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述

2018, Vol.41 No.2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2

乳过氧化物酶的特性及其在羊乳产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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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羊乳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却也极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如何使用安全、便

捷、成本低廉的保鲜方法促进羊乳产业的发展是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本文从乳过氧化物酶（lactoperoxidase，LP）
的结构特性、组成成分、抑菌机理、热力学特性以及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论述，并综述了LP在羊乳产业中用于保
鲜、检测对原料乳、干酪和发酵型乳制品的影响，为了解LP在羊乳产业的发展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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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metho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we milk industry is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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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乳是营养价值高、营养成分构成适宜、易消化吸收

期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消耗H 2O 2，减少过氧化物在乳中

的天然优质原料乳[1]。正因如此，羊乳也有利于微生物的生

的积累，从而避免过氧化物对细胞的破坏[4]。对于冷链系

长与繁殖，从而导致其发生酸败，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统不完善、但又需要对鲜羊乳进行采集和运输的地区，

因此，在整个加工产业链中，如何在常温条件下利用既安

为避免使用消费者较为排斥的防腐剂，只能利用羊乳中

全、实用、简单，又成本低廉的技术对羊乳进行贮藏与保

含有的LPS。因此，研究LP的性质，利用其天然抗菌活

[2]

鲜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 ，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羊乳中含有的乳过氧化物酶（lactoperoxidase，LP）
和过氧化氢（H2O2）以及硫氰酸根（SCN－）形成乳过氧

1

LP的结构特性

[3]

化物酶系统（lactoperoxidase systems，LPS） 。LPS是
一种在常温条件下就具有抑菌活性的天然抗菌体系，该

乳中所含的LP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是一种在动物

体系不仅具有“冷杀菌”作用，能够达到延长鲜乳保质

初乳中含量丰富并参与机体防御系统的天然血红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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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蛋白质，亦是一类黄色单肽链糖蛋白，还是一种氧化

制中最关键的具有抑菌活性的中间产物OSCN－，或直接

还原酶，对乳汁中的病原性微生物有抑制作用[5]。

催化SCN－生成OSCN－，OSCN－将微生物表面蛋白质分

LP是由15 个半胱氨酸残基组成的1 个或2 个氨基酸

子巯基（—SH）氧化成相应的硫（氧）基衍生物，再水

2＋

肽链与1 个红血素、1 个Ca 和约10%的碳水化合物结合

解成次磺酸[13]。即LP催化SCN－，蛋白质—SH和OSCN－

而成的碱性蛋白 [6]。LP含612 个氨基酸残基，分子质量
约为78 kDa，等电点约为9.6，在乳清中的质量浓度约为

生成蛋白质—S—SH—SCN －与OH －，或蛋白质—SH和
(SCN)2生成蛋白质—S—SCN、SCN－与H＋，次磺酰硫氰

0.103 g/L。LP的二级结构包含23%的α-螺旋和65%的β-折

衍生物再进行反应，从而破坏细胞膜结构。此过程消耗

叠，其催化中心的血红素是原卟啉Ⅸ，有1 个血红素Ⅸ通

氧气、生成乳酸，因此可以钝化与微生物细胞代谢和增

过二硫键共价结合到LP分子上。纯化的LP在412 nm波长
处的吸光度较大，其A412 nm/A280 nm达0.95[7]。

殖相关的酶，起到抑菌效果。王玮等[14]的研究表明，LPS
能够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黄曲霉毒素等微
生物和毒素。

2

LPS的组成成分及其抑菌特性

LPS可以氧化微生物细胞膜上的疏基基团，破坏膜结
构，使细胞中的内容物，如钾离子外流，抑制细胞对氨

2.1

LPS的组成成分

基酸、葡萄糖等营养物质的摄取及DNA或RNA的合成，

LPS由分泌型LP、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分泌液中的

阻断氧化物的脱氧到糖酵解途径，进而抑制微生物的生

－

SCN 和内源产生的H 2O 2组成。LPS中的LP、H 2O 2以及

长和繁殖 [15]。LPS是对抗外来病原菌入侵的天然防御系

SCN－互相协同，共同延缓或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或繁殖，

统，有广泛的抑菌效果，其不仅能抑制革兰氏阴性菌、

－

是一种天然的抑菌系统。LP催化H 2O 2氧化SCN ，产生

霉菌和真菌（如黄曲霉和酵母菌）的生长和繁殖，还具

的中间物质可以广泛抑制细菌、真菌和病毒的生长或繁

有抗菌、保护动物细胞不被过氧化、分解黄曲霉毒素、

[8]

