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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２３３
引用格式：庞翠萍，刘松，周景文，等．细菌脂肪氧合酶酶学性质分析及表达优化［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８．ＰＡＮＧ

Ｃ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Ｓｏ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ｆｒｏ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８．

细菌脂肪氧合酶酶学性质分析及表达优化

庞翠萍１，２，刘松１，２，周景文１，２，张国强１，２，李江华２

１（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２（江南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脂肪氧合酶（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ＬＯＸ）是一类含有非血红素铁的双加氧酶，在食品、医药和化工等行业具有广

泛应用。利用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ＢＬ２１（ＤＥ３）重组表达来源于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和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的

脂肪氧合酶 ＰａＬＯＸ、ＢｔＬＯＸ，并对其酶学性质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酶学性质分析发现：ＰａＬＯＸ、ＢｔＬＯＸ的最适反

应温度分别为 ２５和 ３５℃；最适反应 ｐＨ分别为 ７．０和 ７．５。ＰａＬＯＸ的 Ｋｃａｔ／Ｋｍ较 ＢｔＬＯＸ高 １６．７倍，展现出更好

的开发应用潜力。为优化 ＰａＬＯＸ的可溶性表达，采取了 ２种优化策略：首先利用乳糖作为诱导剂代替异丙基β

Ｄ硫代半乳糖苷（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β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ＩＰＴＧ），使胞内酶活力提高了 １．５３倍，可溶表达水平提高了 ２．４１

倍；进一步与触发因子（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Ｆ）融合表达，ＴＦＰａＬＯＸ酶活力提高了 １．８５倍，可溶表达水平提高

３．１９倍。该研究通过分析细菌来源脂肪氧合酶酶学性质及优化表达条件，为脂肪氧合酶的高效生产及应用提

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脂肪氧合酶；酶学性质；可溶表达；触发因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ｆｒｏ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ＧＣｕｉｐｉｎｇ１，２，ＬＩＵＳｏｎｇ１，２，ＺＨＯＵＪｉｎｇｗｅｎ１，２，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１，２，ＬＩ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Ｃｅｒｅａ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ＬＯＸ）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ｏｘｉ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ｏｎｈｅｍｅｉｒ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ｃ
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ｆ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ｏｕｒｓｔｕｄｙ，ｗ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ＢＬ２１（ＤＥ３）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ＰａＬＯＸａｎｄＢｔＬＯＸｆｒｏｍ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ａｎｄ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ｔｈａ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ａＬＯＸａｎｄＢｔＬＯＸｗａｓ２５℃ ａｎｄ
３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ｒ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ｗａｓ７ａｎｄ７．５．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Ｋｃａｔ／Ｋｍ ｏｆＰａＬＯＸ
ｗａｓ１６．７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ｔＬＯＸ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ｏｌｕｂ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ＯＸ，ｔｈｅ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ｅｒｗａ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ｏ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
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ＬＯＸｅｎｚｙｍｅｂｙ１．５３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ｓ２．４１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Ｎｅｘ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ＯＸ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１．８５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３．１９ｔｉｍｅｓｂｙｆｕｓ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ＬＯＸｗｉｔｈ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ｏｌｕｂ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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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脂肪氧合酶（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ＬＯＸ，ＥＣ．１．１３．１１．１２）
属于脂质过氧化酶的异构家族，主要催化具有一个或

多个 ｃｉｓ，ｃｉｓ１，４戊二烯结构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特
异性双加氧反应

［１］
，生成氢过氧化物，进一步转化为

一系列具有生物活性的氧化脂类
［２］
。在食品加工领

域，ＬＯＸ可以介导小麦面筋中二硫键的形成，起到强
筋、改善面团流变性的作用

［３］
。ＬＯＸ也可与过氧化

氢酶、异构酶和脱氢酶协同作用，增强水果和蔬菜的

自然香气
［４］
。基于 ＬＯＸ开发的漂白剂和洗涤剂具有

天然、温和、多效等特点
［５］
。此外，在制药行业中，

ＬＯＸ则可用于氯丙嗪的去除［６］
。

现阶段，商业化的 ＬＯＸ主要来源于植物提取，但
由于原料批次间成分不稳定及提取方法低效等问题，

ＬＯＸ导致成品质量不稳定，成本较高。随着生物技
术的发展，微生物发酵生产 ＬＯＸ因其生产成本低，绿
色高效而得到广泛的关注。常用的模式菌株 Ｅｓｃｈｅ
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具有遗传背景清晰、生长周期短、培养成
本低、产量高等优点，常被用作重组蛋白的表达宿

主
［７］
。细菌来源的 ＬＯＸ在 Ｅ．ｃｏｌｉ表达系统中具有

高效表达的潜力。其中，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来
源的 ＬＯＸ被研究的较多［８］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
ｓｉｓ来源的 ＬＯＸ因其能有效转化亚油酸为羟基不饱
和脂肪酸等，用于化妆品防腐剂也被关注

［５，９］
。目

前，重组 ＬＯＸ存在表达量低、稳定性差等问题，限制
了其工业化生产与应用。随着现代酶工程技术的

发展，通过对不同来源 ＬＯＸ酶学性质的分析比较，
利用分子改造与表达优化等策略将有利于实现

ＬＯＸ的高效异源表达。本研究通过构建重组 Ｅ．ｃｏｌｉ
分别表达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与 Ｂ．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来源的
ＬＯＸ并对其酶学性质比较分析，选择酶学性能优良
的 ＰａＬＯＸ进一步表达优化，提高其可溶性表达水
平，为构建高效的 ＬＯＸ表达系统奠定了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菌株和质粒

本研究所用质粒与菌株见表１。
１．１．２　试剂

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Ａ连接酶、Ｅ．ｃｏｌｉ感受态，ＴａＫａ
Ｒａ公司；Ｃｌ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 Ⅱ ＯｎｅｓｔｅｐＣｌｏｎｉｎｇＫｉｔ试剂
盒，南京诺唯赞公司；质粒提取试剂盒、异丙基βＤ
硫代半乳糖苷（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β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ＩＰＴＧ）
等，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亚油酸，麦

克林（上海）公司。所有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表 １　研究所用质粒和菌株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

质粒／菌株 相关性质
来源或

参考文献

质粒

ｐＥＴ２２ｂ（＋） 表达质粒；氨苄抗性 实验室保存

ｐＣｏｌｄＴＦ 表达质粒；氨苄抗性；携带触发因子（ＴＦ） 实验室保存

ｐＥＴ２２ｂ（＋）／ＰａｌｏｘｐＥＴ２２ｂ（＋）携带 Ｐａｌｏｘ基因 实验室保存［８］

ｐＥＴ２２ｂ（＋）／ＢｔｌｏｘｐＥＴ２２ｂ（＋）携带 Ｂｔｌｏｘ基因 本研究构建

ｐＣｏｌｄＴＦ／Ｐａｌｏｘ ｐＣｏｌｄＴＦ携带 Ｐａｌｏｘ基因 本研究构建

菌株

Ｅ．ｃｏｌｉＪＭ１０９ 克隆宿主，用于质粒构建 实验室保存

Ｅ．ｃｏｌｉＢＬ２１（ＤＥ３） 表达宿主，用于 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的表达 实验室保存

１．１．３　培养基和缓冲液
ＬＢ（ＬｕｒｉａＢｅｒｔａｎｉ）培养基（ｇ／Ｌ）：酵母粉 ５、胰蛋

白胨１０、ＮａＣｌ１０、自然 ｐＨ。
ＴＢ（Ｔｅｒｒｉｆｉｃｂｒｏｔｈ）培养基（ｇ／Ｌ）：酵母粉２４、胰蛋

白胨 １２、甘 油 ５、ＫＨ２ＰＯ４ ２．３１、Ｋ２ＨＰＯ４· ３Ｈ２Ｏ
１６．４３、ｐＨ７．０。

固体培养基在此基础上添加质量分数为 １．５％ ～
２％的琼脂粉。

缓冲液 Ａ：２０ｍｍｏｌ／ＬＫＨ２ＰＯ４Ｋ２ＨＰＯ４，ｐＨ７．５。
缓冲 液 Ｂ：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ＫＨ２ＰＯ４Ｋ２ＨＰＯ４，５００

ｍｍｏｌ／Ｌ咪唑，ｐＨ７．５。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质粒构建

基于 Ｅ．ｃｏｌｉ密码子偏好性优化合成 Ｂｔｌｏｘ基因
（序列号：ＹＰ＿４４２８７４．１）。为便于纯化，设计引物
Ｆ１、Ｒ１（见表２）在 Ｎ端引入组氨酸标签，ＰＣＲ扩增得
到 Ｂｔｌｏｘ片段。质粒 ｐＥＴ２２ｂ（＋）经 ＢａｍＨＩ和 Ｈｉｎｄ
ＩＩＩ双酶切后得到载体 ｐＥＴ２２ｂ（＋）的线性化片段。
经重组、转化即得到表达载体 ｐＥＴ２２ｂ（＋）／Ｂｔｌｏｘ。

表 ２　质粒构建过程中所用引物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ｉｍｅ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引物

名称
引物序列

Ｆ１ ＧＴＧＣＧＧＣＣＧ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ＣＡＧＡＴＧＴＴＡＧＴＡＧＡＡＧＣＡＧＧＧＡＴＡＣＧ
Ｆ２ ＣＧＡＡＧＧＴＡＧＧＣＡＴＡＴＧＡＴＧ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ＧＣＡＧＡＡＧＣ
Ｒ１ ＧＡＧＡＴＡＴＡＣＡＴＡＴＧＡＴＧ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ＧＴＴＡＡＣＣＡＴＡＡＡＡＣＴＧ
Ｒ２ ＧＣＡＧＧＴＣＧＡ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Ｃ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ＴＧＣＴＣＧＣＣＧＧＧＡＴＡＣ

质粒ｐＣｏｌｄＴＦ经ＢａｍＨＩ和ＨｉｎｄＩＩＩ双酶切后得
到载体 ｐＣｏｌｄＴＦ的线性化片段。利用引物 Ｆ２、Ｒ２
（见表２）扩增得到目的基因Ｐａｌｏｘ片段，经重组、转化
得到表达载体 ｐＣｏｌｄＴＦ／Ｐａｌｏｘ。引物、基因合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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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测序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

１．２．２　重组 ＬＯＸ的表达
将各株重组甘油菌划线于 ＬＢ固体培养基中，

３７℃条件下培养 １２ｈ，单菌落接种于装有 １０％ ＬＢ
培养基的２５０ｍＬ摇瓶中，３７℃，２２０ｒ／ｍｉｎ条件下培
养８～１０ｈ。按４％的接种量接入装有 １０％ ＴＢ培养
基的２５０ｍＬ摇瓶中，于３７℃，２２０ｒ／ｍｉｎ条件下培养
至菌体密度（ＯＤ６００）达到 ０．５～０．６，加入终浓度为
１ｍｍｏｌ／Ｌ的 ＩＰＴＧ，２０℃诱导培养 ２４ｈ。以上培养过
程均需添加１００μｇ／ｍＬ氨苄青霉素以维持质粒稳定
及防止杂菌污染。

１．２．３　重组 ＬＯＸ的纯化
利用镍柱亲和层析的方法对 ＬＯＸ蛋白进行分离

纯化。具体过程如下：不同重组菌的发酵液及细胞提

取物均在 ４℃，１４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 １５ｍｉｎ取上清
液，并用０．２２μｍ的混合纤维素膜过滤除杂。将样
品上样于已用缓冲液 Ａ预平衡的镍亲和层析柱中，
待再次平衡后，用８％缓冲液 Ｂ洗脱杂蛋白。用２０％
缓冲液 Ｂ洗脱目标 ＬＯＸ，随后于预冷的缓冲液 Ａ中
在４℃环境下透析获得纯蛋白。
１．２．４　菌体浓度 ＯＤ６００值的测定

发酵液用缓冲液 Ａ稀释相应倍数后，检测６００ｎｍ
下的吸光值，以 ＯＤ６００值表示。ＯＤ６００值与菌体干重之间
的换算关系为当 ＯＤ６００值为 １时，菌体质量浓度为 ０．
５７８ｇ／Ｌ，可以计算出相应 ＯＤ６００值所对应的菌体干重。
１．２．５　ＬＯＸ酶活力的测定

ＬＯＸ的酶活力检测方法根据 ＳＴＥＦＡＮ［１０］的方法
进行了改进。酶活力测定条件：亚油酸在缓冲液 Ａ
中稀释至终浓度０．３２ｍｍｏｌ／Ｌ，将２００μＬ亚油酸底物
缓冲液与 ２０μＬ稀释的 ＬＯＸ酶液混匀，２５℃孵育
４ｍｉｎ。每隔１０ｓ向混合物中添加１０μＬ１０ｍｇ／ｍＬ可
溶性淀粉和 ４０μＬ饱和碘化钾溶液。最后，添加 ５００
μＬ体积分数１５．０％的乙酸溶液显色１０ｍｉｎ，测定 ４７０
ｎｍ下的吸光值。在所有的实验中，以失活 ＬＯＸ作为
空白对照。单位 ＬＯＸ酶活力定义：１ｍｉｎ内 ４７０ｎｍ
下的吸光值增加０．００１即为１个酶活力单位（Ｕ）。
１．２．６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及蛋白浓度检测

１０％的 ＮｕＰＡＧＥ 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胶用于分析蛋
白的表达水平，以 ２（Ｎ吗啡啉）乙磺酸缓冲液为电
泳缓冲液，上样量为１５μＬ，电泳电压为１２０Ｖ。采用
Ｂｒａｎｄｆｏｒｄ方法［１１］

测定蛋白浓度。

１．２．７　ＬＯＸ最适反应温度和热稳定性的测定

最适反应温度：将溶有底物的缓冲液 Ａ分别在
２０～６０℃的条件下孵育 １０ｍｉｎ，在不同温度下测定
ＬＯＸ酶活力，以酶活力最高者为１００％。

热稳定性：重组 ＬＯＸ的热稳定性用 ３０℃和
５０℃下酶活力的半衰期（ｔ１／２，ｍｉｎ）来表示。将纯酶
用缓冲液 Ａ稀释到 １００μｇ／ｍＬ，在不同温度下保温，
间隔５ｍｉｎ取样测定残余酶活力，将残余酶活力按照
文献所述方式拟合并计算半衰期（ｔ１／２，ｍｉｎ）

［１２］
。

１．２．８　ＬＯＸ最适反应 ｐＨ和 ｐＨ稳定性的测定
最适反应 ｐＨ：分别用浓度为 ２０ｍｍｏｌ／Ｌ的

ＣＨ３ＣＯＯＨＣＨ３ＣＯＯＮａ（ｐＨ３～６）、Ｋ２ＨＰＯ４ＫＨ２ＰＯ４
（ｐＨ６～８）、Ｃ２Ｈ５ＮＯ２ＮａＯＨ（ｐＨ８～１１）的缓冲液配
制底物，测定纯酶在不同 ｐＨ下的酶活力，将最高酶
活力值定义为１００％，采用非线性回归拟合曲线。

ｐＨ稳定性：将纯酶液用上述不同 ｐＨ缓冲液稀
释至１００μｇ／ｍＬ，在２５℃下放置 １ｈ，测定残余酶活
力，以未保温酶液的酶活力为 １００％，采用非线性回
归拟合曲线。

１．２．９　金属离子对酶活力的影响
将纯酶在 ｐＨ７．５，２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中

透析以置换缓冲液 Ａ。在底物中分别添加终浓度为
０．１ｍｏｌ／Ｌ和 １ｍｏｌ／Ｌ的一价（Ｌｉ＋、Ｎａ＋）、二价金属
离子（Ｃａ２＋、Ｃｕ２＋、Ｚｎ２＋、Ｍｇ２＋、Ｍｎ２＋、Ｆｅ２＋），测定添
加金属离子后纯化酶的酶活力，以无任何添加物下的

酶活力为１００％。
１．２．１０　底物促溶剂对酶活力的影响

在缓冲液Ａ中分别添加体积分数为２％和６％的
有机溶剂（甲醇、乙醇、丙酮、异丙醇、二甲基亚砜）促

进底物在缓冲液内分散，测定添加底物促溶剂后纯酶

的酶活力，以无任何添加条件下的酶活力为１００％。
１．２．１１　ＬＯＸ的动力学常数测定

用缓冲液 Ａ配制不同浓度（０．０２～０．２ｍｍｏｌ／Ｌ）
的亚油酸底物溶液，在２５℃下分别测定 ＬＯＸ催化不
同浓度亚油酸生成氢过氧化物的速率，采用非线性回

归拟合计算 Ｋｍ和 Ｋｃａ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ＬＯＸ基因进化树构建与性质分析
通过 ＭＥＧＡ６．０６软件对１２种来源的 ＬＯＸ基因

序列进行分析，用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构建系统发育
树，通过 Ｋｉｍｕｒａ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模型计算进化
距离。如图 １所示，来源于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ＰＡ０１和
Ｂ．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Ｅ２６４的 ＬＯＸ进化距离接近。结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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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报道（见表 ３），来源于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ｔｈａｉ
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的ＬＯＸ的底物亲和力相对其他原核细菌来
源的高，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因此，我们选取来源

于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和 Ｂ．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的 ＬＯＸ基因进行
异源表达，并比较分析其酶学性质。

２．２　ＬＯＸ在 Ｅ．ｃｏｌｉＢＬ２１（ＤＥ３）中的表达
为研究 ＬＯＸ的表达情况，分别在 Ｅ．ｃｏｌｉＢＬ２１

（ＤＥ３）中构建表达 ＰａＬＯＸ、ＢｔＬＯＸ的重组质粒 ｐＥＴ
２２ｂ（＋）／Ｐａｌｏｘ、ｐＥＴ２２ｂ（＋）／Ｂｔｌｏｘ（图 ２ａ），并在
２０℃条件下诱导表达。

图 １　ＬＯＸ的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ＬＯＸｓ

表 ３　ＬＯＸ酶学性质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Ｘ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基因来源 底物
Ｋｍ／

（ｍｍｏｌ·Ｌ－１）

Ｋｃａｔ／

（ｓ－１）

Ｋｃａｔ／Ｋｍ／

［Ｌ·（ｍｍｏｌ·ｓ）－１］
最适

温度／℃
最适

ｐＨ
参考

文献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亚油酸 ４．９×１０－２ ＮＲ ＮＲ
２５ ７．５ ［１３］

Ｂ．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
花生四烯酸 ９．８×１０－２ １．１×１０２ １．２×１０３

亚油酸 ４．２×１０－２ ９．４×１０ ２．３×１０３ ２５ ７．５ ［１４］

Ｃｕｃｕｍｉｓｍｅｌｏｖａｒ．ｍａｋｕｗａ（ＣｍＬＯＸ１０）
亚油酸 ２．３×１０－１ ５．５×１０３ ２．４×１０４

３５ ５．０
亚油酸 １．４×１０－１ ２．４×１０３ １．７×１０４

［１５］
Ｃｕｃｕｍｉｓｍｅｌｏｖａｒ．ｍａｋｕｗａ（ＣｍＬＯＸ１３）

亚油酸 １．３×１０－１ ２．４×１０３ １．９×１０４
４５ ５．５

亚油酸 １．６×１０－１ １．８×１０３ １．２×１０４

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ｓａｐｉｄｕｓ 亚油酸 ４．０×１０－２ １．６×１０２ ３．９×１０３ ３５ ７．０ ［１６］
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ｏｓｔｒｅａｔｕｓ 亚油酸 １．３×１０－１ ２．６×１０ ２．０×１０２ ２５ ６．５ ［１７］

Ｍａｇｎａｐｏｒｔｈｅｓａｌｖｉｎｉｉ
亚油酸 １．０×１０－３

ＮＲ ＮＲ ５０ ７．０ ［２］
花生四烯酸 ５．５×１０－１

Ｍｙｘｏｃｏｃｃｕｓ．ｘａｎｔｈｕｓ
花生四烯酸 １．７×１０－１ １．９ １１

３０ ８．５ ［１８］
亚油酸 ３．８×１０－１ ９．２ ２４

　　注：ＮＲ文献未报道

ａＬＯＸ表达式质粒；ｂ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图

Ｍ蛋白质标准分子量；箭头表示 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蛋白条带

图 ２　构建的 ＬＯＸ表达质粒和 Ｐａｌｏｘ、Ｂｔｌｏｘ

表达蛋白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Ｘ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ｎｄ

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ａｌｏｘａｎｄＢｔｌｏｘ

　　通过蛋白表达分析发现，ＰａＬＯＸ、ＢｔＬＯＸ在胞内
可溶和不溶部分均有明显条带，其大小约为 ７０ｋＤａ。
而 ＢｔＬＯＸ胞外未见重组蛋白条带（图 ２ｂ）。ＬＯＸ活
性结果显示，ＰａＬＯＸ发酵上清液 ＬＯＸ酶活力为 ３５１
Ｕ／ＤＣＷ（ＵｎｉｔｓｐｅｒＤｒｙＣｅｌｌＷｅｉｇｈｔ），胞内为 ７２６
Ｕ／ＤＣＷ；ＢｔＬＯＸ胞内酶活力为 ５９７Ｕ／ＤＣＷ。上述结
果表明，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基因在 Ｅ．ｃｏｌｉ中均实现了可
溶表达，与以往研究报道

［１３］
不一致的是，ＢｔＬＯＸ表达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包涵体，可能是由于诱导温度高

于１６℃所致。
２．３　最适反应温度和热稳定性

为评估 ＬＯＸ的应用潜力，对 ＬＯＸ的最适反应温
度和热稳定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重组

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的最适反应温度分别为 ２５和３５℃
（图３ａ）。随着反应温度的不断升高，当反应温度超
过５０℃时，２种来源的 ＬＯＸ活力均显著降低，但
ＢｔＬＯＸ活性下降较 ＰａＬＯＸ明显。进一步研究 ＬＯＸｓ
的热稳定性发现，在 ３０℃的条件下孵育，ＰａＬＯ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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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ｔＬＯＸ的酶活力下降趋势缓慢，ｔ１／２分别为 ５９ｍｉｎ和
１５７ｍｉｎ。在 ５０℃的条件下孵育，随着时间的延长，
二者活力下降趋势均较明显，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的 ｔ１／２
分别为 ７ｍｉｎ和 ５ｍｉｎ（图 ３ｂ）。上述结果表明，
３０℃条件下重组 ＢｔＬＯＸ的稳定性较 ＰａＬＯＸ好，而在
５０℃条件下则较 ＰａＬＯＸ差。

ａ最适反应温度；ｂ不同温度下的热稳定性

图 ３　温度对 ＬＯＸ催化活性及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ＯＸ

２．４　最适反应 ｐＨ和 ｐＨ稳定性
为了评估 ｐＨ对 ＬＯＸ的影响，测定了 ｐＨ在３．０～

１１．０之间 ＬＯＸ的酶活力变化。结果显示，重组 ＰａＬ
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的最适反应 ｐＨ分别为 ７．０和 ７．５，ｐＨ
值 ＞８．０或 ＜６．５均会使 ＬＯＸ的催化活性快速下降；
当 ｐＨ＜４．５或 ＞１０．０时，ＬＯＸ的催化活性基本完全
丧失（图４ａ）。对 ＬＯＸ的 ｐＨ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重组 ＰａＬＯＸ在 ｐＨ６．０～１０．０之间均较 ＢｔＬＯＸ
稳定，而在 ｐＨ＜５．０时，ＢｔＬＯＸ的稳定性有所提高
（图４ｂ）。
２．５　金属离子对 ＬＯＸ酶活力的影响

对酶有激活作用的激活剂，能在酶与底物之间形

成一种酶金属离子底物的三元复合物，有利于底物
与酶的活性中心结合；而对酶活力有抑制作用的，则

可作为酶的抑制剂。因此，实验研究了金属离子对 ２
种 ＬＯＸ酶活力的影响（图 ５）。其中 Ｍｇ２＋和 Ｎａ＋对
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有激活作用，Ｃｕ２＋、Ｚｎ２＋对二者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低浓度的 Ｆｅ２＋对
ＢｔＬＯＸ有激活作用，而对 ＰａＬＯＸ则有抑制作用。

ａ不同 ｐＨ条件下 ＬＯＸ的催化活性；

ｂ不同 ｐＨ条件下 ＬＯＸ的稳定性

图 ４　ｐＨ对 ＬＯＸ酶活力及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ＯＸ

ａ金属离子对 ＢｔＬＯＸ活性的影响；

ｂ金属离子对 ＰａＬＯＸ活性的影响

图 ５　金属离子对 ＬＯＸ催化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ＯＸ

２．６　底物促溶剂对 ＬＯＸ酶活力的影响
酶和底物之间的结合能力是酶催化反应的主要

推动力，其中底物的溶解度是直接影响酶和底物结合

的因素。通过比较不同底物促溶剂对 ＬＯＸ酶活力的
影响，发现体积分数为 ２％的甲醇、乙醇、乙二醇、异
丙醇和丙酮对 ＰａＬＯＸ的酶活力影响不大。在体积分
数为６％下，ＰａＬＯＸ酶活力受到了抑制，可能是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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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有机溶剂使部分酶失活所致。体积分数为 ２％
和６％的甲醇、乙醇、乙二醇对 ＢｔＬＯＸ酶活力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甲醇和乙二醇能显著提高

４０％的酶活力，可能是由于甲醇和乙二醇改善了底物
亚油酸的溶解度，进而提高了 ＢｔＬＯＸ的酶活力
（图６）。ＡＮ等［１４］

曾报道体积分数为 ６％的甲醇可
以作为底物促溶剂有效改善 ＬＯＸ的催化效率。

ａ促溶剂对 ＰａＬＯＸ酶活力的影响；ｂ促溶剂对 ＢｔＬＯＸ酶活力的影响

１甲醇；２乙醇；３乙二醇；４丙酮；５异丙酮；６二甲基亚砜

图 ６　促溶剂对 ＬＯＸ催化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ａｎｔ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ＯＸ

２．７　ＬＯＸ酶动力学分析
酶的动力学参数是评价酶与底物的亲和力及催

化活性的重要指标。据报道，野生型 ＰａＬＯＸ以亚油
酸为底物的 Ｋｍ 值为 ６６０μｍｏｌ／Ｌ

［１９］
，而进行重组表

达后，Ｋｍ值则为 ４８．９μｍｏｌ／Ｌ
［８］
，表明重组表达有利

于提高 ＰａＬＯＸ对底物的亲和力。因此，分析比较了
重组 ＰａＬＯＸ和 ＢｔＬＯＸ在不同亚油酸浓度下的酶促动
力学参数（表 ４）。结果表明，以亚油酸作为底物时，
重组表达的 ＰａＬＯＸ的底物亲和力较 ＢｔＬＯＸ高 １４．９
倍；Ｋｃａｔ／Ｋｍ较 ＢｔＬＯＸ高１６．７倍。因此，ＰａＬＯＸ在底
物亲和力、催化效率以及表达效果上优势明显，具有

更好的开发应用潜力。

表 ４　ＬＯＸ酶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ＬＯＸ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酶种类
Ｋｍ／

（ｍｍｏｌ·Ｌ－１）

Ｖｍａｘ／

（Ｕ·ｍｉｎ－１）

Ｋｃａｔ／

（ｓ－１）

Ｋｃａｔ／Ｋｍ／

［Ｌ·（ｍｍｏｌ·ｓ）－１］
ＰａＬＯＸ ６．４×１０－２ １９ ６．５×１０３ １．０×１０５

ＢｔＬＯＸ ４．３×１０－１ １２ ２．６×１０３ ６．０×１０３

２．８　诱导剂优化对 ＰａＬＯＸ表达水平的影响
如何提升外源蛋白高效、可溶表达是工业酶生产

与应用的瓶颈。前期研究也发现，虽然２种细菌来源
的 ＬＯＸ均能异源表达，但表达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
包涵体，可溶表达水平较低。为进一步实现 ＬＯＸ的
高效可溶表达，选择可溶性表达与应用潜力较好的

ＰａＬＯＸ，通过设计不同浓度的 ＩＰＴＧ和乳糖的组合添
加，进行表达条件优化。结果表明，随 ＩＰＴＧ浓度的
降低，乳糖浓度的增加，ＰａＬＯＸ的酶活力在不断增
加。当单独使用乳糖作为诱导剂时，ＰａＬＯＸ酶活力
较 ＩＰＴＧ作为诱导剂时提高了１．５３倍，可溶表达水平
提高了 ２．４１倍，不可溶部分也提高了 １．２９倍（图
７）。虽然更换诱导剂可以大幅提高 ＰａＬＯＸ的表达水
平与酶活力，但未能完全解决包涵体问题。

１１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２０．８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０．５６ｍｍｏｌ／Ｌ乳糖；

３０．６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１．１１ｍｍｏｌ／Ｌ乳糖；４０．４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

１．６７ｍｍｏｌ／Ｌ乳糖；５０．２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２．２２ｍｍｏｌ／Ｌ

乳糖；６２．７８ｍｍｏｌ／Ｌ乳糖

图 ７　不同浓度 ＩＰＴＧ和乳糖浓度组合对 ＬＯＸ活性

和表达水平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ＰＴＧａｎｄｌａｃｔ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Ｘ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２．９　分子伴侣促进 ＰａＬＯＸ的可溶表达
在重组蛋白的表达过程中，合适的载体和分子伴

侣对重组蛋白的正确折叠，防止包涵体的形成具有积

极作用
［２０］
。触发因子（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Ｆ）是一种来

源于 Ｅ．ｃｏｌｉ的核糖体结合伴侣蛋白，是第１个与新生
多肽链相互作用并协助蛋白质共翻译折叠的伴

侣
［２１］
，可有效促进蛋白的可溶表达。因此，构建了分

子伴侣 ＴＦ融合表达质粒 ｐＣｏｌｄＴＦ／Ｐａｌｏｘ（图８ａ），分
析 ＴＦ对 ＰａＬＯＸ可溶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ＴＦ
ＰａＬＯＸ融合酶活力较 ＰａＬＯＸ提高了 １．８５倍，达到
４５２０Ｕ／ＤＣＷ（图８ｂ）。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显示，胞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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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部分基本消失，可溶表达水平提高了 ３．１９倍
（图８ｃ）。与其他来源的标签相比，ＴＦ表达效率高，

可溶性效果好，能有效促进 ＰａＬＯＸ的可溶表达，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ａｐＣｏｌｄＴＦ／ｌｏｘ表达质粒示意图；ｂ胞内 ＬＯＸ活性分析；ｃ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Ｍ蛋白质标准相对分子质量；１，２ＴＦＰａＬＯＸ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３，４ＰａＬＯＸ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其中１，３胞内可溶部分；２，４胞内不溶部分

图 ８　ＴＦ对 ＬＯＸ表达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ＦｏｎＬＯＸ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　结论与讨论

由于 ＬＯＸ在食品、医药、造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从天然酶的

分离 提 取
［２２－２３］

到 ＬＯＸ 异 源 表 达 与 分 子 改 造
等

［１７，２４］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来自植物

［２５］
、动

物
［２６－２７］

和真菌
［１６，２４］

等的 ＬＯＸ基因被克隆并成功表
达。本 研 究 以 原 核 细 菌 来 源 的 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Ｂ．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ｎｓｉｓＬＯＸ基因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其在
Ｅ．ｃｏｌｉ中异源表达，比较酶学性质，并利用优化诱导剂
及分子伴侣融合表达策略，最终实现了 ＬＯＸ在
Ｅ．ｃｏｌｉ表达系统中的高效可溶性表达。实验结果表
明，ＴＦ作为促折叠的分子伴侣，通过与未折叠的蛋白
结合，有效促进 ＬＯＸ的可溶表达。另外，ＴＦ催化肽
基脯氨酰键的顺反异构化，可能也有利于改善蛋白质

折叠过程中的限速步骤
［２１］
。

目前研究表明，细菌来源的 ＬＯＸ的最适反应温
度和热稳定性较其他来源的 ＬＯＸ差，限制了其工业
应用。已有对 ＬＯＸ热稳定性研究的报道，例如通过
在 ＬＯＸ的 Ｎ端和 Ｃ端的 ｌｏｏｐ结构域（Ｌ６）插入１～３
个 Ｌ６序列［２８］

，或融合双亲短肽
［８］
，以及高柔性 ｌｏｏｐ

区域改造
［２９］
等策略，可有效提高其热稳定性。因此，

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利用理性改造、定向进化等策

略进行 ＬＯＸ分子改良，并结合高效的蛋白表达系统，
将有利于实现 ＬＯＸ的高效生物合成，有效拓展 ＬＯＸ
的工业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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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卢萌萌，任聪，聂尧，等．白酒酿造窖泥未培养微生物菌群的可培养化策略［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９－１６．

ＬＵＭｅｎｇｍｅｎｇ，ＲＥＮＣｏｎｇ，ＮＩＥＹａｏ，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ｂｌ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ｉｎｐｉｔｍｕ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ｓｔｒｏｎｇｆｌａ
ｖｏｒＢａｉｊｉｕ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９－１６．

白酒酿造窖泥未培养微生物菌群的可培养化策略

卢萌萌１，任聪１，２，聂尧１，２，徐岩１，２

１（江南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酿造微生物学与应用酶学研究室，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２（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窖泥是厌氧微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厌氧微生物菌群的代谢活动对浓香型白酒的香气和风味形成起着重

要作用。但大多数窖泥厌氧微生物尚未能在人工实验室培养条件下培养，这严重阻碍了对窖泥厌氧菌群功能的

解析。采用 ＣＧＭ、ＮＢＭ和 ＭＣＩ三种营养成分丰富度不同的培养基，以典型窖泥作为菌群接种源，探索富集菌群

的种类与动力学变化。扩增子测序分析表明，寡营养的 ＭＣＩ培养基对于富集窖泥主体菌群是较为有效的，可以

同时富集得到产甲烷菌群和细菌菌群，主要包括古菌的广古菌门（Ｅｕ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细菌的拟杆菌门（Ｂａｃｔｅ

ｒｏｉｄｅｔｅｓ）和厚壁菌门（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使用基于 ＭＣＩ培养基的寡营养技术能有效富集窖泥中高丰度和低丰度厌氧

菌，如普雷沃氏菌科（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太阳杆菌科（Ｈｅｌｉ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

ａｅ）、瘤胃菌科（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和甲烷八叠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ｃｅａｅ）等；同时对扩增子测序无法检测的稀有

微生物，包括甲烷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消化链球菌科（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肠杆菌科（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

ａｅ）、Ｏｌｉ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Ｃｌｏａｃｉ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纤维杆菌科（Ｆ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和 Ｐｅｄ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等也具有良好的富集作

用。结合宏基因组学技术，寡培养技术展现出在解析窖泥微生物菌群的物种组成、菌群结构和代谢潜能等方面

的重要价值，为深入剖析窖泥未培养厌氧菌对窖泥依赖型白酒风味物质合成贡献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浓香型白酒；窖泥；富集培养；菌群；高通量测序；宏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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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ｒｔｙｐｅｌｉｑｕｏｒ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ｐｌｉ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ＭＣＩｍｅｄｉｕｍ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ｔｏｅ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ｉ
ｃｒｏｂｅｓｉｎｐｉｔｍｕ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ｕ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ａｎｄ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ｏｌｉｇｏ
ｔｒｏｐｈ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ＣＩｍｅｄｉｕｍ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ｗ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ｅ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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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ｃｅａ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ｃｅａ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ｒａｒ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任聪副研究员和聂尧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ｃｏｎｇｒｅ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ｄｕ．ｃｎ；ｙｎｉｅ＠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１７０６０９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４００５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９，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２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Ｏｌｉ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Ｃｌｏａｃｉ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Ｆ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Ｐｅｄ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ｗｅ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ｈｏｗｓ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ｓ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ｐｉｔｍｕ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ｏｎｇｆｌａｖｏｒＢａｉｊｉ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ｑｕｏｒ）；ｐｉｔｍｕｄ；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从酿造方式来分，白酒可以分为窖泥依赖型与窖
泥非依赖型。窖泥依赖型白酒主要包括浓香型、酱香

型、凤香型、芝麻香型、兼香型和特香型白酒等；窖泥

非依赖型白酒主要包括清香型、老白干香型、米香型

和豉香型白酒等。窖泥中富含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如

己酸菌、丁酸菌等，这些微生物多为厌氧菌，其代谢产

生的脂肪酸、脂肪醇与酒醅中的乙醇、乳酸和乙酸等

物质反应生成了种类繁多的酯类物质，赋予窖泥依赖

型白酒窖香浓郁、绵甜等风味特征。在众多窖泥依赖

型白酒中，浓香型白酒的质量与窖泥质量的相关性最

为密切，优质窖泥是生产优质浓香型白酒的重要决定

因素之一，而影响窖泥质量的根本因素为定植于其中

生长的窖泥微生物。此前有研究表明，窖泥中存在的

微生物可至少归类于 ２２５个属，其中至少 ３１个属为
主要的高丰度微生物

［１］
。然而，除部分己酸菌和丁

酸菌外，其余众多窖泥微生物的具体物种信息及其在

窖泥和酿造过程中的功能尚未可知。由 ＺＨＵ等［２－３］

分离于某浓香型白酒窖池中的梭菌纲微生物 ＣＰＢ６
菌株，被鉴定为１株重要的产己酸菌；ＣＨＡＩ等［４－５］

从

窖泥中分离得到了多株梭菌纲下的产丁酸细菌。除

梭菌纲微生物外，窖泥中还栖息着如拟杆菌纲、甲烷

微菌纲和甲烷杆菌纲等丰度较高的微生物，其中产甲

烷菌被推断为具有通过与产酸细菌进行互营代谢促

进己酸生成的功能
［６］
。

对于窖泥微生物的结构和功能解析，可利用扩增

子测序技术解析窖泥微生物结构，而广泛采用的二代

高通量测序技术因读长限制，一般仅能将微生物种类

精确鉴定到属水平；对窖泥微生物的酿造功能解析需

借助基于全基因组解析的宏基因组学技术，应用该项

技术的最大障碍在于提取完成的 ＤＮＡ较为困难，目
前仅有少数报道通过宏基因组学技术手段对窖泥微

生物结构和功能进行解析
［７］
。富集培养方法是实现

窖泥微生物全基因组结构解析的重要途径。然而现

有的研究表明，实验室人工条件下富集得到的微生物

菌群组成大多结构单一，大量窖泥微生物仍然处于难

以被富集和培养的状态。这对全面研究窖泥微生物菌

群在浓香型白酒发酵过程中的作用造成较大阻碍。

富集培养通常被作为环境微生物可培养化研究

的首要步骤。为尽可能多地实现未培养窖泥微生物

在实验室环境中的可培养化，本研究采用经过配方改

进的 ＣＧＭ［８］、ＮＢＭ［９］以及 ＭＣＩ［１０］三种培养基，对浓
香型白酒窖泥菌群进行富集。其中 ＣＧＭ培养基属于
富营养培养基，ＮＢＭ和 ＭＣＩ属于寡营养培养基。随
后结合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扩增子测序技术，对富集菌群
结构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挑选出一种适合于最大程

度还原窖泥样品原位菌群种类的富集培养基。本研

究发现，寡培养条件对于最大程度富集获取窖泥中的

未培养微生物菌群具有重要的作用，为实现更多种类

的未培养窖泥微生物可培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富集样品

富集用种泥来自于江苏省某浓香型白酒酒厂

窖池。

１．１．２　培养基组成及相关试剂
ＣＧＭ培养基 （ｇ）：葡萄糖 ２０，（ＮＨ４）２ＳＯ４ ２，

Ｋ２ＨＰＯ４１，ＫＨ２ＰＯ４０．５，蛋白胨１０，酵母粉１０，ＭｇＳＯ４·
７Ｈ２Ｏ０．１，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１５，ＣａＣｌ２ ０．０１，ＭｎＳＯ４
０．０１，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００２，ＺｎＳＯ４０．００２，１ｇ／Ｌ的刃
天青溶液１ｍＬ，加蒸馏水定容至１Ｌ，灭菌前调ｐＨ至
７．０±０．２，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

ＮＢＭ培养基（ｇ）：ＫＮＯ３１，酵母粉３，蛋白胨５，牛
肉膏３，１ｇ／Ｌ的刃天青溶液 １ｍＬ，加蒸馏水定容至
１Ｌ，灭菌前调 ｐＨ至７．０±０．２，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

ＭＣＩ培养基（ｍＬ）：矿质元素溶液 ５０，微量元素
溶液１，Ｂ族维生素溶液 ５，ＮａＨＣＯ３溶液 ７０，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２０，三水合乙酸钠 ５ｇ，酵母粉 １ｇ，蛋白胨 １ｇ，
１ｇ／Ｌ的刃天青溶液 １ｍＬ。灭菌前调 ｐＨ至 ７．４±
０２，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灭菌后将维生素溶液、Ｎ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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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３溶液和 Ｎａ２Ｓ溶液在厌氧条件下按比例添加至培
养基内，定容至１Ｌ。

矿质元素溶液母液（ｇ）：ＫＨ２ＰＯ４ １０，ＭｇＣｌ２·
６Ｈ２Ｏ６．６，ＮａＣｌ８，ＮＨ４Ｃｌ８，ＣａＣｌ２１，添加蒸馏水定容
至１Ｌ。

微量元素溶液母液（ｇ）：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１，
ＭｎＣｌ２０．０３，硼酸０．３，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２，ＣａＣｌ２００１，
Ｎｉ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０２，钼酸钠 ０．０３，ＦｅＣｌ２·４Ｈ２Ｏ１．５，
添加蒸馏水定容至１Ｌ。

Ｂ族维生素溶液母液（ｍｇ）：烟酸 ２０，钴胺素 ２０，
盐酸硫胺１０，对氨基苯甲酸 １０，盐酸吡哆醇 ５０，泛酸
钙５，添加蒸馏水定容至１Ｌ，过滤除菌。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ＮａＨＣＯ３５ｇ，添加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过滤除菌。

Ｎａ２Ｓ溶液：Ｎａ２Ｓ３ｇ，添加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
１２１℃单独灭菌２０ｍｉｎ。

以上试剂中，酵母粉与蛋白胨购于 Ｏｘｏｉｄ公司，
其余常规试剂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１．３　主要仪器与设备
厌氧产气袋，日本三菱瓦斯化学株式会社；Ｆｏｒｍａ

１０２９厌氧培养箱，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Ｎａｎｏ
Ｄｒｏｐ８０００蛋白核酸测定分光光度计，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ＮａｎｏＤｒｏｐ技术公司；ＦＥ２０型 ｐＨ计，瑞士 Ｍｅｔ
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公司；ＤＮｅａｓｙ土壤微生物基因组 ＤＮＡ提
取试剂盒，德国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窖泥接种和菌群培养

ＣＧＭ培养基：将培养基分装至 ５０ｍＬ离心管中，
随后在厌氧条件下接种质量浓度 １００ｇ／Ｌ的窖泥样
品，在３７℃厌氧条件下进行静置培养。

ＮＢＭ培养基：将培养基分装至 ５０ｍＬ离心管中，
随后在厌氧条件下接种质量浓度 １００ｇ／Ｌ的窖泥样
品，在３７℃厌氧条件下进行静置培养。

ＭＣＩ培养基：灭菌前将培养基等分至１００ｍＬ血
清瓶内，灭菌后添加 Ｎａ２Ｓ、ＮａＨＣＯ３和 Ｂ族维生素
溶液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随后在厌氧条件下接种质量浓
度 １００ｇ／Ｌ的窖泥样品，在 ３７℃厌氧条件下静置培
养。

１．２．２　宏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
富集时序进程样品宏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通过

ＤＮｅａｓｙ土壤微生物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完
成，操作步骤参考说明书。

１．２．３　ＰＣＲ扩增及扩增子测序

本研究选取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的 Ｖ４区进行 ＰＣＲ扩
增，对 ＣＧＭ、ＮＢＭ和 ＭＣＩ的富集样品菌群结构进行
分析，扩增引物为 ５１５ＦｍｏｄＦ（５′ＧＴＧＹＣＡＧＣＭＧＣ
ＣＧＣＧＧＴＡＡ３′）和 ８０６ＲｍｏｄＲ（５′ＧＧＡＣＴＡＣＮＶＧＧ
ＧＴＷＴＣＴＡＡＴ３′）［１１－１２］。对扩增的 ＰＣＲ产物进行建
库，使用 ＰＥ２５０策略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Ｍｉｓｅｑ平台进行测序。
测序数据的分析通过上海美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

ｉｓａｎｇｅｒ云平台完成。使用 ＦＬＡＳＨ进行高质量碱基
和 ｐａｉｒｅｎｄ双端 ｒｅａｄｓ拼接［１３］

。短于５０ｂｐ的序列通
过使包含在 ＱＩＩＭＥ（ｖｅｒ．１．９．１）［１４］中的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
移除。之后，使用 Ｕｓｅａｒｃｈ７．０［１５］中的 ＵＰＡＲＳＥ对
９７％相似水平下的操作分类单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ｏ
ｎｏｍｉｃｕｎｉｔｓ，ＯＴＵ）进行聚类统计分析。将 ＯＴＵ代表
序列与 Ｓｉｌｖａ数据库（ｖｅｒ．１２８）进行比对，得到每个
ＯＴＵ所对应的物种分类信息。
１．２．４　宏基因组测序

使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对 ＭＣＩ培养基典型富集
样品的菌群结构和功能信息进行分析。建库宏基因

组的 ＤＮＡ由早期和中期富集样品的 ＤＮＡ混合而成。
宏基因组 ＤＮＡ的文库构建和测序由上海美吉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完成。通过 ＮＥＸＴＦＬＸＴＭ快速 ＤＮＡＳｅｑ试
剂盒构建４００ｂｐ的文库，使用 ＰＥ１５０策略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２５００平台上进行测序。通过使用 Ｓｅｑｐｒｅｐ和
Ｓｉｃｋｌｅ获得高质量 ｐａｉｒｅｎｄ双端 ｒｅａｄｓ。通过使用
Ｍｅｇａｈｉｔ［１６］对测序数据进行多重混合拼接组装，得到
拼接效果最佳的序列。通过使用 ＣＤＤＨＩＴ［１７］软件对
样品中所有的预测基因序列进行聚类（默认参数：

９０％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９０％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取每个类别最长的基因
作为代表序列。构建非冗余基因集。使用 ＤＩＡ
ＭＯＮＤ［１８］中的 ＢＬＡＳＴＰ（ＢＬＡＳ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２．２８＋）［１９］

将非冗余基因集与 ＮＲ数据库进行比对，通过对应的
分类学信息数据库获得物种注释结果。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培养基富集条件下的菌群结构差异
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不同的培养方法探究最适

于培养和富集窖泥微生物菌群的培养基条件。首先

使用了培养梭菌较为常用的 ＣＧＭ培养基，扩增子测
序显示 ＣＧＭ富集条件下相对丰度 ＞１％的细菌菌群仅
归属到３个科，包括瘤胃菌科（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乳杆
菌科（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和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图１ａ）。其
中梭菌科微生物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是此种富集培养条
件下得到的相对丰度最高的类群，丰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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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３３％，菌群结构较为单一（图 １ａ）。自然条件下
的微生物通常生活在营养缺乏，较为严苛的环境下，

这些微生物在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碳源、氮源的条件

下则有可能难以生长，较为贫瘠的培养条件则有可能

获得更多的物种多样性
［２０－２１］

。以此为基础，去除速

效性碳源（葡萄糖）的 ＮＢＭ培养基被选择用来对窖
泥菌群进行富集培养。ＮＢＭ富集条件下相对丰度 ＞
１％的细菌菌群归属到 ６个科，包括消化链球菌科
（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肠 球 菌 科 （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ａｃｅ
ａｅ）、瘤胃菌科（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Ｆａｍｉｌｙ＿ⅩⅢ、Ｃｌｏｓ
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和 Ｆａｍｉｌｙ＿Ⅺ＿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图 １ｂ），其
中梭菌纲微生物在富集菌群中仍占主导地位，比如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和 Ｆａｍｉｌｙ＿Ⅺ＿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相对丰
度分别达到了２１．６０％和 ４５．１５％（图 １ｂ）。结合之
前的研究报道，酿造体系中的产己酸丁酸菌多属于梭

菌
［３－４，２２－２３］

，可在营养丰富的条件下富集，而 ＮＢＭ培
养基中含有共计１１ｇ／Ｌ的速效氮源成分，这或许是梭
菌纲微生物仍在菌群结构中占比较高的原因。随后，

我们采用不含速效碳源葡萄糖且将氮源质量浓度

（２ｇ／Ｌ）进一步降低的 ＭＣＩ培养基来富集窖泥菌群。
如图１ｃ所示，ＭＣＩ培养基富集培养条件下，科水平检
测到的菌群数量明显增加，达到 １５个科，其中古菌 ２
个科、细菌１３个科。采用 ＭＣＩ培养基培养时，除常见
梭菌科微生物外，其他窖泥微生物也明显富集，如甲烷

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纤维杆菌科（Ｆ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和 ｎｏｒａｎｋ＿ｃ＿ＢＲＨＣ２０ａ
科是富集菌群中主要的主导菌群，相对丰度分别为

１０．９０％、２７．９８％、１５１０％和 １１．９７％。上述结果表
明，不含葡萄糖、降低氮源的寡营养条件有利于窖泥菌

群的富集，且能同时富集出细菌和古菌。

ａＣＧＭ富集菌群科水平结构；ｂＮＢＭ富集菌群科水平结构；ｃＭＣＩ富集菌群科水平结构

图 １　不同培养基富集条件下科水平群落结构组成

Ｆｉｇ．１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注：相对丰度 ＜１％的科合并到未分类序列

２．２　ＭＣＩ培养基富集时序进程中的菌群动态变化
由图１可知，在 ＭＣＩ培养基富集条件下，所得到

的菌群结构中包括产甲烷古菌。为进一步分析 ＭＣＩ
培养基富集过程中的菌群动态变化，分别接种来源于

某浓香型酒厂不同窖池窖泥 Ｒ１和 Ｒ２，窖龄分别为 ４
和１０年，作为生物学重复。基于扩增子测序技术对
２个生物学重复窖泥样本在时序进程中的菌群变化
进行分析。在 ＭＣＩ富集培养下，２个生物学重复的富
集样品中各自检测得到 ２７和 ３２个原核生物科。其

中有１７个科在２个样品中都能检测到。因富集培养
的窖泥接种质量浓度１００ｇ／Ｌ，在本研究中，某成功富
集科（ｆａｍｉｌｙ）被定义为在任一生长阶段的富集体系
中不低于其在对应窖泥中相对丰度的 １０％的科。如
图２所示，在窖泥样品和任意富集样本中相对丰度为
１％及以上的科被筛选显示出来。

对于生物学重复 １，窖泥中相对丰度为 １％及以
上的科为１６个，包括普雷沃氏菌科（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Ｃｌｏ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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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Ｖ、
太阳杆菌科（Ｈｅｌｉ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瘤胃菌科（Ｒｕｍｉｎｏ
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互营单胞菌科（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Ｇｒａｃｉｌｉ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ｃ＿＿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Ｓｙｎｅｒｇｉｓ
ｔａｃｅａｅ、Ａｃｈｏｌｅｐｌａ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甲烷
八叠球菌科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ｃｅａｅ）和甲烷杆菌科
（Ｍｅｔｈ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除甲烷杆菌科、Ｃｌｏａｃｉｍｏｎａ
ｄａｃｅａｅ、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Ｖ和互营单胞菌科 ４个科外，其他
科均被成功富集出来，富集有效性为 ７５％（１２／１６）。
窖泥中相对丰度 ＜１％的 ６个科，包括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消化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ｅｔｈｙｌｏｐｈｉｌａｃｅａｅ、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
ａｃｅａｅ、ｎｏｒａｎｋ＿ｐ＿＿Ａｒｍａｔｉｍｏｎａｄｅｔｅｓ和氨基球菌科
（Ａｃｉｄａ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也被成功富集。此外，还有 ５
个科包括芽孢杆菌科（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肠杆菌科（Ｅｎｔｅｒ
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甲烷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消化
链球菌科（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Ｏｌｉ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
在窖泥中的丰度低于扩增子测序检测限，在窖泥中甚

至无法检出，但仍可被富集出来，其中 Ｏｌｉ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
ａｅ在富集中相对期样品中丰度甚至达到１０．５７％。

图 ２　窖泥菌群经 ＭＣＩ培养基富集后在不同阶段原核微生物菌群结构与种泥原核微生物菌群结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

ＭＣＩ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ｐｉｔｍｕｄｓ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ｌｅｖｅｌ
注：相对丰度 ＜１％的科合并到未分类序列。Ｒ１表示窖泥样本１；Ｒ２表示窖泥样本２；４、８和１２ｄ等表示富集的培养天数；取样为连续取样

　　对于生物学重复 ２，窖泥中相对丰度为 １％及以
上的科为 ８个，包括 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ｎｏｒａｎｋ＿ｏ＿＿
ＤＴＵ０１４、动性球菌科（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互营单胞菌
科（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Ｔｈｅｒｍｏａｎａ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太阳杆菌科（Ｈｅｌｉ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甲烷杆菌科（Ｍｅｔｈａ
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和甲烷微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ｃｅａｅ）。
其中，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互营单胞菌科和太阳杆菌
科被成功富集，富集有效性为３７．５％（３／８）。而窖泥
中相对丰度 ＜１％的１３个科，包括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
ｌａｃｅａｅ）、芽孢杆菌科（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Ｉｎｃｅｒｔａｅ＿Ｓｅｄｉｓ、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ＩＩ、Ｇｒａｃｉｌｉｂａｃｔｅｒ
ａｃｅａｅ、毛螺菌科（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消化球菌科（Ｐｅｐ
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瘤胃菌科（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ＳＲＢ２、
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甲烷八叠球菌科（Ｍｅｔｈａ
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ｃｅａｅ）和 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ａｓｓｉｌｉｉ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均被成功
富集。此外，还有 １１个科为窖泥中几乎检测不到的
低丰度微生物，包括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ｅｓ＿ＵＣＧ００１、Ｃｌｏａｃｉ
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纤维杆菌科（Ｆ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ｎｏｒａｎｋ＿ｃ

＿＿ＢＲＨｃ２０ａ、消化链球菌科（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
肠球菌科（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Ｏｌｉ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ｎｏｒａｎｋ
＿ｃ＿＿Ｂｅｒｋｅ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ｎｏｒａｎｋ＿ｏ＿＿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Ｍｏｒａｎ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Ｐｅｄ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ｃｅａｅ，也被成
功富集，其中 ｎｏｒａｎｋ＿ｏ＿＿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Ｍｏｒａ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在
富集中期最高相对丰度达到１５．０６％。

上述富集分析表明，采用不同的窖泥作为种泥，

使用 ＭＣＩ培养基进行培养均可富集到多样性较高的
菌群，富集得到的厌氧菌类型与初始窖泥微生物种类

有关。而且使用这种寡营养的培养方式不仅可以富

集到窖泥中丰度较高的微生物，还能富集到窖泥中的

低丰度微生物。这在其他环境微生物的富集培养研

究中也得到类似印证，如 ＭＵ等［２４］
通过使用海水为

主要基质的寡营养培养基对海洋微生物进行培养过

程中发现富集培养可有效提高难培养微生物的丰度，

从而达到检测阈值，提高富集菌群的物种多样性。同

时，应该注意到在富集过程中菌群结构发生的动态变

化，如有些微生物在富集中期或后期相对丰度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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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期，比如生物学重复 １富集样品中的 Ｔｈｅｒｍｏ
ａｎａ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和甲烷微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ｃｅ
ａｅ）以及生物学重复２窖泥富集样品中的 Ｃｌｏａｃｉｍｏｎａ
ｄａｃｅａｅ、纤维杆菌科（Ｆ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和 ｎｏｒａｎｋ＿ｏ＿＿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Ｍｏｒａ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其他类
型环境微生物的富集培养研究中

［２４－２５］
。在富集过程

中，微生物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说明在后续分离纯菌株

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在不同生长阶段，目标菌可能

具有不同的丰度，并关注富集过程中的时间依赖效应。

由图２可知，在 ＭＣＩ富集培养条件下，Ｒ１窖泥
样品中甲烷菌群比例占原核菌群的 １９．２６％，主导甲
烷菌群为甲烷八叠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ｃｅａｅ，占比
２．３１％）和甲烷杆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占比
１６．３１％）；而在富集培养体系中，甲烷菌群比例仅为
７．９５％ ～９．８５％，且主导甲烷菌变为甲烷鬃菌科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占比４．６２％ ～８．２３％）。Ｒ２窖泥
样品中甲烷菌群比例占原核菌群的 ６２．７６％，主导甲
烷菌 为 甲 烷 杆 菌 科 （３４．３１％）和 甲 烷 微 菌 科
（２８１１％）；而在富集培养体系中，甲烷菌群比例下
降至３．３０％ ～４．８９％，主导甲烷菌是甲烷八叠球菌
科（１．９２％ ～３．１７％）。富集样品的甲烷菌种类及丰
度都与窖泥中的甲烷菌有差异，碳源类型与厌氧程度

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本研究采用 ＭＣＩ培养
基的最初目的为获得产甲烷菌群，但却意外发现采用

该培养基同时可以富集得到丰富度较高的细菌菌群。

之前的多项研究表明，梭菌纲微生物在窖泥微生物菌

群中占据重要地位
［２６－２７］

，传统的实验室培养方法也

更倾向于得到高丰度的梭菌纲微生物，但得到的菌群

结构较为单一
［２－３］

。而在本研究中，２个生物学重复
富集样品中分别检测到１１和１５种梭菌纲微生物，包
括太阳杆菌科（Ｈｅｌｉ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瘤胃菌科（Ｒｕｍｉ
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互营单胞菌科（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ｏ＿＿Ｃｌｏｓ
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消化球 菌 科 （Ｐｅｐｔｏｃｏｃ
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ｃ＿＿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消化链球菌科
（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Ｆａｍｉｌｙ＿ＸＩＶ、ｎｏｒａｎｋ＿ｏ＿＿
ＤＴＵ０１４、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Ｉｎｃｅｒｔａｅ＿Ｓｅｄｉｓ、ＳＲＢ２和 Ｔｈｅｒｍｏ
ａｎａ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所占比例范围分别为 ２２．１３％ ～
２５４３％（生物学重复１）、１８．８４％ ～５１．６３％（生物学
重复２）。此外，在富集样品中也检测到了采用 ＣＧＭ
培养基和 ＮＢＭ培养基未能成功富集的拟杆菌门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微生物，如生物学重复 １富集样品中
的普雷沃氏菌科（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

ｌａｃｅａｅ）和 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所 占 比 例 达 到

１６．５５％ ～４３．０８％；生物学重复２富集样品中的 Ｂａｃ
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ｅｓ＿ＵＣＧ００１、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和理研菌科
（Ｒｉｋｅ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所占比例达到 ３３．８７％ ～４２．７１％。
此前有研究表明，拟杆菌门属于对营养需求较低的菌

群
［２８－２９］

，与 ＣＧＭ（碳源 ２０ｇ／Ｌ，氮源 ２０ｇ／Ｌ）、ＮＢＭ
（氮源１１ｇ／Ｌ）培养基相比，ＭＣＩ培养基的有机营养
成分（氮源２ｇ／Ｌ）较少，这或许符合了窖泥原位环境
中某些寡营养菌群的营养需求。亦有研究表明，寡营

养培养条件可培养出未培养的、多样性更丰富的微生

物
［３０－３１］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寡营养条件抑制了优势

生长菌，如利用葡萄糖等速效碳源生长的微生物，促

使更多种类的难培养微生物得以被富集。

２．３　宏基因组学分析典型富集菌群组成
通过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对典型富集样品（生物

学重复 １）进行进一步的菌群结构分析。如图 ３所
示，在域水平，相对丰度 ＞１％的类群中，７３．０６％属于
细菌，２６．６７％属于古菌。而扩增子分析显示，富集样
品中古菌菌群比例仅为８．６８％，这表明使用针对 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 Ｖ４可变区的 ５１５ＦｍｏｄＦ／８０６ＲｍｏｄＲ引物
进行扩增子分析可能低估了古菌的丰度。在门水平，

扩增 子 测序可将 菌群 归属 到拟 杆 菌 门 （Ｂａｃｔｅ
ｒｏｉｄｅｔｅｓ）、厚壁菌门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广古菌门 （Ｅｕ
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黏胶球形菌门（Ｌｅｎｔｉｓｐｈａｅｒａｅ）、变形菌门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互养菌门（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ｅｔｅｓ）和未分类门
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并未检测
到黏胶球形菌门（Ｌｅｎｔｉｓｐｈａｅｒａｅ）。在科水平，宏基因
组学分析结果显示所得序列仅可归属到 １１个科，少
于扩增子测序的分析结果（１７个科）。其中，在宏基
因组测序结果中，甲烷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
２０．０９％）和 紫 单 胞 菌 科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１７５３％）为主要的主导菌群；扩增子分析结果显示，
富集 样 品 中 的 主 导 菌 群 为 Ｄｙｓｇｏｎ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２５１５％）和理研菌科（Ｒｉｋｅ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１３．５３％），而
主导甲烷菌甲烷鬃菌科（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ｅａｅ）最高相对
丰度仅可达到６．７６％，远低于宏基因组学分析结果，
再次表明扩增子测序低估了古菌菌群的丰度。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分类水平的提高，宏基因组和扩

增子测序的未分类序列（ｏｔｈｅｒｓ）的比例都越来越高，
其中在科水平，宏基因组测序的未分类序列比例高达

３４．３３％，这是由于窖泥中的大部分细菌和古菌尚未
在全基因组水平得到鉴定，目前的宏基因组学数据库

对于窖泥微生物基因组结构的解析度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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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宏基因组域水平群落结构；ｂ扩增子测序域水平群落结构；ｃ宏基因组门水平群落结构；

ｄ扩增子测序门水平群落结构；ｅ宏基因组科水平群落结构；ｆ扩增子测序科水平群落结构

图 ３　富集样品扩增子测序与宏基因组域水平、门水平和科水平的菌群结构比对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６Ｓ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ａｍｐｌｉ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ｔｄｏｍａｉｎ，ｐｈｙｌｕｍ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ｌｅｖｅｌｓ
注：相对丰度 ＜１％的菌群合并到未分类序列

　　用宏基因组数据对富集菌群物种信息进行注释，
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宏基因组学解析富集样品中微生物种水平结构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ｅｖｅｌｂｙ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物种

序号

分类级别

（域／种）

注释物种在

富集菌群中的

相对丰度／％
Ａｒｃｈａｅａ

１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ｏｎｃｉｌｉｉ １９．６２
２ 　Ｍｅｔｈａｎｏｆｏｌｌｉｓｌｉｍｉｎａｔａｎｓ １．２０
３ 　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ａｓｓｉｌｉｉｃｏｃｃａｌｅ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ｎＲｕｍＥｎ＿Ｍ２ ０．８０
４ 　Ｍｅｔｈａｎｏｃｕｌｌｅｕｓｂｏｕｒｇｅｎｓｉｓ ０．７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ｐｈｉｌｕｍａｃｅｔａｔｉｇｅｎｅｓ １０．５１
６ 　Ｏｓｃｉｌｌｉｂａｃｔｅｒ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ｉｕｍ ２．８５
７ 　Ｆｅｒｍｅｎｔｉｍｏｎａｓｃａｅｎｉｃｏｌａ ２．６３
８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ＳＩＴ８ １．４７
９ 　Ａｍ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ｏｂｉｌｅ １．４３
１０ 　Ａｍ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ｎｓｅ １．１９
１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ｓｐ．Ｂ４ １．０４
１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ｐｈｉｌｕｍｓｐ．５１＿７ ０．７８
１３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ｉｄｉｇｅｎｅｓ ０．７７
１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Ｃｌｏａｃｉｍｏｎａｓａｃｉｄａｍｉｎｏｖｏｒａｎｓ ０．６６
１５ 　Ａｎａｅｒｏｌｉｎｅａ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４９＿２０ ０．５９

未分类序列 ５３．７５

　　注：相对丰度 ＜０．５％的种合并到未分类序列

　　相对丰度 ＞０．５％的菌群可注释到１５个物种，其
中有４种产甲烷古菌得到注释，占地２２．３４％，并可确
定富集样品中的主体产甲烷菌为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ｃｏｎｃｉ
ｌｉｉ（１９．６２％）。除此之外，得到注释的细菌比例仅为
２３．９２％，而 未 得 到 分 类 注 释 的 序 列 比 例 高 达
５３．７５％，包括部分未知的古菌和大量的细菌。因此
依靠宏基因组技术虽然可以获得部分物种信息，但由

于未培养微生物大量存在，而注释用的数据库信息不

完善，对物种信息注释和功能研究不可避免地造成阻

碍
［７］
。今后的窖泥微生物研究仍然需要重点分离与

解析未培养古菌和细菌的基因组结构。本研究建立

的寡培养方法为全面解析窖泥微生物的种类构建起

从免培养技术到可培养技术的桥梁。

３　结论

本研究确立了寡营养方法为富集未培养白酒酿

造微生物菌群的较优方式，这种培养方式不仅可以有

效维持和培养窖泥原位菌群，而且使一些低丰度菌群

也得到富集。本研究建立的寡培养方法适用于除己

酸菌和丁酸菌以外的未培养窖泥微生物的可培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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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研究。结合本研究建立的寡培养技术，对富集菌群进

行宏基因组分析，可以得到部分准确的物种注释信

息，提供了深入探索窖泥微生物酿造功能的技术手

段。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对窖泥微生物的可培养技术进

行深入研究，以突破高通量测序的技术局限，更加准确

地对白酒酿造窖泥微生物进行物种注释，从而解析窖

泥厌氧菌的酿造功能和产风味功能，为提高窖泥依赖

型白酒品质的厌氧微生物应用技术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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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梦梦１，２，３，胡会涛２，３，陆信曜１，２，３，宗红１，２，３，诸葛斌１，２，３

１（糖化学与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２（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３（江南大学，工业微生物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克雷伯氏菌（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代谢甘油合成 １，３丙二醇（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１，３ＰＤＯ）的过程中，存
在乙酸溢流、ＴＣＡ循环活性低的问题，影响 １，３ＰＤＯ合成。该研究对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中乙醛酸循环抑制因子 ｉｃｌＲ
进行敲除，并过表达 ＴＣＡ循环中琥珀酸脱氢酶基因 ｓｄｈＣ和苹果酸脱氢酶基因 ｍｄｈ，缓解乙酰辅酶 Ａ节点的碳流
溢出。结果表明，敲除 ｉｃｌＲ后乙酸积累量降低了 ４１％，１，３ＰＤＯ产量提高了 ８％。在 Ｋ．ｐＬｒｉｃ中单独过表达
ｓｄｈＣ或 ｍｄｈ基因，２，３丁二醇产量分别降低了 ４７％和 ５２％，１，３ＰＤＯ产量分别提高了 ７％和 ８％。共表达 ｓｄｈＣ
和 ｍｄｈ基因后，菌株的甘油利用能力增强，１，３ＰＤＯ产量比 Ｋ．ｐＬｒｉｃ提高了 １１％。５Ｌ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结
果表明，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的生物量明显提高，１，３ＰＤＯ产量达 ７７．２ｇ／Ｌ，摩尔转化率为 ０．６９ｍｏｌ／ｍｏｌ。以上结
果表明，敲除 ｉｃｌＲ激活乙醛酸循环、过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强化 ＴＣＡ循环可以弱化乙酸溢流，增强菌株的甘油利用
能力，促进合成 １，３ＰＤＯ。
关键词　ｉｃｌＲ；ｓｄｈＣ；ｍｄｈ；乙醛酸循环；ＴＣＡ循环；克雷伯氏菌；１，３丙二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ｇｌｙｏｘｙｌａｔｅｂｙｐ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ＣＡｃｙｃｌ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ＸＩＥＭｅｎｇｍｅｎｇ１，２，３，ＨＵＨｕｉｔａｏ２，ＬＵＸｉｎｙａｏ１，２，３，ＺＯＮＧＨｏｎｇ１，２，３，ＺＨＵＧＥＢｉｎ１，２，３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ｅｔａｔ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ｌｏｗｔｒ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ｃｙｃｌｅ（ＴＣＡｃｙｃ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ｂｉ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ｆｒｏｍ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ｂｙ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ｎａｃｅｔｙｌ
ＣｏＡｎｏｄｅ，ｉｃｌＲ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ｉｓｏｃｉｔｒａｔｅｌｙａ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ｗａｓｄｅｌｅｔｅｄ，ｓｄｈＣ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ｓｅａｎｄｍｄｈ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ｍａｌ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ｗｅｒ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ｌ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ｅｔａｔｅｂｙ４１％ 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ｔｉｔｅｒｂｙ８％．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ｓｄｈＣｏｒｍｄ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３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ｌｂｙ４７％ ｏｒ５２％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
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ｂｙ７％ ｏｒ８％．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ｄｈＣａｎｄｍｄ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ｔｉｔｅｒｂｙ１１％．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ｔｉｔ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ｄ７７．２ｇ／Ｌｗｉｔｈａｍｏｌａｒｙｉｅｌｄｏｆ
０．６９ｍｏｌ／ｍｏＬｉｎｆｅｄｂａｔｃｈ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ｇｌｙｏｘｙｌａｔｅｂｙｐａｓｓｂｙ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ｌ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ＣＡｃｙｃｌｅｂｙ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ｄｈＣａｎｄｍｄ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ｃｅ
ｔａｔ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１，３ｐｒｏ
ｐａｎｅｄｉｏ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ｃｌＲ；ｓｄｈＣ；ｍｄｈ；ｇｌｙｏｘｙｌａｔｅｂｙｐａｓｓ；ＴＣＡｃｙｃｌｅ；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
ｄｉｏｌ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诸葛斌教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ｂｚｈｕｇｅ＠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５，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９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１，３丙二醇（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１，３ＰＤＯ）作为一
种重要的高附加值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合成新型聚酯

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ｐｏｌｙ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ｅｐｈ
ｔｈａｌａｔｅ，ＰＴＴ）［１］。作为１，３ＰＤＯ的天然生产菌株，克
雷伯氏菌（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因其高效的甘油代
谢途径而备受关注

［２－３］
。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通过甘油还原途径合成 １，３ＰＤＯ，
通过氧化途径获得细胞生长所需的能量和还原力，同

时产生乙酸、乳酸、２，３丁二醇和乙醇等副产物［４－７］
。

其中乙酸和乳酸的合成不仅造成碳源浪费，还会使培

养基酸化，抑制菌体生长
［８］
。乙酸的合成伴随着

ＡＴＰ产生，直接阻断乙酸的合成途径，往往会抑制细
胞生长，不利于 １，３ＰＤＯ的合成［９］

。乙酸溢流通常

是由底物摄取和下游途径合成分解代谢之间的不平

衡引起的
［１０］
。许多研究通过增加乙酰辅酶 Ａ节点的

碳流和提高 ＴＣＡ循环的活性来提高 １，３ＰＤＯ的产
量，并取得一定成效

［１１－１３］
，但鲜有改变乙醛酸循环代

谢途径对１，３ＰＤＯ合成影响的研究报道。
作为 ＴＣＡ循环的代谢支路，乙醛酸循环的适当

加强，可能会增加乙酰辅酶 Ａ节点流向草酰乙酸等
下游路径的碳流，进而缓解甘油氧化途径中碳源的溢

出。敲除乙醛酸循环抑制因子 ｉｃｌＲ基因会强化乙醛
酸循环，同时降低乙酸的积累，缓解乙酸溢流问

题
［１３－１４］

。研究表明，ＴＣＡ循环活性增强，琥珀酸脱
氢酶基因 ｓｄｈＣ转录水平明显提高，进而增加胞内还

原力的供应
［１５］
。在厌氧条件下，克雷伯氏菌中几个

ＴＣＡ循环相关基因异柠檬酸脱氢酶基因 ｉｃｄ、富马酸
酶基因 ｆｕｍＡ及苹果酸脱氢酶基因 ｍｄｈ的转录水平
较低

［１６］
。同时，ｍｄｈ基因作为乙醛酸循环途径相关

基因，过表达该基因可强化乙醛酸循环和 ＴＣＡ循环。
基于此，本文以乳酸和磷酸转移酶系统共缺失的改造

菌株 Ｋ．ｐＬｒ为出发菌株，敲除 ｉｃｌＲ基因，并过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拟将乙酰辅酶 Ａ节点的碳流引入
下游以探究乙醛酸和 ＴＣＡ循环的改造对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
ｉａｅ合成１，３ＰＤＯ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本研究使用的菌株和质粒见表 １。壮观霉素、硫

酸卡那霉素、异丙基βＤ硫代半乳糖苷（ｉｓｏｐｒｏｐｙβ
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ＩＰＴＧ）、阿拉伯糖、氯霉素，生工生物
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大连宝
生物有限公司；质粒提取试剂盒、ＤＮＡ凝胶回收试剂
盒，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ＨＰＬＣ高效液相色
谱仪，美国戴安公司；液相色谱柱：ＡｍｉｎｅｘＨＰＸ８７Ｈ
ｃｏｌｕｍｎ（３００ｍｍ×７．８ｍｍ；９μｍ），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
转仪、ＰＣＲ仪，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１，３ＰＤＯ标准品，Ｓｉｇ
ｍａ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发酵罐（ＢＩＯ
ＴＥＣＨ５Ｌ），上海保兴生物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引物
由上海亦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表 １　本文使用的菌株和质粒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菌株（质粒） 相关特性 来源

Ｅ．ｃｏｌｉＪＭ１０９ 克隆宿主 实验室

Ｅ．ｃｏｌｉＷ３１１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ｄｈＣａｎｄｍｄｈ 实验室

Ｋ．ｐＬｒ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ΔｌｄｈＡΔｃｒｒ 实验室

Ｋ．ｐＬｒｉｃ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ΔｌｄｈＡΔｃｒｒΔｉｃｌＲ 本研究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ΔｌｄｈＡΔｃｒｒΔｉｃｌＲ／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ｓｈｄＣ 本研究

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ΔｌｄｈＡΔｃｒｒΔｉｃｌＲ／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ｍｄｈ 本研究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ΔｌｄｈＡΔｃｒｒΔｉｃｌＲ／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ｓｈｄＣＰｔａｃｍｄｈ 本研究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 克隆宿主，Ｃｍｒ 保存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ｓｄｈＣ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ｉＷ３１１０ｓｄｈＣｇｅｎｅ，Ｃｍｒ 本研究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ｍｄｈ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ｉＷ３１１０ｍｄｈｇｅｎｅ，Ｃｍｒ 本研究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ｓｄｈＣＰｔａｃｍｄｈ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ｉＷ３１１０ｓｄｈＣａｎｄｍｄｈｇｅｎｅ，Ｃｍｒ 本研究

ｐＣａｓ９ Ｐｃａｓｃａｓ９，Ｋａｎ
ｒ 保存

ｐＴａｒｇｅｔＦｐＭＢ ｐＴａｒｇｅｔａｄｄｅｄｓｇＲＮＡ，Ｓｐｅｒ 本研究

１．２　引物
本研究所使用引物见表２。

１．３　培养基与培养方法
ＬＢ培养基（ｇ／Ｌ）：蛋白胨 １０，ＮａＣｌ１０，酵母粉 ５。

发酵培养基（ｇ／Ｌ）：甘油 ４０，酵母粉 ６，葡萄糖 ６，

ＫＨ２ＰＯ４７．５，ＭｇＳＯ４ ２，（ＮＨ４）２ＳＯ４ ２，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００５，ＶＢ１２０．００１５，微量元素溶液 ０．１ｍＬ，ＫＯＨ调 ｐＨ
至７．５。微量元素溶液（ｇ／Ｌ）：ＺｎＣｌ２０．０７，ＭｎＣｌ２·４Ｈ２Ｏ
０．１，Ｈ３ＢＯ３ ０．０６，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２，ＣｕＣｌ２ ０．０２，
Ｎｉ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０２５，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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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本研究使用引物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ｉｍｅ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５′→３′）
ｉｃｌＲＦ１ ＣＧＧＣＧＣＧＣＣＴＧＣＡＧＧＡＣＧＴＡＧＣＧＣＧＧＴＴＴＴＴＣＣＧ
ｉｃｌＲＲ１ ＣＣＧＣＴＣＣＧＧＴＧＧＴＴＴＡＴＧＣ
ｉｃｌＲＦ２ ＡＡＡＣＣＡＣＣＧＧＡＧＣＧＧＧＴＡＡＧＣＣＴＧＡＴＡＡＧＣＧＴＡＧＣＧＣ
ｉｃｌＲＲ２ ＣＧＡＴＴＡＣＴＴＴＣＴＧＴＴＣＧＡＣＴＴＡＡＧＣＡＴＴＡＴＧＧＡＡＴＧＣＴＡＴＣＣＧＣＣＡＧＣＴＧ
ｓｄｈＣＦ ＣＡＧＧＴＣＧＡＣＧＴＧＧＧＣＧＴＴＡＴＴＣＡＴＧＡＴＡＡＧＡＡＡＴＧＴＧ

ｓｄｈＣＲ ＣＣＡＡＧＣＴＴＧＣＴＴＡＣＣＡＴＡＣＧＡＧＧＡＣＴＣＣＴＧ
ｍｄｈＦ ＣＡＧＧＴＣＧＡＣＧＧＡＴＧＡＡＡＧＴＣＧＣＡＧＴＣＣＴＣＧ

ｍｄｈＲ１ ＡＴＧＣＧＧＣＣＧＣＣＡＴＡＡＣＣＣＡＣＧＣＣＴＴＣＣＡＧ

ｔａｃＦ ＡＡＧＴＡＴＡＡＧＡＡＧＧＡＧＡＴＡＴＡＣＧＧＡＧＣＴＴＡＴＣＧＡＣＴＧＣＡＣ
ｍｄｈＲ２ ＧＣＡＧＣＧＧＴＴＴＣＴＴＴＡＣＣＡＧＡＣＡＴＡＡＣＣＣＡＣＧＣＣＴＴＣＣＡＧ

　　注：下划线序列表示酶切位点，粗体序列表示靶基因的同源臂序列，Ｆ表示正向引物，Ｒ表示反向引物

　　种子培养：ＬＢ培养基用于种子培养，１％接种量
（体积分数），３７℃、１５０ｒ／ｍｉｎ培养 ８ｈ。发酵培养：
２５０ｍＬ三角瓶中装液量为 ５０ｍＬ，４％接种量（体积
分数），３７℃、１００ｒ／ｍｉｎ培养 ４８ｈ。分批补料发酵：
５Ｌ发酵罐装液量 ３Ｌ，４％接种量（体积分数），初始
甘油质量浓度为 ２０ｇ／Ｌ，ｐＨ 电极在线监控，用
１０ｍｏｌ／Ｌ的 ＫＯＨ维持 ｐＨ为７，３７℃、１００ｒ／ｍｉｎ培养
７２ｈ。发酵过程中甘油质量浓度维持在５～３０ｇ／Ｌ。
１．４　菌株构建

按照文献［１７］的报道进行基因敲除。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基因编辑技术，扩增目的基因上下游各
５００ｂｐ的整合片段作为供体，构建带有目的基因
ｓｇＲＮＡ的 ｐＴａｒｇｅｔＦｐＭＢ质粒。将带有卡那霉素抗性
的质粒 ｐＣａｓ９转入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转接到 ＬＢ液体培
养基中（含卡那霉素），加入阿拉伯糖诱导，制备 Ｋ．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电转感受态细胞。将供体和 ｐＴａｒｇｅｔＦｐＭＢ
质粒电转至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感受态细胞，涂布于含有卡
那霉素和壮观霉素的 ＬＢ培养基上，ＰＣＲ验证获得敲
除菌株。敲除成功菌株在 ３０℃，１５０ｒ／ｍｉｎ条件下培
养至 ＯＤ６００＝０．４时，加入 ＩＰＴＧ（终浓度０．５ｍｏｌ／Ｌ）过
夜诱 导 １２ｈ消 除 ｐＴａｒｇｅｔＦｐＭＢ质 粒；在 ４２℃，
１５０ｒ／ｍｉｎ条件下培养消除 ｐＣａｓ９质粒。
１．５　基因表达载体构建

以 Ｅ．ｃｏｌｉＷ３１１０基因组为模板，ＰＣＲ扩增得到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经酶切连接至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质粒
中，得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ｓｄｈＣ和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ｍｄｈ质
粒；再以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ｍｄｈ质粒为模板，扩增得到
Ｐｔａｃｍｄｈ片段，经同源重组连接得到 ｐＲＳＦＤｕｅｔＰｔａｃ
ｓｄｈＣＰｔａｃｍｄｈ质粒。质粒经酶切验证和基因测序正
确后转入 Ｋ．ｐＬｒｉｃ，得到菌株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Ｋ．ｐ
Ｌｒｉｃｍｄｈ和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１．６　测定方法
生物量用 ６０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ＯＤ６００）表示。

测定细胞干质量，计算得到：１ＯＤ＝０．３６ｇ／Ｌ。１，３
ＰＤＯ、乙酸和琥珀酸等代谢产物用 ＨＰＬＣ法检测，色
谱柱为 ＡｍｉｎｅｘＨＰＸ８７Ｈ，柱温 ６０℃，使用示差检测
器；５ｍ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为流动相，流速为 ０．６ｍＬ／ｍｉｎ，

进样量为１０μＬ［１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ｉｃｌＲ基因敲除对细胞生长和代谢的影响
乙醛酸循环抑制因子 ｉｃｌＲ基因通过抑制 ａｃｅＢＡＫ

操纵子的表达抑制乙醛酸循环
［１９－２０］

。敲除 ｉｃｌＲ可以
激活乙醛酸循环，将乙酰辅酶 Ａ节点处碳流引入下
游 ＴＣＡ循环和乙醛酸循环，进而合成细胞所需的能
量和中间代谢物

［１３］
。与出发菌株 Ｋ．ｐＬｒ相比，Ｋ．ｐ

Ｌｒｉｃ的生物量提高了１５％（图 １ａ），１，３ＰＤＯ产量由
１６．５ｇ／Ｌ提高到１７．８ｇ／Ｌ（图１ｂ），表明敲除 ｉｃｌＲ有
利于菌体生长。乙醛酸循环是乙酸同化的主要途径，

抑制因子 ｉｃｌＲ的敲除可以提高从乙酸到乙酰辅酶 Ａ
的转化。发酵８ｈ时，Ｋ．ｐＬｒｉｃ的乙酸积累量从２ｇ／Ｌ
降低到１．１ｇ／Ｌ（图 ２ａ），１，３ＰＤＯ产量由 ４．４ｇ／Ｌ提
高到８．８ｇ／Ｌ（图 １ｂ），表明前期乙酸积累量的降低
减少了对细胞的毒害作用，１，３ＰＤＯ大量合成。此
外，由于敲除 ｉｃｌＲ基因可以明显提高从磷酸烯醇式丙
酮酸到乙酰辅酶 Ａ的碳流［２１］

，从而使 Ｋ．ｐＬｒｉｃ的琥
珀酸产量提高了４１％，２，３丁二醇和乙醇的产量分别
降低了 ２１％和 ２０％，且乙醇延迟 ８ｈ开始积累
（图２）。副产物产量的降低减少了对碳源和还原力
的竞争，使得部分碳流偏向甘油还原途径，更有利于

１，３ＰＤＯ的合成。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ａ生物量；ｂ甘油消耗量及１，３丙二醇产量

图 １　摇瓶发酵过程中重组菌的生物量、甘油消耗量

及 １，３丙二醇产量

Ｆｉｇ．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１，３ＰＤＯｉｎ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ｋｅｆｌａｓｋｓ

２．２　过表达 ｓｄｈＣ或 ｍｄｈ基因对细胞生长和代谢的
影响

ｓｄｈＣ基因编码琥珀酸脱氢酶，催化琥珀酸到富
马酸的脱氢反应。过表达 ｓｄｈＣ基因可以提高 ＴＣＡ
循环活性，进一步促进乙酰辅酶 Ａ节点的碳流流向
下游 ＴＣＡ循环和乙醛酸循环。如图 ３ａ所示，Ｋ．ｐ
ＬｒｉｃｓｄｈＣ在 １８ｋＤａ处有明显的重组蛋白条带，表明
ｓｄｈＣ表达成功。与 Ｋ．ｐＬｒｉｃ相比，重组菌 Ｋ．ｐＬｒｉｃ
ｓｄｈＣ的生物量略有降低（图１ａ），单位菌体甘油消耗
量增加了 ６％，１，３ＰＤＯ的产量和摩尔转化率分别从
１７．８ｇ／Ｌ和 ０．５５ｍｏｌ／ｍｏｌ提高到了 １９ｇ／Ｌ和 ０５９
ｍｏｌ／ｍｏｌ，表明过表达 ｓｄｈＣ基因提高了菌体的甘油利
用能力，强化了１，３ＰＤＯ合成。同时，过表达 ｓｄｈＣ基
因会降低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中琥珀酸的积累，促使丙酮酸
节点的碳流流向乙酰辅酶 Ａ。与 Ｋ．ｐＬｒｉｃ相比，Ｋ．ｐ
ＬｒｉｃｓｄｈＣ中琥珀酸和 ２，３丁二醇的产量分别减少了
２９％和４７％，乙酸产量提高了２１％（图２）。发酵１６ｈ，
琥珀酸积累量为０．５ｇ／Ｌ，比 Ｋ．ｐＬｒｉｃ降低了３８％，２，
３丁二醇在前期积累，后期作为还原力明显降低［２２］

。

ａ乙酸产量；ｂ琥珀酸产量；ｃ２，３丁二醇产量；ｄ乙醇产量

图 ２　摇瓶发酵过程中重组菌的代谢产物产量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ｒ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ｉｎ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ｋｅｆｌａｓｋｓ

　　ｍｄｈ基因编码苹果酸脱氢酶，催化苹果酸和草酰
乙酸之间的反应，该酶可以缓解丙酮酸节点处的碳流

积累，增加乙酰辅酶 Ａ节点处的碳流流向 ＴＣＡ循环。
如图３ａ，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在３５ｋＤａ处有明显的重组蛋
白条带，表明 ｍｄｈ表达成功。与 Ｋ．ｐＬｒｉｃ相比，重组
菌 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的琥珀酸、２，３丁二醇和乙醇的产量

分别降低了２７％、５２％和２２％（图２），但乙酸积累量增
加了１６％（图２ａ）。乙酸的合成常常伴随着能量的产
生
［１１］
，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在发酵过程中菌体生长始终优于

Ｋ．ｐＬｒｉｃ（图１ａ），因此，乙酸积累也为细胞生长提供
了能量。最终，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的 １，３ＰＤＯ产量达
１９．３ｇ／Ｌ（图１ｂ），摩尔转化率为０．５９ｍｏｌ／ｍ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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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对细胞生长和代谢的
影响

结合２种策略，在 Ｋ．ｐＬｒｉｃ中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以期进一步增加乙醛酸循环和 ＴＣＡ循环
的碳流。如图 ３ａ所示，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在 １８
ｋＤａ和３５ｋＤａ处有明显的重组蛋白条带，表明 ｓｄｈＣ
和 ｍｄｈ共表达成功。如图 １ａ所示，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
ｍｄｈ的生物量与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相比无明显变化，比
Ｋ．ｐＬｒｉｃ和 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的生物量略有降低，但 Ｋ．
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的单位菌体甘油消耗量均高于单独
过表达 ｓｄｈＣ或 ｍｄｈ基因的菌株及 Ｋ．ｐＬｒｉｃ，分别提
高了５％、１１％和１１％（图 １ｂ），表明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可以进一步强化乙醛酸循环和 ＴＣＡ循环，
提高菌体的甘油利用能力。

Ｍ蛋白 Ｍａｒｋｅｒ；１Ｋ．ｐＬｒｉｃｍｄｈ胞内可溶蛋白；

２Ｋ．ｐＬｒｉｃ胞内可溶蛋白；３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胞内可溶蛋白

图 ３　重组菌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Ｆｉｇ．３　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

研究发现 ＴＣＡ循环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上调会
增加 ＴＣＡ循环的碳流，弱化乙酸合成，提高胞内还原
力

［９］
。与单独过表达 ｓｄｈＣ或 ｍｄｈ基因相比，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进一步提高了 ＴＣＡ循环活性，为细
胞生长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使得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的乙酸产量分别降低了 １３％和 ６％（图 ２ａ）。此外，
与 Ｋ．ｐＬｒｉｃ相比，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中琥珀酸、２，３
丁二醇和乙醇的积累量分别降低了 ３４％、６５％和
２８％，发酵２４ｈ乙酸积累量为 １．２ｇ／Ｌ，降低了 ４０％
（图２ａ），表明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进一步缓解
了丙酮酸节点的碳流积累，促使乙酰辅酶 Ａ节点处
的碳流流向 ＴＣＡ循环，弱化了 ２，３丁二醇的合成和
乙酰辅酶 Ａ节点处的碳流溢出，使更多碳流偏向１，３
ＰＤＯ合成。最终，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的 １，３ＰＤＯ产
量达１９．８ｇ／Ｌ（图１ｂ），摩尔转化率为 ０．６ｍｏｌ／ｍｏｌ，
分别比 Ｋ．ｐＬｒｉｃ提高了２０％和１５％。
２．４　５Ｌ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

根据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改造菌株在摇瓶中取得

的显著效果，进一步探究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在 ５Ｌ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中细胞生长和 １，３ＰＤＯ合成的
情况。如图４ａ所示，出发菌株 Ｋ．ｐＬｒ中乙酸积累
量高达１２．６ｇ／Ｌ，而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中乙酸积累
量降低了 ２７％（图 ４ｂ）。此外，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的生物量提高了 １４％，２，３丁二醇积累量降低了
１７％，表明乙醛酸循环的激活促使溢出碳流经乙酰辅
酶 Ａ流向 ＴＣＡ循环，同时 ＴＣＡ循环的强化为细胞生
长和１，３ＰＤＯ的合成提供了 ＡＴＰ和还原力。

ａＫ．ｐＬｒ；ｂ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图 ４　Ｋ．ｐＬｒ和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在 ５Ｌ发酵罐中

分批补料发酵情况

Ｆｉｇ．４　５ＬＦｅｄｂａｔｃｈ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ｐＬｒａｎｄ

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

有研究通过在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中敲除乙酰辅酶 Ａ
再生抑制因子 ｐｄｈＲ，但是仅将 １，３ＰＤＯ产量提高到
６０．４ｇ／Ｌ［２５］。敲除 ＴＣＡ循环抑制因子 ａｒｃＡ，提高
ＴＣＡ循环活性，１，３ＰＤＯ产量为 ７８．１ｇ／Ｌ，提高了
２８％［１５］

。在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中敲除 ｐｏｘＢ、ｐｔａａｃｋＡ基
因以降低乙酸合成提高 １，３ＰＤＯ产量，结果重组菌
中１，３ＰＤＯ产量和转化率分别为 ７６．８ｇ／Ｌ和 ０．６６
ｍｏｌ／ｍｏｌ［２３］。此外，有研究考察了丙酮酸乙酰辅酶 Ａ
开关对 １，３ＰＤＯ合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 １，３
ＰＤＯ产量和转化率２者不可兼得［２６］

。目前尚未有乙

醛酸改造对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合成 １，３ＰＤＯ影响的报
道，乙醛酸作为 ＴＣＡ循环的代谢支路，适当加强可以
有效缓解乙酸溢流，提高 １，３ＰＤＯ合成。最终，Ｋ．ｐ
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在 ５Ｌ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中 １，３
ＰＤＯ的 产 量 达 ７７．２ｇ／Ｌ，摩 尔 转 化 率 为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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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ｍｏｌ／ｍｏｌ，分别高于出发菌株４２％和１１％。

３　结论

本研究对 Ｋ．ｐＬｒｉｃ中乙醛酸循环抑制因子 ｉｃｌＲ
进行了敲除，并考察了过表达 ＴＣＡ循环相关基因琥
珀酸脱氢酶基因 ｓｄｈＣ和苹果酸脱氢酶基因 ｍｄｈ对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细胞生长和 １，３ＰＤＯ合成的影响。结
果表明，ｉｃｌＲ基因的敲除可以激活乙醛酸循环，明显
降低乙酸的积累；过表达 ｓｄｈＣ或 ｍｄｈ基因可以降低
２，３丁二醇和乙醇的合成，缓解丙酮酸和乙酰辅酶 Ａ
节点处的碳流积累。共表达 ｓｄｈＣ和 ｍｄｈ基因可以
提高菌株的甘油利用能力，弱化副产物合成，进一步

提高碳流流向乙醛酸循环和 ＴＣＡ循环，为细胞生长
和１，３ＰＤＯ的合成提供能量和还原力。最终，在 ５Ｌ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中，Ｋ．ｐＬｒｉｃｓｄｈＣｍｄｈ的 １，３
ＰＤＯ产量提高了 ４２％。综上可知，激活乙醛酸循环
和强化 ＴＣＡ循环可以弱化乙酸溢流问题，有利于细
胞生长和 １，３ＰＤＯ的合成，为改造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合
成１，３ＰＤＯ提供了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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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家族中的木糖异构酶基因分析

杨平，张边江，王立科，扶庆权，唐宁，陈全战

（南京晓庄学院 食品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研究豆科植物中木糖异构酶基因家族分类、系统进化关系。从美国国家生物信息

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网站筛选出 ３４条豆科植物木糖异构酶基因序列，利用

ＷｏＬＦＰＳＯＲＴ、ＭＥＭＥ、ＮＣＢＩ、ＥｘＰＡＳ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以及 ＭＥＧＡ等软件分析豆科植物的木糖异构酶基因的亚细胞

定位、基序（Ｍｏｔｉｆ）、保守区、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进化树。结果表明：从豆科植物中共筛选出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

基因序列，大部分的序列长度在 １４１０～１４４０ｂｐ；亚细胞定位的主要位置在线粒体、细胞质、内质网；Ｍｏｔｉｆ分析

显示，３４个不同物种中的木糖异构酶可以分为 １５类 Ｍｏｔｉｆ；一级结构分析显示，大部分氨基酸的分子质量的范围

是 ５２９５２．２４～５４７９３．３３Ｄａ，等电点的范围为 ｐＨ５．５２～７．９５；二级结构数据显示，无规则卷曲的占比最高；进化

树分析显示，３４个蛋白序列在进化树上有 ５个可信度高的分支。研究结论为深入研究豆科植物中木糖异构酶

基因的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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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木糖异构酶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工业酶，在细胞体
内可将木糖异构化为木酮糖；在体外可转化葡萄糖形

成果糖，并已经用于高果糖浆的工业生产
［１］
。由于

木糖异构酶可以很好地弥补氧化还原途径时产生大

量中间产物这个缺陷，木糖异构酶被用于基因工程等

研究，提高发酵效率
［２］
。木糖异构酶的作用与二价

阳离子相关，对 Ｍｎ２＋有极强的亲和力。豆科类木糖
异构酶的晶体结构显示了与其他类木糖异构酶不同

的活性位点。其 Ｄ木糖结合位点包含 ２个色氨酸、１
个催化组氨酸以及 ２个由保守的天冬氨酸和谷氨酸
羧基形成的金属结合位点。金属配位残基的结合位

置和构象因金属种类的不同而略有不同，这可能导致

木糖异构酶的活性依赖金属
［３－４］

。木糖异构酶催化

Ｄ葡萄糖转化为 Ｄ果糖的异构反应速率快。近年
来，木糖异构酶在乙醇生产中的应用也成为研究热

点
［５－６］

。

豆科，属于双子叶植物纲，多为灌木、亚灌木，乔

木，根部有根瘤菌，是自然界为数不多的固氮的生物。

种类繁多与分布广泛的豆科植物为人类的生活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如重要的经济价值、营养价值、药用价

值、生态价值以及观赏价值等
［７］
。我国豆类品种繁

多，开发豆类更多的价值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７－８］

。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大麦木糖异构酶基

因
［９］
、枸杞木糖异构酶基因

［１０］
等越来越多的木糖异

构酶基因被克隆。但有关木糖醇异构酶基因家族的

研究尚鲜见报道。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研究

豆科植物木糖异构酶基因家族的分类、基因结构、系

统进化关系等，为深入研究豆科植物中木糖异构酶基

因的功能奠定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获取
利用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的 ＢＬＡＳＴ功能，将大豆木糖异构
酶基因 ＸＰ＿００３５４９４９５进行比对。经过 ＢＬＡＳＴ比对、
鉴定筛选出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因序列，并从 ＮＣＢＩ
网站下载。

１．２　木糖异构酶基因亚细胞定位、基序（Ｍｏｔｉｆ）分
析、保守区分析

木糖异构酶基因亚细胞定位的预测是利用

ＷｏＬＦＰＳＯＲＴ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ｓｃｒｉｐｔ．ｃｏｍ／ｗｏｌｆ
ｐｓｏｒｔ．ｈｔｍｌ？ｓｒｃ＝ｌｅｆｔｂａｒ）获得。木糖异构酶基因的

Ｍｏｔｉｆ分析利用 ＭＥＭＥ网站（ｈｔｔｐ：／／ｍｅｍｅｓｕｉｔ．ｏｒｇ／
ｔｏｏｌｓ／ｍｅｍｅ）。利用 ＮＣＢＩ中的 Ｄｏｍ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ｄｄ／ｗｒｐｓｄ．
ｃｇｉ）分析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因保守区［１１－１５］

。木

糖异构酶基因的基因结构由 ＴＢｔｏｏｌｓ软件程序绘
制

［１６］
。

１．３　木糖异构酶基因一级结构和二级结构预测
利用 ＥｘＰＡＳｙ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

ｐａｒａｍ／）对一级结构进行分析［１７］
，将结果绘制成表

格。蛋白质二级结构利用 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ｒｇ／）分析完成，将结果分别绘制
成表格。

１．４　进化树分析
利用 Ｃｌｕｓｔａｌｘ１．８３［１９］软件对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

因进行比对分析，利用 ＭＥＧＡ７［２０］软件中的邻接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ＮＪ）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数 ＝１０００）
来构建系统发生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因序列分析和亚细胞定位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因序列主要集中在落花生

属、大豆属、牧豆树属、羽扇豆属及豇豆属的植物当

中。这些基因序列的长度不一，大部分的长度都在

１４１３～１４４３ｂｐ，在落花生属当中的序列都比较长，
分别是：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２４２１ｂｐ、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１８６６ｂｐ、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１８１５ｂｐ（表１）。

通过 ＷｏＬＦＰＳＯＲＴ网站得到３４条序列的亚细胞
定位的预测结果表明（表１），不同属的木糖异构酶亚
细胞定位的预测主要位置在线粒体、细胞质、内质网。

大豆属中的木糖异构酶的预测位置主要在内质网中；

豇豆属在线粒体中；牧豆属在细胞骨架或者细胞质

中；羽扇豆属主要是在细胞质与内质网当中；而落花

生属的豆科植物的亚细胞预测位置出现了不同，有的

出现在细胞质当中，有的出现在内质网，还有一部分

出现在线粒体。

２．２　进化树、Ｍｏｔｉｆ及保守区域分析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蛋白质序列利用 ＭＥＧＡ软件构

建进化树（图１）。３４个蛋白序列在进化树上有 ５个
可信度高的分支。分支 １有 １３条序列，全部来自落
花生属（Ａｒａｃｈｉｓ）；第 ２分支亲缘关系较高，都是羽扇
豆属（Ｌｕｐｉｎｕｓ）；分支 ３中包括落花生属（Ａｒａｃｈｉｓ）和
牧豆树属（Ｐｒｏｓｏｐｉｓ）；分支 ４都是大豆属的序列；第 ５
分支４条序列都是豇豆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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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豆科中木糖异构酶亚细胞定位和基因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ｂ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ｙｌｏｓｅ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ｉｎ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物种 序列号 氨基酸序列／ａａ 核苷酸序列／ｂｐ 亚细胞定位

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 ＸＰ＿００３５４９４９５．１ ４８０ １４４３ 内质网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 ＸＰ＿０２８２１０９０６．１ ４８０ １４４３ 内质网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 ＲＺＢ５５５８８．１ ４７７ １４３４ 内质网

Ｃａｊａｎｕｓｃａｊａｎ ＸＰ＿０２０２２７４６８．１ ４８０ １４４３ 内质网

Ｖｉｇ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ａｖ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ａ ＸＰ＿０１４５０５５８２．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线粒体

Ｖｉｇｎａ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ＸＰ＿０１７４０９５７２．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线粒体

Ｖｉｇｎａ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ＸＰ＿０２７９１５９０４．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线粒体

Ｖｉｇｎａ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ＱＣＤ８０４１７．１ ４７７ １４３４ 线粒体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ＡＧＶ５４６１７．１ ４８０ １４４３ 叶绿体

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ＴＫＹ５４６０９．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内质网

Ａｂｒｕｓｐｒｅｃａｔｏｒｉｕｓ ＸＰ＿０２７３２９２１２．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

Ｃｉｃｅｒａｒｉｅｔｉｎｕｍ ＸＰ＿００４５０７８１７．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２０９７４６６４．１ ４８６ １４６１ 内质网

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２０９９４１７４．１ ４８６ １４６１ 内质网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６１８９２８４．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５９５５１５５．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ＸＰ＿０２５６８８８０１．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内质网

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ＸＰ＿０２５６８８８０２．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Ｌｕｐｉｎｕｓ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ＸＰ＿０１９４１５５９２．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内质网

Ｌｕｐｉｎｕｓ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ＸＰ＿０１９４１５５９４．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内质网

Ｐｒｏｓｏｐｉｓａｌｂａ ＸＰ＿０２８７７３７２７．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

Ｌｕｐｉｎｕｓａｌｂｕｓ ＫＡＥ９６０４４８２．１ ４７９ １４４０ 细胞质、内质网

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ＸＰ＿０２５６１６０２５．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５９３７８８８．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６１７１５７１．１ ４７６ １４３１ 细胞外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 ８０６ ２４２１ 线粒体

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ＸＰ＿０２５６４０４４２．１ ６２１ １８６６ 线粒体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ＸＰ＿００３６１０１７９．２ ４８０ １４４３ 细胞质

Ａｒａ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ＸＰ＿０２５６７８４７１．１ ６２１ １８６６ 细胞骨架

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５９３３６４３．１ ４６９ １４１０ 细胞质

Ｐｒｏｓｏｐｉｓａｌｂａ ＸＰ＿０２８７７５３８９．１ ４７２ １４１９ 细胞外

Ｐｒｏｓｏｐｉｓａｌｂａ ＸＰ＿０２８７９１０９５．１ ４７３ １４２２ 细胞质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６１７８０６８．１ ４６９ １４１０ 细胞质

Ａｒａｃｈｉｓｄｕｒ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Ｐ＿０１５９５４９８４．１ ６０４ １８１５ 细胞骨架

　　利用 ＭＥＭＥ网站分析 ３４条不同物种当中的木
糖异构酶序列获得了 １５个不同的 Ｍｏｔｉｆ（图 １）。其
中有１７条序列包含所有的 Ｍｏｔｉｆ；缺少 Ｍｏｔｉｆ１５的序
列较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落花生属的，也有少数几个

是牧豆树属的；缺少 Ｍｏｔｉｆ１３的有 ４条序列，这 ４条
序列都是落花生属的；缺少 Ｍｏｔｉｆ１１的有 ３条序列，
分别是 ＸＰ＿０１５９３３６４３．１、ＸＰ＿０１６１７８０６８．１、ＸＰ＿
０１５９５４９８４．１；而 ＸＰ＿０２８７７５３８９．１和 ＸＰ＿０２８７９１０９５．１
缺少 Ｍｏｔｉｆ７；唯一一 个 缺 少 Ｍｏｔｉｆ１２的 序 列 是
ＴＫＹ５４６０９．１。在 ＮＣＢＩ网站中下载了这 ３４条序列的
保守区间（图１），结果表明所有序列都有木糖异构酶
特有的保守区（ＰＬＮ０２９２３），大部分的序列保守区域都
是在１～４８０ｂｐ。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Ｍｏｔｉｆ１１、Ｍｏｔｉ

６、Ｍｏｔｉｆ２、Ｍｏｔｉｆ７、Ｍｏｔｉｆ４、Ｍｏｔｉｆ１２、Ｍｏｔｉｆ３、Ｍｏｔｉｆ９、Ｍｏ
ｔｉｆ１、Ｍｏｔｉｆ５、Ｍｏｔｉｆ１０、Ｍｏｔｉｆ１５都在保守区当中。
２．３　一级结构和二级结构

从 ＥｘＰＡＳｙ网站中可以获得豆科中木糖异构酶
基因一级结构如表２所示。从表格中发现这３４条序
列的分子量大部分都在 ５２９５２．２４～５４７９３．３３Ｄａ，
最大 的 是 落 花 生 属 的 Ａｒａｃｈｉｓｉｐａｅｎｓｉｓ（ＸＰ＿
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９０４８５．５１Ｄａ，最小的是牧豆树属的
Ｐｒｏｓｏｐｉｓａｌｂａ（ＸＰ＿０２８７７５３８９．１）５２９５７．１Ｄａ。等电
点的范围为 ｐＨ５．５２～７．９５，影响等电点的因素有很
多，但主要还是看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当中的疏水键以

及 Ｒ基团。将这些排序之后，发现分子量与等电点
之间没有任何线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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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图 １　豆科中木糖异构酶基因系统进化树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ｏｆｘｙｌｏｓｅ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ｇｅｎｅｓｉｎ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利用 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分析豆科中木糖异构酶基因
二级结构数据如表２所示。无规则卷曲的占比最高，
是蛋白质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α螺旋的占比次之，
最少的部分是 β折叠。其中，无规则卷曲的占比最
高可达６９．３５％，为序列 ＸＰ＿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中，α螺旋
的占比相差不大，较多的序列中 α螺旋的占比在
４２．２３％ ～４６．４６％，而 β折叠的比例超过 １０％的只
有８条序列。

表 ２　蛋白质的一级和二级结构信息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ｓ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ｉｎｔ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

序列号
分子质量／
Ｄａ

等电点

（ｐＩ）
α螺
旋／％

β折
叠／％

无规则

卷曲／％

ＸＰ＿００３５４９４９５．１ ５４２０９．８８ ６．０１ ４５．４２ ８．５４ ４６．０４
ＸＰ＿０２８２１０９０６．１ ５４１９３．８３ ６．０１ ４５．２１ ８．７５ ４６．０４
ＲＺＢ５５５８８．１ ５３９１０．４９ ６．３５ ４５．９１ ９．６４ ４４．４４
ＸＰ＿０２０２２７４６８．１ ５４０８７．５４ ５．７１ ４６．４６ ８．３３ ４５．２１
ＸＰ＿０１４５０５５８２．１ ５４１０９．３９ ５．８４ ４４．２６ １０．４４ ４５．３０
ＸＰ＿０１７４０９５７２．１ ５４１２３．３８ ５．８４ ４４．８９ ９．８１ ４５．３０
ＸＰ＿０２７９１５９０４．１ ５３９４４．２４ ５．８３ ４５．５１ ９．６０ ４４．８９
ＱＣＤ８０４１７．１ ５３６８４．８７ ５．７４ ４４．３８ ９．７９ ４５．８３
ＡＧＶ５４６１７．１ ５３９０３．４４ ５．６５ ４４．３８ ９．７９ ４５．８３
ＴＫＹ５４６０９．１ ５３５７６．２５ ５．９６ ４３．７０ １０．０８ ４６．２２
ＸＰ＿０２７３２９２１２．１ ５３８７１．３５ ５．７６ ４５．３０ ９．１９ ４５．５１
ＸＰ＿０２０９７４６６４．１ ５４７９３．３３ ５．５２ ４５．８８ ９．４７ ４４．６５
ＸＰ＿０２０９９４１７４．１ ５４７５１．２９ ５．５２ ４５．６８ ９．８８ ４４．４４

续表 ２

序列号
分子质量／
Ｄａ

等电点

（ｐＩ）
α螺
旋／％

β折
叠／％

无规则

卷曲／％

ＸＰ＿０１６１８９２８４．１ ５３７３１．９７ ５．３９ ４３．９１ ９．８７ ４６．２２
ＸＰ＿０１５９５５１５５．１ ５３６８９．９３ ５．３８ ４５．３８ ８．８２ ４５．８０
ＸＰ＿０２５６８８８０１．１ ５４７６７．３４ ５．５２ ４５．３８ ８．８２ ４５．８０
ＸＰ＿０２５６８８８０２．１ ５３７０５．９７ ５．３８ ４５．６８ ９．６７ ４４．６５
ＸＰ＿０１９４１５５９２．１ ５３９５０．１９ ５．５９ ４５．８０ ９．０３ ４５．１７
ＸＰ＿０１９４１５５９４．１ ５３９３２．１５ ５．５９ ４４．６８ ８．７７ ４６．５６
ＸＰ＿０２８７７３７２７．１ ５３６１１．８ ５．５８ ４４．８９ ９．８１ ４５．３０
ＫＡＥ９６０４４８２．１ ５４０４３．３７ ５．５１ ４４．２６ ９．８１ ４５．９３
ＸＰ＿０２５６１６０２５．１ ５３６４１．８８ ５．３８ ４４．１２ １０．２９ ４５．５９
ＸＰ＿０１５９３７８８８．１ ５３５４０．７８ ５．５０ ４４．９６ ９．８７ ４５．１７
ＸＰ＿０１６１７１５７１．１ ５３５５５．７９ ５．４４ ４５．５９ ９．２４ ４５．１７
ＸＰ＿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 ９０４８５．５１ ６．４６ ２３．９５ ６．７０ ６９．３５
ＸＰ＿０２５６４０４４２．１ ６９３６９．６６ ７．９５ ３０．７６ ６．７６ ６２．４８
ＸＰ＿００３６１０１７９．２ ５４２４６．６１ ６．０１ ３０．７６ ６．７６ ６２．４８
ＸＰ＿０２５６７８４７１．１ ６９７０２．５４ ６．３４ ４６．０４ ８．９６ ４５．００
ＸＰ＿０１５９３３６４３．１ ５２９５２．２４ ６．１０ ３４．１４ １７．７１ ４８．１５
ＸＰ＿０２８７７５３８９．１ ５２９５７．１ ５．５８ ４２．４３ １１．７３ ４５．８４
ＸＰ＿０２８７９１０９５．１ ５３０１５．１ ５．４９ ４３．６４ １０．５９ ４５．７６
ＸＰ＿０１６１７８０６８．１ ５２９６７．３１ ５．９２ ４２．８６ １１．７５ ４５．４２
ＸＰ＿０１５９５４９８４．１ ６８０５７．８２ ５．８９ ３５．２６ １６．５６ ４８．１８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分析了豆科家族中 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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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氨基酸序列当中，最长的１个是落花生属
的 Ａ．ｉｐａｅｎｓｉｓ（ＸＰ＿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氨基酸序列，长度
为８０６ａａ，最短的 １个是牧豆树属的 Ｐ．ａｌｂａ（ＸＰ＿
０２８７７５３８９．１）基因，长度为 ４７２ａａ，大部分的序列长
度都集中在４７６～４８０ａａ。亚细胞定位分析表明，３４
条序列大体可分为５个属，５个属的亚细胞定位都不
大相同，但出现概率最大的还是线粒体、内质网以及

细胞质这 ３个位点。Ｍｏｔｉｆ和保守域的分析表明，
ＭＥＭＥ网站获得的信息中，序列中的 Ｍｏｔｉｆ总共有 １５
个，其中 Ｍｏｔｉｆ１、２、３、４、５、６、８、９、１０、１４在每段序列中
都有，而 Ｍｏｔｉｆ１５在多段序列中丢失。每段序列的保
守区域都很接近，ＸＰ＿０１６１９２４３１．１、ＸＰ＿０２５６４０４４２．
１、ＸＰ＿０２５６７８４７１．１以及 ＸＰ＿０１５９５４９８４．１都有其他
序列没有的 Ｍｏｔｉｆ１４，并且在 Ｍｏｔｉｆ１４与后一段 Ｍｏｔｉｆ
中间有较长的一段间隔，出现这段间隔的原因可能是

在进化过程中有其他序列插入
［２１］
。

从豆科家族中３４条木糖异构酶基因的一级结构
进行分析可知，大部分序列分子质量在 ５２９５２．２４～
５４７９３．３３Ｄａ，等电点在 ｐＨ５．５２～７．９５。利用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分析二级结构表明，无规则卷曲在所有序
列中的占比最大，β折叠的占比最小。这与 ＣＨＡＮＧ
等

［２２］
的研究结果很相似。ＣＨＡＮＧ等通过用 ｘ射线

结晶 学 方 法 测 定 了 Ｔ．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木 糖 异 构 酶
（ＴｔｈＸＩ）和 Ｔ．ｃａｌｄｏｐｈｉｌｕｓ木糖异构酶（ＴｃａＸＩ）的晶体
结构。在 ＴｃａＸＩ和 ＴｔｈＸＩ中，以 ２２２对称性为特征的
亚基的四聚体排列和每个亚基的 ３次折叠与其他木
糖异构酶基本相同。ＴｃａＸＩ的每个单体包含 １０个
链、１５个螺旋和６个３１０螺旋，而 ＴｔｈＸＩ的每个单体
包含１０个链、１６个螺旋和５个３１０螺旋［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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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乳杆菌 ＰＭＯ的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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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韩国圃美多有限责任公司，首尔，１２０７４９）

摘　要　为获得新的优良菌株，对从韩国泡菜中分离筛选的植物乳杆菌 ＰＭＯ（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进行

安全性评价。对小鼠急性毒性、抗生素敏感性、细菌易位、脏器指数、生化指标等进行测定，结果表明，Ｌ．ｐｌａｎｔａ

ｒｕｍＰＭＯ无急性毒性，对四环素、红霉素和庆大霉素等抗生素高度敏感，不会引起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细菌易

位。灌胃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小鼠的脏器指数及生化指标与对照小鼠无显著差异，对肝脏、心脏、肾脏及胆道的细

胞和功能均无损害作用。

关键词　植物乳杆菌 ＰＭＯ；抗生素敏感性；细菌易位；脏器指数；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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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菌作为对人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对健康的
调节作用获得全球共识，驱动着益生菌行业的快速发

展。其中植物乳杆菌具有良好的生理特性和益生功

能，成为研究的热点
［１］
。大量的研究证实，植物乳杆

菌具有抗氧化
［２］
、调节血脂

［３］
、降胆固醇

［４］
、抑制致

病菌
［５］
等益生功效。最新研究表明植物乳杆菌可以

改变小鼠体内氧化应激和脑参数水平，从而改善学习

和记忆障碍
［６］
。因此植物乳杆菌可用于预防或治疗

某些过敏性疾病
［７］
，作为神经和心理疾病的潜在疗

法
［８］
，应用发展潜力巨大。

益生菌产品主要是通过调节机体代谢，增强免疫

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因此必须重视益生菌

的安全性问题
［９］
。益生菌普遍被认为是安全的，但

某些益生菌能使免疫系统不健全或者胃肠道功能障

碍引起某些不良反应
［１０］
。益生菌能在胃肠道内存活

和增殖，并具有较强的内转移能力
［１１］
，因此开发出新

的益生菌菌株在使用前必须要进行安全性评价。本

研究以从韩国泡菜中分离筛选得到的新型植物乳杆

菌 ＰＭＯ（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为评价对象，对
所选菌株的抗生素敏感性、细菌易位、脏器指数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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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标等进行分析，旨在为开发新型功能性益生菌产

品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设备
１．１．１　实验菌株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韩国圃美多有限责任公司。
接种于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中，３７℃培养２４ｈ，待用。
１．１．２　实验动物

昆明小鼠：清洁级，６周龄，（２０±２）ｇ，雌雄各 ２０
只，购于藤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基础饲料购于重庆

市中药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小鼠在适应期（７ｄ）内
可以自由饮水、采食。实验前１６ｈ禁食，但可自由饮
水。饲养温度为（２０±２）℃，相对湿度６０％。
１．１．３　主要试剂

ＭＲＳ培养基、沙门氏菌志贺氏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ＳＳ）培养基，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蛋白定量试剂盒、谷草转氨酶（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ＧＯＴ）试剂盒、谷丙转氨酶（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ｐｙｒｕｖ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ＧＰＴ）试剂盒、总胆红素（ｔｏｔａｌ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ＴＢＩＬ）试剂盒、血清尿素氮（ｂｌｏｏｄ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
ｇｅｎ，ＢＵＮ）试剂，南京建成生物技术公司。
１．１．４　实验设备

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ＸＨＦＤ高速
匀浆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ＳＳ３２５型高
压灭菌锅，日本Ｔｏｎｙ公司；ＵＶ２４５０紫外分光光度计，日
本岛津公司；ＳＹＮＥＲＧＹＨＩＭＧ酶标仪，美国ＢｉｏＴｅｋ。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ＯＤ值与活菌数标准曲线的绘制

将培养 ２４ｈ的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稀释摇匀，于
波长６００ｎｍ处测定其 ＯＤ值，以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作
空白对照进行调零。分别选取 ＯＤ值为 ０．１０、０．２０、
０３０、０．４５、０．６０、０．７０的稀释液测定活菌数，绘制标
准曲线（如图１所示）。

图 １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ＯＤ值与活菌数标准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Ｏ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ｖｉａｂｌｅｃｏｕｎｔ

结果显示，６００ｎｍ处的吸光度值在０１０～０．７０范
围内，与活菌数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ｙ＝１．５６８３ｘ＋
７．８１４，Ｒ２＝０．９８９４。
１．２．２　抗生素敏感性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的抗生素敏感试验以药敏纸
片琼脂扩散法进行测定

［１２］
。取 １００μＬ活化 ２４ｈ的

菌液涂布于 ＭＲＳ固体培养基；培养基将菌液完全吸
收后，将氟哌酸、头孢拉定、庆大霉素、四环素、氯霉

素、红霉素药敏纸片置于涂布菌液的培养基上；３７℃
培养２４ｈ，测量各药敏纸片的抑菌圈直径（ｍｍ）。抗
生素敏感性结果根据《ＣＬＳＩ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标
准》判定。

１．２．３　急性毒性
根据 ＧＢ１５１９３．３—２０１４中寇氏法［１３］

评价 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的经口急性毒性。小鼠随机分
为４组（每组１０只、雌（♂）雄（♀）各半）。活化后的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以接种量 １％（体积分数）接种于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３７℃培养１８ｈ后４℃，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０ｍｉｎ，以无菌生理盐水洗涤２次；以最大菌体浓
度的十倍浓缩浓度作为高剂量组（５×１０１１ＣＦＵ／ｍＬ，
ＨＬ）、十倍稀释浓度为中剂量组（５×１０９ ＣＦＵ／ｍＬ，
ＭＬ）、千倍稀释浓度为低剂量组（５×１０７ＣＦＵ／ｍＬ，ＬＬ）；
灌胃体积为２０ｍＬ／［ｋｇ（ｂｗ）·ｄ］，连续灌胃 ２１ｄ，对
照组（ＮＤ）小鼠以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替代。
１．２．４　一般体征观察

每日记录小鼠的采食量与体质量变化，并观察摄

食、饮水、活动状况及死亡情况。

１．２．５　细菌易位
对小鼠进行灌胃 ２４ｈ后，麻醉小鼠，无菌心脏穿

刺获得小鼠血液样本。随后解剖小鼠，以无菌棉签擦

拭脏器表面，涂布于 ＭＲＳ和 ＳＳ固体培养基，３７℃培
养４８ｈ；无菌摘取肠系膜淋巴结、脾脏、肝脏，分别取
１ｇ加无菌生理盐水均质；取 ０．１ｍＬ血液、脏器匀浆
上清液，分别涂布于 ＭＲＳ和 ＳＳ固体培养基，３７℃培
养４８ｈ。培养基中有菌落生长即为阳性，表示细菌易
位，并按公式（１）计算细菌易位发生率：

细菌易位发生率／％ ＝发生细菌易位的小鼠数量
每组受试小鼠总数

×１００ （１）

１．２．６　脏器指数
小鼠在末次灌胃 ２４ｈ后称量体质量，脱臼处死，

摘取心脏、肝脏、脾脏和肾脏。用生理盐水冲洗脏器，

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后称重，按公式（２）计算脏器指数：

脏器指数／％ ＝ 脏器质量

小鼠终体质量
×１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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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１．２．７　生化指标
小鼠末次灌胃 ２４ｈ后使用乙醚麻醉，摘除眼球

采血。待测血清样品的制备：血样于 ３７℃静置 １ｈ、
４℃放置 ３ｈ后，在 ４℃ 条件下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制得血清，－２０℃保存备用。待测肝脏组织
样品的处理：取肝脏组织按质量加入 ９倍的生理盐
水，在冰水条件下机械匀浆、制成质量分数 １０％的组
织匀浆，在４℃ 条件下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
清液于 －２０℃保存、备用。测定前根据预实验结果
取一定量上清液用生理盐水稀释成质量分数 １％的
待测组织上清液，同时采用蛋白定量试剂盒测定上清

液蛋白质量浓度。

采用比色法测定小鼠肝脏和血清中的 ＧＯＴ、ＧＰＴ
的酶活力以及小鼠血清中 ＴＢＩＬ、ＢＵＮ含量，血清中的
生化指标可直接取样进行测定，肝脏组织的生化指标

需经过处理后再按相同的方法进行测定。

１．２．７．１　肝脏和血清中 ＧＯＴ酶活力的测定
测定管：分别添加 ０．１ｍＬ样品和 ０．５ｍＬ基液，

于３７℃水浴加热 ３０ｍｉｎ后加入 ０．５ｍＬ２，４－二甲
基苯肼溶液，同样于３７℃水浴加热２０ｍｉｎ，最后加入
５ｍＬ０．４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混匀，室温放置 ５ｍｉｎ，以
双蒸水调零后于５０５ｎｍ处测定 ＯＤ测定管。

对照管：添加 ０．５ｍＬ基液，于 ３７℃水浴加热
３０ｍｉｎ后加入 ０．５ｍＬ２，４－二甲基苯肼溶液和
０．１ｍＬ样品，同样于３７℃水浴加热２０ｍｉｎ，最后加入
和 ５ｍＬ０．４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混匀，室温放置５ｍｉｎ，
以双蒸水调零后于５０５ｎｍ处测定 ＯＤ对照管。

绝对ＯＤ值＝ＯＤ测定管 －ＯＤ对照管，根据绝对 ＯＤ值查
标准曲线（ｙ＝ａ＋ｂｘ＋ｃｘ１．５＋ｄｘ３；ａ＝０．０００６００８２２１，
ｂ＝０．００４８３３５５９５，ｃ＝０．０００２４５７７９５１，ｄ＝９．７４１０５８２
Ｅ－０９），得到血清中ＧＯＴ酶活力（Ｕ／Ｌ）。

按公式（３）计算肝脏中 ＧＯＴ酶活力（Ｕ／ｇ）：

肝脏 ＧＯＴ酶活力 ＝匀浆液 ＧＯＴ酶活力（Ｕ／Ｌ）
样品蛋白质质量浓度（ｇ／Ｌ）

×１００

（３）

１．２．７．２　肝脏和血清中 ＧＰＴ酶活力的测定
测定管和对照管的试剂添加以及测定方法同

１．２．７．１小节，根据绝对ＯＤ值查标准曲线（ｙ＝ａ＋ｂｘ＋
ｃｘ１．５＋ｄｘ２ ＋ｅｘ３；ａ＝－５．５８７２６４８Ｅ－０５，ｂ＝０．００３
１２９９２０９，ｃ＝０．０００２１０３６６２６，ｄ＝２．８５４８７５５Ｅ－０５，
ｅ＝４．４５０８４６３Ｅ－０８），得到血清中 ＧＰＴ酶活力
（Ｕ／Ｌ）。按公式（４）计算肝脏中 ＧＰＴ酶活力（Ｕ／ｇ）：

肝脏 ＧＰＴ酶活力 ＝匀浆液 ＧＰＴ酶活力（Ｕ／Ｌ）
样品蛋白质质量浓度（ｇ／Ｌ）

×１００

（４）

１．２．７．３　血清中 ＴＢＩＬ含量的测定
测定管：分别添加 ８μＬ样品和 ２４０μＬ试剂一，

３７℃孵育５ｍｉｎ后测定 ４５０ｎｍ处的吸光度值 ＯＤ０；
再加入 ６０μＬ试剂二混匀，３７℃孵育 ５ｍｉｎ后测定
４５０ｎｍ处的吸光度值 ＯＤ１，ΔＯＤ测定管 ＝ＯＤ０－ＯＤ１。

对照管：以双蒸水代替样品作为对照，其余条件

与测定管一致，同样计算出 ΔＯＤ对照管。按公式（５）计
算血清中 ＴＢＩＬ含量（μｍｏｌ／Ｌ）：

ＴＢＩＬ含量 ＝８８７．２１１×（ΔＯＤ测定管 －ΔＯＤ对照管）＋０．５４９２

（５）

１．２．７．４　血清中 ＢＵＮ含量的测定
测定管：分别添加０．０２ｍＬ样品、１ｍＬ试剂一和

１ｍＬ试剂二，准确沸水浴１５ｍｉｎ后立即用流水冷却，
并测定５２０ｎｍ处吸光度值。

标准管：分别添加０．０２ｍ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ＢＵＮ标准
溶液、１ｍＬ试剂一和 １ｍＬ试剂二，准确沸水浴
１５ｍｉｎ后立即用流水冷却，并测定 ５２０ｎｍ处吸光度
值。

对照管：分别添加０．０２ｍＬ双蒸水、１ｍＬ试剂一
和１ｍＬ试剂二，准确沸水浴１５ｍｉｎ后立即用流水冷
却，并测定 ５２０ｎｍ处吸光度值。并按公式（６）计算
血清中 ＢＵＮ含量（ｍｍｏｌ／Ｌ）：

ＢＵＮ含量 ＝
ＯＤ测定管 －ＯＤ对照管
ＯＤ标准管 －ＯＤ对照管

×ρ（标准品）×

样品稀释倍数 （６）

１．３　数据处理
图表由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制，数据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

件分析，结果以 珋ｘ±ＳＤ表示，数据显著性差异为
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抗生素敏感性
由于抗生素抗性基因可在食品或肠道内转移，因

