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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高压微射流技术对乳清蛋白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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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动态高压微射流技术处理乳清蛋白溶液，研究其理化性质的变化。结果表明：动态高压微射流技术

处理乳清蛋白溶液能够使其溶解性提高 90.8%；起泡性增加 38.3%，起泡稳定性升高至原来的 15.5 倍；乳化稳定

性的吸光度最高可增加至原来的 7.85 倍。但当压力升高至 120MPa 时，乳清蛋白的溶解性、乳化性和乳化稳定性

的变化趋于平缓。在同一压力下，乳清蛋白溶液的表观黏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发生明显的剪切稀化现象，当剪

切速率达到 168.75s-1 时，溶液的表观黏度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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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high pressure microfluidization (DHPM) treatment on solubility, foaming ability and foam stability,

emulsifying ability and stability, and apparent viscosity of whey protein solution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DHPM treatment,

the solubility and the foaming ability were increased by 90.8% and 38.3%, respectively, and the foam stability and the emulsifying

stability were 15.5 and 7.85 times higher than before DHPM treatment. When the pressure was 120 MPa, the solubility

and the emulsifying ability and stability tended to be stable. When the pressure was kept constant, whey protein solution

became obviously shear-thinning at high shear rate. When the shear rate was 168.75 s-1, the apparent viscosity tended to

be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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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乳清产量很大，乳清的开发和利用一直很

受人们关注。乳清蛋白中的分离乳清蛋白( W P I，蛋白

含量≥ 90%)和浓缩乳清蛋白(WPC，蛋白含量 60%～

85%)由于具有高营养价值和优良的加工潜能而广泛应用

于食品工业中[ 1 -2 ]。乳清浓缩蛋白是乳清经超滤、双重

过滤和浓缩等一系列步骤，将乳糖脱去加工而成的，蛋

白质质量分数为 34%～80%[3-4]。国外对乳清蛋白改性方

法包括酶解[5]、分馏法[6]以及热处理[7]等，但采用动态高

压改性乳清蛋白的研究还不多。

动态高压微射流技术是集输送、混合、湿法粉

碎、均质等多单元操作于一体的全新技术，能对物料

(液 - 液相或液 - 固相)进行强烈剪切、高速撞击、压力

瞬时释放、高频振荡、膨爆和气穴作用等一系列的综

合作用，从而起到超微细化、乳化和均一化效果，进

而对其理化性质产生影响[8]。目前，这项技术已用于一

些蛋白质和酶的活性与结构的研究中，Hayes 等报道脱

脂牛乳经 200MPa 高压均质后其酪蛋白胶态离子的粒径有

一定程度的降低[9]；Floury 等发现动态高压处理大豆 11S
球蛋白可导致蛋白质伸展和聚合[10]；本课题组也报道了

动态高压微射流对梨汁多酚氧化酶的活性影响[11]和多茹

多酚氧化酶的结构影响 [12 ]。本实验着重探讨经动态高

压微射流技术处理后的乳清蛋白理化性质的变化，以

期为改性乳清蛋白在乳制品中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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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乳清蛋白购于北京惠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凯

斯定氮法测得粗蛋白含量为 7 1 %；金龙鱼牌大豆色拉

油；十二烷基磺酸钠( S D S )等。

M - 7 0 0 M i c r o f l u i d i c s 微射流均质机     美国

Microfluidics 公司；KV- 9820 自动凯氏定氮仪    北京通

润源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京谱

析通用公司；QY- 300 型电动匀浆机、高速离心机等。

1.2 方法

1.2.1 动态高压微射流处理方法

将乳清蛋白配成 1% 的溶液，采用微射流均质机在

0、40、80、120、160MPa 下对乳清蛋白分别处理三

次。每个压力水平下获取 500ml 乳清蛋白溶液。

1.2.2 不同压力下乳清蛋白溶液溶解性测定方法

分别取 20ml 上述乳清蛋白溶液，在 10000r/min 下离

心 10min，取 10ml 上清液用凯斯定氮法测氮的含量，计

算上清液中乳清蛋白的含量[13]。

1.2.3 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测定

分别取 100ml 上述乳清蛋白溶液，在室温下于微

射流均质机中均质 1min，转速为 5000r/min，然后快

速移至 250ml 量筒内，记录泡沫的体积，表示为起泡

能力，3 0 mi n 后，再次记录泡沫体积，表示起泡稳定

性 [ 1 4 ]。

1.2.4 乳化性和乳化稳定性测定

分别取 30ml 上述乳清蛋白溶液，边搅拌边缓缓加

入大豆色拉油 10ml，于 10000r/min 高速均质 1min 制成乳

状液，用移液枪从底部吸取乳状液 50μl，立即与 25ml
0.1% SDS 混合，然后用分光光度计于 500nm 处测其吸

光度，10min 后再测一次。0min 的吸光度表示乳化能

力，10min 后测定的吸光度表示乳化稳定性[15]。

1.2.5 流变性测定

在流变仪上测量上述样品液的表观黏度，并得到表

观黏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以及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的关

