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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腿菇多糖羧甲基修饰及其抗氧化性研究

周 瑞 1，田呈瑞 1,*，张 静 1，刘 娜 2

(1.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2.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以鸡腿菇多糖为原料，用溶媒法制备羧甲基鸡腿菇多糖(CSPC)，研究反应介质、氯乙酸、氢氧化钠、

反应时间、反应温度等因素对羧甲基鸡腿菇多糖取代度的影响。以取代度为指标，确定鸡腿菇多糖羧甲基修饰的

最佳工艺条件：鸡腿菇多糖 0.5g，反应介质为异丙醇，氢氧化钠 7.5g、氯乙酸 6.0g，反应温度 55℃，反应时间

5h。在该优化条件下，羧甲基鸡腿菇多糖取代度达 0.989。对羧甲基鸡腿菇多糖进行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结果

表明：与修饰前的鸡腿菇多糖相比，羧甲基鸡腿菇多糖清除羟自由基以及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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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ymethyla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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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prepared in our laboratory was carboxymethylated by solvent method. The effects

of reaction medium, time and temperature, chloroacetic acid amount and sodium hydroxide amount on the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ce of isopropyl alcohol used as reaction medium, a reac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0.5 g, sodium hydroxide 7.5 g and chloroacetic acid 6.0 g was left to react

at 55 ℃ for 5 h and as a result, a maximum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of 0.989 was obtained.

Meanwhile,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was tested for its scavenging capacities against hydroxyl and

superoxide cation free radicals, which were both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carboxymeth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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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腿菇(Coprinus comatus)学名毛头鬼伞，又名鸡

腿蘑，属真菌门[1]。鸡腿菇多糖(SPC)是鸡腿菇中最重要

的生物活性成分。根据有关研究[2-3]，鸡腿菇多糖有调节

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活性及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因

此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鸡腿菇也被视为极具开发潜力

和应用前景的食用菌。但是目前对鸡腿菇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 SPC 的药用价值和发酵培养方法等方面[4-6]，而对

SPC 的组成成分、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及生物活性的作

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研究表明，对多糖进行适当的化学修饰有助于提高

多糖的生物活性[7]，因此对 SPC 进行化学修饰也成为人

们研究的热点。多糖的羧甲基化改性工艺已发展地相当

成熟，尤其以淀粉、纤维素和壳聚糖为主。虽然近年

来对 SPC 的羧甲基化也有一些报道，但对其制备条件的

研究还不够全面，而且对产品抗氧化性能的研究尚少。

本实验研究 SPC 的羧甲基化修饰，确定最佳工艺条

件，探讨羧甲基修饰前后 SPC 抗氧化性的变化以及取代

度与抗氧化活性的关系，并分析羧甲基化修饰对 SPC 抗

氧化活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鸡腿菇多糖由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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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分析实验室提供。

氯乙酸、9 5 % 乙醇、异丙醇、无水乙醇、吡啶、

氯磺酸、邻苯三酚、邻二氮菲、硫酸亚铁、双氧水、

磷酸二氢纳、磷酸氢二纳、氢氧化钠等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U-3010 Spectrophotometer 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日

立公司；LXJ- Ⅱ B 型低速大容量多管离心机    上海安亭

科学仪器厂；ALPHA1-4 型真空冷冻干燥机    德国 Christ
公司；HH-S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北京科伟永型仪器有

限公司；E-52AA 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厂；PHS-25 型数显酸度计    上海嘉鹏科技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羧甲基鸡腿菇多糖(CSPC)的制备

将 0.5g鸡腿菇多糖溶于38mL质量分数为20% NaOH
溶液中，搅拌使其充分混合约 1h；然后再加入溶有 6g
氯乙酸的异丙醇混合溶液 50mL，保持 55℃反应 5h；停

止反应冷却至室温，调节 p H 值为中性，透析 3 d；冷

冻干燥即得 CSPC。

1.3.2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采用邻二氮菲 - 金属铁离子 -H2O2 体系，通过 Fenton
反应生成羟自由基，促使邻二氮菲 -Fe2+ 被氧化为邻二氮

菲 -Fe3+，造成其水溶液在波长 510nm 处最大吸收消失，

计算其清除率 [ 8 ]。

具体步骤为：取 pH7.4，0.2mol/L 磷酸缓冲液 2.0mL
和 8.0mL 蒸馏水于试管中，混匀作为空白管；取 2.0mL
磷酸缓冲液，1.5mL 邻二氮菲(5.0mmol/L，以蒸馏水将

