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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小麦苗在小麦苗汁冰淇淋中的应用
焦宇知1,2，翟玮玮1

（1.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2.普渡大学西拉法叶校区，美国 西拉法叶 47907）

摘  要：对小麦苗（淮麦19）进行低温胁迫处理，提取小麦苗汁（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extract，AWSE）

并制备小麦苗汁冰淇淋，采用热休克处理考察AWSE对热休克冰淇淋重结晶的抑制能力（ice-recrystallization 

inhibition（IRI）activity）。结果表明，AWSE中的蛋白质对冰淇淋重结晶有显著的抑制作用（P＜0.05），未低

温胁迫小麦苗提取液（non-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 extract，NAWSE）和蛋白酶处理后的小麦苗汁提取液

（pronase E（Streptomyces griseus）treated 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extract，ETAWSE）则没有；IRI随AWSE

添加量增加而增加并最终达到峰值60.30%；降低胁迫温度及延长胁迫时间可增加AWSE中蛋白质含量并提高IRI；

IRI随热休克单周期时长增加而上升，随冰淇淋热休克周期数的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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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application of aqueous extract of 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AWSE) from the 

cultivar Huaimai 19 in ice cream. The ice-recrystallization inhibition (IRI) activity of AWSE on ice cream was examined by 

means of heat shock treat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AWSE but not non-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 extract (NAWSE) or 

pronase E-treated 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extract (ETAWSE)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n ice recrystallization 

in ice cream, likely because AWSE contained significantly more soluble proteins (P ＜ 0.05). The IRI activity was positively 

dependent on the amount of AWSE added to ice cream and finally reached a peak of 60.30%. Additionally, cold acclimation 

at lower temperature or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produced more proteins and higher IRI activity, and IRI activity rose with 

increasing duration of one heat shock cycle despite declining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heat shock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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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是食品工业中广泛使用的食品加工和贮藏方

式。在食品后续加工或运输过程中，由于环境变化，

冷冻食品极易出现不可控的反复冻融和重结晶，从而

导致食品发生不期望且不可逆变化，如细胞膜破坏和

解冻后持水能力下降等[1]。而动植物活体在低温条件下

会产生特殊蛋白，被称为抗冻蛋白、醣蛋白和冰结构

蛋白，具有抑制冰晶生长和重结晶的功能 [2-9]。麦苗作

为一种营养价值高、廉价且资源丰富的植物，对其低

温胁迫诱导产生具有抑制重结晶的蛋白质在国外已有较

多公开报道[1,10-14]，如冬麦苗经低温胁迫后产生能显著抑

制果糖溶液重结晶。但由于麦种和生长环境的不同，低

温胁迫下麦苗的性质变化差异性很大。本研究拟以淮麦

19为麦种，对发芽后的麦苗低温胁迫，并用其制备小麦

苗冰淇淋，考察了低温胁迫对小麦苗汁（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extract，AWSE）抑制热休克冰淇淋重结晶

能力的影响，为小麦苗的深度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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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淮麦19 淮安市农科院；奶油、绵白糖、玉米糖

浆、单甘酯、脱脂奶粉 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链霉蛋白酶E（活性4 000 U/g） 美国Sigma公司；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GTOP-158D光照培养箱 浙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

DW-86L288超低温冰箱 海尔公司；CX41显微镜（配绿

色滤光片）、DP20成像系统（配DP2-BSW图像分析软件） 

奥林巴斯株式会社；HCS410显微镜冷热台  美国 

Instec公司； GL-20G-II高速冷冻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

仪器厂。

1.3 方法

1.3.1 小麦苗低温胁迫[15]