殖，三者必须同时存在才具有抑菌作用 ，因此，在实际

降解致癌物质以及杀死某些病毒（如炎髓灰质炎和牛

应用中需要激活LPS，即进行人为调节，以保证体系的抑

痘）的能力[16]。

菌效果。
2.2

3

LPS的激活

LP的稳定性

LPS中的3 种成分必须同时存在才有抑菌作用，可
以通过化学法或酶法加入或设法生成辅助LP的其他成

3.1

乳羊的品种、泌乳量、健康和生理状况、年龄以及

分，进而激活LPS，保证抑菌效果。一般可以通过人为
－

影响LP稳定性的内在因素

添加硫氰酸盐KSCN或NaSCN，以保证体系中SCN 的含

取样时间均会对LP的活性及组成成分产生一定影响。

量 [9]。H 2O 2的产生一般可以通过液态化学试剂H 2O 2或固

梁昭义[17]的研究表明 ：随着乳羊胎次的不断增加，羊乳

态试剂Na 2 CO 3 ·3H 2 O，或是在有氧条件下利用微生物

中H2O2与SCN－的浓度明显增加，LP的活力与OSCN－的

乳杆菌、链球菌产生足够的H 2O 2，亦或是通过酶法，即

浓度反而大幅度降低；随着乳羊泌乳量的不断增加，

利用葡萄糖氧化酶（glucose oxidase，GO）氧化葡萄糖

只有H 2 O 2 浓度明显增加，LP的活力、SCN － 与OSCN －

（glucose，G）产生H 2O 2[10]。相比较而言，酶激活方法

的浓度均逐渐降低；此外，随着原料乳存放时间的延

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更为高效、安全，且可连续生

长，羊乳中LP的活力、H 2 O 2 、SCN － 和OSCN － 的浓度

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应选择合适的方法，添补LPS

均呈下降趋势。

[11]

成分的不足，进而激活LPS 。

3.2

影响LP稳定性的外在因素

组成LPS的3 种成分广泛存在于人体内，均是人体的

LP的稳定性和活性受温度、pH值、光、添加剂、

正常代谢产物，其他动物体内亦能检测到LPS活力。蔡

溶 剂 和 离 子 浓 度 等 外 界 因 素 的 影 响 [18]。 L P 在 较 低 温

[12]

利 的研究表明：LPS不损伤体外实验培养的哺乳动物细

度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随着温度的升高，LP的分

胞膜，只选择作用于菌体中的细胞膜；此外，有时虽然

子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导致其活性降低甚至失

需要添加剂才能激活LPS，但需要量非常少，如只需约

活。LP是乳中含有的热稳定性最大的酶，一般的杀菌

10 mg/kg的H 2O 2即可达到抑菌效果；毒理学实验发现，

温度不能使其失活，因此LP可以用来检验巴氏杀菌乳

LPS对动物细胞无毒副作用，可用于羊乳保鲜。因此，

的杀菌效果 [19] 。牛乳、羊乳中所含LP的热稳定性有所

LPS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差异，但一般而言，LP对热较为稳定，其最适反应温

2.3

度 为 5 5 ℃ [20]， 即 利 用 传 统 巴 氏 杀 菌 进 行 热 处 理 并 不

LPS的抑菌机理和特性
H 2O 2存在时，LP将催化内源性SCN －，使其氧化生

能使LP失活，因此可以用该特性来判断乳品的加热程

成亚硫氰（HOSCN），HOSCN进一步分离生成抗菌机

度。此外，LP本身具有抗酸性，在较酸的环境或胃液

※专题论述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仍具有活性，且对水解蛋白酶，如胰蛋白酶、胰凝

5

2018, Vol.41 No.2

44

LPS在羊乳产业中的应用

乳蛋白酶和胃蛋白酶相对稳定。
LP的最适pH值为5.0～5.5，但由于LP来源不同，其最

5.1

降低，尤其是在偏碱性的环境下，其活力会大大降低。

LPS在羊乳保鲜中的应用
LPS可以抑制致病菌与腐败菌的生长，从而保证对羊

适pH值会有所波动[21]。在最适pH值范围外，LP的活力会

乳品质和新鲜度的要求，在羊乳制品中使用LPS进行保鲜

羊乳中存在对光较为敏感，容易被还原成SCN 的

具有保鲜效果好、保鲜时间长、不影响乳制品质量及对

OSCN－，因此，与光照条件相比，避光时LP的失活较为

人体无害等优点[25]。除LPS保鲜技术外，乳品的保鲜方法

缓慢，即LP的活力更加稳定。由此可知，LP对光照极为

还有很多，但早在1986年的第21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敏感，光照会极大地影响LP的活力和稳定性以及LPS的

