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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转移现象对大豆蛋白-磷脂酶解物相互作用及
乳化特性的影响

李秋慧，隋晓楠，王中江，齐宝坤，江连洲，张菀坤，李 杨*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通过联合采用核磁共振氢谱与三维荧光光谱技术，针对酶解过程中酰基转移现象对复合体系中大豆分离

蛋白-磷脂酶解物相互作用及乳状液乳化稳定性、储存稳定性的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在大豆分离蛋白乳

液、大豆分离蛋白-磷脂复合乳液、大豆分离蛋白-磷脂4 h酶解物复合乳液、大豆分离蛋白-磷脂8 h酶解物复合乳液

4 种样品中，大豆分离蛋白-磷脂4 h酶解物复合乳液具有最佳的乳化稳定性、储存稳定性。而磷脂经8 h酶解由于酰

基转移现象的发生，溶血磷脂会部分转变成甘油磷脂酰胆碱，导致其与大豆蛋白之间相互作用减弱，稳定性有所下

降。因此，适度酶解时间磷脂酶解产物的添加会促进其与大豆分离蛋白相互作用，在水油界面上形成较稳定的界面

膜，从而提高乳液的乳化特性。

关键词：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酰基转移现象；相互作用；乳化特性  

Effect of Acyl Transfer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and Phospholipid Hydrolysate and 

Emulsifying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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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acyl transfer taking place during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phospholipi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SPI) and phospholipid hydrolysates as well as 

emulsion stability and storage stability by the combined use of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spectroscopy and three-

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four samples, i.e., SPI alone and its complexes with 

lecithin (Lec) and lecithin hydrolysates at 4 and 8 h of hydrolysis, which were designated as SPI, SPI-Lec, SPI-Lec4h and 

SPI-Lec8h, respectively, the SPI-Lec4h sample had the best emulsion stability and storage stability. However, the SPI-Lec8h 

sample was not as good,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acyl transfer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ysophospholipids to 

glyceryl-phosphorylcholine to weak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I and phospholipid hydrolysate. Therefore, the addition 

of suitable enzymatic hydrolysates of phospholipid to SPI emulsions will improve the emulsifying properties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interfacial film, promo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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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分离蛋白（soybean protein isolate，SPI）因其

具有多种功能特性而在食品加工中得以广泛应用，其中

较为重要的功能特性就是乳化性[1]，食品加工过程中常

常通过添加大豆分离蛋白提高产品乳化稳定性、延长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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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期等，然而单一的天然大豆分离蛋白由于结构的限制

以及易变性等缺点使其不能很好的满足食品工业对乳化

剂的多重需求[2]。大豆卵磷脂（lecithin，Lec）是一种纯

天然、高营养的乳化剂 [3]，李菊芳等 [4]研究发现，由于

Lec结构中同时具有亲水基团和亲油基团，可以将其添

加到蛋白当中增强食品的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但谷

克仁等[5]研究发现由于磷脂分子结构的关系，亲水亲油

平衡（hydrophile lipophile balance，HLB）值较低，仅适

用作水包油型乳化剂（oil-in-water emulsion，W/O），

使磷脂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限制了其与蛋白质的交互

作用，可以采用磷脂酶解方式对其进行改性处理。杜

章斌等[6]研究表明酶催化过程中，磷脂首先水解成溶血

磷脂（lysophosphatide，LPC），由于酰基转移现象会再

进一步生成甘油磷脂酰胆碱（glycerylphosphorylcholine，
GPC）。同时，国外有研究表明磷脂经磷脂酶A1酶解后

非极性基团减少，亲水性增强，与乳中蛋白的交互作用增

强，表现出更好的乳化活性及稳定性，其二者形成的复合

体系更有利于维持乳液的储存稳定性，延长货架期，但机

理尚不明确，且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仍然较少[7-8]。因此，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采用磷脂酶A1对磷脂进行4 h及
8 h的酶解处理，通过核磁共振氢谱法对酶解产物进行分

析，再将酶解产物与大豆分离蛋白进行复合共建乳化体

系，通过对复合体系进行内源荧光光谱及三维荧光光谱

测定，对复合乳液进行乳化活性、乳化稳定性、储存稳

定性测定，探究酶解过程中酰基转移对大豆分离蛋白-磷
脂酶解物相互作用及乳化特性的影响，为复合乳液工业

生产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脱脂豆粕 哈尔滨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豆卵

