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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 大麦和燕麦抗氧化性能的比较

侯冬岩 回瑞华 刘晓媛 唐 蕊 朱永强

(鞍山师范学院化学系 鞍山    114005 )

摘  要 采用流动注射化学发光法研究了荞麦 大麦和燕麦的抗氧化性能 实验结果表明 荞麦 大麦和燕麦

能有效的抑制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诱导的鲁米诺化学发光 并且随着发光体系中荞麦 大麦和燕麦浓度的升高 发

光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即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能 对荞麦 大麦和燕麦的抗氧化性能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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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Antioxidation Effect of  Fagopyrum Houdeum and A.Sa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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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oxidation effect of Fagopyrum Houdeum and A. Satival. were studied by the flow-injection chemiluminesc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gopyrum Houdeum and A.Satival.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chemiluminescence of  luminol induced

by super oxygen anion free radical,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chemiluminescence presented the descend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Fagopyrum Houdeum and A.Satival. A comparison of the Antioxidation Effect of Fagopyrum Houdeum

and A. Satival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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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Fagopyrum) 大麦(Houdeum)和燕麦(A.

Satival.)在许多国家都有种植 我国主要产于东北 华

北 西南等地 荞麦 大麦和燕麦都是营养丰富的杂

粮 除直接食用外亦可制成营养食品正越来越受到人民

的喜爱 荞麦[1 3] 大麦[4]和燕麦[5]均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 氨基酸 蛋白质 黄酮和多种矿物质元素 因

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保健作用 研究表明 荞

麦 大麦和燕麦中多种功能成分具有软化血管 降血

糖 血脂和清除人体中超氧离子自由基抗衰老 增加

机体免疫力的生理活性等作用 本文采用流动注射化学

发光法研究了荞麦 大麦和燕麦的抗氧化性能 实验

结果表明 荞麦 大麦和燕麦能有效的抑制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诱导的鲁米诺化学发光 并且随着发光体系中

荞麦 大麦和燕麦浓度的升高 发光强度呈现下降趋

势  即具有抗氧化性能 并对抗氧化性能进行了比较

1 实验部分

1.1 药品与材料

邻苯三酚(AR级 贵州遵义市第二化工厂)用0.01mol/L

HCl配成0.01mol/L储备液 使用前用水稀释浓度为5

10-5mol/L 0.01mol/L Na2CO3-NaHCO3 缓冲溶液(AR级)

用前新鲜配制 pH 值用酸度计准确调至9.95 Luminol

(AR级 陕西师范大学)用0.05mol/L NaOH 配成0.05mol/L

在避光处保存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水为二次蒸馏水)

样品来源 荞麦 大麦 燕麦采自辽宁黑山

1.2 样品预处理

将样品分别干燥 粉碎成粉沫状 备用

1.3 实验仪器

IFFM-D型流动注射化学发光仪    西安瑞迈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pHS-3C精密pH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101-1A型数显式恒温干燥箱    上海阳光实验仪器

有限公司 HX-200A型华西高速中药粉碎机    浙江省永

康溪岸五金药具厂

1.4 实验步骤

1.4.1 邻苯三酚-碳酸盐缓冲溶液-Luminol发光体系及

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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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色管中分别加入5 10-5mol/L的邻苯三酚溶

