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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糟戊聚糖降脂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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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小白鼠进行动物实验证明 麦糟戊聚糖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小鼠的血清总胆固醇 甘油三脂和低密度

脂蛋白水平 减小动脉硬化指标 对小鼠高脂血症和动脉硬化具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麦糟戊聚糖能显著降低高血

脂小鼠的肝系数 肝脏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 缓解肝脏的脂肪病变 麦糟戊聚糖能提高小鼠红细胞内SOD 活

力 降低红细胞中 MDA 含量 提高血液中GSH- P x 活力 从而清除机体内的超氧阴离子 减少机体受自由基的

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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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id-lowering and Antioxidative Action of  Soluble Pentosan Isolated from Beer̀ s Spent Grains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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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e experiments showed serum lipid-lowering and antioxidative action of the Pentosan isolated from beer`s

spent grains. Compared with the hyperlipidemic group, Pentosan isolated from beer s spent grains could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cholesterol levels of mice, including the serum TC, TG, LDL-C and arteriosclerosis index(AI). It could also lower the liver

weight, TC and TG. Pentosan isolated from beer's spent grains also improved SOD activity, reduced MDA content in mice and

enhanced GSH-Px activity in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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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戊聚糖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是由阿拉伯木聚糖和阿拉伯半乳聚糖组成的混合物

阿拉伯木聚糖中木糖通过(-(1-4) 糖苷键连接成线性结构,

在约有一半木糖残基的 C3 或 C2 位上连接有呋喃型阿拉

伯糖, 部分阿拉伯糖以酯键形式连接有阿魏酸 在阿拉

伯半乳聚糖中 半乳糖相互之间以(-D-(1-3)和(-D-(1-6)或

(-D-(1-6) 糖苷键相联接 在阿拉伯半乳聚糖上连有富含

羟辅氨酸的肽 水溶性戊聚糖的结构一般具有较多的分

支, 在水中表现出良好的膨胀分散能力和较高的粘度

独特的网状结构使其具有与人体肠道内有害物质结合的

能力, 在肠道内能被部分有益微生物作为自身营养物而降

解利用 对人体具有降血脂 减肥 通便 抗氧化

作用等重要的生理功能[1,2] 此外 戊聚糖具有高粘度

氧化胶凝等性质 可以作为增稠剂和保湿剂应用于食品

行业 膳食纤维对人体的保健功能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

究事实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所证实 如抑制腐生菌的生

长 清除自由基和外源性有害物质 预防便秘和结肠

癌 降低血脂 预防由冠状动脉引起的心脏病等[ 3 , 4 ]

麦糟是啤酒工业的主要副产物之一 干燥后含有

22% 2 7 % 的粗蛋白质 16% 1 7 % 的粗纤维 可溶性

无氮物为39% 4 3 % 其中主要成份是戊聚糖 对啤酒

糟的综合利用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工作者们的十分重

视 并先后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推广应用的技术 国外

已有研究报道表明 麦糟是一种可以提取为人体所利用

的良好膳食纤维来源[ 3 ] 本文利用小白鼠作实验动物

初步研究了麦糟戊聚糖的降脂功能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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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验材料

昆明种小鼠 雌雄各半 1 8 2 0 g

麦糟戊聚糖( 实验室自制)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丙二醛(MDA)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总胆固醇(TC)

甘油三脂(TG)测试盒(北京中生生物工程高技术公司)

