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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加工制品蛋白质氧化程度分析
陆玉芹1，颜明月1，陈德慰1,*，陈良元2，马旦梅2

（1.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2.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本实验以市场上常见的几种鱼类加工制品为研究对象，测定其羰基含量、巯基含量、二硫键含量及蛋白

质疏水性等指标，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经过不同方式加工后，鱼制品蛋白中羰基、巯基、二硫键含量

及疏水性都有显著差异（P＜0.05）。冰鲜类产品的羰基含量较低（0～1 nmol/mg），盐渍类产品的羰基含量最高

（6～10 nmol/mg）；冰鲜类产品的巯基含量较高（70～100 nmol/mg），而二硫键含量最低（0.1～0.2 nmol/mg）；其

余样品的巯基含量均为30～70 nmol/mg，二硫键含量为1～5 nmol/mg；羰基含量与蛋白质疏水性存在极显著相关

性（r=0.84，P＜0.01），巯基含量与二硫键含量存在显著相关性（r=－0.59，P＜0.05）。由实验结果可看出，香

烤、盐制类产品蛋白质氧化程度较高，淡干类产品次之，冻鲜类产品蛋白质氧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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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cessed fish products in the market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o determine and correlate the contents 

of carbonyl group, thiol group and disulfide bond, as well as protein hydrophobi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processed 

fish produc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s of carbonyl group, thiol group and disulfide bond, as well as protein 

hydrophobicity (P < 0.05). The carbonyl content of cold fresh products was low (0–1 nmol/mg), while the carbonyl content of 

salted products was the highest (6–10 nmol/mg). The thiol group content of frozen fresh products was higher (70–100 nmol/mg), 

and the disulfide bond content was the lowest (0.1–0.2 nmol/mg). In other processed fish products, the thiol group content was  

30–70 nmol/mg, and the disulfide bond content was 1–5 nmol/mg.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arbonyl content and protein hydrophobicity (r = 0.84, P < 0.01).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thiol group 

content and disulfide bond content (r = −0.59, P < 0.05).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protein oxidation was 

higher in roasted and salted products than dried products; the lowest degree of protein oxidation was found in frozen fresh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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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是影响新鲜肉以及肉制品产品质量及保质期的

一个主要原因，蛋白质氧化和脂质氧化都可导致肉的酸

败和结构的改变，例如氨基酸残基的侧链氧化形成羰基

衍生物（醛基和酮基）、巯醇基（RSH）氧化形成二硫

键（RSSR）[1]。与脂质氧化的研究相比，关于蛋白质氧

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在前期的研究中主要是在集中

在临床医药方向，食品体系中的蛋白质氧化及其影响的

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2]。

蛋白质氧化可导致蛋白质功能损失，失去必需氨基

酸、降低消化率[3-4]。还可导致蛋白质疏水性、构象、溶

解性及对蛋白质水解酶敏感性的改变[5-6]。Andersen等[7]研

究了盐腌鲱鱼在成熟过程中蛋白质氧化变化，研究表明

氧化程度越高，盐腌鲱鱼的贮藏品质越差。Koutina等[8] 

研究发现Pama火腿腌制过程的初期蛋白质氧化反应加

速。Sun Weizheng等[9]的研究发现在广式腊肠生产过程的

0～80 h内蛋白质巯基发生明显的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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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选取市场上普遍销售且具有代表性的几类鱼

类制品，以此为研究对象，测定其蛋白质中羰基含量、

巯基含量、二硫键含量及蛋白质疏水性等指标，以此评

价蛋白质的氧化程度，分析不同加工工艺对鱼制品蛋白

质氧化影响的程度，为从蛋白质氧化角度防止鱼制品在

贮藏过程中品质下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原料均购于百货超市，选取常见并具有代表性的