50mmol/L 邻二氮菲无水乙醇溶液稀释)，1.0mL FeSO4

(7.5mmol/L)和 5.5mL 蒸馏水于试管中，混匀作为未损伤

管(A 未损)；取 2 . 0 m L 磷酸缓冲液、1 . 5 m L 邻二氮菲、

1.0mL FeSO4、4.5mL蒸馏水和 1.0mL H2O2(0.1%)于试管中，

混匀作为损伤管(A 损伤)；取 2.0mL 磷酸缓冲液、1.5mL 邻

二氮菲、1.0mL FeSO4、1.0mL CSPC 样品液，1.0mL H2O2

和 3.5mL 蒸馏水于试管中，混匀作为样品管(A 样品)。注

意加样时加入每加一种试剂后要立即摇匀，否则会使局

部颜色过深，影响重复性，并且 H 2O 2 要最后加。将上

述各组加样摇匀后置于恒温水槽中，37℃保温 60min，
置于波长 510nm 处，测吸光度(A )。本实验数据均为 3
管平均值，按式( 1 )计算羟自由基清除率。

                                         A样品－A损伤

羟自由基清除率 /% ＝ —————× 100               (1)
                                        A未损－A损伤

1.3.3 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具体步骤：自氧化速率

的测定按表 1 加入 Tris-HCl 缓冲液 4.5mL，加入质量浓度

为 2.0、4.0、6.0、8.0、10mg/mL 的多糖溶液，在 25℃，

恒温水浴中保温 20min，加入 0.5mmol/L 邻苯三酚，快

速振荡混匀，以空白作为对照，在 325nm 波长处，每

隔 0.5min 记录一次吸光度，连续记录 3min。样品在同

样条件下测定吸光度。

            
△A

自氧化速率＝———                                                     (2)
            

△t

式中：△A  为不同时间吸光度的变化；△t 为时间

间 隔 。

                                            对照的自氧化速率－样品的自氧化速率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 (3)

                                                     
对照的自氧化速率

试剂 空白管 /mL 对照管 /mL 样品管 /mL
Tris-HCl 4.5 4.5 4.5
蒸馏水 0.5 0.4 0

邻苯三酚 0 0.1 0.1
多糖 0 0 0.4
总体积 5.0 5.0 5.0

表 1 邻苯三酚自氧化实验加样表

Table 1   Protocol of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system

1.4 分析方法

取代度的测定：精确称取 0.05g CSPC 溶于 20mL
0.1mol/L 标准 HCl 溶液中，置搅拌器上完全溶解，用

0.1mol/L标准NaOH溶液滴定，分别记下 pH2.1和 pH4.3 时

所消耗的 NaOH 溶液体积 V1、V2，取代度计算如式(4)。
               0.203A                            V2－V1

DS ＝—————  其中，A ＝————× c          (4)
          1－0.058A                               m

式中：DS 为取代度；m 为样品质量 /g；c 为 NaOH
标准溶液的浓度 /(mol/L)。

CSPC 得率按式(5)计算。

               m2

得率＝——                                                                     (5)
               m1

式中：m 2 为 CSPC 的质量；m 1 为原鸡腿菇多糖的

质 量 。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反应条件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2.1.1 不同反应介质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分别选用水、异丙醇、60% 乙醇、70% 乙醇作反

应介质，在 NaOH 7.5g、氯乙酸 6.0g、反应温度为 55℃
以及反应时间为 5h 等反应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了

对比实验 [ 9 ]，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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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在反应介质为异丙醇，NaOH 7.5g，反应温度 55
℃以及反应时间为 5h 等反应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氯乙酸

用量对羧甲基化反应的影响见图 2。
介质 水 异丙醇 60%乙醇 70%乙醇

得率 0.881 0.977 0.904 0.943
取代度 0.700 0.989 0.735 0.899

表 2 不同反应介质对 CSPC 取代度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reaction media o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由表 2 可知，选择异丙醇作介质时，取代度较高。

于是，本实验选用异丙醇作反应介质。异丙醇作溶剂

有利于羧甲基化反应的进行，这可能是异丙醇对 SPC 的

溶解性比乙醇好，从而增加了氯乙酸与多糖上活性中心

的碰撞机会，有利于反应的进行，并且可以使反应进

行的更均匀，因而用异丙醇作介质制得的产物比用乙醇

作介质所得的产物颜色较白，且颗粒较均匀 [ 1 0 ]。

2.1.2 NaOH 用量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NaOH 的作用一方面是与多糖中和生成多糖钠盐，

另一方面是中和氯乙酸，保证羧甲基化反应的碱性环

境，其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产物取代度的大小。在

反应介质为异丙醇，氯乙酸 6 .0g，反应温度为 55℃以

及反应时间为 5h 等反应条件相同的情况下，NaOH 用量

对 SPC 羧甲基化反应的影响见图 1。

图 2 氯乙酸用量对取代度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chloroacetic acid amount o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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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当 NaOH 的用量小于 7.0g 时，随着