基础饲料  玉米 41.31% 麸皮 33.80% 黄豆

17.27 鱼粉 6.26% 食盐 0.25% 贝壳粉 0.50%

磷酸氢钙 0 . 5 0 % 新杨复合维生素 0 . 0 1 % 生长

素 0 . 4 %

高脂饲料配制  基础饲料 91.5% 猪油 6% 胆固

醇 2 % 脱氧胆酸钠 0 . 5 % 拌匀 制成块状 风干

1.2 饲养

昆明种小鼠24 只 用基础饲料作3d 适应性饲养后

应用随机数字表进行完全随机化分组 分为 3 组 每组

8只 正常组  饲喂基础饲料 高脂组  饲喂高脂饲料

麦糟戊聚糖组  饲喂高脂饲料与 8% 麦糟戊聚糖 饲养

期间 小鼠于不锈钢笼内喂养 自由摄食和饮水 环

境温度保持在 23 2 5 隔日记录进食量 每周称取

体重 3 组小鼠饲养28d 后 禁食 6h 球后静脉采血

使小鼠血流尽至死 在盛血的小管中加入抗凝剂 记

录采血体积 放入冰箱中待用 并分离肝脏 测定各

项指标

1.3 各种指标的测定

体重摄食量的测定 饲养期间 隔日准确记录进

食量 每周称取体重

SOD 活力 MDA 含量和GSH Px 活力的测定  采

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测试盒方法进行

血清 TC 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测定  采用美国Beckmen-C

7 大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动脉硬化指数(AI)  AI=(TC HDL-C)/HDL-C

肝脏系数  将处死的小鼠分离肝脏 滤纸吸干后称

其重量(g) 按下式计算肝脏系数  肝脏系数(%)=肝脏重

量(g)/体重(g) 100%

肝脏脂质测定  称取肝脏 以肝脏与生理盐水(w:v)

1:10匀浆 以3000 4000r/min离心10 15min 取上清

液测其 T C 和 T G

所有实验数据经统计分析后用 X S 表示 组间差

异用 t 检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生长指标比较

各组小鼠实验初 实验末体重及平均每日摄食量见

表 1 结果表明 各组小鼠的体重 摄食量差异无显

著性(p 0.05) 说明添加麦糟戊聚糖不影响小鼠的食欲

及生长

组别 n 体重(开始,g) 体重(结束,g) 平均摄食量(g/D)

0 8 20.05 0.98 26.46 0.90 4.24 0.45

4 % 8 20.55 1.05 26.98 0.97 4.35 0.55

8 % 8 19.88 1.02 26.03 1.05 4.30 0.50

表1  各组小鼠平均摄食量及体重变化

Table 1   The feed comsumed and body weight change of mice

2.2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血清 T C T G 的影响

28d 试验结束后 各组小鼠血清TC TG 的变化情

况见表 2 结果表明 高脂组小鼠血清 T C 和 T G 二项

指标较正常基础组显著升高(p 0.01) 说明小鼠高脂血

模型的建立比较成功 麦糟戊聚糖组的血清 T C 明显比

高脂组降低(p 0.01) 但仍比正常组高 TC 浓度较高

脂组下降了36.33% 麦糟戊聚糖组的血清TG 明显比高

脂组降低(p 0.01) 与正常组相当 TG 浓度较高脂组

下降了28.57%

组别 TC(mmol/L) TG(mmol/L)

正常组 3.13 0.18 0.58 0.09

高脂组 5.78 0.32 0.84 0.10

麦糟戊聚糖组 3.68 0.28 0.60 0.08

表2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血清TC TG 变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the pentosans on the serum TC,TG of mice

2.3 麦糟膳食纤维对HDL-C LDL-C 和 AI 的影响

低密度脂蛋白(LDL)胆甾醇与心血管病发作直接相

关 而高密度脂蛋白(HDL)胆甾醇则与心血管病的发作

具有相反的关系 表 3 显示了实验结束后各组小鼠的血

清 HDL-C 和 LDL-C 以及动脉硬化指数 AI 实验结果表

明 麦糟戊聚糖组 H D L - C 值显著高于正常组 高脂组

(p 0.01) LDL-C 值显著低于正常组 高脂组(p 0.

01) 而动脉硬化指数也显著低于高脂组(p 0.01)

组别 HDL-C(mmol/L) LDL-C(mmol/L) AI

正常组 1.54 0.12 1.41 0.08 1.03 0.07

高脂组 1.28 0.10 3.77 0.12 3.52 0.10

麦糟戊聚糖组 1.96 0.10 1.00 0.13 0.88 0.06

表3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血清HDL-C LDL-C 和 AI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he pentosans on the serum HDL-C LDL-C

and AI of mice

2.4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肝重 肝系数和肝脏 T C T G

的影响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肝重 肝系数和肝脏 TC TG 的

影响分别见表 4 和表 5 结果表明 高脂组小鼠肝重及

肝系数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1) 而麦糟戊聚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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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重及肝系数与高脂组相比均明显降低(p 0.01) 与

