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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提纯与

测活技术研究进展

姜 云，茅 力 *，蔡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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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果蔬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数种提纯技术和活力测定方法分别进行了分析比较，阐明了优劣点。在

工艺研究或实际生产中，需结合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提纯方案，选择合适的测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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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是一

种具有催化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 2·)发生歧化反应功能

的蛋白质，由蛋白质和金属离子组成，它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以及一些微生物体内。根据活性

中心所含金属离子的不同，主要分为 CuZn-SOD、Fe-
SOD 和 Mn-SOD，三种 SOD 的某些理化性质和酶的稳

定性有差异[1]，而且在真核、原核生物以及细胞器中的

分布不同，Cu，Zn-SOD 和 Mn-SOD 在人体中的器官

趋向也不同[2]。许多资料证明，SOD 对人体有着广泛的

保护作用。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迅速上升，

随着对癌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发现 SOD 在抗癌方面亦有

着重要作用。各种促癌、致癌因素作用于机体后通过

多条不同的反应途径生成多种活性氧，O 2·是该过程

中的 原始产物。过量的活性氧可以破坏机体的氧化还

原状态，造成生物大分子，特别是 D N A 损伤，引起

遗传信息紊乱，使机体原本受到精密调控的细胞增殖、

分化、调亡等生物行为失控，进而引发肿瘤。S O D 作

为 O 2·的清除剂，第一个参与活性氧的清除反应，在

抗氧化酶类中处于核心地位，有效地抑制了肿瘤的发生

发展。 近还有研究表明，某些植物线粒体 SOD 具有

RNA 结合特性，能直接参与基因的表达与调控等其他生

物学功能 [ 3 ]，进而可能直接决定肿瘤的形成与否。目

前，S O D 已应用于临床抗癌，包括阻止原发肿瘤的发

生、降低肿瘤侵袭力、抗癌药物的细胞毒性和心肌细

胞毒性效应[4 -6 ]。

我国传统工业多从动物的血液和内脏器官中提取

S O D，但这类原料来源有限，成分复杂，且在储存、

运输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因此导致生产工艺复杂化，

使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此外，人和动物之间蛋白的

异源性使人易发生免疫变态反应而导致过敏，以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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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疯牛病、口啼疫等传染性疾病的漫延，动物来源 SOD
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危险因素。相比而言，人