NaOH 用量的增加，取代度增加。当其用量为 7.0～8.0g
时，取代度达到最大值。其后，继续增加 N a O H 的用

量，取代度反而会急剧下降。这是因为随着 N a O H 用

量的增加，NaOH 分子渗透到多糖分子的速率增加，使

得 S P C 溶胀更充分，活性中心也相应增加，生成的多

糖钠盐增多，使其与氯乙酸反应的机会增加，从而醚

化反应更充分，增加了反应的取代度。但过多的 NaOH
导致氯乙酸碱化副反应的发生，降低氯乙酸的利用率，

还可能造成多糖、多糖钠盐、羧甲基多糖的降解，反

而不利于取代反应，使得取代度降低 [ 1 1 ]。

2.1.3 氯乙酸用量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根据反应原理，醚化反应的速率与卤代物的浓度成

从图 2 可以看出，随氯乙酸用量的增加，取代度

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这是因为氯乙酸用量增

加，所提供的 CH 2COO－越多，鸡腿菇多糖反应的机率

就越大，增加原料羧甲基化试剂的用量无疑对整个反应

有利。但是整个取代反应需要碱性条件，随着氯乙酸

用量的增加，氯乙酸的水解加快，而氯乙酸的水解，

需要消耗一部分的 NaOH，使得整个反应体系的 pH 值

降低，致使取代速率下降。此外，氯乙酸用量的增加

也会影响 SPC 的碱化膨胀度，产生传质障碍，使 SPC 和

氯乙酸之间不能充分接触，从而影响羧甲基化作用[12 ]。

同时随着氯乙酸用量的增加，副反应也有所增加。由

实验结果看出，氯乙酸用量为 6 . 0 g 左右时，产物的取

代度最大。

2.1.4 反应温度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反应温度是影响 SPC 羧甲基化的重要因素，在反应

介质为异丙醇、NaOH 7.5g，氯乙酸 6.0g 以及反应时间

为 5h 等反应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3]，反应温度对 SPC 羧

甲基化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图 1   NaOH 用量对取代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NaOH amount o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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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反应温度对取代度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reaction temperature o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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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 的羧甲基化包括两个步骤，碱化和醚化[14]。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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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化后，其结晶发生破坏。羧甲基化反应进行时，温

度升高，分子运动加剧，反应物分子间碰撞机会增加，

使反应的取代度不断增加；但温度过高时，一方面氯乙

酸水解副反应加快，不利于取代反应的进行；同时又会

加剧 SPC 在碱性介质中的降解作用，增加副反应和物料

的黏附，从而降低取代度值。从图 3 也可以看出，在

低温区段(30～50℃)，随着反应温度升高，产品的取代

度值随之增大，当温度为 55℃时，取代度值达到最大，

之后又开始下降，且产品的色泽加深。

为了既保持较高的反应速率，又有较高的取代度，

鸡腿菇多糖的羧甲基化反应温度一般取 55℃为宜。

2.1.5 反应时间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

在羧甲基化反应中，用碱对多糖的处理，主要是

产生活化中心。而处理时间的长短，对取代度会产生

重要的影响。在反应介质为异丙醇、NaOH 7 .5g、氯

乙酸 6.0g 以及反应温度为 55℃等反应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15 ]，反应时间对 SPC 羧甲基化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知，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取代度开始

明显增大，当达到一定时间后，取代度几乎不变，甚

至下降。其原因是随着处理时间增加，活性中心起初

明显增多，当反应时间超过 5 h 后，变化不大；同时，

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鸡腿菇多糖与醚化剂氯乙酸能够

更加充分接触，取代度会增加，但反应时间过长，副

反应会增加，取代度反而下降。当反应时间为 5 h 时，

其取代度值达到最大。

2.2 SPC 羧甲基化对抗氧化性的影响

2.2.1 SPC 及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羟自由基被认为是毒性最强的活性氧自由基，比高

锰酸钾和重铬酸钾的氧化性还强；它的反应性极强，寿

命极短，对机体的破坏作用最大，是造成生物有机体

过氧化损伤的主要因素。它可以引发组织病变，从而

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加速机体的衰老[16]。适量补充外

源性清除羟自由基的食物，可以预防这类损伤和病变的

发生和发展。

利用 Fenton 反应检测鸡腿菇多糖在羧甲基衍生化修

饰前后对羟自由基消除作用的大小，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SPC 及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Fig.5   Concentration dependence of hydroxyl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of carboxylmethylated and uncarboxyl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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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以看出，在所选质量浓度范围内 CSPC 及

