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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化學】講義 

Chapter 1 水 (water) 

水和冰的結構及性質 

冰的結構主要有 4 種類型：六方形、不規則樹狀形、粗糙球狀形及易消失的球晶形。與離子或離

子基團交互作用的水是食品中結合得最緊密的一部分水。若是在水中添加可解離的溶質，會使純

水靠氫鍵結合形成的四面體排列結構遭到破壞。對於既不具有氫鍵受體又沒有供體的簡單無機離

子它們與水交互作用時僅是極性結合。水與溶質之間的氫鍵結合比水與離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弱。

各種有機分子的不同極性基團與水形成氫鍵的牢固程度有所不同。在水中加入疏水性物質，由於

它們與水分子產生排斥力，從而使疏水基團附近的水分子之間的氫鍵結合增強。由於在這些不相

容的非極性物質鄰近的水形成了特殊的結構使得熵下降此過程被稱為疏水水合 (hydrophobic 

hydration)。如果存在兩個分離的非極性基團，那麼不相容的水環境將促進它們之間的締合，從

而減少水－非極性物質界面面積，此過程是疏水水合的部分逆轉，被稱為 “疏水交互作用

(hydrophobic interaction)”。疏水基團還具有兩種特殊的性質，即它們能和水形成籠形水合物

(clathrate hydrates)，以及能與蛋白質分子產生疏水交互作用。 

 

食品中水的存在狀態 

根據食品中水分的存在狀態，可將食品中的水分為自由和結合水。 

另外依照食物中水分含量分類，可以分為含水率及水活性 

 

(一)結合水 

結合水（或稱為束縛水、固定水、bound water），通常是指存在於溶質或其他非水組成分附

近的、與溶質分子之間透過化學鍵結合的該部分水。無溶劑之功能，不凍水（-30℃仍不結

冰），食品控制水量至結合水量，食品穩定性高 

1.會與食品成分中醣類、脂質及蛋白質等之 OH-,NH2-,COOH- 等官能基結合，又稱為水合水

(hydrated water)。 

2.分為單分子層結合水與多分子層結合水。 

3.無法於生物體中當作溶劑，微生物不能利用。  

4.結合水的蒸汽壓比自由水低得多，所以在一定溫度(100℃)下結合水不能從食品中分離出來，故

加熱不易蒸發，且凝固點比純水要低許多；低溫下則不易結冰，冰點約為-40℃。在食品加工冷

凍、冷藏保存領域上稱為不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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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在乾燥或冷凍時如果影響到結合水，則會影響到蛋白質之變性，因而降低食品之質地。若

結合水之去除，對食品的質地、保存性等有很大的影響。 

6.水活性比純水要低。 

 

(二)自由水 

自由水（體相水，free water）就是指沒有被非水物質化學結合的水。具一般水之理化特性:

滯化（截留）、水毛細管水、自由流動水。 

 

(三)水分含量 

含水率(water content):完全將食物脫水後所占總食品之百分比。以 100~105℃乾燥達恆重

後，樣品重量的減少量。藉由儀器或實驗計算如後圖 

 

(四)水活性(water activity, Aw) 

水活性之定義：密閉系統中食品之平衡水蒸氣壓(P)與同溫度下純水之飽和水蒸氣壓(P0)之比

值。Aw＝P/P0  

純水之 P=P0 因此純水的水活性定為 1。 

食品中之水分因溶解許多有機或無機之成分，因此其 P＜P0 ，食品中之 Aw＜1。 

 

式中：aw 是水活性；P 是某種食品在密閉容器中達到平衡狀態時的水蒸氣分壓；P0 是相同溫

度下純水的飽和水蒸汽壓；(equilibrium relative humidity ERH) 是樣品周圍的空氣平衡相對

濕度；N 是溶劑莫耳分數，n1 為溶劑莫耳數，n2 為溶質莫耳數。(Aw=P/P0)  

 

(五)含水率與水活性比較 

計算的水不同:  

含水率:自由水加結合水  

水活性:自由水 

計算的原理不同: 

含水率:重量分析(常壓乾燥)  

水活性:蒸氣壓分析 

等溫吸濕曲線的圖形不同 

 

(六)兩種表示水分的名詞:乾量基準(dry basis)與濕量基準(wet basis) 

乾量基準(dry basis)Wd:以完全乾燥物之重量為基準表示水分含量 

水分含量(moisture content)=(原料水分含量/乾燥樣品量)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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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量基準(wet basis)Ww:以食物全重量為基準表示水分含量 

水分百分比(moisture percent)= (原料水分含量/原料樣品量)x100 

Wd=Ww/(1-Ww) 