们日常食用的无污染蔬菜、瓜果中含有丰富的 SOD，资

源丰富、易于处理，生产工艺也能得到简化，故成本

低廉，且植物 SOD 较动物 SOD 不存在抗原反应，使用

安全性非常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过敏和交叉感染。所

以，寻找富含高活力 SOD 的果蔬并从中提纯 SOD 开发

抗癌产品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就现有的果蔬中超氧化物

歧化酶的提纯与测活技术进行综述，目的是为寻找富含

高活力 SOD 的果蔬并从中提纯高纯度 SOD、开发抗癌

产品提供方法学基础。

1 果蔬中 SOD 的提纯

从果蔬中提纯 SOD 的方法较多，其基本工艺流程

为：原料预处理、除去大部分杂蛋白得到 S O D 粗品、

再经柱色谱分离得到 SOD 精品。 SOD 在溶液状态易丧失

活性，经常将所得精制酶液经浓缩后冷冻干燥保藏。值

得注意的是，SOD 的提纯并不是以下各步骤中某一方法

单一独立地使用，而是需结合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

工艺方案，几种方法结合起来或重复使用，从而获得

需要的 S O D 制剂。

1.1 原料预处理

从原料中提取 SOD，主要包括组织细胞破碎、抽

提液提取、纱布过滤、超速低温离心等步骤。如有必

要，还可对原料进行两次预处理。若需单独提取细胞

溶质、线粒体或叶绿体中 SOD 进行研究，可通过调节

离心速度、选择收集离心后的上清液或沉淀而实现[7-9]。

1.1.1 组织细胞的破碎

常采用的组织细胞破碎方法主要有机械研磨法、

冻融法、超声波破碎法等。机械研磨法处理容量大，

操作简单，已被广泛运用；冻融法所需设备简单，但

效率不高，若操作时间过长，可因胞内蛋白酶作用使

酶活力损失较大，故应加入蛋白酶抑制剂，如苯甲基

磺酰氟(PMSF)，络合剂 EDTA 等；超声波破碎法一次

处理容量大，但细胞破碎程度不高，且超声空穴局部

过热已引起酶活性丧失，故处理时间应短，并以冰浴

处理。孙利芹等[10]用实验证明超声波法较反复冻融法简

便易行、适合于微藻细胞破碎。于平等 [ 1 1 ]以螺旋藻细

胞为实验对象显示采用冻融法和超声波破碎法结合处理

更为合理，还有学者证明[12]微波法和甲苯破壁法效果均

较超声波法为好。

1.1.2 抽提液的制备

抽提液可抽提出细胞可溶性成分，为使抽提完成并

防止 pH 值的剧烈变化、尽量提高抽提率，应使用类似

生理条件下的较高浓度缓冲液，如 50mmol/L 磷酸溶液、

0.2mol/L 磷酸钠溶液、50mmol/L 磷酸钾缓冲液、20mmol/L
的 Tris- 酸缓冲液。缓冲液中可加入 0.1～1mmol/L EDTA、

0.01% 巯基乙醇、聚乙稀吡咯啉酮(PVP)或 0.4mol/L 蔗糖

以吸附杂质离子、分子、化合物或是稳定 S O D。也可

用水、低浓度盐溶液如 0.5mol/L NaCl 溶液[13]或异丙醇提

取 [ 1 2 ]。加入抽提液前要确定抽提液与原料的体积质量

比 。

1.2 去除杂蛋白

根据 S O D 理化性质的特点，常用以下除杂方法、

或几种方法串联或重复，除去提取液中大部分杂蛋白成

分，得到 S O D 粗品。

1.2.1 热变性法

该法操作十分简便，不需加入其他试剂，故既不

引入杂离子，又除去了一部分杂蛋白，还保留了大部

分酶活力，是一种简便、经济的初步纯化方法。邓旭

等[13]对 SOD 抽提液进行短时间的热击处理后，抽提液的

总蛋白浓度下降，而 SOD 酶活却没有明显的变化，SOD
比活增大。有研究表明，用热变性法代替磷酸缓冲液

提取法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所得酶比活力、回收率、

纯化倍数均大于后者 [ 1 4 ]。但是，热变性法并不能大幅

度提高 SOD 的比活，故只能作为一种很初步的去除杂蛋

白手段。

1.2.2 丙酮沉淀法

丙酮作为有机溶剂易蒸发除去，沉淀后不需要专门

的方法去除沉淀剂，必要时采用真空抽滤脱除即可，且

其密度低，与沉淀物密度差大，便于离心分离。实际

运用中多采用分级沉淀法，效果更优于单次沉淀法。但

该法的缺陷亦十分明显，如丙酮易燃易爆，安全要求

较高，且带有一定的毒性，易使酶变性失活；再如实

现该法需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媒，而丙酮成本较高，难

以规模化制备；而且采用单一浓度沉淀剂沉淀时，必须

先确定提取液与沉淀剂的体积比，如 1.5 倍体积的冷冻

丙酮用于从芦荟中沉淀 SOD[15]；3 倍体积的冷冻丙酮用

于烟草中沉淀 SOD[16]。

1.2.3 硫酸铵盐析法

硫酸铵盐析法是 SOD 初纯阶段又一被广泛采用的方

法。硫酸铵价廉、温度系数小而溶解度大，能使酶活

性保持稳定，此外，操作条件较为温和，常温下进行

亦不易导致酶失活。故该法和丙酮沉淀法比较，虽然

分辨力较低，但所得蛋白含量、酶活和比活均较高，

且方便易行。硫酸铵的缺陷是水解后变酸、腐蚀性强、

残留的硫酸铵在食物中虽量少，但会影响其味、有毒，

需透析脱盐。在实际应用中，常采用 K s 分段盐析方

法，分段盐析往往也要多次反复进行。但需注意硫酸

铵添加量不同，会造成 SOD 比活的不同，所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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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分离纯化 SOD，有必要的对盐析的硫酸铵添加量

