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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本文通过在大豆分离蛋白中添加卵白蛋白测定复合凝胶的分子相
互作用，研究其结构与性质。研究结果表明，与 SPI 溶液相比，OVA-SPI 复合溶液的游离巯基含量增加；
与其凝胶相比，复合凝胶的分子间二硫键增加，α-螺旋增加，β-折叠增多，表面疏水性降低；蛋白质相互
作用与二级结构的改变使复合凝胶表面孔径减小，形成光滑致密的凝胶，显著提高了凝胶的硬度、弹性和
1
保水性。表明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复合能够改善凝胶的质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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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valbumin and Soy Protein Isolate on
Gel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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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elation of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gels were studied by adding egg albumin to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to measure the molecular interaction of
composite g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SPI solution, the content of free sulfhydryl group in
OVA-SPI composite solution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gel, the intermolecular disulfide bond, α-helix, β-fold
and surface hydrophobicity of the composite gel were increased. Protein interaction and the change of secondary
structure reduce the surface aperture of the composite gel, and form smooth and dense gel,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hardness, springiness and water retention of the g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ovalbumin and soy protein isolate could improve the texture of the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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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分离蛋白 （Soybean Protein Isolate，SPI）
由于其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填充性以及凝胶性等性
质，在食品中应用广泛 [1]。有研究发现在肉糜类产
品中添加改性大豆分离蛋白可以改善肉的凝胶性；
显著提高猪肉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的弹性和硬度；显
著提高制品的含水率和蒸煮产量 [2-4]。加热条件下，
大豆分离蛋白的多肽链展开暴露更多的作用位点，
然后发生聚集形成凝胶网络结构。由于大豆分离蛋
白的主要成分 7S 球蛋白和 11S 球蛋白（占总蛋白
的 65%~80%）是通过氢键和二硫键形成的致密的
球状结构，所以天然的大豆分离蛋白分子柔性较
低 [5]，而且它是采用碱提酸沉和喷雾干燥等手段进
行商业化生产的，使部分蛋白质发生变性，凝胶性
能降低 [6]。因此，改善大豆分离蛋白的凝胶性，对
其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两种蛋白质复合一种简单方便、经济有效的方
法，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功能特性 [7,8]。当两种蛋白
复合后，如果其中一种蛋白质的浓度在自身可形成
凝胶的临界浓度下，该蛋白可能在复合凝胶中作为
非凝胶组分，形成填充凝胶。当复合蛋白之间产生
了物理结合，作为非凝胶组分的蛋白可能会通过非
特异性的相互作用随机吸附在连续相蛋白凝胶网
络上，或是发生共聚合形成杂合的凝胶网络，又或
是不同的蛋白质之间完全兼容形成相互穿插贯穿
的聚合网络 [7,8]。不同种类蛋白质复合可以得到性
能更好的凝胶。
卵白蛋白（Ovalbumin，OVA）是蛋清中含量
最丰富的蛋白质，约占总蛋白含量的 54%，属于球
状蛋白质的一种，其三级结构包括排列在外部的亲
水氨基酸，和主要排列在三维结构的内部的疏水氨
基酸，含量达到 50％以上，分子量约为 45 KDa，
每个蛋白质分子含有 4 个游离巯基和 1 个二硫
键 [10]。卵白蛋白因其较好的保水性和凝胶性、良好
的经济性在食品工业中应用广泛。有研究表明使用
卵白蛋白粉，在不增加成本前提下，能够改善肉糜
制品的凝胶强度，使产品的风味更好，提高出品
率 [11]；在鱼糜制品中添加 2%的卵白蛋白粉可以提
高鱼糜的凝胶强度 [12]。Su 等研究了不同配比和蛋
白浓度下大豆分离蛋白和蛋清复合凝胶的性质和
二级结构，发现在大豆分离蛋白与蛋清质量比为 1∶
1 时，形成的凝胶结构均匀，颗粒较小，弹性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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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有较高的提高。基于此，本文选择蛋清中的主
要蛋白质卵白蛋白为添加物，通过在大豆分离蛋白
中添加卵白蛋白，测定游离巯基、表面疏水性和分
子作用力，研究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相互作用
对凝胶结构和性质的影响，为大豆分离蛋白在食品
加工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卵白蛋白、甘氨酸、DTNB 购自美国 Sigma 试
剂公司。大豆分离蛋白购自山东山松生物公司。戊
二醛、尿素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巯基
乙醇购自北京鼎国昌盛生物技术公司。

