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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热加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行业，高密度二氧化碳（dense phase carbon dioxide，DPCD）加工技

术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热加工技术，因其无毒无害、能耗低、对食品品质影响小等特点，成为国内外食品加工技术研

究的焦点。蛋白质作为食品的重要组成成分，直接影响食品的风味、质构及营养。本文简要介绍DPCD加工技术概

况和特点，总结关于DPCD对蛋白质结构及加工特性影响和DPCD钝酶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展望了DPCD加工技术

的发展前景，为今后非热加工技术应用于食品加工提供重要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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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therm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Dense phase carbon 
dioxide (DPCD), an emerging non-therm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researchers worldwide due to its low energy consumption, non-toxicity and harmlessness, and small impact on food quality.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ood, protein directly affects the flavor, texture and nutrition of food. An overview of DPCD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Moreover,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in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DPCD on protein structure and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usses future prospects for this processing 
technology. Hopefully,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researchers work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non-therma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in foo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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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追求具有

优良风味、质构及营养的食品，而食品加工过程对其品

质存在较大影响。传统的热加工不可避免地会对食品产

生一些不良的热效应，尤其是对热敏性产品的色、香、

味、功能性及营养成分等的破坏更加严重[1]。近年来兴起

的非热加工技术，因其具有在加工过程中能最小限度地

影响食品品质的特点，逐渐取代部分热加工技术，成为

国内外食品加工技术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蛋白质作为部分食品，如肉制品、水产品、乳制品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象与结构直接影响食品的风味、色

泽、质构和营养。因此，研究蛋白质在食品中结构性质 

的变化对于评价食品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本文针

对高密度二氧化碳（dense phase carbon dioxide，DPCD） 

加工技术对食品中蛋白质结构与加工特性影响的最新进

展进行综述，为食品风味、质构及营养改良提供新的加

工思路。

1 DPCD加工技术简介

DPCD加工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非热加工技术，它是指

在间歇、半间歇或连续设备中，在温度低于60 ℃、压力

5～50 MPa条件下处理物料，利用压力和CO2的分子效应

形成高压和酸性环境，在灭菌、钝酶及保证食品安全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的营养和风味等品质特征[2-4]。 

1951年，Fraser [5]提出用DPCD对食品进行杀菌处理。

DPCD主要涉及CO2的超临界状态，但也可能涉及其亚临

界状态及一定压力下的液态，在这些状态下，CO2通过增

加密度来改变其物理性质，成为更有效的溶剂；除了增

加液态密度外，CO2还表现出低黏度和较强的扩散性，这

有助于穿透细菌细胞膜。与超高压技术相比，DPCD处理

过程能耗低、无毒无害、成本低、容易操作与控制[6]。与

传统的热处理相比，DPCD技术具有加工条件温和、对热

敏物质破坏小、能有效保持食品营养、风味和新鲜度的

特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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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2瓶；2. CO2过滤器；3. 控制阀；4. 冷却器；5. 数控系统；

6. 恒温水浴装置；7. CO2增压泵；8. 处理釜；9. 无菌操作台。

图 1 间歇式DPCD设备工作原理图[8]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mittent DPCD sterilization processing[8]

图1为间歇式DPCD设备的工作原理图，在处理过程

中，CO2和样品固定在容器中。首先打开并调节恒温水浴

和冷却器至设定温度，之后开启水浴循环使处理釜达到

实验所需温度；放入样品并且抽真空后，打开CO2增压泵

将CO2压入釜内；在恒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保持一段时间。

图2为连续型DPCD设备的工作原理图，该设备最大

的特点是允许CO2和样品混合并同时流经设备。该系统使

用隔膜泵（A）将进样罐（B）中的汁液通过管道（C）

进料，与加压的CO 2静态混合，调节CO 2和样品的流

速，用空气泵（F）将与CO2混合的样品泵入处理管内，

在预设的条件下循环处理后，在温控泄压区（G）泄压

和释放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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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隔膜泵；B. 进样罐；C. 静态混合管道；D. CO2罐；E. 温控高

