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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洗豆粕的干热处理对大豆分离蛋白

凝胶性能的影响

黄友如，陈义勇，朱东兴，赵  阳，王叹玉

(常熟理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以不同温度处理过的乙醇洗豆粕为原料，制备大豆分离蛋白，并对不同温度干热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的

凝胶性能及其相关性能进行研究和表征。结果表明：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强度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增强，而

凝胶弹性则成微弱的减弱趋势；荧光和紫外吸收光谱分析表明，乙醇洗豆粕经不同温度处理后制备的大豆分离蛋

白，其生色基团所处微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溶性蛋白的表面疏水性增加，分子聚集程度增强；溶解度与浊度分析

说明，适当的干热处理有利于增强大豆蛋白的溶解性能，但蛋白质分子聚集程度的增强导致其凝胶弹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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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were tre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used to prepare soybean protein isolates

(SPIs). The gel properties and other related properties of SPIs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were characterized. The gel

strength of SPI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ry heat treatment temperature, while the gel elasticity exhibited a somewhat down-

ward trend. The fluorescence and UV-visible spectra showed that the microenvironment around the chromospheres changed

after dry heat treatment. Meanwhile, the surface hydrophobicity of soluble proteins and the extent of molecular aggregation

obviously increased. Proper dry heat treatment could increase the solubility of SPI but gradually reduce the gel elasticity as a

result of enhanced molecular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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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分离蛋白是以低变性脱脂大豆粉或浓缩大豆蛋

白为原料，经碱、酸等一系列处理后得到组分较均一、

功能较强的蛋白质，主要成分是β- 伴球蛋白(7S)和 11S
球蛋白。蛋白质改性是通过物理、化学、酶法或基因

工程等方法对蛋白质结构进行修饰，从而改善产品的相

容性和功能性质。在大豆分离蛋白制备和 / 或加工过程

中，应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引起蛋白质的结构与功

能性质发生变化。适当的改性可产生合适的功能性

质，拓宽大豆分离蛋白在食品工业中作为添加剂应用

的范围 [ 1 -6 ]。

有关大豆分离蛋白凝胶性能方面的工作已有很多的

文献报道[3,7-10]。实验在大豆分离蛋白制备及应用的过程

中发现，脱脂豆粕中残留的不饱和脂质及加工工艺条件

可直接影响大豆分离蛋白分子结构，进而影响产品的营

养价值和功能性质[11-14]。为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本实验以低温脱脂豆粕为原料，采用乙醇浸出的方法进

一步去除豆粕中残留的脂质，得到低脂质含量的大豆

粕，进一步对浸出豆粕进行干热处理，以干热处理的

豆粕为原料，制备大豆分离蛋白，探讨干热处理乙醇

洗豆粕对大豆分离蛋白凝胶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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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低温脱脂豆粕由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提

供，其蛋白质含量为 53.60%，水分含量为 9.86%，脂

质含量为 3.51%。

乙醇、盐酸、氢氧化钠、磷酸氢二钠、磷酸二

氢钠均为分析纯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UV2100 型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上海)仪
器有限公司；RF-5301PC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本

Shimadzu 公司；TA-XT2i 型物性测试仪    英国 Stable
Micro Systems 公司。

1.3 方法

1.3.1 低温脱脂豆粕的进一步处理

低温脱脂豆粕→粉碎→过 60目标准筛(通过率 100%)→
65% 乙醇浸出(浸提温度为 30℃，浸提时间为 60min，固

液比 1:6，低速搅拌)→固液分离→滤饼→自然干燥→粉

碎→过 60 目标准筛(通过率 100%)→浸出豆粕

1.3.2 浸出豆粕的干热处理

将浸出豆粕置于烘箱中，分别在 50、70、90℃条

件下处理 3 h 取出，室温冷却，处理厚度 2 m m。

1.3.3 大豆分离蛋白的制备

分别以未经热处理的浸出豆粕和经 50、70、90℃
干热处理的浸出豆粕为原料，制备大豆分离蛋白，样

品分别标记为 SPI0、SPI1、SPI2、SPI3，工艺条件如

下：将豆粕按料液比 1:15 混合，用 2mol/L NaOH 调 pH
值至 7.0。搅拌 1h后，将其悬浮液在 3000× g离心 30min，
取上清液用 2mol/L HCl 调 pH值至 4.5。静置后在 3000 × g
离心 30min，水洗沉淀后，取蛋白沉淀分散于水中并用

