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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多糖的提取分离与分析

黄雪松

(暨南大学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目的 提取 分离 纯化大蒜多糖 并对其进行分析 方法 依次用水提取 过滤 去蛋白 DEAE

纤维素层析 冷冻干燥获得大蒜多糖 用薄板层析和气相色谱法测定单糖的组成和比例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分

子量 结合 IR 和 1 3C N M R 确定单糖组成 连接方式和端基碳构型 结果 从大蒜中得到了纯多糖 其含有85 %

果糖 14% 葡萄糖 1% 半乳糖 分子量 7100 道尔顿 糖苷键为 -2,1- 糖苷键 结论 大蒜多糖是主要含有

果糖 葡萄糖和少量半乳糖的大蒜中的 - 杂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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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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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solate and identify the garlic (Allium sativum L.) polysaccharide. Methods: The polysaccharide was got

by the extraction, DEAE chromatography etc. The pure polysaccharide was detected by the HPLC,GC and IR,UV, 13CNMR

spectrum were obtained and analysed. Results: The polysaccharide is consisted of 85% fructose, 14% glucose and 1% galactose.

Its molecular is 7.1kDa. The saccharides were connected on the -2,1-glycosides. Conclusion: Polysaccharide is a kind of

heteropolysaccharide which contains fructose, glucose galactose and is connected by -2,1-glyco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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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Allium sativum L)为百合科葱属植物的鳞茎

营养丰富 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香辛蔬菜和调

味佳品 而且具有很强的防病治病保健功能[1] 历来被

视为药食兼用佳品 国外认为大蒜可以抵抗疾病 增

强体魄 我国中医认为大蒜有开胃健脾 祛寒除湿和消

肿散毒等功能[ 2 ] 现代医学 营养学 预防医学的研

究证明 大蒜有降血脂 预防动脉硬化 防治冠心病

脑血栓 消炎杀菌 抗肿瘤 提高机体免疫力 保

护肝脏 降血压 降血脂和延缓衰老等作用[ 3 ] 大蒜

这些药用保健效果与其所含有的有机锗和硒 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等酶类 凝集素 蒜氨酸及其分解产物大

蒜素等成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近来研究乙醇沉淀法

制取的大蒜多糖具有抗氧化 抗病毒 保护心肌 防

止心肌纤维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物活性[ 4 6 ] 但对于大蒜

多糖的分离 纯化与结构鉴定方面研究报道较少 虽

然Barmgartner(2000)报道大蒜多糖为果聚糖(含少量的葡

萄糖) [7] 分子量 9000 10000 道尔顿 分支度为 9
13C-NMR 核磁共振证明大蒜多糖的果聚糖结构以 -2-1 连

接为主 带少量的 2 6 支链的短片段聚糖 聚合度一

般平均为 5 8 属于新蔗果三糖类果聚糖 其终端为葡

萄糖单位 分子式为 G F n 其中 G 为终端葡萄糖单位

F 代表果糖分子 n 则代表果糖单位数 但目前还没有

研究报道证实果聚糖具有大蒜多糖所具有的上述功能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清楚大蒜多糖与其功能及其与

果聚糖之间的关系 本文拟对大蒜多糖的提取 分离

鉴定和分子结构特征等进行研究 以为大蒜多糖的功能

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大蒜(Allium sativum L)    广州天河区石牌菜市

场销售的山东大蒜

1.2 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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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hadex 100和各标准单糖    Pharmcia公司 标

准葡聚糖(Dextran)和DEAE纤维素    Sigma公司 Silica

TLC板    Merck公司 732阳离子交换树脂    广州化工试

剂厂 考马斯亮蓝G-250    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
13CNMR(100MHz)以 JEOLGX 400 核磁共振仪测定

D 2O 为溶剂 紫外可见光谱扫描仪  英国 T h e r m o

Spectronic公司 Equinox55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德

国Bruker公司 HP1100 高压液相色谱仪(HPLC) HP6890

气相色谱仪(GC)

