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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藏条件对蛤的蛋白质冷冻变性的影响

及其改善的实验研究

关志强 宋小勇 李 敏

(湛江海洋大学工程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25)

摘   要 以文蛤和波纹巴非蛤为对象研究了不同冻藏条件对肌原纤维Ca2+-ATPase活性 盐溶性蛋白溶解度的影响

及在相同条件下添加抗冻剂的改善效果 结果表明 冻藏温度对贝肌肉 碎贝肉和贝糜变性有显著影响 且温度

越低 变性越小 无完整细胞形态的贝糜的变性幅度最大 碎贝肉次之 添加抗冻剂能有效防止贝肉蛋白质冷冻

变性 尤其能使贝糜肌原纤维蛋白质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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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s of  Frozen Storage on Freeze Denaturation of  Clam Protein and the Study of  Improv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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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frozen storage condition on salt-solubility and Ca2+-ATPase activity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in Meretrix

Linnaeus and Paphia Undulata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effects the protein

freezing denaturation evidently, and the lower the frozen temperature, the less extent of freeze denaturation; surimi is impacted

the most serious and minced shellfish is the second. the frezz denatureation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in shellfish meat could be

efficiently reduced by means of cryoprotectants especially in sur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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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我国海洋渔业总产值3795 亿元 占全国主

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29.6% 海水水产品总产量达2715

万吨[1] 特别是在我国南海, 随着贝类养殖业的迅速发

展 文蛤(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为蛤中上品 俗称

天下第一鲜 亦被视为功能性食品) 波纹巴非蛤

等大宗贝类年产量均在万吨以上, 而且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和药用价值(药食同源) [2] 但由于时域与地域的限制

必须进行冷冻保鲜才能保证市场均衡供应 然而 随

着冷冻贮藏期的延长 肌肉蛋白质的结构和化学性质发

生变化, 从而造成肉质持水能力下降 食用时有渣感

变色变味[3] 使得冻品质量显著降低 添加抗冻剂可有

效防止蛋白质冷冻变性 关于水产品冷冻引起蛋白质变

性的研究 国内外同行已做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工作[ 4

8 ] 但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鱼类范围之内 而对贝类[9]

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实验主要从肌原纤维 Ca 2+- A T -

Pase 活性 盐溶性蛋白溶解度等指标研究了冻藏温度和

抗冻剂对文蛤和波纹巴非蛤不同形态肌肉蛋白质冷冻变

性以及抗冻剂对蛋白质稳定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手工采取新鲜的贝肉并处理成三种形态 贝肌肉

碎贝肉 贝肉糜

每种形态又分为两种 加抗冻剂( 4 % 蔗糖 4 % 山

梨醇 0.1% 焦磷酸盐 0.2%三聚磷酸盐) 不加抗冻剂

对每种形态的不同种类分别进行冻藏处理 冻藏时

间分为2个月和4个月 冻藏温度分为慢冻( 18 )和速

冻( 30 )

考虑到实验进行时的连续性和实验进行所需要的时

间 不同形态贝肉的采取应该分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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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试方法

盐溶性蛋白的测量方法见文献[10] 肌动球蛋白的

提取及其Ca2+-ATPase 活性的测量按 水产食品分析化

学手册 万建荣等[1 1 ]方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文蛤和波纹巴非蛤肌肉盐溶性

蛋白的影响

2.1.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文蛤肌肉盐溶性蛋白的影响

2.1.1.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2 个月文蛤肌肉盐溶

性蛋白的影响

图1    冻藏温度对文蛤盐溶性蛋白的影响(2个月)

Fig.1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solubility of

salt-soluble protein of the Meretrix Linnaeus(2 months)

2.1.1.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4 个月文蛤肌肉盐溶

性蛋白的影响

图2   冻藏温度对文蛤盐溶性蛋白的影响(4个月)

Fig.2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solubility of

salt-soluble protein of the Meretrix Linnaeus(4 months)

2.1.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波纹巴非蛤肌肉盐溶性蛋白

的影响

2.1.2.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2 个月波纹巴非蛤肌

肉盐溶性蛋白的影响      见图3

2.1.2.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4 个月波纹巴非蛤肌

肉盐溶性蛋白的影      见图4

在冻藏中 蛋白分子间由于氢键 疏水键 二硫

键 盐键的形成而聚集变性 导致其盐溶性蛋白溶解

度下降[12] 从图 1 4 我们可以看出 (1)冻藏温度对贝

肌肉 碎贝肉 贝糜肌肉组织的蛋白质冷冻变性有显

著影响, 这与汪之和[13]对淡水鱼的研究和须山三千三[14]对

图3    冻藏温度对波纹巴非蛤盐溶性蛋白的影响(2个月)

Fig.3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solubility of

salt-soluble protein of the Paphia Undulata(2 months)

图4    冻藏温度对波纹巴非蛤盐溶性蛋白的影响(4个月)

Fig.4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solubility of

salt-soluble protein of the Paphia Undulata(4 months)

海水鱼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且 30 比 18 条件下

的冻藏效果好 (2)冻藏 4 个月后的样品盐溶蛋白含量明

显少于冻藏 2 个月的样品 说明随着冻藏时间的延长

蛋白质变性程度加重 基本成线性下降趋势 (3)在不加

抗冻剂的条件下 贝糜比贝肌肉和碎贝肉更易变性 且

变性程度相当严重 盐溶性蛋白含量不足50% (4)抗冻

剂的添加能有效地提高盐溶蛋白含量 达到 60 % 以上

尤其是对贝糜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均达到 7 0 % 这

说明抗冻剂的加入起到了稳定肌原纤维蛋白的作用 (5)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 冻藏温度和冻藏时间对文蛤盐溶