此用于食品的乳酸菌耐药性评价也已成为安全性评

价的首要内容。本研究选择常用的抗生素药敏纸片

氟哌酸、头孢拉定、庆大霉素、四环素、氯霉素和红霉

素，无菌添加于涂布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的 ＭＲＳ平板
培养２４ｈ。其抑菌圈大小及对抗生素敏感程度如表
１所示。根据《ＣＬＳＩ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标准》标准
判定，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这些抗生素高度敏感。
ＪＩＡＮＧ等［１４］

对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ＷＬＰＬ０４进行抗生素敏
感性评价，结果表明 ＷＬＰＬ０４菌株对红霉素、氯霉
素、庆大霉素和阿莫西林等敏感，但对卡那霉素、环

丙沙星等具有抗性。ＳＩＮＧＨ等［１５］
对婴儿粪便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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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的罗伊氏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菌株进行
抗生素敏感性测试，发现菌株对氯霉素、红霉素敏

感，但对庆大霉素等具有耐药性。相比而言，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安全性较高，应用时需避免与抗生
素接触以免失活。

表 １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抗生素敏感性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

抗生素 抑菌圈直径／ｍｍ 敏感程度

氟哌酸 ２２±３ Ｈ

头孢拉定 ３７±１ Ｈ

庆大霉素 ２０±３ Ｈ

四环素 ３３±４ Ｈ

氯霉素 ３８±３ Ｈ

红霉素 ２５±２ Ｈ

　　注：抑菌圈直径 ０ｍｍ，不敏感（Ｒ）；＜１０ｍｍ，低敏感（Ｌ）；１０～

１４ｍｍ，中敏感（Ｉ）；１５～２０ｍｍ，高敏度（Ｈ）

２．２　一般体征观察与急性毒性
以低、中、高浓度的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连续灌胃

２１ｄ，小鼠生长和精神状态良好、毛色光亮；饮食、饮
水、排泄及活动正常，无中毒或死亡状况发生；解剖后

肉眼观察各脏器无异常情况。灌胃期间各组小鼠体重

变化如图２所示，雄鼠体质量（约４３ｇ）均显著高于雌
鼠（约３３ｇ）（Ｐ＜０．０５），但各剂量组与对照组间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这些情况表明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
对小鼠生长无显著影响。根据 ＧＢ１５１９３．３—２０１４《急
性经口毒性试验》可认为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的半数致
死量（ＬＤ５０）＞５×１０

１１ＣＦＵ／ｍＬ（ｂｗ），２０ｍＬ／（ｋｇ·ｄ），

为实际无毒级别。最大耐受剂量 ＞５×１０１１ＣＦＵ／ｍＬ
（ｂｗ），２０ｍＬ／（ｋｇ·ｄ）。

图 ２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ｏｆｍｉｃｅ
注：不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细菌易位
细菌易位指细菌从胃肠道穿越肠道屏障到达血

液、肝脏、脾脏、肠系膜淋巴结等组织
［１６］
。目前认为

肠道细菌易位的发生涉及机体免疫功能状态
［１７］
，肠

黏膜上皮细胞等物理屏障和肠淋巴上皮组织抗感染、

抗过敏作用
［１８］
，肠道细菌的过度生长及肠血供状

态
［１９］
，巨噬细胞和细胞因子或炎性介质的复杂作用

等多方面因素，可能引起免疫系统不健全或肠黏膜屏

障功能障碍人群的益生菌相关菌血症。

通过 ＭＲＳ固体培养基和 ＳＳ固体培养基对脏器
表面、肠系膜淋巴结、脾脏、肝脏及血液的细菌的检测

结果显示（表 ２），这些部位及器官表面未检测到活
菌，表明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未能通过肠道屏障到达肠
系膜淋巴结及肠腔外的其他器官，不会发生细菌易位

现象。同时，ＳＳ培养基上无菌落生长，表明 Ｌ．ｐｌａｎ
ｔａｒｕｍＰＭＯ也不会引起肠道内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
发生细菌易位的现象。

表 ２　不同剂量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的细菌易位试验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ｉｃ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

组别
ＭＲＳ培养基 ＳＳ培养基

肠系膜淋巴结 脏器表面 肝脏 肾脏 血液 肠系膜淋巴结 脏器表面 肝脏 肾脏 血液

ＮＤ － － － － － － － － － －
ＬＬ － － － － － － － － － －
ＭＬ － － － － － － － － － －
ＨＬ － － － － － － － － － －

　　注：“－”，细菌易位阴性

２．４　脏器指数
肝脏和肾脏为重要解毒器官，其指数的变化程度

也可反映灌胃成分毒性的强弱。由图３可知，各组小
鼠灌胃后，心脏指数为０．５０％ ～０．６４％，肝脏指数为
５．０６％ ～５．５５％，肾脏指数为 １．５３％ ～１．６７％，脾脏

指数为 ０３６％ ～０．３９％。虽然各组雄鼠的心脏指数
略低于雌鼠，肝脏指数和肾脏指数略高于雌鼠，但差

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灌胃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的
小鼠与对照组小鼠的各脏器指数相比，未表现出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表明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各脏
器无损害作用。

２．５　生化指标
２．５．１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肝脏和血清中 ＧＯＴ
酶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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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ａ心脏指数；ｂ肝脏指数；ｃ肾脏指数；ｄ脾脏指数

图 ３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ｍｉｃｅ

临床表明，ＧＯＴ含量与肝脏损害程度呈现显著
相关性

［２０］
，正常情况下，血清中 ＧＯＴ处于平稳状态，

但心肌细胞和肝细胞受到损害时，ＧＯＴ酶活力会随
损伤程度而升高，因此可作为心肌细胞和肝脏是否受

到损害的重要评判指标。

对小鼠肝脏 ＧＯＴ酶活力检测结果如图 ４所示，
各剂量组与对照组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对灌胃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小鼠血清 ＧＯＴ的
检测如图 ５所示，虽然剂量组的酶活力发生变化
（１８．１２～２２．０７Ｕ／Ｌ），但未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因此认为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不会对心肌细胞和肝细
胞造成损害。

图 ４　小鼠肝脏中 ＧＯＴ酶活力

Ｆｉｇ．４　Ｇ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ｏｆｍｉｃｅ

２．５．２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肝脏和血清中 ＧＰＴ
酶活力的影响

ＧＰＴ在血液中含量较少，主要存在于肝细胞浆。
当肝细胞肿胀、坏死或通透性增高时，ＧＰＴ被释放进
入血液，且升高的 ＧＰＴ会导致肝细胞的进一步损伤。

图 ５　小鼠血清 ＧＯＴ酶活力

Ｆｉｇ．５　Ｇ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ｍｉｃｅ

因此 ＧＰＴ被作为肝功能损害的评价指标［２１］
。

小鼠肝脏 ＧＰＴ的测定结果如图 ６所示，各组小
鼠的肝脏 ＧＰＴ酶活力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３７．４８～
４１．１６Ｕ／ｇ）。剂量组小鼠因个体差异，血清 ＧＰＴ酶
活力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图７），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表明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灌胃不会造成
肝脏功能、心肌细胞及骨骼肌的损伤。

图 ６　小鼠肝脏中 ＧＰＴ酶活力

Ｆｉｇ．６　ＧＰ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ｏｆｍ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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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小鼠血清中 ＧＰＴ酶活力

Ｆｉｇ．７　ＧＰ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ｍｉｃｅ

２．５．３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血清中 ＴＢＩＬ含量
的影响

ＴＢＩＬ为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的总和。衰老
的红细胞释放血红蛋白，经代谢形成胆红素，包括游

离胆红素和结合胆红素，分别经尿液和粪便排出。正

常情况，血液中仅含微量胆红素，当肝细胞异常时会

引起高胆红素血症，因此可作为肝功能和胆功能的重

要指标
［２２］
。小鼠血清 ＴＢＩＬ的测定结果如图 ８所示，

各组 ＴＢＩＬ含量在 １０．４７～１２．０２μｍｏｌ／Ｌ波动，性别
和剂量都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因此可认为 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不会对肝功能和胆功能造成损害。

图 ８　小鼠血清 ＴＢＩＬ含量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ＢＩＬ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ｍｉｃｅ

２．５．４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小鼠血清中 ＢＵＮ含量
的影响

ＢＵＮ指血浆中除蛋白质外的含氮化合物，是人
体蛋白代谢的主要终产物，经由肾小球过滤排出体

外，肾功能不全时其含量升高。因此，血清 ＢＵＮ可作
为判断肾功能的指标

［２３］
。各剂量组小鼠的血清 ＢＵＮ

含量在７．７８～８．９０ｍｍｏｌ／Ｌ范围内波动（图 ９），性别
和剂量都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表明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ＰＭＯ不会对肾功能造成损害。

３　讨论

通过对植物乳杆菌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致病性和敏
感性进行试验，结果表明，连续灌胃２１ｄ，小鼠无中毒

图 ９　小鼠血清 ＢＵＮ含量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ＢＵＮｉｎｓｅｒｕｍｏｆｍｉｃｅ

或死亡状况发生。根据 ＧＢ１５１９３．３—２０１４《急性经口
毒性试验》认为 最大 耐受 剂量 ＞５×１０１１ ＣＦＵ／
（ｍＬ·ｂｗ），２０ｍＬ／（ｋｇ·ｄ）。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氟
哌酸、头孢拉定、庆大霉素、四环素、氯霉素和红霉素

高度敏感，不会发生细菌易位现象。脏器指数及生化

指标与对照小鼠无显著差异，对肝脏、心脏、肾脏及胆

道的细胞和功能没有损害作用。

近年来，对于植物乳杆菌的安全性研究，在生物

医学及大健康领域备受关注。研究证实植物乳杆菌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ＧＵＯ［２４］、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Ｃ８８［２５］、Ｌ．ｐｌａｎｔａ
ｒｕｍＦ２２［２６］等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具有益生菌潜力
的植物乳杆菌用作辅助发酵剂可提高产品质量和安

全性。ＧＥ等［２７］
从感官特性和理化指标方面评价，发

现将金华火腿中的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ＮＪＡＵ０１作为发酵剂
能够 改 善 干 腌 发 酵 香 肠 品 质，这 与 研 究 表 明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Ｔ５７１能改善羊奶干酪品质的结论一
致
［２８］
。ＶＡＬＩＰＯＵＲ等［２９］

实 验 证实了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ＫＣ４２６９５１能调节小龙虾的肠道菌群，改善一些免疫参
数及消化酶的活性，可作为龙虾养殖中的有益饲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新型益生菌逐渐被用

于医药保健、食品、饲料和农业领域中，应用前景广

阔。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具有良好的耐酸、耐低温和耐
胆盐活性，作为益生乳杆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实

验表明，韩国泡菜中分离筛选的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ＭＯ对
小鼠实验呈现较高安全性，可用于后续产品开发和深

度利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ＩＲＩＬＵＮＳ，ＣＨＡＩＹＡＳＵＴＣ，ＫＡＮＴＡＣＨＯＴＥＤ，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４（１０）：９９４－１０００．

［２］　ＺＨＡＯＸ，ＹＩＲ，ＺＨＯＵＸ，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ＫＳＦＹ０２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ｙｏｇｕｒｔｆｒｏｍ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ｎ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ａｇｉｎｇｉｎｍｉｃｅ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３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５８９９－５９１２．
［３］　ＨＳＵＣ，ＨＯＵＹ，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ＧＫＭ３ｉｎ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ｅｒａ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Ｎｕｔｒｔｉｏｎ，２０１９，
３８（７）：６２３－６３２．

［４］　王今雨，满朝新，杨相宜，等．植物乳杆菌 ＮＤＣ７５０１７的降胆固
醇作用［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３，３４（３）：２４３－２４７．

［５］　ＧＲＡＳＳＯＳ，ＳＭＩＴＨＧ，ＢＯＷＥＲＳ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ｉｓｅｄ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ｙｅａｓ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ｈｙｂｒｉｄ
ｂｅｅｆｍｅａｔｂａ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
５６（６）：３１２６－３１３５．

［６］　ＴＳＵＫＡＨＡＲＡＴ，ＫＡＷＡＳＥＴ，ＹＯＳＨＩＤＡＨ，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ａｌ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
ｔａｒｕｍｓｔｒａｉｎＳＮＫ１２ｏｎｍＲＮＡ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ＧＡ
Ｂ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ｏｆｍ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ａｎｄｓｕｂ
ｃｈｒｏｎｉｃｍｉｌ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ｆｅａｔ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８３（１２）：２３４５－２３５４．

［７］　ＹＡＮＧＸ，ＬＩＵＹ，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ｅａｎｕｔ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ｎａＢａｌｂ／ｃ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Ｊ］．Ｆｏｏｄ
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０（１）：７６２－７７３．

［８］　ＬＩＵＹＷ，ＬＩＵＷＨ，ＷＵＣＣ，ｅ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ｏｐ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ｃｔ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Ｓ１２８ｉｎｅａｒｌｙ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ａｎｄｎａｖｅａｄｕｌｔｍｉｃｅ
［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６３１：１－１２．

［９］　张灼阳，刘畅，郭晓奎．益生菌的安全性［Ｊ］．微生物学报，２００８，
４８（２）：２５７－２６１．

［１０］　ＳＯＴＯＵＤＥＧＡＮＦ，ＤＡＮＩＡＬＩＭ，ＨＡＳＳ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ｈｕｍａ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１２９：２２－２９．

［１１］　ＳＡＮＤＥＲＳＭＥ，ＡＫＫＥＭＡＮＳＬＭＡ，ＨＡＬＬＥＲＤ．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ｕｓｅ［Ｊ］．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２０１０，
１（３）：１６４－１８５．

［１２］　郭翔．降胆固醇益生乳酸菌筛选及其功能机理的研究［Ｄ］．无
锡：江南大学，２００９．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会员．ＧＢ１５１９３．３—
２０１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Ｓ］．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４］　ＪＩＡＮＧＭＬ，ＺＨＡＮＧＦ，ＷＡＮＣ，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ＷＬＰＬ０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
ｂｒｅａｓｔｍｉｌ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９９（３）：１７３６－
１７４６．

［１５］　ＳＩＮＧＨＴＰ，ＫＡＵＲＧ，ＭＡＬＩＫＲＫ，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Ｊ］．Ｐｒｏ
ｂｉｏｔｉｃｓ＆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２０１２，４（１）：４７－５８．

［１６］　ＢＥＲＧＲＤ，Ｇ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Ｗ．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ｄｉｇｅ
ｎｏｕ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ｔｏｔｈｅ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ｏｒｇａｎｓｉｎａｇｎｏｔｏｂｉｏｔｉｃ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９７９，２３（２）：４０３－４１１．

［１７］　Ｓ?ＮＣＨＥＺＧＡＲＣ?ＡＭ，ＰＲＩＥＴＯＡ，ＴＥＪＥＤＯＲＡ，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ｄｕｃｔｌｙｍｐｈ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１９９７，１３２（１）：１３－１８．

［１８］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ＶＪ，ＭＵＲＣＨＡＮＰ，ＬＥＯＮＡＲＤＮ，ｅｔａｌ．Ｇｕｔ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６２（１）：１１－１６．

［１９］　ＧＥＮＮＡＲＩ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ＪＷ．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ｇｕ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ｅｐｉｓｉ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１９９６，１３１（１）：５７－６２．

［２０］　ＬＩＮＪＤ，ＬＩＮＰＹ，ＣＨＥＮＬＭ，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ＧＯＴ）ａｎｄ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ｐｙｒｕｖ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ＧＰＴ）
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７２－１７７．

［２１］　ＨＯＮＭＡＫ，ＫＡＭＩＫＵＢＯＭ，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Ｋ，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ｐｙｒｕｖ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２，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ｈｉｓｔｏｎｅａｃｅｔｙ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ｌｉｖｅ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Ｊ］．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２０１７，７１：
１１８－１２４．

［２２］　ＨＵＫＫＩＮＥＮＭ，ＫＥＲＯＬＡＡ，ＬＯＨＩＪ，ｅｔａｌ．Ｖｅｒｙｌｏｗ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ａｆｔｅｒｐｏｒｔｏｅｎ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ｂｙｄ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ｌｉｖｅｒｆｉｂ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Ｓｕｒ
ｇｅｒｙ，２０１９，１６５（４）：８４３－８５０．

［２３］　ＳＨＡＶＩＴＬ，ＬＩＦＳＣＨＩＴＺＭ，ＧＡＬＰＥＲＩＮ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ｔｅｒｉ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ｌｏｏｄ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ＵＮ）ｉｎｖｅｒｙｏｌ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４（１）：２２８－２３１．

［２４］　郭翔，艾连中，吴艳，等．植物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ＧＵＯ安全性研究［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９，３０（２３）：４３６－４３８．

［２５］　黄丽，李盛钰，赵玉娟，等．植物乳杆菌 Ｃ８８对小鼠急性毒性
和细菌易位实验研究［Ｊ］．中国食品学报，２０１２，１２（６）：
９－１５．

［２６］　ＨＡＮＤＡＳ，ＳＨＡＲＭＡ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Ｆ２２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ｈａｎｇ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
ｍｅｎｔｅｄ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ＨｉｍａｃｈａｌＰｒａｄｅｓｈ，Ｉｎ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
ｎｅ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４（１）：９１－９７．

［２７］　ＧＥＱＦ，ＰＥＩＨ，ＬＩＵ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ＮＪＡＵ０１ｆｒｏｍＪｉｎｈｕａｈａｍ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ｒｙｃｕｒｅ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ｓａｕｓａｇｅ［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０１：
５１３－５１８．

［２８］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ＵＯＳ，ＡＲＧＹＲＩＡＡ，ＶＡＲＺＡＫＩＳＥＥ，ｅｔａｌ．
Ｇｒｅｅ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ｔａｃｈｅｅｓｅ：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ｕｓｉｎｇａ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ｓｔ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７４：２１－３３．

［２９］　ＶＡＬＩＰＯＵＲＡ，ＮＥＤＡＥＩＳ，ＮＯＯＲＩＡ，ｅｔ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
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ｏｎｓｏｍｅｉｍｍｕ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ｉ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ｒｒｏｗ ｃｌａｗｅｄｃｒａｙｆｉｓｈ（Ａｓｔａｃｕｓｌｅｐｔｏ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Ｅｓｃｈｓｃｈｏｌｔｚ）［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９，５０４：１２１－１３０．



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 ３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３６０６
引用格式：赵昊，全莉，于佳俊，等．新疆酿酒葡萄中赭曲霉毒素 Ａ来源菌的筛选及其产毒条件研究［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

（１９）：３５－４１．ＺＨＡＯＨａｏ，ＱＵＡＮＬｉ，ＹＵＪｉａｊｕｎ，ｅｔａｌ．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ｉｎ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３５－４１．

新疆酿酒葡萄中赭曲霉毒素 Ａ来源菌的筛选及其产毒条件研究
赵昊１，全莉１，于佳俊２，张晓蒙２，马文瑞３，武运１，薛洁２

１（新疆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２）２（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１５）

３（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５７）

摘　要　为筛选酿酒葡萄及根系土壤中赭曲霉毒素 Ａ（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ＯＴＡ）来源菌及其产毒条件，以新疆四大产

区（焉耆盆地、吐哈盆地、天山北麓、伊犁河谷）酿酒葡萄和根系土壤为样品，进行微生物分离纯化和分子生物学

鉴定，利用荧光紫外法初筛和酶联免疫法（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复筛选择 ＯＴＡ来源菌，并通过单

因素试验对其产 ＯＴＡ条件进行探究。筛选结果表明，样品中共分离出霉菌 １２株，其中，Ｍ２（黑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ｅｒ）、Ｍ７（炭黑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为 ＯＴＡ来源菌，Ｍ７产 ＯＴＡ含量较高；单因素结果表明，接种量、温

度、酿酒葡萄有无损伤对炭黑曲霉产 ＯＴＡ能力的影响较为明显。该研究为构建葡萄酒 ＯＴＡ污染的预警机制提

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葡萄；根系土壤；赭曲霉毒素 Ａ；酶联免疫法；炭黑曲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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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４５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ｓｔｏｓｃｒｅｅｎ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Ｏ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ｉｎｗｉｎｅ
ｇｒａｐｅ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Ｏ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ｓｏｉｌ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ｑｉｂａｓｉｎ，Ｔｕｈａ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ｆｏｏｔ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Ｙｉｌｉ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ｕｓ，ｔｈｅ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ＵＶ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Ｏ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２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ｍｏｌ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
ｔｅｄ，ｏｆｗｈｉｃｈＭ２（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ｅｒ）ａｎｄＭ７（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ＯＴＡｐ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ＯＴＡｂｙＭ７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ｉｎｏｃｕｌｕｍｓｉｚ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ｓｈａ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Ａ．ｎｉ
ｇ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ｐｅ；ｒｏｏｔｓｏｉｌ；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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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主要葡萄及葡萄酒产
地，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近年来，随着新疆葡萄

种植面积和葡萄酒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新疆葡萄酒产

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新疆地区的经济支柱

产业
［１－２］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食品质量安全问

题愈发严峻，这也制约着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３－４］
。

众多真菌毒素中，赭曲霉毒素因其强烈的生物毒

性和潜在的致病性而备受关注，其毒性仅次于黄曲霉

毒素
［５－６］

。赭曲霉毒素是霉菌中某些曲霉属和青霉

属菌种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包括具有相似化学结构

的 Ａ，Ｂ，Ｃ，Ｄ（α）４种化合物。同时具有基因毒性、神
经毒性、致畸性、免疫毒性和胚胎毒性等

［７－９］
。赭曲

霉毒素 Ａ具有热稳定性，即使在 ２５０℃高温加工下，
也只能去除一小部分赭曲霉毒素 Ａ（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
ＯＴＡ），无法完全降解［１０］

。ＯＴＡ对葡萄酒的污染会影
响整个葡萄酒市场，对 ＯＴＡ的控制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经过大量研究证实，ＯＴＡ广泛存在于谷物、水果、
咖啡和葡萄酒中

［１１－１４］
。葡萄是易受 ＯＴＡ来源菌污染

的农产品之一
［１５］
，ＯＴＡ来源菌的污染、生长、产毒是葡

萄酒中存在 ＯＴＡ残留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外关于
新疆酿酒葡萄 ＯＴＡ来源菌分离筛选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研究以新疆四大产区（焉耆盆地、吐哈盆地、天山北

麓、伊犁河谷）酿酒葡萄和根系土壤为样品，进行 ＯＴＡ
来源菌的筛选及分离，并对其产毒条件进行探究，为构

建葡萄酒 ＯＴＡ污染的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试剂与培养基
葡萄样品：赤霞珠和霞多丽，采自新疆四大产区

（焉耆盆地、吐哈盆地、伊犁河谷、天山北麓）的健康

和损伤葡萄。

土壤样品：葡萄园区根系土壤，采集新疆四大产

区酒庄葡萄种植园区的葡萄根系土壤。

酵母膏胨葡萄糖（ｙｅａ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ｐｅｐｔｏｎｅｄｅｘｔｒｏｓｅ，
ＹＰＤ）液体培养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ｐｏｔａｔｏｄｅｘｔｒａｓｅ
ａｇａｒ，ＰＤＡ）培养基、孟加拉红培养基、察氏培养基。

霉菌ＤＮＡ提取试剂盒，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霉菌通用引物（ＩＴＳ１和ＩＴＳ４），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琼脂糖，Ｂｉｏｗｅｓｔ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ｏｌｄＶｉｅｗ，Ｓｉｇ
ｍａ；改良式血球计数板，上海化科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ＢＸ５１荧光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中国有限公司；电

泳仪，北京六一仪器厂；ＬＲＨ２５０生化培养箱，上海恒
科仪器有限公司；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ＦＣ酶标仪，上海天能科
技有限公司；ＰＨＳ３ＣｐＨ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高压灭菌锅，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ＳＷＣＪ２ＦＤ
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ＤＨＺＢ全温振
荡器，太仓市豪威实验仪器制造有限公司；ＢｉｏＳｐｅｃ
ｎａｎｏ核酸蛋白检测仪，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紫外成
像系统、ＰＣＲ仪，ＢｉｏＲａｄ。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采集

葡萄样品：用体积分数为 ７５％的酒精擦拭手套
后，均匀、随机地于该品种种植区东、南、西、北、中 ５
点取样，每点取正常酿酒葡萄和落败酿酒葡萄各

１．０ｋｇ，放置于无菌的密封袋中，制作标签记录样品
采集时间、地点、葡萄品种。

土壤样品：用体积分数为７５％的酒精擦拭铁钎，均
匀、随机地挖取葡萄园区葡萄藤根部２０ｃｍ土壤，放置于
无菌密封袋，制作采样标签记录样品采集时间、地点。

１．３．２　霉菌的分离纯化
土壤样品：称取１ｇ土壤加入 ９９ｍＬ无菌生理盐

水中，以１８０ｒ／ｍｉｎ在２８℃下振荡 ２４ｈ，后续步骤参
考雷纪峰

［１６］
的方法。

１．３．３　荧光紫外法初步筛选疑似产 ＯＴＡ霉菌
将分离纯化好的霉菌转接到察氏培养基上，倒置

于 ２８℃恒温培养箱培养７２ｈ，在４６０ｎｍ紫外灯照射
下，以不接种的相应平板作对照，观察平板上是否能

够产荧光。

１．３．４　ＥＬＩＳＡ法确定 ＯＴＡ来源菌
挑选出能产绿色或者黄绿色荧光的霉菌接种到

察氏培养基上２８℃培养７ｄ，加１５ｍＬ甲醇并用封口
膜封住平皿，来回晃动平皿５ｍｉｎ，放置于遮光环境下
浸提３ｈ。用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提取液，提取整个平
板的毒素，用酶联免疫（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法测霉菌浸提液 ＯＴＡ含量，确定 ＯＴＡ
来源菌株，具体步骤参照全莉等

［１７］
的方法。

１．３．５　ＯＴＡ来源菌的形态观察
将分离纯化的菌株滴落于载玻片上，在显微镜下

观察菌体形态，进行初步鉴定。

１．３．６　ＯＴＡ来源菌 ＩＴＳｒＤＮＡ序列鉴定
１．３．６．１　ＤＮＡ提取

用霉菌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对分离纯化的霉菌
ＤＮＡ进行提取，提取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３．６．２　ＩＴＳｒＤＮＡＰＣＲ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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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参照耿晓杰等
［１８］
的方法，并通过 ＤＮＡ

浓度检测和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 ＤＮＡ浓度及 ＩＴＳ区
域（４００～８００ｂｐ）是否获得了目的片段。
１．３．６．３　序列分析

将 ＰＣＲ引物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在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
中进行 ＢＬＡＳＴ对比分析，通过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
已知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确定待测菌株种属。

１．３．７　ＯＴＡ来源菌接种至酿酒葡萄方法
１．３．７．１　ＯＴＡ来源菌悬液的制备

具体步骤参照彭娅萍
［１９］
的方法，最终稀释菌悬

液孢子至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个／ｍＬ备用，每个试验处理做
３个重复。
１．３．７．２　ＯＴＡ来源菌的接种

取２００ｇ无损伤、大小均匀的整串酿酒葡萄置于
体积分数为７５％的乙醇中１ｍｉｎ，浸泡后用无菌水清
洗２～３次，待葡萄表面干燥后接种。

将干燥后的酿酒葡萄，用一次性注射器在每个洗

净、干燥的酿酒葡萄表面穿刺２～３个针孔，刺入深度
２ｍｍ，针孔直径约０．５ｍｍ，为损伤酿酒葡萄。

分别将２００ｇ洗净、干燥酿酒葡萄和损伤酿酒葡
萄浸泡浓度为 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个／ｍＬ的炭黑曲霉菌悬
浮液中，浸泡５ｍｉｎ后移出至２５０ｍＬ的烧杯中，用封
口膜密封，每天取样观察葡萄感染情况，检测炭黑曲

霉产 ＯＴＡ情况。
１．３．８　ＯＴＡ来源菌产 ＯＴＡ条件的研究

选取产 ＯＴＡ量较高的菌株进行单因素试验。
１．３．８．１　温度对 ＯＴＡ来源菌产 ＯＴＡ的影响

将接种量为 １０７个／ｍＬ的无损酿酒葡萄放置于
恒温恒湿培养箱中，控制相对湿度为 ７５％，光照条件
为光暗交替，温度设为１８、２８、３８℃。每隔２４ｈ，连续
７ｄ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３．８．２　相对湿度对 ＯＴＡ来源菌产 ＯＴＡ的影响

将接种量为 １０７个／ｍＬ的无损酿酒葡萄放置于
恒温恒湿培养箱中，控制温度为２８℃，光照条件为光
暗交替，相对湿度设为 ６５％、７５％、８５％。在培养后
每隔２４ｈ，连续７ｄ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３．８．３　接种量对 ＯＴＡ来源菌产 ＯＴＡ的影响

分别将接种量为 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个／ｍＬ的无损酿酒
葡萄置放于恒温恒湿培养箱中，控制温度为２８℃，光
照条件为光暗交替，相对湿度设为 ７５％。在培养后
每隔２４ｈ，连续７ｄ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３．８．４　光照条件对 ＯＴＡ来源菌产 ＯＴＡ的影响
将接种量为 １０７个／ｍＬ的无损酿酒葡萄放置于

恒温恒湿培养箱中，控制温度 ２８℃，相对湿度设为
７５％，光照条件设为光照、光暗交替、避光。在培养后
每隔２４ｈ，连续７ｄ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３．８．５　葡萄有无损伤对ＯＴＡ来源菌产ＯＴＡ的影响

分别将接种量为 １０７个／ｍＬ的无损酿酒葡萄和
损伤酿酒葡萄放置于恒温恒湿培养箱中，控制温度为

２８℃，光照条件为光暗交替，相对湿度设为７５％。在
培养后每隔２４ｈ，连续７ｄ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３．８．６　样品 ＯＴＡ测量方法

每次取酿酒葡萄１０ｇ于１０ｍＬ离心管中，用灭菌
过的玻璃棒进行破碎处理，离心后采用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
法参照１．３．４小节的方法测 ＯＴＡ含量。
１．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处理运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８、Ｏｒｉｇｉｎ８．５及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霉菌分离情况
采用 ＰＤＡ培养基和孟加拉红培养基对葡萄及根

系土壤中的真菌进行分离。在葡萄果实中分离到 ２５
个单个菌落真菌，在葡萄根系土壤中分离到５个单个
菌落，说明葡萄果实更易被有害菌污染。将分离出霉

菌接种至 ＰＤＡ培养基进行二次分离纯化，通过镜检
排除酵母菌，最终收集１２株不同形态的霉菌，图 １为
部分霉菌分离纯化后的形态。

图 １　部分霉菌的菌落形态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ｎ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ｏｌｄｓ

２．２　ＯＴＡ来源菌的筛选及形态观察
通过荧光紫外法初筛，１２株霉菌中有 ３株产荧

光，占２５．０％。将 ３株产荧光的霉菌单点接种至胡
萝卜琼脂培养基上２８℃培养７ｄ，提取整个培养基毒
素，用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提取液 ＯＴＡ含量，１株确定
为假阳性，其余 ２株产 ＯＴＡ，标号为 Ｍ２和 Ｍ７，ＯＴＡ
产量如表１所示。

图２为Ｍ２和Ｍ７在显微镜下细胞形态，２株霉菌
的细胞形态有典型的帚状分支，分生孢子梗做二三次

分支，分生孢子链呈分散柱状，具有典型的曲霉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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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１　产荧光菌株生成 ＯＴＡ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Ｔ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菌株编号 ＯＴＡ含量／（μｇ·Ｌ－１）
Ｍ２ １１．６３
Ｍ５ ０．００
Ｍ７ ０．３７

形态，呈黄褐色、黑色，中心呈青黄色或红褐色，边缘

白色，质地丝状、絮状较紧实，菌株边缘有较多气生菌

丝，反面土黄色，菌落大小约４０ｍｍ。这与 ＯＴＡ来源
菌主要以青霉和曲霉属为主的相关文献报道一致，雷

纪锋等
［６］
从宁波地区的农庄葡萄中筛选出了 ８株

ＯＴＡ来源菌，包括 ５株青霉和 ３株曲霉；彭娅萍等［９］

从江苏镇江市句容葡萄园的葡萄、土壤及枝叶中筛选

出３株 ＯＴＡ来源菌，为青霉和曲霉。

ａ菌株 Ｍ２；ｂ菌株 Ｍ７

图 ２　两株 ＯＴＡ来源菌细胞形态图

Ｆｉｇ．２　Ｃｅｌ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ｗｏＯＴ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

２．３　霉菌 ＩＴＳｒＤＮＡ序列鉴定
２．３．１　霉菌 ＩＴＳｒＤＮＡ区域扩增结果

以 ＯＴＡ来源菌 ＤＮＡ为模板，对 ＩＴＳ区域特异性
扩增后的产物进行电泳后在凝胶成像系统下进行观

察，结果如图３所示。２株ＯＴＡ来源菌特异性片段扩
增结果良好，条带清晰且唯一，分子量约为６００ｂｐ，符
合 ＤＮＡ测序要求，可以送至生物公司测序。

１对照；２Ｍａｒｋｅｒ

图 ３　两株 ＯＴＡ来源菌 ＩＴＳｒＤＮＡ扩增琼脂糖

凝胶电泳图

Ｆｉｇ．３　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ｏｆｔｗｏ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ＯＴＡＩＴＳｒＤＮＡ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２．３．２　ＢＬＡＳＴ比对结果
ＯＴＡ来源菌测序结果经 ＢＬＡＳＴ比对，结果如表

２所示。霉菌 Ｍ２和 Ｍ７分别为黑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ｎｉ
ｇｅｒ和炭黑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与菌株形态观
察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２　ＯＴＡ来源菌测序结果比对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ＴＡ

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菌株编号 可信度／％ 所属菌种

Ｍ２ ９９ 黑曲霉（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ｅｒ）
Ｍ７ ９９ 炭黑曲霉（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２．４　不同温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

不同温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霞多丽

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如图４所示。

ａ赤霞珠葡萄；ｂ霞多丽葡萄

图 ４　不同温度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和

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ａｂｅｒｎｅｔ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ｇｒａ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由图４ａ可知，不同温度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
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未感染的对照组；２８、
３８℃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赤霞珠葡萄在第３～６天
产 ＯＴＡ能力较强，在第４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分别
为１．８２和１．６４μｇ／Ｌ，产 ＯＴＡ能力呈先上升后快速降
低的趋势；１８℃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赤霞珠葡萄
产 ＯＴＡ能力较为均衡，平均含量为 ０．７８μｇ／Ｌ，说明
１８℃时炭黑曲霉菌株的产 ＯＴＡ能力低于 ２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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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８℃时，被感染的赤霞珠 ＯＴＡ产量明显较低，
这可能与低温条件不适宜霉菌生长代谢有关；由图

４ｂ可知，不同温度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霞多丽
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未感染的对照组；１８、２８、
３８℃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霞多丽葡萄在第 ２～
５天产 ＯＴＡ能力较强，第３天达到峰值，产 ＯＴＡ能力
均呈逐渐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温度为１８℃时，被感染
的霞多丽 ＯＴＡ产量略低于温度 ２８、３８℃，但差异
不大。

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温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

酿酒葡萄产 ＯＴＡ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且显著高于对照
组。炭黑曲霉在赤霞珠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略低于在
霞多丽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接种第 ３天，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出现峰值且平均含量为 １．７５μｇ／Ｌ，接种第
４天，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出现峰值且平均含量为
１．４６μｇ／Ｌ，说明成熟的霞多丽葡萄比赤霞珠葡萄更
易感染炭黑曲霉，并且霞多丽葡萄产 ＯＴＡ量高于赤
霞珠葡萄的产 ＯＴＡ量；温度为 １８℃时，炭黑曲霉在
赤霞珠、霞多丽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均较低，说明低温
一定程度抑制了炭黑曲霉的产 ＯＴＡ能力；观察葡萄
表面感染情况时，发现温度为３８℃时，酿酒葡萄易明
显发生感染杂菌的情况，可能与细菌在 ３８℃时存活
能力较强有关。

２．５　不同湿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

不同湿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霞多丽

葡萄产ＯＴＡ情况如图５所示。由图５ａ可知，不同湿
度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
显高于未感染对照组；感染炭黑曲霉的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由高到低为相对湿度 ８５％ ＞相对湿度
７５％ ＞相对湿度６５％，但总体差异不大；赤霞珠葡萄
被感染的第４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产 ＯＴＡ量呈先
迅速上升后快速降低的趋势；由图 ５ｂ可知，不同湿
度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霞多丽葡萄明显高于未感

染的对照组；感染炭黑曲霉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
由高至低为相对湿度８５％ ＞相对湿度７５％ ＞相对湿
度６５％，但差异不明显；霞多丽葡萄被感染的第 ３天
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产 ＯＴＡ量同样呈先迅速上升后
快速降低的趋势。

总的来说，不同湿度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

葡萄产 ＯＴＡ能力存在的差异不明显，但显著高于；炭
黑曲霉在赤霞珠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略低于在霞多丽
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感染第３天，霞多丽葡萄产 ＯＴＡ

量出现峰值，感染第４天，赤霞珠葡萄产 ＯＴＡ量出现
峰值，说明成熟的霞多丽比赤霞珠葡萄更易感染炭黑

曲霉并产 ＯＴＡ；随着相对湿度逐渐增加，炭黑曲霉在赤
霞珠、霞多丽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也逐渐增加，但增加
差异不明显，说明较高的湿度环境中，炭黑曲霉更易感

染酿酒葡萄并产 ＯＴＡ；观察葡萄表面感染情况时，发现
各湿度条件下，酿酒葡萄陆续出现感染杂菌的情况，说

明高湿度时成熟葡萄容易被微生物感染，但组间差异

不明显，可能与相对湿度设置均较高有关。

ａ赤霞珠葡萄；ｂ霞多丽葡萄

图 ５　不同湿度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和

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ａｂｅｒｎｅｔ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ｇｒａ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２．６　不同接种量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

不同接种量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霞多

丽葡萄产ＯＴＡ情况如图６所示。由图６ａ可知，不同
接种量条件下，被感染的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
高于对照组；炭黑曲霉菌悬液孢子数越高，被感染的

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就越高；赤霞珠葡萄被感染的
第４～５天产 ＯＴＡ量最高；被感染的赤霞珠葡萄产
ＯＴＡ量总体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炭黑曲霉菌悬
液孢子数为 １０８个／ｍＬ时，被感染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
含量降低不明显；由图６ｂ可知，不同接种量条件下，
被感染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炭
黑曲霉菌悬液孢子数越高，被感染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就越高；赤霞珠葡萄被感染的第 ２～４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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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Ａ量较高，炭黑曲霉菌悬液孢子数为 １０８个／ｍＬ
时，被感染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显著高于菌悬液
孢子数为１０６个／ｍＬ；被感染的霞多丽葡萄产 ＯＴＡ量
总体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但炭黑曲霉菌悬液孢子

数为 １０８个／ｍＬ时，被感染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降
低不明显。

ａ赤霞珠葡萄；ｂ霞多丽葡萄

图 ６　不同接种量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和

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ａｂｅｒｎｅｔ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ｇｒａ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

总的来说，不同接种量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

酒葡萄产 ＯＴＡ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且被感染的酿酒
葡萄 ＯＴＡ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炭黑曲霉菌悬液孢
子数与被感染的酿酒葡萄 ＯＴＡ含量呈正相关；被感
染的酿酒葡萄 ＯＴＡ含量随感染时间增加呈先上升后
下降趋势，但炭黑曲霉菌悬液孢子数为 １０８个／ｍＬ
时，被感染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降低不明显；观察葡
萄表面感染情况时，发现黑曲霉菌悬液孢子数为 １０８

个／ｍＬ时，酿酒葡萄几乎没有感染杂菌。
２．７　不同光照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

不同光照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霞多丽

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如图 ７所示，由图 ７ａ可知，不同光
照条件下，感染炭黑曲霉的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
显高于未感染的对照组；黑暗条件下的赤霞珠葡萄感

染炭黑曲霉后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光照条件下的赤霞
珠葡萄，而光暗交替条件下赤霞珠葡萄感染炭黑曲霉

后 ＯＴＡ含量居中；赤霞珠葡萄被感染的第 ３～５天产
ＯＴＡ量较高，最高为黑暗条件下第 ４天，ＯＴＡ含量为
１．７２μｇ／Ｌ；另外，赤霞珠葡萄被感染后 ＯＴＡ含量均
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感染组和对照组感染杂菌情

况较少；由图７ｂ可知，不同光照条件下，感染炭黑曲
霉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未感染的对照
组；被感染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由高到低为黑暗
环境 ＞黑暗交替环境 ＞光照环境；霞多丽葡萄被感染
的第２～４天产 ＯＴＡ量较高，最高为黑暗条件下第 ３
天，ＯＴＡ含量为２．３５μｇ／Ｌ；另外，被感染的霞多丽葡
萄 ＯＴＡ含量也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

ａ赤霞珠葡萄；ｂ霞多丽葡萄

图 ７　不同光照下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和

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ａｂｅｒｎｅｔ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ｇｒａ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以上结果表明，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酿酒葡萄感染炭

黑曲霉产ＯＴＡ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且显著高于对照组；
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的ＯＴＡ含量略低于霞多丽；黑
暗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酿酒葡萄的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
光照条件下被感染的酿酒葡萄ＯＴＡ含量，说明炭黑曲霉
在光照条件下产ＯＴＡ能力较弱；观察葡萄表面感染情况
时，发现部分霞多丽葡萄感染杂菌。

２．８　炭黑曲霉接种至有无损伤酿酒葡萄上产 ＯＴＡ
情况

炭黑曲霉感染有无损伤的赤霞珠、霞多丽葡萄产

ＯＴＡ情况如图８所示，由图 ８ａ可知，感染了炭黑曲
霉的赤霞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未感染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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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有损伤的赤霞珠葡萄感染炭黑曲霉后 ＯＴＡ含量
明显高于无损伤的赤霞珠葡萄；有损伤赤霞珠葡萄被

感染的第３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无损伤赤霞珠葡
萄被感染的第４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产 ＯＴＡ量均
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另外，对照组有损伤的赤霞

珠葡萄 ＯＴＡ含量逐渐上升，可能与葡萄损伤后在接
种过程中感染产 ＯＴＡ霉菌有关；由图 ８ｂ可知，感染
了炭黑曲霉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未感染
的对照组；有损伤的霞多丽葡萄感染炭黑曲霉后

ＯＴＡ含量明显高于无损伤的赤霞珠葡萄，说明成熟
酿酒葡萄损伤后更易感染炭黑曲霉菌；有损伤霞多丽

葡萄被感染的第 ２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无损伤赤
霞珠葡萄被感染的第 ３天产 ＯＴＡ量达到峰值，产
ＯＴＡ量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同样，对照组有损伤
的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逐渐上升，可能与取样过程
感染 ＯＴＡ来源霉菌有关。

ａ赤霞珠葡萄；ｂ霞多丽葡萄

图 ８　炭黑曲霉感染有无损伤赤霞珠葡萄和

霞多丽葡萄 ＯＴＡ含量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Ｏ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ａｂｅｒｎｅｔ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ｇｒａ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ａｍａｇｅ

以上结果表明，有无损伤的酿酒葡萄感染炭黑曲

霉产 ＯＴＡ能力存在的差异十分明显，且显著高于对
照组；炭黑曲霉在赤霞珠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略低于
在霞多丽葡萄上的产 ＯＴＡ量；有损伤赤霞珠、霞多丽
葡萄产 ＯＴＡ量比无损伤赤霞珠、霞多丽葡萄产 ＯＴＡ
量出现峰值的日期提前了一天，且有损伤的酿酒葡萄

ＯＴＡ含量呈逐渐上升趋势，说明有损伤的酿酒葡萄

比无损伤的酿酒葡萄更易感染炭黑曲霉并产 ＯＴＡ；
观察葡萄表面感染情况时，发现有损伤的酿酒葡萄明

显感染杂菌。

３　结论

通过对新疆地区不同产区葡萄品种和根系土壤

中霉菌的分离，共分离出霉菌１２株，这其中有３株产
黄绿色荧光，经检测有 ２株为 ＯＴＡ来源菌，分别
Ａ．ｎｉｇｅｒ和 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ｕｓ，且炭黑曲霉产 ＯＴＡ含量较
高；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接种量、温度、酿酒葡萄有

无损伤这几个条件对炭黑曲霉产 ＯＴＡ能力的影响较
为明显，各条件下，炭黑曲霉感染成熟霞多丽葡萄的

ＯＴＡ含量高于炭黑曲霉感染赤霞珠葡萄的 ＯＴＡ含量
且 ＯＴＡ含量基本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这与霉
菌更易感染果皮较薄且酸度较低、含糖量较高的酿酒

葡萄有关
［２０］
。因此，对于酒庄来说，本研究可为构建

葡萄酒 ＯＴＡ污染的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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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产酸性菊粉酶乳酸菌的筛选及其酶学性质研究

黄澄，陈睿，朱春燕，卢良华，王成华

（广西大学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０）

摘　要　为获取新型食品级酸性菊粉酶，对前期构建的广西特色生榨米粉来源乳酸菌库进行了筛选、鉴定和酶

学表征。采用终质量浓度为２０ｇ／Ｌ菊粉作为唯一碳源的筛选培养基并结合菊粉酶酶活力测定，筛选出１株产酸

性菊粉酶的乳酸菌，经过菌落形态观察及 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序列分析，鉴定为柠檬明串珠菌，命名为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ｃｉｔ

ｒｅｕｍ１１。以菊粉为底物开展酶学表征，结果表明，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菊粉酶的最适温度为３５℃，最适 ｐＨ为

４．０，在 ２０～４０℃，ｐＨ３．５～９．０可保持 ８０％的酶活力，薄层色谱法结果表明菊糖几乎 １００％被水解成果糖。该

新型食品级酸性菊粉酶及其生产菌株 Ｌ．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在高果糖浆生产等菊粉类果糖基资源利用领域具有良好的

研究价值和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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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粉是由 Ｄ呋喃果糖通过 β２，１糖苷键缩合形
成的线性链状多糖，且末端以 α１，２糖苷键连接一个
葡萄糖残基，通常包含２～６０个果糖单元［１－２］

。作为

一种常见的植物贮藏性多糖，菊粉存在于全世界超过

３６０００种植物组织中［３］
。其中，菊芋块茎含有大量

的菊粉，约占其块茎干重的 ７０％［４］
，其种植简单、适

应性强
［５］
，成为目前生产菊粉的最常用植物。菊粉

作为可再生非粮生物质资源，在生产高果糖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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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乙醇、低聚果糖等食品、生物化工领域具有广阔的市

场
［６］
。

菊粉酶，学名 β２，１Ｄ果聚糖酶，一种能够水解
β２，１Ｄ果聚糖糖苷键的水解酶，是开发利用菊粉等
果糖基可再生资源的关键酶类。根据菊粉酶作用方

式的不同，可将菊粉酶分为 ２类，外切型菊粉酶和内
切型菊粉酶。内切菊粉酶可随机水解菊粉链内部的

糖苷键，生成物主要为低聚果糖；外切菊粉酶则逐一

水解菊粉链的非还原性末端的糖苷键，主要产物为果

糖和少量葡萄糖，可被用于菊粉高果糖浆的生产

等
［７－８］

。目前报道的大多数菊粉酶最适 ｐＨ范围在
４．５～６．５［９－１０］，而酸性条件（ｐＨ＜４．５）更利于维持
果糖的稳定性、抑制微生物污染以及有效抑制副产物

和色素的产生。因此，大力开发高效酸性菊粉酶，对

于改进已有酶法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等具有重要的应

用前景和商业潜力。国内外已开展了马克斯克鲁维

酵母等来源菌株菊粉酶的筛选，同时开展了毕赤酵母

等基因工程菌生产重组菊粉酶的研究，但鲜见报道来

源于 食 品 级 微 生 物 的 酸 性 菊 粉 酶。ＰＡＬＵＤＡＮ
ＭＬＬＥＲ等［１１］

报道了 １株产弱酸性菊粉酶的 Ｌａｃｔ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ｅｎｔｏｓｕｓ，这也是目前报道的唯一一个乳酸菌
来源的食源酸性菊粉酶，这为筛选新型酸性乳酸菌菊

粉酶提供了思路。本研究从课题组前期构建的来源

于广西特色生榨米粉的乳酸菌库中筛选出产酸性菊

粉酶的乳酸菌，对其分类鉴定，并进行及酶学性质的

研究和水解产物的检测，为酸性菊粉酶的开发应用提

供了新的选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与试剂
广西特色生榨米粉来源乳酸菌，本实验室保藏；

菊粉（９０％），上海源叶生物公司；酵母提取物，ＯＸ
ＯＩＤ公司；蛋白胨、牛肉膏，Ｓｏｌａｒｂｉｏ公司；Ｋ２ＨＰＯ４、
ＭｇＳＯ４、ＭｎＳＯ４、醋酸钠、柠檬酸二铵、吐温 －８０、３，５
二硝基 水杨酸，成都金山化学试剂 有 限 公 司；

（ＮＨ４）２ＳＯ４、ＮａＯＨ、醋酸、正丁醇、磷酸、异丙醇、二苯
胺、丙酮、苯胺、结晶酚，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微量

点样毛细管、硅胶层析板（２０ｃｍ×２０ｃｍ），青岛海洋
化工厂；菊糖、果糖、蔗糖、葡萄糖标准品，Ｓｉｇｍａ公
司；琼脂糖，ＯＭＥＧＡ公司；细菌基因组 ＤＮＡ试剂盒、
ＤＮＡ纯化试剂盒，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ＤＮＳ试剂：称取 ５．３ｇ３，５二硝基水杨酸、９．９ｇ
ＮａＯＨ于７０８ｍＬ水中，充分溶解后加入１５３ｇ酒石酸

钾钠，再加入 ４．１５ｇＮａ２ＳＯ３和 ３．８ｍＬ４５℃水浴溶
解的结晶酚，不断搅拌直至完全溶解后，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贮存于棕色瓶中，于室温避光放置７ｄ。
培养基：２０ｇ菊粉、１０ｇ牛肉粉、５ｇ酵母提取物、

１０ｇ蛋白胨、２．０ｇ柠檬酸二铵、５．０ｇ乙酸钠、２ｇ
Ｋ２ＨＰＯ４、０．５８ｇＭｇＳＯ４、０．２５ｇＭｎＳＯ４、１ｍＬ吐
温 －８０，１０００ｍＬ蒸馏水，ｐＨ６．６～６．８，配制固体培
养基时，加入琼脂２０ｇ，１２１℃高压灭菌 １５ｍｉｎ。

薄层层析（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ＬＣ）试剂：
展开剂为正丁醇、异丙醇、醋酸、水按 ７∶５∶１∶２（体积
比）混合，显色剂为体积分数 ２％二苯胺丙酮溶液、
体积分数２％苯胺丙酮溶液、体积分数 ８５％磷酸按
５∶５∶１（体积比）混合。
１．２　仪器设备

ＳＷＳＪ２Ｆ超 净 工 作 台，苏 净 安 泰 公 司；
５４０１Ｄ００６８４３低温高速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ＴＯ
ＭＹＡｕｔｏｃｌａｖｅ高压灭菌锅，ＴＯＭＹ公司；ＤＹＹ８Ｃ电泳
仪，北京六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ＭＪⅡ 电热恒温培

养箱，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Ｍ２００ＰＲＯ酶
标仪，ＴＥＣＡＮ公司；ＣｈｅｍｉＤｏｃＭＰ全能型凝胶成像分
析仪、Ｔ１００梯度 ＰＣＲ仪，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产菊粉酶菌株筛选

初筛：将本课题组前期从广西壮族传统生榨米粉

中筛选出的乳酸菌划线至固体培养基中（菊粉为唯

一碳源），于３０℃静置培养直至出现单菌落，将正常
生长的单菌落接种至液体发酵培养基中，于 ３０℃静
置发酵１～２ｄ。

复筛：取出１５ｍＬ初筛所制备的发酵液在４℃条
件下，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ｍｉｎ，弃上清液，用 ６００μＬ
醋酸缓冲溶液（０．２ｍｏｌ／Ｌ、ｐＨ５．０）重悬沉淀，后加入
溶菌酶进行破胞，破胞结束后，按上述相同条件离心

４０ｍｉｎ，检测上清液中的菊粉酶酶活力，选出其中酶
活力最高的菌株 １１进行后续试验。
１．３．２　酶活力测定

酶活力测定中所用底物质量浓度均为 ５ｇ／Ｌ，菊
粉溶液和蔗糖溶液均用醋酸缓冲液（０．２ｍｏｌ／Ｌ、ｐＨ
５．０）配制而成。

参照 ＰＥＳＳＯＮＩ等［１２］
的方法对菊粉酶进行酶活

力测定。取 １００μＬ酸性菊粉酶分别加入 ２００μＬ
５ｇ／Ｌ菊粉溶液和２００μＬ５ｇ／Ｌ蔗糖溶液，在３０℃水
浴中放置３０ｍｉｎ后立即１００℃灭活５ｍｉｎ，冷却后加
入３００μＬＤＮＳ，置于１００℃水浴中 ７ｍｉｎ进行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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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冷却后在５４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值，参照葡萄
糖标准曲线来计算还原糖含量，以灭活的酶液作为空

白对照。设３次重复试验，取平均值。
酶活力定义

［１３］
：在 ３０℃、ｐＨ５．０的条件下，每

１ｍｉｎ产生１μｍｏｌ还原糖所需的酶量，即为 １个酶活
力单位（Ｕ）。其中１个菊粉酶活力（Ｉ）单位定义为每
１ｍｉｎ催化菊粉转化为 １μｍｏｌ果糖所需的酶量，１个
转化酶活力（Ｓ）单位定义为每１ｍｉｎ催化蔗糖转化为
１μｍｏｌ果糖所需的酶量。

Ｅ＝
ｃ×Ｖ１×ｎ
Ｔ×Ｖ２

（１）

式中：Ｅ，样品酶活力，Ｕ／ｍＬ；ｃ，标准曲线上对应的葡
萄糖浓度，μｍｏｌ／ｍＬ；Ｖ１，反应液总体积，ｍＬ；ｎ，粗酶
液稀释倍数；Ｔ，反应时间，ｍｉｎ；Ｖ２，反应液中粗酶体
积，ｍＬ。
１．３．３　菌株鉴定

通过菌落观察和基因序列分析对菌株进行鉴定。

使用细菌基因组 ＤＮＡ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提取菌株
基因组 ＤＮＡ，使用超微量全波长分光光度计对提取
的基因 ＤＮＡ样液进行定量，将其稀释至 １ｎｇ／μＬ，并
以此作为ＰＣＲ扩增的模板。使用细菌通用引物２７Ｆ：
５′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３′和 １４２９Ｒ：５′ＧＧＴ
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３′进行 ＰＣＲ扩增，扩增条件
为 ９４℃预变性 ５ｍｉｎ，９４℃变性 ３０ｓ，５５℃退火
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进行３０次循环，７２℃终延伸
２ｍｉｎ。取 ５μＬＰＣＲ产物进行 ０．８％琼脂糖凝胶电
泳验证，将验证后的 ＰＣＲ产物通过 ＤＮＡ纯化试剂
盒进行纯化，再由六合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测序，测序结果输入基因数据库（ＧｅｎＢａｎｋ）进行同
源性分析。

１．３．４　酶学性质研究
１．３．４．１　温度对粗酶液酶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参照１．３．２的酶活力测定，将菊粉酶分别在２０～
８０℃进行反应，每 ５℃为 １个温度梯度，测定酶活
力，以测定结果最高酶活力为 １００％，计算各测定组
的相对酶活力；将菊粉酶分别在 ２０～８０℃保温
３０ｍｉｎ，冷却后测定酶活力，以未经处理酶的酶活力
为１００％，计算各组的相对酶活力。
１．３．４．２　ｐＨ对粗酶液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参照 １．３．２的酶活力测定，配制不同 ｐＨ的缓
冲液，ｐＨ３．５～５．０为醋酸缓冲液，ｐＨ５．５～７．５为磷
酸缓冲液，ｐＨ８．０～９为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９．５～
１１．０为碳酸缓冲液。将菊粉酶与上述不同 ｐＨ缓冲液

配制的菊粉溶液进行反应，测定酶活力，以最高结果

为１００％，计算各测定组的相对酶活力；用不同 ｐＨ的
缓冲液稀释菊粉酶液，于 ４℃放置 １ｈ，测定酶活力，
以未经处理酶的酶活力为 １００％，计算各组的相对酶
活力。

１．３．５　ＴＬＣ分析水解产物
以菊粉为底物，将２００μＬ菊粉酶与１００μＬ底物

在最适温度、最适 ｐＨ条件下水解 １０ｈ，得到水解产
物。ＴＬＣ方法参照文献报道［１４］

。用去离子水将各标

准品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２．０ｍｇ／ｍＬ的标准品试剂，
用微量点样毛细管依次对标准品试剂和水解产物进

行点样，点样量５μＬ。展开完成后喷雾显色剂，待自
然风干后置于１０５℃加热５ｍｉｎ，即可进行观察。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菊粉酶菌株筛选
在本课题组的广西特色生榨米粉来源乳酸菌库

中，筛选出１株可以正常生长在以菊粉为唯一碳源的
培养基上，且具有相对较高酶活力的菌株 １１，后续
试验均选用此菌株。以菊粉为底物，在３０℃，ｐＨ５．０
条件下进行 ３组平行试验，取平均值，测得菌株 １１
的菊粉酶活力 Ｉ＝（０．２３±０．０３）Ｕ／ｍＬ；以蔗糖为底
物，在３０℃，ｐＨ５．０条件下进行３组平行试验，取平
均值，测得菌株１１的转化酶活力 Ｓ＝（０．９２±０．０６）
Ｕ／ｍＬ，两者的比值（Ｉ／Ｓ）为０．２５，Ｉ／Ｓ＜１表明该酶为
外切菊粉酶

［１５］
，其菊粉酶活力略低于王翠

［７］
报道放

线菌 Ｆ０１的菊粉酶活力（０．３７Ｕ／ｍＬ）。
２．２　菌株鉴定

菌株１１菌落形态如图 １所示，圆形隆起，表面
光滑或稍粗糙，呈乳白色或暗黄色。以基因组 ＤＮＡ
为模板，ＰＣＲ扩增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ＰＣＲ产物凝胶电
泳结果如图 ２所示，扩增条带在 １５００ｂｐ左右，与预
期相符。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菌株

图 １　菌株 １１平板培养菌落形态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ｎ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１１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４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菌株

图 ２　ＰＣＲ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Ｆｉｇ．２　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ｏｆＰＣＲ

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进行序列比
对，发现其与柠檬明串珠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ｃｉｔｒｅｕｍｓｔｒａｉｎ
ＣＢＡ３６２３相似率达９９．５９％，可初步鉴定该菌株为柠
檬明串珠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ｃｉｔｒｅｕｍ，将其命名为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
ｔｏｃ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并将该菌株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
藏中心，保藏号为 ＣＣＴＣＣＮＯ：Ｍ２０１９９７１。
２．３　酶学性质研究
２．３．１　温度对菊粉酶酶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以菊粉为底物，对菌株１１所产菊粉酶的最适反
应温度和温度稳定性进行测定，结果如图３所示。

ａ温度对酶活力的影响；ｂ温度对稳定性的影响

图 ３　温度对酶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ｉｎｕｌｉｎａｓｅ

由图３ａ可知，该酶的最适反应温度为 ３５℃，比
ＰＡＬＵＤＡＮＭＵＬＬＥＲ人［１１］

报道的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ｅｎｔｏ
ｓｕｓ所产菊粉酶最适温度高 １０℃。由图 ３ｂ可知，该
酶在热处理３０ｍｉｎ条件下，２０～４５℃保持 ６０％以上
的最大酶活力。以上结果表明筛选的菊粉酶具有相

对较高的最适反应温度和较宽的温度耐受范围，在工

业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２．３．２　ｐＨ对菊粉酶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菌株１１菊粉酶的最适反应 ｐＨ和 ｐＨ稳定性测

定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 ４ａ可知，该酶的最适反应
ｐＨ为４．０，低于目前已报道的菊粉酶，如于春等［１６］

报

道的灰平链霉菌 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ｇｒｉｓｅｏｐｌａｎｕｓＳ５０１的最
适 ｐＨ（５．０）和高威［１７］

报道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ｍｉｔｈｉｉＴ４的最
适 ｐＨ（４．５）。如图 ４ｂ所示，该酶在 ｐＨ３．５～１０．０
较宽泛范围内，保持 ６５％以上的酶活力。该酸性菊
粉酶有着较强的耐酸特性和较宽的 ｐＨ耐受范围，有
利于菊粉的水解以及抑制副产物的产生。

ａｐＨ对酶活力的影响；ｂｐＨ对稳定性的影响

图 ４　ｐＨ对酶活力和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ｕｌｉｎａｓｅ

２．３．３　ＴＬＣ分析水解产物
采用 ＴＬＣ对 Ｌ．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菊粉酶水解菊粉的产

物进行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

１菊糖；２果糖；３葡萄糖；４蔗糖；５水解产物

图 ５　菊粉酶水解产物 ＴＬＣ分析

Ｆｉｇ．５　ＴＬＣｆ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ｕ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ｙｉｎｕｌｉｎ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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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５可知，在菊粉酶与菊粉反应后，菊粉得到
了明显的降解，降解产物中几乎 １００％为单糖，产生
大量果糖以及少量葡萄糖，无蔗糖成分，这与 Ｌ．ｃｉｔｒｅ
ｕｍ１１菊粉酶为外切菊粉酶从非还原末端逐一降解糖
苷键生成果糖和少量葡萄糖的作用方式相一致，同时

与根据 Ｉ／Ｓ值的鉴定结果一致。因此，Ｌ．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菊
粉酶具有应用于高果糖浆生产的潜力。

３　结论

研究首次从广西壮族传统生榨米粉中筛选出 １
株产酸性外切菊粉酶的柠檬明串珠菌 Ｌ．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
该菌株所产菊粉酶的酶活力为０．２３Ｕ／ｍＬ，转化酶活
为０．９２Ｕ／ｍＬ，最适反应温度为 ３５℃，最适反应 ｐＨ
为４．０，在２０～４５℃和 ｐＨ３．５～１０．０的较宽范围内
保持稳定，水解产物为大量果糖和少量葡萄糖。

研究目前对 Ｌ．ｃｉｔｒｅｕｍ１１只进行了初步研究，未
对发酵条件进行优化，可能是其酶活力较低的原因，

但是该酶具有更低的最适反应 ｐＨ和较强的耐酸性，
更有利于大规模生产，且该酶来源于传统食品来源的

柠檬明串珠菌，作为一种食源性乳酸菌酸性菊粉酶，

其安全性在食品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商业价

值。今后的研究将致力于菌株产酶发酵条件的优化，

以及基因重组的手段实现菊粉酶的高效表达和酶学

性质表征，为工业发酵生产菊粉酶制剂以及高果糖浆

的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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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抗氧化活性及生物胺含量的影响

彭荣１，蔡琼２，贺稚非１，李洪军１

１（西南大学 食品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重庆工商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　研究红曲霉作为发酵剂对发酵兔肉香肠抗氧化活性及生物胺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红曲霉对兔肉香

肠的抗氧化活性和生物胺含量均有显著的影响，随贮藏时间变化，红曲发酵组在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１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羟自由基清除率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上均优于自然发酵

组；挥发性盐基氮和硫代巴比妥酸值的增幅及 ｐＨ的降幅低于自然发酵组；自然发酵组中腐胺、尸胺、酪胺在贮

藏 １１ｄ后超过规定限度，含量达 １３０ｍｇ／ｋｇ，而组胺在贮藏 １７ｄ超过规定限度，含量达 １４４．０４ｍｇ／ｋｇ，红曲发酵

组在同样的贮藏时间内均符合国际对食品中生物胺的含量标准。指标检测结果表明，红曲霉发酵兔肉具有一定

的抗氧化活性，并对兔肉香肠生物胺的生成具有一定抑制作用。红曲霉作为发酵剂可以有效改善兔肉香肠抗氧

化活性。

关键词　抗氧化活性；生物胺；红曲霉；兔肉发酵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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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Ｙ２０１７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４，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１

　　兔肉具有“四高四低”的品质特点，“四高”即高
蛋白、高赖氨酸、高消化率、高卵磷脂，“四低”指低脂

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低尿酸
［１－５］

。随着人们营养保

健意识的提升，兔肉越来越受到高血压、心脑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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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肥胖症和糖尿病患者的青睐。红曲可有效调节人

体血脂，特异性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产生

动脉粥样硬化的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
［６－８］

。因此利

用红曲特殊的营养功能和色泽，生产兔肉发酵香肠，

可很好的结合两者的优点。使红曲发酵香肠具有独

特的发酵风味，且具有色香浓郁、味道鲜美、易于贮藏

等特点
［９－１２］

。

生物胺（ｂｉｏｇｅｎｉｃａｍｉｎｅ）是一类含氮低分子量有
机化合物的总称

［１３］
，且具有生物活性，是食品新鲜程

度和被微生物污染程度的标志，研究食品中生物胺的

产生与转化，对改善和提高食品质量和安全性有着重

要意义
［１３－２２］

。自由基具有高氧化活性，是引起食品

中脂质氧化的重要因素，发酵肉制品具有更强的自由

基清除能力，将更好的提高其品质。

目前，红曲霉作为发酵剂对发酵兔肉香肠品质影

响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检测添加和未添加红曲

霉的发酵兔肉香肠在不同贮藏温度下理化特性（抗

氧化活性、ｐＨ、挥发性盐基氮（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ｂａｓｉｃ－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ＴＶＢ－Ｎ）、硫代巴比妥酸值（ｔｈｉｏｂａｒｂｉｔｕｒｉｃ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ＢＡＲＳ））和生物胺含量的变化，比
较分析其差异，探究红曲霉对于兔肉发酵香肠品质的

影响，旨在为红曲霉在新型兔肉产品生产中的应用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兔肉、羊肠衣与台湾风味香肠配料购于重庆四公

里永辉超市，猪肥膘购于重庆四公里农贸市场，实验

前将其绞碎置于４℃冰箱保存。
组胺二盐酸盐、酪胺盐酸盐、尸胺二盐酸盐、腐

胺、色胺、２苯乙胺、丹磺酰氯（分析纯），Ａｄａｍａｓｇ公
司；精胺、亚精胺盐酸盐、１，７庚二胺（分析纯），Ａｃｒｏｓ
公司。

安捷伦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
公司；ＸＺ３Ｌ手摇灌肠机，南宁旭昆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ＴＤ２５ＷＳ离心机，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Ｖｏｒ
ｔｅｘ１旋涡混匀器，德国艾卡公司；ＤＨＧ９０７０Ａ电热恒
温鼓风干燥箱，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工艺流程及香肠配方

工艺流程：原料→修整→剔骨→绞碎混合（兔肉和猪肥

膘质量比为 ５∶１）→腌制（４℃添加辅料降低 ｐＨ到 ５左右腌

制 ２４ｈ）→灌装（红曲霉发酵组灌装红曲米和肉糜，自然发酵

组灌装蒸煮米和肉糜）→发酵（置于 ３０℃发酵 ３ｄ）→转入不

同温度下进行贮藏（４、２８、３７℃）。

红曲发酵组：绞碎的兔肉 １．５ｋｇ，绞碎的肥猪肉
０．３ｋｇ，经红曲霉发酵 ２周的蒸煮籼米 ０．５ｋｇ，香肠
辅料１５４ｇ，香辛料３００ｇ，１００ｍｇ／ｍＬ柠檬酸１００ｍＬ，
将其混合均匀后进行灌装。

自然发酵组：绞碎的兔肉 １５ｋｇ，绞碎的肥猪肉
０．３ｋｇ，未经红曲发酵的蒸煮籼米 ０．５ｋｇ，香肠辅料
１５４ｇ，香辛料３００ｇ，１００ｍｇ／ｍＬ柠檬酸１００ｍＬ，将其
混合均匀后进行灌装。

１．２．２　理化指标检测
３７℃组贮藏１７ｄ，２８℃组贮藏３２ｄ，４℃组贮藏

５３ｄ，在此期间抽样检测样本数据。
１．２．２．１　红曲霉发酵兔肉香肠的抗氧化活性

１）对香肠采样的前处理
参考文献［２３］对方法进行改进：称取 ３．０ｇ肉

样，研磨成肉泥，加入体积分数为 ５０％乙醇溶液 １００
ｍＬ，６０℃条件下保温１７ｈ，滤纸 ２次过滤，得到样品
提取液。

２）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
参考文献［２４］，配制０．１３５ｍｍｏｌ／Ｌ１，１二苯基

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
工作液，取 ２．０ｍＬ提取液，加入 ２．０ｍＬＤＰＰＨ工作
液，漩涡混匀，室温下避光静置 ３０ｍｉｎ，于波长 ５２５
ｎｍ处测定吸光度，参比溶液为纯水。按公式（１）计
算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 （１）

式中：Ａ１，２．０ｍＬ提取液 ＋２．０ｍＬＤＰＰＨ工作液吸光
度；Ａ２，２．０ｍＬ提取液 ＋２．０ｍＬ无水乙醇吸光度；
Ａ０，２．０ｍＬ纯水 ＋２．０ｍＬＤＰＰＨ工作液吸光度。

３）羟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
向试管中依次加入４ｍＬ９ｍｍｏｌ／ＬＦｅＳＯ４溶液，４

ｍＬ９ｍｍｏｌ／Ｌ乙醇水杨酸溶液，接着加入 ４ｍＬ提取
液，最后加入４ｍＬ８．８ｍｍｏｌ／ＬＨ２Ｏ２溶液后摇匀，在
３７℃下恒温水浴加热２０ｍｉｎ后取出，测其在 ５２７ｎｍ
处的吸光度。按公式（２）计算羟自由基清除率：

羟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 （２）

式中：Ａ１，４．０ｍＬ提取液 ＋４．０ｍＬＦｅＳＯ４溶液 ＋４．０
ｍＬ水杨酸溶液 ＋４．０ｍＬＨ２Ｏ２溶液吸光度；Ａ２，未加
Ｈ２Ｏ２显色测得的吸光度；Ａ０，４．０ｍＬ去离子水替代
提取液所测得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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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４）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取４．５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的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置于试

管中，加入４ｍＬ提取液，空白试验用等量去离子水代
替，涡轮混匀后在２５℃恒温水浴中２０ｍｉｎ，取出后同
时加入经过２５℃恒温预热的 ０．５ｍＬ０．０３ｍｏｌ／Ｌ邻
苯三酚溶液，迅速混匀后倒入比色皿中，在波长为

３２５ｎｍ的条件下测定其反应 ２ｍｉｎ后的吸光度。按
公式（３）计算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３）

式中：Ａ１，４．０ｍＬ提取液 ＋４．５ｍ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
０．５ｍＬ邻苯三酚溶液吸光度；Ａ２，未加入邻苯三酚测
得的吸光度；Ａ０，４．０ｍＬ去离子水替代提取液所测得
的吸光度。

１．２．２．２　其他重要理化指标检测
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２３７—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 ｐＨ值的测定》测定香肠ｐＨ值；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８—
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
定》，采用半微量定氮法进行 ＴＶＢＮ测定；按照 ＧＢ／Ｔ
３５２５２—２０１７《动植物油脂 ２硫代巴比妥酸值的测
定》，进行 ＴＢＡＲＳ的测定。
１．２．３　生物胺含量的检测
１．２．３．１　前处理

分别于贮藏后的各个时间段取样分析。称取

２０ｇ样品于研钵中，加入１０ｍＬ０．４ｍｏｌ／Ｌ高氯酸进
行研磨，将其倒入５０ｍＬ离心管中，于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１０ｍｉｎ，上清液移入５０ｍＬ棕色容量瓶中。再重复
提取１次，上清液合并于容量瓶中，用 ０４ｍｏｌ／Ｌ高
氯酸溶液定容至刻度。取１．０ｍＬ提取液用于生物胺
含量的检测。

１．２．３．２　衍生及检测
色谱条件：梯度洗脱，紫外检测波长 ２５４ｎｍ，进

样量２０μＬ，柱温３０℃，流速 １ｍＬ／ｍｉｎ，流动相 Ａ为
超纯水，Ｂ为乙腈［２５］

。梯度洗脱条件见表１。
表 １　梯度洗脱条件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时间／ｍｉｎ ０ １ ９ １２ １５ １８ ２１ ２７ ３７
Ａ／％ ４５ ４５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４５ ４５
Ｂ／％ ５５ ５５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５５ ５５

１．２．３．３　色谱图及标准曲线
生物胺混合标品的高效液相色谱（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图如图 １所示，以
生物胺混合标准溶液做线性实验，结果如表 ２所示，

相关系数 Ｒ２均大于０．９９５。

１色胺；２苯乙胺；３腐胺；４尸胺；５组胺；６酪胺；７亚精胺；８精胺

图 １　生物胺混合标品 ＨＰＬＣ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

ｂｉｏｇｅｎｉｃａｍｉｎｅｓ

表 ２　八种生物胺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ｅｉｇｈｔｂｉｏｇｅｎｉｃａｍｉｎｅｓ

生物胺 回归方程（ｙ＝ａｘ＋ｂ） 相关系数（Ｒ２）

色胺 ｙ＝９８．１５ｘ＋４４．２４ ０．９９８５

苯乙胺 ｙ＝２２７．８９ｘ＋４２．９７ ０．９９９３

腐胺 ｙ＝２７６．５５ｘ－３２．４４ ０．９９８４

尸胺 ｙ＝２２６．９７ｘ＋１２６．２６ ０．９９７３

组胺 ｙ＝８２５．６６ｘ＋４０４７．５ ０．９９５７

酪胺 ｙ＝２４８．６１ｘ＋２５．５８ ０．９９８６

亚精胺 ｙ＝２０９．３７ｘ＋１２１．６６ ０．９９７３

精胺 ｙ＝１６８．８７ｘ＋１０２．１５ ０．９９７８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原始数据处理，运用ＳＰＳＳ１８．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８．０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红曲霉对兔肉香肠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２．１．１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不同贮藏温度下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如图２所示。整体上，红曲发酵
组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随时间变化均呈现的波动
差异不显著，自然发酵组则在一定范围内有显著波

动；在不同的贮藏温度条件下，红曲发酵组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率均高于自然发酵组。赵文红等

［２６］
研究

发现，添加红曲有利于提高客家黄酒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
清除能力，红曲的添加量与黄酒的抗氧化活性呈正相

关性。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应是 ＡＢＤ
ＲＡＺＡＫ等［２７］

发现的经红曲霉发酵的米糠总酚含量

增加，引起发酵样品抗氧化活性提升。



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 ５１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２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ＤＰＰＨ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２．１．２　羟自由基清除率
由图３可知，随贮藏时间变化，４℃和 ２８℃贮藏

条件下红曲发酵组和自然发酵组的羟自由基清除率

由开始的显著差异逐渐趋于一致，后期无显著性差

异；３７℃贮藏条件下红曲发酵组和自然发酵组整体
上都呈显著下降趋势，但组间差异显著，在第１７天红
曲发酵组的羟自由基清除率降至５０．８％，相对下降量

为４０．５％；自然发酵组降至 １６．５％，相对下降量为
６３．６％。综上可知，在较高贮藏温度下，红曲发酵组
相较于自然发酵组对羟自由基的清除效果更好。刘

燕等
［２８］
研究发现经红曲发酵的燕麦多糖比未发酵的

燕麦多糖羟基自由基清除率提高了 ２０．６４％，也验证
了红曲发酵使产物有更高的抗氧化活性。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３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羟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２．１．３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从图４可知，在前发酵期间，２组的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清除率都有明显提高。在进入不同温度贮藏

后，红曲发酵组和自然发酵组的清除率均在一定范围

内波动，组内变化不显著，较为稳定，但组间均存在一

定差异。可以推断，样品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

能力与温度变化并无太大关系，也不随发酵进程的推

进而明显减弱；但红曲发酵组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

除能力显著高于自然发酵组。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４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ａｎｉｏ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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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宋云刚［２９］
研究发现香菇红曲黄酒对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清除能力是一般黄酒的４倍，但并未研究单独
添加红曲的影响。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本研究结

果类似。其机理应与 ＫＵＬＬＩＳＡＡＲ等［３０］
研究发现的

乳酸菌抗氧化酶系统具有较强的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及 ＴＡＬＷＡＬＫＡＲ等［３１］
研究发现的超氧化物歧化

酶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相同，但还待后期

研究验证。

２．２　红曲霉对兔肉香肠 ｐＨ的影响
由图 ５可知，在发酵及贮藏初期，红曲发酵组的

ｐＨ值低于自然发酵组。这是由于红曲霉喜酸性环
境，故在制作红曲米时通过加入柠檬酸进行 ｐＨ调
节。不同贮藏温度下，红曲发酵组和自然发酵组的

ｐＨ值均随着发酵和贮藏时间降低，自然发酵组中

３７℃下降幅度最大，１７ｄ内从 ５．８１迅速降至 ４．２１，
相对降低量达 ２７．５％；红曲发酵组中 ３７℃下降最
多，１７ｄ从 ５．２８降至 ４．６８，相对降低量为 １１．４％。
自然发酵组的 ｐＨ下降程度高于红曲发酵组，自然发
酵组产品酸化明显，而红曲发酵组产品的 ｐＨ值降幅
相对较小，变化趋势更加趋于稳定。由此推测，红曲

对于发酵香肠的过度酸化具有一定抑制作用，有助于

维持香肠品质的稳定。高士昌等
［３２］
研究发现在宰后

肉中肌糖原酵解和 ＡＴＰ分解，导致乳酸和磷酸的含
量增加，ｐＨ将下降。李邁［３３］

研究发现在火腿肠中添

加红曲霉菌丝体能抑制细菌生长和 ｐＨ的下降趋势，
其机理应是红曲霉具有的蛋白酶分解产生的碱性含

氮物平衡了 ｐＨ的进一步降低，ＷＡＮＡＮＧＫＡＲＮ等［３４］

研究支持了这种推断。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５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 ｐＨ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ｐＨ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２．３　红曲霉对兔肉香肠 ＴＶＢＮ的影响
由图６可知，随贮藏时间 ２组香肠的 ＴＶＢＮ值

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红曲发酵组的初始 ＴＶＢＮ值
高于自然发酵组。王中帅

［３５］
研究证实，红曲本身具

有一定的 ＴＶＢＮ值，这也可能导致添加红曲的香肠
ＴＶＢＮ初始值较高。但在进入不同温度贮藏后，自
然发酵组的 ＴＶＢＮ值上升速度明显高于红曲发酵
组，且贮藏温度越高，上升越快，在３７℃贮藏条件下，
红曲发酵组的 ＴＶＢＮ值由 ５．７８ｍｇ／１００ｇ增加到
４５．４ｍｇ／１００ｇ，增加量为３９．６２ｍｇ／１００ｇ；自然发酵

组由０．４２ｍｇ／１００ｇ增加到５３．６ｍｇ／１００ｇ，增加量为
５３．１９ｍｇ／１００ｇ。这说明，在贮藏过程中，自然发酵
组香肠的腐败速度是快于红曲发酵组的。翟钰佳

等
［３６］
研究发现不同的贮藏时间和温度对发酵香肠的

ＴＶＢＮ值有显著影响，低温贮藏更有利于保持香肠
的品质和安全性，其研究的乳酸菌羊肉发酵香肠在

４℃下贮藏４周后的 ＴＶＢＮ值达到２１．８８ｍｇ／１００ｇ，
而本研究的红曲发酵组在 ４℃下贮藏 ５３ｄ后的
ＴＶＢＮ值为１５．１３ｍｇ／１００ｇ，因此推断红曲霉在抑制
发酵香肠腐败，维持其品质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６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 ＴＶＢＮ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ＴＶＢＮ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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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红曲霉对兔肉香肠 ＴＢＡＲＳ值的影响
由图 ７可知，红曲发酵组和自然发酵组的

ＴＢＡＲＳ值均随贮藏时间呈上升趋势，在发酵前期 ０～
４ｄ，红曲发酵组的 ＴＢＡＲＳ值高于自然发酵组，分析
原因可能是在灌装香肠时，发酵红曲米和新蒸煮米间

存在氧化时间差异，故在发酵初期红曲发酵组的脂肪

氧化值略高于自然发酵组。在进入不同温度贮藏和

后发酵期后，４℃和２８℃贮藏条件下，自然发酵组的

上升幅度明显高于红曲发酵组，３７℃贮藏条件下 ２
组的差异不显著。杜宝等

［３７］
研究发现不同发酵剂对

发酵香肠 ＴＢＡＲＳ值有抑制作用，且贮藏温度越低，脂
质氧化程度越小，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红曲霉作为

发酵剂对于抑制兔肉香肠脂类氧化有一定的作用。

ＺＨＡＮＧ等［３８］
研究发现脂肪氧合酶酶活力越高，

ＴＢＡＲＳ值越低，红曲霉是否具有较高脂肪氧合酶还
需后期验证。

ａ４℃贮藏；ｂ２８℃贮藏；ｃ３７℃贮藏

图 ７　红曲霉对发酵兔肉香肠 ＴＢＡＲＳ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ｏｎＴＢＡＲＳ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

２．５　红曲霉对兔肉香肠中生物胺含量的影响
对不同贮藏温度下红曲发酵兔肉香肠组和自然

发酵兔肉香肠组的生物胺进行 ＨＰＬＣ检测分析，检测
结果如表３、表４和表５所示。

３７℃贮藏 １７ｄ后，红曲发酵组中生物胺的含量
均未超过国家标准，而自然发酵组中腐胺、尸胺、酪胺

在贮藏１１ｄ后含量超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ｏｏｄ
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食品中含量 ＜１００ｍｇ／ｋｇ

的规定
［３９］
，而组胺在贮藏１４ｄ后也急速上升，１７天后

超过 ＦＤＡ食品中组胺含量 ＜５０ｍｇ／ｋｇ的规定［４０］
，含

量达到１４４．４３ｍｇ／ｋｇ。与鱼肉的生物胺含量组成比例
有所不同，徐杰等

［４１］
研究了凡纳滨对虾在０和４℃贮

藏时生物胺的变化，得出在 ２种贮藏温度下尸胺和腐
胺的变化均最显著，可以作为评价新鲜程度的参考指

标。兔肉香肠的生物胺比例中，腐胺含量最高，其次是

尸胺，因此可以优先将这２种生物胺作为评价发酵兔
表 ３　３７℃下兔肉香肠贮藏过程中生物胺含量变化 单位：ｍｇ／ｋｇ

Ｔａｂｌｅ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ｍ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３７℃

生物胺 贮藏４ｄ 贮藏６ｄ 贮藏８ｄ 贮藏１１ｄ 贮藏１４ｄ 贮藏１７ｄ

色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红曲发酵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苯乙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５±０．０９ ０．１４±０．０ ０．１９±０．０４ ０．３３±０．０１
红曲发酵组 ０．５１±０．２１ ０．４９±０．１２ ６．６３±０．０１ ４．９６±０．０５ ６．３４±０．０１ ５．１３±０．０２

腐胺
自然发酵组 ２９．０３±０．１３ ５１．６９±０．１３ ８０．０６±０．０３ １３１．３３±０．０３ １６５．６１±０．５ １７５．１６±０．３
红曲发酵组 ７．５３±０．５９ ９．３４±０．３９ ２２．５７±０．４１ ３１．４７±０．０８ ３６．６５±０．０３ ３９．５９±０．０２

尸胺
自然发酵组 １１．５７±０．２９ ３１．５４±０．０１ ６６．１４±０．１３ １３２．２２±０．０２ １４９．０９±０．４ １７９．１７±０．７
红曲发酵组 ３．６９±０．１７ ５．５８±０．１４ １４．３９±０．２３ １８．９３±０．１６ ２４．１７±０．０６ ２９．２５±０．０３

组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１ ０±０ １１．９６±０．５２ ４０．１９±０．５３ １４４．４３±０．５
红曲发酵组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 ６．７３±０．００１ ９．９９±０．２８ １７．５６±０．１１

酪胺
自然发酵组 ６９．０４±０．０１ ３８．８５±０．０１ ９７．８２±０．０３ １１０．４７±０．０８ １３６．４８±０．０７ １３９．８９±０．６
红曲发酵组 ８．６４±０．２７ ９．２８±０．３７ １０．１９±０．２８ ２８．９４±０．０２ ２４．４４±０．０５ ２８．４４±０．０５

亚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４．１９±０．０９ ２．８２±０．２２ １５．７２±０．２２ ２２．６７±０．０１ ２６．７１±０．０６ ２４．９７±０．０６
红曲发酵组 １２．７３±０．５７ １４．３５±０．０４ １５．２７±０．１７ ２７．２９±０．０８ ３７．７５±０．０１ ２０．２５±０．０４

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５．５６±０．４２ ３３．９７±０．０５ ４０．３３±０．０６ ５．５１±０．０２ ３．０８±０．０３ ５．８３±０．０３
红曲发酵组 ２０．９２±０．７３ １２．５９±０．０３ １３．８９±０．２８ ３．８３±０．０１ ５．１２±０．０３ １．８７±０．００１

总量
自然发酵组 １１８．８９±０．１６ １５８．８５±０．０１ ３０２．０６±０．０６ ４４２．４９±０．０１ ４９２．９６±０．０５ ６６９．４８±０．９
红曲发酵组 ５４．０２±０．１５ ５１．５８±０．０８ ８２．９５±０．３４ １３２．９１±０．０４ １４０．７４±０．０６ １３４．４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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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４　２８℃下兔肉香肠贮藏过程中生物胺含量变化 单位：ｍｇ／ｋｇ

Ｔａｂｌｅ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ｍ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２８℃

生物胺 贮藏９ｄ 贮藏１４ｄ 贮藏２０ｄ 贮藏２６ｄ 贮藏３２ｄ

色胺
自然发酵组 １８．１７±０．２２ ２２．７６±０．０２ ２３．４０±０．４２ １６．６０±１．２ １２．３３±０．０１
红曲发酵组 １９．３４±１．２７ １４．５６±０．０２ １９．２４±０．１６ １７．８０±３．０ ２５．３３±０．９７

苯乙胺
自然发酵组 ３．３８±０．６８ ２．１６±０．０１ ２．９９±０．０７ ３．８５±０．２ １４．６１±０．２６
红曲发酵组 ０．２９±０．０４ １．２０±０．０１ １．３７±０．０４ １．７９±２．１ ２０．５３±０．１３

腐胺
自然发酵组 ３８．８１±１．１２ ６８．９５±０．０１ １４９．６１±０．９５ ２２３．３０±２．５５ ２３４．６８±０．２４
红曲发酵组 ８．９６±０．３６ １４．０８±０．１６ ３３．１１±０．８７ ８２．８３±２．５０ １１８．５２±０．２７

尸胺
自然发酵组 ２８．０９±０．６９ ５８．３９±０．０２ １５１．２５±０．９８ ２３２．８３±１．９３ ２３５．８６±０．０２
红曲发酵组 ３．５５±０．４２ ９．２８±０．０１ ２８．０９±０．２３ ６５．２１±１．０ １１１．５１±０．０６

组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２２±０．０８ ０．４６±０．０１ ０．７８±０．４４ １．１０±１．１５ １．６９±０．００
红曲发酵组 ０．１６±０．０７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２９２±０．１２ ０．１３±０．１４ ０．７４±０．２１

酪胺
自然发酵组 ６９．３５±０．０２ １１５．５１±０．０１ ７８．３２±０．１８ １３８．４５±１．２５ １７５．６０±０．１９
红曲发酵组 ３１．４８±０．１２ ９５．８０±０．３９ １１９．６±０．４３ １６５．３８±１．５０ ３５２．９７±０．１６

亚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５．１２±０．２１ ３．７３±０．２１ ９．３８±０．４８ ２．２７±０．１５ １９．３９±０．７２
红曲发酵组 １０．４９±１．１６ １２．３１±０．１９ １２．２７±０．９５ ２８．３７±１．３ ３１．６４±０．１６

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９．９１±１．２１ ０．４５±０．１６ ０．７４±０．０６ ２．４６±０．７ １０．１１±０．７２
红曲发酵组 ３．６２±０．１１ ２．３０±０．７２ １．６６±０．０４ ０．８８±０．１９ １８．００±０．１６

总量
自然发酵组 １７３．０５±０．２９ ２７２．４２±０．１６ ４１６．４８±７．１５ ６２０．８６±０．２５ ７０４．１５±０．０４
红曲发酵组 ７７．８９±０．０６ １４９．７６±０．０４ ２１５．６５±９．３ ３６２．３８±０．１ ６７９．２３±０．１８

表 ５　４℃下兔肉香肠贮藏过程中生物胺含量变化 单位：ｍｇ／ｋｇ

Ｔａｂｌｅ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ｍ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ｍｅａｔｓａｕｓａｇｅ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４℃

生物胺 　　贮藏１４ｄ 　　贮藏２５ｄ 　　贮藏３６ｄ 　　贮藏４６ｄ 　　贮藏５３ｄ

色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红曲发酵组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８２±１．２７ ０．００±０．００

苯乙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０
红曲发酵组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００ ７．１７±０．０５ １．３４±０．１

腐胺
自然发酵组 ４３．７０±１．１５ ８８．０５±０．２５ １１９．９８±１．４ １９０．７０±１．１２ ２３２．９±０．３
红曲发酵组 １９．５９±０．３６ ５４．６６±１．０５ ８９．８５±４．４５ １１０．８２±０．３７ １４４．８２±０．４５

尸胺
自然发酵组 ３３．５９±１．６５ ７６．３７±８．８ １１９．９８±５．７ １８７．７５±２．９ ２２９．９９±６．７
红曲发酵组 ０．７３±０．０１ ４０．３±５．２５ ８３．３１±７．０５ ９７．８４±０．６９ １４８．８２±５．４５

组胺
自然发酵组 １１．２７±０．２５ ２６．３７±２．０５ １７５．２３±５．６５ ２４６．７２±０．４２ ３０７．５３±０．６
红曲发酵组 ０．４０±０．０５ １．３２±０．０７ ３．５５±０．７５ ６．１８±０．７８ ８．４３±０．２７

酪胺
自然发酵组 ３４．５４±０．６５ ２９．７９±３．３５ ４３．５７±０．１ ５９．８０±１．７１ ６３．２０±１．３２
红曲发酵组 ２３．２０±０．２５ １０．６６±０．４ １１．３３±０．３ １９．２８±０．２３ １７．０８±０．３２

亚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０．７４±０．０３ ０．８１±０．２ ３．４９±０．４５ ９．１４±０．１５ １２．１１±０．１４
红曲发酵组 ４．４４±０．０４ ６．５５±０．３２ １６．９０±０．６７ ６．９６±０．０４ ６．１９±０．８５

精胺
自然发酵组 ３．６３±０．０１ ７．０５±０．４ ５．６９±０．４４ ５．０２±０．０２ ７．０５±０．２１
红曲发酵组 ２．６８±０．０４ ０．８０±０．２ ６．６６±０．６ ０．０５±０．００ ４．５３±０．０３

总量
自然发酵组 １２６．８０±２．５５ ２２８．４５±２．５ ４６７．４９±２．２７ ６９９．１３±１．２１ ８５２．７９±０．４
红曲发酵组 ５１．０４±２．２５ １１４．２９±１．４８ ２１３．０７±０．３５ ４１４．１３±０．１１ ３３１．２３±０．２

肉香肠新鲜程度的参考标准。

２８℃贮藏２０ｄ后，自然发酵组中腐胺、尸胺含量
均超过规定，而红曲发酵组中腐胺、尸胺含量在 ３２ｄ
才超过规定，但２组中的酪胺含量均在第 ２０天超过
规定。ＣＨＩＮ等［４２］

指出２５℃下肉杆菌产生的酪胺远

高于１５℃下的产胺量，这也可能是兔肉香肠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

４℃贮藏３６ｄ后，自然发酵组中腐胺、尸胺、组胺

超过规定，而红曲发酵组中腐胺在 ４６ｄ，尸胺在 ５３ｄ
超过规定。有研究表明 ４℃下低温贮藏的肉由于嗜
冷假单胞菌的存在也容易产生大量腐胺

［４３］
。

结果表明，红曲霉发酵对生物胺生成有一定抑制

作用，其原因应是红曲霉发酵的代谢产物抑制了其他

有害微生物的生长，阻止了兔肉蛋白的降解；贮藏过

程中经红曲霉发酵的兔肉香肠生物胺总量明显低于

自然发酵的兔肉香肠。翟钰佳等
［４４］
以植物乳杆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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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剂也显著抑制了羊肉发酵香肠生物胺的形成，这

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对不同贮藏温度下的２组香肠在贮藏第１４天进
行了同步检测，选取了总生物胺进行了比较分析。由

图８可知，３７℃贮藏自然发酵组的生物胺总量达到
４９２．９６ｍｇ／ｋｇ，而 ２８和 ４℃贮藏自然发酵组的总量
分别为２７２．４２和１２６．８０ｍｇ／ｋｇ；３７℃贮藏红曲发酵
组的总量为 １４０．７３ｍｇ／ｋｇ，均低于不同贮藏温度自
然发酵组的含量，而 ２８和 ４℃贮藏红曲发酵组的总
量为１４９．７６和 ５１．０４ｍｇ／ｋｇ。确定红曲霉和贮藏温
度对发酵兔肉香肠生物胺含量均有显著性影响，而且

红曲发酵组内的差异明显小于自然发酵组。

图 ８　贮藏第 １４天红曲霉和贮藏温度对生物胺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
ｂｉｏｇｅｎｉｃａｍ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１４ｄａｙｓ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

对不同贮藏温度下发酵兔肉香肠进行了横向对

比，选择香肠生物胺最高的单项腐胺的含量作为对比

标准。由图９可知，３７℃贮藏自然发酵组在第 １１天
超过１００ｍｇ／ｋｇ的限度，达到 １３１．３３ｍｇ／ｋｇ，红曲发
酵组在１７ｄ还没超过限度，达到 ３９．５９ｍｇ／ｋｇ；２８℃
贮藏自然发酵组在贮藏 ２０ｄ后达到 １４９．６１ｍｇ／ｋｇ，
红曲发酵组在 ３２ｄ超过限度，达到 １１８．５１ｍｇ／ｋｇ；
４℃贮藏自然发酵组在贮藏 ３６ｄ超过限度，达到
１１９．９８ｍｇ／ｋｇ，红曲发酵组在 ４６ｄ超过限度，达到
１１０．８２ｍｇ／ｋｇ。结果表明降低贮藏温度能有效提升
兔肉发酵香肠的贮藏期，且同一贮藏温度下红曲发酵

组和自然发酵组间的腐胺值差异显著。

图 ９　红曲霉及贮藏温度对腐胺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ｎａｓｃｕ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ｐｕｔｒｅｓ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　结论

１）红曲霉作为发酵剂，可以显著提高发酵香肠
抗氧化能力。３种温度下自由基清除率的最大值出
现在不同时期，这几项指标的变化也不具有同步性。

随贮藏时间的变化，在 ｐＨ方面，红曲发酵组和自然
发酵组的 ｐＨ值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红曲发酵组的
曲线相对平缓，ｐＨ下降幅度相较自然发酵组更小，更
具稳定性；在 ＴＶＢＮ值上，２组的 ＴＶＢＮ值均随时间
变化而逐渐升高，但红曲发酵组的 ＴＶＢＮ值的增幅
比自然发酵组的值低；在 ＴＢＡＲＳ方面，由于香肠配料
比的问题，红曲发酵组在前期的 ＴＢＡＲＳ值高于自然
发酵组，在进入贮藏后，自然发酵组脂质氧化速度高

于红曲发酵组，红曲发酵组 ＴＢＡＲＳ值的增幅较自然
发酵组低。

２）不同贮藏温度下，自然发酵组和红曲发酵组
的生物胺含量都随着贮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高，但

自然发酵组的生物胺含量增速明显高于红曲发酵组，

腐胺和尸胺较组胺更适合作为兔肉肠品质的评价标

准；同一贮藏时间对比和达到同一生物胺含量限度所

需的时间对比均表明红曲霉和贮藏温度对发酵兔肉

香肠的贮藏期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实验结果均表明不同贮藏条件下，红

曲发酵的兔肉香肠在抗氧化活性上和抑制生物胺生

成上优于自然发酵兔肉香肠，而生物胺含量和理化指

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客观反映发酵兔肉香肠

的品质变化，为深入研究红曲霉发酵兔肉香肠提供了

参考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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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皮乙醇提取物对马铃薯淀粉理化性质及回生性质的影响

高增明１，张福娟３，姜辰昊１，王存堂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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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糊化后的马铃薯淀粉（ｐａｔａｔｏｓｔａｒｃｈ，ＰＳ）经冷却会出现回生现象，导致其品质劣变，货架期缩短。研究
旨在分析洋葱皮乙醇提取物（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ｏｎｉｏｎｓｋｉｎｓ，ＥＥＯＳ）对 ＰＳ的理化性质（透明度、老化度、溶解度和
膨胀度、凝胶强度）和回生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ＥＥＯＳ的添加会导致 ＰＳ的透明度增加，且 ＥＥ
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５％时，ＰＳ的透明度最高；随着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的增加，ＰＳ的溶解度、膨胀度逐渐增加，而
ＰＳ的凝胶强度逐渐下降；ＥＥＯＳ的添加会抑制 ＰＳ的老化度的增加，当 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５％时，可最大程
度抑制 ＰＳ的老化进程；ＥＥＯＳ的添加导致了 ＰＳ的糊化焓值、回生焓值、回生率均下降，且 ＥＥＯＳ的添加质量分数
为 ２．５％时，与对照组相比，ＰＳ的糊化焓值、回生焓值、回生率分别下降了 ３１．８６％、５０．１９％和 ２６．９１％。此外，
ＥＥＯＳ的添加可导致 ＰＳ中的快消化淀粉含量下降，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的含量增加。由此可见，添加 ＥＥＯＳ
可显著抑制 ＰＳ的回生，可改善马铃薯淀粉类产品的加工性能并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关键词　马铃薯淀粉；洋葱皮乙醇提取物；理化性质；回生性质；体外消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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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５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马铃薯作为我国第４大粮食作物，是国民绿色食
品、健康产业发展中重要食品。马铃薯淀粉（ｐｏｔａｔｏ
ｓｔａｒｃｈ，ＰＳ）是除小麦、玉米之外的第３大淀粉原料，也
是国家推行马铃薯主食化的主要原因

［１］
。ＰＳ具有很

好的加工性能，如色泽洁白，透明度较高以及膨胀性

大等，已在食品加工、医药制造、纺织印染、造纸和日

用化妆品等行业广泛应用
［２］
。但由于 ＰＳ制品的性

能都受到淀粉回生的影响，回生成为制约马铃薯主食

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可利用食品添加剂改善

ＰＳ产品的感官特性和存储特性等。研究表明，可通
过化学（乳化剂类、低聚糖类以及亲水性胶体等）、物

理（微波、高温高压、超声、电离放射处理等）以及生

物技术改变淀粉结构，达到改善淀粉应用特性的目

的
［３］
。植物多酚类物质通常作为天然抗氧化剂添加

到淀粉类食品中，许多研究表明多酚类物质对淀粉的

回生性质有显著影响，如原花青素可抑制大米淀粉的

回生
［４］
，阿魏酸可抑制马铃薯淀粉的回生

［５］
，绿茶多

酚提取物可显著抑制大米、玉米和马铃薯淀粉的回

生
［６］
，而黑茶中的多酚类物质对蜡质玉米淀粉和大

米淀粉的回生能起到显著的抑制效果，但是将黑茶多

酚加入到马铃薯淀粉中，则对其糊化焓值和回生焓值

没有显著影响
［７］
，但芦丁和槲皮素对小麦淀粉的回

生进程却具有促进作用
［８］
。由此可见，植物多酚类

物质对淀粉回生的影响主要与多酚物质的种类与结

构、多酚的添加量以及淀粉的来源密切相关。洋葱外

皮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极为丰富，其成分主要是黄酮

类、黄酮醇类和花色素类等，具有抗氧化、抗炎、杀菌、

降血压等生理作用
［９］
，但是洋葱皮黄酮类物质对马铃

薯淀粉理化性质和回生性质的影响未见报道。因此，

本研究将洋葱皮乙醇提取物（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ｏｎｉｏｎ
ｓｋｉｎｓ，ＥＥＯＳ）添加到 ＰＳ中，通过分析 ＰＳ的透明度、老
化度、溶解度、膨胀度以及凝胶强度的变化，探讨 ＥＥＯＳ
对 ＰＳ理化性质的影响；采用差式扫描量仪（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ｅｒ，ＤＳＣ）测定其糊化和回生的热力学
性质，评价 ＥＥＯＳ对 ＰＳ回生的影响，同时分析了 ＥＥＯＳ
对 ＰＳ体外消化性能的影响，从而为洋葱皮黄酮类物质
在淀粉质食品中的广泛应用、为开发具有多种功能特

性的食品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紫色洋葱皮，齐齐哈尔市浏园市场；马铃薯淀粉

（含水质量分数１４．２１％），市售；糖化酶（１０００００Ｕ／ｇ）、

猪胰腺α淀粉酶（２００００Ｕ／ｍＬ）、ＮａＯＨ、乙酸、乙醇、无
水乙酸钠、重苯酚、３，５二硝基水杨酸、酒石酸钾钠、
Ｎａ２ＳＯ３均为分析纯，天津凯通化学试剂公司。

２ＬＡＲＥ旋转蒸发器，上海皓庄仪器有限公司；
ＧＸ２２０高速不锈钢多功能粉碎机，浙江高鑫工贸有
限公司；ＵＰＧ７２２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优谱通用科
技有限公司；ＣＬＭ型数显式剪切力仪，东北农业大
学工程学院；真空冷冻干燥机（２．５ＬｆｒｅｅｚｅＰ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美国 Ｌａｂｃｏｎｃｏ公司；ＳＴＡ４４９Ｆ３同步热分析仪，
德国耐驰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ＥＥＯＳ的制备

取粉碎的紫色洋葱皮 １００ｇ，然后加入体积分数
７０％的乙醇２００ｍＬ，在２５℃下浸提２ｈ，然后将浸提
液经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的离心处理，取上清液备用。离心
后的沉渣再次经过浸提、离心处理，合并 ２次离心上
清液。将合并后的提取液在旋转蒸发器中真空浓缩

（５０℃），再将浓缩液冷冻干燥即为 ＥＥＯＳ（得率为
１０．２８％，总酚质量分数为 ４２．１２％），将 ＥＥＯＳ储存
于 －２０℃冰箱中备用。
１．２．２　ＰＳ透明度测定

取 ＰＳ１．０ｇ，加入占 ＰＳ质量分别为 ０（对照）、
１％、２５％、５．０％、１０．０％的 ＥＥＯＳ进行混合，然后加
入１００ｍＬ去离子水配制成 ＰＳＥＥＯＳ混合溶液，
９０℃水浴加热３０ｍｉｎ，随即冷却到 ２０℃，振荡器摇
匀，在６２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值，并将样品在４℃下分
别冷藏１、３、５、７ｄ后，将样品摇匀后在 ６２０ｎｍ处测
定淀粉溶液的吸光度值，并用去离子水做空白

［５］
。

１．２．３　ＰＳ溶解度、膨胀度测定
取 ＰＳ１．０ｇ，加入占 ＰＳ质量分别为 ０（对照）、

１％、２５％、５．０％、１０．０％的 ＥＥＯＳ进行混合，然后加
入１００ｍＬ去离子水配制成 ＰＳＥＥＯＳ混合溶液，在
９０℃下加热３０ｍｉｎ，然后冷却到室温，在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０ｍｉｎ，将上清液倒入培养皿中在水浴锅上蒸
干，并在１０５℃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取被溶解淀粉
的质量记为 Ａ，Ｗ为 １．０ｇ，按公式（１）计算淀粉的溶
解度 Ｓ：离心管剩余淀粉糊的质量记为 Ｐ，按公式（２）
计算淀粉的膨胀度 Ｂ［５］。

淀粉溶解度 Ｓ／％ ＝Ａ
Ｗ
×１００ （１）

淀粉膨胀度 Ｂ／％ ＝ Ｐ
Ｗ（１－Ｓ）

×１００ （２）

１．２．４　ＰＳ老化度测定
取 ＰＳ１．０ｇ，加入占 ＰＳ质量分别为 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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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５．０％、１０．０％的 ＥＥＯＳ进行混合，然后加
入１００ｍＬ去离子水配制成 ＰＳＥＥＯＳ混合溶液，在
９０℃下加热３０ｍｉｎ，然后冷却到室温，将其分装到离
心管中，并在 ４℃下静置冷藏 １、３、５、７ｄ后，记录上
清液的体积

［５］
，淀粉老化度按公式（３）计算：

淀粉老化度／％ ＝ 上清液体积
淀粉糊总体积

×１００ （３）

１．２．５　ＰＳ凝胶硬度测定
按照廖卢艳等

［１０］
的方法并做修改。准确称量

２０ｇＰＳ，分别加入占 ＰＳ质量的０（对照）、１％、２．５％、
５．０％、１０．０％的 ＥＥＯＳ进行混合，再加入 ２５ｍＬ去离
子水配制成淀粉溶液，在 ９０℃下加热 ３０ｍｉｎ使其糊
化，冷却至室温后，装进 １０ｍＬ的注射器中冷却，并在
４℃下冷藏１、３、５、７ｄ后，形成直径 １．５ｃｍ的圆柱形
凝胶。测试前将凝胶倒出切成直径１５ｃｍ高２ｃｍ的
小圆柱形体在 ＣＬＭ型剪切力仪上进行凝胶硬度测
定，凝胶柱被切断时所受的力的大小（Ｎ）即为凝胶硬
度。此值越大，说明凝胶硬度越大。

１．２．６　ＰＳ回生样品的制备
取 ＰＳ１０ｇ，分别加入占 ＰＳ质量的 ０（对照）、

１．０％、２５％、５％、１０％的ＥＥＯＳ混合，并加入２０ｍＬ水
后在１２１℃下糊化２０ｍｉｎ。将糊化后样品放入４℃冰
箱内贮存１５ｄ后，将样品冻干后研磨，过１２０目筛后，
备用。

１．２．７　糊化和回生 ＰＳ的热力学性质测定
采用 ＤＳＣ对糊化和回生 ＰＳ的热力学性质进行

测定
［４］
。分别添加占 ＰＳ质量的 ０（对照）、１％、

２５％、５％及１０％的 ＥＥＯＳ于 ＰＳ中。称取 ２ｍｇＥＥ
ＯＳＰＳ混合样品加入 ＰＥ坩埚中，按质量比 １∶２的比
例加入去离子水。混合样品密封，４℃条件下静置２４
ｈ，在 ＤＳＣ上进行糊化焓值测定。测定条件如下：以
１０℃／ｍｉｎ的速度从３０℃升温到１２０℃，以空坩埚作
对照，Ｎ２为载气，气流流速为 ２０ｍＬ／ｍｉｎ。根据糊化
温度曲线，可以确定出淀粉糊化过程中的起始温度

（Ｔ０）、峰值温度（Ｔｐ）、终止温度（Ｔｃ）和糊化焓值
（ΔＨｇ）。然后测定 １．２．６中 ＥＥＯＳＰＳ混合物回生样
品的起始温度、峰值温度、终止温度和回生焓值

（ΔＨｒ）升温程序与测定条件和测定糊化焓值的相同，
回生率为相同 ＥＥＯＳ添加量的 ＰＳ的回生焓和糊化焓
的比值，根据回生温度曲线可以确定并计算样品的回

生率 ＤＲ（％），按公式（４）计算：

ＤＲ／％ ＝
ΔＨｒ
ΔＨｇ

×１００ （４）

１．２．８　回生 ＰＳ的体外消化性能测定
根据 Ｅｎｇｌｙｓｔ法进行 ＰＳ体外消化实验，分别配制

质量分数为０（对照）、１％、２．５％、５％、１０％ ＥＥＯＳ的
ＰＳ混合样品。取 １００ｍｇ样品，加入２５ｍＬ乙酸钠缓
冲液（ｐＨ５．２），振荡混匀后加入 ５ｍＬ混合酶溶液
（将 ５ｍＬ２．０×１０４Ｕ／ｍＬ猪胰腺 α－淀粉酶与 ２ｇ
１．０×１０５Ｕ／ｇ糖化酶溶于１００ｍＬ蒸馏水离心取上清
液即为混合酶溶液）。３７℃气浴条件下振荡反应，当
反应２０、１２０ｍｉｎ时分别取出反应液 １ｍＬ，随机灭酶
处理（加入 ５ｍＬ体积分数 ９５％的乙醇），然后以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 １ｍＬ离心上清液，加入
２ｍＬＤＮＳ溶液后沸水浴 ５ｍｉｎ，随即定容至 １５ｍＬ，
在 ５２０ｎｍ处测其吸光度值。以葡萄糖为标准品，做
标准曲线，方程式为 ｙ＝１．６１３４ｘ－０．０８３２，Ｒ２ ＝
０．９９９１，根据葡萄糖标准曲线计算淀粉在 ２０和
１２０ｍｉｎ生成还原糖的含量［１１］

，快消化淀粉（ｒａｐｉｄｌｙ
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ｌｅｓｔａｒｃｈ，ＲＤＳ）、慢消化淀粉（ｓｌｏｗｌｙ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ｌｅ
ｓｔａｒｃｈ，ＳＤＳ）、抗性淀粉（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ａｒｃｈ，ＲＳ）分别按公
式（５）（６）（７）计算：

ＲＤＳ／％ ＝
ｍ２０－ｍＧ
ｍＴＳ

×０．９×１００ （５）

ＳＤＳ／％ ＝
ｍ１２０－ｍ２０
ｍＴＳ

×０．９×１００ （６）

ＲＳ／％ ＝
ｍＴＳ－ｍ１２０
ｍＴＳ

×０．９×１００ （７）

式中：ｍ２０为酶水解２０ｍｉｎ后产生的葡萄糖质量，ｍｇ；
ｍＧ为酶水解处理前淀粉中游离葡萄糖质量，ｍｇ；ｍ１２０
为酶水解１２０ｍｉｎ后产生的葡萄糖质量，ｍｇ；ｍＴＳ为样
品中总淀粉质量，ｍｇ。
１．３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使用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ＥＥＯＳ对 ＰＳ透明度的影响
许多因素都会对淀粉糊的透明度产生影响，包括

淀粉的植物来源、淀粉中脂肪酸含量、直链淀粉和支

链淀粉的含量，以及在淀粉糊化过程中添加的化学成

分等
［５］
。由图１可知，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添加不

同量的 ＥＥＯＳ淀粉透明度逐渐下降。这是由于淀粉
与水共热后，淀粉分子吸水膨胀，支链和直链分子不

断进行交联作用，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分子交联越

多，促使透明度越低。同时，在相同的贮藏时间下，

ＥＥＯＳ的添加促使 ＰＳ的透明度显著增加。在糊化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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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储存第７天时，添加了 ２．５％ ＥＥＯＳ的 ＰＳ透明度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样品在第０天时的透明度。此外，
糊化 ＰＳ储存至第 ７天时，与第 １天相比，对照组 ＰＳ
的透明度下降了 ６２．０３％，而 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５％的 ＰＳ透明度仅仅下降了 ４０．９９％，说明 ＥＥＯＳ
对 ＰＳ的透明度下降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图 １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对 ＰＳ透明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Ｓ

与我们的实验结果相似的是，苦荞多酚的添加可

导致荞麦淀粉和小麦淀粉的透光率显著下降
［８］
，同

时在高直链淀粉中添加咖啡酸、绿原酸、儿茶素、没食

子酸、花青素、单宁酸以及阿魏酸等，也可导致淀粉糊

的透明度下降。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在蜡质玉米淀粉

中添加咖啡酸、绿原酸、没食子酸以及单宁酸，则淀粉

糊的透明度变化不显著，将花青素和儿茶素加入蜡质

玉米淀粉可导致淀粉糊透明度显著增加
［５］
。由此可

知，由于淀粉来源和多酚结构的差异，导致多酚类物

质的添加对淀粉透明度的影响差异很大。

２．２　ＥＥＯＳ对 ＰＳ溶解度和膨胀度的影响
淀粉的溶解度和膨胀度是淀粉与水在加热的条

件下出现的最基本的物理性质。淀粉与水之间相互

作用力的强弱可以通过溶解度和膨胀度的大小来判

断。通常在常温下淀粉不溶于水，然而当水淀粉混
合物受热时，直链淀粉析出和水分子不断形成氢键，

表现为淀粉开始溶解，随着糊化时间的延长，未溶解

的淀粉分子逐渐吸水膨胀，分子内部的作用力不断减

小，膨胀度增大
［５］
。由图２可知，ＥＥＯＳ的添加可显著

增加马铃薯淀粉糊的溶解度和膨胀度（Ｐ＜０．０５），而
且随着 ＥＥＯＳ添加量的增加，马铃薯淀粉糊的溶解度
和膨胀度也随之增大。与对照组相比，当 ＥＥＯＳ的添
加质量分数为 １０％时，淀粉糊溶解度和膨胀度分别
增加了约２．２倍和２．７倍。

于此结果相似的是，没食子酸的添加也可导致玉

米淀粉的溶解度和膨胀度增大
［５］
，这可能是因为 ＥＥ

ＯＳ中羟基基团能够进入到淀粉分子的内部从而产生

一定的空间位阻，导致直链、支链淀粉不能重新聚合，

从而暴露出更多的氢键与水结合，从而使淀粉糊的溶

解度增大
［１２］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单宁酸、原花青

素、咖啡酸、儿茶素、绿原酸和阿魏酸均能减小玉米淀

粉的溶解度膨胀度
［５］
。由此可见，由于淀粉来源和

多酚结构以及多酚的添加量的不同，对淀粉溶解度和

膨胀度的影响差异很大。

图 ２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对 ＰＳ溶解度和膨胀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Ｓ

２．３　ＥＥＯＳ对 ＰＳ老化度的影响
淀粉的老化度可以用淀粉的持水能力大小来表

示。糊化后的淀粉分子在冷却的过程中，处于无序状

态的分子间开始互相碰撞、结合，而在分子结合成有

序状态的过程中促使水分析出，从而导致淀粉的持水

能力下降。当淀粉析出的水分越多时，则表明淀粉的

持水能力越小，即淀粉的老化程度越大
［１３］
。由图 ３

可知，随着回生时间的延长，ＰＳ的老化度也随之增
加。但是，ＥＥＯＳ的添加促使 ＰＳ老化度下降。与对
照组相比，在不同的回生时间，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
为２．５％的ＰＳ老化度下降最大，说明ＥＥＯＳ的添加对
ＰＳ的回生有抑制效果，且对 ＰＳ回生的抑制程度随
ＥＥＯＳ添加量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此
外，ＥＥＯＳ的添加对 ＰＳ老化的速率也有显著影响，对
照组样品第 ７天的老化度比第 １天时增加了
４６．３３％；而添加 ２．５％ＥＥＯＳ的 ＰＳ样品在回生 ７ｄ
后的老化度则上升了４２．９１％。

图 ３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对 ＰＳ老化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ａｇ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Ｓ

淀粉老化的过程是淀粉链相邻分子间通过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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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结合的过程，是由无序结构逐步向有序结构转变

的过程，植物多酚类化合物属于多羟基结构，可与淀

粉分子形成氢键，从而阻碍了淀粉分子间氢键的形

成，抑制多酚淀粉老化的进程
［７］
。研究发现，柑橘黄

酮（柚皮苷、新橙皮苷、橙皮苷）可以延缓玉米淀粉的

老化进程
［１４］
，而芦丁或槲皮素则加快了小麦淀粉老

化进程
［１５］
，同时绿茶提取物可以降低大米、玉米和马

铃薯淀粉的老化进程，且绿茶提取物对大米淀粉和玉

米淀粉的老化抑制效果优于马铃薯淀粉
［６］
。由此可

见，植物多酚类物质对淀粉的老化的影响因素较为复

杂，淀粉来源、植物多酚结构以及多酚的添加量等均

对淀粉老化度的影响较大。需要指出的是，ＥＥＯＳ（主
要是黄酮类物质）富含较多的羟基，这些羟基可能增

加淀粉分子链间的空间位阻，从而增加淀粉分子的持

水性能，抑制马铃薯淀粉的老化进程
［１６］
。

２．４　ＥＥＯＳ对回生 ＰＳ凝胶硬度的影响
硬度是淀粉类食物在回生过程中最主要的感官

特性，因此也是淀粉类食品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

一
［５］
。淀粉类食物在贮存过程中，老化程度加剧导

致食品的硬度增加、口感变差。淀粉糊化后在冷却的

过程中，分子内部相互交缠形成三维的网络结构的凝

胶状态，使其具有一定的硬度
［１７］
。

从图４可知，在贮存过程中，ＰＳ凝胶的硬度呈总
体升高的趋势。ＥＥＯＳ的添加可导致 ＰＳ凝胶硬度增
加速度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当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增
加时，ＰＳ凝胶硬度下降程度更大。

图 ４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对 ＰＳ凝胶硬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ＰＳｇｅｌ

许多研究发现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芦丁或槲皮素

也可导致小麦淀粉形成的凝胶硬度减小
［１５］
，同时茶

多酚可使甘薯淀粉的凝胶硬度显著下降，也抑制了回

生过程中凝胶硬度的增加速率
［１８］
。这可能是因为植

物多酚类成分可与淀粉分子形成氢键、疏水键和范德

华力，从而改变淀粉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

抑制淀粉分子的重排和结晶过程，进而降低淀粉凝胶

的硬度
［１５］
。

２．５　ＥＥＯＳ对回生 ＰＳ糊化热力学性质的影响
淀粉的糊化焓值代表在与水共热的条件下，解开

淀粉分子中双螺旋结构能量的大小，其本质是亲水性

的羟基基团与支链淀粉的侧链相互作用，并在不同程

度上结合到淀粉颗粒的无定形区域，从而改变结晶区

和无定形基质之间的耦合力的能力
［１９］
。

如表１所示，与对照组相比，添加 ＥＥＯＳ的 ＰＳ的
糊化初始温度（Ｔｏ）、糊化峰值温度（Ｔｐ）和糊化焓值
（ΔＨｇ）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这说明在 ＰＳ中添加
ＥＥＯＳ后，在较低温度条件下，淀粉颗粒也能出现糊
化过程。与对照组相比，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５％时，ＰＳ的 ΔＨｇ是 １８．４８Ｊ／ｇ，下降程度最大为
３１８６％，当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继续增大时，ＰＳ的 ΔＨｇ
又出现了上升的现象。

表 １　洋葱皮乙醇提取物添加量对 ＰＳ糊化热力学特性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Ｓ

ＥＥＯＳ添
加质量

分数／％
Ｔｏ／℃ Ｔｐ／℃ Ｔｃ／℃

ΔＨｇ／

（Ｊ·ｇ－１）

０ ６９．８１±０．１６ａ ７４．５９±０．１３ａ ８５．２４±０．０７ｂ ２７．１２±０．１８ａ

１ ６７．８４±０．１５ｂ ７２．６７±０．１１ｂ ８８．５８±０．０８ａ ２４．４３±０．１４ｂ

２．５ ６１．９７±０．２５ｄ ７０．１１±０．０８ｃ ８３．０５±０．０８ｃ １８．４８±０．１８ｄ

５．０ ６６．３２±０．１４ｂ ７３．５１±０．１１ｂ ８９．２３±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０．１１ｃ

１０．０ ６５．０８±０．０８ｃ ７５．２０±０．２７ａ ８１．４４±０．１５ｄ ２３．４５±０．２４ｂ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植物多酚类物质，如茶多酚、苦荞多酚等含有较

多羟基，容易与淀粉的侧链发生相互作用，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淀粉的糊化
［６，８］
。这被认为是由于多酚

的羟基与淀粉的非结晶区域发生不同程度的结合，从

而改变晶体与非晶体之间的耦合矩阵，使得淀粉在糊

化时所需的能量减小
［２０］
。由此可见，在马铃薯淀粉

中添加 ＥＥＯＳ，可导致其糊化温度和糊化焓值下降，
表明 ＥＥＯＳ可促使马铃薯淀粉加热时发生糊化所需
的能量更小。

２．６　ＥＥＯＳ对回生 ＰＳ热力学性质的影响
在低温条件下贮存时，糊化后淀粉分子间可形成

以氢键结合的晶体聚合物
［２１］
。淀粉回生焓值（ΔＨｒ）

指当淀粉晶体聚合物发生熔融时所需要的能量，所以

ΔＨｒ越大淀粉的回生程度越大
［５］
。

由表２可知，ＥＥＯＳ的添加对淀粉的 ΔＨｒ和 ＤＲ
影响显著，且随着含量的增加，淀粉的 ΔＨｒ和 ＤＲ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对照组相比，添加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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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ＥＥＯＳ的 ＰＳ，ΔＨｒ和 ＤＲ 分别下降了 ５０．１９％ 和

２６．９１％。ＸＩＡＯ等［７］
研究发现，茶多酚可降低大米

淀粉老化焓值，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植物多酚中的羟

基易与淀粉中的羟基形成氢键，这个过程可抑制淀粉

多聚物链的形成，从而使得回生淀粉的重结晶在熔融

时所需的能量下降。同时，过量的 ＥＥＯＳ可在淀粉表
面形成水化层，使得淀粉外层不能直接与水进行接

触，表现为 ΔＨｒ和 ＤＲ的增加。
表 ２　ＥＥＯＳ添加量对 ＰＳ回生 １５ｄ的热力学特性及 ＤＲ值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ＥＯＳａｄ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ＲｏｆＰＳ

ω（ＥＥＯＳ）／％ Ｔｏ／℃ Ｔｐ／℃ Ｔｃ／℃ ΔＨｒ／（Ｊ·ｇ
－１） ＤＲ／％

０．０ ５４．１５±０．１２ｃ ６２．４３±０．２１ｃ ７０．８８±０．１７ｅ ２０．４２±０．２４ａ ７５．２９±０．１５ａ

１．０ ５８．６４±０．０５ｂ ６３．５９±０．０７ｃ ７２．３６±０．２ｄ １６．２８±０．２３ｂ ６６．６３±０．２８ｃ

２．５ ５２．０９±０．１４ｄ ６０．１１±０．０５ｄ ７３．３４±０．１５ｃ １０．１７±０．３５ｅ ５５．０３±０．２２ｅ

５．０ ６０．１１±０．０８ａ ６８．７６±０．１１ａ ７４．５７±０．２４ｂ １３．７３±０．３７ｄ ６８．２７±０．１８ｂ

１０．０ ５７．３８±０．０６ｂ ６５．３４±０．１５ｂ ７６．９３±０．１７ａ １４．９５±０．２１ｃ ６３．７５±０．２５ｄ

２．７　ＥＥＯＳ对 ＰＳ体外消化性能的影响
许多因素都会对淀粉的消化性能产生影响，如淀

粉的来源、淀粉颗粒的大小、淀粉中支链与直链淀粉

含量之间的比值、淀粉结晶结构以及分解淀粉的酶的

活性等
［２２］
。由表 ３可知，当 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１０％时，与对照组相比，在 ４℃回生 ５ｄ的 ＰＳ中，
ＲＤＳ下降了 ５８．６１％，ＳＤＳ和 ＲＳ分别增加了约 ２倍
和８倍。此外，随着回生时间的延长，对照组中 ＲＤＳ
的含量下降较快，而随着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增大，ＲＤＳ
的含量下降趋势明显减缓，这也说明 ＥＥＯＳ的添加抑
制了 ＰＳ的回生过程。

表 ３　ＥＥＯＳ添加量对回生 ＰＳ体外消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ＥＯＳａｓｓ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时间／ｄω（ＥＥＯＳ）／％ ＲＤＳ ＳＤＳ ＲＳ
０．０ ８０．５４±１．２８ａ １５．４２±１．４３ｆ ４．０４±１．９５ｆ

１．０ ５６．４２±２．３１ｃ １２．３３±１．１４ｇ ３１．２４±２．０３ｃ

５ ２．５ ６１．００±５．８２ｂ １９．２３±３．４３ｄ １９．８１±３．２８ｃ

５．０ ４０．５６±４．２１ｅ ３２．０７±４．７２ｂ ２７．３７±１．５８ｅ

１０ ３３．３４±２．５７ｆ ３３．３２±２．４２ｂ ３３．６３±３．８２ｃ

０．０ ５３．９５±０．８５ｃ １５．６８±１．４２ｅ ３０．３７±１．２６ｄ

１．０ ４１．６３±２．１４ｅ ４７．９２±２．５８ａ １０．４６±０．８６ｇ

１０ ２．５ ５４．３１±０．３８ｃ １１．４５±１．０６ｆ ３４．２４±１．８３ｃ

５．０ ４７．０９±１．８４ｄ １９．０３±３．２５ｄ ３３．８９±１．３３ｃ

１０．０ ３４．４０±３．４２ｆ ２３．４３±２．２２ｃ ４２．１７±３．２４ｂ

０．０ ４５．８５±１．８１ｄ ３１．３６±１．１９ｃ ２２．７９±３．５１ｃ

１．０ ２４．７２±２．３７ｈ ３０．３０±１．２３ｃ ４４．９９±２．１２
１５ ２．５ ３５．２８±３．６８ｆ ２９．０７±１．３４ｃ ３５．６５±４．６２ｃ

５．０ ２９．８２±４．６６ｇ ３５．２３±２．０７ｂ ３４．９４±１．２０ｃ

１０．０ ２５．８２±１．８２ｈ ２２．２１±２．６８ｄ ５２．２１±１．３４ａ

与此结果相似的时，茶多酚也可导致玉米淀粉和

马铃薯淀粉中的 ＳＤＳ和 ＲＳ的含量增加。这可能由
于植物多酚类物质的多羟基结构形成较多的氢键，同

时淀粉的颗粒表面被多酚类物质的多羟基结构紧紧

包围，减少了酶对淀粉消化作用的表面积
［２３］
。ＳＵＮ

等
［２４］
研究发现，植物多酚类成分对淀粉体外消化性

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关键

消化酶（α淀粉酶和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制效
果，也表现为植物多酚对淀粉本身结构的影响。因

