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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预处理对玉米蛋白粉中叶黄素提取的影响

周海胜，蒋凌志，黄 梅 *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选用玉米蛋白粉为原料，通过蛋白酶预处理再进行有机溶剂提取的方式制备叶黄素。与玉米蛋白粉中叶

黄素的非酶解直接提取法相比，原料玉米蛋白粉采用最佳蛋白酶水解工艺预处理后(中性蛋白酶，酶用量为 140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为 20:1(mL/g)，温度 40℃，水解时间 5h)，不但使叶黄素的提取量由非酶解直接提取的

165.3μg/g 提高到 340.5μg/g，而且浸提时间由 5h 缩短为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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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being pre-treated with protease, corn gluten meal received organic solvent extraction to obtain xanthophylls.

Neutral protease was selected out of thre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teases to pretreat corn gluten meal due to the highest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xanthophylls, and methanol was found to be the best solvent for the extraction of xanthophylls among

the ten solvents tested.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neutral protease hydrolysis were determined to be: enzyme load, 14000 U/g

substrate, liquid/solid ratio, 20:1; reaction temperature 40 ℃; and reaction duration, 5 h. Compared with direct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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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玉米蛋白粉中提取天然色素的方法主要是

直接浸提法，采用 70%～95% 乙醇提取浓缩后得到叶黄

素粗制品。由于直接浸提法只是将游离于蛋白粉颗粒表

面的色素溶解，所以叶黄素的提取量普遍较低。选用

蛋白酶水解以破坏蛋白质网状结构、切断叶黄素与其他

图 1 主要叶黄素的分子结构

Fig.1   The molecular structures of xanthoph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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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黄素(xanthophyl l s )又名“植物黄体素”，是一

种“类胡萝卜素”族物质，包括黄体素( l u t e i n )、玉

米黄质(zeaxanthin)与β- 隐黄质(β-cryptoxanthin)等，分

子结构如图 1 所示[1]。叶黄素虽然不是 VA 前体，但对

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特别是在慢性疾病防治方

面，黄体素和玉米黄质具有区别于其他类胡萝卜素的特

殊作用，如保护视力、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抗癌以及增

强免疫力等[2 -4 ]。

玉米蛋白粉(corn gluten meal，CGM)是生产玉米淀

粉的副产物，长期以来主要作为廉价的畜禽饲料或随废

液自然排放。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随废液自然排

放的玉米蛋白粉在 8 万 t 以上，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

且还会产生环境污染[5]。通过对玉米蛋白粉进行深加工

处理得到天然叶黄素，能有效提高玉米和玉米蛋白粉的

工业附加值，因此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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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的连接，应是增加叶黄素提取量的一种可行的方

法，本实验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另外，表征方面因采

用 HPLC 法定量，通过使用 YMC-C30 类胡萝卜素专用色

谱柱大大提高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玉米蛋白粉    河北省唐山市燕山玉米淀粉厂；黄体

素标样(质量分数 90%)    上海华震科技有限公司；玉米

黄质标样(质量分数 50%)    陕西森弗生物有限公司；中

性蛋白酶、碱性蛋白酶    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蜜

蜂牌酸性蛋白酶    北京东华强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四

氢呋喃、无水甲醇、无水乙醇、丙酮、无水乙醚、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硼砂等均为 AR 级试剂，未

纯化直接使用。

1.2 仪器与设备

7821 型磁力加热搅拌器    江苏省金坛市江南仪器

厂；DHG29070A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益恒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RE52299 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

仪器厂；DELTA320 pH 计、电子分析天平    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TDL80-2B 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

学仪器厂；Evolution RC 离心机    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

公司；Spectrumlab53-54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棱

光技术有限公司； Waters 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 515
高效液相色谱单元泵，Waters 2487 双波段紫外可见光

检测器，Waters 717 plus 自动进样器)    沃特世(Waters)
科技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叶黄素标准溶液的配制

以四氢呋喃为溶剂配制成 360μg/mL 黄体素溶液、

1034μg/mL 玉米黄质溶液，使用时分别稀释成系列质量

浓度。以叶黄素质量浓度为例，稀释成 3 6 、3 . 6 、

0.36、0.036μg/mL。

1.3.2 色谱条件

色谱柱：YMC-Carotenoid 液相色谱柱(C30，3μm，

4.6mm × 150mm)；流动相：甲醇:四氢呋喃:水 =95:2:3(V/
V )；流速 1.0mL/min；进样量：10μL；柱温：30℃。

1.3.3 游离类胡萝卜素总含量的测定

游离总类胡萝卜素含量测定采用 AAC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ereal Chemist)法[6]。精确称取 3 份 1g 左

