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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风味形成的研究进展
李志国，宗学醒，闫清泉，王 乐，李玲玉，刘 豪，边燕飞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00）

摘  要：为深入理解奶酪风味的形成，主要从蛋白酶解、脂肪脂解、乳糖酵解、柠檬酸发酵等角度综述奶酪风味化

合物的形成和代谢过程。主要阐述了蛋白酶解过程中天然酶、凝乳酶、发酵剂、二级发酵剂和非发酵剂微生物将蛋

白质不断降解成短肽和氨基酸的过程、脂肪酸酶解过程中内酯和丁酸代谢产物的形成过程以及乳糖酵解过程中乳糖

主要在乳酸菌作用下转化成乳酸，中间体丙酮酸盐转化为二乙酸、3-羟基-丁酮、乙醛或乙酸。总之，奶酪风味物

质主要包括脂肪酸、酯、醛、醇、酮、硫化物、酚、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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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flavor formation in chee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metabolism of flavor compounds in cheese with respect to proteolysis, lipolysis, and lactase and citric acid fermentation. The 

focus of this review is on protein breakdown into short-chain peptides and amino acids by natural enzymes, chymotrylase, 

starter cultures, secondary starter cultures and non-starter microorganisms, the formation of lactone and butyric acid as 

metabolites during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fatty acids, the conversion of lactose into lactic acid by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intermediate pyruvate into diacetic acid and 3-hydroxy-butanone, acetaldehyde or acetic acid. 

Conclusively, the flavor substances of cheese mainly include fatty acids, esters, aldehydes, alcohols, ketones, sulfides, 

phenols and e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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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1 000多种奶酪，法国约500 种，最早生

产奶酪的意大利有300 种。奶酪的颜色、口感和香味各

不相同。例如：未成熟切达奶酪风味温和，随着熟化

风味变得强烈；成熟的切达奶酪风味曾被描述为“牛

肉味”或“肉汤味”；高达奶酪为黄油味、坚果味，

随着成熟变为焦糖或奶油糖果的味道，但不强烈；小

孔瑞士奶酪为奶油风味，温和、细腻、略带甜味[1]。本

文通过阐述及归纳奶酪风味的形成过程，为奶酪风味

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奶酪风味研究进展

奶酪风味理论研究目前为2 个阶段：第1阶段，最

初认为奶酪风味仅由单一的化合物或几种化合物组合

而成；第2阶段，20世纪50年代的“组分平衡理论”认

为，风味物质的形成是奶酪化合物组分平衡的结果[2]。

奶酪风味物质产生的原因是原料乳中的风味化合物及加

工处理时乳成分在酶及微生物代谢时产生的代谢物质，

包括酸、醇、脂、内酯、醛、酮、酚、醚等多类有机化

合物。例如：切达干酪中所含挥发性风味物质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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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种，最重要的有乙酸、丁酸、己酸、辛酸、硫化氢、

谷氨酸、甲硫醇及羰基化合物以及非挥发性化合物，如

多肽、短肽及游离氨基酸[3]。

风味研究的最新技术为 H S - S P M E - G C - M S -
GC-O，即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headspace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HS-SPME）结合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技术和气相

色谱-嗅觉测量方法（gas chromatography-olfactometry，
GC-O）对奶酪风味物质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4]。

