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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提山茱萸多糖的理化性质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李 平 王艳辉 马润宇

(北京化工大学可控化学反应科学与技术基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9)

摘   要 山茱萸经热水抽提 Sevag法脱蛋白 乙醇沉淀 DEAE- 纤维素柱层析分离 再通过Sephadex G-200

柱层析进一步纯化 得到白色粉末状多糖PFCAIII 对该多糖进行完全酸水解 薄层层析 红外光谱分析 结果证

明此多糖由鼠李糖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以13.74:50.54:35.72的摩尔比组成 平均分子量为1.74 104 该多糖可

以有效抑制猪油和芝麻油的氧化 并对邻苯三酚自氧化系统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 )具有一定的清除能力

用Fenton反应测定PFCAIII对羟基自由基( OH)的清除作用 对 OH的清除率达50%所需浓度(EC50)为430 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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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X的电喷雾质谱图

X 各峰的解释见表3 由于溶剂中微量的钠离子

存在 在高灵敏度的质谱中就能检出 所以质谱峰

中也出现了(M+Na)+204.4

表3  X样的质谱峰解释

正离子峰 解释

182.4 y1,Tyr+

203.4 b2

204.4 y1+Na+

313.4 y2

384.5 分子离子峰(M+H)+

在对肽结构与A C E 抑制活性关系的研究中

Cheung 等人[6]研究表明N末端为Val Ile Ala 等

疏水性氨基酸 C末端为Tyr Trp Pro则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 从小麦胚芽蛋白中分离的ACE抑制肽N 端为

Ala C端为Tyr 与Cheung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目前

从许多食品蛋白质提取的ACE抑制肽也具有这种结构特

点[1][3,4] 这类肽不仅在体外具有很强的ACE抑制作

用 在体内也有明显的降血压作用 这说明从小麦胚芽

蛋白中提取的ACE抑制肽可能成为一种生理功能食品

3   结  论

3.1  用碱性蛋白酶水解小麦胚芽蛋白得水解物有较

强的ACE抑活性 IC50 为0.014mg/ml

3.2  将小麦胚芽蛋白水解物经SephadexG-15纯化

RP-HPLC 制备得一ACE 抑制活性较强的单一组分X

IC50 为5.46 mol/L

3.3  X经氨基酸分析 电喷雾质谱确定其序列为Ala-

Met-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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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polysaccharide PFCA III was isolated from Fructus Corni through water extraction,de-protein ethanol

precipitating and DEAE-cellulose column chromatographic fractionating.It was further purified by Sephadex G-200 column

chromatography.The molecular weight of PFCA III was 1.74 104.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by TLC and HPLC showed

that it was composed of rhamnose, arabinose and glucose in a molar ratio of 13.74:50.54:35.72 respectively.This

heteropolysaccharide PFCA III had the activity of oxidation  resistance to axunge and gingili.It also had an action to scavenging

hydroxyl free radicals ( OH) generated by Fenton reaction and superoxide anion (O2- ) generated by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system.The scavenging activity to hydroxyl free radicals and superoxide anion was represented by the content scavenged 50%

of all radicals (EC50)of 430 g/ml.

Key words Fructus Corni polysaccharide separation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ti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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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山茱萸水提粗多糖PFCA 取少量PFCA 溶于水 离

心 上清液上DEAE-cellulose柱(2.6 100cm) 依

次以0 0.1 0.3 0.5 1.0 2.0mol/L NaCl

溶液洗脱 洗脱液流速 1ml/min 苯酚- 硫酸法跟

踪检测 分部收集洗脱液 洗脱液经过减压浓缩 透

析 醇沉 洗涤 真空干燥 得白色山茱萸多糖 将

此白色多糖继续以Sephadex G-200(1.5 70cm)凝胶

柱纯化后得PFCAIII

1.2.2  糖含量测定  苯酚-硫酸法测定糖含量 以

葡萄糖为标样 校正系数取0.9[3]

