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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机物反应还没有人证实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2 纳米氧化锌在抗菌包装材料中的应用

由本实验可以得出纳米氧化锌对常见的食品污染菌

具有较广普的杀 抑能力 将其进行一定的表面改性

通过共混 接枝等技术复合到高分子材料中 作为食

品的外包装或包装材料的外层 减少食品包装材料表面

的交叉污染 减少通过表面污染到食品内的微生物 从

而提高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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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精蛋白对黑曲霉细胞内的琥珀酸脱氢酶

和苹果酸脱氢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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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鱼精蛋白是一种多聚阳离子天然肽类 它是一种碱性蛋白质 为探讨其抑菌作用 我们研究了鱼精蛋

白对黑曲霉细胞内的琥珀酸脱氢酶和苹果酸脱氢酶的影响 结果表明 鱼精蛋白具有抑制琥珀酸脱氢酶和苹果酸脱

氢酶的活性(p 0.01) 但效果低于纳他霉素 提示鱼精蛋白用作食品防腐剂具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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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雄性鱼类的精巢组织称鱼精(Fish sperm) 色

白 分布于鱼体腹侧 约占活体重的 7 % 左右 其主

要成分为精子 由于它具有独特的臭味 人们难以接

受 一直被人们所废弃 长期以来没有被充分利用

鱼精蛋白又称精蛋白(Protamine) 是一种多聚阳离子天

然肽类 它是一种碱性蛋白质[ 1 ] 鱼精蛋白具有广谱抑

菌活性 能抑制枯草杆菌 巨大芽胞杆菌 地衣形芽

胞杆菌等的生长 鱼精蛋白对革兰氏阳性菌 霉菌和

酵母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 6] 由于鱼精蛋白完全是天

然成分 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与过去已经实用化了的

各种化学抗菌物质相比 有着安全 无毒 无副作用

的优点[ 7 , 8 ] 对任何食品防腐剂来说 了解它的作用机

制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正确使用它的前提 纵观国内

外学者对各种抑菌剂抑菌作用的研究 可以看出各种抑

菌剂的作用机理主要是 一是作用于细胞壁和细胞膜系

统 二是作用于遗传物质或遗传微粒结构 三是作用于

细菌细胞内的酶系统或功能蛋白[ 9 ] 作为食品防腐剂

其作用对象主要是生物学膜系统和酶系统 酶是生物大

分子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吸附或镶嵌于生物膜系统中

而生物膜系统是微生物进行能量转化 物质代谢等生命

活动的主要场所 目前的食品防腐剂 大多是通过抑

制微生物的酶的活性而起作用 但这些食品防腐剂几乎

是人工合成的 其中的有些成分对人体健康有负作用

为此需要人们寻找更多的天然的食品防腐剂 而鱼精蛋

白作为天然的成分 人们对其抑菌机理还是了解得不

多 报道也很少 本实验通过利用鱼精蛋白对黑曲霉

的作用 以探讨其抑菌机制 为进一步将鱼精蛋白用

作食品防腐剂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鲑鱼鱼精蛋白硫酸盐    Sigma 公司 纳他霉素

(Natamycin)    进口分装  用作阳性对照 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    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系提供

1.2 主要仪器

753WB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GL-20B 型高速冷

冻离心机 ACQ-600 超声波提取器 KYC-111 型恒温摇

瓶机 SW-CJ-2FD 型超净工作台 LDZX-40B 型自动立

式压力灭菌器等

1.3 主要试剂

琥珀酸脱氢酶(SDH)试剂盒 苹果酸脱氢酶(MDH)

