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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氧基-4- 乙烯基苯酚、2- 甲基-5- 丁基苯酚、苯甲

酸 、 苯 酚 。

3.3 野生赤芍的精油中含有抗菌活性很强的苯甲酸、

苯酚和水杨醇，含有抗氧化作用很强的 2- 羟基苯甲醛、

2-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苯酚和与常用的抗氧化剂BHT

结构极其相似的2- 甲基 -5- 丁基苯酚。对超氧自由基清

除率IC50 达到了1.013g/L。

3.4 野生赤芍既是具有清热、止痛等功效的中药材，

又是性能良好的天然抗菌和抗氧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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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骨鸡活性肽组成成分及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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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实验对乌骨鸡活性肽的蛋白质含量、多肽含量、游离氨基酸含量和多肽的分子量分布进行了研究，并

通过测定乌骨鸡活性肽对Fenton 反应产生的羟自由基、邻苯三酚自氧化产生的超氧阴离子的清除率，考察乌骨鸡

活性肽的体外抗氧化能力。乌骨鸡活性肽组成分析表明：活性肽中蛋白质含量为90.53%，其中主要成分为小分子

多肽(51.46%)和氨基酸(36.17%)。乌骨鸡活性肽分子量分布的凝胶色谱法测定结果显示其分子量集中在1900Da 以下，

其中小肽所占相对比例较大。体外抗氧化实验结果表明：乌骨鸡活性肽具有较强的清除羟自由基的能力，其清除

率与浓度呈剂量关系；并能明显降低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抑制率与浓度呈正相关，但与肌肽比较，乌骨鸡活性

肽的体外抗氧化能力相对要弱。

关键词：乌骨鸡；活性多肽；分子量分布；氨基酸；抗氧化活性

Research on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Black-bone Silky Fowl Bioactive 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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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protein, polypeptides, free amino acids and distribution of molecular polypeptide weight of in BSF

bioactive peptid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research. And the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black bone silky fowl (BSF) bioactive peptides

were evaluated by determination of the scavenging activities against hydroxyl radicals and superoxide radicals produced by

Fenton reaction and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e protein content was 90.53% in BSF bioactive

peptide, in which polypeptide amounted for 50.46% and amino acids 36.17%. The major molecular weight of BSF bioactive

peptides was less than 1900 Da and small weighted peptide was dominated. BSF Bioactive peptides had a strong scavenging effect

against hydroxyl radicals, and the scavenging activity showed a positiv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with BSF bioactive 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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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Also, BSF Bioactive peptide can decrease the speed of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and the reducing effect showe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ncentration, however its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is weaker than carnosine did.

Key words：black-bone silky fowl；bioactive peptides；antioxidant activity；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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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活性肽是对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有益或具有生

理作用的肽类化合物，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生物活性

肽；其吸收机制优于游离氨基酸，且具有氨基酸不可比

拟的生理功能和改善食品感官效应[1]。其中抗氧化性多

肽是生物活性肽的一种，其分子量小，易吸收，在体

内能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羟自由基从而达到抗衰老的功

能[2]。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蛋白质经适当的蛋白酶水解

至一定的水解度，可得到相应的生物活性多肽。当今

发展鸡肉深加工是鸡肉加工业的必然趋势，利用酶技术

处理鸡肉是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和附加值的一种有效途

径[3]。乌骨鸡(Gallus gallus demosticus brissen)作为一种

药用鸡种，具有特殊的营养滋补和药用价值，是一种

优良的蛋白质源。乌骨鸡活性肽即为乌骨鸡肌肉蛋白通

过一定优化工艺酶促水解后而获得的具有一定分子量范围

的多肽产物。乌骨鸡酶解处理技术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热

点[4-5]，但对其酶解产物的组成和抗氧化活性缺乏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本实验对实验室蛋白酶水解获得的乌骨鸡

