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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能性大豆浓缩蛋白的性能及在肉制品

中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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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功能性大豆浓缩蛋白(FSPC)的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与大豆分离蛋白相似 对固体脂肪的乳化能力超

过分离蛋白 在乳化型碎肉制品中添加可使产品得率及质构超过添加分离蛋白的肉制品 作者认为FSPC 的功能性

质可能与蛋白分子形成可溶性聚集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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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erties of functional soy protein concentrate(FSPC) in emulsified comminuted meat product(ECMP)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ventional soy protein products. It was observed that although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FSPC was

marginally lower than that of soy protein isolate(SPI) the emulsifying ability for solid fat was much higher than SPI by adding

FSPC in ECMP. A higher cook yield and an improved texture property were obtained the solubl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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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型碎肉制品的生产取决于瘦肉能否在一定条件

下 与脂肪(肥肉)形成具有热稳定性的乳化肉糜 这意

味着加热后脂肪和水分仍保留在肉糜中而不会分离出

来 同时 肉类加工企业盈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

其产品利用肥肉及边角料肉的能力 因此 增加肉糜

的乳化稳定性不仅关系到产品的质量 而且可以直接促

进工厂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肉制品中 除了盐溶性的肌球蛋白之外 其他

蛋白质亦具有改善肉糜稳定性 增加产品持水 持油

的能力 传统的蛋白添加剂包括酪蛋白 乳清浓缩蛋

白 大豆蛋白等 国内目前在肉类食品中使用的蛋白

质添加剂主要是大豆粉和大豆分离蛋白 前者价格较

低 但功能性质较差 使用范围和使用量都受到限制;

后者具有较强的功能性质和满意的感官性能 缺点是价

格较贵 且目前大部分大豆分离蛋白都从国外进口 大

豆浓缩蛋白由于在加工过程中去除了呈色呈味物质 因

此具有较好的色泽及风味 然而 如果用常规方法制

备 得到的大豆浓缩蛋白已被变性 破坏了功能性质

通过蛋白质改性 可以制取功能性大豆浓缩蛋白 实

验研究表明 功能性大豆浓缩蛋白某些功能性质已超过

大豆分离蛋白

蛋白质在实际应用中的功能性质取决于多种因素共

同影响的结果 本文将对功能性大豆蛋白在乳化型碎肉

制品中的应用性能进行探讨 考察添加功能性大豆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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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得率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功能性大豆

蛋白在肉制品中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SPI1 为三江食品公司所生产大豆分离蛋白 SPI2

(Supro 500E)是美国保利来国际公司产品 大豆浓缩蛋白

(SPC)和高功能性大豆浓缩蛋白(FSPC)为本实验室自制

猪腿精肉和肥肉由当地菜市场购得 经清洗 剔除筋

缔组织 切块后冷冻保藏

1.2 方法

1.2.1 溶解度测定方法

在50ml 0.05mol/L磷酸盐缓冲液(pH 7.0)中加入1.000g

被测蛋白质样品 25 电磁搅拌lh 悬浮液离心(3000r/

min)20min 上清液中蛋白质含量用Kjeldahl法测定(6.25

N )

1.2.2 乳化性能测定方法

称取2.50g 样品 分散于50ml 水中 再加入50ml

大豆色拉油 均质(2000r/min)1min 再离心(1300r/min)

5min 按下式计算乳化能力(Emulsion Apacity EA)

EA(%)= 离心管中乳化层高度/ 离心管中液体总高度

100

将上述测定EA之样品置于80 水浴中 加热30min

后 用自来水冷却至室温 再一次离心(13 0 0 r / m i n )

5min 求得乳化稳定性(Emulsion Stability, ES)

