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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牛乳中脂肪酶活性变化的研究

张瑞宇，刘立衡

(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重庆      400060)

摘   要：研究 UHT 盒奶和袋奶贮运中不同环境温度及机械振动对乳中脂肪酶活性的影响；不同巴氏灭菌温度、时

间处理后，冷藏牛奶中脂肪酶活性的变化；乳糖酶解过程引起乳中脂肪酶活性变化的特征。结果表明：9～10.5℃
低温可有效抑制 UHT 奶中脂肪酶活性；在 14～21℃相对高温下，UHT 盒奶与 UHT 袋奶中脂肪酶活性都显著高于

低温组，两者之间，袋奶中脂肪酶活性明显更高；恒温 35℃下，UHT 盒奶中脂肪酶活性较低、稳定；在 9～
10.5℃低温下，振荡 2h 相对于静置 5d 时脂肪酶活性上升 65.5%，但持续振荡，酶活性大幅下降；70℃、20min
热处理奶比 90℃、5min 和 98℃、5min 处理奶具有更高的脂肪酶活性，90℃、5min 以上巴氏灭菌后、4℃冷藏，

奶中脂肪酶活性很低；特定乳糖酶解环境中，25～41℃范围内，温度升高对奶中脂肪酶活性抑制增强，1.5～5h
范围内，时间延长，奶中脂肪酶活性上升。

关键词：UHT 乳；巴氏灭菌乳；乳糖水解乳；脂肪酶； 活性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in Sterilized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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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lipase activity of box- and bag-packaged UHT milk stored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like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lipase activity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steurization time and temperature as well as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lipase activity during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lactose. The lipase activity in UHT milk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within the range of 9－10.5 ℃, while the lipase

activities in box- and bag-packaged UHT milk both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at low temperature when the temperature

reached 14－21 ℃, and the bag-packaged UHT milk presented higher lipase activity than that the box-packaged. However, at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of 35 ℃, the lipase activity in the box-packaged UHT milk remained very low and stable. At the low

temperature of 9－10.5 ℃, continuous mechanical shaking for 2 h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65.5% in lipase activity compared

to standing for 5 h while this continuous shakin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aused sharp reduction of lipase activity. A higher

activity of lipase was observed in milk pasteurized at 70 ℃ for 20 min than those at 90 ℃ for 5 min and at 98 ℃ for 5 min while

the milk pasteurized above 90 ℃ for 5 min exhibited very low lipase activity during 4 ℃ storage. During the lactose hydrolysis,

the inhibition of lipase activity became stronger with the temperature ascending (25－41 ℃) while with the extension of lactose

hydrolysis, its activity was enhanced.

Key words：UHT milk；pasteurized milk；lactose hydrolysis；lipase；activity
中图分类号：TS2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30(2009)17-0221-04

收稿日期：2009-06-08
作者简介：张瑞宇(1947 －)，女，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食品保鲜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_ruiyu@tom.com

牛奶是人类公认的优良、可口食品，但乳品工业

中，原料乳投产前会受嗜冷菌(嗜冷菌被定义为在 7℃或

7℃以下能够繁殖的一类细菌，最适生长温度 15℃，多

为革兰氏阴性杆菌)污染，其产生的细菌脂肪酶是乳中

脂肪酶的重要来源[1]，嗜冷菌脂肪酶在牛奶巴氏杀菌甚

至 UHT 处理(135～150℃，数秒)后，均可残存活性，导

致牛奶酸化，蛋白质凝集，脂肪上浮，脂肪酸氧化产

生不良风味[2]等多种变质现象，成为乳品贮运中的潜在

威胁。不适的高、低温、运输振动是灭菌牛奶贮运中

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巴氏灭菌又是一种强度较低的热杀

菌方式，在这些情况下，乳脂肪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采用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乳糖酶水解乳糖[3]，是当今乳品

工业中的新事物，具有积极的健康意义和可观的市场前

景，但是，乳糖水解的特定环境也可能会影响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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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体系中的脂肪酶，基于上述思考，本实验拟对

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250ml 康美盒 UHT 纯牛奶；243ml 百利袋 UHT 纯牛

