
超過成本。在置入有保證嫩度的觀念之前，有許多的因子需要被零售商考慮，這
些因子包括以下四點：(1)要付多少額外的金額給這個產品，才能夠平衡生產線辨
認、品牌、行銷產品的成本。(2)是否有一個充分大的足夠的市場，來反應額外付
錢的市場。(3)販售品牌產品是增加或減少其他高級品項的銷售數量。(4)是否有
一個穩定供應的生產線。
使用分光光度計的方法，雖然不像肉塊截切値正確，但是這個方法已經精確
到足以讓工業界來運用，而且應該可以在最近的未來商業化。置入這種非破壞性
的評估方式，例如分光光度計，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比肉塊切片截切値成本來
的低，而且應該可以使它發展為一種簡單，有利潤市場的策略。
2. 品牌產品的成長與保證嫩度產品的成長
因為吃的品質對消費者滿足的重要性，在全世界已經有一個爆炸性品牌的肉
產品在美國，第一品牌的牛肉計畫在美國是 Certified Angus Beef (CAB)，它是在
1970 年代被介紹到市場。到目前為止，CAB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牛肉行銷計畫。
令人感到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CAB 不包括加工過程，因為我們都知道加工會
影響牛肉的嫩度(例如屠後 14 天貯存的規格)。大部分牛肉品牌的計畫，大約在
1990 年到 2000 年被介紹進入市場，試著藉由控制一些影響牛肉嫩度的因子 (例
如屠後貯存的長度，電刺激，tender-stretch，品種等等) 來保證吃的品質。我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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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美國只有一個品牌的牛肉計畫，是基於嫩度的真正測量。工業界在這種層級
上的興趣，提供了令消費者高度接受的產品，同時也給予了研究者一個獨特的機
會，來發展一個對業界有用的技巧，導入高度可行的計畫。
3. 屠後貯存對嫩度的影響
決定食肉嫩度的三個因子是背景硬度、硬化的時程和嫩化的時程。硬化跟嫩
化的時程發生在屠後貯存期間，背景硬度存在於屠宰的時候，而不會在貯存期間
改變。食肉背景硬度被定義為抵抗未縮短肌肉的切斷，背景嫩度的差異是因為肌
肉內結締組織的成分。實驗顯示，肌周膜結締組織似乎顯著影響肌肉的背景硬度。
硬化的階段是因為在僵直期間肌節的縮短，就牛肉而言，這個過程通常在屠
後最初的 24 小時發生。肌節的縮短與食肉的硬度之間的關係，如果肌節縮短在
2 μm 以下，則肌節長度與食肉硬化之間，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負相關。然而，硬
化的階段在所有同樣的加工過程是相同的，但是嫩化的階段則具有高度的差異。
有一個非常大的差異在食肉屠後嫩化速度與程度，而且這個結果發現在消費者層
次上，肉的嫩度變的不均一。屠後低溫貯存可以改善食肉的嫩度，已經知道很久，
幾乎在一個世紀之前，它已經被建議，因為酵素活性。目前已經建立的很完整，
肌原纖維與肌原纖維相關蛋白質的屠後蛋白質水解是負責嫩化的過程。
4. 屠後貯存對肌肉顯微構造影響
許多研究顯示，肌原纖維的弱化是造成食肉嫩化的主要關鍵。超顯微構造在
連接 I-band 與 Z-disk 的改變一致被研究與嫩化有關係。因為肌原纖維的弱化，
在熟成食肉會比未熟成的食肉產生較高比例之小片段。肌原纖維斷裂指數
(MFI)，它根據斷裂的觀念，已經被使用作為一個食肉嫩度的指數以及屠後的嫩
化。自從 MFI 已經被顯示在許多文獻中肉嫩化的預設値。
肌纖維斷裂期間蛋白質被水解是肌原纖維蛋白質與細胞骨蛋白質，包括
A. Titin 的氮端 (Z-disk 末端) 和 Nebulin 的碳端 (也是 Z-disk 末端)，在距 Z-disk
邊緣的 20 nm 部分被切斷 (分解)；此處正是 Titin 和 Nebulin 進入 Z-disk 與
Z-disk 中的一個蛋白質 (可能是 α-Actinin) 結合。這些 斷裂切除了 Z-disk 與原
有之肌原纖維之間的許多連接，而且這些斷裂最早可在屠後~24 小時偵測到。當
肌原纖維和純化的 Calpain 培養時，所有的 Titin/Z-disk 和 Nebulin/Z-disk 之間的
連接均遭切斷、Z-disk 被移除以及完整的 Q-Actinin 被釋放，但是，在屠後的肌
肉只有部分連接被切斷，而大多數 Z-disk 僅有部分被破壞且只有少許的 Z-disk
是全部遭到移除。
B. 顯微構造上，屠後肌肉中最常觀察到的變化是鄰近 Z-disk 的 I-band 之斷裂。
這些斷裂是發生在因 Titin/Z-disk 和 Nebulin/Z-disk 之間的斷裂而造成弱化的