磷脂（主要成分为卵磷脂（phosphatidylcholine，PC），

纯度为78%） 深圳康之源生物有限公司；磷脂酶A1
（8 900 U/mL） 诺维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十二烷基

硫酸钠（sodium dodecyl sulfate，SDS）、Tris-HCl 美国 

Sigma公司；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盐酸、氢氧化钠

等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磁力搅拌器  广州仪科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T18  b a s i c 高速乳化均质机  德国 I K A 公司；

ULTRASHIELD-500核磁共振光谱仪 德国布鲁克仪器公

司；TU-18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

有限责任公司；LS-55荧光分光光度计 美国PE公司。

1.3 方法

1.3.1 大豆分离蛋白的制备

参考Molina等[9]的方法，按照质量比例1∶15将脱脂

豆粕与水混合，加入浓度为1 mol/L NaOH溶液调节pH
值至8.0，磁力搅拌1 h后在6 000×g条件下离心30 min。
去除残渣，取上清液溶液加入1 mol/L的HCl溶液调节pH
值至大豆分离蛋白等电点，搅拌1 h后在室温条件下静

置15 min。在6 000×g条件下离心30 min，取沉淀水洗

3 次，最后将沉淀溶于水中加入1 mol/L NaOH溶液调节

pH值至7，再次在6 000×g条件下离心30 min滤去不溶物

得蛋白质溶液，再用纱布过滤，将蛋白质溶液进行冷冻

干燥得大豆分离蛋白粉末，经凯式定氮仪测得蛋白含量

为90.08%（氮溶解指数按6.25计算）。

1.3.2 磷脂酶解产物的制备

参考杜章斌 [6]、孙万成 [10]等的方法并稍加修改，

以Tris-HCl缓冲液为溶剂，配制磷脂溶液，添加浓度为

150 mmol/L CaCl2。在45 ℃水浴中机械搅拌成均匀浆

状，按照底物1 000 U/g的添加量加入磷脂酶A1开始水

解反应，根据国内外文献可知磷脂酶A1酶解酰基转移

现象易发生在3.5～5 h之间，因此本实验反应酶解时间

分别定为4 h和8 h，将反应混合物加热到90 ℃灭酶处理

30 min，再用丙酮萃取3～4 次，挥干丙酮后得磷脂酶解

产物。

1.3.3 核磁共振氢谱测定磷脂酶解物组成

参考I jare等 [11]的方法，取10 mg左右的样品，用

0.5 mL的氘代甲醇溶解样品后转移到直径为3 mm的玻璃

核磁管中，测定条件为：频率202.46 MHz，测定温度为

（40±0.01） ℃，采集时间3.22 s，延迟时间12.25 s，扫

描光谱256 次得核磁共振氢谱图。

1.3.4 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复合体系

参考李杨等[12]的方法，精确称取30 mg大豆分离蛋

白和3 mg磷脂及磷脂酶解产物样品，溶解于30 mL浓度

为0.1 mol/L pH 7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中，在1 000 r/min室
温条件下搅拌溶液1 h，其中样品分别为1号大豆分离蛋

白（SPI）、2号大豆分离蛋白-磷脂（SPI-Lec）、3号大

豆分离蛋白-4 h酶解物（SPI-Lec4h）、4号大豆分离蛋

白-8 h酶解物（SPI-Lec8h）。

1.3.5 荧光滴定测定复合体系

参考Li Jufang等[13]的方法，将配制好的20 mg/mL
大豆分离蛋白用pH 7.2、0.02 mol/L Tris-HCl溶液稀释

50 倍，取稀释后的蛋白溶液3.0 mL置于1 cm石英比色皿

中，以l0 µL为单位逐次加入配制好的磷脂、4 h磷脂酶解

物、8 h磷脂酶解物溶液，二者充分混匀。以λex＝280 nm
为激发波长，记录300～500 nm波长范围的荧光光谱，利

用LS-55荧光分光光度计扫描荧光光谱。

1.3.6 三维荧光光谱测定复合体系

参考尹燕霞等 [14]的方法，将制备好的大豆分离蛋

白溶液稀释50 倍后，取一份稀释液3 mL置于1 cm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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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比色皿中进行三维荧光光谱扫描，再另取3 份稀释液

