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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活性肽的理化性质及抗氧化抗疲劳

效果的研究

潘丽军 1，张 丽 1，王 珏 2，方 坤 1，钟昔阳 1

(1.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2.安徽省轻工科学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采用双酶分步水解法制备谷氨酰胺活性肽(glutamine-bioactive peptides，GBP)，研究其溶解度、渗透压、

NaCl 含量、相对分子质量四个理化指标；并以小鼠为对象，进行 GBP 的抗氧化和抗疲劳效果研究。实验设立对

照组和实验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分别给予 200、500、800mg/kg·d 的 GBP)，其中，实验组分

别给予高、中、低剂量的 GBP，对照组给予相同体积的生理盐水。实验小鼠分为两批，第一批连续灌胃 20d，
测定小鼠肝组织和肾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和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第二批连续灌胃 21d 后，

进行小鼠游泳实验和常压耐缺氧实验，测定游泳时间和存活时间。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给予高剂量 GBP
能显著提高小鼠肝肾组织中的 SOD 活性，减少 MDA 的产生；并能延长小鼠游泳时间和耐缺氧存活时间，提高抗

疲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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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glutamine-bioactive peptides (GBP) which were prepared by hydrolyzing

wheat protein by bienzyme method, including solubility, osmotic pressure, content of NaCl and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ir antioxidation and anti-fatigue effects of glutamine-bioactive peptides on mice were evaluated. SPF

Kunming mic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ree experimental groups (low-, medium- and high-dose groups) administered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GBP by gavage and control group administered with the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instead of GBP.

Gavage administration was performed in two batches: in the first batch, after 20 days of continued administration, the activity

of SOD and 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and kidney were measured; in the second batch, after 21 days of continued administration,

the swimming time and the survival time of mice were measured by swimming test and hypoxia tolerance test, respective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high-dose GBP could obviously increase the activity of SOD in liver and kidney, reduce

the content of MDA, prolong the swimming time and the hypoxia survival time of mice, and enhance the anti-fatigu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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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活性肽(glutamine-bioactive peptides，
GBP)是近年来研究 为热门的一种生物活性肽，它在机

体中易分解成谷氨酰胺，相对于游离的谷氨酰胺，不

仅具有水溶性好，稳定性强，低敏感性，易于吸收等

优点，而且保留着谷氨酰胺原有的多种营养和功能，如

抗氧化作用、抗应激作用、供能作用、增强机体免疫

力、调节酸碱平衡等[ 1 -2 ]。本工作利用前期研究获得的

小麦蛋白 佳水解条件，制备 G B P，并就其溶解度、

NaCl 含量、相对分子质量等理化性质以及它对昆明小鼠

的抗氧化抗疲劳效果进行研究，以期为 GBP 的应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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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昆明种小鼠(SPF 级)    安徽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SOD、MDA 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冰醋酸(分析纯)。
 HH-2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721

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6L-206- Ⅱ型

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2 方法

1.2.1 谷氨酰胺活性肽的制备

根据本课题前期实验结果[3]，配制 4% 的小麦蛋白

溶液，在 pH9.5，温度 60℃条件下，加入 1.5%(m/m)碱
性蛋白酶，水解 2h，以 0.1mol/L 的 NaOH 滴定，保持

溶液 pH 值基本不变(± 0.1)，反应完毕后，于 100℃水

浴灭酶 10min，冷却。再用胰蛋白酶在温度 40℃、pH9.0、
酶用量 1.5%(m/m)的条件下进行二次水解 2h，完毕后灭活

酶，冷却，用盐酸调至中性。酶解液在 3000r/min 下离心

15min 得上清液，真空冷冻干燥得到产品。活性肽制品

中，谷氨酰胺的含量为 33 .1 4%。

1.2.2 实验动物及分组

昆明种小鼠 96 只，雌雄各半，体重(20 ± 2)g。将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

