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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吸附作用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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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蛋白质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食品风味品质。肌原纤维蛋白功能特性的变化会直

接影响其对肉制品主效风味成分的吸附能力，因此对肌原纤维蛋白功能特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对明晰肌原纤

维蛋白与挥发性风味物质相互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机制、影响因

素、研究技术与方法进行综述，详细介绍肌原纤维蛋白、挥发性风味成分以及多种外界因素对肌原纤维蛋白与挥发

性风味物质相互作用影响的研究现状，并对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吸附作用研究尚未深入发掘的领域进行

展望，为探究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作用在肉制品加工领域的生产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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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Adsorption of Myofibrillar Proteins for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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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sorption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by proteins determines the flavor quality of food to a certain extent. 

Changes in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dsorption ability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for the major flavor components of meat products. Thus, gaining insights in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yofibrillar 

proteins and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dsorption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by myofibrillar protein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recent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are 

reviewed.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s, volatile flavor components 

and various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yofibrillar proteins and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and presents 

problems that have yet to be addressed in this research area, which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rationale for applying the 

adsorption of flavor compounds by myofibrillar proteins in the field of mea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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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是消费者评价肉制品食用品质的关键因素[1]。一

般肉制品中含有多种挥发性风味物质，如醛、酮、醇、

酯、酸、烷烃、吡嗪、吡啶、含硫化合物等[2]。肉制品中

风味化合物的含量及种类受肉的来源、组成、添加剂、

加工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差异，食品组分与风味化

合物的相互作用也较大程度影响产品的整体风味感知[3]。

肌肉蛋白是肉类食品的重要组分之一，在人体膳食

营养中不可或缺，肌肉蛋白对肉制品感官品质、营养组

成和质构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调控肉制品的风味品

质而言，肌肉蛋白吸附与释放风味化合物的程度至关重

要[4]。肌原纤维蛋白是构成肌肉蛋白的主要成分，其必

需氨基酸的含量和种类十分丰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肉

制品的品质特性[5]。目前，国内外关于肌原纤维蛋白对

风味化合物吸附作用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测定风

味吸附能力的过程中，确定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实验

的较优参数及建立标准化测定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研

究肌原纤维蛋白对风味化合物的吸附机制，对进一步优

化实验参数及确立测定方法具有鲜明指导作用。本文系

统梳理肌原纤维蛋白与肉制品主要挥发性风味化合物相

互作用的相关研究，就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

的吸附机制、影响因素、现有的研究技术方法进行综

述，以期为今后肉类加工产业改善肉制品风味品质提供

参考。

1 肌原纤维蛋白组成及其风味吸附作用机制

1.1 肌原纤维蛋白组成

肌原纤维蛋白是肌肉中含量最高的蛋白质，约占肌

肉蛋白总量的55%～65%[6]。按照肌原纤维蛋白的构成可

分为三大类[7]，如表1所示。

表 1 肌原纤维蛋白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myofibrillar proteins