1.2 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溶液的配制
分别制备浓度为 10 %（w/w）的卵白蛋白溶液
（OVA）和 10 %（w/w）大豆分离蛋白溶液（SPI），
pH 调至中性，
4 ℃过夜保存。
参考 Su 等 [8]的方法，
将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溶液按质量比 1∶1 混
合，总固形物含量为 10 %（w/w），溶液混合均匀
后放入 4 ℃冰箱过夜备用。

1.3 复合凝胶的制备
将配制好的复合蛋白溶液，置于恒温水浴槽中
于 85 ℃加热 30 min，待凝胶形成后迅速冷却，制
好的凝胶样品于 4 ℃下放置过夜，待用。

1.4 蛋白质游离巯基含量的测定
根据 Jia 等 [13]的方法确定游离 SH 含量。在 0.5
mL 卵白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和复合蛋白溶液中加
入 8 M 尿素，10 mM EDTA，0.1 M KH 2 PO 4 （pH
为 6.0）和 100 μLEllman 试剂，将混合物置于室温
下 25 min，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 412 nm 出测量
吸光度，游离 SH 基团的摩尔消光系数为 13600
M-1cm-1。巯基含量的计算:
SH（μmol/g pro）=73.53×A 412 ×D÷C
其中，73.53 经单位换算得到（106/1.36×104
-1
M cm-1）
，A 412 为所测定的紫外分光光度吸收值，D
为稀释因子，C 为样品上清液的蛋白质浓度，单位
mg/ml。

1.5 表面疏水性的测定
根据 Zhang 等 [14]的方法，稍作修改。以 1-苯
胺萘-8-磺酸（ANS）为疏水荧光探针。将凝胶溶液
（1 mg/ml）稀释成一系列不同蛋白浓度的溶液，浓

度范围为 0.1-0.5 mg/ml。将 25 μl（8 mM）ANS（0.1
M 磷酸盐缓冲液，pH6.0）溶液加入 5 ml 样品中，
混合均匀。样品在 25 ℃下避光 20 min，使用荧光
分光光度计在激发波长为 374 nm 和发射波长 485
nm 下测量混合物的荧光强度。荧光强度随蛋白浓
度变化曲线的初始斜率称为 S 0 -ANS。

1.11 数据分析
结果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均以
平均数±标准差（SD）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确定统计学差异。平均数比较采用
Duncan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2 结果与分析

1.6 分子作用力的测定

2.1 凝胶的理化性质

蛋白凝胶分别溶解在 4 种溶剂: S1 溶液为 0.6
mol/L NaCl，S2 溶液为 0.6 mol/L NaCl 和 1.5 mol/L
尿素，S3 溶液为 0.6 mol/L NaCl 和 8 mol/L 尿素，
S4 溶液为 0.6 mol/L NaCl、8 mol/L 尿素和 0.5 mol/L
β-巯基乙醇。取 0.3 g 的样品溶解于 2.7 mL S1 溶液
中。12000 rpm 均质 1 min，静置 30 min，10000 r/min
离心 20 min。S1 的沉淀溶解于 2.7 ml 的 S2，重复
上述过程。S3 和 S4 以相同的方法操作。收集各上
清液，用双缩脲法测定上清液中的蛋白质浓度。上
清液中的蛋白质浓度即为蛋白凝胶的溶解度。

1.7 微观结构的测定
使用 SEM 观察复合凝胶的微观结构，将制成
的凝胶样品切成厚度约为 5 mm 的薄片，置于 2.5%
戊二醛混合配制的 PBS 中固定 2 h，冲洗多次除去
残余的有机试剂，再用 60-10%梯度的乙醇溶液洗脱，
每次 10 min，再冷冻干燥、喷金处理，进行观察。