1.2.3  纯度及分子量测定  将PFCAIII纯品溶于0.2mol/

L NaCl溶液 上Sephadex G-200柱(1.5 70cm) 0.2mol/

L NaCl 溶液洗脱 苯酚- 硫酸法跟踪检测 绘制洗

脱曲线 将5mg Dextran T-2000溶于0.2mol/L NaCl

溶液并定容至5ml 上Sephadex G-200柱(1.5

70cm) 0.2mol/L NaCl溶液洗脱 洗脱体积为Ve 将

Dextran T-500 T-70 T-40 T-10 PFCAIII 以

同样的方法上Sexphadex G-200柱 得到的洗脱体积

为V1 根据V1/Ve=K1+Ko lgMw及各标准Dextran T的

分子量计算PFCAIII 的分子量

1.2.4  单糖组成分析  (1)多糖酸水解 精确称取多

糖样品20mg 加入2mol/L H2SO4 2ml 110 水解8h

用BaCO3 中和水解液 离心 上清液浓缩至20mg/ml

备用 (2)薄层层析 用硅胶板对水解浓缩液进行薄层

分析 点样量5 l 展开剂为乙酸乙酯:吡啶:冰醋酸:

水=5:5:1:3 苯胺-邻苯二甲酸显色 (3)HPLC分析 色

谱柱 ZORBAX NH2 Analytical column (5-Micron,4.6

150mm) 检测器 RI Detector L-7490 (HITACHI)

数据处理采用面积归一法 单糖标准品溶液浓度1mg/

ml 水解样浓度20mg/ml 进样量5 l 流动相 水:

乙氰=22:78 流动相流速1ml/min 柱温25

1.2.5  油脂过氧化值测定  PFCAIII 对油脂的抗氧化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落叶小乔木植物山茱萸的干燥

成熟果肉 为常用中药 药用记载首见于 神农本

草经 研究表明山茱萸具有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抗休克 降血糖 抗癌 抗炎抑菌 利尿降压

抗氧化等作用[ 1 ] 常被用于医药行业 除此之外

还被用于制作保健食品 果酱 酒及饮料[ 2 ] 近年

来关于山茱萸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较多 但有关山茱萸

多糖的研究报道较少 本文以四川产山茱萸为原材料

研究了山茱萸水提多糖的部分理化性质及抗氧化活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 材料与试剂

722 型可见光栅分光光度计 北京光学仪器厂

Cintra20紫外-可见扫描仪GBC-Aus FT-IR170SX红

外光谱仪 Nicolet US

山茱萸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圣科天然药物研究所

DEAE-52 Whatman公司 Sephadex G-200 Piscataway

公司 葡萄糖 阿拉伯糖 岩藻糖 木糖 半乳

糖  生化试剂 Sigma公司 番红 生化试剂 Sigma

公司 其它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1.2.1  多糖的提取 分离和纯化

将已干燥的山茱萸粉碎 依次过40 目 40 60

目和60 80目筛 将不同粒度的山茱萸分别用8 10

倍体积的95 乙醇回流8h 过滤 滤渣晾干即为提

取多糖的原料 预处理的原料加入4倍体积的蒸馏水

在80 下搅拌提取4h 过滤 离心 残渣以同样方法

重复提取3次 合并提取液 浓缩 浓缩液经Sevag

法去除游离蛋白质 脱蛋白后的浓缩液先用流动水透

析72h 再用蒸馏水透析24h 加入4 倍体积的95%

乙醇醇沉 离心 去上清液 沉淀物依次用无水乙

醇 丙酮 乙醚洗涤 5 0 真空干燥 得到浅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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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研究采用强化实验法 将VC TBHQ及多糖加入新

炼制的猪油和芝麻油中 置于65 的恒温烘箱中 定

时取样检测猪油和芝麻油的过氧化值(POV值) 以POV

值来表示油脂的氧化速度 进而衡量抗氧化剂的活性

POV值的测定方法按GB5009.37-85标准执行

1.2.6  清除羟基自由基实验方法[4]

利用Fenton反应检测各种自由基清除剂对羟基自

由基( OH)的清除作用 OH 由EDTANa2-Fe(II)-

H2O 2 体系产生 由于 OH 可特异地使番红褪色 根

据褪色程度用比色法来衡量 OH的含量 反应体系中

加入pH值为7.4的磷酸缓冲液1.0 ml 番红(520 g/

ml)0.2ml EDTANa2-Fe(II)1.0ml 再加入不同浓度

的样品溶液7.0 ml 最后加入6%的H2O2 0.8ml 混

匀后于40 水浴保温30min 在波长520nm处测吸光

度A值 每个多糖浓度作三个平行样 取其平均值 空

白组以等体积的重蒸水代替样品溶液 对照组以等体

积的重蒸水代替样品溶液和EDTANa2-Fe(II)溶液 实

验结果以清除率E%表示 =(样品组吸光度值-空白组

吸光度值) 100/(对照组吸光度值-空白组吸光度值)