此，植物多酚类提取物或纯多酚与淀粉的共存体系

可为预防和治疗 ＩＩ型糖尿病产品的开发提供理论
依据

［２５］
。

３　结论

ＰＳ在回生过程中理化性质和回生性质均发生变
化。当 ＥＥＯＳ加入 ＰＳ中，可显著改变 ＰＳ的理化性质
和回生性质，ＰＳ的透明度、溶解度、膨胀度均有所增
加，且当 ＥＥＯＳ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５％时，其透明度、
溶解度、膨胀度增加值最高，老化度下降最低。当

ＥＥＯＳ的添加量增大时，ＰＳ形成的凝胶硬度会逐渐下
降。ＥＥＯＳ的添加可促使 ＰＳ糊化初始温度、峰值温
度和糊化焓值降低，同时也导致 ＰＳ回生焓值和回生
率下降，ＥＥＯＳ既降低了 ＰＳ的糊化温度，也抑制了 ＰＳ
的回生程度。ＥＥＯＳ的添加，导致 ＰＳ的消化性能下
降，ＲＤＳ含量下降，ＳＤＳ和 ＲＳ的含量增加。由于 ＥＥ
ＯＳ属于粗提物，影响 ＰＳ回生性质的黄酮类物质的分
子结构并不明确。因此，为了深入分析洋葱皮黄酮类

物质对 ＰＳ回生性质的影响机理，今后可将 ＥＥＯＳ分
离纯化并鉴定相关物质结构，通过红外光谱、核磁共

振技术等揭示具体的黄酮类物质对 ＰＳ回生的影响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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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８，３９（１８）：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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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Ｄ］．Ｇｕｅｌｐｈ：Ｇｕｅｌｐ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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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５８６－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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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ｄｄｅｄｂｅｔａｇｌｕｃａｎ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ｔｅａｉｎｂｒｅａｄｓｏｎｓｔａｒ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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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２４６
引用格式：孙媛，孔祥珍，华欲飞．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富集与表征［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６４－６９．

ＳＵＮＹｕａｎ，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Ｙｕｆｅｉ．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ｉｎｗｈｅａｔｇｌｕｔ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６４－６９．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富集与表征

孙媛，孔祥珍，华欲飞

（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小麦面筋蛋白经过胃蛋白酶的处理产生有活性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半胱氨酸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已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和化妆品等领域。该文首先考察了还原处理对小麦面筋蛋白胃蛋白酶酶解物中含半胱氨

酸小麦肽的影响。其次采用巯丙基树脂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６Ｂ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富集，巯基含量由原来的

（１９５．１０±１２．７９）μｍｏｌ／ｇ蛋白上升至（９９４．９５±９．３１）μｍｏｌ／ｇ蛋白，富集的肽组分中 ４８．４６％的肽段相对分子

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而 ＜１０００Ｄａ小分子组分占比最少为７．９３％，此外富集之后肽段的疏水性增大。利用单溴二胺

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荧光标记，标记之后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相对分子质量在 ３００～１０ｋＤａ，但相对分子质

量 ＜１０００Ｄａ的组分中疏水性部分对荧光的贡献值大于其他组分。

关键词　小麦面筋蛋白；酶解；二硫键还原；富集；标记表征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ｉｎｗｈｅａｔｇｌｕｔ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ＮＹｕａｎ，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Ｙｕｆ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ｘｉ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ｍａｎ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ｏｏ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ｓ
ｍｅｔｉｃ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ｔｉ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ｂｙ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ｅａｐｇｌｕｔ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ｎ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ｐｅｐｓ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Ｈ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ｂｙｍｅｒｃａｐ
ｔｏｐｒｏｐｙｌｒｅｓｉｎ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６Ｂ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０±１２．７９）μｍｏ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ｏ（９９４．９５±９．３１）μｍｏ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５０００Ｄａ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１０００Ｄａ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ｉｎｔｈｅ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４８．４６％ ａｎｄ７．９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ｍｏｎｏｂｒｏｍｏｄｉａｍｉｎ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
ｌａｂｅ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ｒｏｍ３００ｔｏ１０ｋＤ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Ｄａ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ｕｔ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孔祥珍副教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ｘｚｋ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ｄｕ．ｃ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９，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９

　　小麦面筋蛋白，又称谷朊粉，蛋白质含量高达
７５％ ～８５％，是营养丰富的植物蛋白资源，其中的半
胱氨酸（Ｃｙｓ）含量大约占２．０％ ～２．５％，高于常见的
植物蛋白。利用蛋白酶酶解小麦面筋蛋白不仅可以

增加小麦面筋蛋白的溶解性，还可以获得具有抗氧化

性
［１－２］

、抗高血压性
［３］
和提高免疫力

［４］
等多种生物

活性的小麦肽。其中，含半胱氨酸的肽具有重要的生

理活性如广谱抗菌性（含二硫键）
［５］
、抗氧化性（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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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６］
、维持体内巯基平衡

［７］
、鳌合重金属

［８］
和促进

体内铁的吸收等。半胱氨酸含有游离的巯基，对于含

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功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检测巯基的方法有很多种，紫外与荧光检测法具

有检测限低、灵敏度高、选择性强和使用简便等优点，

因此在硫醇检测方面得到普遍应用。ＧＲＡＺＹＮＡ
等

［９］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将化学衍生法和紫外检测相
结合，准确测定了黄瓜叶片中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的

含量；ＲＵＡＮ等［１０］
利用单溴二胺（ｍｏｎｏｂｒｏｍｏｂｉｍａｎｅ，

ｍＢＢｒ）特异性标记硫醇并结合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ＤＳＰＡＧＥ）测定了大豆蛋白不同亚基／多肽的巯基
含量，研究了巯基的氧化与巯基二硫键（ＳＨＳＳ）的
交换；ＫＡＮＮＡＵ等［１１］

用 ｍＢＢｒ荧光标记与 ＳＤＳＰＡＧＥ
方法对藻红蛋白中的巯基进行检测与鉴定。巯基物

质常见的研究一般主要集中于定量检测以及初步分

离等，如崔秀云等
［１２］
利用 ５种树脂对含巯基物质谷

胱甘肽进行静态吸附分离；现报道的研究中对于巯基

肽的分离纯化大都采用大孔吸附树脂与离子交换树

脂结合 ＨＰＬＣ进行分析，对于巯基肽主要是利用巯丙
基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６Ｂ树脂进行富集，丁秀臻［１３］

利用巯丙

基树脂对大豆１１Ｓ制备的巯基肽进行富集，巯基含量
大大增加。巯基肽性质研究以期为含半胱氨酸小麦

肽的分离与富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本文采用胃蛋白酶对小麦面筋蛋白进行酶解制

备含半胱氨酸小麦肽，并探究还原处理对含半胱氨酸

小麦肽的影响；其次利用巯丙基树脂共价色谱静态吸

附法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分离富集，探究其性

质；最后采用 ｍＢＢｒ对制备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
荧光标记与表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小麦面筋蛋白（蛋白质质量分数 ７５．０％），安徽

安特有限公司；

尿素、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盐酸、二硫苏糖
醇（ｄｉｔｈｉｏｔｈｒｅｉｔｏｌ，ＤＴＴ）、柠檬酸、柠檬酸钠、十二烷基
硫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ＤＳ）、乙二胺四乙酸
二 钠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ｄｉｓｏｄｉｕｍ ｓａｌｔ，
ＥＤＴＡ２Ｎａ）、盐酸胍（ＧｕＨＣｌ）、二氯甲烷、三氟乙酸
（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ＦＡ），均为分析纯，中国医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胃蛋白酶；还

原性谷胱甘肽、４，４二硫二吡啶（４，４ｄｉｔｈｉ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４ＤＰＳ）、单溴二胺（ｍｏｎｏｂｒｏｍｏｂｉｍａｎｅ，ｍＢＢｒ），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硫代丙基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６Ｂ凝胶，ＧＥ公司；
醋酸纤维素膜、透析袋，北京中生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ＳＣ１５型智能节能恒温循环水浴锅，宁波新芝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仪，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ＬＧＪ１８型冷冻干燥机，北京四环仪器
厂；ＵＶ２４５０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９０型
磁力搅拌器、旋涡震荡仪，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有限

公司；ｐＨ计，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仪器有限公司；ＣＲ２１Ｎ型
高速冷冻离心机，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氮吹仪，无锡久
平仪器有限公司；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仪；ＴＳＫｇｅｌ
Ｇ２０００ＳＷＸＬ（３００ｍｍ×７．８ｍｍ，５μｍ）型色谱柱；
ＹＭＣＰａｃｋＰｒｏＣ１８（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
１．２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制备
１．２．１　胃蛋白酶酶解

配制蛋白质量分数为 ５％的小麦面筋蛋白溶液，
并用盐酸调节溶液的 ｐＨ至２．０，循环水浴锅提前预热
至３７℃，加入质量分数２％的胃蛋白酶进行酶解，时间
为６ｈ，酶解结束后沸水浴灭酶 １０ｍｉｎ终止反应。在
８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３０ｍｉｎ，上清液为酶解物。
１．２．２　ＤＤＴ还原后胃蛋白酶酶解

参考陈海桥等
［１４］
的方法制备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将小麦面筋蛋白以质量分数 ５％蛋白含量分散于含
５０ｍｍｏｌ／Ｌ二硫苏糖醇的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７．５，０．１
ｍｏｌ／Ｌ）中，室温下不断搅拌。采用盐酸溶液调节 ｐＨ
至２．０，采用透析袋（截留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０００Ｄａ）进
行透析。透析结束后，胃蛋白酶进行酶解制备含半胱

氨酸小麦肽，酶解条件同１．２．１小节中的方法。
１．２．３　胃蛋白酶酶解后 ＤＴＴ还原

为了探究还原与酶解操作先后顺序对于含半胱

氨酸小麦肽的影响，进行如下实验。胃蛋白酶酶解同

１．２．１小节中的方法，酶解制备的样品中加入
５０ｍｍｏｌ／ＬＤＴＴ，进行二硫键的还原，还原时间为２ｈ，
还原结束进行透析处理，装入 ５００Ｄａ透析袋中透析
４８ｈ。透析结束后 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０ｍｉｎ，所得上
清液进行干燥，即得酶解还原样。

１．３　巯基含量的测定
采用４ＤＰＳ［１３］法测定制备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的巯基含量。配制一定浓度的酶解液样品，取

０．４５ｍＬ样品溶液，加入 １８８μＬ４ｍｍｏｌ／Ｌ４ＤＰＳ溶
液，再加入４．０５ｍＬｐＨ４．５的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
液（质量分数 １％ＳＤＳ），混合均匀，室温反应３０ｍｉｎ，
在波长为３２４ｎｍ下测定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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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试剂空白：用去离子水代替 ４ＤＰＳ作为试剂空
白；蛋白空白：用去离子水代替样品作为蛋白空白。

巯基含量的计算如公式（１）所示：

ｘ＝
Ａ３２４－Ａ３２４试剂 －Ａ３２４蛋白

ε×ｂ×ｃ
×１０６ （１）

式中：ｘ，巯基含量，μｍｏｌ／ｇ蛋白；Ａ３２４，样品在 ３２４ｎｍ
处的吸光值；Ａ３２４试剂，试剂空白在 ３２４ｎｍ处的吸光
值；Ａ３２４蛋白，蛋白空白在 ３２４ｎｍ处的吸光值；ε，吸光

系数，该实验中取值为 ２１４００［（ｍｏｌ／Ｌ）－１·ｃｍ－１
］；

ｂ，光程，本处取１ｃｍ；ｃ，蛋白质量浓度，ｍｇ／ｍＬ。
通过凯氏定氮法测定酶解物中蛋白质浓度，对于体

系中二硫键的还原，采用了２种方式，（１）利用还原剂硼
氢化钠（ＮａＢＨ４）还原，ＮａＢＨ４具有强还原性且分子中没
有巯基，因此可以直接还原二硫键后进行巯基含量的测

定
［９］
。（２）采用还原剂二硫苏糖醇，但二硫苏糖醇本身

带有巯基，在二硫键还原为巯基之后要进行脱除处理。

１．４　ｍＢＢｒ标记
向０．２５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含 ８ｍｏｌ／ＬＧｕ

ＨＣｌｐＨ７．５）缓冲液中加入２５μ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ｍＢＢｒ（溶
解在纯乙腈中），混匀后加入 ２２５μＬ样品，此时反应
体系的体积为０．５ｍＬ，２５℃黑暗反应 ９０ｍｉｎ。反应
结束后加入３ｍＬ二氯甲烷洗涤 ３次，每次旋涡振荡
３０ｓ，去除过量的 ｍＢＢｒ。离心去除二氯甲烷层，上层
样品用０．２２μｍ的醋酸纤维素膜过滤，收集下层滤
液，分析前４℃避光保存。
１．５　共价色谱静态吸附法富集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用 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ｐＨ ７．５，含
５ｇ／ＬＳＤＳ）配制蛋白质量分数为 ２％的样品，加入微
量还原剂 ＤＴＴ，防止巯基被氧化，将样品和制备好的
硫代丙基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６Ｂ凝胶一起置于锥形瓶中，氮吹
排除整个体系中的空气，并在氮气流的环境中以 ｍ
（巯基）∶ｍ（配基）＝４∶５将样品与树脂在２５℃进行
２ｈ键合（置于摇床）反应。

键合结束，用缓冲液将未键合上的含半胱氨酸小

麦肽洗去，用 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含 ２５ｍｍｏｌ／Ｌ
ＤＴＴ，ｐＨ７．５）对键合上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洗
脱，每次０．５ｈ，室温置于摇床进行２次洗脱，取解析

图 １　巯基二硫键交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ａｎｄＳＨ

液。采用透析的方式去除洗脱液中 ＤＴＴ，透析 ４８ｈ。
透析后干燥得到富集的样品。

１．６　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采用 ＨＰＬＣ测定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相对分子质

量。选择安捷伦液相色谱系统，ＴＳＫｇｅｌＧ２０００ＳＷＸＬ

（３００ｍｍ×７．８ｍｍ，５μｍ）型色谱柱，配置有紫外检测
器和荧光检测器，流动相为 Ｖ（乙腈）∶Ｖ（水）∶Ｖ（三氟
乙酸）＝４５∶５５∶０．１，流速：０．５ｍＬ／ｍｉｎ，紫外检测波长
为２１４ｎｍ，荧光激发波长３９０ｎｍ，检测波长４７６ｎｍ，柱
温３０℃，时间４０ｍｉｎ，通过与标准样品出峰时间对比，
确定样品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对于还原的样品，在透析除去还原剂并保持低

ｐＨ的情况下，体系的巯基比较稳定，并以游离状态存
在，用 ｍＢＢｒ标记，其出峰的位置即代表含半胱氨酸
小麦肽，进而对相对分子质量进行测定。

１．７　亲疏水性测定
采用 Ｃ１８（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色谱柱，检测

器为紫外检测器和荧光检测器，流动相 Ａ相：超纯
水，含０．１％（体积分数）ＴＦＡ；Ｂ相：乙腈，含 ０．０８５％
（体积分数）ＴＦＡ，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紫外检测波长为
２１４ｎｍ，荧光激发波长 ３９０ｎｍ，检测波长 ４７６ｎｍ，柱
温２５℃，时间８０ｍｉｎ，采用梯度洗脱：０～５ｍｉｎ，５％
Ｂ→１０～６０ｍｉｎ，线性变换 Ｂ的浓度到 ６０％→６０～
６５ｍｉｎ，线性变换 Ｂ的浓度到１００％→６５～７０ｍｉｎ，线
性变换 Ｂ的浓度到５％→７０～７５ｍｉｎ，保持 Ｂ的浓度
为５％。根据液相谱图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亲疏
水性进行分析。

１．８　数据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５和 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２２．０进行分析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巯基含量
小麦面筋蛋白中总巯基含量为（２００±２０）μｍｏｌ／ｇ

蛋白（表１）。胃蛋白酶在酶解小麦面筋蛋白的过程
中，选择性酶切，因此有一部分较大分子的含半胱氨

酸小麦肽会随离心力的作用而进入沉淀中，造成含半

胱氨酸小麦肽的损失，所以胃蛋白酶酶解样品（ｐｅｐ
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ｈ）中巯基的含量比其他几种处理方式
所得的巯基含量低。经过还原，二硫键被打断，分子

内部的结构变得松散，胃蛋白酶能更好地对大分子肽

段进行酶解，因此先还原后酶解样品（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ｅｐ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ｓ，ＲＰｈ）中巯基含量高。对于先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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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原样品（ｐｅｐ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ｈＲ），酶
解之后一部分大分子变为小分子，再经过还原剂的作

用，使得原本因二硫键连接在一起的大分子肽段转变

为小分子肽段，在离心操作中原本进入沉淀的大分子

肽段进入上清液，提高了上清液中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的含量与得率，因此巯基含量提高。

表 １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巯基含量

单位：μｍｏｌ／ｇ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ｌｆｈｙｄｒｙ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ｌｕｔｅ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小麦蛋白
胃蛋白酶

酶解（Ｐｈ）
还原后

酶解（ＲＰｈ）
酶解后

还原（ＰｈＲ）

２００±２０ａ １４０．９２±１０．９８ｂ １９５．１０±１２．７９ａ １９７．５４±１０．９８ａ

由表１可知，除了 Ｐｈ样品外各组数据之间没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与单纯酶解相比，还原步骤
能很好地增强酶解的效果使得酶解过程中进入沉淀

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转入上清液，提高上清液含半胱

氨酸小麦肽的含量与得率。对于还原剂 ＤＴＴ而言，
先还原或后还原所得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巯基的含

量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２种处理方式都能够很
好地将体系中二硫键还原为巯基。

２．２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相对分子质
量分布

Ｐｈ、ＲＰｈ和 ＰｈＲ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如图 ２所
示。几种处理方式得到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相对分

子质量从３００～１０ｋＤａ均有分布，但相比于小麦面
筋蛋白相对分子质量（醇溶蛋白 ３０ｋ～６０ｋＤａ，麦谷
蛋白８００００至数百万 Ｄａ［２０］）小了很多。对于 Ｐｈ样
品，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５０００Ｄａ的组分大约占
５７．３６％；而 ＲＰｈ中，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５０００Ｄａ的
组分占比降低为 ２９．８０％，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
３００Ｄａ组 分 占 比 由 原 来 Ｐｈ中 ８．８５％ 提 高 到
１６．７０％，这可能是因为 ＲＰｈ样品先经过还原剂的处
理之后，小麦面筋蛋白分子中的二硫键被打断，结构

变得比较松散，更有利于酶切位点的暴露，使得胃蛋

白酶酶解更加彻底；相比前 ２种样品 ＰｈＲ样品相对
分子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组分的占比高达 ４８．３４％，相对
分子质量 ＜１０００Ｄａ的组分占比为 ４．２７％，小于还
原酶解样１６．７０％，这与透析该步骤有关，酶解后的
相对分子质量比还原后的相对分子质量更小，选择

５００Ｄａ的透析袋透析，在透析的过程中相对分子质
量较小的肽段会损失，所以小分子占比降低。而相比

较 ＲＰｈ样品在酶解之前便透析除去了还原剂与较小

分子的肽段，再经过酶解之后所产生的小分子肽段主

要是胃蛋白酶酶解大分子蛋白所得。

图 ２　酶解肽段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对各个时间段的相对分子质量曲线进行积分，各

个相对分子质量段的占比如表 ２所示。其中 Ｉ（０～
１４．３８ｍｉｎ）；ＩＩ（１４．３８～１７．８４ｍｉｎ）；ＩＩＩ（１７．８４～
２０４１ｍｉｎ）。

表 ２　各个组分相对分子质量占比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酶解样品 组分 Ｉ 组分 ＩＩ 组分 ＩＩＩ

Ｐｈ ５７．３６ ３２．６７ ８．８５

ＰｈＲ ４８．３４ ４３．３８ ４．２７

ＲＰｈ ２９．８０ ４９．３４ １６．７０

从图１中也可以看出，经过透析之后还原剂 ＤＴＴ
的峰消失，说明透析能很好地除去 ＤＴＴ。
２．３　共价色谱静态吸附法富集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由２．１小节可知小麦面筋蛋白巯基含量为（２００±
２０）μｍｏｌ／ｇ蛋白，ＲＰｈ样品中的巯基含量为（１９５．１０±
１２７９）μｍｏｌ／ｇ蛋白，采用４ＤＰＳ法测定了巯丙基树脂
富集后的样品的巯基含量为（９９４．９５±９３１）μｍｏｌ／ｇ
蛋白。说明经过巯丙基树脂的富集，含半胱氨酸小麦

肽得到富集，巯基含量上升约为原来的５倍。
对图３ａ各个组分的面积进行分析，与未富集的

样品相比，经过富集的样品 Ｉ组分占比明显增大，由
２９．８０％增至４８．４６％，相对分子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的组
分相对于其他组分得到了更好地富集，说明巯丙基树

脂富集的主要是较大相对分子质量的含半胱氨酸小

麦肽，这可能是因为大分子肽段相比于小分子肽段所

带的巯基部分更易与树脂上的特异性基团作用；ＩＩ组
分在富集之前与富集之后占比分别为 ４９．３４％与
４１．６２％，占比有所下降；ＩＩＩ组分由于相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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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太小随着洗脱液洗出而损失，所以在３个组分中富集
程度最小，仅占７．９３％。

ａ相对分子质量分布；ｂ亲疏水性分析

图 ３　巯丙基树脂富集半胱氨酸肽段的 ＨＰＬＣ表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ｗｉｔｈ

ｍｅｒｃａｐｔｏｐｒｏｐｙｌｒｅｓｉｎｂｙＨＰＬＣ

在２０～６０ｍｉｎ内随着时间的增加，有机相的比
例在不断增加，出峰时间越晚，组分的疏水性越大。

由图３ｂ可知，经过富集的样品疏水性增加，亲水性
降低。这与富集样品中相对分子质量大的组分占比

较大有一定的关系，相对分子质量越大，出峰时间越

晚，疏水性越强。

２．４　小麦面筋蛋白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表征
２．４．１　ｍＢＢｒ标记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利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探究酶解生成的含半胱

氨酸小麦肽是否具有独特的亲疏水性。对未富集与

富集的样品进行 ｍＢＢｒ荧光标记（图 ４），对比没有用
ｍＢＢｒ标记的样品，发现未富集与富集的样品在不经
过 ｍＢＢｒ荧光标记时，在荧光的检测波长下均没有荧
光特性的特征峰出现，样品本身不产生荧光性，荧光

标记试剂对巯基肽具有特异性。

从图４可以看出，标记之后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在３０～５０ｍｉｎ之间均有荧光图谱，亲疏水性并不单
一。对比未富集样品与富集样品的荧光谱图，荧光的

面积明显增大，说明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达到了富集。

将图谱分为 ３个组分 Ｉ、ＩＩ、ＩＩＩ，组分 Ｉ的亲水性最好，
组分 ＩＩＩ疏水性最强。对比富集前后３个组分的占比
发现，富集样品中组分 Ｉ的占比为１５．６３％，大于未富
集 ３．２８％，组 分 ＩＩＩ占 比 则 由 ６１．２１％ 下 降 为

３３．５２％，说明该树脂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中亲水性
的组分富集程度要大于疏水性组分。

２．４．２　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表征
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用 ｍＢＢｒ标记后的荧光图谱

与含半胱氨酸小麦肽本身的紫外图谱如图５所示。

图 ４　ｍＢＢｒ标记含半胱氨酸肽的 ＨＰＬＣ表征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ＢＢｒｌａｂｅｌｅｄ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ｂｙＨＰＬＣ

从图５ａ可以看出，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相对分
子量在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Ｄａ均有分布，对比图５ａ中紫外
图谱与荧光图谱，发现相对分子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的组
分在紫外图谱中占 ４８．０２％，但在荧光谱图中仅占
８．９７％，而 ＜１０００Ｄａ的组分在荧光谱图中面积的占
比为 ５１．９２％，远大于在紫外谱图中的面积占比
（１０．３６％），这说明小分子组分对于含半胱氨酸小麦
肽标记后的荧光值的贡献高，即相对分子质量

＜１０００Ｄａ的组分中巯基的含量更高。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来分析肽段的亲疏水性，出

峰时间主要在３５～５０ｍｉｎ（图 ５ｂ），通过标记后的荧
光图谱可以看出，标记组分的亲疏水性与富集组分的

亲疏水性基本一致。结合相对分子质量分析，含半胱

氨酸小麦肽含量高的肽段主要是相对分子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中疏水的组分，可以利用该性质指导含半
胱氨酸小麦肽的进一步分离富集。

３　结论

通过不同的酶解方式制备了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研究了还原处理对于含半胱氨酸小麦肽制备的影响，

采用巯丙基树脂对含半胱氨酸小麦肽进行共价色谱

静态吸附并结合 ｍＢＢｒ进行标记与表征。结果表明，
还原处理能很好地将二硫键转化为巯基，还原的先后

顺序对所制备的含半胱氨酸小麦肽中巯基含量影响

不大，巯基含量均在（２００±２０）μｍｏｌ／ｇ蛋白范围内。
经过树脂富集之后巯基含量由原来的（２００±２０）
μｍｏｌ／ｇ蛋白提高到（９９４．９５±９．３１）μｍｏｌ／ｇ蛋白，富



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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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半胱氨酸肽的 ＨＰＬＣ表征

Ｆｉｇ．５　ＨＰＬ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集之后相对分子质量 ＞５０００Ｄａ组分的占比增大，疏
水性增大。ｍＢＢｒ能很好地标记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经
标记发现经过富集的肽段中 ＜５０００Ｄａ的组分占比
低，但对于荧光的贡献值大，且疏水性组分的贡献要大

于亲水性组分。这些发现为含半胱氨酸小麦肽的制备

与分离提供了依据。但是，在关于含半胱氨酸小麦肽

的研究中，除了改进酶解方法之外，对相对分子质量 ＜
５０００Ｄａ疏水性的组分需要进一步的分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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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１９９３，７９（４）：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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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ＨＥＭＵＸ，ＳＥＲＲＡＡ，ＤＡＲＷＩＳＤＡ．ｅｔ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ｏｍ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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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ｏ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ｌａｒｇ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ｂｙｔｈｉｏｌ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ａｓｏｌｉ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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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３２７
引用格式：芦鑫，贾聪，王瑞丹，等．芝麻降压与抗氧化肽 ＱＣＫＨ的构效关系、分子拼接及理化性质研究［Ｊ］．食品与发酵工业，

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７０－７７．ＬＵＸｉｎ，ＪＩＡＣｏｎｇ，ＷＡＮＧＲｕｉｄ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ｎＡＣ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ｅｓａｍ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ＱＣＫＨ［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７０－７７．

芝麻降压与抗氧化肽 ＱＣＫＨ的构效关系、分子拼接及理化性质研究
芦鑫１，２，贾聪１，２，王瑞丹１，２，高锦鸿１，２，张丽霞１，２，孙强１，２，赵谋明３，黄纪念１，２

１（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农副产品加工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２（河南省农产品生物活性物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３（华南理工大学 轻工与食品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　为揭示芝麻 ７Ｓ蛋白源的降血压与抗氧化双活性肽 ＱＣＫＨ的构效关系、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ａｎｇｉｏｔｅｎ

ｓｉｎＩ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Ｅ）作用机理、理化特性，采用比较分子相似性指数分析法（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ＳＩＡ）研究构效关系，利用分子拼接揭示 ＱＣＫＨ与人体 ＡＣＥ的作用位点，并预测其体内

吸收代谢特性，评价外部因素对其活性的影响。结果显示：ＱＣＫＨ的降压性与抗氧化性分别与 Ｈｉｓ４和 Ｃｙｓ２有

关，氢键与电荷极性是影响活性的主要因素。ＱＣＫＨ通过与 ＡＣＥ的活性口袋 Ｓ１（Ａｌａ３５４、Ｔｙｒ５２３），Ｓ２（Ｇｌｎ２８１、

Ｈｉｓ３５３、Ｌｙｓ５１１、Ｈｉｓ５１３、Ｔｙｒ５２０），活性中心Ｚｎ２＋及其四面体配位中Ｈｉｓ３８７和Ｇｌｕ４１１发生作用，影响ＡＣＥ空间结构，

引起抑制。ＡＤＭＥＴ预测 ＱＣＫＨ可以经口吸收，不影响体内正常的代谢，安全性高。ＱＣＫＨ在酸性与中性条件下活

性稳定，在６０℃下也能保持稳定，然而对紫外敏感。研究结果为 ＱＣＫＨ的结构修饰与应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芝麻 ７Ｓ球蛋白；吸收代谢预测；安全性评价；稳定性评价；氨基酸残基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ｏ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ｎＡＣ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ｅｓａｍ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ＱＣＫＨ

ＬＵＸｉｎ１，２，ＪＩＡＣｏｎｇ１，２，ＷＡＮＧＲｕｉｄａｎ１，２，ＧＡＯＪｉｎｈｏｎｇ１，２，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１，２，
ＳＵＮＱｉａｎｇ１，２，ＺＨＡＯＭｏｕｍｉｎｇ３，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ｉａｎ１，２

１（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Ｈｅｎ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Ｈｅｎ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
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Ｉ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Ｅ），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ｎＡＣ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
ｄａｎｔｐｅｐｔｉｄｅＱＣＫＨ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ｓａｍｅ７Ｓ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ＳＩＡ）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ＱＣＫＨ．Ｔｈｅ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ｏｃ
ｋｉｎｇ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ｏ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ＱＣＫ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ｏｆＱＣＫＨｗｅ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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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ＱＣＫＨｗａｓｓｔ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ａｃｉｄａｎｄｎｅｕｔ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ｓｔａ
ｂｌｅｂｅｌｏｗ６０℃．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ｗａ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ＵＶ．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ＣＫ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ｓａｍｅ７Ｓ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ｒｅｓｉｄｕｅ

　　目前，高血压成为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疾病
之一，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达２．４５亿，高血压前期患
者高达４．３５亿［１］

。为治疗高血压，研究者开发出抑

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Ｉ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
ｚｙｍｅ，ＡＣＥ）活性的降压药物，尽管药物有明确药效，
但会引发皮疹、咳嗽、味觉障碍等副作用

［２－４］
。由于

食源 ＡＣＥ抑制肽具有高安全性、高耐受性等优点，因
而成为预防与治疗高血压的研究热点

［５］
。

研究发现，氧化应激与高血压密切相关。氧化应

激通过干扰血压调节的信号通路，加剧血管内皮功能

障碍
［６］
，攻击低密度脂蛋白导致胆固醇在血管壁沉

积，促进高血压发生发展；另一方面，高血压加重血管

损伤，促进细胞内自由基形成，加重氧化应激
［７－８］

。

控制氧化应激对于缓解高血压有积极作用，因此，具

有降压与抗氧化的双活性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目前，关于降压与抗氧化的双活性肽研究较少，

多处于活性发现阶段，如 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ＲＡ等［９］
从扁

豆蛋白水解物中发现具有降压与抗氧化的双活性肽；

ＴＡＮＺＡＤＥＨＰＡＮＡＨ等［１０］
合成出具有降压与抗氧化

的活性肽 ＫＤＥＤＴＥＥＶＰ和 ＫＤＥＤＴＥＥＶＨ。有关降压
与抗氧化的双活性肽的构效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较

少，有必要开展相关研究。

芝麻蛋白是抗氧化肽 与 ＡＣＥ抑 制 肽 的 前
体

［１１－１２］
。课题组前期从芝麻蛋白水解产生的多肽

中，筛选出具有降血压与抗氧化的双活性肽 ＱＣＫＨ。
本文通过比较相似性指数分析法（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ＳＩＡ）研究其降压与
抗氧化活性的构效关系，并利用分子拼接分析其与人

体血管紧张素蛋白转换酶（１Ｏ８６）的结合位点，利用
ＡｄｍｅｔＳＡＲ和 ＴｏｘｉｎＰｒｅｄ对其理化特性、代谢、安全性
进行评价，随后开展环境稳定性研究，以期为后续结

构修饰与应用提供理论参考，推动双活性肽构效关系

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

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２，２′联氮双３乙基苯并噻唑啉
６磺酸（２，２′ａｚｉｎｏｂｉｓ（３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ｏ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ｎｅ６ｓｕｌｆｏｎ
ｉｃａｃｉｄ），ＡＢＴＳ）、２，４，６三吡啶基三嗪（２，４，６Ｔｒｉｓ
（２ｐｙｒｉｄｙｌ）Ｓｔｒｉａｚｉｎｅ，ＴＰＴＺ）、马尿酰组氨酰亮氨
酸水合物（ＮＨｉｐｐｕｒｙｌＨｉｓＬｅｕｈｙｄｒａｔｅ，ＨＨＬ）、ＡＣＥ、
邻苯二甲醛（Ｏｐｈｔｈａｌ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ＯＰＡ），美国 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超滤膜 ＵＥ００３（截留分子质量 ３０００
Ｄａ）、反渗透膜 ＲＯ４，中科瑞阳膜技术有限公司；其他
试剂，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ＴＧＬ２０ＭⅡ高速冷冻离心机，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Ｍ酶标仪，瑞士 Ｔｅｃａｎ集团有限公司；
ＵＶ６３００双光束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
仪器有限公司；ＸＳ２０５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
限公司；ＬＣ５００型制备液相，杭州旭昱有限公司等。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芝麻活性肽 ＱＣＫＨ分离纯化与鉴定

低温芝麻饼粕采用索氏抽提脱油（溶剂为沸程

３０～６０℃石油醚）后，按照袁东振等［１３］
方法从低温

芝麻饼粕制备芝麻蛋白，参考周存山等
［１４］
方法进行

体外模拟消化，中和酶解液，冷却室温后，８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液采用 ＵＥ００３膜过滤，透过液随
即利用反渗透膜 ＲＯ４浓缩，采用 ＬＣ５００制备液相分
离并采用液质联用仪进行结构鉴定

［１１］
，获得 ＱＣＫＨ，

其含量为０．０３７２％。经蛋白质信息库检索，发现该
肽段是芝麻 ７Ｓ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ＩＤ：Ｑ９ＡＵＤ０＿ＳＥＳＩＮ）中的
ＤＰＥＬＫＱＣＫＨＱＣＫＡＱ３２～３５的片段。
１．３．２　多肽设计与合成

为揭示 ＱＣＫＨ的活性中心与构效关系，将该多
肽分成２个区域：Ｎ端和 Ｃ端，设计 ＱＣ和 ＫＨ，比较
抗氧化与降血压活性，初步确立活性中心位置。随后

在控制肽链长度的前提下，考察 Ｎ末端、Ｃ末端、Ｃ端
第 ２位氨基酸类型对活性影响，设计下面多肽
ＳＣＫＨ、ＡＣＫＨ、ＦＣＫＨ、ＲＣＫＨ、ＥＣＫＨ、ＱＣＫＲ、ＱＣＫＥ、
ＱＣＫＤ、ＱＣＤＨ、ＱＣＥＨ、ＱＣＥＤ、ＱＣＩＶ，并固态合成（无
锡亚肽公司合成），纯度为９５％。
１．３．３　构效关系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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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采用 ＳＹＢＹＬＸ软件中 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模块将
１３．２中的多肽录入软件，多肽电荷模式采用
ＭＭＦＦ９４模拟，能量优化采用 ＭＭＦＦ９４力场的 Ｐｏｗｅｌｌ
共轭梯度算法（最大运算次数为 １００００，能量优化终
止标准 ０．０００５ｋｃａｌ／ｍｏｌ?）［１１］。分别采用 ＡＣＥ抑
制活性最高的 ＳＣＫＨ、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最高的
ＱＣＩＶ、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最高的 ＱＣＫＨ为
模板，Ｃ为骨架，构建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分子叠加图见
图１。偏最小二乘法（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ＬＳ）和留
一法交叉验证程序（ｌｅａｖｅｏｎｅｏｕｔ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ＬＯＯ）对构效模型进行评价，模型成立的标准是：交叉
验证系数（Ｑ２）＞０５，误差预测标准差（Ｒ２）＞０．６［１５］。

图 １　ＱＣＫＨ及其衍生肽分子叠加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ＱＣＫＨ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１．３．４　分子拼接
为揭示 ＱＣＫＨ抑制 ＡＣＥ活性的途径，通过分子

拼 接 软 件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
（ＭＯＥ２０１５）分析 ＱＣＫＨ与人体血管紧张素蛋白转
换酶中氨基酸残基结合情况。从 ＲＣＳＢＰＤＢ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ｃｓｂ．ｏｒ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Ｏ８６）下载含有赖
诺普利的人体血管紧张素蛋白转换酶的 ＰＤＢ文件，导
入 ＭＯＥ２０１５软件，质子化后，除去水分子，作为模板，
打开 ＭＯＥ２０１５中 Ｄｏｃｋ模块，将 ＱＣＫＨ作为配体载
入，拼接方法设置为 Ｐｒｏｘ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优化设置为 Ｒｉｇ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得分方式选用 ＬｏｎｄｏｎｄＧ和 ＧＢＶ／ＷＳＡｄＧ，
从３０个构型中选取５个最佳构型［１６］

。

１．３．５　ＱＣＫＨ生理活性与安全性预测
ＱＣＫＨ的生理活性采用 ＡｄｍｅｔＳＡＲ２．０（ｈｔｔｐ：／／

ｌｍｍｄ．ｅｃｕｓｔ．ｅｄｕ．ｃｎ／ａｄｍｅｔｓａｒ２／）预测，选取人体肠道
吸收（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ＨＩＡ）和人体口服生
物利用度（ｈｕｍａｎｏｒａｌ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Ｂ）表征吸收
特性，选取血脑屏障（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ＢＢ）、血浆蛋白结合率 （ｐｌａｓｍ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ＰＢ）、Ｐ糖蛋白底物与抑制剂来表征分布特性，选取
细胞色素４５０（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Ｐ４５０，ＣＹＰ）底物与抑制活
性表征代谢特性，选取致癌性和急性经口毒性表征毒

性
［１７］
。此外，对毒性及理化特性还采用 ＴｏｘｉｎＰｒｅｄ

（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ｓ．ｉｉｉｔｄ．ｅｄｕ．ｉ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ｔｏｘｉｎｐｒｅｄ／ｄｅ
ｓｉｇｎ．ｐｈｐ）预测，预测方法基于 ＳｗｉｓｓＰｒｏｔ［１８］。
１．３．６　ＱＣＫＨ稳定性试验
１．３．６．１　热稳定试验

将 ＱＣＫＨ配制成 ２ｍｇ／ｍＬ的测试液，分别置于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和１００℃水浴加热 ３ｈ，冷却
至室温，测定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
除率、ＡＣＥ抑制率。
１．３．６．２　酸、碱稳定性试验

配制２ｍｇ／ｍＬＱＣＫＨ溶液，分别调节 ｐＨ为２、４、
６、８、１０和１２，在２０℃静置３ｈ，测定其 ＤＰＰＨ自由基
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ＡＣＥ抑制率。
１．３．６．３　紫外线稳定性试验

配制２．０ｍｇ／ｍＬ的 ＱＣＫＨ溶液，置于１５Ｗ紫外
灯（２５７ｎｍ）下１０ｃｍ处，室温下照射 ４８ｈ，每隔 ４ｈ，
测定其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ＡＣＥ抑制率［１９］

。

１．３．７　抗氧化活性测定
采用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自由

基清除率来评价多肽抗氧化活性，参照ＬＵ等［１１］
的方

法，测定多肽溶液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
由基清除率，利用 ＳＰＳＳ２５中 ｐｒｏｂｉｔ模块计算 ＩＣ５０，即
自由基清除率达到５０％对应的多肽浓度。
１．３．８　ＡＣＥ抑制活性测定

参考 ＬＩ等［２０］
的方法，取 ２０μＬ的多肽溶液与

４０μＬＡＣＥ（１２．５ｍＵ／ｍＬ）和 ４０μＬ４．６６ｍｍｏｌ／Ｌ
ＨＨＬ溶液（０．４ｍｍｏｌ／ＬｐＨ８．５磷酸缓冲液含 ０．６
ｍｏｌ／ＬＮａＣｌ）混合，在３７℃反应 １ｈ后，加入 １５０μＬ
１．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终止反应，再加入 ４０μＬ体积
分数 ２％的 ＯＰＡ甲醇溶液室温反应 ２０ｍｉｎ，随后加
入４０ｍＬ６ｍｏｌ／ＬＨＣｌ溶液终止反应。将反应液按体
积比１∶１５加入蒸馏水稀释后，倒入荧光比色皿，设定
激发波长３４０ｎｍ，发射波长４５５ｎｍ，狭缝宽度 ５ｎｍ，
测定荧光强度。按照公式（１）计算 ＡＣＥ抑制率：

ＡＣＥ抑制率／％ ＝ １－ａ－ｃ
ｂ－( )ｄ ×１００ （１）

式中：ａ，含有多肽、ＡＣＥ和 ＨＨＬ溶液的荧光强度；ｂ，
ＡＣＥ和 ＨＨＬ溶液的荧光强度；ｃ，多肽和 ＨＨＬ溶液的
荧光强度；ｄ，ＨＨＬ溶液的荧光强度。

测定系列多肽浓度对应的 ＡＣＥ抑制率采用
ＳＰＳＳ２５中 ｐｒｏｂｉｔ计算 ＩＣ５０，即抑制 ＡＣＥ活性 ５０％
时，对应的多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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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数据处理
无特殊说明，所有试验平行测定３次。单因素方

差分析由 ＳＰＳＳ２５（Ｄｕｎｃａｎ算法）运算，显著水平
００５，高度显著水平 ０．０１。同一曲线上带有相同小
写字母的数据间在０．０５水平无显著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ＱＣＫＨ构效关系
结合前人研究，分析 ＱＣＫＨ的氨基酸组成，推测

Ｃｙｓ２与Ｈｉｓ４可能与ＱＣＫＨ的抗氧化活性相关，Ｃｙｓ的巯
基与Ｈｉｓ的咪唑基提供孤对电子给自由基，中和自由基

反应，起到抗氧化作用
［２１－２２］

。另外，前人报道 ＡＣＥ抑制
肽ＰＫＨＰ，ＲＰＫＨＰＩＫＨＱ，ＶＥＱＫＨＩＱＫＥ，ＭＮＶＫＨＷＰＷＭＫ

等
［２３－２６］

，表明ＱＣＫＨ中Ｌｙｓ３和Ｈｉｓ４对其降压活性可能
起作用。

为验证上述推测，合成 ＱＣ与 ＫＨ并检测活性，
结果显示 ＱＣ与 ＫＨ均有 ＡＣＥ抑制与抗氧化活性，这
表明以上 ２种多肽片段均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有贡献
（表１）。相较于 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活性与抗氧化活
性，ＱＣ与 ＫＨ的抗氧化活性均弱于 ＱＣＫＨ，上述结果
说明 ＱＣ与 ＫＨ结合形成 ＱＣＫＨ的空间结构与电荷
分布提升了抗氧化活性。

表 １　ＱＣＫＨ及衍生多肽的 ＡＣＥ抑制与抗氧化活性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Ｃ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ＱＣＫＨ

多肽
ＡＣＥ抑制活性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活性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活性

ＩＣ５０／（μｍｏｌ·Ｌ
－１） ｐＩＣ５０ ＩＣ５０／（μｍｏｌ·Ｌ

－１） ｐＩＣ５０ ＩＣ５０／（μｍｏｌ·Ｌ
－１） ｐＩＣ５０

ＡＣＫＨ ６８．１０８±０．２８４ －１．８３３ ２６．９８９±０．６６１ －１．４３１ ６１．９３０±０．６７５ －１．７９２
ＥＣＫＨ ９８．２８８±０．７０２ －１．９９２ ２３．２１６±０．４５３ －１．３６６ ２４．５３６±０．３２５ －１．３９０
ＦＣＫＨ ３２．１５１±０．３２５ －１．５０７ １５２．３００±１．０６５ －２．１８３ ８９．８６７±０．６２５ －１．９５４
ＱＣＤＨ ５７．７２０±０．１８５ －１．７６１ ３４９．７８４±０．９８４ －２．５４４ ９８．３５６±０．３３５ －１．９９３
ＱＣＥＤ ９８６．６１２±３．６５２ －２．９９４ ３３．５６６±０．０７５ －１．５２６ ２３．９９４±０．３０９ －１．３８０
ＱＣＥＨ １４３．４３４±１．０２５ －２．１５７ ３１．９６６±０．７２３ －１．５０５ １８．６１７±０．３００ －１．２７０
ＱＣＩＶ １７２．４９７±０．５４２ －２．２３７ ２４．０５４±０．２５５ －１．３８１ ２３．５９４±０．１７９ －１．３７３
ＱＣＫＤ ４１８．２９６±１．９３５ －２．６２１ ２６．０５５±０．２２６ －１．４１６ １１４．０２５±０．８６９ －２．０５７
ＱＣＫＥ ９５１．７０４±１．１１６ －２．９７８ １９．０５９±０．１８６ －１．２８０ ２９．１００±０．２７５ －１．４６４
ＱＣＫＨ ４９．３３４±０．３５４ －１．６９３ １９．２３９±０．１６３ －１．２８４ １４．８４９±０．１１７ －１．１７２
ＱＣＫＲ １４２．７９７±０．７５６ －２．１５５ ２１．２３７±０．２６６ －１．３２７ １３６．０８２±１．００４ －２．１３４
ＲＣＫＨ ３６．３０７±０．２９５ －１．５６０ ３７０．５９５±２．９４５ －２．５６９ ７０９．４１４±２．３５５ －２．８５１
ＳＣＫＨ ２４．６９４±０．３３２ －１．３９３ ２７．９１９±０．５４６ －１．４４６ ４７．９８４±０．７０３ －１．６８１
ＱＣ ８．８６５±０．０９８ －０．９４８ ２８．９２１±０．３０７ －１．４６１ １９．６１５±０．４０１ －１．２９３
ＫＨ ４１．８２１±１．１２６ －１．６２１ ２２０．２５４±３．０２４ －２．５０６ １９８．６５３±０．９８５ －２．４７５

　　根据Ｑ２和Ｒ２，基于ＡＣＥ抑制活性与ＤＰＰＨ自由基
清除能力构建的 ＱＣＫＨ的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成立，而基于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构建的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的 Ｑ２

值与０．５接近，其准确性较差，故不予考虑（表２）。
表 ２　ＱＣＫＨ降压与抗氧化的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ＡＣ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ＣＫＨ

项目
ＡＣＥ抑
制活性

ＤＰＰＨ自由
基清除率

ＡＢＴＳ阳离子
自由基清除率

Ｑ２ ０．５４１ ０．５７３ ０．５０２

Ｒ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Ｆ值 ６２９．７３５ ４７１２９．２２２ １１７００００
预测标准误差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氢键影响
供体 ０．２１０ ０．２５８ ０．３１３
受体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５

疏水作用影响 ０．１８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６
空间位阻影响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２
电荷极性影响 ０．３４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５４

　　分析结构因素对降压与抗氧化的影响发现，氢键
是影响 ＱＣＫＨ降压与抗氧化活性的首要因素，该结

果与管骁等
［２７］
研究结果部分相符。推测 ＱＣＫＨ中氨

基酸残基通过氢键与 ＡＣＥ的活性位点结合，改变其
空间结构，造成 ＡＣＥ难以与人体血管紧张素 １结合，
起到抑制作用。同时，ＱＣＫＨ的氨基酸残基经氢键与
自由基连接，通过共振稳定自由基结构，起到抗氧化

作用
［２８］
。电荷极性对 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影响大于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这可能是多肽的电荷极性会影响
与 ＡＣＥ活性中心 Ｚｎ２＋结合，导致在 ＡＣＥ抑制活性上
产生差异

［２９］
。ＱＣＫＨ及其衍生肽均是 ４肽，分子尺

寸较小，易于进入 ＡＣＥ与其活性位点结合，同时，由
于结构简单，活性基团暴露，易于 ＤＰＰＨ自由基结合，
导致 ＱＣＫＨ空间位阻的影响较低。

ＱＣＫＨ的氨基酸残基通过氢键、电荷极性、疏水
作用、空间位阻对 ＡＣＥ抑制活性与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
除能力的影响见图 ２～图 ６。在图 ２中，氢键供体在
绿色区域有利于提高 ＡＣＥ抑制活性与抗氧化活性，
而氢键供体在红色区域不利于提高活性，由此推知，

Ｃ末端氨基酸残基侧链被氢键供体基团取代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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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ＡＣＥ抑制（图２ａ），这可能是 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
活性强于 ＱＣＫＥ的原因，ＱＣＫＥ中 Ｇｌｕ４的侧链上羰基
是氢键受体，ＱＣＫＨ中 Ｈｉｓ４侧链为咪唑基是氢键供
体。在 Ｎ端氨基酸残基侧链顶端有氢键供体，有利于
提高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这与 ＤＰＰＨ自由基中氢
键受体硝基有关。通过分子间氢键，多肽能更加稳定

与 ＤＰＰＨ连接，为后续发生电子转移提供有利条件。

ａ氢键供体对ＡＣＥ抑制活性影响；ｂ氢键供体对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影响

图 ２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中氢键供体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ｄｏｎｏｒ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

ｉｎ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

在图 ３中，氢键受体在绿色区域有利于提高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活性，反之，在红色区
域不利于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活性。Ｃ末
端羧基中羰基对于提升 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活性起到
重要作用（图３ａ）。

ａ氢键受体对 ＡＣＥ抑制活性影响；ｂ氢键受体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影响

图 ３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中氢键受体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

ＱＣＫＨｉｎ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

若要提高多肽的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
活性，绿色区域适宜带正电荷取代基，红色区域适宜

带负电取代基。由图４可知，Ｃ端氨基酸的羧基被带
正电基团取代会提高 ＡＣＥ抑制活性，推测通过阳离
子π相互作用，影响 ＡＣＥ中 Ｈｉｓ３８３和 Ｔｙｒ５２３，增加
抑制效果

［３０］
。对于 ＱＣＫＨ的抗氧化活性而言，Ｌｙｓ３

侧链带正电荷是有利因素（图 ４ｂ），这可能是在电荷
斥力的作用下，使缺电子带正电的自由基避开上述基

团，接近 Ｃｙｓ２的巯基，加速反应进行，显示更强的抗
氧化能力。ＱＣＫＨ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强于
ＱＣＤＨ也证实上述结论。

图５中，疏水基团出现在绿色区域内有利于提高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活性，反之，在红色区

ａ电荷极性对 ＡＣＥ抑制活性影响；

ｂ电荷极性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影响

图 ４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中电荷极性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ｉｎ

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

域内出现会降低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活
性。由图５可知，Ｎ端和 Ｌｙｓ３氨基酸残基侧链顶端含
有疏水氨基酸有利于增强 ＡＣＥ抑制活性，这同前人
报道 Ｎ端为疏水性芳香氨基酸的 ＡＣＥ抑制肽活性较
高的结论部分一致

［３１］
。Ｎ端氨基酸残基的 αＣ附近

区域为疏水基团有利于提升抗氧化活性，这可能是

ＤＰＰＨ自由基为非极性自由基，当多肽 Ｎ端有疏水基
团时，更有利于两者通过疏水相互作用靠近，增加

Ｃｙｓ２与 ＤＰＰＨ反应机率。

ａ疏水作用对 ＡＣＥ抑制活性影响；ｂ疏水作用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影响

图 ５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中疏水作用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ｉｎ

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

图６中，小体积取代基出现在红色区域、大体积
取代基出现在绿色区域都有利于提高 ＡＣＥ抑制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由图 ６ａ可知，增加 Ｃ端氨
基酸残基体积，有利于提高 ＡＣＥ抑制活性。上述结
论同 ＵＤＥＮＩＧＷＥ等［３２］

报道 Ｃ端为大侧链氨基酸的
ＡＣＥ抑制肽有较高活性的结论一致。适当减少 Ｎ端
氨基酸氨基体积，更容易暴露 Ｃｙｓ２的巯基基团，有利
于提高多肽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图６ｂ）。

ａ空间位阻对ＡＣＥ抑制活性影响；ｂ空间位阻对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影响

图 ６　ＣｏＭＳＩＡ模型中空间位阻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ｅ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ｉｎ

ＣｏＭＳＩＡ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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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ＱＣＫＨ的分子拼接
由图７ａ可知，ＱＣＫＨ与降血压药物赖诺普利在

ＡＣＥ中的位置基本吻合。由图 ７ｂ可知，ＱＣＫＨ通过
氢键与 ＡＣＥ上的 Ｔｙｒ５２０、Ｇｌｎ２８１、Ｌｙｓ５１１、Ｈｉｓ５１３、
Ｈｉｓ３５３、Ｔｙｒ５２３、Ａｌａ３５４、Ａｌａ３５６和 Ｇｌｕ４１１结合，通过
离子键同 Ｈｉｓ３８７、Ｌｙｓ５１１、Ｈｉｓ３５３和 Ｚｎ７０１结合，还通
过芳烃键与 Ｐｈｅ４５７、Ｈｉｓ３５３发生作用。前人报道，
ＡＣＥ催 化 活 性 受 活 性 口 袋 Ｓ１（Ａｌａ３５４、Ｇｌｕ３８４、
Ｔｙｒ５２３）、Ｓ２（Ｇｌｎ２８１、Ｈｉｓ３５３、Ｌｙｓ５１１、Ｈｉｓ５１３、
Ｔｙｒ５２０）、Ｓ１′（Ｇｌｕ１６２）和活性中心 Ｚｎ２＋（Ｈｉｓ３８３、
Ｈｉｓ３８７和 Ｇｌｕ４１１）的影响［３３］

。由此可知，ＱＣＫＨ主
要通过影响ＡＣＥ活性口袋Ｓ１、Ｓ２和Ｚｎ２＋的结构实现
对 ＡＣＥ的抑制。Ｈｉｓ４的羧基作为氢键受 体 同
Ｇｌｎ２８１，Ｔｙｒ５２０，Ｐｈｅ５１２，Ｌｙｓ５１１发生作用，验证了２．１
构效关系分析中 Ｃ端适宜由氢键受体构成的结论。

ａ空间拼接图（蓝色分子为 ＱＣＫＨ，绿色分子为赖诺普利）；

ｂ平面拼接图

图 ７　ＱＣＫＨ与 ＡＣＥ分子拼接图

Ｆｉｇ．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ｏｃｋｉｎｇｆｏｒＱＣＫＨａｎｄＡＣＥ

２．３　ＱＣＫＨ生理活性与安全性预测
活性肽在体内产生有益功能，必须能被肌体吸

收、输送与代谢，同时，还有低的毒副作用。因此，有

必要评价 ＱＣＫＨ的生理活性与安全性。由表 ３所
示，ＱＣＫＨ可以经口吸收；在血液中，与血浆蛋白结合

率低，这表明 ＱＣＫＨ在血液中较稳定，有利于药效发
挥；高血脑屏障、非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酶系底物（除
ＣＹＰ３Ａ４）、无抑制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活性，这表明 ＱＣＫＨ
既不影响中枢神经，也不干扰正常的细胞活动；

ＱＣＫＨ预测无致癌性与无毒性，安全性高。上述结果
表明，ＱＣＫＨ可以作为功能因子应用于保健食品。然
而，基于 Ｌｉｐｉｎｓｋｉ类药五原则，ＱＣＫＨ氢键受体和可
旋转键偏多，且脂水分配系数偏低，需要分子修饰以

简化结构和提高脂溶性。

表 ３　ＱＣＫＨ生理活性、理化特性与安全性预测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

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ＱＣＫＨ

项目 特性 项目 特性

ＨＩＡ －（０．４０９） 毒性 无毒性

ＨＯＢ ＋（０．５１４） 空间位阻 ０．４９０
ＢＢＢ ＋（０．９４６） 疏水性 －０．５４０
ＰＰＢ／％ ０．４１２ 亲水性 ０．４３０
Ｐ糖蛋白底物 ＋（０．５５２） 双亲性 １．５９０
Ｐ糖蛋白抑制 －（０．４３２） 电荷 １．５００
ＣＹＰ３Ａ４底物 ＋（０．５５４） 等电点 ８．５７０
ＣＹＰ２Ｃ９底物 －（０．８０６） 摩尔分子量 ５１４．６５０
ＣＹＰ２Ｄ６底物 －（０．８３６） 氢键受体 ９
ＣＹＰ抑制活性 －（０．９７３） 氢键供体 ９
致癌性 Ｎ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０．６５２） 可旋转键 １７

急性经口毒性／（ｋｇ·ｍｏｌ－１） １．９２２ 脂水分配系数（ＡｌｏｇＰ） －２．８６０

　　注：括号中数字为预测概率

２．４　ＱＣＫＨ的环境稳定性
由图８可知，温度会显著影响 ＱＣＫＨ的活性，其

中对于抗氧化活性的影响要大于降压活性的影响。

随着加热温度升高，ＱＣＫＨ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迅速下降，而降压活性下降较

为平缓。产生上述变化的原因可能是 ＱＣＫＨ的抗氧
化活性主要受 Ｃｙｓ２的影响，随着温度上升，性质活泼
的巯基更易氧化脱氢，同时，还会形成分子间二硫键，

从而降低抗氧化活性
［３４］
。虽然 ＱＣＫＨ的降压活性与

巯基无关，但通过二硫键连接的二聚体，改变原有的

空间结构并增加体积，从而削弱与 ＡＣＥ结合的能力，
导致 ＡＣＥ抑制活性下降。

ｐＨ对 ＱＣＫＨ活性影响的见图 ９。当 ｐＨ＜６时，
ＱＣＫＨ的抗氧活性无显著差异，进入碱性环境时，
ＱＣＫＨ的抗氧化活性显著下降。这可能是一方面
ＱＣＫＨ在碱性条件下，发生消旋，从而引起肽链构象
发生改变，影响活性

［３５］
；另一方面，ＱＣＫＨ中 Ｃｙｓ２巯

基发生解离，从而降低活性
［３６］
。与抗氧化活性不同，

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活性在 ｐＨ８达到最强，随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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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图 ８　温度对 ＱＣＫＨ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

下降趋势。这可能与 ＱＣＫＨ的等电点有关，ＱＣＫＨ的
等电点为 ８．５７，在 ｐＨ为 ８时，大部分 ＱＣＫＨ中 Ｈｉｓ
羧基为负电荷，由 ２．２小节可知，这有利于 ＱＣＫＨ抑
制 ＡＣＥ活性，然而，随着 ｐＨ的继续升高，Ｇｌｎ１的氨
基失氢，不能作为氢键供体，减弱与 ＡＣＥ结合能力，
从而降低 ＡＣＥ抑制活性；加之，碱性导致肽链消旋，
改变空间结构，也影响 ＡＣＥ抑制活性。

图 ９　ｐＨ对 ＱＣＫＨ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

紫外照射对 ＱＣＫＨ的活性影响见图 １０。随着紫
外照射时间延长，ＱＣＫＨ的 ＡＣＥ抑制活性与抗氧化
活性均显著下降。紫外线作用导致多肽外层电子从

基态跃迁到激发状态，导致羟基、巯基、氨基上的氢发

生电离，从而改变原有结构，影响活性
［３７］
。此外，紫

外线照射导致水分子裂解产生羟自由基
［１９］
，也会加

速 ＱＣＫＨ抗氧化能力的消耗，从而导致出现抗氧化
活性下降大于 ＡＣＥ抑制活性现象。

３　结论

综上所述，ＱＣＫＨ的抗氧化与降血压活性与Ｃｙｓ２
和 Ｈｉｓ４有关，经 ＣｏＭＳＩＡ建模发现，ＱＣＫＨ的抗氧化
与降血压活性主要受氢键、电荷极性、疏水作用影响。

ＱＣＫＨ通过氢键与离子键与 ＡＣＥ的活性口袋 Ｓ１和
Ｓ２、活性中心 Ｚｎ２＋发生作用，改变 ＡＣＥ空间结构，起

图 １０　ＵＶ照射对 ＱＣＫＨ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Ｖ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ＱＣＫＨ

到抑制 ＡＣＥ活性的作用。ＡＤＭＥＴ预测 ＱＣＫＨ可以
经口吸收，不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安全性高。

分析环境因素影响发现，在常温、中性、避光条件下，

ＱＣＫＨ的抗氧化与降血压活性基本稳定，且在环境因
素作用时，ＱＣＫＨ降血压活性比抗氧化活性稳定。

在后续研究中，ＱＣＫＨ应通过分子修饰，以达到
简化结构、提高脂溶性、改善肠道吸收能力；在加工过

程中，应避免高温、极端 ｐＨ与光照，以减少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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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豆芋块茎提取物有效成分及其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陈，卢路路，邓珂，许光治，张有做，倪勤学

（浙江农林大学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１３００）

摘　要　为探究美国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有效成分含量及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利用紫外法测定美国豆芋
块茎不同极性提取物中总生物碱、总糖、总皂苷、总黄酮和异黄酮含量，并利用不同体外抗氧化体系测定其抗氧

化活性和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结果表明，甲醇提取物中总皂苷、总黄酮和异黄酮含量最高，甲醇提取物
抗氧化和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明显强于其他提取物（Ｐ＜０．０５）。对甲醇提取物进一步分级得石油醚相、乙酸乙
酯相、正丁醇相和水相，发现乙酸乙酯相中总皂苷（５．３０％）、总黄酮（１３．２２％）、异黄酮（１５．８９％）含量均最高，抗氧
化活性（ＤＰＰＨ自由基、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５５．５７３和 ４．５４３μｇ／ｍＬ，ＦＲＡＰ值为 ５０．１３４
μｍｏｌ／ｍｇ）和 α葡萄糖苷酶抑制能力最强清除能力的（ＩＣ５０为４３０．０４２μｇ／ｍＬ）。美国豆芋块茎抗氧化活性主要与
总糖和总皂苷有关，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与总糖、总皂苷、总黄酮和异黄酮都密切相关。该研究为美国豆芋块
茎在天然抗氧化剂和降血糖方面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合理开发和利用美国豆芋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美国豆芋；块茎；有效成分；抗氧化；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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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豆芋 （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为多年生
豆科土鬫儿属植物［１］

，别名美国花生、菜豆，地下块

茎作为无性繁殖或食用，是天然的高蛋白、高钙食

品
［２－３］

。美国豆芋具有抗肿瘤、抑制高血压
［４］
和降低

患癌风险
［５－６］

等特殊功效，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保健食

品原料。美国豆芋原产于北美洲，后流传至日本，于

２００９年成功引种至中国，经推广在浙江省杭州、温
州、金华和宁波等地区有栽培种植。国内对其研究主

要分析了美国豆芋生理生化特性
［７－８］

；国外对美国豆

芋的研究更为深入，不仅对营养成分方面有所探索，

发现了具有抗糖尿病、调节心脑血管系统等功能的

ＤＤＭＰ皂苷［９］
，也对其降血压降血糖方面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美国豆芋具有降血糖、降血压的功效
［１０］
。

欧美及日本民间就有饮用美国豆芋花茶来预防高血

压、高血糖等现代疾病的习惯。本课题组前期比较了

美国豆芋茎、叶和花等地上部位的有效成分含量及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发现美国豆芋花具有较强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１１］

。本试验在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对美国豆芋块茎的有效成分含量、抗氧化以及

α葡萄糖苷酶抑制能力进行探究，筛选出最佳活性部
位，以期为美国豆芋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美国豆芋块

茎作为抗氧化剂和降血糖降血脂功能性食品原料的

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美国豆芋块茎于２０１８年９月采收于浙江省临安

市浙江农林大学平山试验基地，洗净切片，晾干，粉

碎，过４０目筛，得美国豆芋块茎粉，备用。
葡萄糖、盐酸小檗碱、染料木苷、熊果酸，α葡萄

糖苷酶，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芦丁标准品，

ＢＢＩ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
（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２，２′联氮双
３乙基苯并噻唑啉６磺酸（２，２′ａｚｉｎｏｂｉｓ（３ｅｔｈｙｌ
ｂｅｎｚｏ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ｎｅ６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ＢＴＳ），阿拉丁化学试
剂有 限公 司；２，４，６三 （２吡啶基）１，３，５三嗪
（２，４，６ｔｒｉ（２ｐｙｒｉｄｙｌ）１，３，５ｔｒｉａｚｉｎｅ，ＴＰＴＺ），北京百
灵威试剂有限公司；４硝基苯基αＤ吡喃葡萄糖苷
（Ｐ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α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ＰＮＰＧ），Ｓｉｇｍａ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ＳＨＢⅢＡ型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杭州大卫科
教仪器有限公司；ＩＫＡＲＶ３ｅｃｏ型旋转蒸发仪，艾卡
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５５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

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型全波动酶
标仪，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参考陈玉婷等
［１２］
和郝海燕等

［１３］
方法，将美国豆

芋块茎按照不同的方法（颜色反应和沉淀反应）进行

化学成分的快速定性分析。

１．２．２　美国豆芋块茎提取物制备
精密称取美国豆芋块茎粉 ２００ｇ，按料液比 １∶３

（ｇ∶ｍＬ）分别用石油醚、甲醇、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和
蒸馏水提取，每种溶剂提取３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
缩干燥，得石油醚提取物、甲醇提取物、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提取物和水提取物。计算得率和含量。

得率／％ ＝
ｍ１
ｍ２
×１００ （１）

式中：ｍ１，提取后美国豆芋块茎质量，ｇ；ｍ２，美国豆芋
块茎粉末质量，ｇ。

甲醇提取物用水溶解，采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

正丁醇进行萃取，每种溶剂萃取３次，合并萃取液，减
压浓缩干燥，得到石油醚相、乙酸乙酯相、正丁醇相和

水相。计算得率和含量。

得率／％ ＝ρ×Ｖ
ｍ１
×１００ （２）

式中：ｍ１，提取后美国豆芋块茎质量，ｇ；ρ，代入标准
曲线计算得到的提取液样品质量浓度，ｍｇ／ｍＬ；Ｖ，定
容体积，ｍＬ。
１．２．３　有效成分含量测定

总生物碱的测定方法参考文献［１４］；总糖的测
定方法参考文献［１５］；总皂苷的测定方法参考文献
［１６］；总黄酮的测定方法参考文献［１７］；异黄酮的测
定方法参考文献［１８］。
１．２．４　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

ＤＰＰＨ自由基活性测定参考文献［１９］；ＡＢＴＳ阳
离子自由基活性测定参考文献［２０－２１］；总抗氧化
能力测定参考文献［２２－２３］，采用 ｆｅｒｒｉｃ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ＦＲＡＰ）法测定。
１．２．５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测定

α葡萄 糖 苷 酶 抑 制 活 性 的 测 定 参 考 文 献
［２４－２５］。
１．３　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
析，图形绘制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制图。所有试验重复 ３次
后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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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美国豆芋块茎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根据化学显色法，定性、定量分析美国豆芋块茎

中的化学成分，结果见表 １。由表 １可知，美国豆芋
块茎中含有生物碱类、黄酮类、皂苷类和糖类等化学

成分。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豆芋块茎活性成

分中总糖含量为０．８５％，可能是淀粉类物质较多；总

黄酮含量为０．４４％，异黄酮含量为０．８８％，其黄酮含
量略低于银杏叶

［２６］
（２．４％）和竹叶［２７］

（２．７３％）中黄
酮含量；其异黄酮含量较秦巴山区粉葛

［２８］
（０．６８％）、

黑豆
［２９］
（０．５９５％）和大豆［３０］

（０．３９４％）中异黄酮含量
高。目前异黄酮来源主要依靠于大豆，美国豆芋块茎

中异黄酮含量是大豆的近３倍，因此，美国豆芋块茎可
作为１种新型异黄酮来源食物；生物碱和皂苷含量较
低，其皂苷含量比党参皂苷

［３１］
（１．６３８％）低了近１／５。

表 １　美国豆芋块茎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

检测项目 定性试验 反应现象 反应结果 含量（占干基）／（ｍｇ·ｇ－１）
生物碱类 Ｉ２ＫＩ反应 产生棕色沉淀即为阳性反应 ＋ １．２９９±０．８５１
黄酮类（芦丁计） ＨＣｌ镁粉反应 溶液呈紫色即为阳性反应 ＋ ７．４３２±０．１２２
异黄酮类（染料木苷计） － － ＋ ８．８０８±０．１１２
皂苷类 醋酐浓 Ｈ２ＳＯ４反应 界面产生紫色环即为阳性反应 ＋ ２．１８８±０．０９９
糖类 Ｍｏｌｉｓｈ反应 界面产生紫色环即为阳性反应 ＋ ８．５３２±１．０２３
萜类 三氯乙酸反应 溶液呈红紫色即为阳性反应 －
香豆素 异羟肟酸铁反应 产生蓝紫色斑点即为阳性反应 －
醌类 Ｂｏｒｎｔｒａｇｅｒ‘ｓ反应 溶液呈樱红色即为阳性反应 －

　　注：“＋”表示阳性反应；“－”表示阴性反应

２．２　美国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有效成分含量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美国豆芋块茎石油醚提

取物、甲醇提取物、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提取物和水提
取物的有效成分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２。由表 ２可
知，利用不同极性溶剂来提取美国豆芋块茎中的有效

成分，水提取物的得率较高，说明美国豆芋块茎中可

能存在大极性物质，如淀粉等；水提取物总糖含量占

比也证实了这一点。生物碱在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提
取物中含量最高。甲醇提取物中总皂苷、总黄酮和异

黄酮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提取物（Ｐ＜０．０５）。
表 ２　美国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有效成分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ｔｕｂｅｒ

有效成分 石油醚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５０％甲醇提取物 水提取物

得率 １．５９±０．００ａ ６．５７±０．０３ｂ ６．６９±０．０１ｃ １４．３５±０．０２ｄ

总生物碱 ９．５３±０．１８ａ ２３．７０±０．１８ｂ ２５．４９±０．２７ｃ １４．０３±０．７６ｄ

总糖 １．１８±０．０２ａ １２．４６±０．１３ｂ １５．３４±０．２２ｃ ２４．７０±０．２０ｄ

总皂苷 １．２１±０．１０ａ ２．３５±０．０１ｂ ０．１５±０．０１ｃ ０．１４±０．００ｄ

总黄酮（以芦丁计） ９．３４±０．２１ａ １３．３２±０．１１ｂ ０．７７±０．００ｃ ０．８０±０．００ｃ

异黄酮（染料木苷计） ３．５７±０．０２ａ ８．５８±０．０３ｂ ３．４３±０．０１ｃ ３．２０±０．０１ｄ

　　注：同一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美国豆芋不同提取物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
抑制活性

利用不同的体外抗氧化体系，对美国豆芋块茎石

油醚提取物、甲醇提取物、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提取物
和水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进行测定，同时测定其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能力，结果见表３。

表 ３　美国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ｔｕｂｅｒ

样品

ＩＣ５０值／（μｇ·ｍＬ
－１）

ＤＰＰＨ自由
基清除能力

ＡＢＴＳ阳离子
自由基清除能力

α葡萄糖
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ＦＲＡＰ／
（μｍｏｌ·ｍｇ－１）

Ｖｃ １．６５±０．０２ａ １．１３±０．０３ａ － ５４９４．１５±０．１０ａ

石油醚提取物 ３９６６．６６±７１．８４ｂ １５７５．９０±３８．０３ｂ １６４８．０１±０．０２ａ １５．２３±０．０１ｂ

甲醇提取物 ３５６．６０±８．９７ｃ ３０．０５±０．５０ａ １１８７．７６±２１．６７ｂ ３５．１６±０．０１ｂ

５０％甲醇提取物 ７５７．９０±４．５４ｄ ８６．８２±１．３０ｃ １２０５．４５±８２．８２ｂ １９．６１±０．０１ｂ

水提取物 ２３０１．６８±１９．１６ｅ ２１６．４０±１４．１２ｄ － ９．３２±０．０１ｂ

阿卡波糖 － － ９．９７±０．７９ｃ －
　　注：“－”表示未检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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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线性范围内，美国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溶
液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与
其自身质量浓度呈正相关，先上升后趋于稳定。美国

豆芋块茎不同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顺序为：ＶＣ＞甲
醇提取物 ＞体积分数５０％甲醇提取物 ＞水提取物 ＞
石油醚提取物。对比美国豆芋花醇提物的抗氧化能

力
［３２］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 ＩＣ５０为 ８６１．２５ｍｇ／Ｌ，ＡＢＴＳ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 ＩＣ５０为 ６９．９２ｍｇ／Ｌ，ＦＲＡＰ值为
９２９．０６ｍｍｏｌ／Ｌ），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表现出
更高的活性。甲醇提取物抗自由基活性显著高于其

他提取物（Ｐ＜０．０５），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
为３５６．６０２μｇ／ｍＬ，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为３０．０５１μｇ／ｍＬ。４个不同极性提取物中，甲醇
提取物和体积分数５０％甲醇提取物的 α葡萄糖苷酶
活性抑制无显著性差异，石油醚提取物对 α葡萄糖
苷酶活性抑制能力表现一般，水提取物未表现出 α

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

２．４　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有效成分
含量

由上述结果可知，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的抗

氧化（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和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
清除能力）活性明显强于其他提取物（Ｐ＜０．０５），甲
醇提取物和体积分数 ５０％甲醇提取物的 α葡萄糖
苷酶活性抑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综合考虑后
对甲醇提取物进一步分离萃取得石油醚相、乙酸乙

酯相、正丁醇相和水相。由表 ４可知，甲醇提取物
不同分极相中正丁醇相得率最高，可能是糖类和生

物碱类物质较多。乙酸乙酯相中总皂苷、总黄酮和

异黄 酮 含 量 与 其 他 分 极 相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因此，在提取美国豆芋豆芋块茎中总皂
苷和黄酮类物质时，可选择乙酸乙酯作为萃取剂，提

高提取率。

表 ４　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有效成分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ｉｎ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ｔｕｂｅｒ

有效成分 石油醚相 乙酸乙酯相 正丁醇相 水相

得率 ９．５９±０．０５ａ ８．９７±０．０５ａ ４４．１９±０．８３ｂ ２９．４２±０．２０ｃ

总生物碱 ２４．１１±０．１７ａ ３２．５２±０．１０ｂ ３３．６８±０．２９ｃ ９．１０±０．２０ｄ

总糖 １７．２１±０．０７ａ １４．７７±０．１６ｂ ２７．１±０．４０ｃ ３５．３８±０．０３ｄ

总皂苷 ３．２６±０．００ａ ５．３０±０．００ｂ ２．９８±０．００ｃ １．１６±０．００ｄ

总黄酮（以芦丁计） ４．２２±０．０３ａ １３．２２±０．０４ｂ ３．４９±０．０３ｃ ０．０３±０．０１ｄ

异黄酮（染料木苷计） ５．９７±０．０２ａ １５．８９±０．２１ｂ ４．７１±０．０８ｃ ３．９３±０．０７ｄ

２．５　美国豆芋甲醇提取物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
抑制活性

由表５可知，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的抗氧化活
性顺序：ＶＣ＞乙酸乙酯相 ＞石油醚相 ＞正丁醇相 ＞
水相。乙酸乙酯相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
值为５５．５７３μｇ／ｍＬ，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值为４．５４３μｇ／ｍＬ，ＦＲＡＰ值为 ５０．１３４μｍｏｌ／ｍｇ。

陈石梅等
［３３］
研究草果醇提物不同极性部位的抗氧化

活性顺序与本文相同，乙酸乙酯相表现出最强的抗氧

化活性。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中，乙酸乙酯相表现

出较强的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ＩＣ５０值为

４３０．０４２μｇ／ｍＬ）。邱珊莲等［３４］
探究嘉宝果嫩叶提

取物不同极性部位的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的
发现，乙酸乙酯相（ＩＣ５０值为８．３７５８ｇ／Ｌ）和正丁醇相
（ＩＣ５０值为１６．８９４３ｇ／Ｌ）的抑制活性最佳。

表 ５　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Ｔａｂｌｅ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ｓ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Ａｐｉｏ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ｄｉｋｕｓｔｕｂｅｒ

样品
ＩＣ５０值／（μｇ·ｍＬ

－１）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ＦＲＡＰ／（μｍｏｌ·ｍｇ－１）

Ｖｃ １．６５±０．０２ａ １．１３±０．０３ａ － ５４９４．１５±０．１０ａ

石油醚相 ７５．１１±４．７２ｂ １１．７９±０．１３ｂ ７８１．４３±０．１９６ａ ３５．１５±０．１２ｂ

乙酸乙酯相 ５５．５７±０．７７ｃ ４．５４±０．０９ｃ ４３０．０４±２２．４９ｂ ５０．１３±０．０１ｂ

正丁醇相 １６４．９１±６．７０ｄ １２．０４±０．３４ｂ ９９７．２６±５．１７ｃ １２．９４±０．０１ｂ

水相 ２２８．３４±４．４９ｅ ６０．９３±１．１１ｄ １２２６．２２±７５．６１ｄ １０．６１±０．００ｂ

阿卡波糖 － － ９．９７±０．７９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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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６　抗氧化和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的与有
效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考察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不同分极相中有

效成分含量与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６。由表 ６可知，通过相关性分
析，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与总糖和总皂苷相关性较
大，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和生物碱和总糖相
关性较大。由此可见，总糖和总皂苷对清除 ＤＰＰＨ自
由基有着重要作用，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主
要与生物碱和总糖有关。Ｆｅ３＋还原力与总糖相关性
较大。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主要与总糖、总皂
苷、总黄酮和异黄酮相关，美国豆芋块茎具有较强的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是其有效成分综合作用所
致。美国豆芋醇提物乙酸乙酯含有较多的总生物碱、

总皂苷和黄酮类物质，说明美国豆芋块茎醇提物乙酸

乙酯相是挖掘抗氧化活性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
物质的主要极性部位。

表 ６　抗氧化及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与有效

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有效成分
ＤＰＰＨ自由
基清除能力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
由基清除能力

Ｆｅ３＋

还原能力

α葡萄糖苷酶
活性抑制能力

总生物碱 ０．４６９８ ０．８７７２ ０．２２１４ ０．４９１８
总糖 ０．９９９３ ０．７５７６ ０．８７２０ ０．９０５０
总皂苷 ０．８１６０ ０．７５１２ ０．７８９８ ０．９６５４
总黄酮 ０．６５９５ ０．５１４４ ０．７９５０ ０．９１６１
异黄酮 ０．５１５９ ０．３１１２ ０．７６６５ ０．８１２１

３　结论

美国豆芋块茎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碱、总糖、皂苷、

黄酮和异黄酮等有效成分。美国豆芋块茎甲醇提取物

乙酸乙酯相中总皂苷（５．３０％）、总黄酮（１３．２２％）和异
黄酮（１５．８９％）含量最高，抗氧化活性（ＤＰＰＨ自由基、
ＡＢＴＳ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５５．５７３
和４．５４３μｇ／ｍＬ，ＦＲＡＰ值为５０．１３４μｍｏｌ／ｍｇ）及 α葡
萄糖苷酶抑制活性最强（ＩＣ５０值为 ４３０．０４２μｇ／ｍＬ）。
相关性分析表明，美国豆芋块茎醇提物乙酸乙酯相是

挖掘抗氧化活性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物质的主
要极性部位。本文为美国豆芋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

美国豆芋块茎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和降血糖降血脂功

能性食品原料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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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小鼠运动性疲劳模型，研究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的抗疲劳及抗氧化活性，并与核桃蛋白及大

豆多肽复配核桃乳进行对比研究，为功能性核桃乳产品开发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多种运动性实验及抗氧化与抗

疲劳生理生化指标分析 ３种复配核桃乳的抗疲劳与抗氧化效果。结果表明，各实验组小鼠游泳和悬挂评分排序

为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ＷＰＰ）组 ＞大豆多肽复配核桃乳（ＳＰ）组 ＞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ＷＥＰ）组。ＷＥＰ组、

ＷＰＰ组、ＳＰ组均显著延长了小鼠的爬杆及负重游泳时间，其中 ＷＰＰ组效果最好，分别为 １８３．６７ｓ和 ８４７５ｍｉｎ，

是疲劳模型（ＦＣ）组的 ２．７和 ３．５３倍。ＷＥＰ、ＷＰＰ、ＳＰ各组均可提高小鼠运动耐力，极显著降低了血清和骨骼肌

中乳酸含量及血清尿素氮的水平（Ｐ＜０．０１），与 ＦＣ组相比，最高分别降低了 ３７．８１％、３７．２０％、３９．４０％。ＷＥＰ、

ＷＰＰ、ＳＰ各组显著提高了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最高分别达 ７．４３和 １．５４ｍｇ／ｇ。在血清、骨骼肌和肝脏中，

ＷＥＰ、ＷＰＰ、ＳＰ各组与 ＦＣ组比均有较强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过氧化氢酶活力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加速了丙二醛的及时清除，极显著提高了总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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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胡桃科植物，又称羌桃、胡桃。其中含大量
优质蛋白，人体必需 ω３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矿物
质以及叶酸 （维生素 Ｂ）、维生素 Ｅ、胡萝卜素、核黄
素等多种维生素

［１］
，营养价值高。核桃粕作为榨油

副产物常被用作饲料或丢弃，本实验从核桃粕中提取

核桃蛋白质，并进一步制备核桃多肽，同时选取大豆

多肽、核桃蛋白等功能因子加入核桃乳中，制备具有

抗氧化、抗疲劳功效的功能性核桃乳。

生物活性肽是一种对机体有益的肽类化合物，通

常含有３～２０个氨基酸残基，可以调节生物体的代谢
和生理功能，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２］
。目前研究发

现了抗菌肽
［３］
、降压肽

［４］
、抗氧化肽

［５］
、抗血栓肽

［６］
、

免疫调节肽
［７］
、矿物质结合肽

［８］
、大豆多肽

［９］
等多种

生物活性肽。核桃多肽和大豆多肽均为植物活性多

肽，食用安全性高，具有抗疲劳、降血糖、抗氧化、免疫

调节等多种生物学功能
［１０－１８］

。由于目前核桃多肽、

大豆多肽、核桃蛋白等功能因子对小鼠运动耐力影响

以及抗疲劳效果通常采用单一的负重游泳实验来进

行分析评价，而其抗氧化活性多以体外实验为主，缺

乏多途径且完备的分析评价机制，因此对其抗疲劳和

抗氧化活性进行深入研究已迫在眉睫。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
核桃仁、核桃粕，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大豆多

肽粉（肽含量≥８０％），北京中食海氏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碱性蛋白酶（２００Ｕ／ｍｇ）、木瓜蛋白酶（８００Ｕ／ｍｇ），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乳酸测试盒、肝／肌糖原
测试盒、尿素氮测试盒（脲酶法）、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
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测试盒、总抗氧化能力（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ＡＯＣ）测试盒、过氧化氢酶（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ＣＡＴ）
活性测试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
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测试盒、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分析电子天平，美国奥豪斯仪器有限

公司；ＱＩ２４高通量组织研磨仪，上海启前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ＤＥＬ７Ａ３２０ｐＨ计，上海展仪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ＥＰＯＣＨ２全波长酶标仪，美国博腾仪器有限公
司方法；Ｈ２０５０Ｒ１型低温离心机，湖南湘仪仪器有限
公司。

１．３　实验材料
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大

豆多肽复配核桃乳由实验室制备。为简化不同种类

核桃乳制备工艺，实验首先制备单一核桃乳，再将核

桃蛋白粉、核桃多肽粉及大豆多肽粉分别按一定浓度

添加到核桃乳中，均质处理后得到不同种类的核桃

乳，制备工艺如下：

核桃乳制备：挑选颗粒饱满核桃仁 ５０ｇ，按照料
液比１∶２０（ｇ∶ｍＬ）加入质量分数为 ０．５％ ＮａＯＨ溶
液，煮沸５ｍｉｎ去皮，胶体磨磨浆 ２０ｍｉｎ，过滤后定容
至１Ｌ，调节 ｐＨ至９，高压均质机均质２次，灌装到密
闭玻璃瓶中，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冷却后得到核桃乳，
备用。

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制备：将核桃粕放入 ５５℃
烘箱烘干，按料液比 １∶５５（ｇ∶ｍＬ）配制成核桃粕溶
液，调节 ｐＨ至８．５，５０℃超声搅拌 ６０ｍｉｎ，超声功率
为１５０Ｗ，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去油层及下层沉
淀，上清液调节 ｐＨ值至４．５，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
取沉淀层，将沉淀用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冷冻干燥后

得到核桃蛋白粉。根据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测得核桃
蛋白粉蛋白含量为 ８３．１５％。将核桃蛋白粉以核桃
乳作为溶剂复溶，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ｍｇ／ｍＬ，高压均质
后得到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

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核桃蛋

白粉，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２．５％核桃蛋白溶液，６０℃
摇床水浴３０ｍｉｎ后，调节 ｐＨ至７．５，按质量比２∶１的
比例加入碱性蛋白酶与木瓜蛋白酶，使最终加酶量为

９０００Ｕ／ｇ，６０℃摇床酶解３ｈ，沸水浴灭酶１０ｍｉｎ后
离心取上清液，过分子质量为 ５０００Ｄａ的透析袋，透
析液旋转蒸发浓缩后，冷冻干燥制成核桃多肽粉。通

过双缩脲法测得核桃多肽含量为 ７５．４３％。将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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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肽粉用核桃乳作为溶剂复溶，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ｇ／ｍＬ，高压均质后得到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

大豆多肽复配核桃乳制备：将大豆多肽粉用核桃

乳作为溶剂复溶，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ｍｇ／ｍＬ，高压均质
后得到大豆多肽复配核桃乳。

１．４　实验动物
昆明小鼠，ＳＰＦ级，体质量 ２２～２６ｇ，雄性，河北

医科大学所提供。动物分组饲养于 １２ｈ明暗交替的
鼠房中，鼠房温度为 １８～２１℃，相对湿度为（５０±
５）％，标准饲料饲养，可自由摄食、饮水。

分组处理情况：取雄性小鼠 ５０只，随机分为 ５
组，每组１０只，分别为空白组（ＮＣ），疲劳模型组（ＦＣ），
实验组：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组（ＷＥＰ）、核桃多肽复配
核桃乳组（ＷＰＰ）、大豆多肽复配核桃乳组（ＳＰ）。ＷＥＰ
组、ＷＰＰ组、ＳＰ组分别灌胃５ｍＬ／（ｋｇ·ｄ）（按照６０ｋｇ
成人每天饮用 ３００ｍＬ核桃乳为标准）的核桃蛋白复
配核桃乳、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大豆多肽复配核桃

乳，每天灌胃１次，ＮＣ组及 ＦＣ组正常饮水进食，连续
灌胃２８ｄ后，小鼠开始进行悬挂、爬杆、游泳、负重游
泳４种运动实验，每天完成１种，记录实验数据。各试
验组进行游泳运动后，将各组小鼠捞出擦干，摘眼球取

血，脱颈处死，测定疲劳与抗氧化等生理生化指标。

小鼠运动性疲劳模型的建立：小鼠采用游泳运动

的方式进行疲劳模型的建立，除 ＮＣ组小鼠，ＦＣ组、
ＷＥＰ组、ＷＰＰ组和 ＳＰ组小鼠每周进行 ６次游泳训
练，周日休息，每天下午 ４点开始，每次训练 ６０ｍｉｎ，
避免小鼠在水上漂浮偷懒，不时用玻璃棒搅动水面，

使小鼠产生疲劳。

１．５　方法
１．５．１　小鼠体质量及脏器指数测定

每周称量并记录小鼠体质量，４周后小鼠脱颈处
死，取心、肝、脾、肾、肾周脂肪、睾丸、附睾脂肪称取质

量，记录数据。通过公式（１）计算脏器指数：

脏器指数／％ ＝ 脏器质量（ｇ）
小鼠体质量（ｇ）

×１００ （１）

１．５．２　悬挂实验
参考文献［１９］方法，将小鼠双前肢悬挂在水平

电线上，观察小鼠，若 ２只后肢均能抓住电线，记 ３
分；仅能用１只后肢抓住电线，记 ２分；２只后肢均不
能抓住电线，记１分；小鼠跌落记为０分。
１．５．３　爬杆实验

参考文献［２０］方法，小鼠灌胃３０ｍｉｎ后，开始爬
杆试验，将小鼠悬挂在一长 ３０ｃｍ，直径约 ０．６ｃｍ的

光滑铁杆上端，开始计时，当小鼠肌肉疲劳滑落下来，

停止计时，记３次滑落时间之和作为爬杆时间。
１．５．４　游泳实验

参考文献［２１］中游泳实验方法：小鼠灌胃 ３０
ｍｉｎ后，放入一个水深约 １５ｃｍ，水温约 ２５℃的方形
游泳箱中，让其自由游泳，若小鼠能够在 １ｍｉｎ内持
续游泳，记 ３．０分；３０ｓ以上时间持续游泳仅偶尔漂
浮，记２．５分；３０ｓ以上时间漂浮，记 ２．０分；仅偶尔
游泳，记１．５分；持续漂浮，记 １．０分，取 ５次实验结
果平均值为小鼠最终得分。

参考文献［２２］中负重游泳实验方法：小鼠灌胃
３０ｍｉｎ后，每只小鼠尾部绑上占体质量 ５％的小玻璃
珠，放入游泳箱开始负重游泳，游泳箱水深约 ３０ｃｍ，
水温约２５℃。将小鼠放入水中开始计时，至小鼠力
竭结束计时，力竭标准为小鼠沉入水下７ｓ不上浮。
１．５．５　疲劳及抗氧化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小鼠血清、骨骼肌或肝脏中乳酸含量，肝／肌糖原
含量，尿素氮含量，ＭＤＡ含量、ＴＡＯＣ能力、ＣＡＴ酶活
力、ＧＳＨＰＸ酶活力、ＳＯＤ酶活力均按相对应的试剂
盒中的方法测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鼠体质量及脏器指数
小鼠的体质量增长情况及脏器指数反应了小鼠

的机体健康状态，小鼠的体质量增长情况见表 １，小
鼠脏器重质量及脏器指数见表 ２，在连续灌胃 ４周
后，各组小鼠体质量均呈增长趋势，小鼠体质量增长

在试验前、中、末期与 ＮＣ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ｎ＝１０），各脏器质量与脏器指数与 ＮＣ组
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ｎ＝１０），表明灌胃的核
桃多肽复配核桃乳、核桃蛋白复配核桃乳及大豆多肽

复配核桃乳对小鼠机体均无毒副作用。

２．２　耐力实验
运动耐力的提高是评估抗疲劳活动的重要指标，

通过小鼠的运动耐力直接证实了抗疲劳效果
［２３］
。悬

挂实验用来测定小鼠的肢体肌力，评分越高，小鼠肢

体肌力越强，耐疲劳效果越好。爬杆实验考察了小鼠

肌肉对静态力的持久能力，爬杆时间的越长，小鼠的

肌肉持久力越长，耐疲劳程度越强。游泳实验考察了

小鼠的运动耐力，若小鼠能在水中连续不断地游泳，

评分越高，运动耐力越强，抗疲劳效果越显著
［２４］
。负

重游泳测试是评估抗疲劳实验运动的模型，用负重游

泳时间长短来代表小鼠的疲劳程度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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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小鼠体质量变化表 单位：ｇ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ｉｃｅ

组别 ０周 １周 ２周 ３周 ４周
ＮＣ ２２．８４±０．６０ ３３．１４±１．４９ ３６．８０±１．３７ ３８．３６±１．３８ ３８．３６±１．３８
ＦＣ ２４．８２±２．０９ ３３．３６±２．６３ ３７．４４±３．０９ ３９．５３±２．５２ ４０．５６±２．２２
ＷＥＰ ２４．８４±１．１７ ３２．５８±２．６５ ３３．３６±３．２８ ３５．７３±３．４０ ３５．７３±３．４０
ＷＰＰ ２４．０９±１．９１ ３３．９８±４．１２ ３６．０９±３．１１ ３９．９５±４．４３ ３９．９５±４．４３
ＳＰ ２４．７３±１．４４ ３３．３７±３．３５ ３７．０２±３．１１ ３９．６９±３．３６ ３９．６９±３．３６

　　注：表示与 ＮＣ组比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表示与 ＮＣ组比存在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无标注，表示与 ＮＣ组比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下同）

表 ２　小鼠脏器指数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ｏｕ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ｎｄｅｘ

脏器指数 ＮＣ ＦＣ ＷＥＰ ＷＰＰ ＳＰ
心指数 ０．５３±０．１３ ０．５３±０．１１ ０．６０±０．１７ ０．５４±０．０８ ０．５９±０．０８
肝指数 ３．７８±０．３９ ４．１５±０．５３ ４．０４±０．７０ ３．６８±０．２７ ４．４１±０．５９
脾指数 ０．１９±０．０３ ０．２１±０．０５ ０．２２±０．０７ ０．１９±０．０３ ０．２２±０．０７
肾指数 １．５２±０．１２ １．５４±０．２３ １．４８±０．１４ １．４３±０．１０ １．５４±０．２３
肾周脂肪指数 ０．８９±０．３９ ０．７５±０．５９ ０．５２±０．１７ ０．７５±０．１８ ０．８４±０．２９
睾丸指数 ０．６２±０．０６ ０．５２±０．０６ ０．６５±０．０７ ０．５３±０．１４ ０．６１±０．１６
附睾脂肪指数 ３．００±０．２２ ２．３１±１．１３ ３．０９±０．２５ ２．４８±０．５８ ２．１７±０．７１

　　由图１ａ可知，各组悬挂评分排序为：ＷＰＰ组２．８
分 ＞ＳＰ组２．５分 ＞ＷＥＰ组 ２．４分 ＞ＮＣ组 ２．３分 ＞
ＦＣ组２．１分。ＷＰＰ组悬挂评分与 ＦＣ组相比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ｎ＝１０），表明核桃多肽复配核桃
乳有效提高了小鼠的肢体肌力。由图 １ｂ可知，
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与 ＦＣ组相比显著延长了小鼠的爬
杆时间，爬杆时间分别是 ＦＣ组的 ２．１５、２．７０、２．２８

倍，表明３种复配核桃乳提高肌肉对静态力的持久能
力效果显著，肌肉耐疲劳程度顺序为 ＷＰＰ组 ＞ＳＰ组
＞ＷＥＰ组。由图 １ｃ可知，各组游泳评分排序为：
ＷＰＰ组２．６０分 ＞ＳＰ组 ２．４０分 ＞ＷＥＰ组 ２．３６分 ＞
ＮＣ组２．０５分 ＞ＦＣ组１．７５分，ＷＰＰ组相与 ＮＣ组比
差异极显著，ＷＰＰ、ＳＰ组与 ＦＣ组相比差异显著，３种
复配核桃乳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鼠的运动耐力，

ａ小鼠悬挂评分；ｂ小鼠爬杆时间；ｃ小鼠游泳实验评分；ｄ鼠负重游泳时间，（ｘ±ｓ，ｎ＝１０）

图 １　耐力实验

Ｆｉｇ．１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注：表示与 ＦＣ组比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表示与 ＦＣ组比存在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表示与 ＮＣ组比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表示与 ＮＣ组比存在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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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多肽及大豆多肽复配核桃乳耐疲劳效果更显著。

由图 １ｄ可知，ＷＥＰ、ＳＰ组与 ＮＣ组比差异不显著，
ＷＰＰ组与 ＮＣ组比差异极显著，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与
ＦＣ组相比均能极显著延长小鼠的负重游泳时间，分
别是 ＦＣ组的２．５７、３．５３、２．６９倍，３种复配核桃乳均
能有效增强小鼠的抗疲劳能力，耐疲劳程度顺序为

ＷＰＰ组 ＞ＳＰ组 ＞ＷＥＰ组。
２．３　疲劳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在进行高强度、长时间运动时，机体中的糖进行

无氧酵解产生大量的乳酸从而获得足够能量，乳酸的

含量可以反映组织供氧和代谢状态，是评价机体疲劳

的一个重要指标
［２６－２７］

。由表 ３可知，ＷＥＰ、ＷＰＰ、ＳＰ

各实验组血清和骨骼肌中乳酸含量与 ＦＣ组相比均
极显著降低（Ｐ＜０．０１），血清中各组分别降低了
３２．６０％、３７．８１％、３５．２０％，骨骼肌中各组分别降低
了２０．００％、３７．２０％、２４．７２％，说明各实验组均能够
增强乳酸的有氧代谢活动

［２８］
，缓解机体的疲劳状

态；血清尿素氮是评价机体疲劳的另一个重要的指

标，由表３可知，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与 ＦＣ组相比血清
尿素氮的含量均极显著降低，分别降低了 １５．０３％、
３９４０％、１９．６２％，表明 ３种复配核桃乳均能够有
效清除血清尿素氮的累积，降低运动过程中对机体

造成的损伤，乳酸和尿素氮代谢效果依次为：ＷＰＰ
组 ＞ＳＰ组 ＞ＷＥＰ组。

表 ３　疲劳生理生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３　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分组

编号

血清中乳酸含量／
（ｍｍｏｌ·Ｌ－１）

骨骼肌中乳酸含量／
（ｍｍｏｌ·ｇ－１）

肝脏中糖原含量／
（ｍｇ·ｇ－１）

骨骼肌中糖原含量／
（ｍｇ·ｇ－１）

血清中尿素氮含量／
（ｍｍｏｌ·Ｌ－１）

ＦＣ ９．９７±０．６７ ３．６０±０．１１ ４．５２±０．２５ １．０４±０．０２ ６．３２±０．１１
ＮＣ ８．５２±０．９７ ３．３８±０．２８ ５．３５±０．４８ １．１１±０．０７ ５．８８±０．３５
ＷＥＰ ６．７２±０．５１ ２．８８±０．３１ ６．７９±０．５４ １．３６±０．０６ ５．３７±０．３９

ＷＰＰ ６．２０±０．２９ ２．２６±０．３６ ７．４３±０．５６ １．５４±０．０７ ３．８３±０．７３

ＳＰ ６．４６±０．４２ ２．７１±０．２２ ６．５１±０．３８ １．４７±０．１１ ５．０８±０．３６

　　肝／肌糖原的储量是产生疲劳的决定性因素，当
机体需要供能时，肝／肌糖原可以迅速供给以满足机
体需求

［２９］
，两者含量的高低与机体抗疲劳能力成正

相关。由表３可知，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中肝糖原含量
与 ＦＣ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分别为 ＦＣ组的 １５０、
１．６４、１．４４倍，说明高强度耐力运动使 ＦＣ组小鼠肝
糖原的消耗大于积累，导致运动组小鼠肝糖原的耗

竭，而 ＷＥＰ、ＷＰＰ、ＳＰ各实验组肝糖原含量充足，其中
ＷＰＰ组含量最高 ７．４３ｍｇ／ｇ，差异最为显著，小鼠运
动耐力最强；肌肉中的糖以肌糖原的形式储存，在机

体剧烈运动大量消耗血糖时，肌糖原开始分解，提供

能量
［３０］
。ＷＥＰ、ＷＰＰ和 ＳＰ组的肌糖原含量与 ＦＣ组

比有显著差异，分别提高了１．３１、１．４８、１．４１倍，其中

ＷＰＰ组肌糖原含量最高达１．５４ｍｇ／ｇ，肌糖原供应充
足，有效提高了小鼠运动耐力。

２．４　抗氧化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２．４．１　ＳＯＤ酶活力的测定

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和抗氧化
剂分子之间的不平衡引起氧化应激反应，氧化应激和

ＲＯＳ是引起机体运动疲劳最重要原因，尤其是骨骼
肌中的氧化失衡会导致肌肉疲劳增加

［３１］
。因此，提

高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进而增强机体的防御机制，

能够起到抗疲劳的作用
［３２］
。ＳＯＤ能够有效清理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通过抵消氧化应激来缓解疲劳
［３３］
。

由图２可知，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ＦＣ组与 ＮＣ
组比 ＳＯＤ酶活力均极显著降低，疲劳模型成立；小鼠

ａ血清；ｂ肝脏；ｃ骨骼肌

图 ２　核桃蛋白乳、核桃多肽乳和大豆肽乳对小鼠 ＳＯＤ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ｌｋ，ｗａｌｎｕｔ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ｏ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ｏｎＳ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ｍ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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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各实验组ＳＯＤ酶活力与 ＮＣ组
相比，ＷＥＰ、ＳＰ组均无显著性差异，ＷＰＰ组 ＳＯＤ酶活
力有极显著升高趋势，３组均有效提高了疲劳小鼠体
内 ＳＯＤ酶活力，能有效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 ＳＯＤ酶活力与 ＦＣ组相比均呈明显
升高趋势，血清中分别升高０．２４、０．３７、０．３０倍，肝脏中
分别升高０．２０、０．３０、０．２６倍，骨骼肌中分别升高０．３７、
０４８、０．３９倍，均有极显著差异。表明３种复配核桃乳
均可有效提高小鼠耐力运动后肝脏 ＳＯＤ酶活力，对提
高 ＳＯＤ酶活力影响顺序依次为 ＷＰＰ＞ＳＰ＞ＷＥＰ。
２．４．２　ＧＳＨＰＸ酶活力的测定

由图３可知，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ＦＣ组
与 ＮＣ组相比，ＧＳＨＰＸ酶活力均极显著降低，分别降
低了５１．３％、３６．６％、５２．０％，疲劳模型成立；小鼠血

清、肝脏和骨骼肌中ＷＥＰ、ＷＰＰ、ＳＰ各实验组的 ＧＳＨ
ＰＸ酶活力与 ＮＣ组相比均有升高趋势，ＷＰＰ组 ＧＳＨ
ＰＸ酶活力均有极显著差异，ＷＥＰ组差异均不显著，
ＳＰ组在血清及肝脏中 ＧＳＨＰＸ酶活力差异显著，骨
骼肌中差异不显著，３组均有效提高了疲劳小鼠体内
的 ＧＳＨＰＸ酶活力。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 ＧＳＨＰＸ酶活
力与 ＦＣ组比均呈明显升高趋势，血清中 ＧＳＨＰＸ酶
活力分别提高 ２．１３、２．７０、２．４８倍，肝脏中分别提高
１．７４、１．９４、１．８７倍，骨骼肌中分别提高 ２．１６、２．５８、
２．２７倍，均有极显著差异。表明 ３种复配核桃乳均
可提高耐力运动后疲劳小鼠体内的 ＧＳＨＰＸ酶活力，
有较强的清除 ＲＯＳ的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机体运动
后的疲劳感，对提高 ＧＳＨＰＸ酶活力影响顺序依次为
ＷＰＰ＞ＳＰ＞ＷＥＰ。

ａ血清；ｂ肝脏；ｃ骨骼肌

图 ３　核桃蛋白乳、核桃多肽乳和大豆肽乳对小鼠 ＧＳＨＰＸ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ｌｋ，ｗａｌｎｕｔ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ｏ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ＧＳＨＰＸｉｎｍｉｃｅ

２．４．３　ＣＡＴ酶活力的测定
由图４可知，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ＦＣ组

与 ＮＣ组相比，ＣＡＴ酶活力均极显著降低，分别降低
了３８．０％、５５．１％、６１．８％，疲劳模型成立；小鼠血
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ＷＥＰ组与 ＮＣ组比 ＣＡＴ酶活力
均无显著性差异，ＷＰＰ组与 ＮＣ组比 ＣＡＴ酶活力均
有极显著升高趋势，ＳＰ组与 ＮＣ组比 ＣＡＴ酶活力在
血清中差异显著，肝脏和骨骼肌中差异不显著，ＷＥＰ、

ＷＰＰ、ＳＰ组对疲劳小鼠体内ＣＡＴ酶活力的升高有明显
促进作用。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 ＣＡＴ酶活力与 ＦＣ组相
比均呈明显升高趋势，差异极显著，血清中 ＧＳＨＰＸ酶
活力分别提高 １．８６、２．１３、２．００倍，肝脏中分别提高
２．４６、２．７１、２．４７倍，骨骼肌中分别提高 ３０１、３．９９、
２．６３倍。表明３种复配核桃乳均能有效分解过氧化
物，阻断过氧化链，缓解氧化应激导致的机体疲劳，对

提高 ＣＡＴ酶活力影响顺序依次为 ＷＰＰ＞ＳＰ＞ＷＥＰ。

ａ血清；ｂ肝脏；ｃ骨骼肌

图 ４　核桃蛋白乳、核桃多肽乳和大豆肽乳对小鼠 ＣＡＴ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ｌｋ，ｗａｌｎｕｔ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ｏ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ｏｎＣＡ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ｍｉｃｅ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９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４．４　ＭＤＡ含量的测定
ＭＤＡ是自由基作用于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的氧

化终产物，具有细胞毒性，自由基过量积累能够与核

酸、膜脂、细胞蛋白等反应导致机体氧化损伤，因此细

胞的受脂质氧化的损伤程度可以通过 ＭＤＡ的含量
反映出来

［３４］
。由图 ５可知，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

中ＦＣ组与ＮＣ组比ＭＤＡ含量急剧上升，分别为ＮＣ组
的２．０２、２．９５、１．８１倍，有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疲
劳模型成立；ＷＥＰ、ＷＰＰ、ＳＰ各组 ＭＤＡ含量与 ＮＣ组

相比，ＷＰＰ组在血清、肝脏及骨骼肌中均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ＳＰ组在肝脏和骨骼肌中无显著性差
异。ＷＥＰ、ＷＰＰ、ＳＰ３组 ＭＤＡ含量与 ＦＣ组比均呈明
显降低趋势，血清中分别下降３４．１％、４９．０％、４３．１％，肝
脏中分别下降 ４９．８％、６４％、６１％，骨骼肌中分别下降
２０．８％、３７．９％、３４．３％，均有极显著差异。表明 ３种复
配核桃乳均可降低小鼠剧烈运动后血清及脏器中 ＭＤＡ
的含量，加速 ＭＤＡ的及时清除，避免机体产生氧化损
伤，对ＭＤＡ清除效果强弱顺序依次为ＷＰＰ＞ＳＰ＞ＷＥＰ。

ａ血清；ｂ肝脏；ｃ骨骼肌

图 ５　核桃蛋白乳、核桃多肽乳和大豆肽乳对小鼠 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ｌｋ，ｗａｌｎｕｔ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ｏ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ｏｎ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ｍｉｃｅ

２．４．５　ＴＡＯＣ的测定
图６比较了各组在血清、肝脏及骨骼肌中的 Ｔ

ＡＯＣ。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ＦＣ组与 ＮＣ组比 Ｔ
ＡＯＣ均极显著降低，分别降低了 ３８．３％、７７．４％、
９０．３％，疲劳模型成立；小鼠血清、肝脏和骨骼肌中
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与 ＮＣ组比 ＴＡＯＣ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明３种复配核桃乳均有效提高了疲劳小鼠体内总抗
氧化能力。ＷＥＰ、ＷＰＰ、ＳＰ组 ＴＡＯＣ与 ＦＣ组比呈明
显升高趋势，血清中 ＴＡＯＣ分别提高１．７６、２．０４、１．６４
倍，肝脏中分别提高２．３４、６．５８、３．６９倍，骨骼肌中分别
提高８．３５、１４．３１、１２．２２倍，对提高疲劳小鼠体内总抗
氧化能力影响顺序依次为 ＷＰＰ＞ＳＰ＞ＷＥＰ。

ａ血清；ｂ肝脏；ｃ骨骼肌

图 ６　核桃蛋白乳、核桃多肽乳和大豆肽乳对小鼠 ＴＡＯＣ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ｌｋ，ｗａｌｎｕｔ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ｉｌｋｏｎｍｏｕｓｅＴＡＯＣ
注：在３７℃时，每分钟每毫克血清或组织蛋白是反应体系的吸光度值每增加０．０１时，为一个总抗氧化能力单位

３　结论

３种复配核桃乳均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小鼠的运
动耐力，有一定的抗疲劳效果，其中核桃多肽复配核

桃乳的抗疲劳效果更为显著。３种复配核桃乳均能
显著增强小鼠血清和骨骼肌中乳酸的有氧代谢活动，

清除血清尿素氮的累积，提高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

其中核桃多肽复配核桃乳代谢乳酸效果最显著。３
种复配核桃乳均可降低小鼠剧烈运动后血清及脏器

中 ＭＤＡ的含量，加速 ＭＤＡ的及时清除，均有较强的
ＧＳＨＰＸ，ＣＡＴ及 ＳＯＤ酶活力，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
ＲＯＳ，其中 ＷＰＰ组抗氧化酶活力最强，总抗氧化能力
最强，抗氧化效果最好。本研究结果将为未来功能性

核桃乳的开发与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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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４１１
引用格式：赵明星，黄月，缪恒锋，等．餐厨垃圾与剩余污泥协同厌氧连续处置研究［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９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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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与剩余污泥协同厌氧连续处置研究

赵明星１，２，黄月１，缪恒锋１，２，黄振兴１，２，戴晓虎３，阮文权１，２

１（江南大学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２（江苏省生物质能与减碳技术工程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３（同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　针对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的处置问题，采用协同厌氧技术进行处理，通过逐步提高反应负荷的方式，进

行 ＣＳＴＲ反应器的连续运行，反应时间为 １２８ｄ。结果表明，在不同有机负荷下的沼气量、甲烷量和系统稳定性

等有较大的差异。ｐＨ、挥发性脂肪酸和氨氮随着反应负荷的提高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蛋白酶、淀粉酶和脱氢

酶酶活力呈现波动状态。反应器运行的有机负荷为２．５、５．０、７．５和１０ｇＶＳ／（Ｌ·ｄ）时，沼气产量分别为７１６７０、

３１１１８０、３６１８４０和 ３６２６１０ｍＬ。实验表明，ＣＳＴＲ反应器处理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混合底物的最佳运行负荷为

７．５ｇＶＳ／（Ｌ·ｄ），负荷太高会引起反应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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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无废城市”
建设的推进，餐厨垃圾的收集、处置和管理已成为城

市有机固废处理的重要部分
［１－３］

。目前我国城市餐

厨垃圾的年产量约 ６０００万 ｔ，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
的３７％ ～５７％［４］

。餐厨垃圾具有含水率高，有机质

含量高，易腐败和可生化性好等特点，采用厌氧消化

技术不仅能处理餐厨垃圾，而且可产生沼气能源，实

现餐厨垃圾的能源化处置
［５］
。但是高易腐有机质的

特性
［６］
，使得餐厨垃圾在单独厌氧消化时水解酸化

速率过快，往往出现酸化抑制的现象，影响产沼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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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７］
。研究发现协同厌氧消化技术可以调节底物碳

氮比，平衡消化底物营养成分，稳定厌氧消化过程，缓

解酸化抑制等问题，从而提高产气能力
［８－９］

。此外，

在城市有机固废中，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剩余污泥的量

越来越大，我国城市的湿污泥产生量约 ６０００万 ｔ，剩
余污泥的处置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１０］
。剩余污泥

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 Ｎ、Ｐ、Ｋ等营养元素，具有良
好的厌氧发酵特性，但由于污泥自身碳氮比不平衡，

细胞破壁难，胞内物质释放慢等限制，使得剩余污泥

在单独发酵时存在水解速率慢，发酵反应时间长和产

气率低等问题
［１１］
。

研究表明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的协同共消化能

使底物营养均衡，更适合微生物的生长，解决单独发

酵时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产沼气效率，同时解决餐

厨垃圾和剩余污泥的资源化处置难题。ＬＩＵ等［１２］
报

道餐厨垃圾与剩余污泥比例为３０％时，沼气产率达到
２５４．４ｍＬ／ｇＶＳ，这是因为发酵底物组成得到了优化，
提高了整体的发酵性能。ＬＩ等［１３］

发现餐厨垃圾和剩

余污泥连续混合处理时，甲烷产率为４０７ｍＬ／ｇＶＳ，混
合底物的水解速率大大提高，发酵过程中的碱度、挥发

性脂肪酸（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ＶＦＡ）和氨氮等更加稳
定。王洋涛等

［１４］
通过模型拟合表明餐厨垃圾和剩余

污泥的最佳质量比为４∶６，总固体（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Ｓ）质
量分数 ６％，接种量质量分数 ５５％，产气性能得到了
提高。由于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的来源、性质受到地

区和季节等的影响，而且发酵运行方式不同，使得报

道的研究结果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对餐厨垃圾和剩余

污泥协同厌氧处置的最佳模式，包括混合比例，反应

负荷，反应过程调控和酶活力变化等仍然需要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本文在前期摇瓶实验的基础上
［１５］
，对餐厨垃圾

和剩余污泥进行连续式协同厌氧消化处理，研究了不

同处理负荷情况下，反应过程中的沼气量、ＶＦＡ、化学
需氧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Ｄ）、氨氮和酶活
力等参数情况，同时分析了产气稳定周期内的动力学

模型。该研究可为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协同厌氧消

化的连续运行模式提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餐厨垃圾取自江南大学食堂，将塑料、筷子和瓶

盖等不可生化的杂物去除后，用食品粉碎机破碎到粒

径为５ｍｍ，放入冰箱保存待用。剩余污泥取自无锡

某污水处理厂。接种污泥取自苏州某公司的污水处

理系统，为厌氧絮状污泥，使用前进行活化。底物和

接种物的性质见文献［１５］。
１．２　实验装置

反应装置为 ＣＳＴＲ厌氧反应器，总体积为 ５Ｌ，有
效容积为 ４Ｌ。反应器顶部设进料口，罐壁有出料
口，反应器上设导气管和搅拌口，利用水浴锅加热保

温，反应温度为（３７±２）℃。反应器中的物料通过电
动机械搅拌混合。

１．３　实验设计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混合底物中餐厨垃圾和剩余

污泥的比例设为１∶１［挥发性固体（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ｏｌｉｄ，ＶＳ）
质量比］，混合底物与接种物的 ＶＳ质量比为 １∶１［１５］。
ＣＳＴＲ反应器运行启动阶段，添加接种污泥，同时加入
底物和少量葡萄糖到反应器中，稳定一段时间后开始

进料。加入混合底物的初始负荷为２．５ｇＶＳ／（Ｌ·ｄ），
此后提高到５．０、７．５、１０ｇＶＳ／（Ｌ·ｄ）（表１），每天进
出料，对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分析。

表 １　实验不同反应阶段的工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

时间／ｄ
有机负荷／

［ｇＶＳ·（Ｌ·ｄ）－１］

停留

时间／ｄ

进料时间

间隔／ｄ

餐厨

垃圾量／ｇ

剩余

污泥量／ｇ
１～２６ ２．５±０．３ ４０ １ １８．８ ６６．６７５
２７～５８ ５．０±０．３ ３３ １ ３７．６ １３３．３５
５９～９２ ７．５±０．３ ２５ １ ５６．４ ２００．０３
９３～１２８ １０．０±０．３ １５ １ ７５．２ ２６６．７０

１．４　分析方法
ＴＳ、ＶＳ测定采用重量法［１６］

；ＶＦＡ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紫外检测器波长２１０ｎｍ，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Ａ
色谱柱（１５０ｍ×４．６ｍｍ，５μｍ），柱温 ３５℃，流动相
是０．５％乙腈和９９．５％的 ＫＨ２ＰＯ４（０．０２ｍｏｌ／Ｌ）

［１７］
；

ＣＯＤ测定方法是重铬酸钾法［１６］
；氨氮采用水杨酸次

氯酸盐光度法
［１６］
；沼气采用排水法测定，甲烷含量采

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１７］
；脱氢酶酶活力采用氯化三苯

基四氮唑（２３５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ＴＴＣ）比
色法，脱氢酶催化底物使其还原反应后生成 ＴＴＣＨ２
ｔｒｉｆｅｎｙｌｆｏｒｍａｚａｎｅ（ＴＦ）红色产物，根据 ＴＦ颜色变化测
出对应的吸光度，计算脱氢酶活力

［１８］
；蛋白酶活力采

用 ＫＡＲＤＯＳ等［１９］
分析方法；淀粉酶采用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
分析方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ＣＳＴＲ反应器中 ｐＨ及 ＶＦ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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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图１为不同反应负荷下 ｐＨ和 ＶＦＡ的变化情况。
由图１可知，当有机负荷为 ２．５ｇＶＳ／（Ｌ·ｄ）时，厌
氧发酵体系中的含氮物质降解形成 ＮＨ４ＨＣＯ３等物

质
［２１］
，缓冲发酵液中的酸性物质，使 ｐＨ一直保持在

７．４１～７．５６，系统相对稳定。但由于初始有机负荷较
低，微生物降解混合底物产生的有机酸较少，产甲烷

效率相对较低。有机负荷逐渐提高到 ５．０和 ７．５
ｇＶＳ／（Ｌ·ｄ）时，水解酸化速率与产甲烷速率达到平
衡，产甲烷菌能及时降解有机酸生成沼气，ｐＨ维持在
７．０～７．４，厌氧发酵状态稳定。但有机负荷提高到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由于体系中有大量的底物，产酸
微生物代谢生成大量有机酸，产甲烷菌无法及时利

用，使得有机酸积累，ｐＨ值呈下降趋势，影响反应器
的正常运行，此时如果继续增大反应器的有机负荷，

反应器处理有机物的效率将会下降。

图 １　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 ｐＨ和 ＶＦＡ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ｎｄＶＦ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ｒｅａｃ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ＦＡ是厌氧消化过程中微生物菌群降解底物产
生的重要中间产物，产甲烷菌能将 ＶＦＡ降解转化成
甲烷，但当反应器 ＶＦＡ累积量超过甲烷菌转化能力
时，ｐＨ值下降，会产生抑制效应［２２］

。在有机负荷为

２．５ｇＶＳ／（Ｌ·ｄ）时，水解酸化占主导作用，ＶＦＡ出现积
累现象，其质量浓度从５７８ｍｇ／Ｌ上升到１０１１．５ｍｇ／Ｌ，
随着厌氧反应进入产甲烷阶段，ＶＦＡ的生成与降解速
率达到平衡，１２ｄ后趋于稳定，维持在 ７５０ｍｇ／Ｌ左
右。当有机负荷为５．０ｇＶＳ／（Ｌ·ｄ）时，ＶＦＡ先下降
后上升，在 ４１ｄ达到最大值。当有机负荷为 ７．５
ｇＶＳ／（Ｌ·ｄ）时，系统中 ＶＦＡ持续下降，产甲烷菌活
性较强，利用有机酸的效率较高。当有机负荷为 １０
ｇＶＳ／（Ｌ·ｄ）时，从第 １１０天开始，由于反应器的崩
溃以及大量产甲烷菌随出料排出，产甲烷效率下降，

酸化菌利用有机物生成的有机酸因不能及时被降解

而呈上升趋势。这与葛亚娟等
［２３］
在餐厨垃圾和秸秆

混合处理时的情况类似，达到高负荷时出现了有机酸

的积累现象。

２．２　ＣＳＴＲ反应器中 ＣＯＤ及氨氮变化情况
由图２可知，当 ＣＳＴＲ运行的有机负荷为 ２．５

ｇＶＳ／（Ｌ·ｄ）时，混合底物被大量降解，但是 ＶＦＡ和
甲烷的产量较低，ＣＯＤ基本维持在 ８０００ｍｇ／Ｌ。但
随着反应的进行，从第１４天到２６天微生物降解有机
物的能力逐渐增强，体系中 ＣＯＤ质量浓度下降到
５２８０ｍｇ／Ｌ；当提高有机负荷到５．０ｇＶＳ／（Ｌ·ｄ）时，
ＣＯＤ质量浓度呈迅速上升趋势，上升 ６ｄ后逐渐稳
定。ＣＯＤ从反应的第 ４９天开始下降，第 ５６天下降
到最低值后又上升。这是因为反应器中油脂较多，形

成了一层厚厚的油层，气体无法及时排出，导致污泥

上浮，堵住排气孔，采用人工刮除的方法进行处理，部

分厌氧污泥被同时排出。实验添加少量接种物来补

充流失的污泥，经过 ５ｄ的运行后呈现稳定状态。而
有机负荷为７．５ｇＶＳ／（Ｌ·ｄ）时，从第５９天到８２天处
于相对稳定状态，此后呈现下降趋势。当有机负荷为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微生物无法耐受高负荷，有机酸的
利用下降，ＣＯＤ快速上升到 １３６４０ｍｇ／Ｌ，同时厌氧
反应器中污泥开始膨胀，出现上浮现象，产生大量白

色泡沫。随着每天混合底物的加入，污泥膨胀速度加

快，上层污泥的厚度达到 １０ｃｍ左右，导致排气孔堵
塞，故加大搅拌速率，同时暂停投加混合底物 ２ｄ，等
反应器稳定后将转速调回。从第 １０２到 １０７天，第
１１０到１１３天，ＣＯＤ质量浓度在 ５５００和 ６４００ｍｇ／Ｌ
范围内，但均出现上述状况，采取人工排除上浮污泥，

停止投加底物３ｄ，从第 １１７天开始采取隔天投加方
式，ＣＯＤ质量浓度维持在３６００ｍｇ／Ｌ，但产气量和甲
烷量大幅降低，污泥仍然出现上浮。

图 ２　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 ＣＯＤ和氨氮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ｒｅａｃ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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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知，当有机负荷为２．５和５．０ｇＶＳ／（Ｌ·ｄ）
时，氨氮质量浓度一直保持在１２２４～１８５７ｍｇ／Ｌ，这与朱
英东等

［２４］
报道的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混合处理过程

的氨氮含量相一致。但随着发酵的进行，厌氧微生物

活性逐渐提高，需要更多的氨氮来供微生物利用，从

有机负荷７．５ｇＶＳ／（Ｌ·ｄ）开始，氨氮质量浓度呈下
降趋势，这可能是混合底物中餐厨垃圾本身碳氮比较

高，餐厨垃圾的蛋白质含量比剩余污泥低，并且含有大

量易降解物质，使得发酵微生物能够保持较高的活性，

氨氮被微生物利用。但在反应负荷为１０ｇＶＳ／（Ｌ·ｄ）
时，由于厌氧污泥的流失，对含氮有机物的降解能力降

低，氨氮质量浓度大幅下降。

２．３　ＣＳＴＲ反应体系中酶活力变化情况
蛋白酶和淀粉酶酶活力对反应器中蛋白质与碳

水化合物的降解情况可起到指示作用
［２５］
。由图 ３可

知，蛋白酶酶活力在有机负荷力 ２．５ｇＶＳ／（Ｌ·ｄ）时
呈上升趋势，维持较高的酶活力。而有机负荷为 ７．５
和１０ｇＶＳ／（Ｌ·ｄ）时，蛋白酶酶活力呈快速下降趋
势。当投加进料为２．５ｇＶＳ／（Ｌ·ｄ）时，淀粉酶酶活
力迅速增加，由初始的 ０．７８ｍｇ／（ｍＬ·ｍｉｎ）提高到
２．１３ｍｇ／（ｍＬ·ｍｉｎ），这主要是由于混合底物中含有
大量的淀粉，淀粉的降解促进了酶活力的提高。

图 ３　不同有机负荷条件下蛋白酶、淀粉酶和

脱氢酶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ｍｙｌａｓｅａｎｄ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脱氢酶是一类催化物质氧化还原反应的酶，其酶

活力可以反映体系中微生物的活性变化
［１８］
。脱氢酶

在有机负荷为２．５ｇＶＳ／（Ｌ·ｄ）时变化较明显，前４ｄ
呈上升趋势，最大值为 ４５３．８ＴＦμｇ／（ｍＬ·ｈ）；随着
反应的进行，微生物浓度的增加，大量有机物被降解，

脱氢酶酶活力逐渐降低。有机负荷提高到 ５．０
ｇＶＳ／（Ｌ·ｄ）时，脱氢酶酶活力又开始上升，维持在
４３５ＴＦμｇ／（ｍＬ· ｈ）左右。当有机负荷为 ７．５
ｇＶＳ／（Ｌ·ｄ）时，由于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被大量降
解，反应器中剩余有机物质量浓度较低，脱氢酶酶活

力呈现下降趋势，为 ３４６．９５ＴＦμｇ／（ｍＬ·ｈ）左右。
当有机负荷为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体系中有大量的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未被降解，微生物为了适应底物

变化产生更多的脱氢酶，这与前期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
［２６］
。

２．４　不同反应负荷下产沼气性能比较
由图４可知，在 ＣＳＴＲ启动阶段，水解产酸占主

导优势，每日产沼气量较低。

图 ４　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沼气和甲烷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ｇａ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ｒｅａｃ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发酵的第１天，总沼气量仅为 ７３０ｍＬ，甲烷量为
１８３．９６ｍＬ。随着新鲜混合底物的添加，沼气量和甲
烷产量逐渐上升，从第 １０天后沼气量和甲烷量趋于
稳定，每天的产气量分别为６４００和 ３１６８ｍＬ左右，
这是由于每天向反应器中投加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

提高了反应器里营养元素含量，厌氧微生物快速生

长。提高有机负荷到５．０ｇＶＳ／（Ｌ·ｄ）时，反应系统
的稳定性较好，沼气和甲烷日产量迅速提高，分别为

１３８００和 ６４５８ｍＬ／ｄ左右。当有机负荷为 ７．５
ｇＶＳ／（Ｌ·ｄ）时，沼气量和甲烷量分别是 １８０００和
９２００ｍＬ／ｄ左右，比前２个负荷有明显的提高。随着
有机负荷的继续提升，前 ４ｄ沼气量和甲烷产量提
高，但此后产气量开始波动，在第７天反应器产生大量
泡沫，造成出气口堵塞，故停止进料２ｄ，第９天恢复正
常，但此时产气量明显低于开始阶段，后期间隙性出现

上述状况，沼气量和甲烷量越来越低。沼气产量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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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负荷的升高反而下降的原因是有机负荷越高，每

日进出料的量就越大，污泥停留时间逐渐缩短，产甲烷

菌随着出料被大量排出反应器。

ＣＳＴＲ反应器一共运行了 １２８ｄ，当有机负荷分
别为２５、５．０、７．５和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沼气量分
别是７１６７０、３１１１８０、３６１８４０和 ３６２６１０ｍＬ，其中甲
烷的 平 均 体 积 分 数 分 别 是 ４８．７９％、４９．９０％、
５４．０１％和 ３３０６％。数据表明在有机负荷为 ７．５
ｇＶＳ／（Ｌ·ｄ）时，甲烷的体积分数和总产量都最高，
而有机负荷为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甲烷的体积分数
和总产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反应器出现崩溃，大量

产甲烷菌被排出，从而使协同厌氧反应中产甲烷菌

受到了抑制。

２．５　不同反应负荷产气稳定运行周期内甲烷产量拟
合动力学

图５为 ＣＳＴＲ反应过程中，不同有机负荷产甲烷
稳定期一个周期内的甲烷累积情况。由图５可知，每
个发酵周期开始后，甲烷产量逐渐累积，经过 ２４ｈ或
者４８ｈ的反应，４个负荷条件下的甲烷产率分别达到
３３４．５、３３２．１、３４４．８和 ２２１．４ｍＬ／ｇＶＳ。图 ５ａ是有
机负荷为２．５ｇＶＳ／（Ｌ·ｄ），反应时间为 ２４ｈ，此时
累积甲烷量呈线性增长，方程为：