I-band 區域。
C.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不同屠後貯存時間之純化肌原纖維構造，顯示含有完整的
Z-disk，且在 I-band 接近 Z-disk 附近有斷裂，証實這是屠後肌原纖維最脆弱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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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處。
D. 另外一項顯微觀察的變化是 Costamere 構造的分解，Costamere 是指肌原纖維
到肌膜以及肌原纖維間的連結構造，含有 Desmin 及 Vinculin 等蛋白質。這些
構造的裂解可能會破壞肌膜且導致細胞外的鈣離子滲入屠後肌肉纖維。Desmin、
Vinculin、Spectrin、Talin、Dystrophin 等 Costamere 的蛋白質，極易被 Calpains 水
解，強化了 Calpains 是負責屠後蛋白質水解的觀念。
5. 一個蛋白酶應該具有何種性質才可以被考慮為扮演屠後嫩化的主要角色？
在肌肉中出現的三種蛋白酶系統，以經被研究有關它們對於屠後蛋白質水解
及嫩化的可能角色：calpain system、lysosomal cathepsins 以及 multicatalytic proteinase
complex (MCP)。除了因為它們是骨骼肌的內源性酵素以外，這些酵素系統必須要
滿足其他兩個要件來考慮它們參與肉類的屠後蛋白質水解。第一，蛋白酶必須能
夠接近基質，第二，它們必須能夠複製在屠後貯存期間肉的蛋白質水解型式。肌
原纖維蛋白質與 cathepsins 一起培養的時候，會導致不同的裂解變化，跟我們所
觀察到的肌肉貯存變化的裂解型式不同，而且它是被懷疑的，因為 cathepsins 必
須要由屠後肌肉中的 lysosomes 釋放。MCP 的一個顯著的角色可以被排除在外，
因為肌原纖維對 MCP 而言，在這個蛋白質水解系統是非常差的基質。更進一步
的，肌原纖維蛋白質被 MCP 水解的型式完全不能模仿屠後肌肉的裂解型式，這
個情況之下，只留下 calpain 系統或其他潛在還未被發現的蛋白質酵素，是負責
屠後主要肌原纖維蛋白質水解系統以及造成肉的嫩化。
6. μ-calpain 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負責屠後嫩化
Calpain是在中性pH值有最適活性的鈣活化蛋白酶，在骨骼肌中，calpain系統
至少含有三種蛋白酶，μ-calpain，m-calpain，骨骼肌中特有的calpain p94或calpain
3，及μ-calpain，m-calpain的抑制因子calpastatin。至少有十多種相似calpain的基因
已經被發現，但是，這些基因幾乎沒有被轉譯為所知的蛋白質。μ-calpain及
m-calpain是由28及80 kDa分子量重的兩個次單位所組成。
另一個重要的性質為在鈣的存在下，μ-calpain及m-calpain會進行自體水解。
自體水解會降低μ-calpain及m-calpain達最大活性一半的鈣需要量。μ-calpain最初
的自體水解會產生78-kDa片段，接著是76-kDa片段之次單位。而m-calpain最初的
自體水解會產生78-kDa片段之次單位。更進一步的，μ-calpain及m-calpain的自體
水解會導致較低分子量片段及喪失酵素活性。
Calpain 3是94 kDa單一多胜肽，與μ-calpain及m-calpain之次單位有序列同質
性。Calpain 3的純化及定性非常不易，因為它有許多的原因。Calpain 3不像
μ-calpain及m-calpain容易自骨骼肌中萃取，因為它與肌原纖維蛋白質Titin 鍵結。
Calpastatin是μ-calpain及m-calpain內源性特有抑制因子 。這些蛋白質存在許
多同功異分物，但是在骨骼肌主要有四個抑制caplain的區塊 。Calpastatin需要鈣
去結合及抑制calpains 。Caplastatin也是calpains的受質，在鈣的存在下會被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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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pastatin的降解不會導致抑制活性完全喪失，同樣的，劇烈的蛋白水解之後仍
具有抑制活性。
從以下許多研究證實，屠後蛋白質水解及嫩化與calpain系統有關：
1. 肌原纖維及calpain產物經培養後，結果與屠後肌肉蛋白水解形式相似。
