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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lase AF 2.4L酶解玉米蛋白动力学研究

陈 新 陈庆森* 庞广昌

(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商学院生物工程系 天津     300134)

摘   要 本文对碱性蛋白酶Alcalase AF 2.4L 水解玉米蛋白的动力学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1)探讨固液比

酶量 温度 pH 值等因素对玉米蛋白水解度的影响 研究确定了碱性蛋白酶Alcalase AF 2.4L 水解玉米蛋白的最

佳工艺控制条件 (2)根据所建立的pH-stat 酶解体系确定了Vmax 和Km 为更有效地利用玉米蛋白资源奠定了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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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probed the dynamics of hydrolysis on CGM by Alcalase AF 2.4L: (1) The factors including the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adding amount of enzyme,temperature of reaction ,pH value and time of reaction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hydrolysis of CGM by Alcalase AF 2.4L were studied through single-factor-analysis; (2)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maximum

velocity and instant Km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 of the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and enzyme reaction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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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玉米蛋白原料来源丰富 价格低廉

同时玉米蛋白的性质又表现出水溶性差 组成复杂 口

感粗糙 故作为人类的营养成分以及被利用均受到极大

的限制 长期以来 玉米淀粉的副产物(主要是玉米蛋

白)很多未经利用即自然排放 部分利用仅是作为动物

蛋白饲料 也就是说玉米蛋白质的利用率极低 据有

关统计报告 仅我国每年随废液排走的玉米蛋白高达8

万吨之多[ 1 ] 这不仅是对可利用粮食资源的极大浪费

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近年来 利用酶

水解动植物性蛋白制备生物活性肽的研究与开发成为了

生产高附加值生物产品的一个热点 也为玉米蛋白资源

的综合利用开辟了蹊径 目前国内外有较多的研究报道

均证实[4 8] 通过对玉米蛋白进行专一性位点的有限酶

解过程 可生产高营养且易于人体吸收的 高附加值

的具有生物学功能性的生物活性肽产品

目前 蛋白质水解的方式主要有化学降解法 微

生物发酵法和酶降解法 (1)化学降解法是利用酸碱水解

蛋白 虽工艺简单 生产成本低 但由于反应条件剧

烈 生产过程中严重损害了玉米蛋白的营养特性 并

会形成像Lys-Ala 这样的有毒二肽 而且蛋白水解程度

难于控制 同时对环境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因

此较少使用 (2)微生物发酵法生产多肽是近年来发展起

来的生物法转化蛋白的技术 该技术直接利用微生物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蛋白酶(复合)降解蛋白质 可达到较高

的水解度 一定程度上能相对地降低酶法生产活性肽的

成本 但是利用微生物发酵法生产活性肽对菌种的依赖

性较大 如果没有优良的发酵菌种 那么降低生产成

本而实现工业化生产必然存在困难,目前尚处实验室开发

阶段 (3)酶降解法是通过食品级生物酶制剂对蛋白质进

行有限的水解 在一定条件下 生物酶制剂能对蛋白

进行高度专一性地定位水解产生可预测的特定的具生物

活性的短肽 同时整体的水解进程也易于控制 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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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满足释放特征性功能肽生产的需要 所以 可根

据玉米蛋白特定的氨基酸组成选择适当的食品级生物酶

制剂对其进行有限地水解 使其释放出生物活性肽 从

而可改变玉米蛋白原有的性质 提高玉米蛋白的利用

率 显著增加其营养和保健功能附加值 本研究室承

担的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就是采用酶降解法对蛋白进行高

度专一性地定位水解 以解决玉米蛋白资源的利用问

题 本实验选用碱性蛋白酶Alcalase AF 2.4L对玉米蛋

白进行水解 通过较系统的研究建立的酶解反应的动力

学参数以及制备的工艺条件 使对玉米蛋白利用达到理

想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玉米蛋白粉(购自华北制药厂) Alcalase AF 2.4L(诺

维信(中国)公司) 变性A Na 2SO 3 NaOH Na 2HPO 4

N a H 2 P O 4 干酪素 酪氨酸等均为分析纯

1.2 方法

1.2.1 Alcalase AF 2.4L 碱性蛋白酶酶活力的测定

Folin 酚法[2]