以淮麦19为实验材料，麦种经10%（V/V）的次氯

酸钠溶液表面消毒10 min后，用灭菌蒸馏水清洗3 次，

5 mmol/L的硝酸钙溶液中浸泡3 h后置于光照培养箱中，

采用营养液培育，培养液由945 mg/L Ca(NO3)2·4H2O、

506 mg/L KNO3、80 mg/L NH4NO3、136 mg/L KH2PO4、

493 mg/L MgSO4、13.9 mg/L FeSO4·7H2O、18.65 mg/L  

Na2-EDTA、4.15 µg/L KI、31 µg/L H3BO3、111.5 µg/L  

MnSO4、0.125 µg/L CuSO4、43 µg/L ZnSO4、1.25 µg/L 

Na2MoO4、0.125 µg/L CoCl2和水组成[16]，使用前稀释

20 倍并调节培养液pH值至6.9。小麦发芽条件为：每天白

天25 ℃，LED人工光源光照12 h，强度为5 000 lx，夜间

22 ℃、12 h，湿度控制在65%左右。待发芽1～2 cm后，

改变光照强度至30 000 lx，其他条件不变。长至一叶一

心后，降低温度分别至10、8、6、4 ℃进行低温胁迫处理

不同时间（24、48、72、96 h），昼夜温度一致，低温胁

迫后立即取叶片（长度8～10 cm）。以未低温胁迫处理

麦苗作为对照（除4 ℃低温胁迫后麦苗生长明显减缓外，

其他胁迫温度条件下长势无明显变化）。

1.3.2 AWSE的制备

小麦苗清洗后，采用0.5%（V/V）的过氧乙酸浸泡

5 min消毒，洗净后浸入1 g/100 mL食盐水，漂洗后投入

0.2 g/100 mL的VC溶液中的比例30 min，再洗净，按每

100 g小麦苗加入15 g左右水的比例打浆，打浆过程中加

入0.5 g/100 mL的VC，4 ℃、13 000 r/min冷冻离心2 次，

各5 min，得澄清小麦苗汁、4 ℃冷藏备用。麦苗汁中可

溶性蛋白质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检测[17]。

1.3.3 小麦苗汁冰淇淋制作工艺

冰淇淋的基本配方如表1所示。

表 1 冰淇淋基本配方

Table 1 Ice cream formula

基本配方 脱脂奶粉 奶油 绵白糖 玉米糖浆 水 刺槐豆胶 单甘酯

质量分数/% 10 8 8 4 75 0.5 0.2

刺槐豆胶和5 倍质量的绵白糖混匀，加水溶解。将剩

余绵白糖和玉米糖浆搅拌溶解后加入奶粉，溶解后加热至

80 ℃，再加入刺槐豆胶稳定剂溶液、单甘酯和奶油，保温

30 min后于高压均质机下80 ℃均质15 min，一级均质压力

18 MPa, 二级均质压力4 MPa。均质后加入麦苗汁，冰淇淋

浆料于4 ℃冰箱中老化4 h后，在冰淇淋机中－4～－2 ℃条

件下冷凝14 min。－35 ℃硬化24 h以上[18]。

1.3.4 冰淇淋的热休克处理和冰晶大小的检测[14]

