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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原花青素对含有不同饱和度脂肪酸的乳糖-赖氨酸
体系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抑制作用

吴 茜，董丽红，李书艺，张 皓，李广越，孙智达*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研究莲原花青素低聚体（lotus seedpod procyanidin oligomers，LSOPC）对含有不同饱和度脂肪酸的乳糖-

赖氨酸模拟体系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生成的抑制作用。选择α-乳糖、

L-赖氨酸和油酸/亚油酸/亚麻酸建立3 种热加工模拟体系，采用荧光分光光度法、电子鼻等技术，研究了在不同加

热温度和时间、不同质量浓度LSOPC、不同脂肪酸等因素的作用下LSOPC对模拟体系中生成AGEs抑制作用的影

响。加热温度和时间是LSOPC抑制AGEs生成的重要因素。在各模拟体系中，LSOPC对AGEs的抑制率均随LSOPC

质量浓度增加而增加，且低温加热模式下的抑制率和抑制速率比高温加热模式下大。通过电子鼻技术的指纹图谱分

析，发现低温（100 ℃）时，添加LSOPC后3 种模拟体系生成的气味物质之间无明显差异，高温（180 ℃）时，则

有显著差异。LSOPC对含有不同饱和度脂肪酸的乳糖-赖氨酸模拟体系中AGEs的生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有剂量

依赖关系，且与加热温度和时间以及脂肪酸种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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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Effect of Lotus Seedpod Procyanidin Oligomers on Non-enzymatic Glucosylation in α-Lactose-L-Lysine 

System with Fatty Acids of Different Degree of Sa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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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lotus seedpod procyanidin oligomers (LSOPC) on the formation of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 was explored in simulated systems consisting of α-lactose, L-lysine, and either 

oleic acid, linoleic acid or linolenic acid at various conditions of 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time, and LSOPC concentration 

using fluorescence spectrophotometry and electronic nose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LSOPC on the formation of AGEs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time. Higher LSOPC concentration 

could result in increased inhibitory rate of LSOPC on AGEs form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inhibitory rate was faster at low 

temperature when compared with high temperature. LSOPC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odors generated in three simulated 

systems under different reaction conditions through fingerpri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electronic nose technology. At 

low temperature (100 ℃), the odors formed in each system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le the results showed a big 

difference at 180 ℃. Thus, LSOPC have a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AGE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hich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time, and fatty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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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是在非酶促条件下，由还原糖羰基与

氨基酸或蛋白质、脂质或核酸等大分子物质的游离氨基

经过缩合、重排、裂解、氧化修饰后产生的一组稳定的

终末产物[1-2]。即通过美拉德反应形成的化学危害物。大

量研究表明，体内AGEs的积累与糖尿病、肾脏疾病、

动脉粥样硬化、衰老、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

疾病的发病机理有着密切的关系[3-6]。饮食中AGEs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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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AGEs积累的重要来源，据估计人类通过膳食摄入的

AGEs，大约有10%进入血液循环，仅有1/3通过肾脏排出

体外，其余2/3留在体内，通过共价键与组织结合蓄积在

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伤害，诱发各种疾病的发生[7-9]。

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AGEs，食品的营养成

分、加工方式、加热温度、加热时间都会影响AGEs的形

成[10-11]。因此，降低食品中生成的AGEs含量是预防AGEs

相关疾病的有效途径[12]。

原花青素（procyanidins，PCs）作为黄酮类化合

物的一种，已通过JES-FRSO型电子自旋（顺磁）共振

（electron spin resonance，ESR）波谱仪分析技术证实是

一种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活性和自由基清除能力的天然膳

食补充剂[13-16]。莲原花青素是莲房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并且证明其有抗氧化、免疫调节、降血脂、抗心肌缺