SPC 对羟自由基都具有较好的清除作用，并随着质量浓

度的升高而增大；和 SPC 相比较，CSPC 清除羟自由基

的能力显著增加，最高达到 45.4% 左右，而 SPC 对羟自

由基的最高清除率也只有 22.3%。SPC 具有清除羟自由

基的能力，是因为 S P C 分子上具有还原性的半缩醛羟

基，可以使具有高度氧化性的自由基还原，从而阻止

自由基的连锁反应。羧甲基化的 SPC 对羟自由基清除作

用的增加，与取代基的种类、位置以及取代度的多少

有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一般的，化学基团的引

入可能会增强多糖的活性、使多糖产生新的活性，但

同时也可能使某些活性降低或消失。

2.2.2 SPC 及 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氧自由基在人体中含量过多会引起机体损伤，影响

机体免疫功能与机体癌肿、辐射损伤、衰老、炎症、

水肿等疾病，主要与机体的生理及营养状态有关，人

体在正常生理作用下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会被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作用生成过氧化氢，而过氧化氢可迅

速被细胞内的过氧化酶除去。当这些酶不足时，导致

超氧阴离子生成过剩，如果无法及时除去，过氧化氢

就可能与另一超氧阴离子在变价铁离子催化下，迅速生

成氧化性更强的羟自由基，羟自由基几乎可以和细胞内

的一切有机化合物反应，引起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破

坏核酸、蛋白质、氨基酸、脂类化合物，进而损伤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17]。 羧甲基修饰前后 SPC 对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见图 6。
如图 6 所示，SPC 和 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都

具有一定的清除作用，且清除能力均随着质量浓度的增

大而升高。SPC 经过羧甲基化修饰以后，对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CSPC 在质量浓度为 10mg/mL
时，清除率最大可达到 43%，明显增加了 SPC 的活性。

图 4   反应时间对取代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reaction time on substitution degree of
carboxymethylated Coprinus comatus polysaccharide

1.0

0.8

0.6

0.4

0.2

取
代
度

反应时间 /h

1 3 5 7 9



     2010, Vol. 31, No. 13 食品科学 ※基础研究14

一般认为，某些多糖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作用与其

富含的羟基有关。SPC 表现出较弱的清除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的能力，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其不舒展的构象造成了

羟基被包裹，分子内部形成了较多的分子内氢键，而

经过羧甲基化修饰的 SPC 能够有效的清除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可能是由于化学修饰使原来包裹在 SPC 分子内的

羟基释放了出来。

2.3 抗氧化性与取代度的关系

2.3.1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与取代度的关系

根据多糖质量浓度对清除羟自由基作用的影响可

知，随着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加，多糖清除羟自由基的

能力也随之增大。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10mg/mL 时，研

究分析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与取代度的关系，

其结果如图 7 所示。

2.3.2 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与取代度

的关系

与研究 CSPC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的方法一样[18]，

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10mg/mL 时，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的清除作用与取代度的关系如图 8 所示。

从图 8 可以看出，CSPC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

作用随着取代度的增大而呈增强的趋势，但是并不能够找

出十分确定的规律。和清除羟自由基的作用有相似之处，

较高取代度的产品有较大的清除率，即 CSPC 随着取代度

值的增大，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抑制作用增加。

3 结  论

以 SPC 为原料，以取代度为目标，确定了制备CSPC
的最佳生产工艺，其最佳条件为：鸡腿菇多糖用量为 0.5g、
反应介质为异丙醇、氢氧化钠 7.5g、氯乙酸 6.0g、反应温

度 55℃、反应时间 5h。在该优化条件下，CSPC 取代度达

0.989。
SPC 和 CSPC 均能有效的抑制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并随着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加清除作用增强；

和 SPC 相比较，CSPC 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

清除作用都有明显的增强，证明了羧基的引入会增强 SPC
的活性；虽然随着取代度的增加，清除率有增强的趋

势，但是取代度和清除率之间却没有十分确定的关系。

多糖作为一种有效的功能成分，副作用少，多种功

效已经被证明。本研究结果表明：SPC 可有效清除羟自

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可以将其开发为营养保健

品；其次，经过羧甲基修饰后的 SPC，其活性明显增强，

使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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