活性肽的组成成分及其抗氧化能力进行研究，以期为进

一步开发乌骨鸡活性肽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设备

1.1.1 原料

乌骨鸡由江西生物谷泰和乌鸡原种鸡场提供；乌

骨鸡活性肽由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 制 。

1.1.2 试剂

硫酸亚铁、邻二氮菲、双氧水、磷酸盐、邻苯

三酚、Tris-HCl 等均为分析纯；分子量校正曲线所用抑

肽酶标准品(MW6512)    美国 Sigma 公司；氧化型谷胱

甘肽 NW 6 1 5、还原型谷胱甘肽 NW 3 1 0 和甘氨酸 MW 7 5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3 仪器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L-8800    日本日立公司；凯氏定

氮仪KDY-9820    北京通润源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515二元梯度高压泵、2487紫外可变检测

器和GPC数据处理软件的色谱工作站)    美国Waters公

司；流动相真空抽滤脱气装置、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 2800    上海尤尼珂公司；电子天平FA1104    上海建

平仪器仪表公司；KQ-50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Milli-Q超纯水处理系统    美国Millipore

公 司 。

1.3 方法

1.3.1 乌骨鸡活性肽组成成分分析

(1)蛋白质含量测定：样品蛋白质采用微量凯氏定氮

法[6]测定，蛋白质换算系数为 6.25。

(2)TCA 可溶性氮含量测定：通常情况下高分子蛋

白质在酸性条件下易被沉淀，而可溶的酸溶性蛋白质为

较低分子量的蛋白质水解物，其中包含多肽和游离氨基

酸[7]。称取样品 2.0g，加入 15% 三氯乙酸(TCA)溶液

10ml，混合均匀。静置 5min 后，将溶液定量转移，在

4000r/min 下离心10min 后，取全部上清液。按蛋白质

含量测定法测定含氮量，蛋白质换算系数为 6.25。

(3)游离氨基酸含量测定：精密称取样品约0.1g，定

容至10ml，取 5ml 样品溶液在40～50℃下真空干燥，以

柠檬酸三钠缓冲液(pH2.2)定容至1ml，注入氨基酸自动

分析仪。以外标法测定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色谱条

件：离子交换柱柱长 4.6mm × 60mm，树脂为日立专用

离子交换树脂；流动相为柠檬酸三钠缓冲溶液(pH2.2)，

流速0.4ml/min，柱压8～12MPa；茚三酮，流速0.3ml/

min，柱压2～3.5MPa；反应温度为135、50℃；检测

波长为590nm 和 440nm；分析时间为30min。

1.3.2 乌骨鸡活性肽分子量分布测定

用流动相配制分子量标准品(抑肽酶、氧化型谷胱甘

肽、还原型谷胱甘肽、甘氨酸)和样品溶液各1.0mg/ml，

超声振荡10min 后充分溶解混匀，用孔径0.22μm 聚尼

龙过滤膜过滤后，分别注入 HP L C，紫外检测器进行检

测。使用 G P C 软件对色谱图及其数据进行处理，以分

子量的对数(1ogMW)对样品洗脱体积作线性回归得到分

子量校正曲线及其方程，计算得乌骨鸡活性肽的相对分

子量大小及分布百分比。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Saphadex Peptide Column

10/300GL (300mm × 7.8mm)；流动相为 0.01mol/L

NaCl的磷酸盐缓冲溶液(pH6.86)；温度为35℃；流速为

0.5ml/min；进样体积为20μl；检测波长为220nm。

1.3.3 乌骨鸡活性肽对羟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精密称取乌骨鸡活性肽和肌肽，用磷酸盐(PBS)缓

冲溶液(pH7.4)溶解配制成浓度 1.0、2.0、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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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 、7.0、8.0、9.0mg/ml的供试品溶液，取PBS