血、抗肿瘤、抗辐射等多种生理功能[17]。目前，莲原花

青素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人体的抗衰老，预防某些

疾病等方面，而在食品中的应用还鲜见报道。基于莲原

花青素优越的抗氧化活性和自由基清除能力，将莲原花

青素应用于抑制食品中AGEs生成的过程，对开发天然食

品AGEs抑制剂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建立含

有不同饱和度脂肪酸的乳糖-赖氨酸模拟加热体系，探讨

莲原花青素低聚体（lotus seedpod procyanidin oligomers，

LSOPC）对AGEs生成的抑制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莲房产自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区，品种为武植“2号”。

LSOPC采用文献[18]方法进行制备。

L-赖氨酸 日本Biosharp公司；油酸（不饱和度

Ω=1） 武汉祥和化学试剂公司；亚油酸（Ω=2）、

亚麻酸（Ω=3）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α-乳糖、乙醇、乙酸乙酯、盐酸、氢氧化钠、二甲基亚

砜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EL104电子天平 上海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

司；RF5301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本Shimadzu公司；

L-8800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日本日立制作所；电子鼻

系统 法国Alpha MOS公司。

1.3 方法

1.3.1 加热温度和时间对LSOPC抑制AGEs效果的影响

准确配制浓度为0.225 mol/L的α-乳糖溶液和L-赖氨

酸溶液，配制质量浓度为30 mg/mL的油酸水溶液（经

NaOH皂化溶解，HCl中和而形成，由于油酸与乳糖，

赖氨酸无法很好的互溶，因此利用皂化后再中和的方法

将其中部分的脂肪酸转化成脂肪酸钠，以脂肪酸钠为乳

化剂来使脂肪酸和氨基酸互溶，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添

加其他乳化剂而造成的干扰）。分别取1 mL的α-乳糖溶

液、L-赖氨酸溶液、质量浓度为4 mg/mL的莲原花青素

溶液，2 mL的油酸水溶液，置于具塞玻璃试管中，制

成5 mL的反应液。100 ℃水浴下分别加热10、20、30、

40、60 min。分别在140、160、180 ℃条件下加热时间

为2、4、6、8、10 min。同时设置以不加LSOPC但加热

的反应体系为对照组，以不加LSOPC且不加热的为空

白组。反应后测定荧光值，计算抑制率。每个实验平行

3 次，取平均值。

1.3.2 不同质量浓度LSOPC对AGEs抑制效果的影响

准确配制0.225 mol/L的α-乳糖溶液和L-赖氨酸溶液、

30 mg/mL的油酸溶液、所需浓度的莲原花青素溶液。根

据1.3.1节的实验结果，选取两个加热条件分别为100 ℃、

30 min和180 ℃、2 min，设置100 ℃时LSOPC质量浓度

分别为0.5、0.8、1.0、1.2、1.5、2.0 mg/mL；180 ℃时

LSOPC质量浓度分别为0.8、1.6、2.4、3.2、4.0 mg/mL。 

参照1.3.1节的方法制成5 mL的α-乳糖/L-赖氨酸/油酸模

拟体系反应液，同时设置以不加LSOPC但加热的反应体

系为对照组，以不加LSOPC且不加热的为空白组。反应

后测定荧光值，计算抑制率。每个实验平行3 次，取平

均值。

1.3.3 不同油脂对LSOPC抑制AGEs效果的影响

按照1.3.2节方法配制各种所需的溶液，以α-乳糖、

L-赖氨酸和不同油脂（油酸、亚油酸、亚麻酸）建立3 种

模拟油脂体系，分别制成低温（100 ℃、30 min，LSOPC

质量浓度分别为0.5、0.8、1.2、1.5、2.0、2.5 mg/mL）和

高温（180 ℃、2 min，LSOPC质量浓度分别为0.8、1.6、

2.4、3.2、4.0 mg/mL）加热模式下的各种反应液，反应

后测定各反应液的荧光吸收强度，计算抑制率，比较不

同加热条件下、不同油脂对LSOPC抑制AGEs作用的影

响。每个实验平行3 次，取平均值。

1.3.4 LSOPC对模拟油脂体系中气味的影响

制备不同反应条件下各种模拟油脂体系的反应液，

每个样品做4 个平行，然后在相应条件下反应，制备方法

和反应条件同1.3.3节一样。将反应后的各样品趁热进行

电子鼻分析（载气：合成干燥空气，流速150 mL/min；

