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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发芽过程中脂氧合酶活力的变化
张雅君，杨 选，杨 震，韩永斌*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部农畜产品加工与质量控制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选用“花育30号”品种作为实验材料，对花生脂氧合酶活力的测定体系进行优化，研究发芽过程中花生

不同部位脂氧合酶活力的变化。结果表明：花生脂氧合酶活力测定的最适条件为：测定温度32 ℃，磷酸盐缓冲液

pH 6.8，磷酸盐缓冲液浓度0.10 mol/L。发芽36 h时花生脂氧合酶活力最高，其后酶活力总体呈下降趋势。该酶在子

叶和胚芽中的活力呈现出与全粒花生几乎相同的变化趋势，且胚芽中酶活力比子叶中酶活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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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poxygenase ha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enzymes in lipid degradation, and it has positive or 
adverse impact on nutrients in foods. In this study, the cultivar “HUAYU 30”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lipoxygenase activity 
assay system for peanuts. The optimal reaction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as 32 ℃, pH 6.8 and 0.10 mol/L phosphate buffer 
by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change in lipoxygenase activity during peanut germination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ipoxygenase activity was the highest after germination for 36 h,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a 
slight fluctuation during peanut germination. The lipoxygenase activity in embryo was lower than in cotyledon, but they both 
showed the same trend as the whole pea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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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Arachis hypogaea L.）为蝶形花科，落花生属

植物，花生仁中脂肪含量为44.27%～58%，蛋白质含量

25%～36%。在世界范围内，花生油占食用植物油年产量

的14%，居世界第4位，花生植物蛋白资源居第3位，占

世界植物蛋白年产量的11%，是重要的食用植物油和植

物蛋白资源[1]。我国是世界三大花生主产国之一，总产

量在1 000 万t左右，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以上，占我

国油料作物总产量的50%左右，其单产、总产和出口量

均居世界首位[2]。作为重要的油料资源，花生中有8 种

脂肪酸，其中油酸和亚油酸约占80%，具有较高的营养

价值[3]。

脂氧合酶（lipoxygenase，LOX，EC 1.13.11.12），

也称作脂肪氧化酶，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真菌

和细菌中的氧化还原酶[4-6]。LOX在生物体内的主要作用

是催化含有顺,顺-1,4-戊二烯结构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及其

相应酯类的加氧反应，生成具有共轭双键的多不饱和脂

肪酸氢过氧化物，统称为氧脂。谷物、豆类等种子中固有

的LOX能催化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形成脂肪酸氢过氧化

物从而对其营养价值和风味产生不良影响[7-9]。LOX也具有

有利的一面，有研究表明在小麦粉中加入部分的大豆粉或

是纯化的大豆LOX可以提高面筋筋力，改变面团的流变学

性质，改善面团的稳定性并且具有增白剂的效果[10-13]。来

源于大豆的LOX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已被允许作为面粉酶制

剂使用[14]。此外，在生物体外利用LOX氧化油脂产生的挥

发性物质可以作为香精等天然的食品添加剂[15]。LOX在食

品加工中的应用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关于谷物豆类种子发芽过程中LOX活性变化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大豆上，蒋和体等[16]研究发现大豆LOX活力随发

芽时间延长而降低。而赵甲慧[17]研究发现大豆发芽后LOX

活性总体提高，在芽长2 cm时活性最强，是未发芽种子中

LOX酶活力的2 倍左右。对于花生种子发芽方面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花生生理生化[18-19]、蛋白酶抑制剂[20]、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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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21]和贮藏蛋白种类及含量变化[22]方面。而对花生LOX的

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酶活性测定以及同工酶鉴定等方面[23]。

花生发芽过程中LOX活性变化规律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

道。因此，本实验拟检测发芽处理过程中LOX活力的变

化，旨在探索花生发芽过程中LOX的变化规律，为研究

LOX在花生发芽过程中的作用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供试花生为“花育30号”，由徐州金农种子公司提

供，4 ℃避光保存。将发芽处理的花生每隔12 h取样，因

花生芽苗在发芽96 h后长出侧根及嫩叶，并且芽苗已出现

木质化，故后面实验均采用发芽96 h以内的花生作为研究

材料。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分析纯） 汕头市西

陇化工厂；牛血清白蛋白（albumin from bovine serum，

BSA）（生化试剂） 上海蓝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考

马斯亮蓝G-250（生化试剂）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

剂公司；亚油酸钠（分析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HH-6型数显恒温水浴锅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

司；JA2003型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UV-2802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上海）仪