3 mL置于1 cm石英比色皿中后，再加入30 µL 20 mg/mL
的磷脂溶液、4 h磷脂酶解物和8 h磷脂酶解物，充分混

匀后扫描三维荧光图谱。扫描条件为：记录发射波长

200～500 nm，起始激发波长设置为200 nm，增长间隔为

10 nm，共扫描16 条曲线，绘制出三维荧光光谱。

1.3.7 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乳状液的制备

取9 mL搅拌均匀的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复合体

系与3 mL葵花籽油混合搅拌，预乳化后倒入25 mL烧杯

中，用高速乳化均质机在20 000 r/min条件下乳化1 min，
制备乳液及空白对照样品，样品编号同1.3.4节。

1.3.8 乳液活性及乳化稳定性的测定

乳化性的测定参考Comas等[15]的方法。将均质的乳

状液用0.1%的SDS溶液稀释到确定倍数，在500 nm波长

处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吸光度，计算乳化活性指数

（emulsifying activity index，EAI）。静置30 min后测定

吸光度，计算乳化稳定性指数（emulsion stability index，
ESI），EAI、ESI计算见公式（1）、（2）：

EAI/ m2/g 2 2.303
A0 N

C φ 10 000
 （1）

ESI/min               30
A0

A0－A30
 （2）

式（1）、（2）中：N为稀释倍数（250）；C为乳

化液形成前蛋白质水溶液中蛋白质质量浓度/（g/mL）；

φ为乳化液中油相体积分数；A0为0 min时的吸光度；A30

为30 min时的吸光度。

1.3.9 储存稳定性的测定

参考王欢等[16]的方法，取新鲜乳液至10 mL玻璃试管

中，封口密闭，置于室温、避光条件储存10 d后观察，并

每隔1 d记录数据，上层为乳析层，下层为清液层。下层

清液高度（Hs）比整个乳化液的高度（Ht）。计算乳层

析指数（cream index，CI），见公式（3）：

CI/%  
Hs

Ht
×100 （3）

式中：Hs为下层清液高度/cm；H t为整个乳化液的

高度/cm。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每个实验均重复至少3 次，采用ANOVA进行误差分

析，并用Origin 8.5统计分析数据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核磁共振氢谱图确定磷脂酶解物组成

核磁共振氢谱是利用核磁共振仪记录下原子在共振

下的有关信号绘制出的图谱。在核磁共振氢谱图中，特

征峰的出现可以反映不同磷脂分子中各键位氢原子所处

环境的种类，利用PC、LPC、GPC的特征性质子峰判断

样品中是否存在目标物质，特征性质子峰的面积与该质

子的数量相对应，可推算出PC、LPC、GPC的相对含量

从而判断物质的主要组成成分[17]。Adlercreutzd等[18]研

究发现：酶催化过程中，PC首先水解成LPC，再进一步

生成GPC。图1为不同酶解时间条件下磷脂酶解物核磁

共振氢谱。由图1A可知，1号原样Lec中出现PC特征峰

δ 4.4～4.5，因此1号样品中主要成分为PC。图1B显示卵

磷脂经磷脂酶A1催化水解4 h后样品中PC特征峰明显变

小，这说明PC的Sn-1位基团被酶解掉导致含量明显减少

并且产生乳化性较好的2-LPC特征峰δ 4.15～4.3，酶解4 h
后的样品中PC不断被酶解变为LPC，并且开始出现GPC
（δ 3.7～3.8）[6]，但含量较少。图1C显示当酶解8 h后PC
峰几乎消失，且产生2-LPC的同时有大量的GPC生产。这

与张康逸等[19]的报道趋势相一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磷脂酶酶解0～4 h过程中，PC结构中的Sn-1位被