右玉米蛋白粉(精确到 0.0002g)，各加入 40mL 水饱和正

丁醇溶液，置于 25℃恒温振荡箱内避光轻微振荡 3h(80r/
m i n )，经布氏漏斗过滤得滤液，量取滤液体积。以水

饱和正丁醇溶液为空白，用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435.8nm
处测定滤液的吸光度，再根据吸光系数计算每克玉米蛋

白粉中游离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3 次平均即得最后结

果 。

　　                                              A×V×1000
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μg/g)= ————————

　                                           　  E1cm×m×100

式中：A 为样品吸光度；V 为提取液体积 /mL；E1cm

为检测波长下，质量分数为 1% 的溶液在光程 1cm 的比

色皿中的吸光度(水饱和正丁醇中 E1cm=1.6632)；m 为样

品质量 / g 。

游离黄体素与玉米黄质：由上述所得水饱和正丁醇

滤液取样进 HPLC 分析，用外标法计算游离的黄体素和

玉米黄质的含量。

1.3.4 提取溶剂的选择

取 5g左右玉米蛋白粉置于 100mL具塞锥形瓶中，分

别加入 5 0 m L 甲醇、乙醇、工业酒精、丙酮、二氯甲

烷、四氢呋喃、正己烷、石油醚( 6 0～9 0℃)、乙酸乙

酯和乙醚，避光提取 6 h，经布氏漏斗过滤得滤液，量

取滤液体积后分别取样进行 HPLC 分析，测定叶黄素的

含量，并计算叶黄素提取量。

　            　 
提取液中叶黄素含量 /(μg/mL)×提取液体积 /mL

叶黄素提取量 / (μg / g ) = ————————————————————

　                             　      原料玉米蛋白粉的质量 /g

式中，叶黄素含量 = 黄体素含量 + 玉米黄质含量(其
他叶黄素含量低，忽略不计) 。

1.3.5 酶活力及剩余酶活力的测定

酶活力根据参考文献采用福林法测定[7]。配制质量

浓度 25μg/mL 的酶溶液 250mL，放在 40℃恒温箱中，按

时段取出 1 mL 测酶活力，再与初始酶活力相比、取百

分数，即可得剩余酶活力。

1.3.6 蛋白酶水解

称取 5.000g 玉米蛋白粉置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入

蛋白酶溶液，搅拌混匀，恒温振荡箱中水解指定时间，

弃去上清液。再加入 50mL 无水甲醇避光提取 0.5h，收

集滤液并进行 HPLC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黄素标准曲线

经紫外 -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扫描，四氢呋喃溶液中

黄体素和玉米黄质标准品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450nm，因

此选择液相色谱的检测波长为 450nm。图 2 为黄体素和

玉米黄质混合标样的液相色谱图。

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的混合标样采用等强梯度洗脱，

只需 26min 即可将黄体素和玉米黄质洗脱出来，两者分

离度为 4.4。与一般类胡萝卜素梯度洗脱的 HPLC 分析结

果相比，不但达到基线分离且峰形对称无明显拖尾，表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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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条件能进行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的有效分析。以峰面

积 - 质量浓度作图，得出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的标准曲

线：黄体素，lgY= － 4.97136+0.99699lgX，R=0.99998，
最低检测限(RSN=2)为 0.0104μg/mL；玉米黄质，lgY=
－ 4.46959＋ 0.97756lgX，R=0.99988，最低检测限(RSN=2)
为 0.0395μg/mL。

黄体素 60μg/mL、玉米黄质 506μg/mL。
图 2  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标准品色谱图

Fig.2   HPLC chromatogram of lutein and zeaxanthi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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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原料玉米蛋白粉经有机溶剂直接(非酶解)提取

浓缩液的色谱图，可以看出产物中除黄体素和玉米黄质

这两种叶黄素外，还有其他类胡萝卜素物质。2～5min
对应的是极性较强的杂质，35min 后出现的物质为胡萝

卜素等弱极性物质，如β- 胡萝卜素。由于β- 隐黄质

分子只有一个羟基，极性介于胡萝卜素与玉米黄质之

间，故推测保留时间为 31min 左右的是β- 隐黄质[8]。通

过计算可知，主要叶黄素质量浓度为黄体素 95.8μg/mL、
玉米黄质 310.9μg/mL，即玉米蛋白粉中玉米黄质的含量

是黄体素含量的 3 倍左右。

图 3 玉米蛋白粉提取样品的色谱图

Fig.3   HPLC chromatogram of the extract from corn gluten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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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游离类胡萝卜素的测定

