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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短肽的制备及其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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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酶解玉米蛋白对生产高营养且易于吸收 高附加值的具有生物学功能特性的生物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本

文通过Alcalase AF 2.4L和风味蛋白酶在适当条件下酶解玉米蛋白 酶解2h 水解度可达31% 短肽得率超过70%

以上 经SephadexTM G 25 进行分离 对其分离后的各组分进行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经测定 玉米短肽在浓度

为1mg/ml 时对邻苯三酚(PR)的自氧化抑制率达43.9% 相当于5U/ml SOD 的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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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ligopeptides from the Corn Gluten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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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make full use of corn gluten meal(CGM) with enzymolysis in that it contributes to produce biological

active products with full nutrition, easy absorption and high added value. In this paper, CGM was hydrolyzed by Alcalase AF

2.4L and Flavourzyme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egree of hydrolysis was up to 31% in two hours

as well as the yield of oligopeptides was 70%. In addition, oligopeptides were separated by SephadexTM G 25 and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CGM was examined.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e inhibition rate was up to 43.9% when it's concentration was 1mg/ml

as same as that of 5U/ml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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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功能性寡肽已成为蛋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

崭新领域 功能性寡肽不仅具有比氨基酸更容易吸收同

化为机体的特性 还具有多种功能 如降血压肽可抑

制血压升高 人们对一些生物活性肽的研究发现 某

些蛋白质本身无生理活性或活性很低 而水解后产生的

肽类激素或生理肽却具有很强的生理活性[1,2] 能够治疗

某些疾病 如卵黏蛋白的水解片段有阻止流感病毒引起

的血红细胞凝集的作用等[3] 玉米短肽是玉米蛋白的水

解产物 是由分子量小且具有很高活性的小肽分子组

成 研究表明 玉米短肽有抑制血压升高 抗疲劳以

及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等作用[4] 而这些均与其抗氧化性

有关 本文采用二次酶法酶解玉米蛋白粉制备玉米短

肽 利用SephadexTM G 25 进行分离 对其各级分抗

氧化性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玉米蛋白粉(蛋白质含量62%) 碱性蛋白酶Alcalase

AF 2.4L(10 万 U/ml) 风味蛋白酶(5 万 U/mg) 邻苯三

酚(PR) EDTA 10mmol/L HCl  双蒸水 SephadexTM

G 25 (Pharmacia 北京拜尔迪生物公司提供)

1.2 仪器

酸度计 752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自动电位滴

定仪 超滤装置 喷雾干燥器

1.3 方法

1.3.1 玉米短肽的制备

10%的玉米蛋白粉溶液55 水浴搅拌15min 调pH=9.0

加 Alcalase AF 2.4L 酶解1h后灭酶 调pH=7.0 再加

风味蛋白酶酶解1h 后灭酶 将酶解液经6000 分子量超

滤膜超滤 喷雾干燥得玉米短肽干粉备用

1.3.2 邻苯三酚(PR)自氧化法测定玉米短肽的抗氧化活

性[5]

PR 抑制率(I)按照下式计算 I=( A A0)/ A0

100%

 A 加样品液后 PR 的自氧化速率

 A 0 未加样品液的 PR 自氧化速率

1.3.3 PR 浓度对 PR 自氧化速率的影响

分别配置0.1mml/L和 0.2mml/L的 2种 PR浓度 在

O D 3 2 0 测其自氧化速率

1.3.4 不同浓度对玉米短肽抗氧化性的影响

配置 0 . 5 % 1 % 2 % 3 % 4 % 5 % 的玉米短

肽溶液 分别进行抗氧化的测定 并计算 P R 抑制率

1.3.5 玉米短肽的分级分离及各级分的抗氧化性测定

将玉米短肽0.3g 溶于10ml蒸馏水中 上葡聚糖凝

胶SephadexTM G 25 柱(16mm 1000mm) 用蒸馏水洗

脱 流速控制在2.3ml/min 上样量为4ml 分别收集

图中各峰处的洗脱液 冷冻干燥 得玉米短肽各级分

分别配置 1 % 的各级分样品溶液进行抗氧化性的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玉米短肽的制备方法

通过Alcalase AF 2.4L和风味蛋白酶分别对玉米蛋

白进行酶解 酶解条件为 p H 为 9 . 0 温度为 5 5

固液比为1:10 酶解 2h 水解度即可达31% 以上 且分

子量小于 6000 的短肽得率在 70% 以上

2.2 PR 浓度的确定

时间(min) 0.5 1 1.5 2 2.5 3 3.5 4 A

P R

0.1mml/L
0.035 0.065 0.096 0.126 0.157 0.187 0.215 0.242 0.0596

P R

0.2mml/L
0.045 0.085 0.131 0.173 0.214 0.255 0.294 0.331 0.0824

表1   不同浓度PR的自氧化速率

Table 1     PR oxidized speed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不同的 PR 浓度对自氧化速率有很大的影响 在一