顶空产生参数：产生时间120 s，产生温度50 ℃，搅动速

率500 r/min；顶空注射参数：注射体积500 μL，注射速

率500 μL/s，注射针总体积2.5 mL，注射针温度60 ℃；获

取参数：获取时间120 s，延滞时间600 s）[19]。分别比较

100 ℃或180 ℃时，各模拟油脂体系在添加LSOPC前后挥

发性气味有无差异以及在添加LSOPC后3 种模拟油脂体

系生成的气味物质之间的差异大小。

1.3.5 抑制率的测定

由于AGEs具有自发荧光的特性，因而可用测定的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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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值来反映模拟体系中AGEs水平[20]。根据实验条件将反应液

稀释适当的倍数，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在激发波长370 nm，

发射波长440 nm条件下测定反应液的荧光吸收强度[21]。

将各组反应液的荧光值，取平均值，按下式计算

LSOPC对模拟油脂体系中AGEs的抑制率。

F F

F F
抑制率/%= ×100

式中：F样品为加入LSOPC且加热的反应液的荧光值； 

F对照为不加LSOPC且加热的反应液的荧光值；F空白为不加

LSOPC不加热的反应液的荧光值。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实验

数据用 ±s表示，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数据

的方差分析，组间进一步比较用Dunnett’s t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加热温度和时间对LSOPC抑制AGEs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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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反应温度和时间下LSOPC对模拟体系中AGEs的抑制作用 

Fig.1 Inhibitory effect of LSOPC on the formation of AGEs in 

simulated system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emperatures and times

加热温度和时间会影响美拉德反应的进程，加热温

度越高、加热时间越长，食品中的AGEs含量越高。添

加LSOPC会抑制AGEs的生成[22]。图1反映了不同加热温

度和时间对α-乳糖/L-赖氨酸/油酸模拟体系中LSOPC抑制

AGEs效果的影响。低温加热模式（100 ℃）下（图1A）

的抑制率明显高于高温加热模式（温度高于100 ℃） 

（图1B）时，说明高温促进美拉德反应进行，温度

越高，反应越快。在各温度条件下，随着反应时间的

延长，LSOPC对模拟体系中AGEs的抑制率呈减小趋

势。100 ℃时，抑制率在10～30 min范围内下降显著，

在30～60 min范围内下降不明显。高温加热时，LSOPC

对AGEs的抑制率均很低，在180 ℃、2 min条件下抑制

率最高，这是由于高温下LSOPC的抗氧化和消除自由基

的能力下降[23]，因此对AGEs的抑制率下降，但在最高

温（180 ℃）下，有大量AGEs形成，并且在较短时间

（2 min）内，LSOPC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因此，抑制

率达到高温体系里的最高值。

2.2 不同质量浓度LSOPC对AGEs抑制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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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 2 100 ℃（A）和180 ℃（B）时不同质量浓度LSOPC对α-乳糖/ 

L-赖氨酸/油酸模拟体系中AGEs的抑制作用

Fig.2 Inhibitory effect of LSOPC concentr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AGEs in simulated reaction systems consisting of α-lactose, L-lysine and 

oleic acid at 100 ℃ (A) and 180 ℃ (B)