通过 AACC 法测定，原料玉米蛋白粉中游离总类胡

萝卜素含量为 228.3μg/g。由 HPLC 法测得原料玉米蛋

白粉中游离叶黄素含量为 2 03 .6μg/g，其中，黄体素

46.2μg/g，玉米黄质 157.4μg/g，原料玉米蛋白粉中游

离的叶黄素约占游离总类胡萝卜素的 89%。因为有机溶

剂直接(非酶解)提取中叶黄素最大提取量为 203.6μg/g，
所以通过对原料的预处理，使部分处于络合状态的叶黄

素游离出来，是进一步提高其提取量的有效途径。

2.3 非酶解提取叶黄素

保持提取温度 2 5℃、提取时间 6 h 和液固比 10:1
(mL/g)不变，考察不同溶剂对叶黄素直接提取效果的影

响。如图 4 所示，无水甲醇对叶黄素提取效果最好，

提取量可达 165.3μg/g，约占游离叶黄素总量的 81.2%。

其次是工业酒精、二氯甲烷和乙醇，叶黄素提取量分

别为 40.9、32.0、27.5μg/g；其他溶剂的提取效果相对

较差，如丙酮、四氢呋喃、正己烷、石油醚、乙酸乙

酯、乙醚等的叶黄素提取率分别只有 11.8、11.8、3 .5、
3 . 3、5 . 9、8 . 6μg / g。

液固比 10:1(mL/g)，提取时间 6h，温度 25℃。

图 4 不同溶剂直接提取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organic solvents on the direct extraction of
xanthophylls without pre-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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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溶剂的提取效果相差很大，与目标物的溶

解度、分子极性、材料的亲和性等因素有关[9-10]。甲醇

和乙醇提取叶黄素效果最好，是因为甲醇和乙醇极性较

强、亲水性好的特点使它们更容易渗透到玉米蛋白粉颗

粒内部，将大部分叶黄素溶解出来，故后续工艺中确

定均以甲醇作为叶黄素的提取溶剂。

2.4 玉米蛋白粉酶解预处理工艺

2.4.1 蛋白酶的选择

在 40℃条件用福林法测定，酸性蛋白酶、中性蛋白

酶和酶碱性蛋白酶活力分别为 0.5、55.5、25.5 万 U/g。
保持酶解温度 40℃、酶解时间 5h 不变，分别在酶

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条件 1)；
酶用量 55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10:1(mL/g)(条件 2)；
酶用量 55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条件 3)
3 种不同情况下处理玉米蛋白粉，再以甲醇提取叶黄

素，结果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所有实验条件下经中性蛋白酶处理后

提取叶黄素均能获得最高的提取量，碱性蛋白酶次之，

酸性蛋白酶最低，这与中性蛋白酶的活力最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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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水解玉米蛋白粉充分有关。此外，中性蛋白酶

处理后叶黄素的提取量均高于非酶解甲醇直接提取的提

取量(165.3μg/g)。而且在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

液固比 20:1(mL/g)的条件下，提取量超过了原料玉米蛋白粉

中游离的叶黄素总含量(203.6μg/g)，达到了 328.6μg/g，
说明经中性蛋白酶酶解处理后，一部分络合的叶黄素被

释放出来。而碱性蛋白酶和酸性蛋白酶预处理后叶黄素

的提取量偏低，可能是由于叶黄素在酸碱环境中不稳定

造成的，已有研究表明在酸性环境中，类胡萝卜素容

易发生由 H+ 或路易斯酸亲电试剂引发的加成反应而导致

降解[11]。由此确定中性蛋白酶为玉米蛋白粉预处理的最

佳蛋白酶。

条件 1：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条件 2：
酶用量 55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10:1(mL/g)；条件 3：酶用量 55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水解时间和温度均为 5h、40℃。

图 5 不同条件下 3 种蛋白酶预处理对叶黄量提取率的影响

Fig.5   Comparison of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xanthophylls with proteolytic
pre-treatment using three different proteases under different hydrolysi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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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酶解时间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酶解温度 40℃。

图 6 酶解时间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hydrolysis duration on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xanthoph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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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温度 40℃，液

固比 20:1(mL/g)，控制酶解时间分别为 0、1、2、3、
5、7、9 h。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酶解反应比较