系 [ 1 6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压力对乳清蛋白溶液溶解性的影响

蛋白质的溶解性是蛋白质水化作用的重要体现，蛋

白质和水分子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它们的肽键(偶极 - 偶极

或氢键相互作用)或者是氨基酸侧链(离子化、极性甚至

非极性基团的相互作用) 发生的。乳清蛋白在经过 0 、

40、80、12 0、16 0MPa 处理后的溶解性见图 1。

图1   动态超高压微射流压力对乳清蛋白溶解性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HPM treatment on solubility of whey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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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经过动态高压均质处理后的乳清蛋白

溶解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且随着压力的增大，乳

清蛋白的溶解性由 3.051mg/ml 增加到 5.9187mg/ml，提高

90.8%；但压力到达 120MPa 后，乳清蛋白溶解性的变

化趋于平缓。这可能是因为乳清蛋白未经压力处理前大

部分是聚合的链，经高压处理后，把聚合的链打散开，

使乳清蛋白的溶解度变大；但达到一定压力后，不但聚

合的链被打散，乳清蛋白内部包含的大部分疏水结构和

小部分亲水结构也被暴露出来，表面疏水结构的增多使

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结合机会增多，而蛋白质与水之间

的结合减少，使得蛋白溶液的溶解度变小。

2.2 不同压力对乳清蛋白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的影响

由于蛋白质分子是典型的两亲结构，因而在分散液

中表现出较强的界面活性，具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界面张

力的作用，剧烈搅拌能形成泡沫。起泡性是蛋白质分

子表面性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包括起泡性和起泡稳

定性。Doi 等认为，二硫键的含量和蛋白质的柔性是决

定蛋白质起泡能力的主要作用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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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动态高压微射流压力对乳清蛋白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HPM treatment on foaming ability and foam
stability of whey protein solution

从图 2 可看出，经过动态超高压微射流处理后的乳

清蛋白溶液，随着处理压力的上升，其起泡体积由

120ml 增加到 166ml，起泡稳定性也从 2ml 升高到 31ml；
与原样相比，起泡性增加 38.3%，起泡稳定性原来的升

高至原来的 15 .5 倍。这可能是因为，经过高压均质处

理之后，大分子聚集体被打散成小粒子，使其更容易

在气 - 水界面得到扩展和吸附，降低了界面张力，提高



     2009, Vol. 30, No. 17 食品科学 ※基础研究108

了乳清蛋白分子的柔性，促进了泡沫的形成，从而提

高了乳清蛋白的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

2.3 不同压力对乳清蛋白乳化性和乳化稳定性的影响

图3 动态高压微射流压力对乳清蛋白乳化性和乳化稳定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HPM treatment on emulsifying ability and
emulsifying stability of whey protei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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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所示，经动态超高压均质处理后的乳清蛋白

乳化性有所降低，其吸光度由 0.274 降低到 0.089。但当

压力增大到 120MPa 时，乳化性趋于平缓。尽管动态超

高压均质处理后其乳化性有所降低，但是它的乳化稳定

性却得到提高，其吸光度由 0.026 最高可增加到 0.204，
为原来的 7.85 倍。

2.4 不同压力对乳清蛋白流变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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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动态高压微射流压力对乳清蛋白流变性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HPM treatment on apparent viscosity of whey
protein solution

由图 4 可知，同一压力下，乳清蛋白溶液的表观黏

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发生明显的剪切稀化现象，当剪

切速率达到 168.75s-1 时，溶液的表观黏度趋于平缓。乳

清蛋白溶液是一个由乳球蛋白和乳清蛋白等组成的混合体

系，乳清蛋白溶于水后，部分乳清蛋白会迅速凝聚形成

聚合体，未经压力处理的溶液中的凝聚物颗粒很大，搅

动溶液时，随着剪切力的增大，大的颗粒以及溶解的大

分子之间互相搅在一起，增加了溶液流动的阻力[18]，溶

液体现出弱的胀流现象。经过高压均质之后，乳清蛋白

溶液非常均匀，研究发现乳清蛋白的平均颗粒明显变

小，随着剪切流速的增大，蛋白质凝聚物颗粒表面亲水

性增大，形成“水化球”，减少了互相的钩挂，降低

了溶液流动的阻力，溶液出现稀化现象。

3 结  论

采用动态高压微射流技术处理乳清蛋白，通过研究

处理前后样品的理化性质 ( 溶解性、起泡性和乳化性

等)，结果表明动态超高压微射流技术处理乳清蛋白溶液

能够提高其溶解性、起泡性、起泡稳定性和乳化稳定

性。并且在一定压力范围内随着压力的增大作用效果愈

加显著，其溶解性由 3.051mg/ml 增加到 5.9187mg/ml；起

泡性由 120ml 增加到 166ml，起泡稳定性也从 2ml 升高到

31ml；乳化稳定性的吸光度由 0.026 最高可增加到 0.204。
同一压力下，乳清蛋白溶液的表观黏度随着剪切速

率的增大发生明显的剪切稀化现象，当剪切速率达到

168.75s-1 时，溶液的表观黏度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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