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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孔吸附树脂分离纯化发酵液中α-葡

萄糖苷酶抑制剂的研究
　　　　　　　　　

张晓琦 1，杨明琰 1，2，马 瑜 1，田 稼 1

　　　　　　　(1.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43；2.西北大学化工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本实验研究了大孔吸附树脂对发酵液中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分离特性。选择 7 种大孔吸附树脂，通

过比较其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率和解吸率，筛选出最佳吸附剂，并对其吸附动力学特征及解吸条件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孔吸附树脂 SZ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有较好的吸附和解吸效果，其吸附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pH6.0，上样流速为 4.5BV/h 时，其动态贯穿吸附量为 6.3 × 103U/g 树脂。30% 乙醇浓度可将α- 葡萄糖苷酶

抑制剂洗脱下来，解吸率达 88%。用大孔吸附树脂 SZ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进行吸附分离具有吸附量大、解吸

容易、再生方便的特点，十分适合于发酵液中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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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n types of macroporous resin were compared on their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performances to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from fermentation broth of Streptomyces sp. DO406. The optimal resin was selected and its dynamic adsorption characterisyics and

desorption conditions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SZ4 resin presents the highest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capacities to theα -

glucosidase inhibitor, and its optimal adsorption conditions are: pH 6.0 and flow rate 4.5 BV/h. The maximum adsorption is 6.3×103 U/

g resin. When 30% ethnal is used as eluant, the desorption rate is 88%. SZ4  shows better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capacity to α -

glucosidase inhibitor, so it is appropriate to separate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from fermentation br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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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葡萄糖苷酶是一类生物体中非常重要的酶，它

不仅是维持生物体正常代谢的关键性酶，同时也和许多

因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密切相关，因而可以通过抑制此

类酶的活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α- 葡
萄糖苷酶抑制剂是近年来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的研发热

点 [ 1 ]，它通过抑制α- 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减少食物中

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延缓葡萄糖的生成和吸收，从而

达到降低餐后高血糖，减少其并发症发生的目的，是

II 型糖尿病人常用的控制血糖的药物。目前在临床上应

用的阿卡波糖、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等糖尿病治疗药

物都属于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药物[2]。

本研究从新疆、甘肃等地的土样中筛选分离得到一

株白色链霉菌，并从其发酵液中分离到一种新型α- 葡
萄糖苷酶抑制剂，它对猪胰α- 淀粉酶和α- 葡萄糖苷酶

都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其抑制活性高于阿卡波糖，且

其活性成分对酸、碱及热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而

在降糖药物的开发上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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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发酵菌种：链霉菌 D0406 由

本实验室筛选得到。

大孔吸附树脂 SZ1、SZ2    河北沧州宝恩化工有限

公司；SZ 3、SZ 4、SZ 5、SZ 6    漂莱特(中国)有限公

司；SZ7    西安蓝晓科技有限公司；α- 葡萄糖苷酶、

猪胰α- 淀粉酶    Sigma 公司；PNPG    E-Merck 公司；其

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恒温振荡摇床、旋转蒸发仪、高速离心机、酸度

计、自动收集仪。

1.2 培养基组成及培养方法

斜面培养基：高氏一号。

种子培养基：可溶性淀粉 1 %、葡萄糖 1 %、蛋白

胨 0.8%、NaCl 0.3%、K2HPO4 0.1%、MgSO4 0.1%、

pH7.0～7.2。
发酵培养基：可溶性淀粉 1 %、葡萄糖 1 %、蛋白

胨 0.8%、黄豆饼粉 0.2%、NaCl 0.3%、K2HPO4 0.1%、

MgSO4 0.1%、pH7.0～7.2。
培养方法：摇瓶培养，500ml 三角瓶，装量 100～

125ml，用接种铲接入培养 48h 的斜面菌种约 0.5cm2 于种

子培养基，往复式摇床 28～30℃摇瓶培养 72h，10% 接

种量接入发酵培养基，往复式摇床 2 8～0℃摇瓶培养

14 4h 左右。

1. 3 发酵液预处理

发酵液 → 酸化至 pH2.0 →加热煮沸→离心→阳离子

交换树脂脱色、除盐→阴离子交换树脂脱色、除盐、

中和 p H 值至 6 . 0 ，备用。

1.4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测定

参照参考文献[3]进行。

1. 5 α- 淀粉酶抑制剂的测定

参照参考文献[4]进行。

1. 6 大孔吸附树脂的预处理[5]