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马铃薯葡萄糖液体

培养基    自配 匀浆介质(pH7.4 0.01mol/L Tris-HCl

0.0001mol/L EDTA-2Na 0.01mol/L蔗糖 0.8%氯化钠

溶液)    均为美国Amresco

1.4 实验方法

1.4.1 黑曲霉菌丝体的制备与分组

取试管斜面黑曲霉孢子适量接种于装有50ml马铃薯

葡萄糖液体培养基的250ml 三角瓶中 使其中孢子浓度

为108 个/ml 28 180r/min 振荡培养21h 使菌体

处于迅速生长期 即为种子液 取数只500ml 三角瓶

每瓶装有300ml马铃薯葡萄糖液体培养基 分别以2% 的

接种量接种种子液 28 180r/min 振荡培养18h 然

后平均分成三组 即鱼精蛋白组 纳他霉素组 空白

对照组 每组10 个重复 鱼精蛋白组各加0.15g鱼精蛋

白 纳他霉素组各加10 g/ml 纳他霉素 继续振荡培

养至 4 8 h 收集菌丝体 并对菌丝体称重

1.4.2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SDH 的影响

1.4.2.1 线粒体的制备

取经48h 培养的各组菌丝体10g 用超声波发生器

以400mA 5s/ 次 间隙10s 反复3 5 次 使细胞破

碎 用冷冻离心机以1000 2000r/min离心10min 弃沉

淀取上清液以8000 10000r/min离心15min 沉淀物为线

粒体

1.4.2.2 SDH 活性测定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用1cm光径比色皿 在

600nm 处比色 记录反应5s 65s 时的吸光值 以每

分钟吸光值降低0.01 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1.4.3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M D H 的影响

1.4.3.1 酶液的制备

取经4 8 h 培养的各组菌丝体 用超声波发生器以

400A 5s/ 次 间隙10s 反复3 5 次 使细胞破碎

用冷冻离心机以14000r/min 离心15min 弃沉淀 上清

液为所需酶提取液

1.4.3.2 M D H 活性测定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用1cm光径比色皿 在

340nm 处比色 记录反应0.5 1min时的吸光值 以每

分钟吸光值增加0.01 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1.4.4 酶的比活性测定

                                                                
 A 0.01

酶的比活性(U/mg min pro)=

                                                               
 反应时间(min)

                                                取样量中的蛋白毫克数

( A 1min 与 0.5min 的吸光值之差)

1.4.5 蛋白定量    参照Bradford法[10] 以小牛血清蛋

白为对照

1.4.6 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各项指标以平均数 标准差表示(x s, n=10) 各

组间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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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菌丝体重量的影响

收集经48h 培养的各组菌丝体称重 经统计分析

鱼精蛋白组和纳他霉素组的菌丝体的重量小于空白对照

组 差异极显著(p 0.01) 结果见表1

表1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菌丝体重量的影响(x s, n=10)

Table 1    Effect on mycelial weight of Aspergillus niger treated

with protamine

注 同一行肩注大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极显著(p 0.01);小写字母为差异

显著(p 0.05)

Note: Different capital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1);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pecific differences (p 0.05) in rows.

空白对照组 鱼精蛋白组 纳他霉素组

菌丝体重量 25.6 4.3A 14.4 2.7Bc 11.7 1.5Bd

2.2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SDH 的影响

SDH 是细胞能量代谢的重要酶类 其活性变化可反

映细胞的能量代谢状况 用超声波提取黑曲霉菌丝体细

胞内的SDH 测定其活性 结果表明 鱼精蛋白和纳他

霉素对菌丝体内的SDH 有一定影响 鱼精蛋白组的SDH

平均比活性小于空白对照组 差异极显著(p 0.01) 纳

他霉素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极显著(p 0.01) 但

鱼精蛋白组的平均比活性大于纳他霉素组 差异显著

(p 0.05) 数据结果见表2

表2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SDH的影响(x s, n=10)

Table 2     Effect on SDH of Aspergillus niger treated with

protamine

A 6 0 0

蛋白质含量 平均比活性

(mg/ml) (U/mg min pro)

空白对照组 0.0570 0.007 0.4880 0.02 11.39 1.23A

鱼精蛋白组 0.0313 0.004 0.5703 0.04 5.48 0.73Bc

纳他霉素组 0.0241 0.002 0.4885 0.06 4.83 0.08Bd

注 同一列肩注大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极显著(p 0.01); 小写字母为差

异显著(p 0.05)

Note: Different capital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1);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pecific differences (p 0.05) in columns.