2.1.1 蛋白质溶液的游离巯基含量
游离巯基（SH）是蛋白质中最活跃的基团，它
位于蛋白质分子表面，氧化后可以形成新的二硫键，
在维持复合蛋白结构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6]。
OVA、SPI 与 OVA-SPI 溶液中的游离巯基含量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OVA-SPI 复合溶液中游离巯
基的含量显著低于 OVA（P<0.05），显著高于 SPI
（P<0.05）
。一个卵白蛋白分子含有 4 个巯基，大豆
分离蛋白中游离巯基含量较少，两者复合后，溶液
中的游离巯基含量则低于卵白蛋白，高于大豆分离
蛋白。

1.8 二级结构的测定
采用溴化钾（KBr）压片法进行样品的红外光
谱分析。将干燥后的凝胶样品与溴化钾粉末进行混
合，研磨后压成透明薄片，在 4000～400 cm-1波长
范围内进行扫描，
以 4 cm-1的分辨率进行 32 次扫描。
使用 OMNIC 6.0 数据收集软件程序分析光谱数
据 [15]。

图 1:蛋白质溶液的游离巯基含量
Fig.1: Free sulfhydryl content in protein solution

1.9 凝胶保水性的测定

2.1.2 凝胶的表面疏水性
表面疏水性是蛋白质分子表面与极性水环境
接触的疏水基团数目的指标，与蛋白质分子的功能
性质密切相关 [17]。OVA、SPI 和 OVA-SPI 凝胶的表
面疏水性如图 2 所示。大豆分离蛋白与卵白蛋白结
合后，凝胶的表面疏水性显著降低，是由于大豆分
离蛋白与卵白蛋白结合过程中三级结构展开，并发
生一系列的结构折叠变化，从而将大量疏水基埋藏
在蛋白质内部 [18] ，表明大豆分离蛋白与卵白蛋白
之间通过疏水作用结合。

称取约 8 g 的样品放入离心管后称取总重量，
于 4 ℃，5000 rpm 离心 15 min，沥净水分后称重。
保水性（WHC）计算公式如下:
WHC（%）=（m 2 -m 0 ）÷（m 1 -m 0 ）
其中，m 0 为离心管重量（g）
；m 1 为离心前凝胶
和离心管总重（g）
；m 2 为离心后凝胶和离心管总重
（g）
。

1.10 凝胶的质构测定
对样品进行 TPA 分析，主要参数为:探头类型:
P/36R；测前速度为 3.0 mm/s；测中速度和测后速
度: 5 mm/s；压缩比为 40%，5 g 触发力。每个样品
重复 6 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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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巯基基团发生 SH-SS 交换反应，凝胶网络形成，
二硫键增加。但是卵白蛋白中二硫键交联过于明显，
会产生不可逆的凝胶，导致凝胶硬度较大。综上，
将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复合后，降低了蛋白质
分子间的离子键和二硫键，提高了疏水相互作用和
氢键。

图 2:凝胶的表面疏水性
Fig.2: Surface hydrophobicity of the gel changes

2.1.3 凝胶的分子作用力
蛋白质聚集通常是通过对球状蛋白质进行热
处理来实现的，在变性温度以上加热会导致蛋白质
部分展开，从而暴露先前埋藏在其结构中的基团，
促使蛋白质之间通过疏水相互作用、氢键和二硫键
形成不同分子之间的聚集 [19]。蛋白质分子间的作用
力不同，形成凝胶的微观结构也会存在差异。如图
3 可知，离子键和二硫键是卵白蛋白形成凝胶的主
要的分子间键，疏水相互作用和离子键是大豆分离
蛋白形成凝胶的主要作用力，而在复合凝胶中起作
用的则主要是疏水相互作用和二硫键。说明不同种
类蛋白质复合会改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在 S1 溶液中，与 OVA 和 SPI 凝胶相比，复合
凝胶的溶解度下降，是由于蛋白质间的静电吸引增
强。在实验 pH 条件下（pH 7.0）
，整个体系带负电
荷，离子键的减小，说明蛋白质之间的电荷减少，
两种蛋白质分子间出现了静电引力，导致蛋白质分
子间的排斥力下降 [15]。在 S2 溶液中复合凝胶的溶
解度显著高于 OVA 凝胶，显著低于 SPI 凝胶
（p<0.05）
，说明添加卵白蛋白降低了大豆分离蛋白
溶液中氢键的数量，表明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
之间通过氢键相互结合，或者卵白蛋白的添加可能
促进了大豆分离蛋白分子间的氢键相互作用。疏水
相互作用是评价蛋白质结构变化的常用指标，是支
撑凝胶结构的一部分，与最终凝胶的性质密切相
关 [17]。在 S3 溶液中，复合凝胶的溶解度显著高于
OVA 凝胶，低于 SPI 凝胶（p<0.05）
，说明疏水相
互作用是复合蛋白形成凝胶的主要作用力。二硫键
的含量对凝胶的形成很重要，在 S4 溶液中，复合
凝胶的溶解度显著低于 OVA 凝胶，
高于 SPI 凝胶，
这与游离巯基含量的实验结果一致。原因是卵白蛋
白中游离巯基含量最多，在加热形成凝胶的过程中，
5