香烤、盐渍、干制、冰鲜几类鱼加工品，分别为：香烤

鳕鱼、鳗鱼、鱿鱼；盐渍鳗鱼、角鱼、沙丁鱼；淡干鱿

鱼、黄花鱼、白帆鱼、红三鱼；冰鲜鳗鱼、鱿鱼。产品

信息见表1。

表 1 各产品货架期、已保存期、保藏温度及基本配方

Table 1 Shelf life, preservation temperature and main ingredients of 

fish products

名称 已保存期/d 货架期/d 保藏温度/℃ 主要配料

香烤鳕鱼 45 180 25 鳕鱼

香烤鳗鱼 15 180 25 鳗鱼、盐、白糖

香烤鱿鱼 15 180 25 鱿鱼、盐、白糖

盐渍鳗鱼 62 180 25 盐、鳗鱼

盐渍角鱼 30 180 25 盐、角鱼

盐渍沙丁鱼 60 180 25 盐、沙丁鱼

淡干鱿鱼 36 180 25 鱿鱼

淡干黄花鱼 54 180 25 黄花鱼

淡干白帆鱼 47 180 25 白帆鱼

淡干红三鱼 27 180 25 红三鱼

冰鲜鳗鱼 1 3 0 鳗鱼

冰鲜鱿鱼 1 3 0 鱿鱼

1.2 仪器与设备

料理机 九阳有限公司；离心机 长沙平凡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 诸暨市超泽衡器设备有限公

司；冰箱 广东容声冰箱有限公司；均质机 上海标

本模型厂；分光光度计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肌原纤维蛋白的提取  

参考Koutina等 [8]的方法并稍作修改。取5 g样品，

打碎后加入10 倍体积的20 mmol/L的磷酸钠缓冲溶液

（pH 7.0、0.1 mol/L NaCl、2 mmol/L MgCl2、1.0 mmol/L 

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EDTA），混匀均质后经4 500 r/min低温离心15 min，取