Ｙ１ ＝１４．３１８ｘ１－１５．１５７　（Ｒ
２ ＝０．９９７６） （１）

式中：Ｙ１，在时间 ｘ１（０＜ｘ＜２４）时的甲烷累积量，
ｍＬ／ｇＶＳ。

图５ｂ为有机负荷 ５．０ｇＶＳ／（Ｌ·ｄ），反应时间
为２４ｈ，累积甲烷量呈线性增长，方程为：

Ｙ２ ＝１４．１５９ｘ２－１３．４８２　（Ｒ
２ ＝０．９９７８） （２）

式中：Ｙ２，在时间 ｘ２（０＜ｘ＜２４）时的甲烷累积量，
ｍＬ／ｇＶＳ。

图５ｃ为有机负荷 ７．５ｇＶＳ／（Ｌ·ｄ），反应时间
为２４ｈ，累积甲烷量呈线性增长，方程为：

Ｙ３ ＝１４．６３４ｘ３－４．９８８　（Ｒ
２ ＝０．９９９６） （３）

式中：Ｙ３，在时间 ｘ３（０＜ｘ＜２４）时的甲烷累积量，
ｍＬ／ｇＶＳ。

图５ｄ为有机负荷１０ｇＶＳ／（Ｌ·ｄ），反应时间为
４８ｈ，此时累积甲烷量可以分成 ２个阶段，第 １阶段
是前２４ｈ，方程为：

Ｙ４ ＝６．４１ｘ４－６．７８７　（Ｒ
２ ＝０．９９７６） （４）

式中：Ｙ４，在时间 ｘ４（０＜ｘ＜２４）时的甲烷累积量，
ｍＬ／ｇＶＳ。

第２阶段为第２４～４８ｈ，甲烷累积量为：
Ｙ５ ＝３０５×［１－ｅ

（－０．０２８ｘ５）］　（Ｒ２ ＝０．９８３５） （５）

式中：Ｙ５，在时间 ｘ５（２４＜ｘ＜４８）时甲烷积累量，ｍＬ／ｇ
ＶＳ。根据方程式，在第 ２４小时，甲烷产量是 １４９．８
ｍＬ／ｇＶＳ，占总甲烷量的６７．６６％，这说明甲烷大部分
在第１天产生，但对于高负荷厌氧发酵，２ｄ的进料时
间间隔优于１ｄ。

由公式（１）、（２）、（３）和（４）可知，有机负荷
在２．５、５．０、７５和 １０ｇＶＳ／（Ｌ·ｄ）前２４ｈ的甲烷
产量符合零级反应模型，此时的 ＶＦＡ一直处于积
累状态，但由于反应器含有较高的氨氮和碱度，可

维持反应器稳定性，缓解 ＶＦＡ的影响。根据公式
１、２、３和 ４，有 机 负 荷 为 ２．５、５．０、７．５和
１０ｇＶＳ／（Ｌ·ｄ）时，ＣＳＴＲ反应器积累产甲烷量
可以表示为：

ＣＨ４（ｘ１）＝Ｙ１×２．５＝３５．７９５ｘ１－３７．８９２５ （６）

ｄＣＨ４（ｘ１）／ｄｘ１ ＝３５．７９５ （７）

式中：ＣＨ４（ｘ１），甲 烷 在 时 间 ｘ１ 下 的 累 积 量，
ｍＬ／ｇＶＳ；ｄＣＨ４（ｘ１）／ｄｘ１，２４ｈ内厌氧反应器的甲烷
生成率，ｍＬ／（Ｌ·ｈ）。

ＣＨ４（ｘ２）＝Ｙ２×５＝７０．７９５ｘ１－６７．４１ （８）

ｄＣＨ４（ｘ１）／ｄｘ１ ＝７０．７９５ （９）

式中：ＣＨ４（ｘ２），甲 烷 在 时 间 ｘ２ 下 的 累 积 量，
ｍＬ／ｇＶＳ；ｄＣＨ４（ｘ２）／ｄｘ２，２４ｈ内厌氧反应器的甲烷
生成率，ｍＬ／（Ｌ·ｈ）。

ＣＨ４（ｘ３）＝Ｙ３×７．５＝１０９．７５５ｘ３－３７．４１ （１０）

ｄＣＨ４（ｘ３）／ｄｘ３ ＝１０９．７５５ （１１）

式中：ＣＨ４（ｘ３），甲 烷 在 时 间 ｘ３ 下 的 累 积 量，
ｍＬ／ｇＶＳ；ｄＣＨ４（ｘ３）／ｄｘ３，２４ｈ内厌氧反应器的甲烷
生成率，ｍＬ／（Ｌ·ｈ）。

ＣＨ４（ｘ４）＝Ｙ４×１０＝６４．１ｘ４－６７．８７ （１２）

ｄＣＨ４（ｘ４）／ｄｘ４ ＝６４．１ （１３）

式中：ＣＨ４（ｘ４），甲 烷 在 时 间 ｘ４ 下 的 累 积 量，
ｍＬ／ｇＶＳ；ｄＣＨ４（ｘ４）／ｄｘ４，２４ｈ内厌氧反应器的甲烷
生成率，ｍＬ／（Ｌ·ｈ）。

ＶＥＥＫＥＮ等［２７］
研究表明 ＶＦＡ没有累积时可以

用产甲烷速率代表水解速率。在反应的第 ２４～４８小
时内，厌氧反应器没有出现 ＶＦＡ累积现象，甲烷产量
符合一级动力学（式５），甲烷产量可表示为：

ＣＨ４（ｘ５）＝Ｙ５×１０＝３０５０×［１－ｅ
（－０．０２８ｘ５）］ （１４）

ｄＣＨ４（ｘ５）／ｄｘ５ ＝８５．４×［ｅ
（－０．０２８ｘ５）］ （１５）

式中：ＣＨ４（ｘ５），甲 烷 在 时 间 ｘ５ 下 的 累 积 量，
ｍＬ／ｇＶＳ；ｄＣＨ４（ｘ５）／ｄｘ５，２４～４８ｈ内厌氧反应器的
甲烷生成率，ｍＬ／（Ｌ·ｈ）。

由式（１４）可知，产甲烷速率在第 ２４～４８小时内



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 ９７　　　

呈下降趋势，在 ４８ｈ已经下降到 ５３ｍＬ／（Ｌ·ｈ），可
知厌氧反应器里的大部分有机物已经降解，可以进行

下一批次进料，姜立等
［２８］
研究表明采用合适的底物浓

度，可 以 有 效 提 高 产 气 效 率。由 图 ５中 １０
ｇＶＳ／（Ｌ·ｄ）负荷下２个表达式的 Ｒ２均大于０．９８可
知，实际的产甲烷曲线可以采用一级动力学拟合。

ａ２．５ｇＶＳ／（Ｌ·ｄ）；ｂ５．０ｇＶＳ／（Ｌ·ｄ）；ｃ７．５ｇＶＳ／（Ｌ·ｄ）；ｄ１０ｇＶＳ／（Ｌ·ｄ）

图 ５　产气稳定一个周期内甲烷累积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ｔａｂｌｅｃｙｃｌｅ

３　结论

在餐厨垃圾和剩余污泥混合质量比为 １∶１条件
下，采用 ＣＳＴＲ反应器进行连续式厌氧协同处理，运
行时间为１２８ｄ。结果表明，随着有机负荷的提高，沼
气产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在不同有机负荷下各个反应

参数有较大的差异，在各个有机负荷稳定运行的前

２４ｈ内甲烷产量符合零级反应动力学，ＣＳＴＲ反应器
在有机负荷为７．５ｇＶＳ／（Ｌ·ｄ）时系统稳定性最好。
针对混合底物厌氧处理的协同效应分析，混合发酵过

程中微生物菌群的变化等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

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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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南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２（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３（江南大学 酿造微生物与应用酶学研究室，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酒糟是白酒生产过程中产生最多的副产物，其中蛋白质含量丰富，是工业应用中具有潜力的蛋白质资
源，若加以合理利用可以使其附加值得到提升。以浓香型白酒酒糟为研究对象，对其蛋白组分进行分析后，分别

采用醇碱法和乙酸法对干燥前后酒糟中的醇溶蛋白进行提取，通过提取得率及纯度、分子质量、氨基酸组成、傅

里叶红外光谱（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ＴＩＲ）和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ＤＳＣ）等方面的分析、比较，以期获得较优提取方法。结果表明，醇碱法提取得率及纯度均高于乙酸法，且所提取
的鲜酒糟和干燥后酒糟的醇溶蛋白在分子质量、氨基酸组成、ＦＴＩＲ和 ＤＳＣ分析方面均无明显差异，能够尽可能
保证干燥前后酒糟中醇溶蛋白品质的一致性，故醇碱法更适合于酒糟醇溶蛋白的提取。该研究有利于后续醇溶

蛋白的开发应用，并为酒糟的高附加值利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白酒；酒糟；高附加值；干燥；醇溶蛋白；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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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白酒酒糟是粮谷类作物经过发酵、蒸馏生产白酒
而产生的混合固体废弃物，是酿酒行业最主要的副产

物。据统计，２０１８年我国约产生 ２３４４万 ｔ酒糟，其
营养丰富，包含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维生素和

无机盐等。因此为了解决酒糟堆积所带来的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针对酒糟高附加值再利用的研究

必不可少。如今，酒糟已被开发成饲料
［２］
、沼气

［３］
、

肥料
［４］
和白炭黑

［５］
等，除此之外，提取酒糟中的高附

加值物质也是一种非常可取的酒糟再利用途径。目

前已有关于多肽
［６－７］

和类黑精
［１］
提取分离的相关报

道，通过对具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
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Ｅ）抑制活性多肽的鉴定，揭示了酒
糟在治疗高血压方面的潜在可能性，而酒糟中类黑精

的提取和活性鉴定，也为酒糟的高附加值利用提供了

新思路。目前关于白酒酒糟中醇溶蛋白的提取和利

用尚未见报道。

高粱和小麦是白酒酿造和制曲的主要原料，经发

酵和蒸馏后大量营养成分特别是蛋白质残存于酒糟

中，使得酒糟蛋白含量丰富
［７］
。醇溶蛋白是谷物中

的一种贮藏蛋白，是种子萌发时的主要碳源和氮

源
［８］
，在高粱和小麦蛋白中比例较高，占高粱总蛋白

的７７％ ～８２％［９］
，小麦总蛋白的５０％ ～６０％［８］

，但醇

溶蛋白在酒糟中的比例尚不清楚。高粱和小麦中提

取的醇溶蛋白具有较高的工业应用潜力，这得益于其

较强的疏水性、难消化性以及广泛的交联性等特性。

醇溶蛋白已经在可食性薄膜及涂层、胶黏剂、药物控

释和乳化稳定剂等领域得到了研究与开发。比如，目

前醇溶蛋白可食用涂层的保鲜性能已经在梨
［１０］
、牛

油果
［１１］
和鸡肉

［１２］
上得到证实；醇溶蛋白基胶黏剂

［１３］

的黏合性能良好，且比常见的大豆蛋白基胶黏剂疏水

性更强；有研究者通过醇溶蛋白微粒负载泼尼松龙
［１４］

以及儿茶素和高粱缩合单宁
［１５］
证实了其在药物控释

方面的潜力。对酒糟这一白酒工业副产物进行醇溶蛋

白的提取及开发，既能够解决酒糟的堆积和污染、提高

酒糟附加值，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高粱和小麦等

谷物，从而节约谷物的用量。

研究者们已经探索出了几种对于醇溶蛋白提取

的方法。ＥＭＭＡＭＢＵＸ等［１６］
通过修改一种广泛应用

于玉米醇溶蛋白提取的方法，从而得到了醇碱法，并

首次将其应用到了高粱醇溶蛋白的提取，因提取效果

良好而得到广泛应用；乙酸法是由 ＴＡＹＬＯＲ等［１７］
开

发的一种针对高粱醇溶蛋白提取的方法，由于乙酸相

对于乙醇来说具有不易燃、宗教接受度高以及与食物

相容的特性，因此被认为是优良的醇溶蛋白提取方

法。除此之外，异丙醇
［１８］
、叔丁醇

［１９］
和碱性硼酸钠／

十二烷基硫酸钠缓冲液
［２０］
也在醇溶蛋白提取上有所

应用。

本实验以干燥前后浓香型白酒酒糟为研究对象，

对蛋白组分分布进行分析后，分别用醇碱法和乙酸法

提取酒糟中的醇溶蛋白，通过对醇溶蛋白提取得率及

纯度、分子质量、氨基酸组成、基本结构和热性质的分

析比较，进而确定适合于干燥前后酒糟醇溶蛋白提取

的方法，为酒糟醇溶蛋白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提

高酒糟的附加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与试剂
样品：浓香型酒糟，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试剂：无水乙醇、ＮａＯＨ、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Ｋ２ＳＯ４、
Ｈ２ＳＯ４、ＫＯＨ、ＫＢｒ、焦亚硫酸钠、乙酸、三氯乙酸，ＡＲ
级，国药集团。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Ｋｊｅｌｔｅｃ８４００凯氏定氮仪，丹麦 ＦＯＳＳ公司；Ａｇｉ

ｌｅｎｔ１１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１８冷冻离心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ＡｖａｎｔｉＪＥ高
速冷冻离心机，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恒温水浴
锅、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Ｍｉｌｌｉ
ｐｏｒｅＱ超纯水系统，美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冷冻干燥机，
美国 ＬＡＢＣＯＮＣＯ公司；ＲＹ２８０Ａ多功能粉碎机，永康
市锐意机电有限公司；Ｎｅｘｕｓ４００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公司；ＤＳＣＱ２０００差示扫描量热仪，美
国 ＴＡ仪器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酒糟前处理

鲜酒糟：从白酒厂直接取样；干酒糟：将鲜酒糟置

于７０～８０℃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烘干至质量恒定，
并对烘干后的酒糟去除稻壳。

１．３．２　酒糟蛋白组分分级提取
采用 Ｏｓｂｏｒｎｅ分级提取法略作修改后，对酒糟各

蛋白组分进行逐级分级提取，称取适量酒糟粉，料液

比为１∶１０（ｇ∶ｍＬ），提取时间 ２ｈ，重复 ２次；清蛋白：
以超纯水为提取溶剂，提取温度 ２０℃；球蛋白：以
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Ｃｌ溶液为提取溶剂，提取温度 ２０℃；醇
溶蛋白：以体积分数７０％乙醇水溶液为提取溶剂，提
取温度７０℃；谷蛋白：以０．１ｍｏｌ／ＬＫＯＨ溶液为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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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提取温度９０℃。
１．３．３　酒糟醇溶蛋白的提取

醇碱法：参照 ＷＡＮＧ等［２１］
的方法，对酒糟中的

醇溶蛋白进行提取。以含质量浓度 ５ｇ／Ｌ焦亚硫酸
钠和 ３．５ｇ／ＬＮａＯＨ的体积分数 ７０％乙醇水溶液作
为提取剂，料液比 １∶１０（ｇ∶ｍＬ），７０℃搅拌提取 １ｈ，
３５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重复提取３次，收集上清液；将
上清液乙醇体积分数稀释至４０％后将其置于 －２０℃
冰箱中静置１２ｈ；３５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沉淀，并
用蒸馏水洗涤沉淀 ３次，冻干；用正己烷对冻干粉末
进行脱脂，室温下通风橱干燥，重复３次，即得酒糟醇
溶蛋白粉末。

乙酸法：参照 ＴＡＹＬＯＲ等［１７］
的方法，取适量酒糟

在相对其４倍体积的质量浓度 ５ｇ／Ｌ焦亚硫酸钠溶
液中浸泡１６ｈ，过滤后去除焦亚硫酸钠溶液，用乙酸
作提取剂，料液比１∶５（ｇ∶ｍＬ），２５℃下搅拌提取１ｈ，
１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重复提取３次，收集上清液；在
冰浴条件下用饱和 ＮａＯＨ溶液将上清液 ｐＨ调节到
５．０以沉淀蛋白，４℃静置 １２ｈ后 ３５００×ｇ离心
１０ｍｉｎ，收集沉淀，并用蒸馏水洗涤沉淀 ３次，冻干；
正己烷脱脂，室温下通风橱干燥，重复３次，即得酒糟
醇溶蛋白粉末。

１．３．４　水解氨基酸测定
称取１００．０ｍｇ左右的酒糟醇溶蛋白于水解管中，

加入 ８ｍＬ６ｍｏｌ／Ｌ的 ＨＣｌ溶液，充 Ｎ２３ｍｉｎ，放入
１２０℃烘箱中水解２２ｈ，加入 ４．８ｍＬ１０ｍｏｌ／ＬＮａＯＨ
溶液中和水解样品，用蒸馏水定容，双层滤纸过滤后

取１ｍＬ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１５０００×ｇ离心３０ｍｉｎ，
取４００μＬ上清液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ＯＰＡ柱前衍生，色
谱柱为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ＯＤＳ柱（４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Ｌ）；流动
相 Ａ为体积比为５００∶０．１１∶２．５的２７．６ｍｍｏｌ／Ｌ乙酸
钠∶三甲胺∶四氢呋喃（ｐＨ７．２），流动性 Ｂ为体积比
为１∶２∶２的 ８０．９ｍｍｏｌ／Ｌ乙酸钠∶乙腈∶甲醇（ｐＨ
７．２），波长３３８和２６２ｎｍ，流速１ｍＬ／ｍｉｎ；洗脱条件：
初始体积分数 ８％Ｂ，０～１７ｍｉｎ为 ５０％Ｂ，１７．０～
２０．１ｍｉｎ为 １００％Ｂ，２０．１～２４．０ｍｉｎ为 ０％Ｂ；使用
１７种氨基酸作外标［７］

。

１．３．５　傅里叶红外光谱测定
采用 Ｎｅｘｕｓ４００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分析酒糟醇

溶蛋白的结构。将约 ４ｍｇ样品和 １５０ｍｇＫＢｒ在光
滑的研钵中彻底研磨，在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

收集数据。

１．３．６　差示扫描量热仪测定
酒糟醇溶蛋白的热性质采用 ＤＳＣＱ２０００差示扫

描量热仪进行测定，该仪器在测试前已经用铟和锌进

行了校准。称取５～１０ｇ样品于铝盘中，密封后在 Ｎ２
下以５０ｍＬ／ｍｉｎ的流速测定样品，其中测定温度以
１０℃／ｍｉｎ的速率从２５℃加热到２８０℃。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９．１软件进行统计整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酒糟蛋白组分分布
根据溶解度的差异可将酒糟的蛋白质分成不同组

分，各蛋白组分分布情况如图 １所示。其中球蛋白的
含量在酒糟总蛋白中的分布比例最低，谷蛋白和清蛋

白次之，醇溶蛋白含量最高，占 ４４％ ～５０％，是白酒酒
糟中含量最高的蛋白组分。因此，本研究对酒糟中的

醇溶蛋白进行提取，以期提高白酒酒糟的附加值。

图 １　白酒酒糟蛋白组分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ｏｆＢａｉｊｉｕ

２．２　酒糟醇溶蛋白的提取
表１显示了不同方法对新鲜和干燥白酒酒糟中

醇溶蛋白的提取得率及纯度，其中醇碱法的提取得率

及纯度均高于乙酸法，该结果与高粱干酒槽及其可溶

物（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ｄｒｉ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ＤＤＧＳ）中提取
醇溶蛋白的结果相似。对于干燥前后酒糟中醇溶蛋

白的提取，醇碱法似乎并未受到较大影响，提取得率

及纯度较接近，而乙酸法虽蛋白提取纯度相差无

几，但蛋白得率之间差异较大。因此，从提取得率

及纯度的角度看，醇碱法更适合于白酒酒糟中醇溶

蛋白的提取。

　　　表 １　白酒酒糟醇溶蛋白的提取得率及纯度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ｌａｍｉｎｆｒｏｍｗｅｔ

ａｎｄｄｒｉｅｄ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

方法 酒糟类型 得率（干质量） 纯度

醇碱法
干 ７．０９±１．６２ ９５．２０±０．４３
鲜 ６．８５±０．９０ ９４．１０±１．９０

乙酸法
干 ３．８０±０．３７ ９０．０９±１．７４
鲜 ６．７５±１．２０ ８８．４７±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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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３　不同方法提取的干燥前后酒糟醇溶蛋白的比较
２．３．１　分子质量

醇溶蛋白是由多个亚基组成的一类蛋白质，通过

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
ｃ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ＳＤＳ
ＰＡＧＥ）将酒糟醇溶蛋白按照分子质量的差异分成不
同条带，结果如图２所示。醇碱法提取的干燥前后酒
糟醇溶蛋白的电泳条带基本相同且表现的较清晰，其

中分别分离到了分子质量为２５和２３ｋＤａ的 α１和 α２
醇溶蛋白以及１８ｋＤａ的 β醇溶蛋白，而乙酸法提取
的醇溶蛋白由于提取纯度相对较低，因而使分离到的

蛋白亚基条带强度低。

Ｍ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泳道１醇碱法提取的干酒糟醇溶蛋白；泳道 ２醇

碱法提取的鲜酒糟醇溶蛋白；泳道３乙酸法提取的干酒糟醇溶

蛋白；泳道４乙酸发提取的鲜酒糟醇溶蛋白

图 ２　白酒酒糟醇溶蛋白 ＳＤＳＰＡＧＥ谱图

Ｆｉｇ．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ｏｆｐｒｏｌａｍｉｎｆｒｏｍ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ｏｆＢａｉｊｉｕ

２．３．２　氨基酸组成
图３显示了不同方法提取的干燥前后白酒酒糟

醇溶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其中谷氨酸、亮氨酸、丙氨

酸、脯氨酸、苯丙氨酸、异亮氨酸、天冬氨酸和缬氨酸

是白酒酒糟醇溶蛋白中含量较高的氨基酸。醇碱法

提取的干燥前后酒糟醇溶蛋白，其氨基酸无论在种类

还是含量上均未因酒糟的干燥而产生较大差异；而乙

酸法提取的醇溶蛋白，虽氨基酸种类相同，但在含量

上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因此相比于乙酸法，醇碱法

提取的醇溶蛋白的氨基酸含量更高，且干酒糟和鲜酒

糟醇溶蛋白之间的氨基酸含量差异小。

２．３．３　傅里叶红外光谱测定
醇溶蛋白提取物并非完全的纯品，据文献报道可

能含有少量酚类及糖类物质
［１６，２１］

。图 ４为白酒酒糟
醇溶蛋白提取物的傅里叶红外光谱（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ＴＩＲ）图，醇碱法和乙酸法提取
的干燥前后醇溶蛋白的光谱图均表现的极为相似，醇

碱法提取纯度相对要高于乙酸法。其中白酒酒糟与

高粱 ＤＤＧＳ［２１］中醇溶蛋白提取物的谱图基本保持一
致，从图４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个特征吸收谱带，其

ａ醇碱法；ｂ乙酸法

图 ３　白酒酒糟醇溶蛋白氨基酸组成

Ｆｉｇ．３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ｌａｍｉｎｆｒｏｍｗｅｔａｎｄ

ｄｒｉｅｄ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

中包括位于 ３３００和 ３０７０ｃｍ－１
处的酰胺 Ａ和 Ａ’，

１６６０、１５４０和 １２４０ｃｍ－１
处的酰胺Ⅰ、Ⅱ和Ⅲ，而

图４中表现较强的为酰胺Ⅰ谱带，其中酰胺Ⅰ被认为
是能够代表蛋白质二级结构中 α螺旋结构的谱带。

ａ醇碱法；ｂ乙酸法

图 ４　白酒酒糟醇溶蛋白傅里叶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４　ＦＴＩＲｏｆｐｒｏｌａｍｉｎｆｒｏｍｗｅｔａｎｄｄｒｉｅｄ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

２．３．４　差示扫描量热仪测定
如图 ５所示，相比于醇碱法，乙酸法提取的干燥

前后酒糟醇溶蛋白，其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ＤＳＣ）热谱图显示出了较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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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其中干酒糟和鲜酒糟分别在 １７５．１７和 １３８．２１℃
附近出现吸热峰。吸热峰意味着醇溶蛋白的变性，表

明乙酸法提取的干燥前后的酒糟醇溶蛋白在变性温度

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而醇碱法提取的醇溶蛋白的吸收峰

位置分别在１３７．６４和１３６．２２℃附近，两者之间的变性
温度差异小，表明所提取的干燥前后酒糟醇溶蛋白的变

性温度较一致，且与高粱中醇溶蛋白的变性温度接近。

ａ醇碱法；ｂ乙酸法

图 ５　白酒酒糟醇溶蛋白热分析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ｒｏｌａｍｉｎｆｒｏｍｗｅｔａｎｄｄｒｉｅｄ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

３　结论

在实际应用中，若要避免夏季高温时的霉变，需

对酒糟进行干燥处理，为尽量保持干酒糟和鲜酒糟中

醇溶蛋白品质的一致性，便于后续对酒糟及其醇溶蛋

白的高附加值再利用，本研究分别采用醇碱法和乙酸

法，探究适合于干燥前后白酒酒糟中醇溶蛋白的提取

方法。从提取得率及纯度上来看，醇碱法要优于乙酸

法，且醇碱法的提取效果并未因酒糟的干燥处理而受

到显著影响，而乙酸法对于鲜酒糟的提取得率显著高

于干酒糟；从醇溶蛋白来看，无论酒糟干燥与否，醇碱

法提取的醇溶蛋白在分子质量、氨基酸组成、ＦＴＩＲ和
ＤＳＣ方面均无明显差异，而乙酸法提取的干燥前后酒
糟醇溶蛋白，虽 ＦＴＩＲ分析差异不明显，但在分子质量、
氨基酸组成和 ＤＳＣ分析上均有所不同。综上所述，醇
碱法更适合于干燥前后白酒酒糟中醇溶蛋白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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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０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１２３
引用格式：邢瀚文，韩玮，施文正，等．固态发酵法制备罗非鱼皮胶原蛋白肽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

（１９）：１０４－１１３．ＸＩＮＧＨａｎｗｅｎ，ＨＡＮＷｅｉ，ＳＨＩ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ｉｌａｐｉａｓｋｉｎ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０４－１１３．

固态发酵法制备罗非鱼皮胶原蛋白肽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

邢瀚文１，韩玮１，施文正１，２，３，李晓晖１，２，３

１（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学院，上海，２０１３０６）２（上海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１３０６）
３（农业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上海），上海，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　以罗非鱼鱼皮为原料，利用枯草芽孢杆菌固态发酵（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Ｆ）制备胶原蛋白肽。以
胶原酶酶活力为评价指标，优化产酶发酵条件，并对发酵产物进行氨基酸组成分析、超滤分离及体外抗氧化活性

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佳发酵条件为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为 ７，种子液菌龄为 １４ｈ，加水量为 １０ｍＬ，发酵温度为
３５℃，发酵时间为２４ｈ，在此条件下胶原酶酶活力为９０．０５Ｕ／ｍＬ，水解度高达４１．７３％。经超滤分离得到３种不
同分子质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ＭＷ）范围的胶原蛋白肽组分：ＴＳＣＰａ（ＭＷ ＞１０ｋＤａ）、ＴＳＣＰｂ（ＭＷ ５ｋ～１０ｋＤａ）、

ＴＳＣＰｃ（ＭＷ ＜５ｋＤａ）。其中 ＴＳＣＰｃ的抗氧化活性最高，其羟自由基（·ＯＨ）、超氧阴离子自由基（·Ｏ
－
２）和 １，１

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的半抑制浓度（ｈａｌｆｉｎｈ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ＩＣ５０）分别为 ３．８３、４．１９和 ２．３７ｍｇ／ｍＬ。该新型制备工艺简单高效，为罗非鱼皮的深入开发利用和胶原蛋
白肽的生物技术生产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罗非鱼皮；固态发酵；胶原蛋白肽；胶原酶；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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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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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原蛋白是动物体内重要的蛋白质，约占总蛋白
含量的２５％［１］

。胶原蛋白肽，是胶原蛋白适度降解

后形成的一种多肽，具有抗氧化、抑菌、免疫调节和降

血糖等多种生理活性
［２］
。陆生生物组织曾是获取天

然胶原肽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禽流感、疯牛病等疾病

的潜在威胁和宗教习俗等原因，使得陆源性胶原肽无

法大范围应用，开发水产胶原蛋白活性肽成为国内外

热门课题之一
［３－５］

。罗非鱼是我国重要的养殖鱼类，

其鱼皮中氨基酸组成合理且胶原蛋白含量较高，但在

粗加工中通常被当作下脚料丢弃或制成廉价饲料，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６］
。充分利用现有的

水产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附加值，是水产品综

合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寻找新型加工技术

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对于罗非鱼和胶原蛋白肽产业具

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制备胶原肽最常用的是微生物发酵法和酶

法。与酶法相比，采用微生物发酵法制备胶原蛋白

肽，微生物产酶和提取水解胶原得到胶原蛋白肽可以

同步完成，无需使用化学试剂和昂贵的酶制剂，并且能

够去除鱼皮中的腥臭味，提高样品感官质量，极大节约

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７］
。固态发酵（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Ｆ）相对于液态发酵而言，能耗低，对生产
设备要求不高，不易被杂菌污染，目标产物浓度高，对

环境友好，具有大规模生产活性肽的优势
［８－９］

。

天然胶原分子具有独特的三股螺旋结构，只能经

胶原酶水解破坏超螺旋结构后才可被其他蛋白酶裂

解
［１０］
。因此，本研究以胶原酶活力为评价指标，通过

单因素及正交试验优化确定枯草芽孢杆菌固态发酵罗

非鱼皮产酶的最佳条件，并对制备的胶原粗肽进行了

超滤分离，研究不同分子质量肽段的胶原肽体外抗氧

化活性，以期为水产品的深入开发利用提供技术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罗非鱼鱼皮，雷州市龙之润水产品有限公司；Ｂａ

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ＣＣＴＣＣＡＢ９０００８，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中心；营养琼脂培养基（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ｇａｒ，ＮＡ），青岛海博
生物有限公司；甘氨酸，Ｓｉｇｍａ公司；截流分子 ５、
１０ｋＤａ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再生纤维素超滤膜及其他分析纯试
剂，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ＨｅｒａｅｕｓＰｉｃｏ１７高速离心机，美国赛默飞世尔科

技有限公司；ＵＶ１８００ＰＣ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

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Ｌ８８００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２．５真空冷冻干燥机，美
国 Ｌａｂｃｏｎｃｏ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鱼皮的预处理

将鱼皮去鳞除杂，洗净后充分沥干，切分成约

１ｃｍ×１ｃｍ×１ｃｍ的碎块并经打粉机粉碎，冷冻至
－２０℃，密封备用。
１．３．２　固态发酵及粗酶液的制备

将 Ｂ．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ＣＣＴＣＣＡＢ９０００８从甘油保藏管接
种至营养琼脂培养基中，３７℃恒温培养 ２４ｈ，将活化
好的菌种接至种子培养基（牛肉膏 ３ｇ／Ｌ，蛋白胨
１０ｇ／Ｌ，ＮａＣｌ５ｇ／Ｌ，ｐＨ７．２～７．４）中，于 ３７℃、１２０
ｒ／ｍｉｎ摇床培养一定时间，制得种子液。将 １０ｇ处理
后鱼皮装入 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１２１℃ 高温灭菌
２０ｍｉｎ，在无菌条件下加入一定量的灭菌蒸馏水，作
为固态发酵培养基。调节培养基初始 ｐＨ，按菌种接
种量５０ｇ／Ｌ接入培养好的发酵种子液，恒温静置培
养，并每隔５ｈ摇瓶翻动 １次，相应的发酵条件按照
单因素试验设计实施。

发酵结 束 后，向 鱼 皮 培 养 基 中 加 入 ５０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柠檬酸钠缓冲液（ｐＨ６．２），于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作为胶原酶粗酶液。
１．３．３　固态发酵产胶原酶条件的优化

单因素试验以胶原酶活力为评价指标，逐级优

化，先后考察培养基初始 ｐＨ（６、６．５、７、７．５和 ８）、菌
龄（６、１０、１４、１８、２２和２６ｈ）、加水量（５、１０、１５、２０和
２５ｍＬ）、发酵温度（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和４０℃）、发酵时间
（１２、１８、２４、３０和３６ｈ）５个因素对菌株产酶的影响。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选取菌龄、加水量、发酵温

度、发酵时间进行４因素 ３水平的正交试验，优化枯
草芽孢杆菌固态发酵罗非鱼皮制备胶原蛋白肽的工

艺条件。

１．３．４　罗非鱼皮胶原蛋白肽的制备工艺
罗非鱼皮粉→高温灭菌（１２１℃，２０ｍｉｎ）→加水并调节

ｐＨ→接种→发酵→加水过滤（纱布）→灭酶（９０℃，１０ｍｉｎ）→
离心（８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收集上清液→过滤（０．４５μｍ滤

膜）→收集滤液冻干→固态发酵罗非鱼皮胶原蛋白粗肽（ＳＳＦ

ＴＳＣＰ）

１．３．５　水解度的测定
采用甲醛滴定法测定 ＳＳＦＴＳＣＰ中氨基氮的含

量
［１１］
，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１２］
测定预处理好的罗非鱼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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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总氮含量，水解度（ｄｅｇｒｅｓ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ＤＨ）计算如
公式（１）所示：

ＤＨ／％ ＝
ｈ１
ｈ２
×１００ （１）

式中：ｈ１，氨基态氮含量，ｍｇ／ｍＬ；ｈ２，总氮含量，
ｍｇ／ｍＬ。
１．３．６　多肽含量的测定

称取样品 ２ｇ，加入 １０ｍＬ１５０ｇ／Ｌ三氯乙酸溶
液，混合均匀，静置 ５ｍｉｎ，在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后，取全部上清液，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１２］
测定上清

液中多肽含量。

１．３．７　氨基酸分析
采用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４—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１３］
的方法，测定分析样品中氨

基酸组成及含量。

１．３．８　胶原蛋白肽的分离制备
采用截留分子质量为 ５ｋ、１０ｋＤａ的超滤膜对

ＳＳＦＴＳＣＰ进行超滤分离，物料进口压力为 ０．２ＭＰａ。
分离得到 ３个组分：ＴＳＣＰａ（ＭＷ ＞１０ｋＤａ）、ＴＳＣＰｂ
（ＭＷ ５ｋ～１０ｋＤａ）、ＴＳＣＰｃ（ＭＷ ＜５ｋＤａ），收集各超
滤组分 冷冻干 燥，测定其还原能力、羟 自 由 基

（·ＯＨ）清除能力、超氧阴离子自由基（·Ｏ－２）清除
能力和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
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
１．３．９　胶原酶活力的测定

将甘氨酸作为标准氨基酸，以Ⅰ型胶原蛋白为底
物，采用茚三酮显色法

［１４］
测定胶原酶活力。酶活力定

义为：在３７℃，ｐＨ７．５的条件下，每分钟水解胶原蛋白
产生１μｇ甘氨酸所需的酶量为１个酶活力单位（Ｕ）。
１．３．１０　还原能力的测定

参考 ＯＹＡＩＺＵ［１５］的方法并略作改动，以谷胱甘
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作为阳性对照。
１．３．１１　·ＯＨ清除能力的测定

参考 ＳＭＩＲＮＯＦＦ等［１６］
的方法并略作改动：向

２ｍＬ样品溶液中加入２ｍＬ６ｍｍｏｌ／ＬＦｅＳＯ４溶液和２
ｍＬ６ｍｍｏｌ／Ｌ水杨酸乙醇溶液混合，最后加入 ２ｍＬ
８．８ｍｍｏｌ／ＬＨ２Ｏ２溶液，于 ３７℃水浴保温２０ｍｉｎ，在
５１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即为样品组的吸光度。空白对
照组以蒸馏水代替样品溶液，本底组以蒸馏水代替

Ｈ２Ｏ２溶液，以 ＧＳＨ作为阳性对照。·ＯＨ清除率的
计算如公式（２）所示：

·ＯＨ清除率／％ ＝ １－
Ａ－Ａ１
Ａ( )
０

×１００ （２）

式中：Ａ，样品组的吸光度；Ａ１，本底组的吸光度；Ａ０，空
白组的吸光度。

１．３．１２　·Ｏ－２ 清除能力的测定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测定，参考杜昕等
［１７］
的方

法并略作改动：取 １ｍＬ样品溶液与 ５ｍＬ５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８．２）混匀，于 ２５℃水浴保温 ２０
ｍｉｎ，加入 １ｍＬ３ｍｍｏｌ／Ｌ邻苯三酚，混匀后于２５℃
精确反应５ｍｉｎ，最后加入１ｍＬ１０ｍｏｌ／ＬＨＣｌ溶液终
止反应，在 ３２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即为样品组的吸光
度。空白对照组以蒸馏水代替样品溶液，本底组以蒸

馏水代替邻苯三酚溶液，以 ＧＳＨ作为阳性对照。
·Ｏ－２清除率的计算如式（３）所示：

·Ｏ－２ 清除率／％ ＝ １－
Ａ－Ａ１
Ａ( )
０

×１００ （３）

式中：Ａ，样品组的吸光度；Ａ１，本底组的吸光度；Ａ０，空
白组的吸光度。

１．３．１３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ＤＰＰＨ可在有机溶剂中形成稳定的自由基［１８］

。

参考 ＮＵＲＤＩＡＮＩ等［１９］
的测定方法并略作改动，以

ＧＳＨ作为阳性对照。
１．４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均重复 ３次，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Ｏｒｉｇｉｎ８．５
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及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因素试验结果
２．１．１　初始 ｐＨ对产酶的影响

如图１所示，随着起始 ｐＨ的增大，胶原酶酶活力
和菌体生物量先升高后缓慢降低。环境偏酸或偏碱

时，均不利于菌体生长，影响胶原酶的合成与积累。在

初始ｐＨ接近７的中性环境中，菌株生长良好且产胶原
酶活性最高，故本试验选择 ｐＨ７为培养基的最适 ｐＨ。

图 １　初始 ｐＨ对菌株产胶原酶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２．１．２　菌龄对产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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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２所示，接入的种子液菌龄 ＜１８ｈ时，在培
养一定时间后，检测到酶活力较低，生物量也偏低。

当菌龄 ＞１８ｈ时，虽然菌体生长旺盛但衰老迅速，产
胶原酶活性有下降趋势，故本试验选择 １８ｈ为种子
液最适培养时间。

图 ２　菌龄对菌株产胶原酶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ｅｌｌ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２．１．３　加水量对产酶的影响
在固态发酵中，含水量过高会导致培养基质多孔

性降低，发酵系统难以换气、降温，从而增加被杂菌污

染的风险；而含水量过低时，基质膨胀程度低，菌体生

长代谢受到抑制，导致目标物产量下降
［２０］
。如图 ３

所示，当加水量为 １０ｍＬ时，菌株固态发酵罗非鱼皮
产胶原酶活性最高，故本试验选择 １０ｍＬ为最适加
水量。

图 ３　加水量对菌株产胶原酶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２．１．４　发酵温度对产酶的影响
最佳发酵温度受菌株生长状态和培养基理化性

质等因素的影响而改变，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温度

不一定有利于某种代谢产物的合成
［２１］
。如图 ４所

示，在发酵温度 ＜３５℃时，菌体生物量较多，但产酶
活性偏低。在３５℃时，菌体生长代谢旺盛，胶原酶分
泌增多，酶活力达到最大，此后温度继续上升，菌体生

长受到抑制，酶活力也迅速下降，说明该菌最适生长

温度与最适产酶温度不同，故本试验选择 ３５℃为最

适发酵温度。

图 ４　发酵温度对菌株产胶原酶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２．１．５　发酵时间对产酶的影响
如图 ５所示，延长发酵时间，菌体生物量随之增

多，胶原酶的酶活力也逐渐增大，在发酵时间达到 ２４
ｈ时，胶原酶酶活力达到最大值。随着该菌生长进入
稳定期，有害产物积累抑制菌株产酶，酶活力呈下降

趋势。在生产实践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杂菌污染

的机会相应增加，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和发酵效率，故

本试验选择２４ｈ为最适发酵时间。

图 ５　发酵时间对菌株产胶原酶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２．２　正交优化试验结果
２．２．１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对产酶活性影响较

显著的菌龄（Ａ）、加水量（Ｂ）、发酵温度（Ｃ）和发酵时
间（Ｄ）４个因素，进行 Ｌ９（３

４
）正交试验，试验设计及

结果见表１。
２．２．２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由表１可知，各因素对胶原酶酶活力的影响程度
大小依次是 Ｃ＞Ｄ＞Ａ＞Ｂ，固态发酵罗非鱼皮产胶原
酶的最优方案为 Ａ１Ｂ２Ｃ２Ｄ２，即种子液菌龄 １４ｈ，加水
量１０ｍＬ，发酵温度３５℃，发酵时间２４ｈ。采用该条
件进行３次平行实验，测得胶原酶的酶活力为 ９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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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Ｕ／ｍＬ，与优化前的 ６４．２７Ｕ／ｍＬ相比，酶活力提高约
４０．１％。方差分析（表２）显示，发酵温度和发酵时间
对胶原酶活性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表 １　正交试验设计方案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试验号

试验因素

菌龄

（Ａ）／ｈ

加水量

（Ｂ）／ｍＬ

发酵温度

（Ｃ）／℃

发酵时间

（Ｄ）／ｈ

酶活力／

（Ｕ·ｍＬ－１）

１ １（１４） １（５） １（３０） １（１８） ６７．７６
２ １ ２（１０） ２（３５） ２（２４） ８９．９４
３ １ ３（１５） ３（４０） ３（３０） ７９．３１
４ ２（１８） １ ２ ３ ７８．９６
５ ２ ２ ３ １ ６８．２７
６ ２ ３ １ ２ ６９．９２
７ ３（２２） １ ３ ２ ７５．０３
８ ３ ２ １ ３ ６５．０１
９ ３ ３ ２ １ ６７．３５
Ｋ１ ７９．００ ７３．９２ ６７．５６ ６７．７９
Ｋ２ ７２．３８ ７４．４１ ７８．７５ ７８．３０
Ｋ３ ６９．１３ ７２．１９ ７４．２０ ７４．４３
Ｒ ９．８７ ２．２２ １１．１９ １０．５１

表 ２　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方差

来源

偏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显著性

Ａ １５１．８９１ ２ ７５．９４６ １８．７３２ ０．０５１
Ｂ ８．１０９ ２ ４．０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Ｃ １８９．９０３ ２ ９４．９５２ ２３．４１９ ０．０４１ 显著

Ｄ １６９．２９８ ２ ８４．６４９ ２０．８７８ ０．０４６ 显著

误差 ８．１０９ ２ ４．０５４

Ｒ２＝０．９８４（调整 Ｒ２＝０．９３８）

２．３　氨基酸组成分析
在最佳产酶条件下制得 ＳＳＦＴＳＣＰ，测其水解度

可达４１．７３％，多肽含量为 ８９．５％，对其进行氨基酸
分析。由表３可知，ＳＳＦＴＳＣＰ含有 ７种人体必需氨
基酸。脯氨酸的脂肪烃侧链能够加强多肽与多不饱

和脂肪酸的相互作用，使肽与氧结合或抑制脂质中氢

的释放，从而发挥抗氧化作用
［２２］
。羟脯氨酸是胶原蛋

白肽的特征氨基酸，其含量符合ＧＢ３１６４５—２０１８《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规定（≥３ｇ／１００ｇ）［２３］。
研究表明，多肽中疏水性氨基酸的含量越高，其抗氧化

能力越强
［２４］
。ＵＤＥＮＩＧＷＥ等［２５］

的研究发现，疏水性

氨基酸在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Ｏ－２ 中起主要作用。
ＳＳＦＴＳＣＰ中的疏水性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３７．４６％，高于酶解法制备的大鲵多肽（３５．５９％）［２６］

和草鱼皮蛋白肽（３４．２％）［２７］，反映了其具有较好的
抗氧化潜力。

表 ３　ＳＳＦＴＳＣＰ的氨基酸组成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ＦＴＳＣＰ

氨基酸种类
含量／

［ｇ·（１００ｇ）－１］
氨基酸种类

含量／
［ｇ·（１００ｇ）－１］

Ａｓｐ天冬氨酸 ５．５４ Ｌｅｕ亮氨酸 ２．０８

Ｔｈｒ苏氨酸 ２．２５ Ｔｙｒ酪氨酸 ０．３４
Ｓｅｒ丝氨酸 ３．０７ Ｐｈｅ苯丙氨酸 ２．２１
Ｇｌｕ谷氨酸 ５．２５ Ｌｙｓ赖氨酸 ３．１８
Ｇｌｙ甘氨酸 ２７．６３ Ｈｉｓ组氨酸 ０．７８
Ａｌａ丙氨酸 １３．２１ Ａｒｇ精氨酸 ８．２４

Ｖａｌ缬氨酸 ２．１９ Ｈｙｐ羟脯氨酸 ８．５１

Ｍｅｔ蛋氨酸 ０．５８ Ｐｒｏ脯氨酸 １３．８４

Ｉｌｅ异亮氨酸 １．１

　　注：，必需氨基酸；疏水性氨基酸 ＝Ｔｈｒ＋Ａｌａ＋Ｖａｌ＋Ｍｅｔ＋Ｉｌｅ＋
Ｐｈｅ＋Ｌｅｕ＋Ｐｒｏ

２．４　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结果
２．４．１　还原能力

还原力是通过评价多肽得失电子和稳定自由基

的能力来衡量抗氧化活性的重要指标
［２８］
。如图 ６所

示，ＳＳＦＴＳＣＰ及其分离组分 ＴＳＣＰａ、ＴＳＣＰｂ、ＴＳＣＰｃ
均有一定的还原能力，且随着样品质量浓度的增加，

各组分还原能力也逐渐增强。当质量浓度达到 ５
ｍｇ／ｍＬ时，组分 ＴＳＣＰｃ的还原能力为 ０．９６２，高于
ＳＳＦＴＳＣＰ（０．７８３），ＴＳＣＰａ和 ＴＳＣＰｂ的还原能力在
该质量浓度下较弱，分别为 ０．５８８和 ０．６２１。马华威
等

［２９］
制备的

!"

鱼皮胶原蛋白肽在质量浓度 １０
ｍｇ／ｍＬ时测定还原能力，其 ＯＤ７００ｎｍ仅为０．６７６。

图 ６　不同胶原肽组分和 ＧＳＨ的还原能力

Ｆｉｇ．６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ＧＳＨ

２．４．２　·ＯＨ清除能力
·ＯＨ作为生物体内最活跃的活性氧自由基，可

以降解 ＤＮＡ和细胞膜等，造成重要细胞的死亡和突
变，危害机体健康

［２８］
。如图 ７所示，在质量浓度为

１～４ｍｇ／ｍＬ时，随着质量浓度的提高，样品的·ＯＨ
清除能力增强趋势明显，若质量浓度继续升高，其变

化趋于平缓。在质量浓度为５ｍｇ／ｍＬ时，组分 ＴＳＣＰ
ｃ的清除率为 ５９．２４％，低于 ＧＳＨ。对质量浓度和清
除率之间作回归方程并计算半抑制浓度（ｈａｌｆｉｎｈｉ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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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Ｃ５０），得 到 ＳＳＦＴＳＣＰ、ＴＳＣＰａ、
ＴＳＣＰｂ和 ＴＳＣＰｃ４种样品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９．０１、
７．４１、７．９２和３．８３ｍｇ／ｍＬ。ＭＷ ＜５ｋＤａ的多肽组分
ＴＳＣＰｃ清除·ＯＨ效果最好，其 ＩＣ５０值低于虎斑乌贼

生殖腺多肽（１９．４ｍｇ／ｍＬ）［３０］和金枪鱼多肽（２８．８１
ｍｇ／ｍＬ）［３１］。

图 ７　不同胶原肽组分和 ＧＳＨ的·ＯＨ清除能力

Ｆｉｇ．７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ＳＨ

２．４．３　·Ｏ－２ 清除能力
如图８所示，与 ＧＳＨ相比，ＳＳＦＴＳＣＰ及其各分

离组分的·Ｏ－２ 清除能力较弱，清除率随质量浓度的
提高而逐渐增加，呈一定的量效关系。

图 ８　不同胶原肽组分和 ＧＳＨ的·Ｏ－２ 清除能力

Ｆｉｇ．８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ａｎｉｏｎ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ＳＨ

对质量浓度和清除率之间作回归方程并计算得

到 ＳＳＦＴＳＣＰ、ＴＳＣＰａ、ＴＳＣＰｂ和 ＴＳＣＰｃ４种样品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１５．６３、１２．５８、６．２８和４．１９ｍｇ／ｍＬ。这

与蔡路昀等
［２７］
确定 ＭＷ ＜３ｋＤａ的草鱼皮多肽组分

具有较高的·Ｏ－２ 清除活性的结论相符，表明抗氧化

基团可能主要存在于小分子肽段。胡小军等
［３２］
制备

的鱿鱼蛋白酶解肽，其清除·Ｏ－２ 的 ＩＣ５０值为 １０．３

ｍｇ／ｍＬ。李露园等［３３］
制备的鲟鱼皮胶原蛋白多肽，

清除能力最强的组分（ＭＷ １ｋ～５ｋＤａ）的 ＩＣ５０值为
５．９３８ｍｇ／ｍＬ，均低于 ＴＳＣＰｃ。
２．４．４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

如图 ９所示，ＳＳＦＴＳＣＰ及其分离所得的 ３个多

肽组分均有较好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清除率与
其质量浓度呈正相关。当质量浓度为 ５ｍｇ／ｍＬ时，
ＴＳＣＰｃ的清除率最高，可达到 ７０．２３％，ＴＳＣＰａ的清
除活性最低，为４８．１３％。这与 ２者还原能力的表现
相同，可能是由于这２种判定抗氧化能力的方法均是
基于多肽给电子能力的原理测定。

图 ９　不同胶原肽组分和 ＧＳＨ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

Ｆｉｇ．９　ＤＰＰ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ＳＨ

对质量浓度和清除率之间作回归方程并计算得

到 ＳＳＦＴＳＣＰ、ＴＳＣＰａ、ＴＳＣＰｂ和 ＴＳＣＰｃ４种样品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５．２６、７８１、６．４７和２．３７ｍｇ／ｍＬ。田裕

心等
［３４］
报道的鲍鱼内脏多肽（４．６１ｍｇ／ｍＬ）和 ＣＨＩ

等
［３５］
报道的绿鳍马面鱼皮胶原肽（５．２２ｍｇ／ｍＬ）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活性均小于 ＴＳＣＰｃ。ＳＳＦ
ＴＳＣＰ的还原力高于 ＴＳＣＰａ、ＴＳＣＰｂ，但其清除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能力却低于这两者，可能是由于多肽的自由

基清除活性较还原力而言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也更

为复杂，如 ｐＨ、分子质量等［３６］
。

３　结论

以罗非鱼鱼皮为原料，以胶原酶酶活力为评价指

标，先后考察初始 ｐＨ、菌龄、加水量、发酵温度和发酵

时间５个因素对枯草芽孢杆菌固态发酵罗非鱼皮产
酶的影响。设计正交试验优化培养条件，得到产酶的

最佳条件为：培养基初始 ｐＨ值为 ７，种子液菌龄为
１４ｈ，加水量为１０ｍＬ，发酵温度为３５℃，发酵时间为
２４ｈ，在此条件下胶原酶酶活力可达 ９０．０５Ｕ／ｍＬ，较
优化前提高了约 ４０．１％。在最佳产酶条件下制备
ＳＳＦＴＳＣＰ，测定其产物水解度和多肽含量均较高，证
明胶原酶酶活力作为评价指标，能够准确有效地反映

目标产物胶原多肽的水解程度和产量。氨基酸组成

分析表明，ＳＳＦＴＳＣＰ的疏水性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
３７．４６％，具有胶原蛋白肽的特征氨基酸羟脯氨酸，且
含量较高，表明样品纯度较高。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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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罗非鱼皮胶原蛋白肽中的抗氧化基团主要存在

于小分子肽段，组分 ＴＳＣＰｃ（ＭＷ ＜５ｋＤａ）的抗氧化

能力最强，清除·ＯＨ、·Ｏ－２ 和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 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３．８３、４．１９和 ２．３７ｍｇ／ｍＬ，且具有较好的
还原力。本研究建立了一种从罗非鱼下脚料中提取

胶原蛋白肽的新型生物技术模型，所提出的发酵工艺

简单、高效、经济、环保，为实现水产资源的高值化利

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业化的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ＨＡＺＡＮＦＡＲＩＳ，ＫＨＡＤＥＭ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Ａ，ＳＭＩＴ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ｌａｍｅｌｌａｒ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２０１６，９７：７４－８４．

［２］　ＨＯＮＧＨ，ＦＡＮＨＢ，ＣＨＡＬＡＭＡＩＡＨ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３０１：１２５２２２．

［３］　聂凌鸿，冯怡秋．鳝鱼皮胶原蛋白肽的制备及其抗氧化性能的
研究［Ｊ］．中国食品添加剂，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３－１１８．

［４］　ＷＵＲｉｂａｎｇ，ＷＵＣｕｉｌｉｎｇ，ＬＩＵＤ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ａｎｔｉｆｒｅｅｚ
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ｓａｌｍｏｎ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７，２４８：３４６－３５２．

［５］　ＡＨＭＥＤＲ，ＣＨＵＮＢＳ．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ｔｕｎａｓｋｉｎ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１８，１４１：８８－９６．

［６］　杨树奇，曾少葵，周春霞，等．３种鱼皮的基本成分及氨基酸组成
分析［Ｊ］．广东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９７－１００．

［７］　曾少葵，杨萍，陈秀红．微生物发酵对罗非鱼下脚料蛋白酶解液
脱腥去苦效果比较［Ｊ］．南方水产，２００９，５（４）：５８－６３．

［８］　隋文杰，刘锐，吴涛，等．固态发酵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研究进
展［Ｊ］．生物产业技术，２０１８（３）：１３－２３．

［９］　ＨＥＲｏｎｇ，ＪＵＸｉｎｇｒｏｎｇ，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２，４９（１）：４３２－４３８．

［１０］　ＣＨＵＮＧＬ，ＤＩＮＡＫＡＲＰＡＮＤＩＡＮＤ，ＹＯＳＨＩＤ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
ｎａｓｅｕｎｗｉｎｄｓｔｒｉｐｌｅｈｅｌ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ｒｉｏｒｔ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ｏ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Ｊ］．ＴｈｅＥＭＢ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２３（１５）：３０２０－３０３０．

［１１］　杨莉莉．鱼鳞胶原肽的分步酶解法制备及其特性研究［Ｄ］．武
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１．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

白质的测定［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ＧＢ５００９．１２４—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氨基酸的测定［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４］　ＺＨＡＮＧＹＦ，ＦＵＹ，ＺＨＯＵＳＦ，ｅｔａｌ．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ｉｎｈｙｄｒｉｎ

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４３７（１）：４６－４８．

［１５］　ＯＹＡＩＺＵ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ｍｉｎｅ［Ｊ］．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６，４４（６）：
３０７－３１５．

［１６］　ＳＭＩＲＮＯＦＦＮ，ＣＵＭＢＥＳＱＪ．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ｅｓ［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８９，２８（４）：１０５７－
１０６０．

［１７］　杜昕，李诚，肖岚，等．牦牛血抗氧化肽制备方法对比及分离纯
化研究［Ｊ］．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２０１８，３７（８）：８６１－８６７．

［１８］　ＫＡ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ＰＰＨ，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ＤＰＰＨ，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２８７：３３８－３４５．

［１９］　ＮＵＲＤＩＡＮＩＲ，ＶＡＳＩＬＪＥＶＩＣＴ，ＹＥＡＧＥＲＴ，ｅｔ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ｐｅｐ
ｔ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ｄｅ
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Ｆｌａｔｈｅａｄ（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ｆｕｓｃｕｓ）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４３（４）：６２７－６３７．

［２０］　ＳＩＮＧＨＡＮＩＡＲＲ，ＰＡＴＥＬＡＫ，ＳＯＣＣＯＬＣＲ，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４４（１）：１３－１８．

［２１］　李星硕，朱癑明，管于平，等．产胶原酶菌株的筛选鉴定、发酵优
化及胶原酶纯化［Ｊ］．微生物学报，２０１６，５６（６）：１０３４－１０４３．

［２２］　张晖，唐文婷，王立，等．抗氧化肽的构效关系研究进展［Ｊ］．食
品与生物技术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７）：６７３－６７９．

［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卫生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ＧＢ３１６４５—２０１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４］　ＪＥＪＹ，ＰＡＲＫＳＹ，ＨＷＡＮＧＪＹ，ｅｔ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
ｖｉｔｒｏ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ｃ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ｂａｌｏｎ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ｈｙｄｒｏｌｙ
ｓａ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２０１５，１６：９４－１０３．

［２５］　ＵＤＥＮＩＧＷＥＣ，ＡＬＵＫＯＲ．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ｆｏｏ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１２（５）：３１４８－３１６１．

［２６］　胡廷，青维，李美凤，等．大鲵多肽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Ｊ］．食
品科技，２０１８，４３（６）：２５４－２５９．

［２７］　蔡路昀，冷利萍，李秀霞，等．草鱼鱼皮不同分子量肽段体外抗
氧化性能的研究［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５８－６４．

［２８］　曾维才，石碧．天然产物抗氧化活性的常见评价方法［Ｊ］．化工
进展，２０１３，３２（６）：１２０５－１２１３；１２４７．

［２９］　马华威，杨会成，付万冬，等．
!"

鱼皮胶原蛋白肽的抗氧化活

性［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４，３５（９）：８０－８４．
［３０］　陈敏，陈道海．虎斑乌贼生殖腺多肽的制备工艺优化及其体外

抗氧化活性［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９，４５（１１）：１２９－１３５．
［３１］　龚志强，王朋，赵玉谨，等．金枪鱼碎肉水解液喷雾干燥工艺优

化及抗氧化活性研究［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３（４）：２９７－
２９９；３０３．

［３２］　胡小军，江敏，莫秋远，等．鱿鱼肌肉蛋白肽的制备工艺优化及
其抗氧化活性［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７，３８（５）：１９１－１９５．

［３３］　李露园，王升帆，朱有贵，等．酶法制备鲟鱼皮胶原蛋白多肽及
其抗氧化活性研究［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９，４５（２０）：
１３８－１４３．

［３４］　田裕心，彭亚博，姚昱锟，等．响应面优化鲍鱼内脏抗氧化肽制
备工艺及其活性［Ｊ］．食品工业，２０１９，４０（４）：１１０－１１５．

［３５］　ＣＨＩＣＦ，ＷＡＮＧＢ，ＨＵＦＹ，ｅｔａｌ．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ｎｏｖｅ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ｏｆｂｌｕｅ
ｆｉｎｌｅａｔｈｅｒｊａｃｋｅｔ（Ｎａｖｏｄｏｎ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ｋｉｎ［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５，７３：１２４－１２９．

［３６］　蔡俊，陈季旺，王茹，等．多肽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方法的比较
［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５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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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０６６
引用格式：顾雅昕，乔柱，郭行，等．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所产细菌素提取方法的优化及比较［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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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１１－１１６．

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所产细菌素提取方法的优化及比较
顾雅昕，乔柱，郭行，王欣，伊扬磊，单媛媛，刘变芳，周元，吕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为探究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细菌素的适宜提取方法，采用（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乙酸乙酯抽提法和 ｐＨ吸
附解吸法分别提取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所产的细菌素，以样品的抑菌圈直径和蛋白质含量作为评价各方法的指
标。试验确定了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的适宜培养时间为 ６０ｈ。优化试验表明，在（ＮＨ４）２ＳＯ４溶解度 ８０％、Ｖ（乙
酸乙酯）∶Ｖ（发酵上清液）＝７∶５、吸附 ｐＨ６．１、解吸 ｐＨ１．８时，得到的细菌素粗样具有较好的抑菌性与较高的蛋
白质含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１３．６７、１７．００和 １６．３３ｍｍ；对大肠杆菌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１５．２０、１７２７和 １６．８７ｍｍ；蛋白质质量浓度分别为４８０４．７０、３９６．３５和５４３．９６μｇ／ｍＬ。对比研究发现，３种方法
得到的细菌素样品具有不同的抑菌效果，用 ｐＨ吸附解吸法得到的细菌素样品表现出最稳定的抑菌性，这与该
方法可以提取到细菌保留于菌体周围的细菌素有关。综上所述，ｐＨ吸附解吸法为提取发酵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细菌
素的较适方法。该研究为细菌素提取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数据支持与参考，为细菌素的全面获取和产率提升提供

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细菌素；乳酸菌；发酵乳杆菌；提取方法；抑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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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乳酸菌细菌素是由乳酸菌通过核糖体合成对同
种细菌（窄谱）或跨属细菌（广谱）有活性的抗菌

肽
［１］
，因其具有安全、无毒和降解无残留等特点，部

分乳酸菌细菌素已作为食品保鲜剂
［２－４］

应用于食品

工业，并且有潜力作为抗生素替代物
［５－６］

应用于医药

行业。但细菌素由于产量低、提取复杂和生产成本高

等因素制约其商业化应用
［７］
，近年来，大多数提高细

菌素产量的研究集中在优化培养条件上
［８］
，而对细

菌素提取方法的选择少有报道。

粗提取是细菌素研究的基础工作，常见的提取方

法有（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有机溶剂抽提法、双水相萃
取法、ｐＨ吸附解吸法、蒸发浓缩法、膜分离法和喷雾
干燥法等

［９－１１］
。其中（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是目前应用

最广泛的粗提细菌素方法；有机溶剂抽提法也是常用

的提取方式之一，对亲脂性蛋白和小分子蛋白有较好

的提取效果，根据细菌素的特性可选择极性不同的有

机溶剂，本文选择极性适中的乙酸乙酯，在不确定细

菌素的性质时较为适用，此外，联用旋转蒸发的方式

能有效去除萃取剂和挥发性有机酸，为细菌素样品排

除部分干扰；除上述 ２种常用方法外，ｐＨ吸附解吸
法，又称菌体吸附法，利用革兰氏阳性菌在 ｐＨ环境
改变时对周边蛋白质吸附能力变化的原理获取细菌

素，通常认为细菌在 ｐＨ６时对蛋白质的吸附能力最
强，在 ｐＨ２时吸附能力最弱［１２］

，因细菌素不仅存在

于发酵液中，还存在于细菌自身周围，这种方法可以

防止在获取发酵上清液时对细菌周围细菌素的损失。

对 于 ｐｅｄｉｏｃｉｎＰＡ１［１３］、ｓａｋａｃｉｎＣ２［１４］ 和 ｐｅｎｔｏｃｉｎ
ＭＱ１［１５］等已知性质的细菌素来说，在进行批量化生
产时，可根据其类别

［１６］
和理化性质选择合适的粗提

取方法，从而减少损失和杂质干扰，提高得率；对于未

知性质的细菌素来说，细菌素的挖掘成果和产量（指单

种细菌素的产量或多种细菌素的混合总产量）是衡量

提取效率的重要指标。以本课题组研究的面包乳杆菌

ＭＮ０４７为例，经多肽组学法检测可产生 １０多种细菌
素
［１７］
，但传统的分离纯化方式仅能得到１种［１８］

。随着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ｐｓｅｕｄｏ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ｏｉｄｅｓ６０７［１９］、Ｃａｒ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ａｌｔ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ｕｍＣ２［２０］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ａｋｅｉＤ９８［２１］等可
产生不止１种细菌素的菌株陆续被发现，考虑某些细
菌素可能因含量少或其他原因在纯化过程中被筛除，

因此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对提高细菌素产量和后续研

究至关重要。

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中分离到 １株可同时抑制革
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的乳杆菌 ＬＢＭ９７，经 １６Ｓ

ｒＤＮＡ鉴定为发酵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
本文分别使用（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乙酸乙酯抽提法
和 ｐＨ吸附解吸法对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进行细菌素
提取，优化３种方法的提取条件，并对各方法获得的
细菌素样品进行比较与评价，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和

条件，以期为提高细菌素得率和全面挖掘 Ｌ．ｆｅｒｍｅｎ
ｔｕｍＬＢＭ９７所产细菌素提供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与培养基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分离自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

浆水；指示菌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和大肠杆菌（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获赠于食品科学与工程杨保伟教授实验室。

ＭＲＳ培养基（ｇ／Ｌ）：葡萄糖２，蛋白胨１，牛肉膏１，
酵母浸粉 ０．５，醋酸钠 ０．５，柠檬酸氢二铵 ０．２，
Ｋ２ＨＰＯ４０．２，吐温 －８００．１，ＭｇＳＯ４０．０２，ＭｎＳＯ４０００５。

ＬＢ培养基（ｇ／Ｌ）：ＮａＣｌ１，胰蛋白胨 １，酵母浸粉
０．５。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ＤＲＰ９０８２恒温培养箱，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ＳＴ１６Ｒ高速冷冻离心，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ＳＥＮＣＯＲ旋转蒸发器，上海申生有限
公司；ＩＳ１２８实验室 ｐＨ计，上海仪迈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ＬＧＪ１０Ｃ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四环科技仪器厂
有限公司；ＪＹ０４Ｓ３Ｃ凝胶成像仪，北京君意东方电泳
设备有限公司；ＶｉｃｔｏｒＸ３多功能酶标仪，珀金埃尔默
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的培养时间

过夜培养的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按照体积分数
０．０５％的接种量接种于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中，３７℃条
件下分别培养４８、６０和７２ｈ，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
保留上清液，取２００μＬ各样品进行抑菌试验，使用改
良的牛津杯双层琼脂扩散法

［２２］
测定各条件下细菌素

粗样的抑菌效果，下层为质量浓度 ２０ｇ／Ｌ的琼脂，上
层为质量浓度８ｇ／Ｌ的 ＬＢ琼脂培养基，指示菌为 Ｓ．
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培养１２ｈ后观察结果。使用凝胶成
像仪采集图片、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１８测量抑菌圈直径；使用
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法和酶标仪测定各样品中的蛋白质
含量，２项指标测定每个样品重复３次。
１．３．２　三种方法提取细菌素及优化

按照１．３．１小节的方法得到发酵液后，分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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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乙酸乙酯抽提法和 ｐＨ吸附解吸
法提取１００ｍＬ发酵液中的细菌素。

（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保
留上清液，分次加入充分烘干研磨的（ＮＨ４）２ＳＯ４细
粉末，使溶液中（ＮＨ４）２ＳＯ４的溶解度分别达到 ６０％、
７０％、８０％、９０％和 １００％。待完全溶解后放入 ４℃
冰箱过夜充分沉淀，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收集沉
淀，用蒸馏水溶解沉淀并定容至２ｍＬ，测定粗品蛋白
质含量并取２００μＬ进行抑菌试验。

乙酸乙酯抽提法：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保留上
清液，以乙酸乙酯与发酵液体积比 １∶５、２∶５、３∶５、４∶５、
５∶５、６∶５和７∶５进行萃取，使用旋转蒸发器对萃取后的
乙酸乙酯进行蒸发浓缩，待容器内液体完全蒸干后，用

蒸馏水溶解沉淀并定容至２ｍＬ，测定粗品蛋白质含量
并取６０μＬ进行抑菌试验（加样量为２００μＬ时，抑菌
圈过大不易测量，为使样品平行于同一指示菌平板上，

故以６０μＬ为加样量，ｐＨ吸附解吸法亦同）。
ｐＨ吸附解吸法：优化过程采用 ３组单因素试验

进行。７０℃水浴加热 ３０ｍｉｎ，以杀死菌体和钝化酶
活力。（１）吸附 ｐＨ的优化：用５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调
节菌悬液至 ｐＨ５．５～７．０（吸附），４℃静置 ９０ｍｉｎ，
离心（６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４℃）保留菌体。用相同
ｐＨ的５ｍｍｏｌ／Ｌ磷酸缓冲盐溶液洗涤菌体２次，将菌
体溶于０．１ｍｏｌ／Ｌ柠檬酸中，再用１ｍｏｌ／Ｌ柠檬酸调至
适宜的 ｐＨ２．０（解吸），随后立即离心去除菌体。将上
清液用０．２ｍｏｌ／Ｌ的 ＮａＨＰＯ４溶液调节 ｐＨ至４．０，进
行冻干浓缩，最终用 ｐＨ６．０的磷酸缓冲盐溶液将各粗
样定容至２ｍＬ，测定粗品蛋白质含量并取６０μＬ进行
抑菌试验。（２）解吸 ｐＨ的优化：吸附 ｐＨ采用已优化
的吸附 ｐＨ，解吸 ｐＨ为１．６～２．１，其余步骤同上。
１．３．３　细菌素的抑菌性比较

以各方法中的最优条件制备细菌素样品，使用牛

津杯琼脂扩散法进行抑菌试验，加样量为 ６０μＬ。记
录抑菌圈直径并观察指示菌在培养 １２、２４和 ３６ｈ时
的变化情况。

１．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以 珋ｘ±ｓ表示，使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５．０对

平均值进行方差分析和邓肯多重比较，差异显著性

（Ｐ＜０．０５），Ｏｒｉｇｉｎ９．１绘制统计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培养时间的确定
乳酸菌通常在培养 １６～２０ｈ进入生长稳定

期
［２３－２５］

，在此时期可产生大量细菌素、有机酸和

Ｈ２Ｏ２等代谢产物。为充分获取此时期所产的细菌
素，将菌株发酵至 ４８、６０和 ７２ｈ进行抑菌性测定。
结果表明，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对革兰氏阴性菌和革
兰氏阳性菌的抑制效果不同，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抑菌

界线较清晰但抑菌直径小于革兰氏阴性菌（图 １）。
在不同培养时间下对 ２种指示菌的抑菌效果无显著
差异，邓肯多重比较数据显示在培养 ６０ｈ时，对 ２种
指示菌均表现出较好的抑菌效力，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的平均抑菌直径分别为１４．００和１６．４０ｍｍ，因
此以６０ｈ作为后续试验的培养时间。

ａＳ．ａｕｒｅｕｓ；ｂＥ．ｃｏｌｉ

图 １　各培养时间下发酵上清液对指示菌的抑制效果

Ｆｉｇ．１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ｉｎｇｔｉｍｅ
注：Ｓ和Ｅ分别表示指示菌类型（下同）；４８、６０和７２分别表示培养时间

２．２　三种提取方法的优化结果
（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提取的蛋白质样品中，２５℃

下（ＮＨ４）２ＳＯ４溶解度为８０％时具有最高的蛋白质质
量浓度（４８０４．７０μｇ／ｍＬ）和对 ２种指示菌最强的抑
菌活性，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的平均抑菌直径分别为
１３．６７和１５．２０ｍｍ（图２），略低于发酵上清液的抑菌
性，考虑到发酵上清液中还存在有机酸等其他抑菌物

质，因此结果仍具有参考价值。

图２　各（ＮＨ４）２ＳＯ４溶解度下样品的抑菌圈直径和蛋白质含量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注：同类字母（ＡＢＣＤ／ａｂｃｄ／αβχδ）用于描述同一指标，含不同

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相同字母表示无显著差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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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酯抽提法中，提取的样品蛋白质含量随乙

酸乙酯所占体积比的增加而增加。在乙酸乙酯和发

酵上清液体积比（以下简称体积比）为１∶５、２∶５和３∶５
时，两相易发生乳化现象，样品中存在蛋白质却无抑

菌性；在体积比为４∶５时，样品出现抑菌性，并随体积
比的增加而增大，在体积比为 ７∶５时，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的平均抑菌直径分别为 １７．００和 １７．２７ｍｍ，
蛋白质质量浓度为 ３９６．３５μｇ／ｍＬ，表现出最好的抑
菌性和最高的蛋白质含量（图 ３）。此时的样品对 ２
种指示菌的抑菌效果与其他样品均有显著差异。

图 ３　乙酸乙酯与发酵上清液的不同体积比的样品抑菌
圈直径和蛋白质含量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图 ４　各吸附 ｐＨ条件下样品的抑菌圈直径和蛋白质含量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Ｈ

图 ５　各解吸 ｐＨ条件下样品的抑菌圈直径和蛋白质含量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Ｈ

ｐＨ吸附解吸法可见在２组优化试验的抑菌效果
和蛋白质含量大致趋势为先增后降。优化吸附 ｐＨ
时，吸附 ｐＨ６．１、解吸 ｐＨ２．０的条件下具有最佳抑
菌效果和最高的蛋白质含量，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的
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１９．７０和 １６．３３ｍｍ，蛋白质质量
浓度为５１４．７６μｇ／ｍＬ；优化解吸 ｐＨ时，以 ｐＨ６．１为
吸附 ｐＨ，测得解吸 ｐＨ１．８时具有最佳抑菌效果和最
高的蛋白质含量，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和 Ｅ．ｃｏｌｉ的抑菌圈直径
分别为１６．３３和 １６．８７ｍｍ，蛋白质质量浓度为 ５４３．
９６μｇ／ｍＬ。解吸 ｐＨ优化后蛋白质含量提高，抑菌圈
直径无明显变化或减小的原因可能与琼脂板的厚度

和保存时间差异有关
［２６］
。

２．３　三种提取方法的比较
以指示菌不生长区域为强抑菌圈，以指示菌浓度

明显低于正常生长浓度区域为弱抑菌圈。Ｓ．ａｕｒｅｕｓ
和 Ｅ．ｃｏｌｉ在 培 养 １２ｈ后 （图 ６ａ和 图 ６ｂ），
（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得到的细菌素粗品对 ２种指示菌
均无抑制作用，这与对比试验的加样量有关；ｐＨ吸附
解吸法提取的蛋白质样品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有较小的强抑
菌圈和较大的弱抑菌圈，而对 Ｅ．ｃｏｌｉ仅有较弱的抑菌
圈；乙酸乙酯抽提的蛋白质样品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表现出较
大的强抑菌圈和较小的弱抑菌圈，对 Ｅ．ｃｏｌｉ仅有弱抑
菌圈。在培养 ２４ｈ时观察到各抑菌圈逐渐缩小（图
未列出）。在培养３６ｈ后（图６ｃ和图６ｄ），ｐＨ吸附
解吸法提取的蛋白质样品所表现出的弱抑菌圈基本

消失，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的强抑菌圈无明显变化；乙酸乙酯
抽提出的蛋白质样品对 Ｓ．ａｕｒｅｕｓ的抑菌圈逐渐缩小，
边缘也变得模糊不清，对 Ｅ．ｃｏｌｉ仍有一定的抑菌效
果，但也明显降低。可见３种方式得到的样品成分存
在差异。

图 ６　三种方法提取的细菌素样品的抑菌效果比较

Ｆｉｇ．６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３ｍｅｔｈｏｄｓ
注：第一排为（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样品、第二排左孔为 ｐＨ吸附解吸

样品、第二排右孔为乙酸乙酯抽提样品

菌株的生存环境和功能影响着细菌素的产生和

性质，运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往往有较大的差异。其中

（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的操作方式简单易行，并能提取
出最多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约是另外 ２种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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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倍，但抑菌效果明显偏低，推测是（ＮＨ４）２ＳＯ４
对上清液中的蛋白质不具选择性，导致大量杂蛋白析

出。并且此方法在提取过程中会沉淀大量色素，影响

后续纯化。乙酸乙酯抽提法并不是提取蛋白质的专

用方法，虽然应用于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效果较显
著，但样品抑菌性会随着指示菌的培养时间增加而逐

渐失效，可能是细菌素的稳定性低或样品中的其他抑

菌物质消耗导致的。此外，乙酸乙酯具有刺激性气味

和低毒性，且本试验中未找到其抽提峰值，若继续增

加用量可能伴随试剂的浪费和人体的损伤。ｐＨ吸附
解吸法试验周期略长，在本试验中的平均抑菌直径也

略低于乙酸乙酯抽提法得到的细菌素样品，但优化试

验的最佳条件明显，提取到的细菌素稳定性高，在指

示菌培养３６ｈ时仍保持良好的抑菌效果，蛋白质含
量也较高。比较３种提取方法的原理差异，分析此方
法提取到的细菌素大概率被细菌分泌后保留于菌体

周围，而不是分泌到环境中，因此增强了细菌素溶液

的抑菌性。

目前研究多是通过优化培养基来提高细菌素产

量，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对于提高细菌素产量、提升

细菌素活性也是至关重要的。ＺＩＭＩＮＡ等［２７］
使用

（ＮＨ４）２ＳＯ４、活性炭和氯仿作为提取剂提取沙福芽孢
杆菌 Ｂ１２１８０和短小芽孢杆菌 Ｂ１２１８２所产的细菌
素，发现在培养 １８ｈ后通过（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得到
的细菌素样品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抑菌直径分别为

１４～１８ｍｍ和 １０～１１ｍｍ。许亦峰等［２８］
的研究表

明，通过（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和酸沉淀 ２种方法对枯草
芽孢杆菌 ＦＢ１２３细菌素进行粗提，酸沉淀法得到的
样品比活力约为 （ＮＨ４）２ＳＯ４ 沉淀法的 １．５倍。

ＤＵＮＤＡＲ等［２９］
的研究中提到，对比（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

法和 ｐＨ吸附解吸法对粪肠球菌 Ｗ３细菌素的提取，
发现２种方法均能提出目的蛋白，ｐＨ吸附解吸法得
到的 样 品 活 性 为 原 上 清 液 活 性 的 １６％，约 是
（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的 ４倍。可见不同菌种发酵液中
细菌素的适宜提取方法存在差异，这可能与细菌种属

以及存在环境的差异有关
［３０］
，也可能与细菌素本身

理化性质例如等电点、亲疏水性的差异有关。

３　结论

本文采用（ＮＨ４）２ＳＯ４沉淀法、乙酸乙酯抽提法

和 ｐＨ吸附解吸法提取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发酵６０ｈ
的发酵液中的细菌素并优化提取条件，对比研究发现

ｐＨ吸附解吸法提取效果较好，因未能将所有细菌素

的提取方法逐一比较，所以仅能从试验中的３种方法
得出 ｐＨ吸附解吸法为粗提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细菌
素的适宜方法，在吸附 ｐＨ６．１、解吸 ｐＨ１．８条件下
具有较好的抑菌效果和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在考虑

样品间细菌素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将于后期使用肽酶

法或组学法对各样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全面获取

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ＬＢＭ９７所产细菌素。本文为 Ｌ．ｆｅｒｍｅｎ
ｔｕｍＬＢＭ９７细菌素的后续鉴定、理化性质和作用机制
的研究提供原料与数据基础，为研究者对细菌素提取

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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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莓提取物在乳酸菌发酵饮料中的应用

栾生超，王建新

（陕西省榆林市林业工作站，陕西 榆林，７１９０００）

摘　要　探讨了红树莓提取物（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ｅｘｔｒａｃｔ）与乳酸菌生长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联合应用的可能性。在

测定树莓营养成分的基础上，以树莓中粗多糖得率作为优化指标，优化树莓提取物的制备工艺进行优化，响应面

优化结果为料液比 １∶３．１９１（ｇ∶ｍＬ）、超声时间 ５３．８５ｍｉｎ、醇沉乙醇体积分数为 ８５．６４％。利用树莓提取物中多

糖作为改良碳源，探究其与乳酸菌生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树莓提取物对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的生长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接种后的树莓果汁饮料具有高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和强氧化能力，且果汁饱和度、明亮度更高，

风味优良。

关键词　树莓多糖；红树莓提取物；乳酸菌；发酵树莓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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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莓（ＲｕｂｕｓｉｄａｅｕｓＬ．）是一种蔷薇科悬钩子
属的浆果，果实多汁可口，营养丰富，富含多酚、超氧

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水杨酸和
树莓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

［１－３］
，具有良好的药食同

源性。树莓也是一种很好的多糖来源
［４］
，有些品种

多糖含量甚至高达 １２％［５］
。目前，国内对于红树莓

多糖的研究报道较少。

乳酸菌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增强机体免疫力、缓

解过敏和降低胆固醇等作用
［６－９］

，能够降低肠道中引

发致癌的相关酶（如葡萄糖醛酸酶、硝基还原酶）活

性
［１０］
。双歧杆菌作为维持人体肠道菌群平衡的有益

菌
［１１］
，一直广泛应用于饮料、乳制品等食品加工

中
［１２］
。研究表明，黑加仑果汁中的多糖可以抑制肠

道沙门氏菌生长并促进乳杆菌增殖
［１３］
；低丛蓝莓果

实中的多糖能够促进鼠李糖乳杆菌的肠道定植
［１４］
；

枸杞多糖能促进乳酸菌增殖
［１５］
。然而，有关红树莓

多糖与乳酸菌生长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少。

我国野生树莓资源丰富，树莓产量逐年提高
［１６］
，

开发高值化加工方式有助于推进树莓种植业的发展。

本研究以粗多糖得率为指标，通过单因素与响应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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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验，探究树莓提取物的适宜制备参数；将树莓提

取物加入 ＭＲＳ培养基，探讨树莓多糖与乳酸菌生长
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乳酸菌制备发酵树莓饮料的

理化与感官特性进行评估，旨在为树莓果实的进一步

利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与处理
供试菌株植物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１２１、嗜酸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ＮＣＦＭ，上
海杜邦公司；长双歧杆菌（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ｌｏｎｇｕｍ）
１．２１８６，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林业食品加工与安
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先，取 １．０ｇ冷冻干燥菌粉
到１．０ｍＬ无菌蒸馏水中溶解，按照１０％（体积分数）
的接种量将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分别接种于 ＭＲＳ液体
培养基和 ＢＢＬ液体培养基中，３７℃厌氧培养１８ｈ，传
代２次恢复菌株活力。

红树莓果实品种为海尔特兹（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由陕西
省榆林市林业工作站提供。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无水乙醇、苯酚，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浓

Ｈ２ＳＯ４、石油醚，北京化工厂。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乙
腈（色谱纯），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ＬＣ２０ＡＴ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ＦＤ１
冷冻干燥机，北京德天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Ｑｓｏｎｉ
ｃａＱ７００智能型超声波破碎仪，奥然科技有限公司；
ＧＬ２０ＧＩＩ高速冷冻离心机，武汉华科达实验设备有
限公司；ＳＨＢＩＩＩ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上海振捷实验
设备有限公司；ＲＥ２０００Ａ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
仪器厂；Ｔ６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树莓中主要营养成分含量测定
果实多糖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８—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
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第一法，选用氨

基色谱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流动相：Ｖ（乙腈）∶Ｖ（水）＝
７０∶３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柱温：４０℃；进样量：
２０μＬ；示差折光检测器温度：４０℃；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温度：８０～９０℃；氮气压力：５０８ｋＰａ。

果实中蛋白质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称取

４．０ｇ树莓果浆于消化管中，再加 ０．４ｇＣｕＳＯ４、０．６ｇ
Ｋ２ＳＯ４及 ２０．０ｍＬ浓 Ｈ２ＳＯ４于消化炉中消化。消化
炉温度达到 ４２０℃后，持续消化 １ｈ，再取出冷却，加

入５０．０ｍＬ蒸馏水于自动凯氏定氮仪上测定。
果实中脂肪的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称量３．０ｇ

树莓果浆，１００℃烘箱中烘干后取出研细，全部移入
滤纸筒内。将滤纸筒放入索氏抽提器的抽提筒内，

连接已经干燥至恒定质量的接收瓶，使用石油醚不

断回流抽提 ８ｈ。提取结束后取下接收瓶，待接收
瓶内溶剂剩余２．０ｍＬ时在水浴上蒸干，再于１００℃
干燥 １ｈ，冷却后称量。重复以上操作直至 ２次称
量差≤２ｍｇ。

其余营养元素的具体测定方法见表２。
１．４　树莓提取物中多糖制备条件优化

树莓提取物制备工艺流程：

树莓果浆 →水浴浸提 →果渣超声 → 合并抽滤 →滤液

浓缩 → 醇沉→ 离心（收集沉淀）→ 冷冻干燥 → 收集

树莓提取物收集后，测定其多糖含量。准确称取

０．１ｇ树莓提取物溶解于适量蒸馏水中，吸取 ０．１ｍＬ
提取物溶液，分别加入 １．９ｍＬ蒸馏水，空白对照为
２．０ｍＬ蒸馏水，之后加入 １．０ｍＬ６０ｇ／Ｌ苯酚溶液，
摇匀后迅速加５．０ｍＬ浓 Ｈ２ＳＯ４于试管中，摇匀后置
于沸水浴中加热 １５ｍｉｎ，迅速冷却至室温，测定
ＯＤ４９０ｎｍ，按公式（１）计算糖含量：

糖含量／％ ＝ρ×Ｄ×Ｖ
ｍ

×１００ （１）

式中：ρ，溶液质量浓度，ｍｇ／ｍＬ；Ｄ，稀释倍数；Ｖ，提取
液体积，ｍＬ；ｍ，样品干质量，ｇ。
１．４．１　葡萄糖标准曲线制作

准确称取烘干至恒定质量的葡萄糖标准品

２５．０ｍｇ，用蒸馏水定容至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即得到
０．１ｍｇ／ｍＬ的葡萄糖标准溶液。准确吸取 ０．２、０．４、
０．６、０．８和１０ｍＬ葡萄糖标准溶液置于试管中，加蒸
馏水至２．０ｍＬ，空白对照加 ２．０ｍＬ蒸馏水，再各加
入１．０ｍＬ６０ｇ／Ｌ的苯酚溶液，摇匀后再迅速加入
５．０ｍＬ浓 Ｈ２ＳＯ４，摇匀后沸水浴中加热 １５ｍｉｎ，迅速
冷却至室温，测定ＯＤ４９０ｎｍ，以葡萄糖质量浓度为ｘ，吸
光值为 ｙ，得到标准方程ｙ＝１３．２５ｘ－０．００６７，相关系
数 Ｒ２＝０９９８７。
１．４．２　料液比选择

准确称取树莓果浆每份 ５０ｇ，按照料液比 １∶２、
１∶３、１∶４和１∶５（ｇ∶ｍＬ）分别加入蒸馏水，在 ３００Ｗ、
４０ｋＨｚ超声水浴处理４０ｍｉｎ，取出后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取出上清液，将沉淀置于超声波破
碎仪中破碎１５ｍｉｎ（工作５ｓ，间隔５ｓ），之后与上清液
合并抽滤，将滤液在 ６０℃、４０ｒ／ｍｉｎ下旋转蒸发得到



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１９　　

浓缩滤液后，按照滤液体积保证乙醇体积分数为８５％，
在４℃下醇沉２４ｈ，然后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
沉淀物，冷冻干燥即得到树莓提取物。

１．４．３　提取时间选择
准确称取树莓果浆每份 ５０ｇ，按照料液比 １∶３

（ｇ∶ｍＬ）分别加入蒸馏水，在３００Ｗ、４０ｋＨｚ超声水浴
中分别处理 ３０、４０、５０和 ６０ｍｉｎ，后续步骤与 １．４．２
方法一致。

１．４．４　乙醇体积分数选择
准确称取树莓果浆每份 ５０ｇ，按照料液比 １∶３

（ｇ∶ｍＬ）分别加入蒸馏水，在３００Ｗ、４０ｋＨｚ超声水浴
中处理４０ｍｉｎ，醇沉前步骤与 １．４．２方法一致，之后
按照滤液体积保证乙醇体积分数为 ６５％、７５％、８５％
和９５％，在４℃下醇沉２４ｈ，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
收集沉淀物，冷冻干燥即得到树莓提取物。

１．４．５　响应面分析
以料液比 Ａ、超声时间 Ｂ和乙醇体积分数 Ｃ为自

变量，粗多糖提取率 Ｙ为因变量，设计响应面实验，
因素水平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响应面实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ｖｉ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水平
因素

Ａ（ｇ∶ｍＬ） Ｂ／ｍｉｎ Ｃ／％
－１ １∶２．５ ４５ ８０
０ １∶３ ５０ ８５
１ １∶３．５ ５５ ９０

１．５　乳酸菌生长状况的评价
配制 ＭＲＳ培养基和 ＢＢＬ培养基［１７］

，同时按照每

升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中 ２０ｇ葡萄糖 ＋５ｇ树莓提取
物、１５ｇ葡萄糖 ＋５ｇ树莓提取物的比例分别配制树
莓改良 ＭＲＳ液体培养基，按照每升 ＢＢＬ液体培养基
中２０ｇ葡萄糖 ＋５ｇ树莓提取物的比例配制树莓改
良 ＢＢＬ液体培养基。其中树莓提取物溶液使用
０．２２μｍ针头式过滤器过滤以达到除菌目的。其余
组分则使用高压灭菌锅在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接着在
无菌环境中混合并使用灭菌的 ＮａＯＨ溶液（１ｍｏｌ／Ｌ）
调节改良培养基 ｐＨ至６．５。

将活 化 好 的 植 物 乳 杆 菌 １２１、嗜 酸 乳 杆 菌
ＮＣＦＭ和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分别按照 ５％（体积分
数）接种量接入 ＭＲＳ培养基、ＢＢＬ培养基及对应的
改良培养基中，在 ３７℃培养１２ｈ，其中 ＢＢＬ培养基
与 ＢＢＬ改良培养基置于无氧环境中培养，然后进行

平板计数
［１８］
。

１．６　双歧杆菌发酵树莓果汁的理化性质探究
取树莓鲜果分为等质量的２份，将其中一份树莓

鲜果打浆，依次用普通滤纸、０．８０、０．４５和 ０．２２μｍ
超滤膜减压真空抽滤，过滤出澄清果汁。然后将另一

份树莓鲜果提取物与已过滤除菌的树莓果汁混合。

将混合后的果汁搅拌均匀，分为等体积的 ２组，一组
按照 １０８ＣＦＵ／１００ｍＬ的接种量接入长双歧杆菌 １．
２１８６，置于３７℃静置发酵 １２ｈ，接着转入 ４℃贮藏
２４ｈ。另一组果汁则一直贮藏于４℃。

依据 ＧＢ／Ｔ１５０３８—２００６《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
方法》

［１９］
测定 ２组树莓果汁中的总酸、挥发性酸和

ｐＨ等指标，依据 ＧＢ／Ｔ１２１４３—２００８《饮料通用分析
方法》

［２０］
测定 ２组树莓果汁中的总黄酮。花色苷含

量的测定则采用吸光光度法测定矢车菊３葡萄糖苷
（树莓中的主要花色苷）的浓度，分别在 ｐＨ值为 １．０
和４．５的条件下，测定 ＯＤ５１０ｎｍ计算获得花色苷含

量
［２１］
。单宁和总酚的测定方法分别参考陈国刚

等
［２２］
和郎惠云等

［２３］
的方法。

取２组果汁各２．０ｍＬ，加入２．０ｍＬ０．１ｍｍｏｌ／Ｌ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 （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
ｈｙｄｒａｚｙ１，ＤＰＰＨ）无水乙醇溶液，摇匀，静置 ２０ｍｉｎ。
以无水乙醇作为空白，测定 ＯＤ５１７ｎｍ值记为 Ａ样品；将样
品果汁稀释，按照相同方法测得吸光度得 Ａ对照；将
２．０ｍＬ的 ＤＰＰＨ溶液与无水乙醇混合，静置 ２０ｍｉｎ
后按照相同方法测得吸光度得 Ａ空白

［２４－２５］
。再按公式

（２）计算出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样品 －Ａ对照
Ａ( )
空白

×１００ （２）

用０．４５μｍ的针头式过滤器过滤样品果汁，用
分光光度计测定 ＯＤ４５０ｎｍ、ＯＤ５２０ｎｍ、ＯＤ５７０ｎｍ和 ＯＤ６３０ｎｍ，
根 据 公 式 计 算 出 三 色 值 Ｘ、Ｙ、Ｚ，从 而 得 出
ＣＩＥ１９７６Ｌａｂ参数 Ｌ、ａ、ｂ ［２６］。
１．７　双歧杆菌发酵树莓果汁的风味评价

将接种长双歧杆菌１．２１８６的树莓果汁与未接种
的树莓果汁随机编码，放在通风良好、无任何气味的

房间内，选择２０名受过感官评价训练的人员，从外观
（包括颜色熟悉度、颜色深浅和澄清度）、香气（包括

香气熟悉度、香气强度和香气浓郁度）、口感（包括口

感熟悉度、甜度、酸度、苦度、涩度和余味强度）方面

进行感官评价。感官评价打分均以７分为标准，并统
计分析２０位评价人员的打分结果。
１．８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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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本研究中所有试验均重复 ３次，数据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响应面设计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１１．０软件完成。实验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树莓营养元素检测
海尔特兹树莓中的营养成分构成如表 ２所示。

结果表明，海尔特兹树莓鲜果中 Ｃａ、Ｆｅ、Ｋ和 Ｐ等微
量元素含量明显较其他品种高

［２７］
。树莓鲜果中主要

的单糖组分为果糖及葡萄糖，而粗多糖在没有优化提

取工艺时得率仅为 ０．２１％，与延海莹等［２７］
的研究有

较大差异。因此，后续实验对树莓粗多糖的提取工艺

进行优化。综合对比树莓鲜果的营养构成与 ＭＲＳ培
养基

［１８］
，可知树莓鲜果中有充足的碳源，微量元素与

维生素可以供微生物利用，但是蛋白质比较匮乏。此

外，树莓鲜果中总酸（以柠檬酸计）含量为（１５５７±
０．００２）ｇ／１００ｇ，酸度较高，因此，若使用树莓提取物
培养乳酸菌时需要调节 ｐＨ。
２．２　树莓粗提物制备条件的优化结果
２．２．１　单因素试验分析

图１ａ、图１ｂ、图１ｃ分别是按照不同料液比、体
积分数和超声时间制备树莓提取物后，提取物中粗多

糖得率的变化。

表 ２　树莓鲜果营养成分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ｓ

成分 含量 检测方法

果糖／［ｇ·（１００ｇ）－１］ ２．５４±０．０４

葡萄糖／［ｇ·（１００ｇ）－１］ ２．２０±０．０３

ＧＢ５００９．８—２０１６

第一法

可溶性总糖／％ ４．９０±０．０４ ＮＹ／Ｔ１２７８—２００７
粗多糖（以葡萄糖计）／％ ０．２１±０．００ ＮＹ／Ｔ１６７６—２００８

灰分／［ｇ·（１００ｇ）－１］ ０．３６ ＧＢ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６第一法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１］ ０．８７７±０．００１ 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第一法

１６种氨基酸总量／［ｇ·（１００ｇ）－１］ ０．７５９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４—２０１６

脂肪／［ｇ·（１００ｇ）－１］ ０．６０±０．０３ ＧＢ５００９．６—２０１６第一法

总酸（以柠檬酸计）／［ｇ·（１００ｇ）－１］ １．５５７±０．００２ ＧＢ／Ｔ１２４５６—２００８

Ｃａ／（ｍｇ·ｋｇ－１） ２１９

Ｆｅ／（ｍｇ·ｋｇ－１） １０．８

Ｋ／（ｍｇ·ｋｇ－１） １０９０

Ｍｇ／（ｍｇ·ｋｇ－１） １８３

Ｍｎ／（ｍｇ·ｋｇ－１） １．４

Ｚｎ／（ｍｇ·ｋｇ－１） １．７

Ｐ／（ｍｇ·ｋｇ－１） １７０

ＧＢ５００９．２６８—２０１６

第二法

维生素 Ｃ／［ｇ·（１００ｇ）－１］ ９．６４ ＧＢ５００９．８６—２０１６第二法

维生素 Ｅ／［ｇ·（１００ｇ）－１］ １．８７ ＧＢ５００９．８２—２０１６第一法

　　由图１可知，当提取的料液比为 １∶３（ｇ∶ｍＬ）时，
粗多糖得率达到最大值 ２．７９４％。当超声时间达到
５０ｍｉｎ时，粗多糖得率达到最大值 ２８５９％；在醇沉
过程中，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８５％时，粗多糖得率最
大，为３．６１１％。

ａ料液比；ｂ乙醇体积分数；ｃ超声时间

图 １　提取因素对粗多糖得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ｕｄｅｐｏｌｙｓａｃｏｈａｒｉｄｅ

２．２．２　响应面设计分析
响应面模型 Ｆ值为 ２５．２４，置信区间达 ９９．８％，

且 Ｐ＜０．０１，说明该模型具有显著性［２８］
，且失拟项

Ｐ＜０．０１，失拟项显著，模型构建成功。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１１软件进行多元拟合，获得提取工艺对料液
比（Ａ）、超声时间（Ｂ）和乙醇体积分数（Ｃ）的二次多项
回归模型方程为：Ｙ＝３．３８＋０１４５９Ａ＋０．２６７６Ｂ＋
０．３４１Ｃ＋０．０８９ＡＢ＋０．０５５３ＡＣ＋０．１１６２ＢＣ－
０．５６１６Ａ２＋０．０３７９Ｂ２－０．１０９３Ｃ２。图 ２为响应曲
面图，结合方差分析结果可知，３个因素对树莓粗多

糖提取率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乙醇体积分数、

超声时间、料液比。由图 ２可知，在料液比约为 １∶３
（ｇ∶ｍＬ）时，树莓粗多糖得率最高，树莓粗多糖得率随
超声水浴时间变长而升高，随乙醇体积分数升高而升

高。树莓提取物制备的理论最佳工艺为料液比

１∶３．１９１（ｇ∶ｍＬ）、超声时间５３．８５ｍｉｎ、乙醇体积分数
８５．６４％，最优工艺条件下树莓粗多糖的得率理论值
为３．６６％。在此条件下进行 ３次平行验证试验，树
莓粗多糖的得率为３．８８％，与理论值接近，表明响应
曲面优化的工艺条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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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Ｂ互相影响；ｂＢ，Ｃ互相影响；ｃＡ，Ｃ互相影响

图 ２　提取因素对粗多糖得率影响的响应面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ｕｄｅ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２．３　树莓提取物对乳酸菌生长数量的作用
由图３可知，对于植物乳杆菌１２１和嗜酸乳杆菌

ＮＣＦＭ，改良树莓 ＭＲＳ培养基对于菌株的增殖作用并
不明显，甚至加入树莓提取物之后，菌株生长反而受

到了抑制。但是对于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添加 ５ｇ
树莓提取物的 ＢＢＬ改良培养基活菌数高于普通 ＢＢＬ
培养基，说明树莓提取物对于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生
长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图 ３　各培养基乳酸菌生长情况

Ｆｉｇ．３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ｄｉａ

２．４　树莓果汁的理化指标
表３对比了接种长双歧杆菌１．２１８６树莓果汁与

未接种树莓果汁之间的理化指标。未接种树莓果汁

中挥发酸高达１．３４９ｇ／Ｌ，而接种菌的树莓果汁挥发
酸含量更高，达２．２８０ｇ／Ｌ，但是其 ｐＨ之间差异不显
著。接种菌的树莓果汁的花色苷、单宁和黄酮等活性

物质含量更高，同时也有着更高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
率，达９４２０％。一般来说，乳酸菌的抗氧化机制主
要包括自身产生抗氧化物质［如谷胱甘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
ｏｎｅ，ＧＳＨ）、叶酸］，参与调节抗氧化信号通路从而下
调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

［２９］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植

物中的黄酮（如荷叶黄酮）可以提高 ２种益生菌的胞

内 ＳＯＤ和 ＧＳＨ酶活力，对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抗氧化
能力有明显协同增效作用

［３０］
，这可能是加入长双歧

杆菌的树莓果汁表现出更强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
的原因。ＣＩＥＬａｂ值分析表明，Ｌ、ａ、ｂ和 Ｃａｂ饱和
度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Ｈａｂ色调角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并且接种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的树莓果汁饱和度
较高、明亮度高，而未接种菌株的树莓果汁偏红色色

调的趋势更加明显。显然，２种果汁在上述指标上存
在显著差异。

表 ３　两种树莓果汁的理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

样品 果汁 ＋双歧 果汁

总酸含量／（ｇ·Ｌ－１） ２８．３２３±１．４１４ａ １８．２７９±０．４１２ｂ

ｐＨ ３．１７±０．１４ａ ３．２７±０．０１ａ

挥发酸含量／（ｇ·Ｌ－１） ２．２８０±０．２０１ａ １．３４９±０．１４７ｂ

花色苷含量／（ｍｇ·Ｌ－１） ３３．０７０±２．１６０ａ １５．５９１±０．９２３ｂ

单宁含量／（ｍｇ·Ｌ－１） ４６２２±１７０ａ ２５７２±１９ｂ

总黄酮含量／（ｍｇ·Ｌ－１） ２４４．９２３±６．９４４ａ １６８．１００±８．７７７ｂ

总酚含量／（ｍｇ·Ｌ－１） １７６６±４４ａ １３９７±６９ｂ

Ｌ ６９．００４±０．４４５ａ ３６．７５４±２．６２７ｂ

ａ ３１．６４２±０．７０９ａ ５９．４９５±０．１４８ｂ

ｂ ２５．３４４±１．００９ａ ４８．４０１±２．２７５ｂ

Ｃａｂ／％ ９６．００±６．９３ａ ４５．３３±１．５３ｂ

Ｈａｂ／° ６０．７５±４．７２ａ ５８．３９±１．５５ａ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９４．２０±１．７７ａ ８６．７１±０．２５ｂ

　　注：每一行数字上标不同字母代表了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为显著

２．５　红树莓果汁感官品质评估
进一步对 ２种树莓果汁进行感官评价，由外观、

香气评价雷达图（图４）可知，２种果汁的颜色评分均
较高，果汁的颜色偏浅；在香气浓郁度方面，整体打分

较低，说明香气较淡。整体来看，结合显著性差异分

析，２种果汁在香气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外感描述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２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上，颜色熟悉度、颜色深浅和澄清度 ３方面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图 ４　外观、香气评价雷达图

Ｆｉｇ．４　Ｒａｄａｒｍａｐａｂｏｕｔ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ｏｍ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

由口感评价数据分析结果（图 ５）可知，在甜度、
酸度、涩度和余味强度这 ４项评价指标上，２种果汁
无显著性差异，而在口感熟悉度、苦度这 ２个评价指
标上，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接种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的果汁口感熟悉度较差，苦度相对较低。因
此，在果汁开发过程中应该注意调节苦度。

图 ５　口感评价雷达图

Ｆｉｇ．５　Ｒａｄａｒｍａｐａｂｏｕｔｔａｓ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

３　结论

（１）本研究以海尔特兹品种的红树莓为原料，确
定其粗多糖提取工艺为料液比 １∶３．１９１（ｇ∶ｍＬ）、超
声时间５３．８５ｍｉｎ、乙醇体积分数 ８５．６４％，粗多糖得
率为３８８％；体外培养乳酸菌实验证实树莓提取物
可以被一些乳酸菌利用，如长双歧杆菌１．２１８６，这可
能是由于树莓多糖可用于补充碳源支持、促进乳酸菌

生长。

（２）本研究制备的树莓提取物对长双歧杆菌
１２１８６生长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采用长双歧杆菌
发酵的含有树莓提取物的果汁，与对照相比，其 ＤＰ

ＰＨ自由基清除率高、抗氧化能力强、果汁饱和度、明
亮度好，发酵树莓果汁的理化及感官特性均有改善。

（３）近年来，我国树莓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树莓
鲜果存在易损伤和腐坏问题，大部分果实只能以冻果

原料销售，附加值低，本文开发的树莓与乳酸菌复配

产品工艺，为树莓产品进一步利用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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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ＧＢ／Ｔ１５０３８—２００６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测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ＧＢ／Ｔ１２１４３—２００８饮料通用分析方法［Ｓ］．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　霍琳琳，苏平，吕英华．分光光度法测定桑葚总花色苷含量的研
究［Ｊ］．酿酒，２００５，３３（４）：８８－８９．

［２２］　陈国刚，邓志祥，江英，等．葡萄梗中单宁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Ｊ］．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５（６）：７４９－７５２．
［２３］　郎惠云，廖晓玲，董发昕，等．间接原子吸收法测定茶叶中茶多

酚的含量［Ｊ］．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３３（６）：６８３－
６８５．

［２４］　ＬＡＲＲＡＵＲＩＪＡ，Ｓ?ＮＣＨＥＺＭＯＲＥＮＯＣ，ＳＡＵＲＡＣＡＬＩＸ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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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ｇｒａｐｅｐｏｍａｃｅｐｅ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８，４６（７）：２６９４－２６９７．

［２５］　ＹＯＫＯＺＡＷＡＴ，ＤＯＮＧＥ，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
ｖｉｖ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８，４６（６）：２１４３－２１５０．

［２６］　王宏，陈晓艺，张军翔．贺兰山东麓年轻红葡萄酒的 ＣＩＥＬａｂ颜
色空间特征［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４，３５（９）：２０－２３．

［２７］　延海莹，乔乐克，张京良，等．树莓营养及活性研究进展［Ｊ］．食
品工业，２０１８，３９（７）：２８１－２８４．

［２８］　ＷＡＮＧＢ，ＬＡＮＣＱ．Ｏｐｔｉｍ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Ｎｅｏｃｈｌｏｒｉｓｏｌｅｏａｂｕｎｄａｎｓｕｓｉｎｇ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
ｓｉｇｎ［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８９
（４）：３９２－９３９．

［２９］　朱宗涛，赵鹏昊，ＡＢＤＥＬＡＺＥＺＡ，等．两株动物双歧杆菌的潜
在干预糖尿病 作 用 ［Ｊ］．食 品 工 业 科 技，２０１８，３９（１３）：
１３６－１４１；１４９．

［３０］　刘双环，李欢，王聪，等．荷叶黄酮对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抗氧
化能力的协同作用研究［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５，２７
（１０）：１７１２－１７１６；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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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３５９１
引用格式：顾赛麒，胡彬超，张月婷，等．基于电子鼻、气质联用技术和感官评价方法优化海带发酵脱腥工艺［Ｊ］．食品与发酵工

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２４－１２９．ＧＵＳａｉｑｉ，ＨＵＢｉｎｃ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ｎｏｓｅ，ＧＣＭ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
４６（１９）：１２４－１２９．

基于电子鼻、气质联用技术和感官评价方法优化海带发酵脱腥工艺
顾赛麒１，２，３，胡彬超１，２，张月婷１，２，鲍嵘斌１，２，王苏宁１，２，邹琳１，２，

周绪霞１，２，３，丁玉庭１，２，３，栾露琴１，２，张晨超１，２，唐文燕１，２

１（宁海县浙工大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 宁海，３１５６００１）２（浙江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４）

３（国家远洋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杭州），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基于酵母发酵法优化了海带脱腥的工艺。结果表明，经不同发酵条件处理后，海带样品整体气味轮廓

均无重叠，区分效果良好。将各组样品数据点与原料海带数据点质心间的平均距离进行排序，存在“酵母质量浓

度 ＞发酵时间 ＞发酵温度”的趋势。从原料海带中共检出 ４２种挥发物，进一步筛选得到己醛等 １０种气味活性

物质。经不同工艺脱腥后，海带中挥发物种类、总浓度值和气味活性值（ｏｄ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ＡＶ）总和均发生了

显著下降，除 ２辛烯醛和壬醛外的 ８种气味活性物质其 ＯＡＶ消降值和消降率均较高。在优化条件下（酵母质量

浓度 １．５ｇ／Ｌ、发酵温度 ２８℃、发酵时间 １２０ｍｉｎ），脱腥后海带样品中挥发物数量由 ４２种降低至 ２４种，总质量

分数由 ２８７．６５ｎｇ／ｇ降低至 １３８．８８ｎｇ／ｇ，ＯＡＶ总和由 ９１．７６降低至 ５２．６８，感官评分达到最大值（７０．５），脱腥效

果最佳。由相关性分析可知，感官评分与挥发物总浓度以及 ＯＡＶ总和变化规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两者相关

系数绝对值均达 ０．８以上，且感官评分与后者的相关性高于前者。研究成果可为相关企业研发海带的高效脱腥

工艺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海带；电子鼻；整体材料吸附萃取；感官评价；发酵脱腥；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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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Ｓｕｎｉｎｇ１，２，ＺＯＵＬｉｎ１，２，ＺＨＯＵＸｕｘｉａ１，２，３，ＤＩＮＧＹｕｔｉｎｇ１，２，３，

ＬＵＡＮＬｕｑｉｎ１，２，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ａｏ１，２，ＴＡＮＧＷｅｎｙａ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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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ｒｅｎｄｏｆ“ｙｅａｓ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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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０．８，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ＯＡＶ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ｋｅｌｐ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ｎｏｓｅ；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海带（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
殖品种，２０１８年全国养殖总量已达 １５２．３万 ｔ［１］。海
带营养成分丰富，但自身腥味较重，对其食用品质可

能造成不利影响
［２－３］

。海带腥味物质主要包括醛类、

醇类、烯酮类、有机溴代物或碘代物等
［４－６］

。目前，海

带脱腥方法可分为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
［７］
，其中

生物法具有脱腥效率高、工艺条件温和等优点，应用

最为广泛，具体机理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小分子的

腥味物质经合成、转化或结构修饰等作用，最终成为

无腥味成分。据报道，酵母菌是最常用的发酵菌种，

其脱腥效果较好
［８］
。

在酵母法脱腥过程中，酵母浓度、发酵温度和发

酵时间等因素对海带脱腥效果影响显著。酵母菌初

始浓度过低或者发酵时间过短，可能导致腥味物质消

降不完全；反之，则可能造成菌体大量增加，引入菌体

异味而导致风味品质下降。此外，随着发酵时间的延

长，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类物质（Ｈ２ＣＯ３等）不断积
累，使发酵液 ｐＨ显著下降，影响酵母菌活性。同时，
若发酵温度过高或过低也会对酵母菌活性造成影响，

进而影响最终脱腥效果
［８］
。

现阶段对海带脱腥的常用评价手段有感官评价、

电子鼻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感官评价能客观反映
消费者对样品的接受度或喜好性，但易受人员因素的

影响
［９－１０］

。电子鼻可区分不同样品气味轮廓的细微

差异，但无法对样品中的某一挥发性成分进行鉴

别
［１１－１２］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是最常用的挥发性风
味分析手段，其结果与使用的前处理技术密切相关。

整体材料吸附萃取作为一种逐渐兴起的前处理技术，

基于硅胶、活性炭和十八烷基硅烷等材料为一体的高

交联性新型吸附剂，对不同极性和沸点的化合物均能

实现有效吸附，适用范围较广
［１３］
。上述 ３种评价手

段各有利弊，本研究尝试将其联用后优化海带发酵脱

腥工艺，旨在为海带制品生产企业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海带，２０１７年３月购自杭州近江水产市场；安琪

耐高温酿酒高活性干酵母（货号：Ｅ８０００００１２），河南
洲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糖、ＮａＣｌ、无水乙醇（均
为分析纯），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４，６
三甲基吡啶标准品、Ｃ６～Ｃ１５正构烷烃标准品（均为
色谱纯），美国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ＦＡ３２０４Ｂ电子分析天平，上海仪天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ＤＦ１０１Ｓ集热式磁力搅拌器，上海越众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ＬＲＨ３５０Ｆ生物培养箱，常州市金坛
勒普仪器有限公司；ＲＣＣ１８固相萃取整体捕集剂（规
格２．９ｍｍ×５ｍｍ，孔径 １ｍｍ），日本 Ｇ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
司；７８９０Ａ／５９７５Ｃ单四级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
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Ｆｏｘ４０００型电子鼻，法国阿
尔法莫斯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脱腥处理

酵母活化液制备：称取１０ｇ葡萄糖和０．３ｇＮａＣｌ
充分溶解于１０００ｍＬ去离子水中，分别向其中加入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和 ２．５ｇ酿酒酵母干粉，配成质量
浓度梯度为０．５、１、１．５、２和 ２．５ｇ／Ｌ的酵母菌液，将
上述系列菌液置于２５℃、１２０ｒ／ｍｉｎ的恒温摇床中活
化 ２０ｍｉｎ，所得活化液中酵母菌数分别为 ７．８６、
８１４、８．３２、８．４６和８．５６ｌｇＣＦ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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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海带脱腥工艺：将海带剪成１ｃｍ×１ｃｍ左右、大
小均一的小块。称取 １０ｇ海带样品，装入内装
１００ｍＬ酵母活化液的具塞锥形瓶中，置于转速为
１２０ｒ／ｍｉｎ的恒温摇床中，分别于不同温度下（２４、２６、
２８、３０和 ３２℃）脱腥不同时间（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和
１５０ｍｉｎ）。脱腥完毕的海带洗净后用吸水纸吸干表
面，混合均匀后待测。

１．３．２　电子鼻分析
称取２．００ｇ海带样品，装入１０ｍＬ顶空瓶中，采

用 ＦＯＸ４０００型电子鼻进行测定。仪器参数：平衡温
度６０℃，平衡时间６００ｓ，进样速度２０００μＬ／ｓ，进样
体积２０００ｍＬ，载气为洁净空气，流速 １５０ｍＬ／ｍｉｎ，
数据采集周期６００ｓ。每个样品重复测定５次。
１．３．３　整体材料吸附萃取气相质谱分析

称取２．００ｇ海带样品，装入 １５ｍＬ顶空进样瓶
中。将５个 ＲＣＣ１８空心圆柱体吸附子以固定装置相
连，置于顶空瓶中样品正上方。将顶空瓶放入 ６０℃
恒温水浴锅中萃取５０ｍｉｎ，待萃取完毕后手动取出吸
附子装入热脱附管，送入热解析单元中热脱附进样。

每个样品重复测定３次。
热解析单元：不分流模式，初始温度 ４０℃，以

１８０℃／ｍｉｎ升至２４０℃，保留 ５ｍｉｎ。为防止进样量
较大引起的峰形变形，配制了液氮冷阱系统：初始温

度 －４０℃，平衡 ３０ｓ，以 １２℃／ｓ升至 ２７０℃，保留
１５ｍｉｎ。

ＧＣ条件：ＤＢ５ＭＳ毛细管柱（６０ｍ×０．３２ｍｍ，
１μｍ），汽化室温度 ２４０℃。柱温起始 ４０℃，以
４℃／ｍｉｎ升至１００℃，再以 ２℃／ｍｉｎ升至 １５０℃，最
后以 ８℃／ｍｉｎ升至 ２４０℃，保留 ５ｍｉｎ。载气流量
１．２ｍＬ／ｍｉｎ。ＭＳ条件：ＥＩ能量源；电子能量 ７０ｅＶ，
质量扫描范围ｍ／ｚ３５～４５０，离子源温度２２０℃，传输
线温度２５０℃。

定性、定量方法：将挥发物质谱图与 ＮＩＳＴ２０１４
谱库进行比对，仅报道正反匹配度均 ＞８００的鉴定结
果，同时计算各个挥发物的线性保留指数（ｌｉｎｅａｒｒｅ
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ＬＲＩ），将其与文献中的数值进行比对后
定性

［１４］
。在海带样品中加入 １０μＬ质量浓度为

１０－５ｇ／ｍＬ的内标物２，４，６三甲基吡啶，通过计算待
测挥发物与内标物峰面积的比值来求得各挥发物的

质量浓度。

１．３．４　感官评价
采用划线法

［１５］
对海带整体气味可接受度进行

评分。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和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件进行处理

分析，差异显著性分析由最小显著差数法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电子鼻技术分析不同发酵工艺对海带腥味脱除
的影响

图１～图 ３中第 １与第 ２主成分贡献度之和均
＞９０％，表明经不同条件发酵后，海带样品整体气味
轮廓差异均十分显著，样品信息损失率 ＜１０％。判别
指数主要用于评定不同组样品数据点间的区分程度，

最大值为 １００，其值越大表明区分效果越好［８］
。

图１～图３判别指数均在 ８４以上，表明经不同发酵
条件处理后，海带样品整体气味轮廓均无重叠，区分

度较好。

图 １　不同酵母浓度处理海带样品电子鼻结果

主成分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ＰＣＡｐｌｏｔｏｆＥｎｏ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ｓ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图１显示，酵母质量浓度分别在 ０．５、１ｇ／Ｌ以及
１．５、２ｇ／Ｌ时，样品数据点均较为接近；当酵母质量
浓度达到２．５ｇ／Ｌ时，样品数据点与其他浓度组间距
离显著增大，分析可能与酵母质量浓度过高引入菌体

异味有关。由图２可知，发酵温度在２４～２８℃时，样
品各组数据点间距离较为接近；而发酵温度 ＞３０℃
时，样品数据点与其他组间距离不断增大，表明过高

的发酵温度可能对脱腥后海带样品气味产生不利影

响。图３显示，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样品数据点与
原料海带数据点间距离不断增大，推测海带发酵过程

中腥味物质的脱除可能存在时间积累效应。此外，通

过比较各组样品数据点与原料海带数据点质心间的

平均距离，发现存在“酵母质量浓度 ＞发酵时间 ＞发
酵温度”的趋势，表明酵母质量浓度可能对海带脱腥

效果存在最显著的影响。

２．２　不同发酵工艺对海带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影响
２．２．１　海带挥发性风味物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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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发酵温度处理海带样品电子鼻结果

主成分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ＰＣＡｐｌｏｔｏｆＥｎｏ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 ３　不同发酵时间处理海带样品电子鼻结果

主成分分析图

Ｆｉｇ．３　ＰＣＡｐｌｏｔｏｆＥｎｏ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从原料海带中共检测出４２种化合物，其中气味活
度值（ｏｄ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ＡＶ）＞１的化合物共有己醛
等１０种，可定义为海带中的活性气味物质。经不同发
酵条件处理后，无论是挥发物种类、总浓度，还是

ＯＡＶ值总和均发生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当酵母质量
浓度为１．５ｇ／Ｌ时，挥发物种类从原来的４２种减少为
２５种，总质量分数降低１４１．１３ｎｇ／ｇ，ＯＡＶ值总和降低
３６．９６。当酵母发酵温度为２８℃时，挥发物种类减少
１６种，总质量分数和 ＯＡＶ总和降幅最大，分别为
４９％和４０％。当发酵时间为 １２０ｍｉｎ时，共有 １８种
挥发物被消除，挥发物总质量分数和 ＯＡＶ总和降至
最低，分别为１３８．８８ｎｇ／ｇ和５２．６８ｎｇ／ｇ。综上所述，
确定海带发酵脱腥的最优工艺条件为：酵母质量浓度

１．５ｇ／Ｌ、发酵温度２８℃、发酵时间１２０ｍｉｎ。
醛类气味阈值较低，对海带整体气味贡献最为突

出。经最优工艺发酵后，６种气味活性醛类 ＯＡＶ值
均发生了不同程度消降，其中己醛、庚醛和癸醛的消

降程度较多，分别为 １８．７７、４．３０和 ４．６２。己醛被报
道是海带的典型腥味物质，呈鱼腥味、青草味等不良

气味特征
［１６］
。除己醛外，其他直链醛和含不饱和键

的烯醛也被报道是海带中的异味物质，而苯甲醛具有

苦杏仁味
［１７］
，经发酵后它们质量分数和活性值均下

降显著。

醇类对海带整体挥发性风味有重要影响。经最

优工艺发酵后，醇类总质量分数和 ＯＡＶ值总和下降
近５０％，其中３种不饱和烯醇贡献较显著：１戊烯３
醇和２辛烯１醇的消降率达 １００％，而 １辛烯３醇
被报道是海带中典型的腥味物质（呈鱼腥味和青草

味）
［１８］
，发酵后其 ＯＡＶ消降值达 ３．５１，占醇类消降

量的 ４６％。段吴勇［１９］
报道，酵母发酵后海带中醇

类物质种类显著减少、浓度大幅下降，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

酮类是海带中常见的风味组分，经最优工艺发酵

后，２庚酮、１辛烯３酮、３辛酮和苯乙酮这 ４种酮类
被完全消除，占所有酮类总数的一半。１辛烯３酮是
原料海带中浓度最高的酮类物质，呈典型的鱼腥味，

有研究者证实海带发酵后 １辛烯３酮的脱除率为
１００％［１９］

。原料海带中仅有 ２庚酮具有气味活性，
在发酵海带中未被检出。总体而言，酮类化合物因

其 ＯＡＶ值总和较低，故对海带整体气味贡献不
大

［２０］
。

芳香类主要来自于海泥和水体等外部环境，通过

生物富集作用在海带中积累，一般具有刺激性和石油

味等不良风味。采用最优工艺发酵后，海带中芳香类

的 ＯＡＶ值总和显著下降（达２．４５），其中联苯作为该
类唯一的气味活性物质贡献显著，占芳香类 ＯＡＶ总
消降值的８２％。

烃类因其自身阈值较大，故对海带挥发性风味

贡献较小。２乙基呋喃属含氧杂环类化合物，具有
刺激性气味，是海带中另一种重要的气味活性物

质，经发酵后的海带中，其浓度已降至降至阈值以

下，不具气味活性。三碘甲烷是原料海带中唯一被

检出的含碘化合物，采用最优工艺发酵后其未被

检出。

２．２．２　脱腥处理中海带中气味活性物质变化
由附表 １（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１．１８０２．

ＴＳ．２０２００７１５．１７５１．００８．ｈｔｍｌ）和图 ４可知，经不同脱
腥工艺处理后，海带中１０种气味活性物质的 ＯＡＶ消
降值和消降率均 ＞０，表明经酵母发酵后，海带自身气
味活性发生了降低。除２辛烯醛和壬醛之外，其余 ８
种气味活性物质的 ＯＡＶ消降效果均较为显著，其中
己醛、癸醛和 １辛烯３醇的 ＯＡＶ消降值较大（最大
消降值均 ＞３，其中癸醛达 １８以上），而己醛、庚醛、
癸醛、２庚酮和２乙基呋喃的消降率较高（最高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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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率均 ＞４０％，其中２庚酮达１００％）。总体而言，原料
海带经不同发酵条件处理后脱腥效果均较好，但其中

也存在一定差异性。比较图 ４ａ和图 ４ｄ可知，当酵
母质量浓度为 １．５ｇ／Ｌ时，发酵后海带样品的 ＯＡＶ

消降值及消降率均最高，表明其脱腥效果最好；由图

４ｂ和图 ４ｅ可知，当发酵温度为 ２８℃时，海带脱腥
效果最佳；由图 ４ｃ和图 ４ｆ可知，当发酵时间为
１２０ｍｉｎ时，海带腥味消减最显著。

ａ酵母质量浓度对 ＯＡＶ消降值的影响；ｂ发酵温度对 ＯＡＶ消降值的影响；ｃ发酵时间对 ＯＡＶ消降值的影响；ｄ酵母浓度对 ＯＡＶ

消降率的影响；ｅ发酵温度对 ＯＡＶ消降率的影响；ｆ发酵时间对 ＯＡＶ消降率的影响

图 ４　不同脱腥工艺对海带气味活性物质的 ＯＡＶ消降值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ＡＶ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注：小写字母不同代表各组数据间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脱腥处理后感官评分
酵母质量浓度１．５ｇ／Ｌ时，海带样品感官评分升

至最高的７０．５分，此质量浓度下，脱腥后海带中挥
发物的总质量分数与 ＯＡＶ值总和均达最低值
（１４６．４２和 ５４．７９ｎｇ／ｇ）。主要原因可能是：０～
１．５ｇ／Ｌ时，酵母质量浓度逐渐升高，发酵作用逐步
加强，海带中的腥味物质消降效果越显著；但当酵

母质量浓度 ＞１．５ｇ／Ｌ，则可能引入不良发酵异味，
导致感官评分下降。

发酵温度 ２８℃时，脱腥后海带感官评分达到
最高，而此温度下脱腥后海带样品挥发物总浓度值

和 ＯＡＶ总和均低于其他温度组。分析原因是：在
２４～２８℃时，酵母增殖速度随温度增大，海带中的
腥味物质可能发生结构破坏或者经生物合成、修饰

等反应导致其腥味特征消失；当温度继续升高至

３０℃（酵母菌的最适生长温度）时，菌体可能大量
增殖引入不良异味

［２１］
，造成海带样品感官评分

下降。

发酵时间１２０ｍｉｎ时，感官评分达到最大值，而
挥发物总质量分数和 ＯＡＶ总和达到最小值，两者
可相互印证。在 ３０～１２０ｍｉｎ内，酵母菌快速增殖，
腥味物质经消降或生物转化作用而减少。随着发

酵时间达到 １５０ｍｉｎ，增殖逐步进入稳定期，菌体数
量大量积累，酵母菌体与生成的次生代谢产物均可

能造成海带中异味物质的增加，造成感官评分

下降。

综上所述，感官评分与挥发物总质量分数以及

ＯＡＶ总和变化规律具有较强一致性，分析其相关性
发现（表１），不同脱腥条件下，感官评分与挥发物总
质量分数以及 ＯＡＶ总和的相关性（分别以 ＲＡＢ和 ＲＡＣ
表示）总体较高，绝对值均 ＞０．８，且存在｜ＲＡＢ｜＜｜ＲＡＣ
｜的规律，表明与挥发物质量分数相比，ＯＡＶ值与感
官评分间的相关性更强。此外，无论是 ＲＡＢ还是 ＲＡＣ，
均存在发酵时间 ＞发酵温度 ＞酵母质量浓度的规律，
表明不同发酵时间海带样品感官评分与挥发物总质

量分数和 ＯＡＶ总和间的相关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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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发酵条件对感官评价的影响及其

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组别 样品
感官评

分（Ａ）／分
挥发物总质量分数

（Ｂ）／（ｎｇ·ｇ－１）
ＯＡＶ

总和（Ｃ）
相关系数

ＲＡＢ ＲＡＣ

酵母

质量

浓度／
（ｇ·Ｌ－１）

０．５ ５１．６±４．６ａ ２２４．０８±８．８８ｄ ８２．６１
１ ６４．５±２．１ｃ １８２．９１±７．３４ｃ ６９．６３
１．５ ７０．５±２．３ｄ １４６．４２±７．１５ａ ５４．７９
２ ６３．０±３．９ｂｃ １５９．６６±８．３３ｂ ６３．９８
２．５ ５６．０±３．７ａｂ １６７．８８±９．０２ｂ ６７．２５