2. 肌肉灌注或注射鈣，會加速屠後蛋白質水解及嫩化，相反的，肌肉灌注或注
射calpain抑制因子會抑制屠後蛋白質水解及嫩化。
3. 蛋白質水解及嫩化的比例差別在種類間可以被解釋為calpastain活性的差異
性。
4. 蛋白質水解及嫩化的比例差別在 Bos Taurus 及 Bos indicus 牛之間可以被解
釋為calpastain活性的差異性。
5. 經β-agonists處理會影響硬化，可以被解釋為calpastatin活性的增加。
6. 在callipyge lamb大幅的降低屠後蛋白質水解及嫩化的比例及程度，可以被歸因
於calpastatin在動物體內被提高。
7. calpastatin的過度表現再轉殖基因鼠的結果顯示，肌肉蛋白質是大幅降低屠後
蛋白質水解。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在屠後肌肉中，Calpain 如何作用?雖然Calpains 幾乎負責屠後貯存時所有肌原纖
維蛋白質的水解是很明朗的,但是在屠後貯存中 Calpains 如何被活化以及屠後肌
肉如何調節它們的活性都不是很明瞭。屠後肌肉中有關 Calpains 活性至少有三
個未曾被解決的問題：
1. 那一個Calpain是負責屠後蛋白質水解?是μ-Calpain?還是m-Calpain?或者是二者
都有?
2. 在屠後12-16 小時的肌肉中，有多少游離鈣離子濃度?是否游離鈣離子濃度高
到足以致 活m-Calpain?這個問題顯然直接與第一個問題相關。
3. 屠後肌肉如何調節Calpain/Calpastatin 的交互作用，以致於 Calpains 可以
在過量的 Calpastatin 活性下被致活?
問題1及2: 許多研究已經顯示,可萃取的μ-Calpain 活性隨屠後貯存快速降低，在
屠後7天幾乎失去可萃取的μ-Calpain活性。然而 m-Calpain 的活性經屠後貯存
7-10天，幾乎沒有受到影響。但是, μ-Calpain 而不是m-Calpain 被認為是負責死
後蛋白質水解。如果μ-Calpain 的活性在屠後 24小時內已經減少了20-40%在最
適狀態之活性(25°C，pH7.5),那麼在2-4°C pH 5.5-6.0 (屠後24小時的肌肉狀況)的肌
肉是很難理解μ-Calpain具有任何顯著的蛋白質水解能力(μ-Calpain在pH 5.5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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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是pH 7.5時的10%以下)。另一方面,沒有自體水解的m-Calpain 需要300-800uM
鈣離子以達到最大蛋白質水解速率的一半。鈣離子於屠後肌肉内濃度不是很明瞭,
有研究指出,進入僵直時 (密切地伴隨著ATP的失去) 的肌肉游離鈣離子濃度為
~100uM；然而，其他 的研究發現肌肉經屠後10天的貯存，游離鈣離子濃度為
630-970 μM。雖然自體水解可降低 m-Calpain 的鈣需要量到50-150 μM，但是
m-Calpain 在屠後肌肉並沒有自體水解。因此，除非屠後肌肉的游離鈣離子濃度
升高到400 μM以上,否則m-Calpain 在屠後肌肉中沒有蛋白質水解的活性。
Calpain 的活性是經常(但非必需的)伴隨著Calpain 的自體水解，而且屠後肌肉之
m-Calpain 沒有自體水解顯示它沒有被活化。很顯然的，正確的測定屠後肌肉游
離鈣離子濃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至於利用可萃取的μ-Calpain 活性，以評估屠
後肌肉中的μ-calpain 活性是否正確尚有待探討。雖然在屠後貯存時μ-Calpain
活 性快速減少，但是幾年前的 Westernblot 分析顯示，恰巧與上述現象 相反,
μ-Calpain 於屠後貯存期間並沒有被裂解，只是calpain的180-kDa次單位自體水解
成 76-kDa多胜鏈。正常狀況下， μ-Calpain 的 76-kDa形式是具有 完全的蛋白
質水解活性，然而為什麼自體水解的μ-Calpain 在肌肉中沒有活性，依然是不清
楚。 Western blot 分析也顯示，骨骼肌中一半以上的μ-Calpain 在屠後貯存期間
是緊密的鍵結在肌原纖維的區域。鍵結在肌原纖維使μ-Calpain直接座落在它能
分解之蛋白質的位置，且也能避免遭到Calpastatin 的抑制。因此，肌原纖維鍵結
的 μ-Calpain 在屠後蛋白質水解伴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令人相信的。然而，
許多研究指出,肌原纖維鍵結的μ-Calpain的活性，是與可萃取的u-Calpain活性相