2 奶酪风味物质形成机理

奶酪风味物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和多化学反应的过

程，不仅有化学反应，还包括菌种内部的生化反应，其

过程主要包括4 个经典反应：酪蛋白的酶解、脂肪脂解、

乳糖的糖酵解以及柠檬酸代谢[5]。菌种可分为发酵菌种

和非发酵菌种，发酵菌种中最主要的产酶菌包括乳酸

乳球菌、乳酸杆菌、嗜热链球菌以及明串珠菌。非发

酵菌种中，瑞士奶酪中使用丙酸菌，在一些表面熟化

奶酪中使用不同好氧菌，如短杆菌、葡萄糖球菌和青

霉菌等。关于酶的来源，包括：牛乳中的固有酶，如

血纤维蛋白溶酶和脂解酶；牛乳中的添加酶，如凝乳

酶；发酵剂产生的酶；微生物产生的酶，如霉菌和表

面裂缝中微生物产生的酶以及在细胞死亡或脂解后微

生物中释放的酶。

2.1 原料乳组分和凝乳酶的作用

原料乳的主要成分为水、蛋白质、脂肪、乳糖及矿

物质等，其中酪蛋白含量约占总蛋白含量的80%，多组

分的混合体系是影响奶酪风味的重要前体物质。凝乳酶

是传统奶酪制造中最主要的蛋白酶，主要来源于胃内产

生的一种天冬氨酸蛋白酶，酶解底物主要是生牛乳中的

κ-酪蛋白，对β-酪蛋白和αs1-酪蛋白也可发生作用，其易

发生断裂的肽键分别为Phe105-Met106、Leu192-Tys193和
Phe23-Phe24，它们对底物反应专一性能力的顺序为κ-酪
蛋白＞β-酪蛋白＞αs1-酪蛋白。在凝乳酶作用下，κ-酪蛋

