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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在乳制品生产中的作用机理及应用研究进展
黄梦瑶，范小雪，王存芳*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摘 要：酶具有微量、高效、绿色无毒、节能环保、专一性强、反应条件温和等优点。基于酶的特异性与乳制品中的
不同成分反应，可以安全、高效地得到理想结果，改善乳制品质量，提升乳制品品质。因此，酶在乳制品中得到广泛
应用。本文对乳糖酶、谷氨酰胺转移酶、凝乳酶和乳过氧化物酶在乳制品加工和保鲜中的作用机理及应用进行阐述，
同时，介绍酶联免疫分析法在乳制品检测中的应用，旨在为酶在乳制品加工、保鲜和检测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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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zym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any advantages, including being needed only in micro-amounts, highly efficien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nontoxic, energy saving, highly specific, and able to react under mild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reactions between enzymes and their specific substrates in milk, desirable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safely and efficientl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airy products. Thus, enzymes are widely used in dairy produc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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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

1

乳糖酶的作用机理及应用

越来越大，乳制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酶是由
生物活细胞产生、具有高效、专一催化功能的生物大分

乳糖是雌性动物乳汁中特有的双糖，由乳腺中的乳糖

子，其优点主要体现在安全性、催化特异性、催化反应

合成酶生成。乳糖必须经过乳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

的温和性等方面，这些优点使得酶制剂可以改进食品加

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乳糖酶全称β-D-半乳糖苷半乳糖水解

工工艺、提高食品质量、降低加工成本、增加产品附加

酶，不仅能催化水解乳糖中的半乳糖苷键，将其水解为葡萄

[1]

值和市场竞争力 。因此，在乳制品加工保鲜和检测方

糖和半乳糖，还可以转移半乳糖苷，生成功能性低聚半乳

面，使用酶制剂替代化学试剂得到广泛应用。

糖[2]。乳糖酶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均有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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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肥胖病人无热量食品的研究中应用较多[9]。低聚半乳

乳糖酶在低乳糖乳制品中的应用
人体肠道内缺乏乳糖酶会引起乳糖消化吸收障碍，

糖是一种益生元，具有较强的耐酸性和耐热性，可以被

即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患者在食用乳制品后会出现

肠道内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利用，改善肠道菌群，增

腹痛、腹泻和胀气等消化不良症状。乳糖酶的水解作用

强免疫系统[10]。

可以降低乳制品中的乳糖含量，将乳制品中绝大部分乳
糖水解成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和半乳糖。通过乳糖

2

谷氨酰胺转移酶的作用机理及应用

酶治疗乳糖不耐受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法。在生产低乳糖
乳制品时，一般使用固定化乳糖酶，这是由于降低乳制

20世纪50年代，从豚鼠肝脏中分离得到一类可以催

品的乳糖含量一般采用不连续间歇过程，但这一过程容

化酰基发生转移的酶，命名为谷氨酰胺转移酶，它可以

[3]

易导致乳糖酶活性丧失 。利用中性乳糖酶可以开发低乳

催化不同化合物的ε-胺类基团（酰胺残基受体）与谷氨酰

糖或无乳糖乳制品，使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放心食用乳

胺残基中γ-甲酰胺基团（供体）之间异肽键的形成，并诱

制品，利用酸性乳糖酶生产医用乳糖酶制剂用于婴幼儿

导蛋白质间发生交联反应 [11]。这种催化作用会改变蛋白

临床治疗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4]。
1.2
乳糖酶在发酵乳制品中的应用

质的溶解性、乳化性、发泡性和凝胶性等功能性质，对
牛乳中蛋白质聚合发挥了重要作用[12]。谷氨酰胺转移酶

在发酵乳生产中，使用乳糖酶水解乳糖生成单糖，

主要来源于动物肝脏和微生物。动物源性谷氨酰胺转移

再在乳酸菌作用下生成乳酸。当乳酸聚集到一定量时，

酶的活性依赖于Ca 2＋，而微生物来源谷氨酰胺转移酶不

乳液就会发生凝固现象。乳糖酶水解乳糖生成的产物葡

需要Ca 2＋激活，可以直接通过微生物发酵获得，并且对

萄糖和半乳糖的发酵潜力大于乳糖，因此在发酵生产过

温度和pH值有较高稳定性，生产成本较低[13]。
2.1
谷氨酰胺转移酶在酸乳中的应用

程中使用乳糖酶可以加快反应速率，提高发酵效率。将
乳糖酶应用于褐色发酵乳制品的制备，在制备过程的褐
[5]

酸乳的凝胶体系在搅拌、贮藏和运输过程中容易遭

变处理后、发酵前加入乳糖酶，可以缩短发酵时间 。乳

到破坏，导致酸乳组织状态发生变化，乳清析出、黏度

糖水解还可以提高酸乳黏度，形成独特的乳香风味，同

降低等，降低酸乳品质。在酸乳生产过程中，酪蛋白在

时相对延长酸乳保质期。当水解程度较大时，发酵乳甜

酸或凝乳酶作用下通过一些较弱的非共价键形成凝胶，

度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在发酵乳生产中使用乳糖酶可以

结构稳定性较差 [14]。若在酸乳生产过程中加入谷氨酰胺

减少糖的用量。在干酪加工生产中使用乳糖酶不仅可以

转移酶，就会使乳蛋白分子内或分子间形成共价键，从

缩短乳凝固时间，而且由于乳糖经水解等作用形成乳酸

而使凝胶体系更加稳定，网络结构得到改善，凝胶强度

[6]