缓冲溶液 4.0ml 依次加入 7.5mmol/L 的硫酸亚铁溶液

1.0ml 5mmol/L 的邻二氮菲溶液 1.5ml、供试品溶液

1.0ml， 后加入 1% 双氧水(H2O2)1ml，用 PBS 缓冲溶

液定容至10ml 摇匀，37℃水浴 60min 后，在 510nm 处

测吸光度 A 样品。采用 PBS 缓冲溶液代替样品液得损伤管

吸光度 A 损伤，采用去离子水代替样品液和 H 2 O 2 溶液，

得未损伤管吸光度 A 未损伤。按下式计算乌骨鸡活性肽对

羟自由基的清除率[8]。

                                           
 A样品－A损伤

羟自由基清除率(%)= ————————×100

                                           
A未损伤－A损伤

1.3.4 乌骨鸡活性肽对超氧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分别精密称取乌骨鸡活性肽和肌肽，用双蒸水溶解

制成浓度为0.1、0.25、0.5、1、2、4mg/ml 的供试品

溶液，取0.1mol/L的 Tris-HCl(pH8.2)缓冲溶液5ml，加

入供试品溶液1.0ml，并与双蒸水3.7ml混合后在25℃水

浴中保温20min，然后取出混合液，立即加入在25℃ 预

热过的3mmol/L邻苯三酚0.3ml，迅速摇匀后倒入比色皿

中，在 32 0 n 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每隔 30 s 测定一次

(共八次)，按文献方法[9]计算氧化速率νt，另以双蒸水

作为阴性样品，同法测定，计算氧化速率ν0 。按下式

计算乌骨鸡活性肽对超氧自由基清除率：

                                              
1－νt

超氧自由基清除率(%)= ————×100

                     
ν0

2 结果与分析

2.1 乌骨鸡活性肽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测定结果

游离氨基酸测定(结果见表 1)可知，乌骨鸡活性肽

中游离氨基酸含量占36.17%，乌骨鸡活性肽富含必需氨

基酸，其中人体所需的八种必需氨基酸(色氨酸未检出)

和两种半必需氨基酸(组氨酸和精氨酸)的含量分别14.24%

和 3.86%，占总游离氨基酸比例为50.04%。乌骨鸡活

性肽中谷氨酸、亮氨酸、精氨酸、赖氨酸、丙氨酸、

天门冬氨酸等游离氨基酸含量较高，对调节人体生理机

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谷氨酸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改

善脑细胞营养活跃思维；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

作为支链氨基酸在肝外代谢，是体内重要的供能氨基

酸；赖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能影响其他氨基酸的

利用吸收，同时还能影响机体的代谢和免疫能力。乌

骨鸡活性肽中风味氨基酸如：谷氨酸、天冬氨酸、甘

氨酸的含量也较高，可能是乌骨鸡活性肽具有独特鲜味

的原因。

通过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得乌骨鸡活性肽中蛋白质含

量为90.53%(n=3，RSD=1.27%)，TCA 可溶性氮含量为

86.63%(n=3，RSD=1.31%)。多肽的含量可通过酸溶性

蛋白质含量减去游离氨基酸含量计算获得，各组分含量

分布如图1 所示。可见乌骨鸡活性肽中高分子蛋白质含

量较少，而多肽和游离氨基酸为其主要成分。

表1    乌骨鸡活性肽中游离氨基酸含量

Table 1      Sorts and contents of amino acids in BSF bioactive
peptides

氨基酸名称 含量(%)