由图2可知，随着LSOPC质量浓度增加，LSOPC对

AGEs的抑制率亦增加。100 ℃时，各LSOPC质量浓度之

间抑制率的差异显著（P＜0.05），经Probit回归分析，

LSOPC对α-乳糖/L-赖氨酸/油酸模拟体系中AGEs生成的

半抑制浓度（IC50）为1.317 mg/mL。180 ℃时，虽然抑

制率随着LSOPC质量浓度增加而增加，但抑制率及其变

化幅度都很小，当LSOPC质量浓度为0.8 mg/mL时，抑制

率仅为24%，将LSOPC质量浓度提高到2.4 mg/mL时，抑

制率才达到41%；且当LSOPC质量浓度从2.4 mg/mL增加

到4.0 mg/mL时，抑制率仅增加6%，说明LSOPC对AGEs

的抑制效果趋于饱和。当LSOPC质量浓度为4.0 mg/mL

时，对AGEs的抑制率未达到50%，若天然产物抑制剂添

加质量浓度过高，则失去其研究价值。

2.3 不同饱和度脂肪酸对LSOPC抑制AGEs作用的影响

由图3A可知，100 ℃时，在相应的LSOPC质量浓度

下，脂肪酸为亚麻酸的模拟体系中LSOPC对AGEs的抑

制率最高，其次是亚油酸。这说明此加热条件下α-乳糖/ 

L-赖氨酸/亚麻酸模拟体系是最佳的模拟体系，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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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加热时不饱和度不是脂肪酸自氧化的主要原因，而

LSOPC对极易氧化的不饱和脂肪酸有更好的氧化抑制作

用，从而使得亚麻酸模拟体系的抑制率最好。

由图3B可知，180 ℃时，在相应的LSOPC质量浓度

下，油酸模拟体系中LSOPC对AGEs的抑制率最大，亚

麻酸体系的略高于亚油酸体系，可能是高温加热时不饱

和度高的脂肪酸易自氧化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其大量

的氧化产物与赖氨酸发生亲核反应促使生成大量的AGEs

前体物或AGEs，使得LSOPC的抑制效果降低。因此 

α-乳糖/L-赖氨酸/油酸模拟体系的抑制率显著高于其他两

种脂肪酸模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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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0 ℃（A）和180 ℃（B）时不同质量浓度LSOPC对不同模拟

体系中AGEs的抑制作用

Fig.3 Inhibitory effect of LSOPC on the formation of AGEs in 

different simulated systems at 100 ℃ (A) and 180 ℃ (B)

2.4 LSOPC对模拟体系中气味的影响

运用电子鼻分析系统对各样品进行电子鼻传感器信号

数据的指纹图谱分析。指纹图，又叫雷达图，是把18 个 

传感器按照间隔20°均匀排列在圆周上，将每个传感器的

最大响应值取出并标识，形成雷达图。同时，软件提供

了一个简单的量化数值——相似度，用于明确地比较不

同样品间气味的相似性[24]。

表 1 LSOPC对各模拟体系相似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LSOPC on the similarity of simulated systems 

模拟油脂体系
添加LSOPC前后体系的相似度/%

100 ℃ 180 ℃

α-乳糖/L-赖氨酸/油酸体系 90.48 46.51

α-乳糖/L-赖氨酸/亚油酸体系 65.60 26.70

α-乳糖/L-赖氨酸/亚麻酸体系 53.46 13.67

表1为分别在100 ℃和180 ℃反应时，α-乳糖/L-赖氨

酸/油酸体系（体系1）、α-乳糖/L-赖氨酸/亚油酸体系

（体系2）、α-乳糖/L-赖氨酸/亚麻酸体系（体系3）3 个

模拟体系在添加LSOPC前后气味的相似性，结果表明

LSOPC对各模拟体系的气味有影响，其中对α-乳糖/L-赖

氨酸/亚麻酸模拟体系的气味改变最明显，而对α-乳糖/ 

L-赖氨酸/油酸体系的影响最小。同时在180 ℃时LSOPC

对3 种体系的气味改变程度分别都比100 ℃时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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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0 ℃（A）和180 ℃（B）时添加LSOPC后3 种模拟 

体系气味的指纹图

Fig.4 Fingerprints of odors formed in three simulated systems with 

added LSOPC at 100 ℃ (A) and 180 ℃ (B)