奶(同一大型乳品企业生产，同一批次)；牧场原奶；橄

榄 油 。

聚乙烯醇、KH2PO4、Na2HPO4·12H2O、95% 乙

醇、0.05mol/L NaOH 标准溶液。

1.2 仪器与设备

DS-1 高速组织捣碎机    上海精科实业；TDA 温控

仪    余姚市检测仪表厂；AL104 电子天平    梅特勒 - 托利

多公司；HY-8 调速振荡器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TF-
1A 型生化培养箱    江苏姜堰市分析仪器厂；阿里斯顿

冰箱、Z K D 2 5 B 型热风干燥箱。

1.3 方法

1.3.1 样品处理

UHT 灭菌奶置于不同贮藏温度和模拟运输环境中。

康美盒产品分别于 9～10.5℃、16～21℃保藏； 百
利袋产品 16～21℃保藏；以上产品均每 5d 取样测其中

脂肪酶活性。康美盒产品 35℃恒温培养，每 3d 取样测

其中脂肪酶活性。

康美盒产品：模拟运输环境 9～10.5℃下回旋式连续

振荡，频率 180 次 /min 处理，时间分别为 2.5、10、20、
3 6、5 0 h，到规定时间立刻取样测定乳中脂肪酶活性。

牧场原奶：严格按 70℃、20min；80℃、15min；
90℃、5min；98℃、5min 参数灭菌，冰水浴快速降温

后，于 4℃冰箱保存。同时留样待测乳中脂肪酶活性。

乳糖水解 UHT 灭菌奶： 在不同的乳糖酶解工艺环

境下完成酶解后，测定乳糖水解奶的脂肪酶活性。等

量乳糖酶，酶解时间 4h，酶解温度 25、29、33、37、
4 1℃；等量乳糖酶，酶解温度 3 7℃，时间 1 . 5、2 . 5、
3 . 5、4 . 0、5 . 0 h。

1.3.2 乳中脂肪水解酶活力测定方法[4]

制备聚乙烯醇橄榄油乳化液：将 50.0ml 纯橄榄油加

入 150ml 2% 聚乙烯醇溶液中，用高速组织捣碎机乳化

4 次，每次 10s。锥形瓶中加入 5ml 0.025mol/L 磷酸缓

冲液和 4.0ml聚乙烯醇橄榄油乳化液置于 40℃水浴中平衡

5min，加入 10.0ml 牛奶并精确计时，继续保温 15min，
取出后立即加入 95% 乙醇 15.0ml 终止酶活，酚酞为指示

剂，用 0.05mol/L NaOH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呈粉红色。

对照在保温结束、加入 15.0ml 95% 乙醇之后，再加入

10.0ml 牛奶，同法测定。本实验重复两次。实验规定，

40℃、pH7.5 的条件下，10.0ml 牛奶中的脂肪酶与聚乙

烯醇橄榄油乳液作用 15min 所释放的脂肪酸消耗 1.0ml
0.05mol/L 标准氢氧化钠，作为 100 个活力单位。

10ml 牛奶脂肪酶活力(U)=(测定样品所耗用标准碱的

毫升数－对照瓶耗用标准碱毫升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贮藏温度对 UHT 奶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2.1.1 不同贮藏温度下 UHT 奶中脂肪酶活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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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贮温下UHT奶脂肪酶活力的变化

Fig.1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in UHT milk during storage at
varying temperatures

由图 1 可见，9.0～10.5℃的低温区间，UHT 盒奶

脂肪酶活性随贮藏时间延长不断下降，2 5 d 时几乎为

零。而 16～21℃的高温区间，UHT 盒奶或袋奶的酶活

性仍呈现随贮藏时间延长而下降的趋势，但无论 UHT 盒

奶或袋奶其酶活性均明显高于 9.0～10.5℃的低温区。据

刘晶等[5]报道，嗜冷菌分泌的胞外脂肪酶最适活性温度

为 25～35℃，3～5℃时，脂肪酶活力大为减弱。在本

实验中，因为 9.0～10.5℃远离了嗜冷菌脂肪酶最适活性

温度区，16～21℃则接近于嗜冷菌脂肪酶最适活性温度

区，所以两种温度范围使脂肪酶活性产生了明显的高低

差异，反映了温度对乳脂肪酶活性的主导影响。就同

处于 16～21℃条件下不同包装的 UHT 奶分析，盒奶脂

肪酶活性显著低于袋奶，由于样品的来源相同，且均

经过 UHT 灭菌，质量差异可能与原奶污染程度、工艺

中处理不当有关，或直接由包装物缺陷造成。

2.1.2 35℃下 UHT 盒奶脂肪酶活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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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5℃条件下UHT盒奶脂肪酶活力的变化