 

水活性(water activity)與食品的安定性 

降低水活性可以提高食品的安定性，其機制是： 

(1)降低水活性，能使食品中許多可能發生的化學反應、酵素性反應受到抑制。 

(2)很多化學反應是屬於離子反應，該反應發生的條件是反應物首先必須進行離子化或水合作

用，而發生離子化或水合作用的條件必須有足夠的自由水才能進行。 

(3)很多化學反應和生物化學反應都必須有水分子參加才能進行（如水解反應）。 

(4)許多以酶為催化劑的酵素性反應中，水除了具有作為反應物的功能外，還能作為受質在酶擴

散作用中的輸送介質，並且透過水合促使酶和受質活化。 

 

等溫吸濕曲線(moisture sorption isotherm；MSI) 

一般等溫水分吸濕曲線如圖，為食品由乾燥態重新吸濕(resorption)之表現。此曲線可以簡單地

依據其「凹向性」(concavity，亦即曲線之二次微分)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由最低水分含量之第一

區域(zone I)，一直到最高水分含量之第三區域(zone III)。 

 

‧區域 I：BET 單分子層吸附水含量，被 OH、NH2、COOH 等官能基強烈束縛之水分，為不

凍結水亦稱為結合水。第一區域的水分子與食品結合力最強，而其移動性最低，這些水分是結

合在食品中高極性的表面部位。這些結合的水分在非常低的溫度下(如：－40℃)也不會凍結，

不能作為食品其他成分之溶劑，對食品質地之塑化(plasticizing)亦無幫助。第一區域水分含量

之極限一般被視為「BET 單分子層吸附水含量」(BET monolayer moisture)，此含量在一般食

品中小於 0.1g/g D.M.。 

 

‧區域Ⅱ：單層水之外側為準結合水，亦稱多層水，與氫鍵結合之較高移動性之吸附水分子，對

水活性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區域的水分代表與食品成分經由氫鍵結合的水分子，此區域的水分

子移動性較第一區域為高，能滲進食品固體組織中，對食品質地具有非常顯著的塑化作用， 些

許水分的增加即對水活性有很大的影響，並可加速許多食品中發生的生化反應。在高含水率食

品中，第一區域與第二區域的水分只占食品整體水分的 5%以下。 

 

‧區域Ⅲ：為食品成分之溶劑中之吸附水，可凍結並且被微生物利用性最高。由第二區域至第三

區域之含水率，食品質地經過極大改變，第三區域的水分子可凍結，亦可作為食品成分之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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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微生物利用性也最高。此區域內的水分子，其物性及化性與一般液態水相近，含水率的高

低並不會改變水溶性溶質之性質。若為凝膠狀或細胞組織所形成的食品，第三區域之水分被鎖

入組織結構中，對其他食品則更近似於自由水分子。對高水分含量食品而言，第三區域的水分

約占整體水分的 95%以上。 

 

水分吸附曲線之重要性與應用如下： 

1.減低配方食品(formulated foods)成分間水分移轉現象之產生。 

2.決定食品包裝或保藏時，抑制微生物繁殖所需達到之水分含量。 

3.了解濃縮或乾燥之脫水過程中，空氣相對濕度對食品水分含量與脫水速率之影響。 

 

滯後現象或遲滯現象 Hysteresis 

如果在乾燥樣品中以添加水（吸濕作用）的方法繪製等溫吸濕曲線和依照脫濕過程繪製的等溫脫

濕曲線並不完全重疊這種不重疊性稱為遲滯現象，對同一個食品而言，其等溫吸濕曲線(含水率

低→高)與等溫脫濕曲線(含水率高→低)通常並不一致，如右圖所示，此現象被稱為「滯後」

(hysteresis)。通常在相等水活性下，脫濕曲線擁有較高之水分含量。隨著溫度的降低，滯後現

象會更顯著。引起食品脫濕與吸濕出現遲滯現象的原因其許多學者提出不同學說企圖予以解釋，

包括：食品吸水膨潤後質地結構之改變、物理與化學吸附之區別、毛細管現象、低溫時平衡狀態

需時甚久才能達到等，但真正原因尚未有確切的定論。 

目前了解原因可能是： 

(1)脫濕過程中一些水分與非水溶液成分作用而無法釋出水分。 

(2)不規則形狀產生毛細管現象的部位，欲填滿或抽空水分需不同蒸氣壓（要抽出需 p 內>p 外，

要填滿即吸著時則需 p 外>p 內） 

(3)脫濕作用時因組織改變，當再吸水時無法緊密結合水分，由此可導致吸濕相同水分含量時處

於較高的水活性。 

 