种类 组成

丝纤维蛋白/收缩蛋白 肌球蛋白、肌动蛋白

调节蛋白
原肌球蛋白-肌钙蛋白复合体，α-/β-辅肌动 

蛋白、M蛋白、C蛋白

支架蛋白
肌联蛋白、伴肌动蛋白、肌间线蛋白、 

波形蛋白、联丝蛋白

肌原纤维蛋白既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功能的盐溶性结

构蛋白群，也是肌肉中收缩肌纤维的重要组成[8]。在加工

和贮藏过程中，肌原纤维蛋白结构和组分的完整性对肉

制品凝胶性、保水性、乳化性以及肌原纤维蛋白的风味

吸附能力等有很大影响，进而造成肉制品质构特性和风

味品质的差异。

1.2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作用机制

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能力受多种

因素影响，就其吸附一种风味化合物而言，这些影响因

素大都可归于蛋白质结合位点的变化。风味化合物结合

位点的变化又与肌原纤维蛋白结构、蛋白与蛋白之间以

及肌原纤维蛋白与其他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9]。 

肌原纤维蛋白中氨基酸侧链种类繁多，且能与不同种类

的挥发性风味化合物发生可逆结合，而维持这种可逆结

合的作用力主要取决于蛋白质疏水性、巯基、二硫键

含量、二级结构及静电相互作用等功能特性[10]。肌原纤

维蛋白的功能特性受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温度、

压力、pH值、金属离子、蛋白浓度及氧化体系等均会

对其功能特性有很大影响[11]，现有研究围绕肌原纤维蛋

白风味吸附机制主要有以下3 种学说：1）Shen Hui[6]、 

Lou Xiaowei[12]等研究认为，主要是通过改变肌原纤维

蛋白构象，引起结合位点的包埋或暴露，造成肌原纤

维蛋白对风味吸附能力的差异；2）Zhou Feibai[13]、

Pérez-Juan[14]等研究认为，增强 /削弱蛋白-蛋白相互

作用，进而影响蛋白与风味化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3）Wang Ying[15]、Sun Weizheng[16]等研究认为，外来

添加物竞争性结合风味化合物的结合位点，影响肌原

纤维蛋白对风味化合物的吸附。

2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能力的影响因素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能力的强弱取决于肌原纤

维蛋白和挥发性风味物质自身性质及外界因素的共同作

用。肌原纤维蛋白的组分、质量浓度，挥发性风味化合

物的种类、分子结构以及热处理、盐、pH值、氧化体

系、改性方式、其他食品添加物等外界因素均会影响肌

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作用。

2.1 肌原纤维蛋白

2.1.1 肌原纤维蛋白组分

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是肌原纤维蛋白的重要组成部

分。肌球蛋白约占肌原纤维蛋白总量的43%，是粗丝的

主要成分，每根粗丝约含有300 个肌球蛋白分子[17]。球

状的G-肌动蛋白和纤维状的F-肌动蛋白是肌动蛋白存在

的2 种主要状态，且含量略低于肌球蛋白，总占比约为

20%[14]。大量研究表明，肌原纤维蛋白中的G-肌动蛋白

与肌球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能力存在差异。其

中，Pérez-Juan等[8]发现，干腌火腿中的G-肌动蛋白和肌

球蛋白主要与分配系数较小的风味成分结合，但G-肌动

蛋白也吸附了分配系数较大的3-甲基-丁醛；LÜ Tong等[18] 

测定不同胰蛋白酶含量对肌球蛋白结构及醛、酮类物质

吸附能力的影响时发现，肌球蛋白发生水解增加了挥发

性化合物的保留率，同时随着胰蛋白酶含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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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酮类物质吸附量增加；Cao Changchun等[19]发现，不

同浓度的H2O2影响G-肌动蛋白中α-螺旋、羰基、氢键、

巯基及疏水位点的变化，进而引起其对醇、醛吸附能力

的差异，且聚集的G-肌动蛋白容易与芳香化合物发生疏

水相互作用，形成蛋白质-芳香化合物复合物，从而增强

其结合能力。

2.1.2 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

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是影响肌原纤维蛋白吸附挥

发性风味成分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但相关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周昌瑜等[20]建立不同质量浓度鸭肉肌原纤维蛋

