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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脉冲电场提取中国林蛙多糖的研究

              韩玉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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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单因素考察及正交试验优化了用高压脉冲电场提取中国林蛙多糖的试验条件，并与碱提取法、酶提
取法以及复合酶提取法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用0.5% KOH提取液，在电场强度为20kv/cm和脉冲数为6us的条件

下用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的提取率最大为55.59%。比较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法与碱法、酶法以及复合酶法在

林蛙多糖提取率、总糖含量方面的差异，高压脉冲电场提取的林蛙多糖提取率和总糖含量均高于其他三种方法，其

提取率是复合酶法的1.77倍，总糖含量高于复合酶法6.34%，且提取物中杂质少。因此，高压脉冲电场提取多糖

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多糖提取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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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the optimization extract of polysaccharide of Rana chensinensis David by pulsed electric field (PEF),

we have inspected single factor influence and then optimized them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result was showed that the

largest extraction ratio is 55.59% by PEF on the conditions of 0.5% KOH and 20kv/cm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and 611 s pulsb

number. Compared it with the alkali extract method and enzyme extract method and compound extract method, the extract ratio

and polysaccharide content of PEF method are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methods. The PEF extract ratio is 1.77 time of

compound enzyme method and total sugar contents is more 6.34% than compound enzyme method and the impurity of

extraction material is less. So PEF method is a novel and promising method to extract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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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蛙(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俗
称田鸡，哈什蚂，是我国特有的经济价值很高的药用

两栖动物【’]，它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有生存，但主要分布

在我国东北山区。中国林蛙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二

十余种氨基酸、雌二醇、多糖等，具有补而不燥，润

肺生津，清肺润喉等独特的滋补效果【21，它是集食用、

保健、药用为一体的新型绿色保健品。

    近年研究表明多糖具有较强的生理活性，如抗凝

血、降血脂、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31。林蛙多糖是

从中国林蛙中提取分离出的一种白色粉末，其主要提取

方法是碱提取法、酶提取法以及复合酶提取法，这些

方法存在费时、耗能、提取率低、提取物杂质多的缺

点。本试验首次应用高压脉冲电场(pulse electric field,
PEF)提取林蛙多糖，旨在寻找可以提高林蛙多糖的提取
率，减少杂质并缩短提取时间的新方法，同时初步研

究并优化了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的实验条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用中国林蛙为2004年10月末从吉林省临江市

捕获的野生鲜活蛙，蛙龄三年[[41，躯体取内脏后，烘

干粉碎，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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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 本实验采用指数波形的高压脉冲电场，高压

直流电源将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变成几十千伏的交流

电，然后经过整流变成高压直流电，充、放电过程由

开关控制，开关的开启频率由高电压触发器控制，其

频率f=1000-2000Hz;处理液流速为u=100mUmin，处

理室直径(D =1mm，处理过程是将中国林蛙干粉溶于提

取液中，采用泵送方式流经设置有高强脉冲电场的处理

室，受试溶液在极短时间内受强电场力作用。

1.2 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单因素考察

    主要研究电场强度、脉冲数、提取液浓度对提取

的影响。

1.2.1 高压脉冲电场强度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称取

相同质量中国林蛙干粉5份，分别加入1%的KOH溶液

100m1，用频率为1200Hz，场强为0, 10, 20, 30,

40kc/cm的高压脉冲电场处理，提取液经过滤、浓缩、

乙醇沉淀等处理后可得粗多糖。

1.2.2 脉冲数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称取相同质量中

国林蛙干粉4份，分别加入1%的KOH溶液100m1，场

强为20kv/cm，电脉冲数为2, 4, 6, 8us的高压脉

冲电场处理，提取液经过滤、浓缩、乙醇沉淀等处理

后可得粗多糖。

1.2.3 提取液浓度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称取相同质

量中国林蛙干粉4份，分别加入水、0.5%, 1%, 2%

的KOH溶液100m1，电场强度为20kv/cm，电脉冲为6tis

的高压脉冲电场处理，提取液经过滤、浓缩、乙醇沉

淀等处理后可得粗多糖。

1.3 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提取条件的优化

    在单因素考察的基础上，用正交试验对影响提取因

素:电场强度、脉冲数、提取液溶度进行优化。选

用正交表L9(34)，不考虑各因素的交互影响。因素一水

平设计如表1。

异。提取条件如表2所示，提取所得的粗多糖烘干后用

硫酸蕙酮法，“，测定粗多糖中的总糖含量。

          表2 四种方法提取林蛙多精的条件

Table 2  Extraction conditions of Polysaccharide of Rana
            chensinensis David of four methods