1.2.2 pH 值对玉米蛋白氮溶解指数的影响

将固液比1:10的玉米蛋白水悬液精确调制pH分别为

2 4 6 8 1 0 1 2 离心 取上清液 微量凯

氏定氮法测定在各p H 下的氮溶解指数

1.2.3 Alcalase AF 2.4L水解玉米蛋白的方法

采用pH-stat 装置[3] 以玉米蛋白粉为底物 适度

添加变性剂 A 再加入一定量酶 通过控制一定 p H

温度及搅拌速度反应 1h 反应终止采用加热煮沸方法

离心 上清液待分析

1.2.4 水解度的测定方法[4]

水解度计算公式

DH=B Nb 1/a 1/MP 1/htot 100%(pH

6.5)

其中 B 为碱液体积(ml)

Nb为碱液的浓度(mol/L)

a为a-氨基酸的解离度 a=[10(pH-pK)]/[1+10(pH-pK)] 其

中pK 为 a- 氨基的平均pK 按 7.0 计算 pH 为反应起

始的 p H 值

MP 为底物中蛋白质的总量(g 或 kg)

htot 为单位质量底物蛋白质中肽键总数(mmol/g)

玉米蛋白htot=7.35mmol/g

根据水解度的计算公式可知玉米蛋白的水解度D H

(Degree of Hydrolysis)与水解过程中的耗碱量B成正比

故可以用耗碱量来表征水解度的大小 记录不同时间下

的耗碱量 即可得到酶解进程曲线

2 结果与讨论

2.1 pH 值对玉米蛋白氮溶解指数的影响

选用玉米蛋白粉(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为62.2%) 按

方法1.2.2确定pH对玉米蛋白溶解指数的影响 实验结

果如图 1 所示

图1      玉米蛋白pH溶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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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1 可知玉米蛋白偏酸和偏碱的条件下氮溶解

指数逐步升高 玉米蛋白发生了酸性和碱性解离 使

部分玉米蛋白内部的亲水性基团暴露出来 从而提高了

玉米蛋白的水溶性 碱性条件下底物玉米蛋白溶液的氮

溶解指数较酸性条件下偏高 是因为碱性条件下有利于

羧基的解离 而且玉米蛋白中有高含量的Gln(Glu) 在

碱性条件下Gln(Glu)完全解离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玉米

蛋白的溶解度 玉米蛋白水溶性极差一直以来是阻碍酶

解玉米蛋白水解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 在碱性条件下玉

米蛋白溶解性迅速提高为酶解玉米蛋白选用碱性蛋白酶

Alcalase AF 2.4L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

2.2 Alcalase AF 2.4L酶解玉米蛋白动力学参数的研究

生物酶制剂对大分子蛋白质底物的酶解具有其独特的

水解状况 考察其酶解玉米蛋白的动力学特点具有重要意

义 试验按方法1.2.3 确定酶促反应的各种动力学参数

2.2.1 最适酶量的确定

条件 固液比=1:10 T=50 pH=8 t=60min

CNaOH=5.27mol/L

图2      加酶量对水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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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 当底物浓度一定并远高于酶浓度时

水解速度取决于酶的浓度 从图2 可以看出 当加酶量

较小时 随着加酶量的增加水解度迅速上升 当加酶

量大于2ml 时 水解度随酶量的增加上升的幅度不很明

显 通过再增加酶量的方法来提高水解度不会产生显著

的改善 因此根据用酶成本以及酶水解玉米蛋白的利用

率 实验选择2ml(181894 活力单位)为最适的加酶量

2.2.2 最佳固液比的确定

条件 T=50 pH=8 加酶量2ml(181894 活力单

位) t=60min CNaOH=5.27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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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固液比对水解度的影响

从图3 可以看出可知 加入50g 玉米蛋白粉与60g

玉米蛋白粉酶解进程曲线几乎重合 即耗碱量基本一

致 但依据水解度的计算公式可知加入50g 玉米蛋白粉

时水解度较高 即最佳固液比=1:10

2.2.3 最适 pH 值的确定

条件 固液比=1:10 T=50 加酶量2ml(181894

活力单位) t=60min CNaOH=5.27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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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pH值对水解度的影响

酶的活性部位是由结合部位和催化部位所组成 活

性部位只有在酶蛋白保持一定的空间构象时才能表现出

最大的催化功能 活性部位的基团对反应体系pH 值的

变化比较敏感 其解离状态随着 p H 值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变化会影响酶分子的特殊构象 另外 底物玉米蛋

白也随pH 值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解离状态 因此pH 值

直接影响了酶与底物的结合和酶对底物的催化 从图4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pH=9时 Alcalase AF 2.4L酶水