白对醛、酮、酯、醇类等17 种风味化合物的吸附体系，

研究发现，蛋白质对风味化合物的吸附能力随着蛋白质

质量浓度的增加发生变化，但质量浓度过高时对风味物

质的吸附作用有所减弱，可能是肌原纤维蛋白质量浓度

的增加使其自身表面张力减小，从而造成挥发性风味

物质释放所致；O’neill等[21]用滴体积法测定肌原纤维蛋

白在空气-溶剂界面的表面活性，发现初始体相质量浓度 

10－4～10－2 g/100 mL时，肌原纤维蛋白能够有效抑制自身

表面张力的形成。虽然部分学者认为挥发性风味物质决定

风味保留值的大小，但实际上风味保留值也会随蛋白质质

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此外，结合常数、风味成分与蛋白

质的相互作用以及风味作用位点与蛋白质二级结构结合位

点的相互作用也随蛋白质质量浓度的变化而变化。

2.2 挥发性风味物质

2.2.1 种类

现有研究表明，肌原纤维蛋白对不同风味物质的吸

附能力存在差异，这与风味物质的碳链长度、沸点、分支

程度和特殊官能团密切相关[22]。肌原纤维蛋白对醇、醛、

酮、酯类化合物的吸附研究已被陆续报道，醇、醛、酮、

酯类是典型的风味化合物，肌原纤维蛋白对它们的吸附能

力强弱为：醛类＞酯类＞酮类＞醇类，且肌原纤维蛋白对

醛类的吸附作用显著强于其他3 种化合物[23]。但目前仍缺

乏对其他种类风味成分（如烷烃、吡嗪、吡啶、含硫化合

物）与肌原纤维蛋白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

2.2.2 分子结构

风味化合物分子结构的不同可以导致肌原纤维蛋

白对风味化合物吸附能力的差异。就同类风味化合物

来说，分子质量越大，碳链越长，分子疏水性越强，

蛋白对其的疏水性结合能力也越强，吸附效率越高[24]；

相反，分子体积越大的化合物，其空间位阻效应越明

显，越难进入蛋白分子内部的结合位点，造成吸附效率 

偏低[25]。Jasinski等[26]研究表明，β-乳球蛋白上有14 个
2-壬酮结合位点，蛋白质结构的伸展导致结合位点数增

加，但造成肌原纤维蛋白发生伸展的原因尚不明晰；

Hansen[27]、Lou Xiaowei[12]等在研究蛋白质对酮类风味

化合物吸附作用时均发现，蛋白质对酮类化合物的吸附

能力随碳原子数的增加而增强；Han Zhong等[28]研究构

象变化的典型肉味化合物（壬醛）与牛肌原纤维蛋白的

风味结合机理，发现壬醛与肌原纤维蛋白相互作用对其

构象无明显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结合常数和结合

位点数有所增大；申辉[29]研究碳链长度、酮基位置和数

量、支链有差异的酮类化合物与肌原纤维蛋白相互作

用的影响机制时发现，由于2,3-戊二酮含有更多酮基， 

2,3-戊二酮淬灭肌原纤维蛋白荧光的效率显著高于2-戊酮

和3-戊酮，且随着碳链的增长，蛋白质与长链酮之间产

生较强的疏水相互作用，从而提高了同系物酮的Stern-

Volmer淬灭常数（Ksv）。

2.3 外界因素

2.3.1 热处理

热处理是食品加工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也是肉类

加工中的常用手段。热诱导蛋白聚合是肉品加工过程中

改变蛋白质三维结构的关键性环节，热处理对蛋白质风

味吸附能力的影响也被多次研究[30]。在蛋白质结构展开

和聚合的过程中，肉制品的风味会因特定结合位点被修

饰或更多疏水性风味结合位点的暴露而发生改变。康怀

彬等[31]研究发现，牛肉肌原纤维蛋白结构会随着温度的

升高和加热时间的延长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吕彤等[32] 

研究不同温度（45、55、65、75、85 ℃）对肌球蛋白

结构及风味吸附能力的影响时指出，不同加热温度下肌

球蛋白与醛类的相互作用主要取决于疏水作用，巯基和

氢键相互作用决定肌球蛋白结构的展开和聚合，提供或

修饰更多的风味结合位点，从而影响对醛类化合物的吸

附；周昌瑜等[23]研究发现，在热处理0～5 min内，肌原

纤维蛋白凝胶的二级结构和表面疏水性均发生变化，这

与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对不同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能力

受热处理影响的变化时间一致，表明蛋白质结构的变

化与其对挥发性风味化合物的吸附具有一定相关性；

Xu Yongxia等[33]研究两步热处理对草鱼肌原纤维蛋白结

构及其与己醛、庚醛、辛醛和壬醛结合能力的影响，结

果显示，肌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和总巯基含量分别在

40 ℃第1次加热30 min和90 ℃第2次加热5～10 min内增

加，可能是由于疏水氨基酸和巯基的暴露导致肌原纤维

蛋白二级结构展开，从而提高肌原纤维蛋白的风味结合

能力。90 ℃的长时间加热加速了未折叠肌原纤维蛋白的

聚集，减少了疏水结合位点，从而降低了肌原纤维蛋白

与醛类物质的结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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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蛋白质外，动物肉中还含有核糖、葡萄糖等还原

