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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的生物抗氧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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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微晶纤维素、没食子酸为原料，采用间接酯化法合成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采用体外动物实验对没

食子酰微晶纤维素酯抗氧化性能进行评价，并进行急性毒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酰微晶纤维素

酯均可明显地提高小鼠肝组织GSH-Px 活力，同时还可显著抑制H2O2 诱导的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的生成和

红细胞的氧化溶血，且呈极显著的量效关系。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雌雄小鼠 LD50 大于 10.00g/kg bw，属无毒级

物质，与原料没食子酸、已作为食品抗氧化剂使用的没食子酸丙酯相比，安全性有所提高。

关键词：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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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safety problems in the use of gallic acid as a food antioxidant,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a new-type high-molecular-weight antioxidant which has high antioxidant activity, was synthesized by indirect esterifica-

tion method from gallic acid an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which is safe and can not be easily absorbed by the human body. The

in vitro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were evaluated and its acute toxicity in mice was studied.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SH-Px activity of mouse

liver tissue and inhibit the generation of lipid peroxidation product (MDA) induced by H2O2 and the oxidative hemolysis of

erythrocyte in a dose-effect manner. The acute oral LD50 for male and female mice was more than 10.00 g/kg bw, proving that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is a non-toxic compound which has higher safety than gallic acid and propyl gallate which has

been used as a food antioxi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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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食子酸(gallic acid，GA)化学名称为 3,4,5- 三羟基

苯甲酸，是一种抗氧化活性较高的天然产物，由于其

有刺激性，且油溶性差，所以常用其酯类 [ 1 ]。没食子

酸酯除抗氧化作用强外，还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对细

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均有一定的

疗效，是一类较有前途的新药。

但其使用的安全性问题，还存在争议[2]。为了解决

没食子酸作为食品抗氧化剂的毒性问题，实验利用微晶

纤维素(MCC)安全、不被人体吸收的优点，将没食子酸

通过与微晶纤维素的羟基酯化，连接在纤维素分子骨架

上，制备没食子酰微晶纤维素酯，开发具有较高抗氧

化活性的新型高分子型抗氧化剂。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小鼠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微晶纤维素(MCC，A 型)    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

司；没食子酸( 食品级)；氢氧化钠、吡啶、醋酐、硫

酸、乙醇、乙酸钠、氯化亚砜、碳酸氢钠、盐酸、

硝酸银、硝酸钡、3 0 % H 2O 2、硫代巴比妥酸、磷酸二

氢钾、磷酸氢二钾、冰乙酸、无水氯化钙等均为分析

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试剂盒、过氧化物丙二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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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RE-85E 旋转蒸发器    上海青浦沪西仪器厂；AZ-20
全自动制冰机    青岛澳柯玛集团商用机机械厂；SHB-3
循环水多用真空泵    郑州杜甫仪器厂；荣华 HH-S 数显

恒温油浴    江苏省金坛市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TU-
1800wpc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PHS-25 数显 pH 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PHG-9123A 电热恒压鼓风干燥箱、DZH-6030A 真

空干燥箱、DZF-6053 型真空干燥箱、HPD-25 无油真空

泵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PXS-215 离子活度计    上海

伟业仪器厂。

1.3 没食子酸纤维素酯的合成方法

没食子酸酯的合成主要有两个途径[3]，反应的实质

是一个亲核取代的过程，由于反应物中连苯三酚结构的

共轭和诱导效应，使羰基碳更易受到亲核试剂的进攻，

同时也有利于离子基团(OH －，CI －)的脱离，反应分两

步进行，首先在羰基碳上发生亲核加成，然后中间体

消除一个离子基团。如图 1 所示，反应( 1 )中以酸作催

化剂可以激活羰基碳原子，为直接酯化合成；而碱性环

境有利于反应( 2 )的迅速进行，为间接酯化合成。

酰卤与醇很快反应生成酯，是合成酯的常用方法，

比用羧酸直接与醇酯化的效果好，特别对不易与羧酸酯

化的微晶纤维素，选用此法更佳。芳香酰卤与仲醇反

应时，可在肖登 - 鲍曼反应条件下进行，即在剧烈搅拌

下，将酰卤分批加入到羟基化合物和氢氧化钠或有机碱

(如吡啶)的混合物中，能得到较好地效果。碱的作用既

可中和反应产生的酸，又可催化反应进行。由于产物

中的有效基团为酚羟基，酚羟基很容易被氧化，为了

保护酚羟基的性能，防止其在反应中被破坏，首先进

行了乙酰化反应即生成三乙酰基没食子酸；第二步反应

为酸的酰化反应，得到三乙酰基没食子酰氯；第三步反

应为酰卤与 MCC 中羟基的酯化反应，生成三乙酰基没

食子酰微晶纤维素酯；第四步为脱保护，脱除乙酰基，

得到 终产物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4]。

1.4 合成产物的抗氧化性能测定

1.4.1 红细胞悬浮液的制备

小鼠眼眶取血，肝素抗凝，4℃、3000r/min 离心

得红细胞，冷生理盐水洗 3 次，制成 0 . 5 % 悬浮液。

1.4.2 肝组织匀浆的制备

小鼠颈椎脱臼致死，迅速分离出肝组织，用冷的

生理盐水洗净后称重，冰浴下匀浆，制成 10% 的悬浮

液，4℃、3 00 0r /min 离心后取上清液分装，4℃保存

备用 [ 5 ]。

1.4.3 肝组织匀浆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力

的测定

取肝匀浆上清液 280μl，加入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酸

微晶纤维素酯 40μl (以 40μl 0.05mol/L pH7.4 的磷酸盐缓

冲液作阴性对照)，37℃水浴孵育 1h 后，再冰浴 10min
终止反应，然后 4℃、3000r/min 离心 10min，取上清

液，按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

力试剂盒说明书测 GSH-Px 活力。

1.4.4 H2O2 诱导的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的

测定

取肝匀浆上清液 1.2ml，分别加入 0.2ml 不同浓度的

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均以 0.2ml
0.05mol/L pH7.4 的磷酸盐缓冲液代替，37℃水浴孵育