白中Phe105-Met106间的肽键最易发生断裂，αs1-酪蛋白

中Phe23-Phe24间的肽键最不容易发生断裂[6]，断裂位置

和程度不同的产物将会作为蛋白酶分解的前体物质。

2.2 蛋白质水解

蛋白质的水解较为复杂，但也是奶酪成熟中最重要

的生化反应。由于牛乳中游离氨基酸含量很低，发酵剂

菌种在牛乳中生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它们的蛋白质水解反

应，生成多肽、短肽和氨基酸。奶酪中的蛋白质水解物

来源于5 部分：牛乳中天然酶、凝乳酶、发酵剂、二级发

酵剂和非发酵剂微生物[7]。

蛋白质酶解的基本机理和顺序、大部分熟化奶酪

中蛋白质水解的一般过程如下：首先，初始的酪蛋白水

解主要是由于牛乳中天然酶类（如血纤维蛋白酶、组织

蛋白酶D等）的作用，但水解程度较小；其次，奶酪制

作过程中的凝乳酶作用使得酪蛋白于酶切割位点处裂解

成缩氨酸、多肽等；最后，大分子、中等大小的缩氨酸

（2～50 个氨基酸连接的构造物，表现出不同于蛋白质的

活性和机能，一般为蛋白质的一种或蛋白质的短片）在

发酵剂和非发酵剂酶的作用下降解为小分子缩氨酸和游

离氨基酸[8]。

发酵剂蛋白酶和肽酶的主要作用机理如下：首先，

添加的凝乳酶和天然存在于牛乳中的血纤维蛋白酶生成

分子质量较大和中等的缩氨酸，其分子质量较大，对奶

酪风味产生的影响较小；其次，发酵剂代谢生成的蛋

白酶和肽酶作用于缩氨酸，生成短链缩氨酸和氨基酸。

对于奶酪成熟的关键以及蛋白质风味的释放，需要进

一步研究发酵剂如何及何时代谢生成酶类以及酶的种

类。目前已经从奶酪成熟期中分离出几种酶类和肽酶，

Detmers等[9]描述了丙氨酸菌ATCC9617的脯氨酸亚基肽酶

（proline iminopeptidase，pip），分离了pip基因与核苷

酸序列，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该基因，将其复制到乳酸

链球菌的染色体中，证实pip是形成瑞士型奶酪甜味的因

素，在奶酪成熟过程中具有去除苦味作用。

非发酵剂酶的作用机理为表面成熟奶酪中的微生物

菌群，如霉菌、微球菌和牛棒状杆菌代谢生成的酶类由

外表面向内部不断裂解奶酪，形成风味。例如：著名的

卡芒贝尔（Camembert）奶酪就是利用霉菌进行熟化处

理，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霉菌[10]。发酵过程中，白

色霉菌产生的酶将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由于这种霉菌

在无氧条件下无法进行生长繁殖，因此奶酪内部没有此

类霉菌。随着霉菌繁殖，奶酪也由外向内逐渐成熟、慢

慢变软，直到内部的组织结构变软后即可食用。

中等大小的缩氨酸分子并不是影响奶酪风味的主要

物质，尽管它们存在于一些奶酪（如瑞士奶酪）中，能

够产生肉汤风味。风味物质很多是由短链肽、小分子肽

以及游离氨基酸形成的。其中游离氨基酸中，芳香族氨

基酸和支链氨基酸对风味的影响较大。芳香族氨基酸是

花香物质和酚香物质，Gao等[11]对乳球乳酪菌NCDO763
中芳香转氨酶的生物化学特性进行分析，发现该酶启动

了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色氨酸和蛋氨酸的生

成，它们都是奶酪风味物质。奶酪成熟过程中还有一些

不良风味的产生，如奶酪中存在的苦味肽。苦味形成的

机理如下：蛋白质水解后，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氨基酸

或短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产生苦味；苦味程度与苦味

氨基酸产生的苦味阈值有关，阈值越低，苦味程度越

强。苦味肽含有1 个或多个疏水性氨基酸，如亮氨酸、苯

丙氨酸、缬氨酸等，这些氨基酸一般位于肽链末端。组

氨酸的阈值为20 mg/100 mL，缬氨酸为150 mg/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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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氨酸为90 mg/100 mL[12]。苦味与肽链中氨基酸的排列