性物质，这些物质在热处理过程中发生美拉德反应，不

仅赋予肉制品特有的香味和色泽，也会影响蛋白质的消

化和利用[34]。张杰等[35]将牦牛肉肌原纤维蛋白分别与果

糖和葡萄糖发生美拉德反应后的挥发性风味成分进行对

比发现，反应温度为130 ℃时，果糖和葡萄糖参与美拉德

反应产生的挥发性风味成分种类最丰富、含量也最高，

且葡萄糖参与的美拉德反应所检测到的风味成分种类及

含量明显低于果糖。

2.3.2 盐

盐是食品加工中的重要添加剂，不仅影响食品的

口感，还会引起蛋白质变性或影响食品介质的离子强

度，并间接改变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成分的吸附 

程度[36]，从而调控食品中风味物质的含量。Guichard[37]

研究发现，盐对肌原纤维蛋白与醇类相互作用的影响

大于醛类，且对酯类的影响相对较小；Ventanas等[38]研

究熟化香肠风味时发现，一定范围内的盐添加量决定了 

1-辛烯-3-醇的释放程度；Xiong YoulingL.[39]研究表明，

当NaCl浓度高于0.5 mol/L时，肌原纤维蛋白与水结合的

能力增强而发生膨胀，并认为是由于肌丝之间的静电

斥力增强和肌凝蛋白细丝解聚导致的；韩裕睿[40]研究发

现，代钠盐在氧化环境下影响肌原纤维蛋白冷凝胶吸附

醛类物质能力的过程中，代钠盐会加速肌原纤维蛋白

的变性，使更多的活性氨基酸暴露于肌原纤维蛋白表

面，提供了更多的风味结合点，增强了风味吸附能力；

楼宵玮等 [41]研究表明，当NaCl浓度为0.4～1.0 mol/L 

时，肌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随蛋白质分子间距离的

缩小而显著降低，且肌原纤维蛋白对醇、酮类物质的

吸附能力会在NaCl浓度为0.0～1.0 mol/L时持续减弱； 

Pérez-Juan等[42]研究不同种类的盐对肌原纤维蛋白风味

吸附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KCl和NaCl分别促进了己

醛、辛醛的释放，CaCl2和MgCl2可以明显提高多种风味

成分的释放能力。

2.3.3 pH值

pH值是影响食物蛋白质与风味化合物结合能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为pH值可以改变氨基酸残基的微环境、

表面疏水性、蛋白质的聚集、溶解性、表面电荷和蛋白

质的二级结构[43]。Gianelli等[44]报道了不同pH值处理的固

化剂对模型体系中骨骼肌可溶性蛋白质与风味化合物结

合能力的影响；申辉[29]研究肌原纤维蛋白与吡嗪化合物

的相互作用及不同pH值诱导肌原纤维蛋白结构变化的机

制时发现，肌原纤维蛋白对吡嗪化合物的吸附能力受pH

值和吡嗪化合物的共同影响，且蛋白-蛋白之间的相互作

用在低pH值（4.9～5.5）环境下增强，使肌原纤维蛋白形

成大粒径的聚集体，造成风味结合位点减少，进而降低

肌原纤维蛋白与风味成分的结合能力；余娱乐[45]研究发

现，pH值调节法对兔肉肌原纤维蛋白具备一定的去腥作

用，有利于分离蛋白的加工和利用，且分离蛋白中醛、

酮类化合物的数量和种类均大幅减少。

2.3.4 氧化体系

蛋白质氧化常发生在肉制品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对

蛋白质结构的变化有重要影响[40-41]。研究表明，不同程度

的氧化会使肌原纤维蛋白折叠、伸展和聚集程度发生不同

变化[40]，造成不同氧化程度的肌原纤维蛋白与风味化合物

的结合常数、吸附效率也有较大差异[41]。Zhou Feibai等[13] 