进行实验 [ 1 7 ]。

1.2.4 等电点沉淀法

这是 简单易行的分离方法，且 SOD 的等电点在

偏酸性范围内，而无机酸价廉，其应用亦能为蛋白质

类食品所允许，并且经此步骤后可直接进行其他纯化，

无需除去残余酸，但是酸化时易使酶失活，且纯度不

高，故常与其他方法配合使用。

1.2.5 氯仿 - 乙醇萃取法

在提取液中按体积比 4:1 加入 3:5 的氯仿 - 乙醇溶液

作为萃取剂将 SOD 溶解于其中，一方面可将杂蛋白沉淀

出来，如花生中油脂和蛋白质含量均高，增加了 S O D
的分离纯化的难度，程光宇等[18]在花生 SOD 提取液中按

体积比 4:1 加入 2:3 的氯仿 - 乙醇溶液，除去了粗提液中

4 5 % 的杂蛋白；另一方面，氯仿 - 乙醇液处理后，样

品中的 Mn-SOD 失活，可使 CuZn-SOD 的纯化变得相对

简 单 。

1.2.6 其他方法

如聚乙二醇(PEG)沉淀法、碱处理法、膜技术、絮

凝剂沉淀法。PEG 沉淀法能在室温下进行，沉淀作用条

件温和，不易引起酶的变性；而且，P E G 无毒、不可

燃，对后续分离步骤影响少，可不除去；该法沉淀作用

较完全，在酶溶液中PEG终浓度为 40%时，使酶液中SOD
沉淀完全，且得到的沉淀颗粒较大，收集容易；然而实

际应用中，PE G 更多地是用于浓缩。碱处理操作简单，

省时省力，化学药品用量少，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并且有研究表明碱处理效果明显优于硫酸铵分级沉淀，提

