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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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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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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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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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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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化学合成的方法处理生产苷元的成本都很昂贵 而利

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可以直接生产苷元并较大幅度降低

成本 本文通过对不同的发酵菌种 发酵条件的研究

确定了大豆异黄酮转化为苷元的最适菌种及最适的发酵

条 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菌种

黑曲霉3866 少孢根霉RT-3 毛霉sy2.3 绿色

木霉3.3711    由北京市食品研究所菌种保藏室提供

1.1.2 主要试剂

异黄酮标样 染料木苷( G e n i s t i n ) 黄豆苷

(Daidzin)    Fluka公司产品 染料木因(Genistein) 黄豆

苷原(Daidzein)    Sigma公司产品 水杨苷    Sigma公司产

品 无水乙醇 抗坏血酸    均为分析纯 大豆异黄酮

(异黄酮含量20%)    浙江欣欣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1.3 培养基

 斜面培养基(PDA)    马铃薯浸粉5g 葡萄糖

20g 琼脂20g 蒸馏水1000ml 121 灭菌20min

 种子培养基  可溶性淀粉 2% 葡萄糖 1 %

KH2PO4 0.1% MgSO4 0.1% 酵母膏0.5% NaNO3 0.2%

121 灭菌20min

 产酶发酵培养基    脱脂豆粕4%  麸皮2% 蛋

白胨0.1% (NH4)2SO4 0.1% KH2PO4 0.1% 醋酸钠0.1%

抗坏血酸0.1% MgSO 4 0.1% 水杨苷0.05% 121

灭菌20min

1.1.4 主要仪器

摇床    旋晃式 60 600r/min pHS-3B精密pH

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 754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

仪器厂 LXJ-6 4 0 1 离心机    河北吴桥电机厂

FA2004电子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 HPLC日立-L-

7420    日本日立公司

1.2 方法

1.2.1 斜面培养

将所需菌种在无菌条件下接入斜面培养基(PDA)

30 培养 72h

1.2.2 种子培养

斜面菌种接入种子培养基 30 摇床160r/min

培养 48h

1.2.3 产酶液体发酵

将培养后的液体种子接入产酶发酵培养基中 接种

量为10% 30 摇床 160r/min

1.2.4 粗酶液的提取

 将上述发酵培养84h 后的发酵液连同菌丝磨碎打

浆 于 45 水浴浸提 1.5h 压滤取滤液 于 4 条件

下低温离心 20mi n 取上清粗酶液备用

1.3 酶活测定

1.3.1 酶活定义    每毫升粗酶液作用于底物(大豆异黄

酮)每小时产生1 g异黄酮苷元所需的酶量为一个酶活单

位(U)

1.3.2 取 10 0 m g 大豆异黄酮粗品(大豆异黄酮含量

2 0 % ) 加入 2 0 m l 上清粗酶液 于 5 0 条件下保持

60min 取出煮沸灭酶活 滤纸过滤 取2ml 滤液加入

8 m l 无水乙醇处理 上机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酶菌株的筛选

分别将所试菌种黑曲霉3866 少孢根霉RT-3 毛

霉sy2.3 绿色木霉3.3711接种于产酶菌株筛选培养基

经培养后测酶活 结果如下

菌株 黑曲霉 少孢根霉 毛霉 绿色木霉

3866 RT-3 sy2.3 3.3711

酶活(U) 124.55 71.60 96.43 23.76

由以上结果可见 黑曲霉3866 的酶活最高 毛霉次

之 绿色木霉最差 所以选定黑曲霉3866 为最佳菌株

2.2 发酵培养基和发酵条件的确定

2.2.1 发酵培养时间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将液体种子培养基接入产酶发酵培养基中 接种量

为10% 摇床160r/min 30 分别培养24 48 60

72 84 96 108h 按 1.2.4和 1.3.2方法处理测酶活

结果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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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培养时间对产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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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以看出 以黑曲霉3866为糖苷转化酶生

产菌株 发酵培养84h 时产酶最多 即糖苷转化为苷元

最多 以后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 产酶量不再增加

且略有下降 原因可能是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 菌体

的代谢产物影响了酶的活性 因此 本实验采用84h 为

产酶的最佳时间

2.2.2 不同碳源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碳源是微生物生长的能量来源 合适的碳源可作为

- 葡萄糖苷酶的诱导物 促进糖苷转化成苷元 培养

基的其它成分固定 加入不同碳源 培养后测酶活

结果见表 1

表1      碳源对酶活的影响

碳源 葡萄糖 麸皮 玉米粉 马铃薯淀粉

浓度(%) 4 4 4 4

酶活(U) 26.25 123.74 81.48 63.61

结果表明以麸皮为碳源产酶活较高

2.2.3 不同氮源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微生物培养基中通常使用有机氮源或无机氮源 或