异亮氨酸(Ile) 1.36

亮氨酸(Leu) 3.75

苯丙氨酸(Phe) 1.58

蛋氨酸(Met) 1.6

苏氨酸(Thr) 1.39

赖氨酸(Lys) 2.74

缬氨酸(Val) 1.82

甘氨酸(Gly) 2.07

胱氨酸(Cys) 0.32

丙氨酸(Ala) 2.62

酪氨酸(Tyr) 1.64

天冬氨酸(Asp) 2.5

脯氨酸(Pro) 0.49

丝氨酸(Ser) 1.44

谷氨酸(Glu) 6.99

精氨酸(Arg) 3.12

组氨酸(His) 0.74

总游离氨酸含量 36.17

2.2 乌骨鸡活性肽的分子量分布

2.2.1 分子量测定标准曲线

标准品由小分子到大分子依次进样，每个样品平行

进样三次。标准品及其平均洗脱体积如表 2 所示，使用

GPC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根据一阶拟合线性回归所得到

分子量曲线方程为：logMW= － 0.184V+5.70(V 为洗脱体

积；R=0.995)。可见多肽分子量大小与其洗脱体积的线

性很好。

2.2.2 乌骨鸡活性肽的分子量分布

从乌骨鸡活性肽凝胶色谱图(图 2 和表 3)可以发现，

1.高分子蛋白质4%

2.其它 9%

3.游离氨基酸36%

4.小分子多肽51%

1
2

3

4

图1   乌骨鸡活性肽中高分子蛋白质、小分子多肽、游离氨基酸等

含量比例

Fig.1     Proportion of content of high-weight protein, peptide and
amino acid in BSF bioactive 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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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乌骨鸡活性肽对羟自由基清除能力

生命活动的代谢过程所产生的自由基中，·O H 是

体内 活泼的活性氧，氧化能力极强。清除·O H 能

力是体外抗自由基氧化活性考查的重要指标。肌肽是一

种目前已知抗氧化活性 强的肽类物质，本实验以其作

阳性对照来考查乌骨鸡活性肽体外抗自由基氧化活性。

乌骨鸡活性肽对羟自由基清除能力结果如图 3 所示。可

见乌骨鸡活性肽具有较强的清除·O H 能力，且随浓度

的增大，羟自由基清除率也相应增大，但与肌肽比较

其清除率较弱。

2.4 乌骨鸡活性肽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 2·)也是生命活动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氧化能力，因

此在检验抗氧化物质的活性时经常把清除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邻苯三酚(PR)在碱性条

件下会发生自氧化，生成有色中间产物和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O 2·对自氧化有催化作用，以乌骨鸡活性肽对

P R 自氧化速率变化的影响来计算对 O 2·的清除率，可

作为乌骨鸡活性肽对 O2·的清除能力的表征。由图 4 可

知，乌骨鸡活性肽能明显降低邻苯三酚自氧化的速率，

且呈剂量关系，随着浓度的增加，清除率逐渐增高，

但与肌肽比较，乌骨鸡活性肽的清除 O 2·的能力相对

要 弱 。

标准品 M W l o g M W 洗脱液体积(ml)

甘氨酸 75 1.8751 21.27

氧化型谷胱甘肽 310 2.4786 16.90

还原型谷胱甘肽 615 2.7868 15.28

抑肽酶 6500 3.8137 10.38

表2     分子量标准品洗脱液体积

Table 2       Eluenting volumn of standards

乌骨鸡活性肽主要分布在1900Da 以下，这部分主要可认

为是在八个左右肽键以下的小肽。其中1900Da 以上多肽

仅约占 11.42%，分子量在 400～200 左右的小肽约占

31.92%。研究表明，肽的生物活性与分子量大小有关，

能在体内起功能活性作用的肽往往是相对分子质量在1000

以下的小肽。小肽不仅易于吸收，还具有降血压、免

疫调节、抗疲劳、抗氧化等许多重要的生理活性[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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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乌骨鸡活性肽分子量分布凝胶色谱图

Fig.2      Results of gel filter chromatogram of BSF bioactive
peptides

表3    乌骨鸡活性肽分子量分布

Table 3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BSF bioactive peptides

分子量范围
数均分子质量 重均分子质量 峰面积百分比

MN(Da) MW(Da) (%)

6738～1900 3105.58 3502.37 11.42

1900～383 648.72 791.68 29.45

383～257 311.04 315.12 14.05

257～178 205.39 209.00 17.87

178～114 124.40 126.39 17.49

＜ 114 83.178 83.47 9.72

图3    肌肽和乌骨鸡活性肽对羟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carnosine and BSF bioactive peptides on
hydroxyl radicals scaveng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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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蛋白酶解产物抗氧化性和清除自