研究羟自由基诱导肌原纤维蛋白氧化对其与醛、酮类物

质结合能力的影响，发现氧化修饰可以改变肌原纤维蛋

白结构和表面疏水性，进而影响其对风味物质的吸附作

用；Shen Hui等[46]研究羟自由基氧化对肌原纤维蛋白凝

胶与醛、酮类物质结合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氧化

的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对风味物质的结合能力随风味化

合物碳链的增加而降低，但氧化只显著影响肌原纤维

蛋白凝胶与己醛、庚醛和2-辛酮的结合，而对其他风味

化合物没有影响；Luo Ji等[47]研究介质阻挡放电冷等离

子体（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cold plasma，DBD-CP） 

处理下干腌腊肉肌原纤维蛋白对腊肉主效风味物质结合

能力的影响时发现，DBD-CP处理强度在50～70 kV时，

肌原纤维蛋白的风味物质结合能力逐渐提高，可能是由

于DBD-CP处理产生的氧化体系增强了肌原纤维蛋白的疏

水性和去折叠能力。

2.3.5 改性方式

肉制品中肌原纤维蛋白的结构状态对其风味品质

具有决定性作用[48]。肌原纤维蛋白的功能特性与其结构

直接相关，肌原纤维蛋白结构的变化间接影响其对风味

化合物的吸附能力。但肉制品加工过程中，有些肌原纤

维蛋白的功能特性无法满足实际生产需求，因此需要通

过物理、化学等方法对其进行相应的改性，从而形成产

品的独特风味。目前有关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的研

究中，常用的蛋白改性技术主要包括超声波、微波、

辐照等，这些技术具有操作简单、便于控制、耗时短

等优点。Jo等[49]对制备好的肌原纤维蛋白进行不同剂量

辐照处理，结果表明，肉及肉制品经辐射处理后风味会

发生改变，这与辐照处理后蛋白质结构的改变有关； 

蔡梦洁[50]研究发现，微波处理能够有效增强肌原纤维蛋

白对醛、酮类风味化合物的吸附能力，肌原纤维蛋白吸

附4 种酮类化合物的能力最大的是2-壬酮，其次是2-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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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对4 种醛类物质吸附能力的大小顺序依次为壬醛、庚

醛、己醛和3-甲硫基丙醛；胡可等[51]以不同关键加工环

节中西式火腿的肌原纤维蛋白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结构

和风味吸附能力的变化，发现在腌制、真空滚揉和斩拌

环节，肌原纤维蛋白荧光峰、最大紫外吸收峰、酰胺A、

B带及酰胺Ⅲ带均发生位移，氨基酸所处的微环境向有利

于风味吸附的极性环境转变；Han Zhong等[28]比较微波和

水浴2 种加工方式下牛肉肌原纤维蛋白对酮类化合物吸附

能力的区别，结果表明，随着微波或水浴处理时间的延

长，肌原纤维蛋白的总巯基含量和表面疏水性增加，且

微波的热效应主导了肌原纤维蛋白的结构变化，与水浴

加热相比，微波的非热效应对肌原纤维蛋白的结构也有

明显影响，从而影响酮类风味化合物的保留和释放。

2.3.6 其他食品成分的添加

谷氨酰胺酶（transglutaminase，TGase）在肌原纤维

蛋白的交联反应中起催化作用[52-54]。TGase催化交联的网

状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游离氨基酸等风味前体物的

损失，在后续加工生产中风味前体物转化为挥发性风味

物质，从而突出呈现产品的主效特征风味[52]，因此凝胶

网络交联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着风味物质的扩散与释放

程度[53]。Tsevdou等[54]认为，氨是TGase交联蛋白过程中

的主要挥发性成分，影响交联食品的风味，但在牛乳中

单独加入TGase并不能显著改善其风味，而在高静压技术

灭菌后，其风味明显改善，这可能是由于TGase与高静压

发生协同作用使一些活性位点暴露。

此外，在加工过程中肌原纤维蛋白的过度氧化可

能会损伤其功能特性及安全性，进而破坏肉制品的食用

口感和营养品质。拥有独特结构的多酚不仅天然无毒，

而且还具备抗氧化及抑菌等特性，因而在抑制肌原纤维

蛋白氧化、减缓肉制品品质劣变等方面被广泛应用[55]。

Jongberg等[56]研究发现，牛肉肌原纤维蛋白中巯基含量随

着多酚类物质的添加而降低，液相色谱-质谱分析结果显

示有“巯基-醌”加成物的形成；Zeng Zicong等[57]研究发

现，多酚经过60、80、100 ℃热处理后含量减少，总抗氧

化活性降低，其转化为醌类的能力降低，进而影响蛋白

质与多酚的共价相互作用。

3 肌原纤维蛋白构象及风味吸附的研究方法

3.1 肌原纤维蛋白构象测定方法

肌原纤维蛋白构象的改变会引起蛋白质与风味化合

物结合位点的包埋或暴露，进而造成肌原纤维蛋白对风

味化合物吸附能力的不同。根据现有相关文献总结了常

用的肌原纤维蛋白构象测定方法，如表2所示。

表 2 肌原纤维蛋白构象测定方法

Table 2 Recent methods used for conform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方法 作用及适用范围 优缺点 参考文献

