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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载体固定化GOD-GAL双酶乳糖生物

传感器核微孔膜的研究

宋海琼，庞广昌 *，李家鹏

(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天津      300134)

摘   要：分别以酵母细胞壁微粒、醛基化环糊精微粒(β-CDP)和醛基化淀粉胶材料为载体固定葡萄糖氧化酶(GOD)
和β- 半乳糖苷酶(β-GAL)双酶，制作三种乳糖酶膜，并用生物传感分析仪测试它们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用

这三种材料制成的酶膜均表现出优良的性能，在乳糖溶液浓度为 0.02%～2% 的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R2 都

在 0.995 以上，乳糖最低检出浓度可达 0.001g/L，具有良好的响应性能，响应时间为 20～40s。在这三种酶膜中，

酵母壁微粒酶膜的线性范围最宽，达 0%～10%，这种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原料乳和乳制品中乳糖的检测；β-CDP
酶膜具有较强的吸附酶分子的能力，响应值高达 2500；醛基化淀粉胶制成的酶膜材质具有良好的均一性，且制作

工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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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ucose oxidase (GOD), together with β-galactosidase (β-GAL), was immobilized onto yeast cell wall particulates,

β-cyclodextrin glutaraldehyde particulates (β-CDP) and starch glutaraldehyde adhesive respectively to construct bi-enzyme

membranes, whose lactose detection performances were tested using an SBA-40C biosensor. All bi-enzyme membranes per-

formed a good detection capability, with a linear calibration range of 0.02%－2% lactose (R2 above 0.995) and a detection limit

of 0.001 g/L and had a fast response, with response time within 20－40s. Among them,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yeast

cell wall particulates as a carrier had the widest linear calibration range of 0－10% and therefore could be widely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lactose in raw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β-CDP bi-enzyme membranes had a strong adsorption capacity to enzyme

molecules and the response values were as high as 2500;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starch glutaraldehyde adhesive as a

carrier had a good homogeneity and were easy to prepare and could be used to detect lactose in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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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中乳糖平均含量为 4.8%，摄入人体的乳糖经

乳糖酶催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因此，人体缺乏

此酶会导致乳糖不耐症[1]，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开始

开发低乳糖乳制品。另据调查，奶牛乳腺炎的发生也

与乳糖含量具有相关性[2]，可见，乳糖含量的检测无论

是对乳品工业还是奶牛饲养业都很重要。乳糖的快速检

测技术也因此成为研究热点，目前研究较多、应用较

广的属乳糖传感器法[3 ]。

酶的固定化是生物传感器得以开发和改进的重要技

术[4]。乳糖生物传感器酶膜制作过程中，固定化载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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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至关重要，不同的载体有不同的载酶能力和底物扩

散性能。酶的固定化方法主要分为三类：载体结合法，

交联法和包埋法。Goktug 等[5]利用凝胶和戊二醛将 GOD
和 GAL 固定到包被了 Hg 薄膜的玻碳电极上制成了检测

乳糖的安培型生物传感器。虽然很容易把酶固定到 Hg
薄膜电极上，但是要获得相同的 H g 薄膜层是很难的。

Sandeep 等[6]研制了一种基于 Langmuir-Blodgett(LB)膜固

定半乳糖苷酶和半乳糖氧化酶的电流型乳糖传感器，它

可以重复使用十次，检测乳糖时在 1～6g/dl 范围内有线

性关系，可用于食品和生物试剂样品中乳糖的检测。本

实验采用常用的交联剂戊二醛，将交联与吸附或包埋法

联合使用，取长补短。这种方法称为双重固定化法 [ 7 ]，

可制备出酶活高、机械强度好的固定化酶。本实验研

究采用双重固定法固定 GOD 和β-GAL 双酶的乳糖传感

器，这在国内的报道还很少，选用三种不同的材料作

为固定化酶的载体，对乳糖传感器的制作方法是一种新

的尝试。本实验描述了生物传感器的重要指标，响应

时间和响应值的线性范围及其线性关系，旨在为乳糖生

物传感器在实际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乳酸克鲁维酵母菌(Kluyveromyces lactis，CICC
1773-1)    北京微生物研究所。