压回路；F. 空气泵；G（1、2）. 温控泄压区；H. 处理样品出口。

图 2 连续型DPCD设备工作原理图[9]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inuous DPCD processing[9]

目前，DPCD技术已经运用于许多液体或固体食品的

加工。表1列举了DPCD加工技术在食品中的部分应用以

及其对食品品质、感官的影响。

表 1 DPCD技术在食品中的部分应用

Table 1 Application of DPCD technology in foods

食品 加工条件 结果 参考文献

冷却猪肉 50 ℃、21 MPa、30 min 延缓猪肉腐败，但对肉的色泽和
保水性存在不利影响且降低猪肉pH值

[8]

鲜切苦瓜 52 ℃、6 MPa、2 min 菌落总数降低，苦味显著降低，
对苦瓜微观结构影响小

[10]

鲜枣汁 40 ℃、30 MPa、60 min 浊度有所增加，总酚和VC含量下降抑制明显 [11]

羊肉香肠 60 ℃、20 MPa、30 min
灭菌效果好，香肠亮度值（L*）和

黄度值（b*）升高，红度值（a*）降低；
硬度、耐嚼性、凝聚力和弹性均增强

[12]

凡纳滨对虾 55 ℃、25 MPa、50 min 虾仁质量损失严重，硬度、
L*、a*、b*升高，保水性下降

[1]

腊八蒜 55 ℃、10 MPa、40 min 加速大蒜的绿化反应，降低硬度 [13]
荔枝汁 36 ℃、8 MPa、10 min 总酸度明显增加，还原糖和总酚含量略微上升 [14]

2 DPCD对蛋白质结构的影响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和传统的加热处理和超高

压处理相似，DPCD也会改变蛋白质的结构，导致其 

变性[15-17]。根据陈亚励等[18]的研究，在55 ℃和15 MPa条
件下DPCD处理虾仁30 min，虾肉中肌浆蛋白和肌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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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构象由于CO2的分子效应而改变，导致其溶解度降

低。刘书成等[19]通过DPCD（55 ℃、15 MPa、30 min）
对凡纳滨对虾中的优势腐败菌进行处理，利用十二烷基

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发现，可溶性和不溶性蛋白

的电泳图谱发生变化，说明DPCD处理能够诱导凡纳滨对

虾优势腐败菌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变性，降低其溶解度。

DPCD诱导蛋白质变性主要是由于蛋白质的结构发

生变化，CO2会与蛋白质链中的一些氨基酸残基的酰胺

基团反应生成氨基键，导致蛋白质二级结构改变，其中 

α-螺旋、β-折叠、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含量的变化与

DPCD的作用直接相关[20]。Guo Minghui等[21]将来自凡纳

滨对虾的肌球蛋白和虾糜在5～25 MPa和40～60 ℃条件

下DPCD处理20 min，通过圆二色谱研究肌球蛋白的二级

结构，并使用质构分析确定虾糜凝胶强度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随着压力和温度升高，DPCD处