紫外-可见
吸收光谱法

用于研究小分子与蛋白相互作用，判断 
复合体形成及蛋白质构象变化，适于测定 

波长200～800 nm物质

方法较基础，且简单、
快捷，但检出限低

[58]

荧光
光谱法

用于判断荧光猝灭类型，确定肌原纤维蛋白与 
风味物质结合位点和作用力，测定结合常数和 
结合位点数，定性描述蛋白质的构象变化等

灵敏度高、操作简便、重复
性好、线性范围宽，但对 
环境极为敏感，易受干扰

[59]

圆二
色谱法

远紫外区域（190～250 nm）反映蛋白质二级 
结构类型及含量；近紫外区域（250～300 nm）

可以反映蛋白质构象的细微变化

方法简单、快速、准确，
干扰较少，但价格昂贵

[60]

红外
光谱法

在肌原纤维蛋白与风味物质相互作用研究中，被
用于定性分析吸收峰的形状和位置，通过吸收峰

强度定量分析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变化

分辨率高、灵敏度高、
波数精度高、快速、
但制样程序复杂

[61]

拉曼
光谱法

可用于计算蛋白质二级结构含量，在此基础上 
分析蛋白质构象的变化，500～1 750 cm－1区域的
拉曼峰属于主体结构，低于700 cm－1的拉曼光谱

谱带由含硫基团引起

简单、快速、可重复且
无损伤检测，但易受干扰

[62]

3.2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分析方法

目前，静态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已

成为大多数学者研究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成分吸

附能力时最为常用的方法。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将平衡

透析技术、大气压化学电离串联质谱法、三维定量构象

和分子模型用于分析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化合物

的吸附作用，如表3所示。

表 3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分析方法

Table 3 Recent methods used for analyzing flavor adsorption by 

myofibrillar protein

方法 作用及适用范围 优缺点 参考文献

静态顶空固相
微萃取法

多与电子鼻、气相色谱、质谱等技术
联用，鉴定样品的风味成分；一般直接

采用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法研究
肌原纤维蛋白对风味物质的吸附作用

灵敏度高、快速、
廉价，但检测范围较窄

[63]

平衡透析
技术

被用于测定烷、酮和醛类风味物质与蛋白的 
结合作用

测定准确，
但操作复杂费时

[64]

大气压化学
电离串联质谱法

对鼻腔中释放的风味成分进行定性及
定量分析，以此研究体内蛋白质与

风味化合物相互作用的类型

检测成本低，操作简单、
高效，但检测范围较小

[65]

三维定量构象和
分子模型

可以更直观地观察肌原纤维蛋白风味
结合位点的变化情况

预测能力好、观察更直观，
但受实验数据精度的限制

[66]

4 结 语

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吸附作用既取决

于二者自身性质，如肌原纤维蛋白的组分、质量浓度及

风味物质的种类、分子结构等，同时也受热处理、盐、

pH值、氧化体系、改性方式、其他添加物等诸多外界因

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还未被系统、明确地阐明。探究

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作用机制是更好改善肉制品风味

品质的理论基础，因此，肌原纤维蛋白对挥发性风味物

质的作用规律是一个复杂且有实际价值的研究。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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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的探讨在以下几方面尚有较

大深入挖掘的空间：1）不同风味化合物之间可能存在

竞争或协同性吸附，当前对醛、酮、含硫类、杂环类等

风味化合物之间的竞争或协同性结合机制的研究较为缺

乏；2）可以将鼻腔风味分析、唾液的口腔模拟及建立风

味化合物分子特性对蛋白质风味吸附作用数学模型等新

分析方法应用于肌原纤维蛋白风味吸附研究；3）在肉

制品加工及贮藏过程中，蛋白质会发生一定程度降解，

研究肌原纤维蛋白在不同降解阶段或加工阶段对特定化

合物的吸附作用对于实际生产中改善产品风味有重要意

义；4）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的蛋白溶液或凝胶

体系中肌原纤维蛋白与挥发性风味成分的相互作用，但

全组分肌肉体系才是肌原纤维蛋白所处的真实环境，因

此，在全组分肌肉体系中研究其对风味化合物的吸附与

释放具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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