器有限公司；PGX-250智能光照培养箱 宁波海曙赛福

实验仪器厂；BX-801贝欣智能芽菜机 沈阳梦飞扬科

技有限公司；Orion818型pH测试仪 默飞世尔科技（中

国）公司；H1650-W台式高速离心机 湖南湘仪公司；

TDL-40B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3 方法

1.3.1 花生LOX粗酶液的提取

粗酶液的提取参考文献[24]的方法做部分调整：将

5 g去红衣花生加入40 mL磷酸盐缓冲液（0.05 mol/L，

pH 7.0）于冰浴下研磨成匀浆后4 ℃、12 000 r/min离心

40 min，取上清液于4 ℃冰箱保存备用。

1.3.2 LOX活力测定方法

根据文献[24]方法，经过调整后采用3 mL反应体

系，以亚油酸钠为底物。取磷酸盐缓冲溶液2.90 mL、

花生LOX粗酶液60 μL、5 mmol/L的亚油酸钠40 μL混合

均匀，在234 nm波长处观察OD234 nm的变化，每10 s记

数1 次，5 min后停止记录，平行测定5 次，结果取平均

值，绘制OD234 nm变化曲线，选取OD234 nm随时间变化呈线

性且斜率最大的部分计算酶活力。以每分钟OD234 nm增加

0.01所需的酶量作为LOX的一个酶活力单位（U）。

1.3.3 LOX活力测定方法的优化

1.3.3.1 温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选择0.05 mol/L pH 7.0的磷酸盐缓冲液，温度设置在

18～40 ℃，每2 ℃一个梯度，共11 个梯度。测定前水浴

保温30 min，其他实验步骤同1.3.2节。

1.3.3.2 pH值对LOX活力的影响

在优化的温度条件下选择0.05 mol/L的磷酸盐缓冲

液，pH值分别为6.0、6.5、7.0、7.5、8.0，其他实验步骤

同1.3.2节。在此梯度下的最适pH值周围设置更小的pH值

梯度进行再次验证，以确定最佳反应pH值。

1.3.3.3 磷酸盐缓冲液浓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在优化的温度及磷酸盐缓冲液pH值条件下，设置磷

酸盐缓冲液浓度分别为0.05、0.10、0.15、0.20 mol/L进行

实验，其他实验步骤同1.3.2节。

1.3.4 花生发芽过程中LOX活力测定

参照Uwaegbute等[25]的方法，根据花生的发芽特性，

经过多次实验做出部分修改。花生种子经过筛选、除杂

后，于体积分数为1%的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30 min，后

每隔10 min用去离子水冲洗，冲洗数次后于30 ℃条件下

黑暗浸泡12 h，用去离子水润洗数次后置于发芽机中于培

养箱中30 ℃黑暗条件下发芽，每隔24 h换水一次，发芽

时间共96 h，每隔12 h取样，液氮速冻，存于－20 ℃冰箱

中备用。将种胚芽和子叶剥离，测定不同发芽时间花生

种子不同部位的LOX活力。蛋白质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

蓝G-250法。

1.4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设3 次重复，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和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平设定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生LOX活力测定方法的优化

2.1.1 酶活力测定时间范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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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D234 nm随时间的变化 

Fig.1 Curve showing absorbance at 234 nm as a function of reaction time 

由图1可知，花生LOX促反应曲线属于典型的“S”

型曲线，前20 s是酶促反应启动阶段，OD234 nm在此时间

段内略有波动，20 s后酶液与底物充分接触后开始呈直线

上升，反应开始150 s后酶促反应趋于平缓直至停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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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60～120 s期间OD234 nm上升速率最大，在此时间范围

内OD234 nm上升幅度均可以准确代表酶活力大小。因此，

本实验确定60～120 s为花生LOX活力的测定时间。

2.1.2 温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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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LOX activity

由图2可知，花生LOX活力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

整体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未达到酶的反应最适温

度前，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体系中酶的活化分子数增

多，酶活力增加。在26～36 ℃酶活力较高，中间略有波

动，在26 ℃和32 ℃时出现两个峰顶，酶活力显著高于其

他温度下的酶活力，这可能是因为花生中不同同工酶的最

适温度不同所致。其后LOX活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可能是因为在较高的温度下，酶的二级结构发生改变，酶

分子内部的有序排列受到破坏，导致酶活性降低[26]。王辉

等[27]指出，大豆的LOX在体外的耐热性不高，在40 ℃保

温30 min的酶活力只有在30 ℃保温30 min酶活力的50%。

在32 ℃条件下LOX活性最高，因此酶活力测定体系中温

度选择32 ℃。 

2.1.3 磷酸盐缓冲液pH值对LOX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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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磷酸盐缓冲液pH值对LOX活力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buffer solution pH on LOX activity

前期实验中发现当磷酸盐缓冲液的pH值在6.0～8.0范

围内，LOX在pH 6.5处酶活力最高。为进一步确定LOX

的最适pH值，在pH 5.8～7.0之间重新设置了6 个梯度进

行实验。pH值的变化会引起酶分子中活性必需基团解离

状态的变化，影响酶分子与底物的结合。由图3可知，

LOX活力随磷酸盐缓冲液pH值升高呈现整体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在pH 6.8处酶活力最高，所以酶活力测定体系

中选择磷酸盐缓冲液pH值为6.8。

2.1.4 磷酸盐缓冲液浓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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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磷酸盐缓冲液浓度对LOX活力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concentration on LOX activity