较快，使得凝乳破碎或细屑较少，提高了干酪回收率 。
1.3
乳糖酶在冰淇淋中的应用

也得到相应提高，黏度增大，并且可以防止乳清析出，

冻结乳中一部分钙盐会与呈溶解状态的乳糖结合，

谷氨酰胺转移酶处理制成脱脂乳粉，这种脱脂乳粉形成

因此当乳糖结晶时，钙盐就会作用于乳蛋白质，使蛋白

的凝胶强度较大，持水性较好，生产的低脂酸乳稳定性

质发生沉淀；而且由于乳糖水合物的生成，蛋白质发生

较好，乳清析出较少，质地与采用正常牛乳生产的酸乳

脱水作用，破坏其胶粒稳定性；在生产冰淇淋时加入

类似[16]。
2.2
谷氨酰胺转移酶在干酪中的应用

乳糖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而且可以增加冰淇淋甜
度，减少糖用量，降低冰点，提高冰淇淋在低温下的
[7]

改善酸乳品质 [15]。在低脂酸乳生产中，可以先将牛乳经

谷氨酰胺转移酶可以结合谷氨酸和赖氨酸残基，

抗融化性，抑制乳糖冰晶形成，增加乳蛋白稳定性 。

形成较小的蛋白颗粒胶束和致密的网络结构，将水分

王贵芳 [8]研究表明，使用水解后的脱盐乳清粉替代部分

子牢牢锁住，从而提高干酪出品率，而且可以使干酪有

或全部牛乳固形物时，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能减少砂

更高的凝胶强度、坚实度和内聚性，改善干酪的质构

砾和返砂现象，而且不影响产品的膨胀率、融化性及风

特性 [17]。将谷氨酰胺转移酶用于干酪加工中，还可以使

味，大大降低冰淇淋硬度。
1.4
乳糖酶在低聚半乳糖生产中的应用

乳清蛋白和酪蛋白、乳清蛋白交联在一起，减少蛋白质
流失，提高干酪质量和得率，增加经济效益[18]。张新伟

成葡萄糖和半乳糖，水解后的半乳糖苷通过乳糖酶的转

等 [19]对谷氨酰胺转移酶提高奶油干酪得率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添加0.004～0.400 g/100 mL谷氨酰胺转移酶干酪

半乳糖苷作用转移至乳糖分子，从而生成低聚半乳糖。

的水分、脂肪含量等指标符合干酪生产的国家标椎，产

低聚半乳糖不仅具有糖类的共有属性和良好的口感，是

率有一定程度提高，生产时间短，感官评分提高；不同

一种新型功能性食品添加剂，而且具有降血压、增强肝

的添加方式（发酵剂和谷氨酰胺转移酶同时加入、先加

功能、防止便秘或腹泻等功能，在开发高血脂、糖尿

入发酵剂再加入谷氨酰胺转移酶、先加入谷氨酰胺转移

以牛乳中的乳糖为原料，在乳糖酶的水解作用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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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再加入发酵剂）会导致奶油干酪的硬度和黏度不同，
同时加入5 g/100 mL发酵剂（R-704）和0.04 g/100 mL

乳凝固 [25]。凝乳酶的使用可以改善发酵乳的功能特性、

谷氨酰胺转移酶后，再加入凝乳酶，所得产品的水分含

稳定性，对凝固型发酵乳的贮藏和运输十分有利 [26] 。

量、脂肪含量和pH值符合标椎，生产时间相对较短，产

薛梅等 [26] 对添加凝乳酶和氯化钙的发酵乳特性进行研

率和感官评分也相对较高。
2.3
谷氨酰胺转移酶在乳粉中的应用

究，发现添加凝乳酶的发酵乳多肽分子质量小于同一贮

组织状态、凝胶强度等，还可以提高发酵乳的物理

藏时间的空白组发酵乳，说明添加凝乳酶发酵乳的蛋白

乳粉在加工、贮藏和销售过程中容易受到热的影

质水解能力较强，而且其网状结构更加连续、致密、均

响发生结块现象，使乳粉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降低乳

匀、坚固，表明加入凝乳酶的发酵乳贮藏期间品质更

粉功能特性 [20]。乳粉结块主要由乳粉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好，物理稳定性较高。

决定；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乳粉局部受热会使其中的

3.2

某些成分呈现熔融玻璃态

[15]

凝乳酶在干酪中的应用

。酪蛋白是乳粉中的主要成

干酪是通过凝乳、分离乳清等加工工艺将乳、脱

分，其经谷氨酰胺转移酶催化后，分子之间形成共价

脂乳、奶油或酪乳、部分脱脂乳或以这些原料的混合物

键，增大了蛋白质分子键能，形成致密的网络结构，从

制得的新鲜或发酵成熟乳制品。凝乳酶是干酪生产加工

而提高了玻璃化转变温度[20]。因此，在乳粉干制前用谷

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酶，对凝乳过程及干酪组织结构均具

氨酰胺转移酶处理牛乳会防止乳粉生产过程中的结块硬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干酪风味和营养价值。