ES(%)= 离心管中仍保持乳化层的高度/ 离心管中液

体高度 100

1.2.3 乳化油稳定性测定方法

将冰水40g 大豆蛋白10g 预先混合并在家庭用小

型斩拌机上混合lmin后 加入肥肉40g 继续斩拌4min

将乳化油放入塑料袋中 在70 水浴中放置60min 后取

出

稳定性(%)=W2/W 1 l00

其中 W 1 放入水浴前乳化油重量

W 2 水浴加热并吸干析出水及油后 蛋白凝胶重

量

1.2.4 乳化型碎肉制品(Emulsified Comminuled Meal

Producls 以下简称ECMP)制备方法

将肥 瘦肉解冻 用绞肉机分别绞碎 将瘦肉

25g 冰水 45g 大豆蛋白25g(预先用水调成浆状)和食

盐1.5g 用小型斩拌机斩拌lmin 后 加入肥肉25g 继

续斩拌 4min 注意不使温度超过 18 将肉糜放入塑

料袋中 在 70 水浴中放置 60min 后拿出

1.2.5 E C M P 得率测定方法

得率(%) (W 3 W 1)/(W2 W 1) l00

其中 W 1 塑料袋重量

W 2 放入水浴前肉糜加塑料袋重量

W 3 水浴加热并吸干析出水及油后 肉凝胶加塑

料袋重量

1.2.6 乳化油凝胶 E C M P 质构性能测定方法

用Fudo Rhcomctcr (日本不动产株式会社制造)测定

压杆直径为15mm 最大压力为2kg/cm 2 记录纸速为

lcm/min

1.2.7 肉糜粘度测定方法

把肉糜倒入100ml 烧杯中 在NDJ-1 型粘度计上测

定

2 结果与分析

表l 的测试结果说明 FSPC 的各项功能性指标均

明显优于大豆粉和大豆浓缩蛋白 非常接近于大豆分离

蛋 白

其中 SPF 脱脂大豆粉(国产) SPC 大豆浓缩蛋自(自制) SPI1

大豆分离蛋白(国产) SPI2 大豆分离蛋白(Supro 500E) FSPC

高功能性大豆蛋白(自制)

SP F S P C SPI1 SPI2 F S P C

蛋白质(%)Protein 50.6 67.0 87.0 90.0 68.0

脂肪(%)Fat 1.0 0.3 0.35 1 1

颜色Color 黄 浅黄 黄 乳白 乳白

溶解度(%)Solubility 52.4 7.09 26.8 55 53.4

EA(%) 70 10 80 100 90.4

ES(%) 65 6.3 66 97.7 89.1

表1    各种大豆蛋白制品功能性质

Table 1    Functions and qualities of several kinds of soybean

protein products

在乳化型碎肉制品中 蛋白质的乳化性能将起重要

作用 然而原料肉与其他配料斩拌 混合及形成肉糜

时必须低于室温 在这种条件下 动物脂肪以半固体

的形式存在 为了更接近实际情况 特考查了FSP C 及

其他蛋白质对半固体脂的乳化性能

S P F S P C SPI1 SPI2 F S P C

乳化能力 Emulsification + + + + + +

乳化稳定性Emulsification stability ** 85 90.5 99

硬度(kg/cm2)Rigidity 0.025 0.020 0.092

弹性(cm)Elasticity 0.31 0.52 1.9

粘结性(kg/cm)Cohesiveness 0.45 0.33 0.925

表2    大豆蛋白乳化稳定性及相应的凝胶性能

Table 2    Emulsifi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gelatinous quality of

soybean protein

乳化能力是斩拌结束后 通过肉眼观察斩拌机内壁

和斩拌刀上所沾附脂肪的多少而定 脂肪越多 乳化

能力越差 反之 则越高 + + + 表示没有脂肪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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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有较明显的脂肪粘附 + 表示有较多的脂肪粘

附 表示有大量的脂肪粘附 * * 表示不能形成完整

的凝胶结构

表2 显示 脱脂大豆粉(SPF)和大豆浓缩蛋白(SPC)

不能与固体脂肪形成稳定的乳化油 另一方面 虽然大

豆分离蛋白(SPI1 SPI2) 和功能性大豆蛋白(FSPC)都具

有乳化固体脂肪的能力 但 FSP C 乳化油的稳定性及凝

胶性能却较好

当体系中存在肌球蛋白(瘦肉)时 添加不同大豆蛋

白对产品的得率和质构的影响见表 3

S P F S P C SPI1 SPI2 F S P C

得率(%)Yield 72 72 76 76 87

硬度(kg/cm2)Hardness N D 0.272 0.235 0.153 0.227

弹性(cm)Elasticity N D 1.1 0.9 0.8 0.9

粘结性(kg/cm)Cohesiveness N D 0.837 0.855 0.915 0.946

咀嚼性(kg/cm)Chewing quality N D 0.250 0.181 0.112 0.193

表3    添加大豆蛋白 ECMP 的得率和质构

Table 3    Yield and texture of ECMP which soybean protein has

put in

N D 未测

从上表可以看出 肉糜在蒸煮加热后 添加 FS P C

样品的得率最高 这一结果与表 2 相符 说明 F S P 在

保持 E C M P 的凝胶结构 防止油水分离方面 其作用最

为显著 不同的大豆蛋白对各项质构性能(硬度 弹性

粘结性和咀嚼性)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 说明ECMP 的质

构主要取决于肌肉蛋白本身 而不是大豆蛋白添加剂

蛋白类型 蛋白质加入量(g)Adding quantity of protein

Protein kind 1 3 5

S P C 65 77 86

SPI1 70 88 99.5

SPI2 27 91

F S P C 70.5 83

表4    添加大豆蛋白肉糜粘度(C.P. 10-3)