缓冲液的浓度是影响酶催化活性的因素之一，由 

图4可知，当磷酸盐缓冲液浓度太高或太低时都会影响酶

的催化效率，磷酸盐缓冲液浓度在0.10 mol/L时LOX活力

显著高于其他浓度下的酶活力，所以酶活力测定体系中

选择磷酸盐缓冲液浓度为0.10 mol/L。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以得出花生中LOX活力测定体系的

条件：反应温度32 ℃，磷酸盐缓冲液pH 6.8，磷酸盐缓冲

液浓度0.10 mol/L，此条件下LOX酶活力达12.23 U/mg pro。 

侯美玲等 [24]对“花育22号”中提取的LOX最适反应条

件进行了优化，认为在pH 5.7、32 ℃、缓冲液浓度为

0.10 mol/L的条件下显示出最佳酶活力。

2.2 发芽过程中花生LOX活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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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粒花生LOX活力随发芽时间的变化

Fig.5 Curve showing LOX activity in peanut as a function of 

germination time 

由图5可知，花生LOX活性随发芽时间的延长呈先下

降后上升再下降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发芽36 h时，酶

活力达到最大，约为初始种子中酶活力的1.11 倍。在发

芽过程中，脂类物质在LOX和脂肪酶的作用下不断发生

降解，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能量来源。花生种子

在发芽24～36 h时处于旺盛期，LOX活力上升，可能是

因为在种子萌发的早期阶段种子体内各种酶被启动，参

与调节或触发细胞内各种化学反应过程，酶反应开始变

得剧烈[28]。此后酶活力降低；中间60～72 h期间略有上升

趋势，可能是因为花生LOX几种同工酶在不同发育阶段

表达的结果。有研究发现在大豆某些发育阶段中会产生

新的LOX同工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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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芽过程花生胚芽中LOX活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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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花生胚芽中LOX活力随发芽时间的变化

Fig.6 Change in LOX activity in peanut embryo during germination 

如图6所示，花生胚芽中LOX活性变化同全粒花生在发

芽初期相似，在12～24 h范围内显著下降，发芽36 h时，

胚芽中LOX活力达到最大为8.1 U/mg pro，此趋势和全粒花生

中酶活力变化趋势亦相同。发芽后期酶活力也迅速下降，并在

随后的发芽过程中维持较低的水平，约为初始酶活力的10%。

2.4 发芽过程花生子叶中LOX活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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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花生子叶LOX活力随发芽时间的变化

Fig.7 Change in LOX activity in peanut cotyledon during germination 

如图7所示，在发芽初始至24 h期间，花生子叶中的

LOX活力呈下降趋势。随着发芽的进行（24～36 h），

种子吸胀完成，LOX的活力上升，子叶中LOX在发芽

36 h时酶活力最大为63.10 U/mg pro，比未发芽种子

（0 h）增加了约13%。花生子叶中含有大量油脂，主要

是油酸和亚油酸，在花生萌发过程中，油脂作为主要的

储能物质，在LOX和脂肪酶的作用下，分解为小分子

物质并提供能量 [30]。子叶部位中的LOX活力略高于全

粒种子，这可能与此期间子叶中的LOX被激活和脂肪

反应提供种胚发育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有关；在水稻研

究中也有类似报道[31]。已有的研究表明，大豆LOX同工

酶随植株发育而产生较大变化，吸胀结束后在幼嫩快速

生长的组织中通常都表现出很高的酶活性[32-33]。

表 1 花生发芽过程中全粒、子叶和胚芽中LOX活力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of LOX activ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peanut 

during germination

项目
全粒花生
LOX活力

花生子叶
LOX活力

花生胚芽
LOX活力

全粒花生LOX活力 1
花生子叶LOX活力 0.950** 1
花生胚芽LOX活力 0.710** 0.647** 1

注：**. 在 0.01 水平上极显著相关。

变量之间显著性值小于0.001，表示其相应的两个变

量极显著相关。由表1可知，全粒花生LOX活力和花生

子叶LOX活力以及花生胚芽LOX活力均极显著相关，全

粒花生LOX活力与花生子叶LOX活力的相关系数高于全

粒花生LOX活力与花生胚芽LOX活力的相关系数。花生

子叶LOX活力和花生胚芽LOX活力极显著相关，但相关

系数最小。LOX主要存在花生子叶中，在花生发芽过程

中，子叶中的LOX起主要作用。

3 结 论

花生中LOX活力测定的最佳反应体系是：磷酸盐缓冲

液浓度0.10 mol/L，pH 6.8，温度32 ℃，此条件下LOX酶活

力达12.23 U/mg pro。花生发芽过程中无论在子叶还是胚芽

中，LOX活力均在36 h达到最大值，分别为63.10 U/mg pro 

和8.1 U/mg pro，且均显著高于其他发芽时期。LOX活力

在36 h后呈下降趋势，胚芽中LOX酶活力比全粒LOX酶

活力下降速率更快。根据花生发芽过程中全粒、子叶以

及胚芽中LOX活力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全粒花生酶活力

与子叶和胚芽中酶活力极显著相关，并且全粒与子叶中

LOX活力相关性大于其与胚芽中LOX活力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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