硬化后的冰淇淋放置于程序制冷器中，待冰淇淋升

温至－20 ℃后进行热休克处理，冰淇淋在程序制冷器中

以1.67 ℃/h速度加热升温至－10 ℃，保温42 h后，再以

1.67 ℃/h速度冷却至－20 ℃，保温42 h，共计96 h，为一

个周期，重复该周期共8 次。每周期始末采用带有照相

机的显微镜检测冰晶块大小：将待测样品移至－24 ℃制

冷器中，用已预冷的刀片从中心部位取一小片冰淇淋铺

展于显微镜载玻片上，滴一滴已预冷至－24 ℃的异丁醇

以遮盖脂肪相，盖上盖片。将载玻片迅速移至－18 ℃ 的

显微镜冷热台，对不同热休克周期始末的实验组与对照

组进行拍照，由奥林巴斯DP2-BSW软件分析图像冰晶大

小，采集至少3 个区域的300 个冰晶。采用logistic剂量反

应模型（SPSS 20.1）得到冰晶大小累积分布模型（以冰

晶直径计），冰晶大小均值X50按该模型达到50%累积分

布的理论拟合冰晶直径的中间值计。

冰晶大小增长百分比（ice crystal growth power，

IGP）是指热休克处理周期末与周期始相比X50值增加百

分比：

计算公式如下[18]：

IGP/%
X50
X50

100 （1）

AWSE抑制冰晶重结晶能力（ice crystal inhibition 

power，ICP）是指与添加参照物质（水、NAWSE）相

比，AWSE降低IGP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18]：

ICP/%
IGP参照

IGP参照 IGPAWSE
100 （2）

1.3.5 AWSE中可溶性蛋白对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

取6 ℃低温胁迫48 h后小麦苗，按1.3.2节方法制

备得到的AWSE 50 mL，加入2.5 mg链霉菌蛋白酶用以

水解AWSE中的蛋白，以考察蛋白水解后AWSE对冰

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37 ℃保温水解10 h后，4 ℃

条件下，13 000 r/min离心10 min（两次），得到酶处

理后小麦苗汁（pronase E treated cold-acclimated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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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ings extract，ETAWSE）[19]。按照1.3.3节的方法制

作小麦苗汁冰淇淋，小麦苗汁添加量为10%（m/m）， 

混合液总体积不变。与未添加AWSE、添加未低温胁

迫小麦苗提取液（non-cold-acclimated wheat seedlings 

extract，NAWSE）、ETAWSE所得冰淇淋比较，分析

冰淇淋热休克处理始末冰晶大小的变化。改变AWSE添

加量分别为2.5%、5%、10%、15%、20%、25%，考察

AWSE添加量对冰淇淋重结晶抑制作用的影响。

1.3.6 温度胁迫下AWSE对冰淇淋重结晶的作用

按照1.3.1节的方法对小麦苗进行低温胁迫，胁迫温

度分别为10、8、6、4 ℃。低温胁迫时间设定为24 h，其

他同1.3.5节。

1.3.7 时间胁迫下AWSE对冰淇淋重结晶的作用

按照1.3.1节的方法对小麦苗进行低温胁迫，低温胁

迫时间分别为24、48、72、96 h。胁迫温度设定为6 ℃，

其他同1.3.5节。

1.3.8 热休克处理频率胁迫下AWSE对冰淇淋重结晶的

作用

按照1.3.4节的方法进行热休克处理，频率为－20 ℃

和－10 ℃各24、48 h和96、192 h，其他条件不变，总时

间保持32 d，其他同1.3.5节。

1.4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都重复3 次，采用IBM SPSS 20和Origin Pro 

8对数据进行数据差异显著性分析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低温胁迫处理对小麦苗汁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表 2 不同低温胁迫处理温度和时间后小麦苗汁中可溶性蛋白质质量浓度

Table 2 Changes in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in AWSE after chilling 

stres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different durations

处理
时间/h

AWSE中的蛋白质质量浓度/（mg/mL） NAWSE中的蛋白质
质量浓度/（mg/mL）10 ℃ 8 ℃ 6 ℃ 4 ℃

24 3.40±0.16 a,,A 3.54±0.16 a,B 3.89±0.18 a,C 4.14±0.20 a,D 3.24±0.18 a,D

48 3.85±0.09 b,A 4.10±0.15 b,B 4.62±0.22 b,C 4.83±0.16 b,D 3.21±0.20 a,E

96 4.32±0.13 c,A 4.75±0.15 c,B 5.40±0.14 c,C 5.66±0.16 c,D 3.42±0.16 b,E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列差异性显著（P ＜ 0.05）；不同大写字表示

同一行差异性显著（P ＜ 0.05）。

由表2可知，与未胁迫组相比，低温胁迫处理后，

AWSE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显著上升（P＜0.05），且

随着温度的下降和时间的延长，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上升

明显。原因可能是，低温逆境条件下，蛋白质作为植物

细胞的保护物质，可通过调节渗透浓度来启动脱落酸形

成，从而诱发新的蛋白质合成用以增加抗寒性，胁迫温

度越低和时间越长，逆境条件越恶劣，从而诱导合成的

蛋白质越多[12]。

2.2 低温胁迫对AWSE抑制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

AWSE NAWSE AWSE ETWSE
10

4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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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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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X 5
0/μ