－０．８０３６－０．８７３５

发酵

温度／
℃

２４ ５５．０±３．７ａ １９５．０９±９．４７ｃ ８０．０３
２６ ６６．５±３．６ｂ １７２．３４±７．５５ｂ ６６．４９
２８ ７０．５±４．１ｂ １４６．４２±７．１５ａ ５４．７９
３０ ６６．７±３．９ｂ １５７．９２±８．７１ａ ６３．１３
３２ ６４．２±４．０ｂ １６４．２８±９．１１ｂ ６６．４４

－０．９１３３－０．９７２３

发酵

时间／
ｍｉｎ

３０ ４９．０±２．９ａ １７８．０４±９．５５ｃ ７２．２７
６０ ６１．５±３．６ｂ １６３．２５±７．６３ｂ ６１．４９
９０ ６６．２±４．２ｂｃ １４６．４２±７．７７ａ ５４．７９
１２０ ７０．５±４．１ｃ １３８．８８±８．１９ａ ５２．６８
１５０ ６５．１±４．６ｂｃ １６２．１１±９．６２ｂ ６０．７６

－０．９４０２－０．９７３５

　　注：小写字母不同代表各组数据间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３　结论

不同发酵条件下海带样品整体气味轮廓均无重

叠，区分度较好。从原料海带中共检出 ７大类 ４２种
挥发物，筛选得到以己醛为代表的 １０种气味活性物
质。根据挥发物种类、总质量分数和 ＯＡＶ总和，确定
了海带脱腥的最优工艺：酵母质量浓度１．５ｇ／Ｌ、发酵
温度２８℃、发酵时间 １２０ｍｉｎ。所有气味活性物中，
己醛、癸醛和 １辛烯３醇的 ＯＡＶ消降值较大；己醛、
庚醛、癸醛、２庚酮和２乙基呋喃的消降率较高；２辛
烯醛和壬醛的消降效果不显著。经最优工艺发酵后，

海带中挥发物种类减少 １８种，挥发物总质量分数降
低１４８．７７ｎｇ／ｇ，气味活性值总和减少 ３９．０７，感官评
分升至最大值 ７０．５。无论何种发酵条件下，感官评
分与 ＯＡＶ值总和间的相关性始终高于与挥发物总质
量分数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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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品质特征。结果表明，丽水福云 ６号品种在萎凋 ４８ｈ后采用烘干方式干燥，制得白茶具有“白牡丹”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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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占总香气物质含量的 ６３．５％。该研究为开发浙江省特色白茶新产品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丽水；白茶；萎凋；干燥；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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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３１　　

　　白茶是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过萎凋、干燥等工
序制作而成的一种微发酵茶，属于我国传统的六大茶

类，主产于福建省福鼎、政和、建阳、松溪及云南省景

谷县等地
［１］
，适制品种主要有福鼎大白茶、政和大白

茶、水仙及菜茶等。历史白茶以外销为主，国内市场

占有率较低，但近十年来，随着科学研究不断深入，白

茶独特的健康价值被人们日渐熟悉
［２－４］

，产销量与市

场占有率不断攀升，白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丽水市

是浙江省茶叶主产区，以生产绿茶为主
［５］
，随着消费

者对茶叶的多样化要求，单一的产业结构已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同时，丽水地理

位置毗邻白茶原产地福建省福鼎市及政和县，具备开

发白茶的潜力。

本文拟利用丽水引进的福云６号茶树品种鲜叶，
按照萎凋、干燥等传统加工工艺制得白茶，通过感官

审评及理化检验方法评价其品质特征，探讨高品质的

白茶工艺，为进一步开发浙江省特色白茶新产品提供

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　材料与试剂
丽水产区（松阳）福云 ６号茶鲜叶、政和福云 ６

号成品白茶，市场。标准品和试剂，美国 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标准品：没食子酸酯（ｇａｌｌａｔｅ，ＧＡ）、儿
茶素（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Ｃ）、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ｅｐ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ｇａｌｌａｔｅ，ＥＣＧ）、没食子儿茶素（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ＧＣ）、表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ｇａｌｌａｔｅ，
ＥＧＣＧ）、表儿茶素（ｅｐ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Ｃ）、表没食子儿茶素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ＧＣ）、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ｇａｌｌａｔｅ，ＧＣＧ）、咖啡碱（ｃａｆｆｅｉｎｅ，ＣＡＦ）；
分析纯：没食子酸、福林酚试剂、水合茚三酮、碱性式

乙酸铅、浓 Ｈ２ＳＯ４、盐酸、ＳｎＣｌ２、Ｎａ２ＨＰＯ４、ＫＨ２Ｐ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色谱纯：乙醇、乙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超速低温离心机（Ｘ２２Ｒ），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酶标仪（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Ｍ２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ｅｖｉｃ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超净工作台（ＺＨＪＨＣ１１０９Ｂ），上海智城分析仪
器制造有限公司；高效液相色谱仪（控制器型号

ｅ２６９５，检测器型号 ２４２４ＥＬＳ），Ｗａｔｅ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手
动 ＳＰＭＥ进样器、５０／３０μｍＤＶＢ／ＣＡＲ／ＰＤＭＳ固相微
萃取头，美国 Ｓｕｐｅｃｌｏ公司；气相色谱仪（７８９０Ａ）、质
谱仪（５９７５Ｃ），美国安捷伦公司；纯水系统（ＲＭ
２２０），美国艾科浦国际有限公司；万分位电子天平

（ＥＬ２０４），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微波干燥机
（ＨＭＷＺ６），南京皇明臭氧机电设备厂。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白茶制备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工艺流程：

鲜叶→萎凋→干燥→白茶

鲜叶采摘标准以一芽二叶为主，采摘时间４月中
下旬。采用室内自然萎凋，每个水筛约 ０．２５ｋｇ左
右，适时并筛，分别萎凋４０、４８和 ５６ｈ后下筛干燥处
理，在烘干、晾干或微波干燥条件下至足干，含水量为

６％左右即可。
１．３．２　试验设计

白茶干燥方式及条件如表１所示，并对其进行编
号，以政和福云６号白茶为对照组（ＣＫ）。

表 １　白茶试验设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序号
萎凋

时间／ｈ
干燥方式 基本条件

Ａ１ ４０
Ａ２ ４８
Ａ３ ５６
Ｂ１ ４８
Ｂ２ ４８

烘干

温度：８０℃，干燥 ６０～９０ｍｉｎ至足干

晾干：室温晾至足干

微波干燥：８０℃左右，每次干燥 １０ｍｉｎ至足干

室内温度：

（２２±５）℃
湿度：

（７５±５）％

１．３．３　分析方法
１．３．３．１　白茶感官审评方法

参照 ＧＢ／Ｔ２３７７６—２０１８《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对
白茶进行感官审评，如表 ２所示，采用加权评分法，单
项审评满分１００分。综合成绩 ＝外形评分 ×２５％ ＋香
气评分 ×２５％ ＋汤色评分 ×１０％ ＋滋味评分 ×３０％ ＋
叶底评分 ×１０％。

表 ２　白茶感官审评指标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序号 评定项 最佳表现

１ 外形

叶态芽叶连枝，叶缘垂卷匀整；嫩度毫心多肥壮，叶被

多茸毛；净度不得有籽、老梗、老叶及蜡片，洁净；色泽

灰绿润

２ 汤色 黄、清澈明亮

３ 香气 鲜嫩、醇爽毫香显

４ 滋味 清甜醇爽毫味足

５ 叶底 毫心多，叶张肥嫩明亮

１．３．３．２　生化成分检验方法
茶多酚含量测定：参照 ＧＢ／Ｔ８３１３—２０１８《茶叶

中茶多酚和儿茶素含量的检测方法》，ｙ＝７５．８４６ｘ－
１．４０７，Ｒ２ ＝０．９９７；氨基酸含量测定：参照 ＧＢ／Ｔ
８３１４—２０１３《茶 游离氨基酸 总量的测 定》，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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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４２ｘ＋０．０３２３，Ｒ２＝０．９８６７；咖啡碱含量测定：
参照 ＧＢ／Ｔ８３１２—２０１３《茶 咖 啡 碱 测 定》，ｙ＝
２．４３７５ｘ＋０．１３４５，Ｒ２＝０．９９３４。

高效液相色谱法：采用 Ｃ１８柱，上机前对样品进行
适当稀释，流动相 Ａ为体积分数０．１７％醋酸水溶液，
流动相 Ｂ为１００％乙腈，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洗脱过
程：Ｂ：８％ ～２８％，０～３０ｍｉｎ；２８％ ～１００％，３０～
３７ｍｉｎ；１００％ ～８％，３７～４６ｍｉｎ。使用 ＧＣ、ＥＧＣ、Ｃ、
ＥＣ、ＥＧＣＧ、ＧＣＧ、ＥＣＧ、ＧＡ和 ＣＡＦ标准品，设定适当
浓度梯度，根据各自峰面积分别做相应的标准曲线。

气相色谱质谱法：①顶空固相微萃取法：准确称
取５ｇ样品放入１００ｍＬ顶空瓶中，加入５０ｍＬ沸水及
一定量内标样品（癸酸乙酯），再将装有 ５０／３０μｍ
ＤＶＢ／ＣＡＲ／ＰＤＭ萃取头的 ＳＰＭＥ手持器通过瓶盖的
橡皮垫插入到萃取瓶中，在 ６０℃水浴中平衡 １０ｍｉｎ
后推出纤维头，吸附 ６０ｍｉｎ后插入气相色谱仪的进
样口中解吸３ｍｉｎ。②ＧＣ条件：安捷伦 ＤＢ５ＭＳ弹性
石英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进样口温

度为２４０℃；载气为高纯 Ｈｅ；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柱温
程序：５０℃保持５ｍｉｎ，以３℃／ｍｉｎ升至１８０℃保持
２ｍｉｎ，再以 １０℃／ｍｉｎ升至 ２５０℃保持 ３ｍｉｎ。ＭＳ
条件：电子能量为 ７０ｅＶ；质量扫描范围 ｍ／ｚ５０～
５５０；离子源温度为２３０℃；四极杆温度为１５０℃。③
物质鉴定：利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ｉ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ＳＴ）谱库对得
到的质谱图进行串联检索和人工解析，?用内标法定

量后得到各组分的含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白茶感官品质分析
福云６号品种为福鼎大白茶与云南大叶种的杂

交后代，由表３可知，丽水福云 ６号茶树品种经过不
同工艺加工而成的白茶在外形上与“白牡丹”典型特

征相近（图 １），表现出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呈朵形，
带毫，在萎凋４８ｈ后烘干制得的白茶感官品质综合
成绩最佳（９１．９分），接近于政和福云６号白茶。

表 ３　白茶感官审评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茶树

品种

实验

编号

外形（２５％） 香气（２５％） 汤色（１０％） 滋味（３０％） 叶底（１０％）
评语 评分 评语 评分 评语 评分 评语 评分 评语 评分

综合成绩

福 ６政 ＣＫ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多而显，成

朵，叶面绿润
９２．０±０．６ａ清甜 ９２．０±０．０ａｂ杏黄明亮 ９０．３±０．３ａｂ甘醇 ９１．０±０．６ａｂ

毫心稍多，叶张嫩，

较绿尚亮，叶脉微红
９１．７±０．３ａ ９１．５±０．３ａｂ

福 ６丽

Ａ１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多而显，成

朵，毫心银白，叶面灰绿，色较活
９２．７±０．３ａ

鲜嫩清纯略带

青气
９０．０±０．０ｂ 浅杏黄明亮 ９１．７±０．３ａｂ 较甘鲜略带青 ８９．３±０．３ａｂ

毫心稍多，叶张嫩，较绿

尚亮
９０．７±０．３ａｂ ９０．６±０．０ｂｃ

Ａ２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多而显，成

朵，毫心银白，叶面灰绿
９１．３±１．３ａ 鲜嫩清纯 ９３．３±０．９ａ 浅杏黄明亮 ９２．０±１．０ａｂ 鲜甜 ９１．７±０．３ａ

毫心稍多，叶张嫩，

较绿尚亮，叶脉微红
８９．７±０．３ａｂ ９１．９±０．２ａ

Ａ３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多而显，成

朵，毫心银白，叶面灰绿，有红张
９０．３±０．３ａ 清纯略带甜 ９１．０±０．０ａｂ杏黄明亮 ８９．７±０．３ａｂ 鲜醇 ９０．０±０．６ａｂ

毫心稍多，叶张嫩，

较绿尚亮，有红张
８８．７±０．３ａｂ ９０．２±０．２ｃ

Ｂ１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多而显，成

朵，毫心银白，叶面灰绿，有红张
９０．３±０．３ａ 清纯 ８９．７±０．９ｂ 黄亮 ８９．０±１．２ｂ 甘醇 ９０．０±１．２ａｂ

毫心稍多，叶张嫩，

较绿尚亮，多红张
８８．０±１．０ｂ ８９．７±０．６ｃ

Ｂ２
芽叶连枝，芽心肥壮，成朵，毫心

银白，叶面灰绿
９２．３±０．９ａ 较清纯 ８８．７±０．９ｂ 浅杏黄明亮 ９２．７±０．９ａ 醇和 ８８．３±０．３ｂ

毫心稍多，叶张嫩，

较绿尚亮，叶脉微红
９１．０±１．０ａｂ ８９．９±０．３ｃ

　　注：采用 Ｔｕｋｅｙ’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Ｔｅｓｔ，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福６政”指政和产福云６号白
茶；“福６丽”指丽水产福云６号白茶（下同）

图 １　丽水福云 ６号白茶代表性样品

Ｆｉｇ．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Ｆｕｙｕｎ６”

ｆｒｏｍＬｉｓｈｕｉ

　　萎凋时间对丽水福云 ６号白茶的感官品质有一
定影响，随着萎凋时间的延长（４０～５６ｈ），成茶红叶

比例增加，综合评分均有下降趋势。不同的干燥方式

也影响了白茶的感官品质，丽水福云６号晾干白茶的
干茶、叶底色泽及汤色较其他方式均较深，综合成绩

（８９．７分）低于烘干处理的白茶（９１．９分）；微波干燥
在对干茶及叶底色泽、汤色上表现均较好，但茶汤香

气和滋味略低于其他干燥方式，综合成绩（８９．９分）
低于烘干白茶。

２．２　白茶生化成分分析
萎凋与干燥方式均影响白茶香气和滋味物质的

生成和积累，这与茶多酚、氨基酸和咖啡碱等茶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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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分含量密切相关
［６］
。茶多酚是茶汤滋味构成的

主体成分之一，由表４可知，在丽水福云６号白茶中，
多酚类物质含量为（２０２．８±２．０）～（２２７．５±１．５）
ｍｇ／ｇ，均显著低于政和福云 ６号白茶（ＣＫ组），含量
范围与参考文献［７］近似。随着萎凋时间延长，丽水
白茶中的多酚类物质含量显著下降，原因可能是其在

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酶作用下部分被氧化，进而表现

出总量下降的现象
［８］
；不同干燥方式对白茶中的多

酚类物质含量也有影响，在 ３种干燥方式中，相同萎
凋时间内晾干白茶中茶多酚含量最低，为（２０４．７±
６．０）ｍｇ／ｇ，且与烘干白茶中茶多酚含量［（２１８．２±
１．６）ｍｇ／ｇ］比较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其干燥时间
较长导致多酚类物质氧化过程加重，而微波干燥白茶

中茶多酚含量（２１６．９±２．６）ｍｇ／ｇ与烘干白茶相近。

表 ４　白茶生化成分检测结果 单位：ｍｇ／ｇ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茶树品种 实验编号 茶多酚 游离氨基酸 咖啡碱

福６政 ＣＫ ２５７．２±１．６ａ ４１．６±１．０ａ ４７．０±０．６ａ

福６丽

Ａ１ ２２７．５±１．５ｂ ４０．１±１．０ａ ５１．６±０．５ａ

Ａ２ ２１８．２±１．６ｂｃ ４２．０±０．９ａ ５１．１±１．０ａ

Ａ３ ２０２．８±２．０ｄ ４１．６±０．８ａ ４９．３±１．２ａ

Ｂ１ ２０４．７±６．０ｃｄ ４２．５±１．８ａ ４８．７±０．９ａ

Ｂ２ ２１６．９±２．６ｂｃｄ ３９．５±２．３ａ ５０．９±１．０ａ

　　氨基酸对白茶滋味、香气均有重要作用，可提高
茶汤鲜爽度，缓解苦涩味，同时在加工过程中可转化为

香气成分
［４］
。由表 ４可知，丽水福云 ６号白茶中的游

离氨基酸含量为（３９．５±２．３）～（４２．５±１．８）ｍｇ／ｇ，与
参考文献［９－１１］近似，但与 ＣＫ组均无显著性差异。
随着萎凋时间延长，丽水福云６号白茶中游离氨基酸
含量略有上升，但所有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茶叶中

咖啡碱含量随茶树的生长条件及品种来源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是茶汤的重要呈味物质，由表４可知，丽水
福云 ６号白茶中的咖啡碱含量为（４８．７±０．９）～
（５１．６±０．５）ｍｇ／ｇ，整体高于 ＣＫ组，但均无统计学
差异。其咖啡碱含量略高于 ３个浙江本地主栽品种
中的含量（３．１９％ ～４．９９％）［９］。
２．３　代表性白茶儿茶素类物质及咖啡碱成分分析

对 Ａ２处理组白茶用 ＨＰＬＣ法进一步检测儿茶素
类及咖啡碱成分含量，由表 ５可知，丽水福云 ６号白
茶的 ＥＣ含量［（９．１±０．１）ｍｇ／ｇ］显著高于 ＣＫ组，
但 ＥＧＣＧ含量［（４４．７±０．０）ｍｇ／ｇ］、ＧＣＧ含量（未测
出）及儿茶素总量［（９１．８±１．７）ｍｇ／ｇ］均显著低于
ＣＫ组，与表４中多酚类物质含量检测结果规律相符。
咖啡碱含量［（４７．６±０．１）ｍｇ／ｇ］较 ＣＫ组［（４０．５±
０．１）ｍｇ／ｇ］略高，也与表４结果基本相符。

表 ５　白茶代表性样品儿茶素类物质及咖啡碱含量检测结果 单位：ｍｇ／ｇ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ａｎｄｃａｆｆｅｉｎｅ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实验

编号

茶树

品种

儿茶素

ＧＡ ＧＣ ＥＧＣ Ｃ ＥＣ ＥＧＣＧ ＧＣＧ ＥＣＧ 总量
ＣＡＦ

ＣＫ 福６政 ２．９±０．０ａ ０．５±０．０ａ ０．６±０．０ａ ７．３±０．０ａ ３．５±０．０ａ ８５．０±０．２ａ ７．０±０．１ａ ２４．４±０．１ａ １３１．２±０．４ａ ４０．５±０．１ａ
Ａ２ 福６丽 ３．５±１．９ａ ０．７±０．０ｂ ０．６±０．０ａ ５．２±０．０ｂ ９．１±０．１ｂ ４４．７±０．０ｂ ０．０±０．０ｂ ２８．１±０．１ｂ ９１．８±１．７ｂ ４７．６±０．１ｂ

　　注：采用 Ｕｎｐａｉｒｅｄｔｔｅｓｔ，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ａ儿茶素类标准品；ｂ政和福云６号白茶；ｃ丽水福云６号白茶

图 ２　白茶代表性样品的儿茶素类物质液相图谱

Ｆｉｇ．２　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２．４　白茶代表性样品的香气物质组分分析
由表６可知，从丽水产的福云６号白茶中共检测

出４７种香气成分，其中包含 １５种醛类化合物、１２种
醇类化合物、８种酮类化合物、５种烯类物质、３种酯
类化合物、３种杂环化合物和 １种其他化合物，较政
和福云６号白茶少 ４种成分。丽水福云 ６号白茶香
气 物 质 总 含 量 为 ３０５．１５ μｇ／Ｌ，其 中 香 叶 醇
（２４．１％）、芳樟醇（１５．９％）、水杨酸甲酯（１５．１％）、
苯乙醇（４２％）及反氧化芳樟醇（４．２％）等以醇类
和酯类为主的香气组分占总香气物质总含量的

６３．５％。由此可见，丽水福云６号白茶香气成分总含
量略低于政和白茶（３２５．１０μｇ／Ｌ），主要香气组分基
本一致，但部分香气成分含量有较大差别，尽管丽水

白茶含量最高的香叶醇成分较政和白茶低 ２１．１％，
水杨酸甲酯含量相近，但芳樟醇含量比政和白茶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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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１倍多，这可能与茶树生长的地理环境有关，也是 ２
类白茶香气感官审评差异的主要原因

［１２－１４］
。苯乙

醇、反氧化芳樟醇和苯甲醛含量等分别高出政和白
茶６０．８％、３９．５％和２２．８％。

表 ６　白茶代表性样品的香气成分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编号
保留

时间／ｍｉｎ
香气成分

含量／（μｇ·Ｌ－１）
福６政 福６丽

编号
保留

时间／ｍｉｎ
香气成分

含量／（μｇ·Ｌ－１）
福６政 福６丽

１ ２．００ 二甲硫 ０．９８ ０．６２ ２７ １８．６３ 芳樟醇 ２２．４０ ４８．３９
２ ２．６６ ３甲基丁醛 ０．２８ ０．２０ ２８ １８．７０ 壬醛 ５．５２ ５．６４
３ ２．７４ ２甲基丁醛 ０．６２ ０．９７ ２９ １９．０３ 苯乙醇 ８．０１ １２．８８
４ ３．０８ 戊醛 ０．３１ ０．２９ ３０ ２１．２６ 反式２壬烯醛 １．２０ ０．８３
５ ３．１３ ２乙基呋喃 ０．５９ ０．２２ ３１ ２２．４７ 顺芳樟醇氧化物（呋喃型） １．７２ ３．６０
６ ４．１５ 甲苯 ０．０９ － ３２ ２３．０２ 水杨酸甲酯 ４９．９０ ４６．０７
７ ５．０６ 己醛 ６．０５ ４．２６ ３３ ２３．４６ 癸醛 ２．７３ １．４８
８ ６．７３ 反２己烯醛 ６．１２ ３．６７ ３４ ２３．８０ 反，反２，４壬二烯醛 ０．８５ ２．９８
９ ６．８６ ３己烯１醇 ４．７４ １．２８ ３５ ２４．０８ β环柠檬醛 ３．５７ －
１０ ７．２７ 顺２己烯１醇 ０．８７ ０．２１ ３６ ２４．５３ 橙花醇 ３．５２ ３．０９
１１ ７．３２ 己醇 １．８９ ０．５３ ３７ ２５．０９ 顺柠檬醛 ４．６９ ２．８３
１２ ８．３５ ２庚酮 ０．５６ ０．３０ ３８ ２６．１４ 香叶醇 ９３．２７ ７３．５８
１３ ８．７９ 庚醛 ０．４５ ０．５３ ３９ ２６．５６ ３，７二甲基２，６二辛烯醛 ９．２０ ５．５７
１４ １１．４３ 苯甲醛 ９．７１ １１．９２ ４０ ２８．８４ 香叶酸甲酯 ２．９２ ４．１２
１５ １２．０２ 庚醇 ０．３１ ０．１８ ４１ ３０．９５ ２丁基２辛烯醛 ３．３２ １．８５
１６ １２．４４ １辛烯３醇 １．６４ ０．８４ ４２ ３１．３０ 己酸顺式３己烯酯 ０．８２ ０．４８
１７ １２．７０ ２甲基３辛酮 ０．５２ ０．４０ ４３ ３１．７７ 十四烷 ２．７４ ０．６０
１８ １２．８２ ６甲基５庚烯２酮 １．６９ １．６１ ４４ ３２．０４ 顺茉莉酮 ０．００ ３．８５
１９ １３．０２ β蒎烯 ５．７４ ６．６９ ４５ ３３．１９ α紫罗酮 ２．４３ １．４９
２０ １３．２７ 反２（２戊烯基）呋喃 １．２０ － ４６ ３４．２４ 反香叶基丙酮 ２．５３ １．９７
２１ １３．９３ 反，反２，４庚二烯醛 １．８４ － ４７ ３５．０４ β杜松烯 ０．９９ １．８７
２２ １５．４８ 苯乙醛 ２．７９ ２．６２ ４８ ３５．６０ β紫罗酮 １８．４０ ９．５１
２３ １５．６１ 罗勒烯 ２．５７ ２．７２ ４９ ３７．０３ δ杜松烯 １．５４ ３．５１
２４ １７．００ 顺氧化芳樟醇 １３．１３ ９．０７ ５０ ３７．３５ α雪松烯 （－）－ １．３７ １．２３
２５ １７．８１ 反氧化芳樟醇 ９．１８ １２．８１ ５１ ３８．６０ 反橙花叔醇 １．５４ ２．２１
２６ １８．１０ ３，５辛二烯２酮 ６．０５ ３．５９ 总和 ３２５．１０ ３０５．１５

　　注：“－”，未检出

ａ政和福云６号白茶；ｂ丽水福云６号白茶
图 ３　白茶代表性样品的香气 ＧＣＭＳ谱图

Ｆｉｇ．３　ＧＣ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ｏｍａｆｒｏ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ｔｅａ

３　结论

丽水福云６号茶树品种鲜叶在萎凋 ４８ｈ后采用
烘干方式干燥，所得白茶具有“白牡丹”品质特征：芽

心肥壮，多而显，毫心银白叶面灰绿，叶背有茸毛，鲜

嫩清纯，鲜甜，浅杏黄，毫心稍多，叶张嫩，叶脉微红；

茶中茶多酚含量为（２１８．２±１．６）ｍｇ／ｇ，儿茶素总量
为（９１．８±１．７）ｍｇ／ｇ，游离氨基酸含量为（４２．０±
０．９）ｍｇ／ｇ，咖啡碱含量为（４７．６±０．１）ｍｇ／ｇ，并检
测出 ４７种香气成分，香气物质总含量为 ３０５．１５

μｇ／Ｌ，其中香叶醇（２４．１％）、芳樟醇（１５．９％）、水杨
酸甲酯（１５１％）、苯乙醇（４．２％）及反氧化芳樟醇
（４．２％）等以醇类和酯类为主的香气组分占总香气
物质总含量的６３．５％。

传统白茶适制品种主要包括芽叶肥壮、多茸毛的

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等，浙江省内多用于制作绿

茶的主栽品种如浙农系列、迎霜、鸠坑和龙井４３等进
行试制

［９，１５－１８］
，在整体感官评价及生化成分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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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较好品质的白茶。

近几年，白茶健康功效被消费者进一步熟

知
［１９－２１］

，在市场的引导下白茶产区也已从传统主产

区福建省福鼎、政和和建阳等地逐步扩大至浙江、山

东和河南等省部分地区
［２２］
，目前关于浙江白茶研究

仍然相对较少
［２３］
，利用浙江本地或外地引进茶树品

种，积极筛选白茶试制品种并研究配套加工工艺，开

发浙江省特色白茶及深加工新产品，可进一步丰富浙

江茶类及制品，有利于推动茶行业供给侧改革，对促

进白茶产业的持续、健康、可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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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毅，万金庆，杨帆，等．低盐冰温脱水牡蛎的贮藏性［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３６－１４２．ＺＨＡＮＧＹｉ，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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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３６－１４２．

低盐冰温脱水牡蛎的贮藏性

张毅１，万金庆１，２，３，杨帆１，冷争争４

１（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学院，上海，２０１３０６）２（上海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１３０６）
３（农业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上海），上海，２０１３０６）

４（安徽宜康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六安，２３７２００）

摘　要　为提升牡蛎的品质安全，采用质量分数为 １％的 ＮａＣｌ盐水注射结合冰温脱水［（－２．０℃，２００～
３００Ｐａ，含水率（６０±１）％］作为前处理，以冷藏（４．０±０．５）℃作为实验对照，对牡蛎进行冰温（－２．０±０．５）℃
贮藏。通过测定感官、菌落总数、挥发性盐基氮、ＴＣＡ可溶性肽和硫代巴比妥酸值，微观组织结构变化，结合低场
核磁共振（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ＬＦＮＭＲ）和核磁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指标评价
牡蛎贮藏过程中水分迁移及品质变化。结果表明，低盐冰温脱水牡蛎冷藏条件下可贮藏 １２ｄ，冰温条件可贮藏
２４ｄ。冰温贮藏能有效减少水分流失，保持微观组织结构完整，提升贮藏品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表明，横向弛
豫时间 Ｔ２２与低盐冰温脱水牡蛎的品质变化显著相关（Ｐ＜０．０５）。实验表明，低盐冰温脱水牡蛎贮藏性良好，冰
温能有效延长其贮藏期，为牡蛎高品质流通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牡蛎；盐水注射；冰温脱水；微观组织结构；水分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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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３７　　

　　牡蛎是一种双壳软体动物，肉质柔软，味道鲜美，
销售形式主要为带壳销售或出售去壳肉制品

［１］
。研

究表明，长时间运输和保活过程会使牡蛎的外观、气

味和腐败菌含量发生显著变化，有效的贮藏手段是牡

蛎品质安全的重要保障
［２］
。牡蛎常见的贮藏方式有

干制、冷藏和冻藏，近年来超高压处理、气调包装、涂

膜及轻度热处理等技术在牡蛎贮藏研究中受到广泛

关注
［３－４］

。然而牡蛎干制过程时间较长，干制后营养

成分损失严重，冷藏贮藏期短难以满足消费要求，冻

藏贮藏期６个月，但冻结过程中冰晶刺破细胞，解冻
后营养成分流失严重，品质降低

［５］
。近年来牡蛎的

贮藏研究大都从贮藏的外在环境条件着手，通过优化

贮藏条件提升贮藏品质，本研究回归牡蛎本身，以低

盐冰温脱水方式降低牡蛎自身水分含量，以期改善其

贮藏品质。

牡蛎含水率 ＞８０％，是其不耐藏的重要原因，目
前低盐（＜６％）高水分（＞５０％）食品符合人们健康
饮食需求，市场反响良好

［６－７］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冰

温技术出现，以其贮藏过程中食品不冻结、贮藏品质

高和贮藏周期长受到广泛关注。本实验以质量分数

１％ＮａＣｌ盐水注射，冰温脱水至含水率（６０±１）％，得
到低盐冰温脱水牡蛎。目前，类似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通过探究其在冷藏和冰温条件下的贮藏特性，为

牡蛎高品质流通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处理
质量为（１５０±１０）ｇ的整只太平洋牡蛎（Ｃｒａｓ

ｓｏｓｔｒｅａｇｉｇａｓ），购于南汇新城农贸市场，置于冰盒中
快速运回实验室。洗净表面，开壳取肉。称重记录牡

蛎肉总质量及单个质量，按牡蛎总质量的 １％（质量
分数）确定食盐用量并配制成饱和食盐水，通过单个

牡蛎质量与牡蛎总质量之比确定单个牡蛎饱和食盐

水注射量（例如：某批实验牡蛎肉样品共 ３６００．０ｇ，
则总食盐用量为３６．０ｇ。室温２０℃下食盐溶解度为
３６ｇ／１００ｇ水，饱和食盐水密度 １．３３ｇ／ｃｍ３。需要饱
和食盐水共１３６．０ｇ，约１０２．３ｍＬ），假设某只牡蛎去
壳后质量为 ２５．０ｇ，按 １％（质量分数）计算注射量
为：

２５．０ｇ
３６００．０ｇ

×１０２．３ｍＬ＝０．７１ｍＬ （１）

用２．５ｍＬ无菌注射器模拟盐水注射机进行注
射，注射点选择闭壳肌中心以及沿腮丝方向约 ５ｍｍ

位置的牡蛎组织，注射过程中闭壳肌周围开始均匀渗

液，组织缓慢充盈则视为均匀，批量生产可利用盐水

注射机实现。

经盐水注射的牡蛎置于冰温干燥装置托盘进行

脱水处理（图１），电脑操作界面通过图１中的质量传
感器实时监测牡蛎含水率变化，冰温真空脱水至含水

率为（６０±１）％时，停止脱水过程，取出物料。牡蛎
样品低盐冰温脱水后 １个／包进行封装，封装好的牡
蛎分别置于冷藏条件（４．０±０．５）℃和冰温条件
［（－２．０±０．５）℃］下进行贮藏，每３ｄ测定１次。对
于实际生产中牡蛎含水率控制，可参照冻干食品的方

法，先在实验机上得到工艺参数，再移植到生产机上。

１冷阱制冷机组；２真空压力变送器；３手阀；４放气阀；５电动蝶

阀；６止油阀；７真空泵；８漏气阀；９物料；１０托盘；１１电加热板；

１２质量传感器；１３真空箱；１４排水阀；１５冷阱

图 １　冰温干燥装置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ｄｒ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１．２　实验仪器
ＶＳ１３００ＳＵ型超净台，江苏净安泰集团；ＬＨＳ

１５０ＨＣ恒温恒湿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Ｋｊｅｌｔｅｃ２３００凯氏定氮仪，丹麦福斯公司；Ｈ２０５０Ｒ１
高速冷冻离心机，湘仪离心机有限公司；ＰＱ００１纽迈
台式脉冲核磁共振分析仪，上海纽迈公司；ＣＭ１１００
冷冻切片机，德国徕卡测量系统有限公司；Ｅｃｌｉｐｓｅ
Ｅ２００生物显微镜，日本尼康仪器有限公司；课题组自
行研制的冰温干燥装置

［８］
，该装置与现有冻干装置

主要不同点在于脱水过程中物料温度始终控制在其

冰温带内，避免了冷冻引起的蛋白质变性、组织结构

受到破坏等问题。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感官评定

参考 ＨＥ等［８］
和 ＣＨＥＮ等［９］

方法，略有改动。小

组由经过训练的 １０人组成，每隔 ３ｄ分别对冰温贮
藏组和冷藏组进行感官评定，感官评价见表 １，每组
设置３个平行样。分别从牡蛎的气味、组织色泽和闭
壳肌色泽、组织质地、外套膜色泽和腮丝形态对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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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进行感官评价。感官评分分为 ４个等级（０、１、２和 ３
分），得分越低代表整体质量越高，评价结果采用质

量指数法（ｑｕａｋ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ＱＩＭ）进行分析，当得
分 ＞９分时认为品质不可接受。

表 １　牡蛎感官评定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ｏｙｓｔｅｒ

评价项目 ０级ａ １级 ２级 ３级ｂ

气味 清新甘草味 强烈的海藻味 轻微腐败味 腐败味

组织色泽 乳白色 白色 棕褐色或者米色 黄色或轻微棕色

闭壳肌色泽 半透明淡白色 半透明浅灰色 部分不透明浅灰色 白色不透明

外套膜色泽 棕色或黑色 轻微褪色 部分褪色 完全褪色

组织质地 紧致有弹性 柔软弹性差 轻微糊状 糊状

腮丝形态 腮丝清晰 腮丝比较清晰 腮丝不清晰 腮丝模糊

　　注：ａ表示完全可接受；ｂ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１．３．２　菌落总数测定
参考 ＣＨＥＮ等［１０］

方法，略有改动。无菌操作取

１０ｇ牡蛎组织于无菌均质袋中，加入９０ｍＬ无菌生理
盐水，均质 １ｍｉｎ。吸取 １ｍＬ均质液进行 １０倍系列
稀释，在不同测定时期选取２～３个合适稀释度，每个
稀释度３个平行，吸取 ０．１ｍＬ样品液接种于平板计
数琼脂培养基，３０℃培养４８ｈ进行计数。
１．３．３　挥发性盐基氮测定

依据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８—２０１６《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
的测定》

［１１］
中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分析。

１．３．４　硫代巴比妥酸值测定
依据 ＧＢ５００９．１８１—２０１６《食品中丙二醛的测

定》
［１２］
中的分析方法进行。

１．３．５　ＴＣＡ可溶性肽测定
参考 ＫＵＭＡＲ等［１３］

方法，略有改动。３ｇ样品加
入２７ｍＬ５０ｍｇ／ｍＬ的三氯乙酸（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ＴＣＡ）溶液，组织匀浆１ｍｉｎ，置于４℃冰箱１ｈ，４℃、
１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牛血清白蛋白（ｂｏｖｉｎｅｓｅｒｕｍ
ａｌｂｕｍｉｎ，ＢＳＡ）作为标准品，采用 Ｌｏｒｒｙ法［１４］

进行含量

测定，结果以 ｍｇ／ｇ牡蛎样品表示。
１．３．６　低场核磁共振

参考李海涛
［１５］
方法，略有改动。为防止水分流

失，使用保鲜膜将牡蛎封闭包装。冰温贮藏和冷藏均

放置于恒温恒湿箱中，设置２个平行样。每次测试结
束后放回用于下一时间点的测试。将待测牡蛎进行

低场核磁共振（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ＬＦＮＭＲ）分析，确定检测参数后使用 ＣＰＭＧ（ｃａｒｒ
ｐｕｒｃｅｌｌｍｅｉｂｏｏｍｇｉｌｌ）序列采集横向弛豫信号。采用
７０ｍｍ射频线圈，参数如下：谱仪频率 ＳＦ＝２１ＭＨｚ，
采样频率 ＳＷ ＝１００ｋＨｚ，模拟增益 ＲＧ１＝２０，脉冲时
间 Ｐ１＝１９μｓ，脉冲时间Ｐ２＝３７μｓ，数字增益ＤＲＧ１＝
４，模拟增益 ＲＧ１＝２０，前置放大增益 ＰＲＧ＝１，采样

点数 ＴＤ ＝１９９９５８，重 复 采 样 间 隔 时 间 ＴＷ ＝
４０００ｍｓ，累加次数 ＮＳ＝８，回波时间 ＴＥ ＝０．４，回波
个数 ＮＥＣＨ ＝５０００。
１．３．７　核磁成像分析

参考王硕等
［１６］
方法，略有改动。保鲜膜封装牡

蛎进行核磁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分
析，冰温贮藏和冷藏均放置于恒温恒湿箱中，每次测

试结束后迅速放回用于下一时间点的测试。重复等

待时间 ＴＲ＝５５０ｍｓ，回波时间 ＴＥ ＝２０ｍｓ，磁体线圈
管直径７０ｍｍ，成像后的图片进行映射和伪彩处理。
１．３．８　微观组织结构观察

参考余文晖等
［１７］
方法，选择牡蛎闭壳肌进行微

观组织结构观察。

１．３．９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５、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 Ｏｒｉｇｉｎ８．５

分析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感官评价
ＱＩＭ广泛用于水产品的感官评价，通过评价各个

具体指标进行感官打分，每个参评指标的分数≤３
分，使得单项得分对总分的影响更加均衡，各项指标

得分相加得到最终感官评价分数
［９］
。感官评价结果

见表２，贮藏期间，随着时间延长，牡蛎 ＱＩＭ得分越来
越高，品质逐步下降。第 ０天时，冰温贮藏组和冷藏
组在感官评价上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但从第３天开
始２组间感官评分开始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一组
别，不同贮藏时间内牡蛎的贮藏品质也显著不同（Ｐ＜
０．０５）。冰温贮藏和冷藏过程中以气味、外套膜色泽
和腮丝形态变化最为明显，这与 ＣＨＥＮ等［１０］

结论一

致。以９分作为品质接受界限，冰温组牡蛎的贮藏
２４ｄ，冷藏贮藏１２ｄ后牡蛎品质变得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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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感官评价累计得分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ｙｔｅｓｔｓ

时间／ｄ 冰温贮藏 冷藏 时间／ｄ 冰温贮藏 冷藏

０ １．５±０．３ａＡ ２±０．５ａＡ １５ ５．３±１．０ｆＡ １１．５±０．３ｆＢ

３ １．７±０．５ｂＡ ３．５±０．６ｂＢ １８ ６．１±０．７ｇ 　　　 －
６ ２．０±０．４ｃＡ ５．５±１．１ｃＢ ２１ ８．２±０．４ｈ 　　　 －
９ ３．８±０．２ｄＡ ８．４±０．５ｄＢ ２４ ９．３±０．６ｉ 　　　 －
１２ ４．８±０．７ｅＡ ９．２±０．７ｅＢ ２７ １０．５±０．５ｊ 　　　 －

　　注：同一行中不含相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一

列中不含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超过劣变

界限，劣变界限为２０ｍｇＮ／１００ｇ

２．２　菌落总数测定
牡蛎贮藏期间菌落总数变化如图 ２所示。贮藏

初期，冷藏和冰温贮藏样品的初始菌落总数分别为

４．０２ｌｇＣＦＵ／ｇ和３．９７ｌｇＣＦＵ／ｇ。依据１０７ＣＦＵ／ｇ作
为牡蛎品质的不可接受界限

［１８］
，冰温条件下低盐冰

温脱水牡蛎的贮藏期为２４ｄ，在冷藏的基础上延长了
１倍。研究表明低温条件下许多腐败菌仍能生长繁
殖，部分腐败菌在 ０℃下也能存活［１９］

。但与冷藏相

比，冰温条件下微生物繁殖速率显著降低，同时冰温

脱水使得牡蛎自身水分含量（特别是微生物可直接

利用的自由水）下降，微生物生长繁殖受到抑制，因

此冰温贮藏条件与自身低含水率的特点是影响低盐

冰温脱水牡蛎菌落总数增长速率的重要因素。

图 ２　牡蛎菌落总数和 ＴＶＢＮ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ＴＶＢＮ

ｏｆｏｙｓｔｅｒｓ

２．３　ＴＶＢＮ测定
由于微生物和酶的共同作用使得蛋白质不断分

解，尤其是对氧化三甲胺以及氨基酸侧链的作用，产

生了具有挥发性的氨及胺类物质，使得 ＴＶＢＮ发生
积累

［２０］
。郭晓伟等

［３］
以 ２０ｍｇＮ／１００ｇ作为牡蛎品

质的劣变界限，得出冷藏贮藏期为６ｄ，冰温贮藏期为
１２ｄ的结论，这是由于冰温抑制了相关酶及微生物
作用，与冷藏相比减少了挥发性的氨及胺类物质的产

生。如图 ２所示，冷藏条件第 １５天 ＴＶＢＮ值为 ２１．

３２ｍｇＮ／１００ｇ，冰温条件下贮藏 ＴＶＢＮ值第２７天达
到２０．２４ｍｇＮ／１００ｇ，超过该界限值。综合分析表
明，牡蛎经低盐冰温脱水处理后贮藏期明显提升。这

可能是因为牡蛎冰温脱水后自身低含水率不利于微

生物生长繁殖，与冰温条件有效结合形成栅栏效应，

延长了牡蛎的贮藏期，弥补了自身因含水率高在传统

贮藏过程中的不足。

２．４　ＴＢＡ值测定
ＴＢＡ值的大小反映脂质氧化情况，是评价水产

品腐败情况的重要指标。图 ３表明牡蛎 ＴＢＡ值在冰
温贮藏过程中增长缓慢，０ｄ为 （０．１９±０．０１）
ｍｇＭＤＡ／ｋｇ，２７ｄ达到（１．１７±０．０８）ｍｇＭＤＡ／ｋｇ，冷
藏条件下 ＴＢＡ值第 １５天上升至（０７０±０．０５）
ｍｇＭＤＡ／ｋｇ，远高于冰温贮藏同期。原因可能是脂
质氧化主要受到自由基链反应的影响，而冰温条件下

脂肪酶活性降低，自由基形成受到抑制，链反应速率

下降
［２１］
。因此冰温贮藏有效延缓脂质氧化，与冷藏

相比 ＴＢＡ值增加缓慢。

图 ３　牡蛎 ＴＣＡ可溶性肽和 ＴＢＡ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ＣＡ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ｄＴＢＡｏｆｏｙｓｔｅｒｓ

２．５　ＴＣＡ可溶性肽测定
ＴＣＡ可溶性肽含量增加，说明贮藏过程中蛋白

质发生变性和降解
［２２］
。图 ３表明冷藏条件下 ＴＣＡ

可溶性肽含量增加更快，贮藏期内检测到的峰值更

高，含量由（６．６６±０．７５）ｍｇ／ｇ增加至（４０．６４±
１２０）ｍｇ／ｇ；冰温条件下，０ｄＴＣＡ可溶性肽含量为
（６．２９±０．９０）ｍｇ／ｇ，第 ２７天达（３８．２５±１．４０）
ｍｇ／ｇ。ＪＩＡ等［２３］

研究表明，肌肉蛋白水解早期主要

由内源酶产生作用，同时脂质氧化和非自由基

（Ｈ２Ｏ２、脂质氢过氧化物）的修饰也能导致蛋白质变性
和降解。冰温抑制内源酶活性，牡蛎脱水后由于自由水

含量下降导致反应底物流动性降低，因此冰温贮藏结合

低盐冰温脱水对延缓牡蛎蛋白质降解具有明显优势，贮

藏过程中检测到的ＴＣＡ可溶性肽峰值低，增速缓慢。
２．６　ＬＦＮＭ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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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如图４所示，牡蛎在冰温和冷藏条件下的横向弛
豫时间 Ｔ２反演之后均稳定得到 ３个峰。峰 Ｔ２１出现
在０～１０ｍｓ，为结合水，这部分水通常与大分子物质
（蛋白质、淀粉）或者肌纤维紧密结合，其性质相对稳

定；峰 Ｔ２２出现在１０～１００ｍｓ，为不易流动水，这部分
水通常存在于肌肉纤维内，贮藏过程中变化明显；峰

Ｔ２３＞１００ｍｓ，为自由水，在贮藏过程中极不稳定
［２４］
。

３种不同状态水分的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变化见表４。
如表 ４所示，在冰温和冷藏条件下，随着贮藏时

间增加，３种水分的峰强度呈下降趋势，冷藏过程中
下降明显，说明冷藏条件水分更易流失。２种贮藏条
件下随着贮藏期延长，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２、Ｔ２３呈明显
下降趋势，Ｔ２１规律性不强。贮藏时间增加，横向弛豫
时间 Ｔ２缩短，这说明在贮藏的过程中不易流动水和
自由水的流动性减弱。因此，将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２、
Ｔ２３与传统品质指标感官评分、ＴＶＢＮ和菌落总数进
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５。

ａ冰温贮藏；ｂ冷藏

图 ４　冰温贮藏和冷藏条件下牡蛎的横向弛豫

时间 Ｔ２反演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２ｏｆ

ｏｙｓ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表 ４　牡蛎贮藏过程中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２ｏｆｏｙｓ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贮藏时间／ｄ
冰温贮藏 冷藏

Ｔ２１／ｍｓ Ｔ２２／ｍｓ Ｔ２３／ｍｓ Ｔ２１／ｍｓ Ｔ２２／ｍｓ Ｔ２３／ｍｓ
０ ０．６４±０．０４ａ ３０．７３±１．２２ｄ ４４２．４６±３７．６３ｆ ０．６４±０．０４ｂｃ ２９．３７±２．０４ｄ ４４０．４７±３０．５６ｄ

３ ０．８５±０．０６ｂ ２９．３７±２．０３ｃｄ ３１１．２８±２１．６０ｄｅ ０．６０±０．０４ａｂ ２０．７６±１．４４ｃ ２５２．７６±１７．５３ｃ

６ ０．７４±０．０５ａｂ ２８．６７±１．１４ｃｄ ２９０．４１±２０．１５ｃｄ ０．５２±０．０３ａ １８．０７±１．２５ｂ ２１９．９９±１５．２６ｂ

９ １．１２±０．０７ｄ ２５．５７±１．７７ｂ ２５２．７５±１７．５４ａｂｃ １．１２±０．０８ｃ １６．８６±１．１７ａｂ ２０５．２４±１４．２３ａｂ

１２ ０．６５±０．０４ａ ２７．４０±１．９０ｂｃ ３３３．６６±２３．１５ｅ ０．７４±０．０５ｂｃ １５．７３±１．０９ａｂ １９１．４７±１３．２８ａｂ

１５ ０．７９±０．０５ｂ ２６．７５±１．０５ｂｃ ２６５．９３±１８．７９ａｂｃ ０．６９±０．０５ｄ １４．６７±１．０２ａ １７８．６３±１２．３９ａ

１８ １．０５±０．０７ｄ ２５．５７±１．７７ｂ ２３５．８０±１６．３６ａ － － －
２１ ０．９１±０．０６ｃ ２４．９５±０．９８ｂ ２７０．９３±１８．７９ａｂｃ － － －
２４ １．１２±０．０８ｂｃ ２４．４７±１．２３ｂ ２８３．４６±１１．２２ｂｃｄ － － －
２７ ０．８６±０．１８ｄ ２２．２５±１．５４ａ ２４６．７１±９．７７ａｂ － － －

　　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超过劣变界限，劣变界限为２０ｍｇＮ／１００ｇ，未测定弛豫时间

表 ５　牡蛎冰温和冷藏条件下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与 ＴＶＢＮ、

感官评分及菌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２ａｎｄＴＶＢＮ，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

贮藏方式 横向弛豫时间 ＴＶＢＮ 菌落总数 感官评分

冰温

贮藏

Ｔ２２ －０．９６３ －０．８４８ －０．９２８

Ｔ２３ －０．７１７ －０．６１０ －０．５５９

冷藏
Ｔ２２ －０．９１１ －０．８６４ －０．８７７

Ｔ２３ －０．８４７ －０．７９６ －０．８０８

　　注：在０．０５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０．０１级别（双

尾），相关性显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表明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２与牡
蛎的品质变化显著相关（Ｐ＜０．０５）。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３仅与 ＴＶＢＮ相关性显著（Ｐ＜０．０５），这是由于自
由水极不稳定，冰温脱水过程中自由水含量发生明显

变化，使得贮藏过程中其迁移规律与牡蛎品质变化相

关性降低。因此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２对该牡蛎样品的品
质变化更具有指导意义。

反演峰Ｔ２１、Ｔ２２和Ｔ２３的峰值面积可表示３种不同
状态水分的信号幅值，各峰值面积占峰值总面积之比

Ｓ２１、Ｓ２２和 Ｓ２３可以间接反映 ３种状态水分的相对含

量
［２５］
，贮藏过程中其相对含量变化见图５。
蛋白质降解使得部分结合水被释放造成冰温和冷

藏条件下 Ｓ２１显著降低 ２．６６％和 １．６２％（Ｐ＜０．０５）。
冰温条件下 Ｓ２３没有显著波动，冷藏条件下 Ｓ２３显著增
加１．３９％（Ｐ＜０．０５），自由水占比上升，说明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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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加剧。冷藏条件下 Ｓ２２无显著变化，冰温条件下 Ｓ２２
显著增加２．８４％（Ｐ＜０．０５），不易流动水含量越高表
明其保水性越好

［２６］
。这可能是由于冰温条件下细胞

为了防止冻结，细胞中由糖、醇和蛋白质等组成不冻

液，使得水分流动性下降，流失减少。而在冷藏条件

下水分向流动性更大的自由水迁移，保水性降低，水

分流失增加，品质下降。

ａ冰温贮藏；ｂ冷藏

图 ５　冰温贮藏和冷藏过程中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峰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２ｐｅａ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ｉ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７　ＭＲＩ分析
在 ＭＲＩ图中，红色区域对应高质子密度区域，蓝

色区域对应低质子密度区域，进行映射和伪彩处理后

的图像越趋近红色表明该区域的质子信号越强，水分

含量越高
［２３］
。冰温贮藏和冷藏过程中牡蛎 ＭＲＩ图

见图６。牡蛎前处理过程中水分散失不均匀，ＭＲＩ图
显示０ｄ牡蛎质子密度中间强四周弱，随着贮藏时间
延长，２种贮藏条件下腮丝部分几乎完全变为蓝色，
水分流失明显。冷藏条件下，牡蛎整体质子密度降

低，表明水分含量逐渐下降。冰温条件下，牡蛎局部

质子信号随着贮藏时间延长逐渐增强，水分逐渐积

累。前文分析表明冷藏条件下脂质氧化速率以及蛋

白质的变性降解速率均高于冰温贮藏，这使得肌肉纤

维之间间隙增加，结合紧密程度降低，加速水分向外

扩散流失，这可能是冷藏条件下牡蛎质子密度明显降

低的重要原因，而冰温条件下产生的不冻液在贮藏过

程中积累造成牡蛎局部质子密度增强，这部分水流动

性不强，该结果侧面验证了冰温贮藏过程中 Ｓ２２上升，

不冻液与产品贮藏过程中的品质和风味密切相关，表

明冰温贮藏与冷藏相比更有效提升牡蛎贮藏品质。

ａ冰温贮藏；ｂ冷藏

图 ６　冰温贮藏和冷藏条件下牡蛎的伪彩图

Ｆｉｇ．６　Ｆａｌｓｅｃｏｌｏｕ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ｔ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ｏｙｓ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ｉ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８　微观组织结构观察
图７ａ、７ｂ分别是低盐真空脱水牡蛎进行冰温

贮藏和冷藏过程中微观组织结构变化，贮藏过程中牡

蛎肌肉结构变化可以对牡蛎贮藏品质进行评价。贮

藏０ｄ，冰温与冷藏条件下牡蛎肌肉纤维均排列整齐、
结合紧密，无明显的断裂、扭曲，结缔组织清晰可见

（图７ａ与图 ７ｂ第 ０天箭头标记）。冰温贮藏从第
２１天开始，肌肉纤维间距开始增加，部分开始扭曲、
断裂，同时结缔组织发生明显降解（图 ７ａ第 ２１、２４
和２７天箭头标记）。

ａ冰温贮藏；ｂ冷藏

图 ７　冰温贮藏冷藏条件下牡蛎的微观组织结构图

Ｆｉｇ．７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ｙｓ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ｉ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对比图７ａ，从图７ｂ发现，冷藏条件下类似情况
出现在第 １２天（图 ７ｂ第 １２、１５天箭头标记），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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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明显提前，品质降低。微观组织结构受脂质氧化

和蛋白质降解影响明显，因此微生物作用和自身内源

酶活性是影响微观组织结构的重要因素
［２７］
。贮藏后

期２种贮藏条件下微观组织结构劣变与菌落总数的
增加密切相关，肌肉纤维以及结缔组织的降解也是

ＴＶＢＮ值上升、ＴＣＡ可溶性肽含量增加以及感官得
分降低的主要原因。

３　结论

综合感官评价、菌落总数和 ＴＶＢＮ进行分析，牡
蛎经低盐冰温脱水处理能有效延长其贮藏期，冷藏条

件下可贮藏１２ｄ，相比而言，冰温贮藏能更好延缓脂
质氧化以及蛋白质的降解、变性，使得贮藏期内微观

组织结构更加完整有序，贮藏期达到２４ｄ。
ＬＦＮＭＲ结果表明，贮藏过程中横向弛豫时间

Ｔ２２、Ｔ２３呈明显下降趋势，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表明横向
弛豫时间 Ｔ２２与牡蛎的品质变化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ＭＲＩ分析表明冰温条件下牡蛎局部存在质子强度增
加、水分积累的现象，表明冰温贮藏保水性更好，而冷藏

条件下水分流失明显。与传统冷藏６ｄ和冰温贮藏１２ｄ
的贮藏期相比

［３］
，低盐冰温脱水牡蛎贮藏期明显提高，

为牡蛎高品质贮藏运输方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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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氮包装和储藏温度对益生菌粉储藏稳定性的影响

桑跃１，２，冯海红２，蒙璐２，刘力２，刘作文２，葛绍阳２，金君华１

１（北京农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北京实验室，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２（河北省畜产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 三河，０６５２００）

摘　要　考察了充氮包装和储藏温度对益生菌粉储藏稳定性的影响。将充氮和普通包装的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和
长双歧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储藏于 －２０、４、２５和 ３７℃条件下 １２个月，检测其水分含量、水分活度及活菌数变
化。结果表明，温度对益生菌粉稳定性影响较大，在冷冻和冷藏条件下，２种益生菌粉活菌数维持稳定，存活率
均在 ８５％以上，当储藏温度上升至常温及更高时，水分活度随着时间延长缓慢上升，而活菌数则下降较快，普通
包装的 Ａ６和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在 ３７℃储藏 １２个月益生菌存活率分别仅剩 ０．０３３％和 ０．０１３％，充氮包装的存
活率分别为０．１４％和０．０９４％，分别提升了４．２和７．２倍。所以益生菌粉最佳储藏条件是冷冻或冷藏，而充氮包
装能够降低高温对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针对耐氧性较差的长双歧杆菌，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　充氮包装；储藏温度；益生菌粉；双歧杆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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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００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ＦＡＯ／
ＷＨＯ）联合专家委员会提出了益生菌的科学定义：益
生菌系指活的微生物，当摄取足够数量时，对宿主健

康有益
［１］
。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益生

菌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到 ２０１８年已形成近千亿元
的庞大市场规模

［２］
。

益生菌粉（固体饮料类）是益生菌应用的主要产

品形式之一，特别是近几年的益生菌市场，益生菌粉

的种类和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在市场火爆的同

时，益生菌自主产权以及产品稳定性也是人们关注的

深层问题，这也是衡量一个企业能否长久发展和参与

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

本文所研究的 ２株益生菌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和
长双歧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均是分离自广西巴马长寿老人
肠道

［３－４］
。已有研究证明，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具有降

低胆固醇、增强机体免疫力和缓解小鼠便秘等多种益

生功能
［５］
，还有较强的耐酸耐胆盐能力

［６］
，有助于在

肠道内存活和定植；长双歧杆菌ＢＢＭＮ６８是１株具有
较低耐氧能力的益生菌

［７］
，有多篇研究报道长双歧

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具有改善小鼠肠道消化功能［８－９］
、增强

小鼠免疫调节能力
［１０－１１］

和提高线虫抗衰老功能等作

用
［１２］
。

目前，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和长双歧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
的工业生产技术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分别稳定生产出

活菌数在１．０×１０１２和１．０×１０１１ＣＦＵ／ｇ以上的菌粉，
这２株益生菌已完全具备产业化应用的基础，但为了
进一步提高２株双歧杆菌菌粉的稳定性，降低菌粉的
储运成本，需要在包装及贮藏方式方面开展系统研

究，以期找到保持产品稳定性的最优方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菌株

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和长双歧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均由
教育部北京市共建功能乳品重点实验室提供，其菌
种专利保藏号分别为 ＣＧＭＣＣ９２７３和 ＣＧＭＣＣ２２６５。
１．１．２　主要原辅料

益生菌冻干粉：动物双歧杆菌 Ａ６菌粉（活菌数
１．２×１０１２ＣＦＵ／ｇ）、长双歧杆菌 ＢＢＭＮ６８菌粉（活菌
数５．２×１０１０ＣＦＵ／ｇ），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辅料：低聚果糖，９５型，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乳清粉，Ｄ４０型，ＬａｃｔｅａｒＳ．Ａ．；菊粉，
ＮａｎｏＳＴＰ９０型，丰宁平安高科实业有限公司；低聚半

乳糖，ＧＯＳ７００Ｐ型，云浮市新金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辅料在使用前进行烘干处理。

包材：宽度５８ｍｍ，厚度 ８丝，铝箔复合膜材质，
四川中金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包材符合 ＧＢ／Ｔ
２８１１８—２０１１《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规
定。

Ｎ２：标准气，纯度≥９９．９％。
１．１．３　培养基

活菌计数培养基：ＭＲＳ培养基，北京路桥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培养基按照说明配制，添加质量浓度

０．５ｇ／Ｌ半胱氨酸盐酸盐，１２１℃灭菌 １５ｍｉｎ后置于
４８℃水浴锅内备用。
１．１．４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ＬａｂＳｗｉｆｔａｗ便携式水分活度仪，瑞士 Ｎｏｖａｓｉｎａ
公司；ＣｈｅｃｋＭａｔｅ３残氧检测仪，丹麦 Ｄａｎｓｅｎｓｏｒ公司；
ＧＺＸ９０７０ＭＢＥ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
公司医疗设备厂；ＤＸＤＦＺ６０Ｆ全自动粉剂包装机，北
京华清三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样品制备

益生菌粉配方（ｇ／Ｌ）：低聚果糖 ３５０，乳清粉
３００，菊粉２００，低聚半乳糖１００，菌粉５０。

将 Ａ６菌粉和 ＢＢＭＮ６８菌粉按照配方与辅料进行
混合，以充氮和普通包装工艺制备２种菌种的样品，分
别记为 Ａ６益生菌粉和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样品规格
２ｇ／袋，每组样品数量≥２００袋。充氮样品残氧控制依
据 ＧＢ／Ｔ２６９９３—２０１１《奶粉定量充填包装机》，残氧量
≤３％。包装完成后，将样品放置于 －２０、４、２５和３７℃
的温度下进行储藏实验，分别在０、３、６、９和１２个月取
样进行检测。

１．２．２　水分含量测定
水分含量依据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第一法（直接干燥法）进行

测定。检测样品在每个取样点分别做３次平行测定，
结果取平均值。

１．２．３　水分活度测定
将待检样品和水分活度仪放置于 ２２～２５℃、空

气相对湿度３０％ ～４０％的测定室平衡 １～２ｈ。根据
水分活度仪使用说明进行测定，检测样品在每个取样

点分别做３次平行测定，结果取平均值。
１．２．４　活菌数测定

菌落计数依据 ＧＢ４７８９．３４—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测 双岐杆菌检验》中食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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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双歧杆菌计数方法，略作修改。称取待检样１．０ｇ，
置于装有 ９．０ｍＬ灭菌生理盐水的离心管内，旋涡
振荡 １～２ｍｉｎ，制成 １０倍稀释度样品匀液，然后做
１０倍系列梯度稀释，选取 ２～３个适宜稀释梯度，分
别吸取 １．０ｍＬ样品匀液于无菌平板内，每个稀释
度做 ３个平皿，及时将冷却至 ４６℃的计数培养基
倾注平皿，并单方向转动混合。待平板凝固后，倒

置于厌氧培养盒内，（３６±１）℃培养（４８±２）ｈ后
计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含量的变化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２种益生菌粉随着储藏时间

的延长，水分含量（质量分数）无明显变化，数值均小

于４％，这有助于益生菌粉的储藏［１３］
。对比所有组

别的水分含量，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 ２
种益生菌粉在储藏过程中可保持其水分含量稳定，且

不受包装方式和储藏温度的影响。

表 １　Ａ６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６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ｐｏｗ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储藏时间／

月

充氮贮藏／℃ 普通贮藏／℃
－２０ ４ ２５ ３７ －２０ ４ ２５ ３７

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６±０．０７ ２．６６±０．０７ ２．６６±０．０７ ２．６６±０．０７
３ ２．６１±０．０９ ２．５６±０．０６ ２．５９±０．０７ ２．６８±０．０６ ２．６１±０．１１ ２．５８±０．０２ ２．６２±０．１０ ２．６１±０．０５
６ ２．７０±０．０４ ２．６１±０．０５ ２．６７±０．０４ ２．５８±０．０９ ２．５６±０．０９ ２．６９±０．０３ ２．５７±０．０５ ２．６９±０．１０
９ ２．６２±０．０３ ２．６１±０．１０ ２．６５±０．０４ ２．６７±０．０８ ２．６６±０．０６ ２．７２±０．０９ ２．６９±０．０３ ２．５７±０．０７
１２ ２．６６±０．０５ ２．６８±０．１３ ２．７２±０．０６ ２．６５±０．０３ ２．７０±０．０５ ２．５７±０．０６ ２．５６±０．０８ ２．６５±０．０４

表 ２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ＢＢＭＮ６８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ｐｏｗ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储藏时间／

月

充氮贮藏／℃ 普通贮藏／℃
－２０ ４ ２５ ３７ －２０ ４ ２５ ３７

０ ２．５５±０．０６ ２．５５±０．０６ ２．５５±０．０６ ２．５５±０．０６ ２．５７±０．０８ ２．５７±０．０８ ２．５７±０．０８ ２．５７±０．０８
３ ２．５７±０．１０ ２．４７±０．０５ ２．５６±０．０９ ２．５１±０．０３ ２．６０±０．１０ ２．５１±０．０２ ２．５８±０．０６ ２．６３±０．０３
６ ２．５４±０．０２ ２．５０±０．０７ ２．５１±０．０２ ２．４５±０．０５ ２．５４±０．０４ ２．５９±０．０５ ２．５２±０．１１ ２．５６±０．０６
９ ２．５２±０．０４ ２．５２±０．１１ ２．６４±０．０２ ２．５７±０．０８ ２．５７±０．０７ ２．４６±０．０５ ２．６２±０．０７ ２．４８±０．０４
１２ ２．５９±０．０６ ２．５８±０．０３ ２．５１±０．０５ ２．５５±０．０４ ２．５１±０．０３ ２．４８±０．０７ ２．４６±０．０３ ２．４９±０．０６

２．２　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活度的变化
由图 １和图 ２可知，当储藏温度为 －２０和４℃

时，２种益生菌粉水分活度无明显变化；当温度为
２５℃时，水分活度在储藏过程中开始缓慢上升；当储
藏温度为３７℃时，水分活度变化显著，Ａ６和 ＢＢＭＮ６８
益生菌粉２种包装方式分别在第 ３和 ６个月出现显
著性差异。因此，储藏温度对益生菌粉水分活度的影

响较大，贮藏温度越高，水分活度变化越大，而充氮包

装可降低水分活度的波动，更好地维持产品稳定，这

与贾宏信
［１４］
的研究结果相似。同时从结果可知，储

藏条件一致时，２种益生菌粉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对于益生菌类粉剂产品而言，一般要求水分活度 ＜

０．２５［１５－１６］，在低水分活度下可减少菌体的代谢活动，延
长保质期，但水分活度不是越低越好，菌体仍需要一

定量的水分来维持细胞结构，水分活度 ＜０．１时，细
胞膜上的磷脂更容易被氧化，造成细胞损伤

［１７］
。

ＫＵＲＴＭＡＮＮ等［１８］
和 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等［１９］

分别研究

图 １　Ａ６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活度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６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ｐｏｗｄ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注： 表示在相同储藏温度下，相同储藏时间普通包装与充氮

包装结果呈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了嗜酸乳杆菌 Ｌａ５和鼠李糖乳杆菌在不同水分活度
的食品中的贮藏稳定性，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当水分

活度为 ０．１１时，菌体存活率最高。本文研究的 ２种
益生菌粉水分活度均维持在 ０．１～０．１３，可较好维持
产品的稳定性。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４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图 ２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水分活度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ＢＭＮ６８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ｐｏｗ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３　益生菌粉贮藏过程中活菌数的变化
由图３、图４可知，在 －２０和４℃下，活菌数保持

稳定，存活率维持在８５％以上；当温度为 ２５℃时，活
菌数随着储藏时间延长逐渐下降，储藏期结束，Ａ６和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充氮包装活菌存活率分别为
４０．２％和３２．７％，而普通包装仅为２８．０％和１７．３％，
差异显著；当温度为 ３７℃时，活菌数急剧降低，储藏
１２个月，充氮和普通包装的 Ａ６益生菌粉存活率分别
为 ０１４％和 ０．０３３％，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为０．０９４％
和０．０１３％。因此，温度对益生菌粉的活菌稳定性影
响较大，即使在常温下储藏，活菌数仍会大幅度下降。

图 ３　Ａ６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的活菌数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Ａ６ｉｎ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ｐｏｗ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图 ４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储藏过程中的活菌数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ＢＢＭＮ６８ｉｎ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ｐｏｗ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益生菌是活的生命体，对温度极为敏感
［２０－２３］

。

在较低温度下，菌体处于休眠状态，较为稳定，高温则

导致菌体内蛋白等物质变性，功能丧失。而且不同菌

株性状差异较大，导致其对高温的耐受能力不

同
［２４－２５］

。由图３和图４结果可知，同样在２５和３７℃
储藏下，Ａ６益生菌粉的存活率普遍高于 ＢＢＭＮ６８益
生菌粉，说明 Ａ６菌株具有更好的耐高温性能。

此外，细胞膜氧化反应也是影响菌体稳定性的重

要因素，细胞膜主要是由磷脂双分子层构成，而磷脂

易与Ｏ２发生氧化反应，使细胞膜不完整，高温则会加

速氧化速率，促使菌体死亡。ＩＳＨＩＢＡＳＨＩ等［２６］
证实

了益生菌在有氧条件下存活率下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等［２０］

研究了益生菌粉中添加抗氧化剂有利于益生菌活菌

数的保持，因此，针对含有益生菌的产品，应做到无氧

包装或增加除氧能力，以保证产品质量。图 ３和图 ４
结果表示，在３７℃储藏下，不同包装的２种益生菌粉
活菌数均在第 ３个月出现显著性差异，储藏期结束
时，充氮包装使 Ａ６和 ＢＢＭＮ６８益生菌粉存活率分别
提升４．２和７．２倍，保护效果极为显著。

３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储藏温度是影响益生菌粉稳定性的关

键因素，冷冻和冷藏条件可较好维持产品品质，当储

藏温度升高至常温及以上时，产品稳定性则随温度的

升高显著降低。通过改变包装方式，证明了充氮包装

有利于益生菌粉储藏，特别是对耐氧性较差的长双歧

杆菌，可有效改善该类益生菌在产品中的应用限制，

促进益生菌粉市场的发展。

从本文研究结果可知，益生菌粉最佳储藏条件是

冷冻或冷藏，然而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特别是

运输环节，不能保证全程冷链，且低温运输也意味着

需要更高的成本，不利于益生菌粉市场的发展。充氮

包装方式虽可改善益生菌粉稳定性，但却不能完全阻

止益生菌死亡。所以如何提高常温及更高温度下益

生菌粉的稳定性依旧是关注的热点，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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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孙金龙，黄峰，师希雄，等．不同包装方式对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脂肪与蛋白质氧化的影响［Ｊ］．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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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包装方式对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脂肪与蛋白质氧化的影响

孙金龙１，２，黄峰１，师希雄２，魏起超１，刘莉丹１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部农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２（甘肃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　探究了不同包装方式对土豆烧牛肉中牛肉的脂肪、蛋白氧化的相关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贮藏过程

中真空包装的羰基含量低于免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巯基含量高于两者；贮藏过程中挥发性盐基氮（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ｂａｓ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ＶＢＮ）增加，在１５ｄ时托盘包装的挥发性盐基氮值超过国家标准的２０ｍｇ／１００ｇ，其中贮藏末期真

空包装的挥发性盐基氮含量最低，为１２．３１％；酸价和过氧化值均呈升高趋势，但均未超过国家标准，且真空包装

的酸价和过氧化值最低，分别为 ０．９４ｍｇ／ｇ和 ５．８１％。由此可知，真空包装的蛋白氧化和脂肪氧化均比免拆膜

包装和托盘包装的程度低。真空包装是适合土豆烧牛肉菜肴的包装方式，免拆膜包装是适合土豆烧牛肉的短期

包装方式。

关键词　土豆烧牛肉；脂肪氧化；蛋白质氧化；真空包装；免拆模包装；托盘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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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４９　　

　　中式肉类传统菜肴种类丰富，制作工艺独特，包
括炒制类、红烧类、炖煮类、清蒸类、油炸类、酱卤类、

烧烤类和风干类等多种类型，成为肉类消费的主流。

土豆烧牛肉就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传统菜肴的工业化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重

要方向，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食品中，工业

化产品达到７０％以上，而我国仅为 １５％ ～２０％。随
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以中式菜肴自动化、标准化

加工为标志的家庭厨房社会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邵世秋等
［１］
根据鲫鱼的形状特征制作了有特色的鲫

鱼方便食品；张晓天等
［２］
将鸡肉腌制整形后穿串进

行预油炸处理，成品经过微波复热后即可食用。由此

看出，中式传统菜肴方便食品工业化生产已经得到部

分解决方法，如建立微波、紫外等新的杀菌技术
［３］
，

李秋庭等
［４］
对真空软包装盐鸡进行杀菌发现，微

波杀菌对盐鸡品质的影响更小。

蛋白质氧化是指自由基与氨基酸残基的结构变

化产生的水解、聚合和胶联等作用
［５］
。其中，蛋白质

的羰基含量是衡量蛋白质氧化的重要指标；同时，在

氧化过程中，巯基转化成二硫键也是较为显著的一个

反应，因此也可作为蛋白质氧化的表征指标。蛋白质

氧化会导致肉制品品质变化，如引起风味、颜色的变

化
［６－７］

。郭艳婧
［８］
研究发现，不同包装方式对罐罐肉

在贮藏过程中的蛋白质氧化有显著影响；扶庆权

等
［９］
研究发现，高氧托盘包装的牛肉在 ４℃贮藏过

程中的羰基氧化荧光信号高于真空包装。

肉制品在贮藏过程中会发生脂肪水解，磷脂的水

解是脂肪水解的主要部分，且在游离脂肪酸的形成中

扮演重要角色
［１０－１１］

。脂肪氧化与多种因素相关，大

多数学者都以酸价（ａｃｉｄｖａｌｕｅ，ＡＶ）、过氧化值（ｐｅｒｏｘ
ｉｄｅｖａｌｕｅ，ＰＯＶ）和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值（ｔｈｉｏｂａｒｂｉｔｕ
ｒ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ＢＡＲＳ）来表征脂肪氧化的
程度

［１２－１３］
。李宇辉等

［１４］
对不同温度处理的风干牛肉

在贮藏过程中的脂肪变化分析发现，处理温度和贮藏

时间对脂肪含量影响不大（Ｐ＞０．０５）；相同温度处理
的样品ＰＯＶ、ＡＶ和 ＴＢＡＲＳ值随着贮藏时间延长而不
断增加；贾娜等

［１５］
对真空沟帮子烧鸡脂肪氧化研究

发现，在室温下贮藏，随着贮藏时间延长，烧鸡

ＴＢＡＲＳ和 ＰＯＶ呈现上升趋势。
目前对传统中式菜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菜

肴的工艺优化
［１６－１７］

，以及原料品质的加工适应性和

加工过程中品质形成机理等方面，不同包装方式对其

蛋白氧化和脂肪氧化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本研

究以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的牛肉为研究对象，利用真空

包装、免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的方式，测定土豆烧牛

肉在贮藏过程中牛肉的脂肪和蛋白质氧化的各项指

标来分析牛肉的品质变化，从而为中式肉类菜肴的工

业化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原料：牛腩，大厂回族自治县富诚肉类有限公司。

西门塔尔杂交牛宰杀并经排酸处理后，冷冻运输至实

验室，切分后用保鲜膜包装，在 －１８℃下保存备用。
调味料，北京华联超市；ＰＥＴ／ＡＬ／ＰＥ包装袋、ＰＰ免拆
膜包装盒、ＰＰ托盘包装盒、ＰＶＣ保鲜膜，亚速旺包材
公司。

Ｎａ２ＨＰＯ４、ＮａＨ２ＰＯ４、ＫＩ、叠氮钠、甘氨酸、乙二胺
四乙酸（ＥＤＴＡ）、尿酸、三氯乙酸、ＨＣｌ溶液、ＭｇＣｌ２，以
上试剂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羰

基快速检测试剂盒，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３４０ＰＣ３８４酶标仪，美国 ＭＢＤ公司；

３Ｋ１５Ｒ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力申科学仪器公司；
ＢＳ２ＳＳ型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计量仪器有限
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试验设计

以土豆烧牛肉中牛肉为试验材料，分别采用真空

包装、免拆膜包装、托盘包装，在 ４℃下分别贮藏 ０、
１、４、７、１１、１５和２１ｄ取样，并对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
肉的蛋白氧化、脂肪氧化的相关指标进行测定。

１．３．２　试验方法
１．３．２．１　肌浆蛋白和肌原纤维蛋白的提取

参照江玉霞等
［１８］
方法稍作改动：称取 １０ｇ牛肉

样品，加入 １５０ｍＬ０．０３ｍｏｌ／Ｌ的磷酸盐缓冲液（ｐＨ
７．０），均质后 ４℃放置 ３０ｍｉｎ，离心（１００００×ｇ）
２０ｍｉｎ，重复 １次并合并上清液，透析过夜即为肌浆
蛋白。将上述沉淀加入７５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的磷酸盐缓
冲液（含有０．７ｍｏｌ／ＬＫＩ和 ０．２ｇ／Ｌ叠氮钠，ｐＨ７．０）
混合均匀，４℃下磁力搅拌 ３０ｍｉｎ，同温度下离心
（１００００×ｇ）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重复操作１次，合并上
清液，透析过夜即为肌原纤维蛋白。

１．３．２．２　羰基值测定
采用羰基快速检测试剂盒测定。

１．３．２．３　巯基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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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参考欧仕益等
［１９］
的方法，稍作改动。配制 Ｔｒｉｓ

甘氨酸缓冲液：１０．４ｇＴｒｉｓ、６．９ｇ甘氨酸、１．２ｇＥＤＴＡ
定容至１Ｌ的容量瓶，ｐＨ８．０。Ｔｒｉｓ甘氨酸８ｍｏｌ／Ｌ尿
酸缓冲液：１０．４ｇＴｒｉｓ、６．９ｇ甘氨酸、１．２ｇＥＤＴＡ、４８０ｇ
尿酸配制１Ｌ，ｐＨ８．０。Ｅｌｌｍａｎ试剂：０．２ｇＤＴＮＢ溶于
５０ｍＬＴｒｉｓ甘氨酸缓冲液中。１２０ｇ／ＬＴＣＡ：１２０ｇ三
氯乙酸定容至１Ｌ。
１．３．２．４　游离巯基的测定

取０．５ｍＬ蛋白溶液与 ２．５ｍＬＴｒｉｓ甘氨酸
８ｍｏｌ／Ｌ尿酸缓冲液混合后涡旋振荡，再加入０．０２ｍＬ
Ｅｌｌｍａｎ试剂，２５℃保温 ３０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ｇ离心
１５ｍｉｎ，４１２ｎｍ测其吸光值，根据公式 （１）计算
（—ＳＨ）含量：

—ＳＨ含量／（μｍｏｌ·ｇ－１蛋白）＝
７３．５３Ａ４１２×Ｄ

ρ
（１）

式中：Ｄ，稀释系数（溶液总体积／样品体积）；ρ，蛋白
质质量浓度，ｍｇ／ｍＬ；７３．５３＝１／１３６００［由摩尔消光
系数１３６００Ｌ／（ｍｏｌ·ｃｍ）计算而得］。
１．３．２．５　挥发性盐基氮（ＴＶＢＮ）测定

参照 ＧＢ／Ｔ５００９．４４—２００３《肉与肉制品卫生标
准的分析方法》的方法测定。

１．３．２．６　酸价测定
样品处理参照鞠波等

［２０］
的方法。取 １０ｇ肉样，

绞碎后置于 ２５０ｍＬ的具塞碘量瓶中并加入 ８０ｍＬ
３０～６０℃的石油醚，放置过夜过滤，取滤液在 ６０℃
水浴中挥发石油醚凝结得到的油脂，按照 ＧＢ／Ｔ
５００９．４４—２００３《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中油脂的酸价测定方法测定。

１．３．２．７　过氧化值测定
样品处理方法同１．３．２．６，按照 ＧＢ／Ｔ５００９．３７—

２００３《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油脂的过
氧化值测定方法测定。

１．３．２．８　硫代巴比妥酸（ｔｈｉｏｂａｒｂｉｔ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ＢＡ）测定
参照试剂盒方法进行样品处理后，用酶标仪分别

测定５２３和６０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并按公式（２）计算
ＴＢＡ值：

ＴＢＡ值／（ｍｇ·ｋｇ－１）＝
Ａ５３２－Ａ６００
１５５

×０．１×７２．６×１００（２）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和 ＳＰＳＳ２０．０（ＳＰＳＳ

Ｉｎｃ．，ＵＳＡ）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分析，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作
图，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法进行显著性分析和标准偏差
（±ＳＥ）计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羰基含量变化
前期试验表明，托盘包装在贮藏 ２１ｄ时，试验样

品已经变质，因此，对这一时间点的托盘包装不做分

析。由图１可知，贮藏过程中３种包装方式的土豆烧
牛肉菜肴中牛肉的羰基含量呈上升趋势，且在贮藏

４ｄ内，３种包装方式的肌浆蛋白的羰基含量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贮藏 ７、１１ｄ时，免拆膜包装与真空
包装和托盘包装牛肉的肌浆蛋白羰基含量差异均不显

著（Ｐ＞０．０５），但真空包装牛肉的羰基含量显著低于
托盘包装牛肉（Ｐ＜０．０５）；贮藏至２１ｄ时，免拆膜包装
牛肉的羰基含量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１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肌浆蛋白羰基含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贮藏时间不同包装方式具有

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下同）

由图２可知，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３种包装方式
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肌原纤维蛋白羰基含量

呈上升趋势。分别在贮藏 １１、１５ｄ时，托盘包装牛肉
的羰基含量显著高于免拆膜包装和真空包装

（Ｐ＜０．０５）；贮藏１１ｄ后，免拆膜包装牛肉的羰基含
量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２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肌原纤维蛋白羰基

含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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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巯基含量变化
由图３可知，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３种包装方式

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肌浆蛋白巯基含量整体

呈下降趋势。在贮藏４和７ｄ时，真空包装和免拆膜
包装牛肉的巯基含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真空
包装牛肉的巯基含量显著高于托盘包装（Ｐ＜００５）；
贮藏１１ｄ后，真空包装牛肉的巯基含量显著高于免拆
膜包装和托盘包装，同时，免拆膜包装牛肉的巯基含

量显著高于托盘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３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肌浆蛋白巯基

含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ｐｅｐｔｏ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由图４可知，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３种包装方式
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肌原纤维蛋白巯基含量

逐渐降低。贮藏４ｄ内，３种包装方式牛肉的巯基含
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在贮藏 ７ｄ时，真空包装
牛肉的巯基含量与免拆膜包装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但显著高于托盘包装牛肉（Ｐ＜００５）；
贮藏１１ｄ后，真空包装牛肉的巯基含量显著高于免
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同时，免拆膜包装也显著高于

托盘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４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肌原纤维蛋白巯基

含量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ｉ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３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挥发性盐基氮变化
由图 ５可知，随着贮藏时间延长，不同包装方式

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 ＴＶＢＮ值呈上升趋势。
贮藏４ｄ内，３种包装方式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
ＴＶＢＮ值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贮藏 ７ｄ时，免拆
膜包装和托盘包装牛肉的 ＴＶＢＮ值显著高于真空包
装（Ｐ＜０．０５）；贮藏１１ｄ后，托盘包装的 ＴＶＢＮ值显
著高于免拆膜包装和真空包装（Ｐ＜０．０５），同时，免
拆膜包装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５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 ＴＶＢＮ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ＶＢ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包装方式下不同贮藏时间的差异显著性

（Ｐ＜０．０５），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贮藏时间不同包装

的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下同）

２．４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酸价变化
由图６可知，贮藏过程中３种包装方式的酸价随

着贮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贮藏 ７ｄ内，３种包装方
式的牛肉的酸价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贮藏 ７ｄ
后，３种 包 装 方 式 牛 肉 的 酸 价 变 化 显 著 升 高
（Ｐ＜０．０５）；在１１ｄ内３种包装方式牛肉的酸价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贮藏 １１ｄ后，托盘包装显著高于
免拆膜包装和真空包装，而免拆膜包装也显著高于托

盘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６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酸价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ｃｉ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５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过氧化值变化
由图７可知，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的土豆烧牛肉

菜肴中牛肉的过氧化值随着贮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

其中，免拆膜包装贮藏 ７ｄ内过氧化值显著增加（Ｐ＜
０．０５），７～１５ｄ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托盘包装牛肉
在贮藏过程中过氧化值显著增加（Ｐ＜０．０５）；在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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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１ｄ时免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过氧化值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但均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贮
藏４ｄ后，托盘包装显著高于免拆膜包装和真空包
装，同时，免拆膜包装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

图 ７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过氧化值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６　贮藏过程中牛肉的 ＴＢＡ变化
由图８可知，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土豆烧

牛肉菜肴中牛肉的ＴＢＡ值呈上升趋势。贮藏４ｄ内，
免拆膜包装和真空包装牛肉的 ＴＢＡ值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在贮藏１１ｄ时，托盘包装牛肉的 ＴＢＡ值
显著高于真空包装（Ｐ＜０．０５），但与免拆膜包装无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贮藏 １５ｄ时，托盘包装牛肉的
ＴＢＡ值显著高于免拆膜包装，而免拆膜包装与真空
包装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贮藏 ２１ｄ时，免拆
膜 包 装 牛 肉 的 ＴＢＡ 值 显 著 高 于 真 空 包 装
（Ｐ＜０．０５）。

图 ８　贮藏过程中不同包装方式的 ＴＢＡ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ＢＡ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包装方式对土豆烧牛肉菜肴贮藏过程中牛
肉蛋白质氧化变化的影响

羰基值是很多蛋白氧化指标中关键的一个。在

肉及肉制品贮藏过程中脂肪氧化过程产生的自由基

能够攻击蛋白质，使其糖基化加剧，羰基值升高
［２１］
，

蛋白质的氧化和脂肪的氧化存在着某种相关关

系
［２２－２３］

。炖煮结束后，羰基值升高，这是由于高温处

理使蛋白质的氧化加剧
［２４］
，贮藏过程中羰基值均呈

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贮藏过程中蛋白质与 Ｏ２接触
促使蛋白加快氧化。本实验研究发现，真空包装阻隔

性较好，羰基值增加缓慢，其次是免拆膜包装，最后是

托盘包装，主要原因是免拆膜包装中留有大量顶空，

其中含有空气；托盘包装密封不严会有空气进入导致

蛋白质氧化，造成羰基值增加。肌原纤维蛋白的羰基

值高于肌浆蛋白的羰基值，这一研究与郭艳婧等的报

道一致
［８，２５－２６］

。

蛋白质巯基含量的减少是蛋白质氧化的显著指

标之一，高温处理使得大量巯基被氧化为二硫键，使

蛋白质的巯基含量大大减少。本试验研究发现，土豆

烧牛肉菜肴在贮藏过程中由于真空包装高阻隔性的

特点，使其巯基含量下降相对较慢，其次是免拆膜包

装，虽然顶隙有一定空气，但其密封性相比托盘包装

紧密，巯基含量高于托盘包装。肌浆蛋白巯基含量高

于肌原纤维蛋白巯基含量，在贮藏过程中的变化相似

且比较复杂，这与郭艳婧
［８］
的研究一致，也与马文慧

等
［２７］
研究的乌鳢鱼片在 －１８℃贮藏过程中，巯基含

量降低的结果相似。

挥发性盐基氮是动物性食品在腐败过程中由于

酶和微生物的作用，蛋白质分解产生的碱性挥发性含

氮物质的总量。本研究发现，ＴＶＢＮ值在土豆烧牛
肉菜肴贮藏过程中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廖定荣

等
［２８］
的研究一致，也与周乐丹等

［２９］
研究的粤式盐

鸡在４℃贮藏过程中，挥发性盐基氮值显著上升的结
果一致。其中，托盘包装的 ＴＶＢＮ在贮藏 １５ｄ时超
过了２０ｍｇ／１００ｇ，已经成为不合格肉。真空包装和
免拆膜包装并没有达到此值。这与李爽等

［３０］
研究的

托盘包装比真空包装在冷鲜羊肉的 ＴＶＢＮ含量高的
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不同包装方式对蛋白质的氧化作用各

不相同，但在贮藏过程中真空包装的氧化作用要弱于

免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

３．２　不同包装方式对土豆烧牛肉菜肴贮藏过程中牛
肉脂肪氧化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贮藏过程中真空包装的酸价变化最

小，其次是免拆膜包装，最后是托盘包装，这与包装方

式的阻隔性有必然联系。而且，在贮藏过程中３种包
装方式的酸价均远小于国标规定的４ｍｇＫＯＨ／ｋｇ，但
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王凯利等

［３１］
研究的不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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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食品过氧化值和酸价均升高的结果一致。

脂质氧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般通过测定

氧化初级产物分解的次级产物的变化或者测定氧化

过程中脂质氧化底物来反映蛋白质氧化进程
［３２］
。研

究发现，ＰＯＶ在整个贮藏过程中呈上升趋势，且真空
包装的 ＰＯＶ低于免拆膜包装和托盘包装，这可能是
由于光照影响氢过氧化物的生成导致 ＰＯＶ增加。

在贮藏过程中，ＴＢＡ值呈上升趋势，且真空包装
的 ＴＢＡ值上升最缓慢，这说明光照能够促进脂肪氧
化，这与低透光的包装材料能够有效地抑制脂肪氧化

变质
［３３－３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除此之外，王强
［３５］
研究

发现，光照条件与 ＴＢＡＲＳ变化呈正相关。贮藏过程中
３种包装方式的 ＴＢＡ值均小于１．２ｍｇ丙二醛／ｋｇ。

４　结论

真空包装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蛋白氧化

程度最低，其次是免拆膜包装，托盘包装氧化程度最

高；真空包装的土豆烧牛肉菜肴中牛肉的脂肪氧化程

度最低，其次是免拆膜包装，托盘包装氧化程度最高。

由此可知，真空包装是适合土豆烧牛肉菜肴的包装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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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酒组合腌制对冷藏草鱼片质构和滋味品质的影响

胡丹，许艳顺，姜启兴，夏文水，余达威

（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为提高冷鲜鱼肉食用品质和延长保藏期，以蛋白酶活性、剪切力、微观结构、游离氨基酸以及次黄嘌呤

核糖核苷（ｉｎｏｓｉｎｅ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ＭＰ）含量为指标，探究了质量分数 ２％食盐腌制（Ｓ组）和质量分数 ２％食盐 ＋

质量分数 ５％乙醇体积分数为 ６５％的白酒组合腌制（ＳＬ组）对草鱼片冷藏过程中质构和滋味品质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Ｓ组和 ＳＬ组均能显著延缓鱼片剪切力下降及肌原纤维结构崩塌，但 ＳＬ组的效果更

佳；Ｓ组和 ＳＬ组均可抑制鱼片贮藏后期组织蛋白酶 Ｂ和 Ｌ的活性，但 ＳＬ组对组织蛋白酶 Ｌ活性抑制效果更显

著；腌制处理可以提高谷氨酸鲜味活性值及抑制 ＩＭＰ降解，且 Ｓ组的谷氨酸鲜味活性值保留效果要优于 ＳＬ组。

研究表明，与单一盐腌制相比，组合腌制可进一步减缓冷藏草鱼片质构劣化，但其对鲜味成分的保留效果略低于

盐腌组。该研究对冷藏鱼肉的提质保鲜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草鱼；食盐；白酒；内源蛋白酶；质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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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制调理水产品因其食用方便性，迎合大众快捷
消费需求，导致消费增长快速。目前调制鱼制品主要

采用冻藏贮运，但淡水鱼在冻藏条件下蛋白易冷冻变

性、冻后品质下降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接受性。冷藏

保鲜因其在非冻结条件下进行贮藏能够更好地保持

鱼肉的新鲜品质，但由于微生物和内源酶的作用常引

起鱼肉质构软化，保藏期短。如何延长鱼肉在冷藏条

件下的保质期、提升冷鲜鱼肉品质是目前水产品保鲜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外现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采用生物涂膜或结合精油等天然产物、超高

压处理等方法来抑制微生物生长，延长产品货架期，

延缓鱼片的品质劣化
［１－３］

。目前对于低盐结合适度

酒腌制对冷鲜鱼肉保鲜效果和贮藏过程中品质变化

的影响还不清楚。

食品调味配料具有食用安全性高、成本低、应用

方便等特点，更具生产应用价值。盐腌作为传统保藏

手段在鱼类加工保藏中有广泛的应用。ＱＩＮ等［４］
采

用低盐结合糖腌制对草鱼片进行保鲜处理，不仅可以

延长产品货架期，还能提升鱼片的次黄嘌呤核糖核苷

（ｉｎｏｓｉｎｅ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ＭＰ）含量。白酒是中国传统
发酵食品，主要成分为乙醇和水，同时含有一些酯类、

高级醇和有机酸等，常用于肉品烹饪和加工中的调味处

理。尽管体积分数 ７５％的乙醇，作为消毒剂已广泛应
用，但高度酒精处理会给鱼肉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风

味，目前关于白酒腌制处理对肉品品质影响的研究还很

少，现有研究也多是研究酒腌制处理对产品感官、风味

和加工特性的影响方面
［５－７］
，对于酒腌制对冷鲜鱼肉保

鲜效果和贮藏过程中品质变化的影响还不清楚。

前期研究发现，低盐结合适度白酒腌制能有效抑

制冷藏鱼肉贮藏过程中腐败微生物的生长。质构和滋

味是评价鱼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但白酒组合腌制对鱼

肉贮藏过程中质构、内源蛋白酶活性及滋味品质的影

响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以养殖大宗淡水鱼草鱼为

对象，应用常用食品配料食盐和白酒，以剪切力、微观

组织结构、组织蛋白酶活性、游离氨基酸及 ＩＭＰ含量为
指标考察低盐结合白酒腌制对鱼肉冷藏保鲜效果的影

响，以期为冷鲜调理鱼制品的开发与保鲜提供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草鱼：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上旬购于无锡欧尚超市，质

量为（３．０±０．５）ｋｇ／条，体表均匀，鳞片完整有光泽；
乙醇体积分数为６５％的白酒（牛栏山）、食盐，无锡欧

尚超市；纹路真空袋，美吉斯。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ＹＭＸ９５８１０Ｌ型真空包装机，泉州亿闽信机电有

限公司；ＴＡＸＴ２ｉ型物性测试仪，英国 Ｓｔａｂｌｅ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公司；Ｔ１８高速分散机、Ｆ７０００型荧光光谱仪，
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ＮＩＫＯＮＥＣＬＩＰＳＥＣＩ型正置光学
显微镜，日本尼康 ＮＩＫＯＮ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氨基酸
分析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
１．３　鱼片的腌制处理方法

鲜活草鱼剖杀，去头和内脏，沿背鳍线将鱼体剖

成２片，用碎冰保证低温，用预冷自来水冲洗干净，沥
干后，取背部白色肌肉，切成４ｃｍ×３ｃｍ×２．５ｃｍ的
块状。然后将鱼片随机分成３个实验组（１组为未经
腌制的 Ｆ组，另外 ２组为实验组分别标记为 Ｓ和 ＳＬ
组）。Ｓ组质量分数为 ２％食盐腌制 ９ｈ后取出洗净
沥干后真空包装，ＳＬ组质量分数为 ２％食盐腌制 ３ｈ
加入质量分数为５％的６５％ｖｏｌ白酒共同腌制 ６ｈ后
漂洗沥干后真空包装。腌制温度控制在４℃。每６ｄ
取样进行感官评价、剪切力、微观结构、蛋白酶活性、

游离氨基酸以及 ＩＭＰ含量分析。
食盐和白酒腌制条件的确定是经预实验以感官

评定为指标对不同腌制浓度、时间进行选择，采用质

量分数２％的食盐腌制３ｈ后添加质量分数为 ５％的
６５％ｖｏｌ白酒２段式腌制感官评分较高，鱼肉咸淡适
中，无不良风味。

１．４　分析方法
１．４．１　感官评价

感官评价人员对鱼片色泽、气味和可接受性进行

评价考察并给出喜好性打分。感官评价分为好、较好、

一般、较差和差，对应的分值分别是 ５、４、３、２和 １分，
鱼肉感官评价平均分值≥ ４分为新鲜可接受产品，３～
４分为中等可接受产品，＜３分则视为腐败产品。
１．４．２　剪切力及微观结构的测定

剪切力和微观结构分别参照贾胜男等
［８］
、ＹＡＮＧ

等
［９］
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将鱼片按横切面切成２ｍｍ×

１ｍｍ×１ｍｍ的薄片，浸入预冷固定液中（无水乙醇、
甲苯、冰乙酸的体积分数分别为 ６０％、３０％、１０％），
４℃固定 ２４ｈ。取出用体积分数为 ５０％乙醇脱水
１ｈ，然后用无水乙醇脱水 １ｈ，之后依次放入等体积
的乙醇甲苯混合液中 １２ｈ无水甲苯中 ４ｈ，最后样
品置于７０℃蜡液中３ｈ，使用包埋机包埋后切成厚度
为５μｍ薄片，样品在展片机中展片，置于载玻片上，
于７０℃烘箱中融蜡１ｈ，之后依次浸没于甲苯、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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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体积分数为 ５０％乙醇、去离子水中各 ２０ｍｉｎ，
最后于１０ｍｇ／ｍＬ曙红染色２ｍｉｎ，去离子水洗脱２～
３ｍｉｎ。干燥后用显微镜观察微观结构。
１．４．３　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１．４．３．１　粗酶液的提取

参照葛黎红等
［１０］
的方法进行提取。

１．４．３．２　组织蛋白酶 Ｂ、Ｌ及 Ｃａ激活蛋白酶含量的
测定

参照 ＨＵＬＴＭＡＮＮ等［１１］
的方法略加调整，分别采

用 ＺＡｒｇＡｒｇＡＭＣ、ＺＰｈｅＡｒｇＡＭＣ 和 ＮＳｕｃｃｉｎｙｌ
ＬｅｕＶａｌＴｙｒＡＭＣ作为组织蛋白酶 Ｂ、Ｌ及 Ｃａ激活蛋
白酶的荧光底物，组织蛋白酶 Ｂ、Ｌ狭缝宽度为
１０ｎｍ，Ｃａ激活蛋白酶的狭缝宽度为 ５ｎｍ，空白使用
１００μＬ去离子水代替１００μＬ荧光底物。
１．４．３．３　组织蛋白酶 Ｄ的测定方法

参照 ＨＡＧＥＮ等［１２］
的方法略有修改，１．２ｍＬ

０．２ｍｏｌ／Ｌ的柠檬酸盐缓冲液（ｐＨ３．７）及 ０．４ｍＬ
粗酶液 ３７℃预热 １０ｍｉｎ，加入 ０．４ｍＬ３０ｍｍｏｌ／Ｌ
酸化牛血红蛋白在 ３７℃下反应 １ｈ，加入 ２ｍＬ１００
ｍｇ／ｍＬ三氯乙酸溶液终止反应，反应终止后混合物
于 １００００×ｇ下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用ｌｏｗｒｙ法［１３］

测定其中的肽含量。

１．４．４　游离氨基酸的测定
游离氨基酸的测定参照 ＺＥＮＧ等［１４］

的方法略微

修改，准确称取５ｇ样品，加 １５ｍＬ５０ｇ／Ｌ的三氯乙
酸，均质 ２ｍｉｎ后，用 ５０ｇ／Ｌ的三氯乙酸定容至
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常温超声３０ｍｉｎ后静置２ｈ，取部分
上清液用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后，滤液用氨基酸液相
自动分析仪测定。

１．４．５　核苷酸降解产物的测定
根据 ＳＵＮ等［１５］

的方法略加修改，准确称取２ｇ
碎鱼肉，加入７．５１００ｇ／Ｌ的高氯酸溶液，均质并离心
（１００００×ｇ，１０ｍｉｎ，４℃），将沉淀物重复提取 １次，
合并上清液，ｐＨ调至 ６．５～６．８，定容至 ２５ｍＬ，用
０．２２μｍ水系膜过滤后用于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１．４．６　数据处理方法

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软件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
和ＳＰＳＳ１９．０，计算平均值、标准偏差及进行显著性分
析；数据绘图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感官品质变化
３组鱼片在冷藏期间感官评分变化如图 １所示。

贮藏１ｄ后，Ｆ、Ｓ和 ＳＬ组感官值分别为４．７、４．７和 ５
分，结果表明，低盐腌制在贮藏第１天，对鱼片的感官
没有显著影响，但适度白酒处理后，鱼片的感官分值

略有提升。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Ｆ组的感官评分下降
最快，在贮藏第 １２天时已经处于感官腐败。Ｓ组鱼
片虽然在初期与 Ｆ组鱼片感官接近，但随着贮藏时
间延长，Ｓ组直到第 １８天左右才出现不可接受的腐
败气味，说明低盐处理鱼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鱼

片的腐败。ＳＬ组在整个贮藏期感官评分一致显著高
于其余２组，真空冷藏第２４天感官评分为３．１分，出
现轻微不可接受的异味，冷藏 ３０ｄ后，ＳＬ组鱼片感
官上被认为完全腐败。

图 １　鱼片在冷藏期间感官评分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２　剪切力和微观结构变化
鱼肉含水量高，肉质相较畜禽肉更加细嫩柔软，

剪切力能够较好反映冷鲜鱼肉新鲜度和质构的变

化
［１６］
，由图２可知，贮藏１ｄＳＬ组的剪切力明显高于

Ｓ组和 Ｆ组，这可能与干腌和高浓度的酒精使鱼肉适
度脱水有关，但由于 Ｓ组腌制盐含量较低，在剪切力
上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由图 ３微观组织结构也
可以明显看出，Ｆ组的肌纤维截面积大，Ｓ组及 ＳＬ组
肌纤维更为紧密，截面积减小，这与 ＴＨＯＲＡＲＩＮＳ
ＤＯＴＴＩＲ等［１７］

研究结果一致。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３
组样品的剪切力均呈现下降趋势，但 ＳＬ组下降速度
最慢，其次是 Ｓ组，贮藏１８ｄ后剪切力分别是对照组
的１．８（ＳＬ组）和１．６倍（Ｓ组），且 ＳＬ组贮藏至 ３０ｄ
后剪切力仍为 Ｆ组贮藏１８ｄ后剪切力的 １．６倍。结
果表明，腌制处理能显著延缓鱼片的质构劣化，其中

组合腌制的效果比单一盐腌的效果更佳。由图 ３也
可明显看出，贮藏１５ｄ后 Ｆ组肌原纤维界限不清晰，
组织结构松散。而 ＳＬ组和 Ｓ组纤维结构保持相对完
整和紧密。３０ｄ后 Ｆ组由于鱼肉质构已完全软烂，
无法进行微观结构观察，Ｓ组的肌原纤维结构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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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崩解，而 ＳＬ组纤维结构还保持相对完整。结果
表明，２段式组合腌制能够明显延缓鱼肉冷藏期间纤
维崩解和质构劣化。

图 ２　鱼片在冷藏期间剪切力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 ３　鱼片冷藏期间微观结构的变化（１００×）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３　组织蛋白酶 Ｂ、Ｌ、Ｄ及 Ｃａ激活蛋白酶的变化
对腌制后的３组鱼片进行组织蛋白酶活性分析，

结果如图４所示。

α组织蛋白酶 Ｂ；ｂ组织蛋白酶 Ｌ；ｃ组织蛋白酶 Ｄ；ｄＣａ激活蛋白酶

图 ４　鱼片冷藏期间组织蛋白酶 Ｂ、组织蛋白酶 Ｌ、组织蛋白酶 Ｄ和 Ｃａ激活蛋白酶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Ｂ，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Ｌ，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ｏｆｆｉｓｈ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由图４可知，Ｆ组中的组织蛋白酶 Ｂ和 Ｌ在贮藏
过程中随着时间延长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这与

葛黎红
［１０］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贮藏１２和２４ｄ时，盐腌

处理对组织蛋白酶 Ｂ有显著的抑制效果（Ｐ＜０．０５），而
Ｓ组与ＳＬ组在整个贮藏期几乎没有显著性差异。３组
鱼肉中的组织蛋白酶 Ｌ在前 ６ｄ几乎没有显著性差
异，贮藏 ６ｄ后，Ｆ组的鱼肉组织蛋白酶 Ｌ的酶活力
显著高于 Ｓ组和 ＳＬ组（Ｐ＜０．０５），而 Ｓ组的组织蛋
白酶 Ｌ的酶活力显著高于 ＳＬ组（Ｐ＜０．０５）。结果表
明，组合腌制处理相比纯盐腌制更能显著抑制鱼肉组

织蛋白酶 Ｌ的酶活力。有研究表明，草鱼片在冰藏
条件下剪切力与组织蛋白酶 Ｂ＋Ｌ显著相关［１８］

。本

研究中，组织蛋白酶 Ｌ的活性在贮藏过程中一直显
著高于组织蛋白酶 Ｂ（图４），虽然组织蛋白酶 Ｂ和 Ｌ
均具有内肽水解活性，对肌原纤维蛋白及其他蛋白质

具有广泛的降解作用，但组织蛋白酶 Ｌ对蛋白质的
水解贡献更大

［１９］
，这也能部分解释 Ｓ组在贮藏期剪

切力低于 ＳＬ组的原因（图２）。结果表明，组合腌制
可以显著抑制由组织蛋白酶 Ｂ＋Ｌ引起的鱼片软化作
用。贮藏过程中３组鱼片中组织蛋白酶 Ｄ的酶活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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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图４ｃ所示，组织蛋白酶 Ｄ的酶活性在 ３组鱼片
中随着贮藏时间延长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３
组鱼片在整个贮藏期几乎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盐腌

和酒腌处理对鱼肉中组织蛋白酶 Ｄ没有明显影响。
Ｃａ激活蛋白酶酶活力随着贮藏时间延长整体呈下降
趋势，且 Ｆ组的 Ｃａ激活蛋白酶酶活力在第１天时显著
高于 Ｓ组和 ＳＬ组。有研究报道，Ｃａ激活蛋白酶可能
只在早期参与肌原纤维蛋白的拆卸

［２０］
。贮藏初期 ＳＬ

组和 Ｓ组的剪切力高于 Ｆ组可能与抑制 Ｃａ激活蛋白
酶活性有关。

鱼肉质构变化与鱼体内源蛋白酶活性紧密相关，

组合腌制方式可以显著抑制组织蛋白酶 Ｌ的活性及
初期 Ｃａ激活蛋白酶的活性，从而减缓鱼肉冷藏期间
的质构软化。

２．４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由图５可知，冷藏期间鱼肉中总游离氨基酸含量

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贮藏第１天，３组鱼片的总游离
氨基酸含量没有显著差异。随着贮藏时间延长，Ｆ组总
游离氨基酸含量显著低于 Ｓ组和 ＳＬ组（Ｐ＜０．０５）。在
贮藏第６天时，Ｆ组和 Ｓ组总游离氨基酸含量与第 １
天相比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游离氨基酸含量下降一
方面可能与贮藏过程中鱼肉汁液流失有关，蛋白酶分

解鱼肉的肌原纤维组织造成鱼片的持水力下降；另一

方面微生物生长代谢也会利用游离氨基酸及在内源

脱氨酶和脱羧酶的作用下生成生物胺等物质，导致氨

基酸含量降低
［２１］
。Ｓ组和 ＳＬ组的总游离氨基酸含

量显著高于 Ｆ组，可能与抑制微生物生长和汁液流
失有关。综上表明，组合腌制能减少鱼肉冷藏期间游

离氨基酸损失。

图 ５　三组鱼片冷藏期间总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ｆｉｓｈ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游离氨基酸对品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滋味的贡

献
［２３］
。因此通过滋味活性值比较，可以更加客观地

反映腌制处理对草鱼片冷藏过程中游离氨基酸所贡

献滋味的影响。由图６可知，鲜味滋味活性值随着贮
藏期延长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而甜味滋味活性值和

苦味滋味活性值在贮藏期各组差异并不明显。虽然

鲜味氨基酸的滋味活性值较低，但谷氨酸与 ＧＭＰ、
ＩＭＰ等组合能产生鲜味协同作用［２４］

。由图６ａ可知，
贮藏第１天 Ｓ组和 ＳＬ组谷氨酸鲜味活性值分别是 Ｆ
组第１天的２．２和 １．６倍，贮藏至 １８ｄ，谷氨酸鲜味
活性值分别是 Ｆ组的１．６４和１．３３倍，说明腌制处理
可以显著提高鱼片的鲜味滋味。

ａ鲜味；ｂ甜味

图 ６　鱼片冷藏期间鲜味和甜味氨基酸滋味

活性值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ｕｍａｍｉ

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ｆｉｓｈｆｉｌｌｅｔ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由图７可知，组氨酸在苦味滋味活性值中贡献最
大，在贮藏期第１天，Ｓ组的组氨酸活性值显著低于 Ｆ
组，ＳＬ组与 Ｆ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随着贮藏时间延
长，Ｆ组的组氨酸含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
变化范围大，ＳＬ组的组氨酸含量在前 １８ｄ一直高于
Ｆ组和 Ｓ组，组氨酸可通过细菌组氨酸脱羧酶转化成
组胺

［２２］
，因此，组氨酸的评价还应结合生物胺含量及

微生物分析综合评价。Ｆ组组氨酸含量在第 ６天比
第１天下降了约４０．１％，相比 Ｓ组分别和 ＳＬ组仅下
降了约２６．８％及２５．５％，且在贮藏后期 ＳＬ组的组氨
酸含量一直显著高于 Ｓ组。这可能与抑制组胺代谢
相关微生物生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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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鱼片冷藏期间苦味氨基酸滋味活性值变化

Ｆｉｇ．７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ｉｔｔｅｒ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ｆｌａｖ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ｉｓｈ

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　ＩＭＰ含量的变化
ＩＭＰ是肉类产品中重要的呈鲜味物质，同时与谷

氨酸会产生协同作用，增加肉品鲜味
［２５］
。鱼片冷藏

过程中 ＩＭＰ含量变化如图 ８所示，随着贮藏时间的
延长，３组鱼片中 ＩＭＰ含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壳
聚糖涂膜处理的草鱼片 ＩＭＰ含量变化规律相似［２６］

。

ＩＭＰ是鱼类的主要滋味贡献物质，通常在鱼类贮藏早
期含量较高，在草鱼贮藏 ６ｄ内 ＩＭＰ含量出现下
降

［２６］
。本研究中 Ｆ组草鱼在贮藏 １ｄ后 ＩＭＰ含量为

７．１４μｍｏｌ／ｇ，第６天 ＩＭＰ含量为４．９０μｍｏｌ／ｇ，较第 １
天下降了３１．４％。Ｓ组和ＳＬ组较第１天ＩＭＰ含量分
别分别下降了 １５．８％和 １４．０％，说明腌制可有效延
缓贮藏初期草鱼中 ＩＭＰ含量的降解。有研究表明，
低盐结合低糖及醋和姜汁提取物腌制处理相比对照

组均显著提高草鱼肉ＩＭＰ的含量［４，２７］
，可能原因是腌

制影响了 ＩＭＰ含量相关酶的活性［２８］
。Ｆ组、Ｓ组和

ＳＬ组 ＩＭＰ含量在第 １２天时分别较第 １天下降了
７１．１％、６５．６％和５７．８％，说明 ＩＭＰ的降解主要发生
在鱼片贮藏的前 １２ｄ，且腌制处理延缓了 ＩＭＰ的降
解，同时组合腌制的延缓效果要略优于单一的盐腌

制。因此，２种腌制处理对减少鱼肉贮藏初期 ＩＭＰ降
解有具有积极作用。

图 ８　鱼片冷藏期间 ＩＭＰ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ＩＭ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

通过比较不同腌制处理对草鱼片冷藏过程中感

官、剪切力、微观结构、组织蛋白酶活性、游离氨基酸

及 ＩＭＰ含量变化的影响研究，得出质量分数为 ２％的
食盐结合质量分数为 ５％乙醇体积分数为 ６５％的白
酒组合腌制在具有较好感官接受性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抑制组织蛋白酶 Ｂ、Ｌ在贮藏后期的活性和 Ｃａ激
活蛋白酶在贮藏初期的活性有效延缓鱼片质构软化，

较好维持肌纤维的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同时与对照组

相比可以保留更多的滋味游离氨基酸和延缓 ＩＭＰ的
降解，对提升冷藏鱼肉质构和风味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ＥＲＫＡＮＮ，ＲＥＴＥＮＥＲ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ｇｈ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ｇｉｌｔ
ｈｅａｄｓｅａｂｒｅａｍ（Ｓｐａｒｕｓａｕｒａｔａ）［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３０（４）：５３３－５４２．

［２］　ＡＢＤＯＬＬＡＨＩＭ，ＲＥＺＡＥＩＭ，ＦＡＲＺＩ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ｃｌａ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ｏｎ
ｔｈｅｓｈｅｌｆｌｉｆｅｏｆｆｒｅｓｈｓｉｌｖｅｒｃａｒｐ［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９（３）：８１１－８１８．

［３］　ＮＩＳＡＲＴ，ＹＡＮＧＸ，ＡＬＩＭ Ａ，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ｍ（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ｔｏｐｅｃｔｉｎｂａｓ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ｏｖ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ｄｕｒｉｎｇｒｅ
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９，１２４：１１５６－１１６６．

［４］　ＱＩＮＮ，ＺＨＡＮＧＬ，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ｌｙｓａ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ｃｈｉｌｌ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２１５：１－９．

［５］　高小罖，王修俊，田多．贵州三穗血浆鸭干法腌制工艺优化
［Ｊ］．食品与机械，２０１８，３４（２）：２０５－２１１．

［６］　张金晖，赵钜阳，李华烨，等．预腌制配料对大麻哈鱼肉品质的
影响［Ｊ］．中国调味品，２０１９，４４（３）：２６－３０．

［７］　陈晓婷，吴靖娜，刘淑集，等．一种即食牡蛎加工工艺研究［Ｊ］．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２）：１１７－１２２．

［８］　贾胜男，杨方，臧金红，等．骨架蛋白降解对冰鲜草鱼质构的
影响［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９，４０（１３）：１－７．

［９］　ＹＡＮＧＦ，ＪＩＮＧＤＴ，ＹＵＤＷ，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ｉｃｅｃｒｙｓ
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ｏｆ
ｏｂｓｃｕｒｅｐｕｆｆｅｒｆｉｓｈ（Ｔａｋｉｆｕｇｕｏｂｓｃｕｒｕｓ）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ｏｚｅｎｓｔｏｒａｇｅ
［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２７８：４５２－４５９．

［１０］　葛黎红．内源蛋白酶在低温保鲜草鱼质构劣化中的作用与控
制研究［Ｄ］．无锡：江南大学，２０１７．

［１１］　ＨＵＬＴＭＡＮＮＬ，ＰＨＵＴＭ，ＴＯＢＩＡＳＳＥＮ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ｕｓｃ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ｆａｒｍｅ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ｄ（Ｇａｄｕｓｍｏｒｈｕａ）［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２，１３４（３）：１３９９－１４０８．

［１２］　ＨＡＧＥＮ，ＳＯＬＢＥＲＧＣ，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Ｉ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ｓｐａｒｇａｔｅ
（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Ｄ），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ｓ（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ｓＢ，Ｂ ＋Ｌ，ａｎｄ
Ｈ），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ｌｕ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１６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ｌｙｆａｒｍｅ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ｈａｌｉｂｕｔ（Ｈｉｐｐ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ｈｉｐｐ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Ｌ．）［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５６（１４）：５９５３－５９５９．

［１３］　ＬＯＷＲＹＯＨ，ＲＯＳＥＢＲＯＵＧＨＮＪ，ＦＡＲＲＡ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ｌｉｎｐｈｅｎｏｌｒｅａｇｅｎｔ［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５１，１９３（１）：２６５－２７５．

［１４］　ＺＥＮＧＸ，ＸＩＡＷ，ＪＩ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ｈｏｌｅｃａｒｐ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ｓｔａｒｔｅｒｃｕｌ
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４
（１）：５２－６７．

［１５］　ＳＵＮＸ，ＨＯＮＧＨ，ＪＩＡ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ｙ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ｌｙｓｏ
ｚｙｍ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Ｃｔｅｎｏｐｈａ
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ｆｉｌｌｅｔｓ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４℃ ［Ｊ］．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８６：１０３３１３．

［１６］　ＣＨＥＮＧＪＨ，ＳＵＮＤＷ，ＨＡＮＺ，ｅｔａｌ．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ａｎｄｆｉｌｌｅｔｆｒｅｓｈｎｅｓ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４，１３（１）：５２－６１．

［１７］　ＴＨＯＲＡＲＩＮＳＤＯＴＴＩＲＫＡ，ＡＲＡＳＯＮＳ，ＳＩＧＵＲＧＩＳＬＡＤＯＴＴＩＲ
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ｃ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ｌ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ｄ（Ｇａｄｕｓｍｏｒｈｕａ）ｍｕｓｃｌｅ［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２０１１，１２６（１）：１０９－１１５．

［１８］　ＧＥＬ，ＸＵＹ，ＸＩＡＷ．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ａ）ｆｉｌｌｅｔｓ
ｓｔｏｒｅｄｉｎ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５０（３）：７９７－８０３．

［１９］　ＬＡＤＲＡＴＣ，ＶＥＲＲＥＺＢＡＧＮＩＳＶ，ＮＯ?ＬＪ，ｅｔａ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ｐｒｏｔｅ
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ａｎｄ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ｍｕｓｃｌｅｏｆ
ｓｅａｂａｓｓ（Ｄｉｃｅｎｔｒａｒｃｈｕｓｌａｂｒａｘ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ｓＢ，Ｄ
ａｎｄＬ［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８１（４）：５１７－５２５．

［２０］　ＧＥＬ，ＸＵＹ，ＸＩＡＷ，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ｔｏｔｅｘｔｕｒａｌ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ｅｓｔｏｒｅｄ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ｆｉｌｌｅ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ｏｓｓｏｆ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ｏｓｉｎｌｉｇｈｔｃｈａｉｎ［Ｊ］．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８，２６９：５１１－５１８．

［２１］　ＡＮＤＥＲＳＡ，ＢＪＲＡＲＮＢ．Ｔｉｓｓｕ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ｌｉｂ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ｌｋｓｔｏｒｅｄｃａｐｅｌｉｎ［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８８，４５（１）：５３－
６０．

［２２］　ＭＥＲＣＯＧＬＩＡＮＯＲ，ＳＡＮＴＯ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ｃｏｍｂｒｏｉｄｆｉｓｈｐｏｉｓｏｎ
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ｉｎｔｕｎａ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１４：
１０８３７４．

［２３］　ＹＡＮＧＷ，ＳＨＩＷ，ＱＵＹ，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８（２）：１１５０－１１６１．

［２４］　杨欣怡，宋军，赵艳，等．网箱海养卵形鲳
$

肌肉中呈味物质

分析评价［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３１－１３５．
［２５］　ＨＩＮＹＡ ＦＵＫＥ，ＳＨＯＪＩＫＯＮＯＳＵ．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

ｓｏｍｅｆｏｏｄ：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１，４９（５）：
８６３－８６８．

［２６］　ＹＵＤ，ＸＵＹ，ＲＥ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Ｊ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ｃｈｉ
ｔｏｓａｎｂａｓ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ｏｎｆｌａｖ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ａｗ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Ｃｔｅｎｏｐｈａ
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８，２４２：４１２－４２０．

［２７］　ＳＨＩＣ，ＣＵＩＪ，ＱＩＮ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ｉｎｇ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ｖｉｎｅｇａｒ
ｏｎＡＴＰ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Ｉ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ｇａｒｓ
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ｓｕｇａｒｓｉｎｓｉｌｖｅｒｃａｒｐ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ｔｏｒ
ａ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５２（２）：４１３－４２３．

［２８］　ＱＩＮＮ，ＺＨＡＮＧＹ，ＬＵＯＹ．Ｅｆｆｅｃｅｔ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ｓａ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ｏｎ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ｍ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ｓｓｃａｒｐ（Ｃｔｅｂｏ
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ｆｉｌｌｅ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０℃ 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１（２）：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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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０４７
引用格式：宋永程，王晓琼，侯鑫悦，等．超高压处理对川菜熟食杀菌效果及品质的影响［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６１－

１６６．ＳＯＮＧ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ｏｎｇ，ＨＯＵＸｉｎｙｕ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６１－１６６．

超高压处理对川菜熟食杀菌效果及品质的影响

宋永程１，王晓琼１，侯鑫悦２，毕秀芳１，邢亚阁１，车振明１

１（西华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３９）２（宜宾西华大学研究院，四川 宜宾，６４４０００）

摘　要　以 ３种川菜熟食（棒棒鸡、夫妻肺片和红油兔丁）为原料，热处理作为对照组，研究不同超高压处理下压
力和时间对川菜熟食杀菌效果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热处理（７０℃／５ｍｉｎ）和超高压处理（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和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均能有效杀灭微生物，经２种条件处理后川菜熟食的菌落总数、霉菌与酵母和
大肠菌群均符合 ＧＢ２７２６—２０１６《熟肉制品卫生标准》的最低限制。对 ２种方法处理后的熟食进行品质及贮藏
性分析，超高压处理组产品的感官评分、咀嚼性优于热处理组，且超高压对川菜熟食的颜色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此外，３种熟食经超高压和热处理后在４℃下贮藏７ｄ后，菌落总数未超过１０４ＣＦＵ／ｇ，符合安全卫生
标准。由于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处理的川菜熟食感官品质、灭菌效果最优，可作为川菜熟食的最佳处理条件。该研
究表明超高压杀菌技术是一种延长川菜熟食的贮藏期、提高川菜熟食安全性的杀菌方法。

关键词　超高压；川菜熟食；杀菌效果；贮藏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

ＳＯＮＧ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１，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ｏｎｇ１，ＨＯＵＸｉｎｙｕｅ２，ＢＩＸｉｕｆａｎｇ１，
ＸＩＮＧＹａｇｅ１，ＣＨＥＺｈｅｎｍｉ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２（ＹｉｂｉｎＸｉ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Ｙｉｂｉｎ６４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Ｃｈｉｃｋｅｎ，ＢｅｅｆｉｎＣｈｉｌｉ
Ｓａｕｃｅ，ａｎｄｒｅｄｏｉｌｒａｂｂｉｔ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ｕｉｓｉｎｅ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ＨＴａｎｄＵ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ａｎｄ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ｋｉｌｌ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ｆｔｅｒＵＨＰａｎｄＨ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ｍｏｌｄ，ｙｅａｓｔａｎｄ
ｃｏｌｉｆｏｒｍ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ｍｅｔ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ｌｉｍｉｔｏｆＧＢ２７２６—２０１６“ｈｙｇｉｅｎ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
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ｗｉ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ｉｔｈＵ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ＵＨ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
（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ｎｄａｙｓ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ｔ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ｂｏｔｈ
ＵＨＰａｎｄＨＴ，ｄｉｄｎｏｔｅｘｃｅｅｄ１

!