2mol/L NaOH 调 pH 值至 7.0。再在 3000 × g 离心 30min，
除去少量的不溶物，将其蛋白溶液冷冻干燥后粉碎即得

粉末状大豆分离蛋白。上述步骤均在室温下进行。

1.3.4 大豆分离蛋白的溶解度测定

取大豆分离蛋白 10mg，溶于 5mL 0.2mol/L pH7.0 的

磷酸缓冲液中，4000r/min 离心 30min，取上清液采用凯

式定氮法测定其溶解度。

1.3.5 大豆分离蛋白的浊度测定

将大豆分离蛋白溶于去离子水中配制成所需的质量

浓度，在室温下磁力搅拌 60min，2000r/min 离心 15min
弃沉淀。使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600nm 波长处测

定其吸光度。

1.3.6 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测定[2]

凝胶的制备：将蛋白质溶于 0.2mol/L pH7.0 的混合

磷酸盐缓冲液中，质量浓度为 12g/100mL，搅拌均匀，

将此蛋白质溶液装于 25mL 的烧杯中，盖以铝箔，将此

烧杯置于 90℃的水浴中加热保温 30min，然后冰浴冷却

至室温，在 4℃的冰箱中保存 24h，从冰箱中取出陈化

3 0 m i n，测定其凝胶强度。

凝胶强度的测定：用物性测试仪测定凝胶的强度，

选用直径为 12mm的圆柱状平头冲头。冲压速度：2mm/s；
冲压深度：20mm；试样做成 30mm × 30mm 的圆柱体，

压至 20mm，则形变为 33.3%。记录凝胶破裂时所需的

力定义为凝胶强度。

凝胶弹性的测定：凝胶的制备及测试方法同上。

记录冲压深度为 5mm(此时凝胶尚未破裂)时所需的力，

即为凝胶弹性。

1.3.7 大豆分离蛋白的荧光光谱分析

参照 Kalapathy 等[3]的方法，将大豆分离蛋白溶于

0.2mol/L pH7.0 的磷酸盐缓冲液中，配制成 2.0mg/mL 的

蛋白质溶液，以 0.2mol/L pH7.0 的磷酸盐缓冲液作参比，

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进行荧光测定，激发波长 280nm，

发射光谱扫描范围 300～500nm 之间。

1.3.8 大豆分离蛋白的紫外吸收光谱

将大豆分离蛋白溶于0.2mol/L pH7.0的磷酸盐缓冲液

中，配制成 2.0mg/mL 的蛋白质溶液，以 0.2mol/L pH7.0
的磷酸盐缓冲液作参比，采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做紫外 - 可见扫描，速度 10nm/min，范围 200～800nm
之 间 。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豆分离蛋白的回收率与纯度

以低温脱脂豆粕为原料，采用乙醇浸出方法可进一

步去除豆粕中的残留脂质，得到低脂质含量豆粕，低

脂质含量豆粕再经干热处理后，以其为原料制备大豆分

离蛋白，分离蛋白的回收率与产品的纯度见表 1。

注： 同行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项目 室温 50℃ 70℃ 90℃
回收率 /% (19.5 ± 0.12)bAc (19.2 ＋ 0.17)A (19.3 ＋ 0.15)A (18.7 ＋ 0.14)B

纯度 /% (95.6 ± 0.21)A (95.7 ± 0.23)A (95.6 ± 0.25)A (95.2 ± 0.20)A

表 1 不同温度处理所得分离蛋白的回收率与产品纯度

Table 1   Recovery rates and purity of SPI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由表 1 可知，除 90℃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回收率略

有降低外，其他样本的分离蛋白回收率与产品纯度变化

很 小 。

2.2 大豆分离蛋白的溶解性能

由图 1 可知，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增加，蛋白质

的溶解性能增强，但当温度超过 7 0℃时，蛋白质的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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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度略有回落。结合荧光及紫外吸收光谱分析可知，随

着热处理温度的增加，位于蛋白质分子内部的疏水性氨

基酸如芳香族氨基酸残基等的暴露(或部分氨基酸氧化引

起蛋白质的亲水性增强)，蛋白质的变性程度增加，而

适当程度的变性增加了大豆分离蛋白的溶解度；但当干

热处理温度超过 70℃时，可溶性蛋白的溶解度降低，出

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蛋白质分子通过暴露在分子表面的疏

水性氨基酸的疏水相互作用进一步聚集引起的。图 2 大

豆分离蛋白的浊度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

图 1 不同温度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溶解度

Fig.1   Solubility of SPIs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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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采用干热处理的方法制备的大豆分离