15min 后，除阴性对照加 0.2ml 上述磷酸盐缓冲液外，其

余各组均加入 0.2ml 50mmol/L H2O2，再 37℃水浴孵育

45min，冰浴 10min 终止反应，然后 4℃、3000r/min 离

心 10min，取上清液，按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丙二

醛试剂盒说明书测 M D A 含量。

1.4.5 H2O2 诱导的红细胞氧化溶血抑制作用的测定[6]

分别取红细胞悬液 0.4ml，加入 0.2ml 不同浓度的没

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以0.2ml 0.05mo/L pH7.4的磷酸盐缓

冲液作为阳性对照组)，然后加入 0.2ml 50mmol/L H2O2

启动反应，37℃作用 lh，生理盐水稀释 5 倍，3000r/min
离心 10min，取上清液在 415nm 波长处测吸光度。

1.5 没食子酸的急性毒理实验

按霍恩法进行[7]。小鼠雌雄各 20 只，体重 20～22g。
实验温度 23～25℃，湿度 65%～70%，小鼠可以自由获

取标准的圆柱状食物和水。实验前小鼠禁食 16h，然后

采用 2500mg/kg 一个剂量组喂食进行欲试，根据预实验

结果，将小鼠分成 4 组，设 1.00、2.15、4.64、10.00
g/kg bw 4 个剂量组，经口给药，在连续 14d 给药的过

程中，观察给样后小鼠的活动、体毛、饮水、粪便、

体重及死亡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图1   没食子酸酯合成原理

Fig.1   Synthetic principle of gal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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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物对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力的影响

GSH 是 GSH-Px 和 GST 两种酶的底物，能稳定含巯

基的酶和防止血红蛋白及其他辅因子遭受氧化损伤。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是机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过氧

化物分解酶，其生理功能主要是催化 GSH 参与过氧化反

应，清除在细胞呼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过氧化物和羟自

由基，从而减轻细胞膜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过氧化作用，

保护动物免受摄入脂质过氧化物的损害。

图 2 的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在温育后的肝

匀浆中加入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均可明显

增强 GSH-Px 活力，然而这种作用在三个剂量组之间的

差异表现不明显，因此还无法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量

效关系。

2.2 产物对 H2O2 诱导的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
生成的影响

MDA 是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反应的 终产物，有很

强的毒性，细胞中其含量的多少可反映细胞脂质过氧化

损伤的程度。产物对 H2O2 诱导损伤肝细胞丙二醛生成量

的影响如图 3 、4 所示。

由图 3 可知，阳性对照组 MDA 的含量明显高于阴

性对照组，若加入样品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则

MDA 生成量显著减少，说明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可

抑制生物体的脂质过氧化反应，进而减少终产物 MDA
的生成。由图 4 可知，抑制作用随浓度的增大而增强，

呈显著的剂量关系。

2.3 产物对 H2O2 诱导的红细胞氧化溶血的抑制作用

图 5 表明，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对

H2O2 诱导的红细胞氧化溶血均有极显著的抑制作用，表

明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可抑制生物体的氧化损伤，保

护红细胞膜，且抑制作用随浓度的增大而增强，呈极

显著的量效关系。

2.4 没食子酸纤维素酯的毒理学分析

以微晶纤维素为原料，利用其膳食纤维不被人体消

化吸收的特性，开发了一系列微晶纤维素衍生物。微

晶纤维素、没食子酸都属于未发现有毒或毒性甚微以及

较大量人群有长期食用历史的物质。FAO/WHO 食品添

加剂专家联席会议的第 15、17 和 19 届会议上已对微晶

纤维素进行过评估。在第 19 届会议上，ADI 被定为“无

特定值”。所以采用急性毒性试验研究对合成产物进行

初步毒理分析。

给样后未见小鼠死亡，其饮食、活动、毛色、排

泄均未见明显异常；解剖小鼠，肉眼观察小鼠各主要器

官形态未见异常。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雌雄小鼠 LD50

大于 10.00g/kg bw，属无毒级物质。原料没食子酸(在
小鼠中无毒性反应 高浓度为 5g/kg)[8]，已作为食品抗

氧化剂使用的没食子酸丙酯(LD50 为 862.2982mg/kg[9]，大

鼠皮下注射致死量为 4g/kg[10])，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

与它们相比，安全性有所提高。

图2   没食子酸纤维素酯对GSH-Px活力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gallic acid cellulose ester on GSH-Px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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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不同剂量对MDA生成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on
MDA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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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对脂质过氧化的抑制作用

Fig.4   Inhibition of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on
lipid per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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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对H2O2诱导的红细胞氧化溶血的作用

Fig.5   Effects of gallic aci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ester on
oxidative hemolysis erythrocyte induced by H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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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以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为原料，合成具有抗氧

化性能的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生物抗氧化实验表

明，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均可明显地提高

小鼠肝组织 GSH-Px 活力，同时还可显著抑制 H2O2 诱导

的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的生成和红细胞的氧化溶血，

且呈极显著的量效关系。急性毒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没

食子酸微晶纤维素酯安全性有所提高。对于产物的其他

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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