理肌球蛋白的α-螺旋含量下降，而β-折叠、β-转角和无规

则卷曲含量增加；α-螺旋含量和蛋白质凝胶强度呈负相

关，而β-折叠和β-转角及无规则卷曲含量与蛋白质凝胶强

度呈正相关，当DPCD诱导肌球蛋白形成凝胶时，肌球

蛋白中的α-螺旋展开并逐渐转化为β-折叠，并且暴露出活

性基团，如巯基、疏水性基团，导致蛋白质发生相互作用

和化学交联，形成致密的三维网络结构，致使蛋白质凝胶

强度增强。Xu Duoxia等[22]将乳清蛋白在60 ℃、30 MPa条
件下DPCD处理1 h后，乳清蛋白的荧光强度增强，表明其

变性和更多疏水区域的暴露，二级结构方面，α-螺旋和氢

键含量降低，β-折叠含量升高，通过热分析观察到DPCD
处理后乳清蛋白的吸热峰值升高，表明乳清蛋白的热变

性温度发生改变。根据Yan Wenjie等[23-24]的研究，肌红蛋

白在35 ℃及不同压力下（7、21、35 MPa）DPCD处理

30 min，结果表明，DPCD处理可降低肌红蛋白中α-螺旋

含量，相反，血红蛋白在DPCD处理后α-螺旋结构数量明

显上升，可能是由于血红蛋白分子的多肽亚基断裂后会

不断形成α-螺旋结构。Duong等[25]分别用超高压处理以及

超高压和DPCD混合处理诱导多酚氧化酶失活，结果表

明，有DPCD参与的混合处理蛋白质中α-螺旋含量减少、

β-折叠含量增加更加显著，说明DPCD相比于超高压处理

诱导多酚氧化酶二级结构发生了更明显的改变。DPCD
对不同分子质量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

异。王莹莹[26]研究DPCD处理对E. coli菌体中不同分子质

量范围酸性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影响，证实DPCD对E. coli
中酸性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影响因蛋白质分子质量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其中分子质量20 000～31 000 Da的蛋白质

α-螺旋含量降低最明显，分子质量31 000～43 000 Da的
蛋白质β-折叠含量上升最多，但DPCD对酸性蛋白质的

β-转角及无规则卷曲含量几乎没有影响。以上实验结果

证实，DPCD对蛋白质的结构和构象具有明显的修饰作

用，正常情况下，经DPCD处理后蛋白质中α-螺旋含量减

少，β-折叠含量增多，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含量没有明

显变化规律，因此DPCD引起蛋白质结构的改变主要是

由于α-螺旋和β-折叠的含量发生变化。与α-螺旋结构相

比，蛋白质中β-折叠结构内氢键较少，更容易和CO2相互 

作用[27]。因此蛋白质结构中α-螺旋向β-折叠的转化进一步

增强了CO2分子效应，增大了DPCD对蛋白质功能性质的

影响。但是目前关于DPCD改变蛋白质三、四级结构的研

究相对较少，Yan Wenjie等[24]通过荧光光谱法测得DPCD
处理后的血红蛋白样品在2～6 nm处发射峰的移动，证明

血红蛋白分子微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揭示DPCD对血红蛋

白三级结构的影响。DPCD对蛋白质三、四级结构的影响

还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证明。

3 DPCD对蛋白质加工特性的影响

蛋白质的功能特性不仅影响食品的风味、质构，同

时也对食品的加工、贮藏和运输起着重要作用。DPCD处

理对蛋白质结构与构象的改变能直接影响蛋白质的加工

特性。

凝胶特性是蛋白质的重要功能特性之一，蛋白质的

凝胶行为是蛋白质变性和聚集后形成网络结构的过程，

是形成某些食品独特质构、感官和风味的决定性因素[28]。 

已有研究表明，DPCD可诱导蛋白质结构改变和分子再

聚集，形成不同强度的凝胶。Qu Xiaojuan等[29]用DPCD
处理南美白对虾虾糜，以常压热诱导形成的凝胶作为对

照，研究温度、压力、时间等因素对虾糜凝胶特性的影

响，结果表明，DPCD诱导的虾糜凝胶强度相比于热诱

导凝胶强度更大，说明DPCD不仅能促进凝胶形成，并且

能改善凝胶特性。Rao Weili等[30]用DPCD和温和热处理诱

导肌球蛋白变性形成凝胶，发现DPCD处理与热处理相比

凝胶形成更快，说明相比于热处理，肌球蛋白对DPCD更

加敏感。根据李玉娜等[31]的研究，全蛋液蛋白质经DPCD
处理后，疏水性基团暴露，促进分子间二硫键生成，因

此全蛋液的凝胶强度随DPCD处理压力增加和处理时间延

长而增加，并且当处理压力和处理时间分别为15 MPa和
25 min时，全蛋液的凝胶强度达到最大值，但过大的处

理压力和过长的处理时间会导致蛋白质溶解度降低，蛋

白质分子聚集并且疏水性基团被掩埋，从而使其凝胶强

度下降。

蛋白质形成凝胶的难易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DPCD
处理温度和压强。刘书成等[4]研究DPCD对蛋白质凝胶强