=(A样品 -A空白) 100/(A对照 -A空白) EC50表示清除率为

50%时的样品浓度

1.2.7  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实验方法[5]

利用邻苯三酚自氧化反应测定自由基清除剂对其

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首先测定邻苯

三酚自氧化系统的吸收光谱 确定自氧化速率最大值

及最大吸收波长 在最大吸收波长测定相同条件下加

入自由基清除剂后反应系统的吸收光谱 确定自氧化

速率 各系统的自氧化速率为S 清除率为E%

清除率(E%)=(S对照 -S样品) 100/S对照

2   结果与讨论

2.1  分离纯化与组成分析

粗多糖PFCA用DEAE-cellulose柱进行分离 用

0 2mol/L的NaCl溶液洗脱得到的洗脱曲线如图1所

示 由图可知 用0 2mol/L 的NaCl溶液洗脱得到

四种不同组份 将主要组份经过Sephadex G-200 柱

纯化得到PFCAIII 将PFCAIII 水溶液在波长范围

200 400nm之间进行紫外光谱扫描 在260nm和280nm

处未见吸收峰 表明PFCAIII 中不含核酸和蛋白质

PFCAIII经过Sephadex G-200柱的洗脱曲线如图2

所示 为单一对称峰 可知PFCAIII 为纯品 分子量

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PFCAIII的分子量为

1.74 104

PFCAIII 完全酸水解后经薄层层析和HPLC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薄层色谱图中出现对应于标准

鼠李糖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位置的斑点 HPLC 色谱

中检验出鼠李糖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 三者的摩尔

比为13.74:50.54:35.72

表1  不同分子量的标准多糖与PFCAIII的洗脱体积及分子量

样品名称 V(ml) V1/Ve logMw Mw( 104)

Dextran T-2000 52.5 6.301 200

Dextran T-500 57.1 1.0876 5.710 51.3

Dextran T-70 83.1 1.5828 4.845 7.0

Dextran T-40 92.4 1.7600 4.602 4.0

Dextran T-10 133.7 2.5467 4.021 1.05

PFACIII 115.9 2.2076 4.240 1.74

表2  PFCAIII水解样单糖组成分析

标准单糖
标准单糖保留 PFCAIII水解样 单糖百分含量

时间(min) 保留时间(min) (%,mol/mol)

D-葡萄糖 3.97 4.01 35.72

D-阿拉伯糖 3.47 3.46 50.54

D-半乳糖 4.20 - 0

鼠李糖 2.89 2.88 13.74

甘露糖 3.82 - 0

果糖 3.66 - 0

D-岩藻糖 3.25 - 0

D-木糖 3.17 - 0

图1  PFCA在DEAE-Cellulose柱的流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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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FCAIII在Sephadex G-200柱的流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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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检测结果表明 PFCAIII在3403cm-1(O-

H 伸缩振动) 2935cm - 1(C-H 伸缩振动) 1730

1600cm-1(C=O 伸缩振动) 1410 1220cm-1(C-H 变角

振动)及1013-1140cm-1(C-O伸缩振动)处有多糖的特征

吸收峰 其中在1013 1140cm-1处的强吸收峰提示葡

萄糖残基为吡喃型

2.2  抗氧化性能研究

2.2.1  油脂的抗氧化性能  实验以抗氧化剂VC及

TBHQ 作为对比组 不加任何抗氧化剂的油脂作对照

组 研究了PFCAIII 对新鲜猪油和芝麻油的抗氧化性

能 实验结果如图 3 图 4 所示

由图3 图4可知 在对新鲜猪油的抗氧化实验中

TBHQ的抗氧化能力最高 PFCAIII抗氧化能力与VC近

似 在对新鲜芝麻油的抗氧化实验中 PFCAIII的抗氧

化能力较TBHQ与VC弱 说明PFCAIII对动物油的抗氧

化能力要优于对植物油的抗氧化能力

2.2.2  清除自由基  实验研究了PFCAIII对油脂的抗

氧化性能后 又以甘露醇和苯甲酸作对比 研究了

PFCAIII清除羟基自由基能力 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以VC作对比 研究了PFCAIII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的能

力 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3可知 苯甲酸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最强

PFCAIII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较VC弱 三者在相同

时间内达50%清除率所需浓度(EC50)分别为18 g/ml

430 g/ml 330 g/ml 由表4可知 PFCAIII 清除

活性氧自由基的能力比VC弱

3   结  论

图4   不同抗氧化剂对芝麻油的抗氧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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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抗氧化剂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VC            PFCAIII