2.3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M D H 的影响

胞液的MD H 的辅酶是NA D P + N A D P + 接受代谢物

脱下的氢生成还原型的N A D P H 参加生物合成 用超

声波提取黑曲霉菌丝体细胞内的M D H 测定其活性

结果表明 鱼精蛋白和纳他霉素对菌丝体内的M D H 有

一定影响 鱼精蛋白组的MDH 平均比活性小于空白对

照组 差异极显著(p 0.01) 纳他霉素组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 差异极显著(p 0.01) 但鱼精蛋白组的平均比

活性大于纳他霉素组 小写字母为差异显著(p 0.05)

数据结果见表 3

表3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MDH的影响(x s, n=10)

Table 3    Effect on MDH of Aspergillus niger treated with

protamine

A 3 4 0

蛋白质含量 平均比活性

(mg/ml) (U/mg min pro)

空白对照组 0.0382 0.005 0.5114 0.04 14.89 1.26A

鱼精蛋白组 0.0290 0.005 0.4982 0.03 11.63 1.54BC

纳他霉素组 0.0230 0.002 0.4842 0.02 9.52 0.75BD

注 同一列肩注大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极显著(p 0.01)

Note: Different capital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1) in columns.

3 讨  论

鱼精蛋白因其良好的抗菌活性和天然性 开始受到

广泛的关注 如今 鱼精蛋白已经逐渐在食品工业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1 1 3 ] 何华报道 在奶牛 鸡蛋

布丁中添加0.05% 0.1%的鱼精蛋白 能在15  的温

度下保存5 6d 而不添加鱼精蛋白的食品 于保存的

第4d就开始腐败变质[13] 鱼精蛋白是多聚阳离子肽 它

是一种碱性蛋白质 从分子组成上看 鱼精蛋白不具

有两亲性  Arden Aspedon 和 Eduardo A. Groisman(1996)

认为 由于其多为阳离子 非两亲性质 而无法插入

细胞膜内而形成膜通道 鱼精蛋白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线

粒体电子传递系统中的一些特定成分 抑制一些细胞膜

有关的新陈代谢过程[14] 三羧酸循环是生物细胞中十分

重要的有氧分解代谢途径 它不仅供给生物体能量 而

且还是糖 脂 蛋白质三大物质转化的枢纽 琥珀酸

脱氢酶和苹果酸脱氢酶是三羧酸循环中两个重要的氧化

还原酶 这两种酶是细胞生长代谢和繁殖所必须的 它

们能否正常地催化反应进行 直接会影响到整个三羧酸

循环能否顺利地运转 这对整个细胞代谢十分重要 本

研究结果表明 鱼精蛋白对黑曲霉胞内的琥珀酸脱氢酶

和苹果酸脱氢酶的活性具有抑制作用 其作用机理可能

是鱼精蛋白中的组分与这两个酶中的侧链的氨基酸结

合 使酶的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 从而改变其构象

使酶的活性降低

但鱼精蛋白对黑曲霉胞内的琥珀酸脱氢酶和苹果酸

脱氢酶的抑制作用比纳他霉素低 且所用的剂量也比纳

他霉素高 但从本实验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 鱼精蛋

白具有抑菌作用 至于其具体的作用剂量 作用的最

佳条件等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点

研究结果表明 鱼精蛋白组和纳他霉素组的琥珀酸

脱氢酶和苹果酸脱氢酶活性较对照组低 说明鱼精蛋白

对这两种酶活性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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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卵黄免疫球蛋白的分离制备研究

宋宏新 刘 玄 梁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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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研究了从高免鸡卵黄中分离纯化免疫球蛋白(Ig Y )的方法 确定最优条件为 卵黄十倍稀释

pH5.3 18 冻结 6h 4 解冻 添加3% 硅藻土进行微滤 采用超滤浓缩五倍 再用45% 饱和硫酸铵(pH5.3)

盐析 沉淀重溶后经DEAE-Sepharose F.F.柱层析分离纯化 结果表明 用此方法可以从高免鸡蛋中得到电泳纯

IgY 总活性回收率达到64.16%

关键词 卵黄免疫球蛋白 微孔过滤法 超滤法 离子交换层析法

Study on Sepe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Immunoglobulin in Yolk

SONG Hong-xin LIU Xuan LIANG Y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yang      712081, China)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studied the method of separating and purifying immunoglobulin from the yolk of highly immuned

hens, and established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the yolk was diluted 10 times with aseptic water, regulated to pH 5.3, froze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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