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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蛋白是粮油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挤压加工过程中的高温、高压、高剪切

力,会导致粮油中的蛋白结构组织化,形成纤维状仿肉结构,从而改善了食品的口感,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粮油
蛋白的营养价值。 本文对挤压加工技术对粮油蛋白的氨基酸损失、酶解特性、消化率、抗营养因子、异味等营养价
值的影响进行了综述,以期为粮油加工技术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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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in nutrient of grain and oil food,prote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health. In

extrusion process with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and high shear force, the protein structure is
textured to form fibrous meat -like structure which improves the taste but has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n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grain protei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grain and oil processing,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effect of extrusion process on grain protein,in the aspects of amino acid loss,
enzymolysis characteristics,digestibility,anti -nutritional factors,and odor.
Key words:extrusion process;grain protein;nutritional value

挤压是利用挤压机内的螺杆推动、节流装置反
向滞阻、热作用和压力作用,使预先经过处理的食品
物料发生熔融变性,经模具处理形成一定形状和组
织结构产品的过程。 挤压是一种高压、短时过程,包
含多个阶段:混合、水合、剪切、均化、压缩、脱气、灭
菌、流定向、成型、膨化和纤维化等

[1]

,具有最大程

度减少物料营养损失、延长食品货架期等优点
收稿日期:2018-05-25

[2-3]

。

挤压技术应用于食品中,可以改善成品的风味及口
感 [4] ,尤其是蛋白含量高的食品,如用大豆、谷类生
产的面食、膨化食品和休闲食品等 [5] 。

蛋白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行的重要营养物质,在

被消化分解后为人体提供氨基酸或多肽、合成各种
功能的生物酶,蛋白摄入情况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蛋白分为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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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等人发现 [10] :在加工过程中,赖氨酸、精氨

活水平的提高,口感较好的动物蛋白往往摄入过量,
导致人体易患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等疾病 [6] 。 为了

酸、胱氨酸、蛋氨酸和色氨酸较不稳定;同时,氨基酸

解决这一问题,仿肉口感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植物

损失遵循一级反应,加工过程中产品温度会影响反

蛋白产品的研发热度持续上升。

应速率常数。 与其他氨基酸相比,赖氨酸在挤压膨

蛋白是粮油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之一,粮油食

品中的蛋白含量一般为 10 ~ 30% ,大豆高达 40% 。
粮油蛋白经过挤压加工可制成形、味、口感等与相应
动物食品相似的仿肉制品。 目前大量研究集中在挤
压工艺对蛋白结构的改善上,很少考虑对蛋白营养

化中对温度更敏感。 剪切应力还影响挤压膨化中的
氨基酸损失。
氨基酸的损失也会受到原料中所含还原糖的影

响。 糖和氨基酸会发生美拉德反应 [11] 。 在挤压过
程中,如果谷物混合物中混有蔗糖,有效赖氨酸损失

价值的影响,限制了挤压加工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明显增加,这是由糖与氨基酸发生的美拉德反应导

因此,本文就挤压加工对氨基酸损失、酶解特性、消

致的;赖氨酸损失与温度的变化成正比,与水分含量

化率、抗营养因子、异味等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

成反比。 因此,要减少赖氨酸在加工过程中的损失,

挤压技术在粮油加工中的进一步应用供理论依据。

需要适量降低温度、增加含水量来充分利用蛋白质,

1

提高其营养价值。

氨基酸损失
在挤压膨化过程中,由于受到较高的温度、压力

以及剪切力的作用,氨基酸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同时
由于结构特性差异导致氨基酸损失程度不同。 甘振
威等 [7] 报 道 称: 经 过 挤 压 膨 化 处 理, 赖 氨 酸、 胱 氨

2

酶解特性
在挤压过程中,蛋白质分子结构由折叠状伸展

为直线状,更容易受到酶的作用 [12] 。 小麦面筋蛋白
是低溶解性蛋白,挤压能改善其酶解特性,提高蛋白

酸、缬氨酸、天门冬氨酸的损失量较大( P<0. 05) ;蛋

的消化利用率。 吉林商学院韩颖博士 [13] 对玉米蛋

亮氨酸等损失量较小,与挤压膨化之前无明显差异

挤压膨化处理后玉米蛋白的氮溶指数最高( 图 1) ,

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亮氨酸、异
( 表 1) 。
表1

质量及色泽明显高于化学改性蛋白、微波改性蛋白

饲料中的氨基酸含量在挤压膨化前后的变化情况

氨基酸

挤压膨化前

挤压膨化后

赖氨酸

0. 87±0. 05

0. 70±0. 09 ∗

0. 72±0. 08

0. 53±0. 12 ∗

胱氨酸
缬氨酸
天门冬氨酸
蛋氨酸
精氨酸
组氨酸
苯丙氨酸
苏氨酸
亮氨酸
异亮氨酸

白水溶性问题进行了各种实验,通过实验数据得出

0. 57±0. 16
1. 19±0. 29
0. 35±0. 06
1. 41±0. 10
0. 41±0. 30
0. 70±0. 53
0. 63±0. 16
1. 63±0. 24
0. 44±0. 02