１０４ ＣＦＵ／ｇ．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ｅｎｓｏｒ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ｏｋｅｄｍｅａｔ．
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ＵＨＰ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ａ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ｅｒｉ
ｏｄ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ｏｋｅｄｆｏｏ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ｏｋｅｄｆ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ｏｒａｇｅ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毕秀芳讲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ｂｘｆ１２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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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川菜熟食又称川味凉菜，包括口水鸡、夫妻肺片、
红油兔丁和老妈兔头等菜肴，是川菜重要的组成部

分，因其制作精细、风味独特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
［１］
。近年来，随着许多熟食连锁零售企业的不断

发展，川菜熟食不仅满足了四川本地人的需求，更是

游客争相购买的“旅游特色食品”。然而，川菜熟食

一般以鲜食为主，远距离运输主要依靠真空包装结合

低温保存的方法，未经过杀菌，其保质期短，因而存在

很大的安全风险，不能满足外地游客等人群对安全美

味食品的需求
［２］
。传统的热杀菌技术（６０～７０℃）

虽然能解决微生物安全性这一问题，但是过度的加热

会严重破坏川菜熟食的风味和口感，不能满足人们对

于高品质食品的追求
［３－５］

。

食品超高压技术（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ＨＰ）作为
一种非热杀菌手段，是将食品物料密封于弹性包装材

料中，以水或其他流体介质作为传递压力的媒介物，

在１００～１０００ＭＰａ压力下作用一段时间，进而杀死
其中的细菌、霉菌与酵母菌等，同时可以维持食品中

的营养成分与感官品质
［６］
。与传统热杀菌相比，ＵＨＰ

能很好地保留食品原有的颜色、香气、滋味和形态等

品质
［７］
。郭光平等

［８］
研究发现，经 ４００ＭＰａ处理

１０ｍｉｎ后的酱牛肉可在４℃下贮藏２５ｄ，且感官品质
较好。方红美等

［９］
研究表明，３００ＭＰａ处理鸡肉

１５ｍｉｎ后，可以显著提高受压鸡肉凝胶的硬度、弹性、
黏结性和咀嚼性。邱春强等

［１０］
研究表明，５００ＭＰａ

压力处理真空包装酱卤鸡肉１５ｍｉｎ，产品的微生物含
量显著降低到７０００ＣＦＵ／ｇ（Ｐ＜００５）。目前川菜等
熟食制品采用较多的杀菌方式仍是热杀菌，但热处理

容易导致熟食制品的风味不佳
［１１］
，而市面上也较少

见到将超高压技术应用于川菜熟食制品。因此，本研

究对棒棒鸡、夫妻肺片和红油兔丁３种川菜熟食产品
进行超高压杀菌，以热杀菌为对照，对比了不同超高

压压力和时间对３种川菜熟食产品的菌落总数、霉菌
与酵母总数、大肠菌群的杀菌效果，以及感官特性、咀

嚼性、颜色变化和贮藏特性的影响，选出较优的超高

压处理条件，为 ＵＨＰ在熟食产品生产中的应用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川菜熟食原料由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廖记棒棒鸡连锁店提供，每次实验原料均新鲜制备。

平板计数培养基、孟加拉红培养基、煌绿乳糖胆

盐肉汤培养基、ＮａＣｌ、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肉汤培
养基，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实验材料
Ｇ１５４ＤＷＳ高压蒸汽灭菌锅，上海赛海洋生物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ＷＦ３２１６ＭＭ摇床、ＷＦ３２１６ＭＭ色
差计，深圳市威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ＴＡＸＴＰＬＵＳ质
构仪，北京微讯超技仪器技术有限公司；ＢＣＤ２０６ＴＳ
冰箱，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ＤＫ９８ＩＩ电热恒温水
浴锅，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ＢＳＡ２２４Ｓ电子天
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ＳＷＣＪ２Ｆ
双人双面净化工作台，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ＳＧＳＰ０２电热恒温隔水式培养箱，黄石市恒丰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ＨＰＰ６００ＭＰａ３５Ｌ超高压设备，上海沃迪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川菜熟食的预处理

将棒棒鸡、夫妻肺片、红油兔丁３种熟食材料，按
质量比为１∶３的比例将主辅料适当混匀后分装成小
袋，进行真空包装，每袋４０ｇ。
１．３．２　超高压处理川菜熟食

将真空包装好的熟食材料置于超高压杀菌装置

中，设定超高压条件为 ３００、４００和 ５００ＭＰａ，保压时
间为２、５、８和 １１ｍｉｎ，温度为 ２５℃，进行超高压处
理，以水为传压介质，升压速率约为 ７．１ＭＰａ／ｓ，保压
期间压力波动≤５％，卸压时间 ＜０．５ｍｉｎ。处理后立
即进行微生物和品质分析。

１．３．３　热处理川菜熟食
通过预实验确定热处理条件为７０℃加热５ｍｉｎ，

对３种川菜熟食进行热处理作为对照组。将材料置
于水浴锅中，６～８ｍｉｎ后中心温度升至 ７０℃，保温
５ｍｉｎ，之后迅速冷却至４０℃以下。处理后立即进行
微生物和品质分析。

１．３．４　微生物的测定
根据ＧＢ４７８９．２—２０１６《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

数测定》
［１２］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２０１６《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

菌和酵母计数》
［１３］
、ＧＢ４７８９．３—２０１６《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大肠菌群计数》
［１４］
的相关操作分别对菌落总数、霉菌

与酵母、大肠菌群进行计数，结果以对数表示。

１．３．５　感官评价分析
对经过超高压和热处理的 ３种川菜熟食进行感

官评定，从色泽、气味、口感以及咀嚼性４个方面进行
评分，感官评定小组由 １０位男性和 １０位女性组成，
计算平均分为感官评分值。评定标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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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感官评定标准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色泽（２０分） 气味（２０分） 口感（２０分） 咀嚼性（４０分）

色泽较清透，明丽（１５～２０分） 香味醇厚，肉香味浓（１５～２０分） 形态较完整，美观（１５～２０分） 较顺滑爽口，肉块香嫩（２８～４０分）

稍浑浊，色泽较明丽（８～１４分） 极少异味腥味，较香（８～１４分） 完整形态，不易碎烂（８～１４分） 稍硬，容易咀嚼（１４～２７分）

看起来肉色浑浊，不清澈（０～７分）有异味，腥味，香味差（０～７分） 无完整形态，呈碎烂状（０～７分） 较硬，不易咀嚼，不滑嫩爽口（０～１３分）

１．３．６　川菜熟食咀嚼性的测定
测定前将棒棒鸡、兔丁去骨切成高度 １ｃｍ的立

方体，将肺片中的牛肚片切成厚度为 ２ｍｍ，宽度为
１ｃｍ的片状。参考张兰等［１５］

的方法，略作修改，对 ３
种川菜熟食材料采用质构仪测定，具体参数如下：

ＴＰＡ模式；３６ｍｍ的圆柱形探头（ｐ／３６Ｒ）；测试前速
度１ｍｍ／ｓ；测试速度１ｍｍ／ｓ；测试后速度１ｍｍ／ｓ；压
缩样品高度 ３５％；测试时间间隔 ５ｓ；触发类型为自
动，触发力５．０ｇ。每组样品进行５次平行试验，结果
取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

１．３．７　川菜熟食颜色的测定
川菜熟食的颜色测定是在２５℃且光线黑暗条件

下，使用色差仪测出３种熟食材料的亮度数值（Ｌ），
红度数值（ａ）与黄度数值（ｂ），并按公式（１）计算
总色差值（ΔＥ）：

ΔＥ＝［（Ｌ －Ｌ０）
２＋（ａ －ａ０）

２＋（ｂ －ｂ０）
２］１／２

（１）

式中：Ｌ，处理过的样品亮度；Ｌ０，未处理的样品亮

度；ａ，处理过的样品红度；ａ０，未处理的样品红度；

ｂ，处理过的样品黄度；ｂ０，未处理的样品黄度。
１．３．８　川菜熟食贮藏期的微生物变化

与传统热杀菌相比，ＵＨＰ实验条件虽然能杀死
微生物菌体，但却无法杀死细菌芽孢，所以选择较短

贮藏期（７ｄ）研究。将经过超高压和热处理后的川菜
熟食材料放置在室温条件下，贮藏 ７ｄ，选择第 １、３、
５、６、７天对样品的菌落总数进行测定。
１．３．９　实验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均采用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５软
件绘图、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最小显
著差数法（ｌｅ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ＳＤ）对数据进
行多重比较。表格中同一列不同字母（ａ、ｂ、ｃ）表示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超高压处理条件对川菜熟食微生物总数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超高压处理对３种川菜熟食的菌落

总数、霉菌与酵母总数和大肠杆菌数的影响显著

（Ｐ＜０．０５）。同一压力下，随着保压时间的增加，３种
熟食材料中的菌落数呈现显著下降趋势（Ｐ＜０．０５），这
与实验样品中细菌的耐压特性有关，样品中大部分菌

属于压力敏感菌，在较低压力下可被杀灭，而小部分

耐压的菌需要提高保压时间才能被杀灭
［１６］
。同一时

间下，随着压力升高，３种熟食材料中的菌落数也呈
现显著下降的趋势（Ｐ＜０．０５），张大力等［１７］

研究发

现牛肚菌落总数随着超高压处理压力增大呈减少趋

势。在相同保压时间与介质温度下，增大压强对细菌

细胞膜和细胞壁损伤、细胞形态、细胞内酶活力及细

胞内物质运输影响越大，因而细菌受到的伤害越大，

杀菌越彻底
［１８］
。这表明在一定时间内增加压力可显

著提高灭菌效果。

当超高压条件为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和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时，处理后的３种川菜熟食材料中
的菌落总数对数值较未处理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且３种熟食中的菌落总数均小于 ２个对数值，符合
ＧＢ２７２６—２０１６《熟肉制品卫生标准》对菌落总数的
最低限制。相似地，张隐等

［１９］
发现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的杀菌条件能显著降低泡椒凤爪中的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数。此外，３种熟食在３种压力条件下处理２ｍｉｎ
时，其中的霉菌与酵母数小于 ２个对数值，而所有处
理组的大肠菌群均小于 ３０ＭＰＮ／ｇ，满足 ＧＢ２７２６—
２０１６《熟肉制品卫生标准》的最低限制。以上结果说
明超高压对霉菌、酵母菌和大肠杆菌有显著的杀菌效

果（Ｐ＜０．０５），这是因为霉菌、酵母菌以及大肠菌群
的压力阈值较低，对压力非常敏感

［１６］
。易建勇等

［２０］

研究表明，在４００ＭＰａ压力下处理 ５ｍｉｎ就可将霉菌
和大肠杆菌完全杀灭。

综上所述，经超高压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４００ＭＰａ／
５ｍｉｎ和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处理后，３种熟食中的菌落总
数、霉菌与酵母总数和大肠杆菌群数均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因此选为后续超高压处理条件对３种熟食材料
进行品质分析。

２．２　超高压及热杀菌对川菜熟食的品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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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２　超高压对 ３种川菜熟食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数以及大肠菌群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ＨＰｏｎｔｏ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ｓ，ｍｏｌｄａｎｄｙｅａｓｔ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ｏｌｉ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

样品
处理时间／

ｍｉｎ

处理压力

菌落总数 ｌｇＮ（ＣＦＵ／ｇ） 霉菌酵母 ｌｇＮ（ＣＦＵ／ｇ） 大肠菌群／（ＭＰＮ·ｇ－１）
３００ＭＰａ ４００ＭＰａ ５００ＭＰａ ３００ＭＰａ ４００ＭＰａ ５００ＭＰａ ３００ＭＰａ ４００ＭＰａ ５００ＭＰａ

棒棒鸡 ０ ４．４０±０．１０ ４．４０±０．１０ ４．４０±０．１０ ２．７３±０．１０ ２．７３±０．１０ ２．７３±０．１０ ＜４３ ＜４３ ＜４３
２ ３．４５±０．０５ ３．１４±０．０３ ＜２ ＜２ ＜２ ＜２ ＜２３ ＜２３ ＜９．２
５ ３．２２±０．０６ ＜２ ＜２ ＜２ ＜２ ＜２ ＜９．２ ＜３ ＜３
８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１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红油兔丁 ０ ４．３１±０．１０ ４．３１±０．１０ ４．３１±０．１０ ２．６５±０．１０ ２．６５±０．１０ ２．６５±０．１０ ＜４３ ＜４３ ＜４３
２ ３．４±０．０４ ３．１６±０．０１ ＜２ ＜２ ＜２ ＜２ ＜２３ ＜９．２ ＜３
５ ３．２２±０．０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９．２ ＜３ ＜３
８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１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夫妻肺片 ０ ４．３７±０．１０ ４．３７±０．１０ ４．３７±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２．６４±０．１０ ＜４３ ＜４３ ＜４３
２ ３．３８±０．０３ ３．１５±０．０１ ＜２ ＜２ ＜２ ＜２ ＜２３ ＜２３ ＜３
５ ３．１７±０．０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９．２ ＜３ ＜３
８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１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由表３可知，与未处理组相比，经超高压处理后
棒棒鸡的气味、形态和口感显著升高（Ｐ＜００５）；经
超高压处理的夫妻肺片色泽和形态无显著性变化

（Ｐ＞０．０５），气味和口感显著升高（Ｐ＜００５）；经超
高压处理的红油兔丁气味和形态无显著性变化（Ｐ＞
０．０５），色泽和口感显著升高（Ｐ＜００５）。结果表

明，与未处理组相比，超高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川菜熟食的感官品质。这可能是因为高压使熟食

制品中的营养成分发生了化学变化，或高压处理加

速了佐料渗透，使熟食的品质得到了改善
［２１］
。综合

来看，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处理组的效果最好，总得分
最高。

表 ３　川菜熟食感官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

样品 处理条件 色泽 气味 形态 口感 总分

未处理 １６．０６±１．３８ａ １４．１３±１．９３ｂ １５．０６±２．６９ｂ ２６．５０±７．６０ｂ ７１．７５±９．５０ｂｃ

７０℃／５ｍｉｎ １５．５０±２．９０ａｂ １５．６３±３．０１ａｂ １５．８１±２．５６ｂ ２８．６９±７．２５ａｂ ６９．８１±９．１３ｃ

棒棒鸡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１６．２５±２．６７ａ １５．８１±２．２３ａ １７．０６±１．４４ａ ３１．３１±５．２１ａ ８０．４４±８．８４ａ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１５．１９±２．６１ｂ １５．３１±２．０２ａ １６．３４±１．７７ａ ３０．２５±４．６１ａｂ ７７．０９±６．７８ａｂ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１６．２５±１．９８ａ １５．４４±１．９０ａ １６．８８±２．０９ａ ２８．８０±６．１５ａｂ ７７．３６±８．２４ａｂ

未处理 １５．７５±２．４４ａ １５．１９±３．０４ｂ １６．３８±１．７８ａ ２８．３１±８．３１ｂ ７５．６３±１２．２２ｂ

７０℃／５ｍｉｎ １５．５０±２．９０ａ １５．６３±３．０１ａｂ １５．８１±２．５６ａ ２８．６９±７．２５ｂ ７５．６３±１２．９０ｂ

夫妻肺片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１６．２５±１．６５ａ １５．５０±２．９９ｂ １６．７５±１．５３ａ ３１．０６±５．４８ａ ７９．５６±８．４２ａ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１５．９４±２．９１ａ １６．１９±２．６４ａ １５．５６±３．３７ａ ３１．１９±７．２４ａ ７８．８８±１２．６６ａ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１６．８８±１．８６ａ １７．１９±１．１７ａ １６．１９±１．９７ａ ３２．５０±３．９２ａ ８２．７５±５．５２ａ

未处理 １４．８８±３．３７ｂ １４．８８±３．９０ａ １６．３８±１．６７ａ ２７．８１±７．７３ｂ ７３．９４±１３．８９ｂ

７０℃／５ｍｉｎ １５．４４±２．７８ａ １４．９４±２．９１ａ １６．３１±１．９６ａ ３０．０６±４．６４ａ ７６．７５±７．３４ａ

红油兔丁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１５．７５±２．１８ａ １５．８８±１．７５ａ １６．５６±１．７１ａ ２６．７５±７．５９ａ ７４．９４±１０．５４ｂ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１６．１３±２．６０ａ １５．３８±１．９３ａ １６．９４±１．７７ａ ２９．００±５．０１ａ ７７．４４±６．２３ａ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１６．０６±１．７３ａ １５．９４±１．４８ａ １６．１３±２．１３ａ ２９．５０±４．６３ａ ７７．６３±６．８４ａ

　　另外，经热处理后的 ３种川菜熟食，感官品质基
本无显著性变化（Ｐ＞０．０５），仅有红油兔丁的色泽和
口感显著升高（Ｐ＜０．０５）。热处理虽然能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川菜熟食的感官品质，但单项分数以及总分

偏低，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温度使其脂肪、蛋白质等营

养成分发生了过度变化，造成色泽、嫩度等被破坏
［２２］
，

从而影响其感官评分。综上所述，超高压处理较热处

理更能有效改善熟食的感官性质。

２．３　超高压及热处理对川菜熟食咀嚼性及颜色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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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超高压及热处理对川菜熟食咀嚼性的影响
由表 ４可知，与未处理组相比，超高压处理后的

棒棒鸡的咀嚼性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这可能与鸡肉
的组织结构、肌纤维和水分含量等有关，较高压力使

肌肉纤维内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的结合解离，肌纤维

崩解，肌纤维蛋白解离成小片段，从而使咀嚼性降

低
［２３］
；而超高压处理后的夫妻肺片和红油兔丁的咀

嚼性显著升高（Ｐ＜０．０５），这可能是因为超高压促使
肉中的蛋白质凝胶加剧，对肉的咀嚼性有改善效

果
［１０］
，王元等

［２４］
也发现经 ＵＨＰ处理的肉干咀嚼性

有所提高。此外，热处理后的川菜熟食咀嚼性也有升

高，但增幅小于超高压处理组，这是因为高温导致肌

肉蛋白发生热收缩和变性，使肉质变坚实，肉样咀嚼

性升高
［２５］
。

表 ４　不同处理条件对川菜熟食咀嚼性和颜色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ａｓ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

样品 处理条件 咀嚼性 Ｌ ａ ｂ ΔＥ
未处理 ３．９５±１６．９０ｂ ２４．２８±０．３６ａ ４．２８±０．０７ａ ３．７７±０．１１ａ －
７０℃／５ｍｉｎ ４．６１±３５．５０ａ ２０．６４±０．２７ｂ ４．３５±０．０３ａ ３．３６±０．１５ａ ０．６７±０．２２

棒棒鸡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３．１５±１７．５３ｃ ２３．７０±０．５４ａ ４．２３±０．０５ａ ３．５０±０．２４ａ ０．６４±０．２２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２．９１±２６．９８ｄ ２３．１０±０．０６ａ ４．３６±０．１５ａ ３．６１±０．１６ａ １．１９±０．３１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１．３０±１２．８３ｅ ２３．２５±０．２４ａ ４．２１±０．０２ａ ３．４８±０．１５ａ １．０７±０．１４
未处理 ３．８５±２３．８６ｅ ２９．１４±０．４８ａ ５．３２±０．１０ａ ３．６０±０．１４ａ －
７０℃／５ｍｉｎ ８．０７±４７．１６ｄ ２５．５４±０．２７ｂ ５．３１±０．０３ａ ３．１６±０．１５ａ ０．６７±０．２２

夫妻肺片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８．５６±３５．４３ｃ ２９．３７±０．７３ａ ５．８０±０．０７ａ ３．８５±０．１４ａ ０．５９±０．２５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８．９９±２９．５３ｂ ２７．７８±０．４５ａ ５．２３±０．０３ａ ３．５３±０．０６ａ １．３６±０．１１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９．６２±３４．２４ａ ２８．６４±０．２７ａ ５．３１±０．０３ａ ３．１６±０．１５ａ ０．６７±０．２２
未处理 １．８６±７９．０１ｅ ２０．９８±０．４８ａ ４．３７±０．２５ａ ３．４７±０．２１ａ －
７０℃／５ｍｉｎ ４．２４±４８．６９ｃ １８．６４±０．３７ｂ ５．３１±０．０３ａ ３．１６±０．１５ａ ０．６７±０．２２

红油兔丁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 ３．４４±５６．８８ｄ ２３．６２±１．２０ａ ４．４９±０．１９ａ ３．４０±０．１５ａ ２．６４±０．７２
４００ＭＰａ／５ｍｉｎ ７．３４±６２．６４ｂ ２２．８５±０．２７ａ ４．５６±０．１６ａ ３．４４±０．１０ａ ０．２３±０．２５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８．５５±５０．６７ａ ２４．００±１．１５ａ ４．３０±０．０１ａ ３．３０±０．１１ａ ３．０３±０．７２

　　注：“－”表示未测

２．３．２　超高压及热处理对川菜熟食颜色的影响
由表 ４可知，与未处理相比，不同超高压处理条

件下 ３种熟食材料的 Ｌ、ａ 和 ｂ 值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说明超高压对熟食材料的色泽无显著影
响（Ｐ＞０．０５）；而热处理后 ３种熟食的 Ｌ值显著降
低（Ｐ＜０．０５），ａ、ｂ值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其中
红油兔丁的 ａ值略有升高，这可能是因为高温会致
使肉品的颜色改变，肉中的高铁肌红蛋白与肌红蛋白

的变化使得肉的红度增加
［２６］
。综上所述，３种超高

压条件处理对产品的颜色无显著影响，热处理使产品

颜色发生劣变。

２．４　贮藏期间川菜熟食的微生物生长情况
将超 高 压 处 理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４００ＭＰａ／

５ｍｉｎ和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后的熟食置于 ４℃条件
下贮藏。贮藏期间熟食的菌落总数变化如图 １
所示。

ａ棒棒鸡；ｂ红油兔丁；ｃ夫妻肺片

图 １　超高压处理后 ４℃贮藏过程中川菜熟食的菌落总数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ｏｎｙ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ｉｓｉｎｅａｆｔｅｒＵＨＰ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ｔ４℃

　　在整个贮藏期间，未处理组的菌落总数呈现显著
上升趋势（Ｐ＜０．０５），热处理组和超高压组的菌落总

数明显低于未处理组，在整个贮藏期内也呈现显著上

升趋势（Ｐ＜０．０５），其中，超高压组菌落总数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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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热处理组。超高压组中 ３００ＭＰａ／８ｍｉｎ和 ４００
ＭＰａ／５ｍｉｎ两组条件下微生物数量及趋势相近，在贮
藏期第７天长到了３．０和２．９ｌｇＣＦＵ／ｇ，原因可能是
３００ＭＰａ和４００ＭＰａ下微生物中生物大分子变性相
对较弱，活性损失较低，压力对微生物的破坏程度相

对较低
［２７］
；而经 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条件处理后的川菜

熟食贮藏后微生物数量明显低于其他２组，在贮藏期
第７天时仅为２．６１ｌｇＣＦＵ／ｇ，直到第７天仍满足 ＧＢ
２７２６—２０１６《熟肉制品卫生标准》对菌落总数的最低
限制。

３　结论

与未处理组相比，超高压和热处理可使３种川菜
熟食的菌落总数显著下降（Ｐ＜０．０５），经 ２种条件处
理后川菜熟食的菌落总数、霉菌与酵母和大肠菌群均

符合 ＧＢ２７２６—２０１６《熟肉制品卫生标准》的最低限
制。超高压处理组的川菜熟食的感官评分、咀嚼性优

于热处理组，且超高压对川菜熟食的颜色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此外，３种熟食经超高压和热处理后在
４℃下贮藏７ｄ后，微生物数量符合卫生安全标准。

综上所述，超高压处理对川菜熟食有着良好的杀

菌效果，同时维持了川菜熟食的品质特性，可作为一

种新型的川菜熟食贮藏保鲜技术，经５００ＭＰａ／２ｍｉｎ
超高压处理后，川菜熟食的感官品质及灭菌效果最

优，认定此条件为最佳处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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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传感器应用于扒鸡煮制老汤鲜味氨基酸检测，对基于鲜味氨基酸的老汤的

标准化与稳定性进行研究。随机选取 １０锅工业化加工的扒鸡老汤，使用膜修饰传感器检测鲜味氨基酸，将检测

结果与液相色谱检测结果进行比较。间隔１０ｄ取样１次分别进行膜修饰传感器和液相色谱检测。结果表明，不

同煮锅间和同一煮锅不同取样批次的鲜味氨基酸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且电化学传感器检测结果与液相色

谱检测结果接近，说明老汤经过多年煮制后已达到标准化与稳定性的要求，应用膜修饰传感器检测扒鸡老汤中

鲜味氨基酸含量的方法准确、可靠，相较于常规方法更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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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５，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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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扒鸡是中华传统的地方特色美食，因其鲜香滑
爽、撕丝相连的特点

［１］
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是我国最

具代表性烧鸡类产品之一。扒鸡老汤对产品滋味贡

献度较大，是决定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
［２］
。老汤是

由香辛料和调味料加水熬制而成的新汤发展而来，新

汤经过多年煮制，其中的滋味物质逐渐达到稳定，从

而实现肉汤传质平衡，对产品品质的稳定性产生重
要影响

［３］
。老汤的滋味贡献包括鲜味贡献和咸味贡

献，其中鲜味主要来源于老汤煮制过程中肉类降解的

鲜味物质以及肉汤中鲜味成分相互渗透达到传质平
衡。ＳＡＳＡＫＩ等［４］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等［５］
和 ＰＯＮＪＮＥ

等
［６］
分别对猪背景长肌、鸡汤和通心粉等产品鲜味

物质进行研究，发现鲜味成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美味

口感。

近年来，对扒鸡老汤滋味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循

环卤制次数
［２］
和不同卤煮阶段

［７］
含量变化规律的研

究，对老汤标准化与稳定性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鲜

味氨基酸（包括谷氨酸和天冬氨酸）作为老汤中的典

型鲜味代表物质之一，是老汤鲜味贡献的重要来

源
［８］
，其含量变化可直接反映老汤品质的变化，因此

实现其含量的实时监测对产品的标准化与稳定性状

态至关重要。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以液相色谱检测结

果为标准，研究得出了适于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
传感器快速、准确检测扒鸡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包括

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含量的最佳样品前处理方式
［９］
。

本研究以扒鸡煮制老汤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煮

锅、不同卤煮批次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含量变化进行探

究，并将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结果作为标准，将膜修饰

传感器检测结果与之进行比较，以期能够为扒鸡产品

品质标准化与稳定性研究提供参考，并为 Ｎ，Ｎ′二苯
基硫脲膜修饰传感器在实际工厂的应用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１　材料与试剂

材料：扒鸡老汤，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

试剂：异硫氰酸苯酯（ｐｈｅｒｙｌ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ｒａｔｅ，ＰＩＴＣ）、
三乙胺、无水乙酸钠、正己烷、冰乙酸、浓 Ｈ２ＳＯ４、
Ｈ２Ｏ２、正己烷、四氢呋喃、邻苯二甲酸二辛酯、聚氯乙
烯、Ｎ，Ｎ′二苯基硫脲（Ｎ，Ｎ′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ｈｉｏｕｒｅａ，ＤＰＴＵ）
（国产分析纯），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谷氨酸、

天冬氨酸为标准品（纯度 ＞９９％）；乙腈、甲醇（色谱

纯），美国 Ｓｉｇｎｎａ公司。
１．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ＣＨＩ６６０Ｅ电化学工作站，北京壮仕科技有限公
司；ＬＣ２０ＡＴ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仪器公司；
Ａｌｌｅｇｒａ６４Ｒ冷冻离心机，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ＡＬ１０４
电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公司；铂盘电极、铂丝
电极、２３２型饱和甘汞电极，上海楚兮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取样方法

老汤样品取样后立即进行过滤处理（４层纱布，
２００目），去除残余的肉渣以及其他大物质颗粒，经过
滤处理后得到的老汤用真空包装袋以２００ｍＬ／袋左右
的规格包装，通过手动排除法排除真空包装袋内残留

的空气，密封冷冻完全，离心处理以进一步除去脂肪以

及蛋白质等大分子颗粒物质，得到老汤澄清液。

为研究不同煮锅老汤中的鲜味氨基酸含量的一

致化与标准化，随机选取１０锅老汤进行实验，编号依
次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和 Ｊ。将煮锅中老汤表
面的浮油撇去，取适量中间位置的老汤作为实验样

品，每锅检测至少设置３个平行；随后每间隔 １０ｄ取
样１次，每批次编号 １、２、３、４和 ５，分别通过高效液
相色谱和膜修饰传感器检测鲜味氨基酸含量，对老汤

稳定性进行研究，并将两者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１．２．２　液相色谱检测
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准确称取 １０．００ｍｇ谷氨

酸、天冬氨酸，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１０ｍＬ，超声溶解，
得到（１＋１）ｍｇ／ｍＬ的谷氨酸天冬氨酸混合标准溶
液，４℃保存。用去离子水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
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和 ２５０．０μｇ／ｍＬ的
标准系列梯度混合溶液。

衍生化处理：参照芮鸿飞等
［１０］
的方法并稍作修

改，取５００μＬ上述稀释后的老汤样品，置于 ４ｍＬ塑
料试管中，再分别加入 ＰＩＴＣ乙腈溶液、三乙胺乙腈
溶液各２５０μＬ，充分混匀后在室温下放置３０ｍｉｎ，加
入５０μＬ乙酸（体积分数 ２０％）充分混匀，向衍生完
毕后的溶液中加入 １ｍＬ正己烷，用旋涡振荡仪振荡
６０ｓ，萃取掉剩余的衍生试剂，静置１０ｍｉｎ分层，弃去
上层正己烷溶液，用５ｍＬ针头注射器吸出下层清液，
经０．４５μｍ有机滤膜过滤打入 ２ｍＬ液相色谱顶空瓶
内，用于液相色谱检测。

色谱条件：色谱柱 Ａｇｉｌｅｎｔ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柱温４０℃；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
流速１ｍＬ／ｍｉｎ；流动相 Ａ为乙酸钠溶液，流动相 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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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分数８０％乙腈溶液；流动相洗脱程序：０ｍｉｎ，Ａ
９２％；Ｂ８％；２ｍｉｎ，Ａ９２％；Ｂ８％；１０ｍｉｎ，Ａ９０％；Ｂ
１０％。
１．２．３　电极预处理

电极预处理参考朱灵涛
［１１］
的方法并稍作修改，

最终由铂盘电极、铂丝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构建三电

极体系，并进行后续电化学实验。

１．２．４　膜修饰传感器的制备
参照朱灵涛

［１１］
的方法并稍作修改。膜溶液组

成：５ｍＬ四氢呋喃、０．５０ｍ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０．０８ｇ聚氯乙烯、０．０９５ｇＤＰＴＵ。采用直接滴涂法，
用移液枪准确吸取 １０μＬ膜溶液滴涂于铂盘电极表
面，自然晾干后备用。

１．２．５　标准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谷氨酸、天冬氨酸各 １４．７０、１３．３０ｍｇ，

用去离子水分别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超声至完全溶解，得
到１ｍｍｏｌ／Ｌ谷氨酸和天冬氨酸标准溶液，４℃保存。
临用时分别稀释成 １０－６、１０－５．５、１０－５、１０－４．５、１０－４、
１０－３．５和１０－３ｍｏｌ／Ｌ进行膜修饰传感器电信号检测。
１．２．６　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流程

扒鸡老汤（除去浮于表层的油脂）→过滤（除去香辛料

碎渣、肉末等大块固形物）→取 ２０ｍＬ，离心（１３０００×ｇ、

２０ｍｉｎ）→取５ｍＬ上清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搅拌（磁力搅拌，

１ｈ）→电化学检测

采用开路电位法进行电化学检测，参数设置为稳

定时间６０ｓ；检测时间 ６０ｓ；检测间隔 ０．１ｓ；高电位
＋１．０Ｖ，低电位 －１．０Ｖ。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统计学分析，每组试验至少设置 ３个平行，检测结
果以 珋ｘ±Ｓ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氨基酸检测衍生时间的选择
选用 ＰＩＴＣ乙腈、三乙胺乙腈溶液为样品衍生时

的衍生剂，以最大浓度混标为研究对象，考察 ２０、３０、
４０、５０和６０ｍｉｎ等不同衍生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显示，３０ｍｉｎ后液相色谱检测响应值结果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考虑到实验效率，选择３０ｍｉｎ作为
样品的衍生时间。

２．２　检测器柱温的选择
测器柱温的不同会对峰的形状和分离度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１２］
。考察 ３５、４０和

４５℃ 三个温度梯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３５℃洗脱效
果不好，峰高较低，峰形质量差；４０和 ４５℃时均洗脱
完整，４０℃时天冬氨酸和谷氨酸的分离度分别为
１．６９３、５．８６２，４５℃时分离度分别为 １．１４０、１．２６９。
对高效液相色谱图而言，峰间分离度越大，说明峰的

分离效果越好，峰的质量越好
［１３］
，因此选择柱温为

４０℃进行后续试验。
２．３　氨基酸的定性分析

在流动相 Ａ为０．１ｍｏｌ／Ｌ乙酸钠溶液，流动相 Ｂ
为体积分数 ８０％ 的乙腈溶液，样品衍生时间为
３０ｍｉｎ，检测器柱温的４０℃的条件下，天冬氨酸和谷
氨酸的分离效果良好。在保证分离条件下，对流动相

洗脱程序进行调整，得到最佳分离条件，洗脱程序如

１．２．２小节所示，在此条件下２种氨基酸实现了基线分
离。鲜味氨基酸的标准色谱图如图 １所示，扒鸡老汤
样品的色谱图如图２所示。

图 １　天冬氨酸、谷氨酸的标准高效液相色谱图谱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图 ２　老汤中鲜味氨基酸高效液相色谱图谱

Ｆｉｇ．２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ｕｍａｍｉ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ｉｎｂｒｉｎｅ

２．４　回归方程的拟合
高效液相色谱及膜修饰传感器检测标准品的

线性拟合回归方程如表 １所示。分别取 ７个浓度
梯度进行线性拟合，每个梯度设置 ３个平行组试
验，数据拟合采用平均数，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软件进
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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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１　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检测方法 氨基酸 线性方程 Ｒ２

ＨＰＬＣ
天冬氨酸 Ｙ１＝２９０４３Ｘ１＋４８１４７ ０．９９９６
谷氨酸 Ｙ２＝８４４８．７Ｘ２＋１９９０９ ０．９９７７

电化学 谷氨酸 ＋天冬氨酸 Ｙ３＝０．０１７４Ｘ３＋０．１９３４ ０．９６７７

　　注：Ｘ１，高效液相色谱测得的天冬氨酸质量浓度，μｇ／ｍＬ；Ｙ１，高效

液相色谱检测天冬氨酸的响应值，Ｖ；Ｘ２，高效液相色谱测得的谷氨酸

质量浓度，μｇ／ｍＬ；Ｙ２，高效液相色谱检测谷氨酸的响应值，Ｖ；Ｘ３，传感

器检测谷氨酪和天冬氨酪质量浓度的 ｌｇ值，ｍｍｏｌ／Ｌ；Ｙ３，检测的传感

器响应信号，Ｖ

２．５　基于鲜味氨基酸的工业老汤标准化研究
运用本文所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检测方法，以

及在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传感器检测扒鸡老汤
中鲜味氨基酸含量的最佳样品前处理方式条件下，对

所选取的１０锅工业化老汤中的２种鲜味氨基酸含量
分别进行高效液相色谱以及膜修饰传感器检测，测定

结果如表２所示。偏离度按公式（１）计算：

偏离度／％ ＝
Ｃ１－Ｃ２
Ｃ１

×１００ （１）

式中：Ｃ１，液相色谱检测值，ｍｍｏｌ／Ｌ；Ｃ２，传感器检测
值，ｍｍｏｌ／Ｌ。

表 ２　传感器检测理论值与高效液相色谱仪检测

实际值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ＨＰＬＣ

煮锅编号
检测鲜味氨基酸含量／（ｍｍｏｌ·Ｌ－１）

液相色谱 传感器 偏离度／％
Ａ ５．６５７４±０．０７２６ａｂ ５．７８６７±０．０７２３ｃａ ２．２９
Ｂ ５．３９８５±０．０２５５ｂ ５．２９１１±０．１３４１ｃ １．９９
Ｃ ５．７１５４±０．０３３８ａ ５．８４０３±０．０５４０ａ ２．１９
Ｄ ５．５４７６±０．１５７１ａｂ ５．５５９９±０．０８１６ｂ ２．１７
Ｅ ５．５６４２±０．１７０１ａｂ ５．５５７２±０．０８３１ｂ １．０５
Ｆ ５．５８６９±０．１２８６ａｂ ５．５０３２±０．０７３５ｂ １．５０
Ｇ ５．４６１０±０．０８４ａｂ ５．４９６１±０．０１９１ｂ ０．６３
Ｈ ５．６２９２±０．２２７１ａｂ ５．８０２５±０．０２１７ａ ３．０８
Ｉ ５．６８５５±０．０４７９ａ ５．７３０６±０．０３１６ａ ０．７９
Ｊ ５．４０８１±０．２０４９ｂ ５．２０９９±０．０２３５ｄ ３．６６

　　注：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煮锅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结果表明，不同煮锅间的谷氨

酸和天冬氨酸含量存在差异性。对谷氨酸含量而言，

煮锅 Ｂ和煮锅 Ｊ的谷氨酸含量与其他煮锅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余煮锅谷氨酸含量虽存在差
异，但在一定的可信度范围内总体没有显著差异性

（Ｐ＞０．０５）。天冬氨酸的含量在不同煮锅间也存在
差异性：煮锅 Ａ、Ｃ和 Ｊ的天冬氨酸含量与煮锅 Ｅ、Ｆ、
Ｇ和 Ｈ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与煮锅 Ｂ、Ｄ

和 Ｉ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２种鲜味氨基酸含量
的差异在不同煮锅间的波动不大，老汤中鲜味氨基酸

含量是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含量

最高的分别为煮锅 Ｈ和 Ａ，说明煮锅 Ｈ和 Ａ的肉样
煮制时间较长，肉中蛋白质的降解程度相对较高

［１４］
。

相对于总鲜味氨基酸含量而言，煮锅 Ａ、Ｃ、Ｄ、Ｅ、Ｆ、
Ｇ、Ｈ和 Ｉ的鲜味氨基酸含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原因可能是老汤经过多年使用，肉中鲜
味氨基酸降解与形成速率以及在老汤中的溶解已达

到动态平衡
［１５］
，鲜味氨基酸含量的检测可用于评价

老汤体系的品质变化规律。

膜修饰传感器通过仪器收集、分析，实现物质含

量测定
［１１］
。通过将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传感器

检测结果与液相色谱检测结果比较，结果的偏离程度

＜３．６６％，说明电化学检测结果虽存在一定偏移，但
准确性相对较高，检测结果稳定，数据可靠。且检测

的样品前处理方法简单，成本较低，值得工业化生产

过程中用于鲜味氨基酸含量检测中推广。

为进一步比较液相色谱检测结果与电化学检测

理论值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联系，采用双变量相关性

分析来研究两者的关系。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 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性分析，以１０锅老汤检测鲜味氨基酸含量的
平行检测 ３次的平均值进行模型构建，绘制 Ｐｅａｒｓｏｎ
分布散点图，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 ３　传感器理论值与高效液相色谱仪检测结果的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ＰＬＣ

由图 ３可知，两者的线性拟合度达到 ０．９７９，因
此可认为传感器所检测的数据与高效液相色谱仪检

测的数据是相关的。

２．６　基于鲜味氨基酸的工业老汤稳定性研究
由表３可知，同一煮锅不同取样时间的老汤中鲜

味氨基酸含量总体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存在个
别煮锅不同取样批次的鲜味氨基酸存在差异性，就煮

锅 Ａ而言，批次１和５的检测值与其他取样批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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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煮锅 Ｅ的鲜味氨基酸含量在不
同取样批次间存在差异性：批次１、２和５取样检测结
果与批次３、４取样检测结果差异显著；煮锅 Ｇ、Ｉ和 Ｊ
中不同取样批次也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余
煮锅 不 同 取 样 批 次 的 检 测 结 果 差 异 不 显 著

（Ｐ＞０．０５）。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取样时样品处于不
同卤煮阶段，同时原料肉中氨基酸的形成和降解速率

的差异，造成肉汤间存在浓度差，导致肉汤间相互渗

透
［１６］
；煮制鸡种的差异也会造成检测结果的差异

性
［１８］
。酱卤老汤经多年煮制后，其中的滋味物质已

达到动态平衡，平衡并不代表各物质含量一成不变，

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从而达到老汤滋味对产品

滋味贡献的稳定性与和谐性。鲜味氨基酸作为老汤

中鲜味贡献的重要来源，其含量变化可直接反应老汤

品质的变化，检测出的酱卤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含量在

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变化，说明不同煮锅及取样间隔虽

存在差异性，但数据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可认为老汤

品质是稳定的。表 ４是膜修饰传感器检测结果的测
定结果，两者在同一取样条件下检测的数据结果的统

计学虽存在差异，但数据差异小，说明膜修饰传感器

可较好地替代液相色谱仪进行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含

量的检测，利用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的传感器检
测扒鸡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含量的方法具有可行性，且

相较于常规检测方法更为简便易行、快速、节约成本，

可以用于实际生产。

表 ３　鲜味氨基酸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检测结果 单位：ｍｍｏｌ／Ｌ

Ｔａｂｌｅ３　Ｕｍａｍｉ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ＨＰＬ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煮锅编号
实验批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Ａ ５．６５７４±０．０７２６Ｂａｂ ６．５７８７±０．３１９５Ａａ ６．２５９５±０．２３０３ＡＢａ ６．６８６２±０．４６８８Ａａｂ ５．８０５４±０．４５３３Ｂａ

Ｂ ５．３９８５±０．０２５５Ａｂ ５．６６７８±１．０５８Ａａ ６．３６８３±０．１３０９Ａａ ６．４５２４±１．０９４２Ａａｂ ６．０４９０±０．８２８４Ａａ

Ｃ ５．７１５４±０．０３３８Ａａ ５．４３７１±１．１５７２Ａａ ６．７９４６±０．７６５８Ａａ ６．７４５４±０．０７１６Ａａｂ ６．５８５７±１．３２８４Ａａ

Ｄ ５．５４７６±０．１５７１Ａａｂ ５．１９９４±０．８９７Ａａ ６．６９４７±０．４３５Ａａ ６．５７８７±１．０１０６Ａａｂ ５．３５７３±１．６２６Ａａ

Ｅ ５．５６４２±０．１７０１Ｂａｂ ５．４９８６±０．９３２９Ｂａ ６．９３５０±０．１５５Ａａ ７．２１０５±０．２３Ａａｂ ５．５８０１±０．７８１Ｂａ

Ｆ ５．５８６９±０．１２８６Ａａｂ ６．１２６４±１．２２４８Ａａ ６．２１４９±１．８０２Ａａ ５．７３５０±１．２２１１Ａｂ ４．５７７４±０．０３０１Ａａ

Ｇ ５．４６１８±０．０８４０ＢＣａｂ ６．２９１７±１．２５３ＡＢａ ６．２４８２±１．９６５ＡＢａ ７．５９５７±０．２７３４Ａａ ４．８０８２±１．３１７２Ｃａ

Ｈ ５．６２９２±０．２２７１Ａａｂ ６．９１３６±１．６０６５Ａａ ５．９４４５±１．７６５３Ａａ ６．６８１１±１．５９２３Ａａｂ ６．０９８６±０．７０５１Ａａ

Ｉ ５．６８５５±０．０４７９Ｂａ ６．２０７３±１．２０１８Ｂａ ６．１５６２±０．５７５１Ｂａ ７．６７７２±０．４５４４Ａａ ６．７４２６±０．７９４ＡＢａ

Ｊ ５．４０８１±０．２０４９Ｂｂ ６．６４３８±０．８７２６Ａａ ６．１１０８±０．１３３１ＡＢａ ６．０３０９±０．７３５０ＡＢａｂ ６．４０５４±０．７８５７ＡＢａ

　　注：同行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煮锅、不同取样批次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煮锅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表 ４　鲜味氨基酸含量的膜修饰传感器检测结果 单位：ｍｍｏｌ／Ｌ

Ｔａｂｌｅ４　Ｕｍａｍｉ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ｌ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ｓ

煮锅编号
实验批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Ａ ５．７８６７±０．０７２３ＢＣａ ６．２８６４±０．１２５１ＡＢｃｄ ６．２９６０±０．７２６９ＡＢａｂｃ ６．８１８１±０．３２８２Ａｂｃ ５．４３６０±０．５０５６Ｃｂｃ

Ｂ ５．２９１１±０．１３４１Ｃｃ ５．４８１４±０．７６５Ｃｅｆ ６．６６８７±０．０８８２Ａａｂｃ ６．５５３４±０．１８１６ＡＢｃｄ ５．９２００±０．０７８３ＢＣｂ

Ｃ ５．８４０３±０．０５４０Ｂａ ５．７７２５±０．２１２１Ｂｄｅ ６．２５０５±０．５９５９ＡＢａｂｃ ６．８３９４±０．６７６２Ａｂｃ ６．２９７２±０．０９６６ＡＢａｂ

Ｄ ５．５５９９±０．０８１６Ｂｂ ５．２３３５±０．２４９１Ｂｆ ６．７９５４±０．１７７３Ａａｂ ６．７９４０±０．３７８６Ａｂｃ ５．５６６４±０．２８２５Ｂｂｃ

Ｅ ５．５５７２±０．０８３１Ｂｂ ５．２５１２±０．１１６４Ｂｆ ７．１４０５±０．５７９Ａａ ６．６６８７±０．０８８２Ａｃｄ ５．８５０１±０．４６２Ｂｂｃ

Ｆ ５．５０３２±０．０７３５Ｂｂ ６．４１２７±０．１４４２Ａｂｃ ６．４０７３±０．２１４Ａａｂｃ ６．００７０±０．４７４４ＡＢｄ ４．５４６４±０．６０７Ｃｄ

Ｇ ５．４９６１±０．０１９１Ｃｂ ６．４８２２±０．２１４９Ｂａｂｃ ６．３１７０±０．６２９４Ｂａｂｃ ７．４７９７±０．１５０７Ａａｂ ５．０２３４±０．４１７４Ｃｃｄ

Ｈ ５．８０２５±０．０２１７Ｂａ ６．９７０８±０．１９０９Ａａ ５．８２１０±０．２９５４Ｂｃ ６．３１７０±０．６２９４ＡＢｃｄ ６．００７０±０．４７４４Ｂａｂ

Ｉ ５．７３０６±０．０３１６Ｃａ ６．１１９１±０．０４５４Ｃｃｄ ６．００７０±０．４７４４Ｃａｂｃ ７．８５０７±０．０６０１Ａａ ６．８１８１±０．３２８２Ｂａ

Ｊ ５．２０９９±０．０２３５Ｃｄ ６．８６５７±０．０８１８Ａａｂ ５．７３０８±０．４８６９ＢＣｃ ６．１１１５±０．３４０６ＡＢｃｄ ６．２５０４±０．８２０ＡＢａｂ

２．７　传感器检测的干扰分析
就老汤的标准化而言，高效液相色谱仪实际检测

值与传感器模型的拟合度为 ０．９７９，接近于 １，说明 ２
种检测方法的结果较为接近，但拟合曲线发生了一定

漂移；就老汤的稳定性而言，同一取样条件下两者的

检测结果接近，因此可以认为传感器检测值与高效液

相色谱仪检测的实际值较为接近，但实验结果存在一

定误差，原因可能是检测样品差异。实际检测中的工

业化老汤尽管经过过滤及离心等一系列前处理，但是

其成分相对复杂，其中残留的糖类及短链脂肪酸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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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分子能在电极反应过程中影响鲜味敏感物质 Ｎ，Ｎ′
二苯基硫脲与目标氨基酸结合，从而导致信号发生偏

移。另一方面，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在老汤中存在解离

程度强弱的问题
［１９］
，且可以结合在寡肽、多肽以及小

分子蛋白质，由于蛋白和肽结构复杂且分子内作用力

强，在电极反应时目标氨基酸不能准确与 Ｎ，Ｎ′二苯
基硫脲结合从而产生电位变化。同时，Ｎ，Ｎ′二苯基
硫脲对溶液中鲜味氨基酸的吸附和解离能力也可能

会造成影响。

３　结论

通过对不同煮锅、不同批次扒鸡煮制老汤鲜味氨

基酸含量进行分析，发现各氨基酸含量变化不受煮锅

的影响；不同批次煮锅鲜味氨基酸含量基本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说明老汤经过多年煮制后已基本达到标准

化与稳定性的要求。将 Ｎ，Ｎ′二苯基硫脲膜修饰传
感器检测的鲜味氨基酸理论值与液相色谱检测结果

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检测结果接近，数据较

可靠。综合以上分析，可认为应用 Ｎ，Ｎ′二苯基硫脲
膜修饰传感器检测扒鸡老汤中鲜味氨基酸含量的方

法准确、可靠，可较好地替代常规方法快速检测老汤

鲜味氨基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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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苹果生理与品质保持技术

张玉华１，２，孟一１，２，王甜甜３，张帆３

１（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３）

２（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农产品贮运保鲜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３）

３（齐鲁医药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３）

摘　要　为提高鲜切苹果品质、延长货架期，研究乙醇熏蒸和高氧预处理对其生理与品质的影响。乙醇体积分

数分别为 ２００、４００和 ６００μＬ／Ｌ，熏蒸时间 ２、４ｈ。高氧预处理 Ｏ２体积分数为 ９５％ ～１００％，处理时间分别为 １２、

２４和 ３６ｈ。分别测定鲜切苹果在 ０～１℃、相对湿度 ９０％ ～９５％下贮藏期间呼吸速率、菌落总数、褐变度、多酚

氧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ＰＯ）酶活力、过氧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ＯＤ）酶活力和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含量，并进行感官评价。结果表明，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均能够推迟鲜切苹果呼吸高峰，降低呼吸峰值。

贮藏第 ６天后乙醇熏蒸组菌落总数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高氧预处理在贮藏前期抑菌效果明显。在贮藏

后期，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组褐变度、ＰＰＯ和 ＰＯＤ酶活力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乙醇熏蒸组 ＭＤＡ含量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第 ９天后高氧预处理组 ＭＤＡ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组

感官评分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中乙醇熏蒸最佳条件为 ４００μＬ／Ｌ乙醇熏蒸 ２ｈ，高氧预处理最佳条件为

Ｏ２体积分数为 ９５％ ～１００％处理 ２４ｈ。结果表明，采用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对保持鲜切苹果较高的生理与品

质是可行的。

关键词　鲜切苹果；乙醇熏蒸；高氧预处理；品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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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ｔ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ｓｔａｇｅ
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ａｎｄ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ｄａ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ｂ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４００μＬ／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２ｈ，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９５％１００％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２４ｈ．Ｓ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
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鲜切果蔬以其新鲜、方便和营养等特点受到广大
消费者青睐，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把人们从厨房中解

放出来”的果蔬消费时尚，并已成为销售增长最快的

零售食品之一。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迅速发展，

已形成完整、先进、系统的加工销售体系，表现为技术

规范化、产品标准化、设备先进化、市场网络化和管理

现代化
［１］
。目前，国内鲜切果蔬正处于发展阶段，一

些发达城市超市内已有销售，这种安全、快捷、方便的

果蔬产品逐渐进入了老百姓的视野。我国鲜切果蔬

产品大多经过简单清洗、切分处理后进行托盘薄膜包

装，目前尚缺少先进的保鲜技术
［２］
，货架期只有 ３～

５ｄ，在日本则为４～７ｄ，在欧美能达到 ７～１０ｄ。因
此，如何提高品质、延长货架期是我国鲜切果蔬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健康、安全

和绿色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鲜切果蔬保鲜技术向

安全、绿色的方向发展。乙醇是果蔬次生代谢物，是

一种常见的具有强效抗菌活性的食品添加剂，价格低

廉，对人体无毒副作用，已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公认为安全性物质。研究表明，乙醇通过抑制乙烯的

生物合成
［３］
，可降低呼吸强度，延缓衰老

［４］
。乙醇可

以杀灭果蔬表面的部分微生物，减缓腐烂变质
［５－６］

。

乙醇对抑制鲜切甘蔗
［７］
、莲藕

［８］
、苹果

［９］
、马铃薯

［１０］

和荸荠
［１１］
的酶促褐变具有显著效果。然而，乙醇在

应用上存在剂量效应，高浓度乙醇反而会加速果蔬成

熟、衰老与腐烂，原因可能是高浓度乙醇对植物细胞

膜造成损伤
［１２］
。高氧（２１％ ～１００％ Ｏ２）处理是近年

来开发的一种新型果蔬保鲜技术。研究发现，高氧可

抑制某些细菌和真菌的生长
［１３］
、减少乙烯合成、降低

呼吸作用
［１４］
、减缓组织褐变

［１５］
、减少乙醛、乙醇等异

味物质的产生，从而提高果蔬贮藏品质。此外，高氧

可弥补传统气调低 Ｏ２和高 ＣＯ２对果蔬的不利影响。

但高氧处理的效果因果蔬种类、氧浓度、温度及乙烯

含量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因此，研究乙醇熏蒸与高

氧处理对鲜切果蔬的作用条件与保鲜效果，对开发 ２
种保鲜技术，提升鲜切果蔬品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采用乙醇熏蒸和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研究了鲜切苹

果在冷藏过程中生理和品质的变化，为鲜切苹果的加

工与保鲜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富士苹果，八成熟，购于山东省栖霞市。于 ０～

１℃冷库贮藏。选取大小、成熟度一致、无机械损伤
和病虫害的果实备用。一次性保鲜盒与保鲜膜等包

装材料均为食品级聚乙烯。

体积分数９５％乙醇、冰醋酸、无水醋酸钠均为分
析纯，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聚乙烯吡咯烷酮、邻苯二酚、三氯乙酸、愈创木

酚，均为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ＣＲ４００型色差计，杭州柯盛行仪器有限公司；Ｔ９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Ｄ７８５３２型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Ｈｅｔｔｉｃｈ科学
仪器公司；ＤＫ４１００型便携式顶空气体分析议，丹麦
ＰＢＩ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乙醇熏蒸方法

将苹果清洗、去皮，四等分切块，均匀摆放在一次

性保鲜盒内，每个保鲜盒放置约２５０ｇ，将保鲜盒放入
乐扣盒中，同时在乐扣盒中放入展开的四层纱布（远

离苹果），分别取一定量的体积分数 ９５％乙醇均匀滴
在纱布上，密封乐扣盒，室温下分别熏蒸２ｈ、４ｈ。乙
醇溶液 体 积与乐 扣盒体积比 分 别 为 ２００、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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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μＬ／Ｌ，以未放置乙醇组为对照。２２、４２、６２分
别表示 ２００、４００和 ６００μＬ／Ｌ乙醇熏蒸 ２ｈ，２４、４
４、６４分别表示 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０μＬ／Ｌ乙醇熏蒸 ４ｈ。
处理结束后，将乐扣盒打开通风 ３０ｍｉｎ，用保鲜膜
封口，于０～１℃、相对湿度 ９０％ ～９５％条件下贮
藏，每 ３ｄ测定 １次指标。
１．３．２　高氧预处理方法

将苹果清洗、去皮、切分、装入保鲜盒，将保鲜盒

置于乐扣盒中，充入 Ｏ２，用气体分析仪测定盒内 Ｏ２
体积分数，使其体积分数保持在 ９５％ ～１００％，分别
于０～１℃下分别处理 １２、２４和 ３６ｈ，以空气处理组
为对照。处理结束后，用保鲜膜封口，于 ０～１℃贮
藏，每３ｄ测定１次指标。
１．３．３　呼吸速率的测定

称取２００ｇ鲜切苹果，置于５Ｌ磨口试剂瓶中，密
封３ｈ后，用气体分析仪测定 ＣＯ２含量，并计算呼吸
速率，以单位时间单位质量鲜切苹果释放 ＣＯ２的量
计，单位：ｍｇ／（ｇ·ｈ）。
１．３．４　菌落总数的测定

参照 ＧＢ４７８９．２—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１６］
规定的方法测

定。取１０ｇ样品，剪碎置于含９０ｍＬ无菌水的锥形瓶
中，充分振摇，制成不同稀释度的稀释液。选择３个适
宜稀释度，取０．１ｍＬ稀释液于灭菌冷却凝固的培养基
中，将菌悬液涂布均匀，每个稀释度做３个平行。３７℃
培养２４ｈ后进行菌落计数，单位为 ｌｇＣＦＵ／ｇ。
１．３．５　褐变度的测定

采用消光值法测定。取样品与冷却蒸馏水 １∶１０
（ｇ∶ｍＬ）混合匀浆后于０℃、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
取上清液于 ２５℃水浴锅内 ５ｍｉｎ，在 ４１０ｎｍ波长下
测定吸光值（Ａ４１０），结果以１０×Ａ４１０表示褐变度。
１．３．６　多酚氧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ＰＯ）酶活
力测定

参考 ＬＩＵ等［１７］
的方法，采用邻苯二酚法测定，略

作改动。称取 ３ｇ果肉，加入 １０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
７．８的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ｕｆｆｅｒｓａｌｉｎｅ，ＰＢＳ），冰
浴研磨成匀浆，于 ４℃下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上
清液备用。取１．５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８的 ＰＢＳ缓
冲液、１．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邻苯二酚，加入０．５ｍＬ酶提
取液，测定反应混合液在 ４２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的变
化，每隔３０ｓ记录 １次，共记录 ３ｍｉｎ。以 ＰＢＳ缓冲
液调零。１个酶活力单位（Ｕ）为测定条件下 １ｇ样品
１ｍｉｎ引起吸光值改变０．０１。按公式（１）计算 ＰＰＯ酶

活力：

ＰＰＯ酶活力／（Ｕ·ｇ－１）＝
ΔＡ４２０·Ｖ

０．０１·Ｖｓ·ｍ·ｔ
（１）

式中：ΔＡ４２０，４２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变化值；Ｖ，样品提
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定时所取样品提取液体积，
ｍＬ；ｍ，样品质量，ｇ；ｔ，反应时间，ｍｉｎ。
１．３．７　过氧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ＯＤ）酶活力测定

采用愈创木酚法测定
［１８］
。称取 ３ｇ果肉，加入

１０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８的 ＰＢＳ溶液，冰浴研磨成
匀浆，于 ４℃下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备
用。取２．５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８的 ＰＢＳ缓冲液，
１．０ｍＬ体积分数２％Ｈ２Ｏ２溶液，１．０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
愈创木酚溶液，加入０．５ｍＬ酶提取液，测定反应混合
液在４７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的变化，每隔 ３０ｓ记录 １
次，共记录３ｍｉｎ。以 ＰＢＳ缓冲液调零。１个酶活力
单位（Ｕ）为测定条件下１ｇ样品１ｍｉｎ引起吸光值改
变０．０１。按公式（２）计算 ＰＯＤ酶活力：

ＰＰＯ酶活力／（Ｕ·ｇ－１）＝
ΔＡ４７０·Ｖ

０．０１·Ｖｓ·ｍ·ｔ
（２）

式中：ΔＡ４７０，４７０ｎｍ波长处吸光值变化值；Ｖ，样品提
取液总体积，ｍＬ；Ｖｓ，测定时所取样品提取液体积，
ｍＬ；ｍ，样品质量，ｇ；ｔ，反应时间，ｍｉｎ。
１．３．８　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含量的测定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
［１８］
。称取 ３ｇ果肉，

加入 １０ｍＬ１００ｇ／Ｌ三氯乙酸溶液和少量石英砂，
冰 浴 研 磨 成 匀 浆，于 ４℃ 下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备用。取 ２ｍＬ上清液（对照组加入
２ｍＬ１００ｍｇ／ｍＬ三 氯 乙 酸 溶 液），加 入 ２ｍＬ
６ｍｇ／ｍＬ硫代巴比妥酸溶液，混匀后沸水浴 １５ｍｉｎ，
迅速冷却后再离心。取上清液分别测定 ４５０、５３２
和６００ｎｍ波长下的吸光值。按照公式（３）和公式
（４）计算 ＭＤＡ含量：

ｃ＝６．４５·（Ａ５３２－Ａ６００）－０．５６·Ａ４５０ （３）

ＭＤＡ含量／（μｍｏｌ·ｇ－１）＝Ｃ·ＶＶｓ·ｍ
（４）

式中：ｃ，ＭＤＡ浓度，μｍｏｌ／Ｌ；Ａ５３２、Ａ６００、Ａ４５０分别为
４５０、５３２和 ６００ｎｍ波长下的吸光值；Ｖ，提取液体
积，ｍＬ；Ｖｓ，测定时所取样品提取液体积，ｍＬ；ｍ，果
肉质量，ｇ。
１．３．９　感官评价方法

由１０名经过训练的品评员组成感官评价小组，
综合分析样品的外观形态、色泽、滋气味和口感，采用

９分制进行评分（表 １），其中 ９分为最好，１分为最
差，５分为货架期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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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鲜切苹果感官评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感官项目
分值／分

７～９ ４～６ １～３

外观形态 形态均匀，果外缘整齐，饱满 形态较均匀，果外缘较整齐，较饱满 形态不均匀，果外缘参差不齐，有皱缩

色泽
色泽均匀，无褐变，光泽度高，果肉呈

有光泽的白色

色泽较均匀，有轻微褐变，光泽度一般，

果肉出现变黄
色泽不均匀，褐变较严重，光泽度差

滋气味
甜酸适中，味道柔和，有苹果特有的

香甜气味，无异味

甜酸度不均衡，特定苹果香气不明显

且有微酸味

酸度失调，无香味，有较明显的

酸臭气味

口感 果肉脆度高，水分饱满，质地硬度高 质地较硬，果肉脆度一般，有轻微砂齿感
果肉质地变软，有水渍现象出现，口感

不均匀

１．３．１０　数据处理
每个试验重复 ３次，结果以 珋ｘ±Ｓ表示。用 Ｏｒｉ

ｇｉｎ９．１软件绘图。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进 行 差 异 显 著 性 分 析

（Ｐ＜０．０５，显著；Ｐ＜０．０１，极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生理与品质的影响
２．１．１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呼吸速率的影响

呼吸速率反映果蔬营养物质消耗快慢以及机体

的衰老程度，呼吸速率越大营养物质消耗越快，衰老

也越严重，因此控制果蔬采后呼吸速率对保持其较高

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乙醇熏蒸处理后，鲜切苹果

贮藏过程中呼吸速率的变化如图 １所示。各组呼吸
速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至第９天时对照组呼吸速率
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乙醇熏蒸组于第 １２天时
达呼吸高峰，峰值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图 １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呼吸速率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乙醇熏蒸处理推迟了鲜切苹果呼吸高峰的出现，

降低了呼吸峰值，但不同乙醇含量和熏蒸时间的作用

无差异。原因是乙醇能够延缓乙烯高峰的出现，抑制

乙烯的合成。ＡＳＯＤＡ等［１９］
研究发现，乙醇不仅能降

低青花菜呼吸速率，而且抑制了其在 ５ｄ贮藏期间呼

吸高峰的出现，保持了青花菜较好的品质，认为乙醇

是通过调节氨基环丙烷羧酸合成酶和氧化酶的活性

从而达到抑制乙烯合成，并延迟衰老。

２．１．２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菌落总数的影响
微生物数量超标是影响鲜切果蔬品质的重要因

素，不仅造成产品感官品质下降，致病菌还会影响人

体健康。不同乙醇含量分别熏蒸鲜切苹果 ２、４ｈ后，
贮藏过程中菌落总数如图２所示。随贮藏时间延长，
各组菌落总数均呈上升趋势。前 ３ｄ乙醇熏蒸组与
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第６天后乙醇熏蒸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至第１５天时，乙醇含量４００μＬ／Ｌ、
熏蒸２ｈ组菌落总数显著低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５），
其次为乙醇含量６００μＬ／Ｌ、熏蒸２ｈ组。可见乙醇杀
菌效果与其含量和熏蒸时间有关。

图 ２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菌落总数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

ａｐｐｌｅｓ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１．３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褐变度的影响
褐变是影响鲜切果蔬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鲜

切苹果采用乙醇熏蒸处理后褐变度的变化如图 ３所
示。随贮藏时间延长，乙醇熏蒸组褐变度略有增加，

但变化不明显，而对照组褐变度显著增加。乙醇熏

蒸组褐变度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贮藏前３ｄ
乙醇熏蒸组之间无显著差异，第 ６～１５天，乙醇含
量 ４００μＬ／Ｌ、熏蒸 ２ｈ组褐变度明显低于其他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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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蒸组（Ｐ＜０．０５）。乙醇对褐变的控制可能是对活
性氧的形成和相关氧化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２０］
。

图 ３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褐变度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１．４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 ＰＰＯ酶活力的影响
鲜切苹果中的酚类底物在 ＰＰＯ催化作用下氧化

成邻醌，邻醌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与植物体内的氨

基酸、金属离子和蛋白质等发生脱水、加成或聚合等

反应，最后形成黑色物质，严重影响其感官品质
［２１］
。

ＰＰＯ酶活力越高，越利于酶促褐变的发生，故抑制
ＰＰＯ酶活力是降低鲜切苹果酶促褐变的有效方法。
乙醇熏蒸后鲜切苹果 ＰＰＯ酶活力变化如图 ４所示，
各处理组 ＰＰＯ酶活力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对照
组在第９天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乙醇熏蒸组在
贮藏１２ｄ时达峰值，峰值低于对照组，说明乙醇熏蒸
处理延缓鲜切苹果 ＰＰＯ峰值的到达时间，且降低
ＰＰＯ峰值，其中乙醇含量 ４００μＬ／Ｌ、熏蒸 ２ｈ组 ＰＰＯ
值最低（Ｐ＜０．０５）。

图 ４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 ＰＰＯ酶活力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Ｐ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１．５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 ＰＯＤ酶活力的影响
ＰＯＤ是鲜切果蔬酶促褐变的关键酶之一。ＰＯＤ

可通过催化植物体内的 Ｈ２Ｏ２产生 Ｏ２，进而氧化酚类
物质生成醌类化合物，再通过一系列脱水、聚合等反

应生成黑色物质
［２２］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贮藏过程中

ＰＯＤ酶活力变化如图５所示。各组 ＰＯＤ酶活力随贮
藏时间延长而升高，对照组 ＰＯＤ酶活力与乙醇熏蒸

组相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说明乙醇熏蒸处理能够抑

制 ＰＯＤ活性，而乙醇熏蒸组间无差异。

图 ５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 ＰＯＤ酶活力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１．６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产物，其含量是反映

细胞膜脂过氧化作用强弱和细胞膜破坏程度的重要

指标。ＭＤＡ含量越高说明细胞膜遭受破坏越严重，
鲜切苹果的衰老程度越高

［２３］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如图 ６所示。各处理组 ＭＤＡ含量随贮藏
时间延长而增加，乙醇熏蒸组 ＭＤＡ含量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说明乙醇熏蒸处理可延缓衰老。在贮藏
后期，乙醇熏蒸组之间的 ＭＤＡ含量差异逐渐明显，
其中乙醇含量４００μＬ／Ｌ、熏蒸 ２ｈ组 ＭＤＡ含量上升
最为缓慢，抑制鲜切苹果衰老效果最显著。

图 ６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１．７　乙醇熏蒸对鲜切苹果感官评价的影响
鲜切苹果外观形态、色泽、滋气味和口感等感官

品质是影响其货架期的主要因素。由图７可知，贮藏
期间，实验各组感官评分逐渐降低，其中以对照组下

降速度最快，感官评分显著低于乙醇熏蒸组，且在第

１０天时感官评分接近 ５分，到达货架期终点。乙醇
熏蒸组中，乙醇含量４００μＬ／Ｌ、熏蒸 ２ｈ组感官评分

明显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５），贮藏至第 １５天时感
官评分接近对照组第６天，其他乙醇熏蒸组贮藏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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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天时接近货架期终点，且组间无差异。

图 ７　乙醇熏蒸鲜切苹果感官评分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ｆｕｍ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２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生理与品质的影响
２．２．１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呼吸速率的影响

高氧对果蔬呼吸速率的影响因果蔬种类、成熟

度、氧浓度、处理时间、温度以及环境中 ＣＯ２和乙烯

含量不同而不同
［２４－２５］

。研究表明，高氧可以提高葡

萄柚、柠檬、鲜切蘑菇、草莓、香蕉和荔枝等的呼吸速

率
［２６］
，抑制桃、苹果、黄瓜、鲜切梨、枇杷和马铃薯片

等的呼吸速率
［２７］
，鲜切芹菜和菊苣则对高氧不敏

感
［２８］
。ＬＵ等［２９］

研究发现，经纯氧短期前处理的苹

果加工成的鲜切苹果片，在低氧气调贮藏期间，呼吸

速率受到显著抑制，这表明高氧预处理对呼吸的抑制

作用有后续效应。由图８可知，鲜切苹果贮藏过程中
呼吸速率先升高，到达峰值后降低，高氧预处理组呼

吸高峰出现的时间较对照组晚，且峰值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组间无差异，表明高氧预处理延迟了鲜切
苹果呼吸高峰，降低呼吸速率。高氧抑制呼吸作用可

能与其对三羧酸循环中某些酶的抑制作用有关
［２６］
。

图 ８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呼吸速率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２．２．２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菌落总数的影响
鲜切苹果经高氧预处理后菌落总数变化如图 ９

所示。贮藏期间，菌落总数不断上升。贮藏前６ｄ，高
氧预处理各组菌落总数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

中高氧预处理 ２４ｈ组菌落数最低（Ｐ＜０．０５），之后
高氧预处理组菌落总数迅速增长。第 １２～１５天，各
实验组菌落数无显著差别。说明高氧预处理仅在鲜

切苹果贮藏前６ｄ发挥出一定的抑菌效果，之后无作
用。高氧处理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高氧

胁迫诱导了微生物细胞内活性氧的生成，从而对细胞

产生毒害作用
［３０］
。

图 ９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菌落总数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

ａｐｐｌｅｓ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２．２．３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褐变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高氧预处理或高氧包装能够抑制苹

果
［２９］
、芹菜、马铃薯

［３１］
和混合蔬菜沙拉

［３２］
等鲜切果

蔬的褐变。本研究采用体积分数为９５％ ～１００％ Ｏ２，
分别处理 １２、２４和 ３６ｈ后，鲜切苹果贮藏期间褐变
度变化如图１０所示。各处理组随贮藏时间延长褐变
度上升，贮藏前期上升幅度较小，第９～１５天褐变较前
期严重，且高氧预处理组与对照组出现差异，前者褐变

程度明显低于后者（Ｐ＜０．０５），其中高氧预处理 ２４ｈ
组褐变度最低。高氧处理能抑制酶促褐变，并具有后

续效应，但高氧抑制酶促褐变的机制仍不清楚。

图 １０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褐变度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２．２．４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 ＰＰＯ酶活力的影响
通过高氧预处理一定时间后，鲜切苹果贮藏过程

中 ＰＰＯ酶活力逐渐提高（图 １１），前 ９ｄ高氧预处理
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第 ９天后对照组 ＰＰＯ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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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迅速上升，至第 １２天时达最高值，之后缓慢下降。
高氧预处理组第 ９天后 ＰＰＯ酶活力变化不明显，显
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高氧组间无显著差异。
ＤＡＹ［３３］研究发现，大于 ７０％的高氧处理能有效抑制
果蔬褐变，并认为高氧抑制 ＰＰＯ底物的产生，或高
浓度的醌可以反馈抑制 ＰＰＯ酶活力。

图 １１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 ＰＰＯ酶活力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Ｐ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２．２．５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 ＰＯＤ酶活力的影响
由图１２可知，鲜切苹果 ＰＯＤ酶活力随贮藏时间

延长而升高，贮藏前期高氧预处理组与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贮藏后期高氧预处理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说明高氧预处理降低了 ＰＯＤ酶活力，高氧预处理不同
时间对 ＰＯＤ酶活力影响无差异。

图 １２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 ＰＯＤ酶活力变化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２．２．６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变化如图 １３

所示。各处理组在贮藏过程中 ＭＤＡ含量逐渐增加，
前３ｄ增幅缓慢，贮藏后期增幅加快。第 ９天后高氧
预处理组 ＭＤＡ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
明高氧预处理延缓了鲜切苹果的衰老，其中高氧预处

理２４ｈ组 ＭＤＡ含量最低（Ｐ＜０．０５），延缓衰老效果
最显著。许多研究表明

［２９，３４］
，高氧处理可抑制果蔬

膜脂过氧化，延缓衰老，但其抑制机理尚不清楚。

２．２．７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感官评价的影响
高氧预处理对鲜切苹果在贮藏期间感官评分变

图 １３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 ＭＤＡ含量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化如图１４所示，各组感官评分逐渐降低，贮藏前 ６ｄ
感官评分下降缓慢，６ｄ后下降迅速。对照组下降速
度最快，感官评分显著低于高氧预处理组（Ｐ＜０．０５），
在第９天时感官评分达到货架终点临界值５分。高氧
预处理组中，前６ｄ无显著差异，第 ９天开始高氧预
处理２４ｈ组感官评分明显高于其他２组（Ｐ＜００５）。

图 １４　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感官评分变化

Ｆｉｇ．１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ｃｕｔａｐｐｌｅ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ｘｙｇｅｎ

３　结论

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可抑制微生物生长、降低

呼吸速率、减缓衰老、减轻褐变，从而保持鲜切苹果较

高的生理特性与品质。乙醇熏蒸效果与乙醇含量和

熏蒸时间有关，乙醇体积分数为 ４００μＬ／Ｌ，熏蒸 ２ｈ
效果最佳。高氧预处理效果与处理时间有关，当采用

体积分数为９５％ ～１００％ Ｏ２时，处理２４ｈ效果最好。
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理鲜切苹果方法简单，成本低

廉，对人体无毒副作用。因此，乙醇熏蒸与高氧预处

理是安全有效的保鲜方法，可应用于鲜切苹果的加工

与贮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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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娜，邓秋秋，柴裕清，等．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成分的变化［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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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成分的变化

刘娜１，２，邓秋秋１，２，柴裕清１，２，赵治兵１，２，谢国芳１，２

１（贵阳学院 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５）２（贵州省果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５）

摘　要　猕猴桃果实的成熟调控机理较为清晰，但后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成分变化尚不清楚。以‘贵长’猕

猴桃果实为试材，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 ６．５％时采收，采后置于（２５±１）℃贮藏，每隔 ４ｄ取样分析其呼吸速

率和食用品质，按无籽果肉、带籽果肉和果心 ３部位取样，分析其营养成分。结果表明，采收时不同部位营养成

分存在显著差异。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固酸比持续升高，糖酸比先升高后降低。不同

部位的营养成分均发生显著变化，除带籽果肉多酚含量持续上升，果心叶绿素含量持续下降外，不同部位其他营

养成分含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但其峰值在不同时间到达。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营养成分在不同部位

进行代谢及转移，影响果实的品质。

关键词　猕猴桃；后熟；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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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猕猴桃营养丰富，富含 ＶＣ、多种矿物质和氨基

酸，被誉为“水果之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１］
。

猕猴桃皮薄汁多，属于呼吸跃变型果实，后熟极其明

显，极大影响果实的贮藏、运输与销售
［２，３］
。猕猴桃

果实采后成熟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后熟软化现

象
［３－５］

，在果实迅速软化过程中伴随果实可溶性固形

物、可滴定酸、还原糖和 Ｖｃ等的变化［６，７］
，导致食用

品质下降和贮藏期缩短。因此，控制猕猴桃后熟在猕

猴桃保鲜贮藏中至关重要。目前，控制猕猴桃后熟技

术大多基于整果开展相关研究，主要有乙烯吸附

剂
［３］
、低温

［７］
、乙烯抑制剂

［１－５］
、气调包装

［８，９］
及植物

生长调节剂
［１０－１１］

等，然而贮运技术对果实不同部位

营养成分的影响尚不清楚。

前期研究发现，猕猴桃果实采后成熟过程中带籽

果肉部位先软化，而后向果皮和果心扩散
［１２］
。然而

猕猴桃成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成分的变化规律尚不

清楚。为了解这一规律，以‘贵长’猕猴桃为试材，分析

其采后成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品质的变化规律，以

期明确猕猴桃后熟规律，为其贮运技术改进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１　试验材料

‘贵长’猕猴桃，采自贵州省修文县平滩村猕猴

桃种植基地。当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

（６．５±０．５）％时采收，采后４ｈ内运回贵州省果品加
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室，室温放至散去田间热。

１．１．２　试验仪器
ＰＡＬＢＸ手持型糖酸一体机，日本 Ａｔａｇｏ公司；

ＴＣＬ１６Ａ冷冻离心机，长沙平凡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ＵＶ２５５０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ＨＢＳ
１０９６Ａ酶标分析仪，南京德铁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样品处理方法

选择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果实，按每袋 １５个
进行分装，共１８袋，置于（２５±１）℃、相对湿度（８５±
５）％下贮藏，在贮藏０、５、１０、１５、２０和２５ｄ时取样，每
次取３袋。测完呼吸速率后，每袋取１０个按图１的方
法分别收集果心、带籽果肉及无籽果肉，其余５个以图
１的方式取猕猴桃果实中间含果心、带籽果肉和无籽
果肉部分２ｃｍ厚作为整果（图１切面），测定可溶性固
形物和总有机酸。所有样本收集后立即用液氮迅速冷

冻并将其粉碎，于 －８０℃保存，用于其他指标测试。

图 １　不同部位取样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１．２．２　测定指标及方法
呼吸速率测定参照 ＸＩＥ等［１３］

方法测定；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的测定：选取３个猕猴桃打浆混匀，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２滴，采用 ＰＡＬＢＸ手持
型糖酸一体机测定，结果用％表示。总有机酸含量：
选取３个猕猴桃果实打浆混匀，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
ｍｉｎ，取１ｇ上清液，用重蒸馏水定容至 ５０ｇ，用 ＰＡＬ
ＢＸ手持型糖酸一体机进行总有机酸含量测定，结果
用％表示；还原糖含量：采用 ３５二硝基水杨酸比色
法

［１４］
测定，以新鲜样品中所含的葡萄糖百分比（％）

来表示；固酸比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总有机酸含量

的比值；糖酸比为还原糖与总有机酸含量的比值；叶

绿素含量：采用比色法
［１４］
测定，以 １００ｇ鲜样中所含

叶绿素量（ｍｇ）表示，即 ｍｇ／１００ｇ；抗坏血酸采用比色
法

［１３］
测定，以 １００ｇ鲜样中所含抗坏血酸量（ｍｇ）来

表示，即 ｍｇ／１００ｇ；多酚含量：采用福林酚法［１５］
测定，

以１００ｇ鲜样中所含没食子酸的含量（ｍｇ）表示，即
ｍｇ／１００ｇ；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测定：采用比色法［１０］

测定，以１００ｇ鲜样中所含还原性谷胱甘肽量（ｍｇ）
表示，即 ｍｇ／１００ｇ；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
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活性：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１２］

测定。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再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统计软件进行 Ｄｕｎｃａｎ’ｓ组间差异显著性统计，
Ｐ＜０．０５表示在 ９５％置信水平上差异显著，最后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７．０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贵长’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呼吸速率的变化
由图２可知，‘贵长’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其

呼吸速率在储藏前５ｄ时显著升高，增幅达２３．７１％。
在储藏５ｄ时到达呼吸高峰，随后迅速下降，降幅达
８６．２２％，储藏 １０ｄ后维持较低的呼吸速率，与张承
等

［１６］
研究结果一致，但布鲁诺猕猴桃在 ２５℃下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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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ｄ时达到呼吸高峰［４］
，说明品种对猕猴桃果实采后

生理影响较大。

图 ２　猕猴桃采后成熟呼吸速率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ａｆ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下同）

２．２　‘贵长’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食用品质的变化
由图 ３可知，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和固酸比呈持续上升趋势，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在储藏 ５ｄ时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增幅为
３０．１９％，与贵长、布鲁诺和毛花等品种变化基本一
致

［４，６，１７］
；固酸比上升相对平缓，增幅在 １０．５４％ ～

２４．３４％，与石小玉等［１２］
和曹森等

［１７］
研究结果一致。

总有机酸含量和糖酸比则呈先增后减趋势，在储藏

５ｄ时显著增加（Ｐ＜００５），增幅分别达 ７．５％和
１４．７９％，总有机酸含量在储藏 １０ｄ时达到峰值，糖
酸比则在储藏 ２０ｄ时达到峰值，与前期研究中可滴
定酸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１２］
。

α可溶性固形物；ｂ总有机酸；ｃ固酸性；ｄ糖酸比

图 ３　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食用品质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ａｔ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２．３　‘贵长’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不同部位营养品
质的变化

由表１可知，采收时带籽果肉部分总有机酸含量、
叶绿素含量、还原糖含量、Ｖｃ含量和 ＳＯＤ活性显著高于
其他部位（Ｐ＜０．０５）；果心部位总有机酸含量、叶绿素含
量和Ｖｃ含量显著低于其他部位（Ｐ＜０．０５）；无籽果肉部
位多酚含量显著高于其他部位，还原糖含量和ＳＯＤ活性
却显著低于其他部位（Ｐ＜００５），说明猕猴桃果实中不
同的营养成分分布在不同部位并在后熟过程中发生转

移或转化，维持果实的生命活动。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

中，不同部位总有机酸含量和还原糖含量呈先增后减的

变化趋势，但不同部位的指标达到峰值的时间不同。带

籽果肉和整果总有机酸含量在储藏１０ｄ时达到了峰值，
而果心和无籽果肉峰值则分别在１５和 ２０ｄ；无籽果肉、

带籽果肉和果心的还原糖含量在２０ｄ达到峰值，而整果
则在１０ｄ达到峰值，模拟运输后还原糖的峰值提前至
５ｄ，与贵长猕猴桃报道结果一致［１２，１６－１７］

；在储藏前１０ｄ，
带籽果肉的总有机酸含量显著高于无籽果肉（Ｐ＜
０．０５），果心还原糖含量显著高于无籽果肉（Ｐ＜０．０５），
储藏１５ｄ后则相反；果心总有机酸含量均显著低于其余
２部位（Ｐ＜０．０５），带籽果肉还原糖含量均显著高于无籽
果肉和果心（Ｐ＜０．０５）。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无籽果
肉和整果叶绿素含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在储藏

１０ｄ时达到峰值，与前期研究及报道结果不一致［１２，１６］
，说

明采后储运条件和成熟度影响叶绿素的变化；带籽果肉

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部位（Ｐ＜０．０５），呈先降低后
升高趋势，且采收时含量最高；果心叶绿素含量最低且

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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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１　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不同部位营养成分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测定指标 部位
贮藏时间／ｄ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总有机酸含量／％

无籽果肉 　１．８３±０．０１ｂ １．８４±０．０４ｂ ２．０３±０．０７ｂ 　２．０５±０．０４ａ ２．３８±０．０１ａ １．９６±０．０３ａ

带籽果肉 １．９６±０．０２ａ １．８６±０．０２ｂ ２．１５±０．０２ａ ２．０２±０．０１ａ １．８４±０．０１ｂ １．７１±０．０５ｂ

果心 ０．９６±０．００ｃ ０．９４±０．０１ｃ ０．９６±０．０３ｃ １．８３±０．０１ｃ １．５７±０．０５ｃ １．２９±０．００ｃ

整果 １．８５±０．０５ａｂ ２．００±０．０２ａ ２．０２±０．０３ｂ １．９２±０．００ａｂ １．８６±０．０２ｂ １．７９±０．０３ｂ

叶绿素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１］

无籽果肉 　１．７６±０．０３ｂ １．９０±０．０９ｂ ２．１０±０．１９ｂ 　 １．７８±０．１４ｂｃ １．５１±０．０６ｃ １．４８±０．１４ｂ

带籽果肉 ２．２６±０．１４ａ ２．２３±０．０５ａ ２．２０±０．０１ａｂ １．９３±０．１５ｂ ２．１４±０．１７ａ ２．２１±０．０１ａ

果心 １．６６±０．０３ｂ １．６０±０．０６ｃ １．６４±０．０４ｃ １．５７±０．１４ｃ １．４３±０．０９ｃ １．２５±０．１０ｂ

整果 １．９２±０．１３ｂ ２．３０±０．１７ａ ２．４９±０．１０ａ ２．２７±０．０８ａ １．９７±０．０８ｂ １．３２±０．０５ｂ

还原糖含量／％

无籽果肉 　２．７２±０．０１ｃ ３．７１±０．０１ｃ ４．９３±０．２８ｃ ６．６０±０．３４ａ ６．０７±０．１０ｃ ４．８３±０．２４ｃ

带籽果肉 ５．３６±０．０５ａ ６．７６±０．６０ａ ７．３２±０．００ａ ７．７０±０．６８ａ １０．８０±０．０２ａ ８．２７±０．１３ａ

果心 ３．１０±０．２０ｂｃ ５．９３±０．０１ａｂ ６．１３±０．０６ｂ ６．３１±０．１７ａ ７．４４±０．３６ｂ ５．８６±０．１４ｂ

整果 ３．４４±０．０５ｂ ５．０８±０．２９ｂ ７．１４±０．０２ａ ７．３２±０．１９ａ ７．５１±０．４０ｂ ５．５２±０．２２ｂｃ

Ｖｃ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１］

无籽果肉 １３９．６７±１．４２ｃ １６０．３７±０．３６ｂ １９０．７５±２．６０ｃ　 １７１．５０±６．８９ｄ １６１．１５±９．０８ｃ １４０．２９±０．８７ｃ

带籽果肉 １８９．２４±２．０１ａ １９３．２４±１．３０ａ １９８．８０±５．４５ａｂ ２３９．２１±１．８４ａ ２４０．８１±３．２４ａ ２２２．８９±１．２０ａ

果心 １０２．１６±２．９６ｄ １２６．７８±２．３４ｃ ２０５．６５±１．０５ａ １８７．５２±０．５３ｃ １８５．２７±１．８５ｂ １３１．９４±２．０６ｃ

整果 １７３．３８±３．８６ｂ １８６．７６±４．３７ａ １９８．３９±３．６７ａｂ ２０５．８０±１．０１ｂ １７９．７３±１２．８１ｂｃ １７３．８９±７．３９ｂ

总酚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１］

无籽果肉 １６５．１６±０．６０ｂ ２０６．０６±０．３３ａ ３０７．０７±０．８２ａ　 ２７２．４２±１．３２ｃ ２３９．２８±４．４７ｂ １３９．４８±６．５５ｂ

带籽果肉 ９９．０２±６．７９ｂ ９９．２２±０．３０ｄ １５８．３４±０．４８ｄ １９９．３９±０．４６ｄ ２７７．４１±２．３４ａ ３２９．９６±０．６９ａ

果心 １４９．２９±６．０６ａ １９２．４６±２．９６ｂ ２０９．０７±６．０２ｃ ３６６．７８±５．９３ａ １６４．５０±１．５２ｃ １２６．７８±４．１９ｂ

整果 １１２．３５±５．３２ｂ １４０．４３±１．３２ｃ ２７７．１０±６．８６ｂ ３４８．９８±０．５６ｂ １６２．２５±３．５２ｃ １０８．５１±２．４８ｃ

谷胱甘肽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１］

无籽果肉 １６．０８±０．００ａ ２２．０３±０．２９ａ ２２．５２±０．１８ａ　 ２１．４５±０．４７ｄ ３５．５９±０．５５ａ ２１．４６±０．０３ａ

带籽果肉 １６．８６±０．１４ａ １７．６１±０．０５ｂ １９．１２±０．１５ｃ ２９．３８±０．４３ｃ １７．２１±０．２１ｂ １７．０８±０．８１ｂ

果心 １７．０６±０．８４ａ １８．３７±０．５９ｂ ２０．６０±０．５１ｂ ５７．２５±０．７６ａ １６．９９±０．２３ｂ １６．８７±０．２６ｂ

整果 １６．７４±０．３２ａ １７．９１±０．０９ｂ ２２．０４±０．２８ａ ５２．５９±０．１８ｂ １６．６３±０．２８ｂ １６．８６±０．３８ｂ

ＳＯＤ酶活性／

（Ｕ·ｇ－１）

无籽果肉 ７８．１２±１．５２ｄ １７１．４４±６．８５ｃ １８１．１１±１１．７１ｃ ２２６．４６±１０．７４ｃ ２７２．８５±８．９６ａｂ １５０．０３±７．４１ｄ．

带籽果肉 ２４２．８８±４．５７ａ ３１０．７７±７．２７ａ ３７３．７７±６．１６ａ ３５２．６２±６．９１ａ ３０９．０９±１６．４８ａ ２６５．４４±０．４０ａ

果心 １９２．６６±６．５８ｂ ２２４．１３±８．６４ｂ ３４７．３２±１１．６５ａ ２８９．３６±２３．５１ｂ ２４１．０８±４．４３ｂ ２１６．０１±３．２９ｃ

整果 １４８．８８±４．７２ｃ １７６．１９±８．８２ｃ ２８７．５８±１８．１７ｂ ３０６．７５±６．６８ｂ ３０５．５６±１５．５２ａ ２３３．３１±０．５８ｂ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不同部位 Ｖｃ含量均呈
先升高后降低趋势，无籽果肉和果心 Ｖｃ含量在 １０ｄ
时达到峰值，整果和带籽果肉峰值分别在１５和 ２０ｄ，
带籽 果 肉 峰 值 时 Ｖｃ含 量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部 位
（Ｐ＜０．０５），无籽果肉峰值时则显著低于其他部位
（Ｐ＜０．０５），变化趋势与‘贵长’猕猴桃的报道一
致

［３］
，但徐燕红等

［６］
发现高成熟度毛花猕猴桃采后

贮藏期间 ＶＣ含量呈下降趋势，低成熟度和高成熟度
则呈持续上升趋势，中华猕猴桃采后则呈先降低后升

高趋势
［１０］
，说明品种和采收成熟度影响猕猴桃果实

ＶＣ含量及变化趋势。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无籽
果肉、果心和整果多酚含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

分别在１０和 １５ｄ时达到峰值，与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
报道

‘贵长’猕猴桃总酚含量峰值在２１ｄ的结果不一致，可
能是果实采收成熟度及取样部位不同引起。带籽果肉

多酚含量则呈持续增加趋势；采收时带籽果肉总酚含

量显著低于其他部位（Ｐ＜０．０５），储藏 ２５ｄ时则显著
高于其他部位（Ｐ＜０．０５）；储藏期间峰值时果心总酚
含量显著高于无籽果肉和带籽果肉（Ｐ＜０．０５）。猕
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不同部位和整果谷胱甘肽含量

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带籽果肉、果心和整果 １５ｄ
时达到峰值，无籽果肉峰值则在 ２０ｄ，与中华猕猴桃
报道一致

［１０］
；峰值时果心谷胱甘肽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部位（Ｐ＜０．０５），带籽果肉则显著低于其他部位
（Ｐ＜００５）。猕猴桃采后成熟过程中，不同部位和整
果 ＳＯＤ活性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带籽果肉和
果心在１５ｄ达到峰值，无籽果肉和整果则在２０ｄ时，
曹森等

［１７］
发现模拟运输后提前到 ５ｄ，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
报道为２０ｄ，另外，千春录等［９］

发现中华猕猴桃

在２０℃下贮藏的峰值为 ７ｄ，这说明品种、成熟度和
储运条件等因素均影响猕猴桃采后 ＳＯＤ活性的变
化。还发现峰值时带籽果肉 ＳＯＤ活性显著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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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Ｐ＜００５），无籽果肉则显著低于其他部位
（Ｐ＜０．０５），可能是猕猴桃籽中 ＳＯＤ高活性引起，具
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　讨论

采收时，猕猴桃果实总有机酸含量、叶绿素含量、

还原糖含量、Ｖｃ含量和 ＳＯＤ活性主要来源于带籽果
肉部位，多酚则主要来源于无籽果肉部位。猕猴桃后

熟过程中，呼吸速率快速增加，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迅

速上升。随着果实后熟，总有机酸含量和还原糖含量

先升高后降低；贮藏后期总有机酸降幅低于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增幅，导致固酸比持续增加，贮藏后期还原

糖含量降幅大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增幅，以致糖酸比

呈先增大后减小。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不同部位

相同营养成分、相同部位不同营养成分均呈现不同变

化，除带籽果肉部位多酚含量持续上升，果心部位叶

绿素含量持续下降外，虽然不同部位其他营养成分含

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但其峰值到达的时间不

同。在后熟过程中，贮藏后期猕猴桃果实无籽果肉部

位总有机酸含量、谷胱甘肽含量显著高于其他部位，

而带籽果肉部位中叶绿素含量、还原糖含量、Ｖｃ含
量、多酚含量和 ＳＯＤ活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位。本研
究初步明确了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不同部位营养

成分的变化规律，但后熟过程中营养成分库源关系及

其调控机理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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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３９１
引用格式：马欣，乔俊卿，马蓉丽．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采后主要病原菌的抑制效果［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８６－

１９１．ＭＡＸｉｎ，ＱＩＡＯＪｕｎｑｉｎｇ，ＭＡＲｏｎｇｌ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Ａｌｔｅｒ
ｎａｔ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ｏｆ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８６－１９１．

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采后主要病原菌的抑制效果

马欣１，乔俊卿２，马蓉丽１

１（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健康学院，山西 运城，０４４０００）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研究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菌活性，以期为新型天然果蔬保鲜剂的开发奠定基础。采用
菌丝生长速率法、稀释平板计数法测定离体抑菌活性，以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的
提取物处理樱桃番茄，测定果实发病率。当黄柏提取物质量浓度为 １２ｇ／Ｌ时，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菌丝生长
抑制率和孢子萌发抑制率均达 ８０％以上，ＭＩＣ分别为 ２５、１２．５ｇ／Ｌ，最小杀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ａｌ，ＭＦＣ）分
别为 ５０、２５ｇ／Ｌ，半抑制浓度（ｈａｌ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５０）值分别为 ６．０８、４．３２ｇ／Ｌ；黄柏提取物对
樱桃番茄果实黑斑病和青霉果腐病均表现出显著的保护和治疗作用，且保护作用更强，贮藏 １２ｄ后，对照组全
部腐烂，保护作用试验处理组的发病率仍显著降低，防治效果分别为 ２１．１１％和 ３８．５２％。以不同有机溶剂萃
取，正丁醇萃取物对 ２种病原真菌的抑菌率均达到９０％以上。黄柏提取物对２种樱桃番茄采后病原真菌均表现
出良好的抑菌作用，可有效降低果实发病率，且正丁醇萃取物抑菌效果最佳，该研究为开发新型、高效、天然、环

保的果蔬保鲜剂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关键词　黄柏；樱桃番茄；链格孢；扩展青霉；抑制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ｏｆ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

ＭＡＸｉｎ１，ＱＩＡＯＪｕｎｑｉｎｇ２，ＭＡＲｏｎｇｌｉ１

１（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ｕｎｃｈｅｎｇ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ｕｎｃｈｅｎｇ０４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
ａｎｄ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ｓｈ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ｆｒｕ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ｙｃｅｌｉｕｍ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ｗａｓ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Ｗｈｅ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ｗａｓ１２ｇ／Ｌ，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ｍｙｃ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ｐｏｒｅｇ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ｘｐａｎｓｕｍ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ｏｖｅｒ８０％．ＭＩＣｓｗｅｒｅ２５ａｎｄ１２．５ｇ／Ｌ，ｔｈｅｍｉｎｉ
ｍｕｍ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ａｌ（ＭＦＣ）ｗｅｒｅ５０ａｎｄ２５ｇ／Ｌａｎｄｔｈｅｈａｌ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５０）ｗａｓ
６．０８ａｎｄ４．３２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ｒｏｔｏｆ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Ａｆｔｅｒ１２ｄａｙｓ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ｈｅ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ｒｏｔ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２１．１１％ ａｎｄ３８．５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ｎｂｕｔ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ｔｏ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ｇｉ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９０％．Ｔｈｅ
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ｈａｄｇｏｏ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ｇｉｏｆ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
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ｎｂｕｔ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ｉｎｆｕｎｇｉ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ｅｗ，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ｆｒｅｓｈ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ｆｒｕ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ｅ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第一作者：硕士，讲师（马蓉丽研究员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ｏｎｇｌｉ１９５７＠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山西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青年科技研究基金项目（２０１８０１Ｄ２２１３２２）；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７，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７



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８７　　

　　 樱桃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ｉｌｌ．ｖａｒ．
ｃｅｒａｓｉｆｏｒｍｅ）又名圣女果、小番茄，既可作蔬菜又可作水
果，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风味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樱桃番茄果实皮薄汁多，采后易受到机械损伤和

微生物侵染，贮藏期间易腐烂变质
［１］
，其中因微生物侵

染导致的水果病害最为严重和普遍
［２］
。青霉（Ｐｅｎｉｃｉｌ

ｌｉｕｍｓｐｐ．）、链格孢（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ｓｐｐ．）、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
ｕｍ）等是引起果蔬贮藏期病害的重要病原真菌，在引
水果发腐烂的同时还能积累真菌毒素，如扩展青霉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在低温贮藏条件下也可侵染果
实产生棒曲霉素、桔霉素等潜在致癌物质

［３－４］
。

目前，采用化学合成杀菌剂是控制果蔬采后病害

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化学杀菌剂的频繁使用，导致病

原菌产生抗药性，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５］
。

因此，开发安全、有效、绿色环保的天然杀菌剂替代化

学合成杀菌剂已成为当前农产品采后贮藏与保鲜研

究 的 一 个 热 点。 黄 柏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又名黄檗，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植物，具有抗
菌、抗滴虫、治疗肝炎、抗溃疡、抗氧化、抗癌等多种药

理活性
［６］
。研究表明，黄柏提取物对稻瘟病菌、小麦

纹枯病菌、稻纹枯病菌、小麦赤霉病菌、玉米小斑病

菌、番茄枯萎病菌等多种植物病原真菌具有较强抑制

作用
［６－８］

。但关于黄柏提取物对果蔬采后主要致病

菌的抑制效果研究较少，尤其是对扩展青霉抑菌效果

的研究未见报道。本试验以 ２种重要的樱桃番茄采
后病原菌为靶标，系统研究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活性，

并对其粗提物的最佳萃取剂进行筛选，以期为新型天

然果蔬保鲜剂的开发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黄柏

中药黄柏，购于山西省运城市中药市场，使用枝

皮部位。

１．１．２　供试菌种和培养基
链格孢（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扩展青霉（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

ｕｍｅｘｐａｎｓｕ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由马铃薯葡
萄糖琼脂（ＰＤＡ）培养基２８℃下继代培养，在４℃冰箱
保存备用。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黄柏提取物的制备

采用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制备黄柏提取物。将

阴干的黄柏枝皮在４５℃恒温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吹干

至发脆，经粉碎后过 ８０目筛备用。称取样品干粉
１００ｇ，用体积分数为７０％的乙醇按 ６∶１（ｍＬ∶ｇ）的液
固比浸泡，充分搅拌使溶剂完全浸没中草药材料，置

于避光处静置２４ｈ后，在４５℃，８０Ｈｚ的条件下超声
辅助提取３０ｍｉｎ，减压抽滤得滤液，残渣再次采取同
样方法进行处理，重复提取 ３次，合并 ３次滤液。将
滤液用旋转蒸发仪于４０℃条件下减压浓缩至无溶剂
蒸出（呈浸膏状），然后用 ５０％的乙醇定容至 １０００
ｇ／Ｌ，密封标记后置于４℃冰箱中保存备用［６］

。

１．２．２　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测定
１．２．２．１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抑菌效
果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抑菌活性。取一定量

上述提取液于 ＰＤＡ培养基中混合均匀，制成质量浓
度为１０ｇ／Ｌ的带药培养基，倒入培养皿中，待培养基凝
固后，用内径６ｍｍ的打孔器在菌落边缘生长旺盛区域
打取菌饼，然后用接种针挑至培养皿中心处，每皿１个
菌饼，每处理重复３次。以混有５０％乙醇的 ＰＤＡ培养
基作为对照，置于２８℃恒温培养箱中培养。当对照组
菌落生长至充满培养皿约８０％时，采用十字交叉法测
量供试病菌的菌落直径，按公式（１）计算生长抑制率。

抑菌率／％ ＝对照菌落直径 －处理菌落直径
对照菌落直径

×１００ （１）

１．２．２．２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最小抑菌
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的测定

菌悬液的制备：无菌条件下，将病原菌接种到 ＰＤＡ
培养基上，于２８℃恒温培养箱中培养４～５ｄ后，用无菌
水冲洗至瓶中，经过滤后充分振荡均匀形成孢子悬浮

液，采用血球计数法，使孢子浓度控制在１０６ＣＦＵ／ｍＬ。
采用二倍稀释法，将黄柏提取液稀释成 １．９５～

１０００ｇ／Ｌ共１０个质量浓度梯度，然后按体积比１∶９的
比例与融化的ＰＤＡ培养基混合，制成提取液终质量浓度
为０．１９５～１００ｇ／Ｌ含药培养基，采用平板涂布法，取
２０μＬ供试菌悬液均匀涂于含药培养基上，以５０％乙醇处
理作为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３次，置于２８℃的培养箱中
培养。２ｄ后观察，以无菌生长的最低含药浓度为最小抑
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将无菌生
长的培养皿继续培养７ｄ后观察，以无菌生长的最低含药
浓度为最小杀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ａｌ，ＭＦＣ）［９－１０］。
１．２．２．３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抑菌活性
的室内毒力测定

将１０００ｇ／Ｌ的黄柏提取液与 ＰＤＡ培养基混合，
制成最终质量浓度为 １２、６、３、１．５和 ０．７５ｇ／Ｌ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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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药培养基，按照“１．２．２．１”所述方法，采用菌丝生长
速率法测定不同浓度黄柏提取物对病原菌生长的抑

制率，每处理重复３次，以混有５０％乙醇的 ＰＤＡ培养
基作为对照。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以黄柏提取液浓
度的对数值为横坐标，平均抑制率的机率值为纵坐标，

计算毒力回归方程、相关系数（ｒ）、半抑制浓度（ｈａｌｆ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５０）和置信区间

［１１］
。

１．２．２．４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孢子萌发
的影响

采用稀释平板计数法测定提取液对病原菌孢子萌

发的抑制作用
［６］
。取黄柏提取物，制成终质量浓度为

１２、６、３、１．５和０．７５ｇ／Ｌ的含药培养基，制备１０６ＣＦＵ／ｍＬ
的病原菌孢子悬浮液，并稀释成浓度约１００ＣＦＵ／ｍＬ，吸
取２０μＬ菌悬液均匀涂布于培养基上，２８℃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４ｄ，每处理重复３次，以混有５０％乙醇的ＰＤＡ培
养基作为对照；按公式（２）计算抑制率：

抑制率／％ ＝
Ｎ０－Ｎ
Ｎ０

×１００ （２）

式中：Ｎ０，对照组菌落数；Ｎ，涂布提取物平板菌落数。
１．２．３　黄柏不同极性萃取物的抑菌活性测定

称取黄柏枝皮干粉 １００ｇ，按照“１．２．１”所述方
法提取，旋转蒸发浓缩为浸膏，用１００ｍＬ超纯水溶解
后，依次用等体积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分

别萃取。各级萃取液经减压浓缩形成浸膏，分别用

５０％乙醇溶解，定容至质量浓度为４００ｇ／Ｌ，最终得到
石油醚相、氯仿相、乙酸乙酯相、正丁醇相和水相，

４℃保存备用。以５０％乙醇为对照，按照“１．２．２．１”
所述方法，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不同萃取相对病

原菌生长的抑制率，每处理重复３次。
１．２．４　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采后黑斑病和青霉果
腐病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挑选新鲜、大小均一、成熟度一致、无机械损伤和

微生物侵染的樱桃番茄，洗净后在质量分数０．１％次氯
酸钠溶液中浸泡１～２ｍｉｎ，清水冲洗，室温晾干备用。

保护作用试验：配制质量浓度为 ＭＩＣ的黄柏提
取物，均匀喷洒于樱桃番茄表面，１２ｈ后用病原菌孢
子悬浮液（１０６ＣＦＵ／ｍＬ）均匀地喷洒于樱桃番茄表
面，待菌液晾干后，置于一次性聚乙烯盒中，用打孔的

聚乙烯保鲜袋包装。治疗作用试验：用病原菌孢子悬

浮液（１０６ ＣＦＵ／ｍＬ）均匀地喷洒于樱桃番茄表面，
１２ｈ后用质量浓度为 ＭＩＣ的黄柏提取物均匀地喷洒
于樱桃番茄表面，果实自然晾干，置于一次性聚乙烯

盒中，用打孔的聚乙烯保鲜袋包装。

将处理好的樱桃番茄置于 ２５℃条件下放置，每
隔３ｄ测定其发病率。以无菌水处理的果实为对照，
对照和处理各设置 ３个平行，每个平行 ３０个樱桃番
茄，试验重复３次，通过公式（３）和（４）计算发病率和
统计防治效果。

发病率／％ ＝发病果实个数
果实总数

×１００ （３）

防治效果／％ ＝对照发病率 －处理发病率
对照发病率

×１００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制作用
如图１所示，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

菌丝生长均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抑菌圈均达到

５０ｍｍ以上（表１），抑菌率均达到 ７０％以上，这可能
与黄柏提取物中含有黄酮类和生物碱类等具有抑菌

作用的化合物有关
［１２］
，且黄柏提取物对扩展青霉的

抑菌活性较强，抑菌率达到８４．５％。

ａｃ为链格孢：ａ对照；ｂ１０ｇ／Ｌ黄柏提取物处理；

ｃ１２ｇ／Ｌ正丁醇萃取相处理；ｄｆ为扩展青霉：ｄ对照；

ｅ１０ｇ／Ｌ黄柏提取物处理；ｆ１２ｇ／Ｌ正丁醇萃取相处理

图 １　黄柏提取物及其正丁醇萃取相对链格孢、

扩展青霉菌丝生长的抑制

Ｆｉｇ．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

ｎｂｕ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ｙｃｅｌｉａ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ｘｐａｎｓｕｍ

表 １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菌效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ｘｐａｎｓｕｍ

供试菌种
抑菌圈

直径／ｍｍ
ＭＩＣ／

（ｍｇ·ｍＬ－１）
ＭＦＣ／

（ｍｇ·ｍＬ－１）
毒力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ｒ）
ＥＣ５０／

（ｍｇ·ｍＬ－１）
置信

区间

链格孢 ５６．３３±０．８９ ２５ ５０ ｙ＝３．１５４＋２．３５６ｘ ０．９９３ ６．０７６ ４．４６２～８．２７４
扩展青霉 ６５．７３±０．８１ １２．５ ２５ ｙ＝３．６０７＋２．１９０ｘ ０．９９１ ４．３２３ ３．３１６～５．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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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链格孢和扩展青霉对黄柏提取物的敏感性
有所不同，如表１所示，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
的ＭＩＣ分别是２５、１２．５ｇ／Ｌ，ＭＦＣ分别是５０、２５ｇ／Ｌ，因
此扩展青霉对黄柏提取物的敏感性高于链格孢。

２．２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室内毒力测定
不同质量浓度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菌

丝生长的抑制效果具有显著差异。如表２所示，当黄
柏提取液质量浓度为０．７５ｇ／Ｌ时，对链格孢、扩展青
霉的抑制率分别为 ２．１１％和 ５．８３％，随着提取物质
量浓度的增大，抑菌效果明显提高，当提取物质量浓度

为６ｇ／Ｌ时，抑制率均达到５０％左右，当提取物质量浓
度增加至１２ｇ／Ｌ时，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
制率分别为８０．５４％和８７．４５％，抑菌效果最显著。

以链格孢、扩展青霉为供试菌进行毒力试验，以

黄柏提取液浓度的对数值为横坐标，平均抑制率的机

率值为纵坐标，利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绘制标准曲线，
求得毒力回归方程。由表１可知，毒力回归方程的相

关系数均大于 ０．９９，说明黄柏提取物的质量浓度与
相对应的抑制率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且均呈正

相关。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 ＥＣ５０值分
别为６．０７６和４．３２３ｇ／Ｌ，因此，黄柏提取物对扩展青
霉的反应更灵敏，抑制效果更好，这与抑菌活性的测

定结果一致。

２．３　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孢子萌发的抑
制作用

相同质量浓度下，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

霉孢子萌发表现出不同的抑制作用，如表 ２所示，当
质量浓度为１２ｇ／Ｌ时，对链格孢、扩展青霉孢子萌发
的抑制率分别为 ８７．０１％和 ９９．３３％，对扩展青霉孢
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更强，几乎完全抑制扩展青霉孢子

的萌发。随着提取液质量浓度的降低，抑制作用均

显著减弱，当质量浓度为０．７５ｇ／Ｌ时，对扩展青霉孢
子萌发的抑制率在 ３０％以上，而对链格孢的抑制率
不到 １０％。

表 ２　不同浓度黄柏提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ｙｃｅｌ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ｐｏｒ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ｘｐａｎｓｕｍ

ρ
（提取液）

／

（ｍｇ·ｍＬ－１）

对菌丝生长的平均抑制率／％ 对孢子萌发的平均抑制率／％
链格孢 扩展青霉 链格孢 扩展青霉

１２．００ （８０．５４±０．０１）ａ （８７．４５±０．０１）ａ （８７．０１±０．０１）ａ （９９．３３±０．０１）ａ

６．００ （４３．４０±０．０１）ｂ （５５．７４±０．０１）ｂ （７１．１９±０．０２）ｂ （７８．００±０．０３）ｂ

３．００ （２１．２１±０．０２）ｃ （３２．７６±０．０１）ｃ （４４．０７±０．０３）ｃ （６２．００±０．０３）ｃ

１．５０ （７．００±０．０１）ｄ （１５．５３±０．０１）ｄ （２５．４２±０．０２）ｄ （４８．００±０．０９）ｄ

０．７５ （２．１１±０．０１）ｅ （５．８３±０．００）ｅ （８．４７±０．０３）ｅ （３６．００±０．０９）ｅ

　　注：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每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５％水平有显著性差异（下同）

２．４　黄柏不同极性萃取物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
菌效果

黄柏提取物经分步萃取后，依次得到 ５个萃取
相，不同萃取相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抑菌效果见

图１和表３。与粗提液相比，正丁醇相的抑菌效果最
好，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７０．５８
和７５．３５ｍｍ，抑菌率均达到 ９０％以上。氯仿、石油
醚、乙酸乙酯和水相对链格孢的抑菌率均在 ６０％左

右，抑菌效果显著低于正丁醇相和粗提液；氯仿相对

扩展青霉的抑菌率为６４．９７％，抑菌效果次于正丁醇
相、粗提液，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水相的抑菌效果均不

到５％，几乎没有抑菌作用。粗提液经正丁醇萃取后
抑菌效果显著增强，说明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活性物质

主要存在于正丁醇萃取部位，且经正丁醇萃取可有效

富集黄柏的抗菌活性物质。

表 ３　黄柏提取物不同萃取相对链格孢、扩展青霉的抑菌效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ａｎｄＰ．ｅｘｐａｎｓｕｍ

萃取相
链格孢 扩展青霉

抑菌圈直径／ｍｍ 平均抑制率／％ 抑菌圈直径／ｍｍ 平均抑制率／％
石油醚相 （４５．６８±１．６８）ｃ （５８．８２±０．０２）ｂ （０．９７±０．２０）ｄ （１．２２±０．００）ｃ

氯仿相 （４７．６５±１．２２）ｃ （６１．３５±０．０２）ｂ （５１．４７±１．０１）ｃ （６４．９７±０．０１）ｂ

正丁醇相 （７０．５８±０．１３）ａ （９０．８８±０．００）ａ （７５．３５±０．３２）ａ （９５．１２±０．００）ａ

乙酸乙酯相 （４５．０８±１．２２）ｃ （５８．０５±０．０２）ｂ （２．０５±０．１２）ｄ （２．５９±０．００）ｃ

水相 （４４．７２±１．０７）ｃ （５７．５８±０．０１）ｂ （０．９５±０．３４）ｄ （１．２０±０．００）ｃ

黄柏粗提液 （５６．３３±０．８９）ｂ － （６５．７３±０．８１）ｂ －
５０％乙醇（对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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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黑斑病和青霉果腐病的
防治效果

樱桃番茄是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果实，采后很快进

入呼吸跃变期出现呼吸高峰，之后呼吸强度逐渐下

降，因此果实极易腐烂变质。番茄黑斑病和青霉果腐

病是樱桃番茄采后主要病害，对２种病害的保护作用
试验表明（表 ４、表 ５），在相同的贮藏时间和贮藏条
件下，处理组果实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贮藏 ３
ｄ时，处理组对番茄黑斑病和青霉果腐病的防治效果
分别为６４．９４％和８６．６７％；贮藏 ６ｄ时，防治效果分
别为４７．５１％和６８．８２％；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发病
率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对照组的发病率增加速度较

快，贮藏９ｄ时，对照组 ２种病害的发病率都已超过
９０％，而处理组的发病率仍然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
为６０．７４％和４２．２２％。治疗作用试验表明（表 ４、表
５），在相同的贮藏时间和贮藏条件下，经提取物处理
的果实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随着贮藏时间的

延长，果实的发病率逐渐增大。但在相同贮藏时间

下，黄柏提取物对２种病害的治疗防治效果均低于保
护防治效果。说明质量浓度为 ＭＩＣ的提取物表现了
显著的保护和治疗作用，且保护防治效果更好，黄柏

提取物可显著减缓樱桃番茄果实的腐烂速度，且对青

霉果腐病的抑制效果更好，这一结果与提取物抑菌活

性的离体测定结果一致。

表 ４　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采后黑斑病的保护及治疗作用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ｂｌａｃｋｒ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

贮藏时间／ｄ
保护作用 治疗作用

发病率／％
２５．００ｇ／Ｌ处理 对照

防治效果／％
发病率／％

２５．００ｇ／Ｌ处理 对照
防治效果／％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１０．００±０．０１ ２８．５２±０．０１ ６４．９４±０．０２ １３．３３±０．０１ ２９．６３±０．０２ ５５．００±０．０４
６ ３５．１９±０．００ ６７．０４±０．０２ ４７．５１±０．０１ ４１．１１±０．０１ ６８．５２±０．０２ ４０．００±０．０２
９ ６０．７４±０．０１ ９４．８１±０．０２ ３５．９４±０．０１ ７２．２２±０．０１ ９６．３０±０．０１ ２５．００±０．０１
１２ ７８．８９±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１±０．０２ ９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

　　注：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表示处理样品与对照样品在０．０５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表 ５　黄柏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采后青霉果腐病的保护及治疗作用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ｂｌｕｅｍｏｌｄｆｒｕｉｔ

ｒ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ｃｈｅｒｒｙｔｏｍａｔｏ

贮藏时间／ｄ
保护作用 治疗作用

发病率／％
２５．００ｇ／Ｌ处理 对照

防治效果／％
发病率／％

２５．００ｇ／Ｌ处理 对照
防治效果／％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３．７０±０．０１ ２７．７８±０．０２ ８６．６７±０．０２ ７．７８±０．０１ ２８．８９±０．００ ７３．０８±０．０４
６ １９．６３±０．０１ ６２．９６±０．０３ ６８．８２±０．０１ ２４．８１±０．０１ ６４．０７±０．０２ ６１．２７±０．０１
９ ４２．２２±０．０２ ９３．７０±０．０２ ５４．９４±０．０１ ４９．２６±０．０２ ９３．７０±０．０３ ４７．４３±０．０２
１２ ６１．４８±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２±０．０２ ７７．０４±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６±０．０１

　　注：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表示处理样品与对照样品在０．０５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３　结论与讨论

新型、高效的天然杀菌剂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领

域的一大热点，本试验以黄柏为材料，研究了其对樱

桃番茄主要采后病原菌———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抑

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黄柏提取物对这２株病原真
菌均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当提取物质量浓度为１２ｇ／Ｌ
时，对链格孢和扩展青霉的菌丝生长抑制率和孢子萌

发抑制率均达到８０％以上，而吴振宇等［１３］
报道当提

取物质量浓度为６０ｇ／Ｌ，黄柏对链格孢的抑菌率才能

达到８０％以上，抑菌浓度远远高于本试验结果，这可
能与提取物制备方法不同有关，与水提法相比，超声

波辅助醇提取法所制备的提取物抑菌活性更强，利用

超声波振动增加溶剂进入植物细胞的渗透性，强化被

提取物在植物细胞与提取介质间的传质速率
［１４］
，同

时，提取液中除了水溶性的成分外，还有不溶于水的

有效成分存在，可大大提高抑菌作用。研究还发现，

相同浓度下，黄柏提取物对扩展青霉的抑制作用高于

链格孢，当提取物质量浓度为１２ｇ／Ｌ时，对扩展青霉
孢子萌发抑制率接近 １００％，且 ＭＩＣ、ＭＦＣ以及 ＥＣ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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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相对较小，说明扩展青霉对黄柏提取物的反应更

敏感。

在室内活体防效测定试验中，黄柏提取物对樱桃

番茄果实黑斑病和青霉果腐病均表现出显著的保护

和治疗作用，且保护作用更强，在果实贮藏 １２ｄ后，
对照组全部腐烂，保护作用试验处理组黑斑病和青霉

果腐病的发病率分别降低了 ２１．１１％和 ３８．５２％，这
与黄柏提取液本身具有抑菌作用密切相关，在樱桃番

茄采后贮藏期间能有效减少病原真菌的侵染和病害

的发生。因此，黄柏可以作为开发天然防腐保鲜剂的

材料，具有较好的开发潜力和应用前景。有研究表

明，黄柏的主要化学成分为黄酮类和生物碱类，此外

还含有易挥发的萜类化合物
［８］
，但具体有效抑菌活

性成分仍不清楚，本试验采用溶剂萃取对黄柏提取

物进行了初步分离，研究发现，正丁醇萃取物对链

格孢和扩展青霉的抑菌率均达到 ９０％以上，这一结
果与万春鹏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１６］
，说明黄柏提取物

的抑菌活性物质主要存在于正丁醇萃取部位，本研

究为进一步分离、纯化和鉴定抑菌活性成分奠定基

础，同时也为开发新型、天然、经济、有效果蔬保鲜

剂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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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不同极性萃取相的抗氧化及降血糖活性

曾铁鑫，姚志仁，李豫，朱开梅，兰圆圆，顾生玖

（桂林医学院 药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１００）

摘　要　为了研究巴戟天提取物不同极性萃取相的抗氧化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确定巴戟天主要活性部
位，促进药食两用植物巴戟天在天然氧化剂和降血糖食物方面的应用。测量了巴戟天提取物不同极性萃取相的

总多酚、总黄酮含量，并采用 １，１－二苯基 －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自由基清
除能力、磷钼酸还原能力、羟自由基（·ＯＨ）清除能力作为指标测定其各部位体外抗氧化能力；并以阿卡波糖为
阳性对照测定各部位抑制 α葡萄糖苷酶能力。结果表明，巴戟天提取物不同极性萃取相均有一定的抗氧化、降
血糖活性，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线性相关；氯仿部位总多酚和总黄酮含量最高，分别为（５１４．９７±２．９）和（４６．３±
１．２１）ｍｇ／ｇ，其体外抗氧化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也最强，且降血糖活性强于阳性对照阿卡波糖，在高浓度抑
制率达９７．９％。实验结果表明，巴戟天提取物氯仿部位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降血糖活性，为开发巴戟天作为
天然抗氧化剂和降血糖食品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巴戟天；总多酚；总黄酮；抗氧化活性；降血糖活性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

ＺＥＮＧＴｉｅｘｉｎ，ＹＡＯＺｈｉｒｅｎ，ＬＩＹｕ，ＺＨＵＫａｉｍｅｉ，ＬＡＮ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ＧＵＳｈｅｎｇｊｉ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Ｇｕｉｌ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ｏｆＭ．ｏｆｆｉ
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ｆｏ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
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ＤＰＰＨ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ｍｏｌｙｂｄ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
ｇ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ａｃａｒｂｏｓｅ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ｈａｄｓｏｍ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ｉｎ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ｗｅｒｅ（５１４．９７±２．９）
ａｎｄ（４６．３±１．２１）ｍｇ／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Ａ．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ｂ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９７．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ｐａｒｔ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ｅｘｔｒａｃｔｈａｄｇｏｏ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ａｓ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ｉｏｘ
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ｆ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ｔｏ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ｙｐｏ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顾生玖教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ｇｕｓｈｅｎｇｊｉｕ＠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基金项目（桂科 ＡＡ１８１１８０１５）；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桂科合 １４１２３００１２２；桂科能 １５９８０２５

４６）；广西省桂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６；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７；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８）；广西植物功能物质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ＦＰＲＵ２０１５５）；广西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ＹＪＪ２３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４，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生产与科研应用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１９３　　

　　巴戟天为龙胆目茜草科植物巴戟天（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
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的干燥根茎［１］

，是四大南药之一，有补

肾助阳，祛风除湿的功效，主治阳痿、少腹冷痛、小便

不禁、子宫虚冷、风寒湿痹、腰膝酸痛等
［２］
。而且巴

戟天作为南药特色药食同源植物，具有较高的食用和

药用价值，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保健食品中
［３］
。

抗氧化剂是能捕获并中和自由基，从而祛除自由

基对人体损害的一类物质
［４］
，可以增强机体的抗氧

化能力，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常用物

质
［５］
。随着生活中诱发自由基产生的辐射增多以及

人类对健康越来越重视，抗氧化剂已成为食品以及医

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６］
，而目前常用的抗氧化剂多为

西药，有较多毒副作用，且不能有效地控制并发

症
［７］
。中草药作为植物天然产物抗氧化剂广泛分布

于自然界中，且在长期食用中没有表现出低毒性的迹

象
［８］
，其具有多途径、多靶点、多向性且毒副作用小

的药理特点，近来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９－１１］

。

目前，虽然关于巴戟天抗氧化活性研究已有报

道，但多为寡糖成分的研究，而对于天然抗氧化剂主

要评价成分多酚类、黄酮类等较少见报道
［１２］
。本实

验通过测定巴戟天提取物不同极性萃取相总黄酮、总

多酚含量，以及不同极性萃取相磷钼酸体外抗氧化活

性和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羟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和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能力［１３］

，以期寻找总黄酮、总多酚含

量最高的萃取相以及抗氧化活性和降血糖能力最强

的萃取相，为巴戟天资源在天然氧化剂和降血糖食品

领域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与试剂
巴戟天药材，由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提

供。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
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自由基，梯希爱（上海）有限公司；
抗坏血酸（Ｖｃ），天津福晨化工试剂公司；α葡萄糖苷
酶（５×１０６Ｕ／ｍＬ）、４硝基苯αＤ葡萄糖苷（Ｐｎｉｔｒｏ
ｐｈｅｎｙｌα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ＰＮＰＧ），Ｓｉｇｍａ公司；阿
卡波糖，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福林酚（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
ｔｅｕ），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没食子酸，成都市
科龙化工试剂厂；槲皮素，天津一方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分离用有机溶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高速中药粉碎机，义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乐祺电

子天平，海瑶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波长 Ｅｐｏｃｈ酶
标仪，海闪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ＥＹＥＬＡ旋转蒸发
仪，巴玖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样品制备
取巴戟天的根茎自然风干粉碎后过 ４０目筛，称

取粗粉１０００ｇ按料液比１∶１０（ｇ∶ｍＬ）加入体积分数
９５％乙醇，置于室温浸泡 １周后减压抽滤，将抽滤液
在旋转蒸发仪中真空浓缩，６０℃真空干燥得巴戟天
乙醇提取物。称取６０ｇ乙醇提取物，用１００ｍＬ６０℃
超纯水稀释，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法

［１４－１５］
对巴戟天乙

醇提取物进行萃取，加入等体积石油醚反复萃取样品

至石油醚层无色，采用同样方法得到乙酸乙酯层、正

丁醇层、氯仿层，以及萃取完剩下的水相部分。提取

结束后立即进行总多酚、总黄酮含量测定以及抗氧化

能力测定、自由基清除能力和抑制 α葡萄糖苷酶能
力测定。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各萃取组分总多酚、总黄酮含量测定

（１）总多酚含量测定：参考文献［１６］方法并做适
当修改。绘制没食子酸标准曲线，分别取 １ｍｇ／ｍＬ
氯仿相、石油醚相、醇提物相、乙酸乙酯相、正丁醇相

及水相溶液在７６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平行实
验３次，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出各极性萃取相总多酚
含量。

（２）总黄酮含量测定：参考文献［１７］方法并做适
当修改。绘制槲皮素标准曲线，分别取 １ｍｇ／ｍＬ氯
仿相、石油醚相、醇提物相、乙酸乙酯相、正丁醇相及

水相溶液在５１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平行实验
３次，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出各极性萃取相总黄酮
含量。

１．４．２　钼蓝比色法抗氧化能力的测定
采用钼蓝比色法

［１８－１９］
。称取 ２ｇ磷钼酸用

４０ｍＬ９５％乙醇溶解，加入１ｍＬ体积分数５％ Ｈ２ＳＯ４
溶液配制成磷钼酸溶液。将巴戟天提取物各极性萃

取相分别稀释为１、０．５、０．２５、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５ｍｇ／ｍＬ
的样品溶液，在 ９６孔板内加入 ２００μＬ磷钼酸溶液，
样品组加入 ５０μＬ不同浓度样品，空白对照组以
５０μＬ１ｍｇ／ｍＬ的 Ｖｃ溶液替代样品溶液，样品对照
组以５０μＬ９５％ 乙醇替代样品溶液，轻摇混匀。
９５℃孵育１ｈ，在 ７０５ｎｍ处测定吸光度。样品抗氧
化能力按公式（１）计算：

抗氧化能力／％ ＝
Ａ１－Ａ２
Ａ０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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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１，样品溶液 ＋磷钼酸溶液吸光度；Ａ２，样品溶
液 ＋９５％乙醇吸光度；Ａ０，Ｖｃ溶液 ＋磷钼酸溶液吸
光度。

１．４．３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参考文献［２０］的方法并适当修改。取 ７．８８ｍｇ

ＤＰＰＨ用 ４０ｍＬ无水乙醇溶解配制成 ５００μｍｏｌ／Ｌ
ＤＰＰＨ乙醇溶液。将巴戟天提取物各极性萃取相分
别稀释为１、０．５、０．２５、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５ｍｇ／ｍＬ的样品
溶液，并配制相同浓度的 Ｖｃ溶液作为阳性对照。在
９６孔板内加入１００μＬ样品溶液后再加入 １００μＬ浓
度为５００μｍｏｌ／ＬＤＰＰＨ乙醇溶液，混匀，室温避光反
应３０ｍｉｎ，在 ５１７ｎｍ波长处测吸光度。根据公式
（２）计算样品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率：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 （２）

式中：Ａ１，样品溶液 ＋ＤＰＰＨ乙醇溶液吸光度；Ａ２，样
品溶液 ＋无水乙醇吸光度；Ａ０，超纯水 ＋ＤＰＰＨ乙醇
溶液吸光度。

１．４．４　羟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参考文献［２１－２２］的方法并做适当修改。将巴

戟天提取物各极性萃取相分别稀释为 １、０．５、０．２５、
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５ｍｇ／ｍＬ的样品溶液，并配制相同浓度
的 Ｖｃ溶液作为阳性对照。取 １ｍＬ样品溶液，分别
加入１ｍＬ６ｍｍｏｌ／ＬＦｅＳＯ４溶液和１ｍＬ６ｍｍｏｌ／Ｌ水
杨酸乙 醇 溶 液，再 加 入 ６ ｍｍｏｌ／Ｌ Ｈ２Ｏ２ 溶 液
０．１ｍＬ，３７℃反应３０ｍｉｎ，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
５１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根据公式（３）计算样品对
·ＯＨ的清除率：

·ＯＨ清除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 （３）

式中：Ａ１，样品提取液 ＋ＦｅＳＯ４溶液 ＋水杨酸乙醇溶
液 ＋Ｈ２Ｏ２溶液吸光度；Ａ２，样品提取液 ＋ＦｅＳＯ４溶液
＋水杨酸乙醇溶液 ＋超纯水吸光度；Ａ０，超纯水 ＋
ＦｅＳＯ４溶液 ＋水杨酸乙醇溶液 ＋Ｈ２Ｏ２溶液吸光度。
１．４．５　巴戟天不同极性萃取相提取物对 α葡萄糖
苷酶的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２３－２５］方法并做适当修改。将巴戟
天提取物各极性萃取相分别稀释为 １、０．５、０．２５、
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５ｍｇ／ｍＬ的样品溶液，取 １５０μＬ不同
质量浓度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提取物加入 ９６孔板
内，再分别加入 １０μＬｐＨ７．４磷酸盐缓冲溶液和
１０μＬ１Ｕ／ｍＬ的 α葡萄糖苷酶溶液，充分混匀后放
置于３７℃ 孵育 １０ｍｉｎ，再加入 ５０μＬ１０ｍｍｏｌ／Ｌ的

ＰＮＰＧ溶液，孵育 ３０ｍｉｎ后，加入 ５０μＬ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溶液终止反应。分别设置空白组、对照组、样
品组。按照表１加样进行实验，在 ４１０ｎｍ波长处测
定吸光度。

　　表 １　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实验加样表 单位：μＬ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组别 空白 对照 样品

ＰＢＳ １６０ １７０ １０
样品 － － １５０
ＰＮＰＧ ５０ ２０ ５０

α葡萄糖苷酶 １０ － １０
ＮａＯＨ ５０ ５０ ５０

根据公式（４）计算样品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
率：

抑制率／％ ＝ １－
Ａ１－Ａ２
Ａ( )
０

×１００ （４）

式中：Ａ１，样品组吸光度；Ａ２，空白组吸光度；Ａ０，对照
组吸光度。

１．５　统计学处理方法
实验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算结果以平均数 ±标准差表示。使用 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８．０进行数据处理并得出各极性萃取相相
应的抗氧化能力及 α葡萄糖苷酶抑制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总多酚、总黄酮的含量
以没食子酸标准溶液质量浓度为 Ｘ轴，对应吸

光度为 Ｙ轴，得到其标准曲线为 ｙ＝７．８８１７ｘ－
０００６５，Ｒ２＝０．９９３７，质量浓度在 ０～０．０２ｍｇ／ｍＬ
标准曲线呈良好线性关系。以槲皮素标准溶液质量

浓度为 Ｘ轴，溶液吸光度为 Ｙ轴，得到标准曲线为
ｙ＝３．７３２１ｘ＋０．００１５，Ｒ２＝０．９９４８，质量浓度在０～
０．０１ｍｇ／ｍＬ标准曲线呈良好线性关系。由没食子酸
标准曲线计算得出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总多酚含量，

其中氯仿相多酚含量最高为（５１４．９７±２．９）ｍｇ／ｇ，
各极性萃取相中总多酚含量依次为氯仿相 ＞醇提
物相 ＞石油醚相 ＞正丁醇相 ＞水层相 ＞乙酸乙酯
相。由槲皮素标准曲线计算得出巴戟天各极性萃