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DPCD诱导蛋白质形成凝胶的机

制，发现不同的DPCD处理条件不仅影响凝胶强度，也对

形成凝胶的蛋白质溶液临界质量浓度有显著影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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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DPCD在不同温度、压强及处理时间条件下诱导凡纳

滨对虾肌球蛋白形成凝胶的临界质量浓度和凝胶强度，

结果表明：DPCD处理温度对虾肌球蛋白形成凝胶的临界

质量浓度影响显著，DPCD处理温度越高，虾肌球蛋白形

成凝胶的临界质量浓度就越低，并且虾肉糜形成凝胶的强

度越大；低压（5～10 MPa）DPCD处理诱导虾肌球蛋白

形成凝胶主要是由于热效应作用，而较高压（＞10 MPa） 

DPCD处理诱导形成凝胶是由于热效应和CO2分子效应的

共同作用；DPCD处理压强对虾肌球蛋白形成凝胶的临

界质量浓度影响较小，但压强越大，其凝胶强度越大；

DPCD处理时间对临界质量浓度没有显著影响。

DPCD引起蛋白质二级结构、表面疏水性基团等的变

化，直接影响蛋白质其他加工特性，如乳化性、表面疏

水性和起泡性等。李玉娜等[31]研究全蛋液在DPCD、不同

压力和处理时间条件下的功能性质变化，结果表明：全

蛋液溶解度随着处理压力和时间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其

乳化性的变化趋势与溶解度相同，10 MPa、25 min处理

条件下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最强；表面疏水性方面，

全蛋液的表面疏水性由于蛋白质内部疏水性基团的暴露

而增强，15 MPa、25 min处理条件下达到最大值，随着

压力增强和处理时间增加，其表面疏水性由于蛋白质重

新聚集而下降，且起泡性变化也有相同趋势，这与全蛋

液表面疏水性变化有关。DPCD是从牛乳中提取酪蛋白的

一种高效且环保的方法，相较于酸提取法，DPCD的优势

在于改善酪蛋白的部分性质[32]。Strang等[32]用DPCD分批

沉淀酪蛋白，发现沉淀得到的酪蛋白具有市售或实验室

生产酪蛋白所不具有的优良功能特性，如乳化稳定性及

起泡性。但是根据范金波等[33]的研究，蛋清在经DPCD处

理后，黏度显著降低并且蛋白质凝胶强度也存在明显降

低趋势。上述实验结果说明，不同蛋白质在经DPCD处理

后，其功能性质会发生不同的改变，这与蛋白质结构及

蛋白质对DPCD的敏感性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

探寻DPCD对蛋白质的改性规律是今后发展DPCD加工技

术、在加工领域普及DPCD加工技术的关键。

4 DPCD的钝酶作用

在水果、蔬菜等食品中存在许多能破坏食品外观、

风味和营养价值的内源酶，如果胶甲酯酶、多酚氧化酶

和脂肪氧化酶等，因此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对这些内源酶

的钝化对于食品运输及保藏具有重要意义。DPCD能改变

蛋白质的结构及功能性质，因而对这些影响食品品质的

酶类具有良好的钝化作用。Hu Wanfeng等[34]推测了DPCD
钝酶的2 种潜在机制：1）DPCD处理引起的pH值降低效

应对酶起到钝化作用。CO2溶于水生成碳酸，使溶液呈

酸性，并且由于DPCD处理过程中的升压和升温处理，

使CO2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大，增强了pH值降低效应，此

时对pH值敏感的酶由于pH值降低而被钝化；2）DPCD也

可钝化某些对pH值不敏感的酶，此时其钝酶主要是通过

CO2的分子效应，CO2与酶结合形成复合物，使酶的活性

降低，并且酶的碱性氨基酸残基是CO2结合位点。根据

贝君等[35]的研究，DPCD处理相比于热处理对脂肪氧化

酶的钝化效果更加显著，且随着温度和压力增大，当在

55 ℃、压力大于10 MPa条件下处理30 min时，脂肪氧化

酶已完全失活。Duong等[25]研究高静水压与DPCD联合处