葡萄糖氧化酶(GOD，190000U/g)、β- 半乳糖苷酶

(β-GAL，≥ 3000U/ml)    Sigma 公司；牛血清白蛋白

(BSA，纯度≥ 98.0%)；核微孔膜    Whatman 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SBA-40C 生物传感分析仪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

所；HWS2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

司；FA2004A 电子天平    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JY92-
II 超声波细胞粉碎机    宁波新芝科器研究所；PHS-3CWpH
计    上海理达仪器厂；Foss120 乳品成分分析仪。

1.3 固定化酶膜的制备

1.3.1 混合酶液的配制

称取 5mg GOD 和 10mg BSA 溶于 1ml β-GAL 溶液

中， 4 ℃保存。

1.3.2 固定化材料的制备

酵母细胞破碎液的制备：称取 0.05g真空冷冻干燥 24h
的乳酸克鲁维酵母菌体，溶于 20ml pH7.0，0.02mol/L 的

磷酸缓冲液中，用超声波破碎仪在 400W(每间隔 2s 破碎

4s，共破碎 60min)条件下破碎细胞，每次取 2ml 破碎液，

装入写好标签的 5ml 离心管中 4℃下保存备用。

醛基化β- 环糊精微球的制备：分别称取β- 环糊精

0.5、1、2、5g 置于 10ml 1% 戊二醛的 0.02mol/L 氢氧

化钠溶液中加热溶解，室温放置，用蒸馏水冲洗析出

的晶体直到冲洗液的 pH 值降到 7.0 左右，避光晾干后将

其充分碾磨，便制得醛基化β- 环糊精聚合物(β-CDP)。
分别装入写好标签的 1.5ml 离心管中避光保存。

醛基化淀粉胶的制备：分别称取可溶性淀粉 0 . 5、
1、2、5g 置于 10ml 1% 戊二醛溶液中，加热溶解 30min。
室温下放置 12h，制成带有活化醛基的淀粉胶，分装到

写好标签的 5 ml 离心管中，4℃下保存备用。

将制备好的酵母细胞破碎液、醛基化的β- 环糊精

微球、醛基化的淀粉胶分别与酶液以 4 : 1 体积比混合，

分别吸取混合液 10μl 均匀涂抹于两张聚碳酸酯微孔膜

上，制成三明治结构的 3 种酶膜。

1.4 酶膜性能的测定

将三种材料制成的酶膜片装在生物传感分析仪上测

定各酶膜响应值。

酶膜响应值[8]即灵敏度：标准液反应 20s 时分析仪

显示的结果对标准液反应 40s 的结果的比值叫作酶膜的

响应值，该值大于 9 0 为合格。测试方法为：吸取 2 5
μl 标准液测定一次得到一个值(主程序已设定在 20s)，然

后把终点时间改到 40s，再用标准液测定一次得到另一

个值，前后两个值相比即酶膜响应值。

选取三种材料中响应值最高的膜片，并设定分析仪

的反应和冲洗时间。用系列浓度的乳糖标准液进样，每

5s 记录一次响应值，利用 Excel 软件绘制出各酶膜不同

时间对乳糖响应值的动力学曲线。

同样用响应值最高的膜片，对 0.02%～10% 系列浓

度的乳糖标准液进行测定，利用 Excel 软件做线性回归，

得到酶膜的线性范围和某一范围内的线性关系，获得乳

糖含量与响应值的计算公式。

参照 SBA-40C 使用说明 ，在室温下，缓冲液体系

采用 pH7.0，0.02mol/L 的磷酸缓冲液，测定响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固定化材料对酶膜灵敏度的影响