解玉米蛋白的水解度较高 当pH=10 时玉米蛋白的水解

度反而下降 因此本实验取 p H = 9 为反应的最佳条件

2.2.4 最适反应温度的确定

条件 固液比=1:10 pH=8 加酶量2ml(181894

活力单位) t=60min CNaOH=5.1mol/L

图5      pH值对水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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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 在55 60 下 Alcalase AF 2.4L

对玉米蛋白的水解度较高 实验还显示出 在提高酶

促反应温度对水解度的提高不明显 另外试验已证实了

玉米蛋白热变性对水解度提高也无显著改善作用[5] 考

虑到在5 5 时 有利于酶在反应中保持稳定活力 以

及实现一个较温和的生产加工的条件 因此本实验取55

为Alcalase AF 2.4L作用的最适酶促反应温度

2.2.5 米氏常数 K m 和最大反应速度V m a x 的测定

分别称取30 40 50 60 70g 玉米蛋白粉 以

玉米蛋白粉:变性剂A=50g:1.5g的比例分别加入适量的变

性剂A[5] 加入Alcalase AF 2.4L 2ml(181894活力单位)

在温度T=55 pH=9 的条件下水解1h 滴加4.99mol/L

的 NaOH以维持反应体系的pH 值恒定 实验按Langmiur

作图法绘图 结果见图 6 所示

运用SPSS V11.5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回归系数t检验的t值=12.759 p=0.001可认为回归系数

图6      Langmiur做图法求Km和V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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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意义 并得出直线回归方程为 y=1.655x+1.000

从图6可以看出 实验按所给定的反应条件Alcalase AF

2.4L 是一种典型的蛋白构象较稳定的米氏酶 通过方

程求出Alcalase AF 2.4L 催化玉米蛋白水解反应的

Km=0.6039mol/L Vmax=0.6042mol/L h

2.3 Alcalase AF 2.4L酶解玉米蛋白的进程曲线

在最佳条件(固液比=1:10 pH=9 T=55 变性

剂A=1.5g 搅拌速度=500r/min)时 考察其酶解玉米蛋

白的反应进程特性 见图 7

图7      最佳条件下的酶解进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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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7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最佳条件下Alcalase

AF 2.4L 酶解1h 消耗NaOH(5mol/L)量超过16ml 根

据1.2.4水解度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此时水解度达30%以

上 根据我们的检索 研究所实现的酶解玉米蛋白的

水解度在国内已处于较高的水平

3 结    论

3.1 实验较全面系统地考证了Alcalase AF 2.4L对玉米

蛋白酶促反应的特征 获得的酶水解玉米蛋白的最适条

件为 变性剂A1.5g 酶量为2ml(181894 活力单位)

固液比=1:10 T=55 pH=9 的条件下 酶促反应1h

其水解度可达 31.1%

3.2 根据目前国内研究玉米蛋白水解的报道 酶解

6h 玉米蛋白的水解度可达28.53%[6] 本实验玉米蛋白

的水解度经过1h 酶解可达 30% 以上 这突破了其玉米

蛋白在时间和水解度上的酶解水平 而且不对玉米蛋白

做其他变性预处理 操作工艺省时简单

3.3 最适条件下研究玉米蛋白浓度与酶反应速度的关系得

出 Alcalase AF 2.4L是一种典型的米氏酶 Vmax=0.6042mol/

L h Km=0.6039mol/L

3.4 研究认识到 摸索和优化生产生物活性肽的最

佳工艺条件 简便分离方法以寻求降低成本 提高效

益 从而保证工业生产的可行性 不能忽视的是已经

或尚未发现的生物活性肽的生理功能方面的研究有待深

入 以及应加强含有生物活性肽的功能性食品摄入量与

人体代谢平衡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7,8] 目前我国利用

酶解玉米蛋白制成功能性食品的成功产品尚不多见 因

此应该加强研究食品加工条件对生物活性肽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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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葡萄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美国加州葡萄协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演示会 向中国消费者展示加利福尼亚葡萄的种植 收割过程 以及加州

葡萄多样的加工方法 为近期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做铺垫

美国加州的土地极其肥沃 特别适合种植葡萄及其他水果蔬菜 加州葡萄的产量占全美葡萄总产量的97 依

据美国农业部制定的等级标准 加州葡萄按照品质可分为一级 高级和特级

加州葡萄协会成立后 在葡萄栽培的研究和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包括发展新的无核品种 减少使用

杀虫药物 改进种植技术以及加强检疫处理以增加出口等 目前 加州葡萄协会已在香港 上海和广州设立了办

事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