沉淀物；加入8 倍体积的上述缓冲溶液，混匀、均质、

4 500 r/min低温离心15 min，取沉淀物，重复3 次，最后

一次清洗后用4 层纱布过滤。所得滤液经4 500 r/min离心

15 min后弃去上清液，沉淀即为肌原纤维提取物。

取一定量罗非鱼肌原纤维蛋白提取物溶于50 mmol/L  

pH 7.5磷酸盐缓冲液，静置30 min后取上清液，用双缩脲

法测定肌原纤维蛋白含量。将肌原纤维蛋白溶液稀释至

2 mg/mL及5 mg/mL待用。

1.3.2 肌动球蛋白的提取  

参考Tanaka等[10]的方法。称量3 g样品，加入0.6 mol/L  

KCl溶液，搅拌均质后经4 500 r/min离心30 min，取上清

液，加入3 倍体积已预冷的蒸馏水，离心20 min后取出

沉淀，加入4 ℃，pH 7.0，1 mol/L KCl溶液20 mL，置于

4 ℃条件下30 min，并不时搅拌。随后离心30 min，上清

液即为肌动球蛋白溶液，保存于4 ℃条件下备用。

1.3.3 肌原纤维蛋白羰基含量测定

参考Koutina等[8]的方法并作改动。取1 mL 2 mg/mL

肌原纤维蛋白溶液，加入1 mL 10 mmol/L 2,4-二硝基苯

肼（2,4-dinitrophenylhydrazine，DNPH），空白组加入

1 mL 2 mol/L HCl。37 ℃水浴1 h（每15 min漩涡振荡

一次），加1 mL 20% 三氯乙酸（trichloroacetic acid，

TCA），振荡30 s，冰浴10 min，4 500  r /min离心

15 min，弃去上清液，用1 mL乙醇-乙酸乙酯（1∶1， 

V/V）洗沉淀3 次，除去未反应的试剂，加入3 mL 6 mol/L 

盐酸胍溶液溶解沉淀，37 ℃水浴30 min，4 500 r/min离心

15 min除去沉淀，取上清液进行检测，在370 nm波长处

测定吸光度。使用摩尔吸光系数22 000 L/（mol•cm）计

算羰基含量，羰基含量用每毫克蛋白质中羰基的物质的

量（nmol）来表示。

1.3.4 肌原纤维蛋白巯基含量测定

根据Koutina等 [8]的方法稍作改动对巯基含量进行

测定。取0.1 g各样品肌原纤维蛋白沉淀物溶于10 mL 

0.1 mol/L Tris缓冲溶液（pH 8.0、含质量分数5%的十二

烷基硫酸钠（sodium dodecyl sulfate，SDS）），混

匀，置于80 ℃水浴2 h。水浴后取出，4 500 r/min离心

15 min。取0.5 mL悬浮液，加入2 mL 5% SDS/Tris缓冲溶

液，混匀，在412 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记录为A1。

随后加入0.5 mL 10 mmol/L 5,5’-二硫代双（2-硝基苯甲

酸）（5,5’-dithiobis-（2-nitrobenzoic acid），DTNB）

（溶于上述缓冲溶液）溶液，混匀后避光反应30 min，

在412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记录为A2。样品在412 nm

波长处吸光度为：A=A2－A1－A空白。其中摩尔吸光系

数为13 600 L/（mol·cm），所用蛋白质浓度用双缩脲

法测定。巯基含量用每毫克蛋白质中巯基的物质的量

（nmol）来表示。

1.3.5 肌动球蛋白二硫键含量测定

根据Benjakul等[11]的方法对样品的二硫键含量进行

测定。准确称取100 mg Ellment试剂溶解到10 mL 1 mol/L 

的亚硫酸钠溶液中，在38 ℃条件下通入氧气直到亮红色

溶液变成淡黄色NTSB溶液。取0.5 mL肌动球蛋白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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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g/mL）加入3.0 mL NTSB溶液（pH 9.5），在室温

暗处放置25 min。在412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其中摩

尔吸光系数为13 900 L/（mol·cm），所用蛋白质浓度利

用双缩脲法测定。二硫键含量用每毫克蛋白质中二硫键

的物质的量（nmol）来表示。

1.3.6 样品蛋白质疏水性测定

根据 Chelh等[12]的方法，测定各个样品肌原纤维蛋

白的蛋白质疏水性。取1 mL 5 mg/mL蛋白溶液，加入

0.2 mL 1 mg/mL 溴酚蓝溶液，空白组为1 mL磷酸盐缓

冲溶液（pH 7.0）中加入0.2 mL 1 mg/mL溴酚蓝溶液。

将实验组和空白组置于室温静止10 min，4 500 r/min离

心15 min后取上清液稀释10 倍，在595 nm波长处测吸光

度。表面疏水性以溴酚蓝可结合的最终暴露出埋藏在蛋

白质构象内部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的量（μg）来表示，

用下式计算溴酚蓝结合量。

溴酚蓝结合量/μg=
200×（A空白－A样品）

A空白

1.4 数据分析

数据的统计分析有效性全部采用Excel以及SPSS软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one-

way ANOVA）（α＝0.05）。结果采用 ±s形式表示，并

用Pearson相关检验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样品的羰基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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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种类样品的羰基含量

Fig.1 Carbonyl group contents of different samples

由图1可知，不同种鱼制品所测得的羰基含量具有显

著差异，其中盐渍类产品羰基含量高于香烤类产品，淡

干类产品次之，冰鲜类产品最低。

羰基的形成是蛋白质氧化的一个显著变化，蛋白质

侧链上带有NH－或NH2
－基团的氨基酸对自由基非常敏感，

在蛋白氧化过程中，这些基团可被转化成羰基基团。活

性氧会导致蛋白质肽链断裂，在断裂处可能形成羰基[13]。 

肌原纤维蛋白是肉的肌原纤维中主要的蛋白质，占全蛋

白质含量的60%～70%，肌原纤维蛋白中羰基含量是评

价肉制品蛋白质氧化程度的有力指标[14-15]。在蛋白质氧

化过程中，羰基含量越大，表明鱼制品蛋白质氧化程度

越大。冰鲜鳗鱼、冰鲜鱿鱼的羰基含量分别低至0.718、

0.177 nmol/mg，其蛋白质氧化程度低，处于较轻氧化水

平，鱼肉品质佳。肉制品盐渍及香烤（加热）过程中蛋

白质羰基含量都有所升高，较高的离子强度及温度对蛋

白质氧化有促进作用[16-18]。

2.2 巯基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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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种类样品的巯基含量