2.1.1 酵母细胞壁微粒为固定化载体

图1   破碎次数对乳糖酶膜灵敏度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fragmentation times of yeast wall on response
values of glucose and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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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声波对酵母混浊液进行破碎，控制破碎次数可

以得到不同粒径的细胞壁碎片，它们对双酶的固定能力

也不同，在生物传感分析仪上测定响应值，结果如图 1
所 示 。

当破碎次数在 450 次时酶膜的葡萄糖和乳糖响应值

都达最大，表明通过 4 5 0 次破碎可得到较为理想的粒

径，是较为理想的固定材料。葡萄糖响应值高于乳糖

可能是由于酵母细胞壁微粒对乳糖扩散有抑制作用。

2.1.2 醛基化β- 环糊精微球为固定化载体

将不同量的β-CDP 固定化双酶涂到核微孔膜上，用

生物传感分析仪测响应值，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见，4 组β-CDP 微粒均具有较大的响应值，

乳糖的响应值都在 2000 左右，表明β-CDP 是一种较为

理想的固定化载体，这与β-CDP 的杯形单体分子结构有

关，其空腔内刚好能够容纳一个蛋白分子的侧链氨基酸

残基，因而具有较强的酶分子吸附能力，再通过活化

醛基的作用，酶分子便能牢固的结合在β-CDP 表面。其

中，第 3 组的响应值最高，达到了 2500 左右，表明在

此条件下乳糖酶膜灵敏度最高。

2.1.3 醛基化淀粉胶为固定化载体

将不同浓度的淀粉胶固定化双酶涂到核微孔膜上，

用生物传感分析仪测响应值，结果如图 3 示。

明淀粉也是一种理想的具有较高载酶能力的固定化材料。

2.1.4 统计学方法分析

以上实验中，每个实验条件的酶膜均测五个响应

值，五个平行水平的标准差值小，从而取平均值做图。

比较三种载体固定酶的效果，酵母细胞壁制作的载体中

破碎次数对酶膜的响应有较大影响，而且从图 1 中得到

在 450 次时对乳糖酶的响应值具有极大显著性差异(P ＜

0.01)，此条件获得的酶膜性能最优。β-CDP 微球制作

的载体 2g β-CDP 时对乳糖酶的响应与其他水平相比具

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对于葡萄糖酶的响应值来

说，酵母细胞壁制作的载体也在 450 次时对葡萄糖酶的

响应具有极大显著性差异(P ＜ 0.01)。而其他条件下没有

显著性差异。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得到对乳糖酶和葡萄糖

酶响应值具显著性差异的酶膜。

2.2 乳糖传感器动力学特性的研究

图2   β-CDP对乳糖酶膜灵敏度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β-CDP amount on response values of glucose
and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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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淀粉胶对乳糖酶膜灵敏度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starch glutaraldehyde adhesive amount on
response values of glucose and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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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醛基化β-CDP为载体酶膜的动力学曲线

Fig.5   Kinetic curves of bi-enzyme membranes with β-CDP as a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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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见，与β-CDP 为载体的酶膜类似，这四

组酶膜也都具有较高的响应值，都在 1000 以上，这表

图6   醛基化淀粉胶为载体酶膜的动力学曲线

Fig.6   Kinetic curves of bi-enzyme membranes with starch
glutaraldehyde adhesive as a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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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酵母细胞壁微粒为载体酶膜的动力学曲线

Fig.4   Kinetic curves of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yeast
cell wall particulates as a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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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传感器性能的重要指标之