同或甚至比較低。此外，肌原纖維鍵結的 μ-Calpain 的量在柔軟或堅硬的肉中
是相等的。所以肌原纖維鍵結的μ-Calpain 不太可能在屠後蛋白質水解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一般經自體水解的μ-Calpain 具有高度的蛋白質水解活性,然而 為何
在屠後肌肉中經自體水解的μ-Calpain 殆無活性則尚未明瞭。經自體水解的
μ-Calpain 在離子強度 300 mM 以上時,呈不穩定的狀態,而失去許多水解的活
性。 屠後肌肉中的離子強度能升高到300 mM,是因為屠後應解作用累積的乳酸所
致。因此，在高離子強度下不 穩定的自體水解後之μ-Calpain，似乎可以解釋屠
後貯存期間μ-calpain 喪失活性的原由。然而，經自體水解的μ-Calpain 在離子
強度大於300 mM 時並不是不穩定；但是，自體水解造成μ-Calpain (對 m-Calpain
的影響略低)更具有疏水性，故在離子強度高於300 mM 時會凝集在一起。 Calpain
凝集物是不具有蛋白質水解 活性的。相對於Calpain 可在試管中凝集，是否
Calpain 可在肌肉組 織中凝集至今尚未明瞭或者這個 Calpain 凝集物是否是因
為在Calpain 純化時暴露於300 mM 離子強度所致的人為誤差(如果是這 樣,經自
體水解的μ-Calpain 可能在屠後肌肉中具有蛋白質水解活性)；或者，經自體水解
的μ-Calpain 在屠後肌肉中真正不具有任何 蛋白質水解活性(如果是這樣，那麼
經自體水解的μ-Calpain 在屠後 蛋白質水解不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需要更多
的資訊以瞭解屠後肌肉中μ-calpain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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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在屠後24小時之Calpastatin 活性是單一的測定值且與 最終嫩度有高度的
相關。屠後24小時的Calpastatin活性愈高，食肉硬度則愈高 (R = 0.69)。因此，被
認為Calpastatin 的活性增加導致 Calpain 活性的降低、屠後 Calpain 水解減少造
成食肉嫩度的降低。然而，目前已知許多種動物的骨骼肌含有比總Calpain量多的
Calpastatin 活性；而且,至今也尚未明瞭為何較多的Calpastatin活性對 Calpain沒有
更多的抑制效應。再者，近年來有關Callipyge羊的研究顯示，Callipyge羊的二頭
肌(Biceps termoris)及背最長肌(Longissimus dorsi)有較μ-及 m-Calpain 總活性多出
二倍的Calpastatin 活性，且在屠後熟成期間不會進行嫩化；然而Calipyge羊的肩
胛棘突下肌(infraspinatus)也有較μ-及 m-Calpain 總活性多出二倍的Calpastatin 活
性，但有顯著的屠後嫩化。除此之外，Callipyge羊的這三種肌肉於屠後10日仍然
具有比 Calpain活性 高的Calpastatin 活性，然而肩胛棘突下肌仍卻有相當程度的
嫩化。因此，Calpastatin/Calpain 的交互作用允許有過多 Calpastatin 的肩胛棘突
下肌進行屠後蛋白質水解；但是，不允許同種動物之二頭肌及背最长肌進行屠後
蛋白質水解。屠後嫩化似乎與屠後肌肉中 Calpastatin活性的降低有關，縱然為什
麼這種活性的降低對Calpastatin/Calpain的交互作用的效應還不是很清楚。屠後肌
肉的抗體定位試驗研究顯示，Calpain在屠後貯存期間的分佈似乎變的更為分散；
而且，Calpastatin在骨骼肌細胞也變得很分散。因此，屠後肌肉組織非常不可能
出現僅有 Calpain 而沒有 Calpastatin 的區域，即不可能出現僅允許 Calpain 作用
的 區 域 。 在 瞭 解 屠 後 期 間 Calpain 水 解 的 調 解 作 用 之 前 ， 仍 有 許 多
Calpastatin/Calpain 的交互作用值得去學習。
二、建議事項
本次赴美參訪研究，因遭逢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影響，各州政府頒布禁足令造成大
學改為網路上課及關閉學校實驗室，無法獲得執行計畫所需樣本數量，導致研究
方向必須做適度調整，因此未來若能再度赴美研究時，希望能有機會執行完成原
本計畫之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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