取相总黄酮含量，氯仿相黄酮含量最高为（４６．３±
１．２１）ｍｇ／ｇ，各极性萃取相中总黄酮含量依次为氯
仿相 ＞石油醚相 ＞醇提物相 ＞正丁醇相 ＞乙酸乙
酯相 ＞水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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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巴戟天醇提物各极性萃取相中的总多酚和总黄酮含量 单位：ｍｇ／ｇ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ｏ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ａｒｔｓ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

成分 石油醚相 乙酸乙酯相 正丁醇相 氯仿相 水相 醇提物相

总多酚 ４１２．７０±０．４５ ３７２．７９±１．１７ ４００．８２±３．０３ ５１４．９７±２．９ ３９５．９５±１．３２ ４３６．１２±１．４５
总黄酮 ７．７２±０．７７ １．８４±０．２６ ２．２８±０．２９ ４６．３±１．２１ １．１７±０．４４ ２．６８±０．１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方差

２．２　抗氧化能力测定
２．２．１　钼蓝比色法测定抗氧化能力

以 Ｖｃ为对照对巴戟天提取物各萃取相进行抗
氧化活性检测，由图 １可知，各极性萃取相均有一定
的抗氧化活性，在质量浓度为 １ｍｇ／ｍＬ时，氯仿相抗
氧化能力最强为 ７３．９％，高于同浓度巴戟天其他极
性萃取相。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抗氧化能力大小为

氯仿相 ＞乙酸乙酯相 ＞正丁醇相 ＞石油醚相 ＞水层
相 ＞醇提物相。

图 １　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抗氧化能力

Ｆｉｇ．１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ａｒｐｈａｓｅｓｏｆ

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２．２．２　对·ＯＨ的清除能力
如图２所示，在实验浓度范围内巴戟天各极性萃

取相均有一定的清除羟自由基活性，当浓度为 １ｍｇ／
ｍＬ时，氯仿相清除·ＯＨ的活性最强，对·ＯＨ清除
率为５９．６％。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对·ＯＨ清除率大
小依次为氯仿相 ＞石油醚相 ＞正丁醇相 ＞乙酸乙酯相
＞水层相 ＞醇提物相。氯仿相各浓度对·ＯＨ的清除
率均高于同浓度下其他各极性萃取相。可以证明巴戟

图 ２　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对·ＯＨ清除率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

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天清除·ＯＨ活性成分主要集中在氯仿相。
２．２．３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如图３所示，随着浓度升高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清除活性，且氯仿
相最高，当质量浓度为１ｍｇ／ｍＬ时，氯仿相对ＤＰＰＨ自
由基清除率为６８．０％。巴戟天氯仿相清除率远高于同
浓度下其他相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由此证明，巴
戟天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活性成分主要集中在氯仿相。

图 ３　巴戟天不同极性萃取相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ＰＰ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

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２．３　对 α葡萄糖苷酶抑制作用
由图 ４可知，巴戟天不同极性萃取相均对 α葡

萄糖苷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

线性变化，氯仿相抑制效果最为明显且强于阳性对照

阿卡波糖。巴戟天各相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力强
弱为氯仿相 ＞阿卡波糖 ＞石油醚相 ＞醇提物相 ＞乙
酸乙酯相 ＞正丁醇相 ＞水层相。而氯仿相在浓度 １
ｍｇ／ｍＬ时抑制率为 ９７．９％，其各浓度抑制率都高于
其他相，可以证明巴戟天中抑制α葡萄糖苷酶活性

图 ４　巴戟天不同极性萃取相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率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

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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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主要集中在氯仿相。

３　结 论

本实验测定了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的总多酚、总

黄酮含量，以及测定了各极性萃取相体外抗氧化、降

血糖能力。结果表明，巴戟天总多酚含量最高的为氯

仿相（５１４．９７±２．９）ｍｇ／ｇ，总黄酮含量最高的也为氯
仿相（４６．３±１．２１）ｍｇ／ｇ。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均有
一定的体外抗氧化能力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能力，
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与样品浓度呈线性相关。在质

量浓度 １ｍｇ／ｍＬ时氯仿相磷钼酸抗氧化能力达到
７３９％，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为 ６８．０％，对·ＯＨ
清除率为５９．６％，均高于其他相；虽弱于公认的天然
抗氧化剂 Ｖｃ，但也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对 α葡萄
糖苷酶抑制力最强的也是氯仿相，且氯仿相抑制力强

于同浓度阳性对照阿卡波糖，抑制活性极好。可以得

出巴戟天体外抗氧化、降血糖主要活性成分集中在氯

仿相。结果表明，巴戟天提取物氯仿相总多酚、总黄

酮含量均高于其他相，且体外抗氧化活性及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活性也高于其他相，是巴戟天提取物的主

要活性部位。在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实验中，氯
仿相的活性强于阳性对照阿卡波糖，在 １ｍｇ／ｍＬ时
达到９７．９％。在巴戟天各极性萃取相中总多酚含量
远远大于总黄酮含量，可以初步推测其主要活性成分

为多酚类物质。本文为巴戟天在天然氧化剂和降血

糖食品方面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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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ＴＡＤＥＲＡＫ，ＭＩＮＡＭＩＹ，ＴＡＫＡＭＡＴＳＵＫ，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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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２（２）：１４９－１５３．

［６］　田妹华，李耀．复合天然抗氧化剂延长鸡骨粉货架期的研究
［Ｊ］．食品科技，２０１６，４１（１２）：２４９－２５３．

［７］　龚艳振，徐亚健，刘华巍，等．天然抗氧化剂复配研究进展［Ｊ］．
食品科技，２０１２，３７（６）：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２．

［８］　类红梅，罗欣，毛衍伟，等．天然抗氧化剂的功能及其在肉与肉
制品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ＯＬ］．食品科学，２０２０．ＤＯＩ：１０．４５０６／
ｓｐｋｘ１００２６６３０２０１９１０２５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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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活性［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９，４５（１６）：１２２－１２７．

［１３］　高静．天然抗氧化剂及其协同作用［Ｊ］．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
报，２０２０，１１（６）：１８５９－１８６４．

［１４］　邢利沙，陈海霞，王佳，等．大蒜不同极性萃取物的体外抗氧化
活性［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５，４１（４）：２１９－２２２．

［１５］　张化为，周林洪，邓罛，等．白鲜皮不同极性部位的抗氧化活性
及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７，２８（３１）：
４４０１－４４０４．

［１６］　董基，王娟，张帅．微波辅助提取橘叶多酚及其对花生油的抗氧
化效果［Ｊ］．食品科技，２０１７，４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９．

［１７］　南海娟，郭延成，颜振敏，等．槲树叶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及稳
定性［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３，３９（４）：２３４－２３７．

［１８］　柳青，刘继伟，黄广学，等．钼蓝比色法测定特菜中还原型维 Ｃ
含量的研究［Ｊ］．农产品加工，２０１９（４）：５６－５９．

［１９］　杨丽，麦振龙，朱良，等．果蔬中维生素 Ｃ含量的测定方法比较
与优化［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６（２２）：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６．

［２０］　王晗，朱华平，李文钊，等．桑葚提取物中花青素分析及其体外
抗氧化活性研 究 ［Ｊ］．食 品 与 发 酵 工 业，２０１９，４５（１５）：
１７０－１７５．

［２１］　ＧＩＥＳＥＥＣ，ＧＡＳＣＯＮＪ，ＡＮＺＥＬＭＯＧ，ｅｔａｌ．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
ｇ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ｎａｎｄ
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βＤｇｌｕｃａ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１５，７２：１２５－１３０．

［２２］　ＭＡＫ，ＨＡＮＪ，ＢＡＯＬ，ｅｔａｌ．Ｔｗｏｓａｒｃｏｖｉｏｌｉｎ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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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ｔｓ，２０１４，７７（４）：９４２－９４７．

［２３］　邱珊莲，林宝妹，张少平，等．嘉宝果嫩叶提取物不同极性部位
抗氧化及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研究［Ｊ］．热带作物学报，
２０１９，４０（７）：１３７３－１３７８．

［２４］　ＭＡＣｈａｏｍｅｉ，ＮＡＯＴＯＳＡＴＯ，ＬＩＸｉａｏｙｕ，ｅｔａｌ．Ｆｌａｖａｎ３ｏｌ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ａｎｄ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ｙｎｏ
ｍｏｒｉｕｍ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１１８（１）：１１６－
１１９．

［２５］　刘国玉，柳嘉，万宁，等．小分子糖及糖醇体外抑制 α葡萄糖苷
酶活性的影响［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７，４３（３）：３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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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２６３
引用格式：王杰，王瑞芳，王园，等．响应面优化马齿苋黄酮水提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评价［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

１９７－２０４．ＷＡ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Ｒｕｉ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ｉｎ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１９７－２０４．

响应面优化马齿苋黄酮水提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评价

王杰１，王瑞芳１，２，王园１，２，任雪荣１，２，陈秋燕１，２，齐景伟１，２，

王浩然１，杨帆１，赵旭阳１，郭文浩１，安晓萍１，２

１（内蒙古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１８）

２（内蒙古自治区草食家畜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１８）

摘　要　采用响应面法优化马齿苋黄酮的提取条件，筛选出最佳水提工艺；通过测定马齿苋黄酮的还原力，１，１

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自由基和羟自由基（·ＯＨ）清除能力评价其体外抗氧

化活性；通过 ＡＡＰＨ诱导建立斑马鱼氧化应激模型，以仔鱼体内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产生率、细

胞死亡率和脂质过氧化生成率评价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斑马鱼仔鱼氧化应激的缓解作用。结果表明，马齿

苋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为：提取时间 ５５．５ｍｉｎ，提取温度 ５９．２７℃，料液比 １∶１９．２８（ｇ∶ｍＬ），在此条件下黄酮含

量达到 １６．９８ｍｇ／ｇ；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显示马齿苋黄酮具有一定还原力，且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ＯＨ均具有较

强的清除作用；５０～３００μｇ／ｍＬ的马齿苋黄酮预处理可显著降低 ＡＡＰＨ诱导后斑马鱼仔鱼 ＲＯＳ产生率，细胞死

亡率和脂质过氧化生成率（Ｐ＜０．０５），且其缓解作用呈剂量依赖性。综上，马齿苋黄酮具有较强的体内和体外

抗氧化活性，可作为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研究结果将为马齿苋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关键词　马齿苋；黄酮；响应面法；提取工艺；抗氧化活性；斑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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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Ｊｉｅ１，ＷＡＮＧＲｕｉｆａｎｇ１，２，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１，２，ＲＥＮＸｕｅｒｏｎｇ１，２，
ＣＨＥＮＱｉｕｙａｎ１，２，ＱＩＪｉｎｇｗｅｉ１，２，Ｗ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１，ＹＡＮＧＦａｎ１，ＺＨＡＯＸｕｙａｎｇ１，

ＧＵＯＷｅｎｈａｏ１，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ｈｈｏｔ０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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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ｈａ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ＰＰＨ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ｒｓｌａｎｅ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μｇ／ｍＬ）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Ｏ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ＡＰＨ．Ａｎｄｔｈｉｓ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ｚｅ
ｂｒａｆｉｓｈｗａｓ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Ｔｈｅ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ｅｘｈｉｂｉ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ｖｏ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
ａｓ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ｏ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ｖｉｖｏ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ｍｏｄｅｌ．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马齿苋为马齿苋科１年生肉质草本植物，在中国
南北方均有分布

［１］
。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天然绿色

植物，马齿苋资源十分丰富，且含有黄酮、多糖、多酚、

生物碱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

独特的医疗保健作用，故又被称为“长寿菜”
［２－３］

。

近年来，对马齿苋功能性成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关注。黄酮类化合物作为马齿苋的重要活性

成分具有抗氧化
［４］
、抑菌

［５］
、抗病毒

［６］
、抗肿瘤

［７］
、降

血糖
［８］
和增强机体免疫力

［９］
等多项功能。马齿苋黄

酮类化合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作用，且清除活

性氧的能力在同等条件下要优于抗坏血酸、芦丁和

β胡萝卜素，表现出较强的体外抗氧化活性［４，１０］
。

但其在生物体内的抗氧化作用尚未见报道。在正常

情况下，生物体处于氧化与抗氧化的动态平衡状态，

活性氧自由基是一种高活性的分子
［１１］
，当机体遭受

各种应激时，会引起抗氧化系统失衡，导致体内产生

过量的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１２］，ＲＯＳ
水平的升高会引起体内脂肪、蛋白和核酸的氧化损

伤
［１３］
，破坏机体正常代谢，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

发生。

斑马鱼是一种硬骨鱼，由于其个体小、繁殖能力

强、发育快、胚胎透明易于观察、养殖成本低等优势，

已成为仅次于小鼠的模式脊椎动物，被广泛应用于发

育生物学，环境毒理学，免疫学等学科的研究
［１４］
。近

年来，斑马鱼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药学研究工具，被

国内外学者用于建立各种疾病模型。在中草药领域，

斑马鱼也被用于多种中草药及其生物活性物质如多

糖、黄酮等功能的评价
［１５］
，特别是在抗氧化

［１６－１７］
和

抗炎
［１８－２０］

功能评价方面斑马鱼已被广泛应用。但尚

未见利用斑马鱼氧化应激模型评价马齿苋黄酮抗氧

化活性的相关报道。

马齿苋黄酮的提取方法有溶剂提取法、超声波提

取法、微波提取法、酶解法等
［２１］
。黄酮类化合物在水

中有一定的溶解度，水提法不仅成本低，产品安全，且

无环境污染
［２２］
。本研究在前期单因素试验的基础

上，采用响应面法优化马齿苋黄酮的水提工艺，确定

马齿苋黄酮的最佳水提条件。同时通过测定还原力，

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 （１，１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ｐｉｃｒｙｌ
ｈｙｄｒａｚｙｌ，ＤＰＰＨ）自由基和羟自由基（·ＯＨ）的清除能
力，评估马齿苋黄酮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并通过 ２，２
偶氮二（２甲基丙基咪）二盐酸盐（２，２′ａｚｏｂｉｓ２
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ｉｍｉｄａｍｉｄｅ，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ＡＰＨ）诱导
建立斑马鱼氧化应激模型，首次利用荧光显微镜分析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斑马鱼幼鱼体内 ＲＯＳ的产
生率、细胞死亡率和脂质过氧化生成率的缓解作用，

评估其体内抗氧化功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马齿苋于２０１９年 ７～８月收获于内蒙古农业大

学；斑马鱼成鱼，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

ＡＡＰＨ、２′，７′二氯荧光黄双乙酸（２′，７′ｄｉｃｈｌｏ
ｒｏｄｉ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ｉｎｄｉａｃｅｔａｔｅ，ＤＣＦＨＤＡ）、吖 啶 橙
（ａｃｒｉｄｉｎｅｏｒａｎｇｅ，ＡＯ）、１，３双（二苯膦）丙烷（１，３ｂｉｓ
（ｄｉｐｈｅｎｙｐｈｏｓｐｈｉｎ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ＰＰＰ）、ＤＰＰＨ，美国 Ｓｉｇ
ｍａ公司，二甲基亚砜（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ｘｉｄｅ，ＤＭＳＯ）、间
氨基苯甲酸乙酯甲磺酸盐（３ａｍｉｎ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ＭＳ２２２）、丁基羟基茴香醚
（ｂｕｔｙｌ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ｎｉｓｏｌｅ，ＢＨＡ）、水杨酸、磷酸盐缓冲液、
六氰合铁酸钾、ＦｅＳＯ４、过氧化氢、三氯乙酸、ＦｅＣｌ３、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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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标准液、ＮａＯＨ、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上海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ＴＧ１６ＷＳ台式高速离心机，湖南湘仪仪器开发

有限公司；ＨＨ２数显恒温水浴锅，中国鄄城华鲁电热
电器有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酶标仪，美国伯腾仪器有限公司；ＳＺ６１体式显微镜、
正置荧光显微镜 ＢＸ５３，日本奥林巴斯。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马齿苋黄酮的提取

采集后的马齿苋先用自来水清洗干净，再用蒸馏

水冲洗，于４０℃下烘箱烘干后，粉碎过 ６０目筛获得
马齿苋干粉。精确称取马齿苋干粉，按照一定的料液

比加入蒸馏水，摇匀，置于水浴锅中水浴提取，提取过

程中每隔 １５ｍｉｎ摇匀 １次，待其冷却后将提取液摇
匀，５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 １５ｍｉｎ，滤纸过滤，所得上清
液于４℃保存，用于黄酮含量测定。
１．３．２　黄酮含量的测定
１．３．２．１　芦丁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芦丁为对照品采用亚硝酸钠硝酸铝法绘制标
准曲线，精确称取芦丁标准品１００ｍｇ置于１００ｍＬ避
光容量瓶中定容，即得芦丁标准溶液。分别移取

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ｍＬ芦丁标准液置于
１０ｍＬ容量瓶中，依次加入质量分数 ５％ ＮａＮＯ２
０．４ｍＬ，摇匀，室温静置６ｍｉｎ，加入质量分数 １０％的
Ａｌ（ＮＯ３）３０．４ｍＬ，摇匀，室温静置６ｍｉｎ；再加入质量
分数４％ ＮａＯＨ４ｍＬ，室温静置 １５ｍｉｎ，加蒸馏水定
容至１０ｍＬ。在波长５１０ｎｍ下测定吸光度值。以芦
丁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线

性回归方程 Ｙ＝０．５７８９Ｘ＋０．０４４８，Ｒ２＝０．９９９６。
１．３．２．２　黄酮含量的测定

通过预实验调整马齿苋黄酮水提液的稀释倍数，

使测定时其 ＯＤ值落入标准曲线有效范围之内。在
考察提取因素（料液比、温度、提取时间）时，准确移

取５ｍＬ马齿苋水提上清稀释液置于 １０ｍＬ容量瓶
中，按照１．３．２．１操作方法在 ５１０ｎｍ下测定 ＯＤ值，
将所得 ＯＤ值代入芦丁标准曲线计算黄酮含量。

马齿苋黄酮含量／（ｍｇ·ｇ－１）＝ｃ×Ｄ×Ｒ
５

（１）

式中：ｃ，芦丁质量浓度，ｍｇ／ｍＬ；Ｄ，稀释倍数；Ｒ，料水
比（ｇ∶ｍＬ）；５，马齿苋水提液的体积，ｍＬ。
１．３．３　响应面试验设计

在前期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优化马齿苋黄酮水

提工艺参数，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Ｖ８．０．６软件进行响
应面优化设计，以提取时间（Ａ）、提取温度（Ｂ）、料液
比（Ｃ）为自变量，以黄酮含量为响应值，设计３因素３
水平的响应面分析试验，共设计 １７个试验点，其中
１２个为分析点，５个重复试验为零点。试验因素与水
平设计见表１。

表 １　响应面分析试验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水平 Ａ时间／ｍｉｎ Ｂ温度／℃ Ｃ料液比（ｇ∶ｍＬ）
－１ ３０ ４０ １∶１０
０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 ９０ ８０ １∶３０

１．３．４　马齿苋黄酮体外抗氧化活性试验
１．３．４．１　还原力测定

还原力测定参照 ＪＩＡ等［２３］
方法，取 ０．７５ｍＬ不

同浓度的马齿苋黄酮样品溶液，依次加入０．７５ｍＬ磷
酸盐缓冲液（ｐＨ６．６，２００ｍｍｏｌ／Ｌ）和 ０．７５ｍＬ质量
分数为 １％六氰合铁酸钾，混匀，于 ５０℃反应 ２０
ｍｉｎ，加入质量分数为１０％的三氯乙酸 ０．７５ｍＬ终止
反应，然后取１．５ｍＬ上清液，加入 １．５ｍＬ蒸馏水和
４００μＬ质量分数为０．１％的 ＦｅＣｌ３，充分混合，室温反
应 １０ｍｉｎ。以 ＢＨＡ作为对照，在７００ｎｍ下测定吸光
度值，吸光度值越大，表示其还原能力越强。

１．３．４．２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参照 ＺＨＡＮＧ等［２４］

方法，取 ２ｍＬ不同浓度马齿苋黄酮水提液和 ２ｍＬ
ＤＰＰＨ溶液（０．２ｍｍｏｌ／Ｌ，９５％乙醇溶液）于试管中混
匀，室温黑暗反应 ３０ｍｉｎ，以 ＢＨＡ作为对照，５１７ｎｍ
下测定吸光度值。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０－Ａ１
Ａ( )
２

×１００ （２）

式中：Ａ０，样品吸光度；Ａ１，乙醇代替 ＤＰＰＨ溶液吸光
度；Ａ２，蒸馏水代替样品吸光度。
１．３．４．３　·ＯＨ清除能力测定

·ＯＨ清除能力测定参照 ＺＨＡＮＧ等［２４］
方法，取

０．５ｍＬ不同浓度马齿苋黄酮水提液，依次加入
０．５ｍＬＦｅＳＯ４溶液（９ｍｍｏｌ／Ｌ）和 ０．５ｍＬ过氧化氢
溶液（８．８ｍｍｏｌ／Ｌ），室温反应 １０ｍｉｎ，加入 ０．５ｍＬ
水杨酸溶液（９ｍｍｏｌ／Ｌ），室温反应 ３０ｍｉｎ，以 ＢＨＡ
作为对照，于５１０ｎｍ下测定吸光度值。

·ＯＨ清除率／％ ＝ １－
Ａ０－Ａ１
Ａ( )
２

×１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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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０，样品吸光度；Ａ１，蒸馏水代替 ＦｅＳＯ４溶液吸
光度；Ａ２，蒸馏水代替样品吸光度。
１．３．５　马齿苋黄酮体内抗氧化作用评价
１．３．５．１　斑马鱼的饲养及胚胎收集

斑马鱼亲鱼饲养于玻璃水族缸中，水温设置为

（２８．５±１）℃，光周期为１４ｈ／１０ｈ（光照／黑暗），饲养
过程中每日投喂 ２次初孵丰年虾（１２：００，１９：００）和 ２
次人工配合饲料（９：００，１６：００）。试验前１天晚上选择
体质健壮，产卵迹象明显的亲鱼，按照雌∶雄比例为１∶２
分别放入孵化箱中用隔板分开，于次日清晨移出隔板

使雌、雄亲鱼混合，受光照刺激，开始交配产卵。产卵

后收集胚胎于干净的烧杯中并及时清洗胚胎。胚胎受

精后约７～９ｈ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剔
除未受精卵、死卵，畸形卵等不合格的卵，备用。

１．３．５．２　ＡＡＰＨ诱导斑马鱼氧化应激模型的建立及
马齿苋黄酮抗氧化活性评价

根据文献报道，在 ＡＡＰＨ浓度达到１５ｍｍｏｌ／Ｌ时
可使斑马鱼仔鱼体内氧化应激达到最高水平

［１６－１７］
。

因此，本试验选择此浓度作为建立斑马鱼氧化应激模

型的 ＡＡＰＨ诱导浓度。试验设置６个处理组，分别为
对照组（胚胎培养液）、ＡＡＰＨ诱导组、４个试验组分
别为 ＡＡＰＨ＋终质量浓度为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μｇ／ｍＬ
的马齿苋黄酮水提液，每组 ４个重复（孔），每孔 １０
枚胚胎。将受精后７～９ｈｐｆ（７～９ｈｏｕｒｐｏｓ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的胚胎分别移入装有胚胎培养液（对照组）、Ｏ
（ＡＡＰＨ诱导组）、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μｇ／ｍＬ马齿苋黄
酮水提液的２４孔板中，预处理 １ｈ后，除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均加入５０μＬ的 ＡＡＰＨ（１５ｍｍｏｌ／Ｌ）进行氧
化应激诱导，直到胚胎受精后 ２４ｈｐｆ，将所有处理组
溶液均更换为胚胎培养液继续培养。胚胎在控温水

族缸〔（２８．５±１）℃〕中进行水浴孵化，每隔 １２ｈ更
换１次胚胎孵化液。胚胎发育至 ７２ｈｐｆ时大部分仔
鱼已孵化出膜，从每一处理组随机选择数尾仔鱼对其

进行荧光染色。其中 ＲＯＳ生成率测定使用 ＤＣＦＨ
ＤＡ（２０μｇ／ｍＬ）荧光染料进行避光染色 １ｈ；细胞死
亡率测定使用吖啶橙（７μｇ／ｍＬ）荧光染料避光染色
３０ｍｉｎ；脂质过氧化率测定使用 ＤＰＰＰ（２５μｇ／ｍＬ）荧
光染料避光染色 １ｈ。荧光染色时将温度控制在
（２８．５±１）℃，染色孵育后，用胚胎培养液清洗仔鱼
３～５次，ＭＳ２２２麻醉，将仔鱼置于倒置荧光显微镜
下捕获荧光图片，用 ｉｍａｇｅＪ软件分析，统计相对荧光
强度

［２５］
。

ａ／％ ＝处理组荧光强度
对照组荧光强度

×１００ （４）

式中：ａ，可表示活性氧自由基生成率，也可表示细胞
死亡率，也可表示脂质过氧化率。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试验
数据以“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Ｖ８．０．６软件根据 ＢｏｘＢｏｈｎｋｅｎ设计试验进行响应面
试验分析。通过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２０１７Ｃ软件进行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响应面优化马齿苋黄酮提取试验结果
２．１．１　响应面实验结果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Ｖ８．０．６软件，根据 ＢｏｘＢｅ
ｈｎｋｅｎ设计组合，对表 ２数据进行多元二次回归拟
合，建立提取工艺参数回归模型，回归方程为：

Ｙ＝１６．９３－０．４Ａ－０．０４３Ｂ－０．４３Ｃ＋０．３７ＡＢ－１．４９ＡＣ＋

０．１４ＢＣ－Ａ２－１．４４Ｂ２－１．４８Ｃ２

表 ２　ＢｏｘＢｏｈｎｋｅｎ响应面优化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

试验

点

因素１
Ａ：时间／ｍｉｎ

因素２
Ｂ：温度／℃

因素３
Ｃ：料水比（ｇ∶ｍＬ）

响应值

黄酮／（ｍｇ·ｇ－１）
１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７．３７
２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７．４７
３ ６０ ８０ １：３０ １２．８８
４ ９０ ６０ １：３０ １２．２１
５ ６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４．６１
６ ９０ ４０ １：２０ １４．０５
７ ９０ ６０ １：１０ １４．９１
８ ３０ ６０ １：１０ １３．７２
９ ６０ ４０ １：３０ １３．１３
１０ ６０ ４０ １：１０ １５．４
１１ ３０ ６０ １：３０ １６．９６
１２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７．１７
１３ ３０ ４０ １：２０ １４．５８
１４ ３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４．２
１５ ９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５．１３
１６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６．０９
１７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６．５７

　　由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可知（表３），该响应面
模型的 Ｐ＝０．０２８８＜０．０５，表示该数学模型达到显
著水平；失拟项 Ｐ＝０．０８３０＞０．０５，失拟项差异不显
著，证明模型与实验拟合程度较好，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回归方程和方差分析结果可知，模型中交互项

ＡＣ的 Ｐ值小于０．０５说明提取时间和料液比交互作
用对黄酮含量影响显著，二次项 Ｂ２、Ｃ２的 Ｐ值均小
于０．０５，说明提取温度和料液比对黄酮含量影响显
著。由 Ｆ值大小可知，这 ３个因素对马齿苋黄酮含
量的影响大小依次为：Ｃ（料液比）＞Ａ（提取时间）＞
Ｂ（提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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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ｔ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Ｆ值 Ｐ值 显著性

模型 ３６．９７ ９ ４．１１ ４．５７ ０．０２８８ 
Ａ １．２５ １ １．２５ １．３９ ０．２７７２
Ｂ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９０２７
Ｃ １．５０ １ １．５０ １．６６ ０．２３８０
ＡＢ ０．５３ １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４６６５
ＡＣ ８．８２ １ ８．８２ ９．８１ ０．０１６６ 
ＢＣ ０．０７３ 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１ ０．７８４１
Ａ２ ４．２１ １ ４．２１ ４．６８ ０．０６７３
Ｂ２ ８．７９ １ ８．７９ ９．７７ ０．０１６７ 
Ｃ２ ９．２８ １ ９．２８ １０．３２ ０．０１４８ 
残差 ６．２９ ７ ０．９０
失拟项 ４．９２ ３ １．６４ ４．７６ ０．０８３０
纯误差 １．３８ ４ ０．３４
总离差 ４３．２７ １６

　　注：表示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１．２　响应面分析及最佳工艺研究
响应面图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对黄酮含量有影响

的试验因素两两交互作用的显著程度，响应面坡度越

陡峭，说明响应面值对操作条件的改变越敏感
［２６］
，利

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Ｖ８．０．６软件对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
用做出相应的响应面曲线图。如图１所示，提取时间
和料液比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这与方差分析结果

一致。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Ｖ８．０．６软件分析计算出理论
最佳提取工艺条件：提取时间 ５５．５ｍｉｎ，提取温度
５９．２７℃，料液比 １∶１９．２８（ｇ∶ｍＬ），此时黄酮含量达
到１６．９８ｍｇ／ｇ。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同时结合
实际操作将最佳工艺条件调整为提取时间５６ｍｉｎ，提
取温度６０℃，料液比１∶２０（ｇ∶ｍＬ），在此工艺条件下
进行５组平行试验，所得的黄酮含量的平均值约为
１６．１３ｍｇ／ｇ，与预测值偏差不大，说明运用响应面法
优化获得的模型参数准确可靠，能真实的反映各因素

对马齿苋黄酮含量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因本实验

中单因素筛选所用马齿苋和响应面试验所用马齿苋

材料来源于不同的月份，这可能直接影响马齿苋中黄

酮的含量，使得响应面试验中马齿苋黄酮含量与单因

素试验中黄酮含量相比偏低。

图 １　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马齿苋黄酮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２．２　马齿苋黄酮体外抗氧化活性
２．２．１　还原力测定结果

由图２可知，不同浓度的马齿苋黄酮均表现出一
定的还原力，且还原力随着马齿苋黄酮溶液质量浓度

的增大而显著增强。当马齿苋黄酮质量浓度达到

４ｍｇ／ｍＬ时其还原力可达到 １．０５，但仍低于 ＢＨＡ，由
此可知，马齿苋黄酮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

２．２．２　马齿苋黄酮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由图３可知，随着马齿苋黄酮溶液质量浓度的升

高，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逐渐升高；当马齿苋黄酮
质量浓度在０～０．５ｍｇ／ｍＬ时，清除率增加较快，此
后清除率增加较为缓慢；当马齿苋黄酮浓度达到

４ｍｇ／ｍＬ时，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７３．６５％，且显

著高于其他浓度组（Ｐ＜００５），但其清除能力仍略低
于 ＢＨＡ。

图 ２　马齿苋黄酮的还原力测定

Ｆｉｇ．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

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注：不同大写字母代表不同样品浓度的还原力差异显著，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不同样品的还原力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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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马齿苋黄酮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ｏｎＤＰＰＨ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２．２．３　对·ＯＨ的清除能力
由图４可知，马齿苋黄酮对·ＯＨ的清除率随着

其溶液质量浓度的升高显著增强（Ｐ＜０．０５）。当马
齿苋黄酮的质量浓度在 ０．５～１ｍｇ／ｍＬ时，其·ＯＨ
的清除能力低于 ＢＨＡ，当马齿苋黄酮的质量浓度达到
２ｍｇ／ｍＬ时，马齿苋黄酮对·ＯＨ的清除能力与 ＢＨＡ
接近；而当马齿苋黄酮质量浓度升高到 ４ｍｇ／ｍＬ时，
其对·ＯＨ的清除率达到 ７３．６３％，显著高于 ＢＨＡ
（Ｐ＜０．０５）。由此可知，马齿苋黄酮对·ＯＨ具有较强
的清除作用。

图 ４　马齿苋黄酮对·ＯＨ的清除作用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ｏ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２．３　马齿苋黄酮体内抗氧化活性
２．３．１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 ＲＯＳ产
生率的影响

图５ａ为不同处理组斑马鱼的荧光照片，绿色荧
光越强表明细胞内 ＲＯＳ产生率越高，由图 ５ｂ可见，
ＡＡＰＨ诱导后斑马鱼体内 ＲＯＳ产生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表明模型建立成功，马齿苋黄酮预孵
育后斑马鱼体内 ＲＯＳ产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且显著低于对照组斑马鱼体内 ＲＯＳ产生率（Ｐ＜
０．０５）。胚胎荧光照片显示，对照组斑马鱼荧光强度
较弱，ＡＡＰＨ处理后可观察到显著增强的荧光强度，
表明 ＡＡＰＨ处理后斑马鱼仔鱼体内产生大量 ＲＯＳ，

但当用马齿苋黄酮进行预暴露后，ＲＯＳ产生率显著
降低，表明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 ＲＯＳ
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马齿苋黄酮具有较

强的抗氧化作用。

ａ不同处理组斑马鱼荧光照片；ｂ不同处理组斑马鱼的活性氧产生率

图 ５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 ＲＯＳ

产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ｏｎＲＯ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ＡＰＨ

２．３．２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细胞死亡
率的影响

图６ａ为吖啶橙染色后不同处理组斑马鱼仔鱼
的荧光照片，红色荧光越强表明细胞死亡率越高。由

图 ６ｂ可知，对照组仔鱼仅有少量细胞死亡，而
ＡＡＰＨ诱导组仔鱼体内死亡细胞数量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表明模型建立成功，马齿苋黄酮预孵育
后斑马鱼仔鱼细胞死亡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从斑
马鱼仔鱼荧光图像也可明显看出，荧光强度随着马齿

苋黄酮浓度的升高而明显降低，表明马齿苋黄酮可显

著降低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仔鱼细胞死亡率。
２．３．３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脂质过氧

化生成率的影响

图７ａ为不同处理组斑马鱼仔鱼的荧光照片，蓝
色荧光越强表明细胞膜脂质过氧化产生率越高。由

图７可知，对照组斑马鱼仔鱼仅有微弱荧光被检测
到，ＡＡＰＨ诱导后斑马鱼仔鱼体内检测到较强的荧光
强度，其脂质过氧化生成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而
马齿苋黄酮预孵育后斑马鱼仔鱼体内的脂质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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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现浓度依赖性降低（Ｐ＜０．０５）。当马齿苋黄
酮质量浓度达到２００μｇ／ｍＬ时，斑马鱼仔鱼脂质过氧
化程度恢复到对照组水平。

ａ不同处理组斑马鱼荧光照片；ｂ不同处理组斑马鱼的细胞死亡率

图 ６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细胞

死亡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ｏｎ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ＡＰＨ

ａ不同处理组斑马鱼仔鱼的荧光照片；

ｂ不同处理组斑马鱼脂质过氧化生成率

图 ７　马齿苋黄酮对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脂质过氧化

生成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ｆｌｉｐｉ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ＡＰＨｉｎ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３　结论

本研究在前期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采用响应面

法优化马齿苋黄酮的水提工艺条件，确定最佳水提时

间为５５．５ｍｉｎ，水提温度为 ５９．２７℃，料液比 １∶１９．２８
（ｇ∶ｍＬ），在此条件下马齿苋黄酮含量可达到 １６．９８
ｍｇ／ｇ。对水提马齿苋黄酮进行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显示其具有一定的还原力，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和·ＯＨ
具有较强的清除能力，当马齿苋黄酮质量浓度达到

４ｍｇ／ｍＬ时，对·ＯＨ的清除率显著高于 ＢＨＡ，达到
７３．６３％；体内抗氧化功能评价显示，马齿苋黄酮可显
著降低 ＡＡＰＨ诱导的斑马鱼仔鱼 ＲＯＳ产生率、细胞
死亡率和脂质过氧化生成率，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保

护作用，且呈现剂量依赖效应，该实验结果表明马齿

苋黄酮具有较强的体内外抗氧化功能，可作为天然的

抗氧化剂进行深度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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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陈红梅，谢翎．响应面法优化半枝莲黄酮提取工艺及体外抗
氧化性分析［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２）：４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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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３７１０
引用格式：孟庆龙，尚静，黄人帅，等．苹果可溶性固形物的可见／近红外无损检测［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０５－２０９．

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Ｒｅｎｓｈｕａｉ，ｅｔａｌ．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ａｐｐｌｅｂｙｖｉｓｉ
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０５－２０９．

苹果可溶性固形物的可见／近红外无损检测
孟庆龙１，２，尚静１，２，黄人帅１，２，陈露涛１，张艳２

１（贵阳学院 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５）

２（贵阳学院 农产品无损检测工程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５）

摘　要　利用可见／近红外光谱对苹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进行检测，并建立了最优预测模型。通过 ４００～１０００ｎｍ

高光谱成像系统采集了 １２０个“富士”苹果图像，分析比较了二阶导数（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Ｄ）、标准正态变换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ＮＶ）以及多元散射校正（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ｔ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ＳＣ）３种光谱预处理方法对预测模

型的检测效果；分别应用连续投影算法（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ｉ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Ａ）和竞争性自适应重加权算法（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ＡＲＳ）对光谱数据进行降维，进而建立基于特征光谱的误差反向传播（ｅｒｒｏｒ

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网络和多元线性回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Ｒ）预测模型。结果表明，二阶导数预处

理后的 ＢＰ网络模型优于原始光谱及其他预处理方法；通过提取特征波长建立的 ＳＰＡＢＰ网络模型的预测性能

最优，其预测集相关系数 ｒｐ和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ＲＭＳＥＰ）分别为 ０．８７和 ０．５２。

这表明基于可见／近红外光谱检测苹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可行的。

关键词　可见／近红外光谱；苹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ＢＰ网络；数据降维；无损检测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ａｐｐｌｅｂ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１，２，Ｓ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２，ＨＵＡＮＧＲｅｎｓｈｕａｉ１，２，
ＣＨＥＮＬｕｔａｏ１，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２

１（Ｆｏｏｄ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ｕｉ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ｕｉ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ＳＣ）ｏｆａｐｐｌｅｂｙ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Ｖｉｓ／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１２０“Ｆｕｊｉ”ａｐ
ｐｌｅｓｏｖｅｒ４００１０００ｎｍ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Ａ）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Ａ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Ｍｏｒｅｏ
ｖｅｒ，ＢＰ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Ｒ）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Ｐ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ＳＤ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ｆｕｌ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ＰＡＢＰ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ａｈａｄ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ｐａｎｄ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Ｐ）ｗｅｒｅ
０．８７ａｎｄ０．５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ＳＣ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ｂｙ
Ｖｉｓ／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ｐｐｌｅ；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ｍｉｎ
ｉｎｇ；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第一作者：博士，副教授（张艳教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Ｅｉｌｅｅｎ＿ｚｙ００１＠ｓｏｈｕ．ｃｏｍ）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黔科合基础［２０２０］１Ｙ２７０）；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项目（黔教合 ＫＹ字［２０１６］０１７）；贵阳学院

科研资金（ＧＹＵＫＹ［２０２０］）；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２０１９５２０１３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１，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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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我国是水果生产大国，其中苹果的种植面积以及
总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因我国苹果的采后分级技

术相对落后，使其品质难以把控，不能满足高端市场

的需求。水果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
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ＳＣ）是衡量水果口感和营养价值的关键
指标，也是判断水果成熟度的主要依据，所以检测苹

果的 ＳＳＣ对于判断其内部品质和采收时间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诸多学者采用折射仪测量果汁的糖度来

获取水果的 ＳＳＣ［１－２］，该方法的最大缺点就是有损检
测，需要破坏被检测对象，而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

无损检测恰好可以弥补不足。高光谱成像技术集图

像信息和光谱信息于一体，具有分析速度快、无污染、

无损伤等优势，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
［３］
、食品业

［４－９］
、农业

［１０－１１］
等领域。近年来，

国内外科研工作者已利用高光谱技术开展了关于猕

猴桃
［１，１２］

、梨
［１３－１５］

、荔枝
［１６］
和蓝莓

［１７－１８］
等水果 ＳＳＣ

的无损检测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而采

用高光谱成像技术结合误差反向传播（ｅｒｒｏｒ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网络以及多元线性回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Ｒ）对苹果 ＳＳＣ的无损检测研究
相对较少。

本文采用高光谱图像采集系统采集采后储藏期

间“富士”苹果的高光谱图像，并提取感兴趣区域的

反射光谱；应用连续投影算法（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Ａ）和竞争性自适应重加权算法（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ＡＲＳ）对预处理后
的光谱数据进行降维，最终基于特征光谱建立了预测

苹果 ＳＳＣ的 ＢＰ网络模型以及 ＭＬＲ模型，以期为苹
果 ＳＳＣ的检测提供一种快速、无损的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新鲜“富士”苹果，购买于超市，选取表面无损伤

的苹果１２０个，将其编号储藏在室温（２２±２）℃条件
下，取样间隔为１ｄ，每次取样 ３０个，共取样 ４次，这
样目的是使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预测范围相对较大

的 ＳＳＣ值，增加其适用性。
高光谱图像采集系统（ＧａｉａＦｉｅｌｄＦＶ１０），四川双

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
ＡＴＡＧＯＰＡＬα数字手持袖珍折射仪，日本 Ａｔａｇｏ

公司；ＴＤ４ＺＷＳ台式低速离心机，湖南湘立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ＪＹＺＶ９１１榨汁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１ＣＣＤ相机；２成像光谱仪（图像空间分辨率为６９６×７００）；

３镜头；４溴钨灯光源；５电动平移台；６暗箱；７高性能计算机

图 １　高光谱图像采集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高光谱图像采集与校正

将苹果样品放在暗箱中的电动平移台上，调整采

集系统的参数确保能采集到清晰又不失真的高光谱

图像。相机的曝光时间是 ９．５ｍｓ，苹果样本距离镜
头约 ４０ｃｍ，电动平移台的移动速度是 １．３５ｃｍ／ｓ。
然后，对待检测样本逐一扫描，采集所有苹果样本的

高光谱图像。最后，采集全白和全黑的标定图像对原

始高光谱图像进行校正。

１．２．２　苹果 ＳＳＣ的测定
在获取苹果高光谱图像后立即进行 ＳＳＣ的测

定。先将苹果样本切成小块后榨汁，于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下离心５ｍｉｎ，然后将苹果汁涂抹在折光棱镜的镜面
上，连续按测量键按钮多次，当最后液晶显示屏 ３次
显示值一致时记录该值，每个样本分别测量多次的平

均值作为其实测值。

１．２．３　样本集划分
采用基于联合 ＸＹ距离的样本划分法（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ｏｉｎｔｘ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ＰＸＹ）［１９］

将１２０个苹果样本划分为 ９０个校正集样本和 ３０个
预测集样本。苹果 ＳＳＣ的统计结果见表 １。从表 １
可知，校正集中苹果样本 ＳＳＣ相比预测集具有较宽
的范围，有助于后续建立良好的预测模型。

表 １　苹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ＳＣｏｆａｐｐｌｅｓ

样本集 样本数
ＳＳＣ／％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校正集 ９０ ９．５ １４．５ １２．３ １．１
预测集 ３０ １０．８ １４．４ １２．２ ０．７

１．３　光谱分析及模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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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光谱预处理
在建模之前需对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试验采用

二阶导数（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Ｄ）、标准正态变换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ＮＶ）、多元散射校正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ｔ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ＳＣ）３种光谱预处理方
法

［２０］
对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并比较它们对全光谱

模型的影响。光谱数据处理在 ＥＮＶＩ５．４和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６ｂ软件平台中完成。
１．３．２　建模方法及模型评价

试验采用 ＳＰＡ和 ＣＡＲＳ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降
维。采用 ＢＰ网络和 ＭＬＲ建立苹果 ＳＳＣ的预测模
型，其中 ＢＰ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神经网络，其输入
信号从输入层经隐含层到输出层，能够实现输入与输

出之间的高度非线性映射，而 ＭＬＲ是建立自变量 Ｘ
（光谱数据）和因变量 Ｙ（ＳＳＣ实测值）之间的线性回
归方程。以校正集的相关系数（ｒｃ）及其均方根误差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ＲＭＳＥＣ）和预
测集的相关系数（ｒｐ）及其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ＲＭＳＥＰ）作为判别模型性
能的指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光谱反射率及预处理
苹果样本的原始光谱以及经过 ＳＮＶ、ＭＳＣ和

ＳＤ预处理后的反射光谱（感兴趣区域为整个苹果
样本）如图 ２所示。为了进一步分析 ３种光谱预处
理方法（ＳＮＶ、ＭＳＣ和 ＳＤ）对 ＢＰ网络预测模型的检
测效果，分别将原始光谱以及经过 ３种光谱预处理
后的光谱输入 ＢＰ网络模型中建模，其结果如表 ２
所示。从表 ２可知，经 ＳＤ预处理后建立的 ＢＰ预测
模型具有最高的 ｒｐ（０．８７）以及最小的 ＲＭＳＥＰ
（０．５２），说明相比于 ＳＮＶ和 ＭＳＣ，ＳＤ光谱预处理
方法更好，因此本文采用 ＳＤ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
预处理。

２．２　光谱数据降维
２．２．１　采用 ＳＰＡ筛选特征光谱

采用 ＳＰＡ筛选特征光谱时，计算不同有效波长
对应的 ＲＭＳＥＰ，常常依据最小的 ＲＭＳＥＰ值选定最有
效的特征光谱。ＲＭＳＥＰ随 ＳＰＡ中有效波长数的变
化规律如图 ３ａ所示，ＲＭＳＥＰ值随有效波长数的增
加而减小，当有效波长数超过 ５时，ＲＭＳＥＰ变化不
明显，因此选取 ５个波长作为特征光谱，采用 ＳＰＡ
选取的 ５个特征光谱分布如图 ３ｂ所示。

ａ原始光谱；ｂＳＮＶ预处理；ｃＭＳＣ预处理；ｄＳＤ预处理

图 ２　经过不同光谱预处理后得到的反射光谱

Ｆｉｇ．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

表 ２　基于不同光谱预处理方法的 ＢＰ模型对苹果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Ｓ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ｂｙＢＰ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预处理

方法

校正集 预测集

ｒｃ ＲＭＳＥＣ ｒｐ ＲＭＳＥＰ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０．７９ ０．６８ ０．６６ ０．６２
ＳＮＶ ０．７５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５６
ＭＳＣ ０．８６ ０．５４ ０．６８ ０．６３
ＳＤ ０．８２ ０．７３ ０．８７ ０．５２

ａＲＭＳＥＰ随 ＳＰＡ中有效波长数的变化规律；

ｂ选取的特征波长

图 ３　基于 ＳＰＡ算法从全光谱中提取特征波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ｕｌ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ｙＳＰ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２　采用 ＣＡＲＳ筛选特征光谱
在采用 ＣＡＲＳ筛选特征光谱时，将蒙特卡洛采样

次数设定为５０次，利用 ５折交叉验证法计算所建立
的 ＰＬＳ模型中的交叉验证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ＣＶ），结果如图 ４
所示。从图４ａ可知，ＲＭＳＥＣＶ值随着采样次数的增
加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当采样次数达到 １９时，
ＲＭＳＥＣＶ值最小，本文得到的最优波长集包含有 ４３
个特征波长，提取的特征光谱分布如图４ｂ所示。

ａ不同采样次数下 ＲＭＳＥＣＶ的变化规律；

ｂ选取的特征波长

图 ４　基于 ＣＡＲＳ算法从全光谱中提取特征波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ｕｌ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ｙＣＡＲ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３　ＢＰ网络模型建模结果
分别将经 ＳＰＡ和 ＣＡＲＳ筛选的特征光谱输入 ＢＰ

网络模型以及 ＭＬＲ模型中，基于不同波长选取方法
的 ＢＰ网络模型以及 ＭＬＲ模型对苹果 ＳＳＣ的检测结
果见表３。
表 ３　基于不同波长选取方法的 ＢＰ和 ＭＬＲ模型对苹果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Ｓ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ｂｙＢＰａｎｄＭＬＲ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模型
变量选

择方法
变量数

校正集 预测集

ｒｃ ＲＭＳＥＣ ｒｐ ＲＭＳＥＰ

ＢＰ
ＳＰＡ ５ ０．８２ ０．７３ ０．８７ ０．５２
ＣＡＲＳ ４３ ０．８９ ０．４９ ０．７３ ０．７０

ＭＬＲ ＳＰＡ ５ ０．７８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５３
ＣＡＲＳ ４３ ０．９５ ０．３３ ０．７４ ０．６２

从表３可知，ＳＰＡＢＰ模型具有最高的 ｒｐ（０８７）
和最小的 ＲＭＳＥＰ（０．５２），说明 ＳＰＡＢＰ模型具有最
好的预测性能。ＳＰＡＭＬＲ模型的校正性能和预测性
能均劣于 ＳＰＡＢＰ模型。虽然 ＣＡＲＳＭＬＲ模型的校
正性能较好（ｒｃ＝０．９５，ＲＭＳＥＣ＝０．３３），但是其预测

性能劣于 ＳＰＡＢＰ模型。另外采用 ＳＰＡ特征波长选
择方法从２５６个全光谱波段中提取了 ５个特征变量
作为 ＢＰ网络的光谱输入，明显提升了 ＢＰ网络模型
的运行效率。由此表明基于 ＳＰＡ提取的特征光谱建
立的 ＢＰ网络模型对苹果 ＳＳＣ的无损检测具有良好
的预测能力，可实现苹果 ＳＳＣ的快速无损检测。苹
果 ＳＳＣ的实测值和预测值如图５所示。

图 ５　苹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预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ＳＣｏｆａｐｐｌｅｓ

３　结论

（１）原始光谱中除了包含自身有用信息外，外界
不确定因素（如光的散射以及环境噪声等）也会对建

模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通过综合比较３种光谱预
处理方法（ＳＤ、ＳＮＶ和 ＭＳＣ）对预测模型的检测效果
表明，ＳＤ预处理方法相比于 ＳＮＶ和 ＭＳＣ更好。

（２）为解决高光谱成像技术在水果品质无损检
测中存在数据量冗余的难题，对预处理后的光谱数据

降维，结果表明，应用 ＳＰＡ和 ＣＡＲＳ分别从 ２５６个全
光谱中筛选了５个和 ４３个特征波长，明显提升了预
测模型的运行效率。

（３）为得到苹果 ＳＳＣ最优预测模型，采用 ＢＰ网
络模型和 ＭＬＲ模型对 ＳＰＡ和 ＣＡＲＳ算法提取的特征
光谱分别建模，结果表明：基于特征光谱建立的 ＳＰＡ
ＢＰ网络模型预测性能最优，其相关系数 ｒｐ为 ０．８７，
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Ｐ为０．５２，可应用于苹果 ＳＳＣ的无
损检测。

参 考 文 献

［１］　董金磊，郭文川．采后猕猴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高光谱无损

检测［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５，３６（１６）：１０１－１０６．

［２］　尚静，孟庆龙，张艳，等．紫外／可见光谱技术无损检测李子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２０，４１（３）：２２８－２３１．

［３］　汪金花，吴兵，徐国强，等．水泥胶砂中水泥水化的高光谱特征

分析［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３６４６－３６５３．

［４］　王芹志，强锋，何建国，等．基于可见 －近红外光谱预测灵武长

枣脆度及模型优化［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７，４３（３）：２０５－



分析与检测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２０９　　

２１１．
［５］　孙炳新，匡立学，徐方旭，等．苹果脆度的近红外无损检测［Ｊ］．

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３，３９（５）：１８５－１８９．
［６］　ＪＩＡＮＧＪ，ＣＥＮＨ，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ｉｐｅｐｐ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４．

［７］　孙旭东，刘燕德，李轶凡，等．鸭梨黑心病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同时在线检测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２３２－２３８．

［８］　ＨＯＵＪ，ＺＨＡＮＧＹ，ＳＵＮ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ｍ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Ｈｆｏｒ
“Ｇｏｌｄｅｎ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ｐｐ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ｆｒｏｍ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８３（１）：１－９．

［９］　郭志明，赵春江，黄文倩，等．苹果糖度高光谱图像可视化预测
的光强度校正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７）：２２７－２３２．

［１０］　杨峰，范亚民，李建龙，等．高光谱数据估测稻麦叶面积指数和
叶绿素密度［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２）：２３７－２４３．

［１１］　叶建秋，黄丹平，田建平，等．高光谱图像技术检测大曲发酵过
程中的 水 分 含 量 ［Ｊ］．食 品 与 发 酵 工 业，２０２０，４６（９）：
２５０－２５４．

［１２］　ＧＵＯＷ Ｃ，ＺＨＡＯＦ，ＤＯＮＧＪＬ．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ｓｕｓｉｎｇ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Ｆ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１６，９：３８－４７．

［１３］　ＬＩＢＣ，ＨＯＵＢＬ，ＺＨＡＮＧＤＷ，ｅｔａｌ．Ｐｅａ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ｌｕ
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ｎｅｓ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Ｏｐ

ｔｉｋ，２０１６，１２７（５）：２６２４－２６３０．
［１４］　Ｆ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Ｗ，ＧＵＯＺ，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

ｔ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ａｒｓｕｓｉｎｇ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Ｆ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１５，８：１９３６－１９４６．

［１５］　ＹＵＸ，ＬＵＨ，ＷＵ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ｆｉｒｍ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Ｋｏｒｌａｆｒａ
ｇｒａｎｔｐｅａｒｕｓｉｎｇＶｉｓ／ＮＩＲ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Ｊ］．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４１：３９－４９．

［１６］　ＰＵＨ，ＬＩＵＤ，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ｐＨ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ｙｃｈｅｅｆｒｕｉｔｓｕｓｉｎｇ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ｎｄ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Ｆ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１６，９（１）：２３５－２４４．

［１７］　李瑞，傅隆生．基于高光谱图像的蓝莓糖度和硬度无损测量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Ｓ１）：３６２－３６６．

［１８］　ＬＥＩＶＡ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ＧＡ，ＬＵＲ，ＡＧＵＩＬＥＲＡＪ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ｗｈｏ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４，２４：
２－１３．

［１９］　ＧＡＬＶ?ＯＲＫＨ，ＡＲＡＵＪＯＭＣＵ，ＪＯＳ?ＧＥ，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００５，６７
（４）：７３６－７４０．

［２０］　倪力军，张立国．基础化学计量学及其应用［Ｍ］．上海：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１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３４７６
引用格式：王轩，周健，明红梅，等．机械化与手工酿造方式下酒糟品质与香气成分初步分析［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

２１０－２１６．ＷＡＮＧＸｕａ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ｉｎｍｅｃｈ
ａ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ｍａｎｕａｌｂｒｅｗ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１０－２１６．

机械化与手工酿造方式下酒糟品质与香气成分初步分析

王轩１，周健１，明红梅１，张宿义２，李德林２，罗杰２，俞飞１

１（四川轻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６４３０００）２（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泸州，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　为探究机械化酿造和手工酿造各环节酒糟的理化指标及风味成分差异，运用理化检测及气相色谱与质
谱联用（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ＧＣＭＳ）技术对各操作环节中酒糟进行测定，再结合香气活度值
（ｏｄ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ＡＶ）分析酒糟风味成分。结果表明，机械化酿造中入窖酒糟水分含量、淀粉浓度和酸度浓
度均符合生产工艺要求；手工酿造中入窖酒糟除淀粉外，水分含量、酸度浓度略高于规定参数；２种酿造方式下
出窖酒糟水分含量、酸度浓度、淀粉浓度和酒精度均存在显著差异。机械化酿造和手工酿造各环节中酒糟挥发

性风味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出窖酒糟共有 ３９种风味物质，风味物质总含量较入窖时分别增
长了 １０８．９５％和 １５３．１７％，而且都含有己酸乙酯、辛酸乙酯、亚油酸乙酯、己酸、丁酸、戊酸、正己醇、糠醇和 ３羟
基２丁酮等特征化合物。因此，机械酿造和手工酿造出窖酒糟中白酒典型特征风味物质种类基本一致，酒糟的
风味物质总含量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与窖池窖龄有关。

关键词　机械化；手工酿造；酒糟；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香气活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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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型酒是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以泥窖为发
酵容器、中温大曲作为糖化发酵剂、高粱等谷物作为

酿酒原料，经续糟配料、开放式操作生产、多菌密闭共

酵、常压固态甑桶蒸馏和陈酿勾兑等酿制工艺酿造而

成的，以己酸乙酯为主体香味物质的白酒
［１］
。在传

统浓香型白酒酿造中，多数生产活动属于人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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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并且酿造环境卫生条件

与食品生产环境要求差距较大
［２］
。近年来，伴随着

生产成本不断攀升，能源短缺的形势也越严重，因此，

白酒产业急需转型升级，提高酿造环节中机械化程

度，节省人力和时间，对于白酒企业提高效率和降低

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机械化酿酒设备的应用和普及，浓香型白酒

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研究表明，在浓

香型白酒生产中，机械化配料可以替代手工配

料
［３－４］

；机械装甑与人工装甑的酒糟比较，出酒率无

显著差异，机械装甑的优级酒比例以及己酸乙酯提取

率均优于手工装甑
［５－６］

；而摊晾机的使用，可以使其

入窖糟醅的稳定性优于地摊晾和摊晾床
［７］
。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缺少针对机械与手工２种酿造方式下各
生产环节中酒糟理化指标系统性分析，以及这２种酿
造方式下酒糟风味物质变化探究。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对机械与手工２种酿造
方式下，各生产环节中酒糟理化指标和风味物质变化

规律及差异性进行研究，从而为浓香型白酒机械化酿

造找到实验依据，为进一步改进机械化酿酒工艺和提

升基酒品质奠定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样本：酒糟，某酒企；取样：２种酿造方式均按照

浓香型白酒生产工艺要求来进行生产，机械酿造在润

粮、拌料、上甑和打量水环节均采用机械设备；手工酿

造在润粮、拌料、上甑和打量水环节均由人工操作；摊

晾、下曲均为一体式机械设备；机械酿造车间窖池修

建于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手工酿造车间窖池修建自清末
民初。２个车间各选１口正常发酵的窖池，取目的窖
池酒糟在出甑、打量水、摊晾和下曲入窖环节中的样

本，待入窖发酵 ４５ｄ后开窖，取出窖、拌料上甑和出
甑环节中的酒糟样本。取样信息见表１。

表 １　取样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序号 各操作环节 手工车间样本编号 机械车间样本编号

１ 出甑 Ｍ１ Ａ１
２ 打量水 Ｍ２ Ａ２
３ 摊晾 Ｍ３ Ａ３
４ 下曲入窖 Ｍ４ Ａ４
５ 出窖 Ｍ５ Ａ５
６ 拌料上甑 Ｍ６ Ａ６
７ 出甑 Ｍ７ Ａ７

１．２　实验试剂

葡萄糖、酒石酸钾钠、ＮａＯＨ、酚酞、重铬酸钾、无
水乙醇、ＣＨ２Ｃｌ２等，均为分析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
剂厂；２辛醇，色谱纯，成都艾科达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１．３　仪器与设备
ＤＨＧ９２４０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ＣＰ１１４电子天平、ＳＴＯ２１０ｐＨ计，奥豪斯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ＥＶ２４２４ＳＴ干式氮吹仪，德国
ＷＩＧＧＥＮＳ公司；Ａｇｌｉｇｅｎｔ６８９０Ｎ５９７５Ｂ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酒糟理化指标测定

对酒糟样本理化指标中水分含量、酸度浓度、淀

粉浓度和酒精度进行测定，参考文献［１，８］，其中水
分含量测定采用常压１０５℃烘箱干燥法；酸度采用酸
碱滴定法；酒精度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淀粉浓度测

定采用斐林试剂法。各数据均为目的窖池对应样本

３次检测的平均值。
１．４．２　酒糟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定性与半定量分析

酒糟前处理：称取 １０ｇ酒糟，研磨后装入 ５０ｍＬ
离心管中，加入 ＣＨ２Ｃｌ２２０ｍＬ，恒温超声振荡２０ｍｉｎ，
重复该步骤３次，收集萃取液后加入５０μＬ质量浓度
为１．９７ｍｇ／ｍＬ的内标 ２辛醇和 ５ｇ无水 Ｎａ２ＳＯ４，
４℃静置１２ｈ去除水分。将萃取液用旋转蒸发仪低
温浓缩至５ｍＬ，再氮吹至 １ｍＬ，用 ０．２２μｍ有机相
滤器过滤后直接进样。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ＧＣＭＳ）条件参考
文献［９］。

定性与半定量分析：检出挥发性组分物质的质谱

图，通过与标准谱库（ＮＩＳＴ０５ａ．Ｌ和 ＲＴＬＰＥＳＴ３．Ｌ）对
比鉴定，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结合匹

配度 ＞９０％、特征离子及辅助人工图谱解析来进行定
性分析。采用内标法对各风味物质进行计算，得到的

各物质的量为内标的相对含量
［１０］
。

１．４．３　酒糟特征香气成分分析
采用香气活度值（ｏｄ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ＡＶ）表征

酒糟中香气化合物对主体香气成分的贡献，当

ＯＡＶ＞１时，推测该香气成分对样品香气的直接贡献
和影响较大

［９］
。

１．４．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和方差分析，显著

性界值 Ｐ＜０．０５，从而判断数据差异；数据图采用 Ｏｒ
ｉｇｉ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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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酒糟理化指标分析
将酒糟样本进行理化检测分析后，结果见图１。
在浓香型白酒生产中，控制适宜的入窖工艺参

数，如水分含量、酸度浓度和淀粉浓度是生产的关键

点之一
［４］
。水是酿酒生产活动的必须条件之一，２种

生产方式下酒糟通过打量水后水分含量显著增加，其

中手工酿造和机械酿造酒糟在打量水环节时水分质

量分数分别为 ６１７２％和 ５５．８８％，两者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通过摊晾、下曲后水分含量有所降低。
由泸型酒技艺大全可知，酒糟在入窖时水分质量分数

控制在５２％ ～５６％［１］
。手工酿造和机械酿造酒糟在

入窖时水分质量分数分别为 ５７．２０％和 ５２．９１％，出
窖时水分质量分数分别为 ６２．３１％和 ５９３３％，两者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ａ水分；ｂ酸度；ｃ淀粉；ｄ酒精度

图 １　各生产操作环节酒糟理化指标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ｉｎ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ｓ
注：不同操作环节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相同操作环节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适当酸度可以抑制杂菌生长，有利于糊化、糖化
作用，由泸型酒技艺大全可知，酒糟入窖酸度控制在

１．２～１．９ｍｍｏｌ／１０ｇ［１］。２种生产方式下，手工酿造
和机械酿造中酒糟入窖酸度浓度分别为 １．９２和
１．８３ｍｍｏｌ／１０ｇ；随着发酵结束，出窖时酸度浓度显
著增加，分别为３．４３和３．１８ｍｍｏｌ／１０ｇ，两者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通过拌料后酸度分别为 ２．４７和
２．３２ｍｍｏｌ／１０ｇ，分别下降了 ２７．９９％和 ２７．０４％，蒸
馏后与出窖酒糟相比下降了４２．８６％和４０．５６％。

淀粉提供微生物营养成分和发酵能量，入窖淀粉

质量分数应在１６％ ～２２％［１］
。手工酿造和机械酿造

中酒糟入窖淀粉质量分数为 １８．１４％和 １７．８３％；出
窖时 酒 糟 残 淀 粉 质 量 分 数 分 别 为 １０．９１％ 和
１１．４４％，两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发酵质量好的酒糟出窖时酒精度应在４％ ～
６％［１］

。手工酿造和机械酿造入窖酒糟酒精度积分

数为０．０５％和０．０３％；随着发酵结束，其出窖酒糟中

酒精度分别为５．１４％和 ４．４９％，两者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出窖酒糟通过拌料后酒精度分别为 ３．４４％和
３０２％，分别下降了３３．０７％和３２．７４％。

通过对２种生产方式各环节中酒糟理化指标分
析后，可以看出机械酿造中入窖酒糟均在规定参数范

围内，手工酿造下入窖水分含量与酸度浓度略高于参

数范围，可能是工人师傅操作和拌料不均匀导

致
［３，１１］

。在２种生产方式中，入窖时水分含量存在显
著差异外，酸度浓度、淀粉浓度和酒精度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出窖时酒糟水分含量、酸度、淀粉浓度
和酒精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中，出
窖时酒糟的酸度浓度、淀粉浓度和酒精度与李?

等
［１２］
得出的结论一致，可能由于手工酿造窖池的窖

龄更长，窖池中的微生物更加适应酿造过程，酒糟

的理化特性也更加有利于酿酒微生物生长代谢以

及物质交换。

２．２　酒糟挥发性风味物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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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糟各操作环节挥发性风味物质定性与半定量 分析结果如表２和图２所示。
表 ２　酒糟各操作环节中挥发性成分变化 单位：ｍｇ／ｋｇ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ａｒｔｓ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

序号 物质
出甑 打量水 摊凉 下曲入窖 出窖 拌料上甑 出甑

Ａ１ Ｍ１ Ａ２ Ｍ２ Ａ３ Ｍ３ Ａ４ Ｍ４ Ａ５ Ｍ５ Ａ６ Ｍ６ Ａ７ Ｍ７
１ 乙酸乙酯 ０．４３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４７ ０．２１ ８．００ １２．１３ ５．８０ ７．５９ ０．５７ １．０３
２ 戊酸乙酯 － － － － － － － － ０．６９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３４ ０．２８ －
３ 己酸乙酯 ３．０３ ３．６５ ２．４５ ３．０７ ３．５９ ２．４８ １．９３ ２．６８ ２２．１８ ３８．４４ ７．９０ ７．１０ ２．８１ １．８１
４ 庚酸乙酯 ０．２７ ０．３５ － ０．３２ － ０．１４ － ０．２７ １．２８ １．７７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２１ －
５ 乳酸乙酯 ７９．６１ ９９．３７ ４．８２ １４．１７ ３．０９ ２５．０６ ４．７５ １７．８８ １２０．９２ ２０８．９２ ９３．０７ １５１．１９ ２６．９９ ６３．４３
６ 己酸丁酯 ０．２１ － － － － － － － ０．８０ － － － － －
７ 辛酸乙酯 ０．５５ ０．９０ ０．３７ ０．９８ ０．４３ ０．６０ ０．４８ ０．９３ ２．４２ ５．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６ ０．７１ ０．６４
８ 己酸己酯 － １．５４ － － － － － － ３．２５ － － － － －
９ 十四酸乙酯 １．１４ １．９４ １．３４ １．５４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０３ １．４８ ２．６７ ４．４３ １．４１ ２．３１ １．２７ ２．１７
１０ 十五酸乙酯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５１ ０．６５ ０．４１ ０．６９ ０．３６ ０．６５ １．７０ ２．２７ ０．８９ １．４３ ０．４２ １．０２
１１ 棕榈酸乙酯 １２４．５０ ２４６．８９ １２３．４４ １９７．６１ １３０．９８ １９５．５８ １５２．６９ ２０８．６８ ２４８．１４ ４９４．３６ １２８．８２ ２５５．６３ １０９．３４ ２７３．０５
１２ ９十六碳烯酸乙酯 ２．９３ ５．０７ ３．６４ ４．５８ ３．８９ ５．２８ ５．２２ ６．７３ ９．４６ １２．７７ ６．１８ ７．４４ ３．４３ ４．０８
１３ 十七酸乙酯 ０．７７ １．８３ ０．８６ １．３４ ０．９４ １．５３ ０．９８ １．４９ ２．０４ ３．１０ １．８１ ２．３５ １．６２ ２．０２
１４ 硬脂酸乙酯 １０．９１ ２４．１２ １３．７３ ２４．２２ １４．５５ ２１．０６ １５．６６ ２１．９９ ２９．７３ ４４．２１ １４．８５ ２９．０７ １４．７０ ２８．２４
１５ 油酸乙酯 ２２２．７１ ４１９．３０ １９７．４９ ３６２．８０ ２５２．２７ ３３７．０３ ２５３．９４ ３６０．７７ ４５８．９６ ９２３．２６ ２４３．２８ ４７６．１５ １９４．５４ ３６９．８０
１６ 亚油酸乙酯 ３２８．９３ ５１８．３９ ２９４．４４ ４４３．３３ ３３４．４３ ４８６．３８ ３６９．３４ ５０７．４８ ７００．８０ １２０５．０６ ４０４．７０ ６４７．２１ ３３０．３４ ５２２．０７
１７ 丁酸乙酯 ０．４５ － － － － － － － ０．８８ １．２１ ０．５８ ０．６８ ０．４０ ０．３０
１８ 乙酸戊酯 － － － ０．３９ ０．２２ －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５０ ０．２２ ０．３９ － ０．３２ ０．２７
１９ 甲酸异戊酯 － － － － － － － － ２．９５ ６．８２ －　 －　 －　 －　
２０ 己酸异戊酯 － － － － － － － － ０．４１ － －　 － － －
２１ 辛酸己酯 － － － － － － － － ０．０４ － －　 － － －
２２ 亚麻酸乙酯 １５．１２ ２７．７４ １７．７７ ２４．６５ ２８．７２ ２９．７２ ２６．０２ ３２．８５ ５８．２８ ６７．６９ ３０．３３ ３８．２７ １７．８０ ３３．４９
２３ 正己醇 － － － － － － － － ２．２２ １．７０ １．４１ １．３９ － －
２４ ２，３丁二醇 １９．３８ ２７．９８ １５．３８ ２５．５０ １５．０２ ２６．６３ １８．４９ ２２．０１ ３４．０２ ５０．４３ １６．９２ ３４．４８ １９．８９ ３１．２１
２５ １，２丙二醇 ７．８８ １２．１８ ８．７２ １１．１１ ８．７３ １２．３６ ９．７０ ９．６９ １８．１７ ２４．３８ １５．４２ １８．１９ １０．０１ １２．３２
２６ 糠醇 １．０３ １．９０ ０．５０ ０．８６ ０．９０ １．２０ ０．９１ ０．７８ １．７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３８ ２．１７
２７ 苯乙醇 １．７９ ３．６１ ０．６１ １．８０ １．０９ ２．２３ １．０５ ２．０７ ３．４１ ５．５４ ２．６０ ３．１４ ２．４９ ２．９８
２８ ２十一醇 － － － － ０．２８ － － － － １．９３ － １．５９ － －
２９ ２十四醇 － － － － － － － － ２．１７ ３．６４ ５．８０ － １．４５
３０ ２十六醇 － － － － ０．５９ ２．３９ １．３４ ２．２１ １．８７ － ２．０６ － － －
３１ 正丁醇 － － － － － － － － ２．６９ ２．５６ １．４５ １．４８ － －
３２ ２己醇 － － － － － － － － １．０４ １．３７ － １．０２ － －
３３ 乙酸 ６７．６２ ８８．２９ １９．４１ ５２．６３ ３６．４１ ５６．０８ ３８．５４ ５２．９３ １８６．０４ １９１．５９ ９９．４６ １００．９５ ６１．５７ ６９．９１
３４ 丁酸 ２３．３９ ３７．８９ １．１３ １１．１２ ４．４４ １７．４０ ６．２０ １３．７８ ３６．９８ ２７．４６ １６．９０ ２１．１５ １６．４７ ２０．３４
３５ 戊酸 ３．３６ ５．４２ － － － ２．１２ ０．７７ １．４５ ５．８２ １．８４ １．９２ 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６８
３６ 辛酸 － ０．８５ － － － － － － ４．０７ － － － － －
３７ 己酸 ３４．１４ ３７．９６ ２．１１ １０．９０ ６．７３ ２１．９３ ５．７４ １８．６８ １１１．０３ １２１．８９ ３２．９１ １９．８７ ２７．６３ １７．６３
３８ 庚酸 ０．４０ １．０５ － － － － － － ２．５６ － ０．５４ － ０．５８ －
３９ 棕榈酸 ７０．０１ ９８．７６ ４９．７８ ８２．２４ ６５．１５ １０９．４７ １０７．９２ ８０．６１ １４３．９３ １８０．３０ １３５．６１ １８６．９８ ８８．４３ １３２．６２
４０ 油酸 － － － － ２．３２ １６．４９ ７．３２ ６．８８ ９．２３ ７．３９ ７．７２ ５．８８ ５．０３ ３．９２
４１ 十八碳 ６烯酸 － － － － ０．３０ ５．５９ － ５．１５ ０．６９ － ０．６８ ２．１６ ０．３２ ０．６９
４２ 亚油酸 － － － １．４５ １１８．１０ ３５．７５ ４０．５５ ８５．９７ １９．５２ ３８．４９ ６２．１０ ３７．５３ ７４．８３ ３２．４３
４３ 反油酸 － － － － ０．４７ ４．４６ － １０．９８ ０．５４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２６ ２．８２ ４．４７
４４ ２，４二叔丁基酚 ２．９１ ３．４３ ２．９２ － ３．４７ ４．７７ － ６．５６ ３．４２ ４．７４ ５．１６ ７．１１ ６．６２ ４．１３
４５ 糠醛 － １．８７ ０．８０ １．１０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９６ １．０２ － － － － １．３１ ０．６７
４６ 苯乙烯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３７ －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４７ － ０．５８ ０．６１
４７ １二十烯 － － １．９９ ３．０６ １．７０ １０．２４ － ３．１０ １８．９８ － ８．３４ ０．２５ １．５９ －
４８ 角鲨烯 － － ４．０２ － １．４８ － － － ３．２３ － － － － －
４９ ３羟基２丁酮 － ０．５８ － ０．３７ － ０．３５ － ０．３６ ２．５３ ２．９９ １．６８ １．５７ ０．４３ ２．２７
５０ １，３二叔丁基苯 － － － ６．９３ １．９３ ２．５９ ３．３４ ３．２６ ２．１９ ２．７５ ５．６４ １１．５１ ５．３９ ６．１１
５１ ２甲氧基４乙烯苯酚 ０．９３ ０．７９ １．０９ ０．９０ １．３５ ０．９６ － １．５２ － － － － １．１０ ０．９２
５２ （９Ｚ）十八碳９，１７二烯醛 － － － － ３．４０ １８．３３ １６．２０ － １０．７４ ３２．９３ － ０．７２ － ４．３５

　　注：“－”，未检测到（下同）

　　结合图２和表２，在各操作环节酒糟中共检测出 ５２种风味物质，其中酯类物质 ２２种，醇类物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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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酸类物质１１种，其他９种；各操作环节中，出甑酒
糟入窖前，除打量水环节外，摊晾和下曲入窖环节酒

糟风味物质种类及含量变化不明显；随着发酵结束，

出窖酒糟中风味物质种类最多、含量最为丰富，而在

拌料上甑和出甑操作环节时逐渐减少。

ａ机械化酿造；ｂ手工酿造

图 ２　酒糟风味物质种类及含量图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ｌａｖ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ｇｒａｉｎ

酯类化合物是检测到的种类和含量最多的一类

挥发性风味物质。在检测到的酯类物质中，乙酯类不

仅种类多而且含量高，主要由醇类物质与脂肪酸酯化

产生，与酵母种类和酶活力等密切相关
［１３］
。尹婉嫱

等
［１４］
研究表明，浓香型白酒中丁酸乙酯与己酸乙酯

的比例 ＜０．１，可以认为其酒体协调。在本次检测中，
２种酿造方式的出窖酒糟中丁酸乙酯与己酸乙酯的
比例 ＜０．１。各操作环节酯类物质中含量较高的是亚
油酸乙酯、油酸乙酯，具有鲜花香气，其中亚油酸乙酯

还具有降低胆固醇和血脂的作用，这为白酒具有保健

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５］
。

酸类化合物在窖池发酵过程中产生。酒糟中含

量最高的为乙酸、棕榈酸和己酸。在酒糟入窖后，窖

泥中厌氧微生物不断迁移至酒糟中，从而逐渐影响酒

糟中有机酸和风味物质的代谢
［１６］
。雷光电等

［１７］
研

究表明，酒糟越靠近窖泥，功能菌数量越多。ＤＩＮＧ
等

［１８］
对不同窖龄窖泥微生物研究表明，随着窖龄增

加，微生物不断驯化，逐渐以梭菌占主导地位，并且产

甲烷古菌与梭状芽孢杆菌科微生物之间的协同关系

和种间电子传递，可以促进梭菌科微生物的生长。研

究表明，梭菌科微生物能将有机质转化为酸类物质，

例如丁酸和己酸，从而促进丁酸乙酯和己酸乙酯的生

成
［１９］
。

酒糟中醇类物质主要由微生物对原料中的糖和

氨基酸的降解产生，是酒体中微量香味物质的基本组

成部分
［２０］
。醇类物质中测得含量较高的为 ２，３丁二

醇、１，２丙二醇和苯乙醇，具有一定的果香、奶香和玫
瑰花香。在各操作环节酒糟风味物质中还检测出 ３
羟基２丁酮、糠醛等物质。研究表明，３羟基２丁酮
可由双乙酰还原得到，同时也有学者推测 ３羟基２
丁酮可以作为酒体风味物质的前体物质，与其他代谢

物共同作用生成特征风味物质，如可能生成四甲基吡

嗪
［２０－２１］

。糠醛在入窖前被检测出，但在出窖时未检

测到，与周新虎等
［２２］
研究较为一致。

总体来看，对２种酿造方式各操作环节中酒糟挥
发性风味物质进行比较，其种类和含量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其中，出窖酒糟有 ３９种共有风味物质，但手工
酿造和机械酿造中出窖酒糟较入窖时风味物质总质

量分数增长率存在明显区别，分别为 １５３．１７％和
１０８．９５％。可能由于窖池差异，窖池窖龄越老越利于
微生物的积累与驯化，促进风味物质的代谢产生

［１２］
。

同时，本次检测到的出窖酒糟风味物质种类及含量与

文献［９，２１，２３］报道有一定差异，可能是受生产方
式、检测方法

［２３］
和酿造地域等因素

［２４］
影响。

２．３　ＯＡＶ分析
为了确定香气物质对酒糟的影响，对这些物质进

行 ＯＡＶ计算，结果如表 ３所示。将 ＯＡＶ＞１的香气
物质确定为酒糟的香气特征贡献组分，ＯＡＶ值越大
说明对整体香气贡献越大

［９］
。由表 ３可知，２种方式

下出窖酒糟 ＯＡＶ＞１００的有己酸乙酯、辛酸乙酯、亚
油酸乙酯、棕榈酸乙酯、油酸乙酯和 ３羟基２丁酮；
ＯＡＶ＞１０的有己酸、丁酸、戊酸乙酯、丁酸乙酯和戊
酸；ＯＡＶ＞１的有己酸丁酯、己酸己酯、正己醇、糠醇、
乙酸和辛酸，这些物质也是文献［２５－２７］报道浓香
型白酒典型风味物质。己酸乙酯是浓香型白酒的主

体香气物质，本次出窖酒糟中 ＯＡＶ最大的也是己酸
乙酯，且手工酿造出窖糟的己酸乙酯含量高于机械酿

造。有研究表明，己酸乙酯含量与窖泥窖龄呈正相

关，并且窖泥中己酸菌、丁酸菌等数量随着窖龄的增

加而增加
［２８－２９］

。结合表 ２与表 ３可知，２种酿造方
式下出窖酒糟中浓香型白酒典型特征风味物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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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但手工酿造酒糟的风味物质总含量高于机 械酿造，可能是受窖龄影响所致
［３０］
。

表 ３　各操作环节中酒糟 ＯＡＶ＞１的香气物质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ｒｏｍ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ＯＡＶ＞１ｉｎｅａｃｈ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香气物质
阈值／

（μｇ·Ｌ－１）
香气描述 介质 Ａ１ Ｍ１ Ａ２ Ｍ２ Ａ３ Ｍ３ Ａ４ Ｍ４ Ａ５ Ｍ５ Ａ６ Ｍ６ Ａ７ Ｍ７

戊酸乙酯 ２６．７８［３１］ 水蜜桃香、花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 － － － － － － － ２５．７６ ２０．９９ １９．０８ １２．８７ １０．３９ －
己酸乙酯 ５５．３３［３１］ 甜香、水果香、窖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５４．８３ ６６．０５ ４４．３２ ５５．５２ ６４．８３ ４４．８０ ３４．８２ ４８．４５ ４００．８２ ６９４．７３ １４２．８５ １２８．２７ ５０．７１ ３２．７４
己酸丁酯 ７００［３２］ 呈菠萝和葡萄酒似香气 水 ０．３０ ０．７８ － ０．１１ － ０．２０ － ０．１４ １．１５ １．６３ － １．１８ － ０．５０
辛酸乙酯 １２．８７［３１］ 呈杏仁、奶油香、甜的酒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４２．４８ ６９．７５ ２８．６０ ７６．４０ ３３．３４ ４６．５７ ３７．５６ ７２．２１ １８７．９１ ４５８．７６ ８５．５９ ９７．６４ ５５．０８ ４９．６９
己酸己酯 １８９０［３３］ 嫩荚青刀豆香气和生水果香味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 － － － － ０．９１ － － １．７２ － － － － ０．４８
棕榈酸乙酯 ２０００［２０］ 呈微弱蜡香、奶油香气 水 ５７．２５ １２３．４５ ６１．７２ ９８．８０ ６５．４９ ９７．７９ ７６．３５ １０４．３４ １２４．０７ ２４７．１２ ６４．４１ １２７．８２ ５４．６７ １３６．５２
油酸乙酯 ３５００［３４］ 鲜花香气 啤酒 ５６．４３ １１９．８０ ６３．６３ １０３．６６ ７２．０８ ９６．２９ ７２．５５ １０３．０８ １３１．１３ ２６３．７９ ６９．５１ １３６．０４ ５５．５８ １０５．６６
亚油酸乙酯 ４０００［３４］ 果香 啤酒 ６８．６１ １２９．６０ ８２．２３ １１０．８３ ８３．６１ １２１．５９ ９２．３３ １２６．８７ １７５．２０ ３０１．２６ １０１．１８ １６１．８０ ８２．５８ １３０．５２
丁酸乙酯 ８１．５０［３１］ 菠萝香、玫瑰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５．５１ － － － － － － － １０．７８ １４．８１ ７．０７ ８．４０ ４．９４ ３．７２
正己醇 １１００［３２］ 酒香、果香和脂肪气息 １０％乙醇 － － － － － － － － ２．０２ １．５４ １．２８ １．２７ － －
糠醇 ２０００［３５］ 焦糖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０．５２ ０．９５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６０ ０．４５ ０．３９ ０．８７ １．１４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６９ １．０８
乙酸 １６００００［３５］醋酸味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０．４２ ０．５５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９６ １．２０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３８ ０．４４
丁酸 ９６４．６４［３１］ 汗臭，酸臭，窖泥臭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２４．２５ ３９．２８ １．１８ １１．５３ ４．６０ １８．０４ ６．４２ １４．２９ ３８．３３ ２８．４６ １７．５２ ２１．９３ １７．０７ ２１．０９
戊酸 ３８９．１１［３１］ 窖泥臭、汗臭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８．６４ １３．９３ － － － ５．４４ １．９９ ３．７３ １４．９５ ４．７３ ４．９２ ３．８４ ６．４３ ４．３２
辛酸 ２７０１．２３［３１］奶酪香、脂肪臭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 － － － － ０．５６ － － １．５１ － － － － ０．２１
己酸 ２５１７．１６［３１］汗臭、酸臭、水果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１３．５６ １５．０８ ０．８４ ４．３３ ２．６８ ８．７１ ２．２８ ７．４２ ４４．１１ ４８．４２ １３．０７ ７．８９ １０．９８ ７．００
３羟基２丁酮 １４［３３］ 水果香、霉腐味和木香 体积分数 ４６％乙醇 － ４１．５３ － ２６．６０ － ２５．３６ － ２５．５３ １８０．７６ ２１３．２９ １１９．７８ １１１．７９ ３０．８６ １６２．２２

３　结论

本研究对２种酿造方式下各生产环节中酒糟的
理化指标及风味物质进行检测，机械化酿造方式下入

窖酒糟各指标符合生产工艺要求，由于手工酿造中上

甑、打量水等均由人工操作，可能导致入窖水分含量、

酸度浓度略高于规定参数范围。２种酿造方式各生
产环节中出窖酒糟物质种类最多、含量达到最大值。

通过 ＧＣＭＳ检测与 ＯＡＶ分析，２种酿造方式下出窖
酒糟中典型特征风味物质种类较为相似，但其出窖酒

糟的风味物质含量有较大差别，手工酿造酒糟的风味

物质总含量高于机械酿造，窖龄不同可能是导致这一

差别的主要原因。后续还需对 ２种酿造方式下基酒
出酒率以及风味物质进行探究，进一步解析基酒品质

与酿造方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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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测定及研究

李晓，李媛，安瑜，吴坤

（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８）

摘　要　研究陕西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含量，为红枣中苯甲酸本底值的限定提供参考依据。采集的 １１２批次陕

西红枣样品中，８７批次样品检出苯甲酸，其含量普遍在０．０５０ｇ／ｋｇ以下，极少超过０．１００ｇ／ｋｇ。按生长周期分析

得出，天然苯甲酸在枣变红成熟的过程中产生，并随着红枣成熟含量逐渐增加。天然苯甲酸含量受产地影响不

大，受品种影响显著，其中条枣含量最高，芽枣次之，木枣、团枣、狗头枣略低，桥枣含量最低，冬枣未检出。红枣

成熟后，天然苯甲酸含量随贮存时间变化不大，但受加工方式影响显著。自然风干红枣苯甲酸含量较低，晒干红

枣的苯甲酸含量比风干多出 １～２倍，热风烘干苯甲酸含量比自然风干增加 ２倍以上，水煮烘干制成的紫晶枣含

量最小。该研究证明了红枣中存在天然苯甲酸，其含量水平在安全范围以内，不会危及消费者的健康。

关键词　红枣；苯甲酸；成熟度；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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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红枣是我国第一大干果资源，原产我国黄河流
域，距今已有 ４０００多年栽种历史［１］

。红枣营养丰

富，是传统的滋补保健佳品。近年来，我国枣树面积

和红枣产量呈持续增长趋势，陕西作为红枣生产大省，

年产量在７０万 ｔ以上，占全国红枣产量的２０２７％［２］
。

红枣已成为陕西省基地县农村经济的核心和支柱，是

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３］
。

苯甲酸，也称安息香酸，属芳香族酸，未离解的苯

甲酸具有抗菌活性
［４］
。苯甲酸作为防腐剂被广泛用

于食品保鲜。目前，苯甲酸及其钠盐的检测方法主要

有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紫

外分光光度法、薄层层析法等
［５］
。高效液相色谱法

和气相色谱法被列入 ＧＢ５００９．２８—２０１６［６］，其中液
相色谱法适用于各种不同食品中苯甲酸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仅适用于酱油、水果汁、果酱中苯甲酸的

测定。

ＧＢ２７６０—２０１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
［７］
明确规定了各类食品中苯甲酸及其

钠盐的最大添加量，红枣中不允许添加苯甲酸。但

实际工作中，红枣检出低含量苯甲酸的案例常有发

生。然而食品中苯甲酸的来源除了人为添加外，还

天然产生于一些食物中
［８］
。为本文对陕西 １１２批

红枣样品进行检验检测，并对其天然苯甲酸含量进

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材料：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集陕西神木、清涧、延川、

佳县、绥德、大荔地区的１１２批次红枣样品，其中鲜枣
８４批次、干枣２８批次，主要包括木枣、桥枣、狗头枣、
团枣、条枣、冬枣、芽枣 ７个红枣品种，鲜枣每批次
至少采集 ２ｋｇ样品，干枣每批次至少采集 ０．５ｋｇ
样品。

试剂：甲醇（色谱纯），德国默克公司；乙酸铵

（色谱纯）、乙酸锌（优级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亚铁氰化钾（优级纯），上海麦克林生

化科技有限公司；超纯水；标品：苯甲酸，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配二极管检测

器），美国安捷伦公司；超纯水机，西安优普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涡旋混匀仪，美国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公
司；超声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离心机，湖南

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苯甲酸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２８—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第一

法———液相 色 谱 法 检 测；色 谱 柱：ＡｇｉｌｅｎｔＥｃｌｉｐｓｅ
ＸＤＢ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Ｖ（甲
醇）∶Ｖ（０．０２ｍｏｌ／Ｌ乙酸铵）＝５∶９５；流速 １ｍＬ／ｍｉｎ；
检测波长２３０ｎｍ；进样量２０μ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分布
基于红枣样品中苯甲酸的测定配制了多点标准

曲线，进行平行、空白和加标实验，线性范围为：１．０～
５０．０ｍｇ／Ｌ，相关系数 Ｒ为 ０．９９９９，在 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和０１００ｇ／ｋｇ三个水平下的回收率范围为 ８５％ ～
９９％，检出限为０．００５ｇ／ｋｇ。

图１为１０ｍｇ／Ｌ标准溶液和红枣样品的苯甲酸
液相色谱图。红枣中检出苯甲酸的样品谱图和标准

溶液谱图的保留时间一致，证明样品中含有苯甲酸。

统计得出，１１２批次红枣样品中，有 ２５批次样品
未检出苯甲酸，其中鲜枣２０批、干枣５批，其余 ８７批
次样品均检出苯甲酸，包括鲜枣 ６４批、干枣 ２３批。
红枣样品检出苯甲酸的数量占总采样批次量的 ７５％
以上，鲜枣样品和干枣样品的苯甲酸检出率也均不小

于７５％。
图２为１１２批次红枣样品的苯甲酸含量图，可以

看出，红枣的苯甲酸含量通常在 ０．０５０ｇ／ｋｇ以下，极
少超过０．１００ｇ／ｋｇ。

而食品中的苯甲酸除了人为添加外，还天然产生

于一些食物中。天然苯甲酸可分为植物来源和微生

物来源两大类，植物中的苯甲酸主要存在于一些浆

果、香料及核果中，是植物生长过程中次级代谢的产

物
［９］
。目前认为生成天然苯甲酸有２种途径，一种途

径是由苯丙氨酸经一系列酶催化生成，另一种途径是

直接经莽草酸转化成苯甲酸及其衍生物
［１０］
。

本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红枣中均含有苯甲酸，而

实验中采集的红枣样品在生长过程和生产过程中均

未人为添加苯甲酸，可以推断检出的苯甲酸是在红枣

生长的过程中自行产生的，即红枣中含有天然苯甲

酸。为进一步研究陕西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含量，本

文从成熟度、产地、品种、贮存时间、加工方式 ５个方
面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２．２　成熟度对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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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标准溶液；ｂ木枣；ｃ狗头枣；ｄ团枣；ｅ桥枣；ｆ芽枣；ｇ条枣；ｈ冬枣

图 １　苯甲酸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图 ２　红枣样品的苯甲酸含量

Ｆｉｇ．２　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ｊｕｊｕｂｅ

　　将采集的红枣样品按照成熟度分为青枣（果面
全青和果面１／４红）、半熟枣（１／２青１／２红）、成熟红
枣（果面全红和果面 ３／４红）和干枣 ４个生长时期，
每个品种红枣苯甲酸的含量为不同生长时期的平均

值，其含量变化随生长发育呈现较好的规律性，如图

３所示。
由图 ３可知，青枣时期 ７个品种均未检出苯甲

酸。半熟枣时期多数品种未检出苯甲酸，只有木枣、

狗头枣和团枣检出微量苯甲酸，含量均在 ０．０１ｇ／ｋｇ

以下。成熟红枣除冬枣外都检出苯甲酸，含量在

０００９～０．０３８ｇ／ｋｇ。随着红枣逐渐成熟和失水，干
枣时期苯甲酸含量迅速上升，条枣含量最高为 ０．０５８
ｇ／ｋｇ，进一步证明红枣中含有天然苯甲酸，且苯甲酸
是在枣逐渐变红成熟的过程中产生，随着红枣成熟其

天然苯甲酸含量逐渐增加。

图 ３　红枣在不同成熟度时期苯甲酸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Ｊｕｊｕｂ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２．３　产地对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影响
不同生长时期红枣水分具有明显差异，为去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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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品受水分的影响，苯甲酸的含量以干基计。水分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

的测定》
［１１］
第一法测定。

将红枣样品按照 ６个不同产地进行分类，计
算每个品种的苯甲酸平均含量（以干基计），结果

如图 ４所示。以市场占有率最多的木枣为例，神
木、清涧、佳县、绥德产出木枣的苯甲酸含量分别

为 ０．０３８、００３６、０．０３７、０．０２８ｇ／ｋｇ，数据分布相
对集中。以延川一地为例，产出的条枣、团枣、桥

枣、狗头枣的苯甲酸含量分别为 ０．０７７、０．０５６、
０．０５０、０．０３２ｇ／ｋｇ，数据波动范围较大。可以得
出，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含量受产地影响不大，受

品种影响较大。

图 ４　不同产地红枣的苯甲酸含量（以干基计）

Ｆｉｇ．４　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ｃｅ

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２．４　品种对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影响
按照７个红枣品种对样品进行分类，结果如图 ５

所示，除冬枣未检出苯甲酸外，其余几个品种苯甲酸

含量均分布在 ０．０２０～０．０８０ｇ／ｋｇ。其中，条枣苯甲
酸含量最高为 ０．０７７ｇ／ｋｇ，芽枣略低为 ０．０５４ｇ／ｋｇ，
团枣、木枣、狗头枣分别为０．０４４、０．０３７、０．０３２ｇ／ｋｇ，
桥枣含量最低为 ０．０２４ｇ／ｋｇ。说明红枣中天然苯甲
酸的含量受品种影响显著。

图 ５　不同红枣品种的苯甲酸含量（以干基计）

Ｆｉｇ．５　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ｊｕｊｕｂ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２．５　贮存时间对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影响
成熟红枣经采收、低温冷藏运输后，放置于阴凉

通风干燥处常温保存。为研究成熟红枣中天然苯甲

酸含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７个品种各取 １批次样
品，每隔１个月测定１次苯甲酸含量，共测定４次，结
果如图６所示。

图 ６　不同贮存期红枣的苯甲酸含量变化（以干基计）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Ｊｕｊｕｂｅ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可以看出，成熟红枣的天然苯甲酸含量比较稳定，

随贮存时间变化不明显。从理论上来说，贮存过程相

当于常温干燥过程，当红枣水分减少到一定程度，果实

的呼吸作用减慢，苯甲酸含量不会有太大变化。

２．６　加工方式对天然苯甲酸含量的影响
成熟红枣分级筛选后需要干燥，目前主要的干燥

方式有自然风干、晒干、热风烘干和水煮再烘干４种。
不同的加工方式，红枣的天然苯甲酸含量也不同。如

图７所示，以木枣为例，自然风干红枣的苯甲酸含量
较低，通常在 ０．０２０ｇ／ｋｇ以下。晒干红枣的苯甲酸
含量比风干的多出１～２倍，热风烘干红枣的苯甲酸
含量比自然风干红枣普遍增加 ２倍以上。水煮再烘
干制成的紫晶枣苯甲酸含量最低，大多数未检出，其

检出值均在００１０ｇ／ｋｇ以下。

图 ７　不同加工方式下木枣的苯甲酸含量（以干基计）

Ｆｉｇ．７　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ｕｊｕｊｕｂ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采集的 １１２批次陕西红枣中苯甲酸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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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了分析研究，证明红枣中确实存在天然苯甲

酸，其含量普遍在 ０．０５０ｇ／ｋｇ以下，极少超过 ０．１００
ｇ／ｋｇ。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含量随成熟度增加而逐
渐增大，其受产地影响不大，受品种影响显著。当红

枣成熟后，天然苯甲酸含量随贮存时间变化不明显，

受加工方式影响显著。

苯甲酸不会在体内蓄积，人体通过食物摄入之

后，大约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排出体外
［１２］
。联合国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苯甲酸每日允许摄入

量（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ｔａｋｅ，ＡＤＩ）为 ５ｍｇ／ｋｇｂｗ，即体
质量 ６０ｋｇ的成年人每天摄入苯甲酸在 ３００ｍｇ以
内，是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危害。由于绝大部分红枣

的苯甲酸含量不足 ０１００ｇ／ｋｇ，按照这个含量来计
算，即使成年人每天都吃１ｋｇ红枣，苯甲酸的摄入量
也才１００ｍｇ，远低于３００ｍｇ。因此，红枣虽然可能含
有一定量的天然苯甲酸，但其含量水平在安全范围以

内，不会危及消费者的健康。

本文研究结果为红枣中苯甲酸本底值的限定提

供了参考依据，消除了因红枣检出苯甲酸引起的恐

慌，而红枣中天然苯甲酸的成分和生成机制，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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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巨藻的褐藻胶质量分数为 ５２２０％。３种褐藻在海藻化工和营养保健食品开发方面均具有较大利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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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藻（Ｍａ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ｐｙｒｉｆｅｒａ），属褐藻门（Ｐｈａｅｏｐｈｙ
ｔａ）、褐藻纲（Ｐｈａｅｏｐｈｙｃｅａｅ）、海带目（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ｌｅｓ）、
巨藻科（Ｌｅｓｓｏｎｉａｃｅａｅ），是目前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海
洋藻类，生活在潮下带，主要分布在大洋洲、北美洲太

平洋沿岸和南美洲南部沿海等地
［１］
。巨藻具有个体

大、生长快、产量高、价格低等特点，是提取碘、褐藻

胶、甘露醇的重要原料
［２］
。目前对巨藻营养成分的

分析仅见 ＯＲＴＩＺ等［３］
对智利沿海包括巨藻在内的 ３

种海藻的脂肪酸、氨基酸成分和维生素、类胡萝卜素

等进行的检测分析。

海洋巨藻（Ｄｕｒｖｉｌｌａｅａｐｏｔａｔｏｒｕｍ），属褐藻门（Ｐｈａ
ｅｏｐｈｙｔａ）、圆 子 纲 （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ｅａｅ）、墨 角 藻 目 （Ｆｕ
ｃａｌｅｓ）、杜维拉科（Ｄｕｒｖｉｌｌａｅａｃｅａｅ），俗称牛皮藻，主要
分布于南半球寒冷温带的潮间带到浅潮下带，是近海

海藻场及海底森林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和生态价值

较高
［４］
。目前对海洋巨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吸收重

金属
［５－６］

、生产海藻肥
［７－８］

和多糖
［９］
等。在营养成分

分析评价方面，ＶＩＲＴＵＥ等［１０］
对海洋巨藻脂肪酸成分

进行了分析，ＳＫＲＺＹＰＣＺＹＫ等［１１］
对包括海洋巨藻在

内的９种海藻的基本营养成分和脂肪酸进行了分析，
并对其食用适口性进行了评价。

边花昆布（Ｅｃｋｌｏｎｉａｒａｄｉａｔａ），属褐藻门（Ｐｈａｅｏ
ｐｈｙｔａ）、褐藻纲（Ｐｈａｅｏｐｈｙｃｅａｅ）、海带目（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ｌｅｓ）、翅藻科（Ａ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俗称澳洲昆布，主要分布于
非洲西北部、西部大西洋沿岸、印度洋西南沿海和太

平洋西南部澳大利亚、新西兰沿海，是潮下带岩礁上

海藻森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
。近年来对边花昆布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态学
［１３－１４］

、活性物质提取及功

效
［９，１５－１７］

和功能食品研制
［１８］
等方面。在营养成分分

析评价方面，ＳＴＥＷＡＲＴ等［１９］
对其海藻酸、甘露醇、海

带蛋 白 和 褐 藻 糖 胶 的 季 节 变 化 进 行 了 研 究，

ＳＫＲＺＹＰＣＺＹＫ等［１１］
也对边花昆布营养成分进行了

研究。

本研究以３种大型热带经济褐藻为研究对象，对
其营养成分和碘、褐藻胶及甘露醇（碘胶醇）含量进

行分析检测，并对其营养价值进行评价，为深入挖掘

其在海藻化工、食品和饲料等方面的加工潜力提供基

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巨藻，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采集自秘鲁沿海，自然风干；

海洋巨藻和边花昆布，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采集自澳大利亚

ＢｅａｃｈＰｏｒｔ，自然风干。３种藻均由聚大洋藻业集团
提供，粉碎过４０目筛，自封袋保存于干燥器中备用。

甲苯、石油醚、氯仿、无水乙醚、ＮＨ４ＯＨ、盐酸、浓
Ｈ２ＳＯ４、Ｎａ２ＳＯ４、ＣｕＳＯ４、Ｋ２ＳＯ４、硼酸、ＮａＯＨ，均为分析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ＬＡ８０８０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日立高新技术公司；

安捷伦１１００液相色谱仪、ＧＣ６８９０气相色谱仪，美国
安捷伦有限公司；Ｋｊｅｌｔｅｃ８４００全自动蛋白测定仪、
Ｓｏｘｔｅｃ８０００全自动脂肪测定仪，丹麦 ＦＯＳＳ公司；
ＩＣＥ３５００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ＩＣＥ３０００火焰原子吸
收光谱，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ＡＰ５０ＬＣ液相色
谱ＡＦＳ９２３０原子荧光光谱仪，北京吉天仪器有限
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基本营养成分的测定

水分测定采用直接干燥法（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
灰分测定采用高温灰化法（ＧＢ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６）；粗蛋
白质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粗脂
肪测定采用索式抽提法（ＧＢ５００９．６—２０１６）；碳水化
合物测定采用减差法，即１００（水分 ＋蛋白质 ＋脂肪 ＋
灰分）。

１．３．２　膳食纤维
不溶性膳食纤维，可溶性膳食纤维按 ＧＢ５００９．

８８—２０１４测定。
１．３．３　氨基酸分析

样品经６ｍｏｌ／Ｌ盐酸溶液水解，采用氨基酸分析
仪测定１７种氨基酸，另取样品用５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
水解后，测定其色氨酸含量。

１．３．４　脂肪酸分析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１６８—２０１６内标法测定。

１．３．５　无机元素含量测定
Ｃｕ、Ｃａ、Ｋ和 Ｎａ、Ｓｅ、Ｚｎ、Ｆｅ、Ｉ测定：分别按照 ＧＢ

５００９．１３—２０１７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ＧＢ５００９．９２—
２０１６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ＧＢ５００９．９１—２０１７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ＧＢ５００９．９３—２０１７荧光分光光度法、
ＧＢ５００９．１４—２０１７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ＧＢ５００９．
９０—２０１６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 ＧＢ５００９．２６７—
２０１６氧化还原滴定法进行测定。

无机Ａｓ、甲基Ｈｇ、Ｐｂ、Ｃｄ含量的测定：分别按ＧＢ
５００９．１１—２０１４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
ＧＢ５００９．１７—２０１４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联用法、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２０１７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和 ＧＢ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２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５００９．１５—２０１４测定。
１．３．６　其他成分测定

维生素Ｃ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８６—２０１６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甘露醇按照《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测方法

（２０１１年版）》测定；海藻酸钠参考尚德荣等［２０］
建立

的质量法进行测定。

１．４　营养价值的评价
将所测得必需氨基酸换算成每克蛋白质中含氨

基酸的质量（ｍｇ），与 １９７３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ＦＡＯ／ＷＨＯ）建议的氨基酸计分模式［２１］

和

以鸡蛋蛋白质作为理想蛋白质
［２２］
进行比较，按公式

（１）（２）（３）分别计算 ３种褐藻的氨基酸分（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ｃｏｒｅ，ＡＡＳ）、化学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ＣＳ）和必需
氨基酸指数（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ｅｘ，ＥＡＡＩ）［２３］：

ＡＡＳ／％ ＝
Ｍ１
Ｍ０
×１００ （１）

ＣＳ／％ ＝
Ｍ１
Ｍ２
×１００ （２）

ＥＡＡＩ＝
ｎ１００ａ
Ａ
×１００ｂ
Ｂ
×１００ｃ
Ｃ
×… ×１００ｈ槡 Ｈ

（３）

式中：Ｍ１，待评蛋白质中必需氨基酸的含量，ｍｇ／ｇＮ；

Ｍ０，ＦＡＯ／ＷＨＯ模式中蛋白质相应必需氨基酸的含
量，ｍｇ／ｇＮ；Ｍ２，鸡蛋蛋白质中相应必需氨基酸的含
量，ｍｇ／ｇＮ；ｎ，比较的氨基酸种数；ａ、ｂ、ｃ…ｈ，待评蛋
白质的氨基酸含量，ｍｇ／ｇＮ；Ａ、Ｂ、Ｃ…Ｈ，鸡蛋蛋白质
的氨基酸含量，ｍｇ／ｇＮ。
１．５　数据处理

文中数据均为３份平行样品的检测值，采用 ＥＸ
ＣＥＬ２０１７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数据均以平均值 ±标
准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本营养成分
由表１可知，在巨藻、海洋巨藻和边花昆布中，含

量最高的是碳水化合物，占干质量的 ５０％（质量分
数，下同）以上，其中海洋巨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

达７０．９６％；其次是灰分，占干质量的 ２０％以上；再次
为粗蛋白，巨藻和边花昆布的蛋白含量在 １２％以上，
海洋巨藻的粗蛋白含量相对较低，仅为 ６．０４％；含量
最低的成分为粗脂肪，含量仅占干质量的１％左右。

表 １　三种大型褐藻基本营养成分与其他几种藻类对比 单位：ｇ／１００ｇ

Ｔａｂｌｅ１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ａｌｇａｅ

种类 水分 粗蛋白 粗脂肪 灰分 可溶性膳食纤维 不溶性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

巨藻 ６．６２±０．２３ １２．７４±０．２７ １．１４±０．１４ ２８．７０±０．３９ ９．５０±０．１０ ３５．０２±０．２４ ５７．４２±０．４４
海洋巨藻 １３．４０±０．３５ ６．０４±０．１２ ０．８３±０．０６ ２２．１７±０．３４ ３４．５３±０．４２ ３３．３７±０．２７ ７０．９６±０．３６
边花昆布 １１．２０±０．２８ １２．５０±０．２５ ０．９４±０．１１ ２０．６１±０．１２ １２．２７±０．１１ ４７．６４±０．３３ ６５．９５±０．２９

巨藻［３］ １３．２０±０．０ ０．７０±０．１ １０．８０±０．３ ７５．３０±０．２

海洋巨藻［１１］ １４．４６±０．２９ ５．０５±０．５７ ０．７１±０．０８ １６．８６±０．５６ ６３．７３±２．０８

边花昆布［１１］ １０．１２±０．３８ ８．４７±０．６５ １．０４±０．０５ １２．１０±０．５６ ５７．１６±１．１５

泡叶藻［２４］ １１．０８±０．５３ ８．７０±０．０７ ３．６２±０．１７ ３０．８９±０．０６ ４５．７１

海带［２５］ １０．７０ ０．７０ ３７．４０ ５１．２０

全缘马尾藻［２６］ １０．８２ １．１９ ３１．０ ４６．０ ５６．９９

　　本研究中巨藻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与 ＯＲＴＩＺ
等

［３］
报道的较为相近，粗灰分含量偏高，碳水化合物

含量偏低；海洋巨藻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与 ＶＡＮ
ＥＳＳＡ等［１１］

的报道相近，灰分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于

后者；边花昆布的脂肪含量与ＶＡＮＥＳＳＡ等［１１］
的报道

相近，粗蛋白、粗灰分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均高于后者。

这些差异可能是由样品采集时间、地点、样品的生长

阶段不同和检测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与泡叶

藻
［２４］
、海带

［２５］
和全缘马尾藻

［２６］
相比，巨藻和边花昆

布的粗蛋白含量相对较高，海洋巨藻的粗蛋白含量相

对较低；３种褐藻的粗脂肪含量均小于泡叶藻，与海
带和全缘马尾藻含量差别不大；粗灰分含量均低于泡

叶藻、海带和马尾藻，碳水化合物含量均高于后３者。
３种大型褐藻均为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的藻类。

海洋 巨 藻 可 溶 性 膳 食 纤 维 质 量 分 数 高 达

３４．５３％，远高于巨藻和边花昆布，赋予其良好的生理
活性和营养价值，成为开发减肥、降血糖等功能食品

和提取可溶性膳食纤维的理想原料；边花昆布的不溶

性膳食纤维质量分数高达 ４７．６４％，可以作为良好的
膳食纤维源和强化膳食纤维配方食品原料。

２．２　氨基酸组成、含量及营养评价
２．２．１　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由表２可知，３种褐藻中均检出 １８种氨基酸，包
括８种必需氨基酸，２种半必需氨基酸和 ４种呈味氨



分析与检测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２２５　　

基酸。从氨基酸组成上看，３种褐藻中含量较高的是
Ｇｌｕ和 Ａｓｐ，Ｔｒｐ和 Ｃｙｓ的含量较低，这与 ＯＲＴＩＺ等［３］

报道较为相似。巨藻、海洋巨藻和边花昆布中的必需

氨基酸分别占氨基酸总量的 ３５．８３％、３７．０７％和
３７．０８％，根据 ＦＡＯ／ＷＨＯ的标准模式，ＥＡＡ／ＮＥＡＡ
（非必需氨基酸）在 ６０％以上，ＥＡＡ／ＴＡＡ（氨基酸总
量）在４０％左右是质量好的蛋白质［２７］

，３种海藻的
ＥＡＡ／ＴＡＡ值接近 ４０％，氨基酸的平衡效果较好，是
较为优质的蛋白质。巨藻、海洋巨藻和边花昆布中的

呈味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１５％、
４３．３９％和３８．３７％，赋予了３种海藻浓郁的鲜味。

表 ２　三种大型褐藻的氨基酸组成

单位：ｇ／１００ｇ干质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

氨基酸 巨藻 海洋巨藻 边花昆布

天冬氨酸（Ａｓｐ） １．２９±０．０７ ０．４７±０．０２ １．６２±０．０８
苏氨酸（Ｔｈｒ）＃ ０．６０±０．０３ ０．２３±０．０１ ０．７５±０．０６
丝氨酸（Ｓｅｒ） ０．５９±０．０２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６２±０．０３
谷氨酸（Ｇｌｕ） １．４１±０．０６ ０．６９±０．０３ １．４０±０．０７
脯氨酸（Ｐｒｏ） ０．５９±０．０１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６０±０．０４
甘氨酸（Ｇｌｙ） ０．７９±０．０２ ０．３６±０．０２ ０．７３±０．０５
丙氨酸（Ａｌａ） ０．４６±０．００ ０．０８±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３
缬氨酸（Ｖａｌ）＃ ０．６２±０．００ ０．２４±０．０１ ０．６９±０．０２
半胱氨酸（Ｃｙｓ） ０．１３±０．０１ ０．０７±０．００ ０．１８±０．０１
蛋氨酸（Ｍｅｔ）＃ ０．４２±０．０２ ０．１８±０．００ ０．４４±０．０２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０．６９±０．０４ ０．２８±０．０１ ０．７５±０．０３
亮氨酸（Ｌｅｕ）＃ ０．３１±０．０１ ０．０８±０．００ ０．３７±０．０１
酪氨酸（Ｔｙｒ） ０．４７±０．０２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５２±０．０３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０．６５±０．０３ ０．２４±０．０１ ０．８１±０．０５
组氨酸（Ｈｉｓ）▲ ０．１５±０．０１ ０．０７±０．００ ０．１６±０．００
色氨酸（Ｔｒｐ）＃ ０．０６±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６±０．００
赖氨酸（Ｌｙｓ）＃ ０．４３±０．０２ ０．１８±０．０１ ０．４４±０．０２
精氨酸（Ａｒｇ）▲ ０．５０±０．０２ ０．１５±０．０１ ０．６０±０．０３
氨基酸总量（ＴＡＡ） １０．１６ ４．０２ １１．３３
必需氨基酸总量（ＥＡＡ） ３．６４ １．４９ ４．２０
呈味氨基酸总量（ＤＡＡ） ４．０８ １．７４ ４．３５
ＥＡＡ／ＴＡＡ（％） ３５．８３ ３７．０７ ３７．０８
ＤＡＡ／ＴＡＡ（％） ４０．１５ ４３．３９ ３８．３７

　　注：＃表示必需氨基酸；表示呈味氨基酸；▲表示半必需氨基酸

２．２．２　氨基酸营养评价
ＡＡＳ、ＣＳ和 ＥＡＡＩ是评价蛋白质营养品质的常用

指标。由表 ３可知，以 ＡＡＳ结果来看，３种褐藻中
Ｔｒｐ评分均最低，其次为 Ｌｅｕ，分别为第 １和第 ２限制
性氨基酸；巨藻和边花昆布的 Ｃｙｓ＋Ｍｅｔ评分最高，分
别为１３１．５６和１７７．２７，海洋巨藻的 Ｔｈｒ评分最高，为
９５．２０。边花昆布的 Ｃｙｓ＋Ｍｅｔ、Ｔｈｒ、Ｌｙｓ、Ｔｙｒ＋Ｐｈｅ、
Ｖａｌ评分均超过 １００分，高于 ＦＡＯ／ＷＨＯ理想模式，
可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半胱氨酸、甲硫氨酸、苏氨酸和

赖氨酸等；氨基酸平均得分１１１．９５分，说明其氨基酸
组成较为均衡合理；同样地，巨藻的 Ｃｙｓ＋Ｍｅｔ、Ｔｈｒ评
分超过 １００分，可以成为补充半胱氨酸、甲硫氨酸和

苏氨酸的优质蛋白源。

表 ３　三种大型褐藻必需氨基酸组成的评价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

氨基酸／
（ｍｇ·ｇ－１Ｎ）

巨藻 海洋巨藻 边花昆布

ＡＡＳ ＣＳ ＡＡＳ ＣＳ ＡＡＳ ＣＳ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８２．４２ ６２．２５ ７４．５０ ５６．２７ ８８．００ ６６．４７
亮氨酸（Ｌｅｕ） ７６．９３ ６３．３９ ６５．８５ ５４．２６ ８５．２３ ７０．２２
赖氨酸（Ｌｙｓ） ９３．７９ ７２．３１ ７３．０４ ５６．３１１１９．１２ ９１．８４
半胱氨酸 ＋蛋氨酸
（Ｃｙｓ＋Ｍｅｔ）

１３１．５６ ７４．９９ ７０．５５ ４０．２１１７７．２７１０１．０４

苏氨酸（Ｔｈｒ） １１７．７４１００．９７ ９５．２０ ８１．６４１５０．００１２８．６３
色氨酸（Ｔｒｐ） ４６．７２ ２７．７７ ３２．８５ １９．５２ ４７．６２ ２８．３０
缬氨酸（Ｖａｌ） ９８．１２ ６８．９７ ８０．１１ ５６．３１１１１．２９ ７８．２３
酪氨酸 ＋苯丙氨酸
（Ｔｙｒ＋Ｐｈｅ）

１００．７０ ６７．７３ ８１．６９ ５４．９４１１７．１１ ７８．７６

氨基酸平均分 ９３．５０ ７１．７２ １１１．９５
ＥＡＡＩ ６３．９６ ４９．１６ ７４．７２

由 ＣＳ结果进行分析，３种褐藻的 Ｔｒｐ评分均最
低，为第１限制性氨基酸；巨藻和边花昆布的 Ｉｌｅ评分
次低，为第２限制性氨基酸，海洋巨藻的 Ｃｙｓ＋Ｍｅｔ评
分次低，为第２限制性氨基酸。ＥＡＡＩ结果显示，必需
氨基酸指数边花昆布 ＞巨藻 ＞海洋巨藻，边花昆布的
蛋白营养价值更高；边花昆布的 ＥＡＡＩ值高于裙带菜
孢子叶

［２８］
（６０．２７）、琼枝麒麟菜［２９］

（７４．３２）和羊栖
菜

［３０］
（７０．９４），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
考虑到色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为３种藻类共

同的限制性氨基酸，在食用或使用其作为饲料添加剂

时，应考虑搭配富含这３种氨基酸的食物，如花豆、小
米、酸奶、红肉等，或添加色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

以调整饲料的氨基酸组成。

２．３　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３种褐藻的脂肪含量均较低，仅有１％左右，但其

脂肪酸组成种类丰富。海洋巨藻中的脂肪酸含量关

系为饱和脂肪酸（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ＦＡ）＞多不饱
和脂肪酸（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ＰＵＦＡ）＞单不饱
和脂肪酸（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ＭＵＦＡ），巨藻
和边花昆布中脂肪酸含量关系为 ＳＦＡ＞ＭＵＦＡ＞ＰＵ
ＦＡ，这与 ＯＲＴＩＺ等［３］

的研究结果 ＰＵＦＡ＞ＭＵＦＡ＞
ＳＦＡ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是由样品采集时间、地
点，所处生长阶段的不同导致的，也可能是样品干制

过程中不饱和脂肪酸发生了一定的氧化分解导致其

检测数值偏低。ＰＵＦＡ分别占巨藻、海洋巨藻和边花
昆布总脂肪酸含量的 ２０．７９％、２８．８１％、１３．３３％。
ＰＵＦＡ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具有降低炎症、保护心
脏、提高认知和抗癌等多种生理活性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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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三种大型褐藻脂肪酸组成

单位：ｇ／１００ｇ干质量

Ｔａｂｌｅ４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

脂肪酸含量 巨藻 海洋巨藻 边花昆布

饱和脂肪酸（ＳＦＡ） ０．５５±０．０３ ０．２９±０．０２ ０．４６±０．０４
单不饱和脂肪酸（ＭＵＦＡ） ０．２５±０．０１ ０．１３±０．０１ ０．１９±０．０１
ω９脂肪酸（ω９ＭＵＦＡ） ０．２０±０．０１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１２±０．０１
多不饱和脂肪酸（ＰＵＦＡ） ０．２１±０．０１ ０．１７±０．０１ ０．１０±０．００
ω３脂肪酸（ω３ＰＵＦＡ） ０．０５±０．００ ０．０６±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
ω６脂肪酸（ω６ＰＵＦＡ） ０．１６±０．０１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０８±０．００

２．４　无机元素含量
３种大型褐藻中无机元素的含量差异较大。巨

藻中含量最高的是 Ｋ元素，其次为 Ｎａ和 Ｃａ；海洋巨
藻中 Ｎａ元素含量最高，其次为 Ｃａ和 Ｋ；边花昆布中
Ｃａ元素含量最高，其次为 Ｎａ和 Ｋ。巨藻、海洋巨藻
和边花昆布中的 Ｃａ含量均较高，尤其是边花昆布
中，含量高达 ３７．９９ｍｇ／ｇ，远高于泡叶藻［２４］

、厚叶海

带
［２５］
和裙带菜孢子叶

［２８］
，是良好的补钙食物来源。

此外，３种褐藻中均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Ｆｅ、Ｚｎ和

Ｓｅ。Ｃａ是动物不可或缺的常量元素，参与机体的许
多生理活动及物质能量代谢；Ｆｅ有促进血红蛋白合
成，运输氧气和缓解贫血等功能；Ｚｎ具有促进神经系
统发育完善，提高食欲和增强免疫等功能；Ｓｅ则是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中心元素，是人体生长发育

所必需的元素。

海藻具有富集海水中无机元素的特性，根据 ＧＢ
２７６２—２０１７《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和 ＮＹ／Ｔ１７０９—
２０１１《绿色食品 藻类及其制品》的规定，藻类及其制
品中 Ｐｂ、无机 Ａｓ和甲基 Ｈｇ的限量分别为 １．０、
１．５、０．５ｍｇ／ｋｇ（干重）。由表 ５可知，海洋巨藻的
无机 Ａｓ含量超出了标准限量，其他 ２种藻的重金
属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海洋巨藻中的无机 Ａｓ含
量超标，可能是由其生长环境中的 Ａｓ污染导致的，
也可能是由海洋巨藻本身对重金属较强的吸附和

富集所造成
［５－６］

，在海洋巨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

对此加以重视。

表 ５　三种大型褐藻与其他几种藻类中无机元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５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ａｌｇａｅ

元素 巨藻 海洋巨藻 边花昆布 泡叶藻［２４］ 厚叶海带［２５］ 裙带菜孢子叶［２９］

Ｋ／（ｍｇ·ｇ－１） ７０．７６±３．７３ １３．１６±０．７８ １１．３１±０．６４ ３７．８１±０．１３ ４４．３０ ６９．９３±０．２９
Ｎａ／（ｍｇ·ｇ－１） ３３．３５±１．０４ ５１．３０±２．４６ ２４．４７±１．０７ ４５．７６±０．５０ ３６．６０ ２６．５２±０．３３
Ｃａ／（ｍｇ·ｇ－１） １９．１６±０．５４ １７．３１±０．３９ ３７．９９±１．９３ ９．８５±０．４７ １０．８ ７．３０±０．０２
Ｆｅ／（ｍｇ·ｇ－１） ０．３０±０．０２ ０．１５±０．０１ ０．４５±０．０４ ０．１３±０．０１ ８．２６ ０．３３±０．０２
Ｚｎ／（ｍｇ·ｋｇ－１） ５．４６±０．３７ ２１．９４±２．３５ ２９．２８±３．１１ － ＜５．００ －
Ｓｅ／（ｍｇ·ｋｇ－１） ０．１２±０．００ ０．０７±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１ －　 －　 －　
Ｃｕ／（ｍｇ·ｋｇ－１） － － － － ＜５．００ －
无机 Ａｓ／（ｍｇ·ｋｇ－１） ０．０８±０．００ ２７．７１±２．１７ １．０４±０．０８ － － －
Ｃｄ／（ｍｇ·ｋｇ－１） ８．７８±０．５２ ０．８３±０．０７ １．３５±０．０９ － － －
Ｐｂ／（ｍｇ·ｋｇ－１） ０．２６±０．０１ ０．１４±０．０１ ０．５１±０．０３ － － －
甲基 Ｈｇ／（ｍｇ·ｋｇ－１） － － － － － －

　　注：表示未检出

２．５　碘胶醇含量
由表 ６可知，海洋巨藻中，褐藻胶质量分数高达

５２．２０％，远高于鼠尾藻［３０］
和海带

［３１］
，是非常理想的

生产褐藻胶的原料，后续可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巨藻

和边花昆布中碘和甘露醇含量相对丰富，高于海洋巨

藻、鼠尾藻，低于海带；褐藻胶含量高于鼠尾藻和海

带，在海藻化工方面也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表 ６　三种大型褐藻与其他几种海藻碘胶醇含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６　Ｉｏｄｉｎｅ，ａｌｇｉｎ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ｎｎｉｔ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

ｌａｒｇｅｂｒｏｗｎａｌｇａ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ａｌｇａｅ
种类 碘／（ｍｇ·ｋｇ－１） ω（褐藻胶）／％ ω（甘露醇）／％

巨藻 ２３０２．５１±３２．０７ ３６．１０±１．０３ ２１．６０±０．２５
海洋巨藻 １６５．２８±６．５４ ５２．２０±０．５８ ８．８１±０．２６
边花昆布 １０３５．６４±１２．１２ ３５．２０±１．２６ １６．０２±０．４７
鼠尾藻［３１］ ２６．２０±２．５０ ４．４０
海带［３２］ ４２００．００ ２１．９０ １５０．００

３　结论

巨藻是一种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的大型褐藻，

其粗 蛋 白 质 量 分 数 １２．７４％，１８种 氨 基 酸 中
ＥＡＡ／ＴＡＡ为３５．８３％，ＤＡＡ／ＴＡＡ高达 ４０．１５％，海藻
风味浓郁，氨基酸评分 ９３．１５分，氨基酸组成较为均
衡合理；脂肪酸成分含量 ＳＦＡ＞ＭＵＦＡ＞ＰＵＦＡ；灰分
含量高，Ｋ、Ｎａ、Ｃａ、Ｆｅ和 Ｚｎ等无机元素含量丰富；碘
胶醇含量较高，是优质的海藻化工原料。

海洋巨藻碳水化合物质量分数高达 ７０．９６％，可
溶性膳食纤维质量分数高达 ３４．５３％，是开发减肥、
降血糖等功能食品和提取可溶性膳食纤维的理想原

料；粗蛋白质量分数相对较低，ＥＡＡ／ＴＡＡ为３７．０７％，
其氨基酸平均分 ７１．７２分，氨基酸营养不够均衡；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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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成分含量 ＳＦＡ＞ＰＵＦＡ＞ＭＵＦＡ；灰分含量较高，
Ｋ、Ｎａ、Ｃａ和 Ｚｎ等无机元素含量丰富；褐藻胶质量分
数高达５２．２０％，是非常理想的褐藻胶提取原料，未
来应当加强对海洋巨藻提取褐藻胶的应用研究。

边花昆布碳水化合物质量分数高达 ６５．９５％，不
溶性膳食纤维质量分数 ４７．６４％，可以作为良好的膳
食纤维源和强化膳食纤维配方食品原料；粗蛋白质量

分数１２．５０％，１８种氨基酸 ＥＡＡ／ＴＡＡ为 ３７．０８％，氨
基酸评分 １１１．９５分，ＥＡＡＩ为 ７４．４２，氨基酸组成均
衡合理；脂肪酸组成 ＳＦＡ＞ＭＵＦＡ＞ＰＵＦＡ；无机元素
中 Ｃａ含量突出，是良好的补钙食物来源，Ｋ、Ｎａ、Ｆｅ、
Ｚｎ和 Ｓｅ等元素含量也十分丰富；碘胶醇含量均较
高，在海藻化工行业有较大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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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卢卡蜂蜜挥发性成分的测定及与抗菌性相关性分析

王桃红，崔宗岩，徐立英，张少博，姜晓林，贾光群

（秦皇岛海关技术中心，河北 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ｈｅａｄｓｐａｃｅ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ＳＳＰＭＥ）气相色谱质谱联用（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技术对麦独素（ｕｎｉｑｕｅ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ＵＭＦ）和甲基乙二醛（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ｙ

ｏｘａｌ，ＭＧＯ）两个体系不同抗菌级别的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并分析和研究了挥发性成分与

抗菌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所有麦卢卡蜂蜜样品中共检测出 １００种挥发性成分，主要包括酮类、醛类、醇

类和酯类等，其中含量最高的物质为邻甲氧基苯乙酮。甲基乙二醛、邻甲氧基苯乙酮、２甲基苯并呋喃、２甲氧

基苯酚和 ２乙酰５甲基呋喃与麦卢卡蜂蜜的抗菌性呈一定的正相关性。

关键词　麦卢卡蜂蜜；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挥发性成分；抗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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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卢卡蜂蜜是以麦卢卡红茶树为蜜源植物酿造
而成，主要产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南部等地区，是