蛋白的混浊度有明显的差别。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升

高，蛋白质溶液的混浊度增加；当干热处理温度升至 90℃
时，蛋白质溶液的混浊度下降，其水平趋势接近室温

大豆分离蛋白。干热处理对大豆分离蛋白浊度的影响与

对溶解度的影响趋势相一致，说明热处理后的大豆分离

蛋白聚集现象明显，正是这种高分子的蛋白质分子聚集

导致其溶液的混浊度增加。当干热处理温度至 90℃时，

可溶性蛋白的表面疏水性增加，分子聚集程度加大，形

成较大的颗粒沉淀，结果造成蛋白质溶液的混浊度下

降，可溶性蛋白的溶解度降低。实验过程中发现经 90℃
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其浊度测定大豆分离蛋白的制备

中离心有沉淀析出，其原因可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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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分别为室温，5 0、7 0、9 0℃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

图 2 不同温度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浊度变化

Fig.2   Turbidity of SPIs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3 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

大豆蛋白在加热时有形成凝胶的能力，凝胶性能是

大豆蛋白的重要功能特性之一[4]。图 3～6 分别为 4 种不

同温度(室温，50、70℃和 90℃) 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

凝胶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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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室温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测定曲线

Fig.3   Force-deformation curve of SPI gel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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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0℃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测定曲线

Fig.4   Force-deformation curve of SPI gel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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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70℃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测定曲线

Fig.5   Force-deformation curve of SPI gel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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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90℃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能测定曲线

Fig.6   Force-deformation curve of SPI gel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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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6 可知，经室温，5 0、7 0℃和 9 0℃处理

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强度依次为(24.9± 0.12)、(26.7± 0.10)、
(29.3 ± 0.09)g 和(34.2 ± 0.15)g；凝胶弹性依次为(21.6 ±

0.09)、(20.6 ± 0.13)、(20.0 ± 0.11)g 和(19.2 ± 0.12)g。可

见，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增加，蛋白质的凝胶强度增

强，而凝胶弹性则成微弱的减弱趋势。

蛋白质的凝胶作用是变性的蛋白质分子聚集以形成

一个有规则的蛋白质网络结构过程。蛋白质网络的形成

是蛋白质 - 蛋白质和蛋白质 - 溶剂(水)相互作用之间以及

相邻多肽链吸引力和推斥力之间一个平衡的结果[5]。其

中大豆蛋白内的疏水键、氢键以及二硫键对蛋白质网络

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后面的荧光及紫外吸收光谱分

析表明，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增加(如室温，50℃和 70℃)，
蛋白质分子内部疏水性氨基酸的暴露，蛋白质的变性程