由基的报道[11-12]。大量研究认为酶解产物的抗氧化能力

主要来源于具有抗氧化性的氨基酸和肽，如组氨酸、酪

氨酸、亮氨酸等氨基酸具有强抗氧化性，肌肽和含组

氨酸的二肽、由组氨酸和酪氨酸组成的三肽等具有强清

除自由基活性[13-14]。乌骨鸡活性肽的强清除自由基能力

与其较高的小肽含量应有直接联系。同时乌骨鸡活性肽

图4   乌骨鸡活性肽和肌肽对 O2·清除率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BSF bioactive peptides and carnosine on O2·

scaveng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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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抗氧性氨基酸如组氨酸、酪氨酸、蛋氨酸、半胱氨

酸的含量为 4. 3 %，特别是酪氨酸含量较高，可能也是

乌骨鸡活性肽具有强抗氧化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

肽的抗氧化活性与其氨基酸组成、氨基酸序列密切相

关。乌骨鸡活性肽中多肽体系复杂，多肽的氨基酸组

成、氨基酸序列有待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其对整体清

除自由基能力的影响机制。

3 结  论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类似癌症、心血管疾病、白内

障等疾病以及衰老均与过量的自由基存在有关。通过补

充外源性的抗氧化剂可使体内自由基重新获得平衡。乌

骨鸡活性肽是通过蛋白酶水解乌骨鸡肌肉蛋白而获得的

以游离氨基酸和小肽为主要成分的生物活性肽。上述实

验证实乌骨鸡活性肽具有较强的清除羟自由基、超氧自

由基的能力，是一种清除自由基非常有效的抗氧化肽。

同时乌骨鸡成分分析证实，乌骨鸡活性肽中含有大量小

分子肽和具有强清除自由基活性的氨基酸。可见乌骨鸡

活性肽可作为一种优良的多肽功能食品，具有一定的开

发前景。

参考文献：

[1] 李勇. 生物活性肽研究现况和进展[J]. 食品与发酵工业, 2007, 33(3):

3-9.

[2] 吴继卫, 何海伦, 路敬涛, 等. 海洋生物蛋白的酶解及酶解产物的抗

氧化活性[J]. 海洋科学, 2005, 29(3): 76-80.

[3] 周雪松, 赵谋明, 马中苏. 鸡肉蛋白酶水解产物的组成与清除DPPH

活性[J]. 吉林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06, 36(1): 128-132.

[4] 杨瑞学, 朱小艳. 乌骨鸡深加工酶解处理条件的探索研究[J]. 食品

科学, 2004, 25(10): 187-191.

[5] 姜水红. 乌鸡精水解工艺研究[J].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2004, 25(2):

107-111.

[6] GB/T 14771－1993.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方法[S].

[7] 郭玉东, 张洋张, 均国. 小肽饲料营养价值及评价方法[J]. 饲料工业,

2007, 28(7): 13-16.

[8] 李昌, 谢明勇, 聂少平, 等. 库克诺你果汁提取物体外清除自由基及

抗氧化活性研究[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06, 18: 373-377.

[9] 弓晓峰, 谢明勇, 陈奕. 黑灵芝与赤灵芝提取物的抗氧化作用比较

[J]. 食品科学, 2006, 27(4): 44-47.

[10] 李琳, 赵谋明. 食物源活性肽结构-特性关系的研究进展[J]. 食品科

技, 2006(3): 8-11.

[11] 陈湘宁, 张艳艳, 范俊峰, 等. 大豆多肽的凝胶性及抗氧化性研究[J].

食品科学, 2005, 26(5): 71-74.

[12] SAIGA A, TANABE S, NISHIMURA T.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ep-

tides obtained from porcine myofibrillar proteins by protease treament

[J]. J Agric Food Chem, 2003, 51: 366-367.

[13] CHAN W K M, DECKER E A, LEE J B, et al. EPR spin-trapping

studies of the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carnosine and

related dipeptides[J]. J Agric Food Chem, 1998, 46(1): 49-53.

[14] SAITO K, JIN D H, OGAWA T, et al. Antioxidative properties of

tripeptide libraries prepared by the comb inatorial chemistry[J]. J Agric

Food Chem, 2003, 51(12): 3668-36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