m

图 1 冰淇淋热休克处理8 周期始末的均冰晶大小

Fig.1 Comparison of mean ice crystal sizes of ice cream before and 

after 8 heat shock cycles  

在食品混合体系中，冰晶生长受大分子逆向扩散和

热能释放速率共同影响，加快逆向扩散和热移除，冰晶

生长随之加快[20]。从图1可以看出，热休克处理开始前，

添加AWSE、NAWSE和ETAWSE冰淇淋的冰晶明显小

于未添加AWSE的冰淇淋（P＜0.05），原因可能是：由

于未添加小麦苗汁，冰淇淋冷冻前水分含量高于其他样

品，导致冰淇淋冰相体积增加、黏度和离子强度降低，

从而硬化时温度转换速率增加，热移除速度较快，从而

加速了冰晶增长[21]。而其他3者中含有更多大分子，这些

大分子需要先转移到冰晶表面，然后定向分散并吸附到

冰晶溶液交界面，这使得大分子的扩散速度降低，从而

降低了冰晶增长速率。

冰淇淋经8 个周期的热休克处理后，添加AWSE的

冰淇淋冰晶明显小于添加NAWSE组（P＜0.05），说

明冷胁迫产生的植物细胞保护物质能显著抑制冰淇淋

的重结晶。AWSE冰淇淋冰晶也明显小于ETAWSE组 

（P＜0.05），说明抑制冰淇淋重结晶的物质可能是

AWSE中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能为冰结构蛋白（ice 

structuring protein，ISP）。关于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

抑制冰晶生长和重结晶的学说中最广为接受的是吸附抑

制假说[11,22-23]，即冰晶的弧度表面诱蛋白质可吸附在冰

晶-溶液交界面，从而抑制冰晶生长，使热休克过程中

冰晶生长点温度低于熔点温度而产生非依数性热滞现象

（达到相同浓度依数性热滞效应的300～500 倍）。热休

克处理始，加热融化过程中出现重结晶和冰晶大小的增

加，在高温保温过程中，冰晶大小的差异导致冰晶曲面

半径的差异，由于奥斯瓦尔德效应，使得小冰晶逐渐消

失并在大冰晶上重新析出[24]，而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

可通过吸附抑制机理就可以阻止冰晶增长，在重新冷却

过程中，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在降温速率足够低的条

件下从溶液区转移至到冰晶-溶液交界面，然后正确定向

并扩散于冰晶表面周围，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蛋白结

构中的特殊结合部位通过冰晶弯结内陷处嵌入冰格后被

吸附，产生热滞效应而延缓冰晶重结晶[25]。AWSE中可

能存在的ISP的特殊结合部分可与冰晶曲面结合后降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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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自由能，因此使得水分子无法结合在冰晶上，冰晶

增长被抑制[25]。NAWSE中由于不存在或量远少于AWSE

中可能存在的ISP，因此不能抑制重结晶，ETAWSE中可

能由于蛋白酶的作用而导致可能存在的ISP结构破坏，因

此也不能抑制重结晶，这与NAWSE和ETAWSE冰淇淋的

IGP无显著差别（表3，P＞0.05）的实验结果一致。实验

未对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进行提取、分离和鉴定，也

未测定其热滞活性从而进一步印证AWSE中ISP的存在，

这将是本实验的下一阶段研究内容。

表 3 冰淇淋热休克处理始末IGP和ICP实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IGP and IRI before and after heat-shock treatment

%

指标 参照（水） NAWSE AWSE ETAWSE

IGP 317.68±18.36A 313.39±10.25A 124.35±12.04B 307.72±8.40A

ICP 1.24±2.91A 60.65±5.95B 1.80±1.64A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行差异性显著（P ＜ 0.05）；IGP/% 为休克处

理 8 周期后冰晶增长百分比；此处 ICP/% 计算以未添加小麦苗汁的冰淇

淋为参照，而非添加 NAWSE 的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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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E为6 ℃条件下冷胁迫48 h后获得。

图 2 不同AWSE添加量对冰淇淋重结晶抑制作用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AWSE concentration on its IRI activity on ice cream