出碱处理完全可取代传统的硫酸铵分级沉淀[19]。膜技术

步骤少，操作简单分离过程中不存在化学反应，物料

避免受热破坏，是一种简单、高效、低耗的 SOD 分离

纯化方法。实验证明利用微滤超滤法提取绿豆中 SOD 具

有无相变、低温、活性损失小、回收率高、操作简

单等特点 [ 2 0 ]。

1.3 柱层析法纯化 SOD
若要得到高纯度的 SOD，或是需纯化初 SOD 的同

工酶，一般都需借助柱层析法。但柱层析法处理量小，

运作成本很高，因此一般运用在一些操作简便、成本

低廉的粗纯方法之后。用各种层析法对 SOD 进行纯化，

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但需要选择适当的层析方

法，而且必要时需要相继或重复使用几种层析方法，合

理安排各方法的操作顺序，从而形成简便、快速、合

适的纯化工艺。常用的层析法有以下几种。

1.3.1 凝胶层析

又称凝胶过滤和分子筛层析，其操作方便，设备

简单，周期短，且条件温和不易引起 SOD 变性，层析

介质不需再生，可反复使用，是纯化 SOD 的重要步骤

之一。但是其上样量受到柱床体积限制而比较低，故

常用在纯化路线的 后一步或在此之前进行样品浓缩。

1.3.2 离子交换层析

由于离子交换剂的交换容量大，流速较快，避免

浓缩步骤，且稀的硫酸铵沉淀可直接加载于 DEAE - 纤
维素，因此，离子层析纯化 SOD 可节省大量时间，而

且可得到较高的总得率。但离子交换层析专一性不强，

且吸附不牢固，介质处理较繁琐，耗时长。此外，作

为分离纯化 SOD 的基本方法之一，该法与凝胶层析类

似，从不同材料中分离纯化 SOD 时所选用的离子交换剂

及凝胶的型号各不相同，故有必要根据 SOD 的分子量、

通过预试验，选择合适类型的葡聚糖及纤维素 [ 2 1 ]。

1.3.3 金属螯合亲和层析

该法吸附量非常大，其专一性比离子交换层析好，

可以与免疫亲和层析相比，如铜离子鳌合层析可以选择

性地将大蒜中杂蛋白与 SOD 分离，分离完全彻底并制备

得到高纯度 S O D。研究表明，通过金属螯合亲和层析

分离的物质，其纯度、活性、回收率及纯化倍数均较

高，故可认为金属螯合亲和层析是一种高效、快速的

纯化方法，适合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 2 2 - 2 3 ]。

1.3.4 疏水层析

疏水层析运用的是表面带低密度疏水基团的填料，

对蛋白质的回收率高，蛋白质变性的可能性小，并且

流动相中不使用有机溶剂，有利于蛋白质保持固有的活

性。有研究以 SOD 为模型蛋白质，将疏水层析扩大成

工厂规模，100L 材料可用 15L 疏水柱一次纯化[24]。但

同时也存在缺点，如其介质的制备需在有机溶剂中进

行，层析需在高盐浓的环境中，且样品吸附后 好用

表面活性及洗涤蛋白质，洗脱往往较困难。

1.3.5 高效液相层析

高效液相层析的柱体积可以加大，且仪器操作自动

化，可在同一柱上反复负载样品。雷闫盈等[25]采用丙酮

沉淀 - 高效液相色谱法制备 SOD，发现此方法简化了工

艺，降低了成本，且纯化速度快，色谱循环一次仅需

50min；但其仅为小规模生产实验，有待于进一步推广

到制备级色谱进行研究。

2 果蔬中 SOD 的活力测定

果蔬 SOD 活力测定方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有邻苯

三酚自氧化法、氮蓝四唑( N B T )光还原法、羟胺发色

法、发光法、极谱法、电泳法等。各种方法有着各

自的优缺点，工艺研究或是实际生产中质量控制时，都

要求尽量满足操作简便、测定快速、数据准确、稳定

性好、用一般实验室常规仪器即可进行的标准，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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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

2.1 邻苯三酚自氧化法

虽然该法受样品中杂质的干扰大，且对温度、p H
值、邻苯三酚浓度、S O D 待测液存放时间等诸因素比

较敏感，分析的重现性不十分理想，以致有学者认为

该法不适用于测定 SOD 活性[26]。但由于该法所用试剂和

仪器比较普通，测试方便，灵敏度高，已成为目前应

用 广泛的一种测试方法，甚至被有关行业采用为质量

标准检测法。此方法经过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简

单、快速、准确、灵敏的要求，改进后的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2.1.1 微量邻苯三酚自氧化法[27]