液 pH为9.95的碳酸盐缓冲溶液(含浓度为0.2mmol/

L 的 Luminol) 启动 IFFM-D 型流动注射化学发光

仪 按下图 2 连接流路 流速均为 2.5 m l / m i n 测

出邻苯三酚-碳酸盐缓冲溶液-Luminol发光体系的发

光 测三次 取峰值平均值进行定量 发光强度以

计数表示

1.4.2 氧化性测定及抑制率计算

按1.4.1 所采用的发光体系 测定一系列浓度荞麦

的抑制后的发光 分别测定三次 同样取峰值平均值

进行定量 发光强度以计数表示 以邻苯三酚 碳酸

盐缓冲溶液 Luminol发光体系的发光强度为空白发光峰

值 可计算出加入样品后抑制发光的程度

抑制率%=(空白发光峰值 加样品后的发光峰值)/空

白发光峰值 100%

1.4.3 Luminol浓度对抑制率的影响

取浓度为2.5 10-4mol/L的邻苯三酚溶液 pH值为

9.95的 Na2CO3-NaHCO3 缓冲溶液 改变Luminol 的用量

当Luminol的浓度为0.2mmol/L时样品的抑制率达到最大

值 因此本实验选Luminol的浓度为0.2mmol/L时为适宜

的测定条件

1.4.4 缓冲溶液的 pH 值对抑制率的影响

取浓度为2.5 10-4mol/L的邻苯三酚溶液 浓度为

0.2mmol/L 的 Luminol 溶液 改变 Na2CO3-NaHCO3 缓冲

溶液的pH 值进行实验 pH 值对抑制率有一定的影响

当pH 值为9.62 时抑制率达到最大值 但是其发光强度

很低 灵敏度不好 当pH 值为 9.95 时 抑制率和 pH

值为9.62 时的抑制率仅差2% 而且发光强度适宜 灵

敏度也比较好 便于准确读数 故本实验选pH 值 9.95

为适宜的测定条件

1.4.5 邻苯三酚浓度对抑制率的影响

取pH 值为9.95 的 Na2CO3-NaHCO 3 缓冲溶液 浓度

为0.2mmol/L 的 Luminol 溶液 改变邻苯三酚的浓度

当邻苯三酚的浓度为5 10-5mol/L时样品的抑制率达到

最大值 因此本实验选邻苯三酚浓度为5 10-5mol/L为

适宜条件进行实验

由以上实验可得出测定样品的抗氧化性能的最佳条件

为 Luminol的浓度0.2mmol/L 缓冲溶液的pH值 9.95

邻苯三酚的浓度5 10-5mol/L

1.4.6 样品抗氧化性能的测定

在选定的最佳条件下 分别配制一系列浓度的荞麦

大麦和燕麦溶液浓度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图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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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荞麦抗氧化性的测定

图3       大麦抗氧化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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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燕麦抗氧化性的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如图2 4所示 荞麦的IC50(抑制率为50%

时的溶液的浓度)为1.94mg/ml 大麦为8.40mg/ml 燕

麦为26.50mg/ml 即荞麦的抗氧化性能最强 大麦次之

燕麦的抗氧化性能最弱

注 P .蠕动泵 V .进样阀 C .流通池 P M T .光电倍增管 A M P .放

大器 HV.负高压(800V)  R.记录仪 W.废液 a.样品 b.邻苯

三酚 c.H 2O d.Na2CO3-NaHCO3 缓冲溶液(加入Luminol)

图1       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流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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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异黄酮糖苷转化酶产生菌株的筛选

及培养条件的研究

吕晓莲 樊利青 贾建会 汤淑菊 郭 宏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北京    100076)

摘   要 通过菌株筛选 确定了黑曲霉3866 为糖苷转化酶高产菌株 产酶最适培养基配方为 麸皮4%  (NH 4) 2SO 4

0.1% KH 2PO 4 0.1% 抗坏血酸0.1% MgSO 4 0.1% 水杨苷 0.05% 产酶的最佳培养条件为 发酵起始pH

值6.0 发酵温度30 摇床160r/min 发酵时间84h 酶活力最高可达152.45U

关键词 大豆异黄酮 糖苷转化酶 菌株筛选 产酶条件

Study on Screening Strain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Strain Obtained

by Soybean Isoflavones Glycosides Transform Enzyme

LU Xiao-lian FAN Li-qing JIA Jian-hui TANG Shu-ju GUO Hong

(Beijing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Aspergillus niger 3866 is confirmed the highy enzyme activity producing strain by screening strain .The prescription

of best medium of producing enzyme is: Bran is 4%, (NH4)2SO4 0.1%, KH2PO4 0.1%, ascorbic acid 0. 1%, MgSO4 0.1%,salicin

is 0. 05%. The best cultivation condition of producing enzyme is pH 6. 0, 30 , 160 r/min, 84 h.  Enzyme vigor can reach as high

as 152.45U.

Key words Soybean isoflavones glycosides transform enzyme screening strain condition of enzym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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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异黄酮存在于许多豆科植物中 天然存在的异

黄酮总共有12种 可以分为3类 即黄豆苷类(Daidzin

groups) 染料木苷类(Genistin groups) 大豆黄素苷类

(Glycitin groups) 以游离型(苷元) 葡萄糖苷型 乙

酰基葡萄糖苷型 丙二酰基葡萄糖苷型等4 种形式存在

[1] 其中近99% 为以 - 葡萄糖苷形式存在的糖苷型或

其衍生物 只有1% 左右为游离型苷元 糖苷型或其衍

生物的活性低 很难被人体直接吸收 必须要经过人

体肠道中微生物的水解作用生成苷元形式才易被吸收

可见 如何把大豆异黄酮糖苷及糖苷衍生物转化成苷元

形式是发挥生理活性的关键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的专利

报道了利用单一的商品酶如 -葡萄糖苷酶 酯酶 -

葡聚糖酶 葡糖淀粉酶 生物果胶酶等将异黄酮糖苷

水解生成苷元的报道[2 5] 但通过酶( -葡萄糖苷酶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