将实验用大孔吸附树脂用 95% 乙醇充分浸泡过夜。

采用湿法将树脂缓慢装入直径为 2.5cm 的层析柱，用去

离子水冲洗至流出液不出现白色浑浊，无乙醇气味后，

用 3～5BV 5% 氢氧化钠，以 4～6BV/h 的流速淋洗至碱

性，用去离子水冲洗至中性；然后用 4～6BV/h 5% 盐

酸淋洗至酸性，最后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至中性备用。

1. 7 静态吸附解吸实验[6]

分别称取 7 种经预处理好的大孔吸附树脂各 0.5g(按
含水量换算的干重)，置于 100ml 具塞三角瓶中，加入

30ml 发酵滤液，放入摇床 25℃振荡吸附 120min，待其

充分吸附后，测其平衡液中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和α-
淀粉酶抑制剂浓度。除去吸附液，加入 30ml 30% 乙醇

振荡解吸 120min，旋转蒸发除去乙醇，测其浓缩液中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浓度和α- 淀粉酶抑制剂浓度。

按下式计算静态吸附量、吸附率 ( % ) 、解吸率

( % )。选择吸附量和解吸率较高的大孔吸附树脂备用。

静态吸附量 Q(U/g)＝(Co Vo － Ce Ve) / M
吸附率Ea(%)＝(CoVo －CeVe) / CoVo × 100
解吸率 Ed(%)＝(QM － Cd Vd)/ QM × 100
式中，C0 为起始浓度 (U/ml)；Ce 为平衡浓度 (U/

ml)；Cd 为洗脱液浓度 (mg/ml)；V0 为起始体积 (ml)；
Ve 为平衡体积(ml)；Vd 为洗脱液体积(ml)；M 为抽干树

脂重量 (g)。
1.8 吸附动力学实验

准确称取 0.5g 树脂，置于 100ml 具塞三角瓶中，加

入 30 ml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发酵滤液，于室温下放入

120r/min 的摇床中振荡，定时取样分析，测其平衡液中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和α- 淀粉酶抑制剂残余浓度，以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为指标计算吸附量，绘制吸附动

力学曲线。

1.9 动态吸附解吸实验

将大孔吸附树脂湿法分别装于三个 1.2cm × 40cm 的
层析柱中，将预处理过的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发酵液

样品以 1.5、3.0、4.5BV/h 的流速通过层析柱，定时取

样，检测流出液的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活性，控制吸

附终点，绘制树脂的泄漏曲线。达到吸附平衡后，用

蒸馏水洗至流出液无色后，再用 0～95% 的乙醇以 1.5BV/h
进行梯度洗脱，分管收集，10ml/ 管，旋转蒸发除去洗

脱液中的乙醇，分别测定各管浓缩液中α- 葡萄糖苷酶

抑制剂活性，收集合并活性组分。冷冻干燥即可得到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样品。

2 结果与分析

2.1 树脂的筛选

采用静态吸附实验方法，以各种大孔吸附树脂对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量、吸附率及解吸率为筛

选指标进行筛选，实验结果见表 1 。

表1   各种大孔吸附树脂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及解吸效果

Table 1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macroporous resins to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树脂型号  极性 静态吸附量(U/g干树脂) 吸附率(%) 解吸率(%)
SZ1 非极性 1.50 × 103 72.0 65
SZ2 非极性 1.47 × 103 70.0 68
SZ3 非极性 1.22 × 103 58.0 73
SZ4 非极性 2.10 × 103 98.0 88
SZ5 弱极性 1.89 × 103 90.0 85
SZ6 弱极性 1.42 × 103 67.5 82
SZ7 极  性 1.37 × 103 40.0 78