该法中，邻苯三酚和被测样液的加入量只有 10μl
左右，在整个反应体系中可忽略不计，不仅大大简化

了操作步骤，还可以避免多次稀释带来的误差和样品损

失，而且操作条件易于掌握，准确快速，同时，被

测样品的某些理化性状，如颜色、浑浊度等可不予考

虑，从而使其可广泛用于多种果蔬 SOD 酶活性的测定。

2.1.2 终止剂法

因为经典 Mark lund 邻苯三酚自氧化法[28]显色反应与

吸光度测定必须同步进行，且不能同时处理多个样品，

故研究者为优化实验用浓盐酸作为终止剂进行了改进，

但该方法灵敏度低，且必须在 5～8min 内测定 A420。用

二硫苏糖醇(DTT)或 VC 终止邻苯三酚自氧化反应[29]，可

克服上述缺点，其灵敏度与经典法相同，有较高的重

复性和回收率，同时显色反应与吸光度测定独立进行，

A 4 2 0 在 1 h 内保持恒定，故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样品。微

量 VC 终止剂法是 VC 终止剂法的再进一步改进，本方法

灵敏度更高 [ 3 0 ]。

2.1.3 其他

采用微机处理实验数据，不仅使操作更加简便快

速，而且提高了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改善了数据的重

复性和可比性。凌庆枝等 [ 3 1 ]根据邻苯三酚自氧化法原

理，自行设计、加工、组装成了极谱氧传感器 SOD 检

测仪，该检测仪体积小、安装操作方便，可以自行控

制、预定、显示温度，输出的电信号由自动平衡调节

记录仪记录且记录范围较宽，是一种快速、简便、经

济的 SOD 活性测定方法。

2.2 氮蓝四唑光还原法

与邻苯三酚自氧化法相比，NBT 光还原法的精确度

低，但灵敏度高、反应特异性强，受多酚氧化酶、过

氧化物酶等干扰因素影响较小，可用于邻苯三酚自氧化

法根本无法测出酶活力的粗提 SOD 酶液活力测定及聚丙

烯酰胺凝胶上 SOD 的活性测定。同时，该法利用建立

的公式代替作图法，可使结果计算方便、准确，避免

了作图法琐碎、主观性大的缺点。此外，还可采用四

氮噻唑蓝(MTT)取代 NBT，测试结果的重现性将更为理

想 。

2.3 羟胺发色法

该法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用样量少，测定果蔬

中 SOD 不受细胞内正常量的 VC、过氧化物酶、还原型

谷胱甘肽等干扰。但此法存在着甲萘胺溶液不稳定、不

易长期存放，甲萘胺易受空气氧化，其产物本身产生

红色以及测定红色样品时样品的红色使测定空白较大等

缺点。新合成的硫代碳酰腙类化合物[32]具有试剂稳定、

与 O 2·反应灵敏、产生的蓝色产物能与原方法互补、

其灵敏度、选择性高于甲萘胺 -对氨基苯磺酸法(NABSA)
等多项优点，若结合流动注射法操作将更为快速简单，

有利于成批样品的测定。

2.4 发光法

主要有化学发光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化学发光法具

有时间响应快、分析精确、灵敏度高、专一性强、样

品用量少等优点，测定 CuZn-SOD 活性灵敏度 高，但

用于 Mn-SOD 活性测定灵敏度却很低，且存在需要高灵

敏度的精密发光测量仪器的缺陷。同时，各种酶或非

酶体系所产生的 O2·不仅能被 SOD 所消除，也能被果

蔬中黄酮类化合物和 VC、VE 等消除，因此实验往往会

受到很强的干扰。但也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加热

样品使 SOD 失活，测得样品发光抑制率本底值，扣除

本底值以消除干扰，该法不需有机溶剂萃取即可有效地

消除干扰，较为实用、且结果可靠。近来，关于电

化学发光法也有了进展，储海虹等[33]用中性介质中敏化

的鲁米诺电化学发光的淬灭测定 SOD，证明该方法具有

符合生物介质正常 p H 值范围、灵敏度高、样品量少、

重复性好的优点，为测定 SOD 的一种简便、可靠的方

法 。

2.5 极谱法

马秋风等[34]建立的运用极谱法检测羟胺自氧化过程

中生成的亚硝酸根离子、从而间接测定的 SOD 活性的方

法，具有仪器便宜，操作简单，所需的各种试剂易得，

且 终的产物比较稳定的优点。刘艳等[35]设计了一种基

于钯(Ⅱ)-8- 羟基喹啉 -5- 磺酸 - 十二烷基硫酸钠络合体系

的极谱法，该方法受温度、pH值的影响小，试剂易得，

方法简单，条件易控制， 重要的是具有良好的精密

度和重复性。

2.6 电泳法

电泳法即将样品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后，直接

进行 SOD 酶活性正染色或是负染色。该方法灵敏度高，

能同时看出样品中 SOD 的含量和纯度，若配制一系列

S O D 浓度梯度的标准样品，同待测样品一起电泳，用

直接目测比较便可较准确地测得样品的 SOD 活性，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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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 SOD 谱带进行线形扫描，可更为准确地测出样品中