由图4A可知，100 ℃时，添加LSOPC后，α-乳糖/L-赖 

氨酸/亚油酸体系和α-乳糖/L-赖氨酸/亚麻酸体系的雷达图

基本上重合，与α-乳糖/L-赖氨酸/油酸体系的雷达图在LY

型有所差异但也不太明显。计算3 种体系之间的相似度，

表2所示100 ℃时其相似度都已达到90%左右，可以认为

这3 种模拟体系之间无明显差异。

从图4B的雷达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180 ℃时，添

加LSOPC后，这3 种模拟油脂体系的气味之间存在显著

的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LY型传感器上。同时，从表2
中也可以看出，180 ℃时这3 种体系之间的气味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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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α-乳糖/L-赖氨酸/亚油酸体系和α-乳糖/L-赖氨酸/
亚麻酸体系气味差异最大。

表 2 各模拟体系之间的相似度

Table 2 Similarity of simulated systems 

体系名
添加LSOPC前后体系的相似度/%

100 ℃ 180 ℃
体系1和体系2 85.99 24.21
体系1和体系3 90.84 32.75
体系2和体系3 99.72 12.60

3 讨 论

加热温度和时间对LSOPC抑制AGEs的影响显著。无

论是在低温加热模式还是高温加热模式下，随着加热时

间的延长，LSOPC对AGEs的抑制率呈减小的趋势。但加

热温度对抑制率的影响更显著，低温下的抑制率明显高

于高温时。尽管低温的加热时间比高温的长，但由于美

拉德反应是典型的温度敏感性反应，与反应时间相比，

反应温度对美拉德反应的进程有更大的影响，高温加大

反应速率，有助于化学反应的进程。

黄酮类物质能有效抑制AGEs的生成，具有剂量依赖

关系，其抑制机理与其抗氧化性和消除自由基的能力呈正

相关[25]。莲原花青素作为一种天然的黄酮类物质，已被证

实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活性和自由基消除能力，因此能够有

效抑制还原糖、油脂的自氧化反应，从而抑制AGEs的形

成。实验结果表明，其抑制的效果与反应体系中的添加量

有关，增加食品模拟体系中的LSOPC质量浓度可以提高

AGEs的抑制率。在高温或高质量浓度下LSOPC对AGEs的
抑制率不显著，可能是LSOPC发生部分热降解或引起自

身的氧化聚集而导致抗氧化活性降低。有研究证明原花

青素通过捕获活性羰基化合物而抑制AGEs的生成。推测

LSOPC是一种很好的天然AGEs抑制剂，其抑制途径可能

为消除自由基、抗氧化、封闭活性羰基。

不同脂肪酸对模拟体系中LSOPC抑制AGEs的效果有

差异。脂类自动氧化的产物会参与美拉德反应，生成大

量AGEs，而LSOPC是良好的氢供体，它能与氧化中间产

物 ROO·发生抑制反应，推迟自动氧化[18]。但是不同的脂

肪酸双键的位置和数量都不相同，碳原子的活化程度不同，

氧化速率和形成的中间产物数量也不一样，因此LSOPC抗脂

质过氧化的效果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含不同饱和度脂肪酸模

拟体系对LSOPC抑制AGEs的效果有差异。此外，脂质自动

氧化还会受加热温度的影响，因此不同温度下，不同脂肪酸

对模拟体系中LSOPC抑制AGEs的效果也不同。

通过电子鼻分析，LSOPC在抑制AGEs生成的过程中

会造成模拟体系中生成的气味物质有差异。此外，不同

加热温度时LSOPC对不同模拟体系之间气味物质的影响

不同。100 ℃时，添加LSOPC后3 种模拟体系生成的气味

物质之间无明显差异；180 ℃时，则有显著差异。研究

LSOPC对模拟体系中气味的影响，有助于莲房原花青素

在食品中的实际应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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