二者兼用 本试验在发酵培养基中加入不同的氮源 经

培养后测定酶活 结果见表 2

表2       氮源对酶活的影响

氮源 蛋白胨 尿素 硫酸铵 脱脂豆粕

浓度(%) 0.1 0.1 0.1 0.1

酶活(U) 94.06 97.72 125.28 53.45

结果表明 以硫酸铵作为氮源对产酶的促进作用最

好

添加物 对照(不加) 水杨苷 抗坏血酸 水杨苷+ 抗坏血酸 水杨苷+ 抗坏血酸 水杨苷+ 抗坏血酸 水杨苷+ 抗坏血酸

浓度(%) 0 0.1 0.1 0.1+0.1 0.1+0.05 0.05+0.1 0.05+0.05

酶活(U) 109.20 116.12 114.73 126.37 124.82 127.1 123.94

表3       水杨苷和抗坏血酸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2.2.4 水杨苷和抗坏血酸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将糖苷水解成苷元的酶主要是 - 葡萄糖苷酶 根

据报道[6,7] 水杨苷和抗坏血酸可能具有诱导黑曲霉产生

- 葡萄糖苷酶的作用 本实验在发酵培养基中加入水

杨苷和抗坏血酸 经发酵培养后测酶活 结果如表 3

结果表明 水杨苷和抗坏血酸结合使用 对酶的

合成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0.05% 水杨苷+0.1% 抗坏血酸时的酶活力最高

2.2.5 培养基pH 值对黑曲霉3866 产酶的影响

将黑曲霉3866分别接种于pH为4.0 4.5 5.0 5.5

6.0 6.5的发酵培养基上 经84h培养后测定酶活 结

果如表 4

表4       培养基pH值对黑曲霉3866产酶的影响

培养基p H 4.0 4.5 5.0 5.5 6.0 6.5

酶活(U) 104.56 109.42 115.68 121.34 127.75 118.22

样品 异黄酮名称 D 以 D 计 G 以 G 计 D 以 D 计 G 总糖苷 总苷元 苷元/糖苷 酶活

0 出峰时间(min) 7.337 8.659 12.935 22.389 24.158 26.705 28.476

异黄酮含量( g/ml) 67.05 12.11 75.81 5.32 7.70 28.61 8.12 160.29 44.43 0.28

1 出峰时间(min) 7.420 8.745 12.996 22.307 24.070 26.637 28.360

异黄酮含量( g/ml) 50.60 11.50 70.33 5.99 27.93 30.66 14.74 138.42 73.34 0.53 136.91

2 出峰时间(min) 7.082 8.315 12.517 22.258 24.057 26.668 28.393

异黄酮含量( g/ml) 49.96 8.15 72.61 5.90 25.60 29.56 16.67 136.61 71.83 0.53 137.00

3 出峰时间(min) 7.292 8.561 12.719 22.113 23.898 26.482 28.209

异黄酮含量( g/ml) 43.68 7.41 72.29 6.03 27.27 30.40 17.25 129.41 74.92 0.58 152.45

注 * 0 为对照样

表5       三组平行样的实验结果

结果表明 培养基pH 值为6.0 时黑曲霉3866 产酶

的酶活最高

2.2.6 以黑曲霉3866 为研究菌种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

调整产酶发酵培养基 按麸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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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组合组成最佳产酶发酵培养基 按发酵培养

基pH 值 6.0 发酵温度30 摇床160r/min 发酵时

间84h为培养条件培养发酵黑曲霉3866 并按1.2.4和1.

3.2方法对发酵液进行处理后检测大豆异黄酮糖苷转化酶

的酶活 三组平行样的实验结果如表 5

结果表明 平均酶活力可达到142.15(U) 酶活力

最高可达152.45(U) 酶解后苷元/糖苷的比值是对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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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7 倍

3 结    论

3.1 通过不同菌株的筛选 确定了大豆异黄酮糖苷转

化酶产生菌的最佳产酶菌株为黑曲霉3866

3.2 确定最佳产酶发酵培养基

麸皮4% (NH4)2SO4 0.1% KH2PO4 0.1% 抗坏血

酸0.1% MgSO4 0.1% 水杨苷0.05% 121 灭菌20min

产生混合酶的最佳培养条件为 发酵培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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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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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淀粉酶在鉴别蜂蜜掺假中的应用研究

李军生 何 仁 江权燊 韦建辉 阎柳娟

(广西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 针对蜂蜜掺假和造假的问题 本文通过测定蜂蜜粗蛋白 蛋白质含量和淀粉酶值 研究储存温度和

时间对蜂蜜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寻找一种简单有效 客观公正的鉴别真假蜂蜜的方法 比较研究结

果表明在高温(37 45 )下贮存 天然蜂蜜的淀粉酶值和蛋白质的含量逐渐下降 而假蜂蜜中的淀粉酶值和

蛋白质的含量基本不变 通过跟踪测定蜂蜜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可以检测蜂蜜产品的质量 也可以鉴别

真假蜂蜜

关 键 词 蜂蜜 蜂蜜掺假 淀粉酶值 鉴别

The Amylase Activity of  Honey was Used as New Target for Detecting Honey Adulteration

LI Jun-sheng HE Ren JIANG Quan-sheng WEI Jian-hui YAN Liu-juan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To counter the trouble of honey adulteration, the changes of the amylase activity and protein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store have been studied in this paper to find a new method to detect honey quality and adulterat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natural honey didn't change anyway under 10  for one month,

but under a higher temperature (37  or 45 ), those in the natural honey decreased gradually. Under 10 , 37  or 45 ,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adulterating honey didn't change anyway. To control the honey quality, 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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