的 S O D 活性。

电泳中介微分析(EMMA)由 Bao 等[36]首先提出，其

在毛细管内集成了混合、反应及分离的全过程，在许

多方面表现出其独特的优点，如样品消耗量少、过程

易于控制和自动化、试剂与试剂之间的无稀释混合等。

傅崇岗等[37] 将 EMMA 技术用于邻苯三酚法测定 SOD 活

性，取得了节省昂贵生化试剂的良好效果。

此外，SOD 活性的测定方法还有黄嘌呤氧化酶 - 细
胞色素 C 法、肾上腺素法、光化学扩增法、碱性二甲

基亚砜法、碱性连二亚硫酸钠法、速率法等，其中速

率法[38]克服了一般方法操作复杂，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的弊端，用生化自由分析仪测定样品中 SOD 活力，操

作简便，快速，用样品量少，不需特殊设备与试剂，

重复性好，灵敏度高，值得推广应用。

3 展  望

进行高新技术的探索，一方面可开发全新技术，

另一方面可改造已有技术，一般而言，后者得到实现

的可能性较大。例如，已知某些果蔬中 SOD 的分子结

构及其与金属离子的摩尔比，那么，在 SOD 彻底纯化

后，可否运用测定金属离子的技术如原子吸收法等间接

对 SOD 进行定量测定？又如，免疫法在动物 SOD 的含

量和活性测定方面已较为成熟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然

而植物 SOD 相对动物 SOD 不存在抗原性，但能否考虑

将植物 SOD 用某种亲和技术以一定比例吸附到动物蛋白

上，使其带上抗原性从而使免疫法能运用于植物 SOD 的

测定？通过实验可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另外，正如

流动注射 -光度法[32]和基于钯(Ⅱ)-8-羟基喹啉 -5-磺酸 -十
二烷基硫酸钠络合体系极谱法[35]两种 SOD 活性测定方

法，研究者也可在两个原理之间寻找衔接点进而寻找到

具有创新性的有效方法。此外，S O D 作为一种酶，其

纯化过程与一般的蛋白质相比有其独有特点：一是在细

胞中的含量很少，二是具有特定的催化活性。二者均

给纯化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而后者显示一切纯化技术

必须建立在 大程度上保持酶活的基础之上这一“挑

战”的同时，亦暗示了可通过测定酶活的方法加以跟

踪、将测活方法糅合于纯化过程之中，设计出更完美

纯化路线的“机遇”。

虽然果蔬中 SOD 的提纯和活力测定方法很多，且

人们已利用这些技术方法开发出天然保健食品，如芦荟

汁、大蒜素、刺梨汁、菠萝汁、麦绿素等，或将 S O D
作为营养强化剂加入食品中制成新的保健食品，例如绿

茶饮料和番木瓜酒等，但是，纵览该领域，仍不能回

答以下问题：哪种果蔬中某类型 SOD 的量和酶活性相对

较高？哪种提纯技术相对较适用于某果蔬中某类型 SOD
的提纯？……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更多研究者

继续反复进行实验，对比分析；同时，高准确性、精

确性的提纯或测活方法亦是圆满答案的必要前提，所以

也要求研究人员勤动手的同时勤动脑，在重复中改造已

有技术，甚至积极开发全新技术。

虽然 SOD 提取纯化和活力测定的研究已不再是新课

题，但是，一方面，该领域仍然存在太多疑问，且

可能遗留有若干未涉足的空白；另一方面，癌症对人类

生命的威胁日益增大，而果蔬来源的 SOD 在辅助治疗肿

瘤方面的前景十分理想，所以，作为开发全新抗癌药

物的基础，果蔬 SOD 的提纯和测活的确是一个充满着

“挑战”与“机遇”的意义深远的领域，希望科技

工作者们在此方面继续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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