大量酶解，4 h后会发生重要的酰基转移现象，未被酶解

的Sn-2位基团会被转移至Sn-1位继续被磷脂酶A1酶解，

导致磷脂的疏水尾部全部被水解掉，部分LPC被酶解成

GPC，且随着酶解时间的延长，LPC不断发生酰基转移

现象，GPC含量不断增多，这与Poisson等[20]采用的核磁

共振碳谱所得结论相一致。

δ
3.0 3.5 4.0 4.5 5.0

R—C—O

PC

A

δ

GPC

B

2-LPC

3.0 3.5 4.0 4.5 5.0

GPC

C

2-LPC

δ
3.0 3.5 4.0 4.5 5.0

A. Lec；B. Lec酶解4 h；C. Lec酶解8 h。
图 1 不同酶解时间磷脂酶解物核磁共振氢谱

Fig. 1 1H NRM spectra of lecithin hydrolysates at different hydrolysi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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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磷脂不同酶解时间对大豆蛋白内源荧光猝灭作用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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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I-Lec；B. SPI-Lec4h；C. SPI-Lec8h。a～e.
磷脂及磷脂酶解物质量浓度0～0.02 mg /mL。

图 2 磷脂及磷脂酶解物对大豆分离蛋白荧光猝灭作用

Fig. 2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SPl by lecithin and its hydrolysates 

图2表示Lec（图2A）、Lec4h（图2B）及Lec8h（图

2C）对大豆分离蛋白的猝灭作用。蛋白质的内源荧光主

要依赖于色氨酸（Trp）、酪氨酸（Tyr）在固定激发波

长处发射的荧光[21]。图2A～C中曲线a表示为固定激发波

长为280 nm时，扫描300～500 nm范围时，未复合磷脂及

磷脂酶解物的大豆分离蛋白的荧光发生光谱；曲线b～e
表示按照一定梯度加入磷脂及磷脂酶解物后的大豆分离

蛋白的荧光光谱。由图2A～C可知，当磷脂及磷脂酶解

物加入到大豆分离蛋白中，均会出现荧光猝灭现象，且

随着磷脂及磷脂酶解物质量浓度的增大，蛋白的荧光强

度逐渐降低，这表明磷脂及磷脂酶解物均与大豆分离蛋

白产生了一定的相互作用。图2A中，将未酶解磷脂加入

到大豆分离蛋白当中，350 nm处荧光强度随磷脂酶解物

质量浓度的变化由863.16降低至665.24；图2B中，大豆

分离蛋白在350 nm处荧光强度降低程度最大，加入磷脂

4 h酶解物后降低至450.74；图2C中，加入磷脂8 h酶解

物后蛋白荧光强度虽有所降低但程度最小。因此，磷脂

4 h酶解物对大豆分离蛋白产生强烈的猝灭作用且要高于

其他两种猝灭作用，这说明SPI-Lec4h相互作用最强， 

SPI-Lec8h相互作用最弱，这与酶解过程中酰基转移现象

所产生的GPC有一定联系。

2.3 酶解时间对大豆分离蛋白-磷脂相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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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酶解时间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荧光光谱

Fig. 3 3D-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of soybean protein isolate-lecithin 

hydrolysate obtained by different hydrolysis time

采用三维荧光光谱法分析了磷脂及磷脂酶解物与大

豆分离蛋白结合对大豆蛋白构象及微环境的影响。其中

λex＝λem＝280 nm处峰表示拉曼散射；2λex＝λem＝500 nm
处峰表示瑞利散射。

λex＝280 nm、λem＝340 nm处峰表示色氨酸与酪氨

酸的特征峰；λex＝230 nm、λem＝350 nm表示多肽链结构

产生的特征峰[22]。Zhang Huaxin等[23]研究表明当猝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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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蛋白中会产生猝灭现象，且这种猝灭作用会影响

蛋白质的大豆蛋白构象的变化。Xiang Yanling等[24]的研

究发现酪氨酸和色氨酸残基的荧光强度与蛋白质微环境

极性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由图3可知，与图3A相比磷脂 
（图3B）和磷脂4 h酶解物（图3C）的加入使氨基酸残

基的荧光强度有明显降低，这表明氨基酸残基所处微环

境的极性降低，非极性基团减少。且比较图3B和图3C， 

SPI-Lec4h样品荧光强度降低最多，这可能是由于SPI-Lec4h
样品中大豆分离蛋白与磷脂4 h酶解物之间相互作用最强，

促使更多的氨基酸残基包埋进入疏水区域中，从而改变了

蛋白的构象和环境的极性。与图3A相比，磷脂8 h酶解物 

（图3D）的加入同样降低了蛋白的荧光强度，但并不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较多GPC的产生，GPC由于疏水尾部的失去