化现象。另外，利用谷氨酰胺转移酶处理的脱脂乳粉作

孙洁等 [27]筛选3 株凝乳酶高产乳酸菌用于新鲜干酪的制

为蛋白强化剂生产脱脂乳酪，可以显著提高其凝胶硬度

作，结果表明，以植物乳杆菌RC5作为发酵剂，在接种量

和保水能力[21]。
3

5%、38 ℃发酵14.5 h、4 ℃后熟60 min工艺条件下进行
发酵，干酪凝乳效果好、色泽均匀、奶香浓郁、口感细

凝乳酶特性及其在乳制品中的应用

腻，为乳酸菌产凝乳酶替代凝乳酶粉的研究和应用提供

凝乳酶通常是指能诱导牛乳形成凝乳的功能性酶制
剂，主要有动物性凝乳酶、植物性凝乳酶、微生物凝乳
酶、基因工程凝乳酶和蛋白质凝乳酶5 种（表1）。
表1
Table 1

特性

动物性
凝乳酶

反刍动物

获取成本较高且无法满足
凝乳酶的生产需求

从植物（如无花果、木瓜、菠萝等）
植物性
的叶、花、枝等中提取出的
凝乳酶
一类具有凝乳作用的蛋白酶
微生物
凝乳酶

微生物代谢作用产生的
一类具有凝乳作用的蛋白酶

基因工程
凝乳酶

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凝乳酶基因
连接到合适的载体并转入宿主
细胞表达产生的重组酶

蛋白质
凝乳酶

利用蛋白质工程技术，通过位点
定向突变使酶的一级结构发生可
选择的和系统的变化，从而得到
具有某些功能特性的凝乳酶

来源广泛且价格低廉，
但凝乳活性和蛋白水解活性较弱，
在实际生产中未能大量应用

值（L*）较低，红度值（a*）和黄度值（b*）较高，米
好，3 种凝乳酶干酪素的营养成分含量与功能性质没有显

5 种凝乳酶简介

来源

质与功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木瓜蛋白酶干酪素亮度
黑毛霉凝乳酶干酪素a*和b*较低，L*较高，色泽品质较

Sources and performance of 5 rennets

分类

了参考。马江等[28]对3 种不同凝乳酶制备干酪素的理化性

著差异。
参考文献

4
[22]

生产周期短、产量大，受气候、地域、时间的
限制小，生产成本低，且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及 [23]
稳定性，已成为传统凝乳酶较好的替代品

乳过氧化物酶在乳制品中的应用
乳过氧化物酶是乳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酶类，是首个

被发现的分泌型过氧化物酶，乳过氧化物酶是乳中含量
最丰富的酶之一；乳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及硫氰酸盐
组成乳过氧化物酶体系，该体系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活性

与天然凝乳酶结构相似，特异性强

体系，单独的乳过氧化物酶没有抗菌效果，只有当三者
同时存在时才可以产生作用，该体系的抗菌机理主要是

凝乳活性增强、改善底物专一性、
改变凝乳酶的热稳定性和最适pH值

[24]

以乳过氧化物酶为催化剂，催化过氧化氢氧化硫氰酸根
离子生成次硫氰酸根离子，次硫氰酸根离子是具有抗菌
活性的物质[29]。

3.1

凝乳酶在发酵乳中的应用

基于乳过氧化物酶体系的抗菌活性，将其主要应用

普通发酵乳在加工贮藏过程中是由微弱的非共价

于乳制品保鲜。乳过氧化物酶体系可以抑制致病菌和腐

键维持的凝胶体系，发酵乳中酪蛋白胶束的网状结构容

败菌生长，在乳制品中使用可以达到保鲜效果好、保鲜

易被破坏，导致其水合作用降低，因此形成的结构十分

时间长、不影响乳制品质量和对人体无害的效果[30]。另

不稳定，贮藏期间易坍塌变形，外观发生变化，而且使

外，乳过氧化物酶体系还可以抑制发酵菌株的活性，延

得发酵乳口感和风味变差；将凝乳酶用于发酵乳生产

长凝乳时间、降低乳酸产量，在酸乳贮藏、运输和销售

中可以破坏原料乳中的酪蛋白胶束，然后在钙离子存

过程中延缓酸乳酸度的增加，保持酸乳风味，延长酸乳

在条件下使酪蛋白胶粒之间形成化学键，从而使原料

保质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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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过氧化物酶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其残留活力可
以用于检测乳制品的巴氏杀菌效果。牛乳经78 ℃热处理
15 s就可以使乳过氧化物酶完全失活 [32]。在牛乳正常巴
氏杀菌（63 ℃、30 min或72 ℃、15 s）过程中乳过氧化
物酶可以保持其活性，但是80 ℃热处理2.5 s其活性就会
被破坏 [33]。72 ℃热处理15 s条件下可以提高乳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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