图 3:分子间作用力的变化
Fig.3: Changes in intermolecular forces

2.2 凝胶的二级结构
凝胶网络结构与蛋白质二级结构具有密切的
关联性。图 4 为 1600～1700 cm-1波数范围的二阶导
数图谱。位于酰胺Ⅰ带 C＝O 和 N—H 之间氢键性
质的不同而引起的不同的振动的频率可以反映蛋
白质或多肽的 α-螺旋、β-折叠和无规则卷曲等结
构 [20]。其中酰胺Ⅰ带中的各个峰值对应于以下的二
级结构: 1650～1659 cm-1对应 α-螺旋，1640～1610
cm-1 对应 β-折叠；1660～1700 cm-1 对应 β-转角，
1650～1640 cm-1与无规则卷曲有关 [21]。由图 4 可知，
OVA、SPI 和复合凝胶在 3300 cm-1附近都有一比较
明显的吸收峰，该峰是由蛋白质—OH、N—H 伸缩
振动产生的。在 4000～400 cm-1波长范围内可以看
到，OVA、SPI 以及复合凝胶的红外光谱吸收峰值
没有明显的差异。在二阶导图中发现蛋白质二级结
构有显著变化。三种凝胶的二级结构主要是分子内
β-折叠和分子间 β-折叠，复合凝胶分子间 β-折叠强
度下降，并伴随着分子内 β-折叠强度增强弱，说明
两种蛋白质分子间发生了相互作用，形成了更稳定
的结构。有研究表明 α-螺旋与 β-折叠结构的比例越
低，凝胶中自由水含量越低，可流动水含量越高，
凝胶保水性和强度更理想 [22]，在三种凝胶中，复合
凝胶的 α-螺旋与 β-折叠结构的比例最低，其次是
OVA 凝胶，最后是 SPI 凝胶，这与保水性和质构的
实验结果一致。说明合适比例的卵白蛋白和大豆分

子约 18-20 个二硫键）
，导致分子紧密折叠，在 85℃
下未完全变性，没有完全溶解和展开的 11S 球蛋白
可能会掺杂在凝胶网络结构中，形成结构粗糙的凝
胶 [8]。由于卵白蛋白（45 kDa）与大豆分离蛋白
（7S:140 ～190 kDa 11S:300～400 kDa）在分子大
小和相互作用上的差异，卵白蛋白可以填补大豆分
离蛋白的大分子缺口，使复合凝胶结构致密，均匀
性好，这和 Luo 等的实验结果一致 [24]。同时，复
合溶液中的不溶性固体作为非凝胶组分，散布在三
维网络中，形成结构致密的凝胶。有研究表明，50%
乳清分离蛋白和 50%大豆分离蛋白的复合凝胶网
络结构的均匀性和有序性显著高于大豆分离蛋白
凝胶 [25] 。说明不同蛋白质复合可以改善大豆分离
（b）
蛋白凝胶的微观结构，形成均匀有序的凝胶。

离蛋白复合能促进蛋白质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二级
结构间的转化，形成结构均匀、保水性强的凝胶。
（a）