方法

M护官h叼

碱提取法

  Alk,q)i

酶提取法

Enzyme

复合酶提取法

  Compound

高压脉冲电场

    提取法

    .“_ _曰extraction 已又七朗d加 enzyme extraction  PEF extraction

提取条件
Extraction 5% KOH, 2h Pepsin, 5h 1% NaOH+Compound 0.5% KOH,
conditions                                               enzymes,命 20kv/cm, 6 P s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的单因素考察

2.1.1 高压脉冲电场强度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高压

脉冲电场强度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结果见图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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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电场强度对林蛙多橄提取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electric field intersity on the
        extraction of polysaccharide

    由图1可知，高压脉冲电场强度为20kv/cm时提取

量最高，提取率可达26.87%。而后，随着处理强度的

增加，林蛙多糖的提取率开始缓慢的下降。

2.1.2 脉冲数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高压脉冲电场处

理的脉冲数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结果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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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正交试验因素一水平设计表

Table 1 Factor and level design of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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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T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N  Factor .—
1.eve]   电场强度

Rler衍C右川d

  intensity

    脉冲数

Number of pulse

提取液浓度

S'-nr4rhnti- of

distilling solution

10kv/cm

20kv/cm

30kv/cm

2as

4us

6 u s

0.5%KOH

1.0%KOH

    称取相同质量的中国林蛙干粉9份，分置于9个烧

杯中，按照正交试验设计进行处理，后处理同单因素。

1.4 四种提取方法的比较

    根据正交试验的结果，比较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法与

传统碱提取法‘51酶提取法‘61以及复合酶提取法‘7]的差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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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脉冲数对林蛙多箱提取的影响

Effect of number of pulse on the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由图2可知，在脉冲数为61t s时，林蛙多糖提取

率最大为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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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提取液浓度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 提取液浓度

对林蛙多糖提取的影响结果见图30

          表4 四种提取方法的比较

Table 4 Compare of the four extraction methods

方法 碱法 酶解法 复合酶法 高压脉冲电场

Method              Alkali    Enzyme Compound enzyme Pulse electric
                    extmrtion  t atnnctinn .劝rps}inn       field extraction

19.78     24.44       31.38 55.59

10.78     14.93       16.81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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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提取液浓度对林蛙多箱提取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extraction solution concentration

        on the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由图3可知，提取液浓度为1%时，林蛙多糖提取

率最大为30.90%。此外由试验可知，提取液浓度为2%

时，高压脉冲电场的电场强度无法继续增加，出现打

火现象。

2.2 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蛙多糖提取条件的优化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用0.5% KOH提取液，在电场强

度为20kv/cm和脉冲数为611s的条件下用高压脉冲电场

提取林蛙多糖的提取率最大为55.59%。根据极差分析结

果，在本试验条件下影响林蛙多糖提取率的3个因素中

(电场强度、脉冲数、提取液浓度)，以电场强度的影响

最大，其次是脉冲数，影响最小的因素为提取液浓度。

            表3 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处理号 场强(kV/cm) 提取液浓度 脉冲数(u s) 提取率(%)
TrpAtment    Fjp,(I+c    Extraction solution      N-1-her     Extractinn

          field intensity    concentration               of pulse    percentage
    1           10 水 2         18.94

3.1 在本试验条件下用高压脉冲法提取中国林蛙多糖的

优化条件为电场强度为20kV/cm、脉冲数为611s、提取

液浓度为0.5%KOH，具有提高林蛙多糖的提取率，减

少杂质并缩短提取时间的优点，用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林

蛙多糖的提取率最大为55.59%。采用高压脉冲提取时，

电场强度、脉冲数不宜过大，随着处理强度和时间的

延长，提取率反而下降，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压脉冲电

场具有较强的电解作用，较大的电场强度和较长处理时

间会使大分子的多糖断裂，从而影响多糖地提出率。反

之，电场处理强度和脉冲数过小，未达到改变细胞膜

的通透性，从而使细胞内多糖渗透出细胞外的程度，多

糖提取率低。

3.2 比较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法与碱法、酶法以及复合

酶法在林蛙多糖提取率、总糖含量方面的差异，高压

脉冲电场提取的林蛙多糖提取率和总糖含量均高于其他

三种方法，其提取率是复合酶法的1.77倍，总糖含量

高于复合酶法6.34%，且提取物中杂质少。这可能是因

为高压脉冲电场具有使细胞膜瞬时破裂，改变细胞膜的

通透性，导致细胞内容物快速泄漏的机理，因此，高

压脉冲电场提取多糖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多糖提取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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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四种提取方法的比较
    比较高压脉冲电场提取法与碱法、酶法以及复合酶

法在林蛙多糖提取率、总糖含量方面的差异见表40

    在常用的三种方法中，复合酶提取法提取效果好，

但高压脉冲电场提取的林蛙多糖提取率和总糖含量均高

于其他三种方法，其提取率是复合酶法的1.77倍，总

糖含量高于复合酶法6.34%，且提取物中杂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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