耗时，酶解 1h 内叶黄素的提取量变化不大，2～5h 之

间随着时间增大提取量显著增大，是酶解反应控制阶

段。5h 后提取量不再显著增加。测定 40℃下中性蛋白

酶剩余酶活力随时间的变化(图 7)，可以看出 5h 时蛋白

酶活力已不足初始活力的 30%，造成 5h 后对玉米蛋白

粉的水解效果变小。综合考虑生产效率与叶黄素提取

量，选取酶解时间为 5 h 。

2.4.3 液固比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固定酶用量 11000U/g玉米蛋白粉、酶解温度 40℃、酶

解时间 5h 不变，分别以液固比 5:1、10:1、15:1、20:1、
30:1、40:1(mL/g)对原料玉米蛋白粉进行酶解反应，再

用甲醇提取叶黄素后计算叶黄素提取量。由图 8 可知，

在液固比 5～20mL/g 范围内时，随着液固比加大，叶黄

素提取量也随之增大，这是由于在此范围内加大液固比

可以使酶分子和酶解产物更容易分散，从而加快了酶解

速度[12]，相同时间内使更多的处于络合状态的叶黄素被

释放出来。当液固比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液固

比对酶解反应影响不大，反而会增加生产成本。当液

固比为 20:1(mL/g)时叶黄素提取为 328.6μg/g，已接近最

大值，因而选择液固比为 20:1(mL/g)。

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酶解时间 5h，酶解温度 40℃。

图 8 液固比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liquid/solid ratio on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xanthoph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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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酶解温度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酶反应对温度要求比较苛刻。固定酶用量 11000U/g
玉米蛋白粉、液固比 20:1(mL/g)、以及酶解时间 5h，考

察酶的最佳反应温度。3 0、4 0、5 0℃时处理玉米蛋白

粉，所得叶黄素提取量分别为 211.1、328.5、350.7μg/g。

酶质量浓度 25μg/mL，温度 40℃。

图 7  中性蛋白酶的稳定性

Fig.7   Storage stability of the neutral protease u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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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50℃时，升高温度能提高叶黄素的提取量，但环

境温度超过 40℃就会对叶黄素的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13]，

而且过高的温度会加速蛋白酶的失活，为了减少这两方面

的影响，选择 40℃作为酶解最佳温度。结果如图 9 所示。

2.4.5 酶用量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固定液固比 20:1(mL/g)、酶解温度 40℃、酶解时间

5 h，考察中性蛋白酶用量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结

果如图 1 0 所示。可以看出，在底物(玉米蛋白粉)浓度

相同的条件下，酶用量在 0～14000U/g 玉米蛋白粉范围

内，随着酶用量的增加相同时间内对等量的玉米蛋白粉

的水解作用将增大，从而使叶黄素的提取量也随之增

大。当中性蛋白酶用量为 14000U/g 玉米蛋白粉时，叶

黄素提取率达到了 340.5μg/g，因此取 14000U/g 玉米蛋

白粉作为中性蛋白酶的最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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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固比 20:1(mL/g)，酶解时间 5h，酶解温度 40℃。

图 10 酶用量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

Fig.10   Effect of enzyme load on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xanthophylls

2.5 酶解与非酶解法提取叶黄素

分别取非酶解处理的样品和经最佳酶解工艺处理过

的样品 9 个，其叶黄素提取量和萃取时间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非酶解处理的玉米蛋白粉经甲醇浸

提，大约 5h 后叶黄素提取量达到最大值(165μg/g 左右)；
而经最佳酶解工艺处理过的玉米蛋白粉，只需 20min 即

可获得最大提取量(340μg/g 左右)，提取效率获得极大

地提高。其原因之一是蛋白酶的水解作用破坏了蛋白质

的网状结构，使络合的叶黄素呈游离态而进入提取液

中，已有研究表明叶黄素(包括黄体素和玉米黄质)确实

和蛋白质以复合物的形式存在于天然产物中[14-15]。原因

之二是酶解作用使玉米蛋白粉颗粒尺寸变小，增大了固

相的比表面积，液固萃取的传质效率提高，以致叶黄

素提取量比非酶解时提高将近一倍的同时提取时间大为

降 低 。

3 结  论

结合 AACC 法，采用 C30-HPLC 测出原料玉米蛋白

粉中的类胡萝卜素主要为两种叶黄素，游离叶黄素的含

量大约为 203.6μg/g。运用蛋白酶水解预处理玉米蛋白

粉的方法提取叶黄素，其提取量可达 340.5μg/g，比非

酶解直接提取的 165.3μg/g 提高了 106%，说明玉米蛋白

粉中确实有一部分叶黄素与蛋白质等其他组分呈络合状

态，直接有机溶剂提取无法将这部分叶黄素提取出来；

而采用蛋白酶水解预处理原料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将这一

部分叶黄素释放出来，从而极大地提高叶黄素的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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