定范围内 线性速率随 PR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6 ] 太高

或太低的 PR 浓度都会使 PR 自氧化速率太高或太低 不

利于观察 据文献报道 在 4 m i n 内 P R 的自氧化速

率为 0.06 此时能够更显著的观察 PR 被抑制物的抑制

情况 由表1 可知 当PR 浓度为0.1mmol/L 时 PR 的

自氧化速率为0.0596 线性关系显著(R=0.999) 处在最

佳观察范围内 因此 我们选择PR 的浓度为0.1mmol/L

2.3 不同浓度对玉米短肽抗氧化性的影响

样品浓度(mg/ml) 0.17 0.33 0.67 1.0 1.33 1.67

抑制率(%) 6.89 18.36 23.44 36.07 42.3 48.52

表2   不同浓度玉米短肽的抗氧化性

Table 2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oligopeptides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由表 2 可见 随着浓度的增加 玉米短肽的抗氧

化性也随之增强 玉米多肽中含有供氢体 具有提供

质子的能力 使具有高度氧化性的自由基还原 从而

达到终止自由基连锁反应 起到清除或抑制自由基的目

的 因此 随着浓度的增加 供氢体增多 提供质

子的能力增强 其抗氧化性也就会随之提高

2.4 玉米短肽的分级分离及各级分的抗氧化性

SephadexTM G 25 柱层析如图1 所示

玉米短肽经SephadexTM G 25柱分离可得如图1所

示三个组分 1 2 3 其中组分 1 分子量较大 组分

3 分子量较小 组分 2 分子量居中 且所占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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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玉米短肽经 Sephadex G 25 柱层析分离洗脱图

Fig.1    Oligopeptides were separated by SephadexTM G 25

组分 2

组分3
组分1

是酶解的主产物 分别对各组分进行抗氧化的测定(浓

度为 1mmg/ml) 结果如下

玉米短肽各级分 混合短肽 组分1 组分2 组分3

抑制率 36.07 11.6% 43.9% 4.3%

表3   玉米短肽各级分的抗氧化性

Table 3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oligopeptides

由表 3 可以看出 分子量较大或较小的玉米短肽的

抗氧化性都较小 而分子量适中的玉米短肽具有较高的

抗氧化性 而且与短肽混合物相比 其抗氧化活性明

显提高 由此可见 玉米短肽的抗氧化活性与其分子

量大小密切相关 玉米短肽抗氧化性在于短肽中含有某

些能与自由基反应的特殊基团 即供氢基团 只有当

这些短肽在适当分子量时 这些特殊的供氢基团才能得

到最大的暴露充分与自由基作用 此时才具有较强的抗

氧化性

2.5 与其它抗氧化剂的比较

在相同的测量体系下 1.00mg/ml 提纯的玉米短肽

与其它抗氧化物质的比较 SOD 标准品为 50000U/mg

V C 纯度为 9 8 %

SOD 标准品浓度(U/ml) 抑制率(%)

2 16.7

5 46.4

8 52.38

金毛竹醇提物 1.00mg/ml 31.7

混合竹叶水提物  1.00mg/ml 20.2

当归水提取物1.5mg/ml 5.59

当归水提取物3mg/ml 19.46

茯苓水提取物 40mg/ml 28.86

川芎水提取物0.8mg/ml 39.8

总丹参酮1.2mg/ml 30.72

VC 0.001mg/ml 32.8

VC 0.01mg/ml 93.3

玉米抗氧化肽 1.00mg/ml 43.9

表4   各种抗氧化物质的抗氧化性[7,8]

Table 4    Antioxidative activity from different antioxidative matter

由表 4 可见 经初步提纯后的玉米抗氧化肽的抗氧

化性虽然要比 V C 小的多 但比相同浓度的其它物质

高 可相当于 5U/ml SOD 的功效

3 结  论

对玉米短肽抗氧化性的研究表明 玉米短肽的抗氧

化性不仅与其浓度呈明显的量效关系 而且与分子量的

大小密切相关 玉米短肽经SephadexTM G 25 初步提

纯后其抗氧化性明显提高 结果表明当浓度为1.00mg/ml

时 对 PR 自氧化的抑制率可达 43.9% 相当于 5U/ml

的 S O D 标准品

自由基是机体正常的代谢产物 对维持机体正常的

代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 正常机体组织中的自

由基数量只会过多而不会缺乏 就象机体内的胆固醇一

样 有益的生物效应被其有害的生物效应所掩盖[9] 因

此 适当的补充外来的具有类 SOD 活性的化合物就具有

特殊的意义 采用双酶法对玉米蛋白进行酶解 酶解

两小时玉米短肽得率在 70% 以上 并且所得玉米短肽稳

定 抗氧化活性较高 成本低廉 作为体外补充的自

由基清除剂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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