损失率( % )
34. 43±29. 97

0. 99±0. 06 ∗

13. 73±18. 45

1. 33±0. 08

26. 00±15. 01
5. 16±28. 19
5. 20±3. 01

0. 39±0. 18

5. 28±87. 15

0. 60±0. 05

4. 06±45. 00

0. 66±0. 69
1. 51±0. 30
0. 42±0. 05

质量。

18. 96±9. 62

0. 34±0. 62 ∗

0. 33±0. 05

以及未改性蛋白,因此认为挤压能改善玉米蛋白的

5. 15±12. 20
7. 27±1. 13

3. 90±12. 76

∗与挤压膨化前比较,P<0. 05,n = 5

挤压工艺参数对氨基酸损失也有影响。 Björck

等 [8-9] 对挤压过程中赖氨酸的含量变化情况进行了

A:化学改性蛋白

图1

C:微波改性蛋白

B:挤压膨化改性蛋白

D:未改性蛋白

不同改性预处理对玉米蛋白氮溶指数的影响

研究。 结果显示,温度和水分对赖氨酸损失程度影

挤压使蛋白质变性,存在于分子内部的疏水性

响较大。 当加工条件较温和时,赖氨酸的损失量为

氨基酸残基裸露在外部,导致蛋白的溶解性和分散

13% ,当加工条件剧烈时,赖氨酸损失量是温和条件
下的 3 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剧烈加工条件下,当水
分含量增加 18% 时,赖氨酸的含量损失减少。 该现
象表明,随着水分的增加,赖氨酸的损失变得更小。

指数降低。 同时,蛋白在酶解后的水解度和提取率
也随 着 挤 压 后 蛋 白 质 ( 总 氮 ) 含 量 的 降 低 而 降

低 [14] 。 王金水等 [15] 研究了挤压处理对小麦面筋蛋
白酶解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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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处理的小麦面筋蛋白的水解度和蛋白质的提取率
等都会受到影响,但在同一时刻,经挤压处理后的小
麦面筋蛋白的水解度和蛋白质提取率都有所降低。

3

原料大豆在 135 ℃ 下的胰蛋白酶抑制剂的钝化情
况,经湿法挤压后,胰蛋白酶的活性为 31 U / mg,干
法挤压后的活性为 26 IU / mg。

5

消化率

51

异

味

蛋白在挤压蒸煮过程中,发生了包括蛋白热变

蛋白本身没有异味,然而它们能够结合某些异

性在内的各种复杂的反应。 挤压机的性能及工艺操

味化合物,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产生的醛类、酮

作变量对消化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16-19]

。 蛋白的消

化率会随着挤压温度和螺杆转速的升高先提高后
降低。
沈宁等

[20]

类和 醇 类 化 合 物 [26] 。 己 醛 是 豆 腥 味 的 主 要 成
分 [27-28] ,一些物质的氧化产物能与乙醛结合,导致

蛋白质结构变化。 大豆及大豆产品的腥味和香草味
报道,将大豆加热挤压后,由于蛋白

酶抑制剂和植物血球凝集素等抗营养因子的破坏,

都是乙醛赋予的 [29-30] 。 挤压能有效降低己醛含量。

2-戊基呋喃具有一定的青草香味,是常见的异

蛋白消化率增加。 温度升高,氨基酸会与原料中的

味化合物。 早期的研究报道,在脂质氧化过程中,甲

还原性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生成其他物质,消耗大量

基自由基团与醛类化合物反应形成酮类物质,乙基

的氨基酸,造成氨基酸大量损失

[11]

。 温度升高还会

造成物理变化,使得蛋白质中的离子键遭到破坏,变
成蛋白分子链,由于分子较不稳定,受到温度和水分
的影响会自由结合 [21] 。 挤压过程中螺杆速度的增
加,会导致物料在挤压机内的停留时间缩短,进而加
热时间减短而影响到蛋白质消化率。

刘春雪等报道 [22] :经过挤压加工后,谷物类蛋

白的消化率均有下降,但是豆类蛋白消化率基本没
有变化,这是由于豆类在挤压过程中不容易产还原

酮会导致绿豆气味和大豆风味 [31] 。 2-戊基吡啶会
产生较强的草香味,并且可以被品尝出来 [32] 。 挤压
可以通过抑制脂质氧化而改善大豆产品的风味。 张
岚等试验结果表明:经过挤压后,大豆产品中醛类不
良风味物质大大减少,己醛、酮类不良风味物质和醇
类、2-戊基呋喃均未被检出( 图 2) ,同时生成 3 种水
果香气或者酒香气的酯类化合物;因此,挤压可以有
效改善大豆蛋白食品的风味 [33] 。

糖,因此不容易变化。 提高加工物料的含水量,可以
有效地减少美拉德反应,再加上适当的挤压条件,如
改变其还原糖等,可以提高蛋白质的消化率。

Dalin 等人 [23] 对各种条件下的不同谷物进行了

研究。 结果表明,在挤压时,将挤压物料含水量控制
为 15% ,挤压温度设为 150 ℃ ,螺杆转速设为 100 r /

min 时,挤压产品的蛋白质生物学效价相比未处理
的物料得到了显著提高。

4

图2

抗营养因子
蛋白质抗营养因子很多都不能被人体吸收,通

过挤压、高温、高剪切作用后,大部分抗营养因子可
以被破坏,该途径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的消化吸

6

挤压前与挤压后大豆产品中的成分

总结与展望
挤压加工不仅能促进蛋白结构组织化、提高粮

油食品的口感,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粮油蛋白

收能力。
挤压膨化加工可降低大豆脲酶和胰蛋白酶抑制

的品质,例如:改变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改善氨基

因 子 的 活 性, 工 艺 参 数 对 灭 活 效 果 有 影 响。

酸的酶解特性、降低抗营养因子的活性、提高蛋白质

Mustakas 等

[24]

研究表明,脲酶和胰蛋白酶抑制因子

的消化率、消除异味。

的活性与膨化时设定的温度和原料中的水分含量成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种类繁多。 随着人

正比。 在挤压方法中,湿法挤压能显著提高产品质

们对科学饮食的日益重视,纯物理、无化学添加的挤

量和胰蛋白酶因子的钝化效果。 Myer 等 [25] 研究了

压加工成型的粮油蛋白食品将持续受到青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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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产品,满足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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