图 4:凝胶的二级结构
（a:红外光谱图 b:酰胺Ⅰ带二阶导图）
Fig.4: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the gel
（a:Infrared spectrogram b: Amide Ⅰ with second derivative
图 5:凝胶的微观结构

spectra）

2.3 凝胶的微观结构

（a:OVA b:SPI c:OVA-SPI）

通过对 OVA、SPI 以及复合凝胶的微观结构进
行观察，分析蛋白质相互作用对凝胶结构的影响。
（a）
、
（b）
、
（c）分别代表 OVA、SPI 以及复合凝胶
的微观结构，从图 5 可知，OVA、SPI 和复合凝胶
内部形态有明显的不同。影响蛋白质凝胶性质的主
要因素有：环境条件，如 pH、离子强度和矿物质
含量；蛋白质组成、变性程度和浓度；加工条件，
如加热和冷却速度 [23]。电镜图像显示，OVA 凝胶
在结构上有许多小孔，表面较为光滑；SPI 凝胶结
构粗糙，颗粒较大；复合凝胶结构致密，均匀性增
加，填充颗粒呈线性结构，该结构的凝胶具有高弹
性。SPI 凝胶结构粗糙是因为大豆分离蛋白主要由
7S 和 11S 球蛋白组成，两种蛋白的变性温度存在差
异，在实验设定温度下（85℃）
，7S 球蛋白发生变
性，而 11S 球蛋白由于含有大量的二硫键（每个分

Fig.5: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gel
（a:OVA b:SPI c:OVA-SPI）

2.4 凝胶的保水性
蛋白质类食品的吸水能力和防止其在外力作
用时渗出水分的能力(所谓的保水性)对食品的质地
和口感至关重要 [26]。如图 6 所示，复合凝胶的保水
性高于 OVA 凝胶和 SPI 凝胶。这与 Comfort 等的研
究结果相似，均是在特定比例下出现了蛋白质间的
协同增强效应 [27]。有研究表明蛋白质凝胶的保水性
通常取决于凝胶的硬度和微观结构，据报道，具有
细小结构的凝胶比粗糙的凝胶具有更高的保水能
力 [28]，所以复合凝胶的保水性显著高于单一蛋白凝
胶。由于凝胶硬度和微观结构的相互作用，相似微
观结构的蛋白质网络在保水性上存在差异 [29]。此外，
蛋白质的保水性、凝胶性还与溶液中蛋白质-水相互
6

作用直接相关，复合凝胶可以通过提高溶液中蛋白
质-水的相互作用改善自身保水性。

图 7:凝胶的硬度和弹性
Fig. 7: The hardness and elasticity of the gel
图 6：凝胶的保水性

3 结论

Fig.6: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the gel

2.5 凝胶的硬度和弹性

在大豆分离蛋白中添加一定比例的卵白蛋白
显著提高了 SPI 溶液的游离巯基，两种蛋白质主要
通过疏水相互作用和二硫键，形成聚集物，将疏水
基团包埋在其内部，
降低了 SPI 凝胶的表面疏水性，
形成结构致密、均匀好的凝胶，提高了凝胶的硬度、
弹性和保水性。两种蛋白质复合是提高蛋白质凝胶
性和其在食品工业中应用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硬度和弹性是分析食品组织特性时常用的参
数 。
OVA、
SPI 以及复合凝胶的质构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复合凝胶的硬度高于 SPI 凝胶，是由
于二硫键的增强，卵白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之间交
联的增加，以及蛋白质分子之间氢键的形成 [30]。这
一结果表明，在中性条件下，可以通过添加卵白蛋
白提高大豆制品的硬度。
弹性是指凝胶在解压后恢复到原来形状的程
度 [31]。如图 7 所示，复合凝胶的弹性高于 OVA 和
SPI 凝胶，这与保水性的结果相一致。卵白蛋白的
变性温度较低，受热后蛋白质分子优先聚集，而过
快的聚集速度会导致分子链还未完全展开就发生
随机交联形成结构较为粗糙的凝胶，导致弹性较
低 [33]。有研究报道大豆蛋白中的 7S 主要影响蛋白
凝胶的粘弹性，11S 蛋白主要影响凝胶硬度，在本
研究加热温度下（85 ℃）
，11S 蛋白为完全变性，
导致产生的凝胶硬度较低 [8,34]。卵白蛋白和大豆分
离蛋白复合后凝胶的弹性更好，原因是大豆分离蛋
白由比卵白蛋白大得多的亚基组成，卵白蛋白可以
被大豆分离蛋白包围，包裹体具有更好的蛋白相互
作用机会，能适当促进蛋白的聚集，提高凝胶的弹
性和保水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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