性蛋白的影响比波纹巴非蛤大 个中原因有待在后续实

验中给出解释 (6)另外笔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不

论是否加抗冻剂 不管冻藏时间和温度的异同 对三

种形态而言 文蛤和波纹巴非蛤的盐溶性蛋白浓度有各

自的大小顺序 文蛤 碎贝肉 贝肌肉 贝糜 波纹巴

非蛤 贝肌肉 碎贝肉 贝糜 是巧合还是必然 笔

者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这个问题

2.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文蛤和波纹巴非蛤 Ca2+-AT-

Pase 活性的影响

2.2.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文蛤肌原纤维Ca2+-ATPase

活性的影响

2.2.1.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2 个月文蛤肌原纤维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      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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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波纹巴非蛤肌原纤维 Ca2+-

ATPase 活性的影响

2.2.2.1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2 个月波纹巴非蛤肌

原纤维Ca2+-ATPase活性的影响     见图7

图5   冻藏温度对文蛤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2个月)

Fig.5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a2+-ATPase

of the Meretrix Linnaeus (2 months)

2.2.1.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 4 个月文蛤肌原纤维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     见图6

冻剂

冻剂

冻剂

冻剂

 图 6   冻藏温度对文蛤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4个月)

Fig.6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a2+-ATPase of

the Meretrix Linnaeus (4 months)

图7   冻藏温度对波纹巴非蛤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2个月)

Fig.7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a2+-ATPase of

the Paphia Undulata (2 months)

2.2.2.2 冻藏温度和抗冻剂对冻藏4 个月波纹巴非蛤肌

原纤维Ca2+-ATPase活性的影响    见图8

由图5 8图中对三种形态贝肉在不同条件下的Ca2+-

ATPase 活性比较 我们很容易得出下面结论 (1)冻藏

温度对任何形态文蛤 波纹巴非蛤肌肉组织中 C a 2 + -

ATPase 都有显著的影响 而且 18 条件下冻藏Ca2+-

ATPase 的失活率较 30 条件下的大 (2)冻藏 4 个月的

样品的Ca2+-ATPase 的失活率比冻藏2 个月的大 说明

随着冻藏时间的延长 Ca2+-ATPase 活性呈下降趋势

(3)添加抗冻剂后 肌原纤维Ca2+-ATPase 活性的下降受

到很大程度的抑制 这一现象在贝糜中显得尤为显著

这说明抗冻剂能有效地提高肌球蛋白的稳定性 (4)和测

定盐溶性蛋白的结果一样 在测定肌原纤维 Ca 2+- A T -

Pase 活性时也发现类似的现象 即不论是否加抗冻剂

不管冻藏时间和温度的异同 对三种形态而言 文蛤

和波纹巴非蛤的 Ca2+-ATPase 活性有各自的大小顺序

文蛤 碎贝肉 贝肌肉 贝糜 波纹巴非蛤 贝肌肉

碎贝肉 贝糜 这个问题也只有待进一步研究后给出合

理解释 (5)冻藏条件对文蛤Ca2+-ATPase 活性的影响比

对波纹巴非蛤的大

3 结  论

3.1 冻藏温度和冻藏时间对任何形态的肌肉组织蛋白质

的冷冻变性均有显著影响 温度越低变性越小 冻藏

时间越短变性越小

3.2 贝糜中肌原纤维蛋白质比碎贝肉和贝肌肉中的更易

变 性

3.3 添加抗冻剂能有效防止贝肉蛋白质冷冻变性 而

且对降低贝糜蛋白质冷冻变性的效果最为明显 在添加

抗冻剂之前 文蛤和波纹巴非蛤的Ca2+-ATPase 活性和盐

溶性蛋白含量有各自的大小顺序 文蛤 碎贝肉 贝肌肉

贝糜 波纹巴非蛤 贝肌肉 碎贝肉 贝糜 但在添

加抗冻剂后符合同一种顺序 贝糜 碎贝肉 贝肌肉

3.4 在不同贮藏温度下肌动球蛋白Ca2+-ATPase活性的下

降和盐溶性蛋白下降趋势一致 但是盐溶性蛋白溶解度下

降的程度明显要比Ca2+-ATPase 活性的下降的程度要大

图8    冻藏温度对波纹巴非蛤 Ca2+-ATPase活性的影响(4个月)

Fig.8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a2+-ATPase

of the Paphia Undulata (4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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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银耳多糖进行提取 分离 并采用DEAE- 纤维素和Sephadex G-200进行纯化 得到均一酸性多

糖 TPP2 以银耳多糖清除羟基自由基能力为指标 对银耳多糖分离纯化的每一步进行跟踪 并研究了酸性多糖

TPP2 体外抗氧化活性 实验表明银耳酸性多糖TPP2 清除羟自由基的作用明显 50%清除率的样品浓度为66.5 g/

ml 银耳酸性多糖TPP2 对猪油的过氧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银耳多糖 纯化 自由基清除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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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mella polysaccharide was purified by DEAE-Cellulose and Sephadex G-200, and then obtained a pure

homopolysaccharide TPP2. The ability of the tremella polysaccharide to scavenge the hydroxyl free radical in the test was

carefully observed, and the outside anti-oxidize activity of acidity polysaccharide was researched. It was proven in the test that

TPP2 showed active ability in scavenging the hydroxyl free radical, the sample thickness was 66.5 g/ml in 50% scaveng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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