Table 4    Viscosity of minced meat which soybean protein has put in

粘度值大于100 103,超出仪器测定范围

表4说明添加大豆蛋白肉糜的粘度,同时 从统计规

律可知 E C M P 的得率与肉糜粘度成正比

根据Stokcs 理论 乳化体系的相分离速率V=D2(dj

do)g/18

其中 D = 分散相颗粒直径

           do及 dj=连续相及分散相密度

           g=重力加速度

          =粘度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粘度越大 乳化肉糜就越稳

定 实验结果符合上述理论 然而 在加入量相同的

情况下 蛋白的类型对粘度基本没有影响 这说明增

加肉糜粘度是所有蛋白添加剂之共性 由此推论 添

加大豆蛋白之所以提高 ECM P 得率 除了改进肉糜流变

性质(粘度)之外 蛋白质本身的功能性质(特性)将起主要

作 用

3 结  论

蛋白质在肉制品中的作用包括吸油 持水 粘

结 延展 乳化 凝胶等 但一般认为乳化和凝胶

在乳化型碎肉制品中起主要作用 因为前者可在脂肪微

粒表面形成均匀 稳定的蛋白分子膜 防止脂肪颗粒

相互间聚集 另一方面 凝胶性能可以将蛋白溶胶基

质 固化 成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网状结构 从而防

止已形成的乳化肉糜在加热过程中被破坏

本项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蛋白质具有不同的乳化能

力 对于液体油 SPI2 的乳化能力最显著;但对于固体

脂肪FSPC 的乳化性能超过500E 和 SPL 而 SPC 和 SPF

则无法乳化固体脂肪 我们认为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 SPI 和 FSPC 的分子结构不同

通过凝胶层析 可以发现大豆分离蛋白(SPI)主要以

分子形式存在(MW 1.7 105 3.6 105) 相反 FSPC

的蛋白质形成了具有较高表面疏水性的可溶性分子聚集

体(MW 2 10 6) 该蛋白分子聚集体可能具有棒状结

构 两极分别是亲水端和亲油端 因为这种结构允许

蛋中质同时具有溶解性和表面疏水性 液体油乳化时

体系中蛋白浓度较低(2.5%) 蛋白质必须从溶液主体向

油 水界面迁移 方能在油滴表面形成分子膜 由于

蛋白分子的体积与蛋白聚集体相比小得多 且形状比较

规则 使得SPl 蛋白分子的迁移速率大于FSPC 的蛋白聚

集体 但是在固体脂肪乳化过程中 体系中蛋白质浓

度较大(11%),以至于斩拌形成的脂肪颗粒在瞬间即可接

触蛋白质 在这种情况下 乳化性能已不再取决于蛋

白迁移速率 而是蛋白质能否吸附在固体脂肪表面并

形成稳定的分子膜 F S P C 正是在这方面具有优越性

因为蛋白质聚集体的亲油端可吸附在脂肪颗粒表面

而亲水端则伸人水相 有利于固体脂肪的乳化及稳

定 相反 球状的大豆蛋白分子没有相对独立的亲水

及亲油端 且表面疏水性较低 无法立刻吸附在脂肪

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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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蘑菇抗氧化成分提取及其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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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1:1 的氯仿:甲醇超声提取崂山蘑菇成分 并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和正丁醇依次进行萃取 利用DPPH

法 - 脱氧核糖法和铁氰化钾还原法进行抗氧化实验 同时与BHT 没食子酸丙酯(PG) 没食子酸(GA)和抗坏

血酸(AscA)4 种合成抗氧化剂进行对照 结果显示乙酸乙酯提取物(EAF)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 对其进行硅胶柱

层析分离 得到6种纯化的组分(EAF1- EAF6) 其中EAF4 具有最高的抗氧化活性 在50 g/ml 浓度时 其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仅比AscA 稍弱 比BHT PG 和 GA 强 清除羟自由基能力在所有测定浓度下(0.4 2 10

50 g/ml)均比4种合成抗氧化剂强 还原能力在所有测定浓度下均比BHT强 在10 g/ml时 比PG强 50 g/ml

时 与 PG 相当 测定了崂山蘑菇各提取物总酚含量 结果发现总酚含量与抗氧化活性之间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关键词 天然抗氧化剂 崂山蘑菇 D P P H 羟自由基 还原能力 总酚含量

Evaluation of  Antioxidant Property of  Extracts Obtained from Laoshan Mushroom

HUANG Hai-lan1 XU Bo1 LI Zeng-xin1 WANG Bin-gui2

(1.Norm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Laoshan mushroom was extracted with methanol:chloroform(1:1), and the extraction was then partitioned with

petroleum ether, CHCl3, EtOAc and BuOH successively. Antioxidant activity (AA) of the extractions was evaluated in three

different assays, namely, the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ssay, the deoxyribose assay and the

potassium ferricyanide reduction methods,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 gallic acid (GA),

propyl gallate(PG) and ascorbic acid (Asc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thyl acetate-soluble fraction exhibited the highest AA

at all of four concentration levels tested (from 0.4 to 50 g /ml), and was further fractionated into six subfractions EAF1–EAF6

by silica gel vacuum liquid chromatography. EAF4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subfraction in three assays, which was

greater AA than BHT,PG and GA and similar to AscA in the DPPH assay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50 g /ml, while, in the deoxyribose

assay, the EAF4 exhibited higher AA than four kinds of synthetic antioxidants at all of four concentration levels tested and in the

potassium ferricyanide reduction methods exhibited higher AA than PG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 g /ml and similar to PG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50 g /ml. The total phenolic content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Folin–Ciocalteu.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ntioxidant potency and total phenolic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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