E(%) 浓度( g/ml) E(%) 浓度( g/ml)

43.7 20 11.6 25.0

67.1 30 15.9 50.0

82.1 50 21.5 100

82.6 60

研究表明 水提山茱萸多糖PFCAIII 主要是由鼠

李糖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以13.74:50.54:35.72的摩

尔比组成的杂多糖 平均分子量为1.74 104 水溶

性较差 对油脂抗氧化性能实验表明 该多糖对动物

油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 其效果接近于VC 对植物

油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 但效果比VC及TBHQ差 该

多糖对Fenton体系产生的羟基自由基有清除作用 清

除率为50%所需药物量为430 g/ml 对邻苯三酚体

系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但清

除率低于相同条件下V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

表3  不同抗氧化剂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甘露醇 苯甲酸 PFCAIII

E 浓度 EC50 E 浓度 EC50 E 浓度 EC50

(%) ( g/ml) ( g/ml) (%) ( g/ml) ( g/ml) (%) ( g/ml) ( g/ml)

43.3 200 43.1 12.5 27.0 100

46.9 300 58.3 25.0 28.8 200

55.1 400 330 68.6 50.0 18.0 34.1 300 430

64.0 500 82.3 75.0 45.6 400

66.9 600 57.6 500

76.0 700 65.4 600

图3   不同抗氧化剂对猪油的抗氧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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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龋齿蛋黄抗体的制备及功能性研究

杨严俊 徐榕榕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无锡  214036)

摘   要 本论文系统地研究了抗龋齿蛋黄抗体的制备方法 并对其功能性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经变异链球

菌免疫后可得到高活性蛋黄抗体 体外模拟实验表明经变异链球菌免疫的蛋黄抗体确实具有抗牙菌斑形成的能力 从

而具备防龋齿的功效

关键词 蛋黄抗体 变异链球菌 免疫 抗牙菌斑

Abstract In this paper,after immunization of hen with Streptococcus mutans, the isol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yolk antibody

we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The high activity of yolk antibody was obtained after chicken immunization. Preimmune chicken

yolk antibody against S. mutans was shown anti-plaque activity in vivo.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yolk antibody against S. mutans

might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dental caries caused by S. mutans.

K e y  w o r d s yolk antibody Streptococcus mutans immune anti-pl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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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菌在今天己成为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1 ]

1960年Fitzgerald等人证实了变异链球菌为龋齿的病

原菌[2] 许多科学家都建议采用被动免疫法来预防龋

菌[3 5] Otake 发现抗变异链球菌蛋黄抗体可减少牙

菌斑的形成和龋齿的发生[6] 日本科学家则用变异链

球菌的非水溶性葡聚糖复合物喂母鸡 并从其所产的

蛋黄中制得抗体 该抗体可阻止变异链球菌粘附在大

鼠牙齿表面 预防龋齿的发生 而人体试验也证实口

含该蛋黄抗体 可抑制变异链球菌活性 从而防止龋

齿[7] Hatta等也发现 抗变异链球菌蛋黄抗体抑制变

异链球菌粘附于唾液包裹的羟磷灰石磐上的效果达59.2%

而对照组未免疫母鸡的蛋黄抗体只能抑制8.2% 同时

人体实验表明抗变异链球菌蛋黄抗体可大大减少唾液

内变异链球菌的百分比 因此 可用于作为控制变异链

球菌在人口腔中繁殖的有效方法[8]

率 本研表明 多糖不仅是生物体生命活动中的能

量与结构物质 而且具有抑制油脂氧化 清除羟基

自由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功能 从而为山茱萸多糖

药物与功能性食品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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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蛋黄抗体与其他动物抗体相比 具有资源丰

富 抗体活性高 成本低廉等诸多优势 因此是制

备抗龋齿抗体的理想材料 同时对提高我国人民特别

是儿童的健康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迪卡蛋鸡  自养 变异链球菌(32404)  中国医

学细菌保存管理中心 酶联试剂(Rabbit Anti-IgY

HRP)  Sigma 公司 底物  四甲基联苯胺(TMB) 上

海生化试剂公司 M516酶联免疫测定仪  上海第三

分析仪器厂 DYY-III电泳仪  北京六一仪器厂

1.2  实验方法

1.2.1 变异链球菌液的制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