1.玻璃態(glass state)： 

是聚合物的一種狀態，它既像固體一樣有一定的形狀和體積，又像液體一樣分子間排列只是近

似有序，因此是非結晶態或無固定形態。 

2.玻璃化溫度(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g)： 

當溫度低於 Tg 時，聚合物非結晶部分屬於玻璃態，高分子聚合物吸收能量轉變成柔軟而具有

彈性的固體，稱為橡膠態。此種從橡膠態到玻璃態的轉變稱為玻璃化轉變，此時的溫度稱為玻

璃化溫度。 

3.無定形(amorphous)： 

這是一種物質的非平衡、非結晶狀態。當飽和條件占優勢並且溶質保持非結晶時，過飽和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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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稱為無定形。 

4.分子流動性(Mm)： 

是分子的旋轉移動(rotational motion)和平動移動(translational motion)的總度量。 

 

大多數食品具有 Tg，在生物體中，溶質很少在冷卻或乾燥時結晶，所以常以無定形區和玻璃化

存在。食品系統中水分含量高的 Tg就低，有的甚至接近純水的玻璃化溫度-135℃ 。當 Tg高於

環境溫度時，該食品即使在常溫下也是穩定的。Tg'是特定溶質在最大冷凍濃縮溶液(maximum 

freeze concentration)時的玻璃化溫度，是 Tg值的一個特定值。Tg強烈受溶質類別和含水量所影

響，但 Tg'只受溶質種類影響。利用擴散限制的性質來估測食品的特性時，例如冷凍食品的物理

性質、冷凍乾燥的最佳條件，和包括結晶作用、膠凝作用和澱粉老化等物理變化等等，以 Mm

方法估測明顯地更為有效，而利用 aw方法則無法預測冷凍食品的物理或化學性質。評估產品貯

藏在接近室溫時導致結塊、黏結和脆性的條件時兩者具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估測不含冰產品中的

微生物生長和非擴散限制化學反應速率（固有的慢速反應，例如高活化能反應和在較低黏度介質

中的反應）時，Mm方法的實用性明顯地較低和不可靠。 

 

食品中水活性控制方式 Control of Water Activity (Control of Aw) 

自古以來，人類持續發明應用如：醃漬、燻製、風乾等脫水方式，將多餘水分去除，降低各種食

品品質劣變之反應速率，以達到保藏食品之目的。如今我們經由學理與實驗證實，欲增進儲存食

品的安定性，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即是降低水活性，而方法可以大致敘述如下： 

1.減少水分含量：熱風乾燥、冷風乾燥、噴霧乾燥、冷凍乾燥、烘焙、擠壓、油炸及薄膜分離等

乾燥、濃縮操作。 

2.冷藏或冷凍：低溫使食品總水分含量不變，但是水活性降低。 

3.添加保濕劑：鹽、糖、多元醇(山梨醇、甘油、丙二醇)等之添加，不但有助於降低水活性，且

能發揮抑菌與改善食品口感等作用。 

4.良好之包裝：適宜的包材與包裝方法(真空、充氮、調氣)可以降低水分通透，維持最佳儲存水

活性。 

 

水活性食品成分之間各種生化反應速率與及與微生物生長的相關性 

微生物生長 

微生物生長必須有一定量之水分來源，可用 Aw 來評估，一般微生物之生長之 Aw 之最低限度

大約：  

1.黴菌：Aw 0.7~0.8    

2.酵母菌：Aw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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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菌：Aw 0.9 

4.嗜鹽性細菌：可耐受至 Aw 0.75 

5.耐滲透壓型酵母和耐乾性黴菌：可耐受至 Aw 0.6 

 

油脂氧化：  

1.Aw＝0.7~0.8：氧化速率最大，可能與溶氧量及油脂浮在水面有關。 

2.Aw＝0.3左右：油脂之氧化安定性最佳。  

3.Aw＜0.3 ：油脂之氧化速率反而升高，可能是此時食品成細小粉末 或多孔洞之狀態，所以增

加油脂與空氣接觸機會變大，增加油脂之氧化速率。 

 

非酵素褐變：  

1.Aw＜0.2：褐變反應並不明顯。 

2.Aw＞0.5：反應速率慢慢升高。  

3.Aw＝0.65~0.75：反應速率達到最大值。  

 

酵素活性：  

1.Aw＜0.3：幾乎所有酵素都不活化。  

2.Aw＞0.6：速率慢慢變快。  

3.其他：Aw 對酵素活性的影響是可逆的、水活性越高時酵素越不耐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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