Health Organization，WHO）讨论会上就已经通过国际乳

抑菌效果 [22]。因此，在羊乳产业中的运输过程中应尽量

业联合会（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IDF）提出的有

避免强光。

关LPS保鲜原料乳的技术报告[26]。动物体内的H2O2可以激

－

向乳中添加保鲜剂会改变原料乳中LPS的各组分含

活LPS，其可以杀死肠道内的致病菌，抑制能够引起乳房

量，进而提高LP的活力，激活LPS，增强其对羊乳的保

炎的相关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有利于有益乳酸菌的生
长，平衡肠道菌群，减少乳房炎的发生几率，进而起到

鲜效果。

预防肠炎和乳房炎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在羊乳制品的
4

原料运输和贮藏过程中，LPS保鲜方法是公认的简便、价

LP的热力学特性

格低廉、具有较高安全性且有效的理想方法[27]。

高温会改变酶的天然结构，使其失活，LP热变性的
反应级数与失活速率均遵循式（1）。
dB ˙ˉkBn
dt

LPS处理原料乳不仅可以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更能
提高巴氏杀菌的效果，有效延长羊乳的保存期[28]。原料
乳的类型和品质、原料乳本身含有或人为激活LPS时添加

（1）

H2O2及SCN－的量、热处理所用温度以及抗菌化合物的组

式中：dB/dt为失活速率；k为失活常数；B为残余酶

成形式等因素均会影响LPS处理的原料乳，进而影响最后
所得的乳制品。

活力；n为反应级数。

5.2

将式（1）取对数、积分得到式（2）。
B 1-n
˄˅
˙1ˇ˄nˉ1˅kB0n-1
B0

（2）

LPS对发酵乳制品的影响
在发酵乳制品的生产工艺中，经LPS处理的原料乳受

到所用发酵菌株种类、发酵时间和温度、所使用发酵物

式中：B0为初始酶活。

的量、发酵时乳中H2O2和SCN－浓度水平及乳中抗菌混合

通过式（2），将（B/B 0 ） 1-n 与t进行动力学模型拟

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发酵菌株的活性

合，得到LP在不同条件下热变性过程中的反应级数。

和产品质量[29]。LPS具有抑制发酵菌株活性，最终延长凝

若是一级反应动力学模型 [23]，可将n=1带入式（1），移

乳时间、降低乳酸产量的能力。

项、积分、采用阿伦尼乌斯公式表达，最后取对数与微

活性下降，LPS的中间产物OSCN － 氧化，β-乳球蛋白

分即可得到式（3）。
Ea
dlnk
˙
dt
˄RT˅2

LPS对酸乳的作用机理是使原料中的－SH总量和
（β-lactglobulin，β-Lg）与κ-酪蛋白（κ-casein，κ-CN）

（3）

式中：Ea为反应的表观活化能；R为理想气体常数；
T为热力学温度。
此过程可确定LP相关的热力学参数，得到热力学致
死时间模型中反应LP耐热程度的D值和反应热变性对温
度依赖程度的Z值。通过式（3）制作lnk与1/T关系图，求
得LP热变性过程中的E a，若lnk随T的变化率与E a呈正相
关，则表明Ea越大的反应，lnk随T的升高而逐渐增加。程
金菊[24]的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牦牛乳中LP的热

的相互作用受到H 2O 2-SCN －的阻碍作用，而酪蛋白表面
的κ-CN结合变性的β-Lg，形成酸乳凝胶，阻碍凝乳中二
硫键的生成，减少聚合物的形成，破坏凝胶网状结构，
提高蛋白疏水能力，影响发酵乳的质地、口感及流变性
质。王绍胜等[30]的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经LPS处理
的乳品虽然在外观和品质上无明显差异，但是LPS可以显
著降低脂解水平，使乳品在风味和等级上有所改善，具
有更柔和的风味和较低的脂解特性。此外，在贮藏、运
输与销售过程中，正常发酵的酸乳仍会缓慢产酸，导致
产品酸度过高，进而影响酸乳的风味，而被激活的LPS