增加NAWSE添加量，冰淇淋IGP没有显著变化（图

2，P＞0.05），说明NAWSE无抑制冰晶重结晶作用。

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一致[14]。AWSE添加量与冰晶重

结晶受到抑制作用相关。当冰淇淋中麦苗汁体积分数

由2.5%增加至10%，AWSE对冰晶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

（P＜0.05），IGP值由195.51%降至124.42%，AWSE的

ICP由35.60%增至60.30%。继续增加AWSE，对冰晶增

长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一致[18]。

AWSE中可能存在的ISP抑制冰晶增长存在饱和值的原因

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冰淇淋冰晶本身的表面积有限，

二是不同来源的ISP由于结构差别和抑制机理的不同，与

ISP分子的结合部分能结合的冰晶位置和表面积也有限。

ISP可能不能达到100%覆盖率。因此，10%的AWSE对应

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0.462%（包含普通蛋白质和可能

存在的ISP）为抑制冰淇淋重结晶的饱和值。

2.3 胁迫时间对AWSE抑制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

6 ℃条件下改变低温胁迫时间，AWSE抑制冰晶重结

晶作用随之变化（图3）。冷胁迫48 h后冰淇淋的IGP降

至最低，AWSE的ICP则相应达到峰值。继续增加胁迫时

间对冰晶的重结晶的抑制作用不显著（P＞0.05）。原因

可能是，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AWSE中可能存在

的ISP含量增加，冰晶抑制作用也随之提高，当胁迫时

间延长至48 h后，AWSE中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达到

0.462%，为AWSE抑制冰晶增长的饱和值，因此继续

增加胁迫时间即使能增加AWSE中的蛋白质含量，但

对冰晶增长的抑制作用已不显著，这与前面的实验结

果一致。

400
350

100

250
200

300

150

50
60

0
10

30
40

20

50

70
12 4824 96

IG
P/

%

IC
P /%

AWSE_IGP
AWSE_ICP

/h

冰淇淋中AWSE体积分数10%，胁迫温度为6 ℃。

图 3 冷胁迫时间变化对AWSE抑制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cold acclimation duration on IRI activity of  

AWSE on ice cream

2.4 热休克处理频率对AWSE抑制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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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休克处理的温度为－10 ℃/－20 ℃，热休克处理的总时间均为32 d。

图 4 热休克处理频率变化对AWSE抑制冰淇淋重结晶作用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heat-shock frequency on IRI activity of  

AWSE on ice cream

改变热休克频率对AWSE抑制冰晶重结晶作用影响

显著（图4，P＜0.05）。随着热休克频率的下降，AWSE

的作用显著上升。原因可能是，热休克频率高时，在冷

却过程中，AWSE中的可能存在的ISP被快速冷却的冰晶

困住而吞没，部分可能存在的ISP没有足够的时间由溶液

区向冰晶-溶液界面迁移，因此冰晶增长抑制作用降低，

随着热休克频率的下降，可能存在的ISP向溶液界面迁移

增多，因此抑制重结晶能力上升。需要注意的是，添加

NAWSE参照冰淇淋中的冰晶大小也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这说明无论是否添加AWSE，重复溶解和冷冻会导致冰

晶加速增长，从而影响冰淇淋的感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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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休克处理频率为92 h/92 h，总时间均为32 d，4 周期；

假设每一周期末与下一周期开始冰晶大小相同。

图 5 热休克处理每周期AWSE抑制冰晶重结晶能力的变化

Fig.5 Variations in IRI activity of AWSE during each cycle of heat shock

AWSE在热休克处理过程中抑制冰晶重结晶的能力随

着周期数的增加而减少（图5），冰晶重结晶被抑制主要

在热休克的第1周期过程中。第3周期后，X50、IGP和ICP

趋于稳定。原因可能是：随着周期数的延长，热休克开始

时冰晶增大，因此奥斯瓦尔德效应降低，AWSE中可能存

在的ISP作用逐渐下降，冰晶大小趋于均匀和稳定。

3 结 论

AWSE对冰淇淋重结晶有显著的抑制作用，NAWSE

和ETAWSE则没有，AWSE中起抑制重结晶作用的是冷

胁迫过程中产生的可溶性蛋白质；AWSE对冰淇淋重结

晶的抑制作用存在峰值。通过降低胁迫温度和延长胁迫

时间可显著增加AWSE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AWSE对冰

淇淋重结晶的抑制作用随热休克单周期时长增加而显著

增加，随着周期数的延长而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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