很难与大豆分离蛋白通过疏水作用相结合，导致相互作

用减弱。另外，在多肽链结构特征峰处可明显观察到 

SPI-Lec、SPI-Lec4h、SPI-Lec8h样品的荧光强度均有所

改变，表明磷脂及磷脂酶解物的复合均使得蛋白质多肽

链的骨架伸展、蛋白结构发生变化。

2.4 酶解时间对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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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酶解时间对复合体系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hydrolysis times on the emulsion activity and 

stability of complex emulsion systems

以上分析表明，大豆分离蛋白与磷脂及磷脂酶解产

物以不同程度相结合，进而导致氨基酸残基的微环境发

生变化，从而导致整个蛋白质构象的变化，这种结构的

变化进而改变蛋白的乳化特性。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

是表征乳状液乳化特性及稳定状态的重要指标。图4为不

同样品的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的结果，由图4可知，

SPI-Lec4h乳化体系具有最好乳化活性值及乳化稳定性

值，分别为38.7 m2/g和72.5 min，与SPI乳化体系相比分

别提高36.1%和22.0%。SPI-Lec及SPI-Lec8h样品的乳化活

性及稳定性略微有所提高。由此可知，磷脂酶解时间的

不同对乳状液的乳化特性及乳化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由于SPI-Lec4h样品中磷脂经磷脂酶A1酶解后产生

LPC，LPC由于疏水基团的减少，亲水性增强，且其与

大豆分离蛋白的相互作用较强（图3），通过疏水作用

形成SPI-Lec4h复合体系，构成双亲性结构，使疏水性蛋

白区域更好地包裹油滴，亲水性的磷脂头部更好地伸入

水相当中，降低水油间的界面张力，使其乳化特性有所

提高。当酶解8 h后GPC含量积累较多使得乳状液乳化活

性及稳定性反而有所下降，这是由于GPC几乎失去全部

疏水性结构，与大豆分离蛋白之间相互作用力减弱，且

无法形成较好的双亲结构，导致界面膜无法完全包裹油

滴，从而稳定性下降。

2.5 酶解时间对储存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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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酶解时间条件对复合体系乳层析指数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different hydrolysis times on creaming index of 

complex emulsion systems

乳层析指数是衡量乳化体系中油相和水相之间所达

到的平衡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客观地反映乳液

正在储存过程中的稳定性[25]。乳层析指数间接地表示乳

化体系中乳化颗粒的絮凝程度，絮凝程度越大，乳层析

指数就越大，乳化稳定性越差。图5为在储存10 d过程中

大豆分离蛋白-磷脂酶解物复合体系的乳层析指数的变化

曲线。不同磷脂酶解产物-大豆分离蛋白复合乳化体系随

着乳液存放时间的延长乳层析指数逐渐增大。由图5可
知，4 种复合体系乳液在室温储存10 d后均出现明显分

层现象，其中SPI样品乳层析指数最大，乳液分层现象最

为明显，其他3 种复合样品乳层析指数均有所下降，且 

SPI-Lec4h样品与SPI样品相比分层现象有明显的改善，

乳层析指数降低至58%，这个趋势与新鲜制备的乳液物

理稳定性相一致。这表明磷脂经磷脂酶A1改性后与大

豆分离蛋白共建的乳化体系可有效地抑制油滴与水相的

分离，阻碍乳液的油脂上浮现象，提高乳液的储存稳定

性，由此可以推断出该复合乳液的乳化特性与磷脂的酰

基转移现象及蛋白-磷脂间的相互作用有密切联系。

3 结 论

磷脂在磷脂酶A1酶解过程中，酶解4 h后会发生酰基

转移现象，Sn-2位基团转到Sn-1位基团继续被酶解，LPC
被酶解成GPC，且在酶解8 h后会积累较多的GPC。

在大豆分离蛋白中加入磷脂及磷脂酶解物会发生荧

光猝灭现象形成复合物。其中，SPI-Lec4h样品中相互作

用较强，SPI-Lec8h样品中相互作用最弱，这与磷脂酶解

过程中产生的GPC和酰基转移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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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ec4h乳液具有最好的乳化活性、稳定性及储

存稳定性，但SPI-Lec8h乳液稳定性有所下降。这与大豆

分离蛋白与磷脂酶解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弱有一定关

联。因此添加适度酶解时间的磷脂酶解物会明显改善大

豆分离蛋白乳状液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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