组共 4 组，适应性饲养 3 d 后灌胃。高、中、低剂量

组分别给予 800、500、200mg/kg·d 的 GBP，对照组

以生理盐水代替，每天灌胃一次。

1.2.3 NaCl 含量的测定[4]

取20ml 10mg/ml的GBP于250ml三角瓶中，加入5%
铬酸钾溶液 1ml，用 0.09974mol/L 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

显橘红色，在 30min 不褪色为终点。NaCl 和硝酸银的

摩尔比为 1:1，通过消耗的硝酸银计算可得 NaCl 含量。

做 3 次平行实验，取平均值。

1.2.4 相对分子质量分布的测定

分离柱：Waters Ultrahydrogel linear+250(7.8 ×

3 0 0 m m )；检测器：2 4 1 0 示差折光检测器；主机泵：

Waters 515 泵；柱温：30℃；流动相：1% NaCl；洗

脱液：双蒸水；流速：1 . 0 m l / m i n；进样量：4 0μl；
回归方程：lgMw=5.4953 － 0.062t，R2=0.9991，其中 Mw
为相对分子量， t 为保留时间。

1.2.5 溶解度的测定

20℃下在烧杯中配置一定量的过饱和溶液，静置 2h
以上，此时应有过量的溶质存在。再用移液管准确吸

取一定体积的上部澄清的饱和溶液，置于一个已知质量

的称量瓶中，然后通过加热将溶剂挥发干净并称重。称

量瓶增加的质量即是溶质的质量，即可计算出每 100g 水

中能溶解溶质的质量。

1.2.6 渗透压的测定

根据范特荷甫定律，稀溶液中渗透压与溶液的浓度

和温度成正比，它的比例常数就是气体状态方程式中的

常数 R 。用方程式表示如下：

          m
π = —— RT=cRT
        MV

式中：π为渗透压(kPa)；T 为温度(K)；本实验中取

人体常温 37℃，即 310K；V 为体积；m 为质量；M 为相

对分子量；m/MV=c 是摩尔浓度：R 取 8.31kPa·L/mol·K。

本实验中取 1% 的稀溶液。(本实验中溶液为水，溶液很

稀，其密度约等于水的密度为 1000g/L，Gln 和 GBP 的

相对分子量分别为 146.15 和 2380(根据 2.2 节结果)。

1.2.7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测定

灌胃 2 0 d 后，每剂量取小鼠 8 只，断头处死，立

即取出小鼠的肾脏和肝脏，用生理盐水漂洗，除去血

液，滤纸拭干，称重，取少量生理盐水，在玻璃匀

浆管研磨粉碎后，移入离心管中，继续加入生理盐水，

配制成 10% 的组织匀浆，10000r/min 离心 5min，取上

清液按试剂盒说明用黄嘌呤氧化酶法进行测定，其中蛋

白含量的测定用双缩脲法。

1.2.8 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

灌胃 20d 后，测定肝组织和肾组织中的 MDA 含量。

肝匀浆和肾匀浆的制备同上，按试剂盒的说明用二硫代

二硝基苯甲酸比色定量法进行测定。

1.2.9 游泳耐力实验

灌胃 2 1 d 后，每剂量组取小鼠 8 只，放在水深

3 0 c m，水温 2 8℃的水池中游泳，期间用玻璃棒干预，

使小鼠不停的游泳，记录小鼠头部沉入水中不能浮出为

止的时间，即为游泳时间。

1.2.10 常压耐缺氧实验

灌胃 21d 后，每剂量取小鼠 8 只，放在广口瓶中，

瓶口用凡士林密封，密封时记录时间，到小鼠停止呼

吸为止，即为小鼠缺氧存活时间。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统计结果以

x ± s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GBP 中 NaCl 含量的测定结果

消耗 0.09974mol/L 的 AgNO3 溶液 2.6ml，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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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aCl 含量为 0.29g/L，NaCl 含量较低，可用于食品