失活现象极为明显，此外，乳羊的品种、质量和泌乳时

可以延缓酸乳酸度的增加，有效抑制后酸化现象[31]。LPS

间也会影响LP的热力学性质。因此，应尽量使用低温杀

亦可改变酸乳的内部结构，提高羊乳中蛋白质的水合能

菌技术，以保证酶的活性。

力，增强对水分子的束缚能力，减缓由发酵和贮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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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乳中共价键断裂、蛋白质网状结构遭到破坏引起

6

※专题论述

LPS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的凝胶时脱水，即LPS可以增大持水力、减少乳清析
出量 [32] 。因此，经LPS激活后的酸乳属时变性非牛顿流

6.1

国外研究现状

体，其含有较多的水分作为润滑剂，黏度、剪切力与凝

1924年，有研究 [41]发现牛乳中存在能够抑制微生物

胶强度均下降，硬度和表观黏度也降低，增强了OSCN－

生长的酶。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利用LPS对原

。羊乳中的LPS被激活后，

料乳进行保鲜是既经济又安全的理想技术。虽然在自然

乳中的交联数目、强度、贮能模量及损耗模量均降低，

界中许多抗菌剂协同作用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有关LPS与

且贮能模量始终大于损耗模量，即酸乳以弹性表现出固

其他抗菌剂共同发挥作用的报道很少。目前，可以利用

体特征，使酸乳具有更好的柔软性与润滑的口感[34]。因

生物工程技术制备编码LP的cDNA，经过转录、翻译、

此，LPS将会改善并提高发酵型乳制品的整体品质。

分离、纯化等步骤，最后获得可以利用的LP，且LPS在

对乳中蛋白质的保护程度

[33]

－

在酸乳制备阶段，LPS利用SCN ，消耗H 2 O 2 ，使
产品中H 2O 2的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提高了发酵型乳制
品的安全性。在酸乳冷藏阶段，LPS可以明显抑制发酵
菌株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数量与活力，有限延长酸乳的保
质期。
5.3

乳制品行业中的应用十分广泛[42]。
6.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羊乳行业发展较慢，羊乳的生产成本较高，

为解决由缺少完整设备导致的地域原料乳的长途运输问
题，降低原料乳本身含有的腐败菌对乳制品品质的不良
影响，国内研究人员对如何用较低成本来保持羊乳的新

LPS对干酪制品的影响
在干酪的加工过程中，经LPS处理的原料乳可以把

全部脂肪完全转化到干酪中，而未经LPS处理的原料乳只
能转化部分脂肪，因此，经LPS处理的原料乳生产干酪的
产量明显较高[35]；LPS还可以减少嗜冷微生物对干酪产生
的不良影响，有效减少所得干酪中假单胞菌、大肠杆菌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数量；LPS亦可防止组织软化和蛋白

鲜度进行研究，减少羊乳原料的浪费。但目前关于LPS
保鲜技术的研究还是不够完善，在效果和成本等方面还
存在一些问题[43]，因此，LPS在我国乳品行业中的应用有
限，仍需要攻克许多难题。
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对于LP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LP用于预防乳房炎、“冷杀菌”工艺和作为替代抗生素
添加于动物饲料中预防肠炎等方面[44]。虽然我国乳品行

质的过度水解。因此，采用经LPS处理的原料乳生产出的

业发展较晚，但发展迅猛，解决原料乳的运输、浪费及

干酪品质和风味均较好，更符合其加工工艺，且更加安

成本问题，提高乳制品质量、奶农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竞

全、稳定、耐贮藏 [36]，在消减一部分羊乳膻味的同时保

争力迫在眉睫。解决H2O2及SCN－的添加问题，将LPS与

持乳中的原有成分。

其他保鲜方法进行结合，扩大LPS的应用范围，LPS在羊

5.4

乳产业中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LPS在乳品检测中的应用
乳中含有大量的LP，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使该酶失

活需要加热不同时间，例如，使牛乳中的该酶失活需要
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63 ℃、30 min，70 ℃、15 min，
75 ℃、5 min或80 ℃、2 min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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