Fig.2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in box-packaged UHT milk during
storage at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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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在 3 5℃恒温培养箱中，实验期中脂肪

酶活基本稳定。此批康美盒样品得到厂商支持，生产

当日即从工厂直接提回。由于 135℃灭菌后，脂肪酶活

力已经受到强烈抑制，随即入恒温箱，静置于 3 5℃的

空气氛围中，无论发生升温或降温，对康美盒产品来

说都是一个缓慢的传热过程，没有温度突然变化的刺

激，这可能就是造成实验期样品脂肪酶活性较低且基本

稳定的原因。据付文菊等 [ 6 ]报道，含有不同体细胞数、

经 UHT 灭菌的牛奶，于 37℃下贮存，其脂肪酶活性在

8 4 d 中均呈稳定状态。本实验结果与此一致。

2.2 摸拟运输振荡对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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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9～10.5℃静置贮藏对UHT盒奶脂肪酶活力的影响

Fig.3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in box-packaged UHT milk during
standing at 9 － 10.5 ℃

实验样品来自同一批次 UHT 灭菌康美盒奶，置于

同一温度下。图 3 样品处于静置状态，图 4 样品经机械

振荡。比较两者可见，振荡刺激了脂肪酶活性上升，

振荡 2h 时脂肪酶活性达到 91U(相对于静置 5d 时脂肪酶

活性上升 65.5%)，以后持续下降，在 2～20h 之间，与

振荡 2 h 比较，振荡 5、1 0、2 0 h 脂肪酶活性下降率分

别达 19.8%、35.6%、68%，但 20h 以后，酶活性就趋

于平稳。振荡中冲击、磨擦、剪切等机械作用使活性

有机体产生复杂的生理效应，这正如新鲜果蔬的伤呼

吸。同时振荡也会引起脂肪球膜的变化，改变酶的结

合状态等[7]，振荡还会增加乳中的溶解氧，有利于假单

孢菌等好氧性细菌的生长。基于生理生化反应的酶催化

特征，各种机械作用对酶的激活或抑制，是生理效应

产生和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乳的振荡体系中，脂肪酶活性的变化受到多重因

素的复杂影响，如乳量、黏度、微生物种类与数量、

容器形式、振荡方式、振幅与频率、环境温度、振

荡时间等内外因素。本实验采用相同的牛奶，相同的

容器，均匀分装后密闭，所观测到的实验结果，可以

归结于振荡与温度的共同影响，低温显示了对酶活的抑

制，弱化了振荡的激活效应。

2.3 不同加热处理条件对巴氏灭菌奶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经 4 种加热处理后，冷藏过程中巴氏灭菌奶脂肪酶

活性变化见图 5。总体看来随灭菌温度升高，脂肪酶活

性下降，以 90℃加热 5min 效果最为明显；在巴氏奶 7d 的

保存期中，除了灭菌后的第 1 天以外，其余时间，70℃
加热 20min 的处理脂肪酶活性均明显高于 80℃、15min；
90℃、5min； 98℃、5min 的处理。嗜冷菌脂肪酶由

于具有较高的耐热性，不能被现行的热杀菌工艺完全钝

化，从而成为包装牛奶货架期中“坏包”的主要原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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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9～10.5℃下机械震荡对UHT盒奶脂肪酶活力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mechanical shaking on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in box-packaged UHT milk during standing at 9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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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温度、时间处理的巴氏灭菌奶脂肪酶活力

Fig.5   Changes of lipase activity of UHT milk pasteurized for
different time at varying temperatures during storage

Driessen 等[8]研究表明，尽管耐热性脂肪酶在 UHT
灭菌后残存一定的活性，但其耐热性并非简单地表现为

随温度上升而活性稳定，在 50～60℃时脂肪酶活性就可

以受到比 70～80℃更为有效的抑制。孙国庆、张树利

等[4,9]研究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因此对牛奶进行 UHT 灭

菌后，在较低的 50～60℃下保温处理有望成为 UHT 热杀

菌工艺改革的可行措施。本实验仅针对单一巴氏灭菌

奶，但结果却与前人研究部分吻合，即 70℃、20min 的

巴氏奶，在货架期终点第 7 天时，其脂肪酶活性比 80℃、

15min，98℃、5min，98℃、5min 分别高出 0 .3 倍、

1.89 倍和 1.08 倍。据此分析，对受嗜冷菌污染的原料奶

及时进行 50～60℃预热处理，再继续加热至 UHT 灭菌

参数，从抑制嗜冷菌脂肪酶角度看，与先行 UHT 灭菌

再结合低温加热的方法是否有异曲同工之效，尚且不能

确定，须研究探明。

从冷藏时间来看，由于实验按市售巴氏灭菌奶货架

期设定，8d 中观测 4 次，脂肪酶活性变化可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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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杀菌后第 1 天酶活性相对未处理前(130U)急剧下降，