Fig.2 Sulfydryl group contents of different samples

由图2可知，各类产品的巯基含量值间都具有显著差

异。巯基含量较低的产品主要为香烤与盐渍类产品，巯

基含量在30～70 nmol/mg之间；而冰鲜类产品的巯基含

量较高，在70～100 nmol/mg之间。巯基含量最小的盐渍

鳗鱼比巯基含量最大的冻鲜鱿鱼含量少67.43%；同时，

香烤鱿鱼的巯基含量比冻鲜鱿鱼的巯基含量少61.82%，

而盐渍鳗鱼比冻鲜鳗鱼的巯基含量少55.49%，香烤鳗鱼

的巯基含量比冻鲜鳗鱼少56.19%。不同鱼肉相同加工类

型的样品巯基含量也有显著差异，其中香烤类产品中鳕

鱼的巯基含量最高，盐渍产品中角鱼的巯基含量最高，

淡干类产品中黄金花鱼的巯基含量最高。这可能是由于

不同的鱼肉的肌原纤维蛋白对氧化反应的敏感程度有一

定的差异，巯基氧化的难易程度不同所致[10]。

研究表明，巯基是蛋白质分子中具有较高反应活性

的一个基团，蛋白质巯基上的硫外层具有很多的孤对电

子，具有很强的亲核性[19]。巯基对氧化反应比较敏感，

巯基的含量变化可显示出蛋白质的变性程度。本实验的

结果表明，香烤与盐渍后的产品巯基含量较低。香烤、

盐渍处理后，高温加热、盐分的入侵破坏了鱼肉蛋白质

的静电平衡，肌原纤维蛋白的空间结构遭到破坏，蛋白

质分子展开使在内部的巯基暴露出来，更易被氧化，从

而导致巯基含量下降[2]。由实验结果可知，在经过香烤以

及盐渍加工后，鱼肉蛋白质的巯基含量显著下降，蛋白

质变性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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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二硫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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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种类样品的二硫键含量

Fig.3 Disulfide bond contents of different samples

由图3可知，各组样品间二硫键含量具有较大差距。

香烤及淡干类产品的二硫键含量最高，在1～5 nmol/mg

之间；盐渍类产品次之，二硫键含量在1～3 nmol/mg之

间；冰鲜类产品的二硫键含量最低，在0.1～0.2 nmol/mg

之间。

二硫键一般是蛋白质多肽链的两个半胱氨酸之间

的共价键，它的形成是蛋白质折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对产品进行加热处理，鱼肉中的肌球蛋白分子会发生解

折叠过程，分子内的游离巯基被暴露，疏水性基团增

多。随着产品的加热温度升高、加热时间延长，肌球蛋

白分子逐渐发生变性聚集，随后分子间和分子内形成二

硫键，于是二硫键含量增加。Reed等[20]研究发现鲑鱼的

肌动球蛋白在50～55 ℃时二硫键开始形成。Liu Ru等[21]

研究发现鱼肉肌动球蛋白在40 ℃以上开始形成新的二

硫键，而离子强度对肌动球蛋白的溶解度有较大影响，

对二硫键的形成影响较小。本实验的香烤类与淡干类产

品在经过加热的生产过程后，蛋白质二硫键含量较高，

更易发生折叠交联；盐渍类产品的二硫键含量次之，与

Liu Ru等[2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2.4 蛋白质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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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种类样品的溴酚蓝结合量

Fig.4 Bromphenol blue (BPB) bind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samples