一，分析三种材料制成的酶膜中响应值最高膜片的动力

学特征，可得如图 4～6 所示的动力学曲线。

由图 4～6 可看出，三种酶膜均在 20s 时达最大反应

速度的 90%，即 20s 时的响应值与最大响应值的比值。

响应值与反应速度成正比，40s 后进入稳定期，表明这

几种材料对底物和产物的扩散系数都比较理想，具有较

好通透性。其中醛基化淀粉胶曲线最为规则，说明醛

基化淀粉胶制成的酶膜材质最为均一。β-CDP 酶膜在

20s 之前的曲线比较规则，但 20s 后高浓度底物的曲线

斜率比低浓度的下降更为迅速，可能是由于高浓度底物

产生的 H2O2 速度过快导致对反应产生了抑制作用。这几

种材料都表现出了较为理想的扩散性能，使测定在 20～
4 0 s 内都能完成。

2.3 乳糖酶膜传感器线性关系和范围的研究

片，以一系列浓度的乳糖标准液进行测试，得到图 7～
9 所示的乳糖浓度与各酶膜的线性关系。

图8   醛基化β-CDP为载体乳糖酶膜的线性关系

Fig.8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value of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β-CDP as a

carrier and lactos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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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醛基化淀粉胶为载体乳糖酶膜的线性关系

Fig.9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value of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starch glutaralde-

hyde adhesive as a carrier and lactos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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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在一定底物浓度范围内传感器信号的强度

和底物浓度是呈线性关系的[9]。线性范围的大小决定了

传感器适用检测范围和样品处理的难易，线性范围宽的

传感器适用的范围更广。如果样品中底物浓度超过传感

器的线性范围则要将其稀释以后才能得到准确的检测结

果，同样选取三种材料制成的酶膜中响应值最高的膜

从图 7～9 可以看出，这几种材料制成的酶膜无论

响应值大小，都具有理想的线性关系，在 0 .02%～2%
的范围内乳糖浓度和响应值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 R2 都达

到了 0.995 以上。结果表明用酵母细胞壁微粒为固定化

材料时，其线性范围最宽，线性关系良好，可广泛应

用于各种乳制品的检测；醛基化淀粉胶为固定化材料

时，其在 0～2% 范围内 R2 达到了 0.99995，显示出了最

好的线性关系，用于指导牛乳中乳糖的精确检测。

3 结  论

经生物传感分析仪测试，用酵母细胞壁微粒、醛

基化环糊精微粒(β-CDP)和醛基化淀粉胶构建的乳糖酶膜

均具有优良的性能，这三种材料都是较理想的乳糖酶固

定化载体。在酶膜响应值性能方面，β-CDP 和醛基化

淀粉胶制作的酶膜其响应值比酵母细胞壁微粒有显著的

提高，这是由于β- 环糊精具有“内疏水、外亲水”

的性质，能形成特殊结构的包络物 [ 1 0 ]，而与戊二醛发

生缩合反应后生成β- 环糊精聚合物[11]，并且聚合物的

形成会使包络物更稳定 [ 1 2 ]。淀粉也具有较高的载酶能

力，通过与戊二醛的羟醛作用，形成带有许多活化醛

基的网状分子结构，是目前常用的一种固定化材料。但

将其用于传感器的设计中目前在所查约范围内还未见有

报道。在各固定载体的乳糖动力学曲线中，醛基化淀

粉胶的动力学曲线最规则，说明其材质均一性最好。用

超声波对酵母混浊液进行破碎时，可以得到不同粒径的

细胞壁碎片，由于它们对酶的固定能力的差异性，得

到了酵母细胞壁微粒的线性范围最宽，在 0～10% 之间呈

线性关系，且 R2 为 0.998。本实验使用固定 GOD-GAL 双

酶的生物传感器来检测乳糖，操作比三酶系统[13]传感器

简单，线性范围也较宽，达 0 .02%～2%，而且乳糖最

低检出量可达 0.001g/L，这三种酶膜的乳糖传感器可广

泛应用于奶牛场、低乳糖乳制品厂等的乳糖快速检测。

图7   酵母细胞壁为载体乳糖酶膜的线性关系

Fig.7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value of lactose
detected with bi-enzyme membranes made with yeast cell wall

particulates as a carrier and lactos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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