树脂的极性是影响吸附功能的重要因素，极性物质

在非极性介质中易被极性吸附剂吸附，非极性物质在极



     2008, Vol. 29, No. 12 食品科学 ※基础研究60

性介质中易被非极性吸附剂吸附。实验所选用的树脂有

非极性、弱极性和极性三种类型。由表 2 可知，非极

性的 SZ 1、SZ 2、SZ 3、SZ 4 对α- 淀粉酶抑制剂的吸附

量较大，而极性树脂 SZ 7 的吸附量最小，说明α- 葡萄

糖苷酶抑制剂是一种极性较弱的物质。而在几种非极性

树脂中，其中 SZ 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量最

高，而其解吸率也最大，因此通过吸附量和解吸率的

比较，选择 S Z 4 作为下一步实验的树脂材料。

2.2 吸附动力学实验

吸附过程中，吸附速度的快慢也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指标。由图 1 可知，树脂 S Z 4 对α- 葡萄糖苷酶

抑制剂的吸附属于快速吸附平衡型，在吸附 60min 内

迅速达到吸附高峰，在吸附 1 20 min 就可以达到吸附

平 衡 。

图1   SZ4对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动力学曲线

Fig.1   Adsorption kinetic curve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on S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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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动态吸附 - 解吸实验结果

2.3.1 SZ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泄漏曲线[6]

剂的吸附泄漏曲线，结果如 2 所示。从图 2 可知，如

果以流出液浓度 C 为上柱液浓度 C0 的 10% 为贯穿点，三

种流速条件下达到贯穿点时吸附的溶液体积都很大，这

是因为 SZ4 树脂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吸附量很大，

在较高的流速下已经可以吸附绝大部分活性组分了，如

果降低流速会使得操作时间延长，效率降低，而且发酵

滤液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污染，因此综合考虑树

脂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选择 4.5BV/h 的流速比较合适。

图 3 是在 pH6.0、流速为 4.5BV/h 条件下，α- 葡

萄糖苷酶抑制剂样品液在 S Z 4 吸附树脂上的穿透曲

线，以流出液浓度 C 为上柱液浓度 C0 的 10% 为贯穿点，

计算动态贯穿吸附量为 6.3 × 103 U/g 树脂。

图3  SZ4吸附树脂对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穿透曲线

Fig.3   Breakthrough curve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at pH 6.0
and flow rate of 4.5 B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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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SZ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解吸实验

图4   SZ4树脂动态解吸曲线

Fig.4   Desorption curve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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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发酵滤液以 1.5、3.0、4.5BV/h

的流速通过层析柱，定时取样，测定流出液中α- 葡萄

糖苷酶抑制剂的活性，绘制 SZ 4 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

图2   SZ4在不同流速下的穿透曲线

Fig.2   Breakthrough curves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at different
flow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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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V的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发酵滤液以4.5BV/h的
流速通过层析柱，以 0～95% 的乙醇梯度洗脱，洗脱流

速 1.5BV/h，10ml/ 管，测定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活

性，绘制解吸曲线，见图 4 。图 4 表明，乙醇浓度为

2 0 % 左右时，大量的发酵液样品色素先洗脱下来，乙

醇浓度升高至 30% 左右时，吸附在树脂上α- 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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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抑制剂被洗脱下来，洗脱峰主要集中在 30%～35% 的

乙醇洗脱液里，峰窄且集中，无拖尾，收率高。之

后树脂在高体积分数的乙醇洗脱下完成清洗再生，用水

洗至无明显乙醇气味后即可重新使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食物中的淀粉等碳水化合物首先在胰α- 淀粉酶的

作用下降解成为寡糖，寡糖再通过小肠上皮绒毛膜刷状

缘上的α- 葡萄苷酶如蔗糖酶、麦芽糖酶等双糖酶的作

用下分解成为葡萄糖最后进入血液成为血糖。本研究从

白色链霉菌中筛选出的活性成分同时对α- 葡萄糖苷酶和

α- 淀粉酶都具有强烈的抑制活性具有强烈的抑抑制活

性，因此在降糖、降脂、减肥等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

价 值 。

3.2 本实验筛选得到的大孔吸附树脂 SZ4 对α- 葡萄糖

苷酶抑制剂具有吸附量大、洗脱剂浓度低、解吸容易、

再生方便的特点，同时还可除去发酵液中的部分色素，

十分适合于发酵液中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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