其后，70℃、20min 和 80℃、15min 处理样品酶活性有

所恢复，并保持相对稳定；90℃、5min 和 98℃、5min
处理酶活性受到强烈抑制，在低水平上有所波动；4℃
低温是脂肪酶活性的有效制约因子。

2.4 乳糖水解体系中脂肪酶活性的变化

2.4.1 不同温度下水解乳糖后乳中脂肪酶活性

由图 6 可见，随着水解温度升高乳中脂肪酶活性几

乎呈直线下降。据报道，一些嗜冷菌分泌的胞外脂肪

酶最适活性温度为 25～35℃，本实验 25℃和 29℃的两个

水解处理正好处于脂肪酶最适活性温度范围中，同时水

解时间长达 4h，为处于最适温度下的脂肪酶提供了充分

发挥其活力的空间，由于水解中还持续进行慢速搅拌，

这也为脂解作用提供了助力。

3 3℃以后，脂肪酶活力已明显下降，乳糖水解实

验的测定结果是，此时，乳糖水解率增大，两者之间

未表现明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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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温度下水解乳糖后奶中脂肪酶活力

Fig.6   Lipase activity in milk in which lactose was hydrolyzed at
varying temperatures

2.4.2 不同酶解时间酶解乳糖后乳中脂肪酶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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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乳糖酶解时间延长对脂肪酶活力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lactose hydrolysis time on lipase activity in milk

由图 7 可知，随着水解时间延长乳中脂肪酶活性逐

渐升高。在乳糖水解的同时，由于乳中脂肪酶活性的

上升会导致部分乳脂水解，这对乳糖水解乳的品质带来

不利。参照乳糖水解率受时间影响的实验结果，乳糖

酶水解 3.0～3.5h 时，水解率已能满足低乳糖牛奶的品质

要求，因此，生产上可考虑控制乳糖水解时间，防止

时间过长使乳脂过多分解，积累游离脂肪酸，降低低

乳糖牛奶的品质。

3 结  论

通过对 UHT 盒奶和袋奶贮运中不同环境温度及机械

振动对乳脂肪酶活性的影响、不同巴氏灭菌温度、时

间处理后，冷藏牛奶脂肪酶活性变化以及乳糖酶解环境

下脂肪酶活性变化三方面的研究，明确了无论是 UHT 或

是巴氏灭菌，都不能完全钝化乳脂肪酶；利用乳糖酶水

解乳糖是解决部分人群乳糖不耐受症的科学方法，但乳

糖水解环境难以避免对脂肪酶的影响，因此灭菌牛奶中

依然保持一定的脂肪酶活性，在随后的贮运环境中，温

度、机械振动等对乳脂肪酶活性继续施加着重要的影

响， 9～10.5℃低温可有效抑制 UHT 奶脂肪酶活性；在

16～21℃相对高温下，同为 UHT 灭菌的盒奶与袋奶脂肪

酶活性都显著高于低温组，就 UHT 灭菌的盒奶与袋奶

比较，袋奶脂肪酶活性更高，初步认为两者品质存在

差 异 。

机械振荡激活脂肪酶，使开始阶段酶活力处于高水

平，即使在 9～10.5℃低温下，振荡 2h 使脂酶活性上升

65.5%。 70℃、20min 热处理样品比 90℃、5min 和 98℃、

5min 样品具有更高的酶活性，90℃、5min 以上巴氏灭

菌后、4 ℃冷藏，脂肪酶活性很低。

特定乳糖酶解环境中，2 5～4 1℃范围内，温度升

高对脂肪酶活性抑制增强；37℃下，1 .5～5h 范围内，

时间延长脂肪酶活性上升，低乳糖牛奶生产中应兼顾脂

肪酶活性的控制，以防止游离脂肪酸的过多释放对乳糖

水解乳的品质和稳定性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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