SHB-III型循环多用真空泵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

司 RE52-3旋转蒸发仪    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 LXJ-II

型离心机    上海医用分析仪 FD-1冷冻干燥机    北京博

医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3 大蒜多糖的提取与分离

大蒜洗涤 去皮后 用 3 倍量水煮沸 2 0 m i n 破

碎 打浆 压榨取汁 四层砂布过滤 蒜渣再加入

2倍水煮沸并压榨取汁过滤 两次滤液合并 3500r/min

离心 取上清液于 6 0 下浓缩至可溶性固形物浓度为

1 0 % 然后上 D E A E 纤维素树脂柱 水洗 洗脱液分

别用考马斯亮兰和 5 % 苯酚 - 硫酸试剂检测蛋白质和多

糖 将含有大蒜多糖产品的部分合并 经冷冻干燥得

到中性多糖部分 得率为 11 . 2 5 %

1.4 纯度检查

将Sephadex G100 用 10 倍水浸泡 装柱 用水平

衡 上大蒜多糖样品 检查大蒜多糖的纯度 采用硫

酸苯酚法检测流出液的多糖

1.5 结构测定

1.5.1 分子量测定

采用 HPLC 测定所得多糖的分子量 色谱柱为 TSK

G5000PW(30cm 7.5mm 粒径17 m) 凝胶柱 流动相

为0.5mol/L NaCl 流速为0.5ml/min 折光(RI)监测器

由标准Dextran(分子量分别为25 80 270 650kDa)

的分子量对数与保留时间求得标准曲线 求出回归方程

为

lg =8.1480 0.3186t    (n=4, r= 0.9981)              

式中 M 标准 D e x t r a n 的分子量

             t 保留时间(min)

按同样条件测定大蒜多糖的的保留时间,由 式求得

大蒜多糖分子量

1.5.2 糖组成分析

将大蒜多糖样品13mg置于具塞玻璃管中 加入0.7ml

12N 硫酸 室温下放置 1h,充分溶解后 再用 6 倍蒸馏

水稀释 再封口 1 0 0 水解 1 h 水解液经硼氢化钠

还原 乙酸酐乙酰化后 薄板层析检测水解效果 并

于 G C 上测定水解液的单糖种类及其比例

GC测定条件 毛细管柱DB-225(15m 0 25mm i.d.,

膜厚度 0.25 m) 柱温 初温180 以 4 /min 升至

220 并在220 保温30min 进样量2 l 载气为氩

气 流速为2ml/min 氢焰检测器 检测器温度为270

1.5.3 糖连接位置及糖端基碳构型的确定

测定大蒜多糖的IR, 13CNMR 通过分析糖吡喃环的

IR骨架振动和端基的 - 变角振动吸收峰,以及端基碳

的化学位移数据并与有关文献比较 推定糖的绝对构

型 连接位置和端基碳的相对构型
13CNMR 测定条件为 池豫(Relaxation)时间为1s

采样时间0.5s 累加 5 万次 谱宽2 万 Hz 采样频率

75MHz 样品浓度 40mg/ml(MeSO-d6)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蒜多糖的纯度    将按照前述1.3项所述提取分离

方法所获大蒜多糖溶解后 上样于Sephadex G100 柱

用蒸馏水洗脱的流出曲线见图1 图 1 洗脱峰单一对称

显示样品为均一多糖 即大蒜多糖已被纯化 所得多

糖无考马斯亮兰和碘 - 碘化钾反应 表明其无蛋白质等

杂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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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蒜多糖的纯度鉴定(Sephadex G100柱层析)

Fig.1    Pure identification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chromatography by Sephadex G100)

2.2 大蒜多糖的分子量

大蒜多糖分子量的测定结果见图 2 保留时间为

22.7min的峰为所获大蒜多糖峰 据 式计算处大蒜多糖

的分子量为7.1kDa 图 2 中保留时间为25.5min 的峰为

大蒜多糖处理过程中因其部分降解所形成的单糖峰 该

峰不影响大蒜多糖的纯度和分子量的测定

2.3 大蒜多糖的单糖组成及其比例

薄板层析表明 大蒜多糖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

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大蒜多糖中的单糖组成及其比例

对其进行了 G C 测定 其测定结果见图 3 其中各峰的

归属总结在表 1 中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G C 测定结果与薄板层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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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蒜多糖的分子量测定

Fig.2     Molecular determination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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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号 保留时间(min) 所属单糖 峰面积 含量(%)

Peak Reserve time Kind of Content

No. (min) saccharide
Peak aera

(%)

1 14.065 阿卓糖(Allose) 31.5448 内标(Internal Standard)

2 14.707 甘露糖*(Mannose) 22.1274 42.5

3 15.018 山梨糖*(Sorbose) 7.7340 42.5

4 15.208 半乳糖(Galactose) 1.0526 1

5 15.843 葡萄糖(Glucose) 32.7586 14

表1   大蒜多糖的单糖组成与比例

Table 1      Components and kinds of monosaccharide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注 * 甘露糖与山梨糖是果糖的还原产物

Note: Mannose and sorbose are reduced products of fructose.