高脂组比较 麦糟戊聚糖组的小鼠肝脏 TC 和 TG 均显著

降低(p 0.01) 与正常组相当 表明麦糟戊聚糖能减

少小鼠肝脏的脂肪病变

组别 肝重(g) 肝系数(%)

正常组 1.20 0.13 3.72 0.18

高脂组 2.16 0.19 6.35 0.36

麦糟戊聚糖组 1.51 0.26 4.52 0.35

表4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肝重 肝系数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the pentosans on the liver weight and liver

coefficent of mice

2.5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MDA S O D 和 GSH - P x 的影响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血清的 M D A 含量 S O D 活力和

GS H - P x 活力的影响见表 6 与对照组相比 高脂组的

MDA 含量明显增高(p 0.01) SOD 活力明显降低(p

0.01) GSH-Px活力明显降低(p 0.01) 与高脂组相比

麦糟戊聚糖组的MDA 含量显著降低(p 0.01) SOD 活

力显著增加(p 0.01) GSH-Px活力显著增加(p 0.01)

说明麦糟戊聚糖可提高小鼠机体抗氧化能力 有良好的

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组别 肝脏 TC(mmol /g) 肝脏TG(mmol /g)

正常组 5.36 0.72 5.22 0.21

高脂组 9.66 0.62 13.68 0.80

麦糟戊聚糖组 5.30 0.71 5.14 0.69

表5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肝脏TC和TG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the pentosans on the liver TC,TG of mice

组别 MDA (nmol/l) SOD (u/ml) GSH-Px (u/ml)

正常组 5.59 0.24 435.52 12.62 57.65 1.83

高脂组 9.37 0.55 302.48 10.70 38.69 1.02

麦糟戊聚糖组 6.69 0.50 412.08 13.62 50.26 1.54

表6   麦糟戊聚糖对小鼠血清中MDA SOD和 GSH-Px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the pentosans on serum MDA, SOD and GSH-

Px of mice

3 讨  论

3.1 高脂血症主要是指血清总胆固醇(TC) 甘油三酯

(TG)高于正常值上限的脂代谢障碍病症 LDL 是将肝脏

合成的胆固醇转运到全身组织的主要形式 大量流行病

学 临床 动物实验和细胞学实验资料证实 血清 LDL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AS)呈明显的正相关 LDL 被认为

是致动脉粥样硬化因子 而 HDL 被认为是一种抗动脉粥

样硬化的脂蛋白 能将周围组织及动脉壁上的胆固醇吸

收下来 并把它运输到肝脏中分解 从胆汁排出 因

此 HDL 可防止脂质在动脉壁上沉积 具有抗动脉硬化的

作用 麦糟戊聚糖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小鼠的血清总胆固

醇(TC)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水平 减小动脉硬化指标

(AI) 对小鼠高脂血症和动脉硬化具有较好的预防和治

疗作用 麦糟戊聚糖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小鼠的肝系数

肝脏 T C 和 T G 缓解肝脏的脂肪病变

3.2 S O D 对肌体的氧化和抗氧化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是机体内酶类自由基清除剂之一 可清除体内

过多积累的自由基对生物膜和其他组织造成的损伤

S O D 活力的高低间接反映了肌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

其含量高低可指示机体抗氧化系统的功能水平 M D A

是自由基攻击生物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引发的脂质

过氧化作用的最终分解产物 其水平高低反映了机体脂

质过氧化反应的速率或强度 M D A 含量异常增高会引

起细胞损伤 GSH-Px 是肌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催

化过氧化氢分解的酶 特异的催化还原性谷胱甘肽对过

氧化氢的还原反应 起着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完整的

作用 本试验说明 麦糟戊聚糖能提高小鼠红细胞内

SOD 活力 降低红细胞中MDA 含量 提高血液中 GSH-

P x 活力 从而清除机体内的超氧阴离子 减少机体受

自由基的攻击

3.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日渐提高 统计显示 中国已有 8 0 0 0 万高血脂患者

目前已占据我国人口死亡原因的首要位置 心血管疾病

的防治已列入国家卫生工作日程 麦糟戊聚糖的降低高

血脂和清除机体内的超氧阴离子等功能对麦糟戊聚糖的

开发和预防心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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