和保健品中。

2.2 GBP 的相对分子量测定结果

一般来说，相对分子量在 5000～3000 之间的肽称为

“大肽”；分子量在 3 0 0 0 ～1 0 0 0 之间的肽称为“多

肽”，分子量在 1 0 0 0～1 8 0 之间的称为“小肽”、“寡

肽”、“低聚肽”，也称为小分子活性多肽。

组别 剂量(mg/kg·d)
                        SOD(U/mg pro)

肝组织 肾组织

对照组 0 113.69 ± 4.08 109.35 ± 4.78
低剂量组 200 118.05 ± 4.65 111.25 ± 3.72
中剂量组 500 119.05 ± 5.22* 115.13 ± 4.0*
高剂量组 800 120.25 ± 5.12* 118.05 ± 4.52**

表1   GBP对小鼠SOD活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GBP on activity of SOD in mice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5；**.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下同。

组别 剂量(mg/kg·d) 
                     MDA(nmol/mg pro)

肝组织 肾组织

对照组 0 5.54 ± 0.91 2.53 ± 0.57
低剂量组 200 5.05 ± 0.78 1.88 ± 0.40*
中剂量组 500 4.28 ± 0.85* 1.92 ± 0.62
高剂量组 800 4.31 ± 0.56** 1.35 ± 0.54**

表2   GBP对小鼠MDA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GBP on content of MDA in mice

由图 1 可以看出，HPLC 法测定 GBP 由相对分子量

为 2854 和 2117 的两组分组成，峰面积百分比为 35.69%
和 64.31%，计算得平均分子量为 2380，属于肽定义中

的 “ 多 肽 ”。

2.3 溶解度测定结果

从图 2 可以看出，和谷氨酰胺相比，GBP 的溶解

度提高了很多，谷氨酰胺的侧链不带电荷，虽然是一

种极性氨基酸，但溶解度很低，而 GBP 的肽链末端是

经过水解产生的可离解的氨基和羧基基团，亲水性大大

增强，溶解度也必然随之增加。

2.4 渗透压的测定结果

高渗透压溶液会从小肠中吸取大量水分，引起严重

腹泻，甚至脱水和破坏电解质平衡，也会引发恶心、

呕吐和腹胀。显然，游离氨基酸的渗透压值大于肽(图
3 )。因此，G B P 对游离谷氨酰胺的取代，必将极大降

低产物的渗透压及减少其引发不适症的可能性。

2.5 GBP 对小鼠 SOD 活性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GBP 能够增加小鼠肝组织和肾组织中

的 SOD 活性，其中，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与对照组相

比具有显著提高，而低剂量组与对照组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 义 。

2.6 GBP 对小鼠 MDA 含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GBP 能够降低小鼠肝组织和肾组织中

的 MDA 含量，其中，高剂量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降

低(P ＜ 0.01)，中剂量组的肝组织和低剂量的肾组织与对

照组相比也有所降低(P ＜ 0.05)。
2.7 GBP 对小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图 1  GBP相对分子量测定结果

Fig.1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distribution of G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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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谷氨酰胺和GBP的溶解度

Fig.2   Comparison of solubility of glutamine and G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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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谷氨酰胺和GBP的渗透压

Fig.3   Comparison of osmotic pressure of glutamine and G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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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剂量(mg/kg·d) 游泳时间(min)
对照组 0 65.21 ± 9.32
低剂量组 200 64.22 ± 10.55
中剂量组 500 85.40 ± 12.03*
高剂量组 800 101.61 ± 18.34**

表3   GBP对小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GBP on swimming time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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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剂量(mg/kg·d) 缺氧存活时间(min)
对照组 0 13.12 ± 2.45
低剂量组 200 14.50 ± 2.09
中剂量组 500 15.96 ± 2.38*
高剂量组 800 16.83 ± 2.67*