理对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发现只对多酚氧化酶进行

高静水压处理（600 MPa、20 ℃）9 min后其活力没有明

显改变，而对多酚氧化酶进行高静水压与DPCD联合处

理1 min后，其残留活力降低至（29±8）%，并在处理

3、6、9 min后分别降低至（25±4）%、（22±0.3）%、

（12±1）%。Yi Jianyong等[36]研究发现，蘑菇多酚氧化

酶在1 400 MPa、20 ℃高压条件下处理后，其酶活力只降

低约10%，并且保压期间内温度升高至80 ℃。Sun等[37]也

通过类似实验发现，蘑菇多酚氧化酶在35 ℃、800 MPa
条件下处理10 min，会导致其酶活力只降低28%。以上结

果说明，单纯的高压处理不能对多酚氧化酶起到钝化效

果，而在高压环境下，CO2的存在能有效降低多酚氧化酶

的活性。因此DPCD处理中CO2对多酚氧化酶的钝化起主

导作用。根据Zhi Xian等[38]的研究，在30 MPa、55 ℃条

件下用DPCD处理60 min，果胶甲酯酶活力降低94.57%，

钝酶效果明显优于55 ℃、大气压且没有CO2参与时的效

果；用DPCD处理后，在4 ℃条件下贮藏4 周，果胶甲酯

酶活力没有明显变化，说明DPCD对果胶甲酯酶钝化作用

的不可逆性；后续又针对单因素（pH值）对DPCD钝酶

效果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基于果胶甲酯酶在DPCD处理

后pH值从7.5降低至5.0，现将pH值从7.5调节至5.0后，未

经过DPCD处理的果胶甲酯酶活力仍保持了其原始酶活力

的88.80%，表明DPCD引起的pH值降低不是使果胶甲酯

酶失活的主要因素，因此可推测果胶甲酯酶的失活是由

于DPCD处理改变了蛋白质的结构与构象。目前对DPCD
钝酶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多，DPCD的钝化效果以及其是否

可逆因蛋白质种类和处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DPCD
钝酶机制依然处于假设推测阶段。

5 结 语

DPCD加工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非热加工技术，因其

无毒无害、能耗小、可循环利用并且能最大限度保持食

品品质等特点而在食品加工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针对DPCD对蛋白质结构及功能性质的影响，虽然国内

外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基础理论和工业化应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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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依然存在发展空间：1）DPCD对蛋白质的作用模式依

然只是基于相关实验和理论分析作出的假设和推测，没

有可靠的实验数据进一步支持，因此必须进行更多的基

础理论研究，证明不同处理条件下蛋白质结构变化的动

力学，从蛋白质三、四级结构入手研究蛋白质的微观结

构，亦可从分子、基因水平对DPCD作用模式作进一步

研究；2）目前，DPCD技术依然没有在食品加工领域普

及，部分原因是并非所有蛋白质都适合DPCD加工处理，

因此，判断DPCD加工是否适用于某种关键蛋白质，并总

结出结构变化、加工特性和生理活性的构效关系及其作

用机理，有利于相关食品在DPCD加工过程中品质的改

善；3）一味追求DPCD加工的最佳工艺条件而忽略不同

工艺条件所需的能耗不同限制了DPCD技术在实际生产中

的应用，这需要未来将DPCD加工食品的最优条件参数与

能耗相结合，解决工业化应用的瓶颈，将DPCD加工投入

实际生产的经济效益推向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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