由图4可知，各组样品间疏水性具有较大差距。

盐渍类产品的疏水性最大，盐渍角鱼溴酚蓝结合量为

72.82 μg，盐渍鳗鱼为86.31 μg，盐渍沙丁鱼为91.77 μg。

香烤类产品溴酚蓝结合量范围为26.90～30.69 μg、淡干

类产品21.38～25.05 μg、冰鲜类产品16.25～17.05 μg。

蛋白质的表面疏水性反映的是蛋白质分子表面疏

水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以溴酚蓝可结合的最终暴露

出埋藏在蛋白质构象内部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的量来表

示。在许多关于氧化的研究中，蛋白质疏水性已经成

为一个广泛的指标[22]。新鲜鲤鱼脊背肉的表面疏水性为

10.12 μg，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鲤鱼肌原纤维蛋白表面

疏水性不断增大。与香烤、淡干、冰鲜处理相比，盐渍

鱼制品中高浓度的离子使更多埋藏在蛋白天然构象内部

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暴露出来，表面疏水基团暴露得越

多，肌原纤维蛋白的表面疏水性越大，结合的溴酚蓝的

量就越大[23]。

2.5 相关性分析

表 2 样品羰基含量、巯基含量、疏水性、二硫键含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

Table 2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carbonyl, thiol and 

disulfide bond contents and hydrophobicity in samples

指标 羰基含量 疏水性 巯基含量 二硫键含量

羰基含量 1

疏水性 0.84** 1

巯基含量 －0.39 －0.43 1

二硫键含量 0.21 0.10 －0.59* 1

注：**.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极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由表2可知，蛋白质疏水性随着羰基含量增大而

增大，羰基含量与蛋白质疏水性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

（r=0.84，P＜0.01）。Kong Baohua等[24]研究鲤鱼在冷冻

解冻循环过程中蛋白质氧化以及结构变化时得出疏水性

随着羰基含量增大而变大的结论；Li Yanqing等[25]对自由

基氧化体系对鲤鱼肌原纤维蛋白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氧

化程度越高，羰基含量越大，表面疏水性越大。这表明

蛋白质氧化可改变蛋白质的功能特性，原因可能是蛋白

质氧化改变了肌原纤维蛋白的结构进而改变其疏水性，

最终影响到鱼制品的质量品质，氧化程度越高，鱼制品

品质越差，价值降低。

样品巯基含量与二硫键含量成负相关（r=－0.59， 

P＜0.05），半胱氨酸中的巯基对氧化反应非常敏感，能

直接参与氧化还原反应。游离的巯基易被氧化，多肽内部

或多肽间形成二硫键，二硫键随巯基的氧化而形成。这样

可造成蛋白质分子内部或蛋白质分子间发生交联，使得肌

原纤维结构更加紧密，导致肌肉组织的韧性增加、鱼制品

的咀嚼性升高，同时还会使蛋白质的溶解性、消化率及营

养品质下降，这些过程都不利于肉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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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通过测定经不同加工过程的鱼制品蛋白质氧化指

标（蛋白质羰基含量及巯基含量等）确定其蛋白质氧化

程度，结果表明不同方式加工，鱼制品的蛋白质氧化程

度均有显著差异。蛋白质氧化指标中的羰基含量与蛋

白质疏水性存在极显著正相关（r=0.84，P＜0.01），

巯基含量与二硫键含量存在显著负相关（r=－0.59， 

P＜0.05）。盐渍类产品的羰基含量和疏水性均明显高

于香烤类、淡干类、冰鲜类产品，而巯基含量较低，二

硫键含量较高，说明盐渍类产品蛋白质氧化程度最高，

香烤类、淡干类产品次之。而冰鲜类产品的巯基含量较

高，二硫键含量明显较低，说明冰鲜类产品蛋白质氧化

程度较低。盐渍类产品和淡干类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经历

的高盐和高温环境对蛋白质的结构破坏较大，促进了蛋

白质氧化的发生，进而影响产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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