表4   GBP对小鼠缺氧存活时间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GBP on hypoxia survival time in mice

由表 3 可知，G B P 能延长小鼠的游泳时间，中剂

量组与对照组之间有差异(P ＜ 0.05)，高剂量组与对照组

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1)，低剂量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2.8 GBP 对小鼠耐缺氧能力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GBP 能提高小鼠的耐缺氧能力，其

中，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低剂量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 义 。

3 讨  论

相对于游离的谷氨酰胺，谷氨酰胺活性肽(GBP)溶
解度大大增加，减轻了在输入过程中给机体增加过度的

液体的负荷，而且伴随着渗透压的降低，机体的适应

性增强，因此，G B P 比游离的谷氨酰胺有着更加广泛

的临床和生产应用价值。它在机体内能迅速水解释放出

游离的谷氨酰胺，保留了谷氨酰胺原有的生理功能。

谷氨酰胺是机体的一种必需氨基酸，是合成体内极

其重要的抗氧化剂——还原型谷胱甘肽(GSH)的前体物

质，也就是说，增加体内的谷氨酰胺可以增加 GSH 合

成，从而保护肝类组织免受自由基的损害[5]。自由基是

指外层轨道上含有未配对电子的分子、原子、离子等

物质。自由基清除能力下降，或过量产生可促进机体

衰老，引起诱发突变[6]。生物体内自由基处于生物生成

体系与生物防护体系的平衡之中，该两大体系均可由酶

调控[7]。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机体内 重要的自由基

清除剂，对机体的氧化与抗氧化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能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 2·)，保护细胞免受

损伤。丙二醛(MDA)是脂质过氧化物的主要代谢产物，

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大分子交联剂[8]，它常常可反映机体

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间接反映出细胞的损伤程度。

MDA 的测定常常与 SOD 相互配合，SOD 活力的高低间

接反映了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而 MDA 的高低又

间接反映了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攻击的严重程度。通过

SOD 与 MDA 的测定结果可以看出，GBP 能提高机体内

抗氧自由基系统的功能，增加小鼠肝组织和肾组织 SOD
活力，并抑制脂质过氧化物 MDA 的生成，从而减少自

由基代谢产物的堆积，增强了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疲劳是指由于活动使工作能力及身体机能暂时降低

的现象，运动耐力的提高是抗疲劳能力加强 有力的宏

观表现[9]。对疲劳的消除与恢复一般有以下两种途径：

补充能源物质，清除代谢产物。谷氨酰胺是体内合成

嘌呤、嘧啶、核苷酸的氮前体 [ 1 0 ]，是肌肉内重要的能

源物质。肌肉细胞内存有大量流动的谷氨酰胺，约占

总游离氨基酸 6 0 %。在处于剧烈运动、创伤、感染等

高分解代谢状态中，谷氨酰胺的需求量远远大于机体的

合成量。且过量运动会在体内形成过量的酸，必须通

过肾脏在谷氨酰胺的作用下除掉这些酸性副产物，因

此，如果谷氨酰胺得不到外界的及时补充，机体就不

得不分解肌肉中的谷氨酰胺到肾脏，导致肌肉功能受到

影响[11 ]。本实验结果显示，GBP 有利于能量物质的积

累，增强小鼠的运动耐力。

氧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缺氧影响机体各

种代谢，特别是机体的氧化功能， 终导致心、脑等

重要器官供氧供能不足而死亡 [ 1 2 ]，另外，机体耐力与

耐缺氧能力密切相关，耐缺氧时间越长，耗氧量越低，

反映机体组织对氧的利用率越高，有利于体内能量的节

省，可以提高体力和脑力的活力效能[13]。小鼠在缺氧环

境中存活时间越长表示对缺氧的耐受力越强，抗疲劳性越

强，本实验中给予 GBP 的小鼠在缺氧环境中存活时间显

著长于对照组，说明 GBP 可以提高小鼠的耐缺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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