有所不同 G C 未测定出果糖 而测定出含有甘露糖和

山梨糖 这是因为 在 G C 测定中 果糖还原时形成

甘露醇和山梨醇 因此两者的含量之和即为果糖[8] 即

果糖的含量为85%(=42.5%+42.5%) 因此 综合薄板层

析和 G C 测定两方面的结果 可以认为大蒜多糖是由葡

萄糖 果糖 半乳糖三种单糖组成的 其组成比例分

别为14:1:85 Barmgartner(2000)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大

蒜多糖主要是类似菊糖的果聚糖 仅含有果糖和葡萄

糖 未发现其含有半乳糖 本研究证实大蒜多糖中含

有半乳糖 这是因为本研究采用了更为灵敏的 G C 测定

方法 而用一般的薄板层析是难以鉴定到半乳糖的

大蒜多糖中半乳糖的含量虽少 但其对大蒜多糖的

立体结构可能有重要影响 因而可以使其具有一般果聚

糖所具备的生物活性 这可能是目前发现大蒜多糖具有

抗病毒作用的原因

2.4 大蒜多糖的结构

从红外光谱上看(图 4) 大蒜多糖分子中含有的结

构和基团及其特征吸收有 3416cm-1 羟基(O-H)伸缩振动

峰 2933cm-1 亚甲基(C-H)伸缩振动峰 1644cm-1 羟基(O-

H)旋转振动峰 1457cm-1 亚甲基(C-H)的剪切振动峰

1129cm-1 仲醇基(O-H)的剪切振动峰 1025cm-1 糖环上醚

键的(C-O-C)的伸缩振动峰 932cm-1果呋喃糖环的对称伸

缩振动峰 877cm-1 果呋喃糖亚甲基(C-H)横向振动峰

817cm-1 果呋喃糖亚甲基(C-H)剪切振动峰 其中 1129

1024cm-1 为缩酮特征基团(C-O-C-O-C)的特征吸收峰

932 877 817cm-1 为果聚糖相关吸收峰 综合红外光

谱特征吸收峰和单糖组成与比例资料 可以认为所获产

品为杂果聚糖

根据13CNMR(图 5) 大蒜多糖68 10-6 70 10-6

没有化学位移 表明C6 没有被取代 104.044 103.914

103.785 103.024 四个低场化学位移 表明果糖 葡萄

糖的糖苷键均为 - 糖苷键 这个结果与红外光谱观察

的结果一致 图 5 上的 C 1 C 6 均为果糖碳的化学位移

其他的化学位移峰表明是果糖之外糖上碳原子的化学位

移

图3   大蒜多糖的单糖组成与比例

Fig.3     Component and kind of monosaccharide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A. original figure; B. amplificatory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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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蒜多糖的红外光谱

Fig.4     Refrared spectrum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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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新鲜大蒜经提取 过滤 去蛋白 D E A E 纤维素

层析 冷冻干燥获得了纯大蒜多糖 经 H P L C G C

核磁等多种方法证实大蒜多糖是含有 85% 果糖 14% 葡

萄糖 1 % 半乳糖的杂多糖 分子量 7 1 0 0 道尔顿 糖

苷键为 -2,1-糖苷键 这些大蒜多糖的分子结构特征可

能与大蒜多糖的抗病毒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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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蒜多糖的 13CNMR

Fig.5    13CNMR of garlic polysaccharide

首次利用纳米颗粒将基因传递进活体小鼠大脑中

布法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他们特制的纳米颗粒首次将基因传递进了活体小鼠的大脑中 这种方法的效率能与

使用病毒载体传递的效率相媲美甚至更优 并且没有观察到任何毒副作用 这项研究的结果公布在本周的Proceed-

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

这篇论文叙述了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纳米颗粒复合体活化活体成熟大脑干细胞/祖细胞的过程 并且表明这种方法

有可能启动这些闲散细胞(大脑干细胞)来有效替换掉那些被神经退化疾病如帕金森症破坏的细胞 除了将治疗性基因

传递入大脑来修复功能障碍的脑细胞 这种纳米颗粒还为研究大脑基因的遗传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模型

基因治疗使用的病毒载体具有恢复到野生型的威胁力量 并且一些人类试验甚至导致了患者的死亡 因此 新

的研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非病毒的载体上 病毒载体只能由专家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制造 而这种新的纳米

颗粒可以由有经验的化学师在数天内轻松合成

研究组用杂合的有机修饰硅(ORMOSIL)制造这种纳米颗粒 这种材料的结构和组成能够使研究人员构建出靶向

不同组织和细胞类型的基因的个性化纳米颗粒库 这种纳米颗粒的最关键的一个优势是它的表面功能性--这使得它

能被靶向特定的细胞类型

在试验中 被靶向的多巴胺神经元吸收并表达了一种荧光标记基因 因而表明纳米技术有效将基因传递至大脑

中特殊细胞类型中的能力

利用一种新的光学纤维活体成像技术 研究组能够观察到表达了基因的大脑细胞而无需伤害试验动物 而且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非病毒载体能够像病毒载体一样有效 定向地传递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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