顺序有关，在其羧基末端含有芳香族及支链氨基酸时，

苦味增强。

2.3 氨基酸分解代谢

氨基酸的分解代谢产物较多，包括氨、胺、乙醛、

苯酚、吲哚和乙醇，其物质的平衡状态影响奶酪最终风

味，现已确定多数途径在乳酸链球菌中进行[13-14]。氨基酸

是奶酪中不同挥发性风味物质重要的前体物质[15-16]，在

脱氨酶、脱羧酶、转氨酶和裂解酶的作用下，它们可以

通过不同途径转化。例如：氨基酸转氨形成α-酮酸，其

脱羧转化为乙醛，接着脱氢形成乙醇或羧酸，这类成分

多数具有香味且对乳制品的整体风味有益。Cefoperazone 
奶酪风味由乳酸乳球菌乳脂亚种B78细胞提取物L-蛋氨酸

形成，此外，来自细胞中的L-蛋氨酸酶加速了奶酪风味

的形成[17]。

支链氨基酸和芳香氨基酸的酶解在奶酪风味形成中

具有重要作用，它们是奶酪风味物质的前体，如异戊酸

（前体为亮氨酸）、异丁酸（缬氨酸）、3-甲基丁醛、 

2-甲基丁醛和2-甲基丙醛，是各种不同类型奶酪的风味化

合物。支链氨基酸和芳香氨基酸被发酵剂乳球菌降解的

第1步是转氨，该反应由支链转氨酶和芳香转氨酶催化，

且需要α-酮酸作为氨基的接受体。芳香氨基酸转氨酶能

转化芳香氨基酸、亮氨酸和蛋氨酸，而支链氨基酸转氨

酶能转化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也可以转化蛋氨

酸、半胱氨酸和苯丙氨酸[18]。

2.4 脂肪酸酶解

脂肪对奶酪风味的形成十分重要。牛乳脂肪是奶酪中

的主要脂类，在一些奶酪品种中分解程度较高。如Italian
奶酪，其中的脂肪彻底分解为氨基酸，形成风味。对于

蓝纹奶酪，游离脂肪酸也是第二大主要风味物质甲基酮

形成的底物[19]。在Cefoperazone奶酪中添加食品级解脂

酶，促进了游离脂肪酸的分解，有助于形成特殊的风味物

质。当游离脂肪酸高于正常水平时，将会破坏风味的平

衡，奶酪中正常的游离脂肪酸含量为0.3～100.0 mg/L[20]。 

奶酪中的游离脂肪酸易发生酯化作用，短链脂肪酸和甲

硫醇生成甲硫酯，赋予奶酪特有的芳香气味[21]。奶酪中

脂肪酸组分与所使用的脂酶（包括微生物脂酶）特异性

有关，不同脂酶对链长不同的脂肪酸高度专一性有所差

别。随着成熟期变化，不同奶酪中游离脂肪酸含量差距

也很大，鲜乳中游离脂肪酸含量约为415 mg/kg，切达干

酪中可达1 793 mg/kg，蓝纹奶酪中为2 500 mg/kg。
奶酪脂肪酶的来源为生牛乳、凝乳酶、发酵剂和非

发酵菌。生牛乳中含有专一性显著的脂蛋白脂肪酶，可

以对甘油单酯、甘油双酯和甘油三酯的1～3位进行酶

解，生成脂肪酸，其中，在1位上分解得到的为甘油三

酸酯。

奶酪中游离脂肪酸的代谢步骤：脂肪酶酶解脂肪，

生成游离脂肪酸；游离脂肪酸氧化为β-酮酸；β-酮酸去羰

基，生成少1 个碳原子的甲基酮；甲基酮在还原剂作用下

生成相应甲基醛。甲基酮的浓度和脂解程度直接相关[22]。

内酯和丁酸是游离脂肪酸的代谢产物。内酯是一种

环状酯，是醇酸通过失水进行分子间的酯酸化形成的一

种环状结构。α内酯和β内酯不稳定，在有机物的合成过

程中作为中间代谢产物；δ内酯和γ内酯比较稳定，不容

易发生分解。内酯具有很强的芳香气味，虽然这些芳香物

质并不是真正的奶酪风味，但与奶酪风味有一定关系[23]。

丁酸是Romano和Provolone奶酪中很重要的风味物质，瑞

士硬质奶酪的主要脂肪特征风味是丙酸赋予的[24]。

霉菌熟化类型奶酪中，游离脂肪酸氧化降解为甲基

酮，这是蓝纹奶酪中基本的风味物质。蓝纹奶酪的主要

特点是制备过程中使用娄地青霉，代谢中产生胞外脂肪

酶，继而产生游离脂肪酸。随着游离脂肪酸浓度升高、

环境pH值变化，娄地青霉可以将脂肪酸转化为甲基醛，

再进一步转化为甲基酮[25]。

2.5 乳糖酵解

未成熟奶酪，如农家奶酪中，乳糖只限于形成强烈

的乳酸风味。在成熟奶酪中，乳糖发酵产生的乳酸不仅

有抑菌作用，还可降低奶酪中的氧化还原电位和pH值，

这一条件有利于酶促反应的缓慢进行，并产生许多风味

化合物。

牛乳中大约98%的乳糖于乳清中被排出，剩下一部

分残留在奶酪凝块中，乳糖发酵时，风味物质的主要形

成途径是乳酸菌的作用，中间体丙酮酸盐的一部分也

可以在不同酶的作用下转化成不同的风味物质，如二乙

酸、3-羟基-丁酮、乙醛或乙酸，其中一部分化合物可以

影响奶酪风味[26]。

发酵剂特性不同，乳糖代谢途径也有差异。一些发

酵剂将乳糖代谢成L-乳糖，半乳糖通过糖酵解途径分解

为D-乳酸和L-乳酸。通过Leloir途径将半乳糖转化为谷氨

酸-6-磷酸，之后进行分解；葡萄糖通过磷酸酮酶途径分

解为乳酸、甲醇和CO2
[5]。

不同奶酪中乳酸含量不同，切达干酪为1.5%，瑞士

奶酪为1.4%。切达干酪中的乳酸可以被发酵剂或非发酵

乳酸菌氧化，通过一系列反应生成乙酸和CO2，这个反应

过程与含氧量关系密切。

2.6 柠檬酸代谢

生牛乳中柠檬酸含量并不高，约为0.2%，但它在一

些奶酪中的代谢分解会影响奶酪风味。牛乳中大约90%

的柠檬酸可溶于水，随着排乳清过程而排出。引起柠檬

酸发酵的微生物主要是肠膜明串珠菌乳脂亚种、肠膜明

串珠菌葡聚糖亚种和乳酸乳球菌乳酸亚种双乙酰突变

株，它们在牛乳中的最佳生长温度为21 ℃[27]。柠檬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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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产生的风味来源于多种化合物，包括双乙酰、丙酸、

乙酸和CO2，CO2是荷兰奶酪形成表面孔眼的主要原因。

切达干酪含有质量分数大约为0.2%～0.5%的柠檬酸，它

的代谢速率取决于保加利亚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双歧

杆菌及嗜热链球菌等混合发酵剂因素的影响，切达干酪

中二乙酸的含量很高，且这些高含量的二乙酸可以影响

奶酪风味[28]。二乙酸可以被转化为3-羟基丁酮、2,3-丁烯

基乙二醇和2-丁酮，而2-丁酮是奶酪风味物质的主要组成

成分。

3 结 语

不同奶酪的风味差异较大，原料乳、菌种发酵过程

及加工工艺等的不同均会影响最终风味的差别。把握分

析奶酪风味成因的基本原理，将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分

析研发及质量等问题。目前，随着气相仪器准确性的提

高，对于风味化合物的常用测定方法为HS-SPME-GC-
MS-GC-O。然而，尚未见有文献对不同奶酪的风味化合

物与风味种类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归纳，这方面仍

需要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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