度增加，适当程度的变性增加了大豆分离蛋白的溶解度

(图 1)，有利于胶凝过程中变性大豆蛋白氢键的形成与疏

水相互作用，提高其凝胶强度；但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

进一步升高(如 90℃)，蛋白质分子的聚集程度增强，溶

液的浊度减弱(图 2)，可溶性蛋白的溶解度降低(图 1)，
凝胶弹性下降。

2.4 大豆分离蛋白的荧光光谱

在 280nm 激发的大豆分离蛋白荧光发射光谱主要是

由色氨酸和酪氨酸残基所发射的[6]，又名内源性荧光光

谱。和其他含色氨酸和酪氨酸残基的球蛋白一样，由

于其分子中从酪氨酸残基到色氨酸残基之间发生了能量

转移，从而导致了酪氨酸残基的荧光熄灭和色氨酸残基

的荧光增加。因此大豆球蛋白的荧光峰实际上是色氨酸

残基的荧光峰，其峰位在 325～350nm 波长之间[3]。

Liang 等[15]在研究高温(60℃)贮藏期间的大豆蛋白与

大豆油相互作用时发现，发生氧化的大豆蛋白，可溶

性蛋白的表面疏水性降低。Zheng Hengguang 等[7]和

Boatright 等[10]也观察到在大豆分离蛋白加工过程中，由

于蛋白质氧化而引起的蛋白质表面疏水性的降低。热处

理后大豆分离蛋白荧光强度的改变反映了色氨酸残基所

处微环境发生了变化[15]。与室温大豆分离蛋白相比，经

50℃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荧光强度增加，说明此时色氨

酸残基较多地暴露在蛋白质分子的表面；当干热处理温

度超过 50℃至 70℃时，荧光强度略微下降，说明此时

暴露在蛋白质分子表面的色氨酸残基部分被氧化；当干

热处理温度至 9 0℃时，荧光强度又上升，说明位于蛋

白质分子内部的色氨酸残基又进一步暴露，蛋白质的变

性程度增强，可溶性蛋白的表面疏水性增加，分子聚集

程度加大，大豆分离蛋白溶解度与浊度下降(图 1、2 )。
2.5 大豆分离蛋白的紫外吸收光谱

溶液中的蛋白质分子之所以产生紫外吸收光谱，主

要是因为色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残基的侧链基团

对光的吸收，这 3 种氨基酸由于其发色团不同而有不同

的紫外吸收光谱，其中色氨酸在 280nm 波长处附近有一

个吸收峰；酪氨酸在 275nm 波长附近有一个最大吸收

峰；苯丙氨酸在 257nm 波长附近有一个吸收峰。大多

数蛋白质在 280nm 波长处都有吸收峰，这是由于色氨酸

和酪氨酸残基对光的吸收。生色基团微环境的性质是由

蛋白质分子的构象所决定的。构象改变，则微环境随

之改变；微环境的改变，则生色基团的紫外吸收光谱也

随之改变。因此，只要测出生色基团紫外吸收光谱的

变化，就可以了解微环境的变化，从而推断蛋白质分

子在溶液中的构象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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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分别为室温，5 0、7 0℃和 9 0℃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

图 7 大豆分离蛋白的内源性荧光发射光谱(280nm 激发)
Fig.7   Intrinsic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SPIs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7 为大豆分离蛋白的内源性荧光光谱，激发波长

为 280nm。与室温大豆分离蛋白相比，经 50、70℃和

90℃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内源性荧光光谱，其峰型基本

没有变化，且λmax 均位于 340nm。但干热处理大豆分离

蛋白的荧光强度均明显增加，且干热处理温度超过 50℃
时，荧光强度下降，而后随干热处理温度的增加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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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分别为室温，5 0、7 0℃和 9 0℃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

图 8 大豆分离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的紫外吸收光谱

Fig.8   UV spectra of SPIs from alcohol-washed soybean flakes
subjected to dry heat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8 为改性大豆分离蛋白的紫外可见光谱。与室温

大豆分离蛋白相比，经过 50℃和 90℃处理后的大豆分离

蛋白在 280nm 波长附近的吸收峰强度增加，峰型变窄，

说明发色基团所处的环境由非极性向极性变化；而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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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分离蛋白在 280nm 波长附近的吸收峰反而减

弱，峰型也随之变宽。随着干热处理温度的升高(如室

温和 50℃)，280nm 波长附近的吸收峰强度增加，芳香

族氨基酸残基开始较多地暴露在蛋白质分子的表面；当

干热处理温度升至 70℃时，280nm 波长附近的吸收峰强

度下降，说明此时暴露在蛋白质分子表面的芳香族氨基

酸残基部分被氧化；与 70℃处理大豆分离蛋白相比较，

当干热处理温度升至 90℃时，280nm 波长附近的吸收峰

强度上升，说明位于蛋白质分子内部的芳香族氨基酸残

基进一步暴露，蛋白质的变性程度增强，可溶性蛋白

的表面疏水性增加，分子聚集程度加大，大豆分离蛋

白溶解度与浊度下降(图 1、2 )。

3 结  论

以不同温度处理过的乙醇洗豆粕为原料，制备大豆

分离蛋白，并对不同温度干热处理的大豆分离蛋白的凝

胶性能及其相关性能进行了研究和表征，结果发现，大

豆分离蛋白的凝胶强度随干热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增强，

而凝胶弹性则有微弱的下降趋势。荧光和紫外吸收光谱

的分析表明，乙醇洗豆粕经不同温度处理后制备的大豆

分离蛋白，其生色基团所处微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溶

性蛋白的表面疏水性增加。溶解度与浊度分析说明，适

当的干热处理有利于增强大豆蛋白的溶解性能，但高分

子的蛋白质聚集体的形成又导致其凝胶弹性渐弱，混浊

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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