一种具有较强医疗价值的蜂蜜
［１］
。麦卢卡蜂蜜含有

糖类
［２］
、酚酸类

［３］
、矿质元素

［４］
等多种成分。与油菜

蜜、洋槐蜜、荆条蜜等大宗蜂蜜相比，麦卢卡蜂蜜具有

较强的抗菌性能
［５］
。有研究发现，麦卢卡蜂蜜对细

菌
［１，６］
、真 菌

［７］
、病 毒

［８］
均 有 一 定 的 抑 制 作 用。

ＶＩＳＡＶＡＤＩＡ等［９］
研究发现麦卢卡蜂蜜对伤口感染有

改善作用，可以用于伤口敷料
［１０］
。ＣＲＡＩＧ等［１１］

发现

添加麦卢卡蜂蜜成分的眼膏可有效治疗眼睑炎。已

有大量研究表明，麦卢卡蜂蜜的抗菌性与过氧化物无

关
［１２］
，而与一种植物源的蜂蜜成分———麦独素（ｕ

ｎｉｑｕｅ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ＵＭＦ）有关［１３］
。根据与其

抗菌效率相同的苯酚水溶液对麦卢卡蜂蜜进行分

级
［１４］
，以苯酚的质量分数计，麦卢卡蜂蜜可分为

ＵＭＦ０＋、ＵＭＦ５＋、ＵＭＦ１０＋、ＵＭＦ１５＋和 ＵＭＦ
２０＋等不同级别，麦独素的含量越高，蜂蜜的抗菌性
越强

［１５］
。ＡＴＲＯＴＴ等［１６］

进一步研究发现，麦卢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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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抗菌成分为甲基乙二醛 （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ｙｏｘａｌ，
ＭＧＯ）和二羟基丙酮（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ｎｅ，ＤＨＡ）。ＤＨＡ
会在一定静置条件下自行转化为 ＭＧＯ［１７］。麦卢卡
蜂蜜中的抗菌性与 ＭＧＯ的含量直接相关［１４］

。根据

ＭＧＯ的含量将麦卢卡蜂蜜分为 ＭＧＯ３０＋、ＭＧＯ
１００＋、ＭＧＯ２５０＋、ＭＧＯ４００＋和 ＭＧＯ５５０＋等不同
级别，ＭＧＯ含量越高，抗菌性越强。ＵＭＦ２０＋的麦
卢卡蜂蜜中大约含有８５０ｍｇ／ｋｇＭＧＯ［１８］。

蜂蜜的风味是评价蜂蜜质量品质的指标，挥发性

成分是影响蜂蜜香气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外对麦

卢卡蜂蜜中挥发性成分研究较少，ＳＡＷＳＡＮ等［１９］
利

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技术在麦卢卡蜂蜜中检测出３８种
挥发性成分，含量较高的物质为丁香酸甲酯、邻甲氧

基苯乙酮和 ３苯乳酸。ＢＥＩＴＬＩＣＨ等［２０］
比较分析了

麦卢卡、卡努卡和果冻灌木蜂蜜挥发性成分的差异，

发现麦卢卡蜂蜜的主要挥发性成分是甲基苯并呋喃、

２′羟基苯乙酮和 ２′甲氧基苯乙酮。张鹏云等［２１］
用

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在麦卢卡蜂蜜中检
测出３３种物质，含量最高的物质为 ２′甲氧基苯乙
酮，但是挥发性成分与抗菌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目前

鲜有报道。

本文研究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技术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分别对新西兰
的 ＭＧＯ和 ＵＭＦ体系下的不同抗菌级别的１０批麦卢
卡蜂蜜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对麦卢卡蜂蜜的挥发

性成分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挥发性成分与抗菌

性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蜂蜜样品
蜂蜜样品，新西兰新中食品安全协会提供，采自

新西兰麦卢卡蜂蜜产区，样品检测前一直置于４℃条
件下保存。其中 ＭＧＯ体系麦卢卡蜂蜜 ５份，ＵＭＦ体
系麦卢卡蜂蜜５份，详细信息见表１。

表 １　麦卢卡蜜样品采集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编号

水分

含量／％
抗菌

级别

样品

编号

水分

含量／％
抗菌

级别

１ １７．２ ＭＧＯ３０＋ ６ １６．０ ＵＭＦ０＋
２ １７．０ ＭＧＯ１００＋ ７ １６．７ ＵＭＦ５＋
３ １７．５ ＭＧＯ２５０＋ ８ １７．３ ＵＭＦ１０＋
４ １７．６ ＭＧＯ４００＋ ９ １７．５ ＵＭＦ１５＋
５ １７．１ ＭＧＯ５５０＋ １０ １９．５ ＵＭＦ２０＋

１．２　仪器设备与材料
７８９０Ｂ５９７７Ｂ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配置分

流／不分流进样口和固相微萃取专用衬管），美国安
捷伦公司；ＭＰＳ多功能样品前处理平台（配置自动化
顶空固相微萃取手柄）、２０ｍＬ顶空瓶（配置硅胶／聚
四氟乙烯隔垫和 ２０ｍｍ铁盖），德国 Ｇｅｒｓｔｅｌ公司；
５０／３０μｍＤＶＢ／ＣＡＲ／ＰＤＭＳ固相微萃取纤维，美国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压盖器和启盖器，ＣＮＷ
公司；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处理　

准确称取（２．０±０．１）ｇ蜂蜜样品于 ２０ｍＬ顶空
瓶中，加盖密封后直接置于样品前处理平台上进行固

相微萃取。

１．３．２　ＳＰＭＥ条件
采用实验室先前优化建立的分析方法

［２２］
其参数

如下：萃取纤维 ５０／３０μｍＤＶＢ／ＣＡＲ／ＰＤＭＳ；萃取温
度６０℃；平衡时间２０ｍｉｎ；振荡速率２５０ｒ／ｍｉｎ；萃取
时间４５ｍｉｎ；进样口解析时间５ｍｉｎ。
１．３．３　ＧＣＭＳ条件　

ＡｇｉｌｅｎｔＤＢ５ＭＳ毛细管柱 （３０ｍ×０．２５ｍｍ，
０２５μｍ）。升温程序：起始温度４０℃，保持３ｍｉｎ，然
后以 ３℃／ｍｉｎ升至 １６０℃，随后以 １０℃／ｍｉｎ升至
２７０℃，保持 ６ｍｉｎ。采用不分流进样模式，进样口温
度２７０℃，载气为高纯氦，恒定流量１．０ｍＬ／ｍｉｎ。电子
轰击离子源，电子能量７０ｅＶ；离子源温度２３０℃；传输
线温度２７０℃；全扫描模式，扫描范围ｍ／ｚ为２５～４５０。
１．３．４　数据处理分析　

定性分析：将目标峰质谱图经 ＮＩＳＴ１４谱库检索，
正相和反相匹配度均在８００以上，且相似度得分值最
高的化合物认定为目标物，同时结合保留指数（ｒｅｔｅｎ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ＲＩ）值、标准品验证进行辅助定性。

归一化分析：采用面积归一化法测定样品中挥发

性成分的相对含量，即每个目标峰的面积与总峰面积

之比为该目标物的相对含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麦卢卡蜂蜜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利用 ＧＣＭＳ技术测定麦卢卡蜂蜜中的挥发性成

分，代表性 ＭＧＯ体系和 ＵＭＦ体系麦卢卡蜂蜜的总离
子流色谱图如图 １所示，在麦卢卡蜂蜜中共检测出
１００种挥发性成分，其中 ＭＧＯ体系的麦卢卡蜂蜜 ７８
种（表２），ＵＭＦ体系的麦卢卡蜂蜜７６种（表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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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包括酮类、醛类、醇类、萜烯类、酸类、酯类、芳香类和

烷烃类等，另外，有２０个目标峰未推测出具体化合物
种类（标记为未知峰）。在 ＭＧＯ和 ＵＭＦ体系麦卢卡
蜂蜜中检测出包含邻甲氧基苯乙酮、茶香酮、糠醛、脱

氢芳樟醇、苯甲醛、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酸甲酯、苯乙醛
等共有挥发性成分５３种，其中，含量最高的物质均为
邻甲氧基苯乙酮和糠醛。但是，２种体系麦卢卡蜂蜜
的挥发性成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ＭＧＯ体系的麦卢
卡蜂蜜中主要的挥发性成分为邻甲氧基苯乙酮、茶香

酮、糠醛、脱氢芳樟醇和苯甲醛，而 ＵＭＦ体系的麦卢
卡蜂蜜主要挥发性成分为邻甲氧基苯乙酮、糠醛、３，
５二甲氧基苯甲酸甲酯、苯甲醛和苯乙醛。整体分析
发现，邻甲氧基苯乙酮和糠醛在所有麦卢卡蜂蜜中存

在且含量较高，与 ＳＡＷＳＡＮ等［１９］
和 ＢＥＩＴＬＩＣＨ等

和
［２０］
的报道一致，证实了邻甲氧基苯乙酮是鉴定麦

卢卡蜂蜜的指标之一
［２１］
，以此推测邻甲氧基苯乙酮

和糠醛是麦卢卡蜂蜜的特征挥发性成分。

麦卢卡蜂蜜具有优越的非过氧化物抗菌活性，该

特性主要与 ＭＧＯ和 ＵＭＦ的含量有关，ＭＧＯ和 ＵＭＦ
的含量越高，抗菌性越强。经过 ＧＣＭＳ分析，在所有
ＭＧＯ体系的麦卢卡蜂蜜共检出 ７８种挥发性成分，包
括酮类１５种、醛类 １４种、醇类 ６种、萜烯类 ６种、酸
类８种、酯类 ５种、芳香类 ３种、烷烃类 ６种、醚类 １
种和未知峰１４种。其中，含量较高的化合物种类为
酮类、醛类和醇类，３类物质占总挥发性含量的
７９３４％，酮类的含量占比最高，为 ５３．０６％。由图 ２
可知，随着抗菌性的增强，麦卢卡蜂蜜中的挥发性成

分种类发生了一定变化，酮类物质的含量逐渐升高，

醛类、萜烯类和烷烃类物质的含量逐渐降低，因此推

测，麦卢卡蜂蜜中的酮类物质可能与抗菌性有关。

ＭＧＯ体系的麦卢卡蜂蜜中主要的挥发性成分为邻甲
氧基苯乙酮、茶香酮、糠醛、脱氢芳樟醇和苯甲醛，占

总含量的６２．３４％。其中，邻甲氧基苯乙酮的含量最
高，可达３９．６３％。随着抗菌性的增强，邻甲氧基苯乙
酮、２甲基苯并呋喃、２甲氧基苯酚和３，５二甲氧基苯
甲酸甲酯的含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相反，茶香酮和

１，４二甲基茚满乙酸酯的含量呈递减的趋势。
通过 ＧＣＭＳ分析，在所有 ＵＭＦ体系的麦卢卡蜂

蜜中共检测出 ７６种挥发性成分，包括酮类 １７种、醛
类１４种、醇类 ５种、萜烯类 ７种、酸类 ７种、酯类 ３
种、芳香类 ４种、烷烃类 ９种和未知峰 １０个。其中，
含量较高的化合物种类为酮类、醛类和酯类，３类物
质占总挥发性含量的 ７４．５３％，酮类的含量占比最

高，为 ４５．２２％。由图 ２可以看出，随着抗菌性的增
强，酮类物质和芳香类物质的含量逐渐升高，相反，酸

类和醛类物质的含量逐渐降低。ＵＭＦ体系麦卢卡蜂
蜜中主要的挥发性成分为邻甲氧基苯乙酮、糠醛、

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酸甲酯、苯甲醛和苯乙醛，占总含
量的 ５８．７４％。其中，邻甲氧基苯乙酮的含量最高，
可达 ３９．４０％。随着抗菌性的增强，邻甲氧基苯乙
酮、２乙酰５甲基呋喃、２甲氧基苯酚、２甲基苯并呋
喃的含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ａＭＧＯ５５０＋；ｂＵＭＦ２０＋

１丙酮醇；２糠醛；３１（２呋喃基）乙酮；４苯甲醛；５顺式芳樟醇

氧化物；６茶香酮；７１（２羟基苯基）乙酮；８香桃木醛；９邻甲氧基苯

乙酮；１０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酸甲酯；１１丁香酸甲酯

图 １　ＭＧＯ５５０＋和 ＵＭＦ２０＋麦卢

卡蜂蜜挥发性成分总离子流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ｉｏ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

ＭＧＯ５５０＋ａｎｄＵＭＦ２０＋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

２．２　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物质与抗菌性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 ＭＧＯ和 ＵＭＦ体系的麦卢卡蜂蜜挥发性

成分进行分析，如图 ３所示，随着麦卢卡蜂蜜抗菌性
的增强，甲基乙二醛的含量呈现整体增加的趋势，与

已有报道一致
［１４］
。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抗菌性的

增加，ＭＧＯ和 ＵＭＦ体系的麦卢卡蜂蜜挥发性成分中
邻甲氧基苯乙酮、２甲基苯并呋喃、２甲氧基苯酚和
２乙酰５甲基呋喃也均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ＢＥ
ＩＴＬＩＣＨ等［２０］

研究发现邻甲氧基苯乙酮、２甲基苯并
呋喃为麦卢卡蜂蜜中主要挥发性成分，因此，除了甲基

乙二醛外，推测邻甲氧基苯乙酮、２甲基苯并呋喃、２甲
氧基苯酚和２乙酰５甲基呋喃可以作为麦卢卡蜂蜜
抗菌性的指标。综上，通过对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成

分的测定和分析，发现了与抗菌性相关的挥发性物质，

为麦卢卡蜂蜜抗菌性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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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ＭＧＯ体系不同抗菌级别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成分的相对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ＭＧＯ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

保留时

间／ｍｉｎ
ＲＩ 英文名称 化合物

化合物

种类
ＣＡＳ编号

ＭＧＯ
３０＋

ＭＧＯ
１００＋

ＭＧＯ
２５０＋

ＭＧＯ
４００＋

ＭＧＯ
５５０＋

１．６３ ４２７ ｅｔｈａｎｏｌ 乙醇 醇类 ６４１７５ ０．８２９ ０．７５５ ０．４７３ ０．２６６ ０．１７５
１．７２ － 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ｙｏｘａｌ 甲基乙二醛 醛类 ７８９８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２
２．０４ ５２６ 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甲酸 酸类 ６４１８６ ０．１３５ ０．２０４ ０．１９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１
２．１１ ５９５ ２，３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ｎｅ ２，３丁二酮 酮类 ４３１０３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３７１
２．５２ ６６３ ２，４ｈｅｘａｄｉｅｎｅ ２，４己二烯 萜烯类 ５９２４６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５７ ６１０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乙酸 酸类 ６４１９７ ０．６６４ ０．７５２ ０．３９２ ０．９９８ ０．４４９
３．０８ ６６５ ａｃｅｔｏｌ 丙酮醇 醇类 １１６０９６ １．２６４ １．９２１ １．４４４ ２．３８５ ２．０１１
３．６２ － ２ｐｒｏｐ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２丙烯酸 酸类 ７９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４．０２ ７３０ ３ｂｕｔｅｎ１ｏｌ，３ｍｅｔｈｙｌ ３甲基３丁烯１醇 醇类 ７６３３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
４．１７ ７４６ ２ｂｕｔｅｎａｌ，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２丁烯醛 醛类 １１１５１１３ ０．２６９ ０．１１４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６
４．７３ ７７２ 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丙酸 酸类 ７９３１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４．７６ ７６３ ｔｏｌｕｅｎｅ 甲苯 芳香类 １０８８８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５．０３ ７４８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１羟基２丁酮 酮类 ５０７７６７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５．２９ ７８２ ２ｂｕｔｅｎａｌ，３ｍｅｔｈｙｌ ３甲基２丁烯醛 醛类 １０７８６８ ０．４２０ ０．３４４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７ ０．３６６
５．５２ ７９３ ３ｐｅｎｔａｎｏｎｅ，２，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２，４二甲基３戊酮 酮类 ５６５８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５．６８ ７９８ ｍｅｓｉｔｙｌｏｘｉｄｅ 异亚丙基丙酮 酮类 １４１７９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６．８９ ８３３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糠醛 醛类 ９８０１０１ ６．８４２ ６．８６４ ４．８８３ ３．４４５ ３．０４７
８．８４ ８６１ ｂｕ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丁酸 酸类 １１６５３０ ０．９２８ １．２２１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３ ０．０８５
１０．０２ ９１１ 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１（２ｆｕｒａｎｙｌ） １（２呋喃基）乙酮 酮类 １１９２６２７ ０．３９９ ０．３３４ ０．３９１ ０．２５９ ０．３４２
１０．１３ ９１５ 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丁内酯 酯类 ９６４８０ ０．１６７ ０．６５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３
１２．３７ ９１４ ３ｍｅｔｈｙｌ４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３甲基４丁内酯 酯类 １６７９４９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６
１２．４９ ９６２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苯甲醛 醛类 １００５２７ ６．０３１ ３．９４９ ２．５２８ ２．５８２ １．１８２
１４．３４ ９９０ ｈｅｘ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己酸 酸类 １４２６２１ ０．５０４ ０．４１７ ０．３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２
１４．８５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 未知峰 １ 未知峰 ／ ０．２８９ ０．３４６ ０．４９０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２ １０３９ ２ａｃｅｔｙｌ５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 ２乙酰５甲基呋喃 酮类 １１９３７９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１５．９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２ 未知峰 ２ 未知峰 ／ ２．５１２ ３．０４５ ４．１２３ ２．９１２ ０．２０９
１６．２９ ９７３ ４ｍｅｔｈｙｌ５Ｈｆｕｒａｎ２ｏｎｅ ４甲基２（５Ｈ）呋喃酮 酮类 ６１２４７９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９ ０．３３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
１６．５７ １０４５ ｂｅｎｚｅｎｅ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苯乙醛 醛类 １２２７８１ １．５６９ ２．４０９ １．２２５ １．４６３ ０．６５６
１７．５９ １０６５ 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苯乙酮 酮类 ９８８６２ ０．２８２ ０．３８４ ０．５１６ ０．８２３ １．０６６
１８．０３ １０７４ ｃｉｓｌｉｎａｌｏｏｌｏｘｉｄｅ 顺式芳樟醇氧化物 萜烯类 ５９８９３３３ ２．４８６ ３．３３４ ２．１５８ １．４１７ ０．８５７
１８．２２ １０７７ ２，５ｆｕｒａｎ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２，５呋喃二甲醛 醛类 ８２３８２５ ０．１７３ ０．３７０ ０．３９４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８
１８．６０ １０９０ ｐｈｅｎｏｌ，２ｍｅｔｈｏｘｙ ２甲氧基苯酚 芳香类 ９００５１ ０．１２６ ０．３９５ ０．４５１ ０．４０５ ０．６８０

１８．８１ １０８６
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ａｌｏｏｌｏｘｉｄｅ
（ｆｕｒａｎｏｉｄ）

反式芳樟醇氧化物 萜烯类 ３４９９５７７２ １．２２８ １．３４３ １．０９５ ０．６３２ ０．４８６

１９．４９ １０９９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芳樟醇 醇类 ７８７０６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４ ０．２４４ ０．３４５ ０．１８５
１９．５９ － ｂｅｎｚｏｆｕｒａｎ，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苯并呋喃 芳香类 ４２６５２５２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０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８ ０．５４０
１９．７２ １１０４ ｎｏｎａｎａｌ 壬醛 醛类 １２４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４ ０．１５４
１９．７３ １１０７ ｈｏｔｒｉｅｎｏｌ 脱氢芳樟醇 醇类 ２９９５７４３５ ７．３８３ ７．９２１ ５．６６２ ３．３７７ ０．２４４
２０．４２ １１２４ 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异佛尔酮 酮类 ７８５９１ ２．６４２ ０．７２９ ０．８２２ ０．１７６ ０．２３８
２０．８７ １１３１ ｃｏｓｍｅｎｅ ／ 萜烯类 ４６００１５ ０．４８２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８
２１．４６ １１４５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 丁香醛 Ａ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３ ２．６２５ １．３２５ １．４９４ ０．７１９ ０．０９６

２１．７１ １１４４
２，６，６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２ｃｙｃｌｏｈｅｘ
ｅｎｅ１，４ｄｉｏｎｅ

茶香酮 酮类 １１２５２１９ １６．６１０ １４．４２３ １０．４４９ ４．９８４ １．１６５

２１．９３ １１５４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Ｂ＋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Ｃ

丁香醛 Ｂ＋丁香醛 Ｃ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４／
５３４４７４５６

５．０４６ ３．８９０ ２．９１６ １．４２３ ０．２４６

２２．０３ １１５３ ｎｅｒｏｌｏｘｉｄｅ 橙花醚 醚类 １７８６０８９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

２２．２５ １１６３
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１（２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１（２羟基苯基）乙酮 酮类 １１８９３４ ０．２７７ ０．４３８ ０．６７２ ０．７１７ １．１８７

２２．５８ １１６９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Ｄ 丁香醛 Ｄ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５ ２．７３０ ２．２９４ １．５５８ ０．７３８ ０．０２７

２２．８２ １１８３
１，４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ｄｉｏｎｅ，
２，２，６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

２，２，６三甲基１，
４环己二酮

酮类 ２０５４７９９３ ０．６４６ ０．３６１ ０．３６４ ０．１９２ ０．１０８

２３．５９ １１８０ ｏｃ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辛酸 酸类 １２４０７２ ０．５７４ ０．４１４ ０．８５６ ０．６２５ ０．０６５
２４．０１ １１９３ ｍｙｒｔｅｎａｌ 桃金娘烯醛 醛类 ５６４９４３ １．１３０ ２．３２７ ０．２６９ ０．２３７ ０．３７７

２４．０３ １１９１
ｔｒａｎｓ３，７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１，
５ｏｃｔａｄｉｅｎ３，７ｄｉｏｌ

反式３，７二甲基１，
５辛二烯３，７二醇

醇类 ５１２７６３４７ １．３５４ １．０７５ １．７３２ １．０８９ 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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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续表 ２
保留时

间／ｍｉｎ
ＲＩ 英文名称 化合物

化合物

种类
ＣＡＳ编号

ＭＧＯ
３０＋

ＭＧＯ
１００＋

ＭＧＯ
２５０＋

ＭＧＯ
４００＋

ＭＧＯ
５５０＋

２５．０９ １２２９
２（４ｍｅｔｈｙｌ３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１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ａｌ

２（４甲基３环己烯基）
丙醛

醛类 ２９５４８１４９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２５．１８ １２４２ ４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４亚甲基３，５，５三甲基
２环己烯１酮

萜烯类 ２０５４８００９ １．２６２ ０．３６７ ０．７４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１

２５．７５ １２４４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ｏｘｏ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２羟基４氧代磷酮 酮类 ３５６９２９８９ ０．７０６ ０．５５７ ０．５８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５３
２６．７４ １２５０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４ｍｅｔｈｏｘｙ ４甲氧基苯甲醛 醛类 １２３１１５ ０．４１６ ０．４６３ ０．７８２ ０．６６３ ０．６３２
２６．８８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３ 未知峰 ３ 未知峰 ／ ０．９８３ ０．２６５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８．１１ １２７３ ｎｏｎ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壬酸 酸类 １１２０５０ ０．３４２ ０．４６６ １．８８８ ２．２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２ １２６９ ｏｍｅｔｈ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邻甲氧基苯乙酮 酮类 ５７９７４８ １４．７８６ ２２．９９３ ３５．３２１ ５４．１９９ ７０．８３８
２９．０６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４ 未知峰 ４ 未知峰 ／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０ ０．２４４ ０．３１６ ０．７９２
３０．８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５ 未知峰 ５ 未知峰 ／ １．５３４ １．０７７ １．０４２ ０．６４６ ０．０００
３２．１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６ 未知峰 ６ 未知峰 ／ ０．４５３ ０．７１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７
３２．３６ １３８６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ｏｎｅ 大马酮 萜烯类 ２３７２６９３４ ０．７０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９８

３２．８８ １４２３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６
ｍｅｔｈ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２羟基６甲氧基苯乙酮 酮类 ７０３２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３１０

３３．４３ １４００ 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四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５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３３．９５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７ 未知峰 ７ 未知峰 ／ ０．３１４ ０．６７９ ０．４０７ ０．３３９ ０．２４６
３４．１６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８ 未知峰 ８ 未知峰 ／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６．５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９ 未知峰 ９ 未知峰 ／ ０．６７９ ０．３６４ ０．３５８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１
３７．５９ １５００ 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五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６２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０
３７．９２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０ 未知峰 １０ 未知峰 ／ ０．２０５ ０．２４２ ０．２６９ ０．０９１ ０．２１２
３８．６７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１ 未知峰 １１ 未知峰 ／ ０．２０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１５
３８．８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２ 未知峰 １２ 未知峰 ／ ０．３３１ ０．９４３ ０．４０７ ０．４２７ ０．１７６
４０．３０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３ 未知峰 １３ 未知峰 ／ ０．１８４ ０．２６０ ０．２８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５

４０．３８ １５９１
ｍｅｔｈｙｌ，３，５
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３，５二甲氧基苯
甲酸甲酯

酯类 ２１５０３７０ ０．４４４ １．３８５ ２．２２０ ２．９８２ ５．９１８

４０．６２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４ 未知峰 １４ 未知峰 ／ ０．７４４ ０．３４０ ０．４９５ ０．１７８ ０．３４４
４１．５１ １６００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六烷 烷烃类 ５４４７６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２
４２．８７ １６５８ １，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ｉｎｄａ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４二甲基茚满乙酸酯 酯类 ５５６６９９０４ ２．２７１ １．４０７ ０．４６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４４．８３ １７００ 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七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７８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４６．１６ －
ｍｅｔｈｙｌ，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丁香酸甲酯 酯类 ／ １．５４６ ０．８９７ １．１８６ １．１０３ １．０１４

４８．４７ １９００ ｎｏｎ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九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９２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０
５０．８４ ２１００ ｈｅｎｅｉｃｏｓａｎｅ 二十一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９４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注：“－”未检索出 ＲＩ值；“／”未检索出 ＣＡＳ号（下同）

表 ３　ＵＭＦ体系不同抗菌级别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成分的相对含量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ＵＭＦ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

保留时

间／ｍｉｎ
ＲＩ 英文名称 化合物 类别 ＣＡＳ编号

ＵＭＦ
０＋

ＵＭＦ
５＋

ＵＭＦ
１０＋

ＵＭＦ
１５＋

ＵＭＦ
２０＋

１．６３ ４２７ ｅｔｈａｎｏｌ 乙醇 醇类 ６４１７５ １．１４８ ０．２０５ ０．８８６ １．１８１ １．１６２
１．７２ － 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ｙｏｘａｌ 甲基乙二醛 醛类 ７８９８８ ０．２７７ ０．１７４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０ ０．３６２
１．８５ ５２８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二氯甲烷 烷烃类 ７５０９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８ ０．２２３
２．０３ ５２６ 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甲酸 酸类 ６４１８６ ０．４５３ ０．３１９ ０．３６１ ０．３１５ ０．２３
２．１１ ５９５ ２，３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ｎｅ ２，３丁二酮 酮类 ４３１０３８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１
２．５２ ６１０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乙酸 酸类 ６４１９７ ２．１３１ １．３４７ １．１５１ １．５１５ １．４５８
３．０２ ６６５ ａｃｅｔｏｌ 丙酮醇 醇类 １１６０９６ ２．０９６ ２．６１１ ３．８１９ ３．５７６ ３．１３１
４．０３ ７３０ ３ｂｕｔｅｎ１ｏｌ，３ｍｅｔｈｙｌ ３甲基３丁烯１醇 醇类 ７６３３２６ ０．７６５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８
４．１７ ７４６ ２ｂｕｔｅｎａｌ，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２丁烯醛 醛类 １１１５１１３ ０．４２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７
４．７３ ７７２ 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丙酸 酸类 ７９３１２ ０．３１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４．７７ ７６３ ｔｏｌｕｅｎｅ 甲苯 芳香类 １０８８８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４．９８ ７４８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１羟基２丁酮 酮类 ５０７７６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５．２９ ７８２ ２ｂｕｔｅｎａｌ，３ｍｅｔｈｙｌ ３甲基２丁烯醛 醛类 １０７８６８ １．２１９ ０．３７８ ０．４８４ ０．５３７ ０
５．３２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５ 未知峰 １５ 未知峰 ／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２ ０．３２３ ０．４９３
５．５２ ７９３ ３ｐｅｎｔａｎｏｎｅ，２，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２，４二甲基３戊酮 酮类 ５６５８００ ０．３３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５．６８ ７９８ ｍｅｓｉｔｙｌｏｘｉｄｅ 异亚丙基丙酮 酮类 １４１７９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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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保留时

间／ｍｉｎ
ＲＩ 英文名称 化合物 类别 ＣＡＳ编号

ＵＭＦ
０＋

ＵＭＦ
５＋

ＵＭＦ
１０＋

ＵＭＦ
１５＋

ＵＭＦ
２０＋

５．７７ ８００ ｏｃｔａｎｅ 辛烷 烷烃类 １１１６５９ ０．１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６．８９ ８３３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糠醛 醛类 ９８０１０１ １２．５７０ ５．６４１ ６．５９１ ５．５５３ ４．６４３
８．７７ ８６１ ｂｕ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丁酸 酸类 １１６５３０ ３．４２５ ０．９９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４
９．１８ ８９３ ｓｔｙｒｅｎｅ 苯乙烯 萜烯类 １００４２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９．２４ ８９１ ２ｈｅｐｔａｎｏｎｅ ２庚酮 酮类 １１０４３０ ０．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２ ９１１ 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１（２ｆｕｒａｎｙｌ） １（２呋喃基）乙酮 酮类 １１９２６２７ ０．７３２ ０．４８７ ０．８２７ ０．９６７ １．６６１
１０．０９ ９１５ 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丁内酯 酯类 ９６４８０ ０．４５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５６ ０．３２７ ０．３６１
１０．９５ ９２１ ２，５ｈｅｘａｎｅｄｉｏｎｅ ２，５己二酮 酮类 １１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１２．００ ９５８
２（３Ｈ）ｆｕｒａｎｏｎｅ，
ｄｉｈｙｄｒｏ５ｍｅｔｈｙｌ

二氢５甲基２（３Ｈ）
呋喃酮

酮类 ／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２

１２．４６ ９６２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苯甲醛 醛类 １００５２７ ８．２６４ ４．００４ ２．５７９ ４．０２８ ２．７５０
１４．０６ １００４ ｂｅｎｚｏｆｕｒａｎ 香豆酮 酮类 ２７１８９６ ０．８５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３
１４．２３ ９９０ ｈｅｘ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己酸 酸类 １４２６２１ １．９２５ ０．８２３ ０．３０２ ０．５３９ ０．５５７
１４．９７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６ 未知峰 １６ 未知峰 ／ ０．０９１ ０．１３７ ０．５９６ ０．６８７ ０．９６６
１５．１２ １０３９ ２ａｃｅｔｙｌ５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 ２乙酰５甲基呋喃 酮类 １１９３７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３３７ ０．４０５ １．８９２
１５．６１ １０２２ ｏｃｙｍｅｎｅ 邻伞花烃 芳香类 ５２７８４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３
１５．８３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２ 未知峰２ 未知峰 ／ １．２７２ ２．０４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０１
１６．５３ １０４５ ｂｅｎｚｅｎｅ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苯乙醛 醛类 １２２７８１ ４．６９８ ５．９８２ ３．０３４ ２．０１４ １．５９５
１７．５９ １０６５ 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苯乙酮 酮类 ９８８６２ ０．５５７ ０．７２４ ０．５９６ ０．８５７ ０．７８４
１８．００ １０７４ ｃｉｓｌｉｎａｌｏｏｌｏｘｉｄｅ 顺式芳樟醇氧化物 萜烯类 ５９８９３３３ ３．２２６ １．８１ ２．３７５ ３．６１７ ３．９７１
１８．１７ １０７７ ２，５ｆｕｒａｎ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２，５呋喃二甲醛 醛类 ８２３８２５ １．７５６ ２．０２ ２．０２３ ３．０３３ ２．１１４
１８．５９ １０９０ ｐｈｅｎｏｌ，２ｍｅｔｈｏｘｙ ２甲氧基苯酚 芳香类 ９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０．７５８ ０．９２７ １．０９７

１８．７９ １０８６
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ａｌｏｏｌｏｘｉｄｅ
（ｆｕｒａｎｏｉｄ）

反式芳樟醇氧化物 萜烯类 ３４９９５７７２ １．３５５ ０．６２６ ０．７７７ １．３０３ １．３３７

１９．４８ １０９９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芳樟醇 萜烯类 ７８７０６ ０．５９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７
１９．５９ １１０９ ｂｅｎｚｏｆｕｒａｎ，２ｍｅｔｈｙｌ ２甲基苯并呋喃 芳香类 ４２６５２５２ ０．１２２ ０．２７４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２ ０．３４５
１９．６２ １１０７ ｈｏｔｒｉｅｎｏｌ 脱氢芳樟醇 萜烯类 ２９９５７４３５ １．９６９ １．４７６ ０．７１６ ０．７６ ０．３１９
１９．７２ １１０４ ｎｏｎａｎａｌ 壬醛 醛类 １２４１９６ ０．５３６ ０．３１１ ０．４１６ ０．１７３ ０．２０７
２０．３９ １１２４ 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异佛尔酮 酮类 ７８５９１ ０．２０８ ０．４３４ ０．３８６ ０．５５７ ０．３４１

２０．９６ １１５６
ｂｅｎｚｅｎｅ，１ｅｔｈｅｎｙｌ４
ｍｅｔｈｏｘｙ

４甲氧基苯乙烯 萜烯类 ６３７６９４ ０．２４１ ０．４２３ ０．５０１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４

２１．４４ １１４５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 丁香醛 Ａ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３ ０．４５２ ０．５８２ ０．２２０ ０．３７２ ０．２６

２１．５７ １１４４
２，６，６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２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１，４ｄｉｏｎｅ

茶香酮 酮类 １１２５２１９ ２．０００ ２．４６１ ０．９５５ ０．３８９ ０．２５６

２１．８２ １１５４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Ｂ＋ｌｉｌａｃ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Ｃ

丁香醛 Ｂ＋丁香醛 Ｃ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４／
５３４４７４５６

１．０３９ １．２７９ ０．４０２ ０．６０６ ０．５０９

２２．１７ １１６３
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１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１（２羟基苯基）乙酮 酮类 １１８９３４ ０．４８１ ０．４７５ ０．６８２ ０．８２４ １．０６６

２２．３８ １１６４ ｐｉｎｏｃａｒｖｏｎｅ 香芹蒎酮 酮类 ３０４６０９２５ ０．１８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２２．５３ １１６９ ｌｉｌａ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Ｄ 丁香醛 Ｄ 醛类 ５３４４７４５５ ０．３８ ０．６０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８５ ０．２３７
２３．７０ １１８０ ｏｃ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辛酸 酸类 １２４０７２ ０．２８６ ０．５８４ ０．６３８ ０．３３ ０．１６４
２３．９７ １１９３ ｂｅｎｉｈｉｎａｌ 香桃木醛 醛类 ５６４９４３ ０．８８ １．１００ ２．０７８ ０．７５８ １．３５２
２４．０４ １１９０ Ｌ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 Ｌα萜品醇 醇类 １０４８２５６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５ ０．１８３ ０．０９ ０．１０９
２４．６４ １２０６ ｄｅｃａｎａｌ 癸醛 醛类 １１２３１２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９
２５．２７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７ 未知峰１７ 未知峰 ／ ０．２６９ ０．５６３ ０．６１９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３
２５．７４ １２４４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ｏｘｏ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２羟基４氧代磷酮 酮类 ３５６９２９８９ ０．９４１ ０．３０４ ０．１６１ ０．６９８ ０．１１１
２６．７３ １２５０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４ｍｅｔｈｏｘｙ ４甲氧基苯甲醛 醛类 １２３１１５ ０．９１６ ２．２０２ １．６５７ ０．４４８ ０．２０１
２７．９１ １２７３ ｎｏｎ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壬酸 酸类 １１２０５０ ２．６３２ ２．４０１ ３．２０３ ０．３６５ ０．５６４
２８．２９ １２６９ ｏｍｅｔｈ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邻甲氧基苯乙酮 酮类 ５７９７４８ ２６．０８４ ３９．６６８ ４０．６０８ ４５．０４０ ４５．６２２
２８．７１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８ 未知峰１８ 未知峰 ／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３６９ ０．３９８ １．５４３
２８．８１ － ｐｐｒｏｐｙｌａｎｉｓｏｌｅ 对丙基异丙醇 醇类 １０４４５０ ０．４６３ ２．９００ ０．７９２ ０．３５４ ０．３１２
２８．９５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４ 未知峰４ 未知峰 ／ ０．４８４ ０．６７８ ０．３４３ ０．７０１ ０．６９６

３２．５２ １３４７
２，４，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３ｆｏｒｍｙｌ６
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５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ｄｉｅｎ１ｏｎｅ

２，４，４三甲基３甲酰基
６羟基２，５环己二烯
１酮

萜烯类 ３５６９２９５６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７ ０．０４７

３３．４４ １４００ 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四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５９４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１
３３．９３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７ 未知峰７ 未知峰 ／ ０．３５９ ０．８５ １．５３９ ０．４９６ ０．４４１
３４．８５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９ 未知峰１９ 未知峰 ／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８０４ ２．０３９ ２．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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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续表 ３

保留时

间／ｍｉｎ
ＲＩ 英文名称 化合物 类别 ＣＡＳ编号

ＵＭＦ
０＋

ＵＭＦ
５＋

ＵＭＦ
１０＋

ＵＭＦ
１５＋

ＵＭＦ
２０＋

３７．５８ １５００ 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五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６２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５
３８．８６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１２ 未知峰１２ 未知峰 ／ ０．１２５ １．０６８ ２．００９ ０．６１８ ０．３８３

４０．３７ １５９１
ｍｅｔｈｙｌ３，
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３，５
二甲氧基苯甲酸甲酯

酯类 ２１５０３７０ １．３６３ ２．６８８ ７．４９１ ４．１８２ ６．９９７

４１．５１ １６００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六烷 烷烃类 ５４４７６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７
４３．０３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ｅａｋ２０ 未知峰２０ 未知峰 ／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７ １．３８８ １．１０８ １．０１９
４４．８３ １７００ 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七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７８７ ０．１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４

４６．２２ －
ｍｅｔｈｙｌ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丁香酸甲酯 酯类 ／ ０．６７８ ３．８７６ ２．７２９ １．８０１ １．６６９

４６．９０ １８００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八烷 烷烃类 ５９３４５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９
４８．４９ １９００ ｎｏｎａｄｅｃａｎｅ 十九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９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０
５０．８４ ２１００ ｈｅｎｅｉｃｏｓａｎｅ 二十一烷 烷烃类 ６２９９４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图 ２　不同体系麦卢卡蜂蜜挥发性成分种类

Ｆｉｇ．２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ｓｏｒｔｓｏｆ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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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ＧＯ体系；ｂＵＭＦ体系

１邻甲氧基苯丙酮；２２甲基苯并呋喃；３２甲氧基苯酚；４２乙酰５甲基呋喃；５甲基乙二醛

图 ３　不同体系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物质与抗菌性相关性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ｓ

３　结论

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质联用技术，分别对

ＭＧＯ和 ＵＭＦ体系的麦卢卡蜂蜜挥发性成分进行测
定，在１０批麦卢卡蜂蜜中共检测出１００种物质，其中
含量最多的为酮类和醛类物质。邻甲氧基苯乙酮和

糠醛是麦卢卡蜂蜜中主要的挥发性成分。通过对比

分析，发现甲基乙二醛、邻甲氧基苯乙酮、２甲基苯并
呋喃、２甲氧基苯酚和 ２乙酰５甲基呋喃与抗菌性
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随着抗菌性的增强，５种挥发性
成分呈现递增的趋势。通过对麦卢卡蜂蜜中挥发性

成分的测定和分析，发现了与抗菌性相关的挥发性物

质，为麦卢卡蜂蜜抗菌性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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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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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张鹏云，李蓉，龙春霞，等．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技术分析麦卢卡
蜂蜜中的挥发性成分［Ｊ］．食品工业，２０１９，４０（９）：２５５－２６０．

［２２］　王桃红，张少博，张会敏，等．荞麦蜜中挥发性成分测定及其与
成熟度的相关性分析［Ｊ］．食品科学，２０２０．ＤＯＩ：１０．７５０６／
ｓｐｋｘ１００２６６３０２０１９０９２７３２８．



分析与检测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２３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２８８
引用格式：云金虎，江皓，韩文学，等．不同品种海棠叶茶游离氨基酸组成分析与评价［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３７－

２４３．ＹＵＮＪｉｎｈｕ，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ＨＡＮＷｅｎｘｕｅ，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ｏｆｃｒａｂａｐ
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３７－２４３．

不同品种海棠叶茶游离氨基酸组成分析与评价

云金虎１，江皓１，韩文学１，卞健１，孙艳艳１，张往祥１，２

１（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院，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７）

２（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司，江苏 扬州，２２５２００）

摘　要　为了探究不同海棠品种叶片的茶用开发价值，以 １５个海棠品种嫩芽制成的海棠叶茶为材料，利用全自

动氨基酸分析仪对海棠叶茶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和种类进行检测。通过味道活性值（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ＴＡＶ）、氨

基酸评分（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ｒｅ，ＡＡＳ）和必需氨基酸指数（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ｅｘ，ＥＡＡＩ）对氨基酸进行呈味分析和

营养评价。结果表明：１５个海棠品种叶茶均含有１７种氨基酸，游离氨基酸的总量为６５５．１２～３０５９．６９ｍｇ／１００ｇ，必

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８．４９％ ～３７．５３％，药用氨基酸含量占氨基酸总量的 ２５．８７％ ～５８．１４％；基于氨基酸评

分，海棠叶茶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蛋氨酸和半胱氨酸，必需氨基酸指数最平衡的品种为‘黛玉’、‘完美紫’和

‘丰盛’；通过味道活性值的比较，谷氨酸和丝氨酸对呈味贡献最大；利用主成分分析，从氨基酸角度较好地反映

出不同海棠品种之间的差异性。该研究为海棠叶茶营养价值及其叶片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海棠叶茶；氨基酸；营养评价；味道活性值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

ＹＵＮＪｉｎｈｕ１，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１，ＨＡＮＷｅｎｘｕｅ１，ＢＩＡＮＪｉａｎ１，
ＳＵＮＹａｎｙ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２（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２５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ｖ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ｉｎ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
ｍａｄ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ｕｄｓｏｆ１５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ｈｅ
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７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１５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
ｔｉｖａ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６５５．１２－３０５９．６９ｍｇ／１００ｇ．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８．４９％ －３７．５３％ ａｎｄ２５．８７％ －
５８．１４％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ｔｏｐｔｗｏ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ａ
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ｏｆ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ｗｅｒｅＭｅｔａｎｄＣ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ｅｘ
ｗｅｒｅＭ．‘ＢｌａｃｋＪａｄｅ’，Ｍ．‘Ｐｕｒｐｌｅｐｒｉｎｃｅ’ａｎｄＭ．“Ｐｒｏｆｕｓｓｉｏｎ”．ＧｌｕａｎｄＳ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ｓｔｔｏ
ｔｈｅ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ｔｅａ；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张往祥教授为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ｍａｌｕｓ２０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重点项目（ＢＥ２０１９３８９）；林业科学技术推广项目【２０１９】１７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４，改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３１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３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海棠（Ｍａｌｕｓｓｐｐ．）为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苹果属
（Ｍａｌｕｓ）落叶小乔木或灌木，主要分布于北温带，横
跨欧亚大陆及北美洲

［１］
。１８世纪海棠由中国等东亚

国家传入欧美，经２００多年的育种积累，培育了大量
优秀的观赏品种

［２］
。目前国内外对于海棠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观赏性状，包含花、叶、果的形态和色彩等方

面
［３］
，然而海棠也是营养丰富的可用作食品原料和

的重要资源。海棠叶茶是以海棠叶为主要原料加工

而成的茶叶，在民间有将湖北海棠（Ｍ．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山荆子（Ｍ．ｂａｃｃａｔａ）叶片做茶饮的历史。研究表明，
苹果属植物的叶片中不含咖啡因，且无毒性并富含多

酚、黄酮、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
［４］
，特别是叶片中

的二氢查尔酮类化合物，具有缓解酒精造成胃损伤、

降血糖和抗氧化的功效
［５］
。由于植物化学物质对动

物生长和代谢具有不同生物活性，其保健作用受到广

泛关注。将海棠叶用作茶饮可有效利用其活性成分。

茶叶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和比例与茶汤滋味和

香气密切相关
［６］
。根据其呈味特性可分为甜味、苦

味、鲜味和无味４类［７］
。游离氨基酸可被人体直接吸

收，其含量和成分能反映食品的营养价值，且具有调

节生物体生长发育和组织修复更新的作用
［８］
。目前

国内外关于各类型茶叶游离氨基酸的组成、呈味特

点、营养价值等方面已有较多研究。ＨＯＲＡＮＮＩ等［９］

的研究发现，γ氨基丁酸、天冬氨酸、天冬酰胺和茶氨
酸的含量可作为区分不同类型茶叶的标准，并比较了

茶叶浸泡时间与游离氨基酸的提取效率之间的关系。

ＹＬＭＡＺ等［１０］
的研究表明，游离氨基酸总量在茶叶萎

凋时上升，干燥时下降。然而，目前关于海棠叶茶游

离氨基酸组分和营养品质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有

必要对其进行探究。

本研究选择在相同条件下栽植的１５个海棠品种叶
片作为制茶原料，通过分析茶叶中游离氨基酸的组分和

差异对游离氨基酸品质指标进行比较和综合评价，旨在

为海棠品种的叶片资源利用、茶叶生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
海棠叶来源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海棠

种质资源圃。在春季选择生长健康，树龄相同，每个

品种株数大于１００的海棠苗进行采摘，将采摘的嫩芽
按照绿茶的工艺制作，制作工艺：摊放 ６ｈ→１５０℃杀
青１０ｍｉｎ→揉捻 ５ｍｉｎ→９０℃干燥 １０ｍｉｎ。每个品
种的叶茶加工工艺一致。供试海棠品种及编号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供试海棠品种名称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

编号 名称 拉丁名 编号 名称 拉丁名 编号 名称 拉丁名

１ 紫王子 Ｍ．‘Ｐｕｒｐｌｅｐｒｉｎｃｅ’ ６ 黛玉 Ｍ．‘ＢｌａｃｋＪａｄｅ’ １１ 平邑甜茶 Ｍ．ｈｕｐｅｎｅｎｓｉｓＲｈｅｄ
２ 露易莎 Ｍ．‘Ｌｏｕｉｓａ’ ７ 高原红 Ｍ．‘Ｐｒａｉｒｉｆｉｒｅ’ １２ 粉冠 Ｍ．‘ＰｉｎｋＳｐｉｒｅｓ’
３ 完美紫 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ｕｒｐｌｅ’ ８ 丰盛 Ｍ．‘Ｐｒｏｆｕｓｓｉｏｎ’ １３ 黄金甲 Ｍ．‘ＦａｉｒｙｔａｉｌＧｏｌｄ’
４ 硕红 Ｍ．‘ＲｅｄＧｒｅａｔ’ ９ 时光秀 Ｍ．‘Ｓｈｏｗｔｉｍｅ’ １４ 皇家雨点 Ｍ．‘ＲｏｙａｌＲａｉｎｄｒｏｐ’
５ 鲁道夫 Ｍ．‘Ｒｏｕｄｐｈ’ １０ 灰姑娘 Ｍ．‘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 １５ 当娜 Ｍ．‘ＤｏｎａｌｄＷｙｍａｎ’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Ｓ４４３Ｄ型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配有阳离子分析

柱 ＬＣＡＫ０６／Ｎａ），德国 Ｓｙｋａｍ公司；ＦＤ５型冷冻干燥
仪，美国 ＳＩＭ公司；ＭｉｌｌｉＱ超纯水一体机，美国 Ｍｉｌｌｉ
ｐｏｒｅ公司；氨基酸标准溶液、稀释缓冲液（１２ｇ／Ｌ柠
檬酸，ｐＨ２．２０的柠檬酸钠缓冲液），德国 Ｓｙｋａｍ
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游离氨基酸的测定

依据 ＧＢ／Ｔ３０９８７—２０１４《植物中游离氨基酸的
测定》

［１１］
的方法并稍作改动。称取磨碎样品 ２ｇ左

右（精确到０．００１ｇ），加人烧杯中用 ５０ｍＬ煮沸的水
冲泡，９５℃水浴加热振荡，提取 １０ｍｉｎ后取出，利用

布氏漏斗和滤纸趁热抽滤，将滤液进行真空冷冻干

燥。干燥后加入适当体积的稀释缓冲液溶解，过

０．２２μｍ滤膜，采用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对 １７种游
离氨基酸进行上机检测。分析条件如下：色谱柱

ＬＣＡＫ０６／Ｎａ；流动相 Ａ（０．０１２％柠檬酸柠檬酸钠缓
冲液，ｐＨ３４５），Ｂ（０．０２％柠檬酸柠檬酸钠，ｐＨ
１０．８５）；温度 ５８～７４℃ 梯度控温；流速洗脱泵
０．４５ｍＬ／ｍｉｎ＋衍 生 泵 ０．２５ｍＬ／ｍｉｎ；压 力：３～
４ＭＰａ；紫外检测波长为５７０和４４０ｎｍ。
１．３．２　氨基酸营养评价

采用 １９７３年 ＦＡＯ／ＷＨＯ提出的氨基酸评分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ｒｅ，ＡＡＳ）和必需氨基酸指数（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ｉｎｄｅｘ，ＥＡＡＩ），并根据 ＦＡＯ／ＷＨＯ参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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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得出，如公式（１）（２）所示。ＦＡＯ／ＷＨＯ成人
参考模式为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例，依次为

Ｐｈｅ＋Ｔｙｒ：３．８，Ｍｅｔ＋Ｃｙｓ：２．７，Ｌｙｓ：４．５，Ｔｈｒ：２．３，Ｌｅｕ：
５．９，Ｖａｌ：３．９，Ｉｌｅ：３．０，Ｈｉｓ：１．５［１２］。计算公式如下：

ＡＡＳ＝
ａｐ
ａｓ

（１）

ＥＡＡＩ／％ ＝
ｎＬｙｓ１ｐ
Ｌｙｓ１ｓ

×
Ｔｙｒ２ｐ
Ｔｙｒ２ｓ

×… ×
Ｈｉｓｎｐ
Ｈｉｓ槡 ｎｓ

×１００ （２）

式中：ａ，某一必需氨基酸的含量；ｐ，待测氨基酸；ｓ，参
考评分模式氨基酸；ｎ，参与比较的必需氨基酸的个
数。

１．３．３　ＴＡＶ的计算
味道活性值（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ＴＡＶ）定义为滋味

物质的浓度与该物质的呈味阈值的比值，ＴＡＶ与其
滋味贡献呈正相关，当 ＴＡＶ＞１时，表示该物质对整
体风味有贡献，ＴＡＶ＜１时则贡献较小［１３］

。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８进行统计和

作图，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对组间显著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Ｐ＜０．０５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游离氨基酸定量分析
根据表２可知，１５个品种海棠叶茶均含有 １７种

游离氨基酸，包含天冬氨酸（Ａｓｐ），苏氨酸（Ｔｈｒ），丝
氨酸（Ｓｅｒ），谷氨酸（Ｇｌｕ），脯氨酸（Ｐｒｏ），甘氨酸
（Ｇｌｙ），丙氨酸（Ａｌａ），半胱氨酸（Ｃｙｓ），缬氨酸（Ｖａｌ），
蛋氨酸（Ｍｅｔ），异亮氨酸（Ｉｌｅ），亮氨酸（Ｌｅｕ），酪氨酸
（Ｔｙｒ），苯丙氨酸（Ｐｈｅ），组氨酸（Ｈｉｓ），赖氨酸（Ｌｙｓ），
精氨酸（Ａｒｇ）。从氨基酸组分上来看，Ｓｅｒ的含量显著
高于其他氨基酸，含量在 １９１．２～１４１９．９３ｍｇ／１００ｇ。
游离氨基酸的总量在６５５．１２～３０５９．６９ｍｇ／１００ｇ，‘时
光秀’的总氨基酸含量最高，‘灰姑娘’的最低。不同

海棠 品 种 叶 茶 中 氨 基 酸 组 成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
相对于植物，人类和动物均需要通过食物蛋白来

摄取某些氨基酸，这些人体中无法合成的氨基酸称为

必需氨基酸（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ＡＡ），包括 Ｔｈｒ、
Ｃｙｓ、Ｖａｌ、Ｍｅｔ、Ｉｌｅ、Ｌｅｕ、Ｔｙｒ、Ｐｈｅ、Ｈｉｓ和 Ｌｙｓ［１３］。１５个
品种中ＥＡＡ占氨基酸总量的８．４９％ ～３７．５３％，平均
值为２６．０５％。其中‘紫王子’中的 ＥＡＡ含量最低，
而‘灰姑娘’和‘黄金甲’的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

３７５３％和３７．４１％，接近 ＦＡＯ／ＷＨＯ提出 ４０％的营

养标准，且种类齐全、比例适宜、与人体需要的必需氨

基酸结构相符合，易于吸收完全，营养价值较高
［１２］
。

自然界中氨基酸有 ２０多种，其中 Ｇｌｕ、Ａｓｐ、Ａｒｇ、
Ｇｌｙ、Ｔｈｅ、Ｔｙｒ、Ｍｅｔ、Ｌｅｕ、Ｌｙｓ等９种氨基酸在植物中含
量较少，有些氨基酸人体不能合成，但又是维持机体

氮平衡所必需的，称为药用氨基酸
［１４］
。其中，Ａｓｐ有

缓解疲劳，预防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功能
［１５］
。

Ｌｙｓ对提高智力、促进生长以及钙吸收有重要作用，
但在植物中含量较少

［１３］
。Ａｒｇ可通过调节体内激素

分泌，有助于治疗矮小症、糖尿病，改善性欲
［１５］
。Ｇｌｕ

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氨基酸，具有调节神经中枢及大

脑皮质功能
［１７］
、参与蛋白质的合成、增强肠道屏障功

能和抗氧化能力的作用
［１６］
。如表２所示，Ｇｌｕ、Ａｓｐ和

Ａｒｇ是含量较高的药用氨基酸，平均含量分别达到了
１７６７％、９．４％和９．１６％，药用氨基酸含量占氨基酸
总量的 ２５．８７％ ～５８．１４％，含量在 ５０％以上的品种
有‘黛玉’、‘平邑甜茶’、‘粉冠’、‘皇家雨点’。药用

氨基 酸 含 量 与 报 道 中 其 他 茶 类，如 枇 杷 花 茶

（５９９４％）［１８］、武 夷 岩 茶 （６１．２９％）［１９］、辣 木 茶
（６４０８％）［２０］等接近，具有较好的保健功能。

从不同品种间氨基酸含量的变异系数来看，Ｃｙｓ、
Ａｒｇ、Ｓｅｒ、Ｐｒｏ变异系数较大，均在７０％以上，表明这些
氨基酸的含量在品种间差异较大。而 Ａｓｐ、Ｔｈｒ、Ｇｌｙ、
Ａｌａ变异系数均在 ４０％以下，在品种间差异相对较
小。说明虽然在同一地点种植，但由于植物中的氨基

酸组成受内在遗传因素和外在环境的影响
［２１］
，不同

品种间氨基酸组成仍存在较大差异。

２．２　氨基酸营养指数评价
各品种特定氨基酸的 ＡＡＳ值如图 １所示。Ｔｈｒ

和 Ｈｉｓ是供试品种中 ＡＡＳ指数最高的氨基酸。其中
共６个品种（分别为 ３、５、７、８、１０和 １３号）有超过半
数的氨基酸 ＡＡＳ＞１，符合营养模式标准。但在 ６个
品种中 Ｌｅｕ、Ｌｙｓ和 Ｃｙｓ＋Ｍｅｔ的 ＡＡＳ＜１，说明含量较
为缺乏，属于限制性氨基酸，即食物所含必需氨基酸

的量，与人类所需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的量的比值较

低的氨基酸
［２２］
。

总体上这６个品种优于其他品种的必需氨基酸
组成。Ｍｅｔ＋Ｃｙｓ的 ＡＡＳ在所有供试品种中均最小，
为第一限制氨基酸。而 Ｍｅｔ＋Ｃｙｓ属于含硫氨基酸，
易于从人体流失，通常在蛋类和肉类中含量较多，而

在植源性食品中普遍缺乏
［１２］
。

ＥＡＡＩ能够反映必需氨基酸组成结构的总体营养
价值，ＥＡＡＩ越接近１００，食物蛋白与参比营养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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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检测

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２４１　　

图 １　供试海棠品种氨基酸评分

Ｆｉｇ．１　ＡＡ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ｓｔｕｄｉｅｄ

必需氨基酸组成越接近，营养价值越高。通常，

ＥＡＡＩ≥９０，就认为该蛋白有较高的营养价值，７０≤
ＥＡＡＩ＜９０，则认为该蛋白营养价值中等，ＥＡＡＩ＜７０
则表示营养价值不高。如图２所示，１号‘紫王子’得
分最低，仅 ２６．３１，而 １０号‘灰姑娘’和 １３号‘黄金
甲’的 ＥＡＡＩ得分最高，为 １１３．４５和 １１３．６６，原因在
于两者中存在较高比例的 Ｔｈｒ和 Ｈｉｓ，相比标准蛋白
模式，营养结构不够均衡。与模式谱较接近的分别为

６号‘黛玉’、３号‘完美紫’和８号‘丰盛’，ＥＡＡＩ依次
为９８．７１、１０１．４１、１０２．０４。
２．３　呈味氨基酸分析

食物中的氨基酸有非游离态和游离态２种形式。
非游离氨基酸在食用的过程中不能立即水解，对食物

图 ２　海棠品种必需氨基酸指数

Ｆｉｇ．２　ＥＡＡＩ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的滋味影响不大。游离态氨基酸呈味特性可分为 ４
类，鲜味氨基酸（Ｇｌｕ、Ａｓｐ）、甜味氨基酸（Ｔｈｒ、Ｇｌｙ、
Ａｌａ、Ｓｅｒ）、苦味氨基酸（Ｍｅｔ、Ｈｉｓ、Ａｒｇ、Ｖａｌ、Ｌｅｕ、Ｉｌｅ、
Ｔｙｒ、Ｔｒｐ）、无味氨基酸（Ｃｙｓ、Ｌｙｓ、Ｐｒｏ）［７］。由于人味
觉神经对不同呈味物质浓度的敏感程度不同，因而呈

味氨基酸的含量越高，对滋味的贡献不一定越大。

ＴＡＶ用于衡量呈味物质对滋味的贡献度。海棠
叶茶所含的呈味氨基酸 ＴＡＶ如表３所示，平均 ＴＡＶ＞
１的呈味氨基酸分别是 Ｓｅｒ、Ａｓｐ、Ｇｌｕ、Ｖａｌ、Ａｒｇ和 Ｈｉｓ。
从高到低依次为 Ｇｌｕ＞Ｓｅｒ＞Ａｒｇ＞Ｈｉｓ＞Ｖａｌ＞Ａｓｐ，提
供鲜味的 Ｇｌｕ和 Ａｓｐ平均 ＴＡＶ达到了６．３３和１．０１，
提供甜味的 Ｓｅｒ为 ３．３３，三种苦味氨基酸 Ｖａｌ、Ａｒｇ和
Ｈｉｓ的均值分别为１．３４、２．６５、２．２７。

表 ３　不同品种海棠呈味氨基酸 ＴＡＶ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ｌａｖｏｒ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ｏｆ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

分类 氨基酸

ＴＡＶ值

紫王子露易莎完美紫 硕红 鲁道夫 黛玉 高原红 丰盛 时光秀灰姑娘
平邑

甜茶
粉冠 黄金甲

皇家

雨点
当娜

均值
阈值／

（ｍｇ·ｇ－１）

甜味

苏氨酸 Ｔｈｒ ０．１０ ０．４５ ０．４２ 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０ ０．３８ ０．２３ ０．３２ ０．２９ ２．６
甘氨酸 Ｇｌ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３
丙氨酸 Ａｌａ ０．６１ ０．３７ ０．５８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３８ ０．６４ ０．３２ ０．７２ 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４２ ０．６
丝氨酸 Ｓｅｒ ２．６２ ２．１８ ３．８２ ９．４７ ４．４７ １．８７ ３．３３ ３．７２ ８．１６ １．０６ ２．５１ １．２１ １．８２ １．３０ ２．４０ ３．３３ １．５

鲜味
天冬氨酸 Ａｓｐ １．０６ １．０７ ０．６９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００ ０．９０ ２．３１ ０．６７ ０．８０ ０．６８ ０．７３ １．０３ ０．９５ １．０１ １
谷氨酸 Ｇｌｕ ８．３１ ６．０８ ８．７７ ４．１３ ３．２７ ７．３１ ３．５１ ４．３７ １６．５７ ３．９０ ７．８６ ５．７８ ４．９２ ５．６３ ４．５４ ６．３３ ０．３

苦味

缬氨酸 Ｖａｌ ０．２１ １．１７ １．５３ ３．０５ ２．１２ １．２５ １．４０ １．３８ ２．５７ ０．７８ １．２１ ０．３７ １．１８ ０．５２ １．３６ １．３４ ０．４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９
异亮氨酸 Ｉｌｅ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２６ ０．５５ ０．３７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２３ １．９
亮氨酸 Ｌｅｕ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４８ 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２３ １．９
苯丙氨酸 Ｐｈｅ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４１ ０．６３ ０．６２ ０．３０ ０．４７ ０．５１ ０．８１ ０．２１ ０．３２ ０．１９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９
精氨酸 Ａｒｇ １．８２ １．８８ ２．５１ ３．９８ １．７５ １．３８ ３．３５ ２．２７ ８．５９ ０．７３ ４．５７ １．２８ １．０２ ２．８５ １．７６ ２．６５ ０．５
组氨酸 Ｈｉｓ ０．８９ １．８４ ３．３０ ３．１０ ２．４８ １．７５ ２．４０ ２．４０ ６．６６ １．３６ １．５８ １．８４ １．３４ １．１９ １．９０ ２．２７ ０．２
酪氨酸 Ｔｙ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６

　　在所有品种中，‘时光秀’中的 Ａｓｐ和 Ｇｌｕ的
ＴＡＶ最高，分别为２．３１和１６．５７。而‘硕红’和‘时光
秀’中 Ｓｅｒ、Ａｒｇ、Ｖａｌ和 Ｈｉｓ的 ＴＡＶ普遍较其他品种的
水平高。尽管茶叶中大部分氨基酸 ＴＡＶ＜１，但对风
味并非没有贡献，滋味的构成并不来源于滋味组分的

线性叠加，很多滋味组分在茶汤中具有多个滋味属

性，存在互作结果，可以表现为协同、加和、抑制效

应
［６］
。ＬＩＯＥ等［２３］

发现低于呈味阈值的苦味氨基酸，

可增强其他氨基酸的鲜味和甜味；刘伟等
［２４］
发现

Ｐｈｅ、Ｔｙｒ、Ａｒｇ能增加呈味的复杂性和辅助提升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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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从氨基酸水平来看，海棠叶茶以甜、苦和鲜味共

同影响整体滋味，贡献强度的差异形成了品种间不同

的呈味结构。本研究中海棠叶茶总体口感先有微苦，

后有甜味，大部分品种间的滋味类似，但存在一定差

异。与文献中海棠叶茶甘甜和苦涩的滋味报道一

致
［２５］
。由于茶叶的滋味受内含物质、加工等因素影

响，较为复杂。因此，对海棠叶茶滋味的研究需要后

续结合感官评价、滋味稀释分析（ｙａｓｔｅ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ＴＤＡ）和比较滋味稀释分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ｔａｓｔｅｄｉ
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ＴＤＡ）等方法，更为系统的进一步筛
选出食物中的主要滋味活性物质，并确定其滋味贡献

率的大小
［２６］
。

２．４　不同品种海棠叶茶主成分分析
根据各个品种中游离氨基酸的相对含量作为因

子进行主成分分析，如图３所示。

图 ３　不同海棠品种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ａｂａｐ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１５个品种的茶样得到了很好的区分，ＰＣ１贡献
率４２．５８％，ＰＣ２贡献率２２．６４％，前 ２个主成分总贡
献率６５．２２％，反映了各个品种中氨基酸组成结构的
大部分信息。在横坐标的最右端，有 Ｉｌｅ、Ｖａｌ、Ｌｅｕ、
Ｐｈｅ等多个因子聚集，说明这些氨基酸的含量对 ＰＣ１
正向的贡献较大，与 Ｘ轴右侧分布的品种呈正相关，
与左侧的呈负相关。１号位于横坐标的最左侧，在
ＰＣ１上与 Ｇｌｕ、Ａｌａ、Ａｓｐ等氨基酸相关；在 ＰＣ２上，有
１２种氨基酸分布在 Ｙ轴负向，说明其与第 ３和第 ４
象限聚集的品种相关，它们在含量上有很大的相似

性。４号在 Ｙ轴正向分布最远，Ｓｅｒ与其高度相关，
氨基酸相对含量较其他品种有差异。ＰＣＡ的分析结
果直观地展示了海棠叶茶品种间游离氨基酸结构的

相似性。

３　结论

本实验对海棠叶所制茶叶的游离氨基酸成分和

主要营养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海棠鲜叶的

产地相同，但不同品种间的含量和组成的变异系数差

异较大。１５种海棠叶茶中 Ｓｅｒ、Ｇｌｕ、Ａｒｇ、Ａｓｐ和 Ｔｈｒ
的含量普遍较高。游离氨基酸的总量在 ６５５．１２～
３０５９．６９ｍｇ／１００ｇ，‘灰姑娘’和‘黄金甲’等有较高
比例的必需氨基酸，接近 ＦＡＯ／ＷＨＯ中 ４０％的标准
模式。药用氨基酸含量占氨基酸总量的 ２５．８７％ ～
５８１４％，‘黛玉’和‘平邑甜茶’是药用氨基酸含量较
高的品种，Ｇｌｕ是含量最高的药用氨基酸，而这些药
用成分对于抗疲劳和提高新陈代谢，以及增强人体的

抗氧化能力和免疫能力等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

ＡＡＳ可知，海棠叶茶中的第一限制氨基酸为 Ｍｅｔ和
Ｃｙｓ。ＥＡＡＩ平衡性最好的品种分别为‘黛玉’、‘完美
紫’和‘丰盛’。通过计算 ＴＡＶ，分析了氨基酸对茶叶
滋味的贡献，呈味贡献较大的氨基酸有 ３类，分别为
甜味（Ｓｅｒ、Ａｓｐ）、鲜味（Ｇｌｕ）和苦味（Ｖａｌ、Ａｒｇ、Ｈｉｓ）氨
基酸。此外，通过 ＰＣＡ，根据氨基酸结构特点对不同
品种进行了直观地区分。

海棠叶茶中具备优良蛋白的种质，可以作为一种

新型植物蛋白源，提供较高的营养成分。并且与动物

蛋白结合，做到良好的互补作用。但制成迎合市场多

元化需求的新型功能性饮品，还需进一步结合感官评

价，选择口感易被接受的海棠种质来开发。由于本实

验选择的样品产地来源仅限于扬州市，并未包括全国

其他海棠叶原料来源，不能完全代表海棠叶茶品质，

因此在今后还需扩大采样量和采样范围，比较不同采

收时间海棠叶茶氨基酸品质的区别，详细调查气候条

件和管理方式，设计实验，以明确环境因素对海棠叶

茶氨基酸营养价值的影响，为海棠叶片资源利用提供

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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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宋志姣，陈容，李鹏浩，等．滇西地区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表型与营养成分分析［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

２４４－２５０．ＳＯＮＧＺｈｉ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ＬＩＰｅｎｇｈａ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
ｃｉｅｓｏｆＲｕｂｕｓｎｉｖｅｕ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４４－２５０．

滇西地区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表型与营养成分分析

宋志姣，陈容，李鹏浩，谢雯颖，任丽梅，马前涛，李悦

（保山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云南 保山，６７８０００）

摘　要　以采自滇西地区的 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为材料，测定不同种源果实的表型和 ８种营养成分，并

运用多重比较、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滇西地区红泡刺藤种质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不同种

源红泡刺藤果实表型和营养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各营养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相关性，果实营养成分综合指数排序

为：小尖山 ＞高井槽 ＞金厂河 ＞九之坡 ＞鱼塘村 ＞沙溪 ＞七零七 ＞猴桥 ＞金鸡 ＞腾越 ＞山邑。按 ３０％的入选

率，认为小尖山、高井槽、金厂河种源为较优种源，其综合评分高，果实品质好。

关键词　红泡刺藤；表型；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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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泡刺藤（Ｒｕｂｕｓｎｉｖｅｕｓ）是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悬
钩子属（Ｒｕｂｕｓ）植物［１］

，因其果实营养丰富被认为是

极具开发潜力的植物
［２－３］

。悬钩子属植物果实为聚

合果，是世界粮农组织（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ｉ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Ｏ）向全世界推荐的“第三
代水果”

［４－５］
，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小浆果类果树

［６］
。

我国悬钩子属育种工作起步较晚，育成品种极少，与

丰富的悬钩子属植物资源（２０１种 ９８变种）形成鲜明
对比

［７］
。而国外引进品种仅能在与原产地气候相似的

少数地区种植，加之悬钩子属植物果实采摘期短、保存

时间不长，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悬钩子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国内优质悬钩子品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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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制约悬钩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障碍。

红泡刺藤是广布种，在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

多个研究表明红泡刺藤富含酚类物质、花色苷、黄酮

类物质、维生素等生物活性成分
［３］
，有清除自由

基
［８］
、改善糖尿病、抑制癌细胞增殖等作用，是良好

的育种材料
［９－１０］

。前人的研究多关注分类学，在种

的水平探讨悬钩子的表型和营养成分
［３，９］
，但从未对

种内不同种源红泡刺藤开展相关研究
［３，６，９］

。利用好

珍贵的红泡刺藤野生种质资源，选育出适合我国推广

种植的红泡刺藤种源、家系或无性系，将为我国悬钩

子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本研究在实地调查和采集的

基础上结合野生红泡刺藤果实表型和营养成分等数

据，首次对滇西地区红泡刺藤野生种质资源开展综合

评价工作。研究结果可在理论上为悬钩子属种质资源

的有效选择提供依据，为进一步杂交育种和良种选育

打下基础；应用上为我国特色农业产业提供优良种质

资源，为农林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提供保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２０１８年６～８月于天然分布区内采摘野生状态

下的红泡刺藤果实，相关信息见表 １，编号并带回实
验室，挑拣出有破损和未成熟的果实，将余下完整且

成熟度高的果实混匀备用。随机取果实３０粒分别测
量其横、纵径和 ３０粒果重。测量后，密封并置于
－２０℃冰箱保存供后续实验。

表 １　试验材料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编号 地点 行政区划 经度／Ｅ 纬度／Ｎ 海拔／ｍ
１ 小尖山 隆阳区芒宽镇 ９８°４９′２０″ ２５°１７′３６″ １４４３
２ 金厂河 隆阳区芒宽镇 ９８°４６′０３″ ２５°１８′４４″ ２３４１
３ 金鸡 隆阳区金鸡乡 ９９°１７′０３″ ２５°０９′２６″ １９７４
４ 高井槽 隆阳区杨柳乡 ９８°５８′０８″ ２５°１１′５６″ １７２４
５ 七零七 施甸县水长乡 ９９°０４′３５″ ２４°５５′３５″ １５９０
６ 山邑 施甸县姚关镇 ９９°１１′５４″ ２４°３７′１７″ １７７２
７ 鱼塘村 腾冲市北海乡 ９８°５８′１７″ ２５°１５′３８″ ２０８４
８ 九之坡 剑川县老君山镇 ９９°３７′０５″ ２６°３０′２５″ ２３９９
９ 猴桥 腾冲市猴桥镇 ９８°０８′０８″ ２５°２１′１５″ １８２８
１０ 腾越 腾冲市腾越镇 ９８°３０′３１″ ２５°０２′０６″ １６１３
１１ 沙溪 剑川县沙溪镇 ９９°５６′５８″ ２６°２６′３４″ ２３２０

无水乙醇、葡萄糖、牛血清白蛋白、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Ｈ３ＰＯ４、盐酸、ＫＣｌ、醋酸钠、没食子酸、Ｎａ２ＣＯ３、
甲醇、ＮａＯＨ、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ＦｅＳＯ４、水杨酸、柠檬
酸和 Ｈ２Ｏ２，均为分析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
限公司；浓 Ｈ２ＳＯ４，分析纯，浙江临平化工试剂厂；抗

坏血酸、邻苯二甲酸氢钾，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酚酞、苯酚，浙江杭州双林化工试剂

厂；芦丁标准品，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ＵＶ２６０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ＪＹＬＣ０１２榨汁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ＢＣＤ５７６
ＷＤＵＰ冰箱，海尔集团公司；ＴＤＬ５Ａ离心机，上海安
亭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ＺＤ２型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海
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ＪＫ１１９手持式折射仪，
北京金科利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手持折光仪，邦西

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电子游标卡尺，艾瑞泽公

司有限公司；ＣＰ２１４分析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有限
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果实横、纵径测量和相关数据计算

根据《悬钩子种质评价标准》随机抽取红泡刺藤

果实３０粒，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果底至果顶的长度
为纵径，果最粗处的直径为横径（精确 ０．０１ｍｍ），纵
横径比 ＝纵径／横径，重复３次［１１］

。

１．３．２　果实质量测量
各个种源随机抽取 ３０粒红泡刺藤果实，置于干

燥的５０ｍＬ小烧杯中，以电子天平测量其质量（精确
０．０１ｇ），重复３次。
１．３．３　可溶性固形物测定

参照 ＮＹ／Ｔ２６３７—２０１４折射仪法进行，重复 ３
次

［１２］
。

１．３．４　可溶性糖含量测定
待测液的制备：称取１．０００ｇ鲜果于研钵研磨成

匀浆，加入５ｍＬ蒸馏水转移至试管中，试管用保鲜膜
封口后于沸水中加热提取 ３０ｍｉｎ（提取 ２次），合并
提取液，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２０ｍｉｎ，上清液转移至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反复冲洗试管及残渣再离
心，上清液转移至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并定容至刻度，每
种源重复 ３次。可溶性糖含量测定采用蒽酮硫酸
法

［１３］
，以１０５℃干燥至恒重的葡萄糖为标准品，测定

并绘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ｙ＝６．１６８０ｘ＋０．０４９７，相
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８８。
１．３．５　总有机酸含量测定

鉴于 红 泡 刺 藤 果 汁 为 紫 红 色，参 照 ＧＢ／Ｔ
１５０３８—２００６中的电位滴定法进行测定，称取 １５．０００
ｇ红泡刺藤果实在榨汁机中高速研磨成匀浆，以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上清液即为待测样品，每种源重
复３次。以０．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溶液为滴定液，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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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结果以柠檬酸计
［１４］
。

１．３．６　蛋白质含量测定
待测液制备：称取 ２．００００ｇ鲜果于研钵内研磨

成匀浆，加入 ４ｍＬ蒸馏水转移到离心管中，移取
３ｍＬ蒸馏水冲洗研钵 ２次，并将冲洗液一并转移至
离心管中，以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转移并定容上
清液为待测液，每种源重复３次。蛋白质含量采用考
马斯亮蓝法进行测定

［１５］
，以低温烘干至恒重的牛血

清白蛋白为标准品，测定并绘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ｙ＝０．０１５９ｘ＋０．０３１２，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８９７。
１．３．７　维生素 Ｃ（ＶＣ）含量测定

待测液制备：称取３．００００ｇ鲜果于研钵中，加入
１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ＨＣｌ，研磨成匀浆，以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再加入 ５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ＨＣｌ冲
洗沉淀，相同条件下离心，取上清液，将２次上清液合
并，定容后即为待测液，每种源重复 ３次。参考马宏
飞等

［１６］
的方法进行测定，以低温烘干至恒重的抗坏

血酸为标准品，测定并绘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ｙ＝
０．０４４２ｘ＋０．００６８，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９６。
１．３．８　花色苷含量测定

待测液制备：称取 １．００００ｇ鲜果于研钵中研磨
成匀浆，加入１５ｍＬ提取液〔（Ｖ（０．１ｍｏｌ／Ｌ盐酸）∶Ｖ
（８０％乙醇）＝１∶１〕６０℃水浴提取２ｈ，抽滤后滤渣以
相同条件重复提取和抽滤１次，合并后定容滤液为待
测液，每种源重复３次。取２ｍＬ待测液２份，花色苷
含量参考曹婷等

［１７］
所用的 ｐＨ示差法进行测定：分别

用 ｐＨ１．０的 ＫＣｌ缓冲液和 ｐＨ４．５醋酸钠缓冲液定容
至１０ｍＬ，静置９０ｍｉｎ后，分别在５２１ｎｍ和７００ｎｍ波
长下测定吸光度，则吸光度值按公式（１）计算：

Ａ＝（Ａ５２１ｎｍ －Ａ７００ｎｍ）ｐＨ１．０－（Ａ５２１ｎｍ －Ａ７００ｎｍ）ｐＨ４．５ （１）

则花色苷浓度计算公式为：

Ｃ／（ｍｇ·ｇ－１）＝（Ａ／εＬ）×ＭＷ ×ＤＦ×Ｖ／ｍ （２）

式中：Ｃ，花色苷含量；ＭＷ ＝４４９（矢车菊３葡萄糖苷
的分子量）；ＤＦ，样液稀释的倍数；ε，矢车菊３葡萄糖
苷的摩尔消光系数，２６９００；Ｌ，比色皿厚度，ｃｍ；Ｖ，提
取液的体积，ｍＬ；ｍ，样品质量，ｇ。
１．３．９　总酚含量测定

待测液制备：称取２．００００ｇ鲜果研磨成匀浆，加
入体积分数３０％的乙醇 ２５ｍＬ，在 ２１３Ｗ，３０℃条件
下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提取 ２次，合并提取液并定容得
到待测液，每种源重复３次。用福林酚比色法［８］

，以

没食子酸为标准品，在２００～７８０ｎｍ扫描中间浓度标
准品的吸光曲线，发现在７３５．５ｎｍ处有最大吸收峰，

在此波长下测定并绘制一元线性回归方程：ｙ＝１．８３０８
ｘ＋０．０６９６，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５３。
１．３．１０　总黄酮量测定

待测液制备：称取２．００００ｇ鲜果研磨成匀浆，加
入体积分数４０％的乙醇 １０ｍＬ，提取 ４５ｍｉｎ，转入离
心管离心（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定容后得到待测液，
每种源重复３次。以低温烘至恒重的芦丁为标准品，
采用 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络合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黄酮
含量，为了避免粗提液颜色干扰总黄酮测定，以不加

ＮａＮＯ２的待测液作为参比
［１８］
，显色剂用量参考梁爱

军
［１９］
的方法进行。经过光谱扫描得到最大吸收波长

为５０９ｎｍ；在此波长下测定标样，绘制标准曲线为：
ｙ＝０５６３４ｘ＋０．０１８６，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４３。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制表，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主成分分析和聚类

分析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表型指标测定
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的纵径、横径、纵横

径比和３０粒果重指标存在显著差异。采自高井槽种
源的果实纵径最大，为９．９０ｍｍ；采自金厂河种源的果
实纵径最小，仅７．２７ｍｍ；高井槽和鱼塘村的红泡刺藤
果实横径显著大于其余种源，皆为 １３．２９ｍｍ；金厂河
种源的红泡刺藤果实横径最小，仅为１０．００ｍｍ。果实
纵横径比是用来描述果实形状的指标，滇西地区红泡

刺藤的纵横径比在 ０．７２～０．７９，说明红泡刺藤果实成
扁圆形。３０粒果质量排名前３的种源分别是七零七种
源３３．１５ｇ、小尖山种源２５．６９ｇ、山邑种源２２．７１ｇ。

表 ２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表型指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Ｒ．ｎｉｖｅｕｓ

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种源 纵径／ｍｍ 横径／ｍｍ 纵横径比 ３０粒果重／ｇ
小尖山 ９．４８±０．１５ｂ １１．８３±０．１３ｃ ０．７９±０．０２ａ ２５．６９±１．０６ｂ

金厂河 ７．２７±０．１１ｅ １０．００±０．１１ｆ ０．７３±０．０１ｂｃｄ １８．９２±０．３４ｅ

金鸡 ７．３９±０．１６ｄｅ １０．３２±０．２１ｅｆ ０．７２±０．０１ｆ ２０．５１±１．１７ｃｄｅ

高井槽 ９．９０±０．１３ａ １３．２９±０．１４ａ ０．７５±０．０１ｂｃｄ １９．７２±１．４０ｄｅ

七零七 ９．６８±０．１２ａｂ １２．７９±０．１５ｂ ０．７６±０．０１ａｂ ３３．１５±１．４５ａ

山邑 ８．１２±０．１４ｃ １０．８６±０．１９ｄ ０．７５±０．０１ｂｃｄ ２２．７１±０．２６ｃ

鱼塘村 ９．８２±０．１１ａｂ １３．２９±０．１１ａ ０．７４±０．０１ｂｃｄ １７．４８±０．７７ｅｆ

九之坡 ７．５８±０．１０ｄｅ １０．１３±０．１３ｆ ０．７５±０．０１ｂｃ １７．６７±０．７０ｅｆ

猴桥 ７．６９±０．１４ｄ １０．６０±０．１３ｄｅ ０．７３±０．０１ｄｅ １８．７９±０．４２ｅ

腾越 ８．３０±０．１２ｃ １１．５０±０．１５ｃ ０．７２±０．０１ｄｅ ２１．９７±１．２８ｃｄ

沙溪 ７．４６±０．１２ｄｅ １０．３９±０．１３ｅｆ ０．７２±０．０１ｆ １５．７５±０．２８ｆ

均值 ８．４３±０．０５ １１．３７±０．０６ ０．７４±０．００ ２１．１２±０．８５

　　注：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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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营养成分比较
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营养成分见表 ３。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营养成分呈显著差异。可溶性固

形物一般反映浆果内含物含量的多少
［２０］
，滇西地区

红泡刺藤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高的是高井槽和

鱼塘村种源，皆为１３．００°Ｂ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低
的为山邑种源，仅为６．３３°Ｂｘ。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
实可溶性糖含量在 ２．４３％ ～７．９４％，小尖山种源可

溶性糖含量最高，山邑种源含量最低；总有机酸含量

在１．４５％ ～３．０１％，金厂河种源总有机酸含量最高，
九之坡种源总有机酸含量最低；蛋白质含量在０．５３６～
０．９１４ｍｇ／ｇ，其中九之坡种源蛋白质含量最高，金鸡种
源蛋白质含量最低。小尖山种源的花色苷、总酚和总

黄酮的含量最高，分别为 ０．６０３、０．０８０和 ０．１４４
ｍｇ／ｇ；山邑种源的总酚和总黄酮含量低于其他所有
种源，分别为０．０２５和０．０３６ｍｇ／ｇ。

表 ３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营养成分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ｎｉｖｅｕ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种源
可溶性固形物／

°Ｂｘ
可溶性糖／
％

总有机酸／
％

蛋白质／
（ｍｇ·ｇ－１）

ＶＣ／

（ｍｇ·ｇ－１）
花色苷／
（ｍｇ·ｇ－１）

总酚／
（ｍｇ·ｇ－１）

总黄酮／
（ｍｇ·ｇ－１）

小尖山 １２．３３±１．４５ａｂ ７．９４±０．２１ａ ２．５９±０．００ｄ ０．６８７±０．０３５ｂｃｄ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ｂｃ ０．６０３±０．０５０ａ 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ａ ０．１４４±０．００２ａ

金厂河 １０．００±０．００ｂｃ ５．２２±０．１８ｂｃ ３．０１±０．００ａ ０．７５７±０．０３８ａｂｃ０．０２５±０．００２ｂ ０．３８７±０．０２３ｂ 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ｂ ０．０７４±０．００２ｃｄ

金鸡 ８．３３±０．３３ｃｄ ３．７３±０．１０ｅ ２．１５±０．０２ｆ ０．５３６±０．０１９ｅ ０．０４１±０．００６ａ ０．０５５±０．００８ｃｄ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ｅ ０．０４５±０．００２ｆｇ

高井槽 １３．００±１．１５ａ ６．９０±０．５２ａ ２．９２±０．０２ｂ ０．８８５±０．０４１ａ 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ｄ ０．３８９±０．０５６ｂ ０．０７７±０．００３ａ ０．０９２±０．００１ｂ

七零七 １２．００±１．００ａｂ ４．７７±０．０８ｃｄ １．９６±０．０４ｇ ０．５５７±０．０２８ｅ 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ｅ ０．４２１±０．０３８ｂ ０．０４１±０．００１ｄ ０．０８３±０．００４ｂｃ

山邑 ６．３３±０．８８ｄ ２．４３±０．０４ｆ ２．６８±０．０２ｃ ０．５６５±０．０１８ｄｅ 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ｃｄ 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ｃｄ０．０２５±０．００１ｅ ０．０３６±０．００４ｇ

鱼塘村 １３．００±１．１５ａ ５．７２±０．３２ｂ ２．５７±０．０２ｄ ０．８３０±０．０４０ａｂ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ｅｆ ０．０８２±０．０１７ｃｄ０．０４５±０．００２ｃｄ ０．０７９±０．００３ｂｃ

九之坡 ９．６７±０．３３ｂｃ ４．９３±０．２３ｂｃ １．４５±０．０２ｉ ０．９１４±０．１１６ａ 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ｂｃｄ０．１４１±０．０１８ｃ ０．０５８±０．００３ｂ ０．０６３±０．０１０ｄｅ

猴桥 ８．６７±０．６７ｃｄ ４．０５±０．３７ｄｅ ２．９２±０．０２ｂ ０．６４１±０．０９６ｂｃｄ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ｅｆ ０．４２１±０．０３６ｂ ０．０４８±０．００２ｃ ０．０５６±０．００３ｅｆ

腾越 ８．６７±０．８８ｃｄ ３．８６±０．０１ｅ ２．４３±０．０６ｅ ０．５８０±０．０７７ｄｅ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ｆ ０．０３６±０．００５ｄ ０．０２６±０．００１ｅ ０．０４２±０．００６ｆｇ

沙溪 １０．３３±０．３３ａｂｃ ５．６６±０．３８ｂ １．８４±０．０２ｈ ０．７８２±０．０５６ａｂ ０．０３６±０．００３ａ ０．０６１±０．０１１ｃｄ０．０３９±０．００３ｄ ０．０４９±０．００６ｅｆｇ

均值 １０．２１±０．４２ ５．０２±０．２７ ２．４１±０．０９ ０．７０３±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 ０．２４６±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０．００３ ０．０６９±０．００５

　　比较文献中不同地区的悬钩子属植物果实的研
究，发现红泡刺藤果实表型和营养成分差异显著：西

藏地区红泡刺藤的单果质量为０．５５ｇ，河南地区红泡
刺藤的单果质量为０．５０，；两者皆小于滇西地区的平
均单果质量０．７０ｇ（表４）；滇西地区红泡刺藤果实的

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和 ＶＣ含量最低，而花色苷

含量最高
［３，２１－２２］

。可见，基于不同种源的果实表型

和营养成分分析，既能全面了解红泡刺藤的品质，又

能为进一步研究表型和营养成分变异来源提供参考。

表 ４　不同地区红泡刺藤表型和成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ｎｉｖｅｕ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来源 纵横径比
单果均

质量／ｇ
可溶性

固形物／°Ｂｘ
可溶性糖／
％

总有机酸／
％

ＶＣ／

（ｍｇ·ｇ－１）
花色苷／
（ｍｇ·ｇ－１）

滇西地区 ８．４３／１１．３７ ０．７０ １０．２１ ５．０２ ２．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４６

西藏地区 ９．４６／１２．１６ ０．５５ １４．８８ － ２．８２ ０．４６５ ０．１９０

河南地区 ９．００／１２．５０ ０．５０ １３．２５ ９．６４ ４．４３ ０．２６１ －

四川地区 ９．８０／１２．９ ０．８０ １３．５０ ８．４３ ０．５５ ０．５０１ －

　　注：西藏地区、河南地区和四川地区数据分别来自于文献［３，２１－２２］

２．３　红泡刺藤营养成分相关分析
由表５可知：红泡刺藤果实 ＶＣ与所测其余营养

成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有机酸和其余营

养成分相关性较弱，仅与花色苷呈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０．４０６；蛋白质仅与可溶性糖、总酚呈极显著
相关。其余营养成分之间大多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相

关关系，其中总酚与可溶性糖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

为０．８２３；总黄酮与可溶性糖之间的相关系数次之，
为０．８２２。说明红泡刺藤果实各营养成分之间存在
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虽然有的营养成分之间的相关性

并未达到显著相关，但是仍可对红泡刺藤种源评价提

供科学依据
［２３－２４］

。



食品与发酵工业 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４８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５　各营养成分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营养成分
可溶性糖／

％

总有机酸／

（ｍｇ·ｇ－１）

蛋白质／

（ｍｇ·ｇ－１）

ＶＣ／

（ｍｇ·ｇ－１）

花色苷／

（ｍｇ·ｇ－１）

总酚／

（ｍｇ·ｇ－１）

总黄酮／

（ｍｇ·ｇ－１）
可溶性固形物／°Ｂｘ ０．７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２８０ －０．１５１ ０．４１９ ０．５７５ ０．６４７

可溶性糖／％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０．４７０ ０．０７８ ０．５４４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２

总有机酸／（ｍｇ·ｇ－１） ０．０７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２６８ ０．４０６ ０．２４６ ０．１８９

蛋白质／（ｍｇ·ｇ－１） ０．４７０ －０．０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０．５１１ ０．２２７
ＶＣ／（ｍｇ·ｇ

－１） ０．０７８ －０．２６８ －０．０３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花色苷／（ｍｇ·ｇ－１） ０．５４４ ０．４０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８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９

总酚／（ｍｇ·ｇ－１） ０．８２３ ０．２４６ ０．５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７２３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３

总黄酮／（ｍｇ·ｇ－１） ０．８２２ ０．１８９ ０．２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３ １．０００

　　注：“”表示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表示显著相关（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４　基于营养成分选择优良红泡刺藤种源
对于小浆果优良种源、家系、无性系或品种的评

价因涉及指标众多、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而显得

尤为复杂，需要借助多元统计的方法对所测数据进行

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综合指数选择法就是常用的方法

之一
［２０，２５］

。表６为红泡刺藤果实各营养成分的特征
值及百分比（贡献率）和累计百分比。特征值越大则

因子的方差贡献越大：第 １主成分特征值为 ３．９７２，
占营养成分特征值总和的 ４９．６４４％，第 ２主成分特
征值为１．４１５，占营养成分特征值总和的 １７．６８６％，
第３主成分特征根为１．０１３，占营养成分特征值总和
的１２．６５９％，第４主成分特征根为 ０．７７３，占营养成
分特征值总和的 ９．６６６％。前 ４个主成分累计贡献
率为 ８９．６５４％（＞８５％），故而提取这 ４个主成分就
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

表 ６　各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和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特征值
方差贡

献率／％
累计百

分比／％
合计

方差贡

献率／％
累计百

分比／％

１ ３．９７２ ４９．６４４ ４９．６４４ ３．９７２ ４９．６４４ ４９．６４４
２ １．４１５ １７．６８６ ６７．３３０ １．４１５ １７．６８６ ６７．３３０
３ １．０１３ １２．６５９ ７９．９８８ １．０１３ １２．６５９ ７９．９８８
４ ０．７７３ ９．６６６ ８９．６５４ ０．７７３ ９．６６６ ８９．６５４
５ ０．４１８ ５．２２８ ９４．８８２ ０．４１８ ５．２２８ ９４．８８２
６ ０．２１６ ２．６９９ ９７．５８１ ０．２１６ ２．６９９ ９７．５８１
７ ０．１０４ １．３０３ ９８．８８３ ０．１０４ １．３０３ ９８．８８３
８ ０．０８９ １．１１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４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７所示：第 １主
成分的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花色苷、总酚和总黄

酮５个成分有较高的正载荷分别为 ０．７５６、０．９１１、
０７６９、０．９３３和０．９１５；第２和第３主成分中 ＶＣ有较

表 ７　主成分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７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

指标
主成分

１ ２ ３ ４
可溶性固形物／°Ｂｘ ０．７５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７ －０．４３８
可溶性糖／％ ０．９１１ ０．２４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１

总有机酸／（ｍｇ·ｇ－１） ０．２６４ －０．７８１ ０．０２６ ０．４４９

蛋白质／（ｍｇ·ｇ－１）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６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７
ＶＣ／（ｍｇ·ｇ

－１） －０．０６４ ０．５６９ ０．７５５ ０．２４３

花色苷／（ｍｇ·ｇ－１） ０．７６９ －０．３９５ ０．３０２ －０．０１１

总酚／（ｍｇ·ｇ－１） ０．９３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２１４

总黄酮／（ｍｇ·ｇ－１） ０．９１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１

高正载荷；第 ４主成分中蛋白质的载荷最高，为
０４９７。以主成分载荷矩阵（表７）中的各数值除以平
方根特征值（表６），可算出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矩
阵，得到４个主成分与各营养成分之间关系的表达式
为：

ｙ１＝０．３７９ｘ１＋０．４５７ｘ２＋０．１３２ｘ３＋０．２２３ｘ４－０．０３２ｘ５＋

０．３８６ｘ６＋０．４６８ｘ７＋０．４５９ｘ８
ｙ２＝０．０９８ｘ１＋０．２０４ｘ２－０．６５７ｘ３＋０．４１７ｘ４＋０．４７８ｘ５－

０．３３２ｘ６＋０．０５６ｘ７－０．０４２ｘ８
ｙ３＝－０．１９６ｘ１＋０．００９ｘ２＋０．０２６ｘ３－０．５３２ｘ４＋０．７５０ｘ５＋

０．３００ｘ６＋０．０５７ｘ７＋０．１４６ｘ８
ｙ４＝－０．４９８ｘ１－０．０４７ｘ２＋０．５１１ｘ３＋０．５６５ｘ４＋０．２７６ｘ５－

０．０１３ｘ６＋０．２４３ｘ７－０．１８３ｘ８

采用综合指数选择法，根据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

实营养成分和主成分表达式进行打分，不同种源红泡

刺藤果实得分见表８。以综合评分 ＝０．４９６４４×第１
主成分得分＋０．１７６８６×第２主成分得分 ＋０．１２６５９×
第３主成分＋０．０９６６６×第４主成分，得到各个种源红
泡刺藤果实的综合评分，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为：小

尖山 ＞高井槽 ＞金厂河 ＞九之坡 ＞鱼塘村 ＞沙溪 ＞七
零七 ＞猴桥 ＞金鸡 ＞腾越 ＞山邑。综合评分高表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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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源红泡刺藤果实的综合品质较高，小尖山种源得分 最高，为１．９８７；山邑种源得分最低，为 －１．５００。
表 ８　因子得分及排序

Ｔａｂｌｅ８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品种
第１主成分 第２主成分 第３主成分 第４主成分 综合评分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小尖山 ３．８３３ １ －０．２１７ ６ １．２１５ ２ －０．３２７ ８ １．９８７ １
金厂河 ０．８５７ ３ －０．５８４ ８ ０．５６７ ３ １．１１６ １ ０．５０２ ３
金鸡 －２．２２５ １０ ０．８０８ ３ １．５４８ １ －０．０３８ ７ －０．７６９ ９
高井槽 ２．７４８ ２ －０．１０６ ５ －０．５１１ ８ ０．７４４ ２ １．３５３ ２
七零七 ０．２７１ ５ －０．４３２ ７ ０．０７０ ６ －１．７４６ １１ －０．１０２ ７
山邑 －２．８４５ １１ －１．０３６ １０ ０．３２１ ５ ０．５７２ ３ －１．５００ １１
鱼塘村 ０．６４３ ４ －０．００９ ４ －１．７７０ １１ －０．４０６ ９ ０．０５４ ５
九之坡 －０．１２９ ６ ２．１０６ １ －０．７５１ ９ ０．０７３ ５ ０．２２０ ４
猴桥 －０．３０９ ７ －１．６９９ １１ －０．０６１ ７ ０．５０５ ４ －０．４１３ ８
腾越 －２．０８８ ９ －０．８６８ ９ －０．９６９ １０ －０．５４２ １０ －１．３６５ １０
沙溪 －０．７５５ ８ ２．０３７ ２ ０．３４０ ４ ０．０４８ ６ ０．０３３ ６

２．５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营养成分聚类分析
红泡刺藤果实营养成分丰富，不同种源之间存在

极显著差异，表明种源间存在一定的多样性。本研究

基于所测的８个营养成分指标对１１个种源的红泡刺
藤果实进行欧氏距离矩阵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在距

离为１５的情况下，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聚为
３类，其中金厂河、腾越、金鸡、猴桥、山邑、高井槽 ６
个种源聚为Ⅰ类；沙溪种源为Ⅱ类；九之坡、七零七、
小尖山、鱼塘村４个种源，以逐步聚类的方式聚为Ⅲ
类。Ⅰ类在距离为 １０的情况下又分为 ２个亚类，金
厂河、腾越、金鸡种源为第１亚类，猴桥、山邑、高井槽
种源为第２亚类。Ⅱ类的特点是可溶性固形物、蛋白
质和 ＶＣ含量较高，而总有机酸、花色苷和总酚含量
较低。Ⅲ类的特点是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偏高，总有机
酸和 ＶＣ含量偏低。

图 １　不同种源红泡刺藤营养成分聚类图

Ｆｉｇ．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Ｒ．ｎｉｖｅｕ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３　结论与讨论

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实的表型和营养成分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且各营养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相关

性。试验以主成分分析对１１个不同种源红泡刺藤果
实的８种营养成分进行综合评价，提取出 ４个主成
分，累计贡献率为８９．６５４％，能够较好地反映红泡刺
藤果实营养成分。根据综合指数选择法，得到各个种

源红泡刺藤果实的综合评分顺序为小尖山 ＞高井槽
＞金厂河 ＞九之坡 ＞鱼塘村 ＞沙溪 ＞七零七 ＞猴桥
＞金鸡 ＞腾越 ＞山邑，且前６个种源的综合评分为正
值。其中小尖山种源综合评分第一，其 ３０粒果重为
２５６９ｇ，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花色苷、总酚和总
黄酮含量较高；综合评分第２的高井槽种源的果实最
大（横、纵径皆为最大），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蛋

白质、总酚和总黄酮含量较高；综合评分第 ３的金厂
河种源果实最小（横、纵径皆为最小），总有机酸和蛋

白质含量较高。按照 ３０％的入选率［２６－２７］
，建议将小

尖山、高井槽和金厂河种源作为较有潜力种质资源进

行多点试验等。

充分了解红泡刺藤的表型和营养成分，不仅有利

于我国悬钩子产业的蓬勃发展，而且能够丰富水果种

类，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种质资源。本试验所

探讨的１１个红泡刺藤种源皆为实地调查采集所得，
研究结果为悬钩子属植物果实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

理论依据。可以根据不同的开发利用目的选择不同

的红泡刺藤种质资源。不同悬钩子属植物种类合理

搭配，可延长果园的采摘期；探讨不同加工方式对悬

钩子品质的影响，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也可成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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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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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８０２／ｔｓ．０２４１７８
引用格式：郝麒麟，黄先智，贺燕，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５１－２５７．

ＨＡＯＱｉ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ｉ，ＨＥＹａｎ，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５１－２５７．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

郝麒麟１，黄先智２，贺燕１，韦铮１，丁晓雯１

１（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６）２（西南大学 科技处，重庆，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　为评价重庆巫山脆李的色泽、风味等食用品质，并探究不同海拔高度对脆李食用品质的影响，随机抽取

巫山脆李 ５个主要种植区域：Ｇ（海拔 ３００～４００ｍ）、Ｑ（海拔 ３５０～４００ｍ）、Ｐ（海拔 ５５０～７００ｍ）、Ｓ（海拔 ８００～

９００ｍ）和 Ｌ（海拔 ８５０～１０００ｍ），共 ５５份脆李样本，测定可滴定酸、可溶性固形物等 １８个理化指标，通过主成

分分析法评价并比较巫山 ５个种植区域脆李的食用品质。结果表明，巫山 ５个种植区域的脆李食用品质存在一

定差异，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 ６个综合性评价指标，累计贡献率达 ７５．４７８％，选出固酸比、蔗糖、葡萄糖、酒石酸、

ｂ值和琥珀酸６个核心指标用于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巫山 Ｇ区域产的脆李综合食用品质最好，Ｑ区域的次

之；海拔是影响巫山脆李食用品质的重要因素，低海拔区域（３００～４００ｍ）的脆李食用品质比中（５５０～７００ｍ）、

高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ｍ）区域好。

关键词　巫山脆李；食用品质；品质评价；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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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７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ｆｌａｖｏ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ｎ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ｉｎｆｉｖｅｍａｉ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ａｔ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３００－４００ｍ），Ｑ（ａｔ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３５０－４００ｍ），
Ｐ（ａｔ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５５０－７００ｍ），Ｓ（ａｔ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８００－９００ｍ），Ｌ（ａｔ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８５０－１０００
ｍ）．Ｆｉｆｔｙｆｉｖｅ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１８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ｂ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ｉｘｃｏ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ｒａｔｉｏ，ｓｕｃｒｏｓｅ，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ａｒｔａｒｉｃａｃｉｄ，ｂ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ｓｕｃｃ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７５．４７８％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ｕｍｓｉｎｆｉｖ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ａｓｆｒｏｍＷｕｓｈ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Ｑｒｅｇ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ａｔｌｏｗ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３００－４００ｍ）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５５０－７００ｍ）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８００－
１０００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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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李子，蔷薇科李属植物，是我国最古老的果树树
种之一。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２０１７年，我国李子种
植面积达１９８．７万 ｈｍ２，占全球总和的 ７５．８％；产量
达６８０．４万 ｔ，占全球的 ５７．８％，均位列世界第一［１］

。

重庆地处长江中上游，气候温和湿润，地理条件适宜，

已有上千年的李子栽种历史，目前重庆的李子种植面

积达７．６３万 ｈｍ２，产量 ５２．３万 ｔ，是重庆第二大水
果

［１］
。巫山县地处渝东北，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年均气温１８．４℃，年均降水量 １０４１ｍｍ，气候温
和，降水充足

［２］
。巫山脆李是巫山县的特色水果，是

由青脆李品种经长期自然驯化培育而成，因其脆甜可

口、汁多味香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目前关于李子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活性成分功能探究
［３－４］

、保鲜贮

藏
［５－６］

等方面，在品质评价方面研究报道较少
［７－８］

，

且评价指标不够全面。前期工作从维生素、矿质元

素、主要抗氧化活性物质等方面评价巫山脆李营养品

质
［９］
。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法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

综合指标，使降维后的综合指标信息互不相关
［１０－１１］

。

目前 ＰＣＡ广泛应用在蓝莓［１２］
、枣

［１３］
、桃

［１４］
和樱

桃
［１５］
等水果品质评价方面，为水果品种优选、品质优

劣分级等提供了参考。郑丽静等
［１６］
采用 ＰＣＡ确定

可滴定酸、固酸比和可溶性固形物作为评价苹果风味

的主要指标，并对苹果样本进行风味分级；刘硕等
［１７］

研究了李属 ８个主要种的李果实的糖、酸组分及含
量，采用 ＰＣＡ评价了李果实中主要的糖酸指标。本
研究测定重庆巫山５个脆李主要种植区域５５份样本
的硬度、色泽和糖酸比等 １８个与食用品质相关的理
化指标，从形、色、味及口感方面评价巫山脆李的食用

品质，应用 ＰＣＡ评价并比较巫山 ５个区域的脆李食
用品质，分析出反映巫山脆李食用品质的综合指标，

为当地农户及企业提供参考。以数字对巫山脆李食

用品质进行科学评价，充分体现巫山脆李的特色，为

巫山脆李产业发展、提高巫山脆李的知名度和经济效

益提供数据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选择重庆巫山 ５个管理条件基本一致的主要脆

李种植区域，按照海拔高度依次记为：Ｇ区域（采集
１５份样本，海拔 ３００～４００ｍ）、Ｑ区域（采集 １５份样
本，海拔 ３５０～４００ｍ）、Ｐ区域（采集 ５份样本，海拔

５５０～７００ｍ）、Ｓ区域（采集１０份样本，海拔８００～９００
ｍ）和 Ｌ区域（采集１０份样本，海拔 ８５０～１０００ｍ）；
Ｇ与 Ｑ区域位于巫山西部，地处长江沿岸，Ｐ区域位
于巫山西部，地处长江沿岸，Ｓ与 Ｌ区域位于巫山西
南部，远离长江，地形起伏较大，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在重庆市巫山县科委的大力协助下，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中旬巫山脆李的最佳成熟期在上述区域随机采
摘无病害、完整的脆李果实样本５５份，冷藏运回实验
室，将脆李样本清洗干净，自然晾干表面水分，去核、

打碎，置于 －２０℃冰箱保存备用。
葡萄糖、果糖、抗坏血酸，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南通飞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乙腈，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苯酚、Ｈ２ＳＯ４、
ＮａＯＨ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ＳＷＬＢ３２Ｔ型糖度计，广州市速为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ＵｌｔｒａＳｃａｎＰＲＯ型测色仪，美国 ＨｕｎｔｅｒＬａｂ公
司；ＣＴ３型质构仪，美国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公司；ＬＣ２０Ａ型高
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可食率用果实可食部分质量占全果质量的百分

比表示
［１８］
；色泽（Ｌ、ａ和 ｂ）采用测色仪测定［１８］

、

可溶性固形物采用糖度计测定
［１９］
；水分、可滴定酸和

可溶性糖分别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ＧＢ／Ｔ１２４５６—２００８《食品
中总酸的测定》和 ＮＹ／Ｔ２７４２—２０１５《水平及制品可
溶性糖的测定》测定

［２０－２２］
；固酸比用可溶性固形物

与可滴定酸比值表示
［１８］
；糖酸比用可溶性糖与可滴

定酸比值表示
［１８］
。

硬度采用质构仪测定
［２３］
，测定条件为：ＴＰＡ模

式，ＴＰ４／１０００型探头，距离目标 ４．０ｍｍ，触发点 ５ｇ，
测试速度１．０ｍｍ／ｓ。

葡萄糖、果糖采用对氨基苯甲酸衍生化进行高效

液相色谱法测定
［２４］
。测定条件为：Ｃ１８柱；流速１．０

ｍＬ／ｍｉｎ；柱温３５℃；进样体积 １０μＬ；荧光检测波长
λｅｘ＝３１３ｎｍ，λｅｍ ＝３５８ｎｍ；流动相 Ｖ（乙腈）∶Ｖ
（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溶液）＝１∶９（磷酸缓冲溶液含
２０ｍｍｏｌ／Ｌ四丁基硫酸氢铵，ｐＨ２．５）。

有机酸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２５］
。测定条件

为：Ｃ１８柱；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柱温 ４０℃；进样量
２０μＬ；检 测 波 长 ２１０ ｎｍ；流 动 相 ０．０２ ｍｏｌ／Ｌ
ＫＨ２ＰＯ４Ｈ３ＰＯ４缓冲液（ｐＨ３．０）。
１．４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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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均重复测定 ３次以上，结果用（珋ｘ±Ｓ）
表示，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和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和差异显著性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采
用 ＰＣＡ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巫山不同区域脆李食用品质指标
在水果的品质评价指标中，可食率、硬度和色泽

是基本的物性指标，硬度不仅影响水果鲜食口感和质

地特性，也是判断水果成熟度和影响贮运品质的重要

指标之一
［２６］
。水果的色泽对消费者的选择有一定影

响，果皮颜色越黄、亮度越高越受消费者青睐
［１８］
。色

泽指标 Ｌ值代表亮度，取值 ０～１００；ａ值代表红绿
偏向，正值表示偏向于红色，负值表示偏向于绿色；

ｂ值代表黄蓝偏向，正值表示偏向于黄色，负值表示
偏向于蓝色。ＮＹ／Ｔ８３９—２００４《鲜李》中规定，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总酸量和固酸比这３个理化指标是评
价李子质量的基本指标，可溶性糖和糖酸比是评价水

果风味品质的代表性指标
［１８，２７］

。水果中糖和酸的含

量及比例是决定水果风味的重要条件，有机酸在水果

酸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酸感有重要作用的主要是

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和酒石酸 ４种有机酸［２８］
；糖

的组分中，果糖甜度最高，蔗糖次之，而葡萄糖口感最

好
［２９］
，因此选择测定上述 ４种有机酸与葡萄糖、果

糖、蔗糖作为评价巫山脆李甜酸口感的指标。测定的

１８个指标从形、色、味及口感方面能较全面反映巫山
脆李的食用品质。巫山不同种植区域脆李食用品质

评价指标测定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巫山不同区域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ｐｌｕｍ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

指标 Ｇ区域 Ｑ区域 Ｐ区域 Ｓ区域 Ｌ区域 变异系数

海拔／ｍ ３５２±２３ ３７８±２６ ６４１±６４ ８５４±３４ ９３３±４３ ４３．５２

可食率／％ ９７．２３±１．４１ａ ９７．１９±０．７４ａ ９６．４４±１．３９ｂ ９６．４６±１．３８ｂ ９６．３５±１．８８ｂ ０．９７

硬度／Ｎ ２８．００±１４．０１ｃ １８．１７±１２．３７ｄ １８．１７±６．２８ｄ ４０．２２±１６．９１ａ ３５．０４±１１．０９ｂ ５５．１０

水分质量分数／％ ８４．９６±１．６３ｂ ８４．９０±１．９９ｂ ８５．１９±１．８９ｂ ８６．８４±２．０１ａ ８６．８７±１．２０ａ ２．２８

Ｌ ４７．４６±４．０９ａ ４５．０２±４．１１ｂ ４２．７２±５．５０ｃ ４４．７３±２．９９ｂ ４４．１５±２．９５ｂ ７．０４

ａ －３．５４±３．１７ｂ －３．０６±２．７２ａｂ －２．１９±３．５８ａ －５．５７±２．０４ｄ －４．７３±１．５３ｃ ７１．９１

ｂ ５１．６０±１２．９１ａｂ ４９．３８±１１．６２ｂｃ ５４．６３±１１．０６ａ ４５．０２±１１．２８ｄ ５１．０４±１０．６２ａｂｃ ２２．７４

可滴定酸／％ ０．５３±０．１０ｄ ０．５８±０．１１ｃ ０．７０±０．０９ａｂ ０．６７±０．１１ｂ ０．７２±０．１０ａ ２０．６９

可溶性固形物／％ １５．１３±２．３９ａ １４．４７±２．７０ａ １４．０８±１．４０ａｂ １３．２６±１．７０ｂ １３．５１±１．９２ｂ １６．１３

固酸比 ３０．３４±７．７７ａ ２６．５５±７．８２ａ ２０．５３±２．３５ｂｃ ２０．３０±４．７９ｃ １８．５９±４．００ｃ ３１．７４

可溶性糖／［ｇ·（１００ｇ）－１］ １５．３８±１．５４ａ １５．６５±１．８４ａ １４．０６±１．７４ｂ １４．９５±１．０６ａｂ １５．１９±１．０７ａｂ １０．１０

糖酸比 ３１．１５±５．４５ａ ２８．４９±７．９７ａ ２０．３４±３．１７ｂ ２２．７４±４．３０ｂ ２１．５１±３．４３ｂ ２６．４０

葡萄糖／［ｇ·（１００ｇ）－１］ ３．８９±１．０５ｃ ５．５４±１．２１ａ ５．０６±０．６１ｃ ５．１２±０．８２ｂ ４．８４±０．４４ｃ ２２．４９

果糖／［ｇ·（１００ｇ）－１］ ０．９１±０．３４ｃ １．１９±０．４０ａ ０．８９±０．１７ｃ １．１３±０．２２ａｂ ０．９９±０．１４ｂｃ ２９．９２

蔗糖／［ｇ·（１００ｇ）－１］ ７．８７±２．１０ａ ６．７４±２．０３ａｂ ５．８０±１．１８ｂ ６．３９±１．１３ｂ ６．９０±１．５９ａｂ ２６．５１

酒石酸／（ｍｇ·ｇ－１） ２．６５±０．７３ａ １．９８±０．４６ｃ ２．３２±０．８７ｂ ２．４２±０．３０ａｂ １．９６±０．４７ｃ ２８．５６

苹果酸／（ｍｇ·ｇ－１） ９．４３±２．７４ａｂ ８．８４±２．４９ｂ ９．３８±２．９９ａｂ １０．３９±２．３０ａ １０．１６±３．６６ａ ３０．０８

柠檬酸／（ｍｇ·ｇ－１） １．２０±０．５３ａ １．３４±０．６６ａ ０．５４±０．３５ｂ ０．４７±０．４０ｂ １．３８±０．４５ａ ５８．５９

琥珀酸／（ｍｇ·ｇ－１） ０．４９±０．１４ａ ０．４０±０．０５ｂ ０．３８±０．１３ｂ ０．３０±０．０３ｃ ０．４６±０．０８ａ ２６．２３

　　注：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由表１可知，巫山不同种植区域的脆李食用品质
存在一定差异，可食率、水分和 Ｌ 值变异系数
均 ＜１０％，离散程度小，表明巫山脆李的这 ３个指标
差异小。巫山脆李的可食率在（９６．３５±１．８８）％ ～
（９７．２３±１４１）％，Ｇ和 Ｑ区域的脆李可食率均显著
高于其他３个区域（Ｐ＜０．０５）；水分质量分数范围是
（８４．９０±１．９９）％ ～（８６．８７±１．２０）％，Ｓ和 Ｌ区域
脆李的水分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个区域（Ｐ＜０．０５）；
Ｌ值为（４２７２±５．５０）～（４７．４６±４．０９），Ｇ区域脆

李的 Ｌ值显著高于其他 ４个区域（Ｐ＜０．０５）；其余
１５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均 ＞１０％，其中硬度、ａ值和柠
檬酸的变异系数均 ＞５０％，说明离散程度较大，表明
巫山脆李的这 ３个指标差异较大。脆李硬度为
（１８．１７±１２．３７）～（４０．２２±１６．９１），Ｎ、Ｓ区域的脆
李硬度显著高于其他 ４个区域（Ｐ＜０．０５）；ａ值和
ｂ值分别为（－５．５７±２．０４）～（－２．１９±３．５８）和
（４５．０２±１１．２８）～（５４．６３±１１．０６），Ｓ区域脆李的
ａ值和 ｂ值显著低于其他４个区域（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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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巫山脆李的可滴定酸为（０．５３±０．１０）％ ～
（０．７２±０．１０）％，Ｇ区域脆李的可滴定酸含量显著
低于其他４个区域（Ｐ＜０．０５）；可溶性固形物和固酸
比分别是（１３．２６±１．７０）％ ～（１５．１３±２．３９）％和
（１８．５９±４．００）～（３０．３４±７．７７），Ｇ和 Ｑ区域的脆
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高于 Ｓ和 Ｌ区域（Ｐ＜
０．０５），Ｇ和 Ｑ区域脆李的固酸比显著高于其他 ３个
区域（Ｐ＜００５）；巫山脆李可滴定酸、可溶性固形物
和固酸比的平均值分别为０．６２％、１４．３０％和 ２４．４６，
满足 ＮＹ／Ｔ８３９—２００４《鲜李》中“特级青脆李”的要
求：可滴定酸≤１．４５％、可溶性固形物≥１１．５％、固酸
比≥７．９，说明巫山脆李整体品质较好。可溶性糖和糖
酸比分别是（１４．０６±１．７４）～（１５．６５±１．８４）
ｇ／１００ｇ、（２０．３４±３．１７）～（３１．１５±５．４５），Ｇ和 Ｑ
区域 脆 李 的 糖 酸 比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３个 区 域
（Ｐ＜０．０５）。巫山脆李可溶性糖和糖酸比的平均值
分别为１５．３８ｇ／１００ｇ和２６．１６。有研究表明，梨［３０］

糖酸比在２５．１～６０、苹果［３１］
在２０～６０时风味酸甜

适口，以此为参考可知 Ｇ和 Ｑ区域脆李的风味酸甜
适口，风味品质相对较好。

巫山脆李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量由高到低依

次为：蔗糖 ＞葡萄糖 ＞果糖，分别是（３．８９±１０５）～
（５．５４±１．２１）、（０．８９±０．１７）～（１．１９±０４０）、
（５．８０±１．１８）～（７．８７±２．１０）ｇ／１００ｇ；有机酸含量
由高到低依次为：苹果酸 ＞酒石酸 ＞柠檬酸 ＞琥珀
酸，说明巫山脆李的有机酸主要以苹果酸为主，４种
有机酸分别是（８．８４±２．４９）～（１０．３９±２．３０）、
（１．９６±０．４７）～（２．６５±０．７３）、（０．４７±０．４０）～
（１．３８±０．４５）、（０．３０±０．０３）～（０．４９±０．１４）ｍｇ／ｇ，
与刘硕等

［１７］
测得中国李的糖、酸含量相当。参照姚改

芳等
［３２］
、赵尊行等

［３３］
的方法计算甜度值和甜度值／

总酸值，得到巫山脆李的平均甜度值和平均甜度值／
总酸值分别为 １２１．１７、９．０６。Ｇ、Ｑ、Ｐ、Ｓ和 Ｌ区域的
脆李甜度值依次为 １２１．８８、１２６．２９、１０８．９８、１１９４２
和１２０．２６，甜度值／总酸值依次为８．５９、１０．０３、９．３０、
８８０和８．６１，可以看出 Ｑ区域的脆李甜度值、甜度
值／总酸值都高于其他４个区域，说明 Ｑ区域脆李的
风味品质相对较好。

总的来说，５个种植区域的巫山脆李各具特点，Ｇ
和 Ｑ区域脆李的可溶性固形物、固酸比、可溶性糖、
糖酸比和甜度值都高于其他 ３个区域，说明 Ｇ和 Ｑ
区域的脆李在口感风味方面相对较好。

２．２　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及综

合评价

由表 ２可知，海拔与硬度、水分和可滴定酸呈极
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可食率、可溶性固形物、固
酸比和糖酸比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 Ｌ值、
ａ值和琥珀酸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即海拔越
高，脆李的硬度、水分和可滴定酸含量越高，可溶性固

形物、固酸比、糖酸比和琥珀酸含量越低，说明海拔对

脆李口感、风味等品质有极大影响。海拔越高，脆李

的口感、风味品质越差，这可能是海拔不同导致气候

条件、土壤质地等条件不同，从而影响植物生长发育。

巫山脆李在口感、色、味方面存在一定相关性。

巫山脆李的硬度与水分、可滴定酸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与 ａ值、可溶性固形物、固酸比、糖酸比
和葡萄糖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琥珀酸呈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５），说明硬度越大，可滴定酸含量
越高，可溶性固形物、固酸比、糖酸比、葡萄糖和琥珀

酸含量越低，脆李果皮颜色越偏向于绿色。在色泽方

面，Ｌ值与 ｂ值、葡萄糖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
ａ值与固酸比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水分、可
滴定酸和苹果酸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可溶
性固形物、糖酸比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说明 ａ

值越大，即脆李果皮颜色越偏向于红色，脆李的固酸

比、可溶性固形物和糖酸比越高，水分、可滴定酸和苹

果酸含量越低。在风味方面，固酸比与糖酸比、琥珀

酸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苹果酸呈显著负相
关（Ｐ＜０．０５），说明固酸比越高，脆李糖酸比、琥珀酸
含量越高，苹果酸含量越低；糖酸比与蔗糖、琥珀酸呈

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说明糖酸比越高，脆李蔗
糖、琥珀酸含量越高，其他糖、酸指标间也存在一定相

关性。

通过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可以

看出一些指标所反映的信息有所重叠，可通过进一步

统计分析对各指标进行归类和简化，以提高评价脆李

食用品质评价及比较的简化性与准确性。

２．３　ＰＣＡ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指标
由于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各指标间存在量

纲和数 量 级的 差 异，为 避 免 彼 此 的 影 响，参 照

ＫＡＶＤＩＲ等［３４］
的方法，对所测定 ５５份巫山脆李样

本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各指标的评价

数值处于相同数量级，再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对

巫山脆李 １８个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
表 ３、表 ４、图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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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

指标 海拔 可食率 硬度 水分 Ｌ ａ ｂ
可溶性

固形物

可滴

定酸

固酸

物

可溶

性糖

糖酸

化

葡萄

糖
果糖 蔗糖

苹果

酸

酒石

酸

柠檬

酸

琥珀

酸

海拔 １．０００

可食率 －０．４３３ １．０００

硬度 ０．４３４ －０．２９１ １．０００

水分 ０．４８６ －０．４７２ ０．５４３ １．０００

Ｌ －０．２７１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５ １．０００

ａ －０．３２６ ０．２００ －０．４１６ －０．４３０ －０．０２２ １．０００

ｂ －０．０８４ ０．２９３ ０．０２９ －０．１７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２６ １．０００

可溶性固

形物
０．５６２ －０．３４７ ０．４２５ ０．２９０ －０．１５７ －０．３９３ ０．０３８ １．０００

可滴定酸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２ －０．３５０ －０．７１８ －０．０７６ ０．３１５ ０．１６８ －０．３１０ １．０００

固酸比 －０．５８４ ０．４２３ －０．４３７ －０．５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４３６ ０．０２３ －０．８３１ ０．７４１ １．０００

可溶性糖 －０．２５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１ －０．２７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２７５ ０．１３４ ０．２５７ １．０００

糖酸比 －０．５６０ ０．３３１ －０．３６６ －０．３３３ ０．１５７ ０．３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９０２ ０．３２４ ０．８２１ ０．５９９ １．０００

葡萄糖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３６５ －０．１８７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６ １．０００

果糖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２ －０．２４５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９ ０．２９１ ０．２０３ ０．６２３ １．０００

蔗糖 －０．２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８ ０．７３２ ０．５４７ －０．０３５ ０．１２１ １．０００

苹果酸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６ －０．１５３ －０．４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３５６ －０．１５２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０ －０．２５６ ０．１８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９ １．０００

酒石酸 －０．１８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２６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０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８ ０．６０１ １．０００

柠檬酸 －０．２０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７ －０．１５１ １．０００

琥珀酸 －０．２８９ ０．２１０ －０．３２８ －０．２８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８ －０．３６４ ０．２６３ ０．３９３ ０．１１０ ０．３５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９ ０．２８０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１ ０．３６１ １．０００

　　注：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显著相关 Ｐ＜０．０５

表３　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主成分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单位：％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ＰＣ１ ４．９３７ ２７．４３０ ２７．４３０
ＰＣ２ ２．５２３ １４．０１８ ４１．４４８
ＰＣ３ ２．２５１ １２．５０４ ５３．９５２
ＰＣ４ １．４３７ ７．９８２ ６１．９３４
ＰＣ５ １．３４０ ７．４４７ ６９．３８１
ＰＣ６ １．０９７ ６．０９７ ７５．４７８

参考相关标准
［１１］
，提取因子的特征值 ＞１的 ６

个主成分，如表 ３所示，它们的方差贡献率依次为
２７．４３０％、１４．０１８％、１２．５０４％、７９８２％、７．４４７％
和 ６．０９７％，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７５４７８％，反映了
原始评价指标 ７５．４７８％的信息，将巫山脆李的 １８
个评价指标降维成 ６个相对独立的综合性评价指
标

［１１］
。

主成分的载荷矩阵反映各评价指标对主成分负

荷的作用大小与方向，将各指标在主成分中载荷值的

绝对值 ＞０．５的指标组合成综合性指标［１３］
。结合表

３和图１可知，ＰＣ１主要综合了固酸比、可溶性固形
物、可滴定酸、水分、可食率和硬度 ６个指标，方差贡
献率为２７．４３０％，固酸比、可溶性固形物和可食率在

ＰＣ１正方向与 ＰＣ１呈正相关，可滴定酸、水分和硬度
在 ＰＣ１负方向与 ＰＣ１呈正相关，可滴定酸、水分和硬
度与 ＰＣ１呈负相关。其中固酸比的载荷值为０．９０８，
在 ＰＣ１中最大，说明固酸比对 ＰＣ１影响较大，因此选
择固酸比代表 ＰＣ１。ＰＣ２综合了蔗糖、可溶性糖和糖
酸比３个指标，方差贡献率为 １４．０１８％，蔗糖的载荷
值为０．８８６，在 ＰＣ２中最大，说明蔗糖对 ＰＣ２影响较
大，因此选择蔗糖代表 ＰＣ２。ＰＣ３综合了葡萄糖和果
糖２个指标，方差贡献率为 １２．５０４％，其中葡萄糖在
ＰＣ３中的载荷值为 ０．９３０，在 ＰＣ３中最大，说明葡萄
糖对 ＰＣ３影响较大，因此选择葡萄糖代表 ＰＣ３。ＰＣ４
综合了酒石酸、苹果酸和 ａ值３个指标，方差贡献率
为７．９８２％，酒石酸在 ＰＣ４中的载荷值是 ０．８６９，在
ＰＣ４中最大，说明酒石酸对 ＰＣ４影响较大，选择酒石
酸代表 ＰＣ４。ＰＣ５综合了 ｂ值和 Ｌ值 ２个色度指
标，方差贡献率为７．４４７％，其中 ｂ值在 ＰＣ５中的载
荷值比 Ｌ值的大，说明 ｂ值对 ＰＣ５影响较大，因此
选择 ｂ值代表 ＰＣ５。ＰＣ６综合了琥珀酸和柠檬酸 ２
个指标，方差贡献率为 ６０９７％，其中琥珀酸在 ＰＣ６
中的载荷值比柠檬酸的大，说明琥珀酸对 ＰＣ６影响
较大，因此选择琥珀酸代表 ＰＣ６。上述分析表明，评
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的 ６个核心指标是：固酸比、蔗
糖、葡萄糖、酒石酸、ｂ值和琥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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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４　巫山脆李主成分分析旋转成分矩阵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ｏｔ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

评价指标
载荷值

ＰＣ１ ＰＣ２ ＰＣ３ ＰＣ４ ＰＣ５ ＰＣ６
固酸比 ０．９０８ ０．２５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６８－０．００９
可溶性固形物 ０．７８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１
可滴定酸 －０．７３８ －０．３９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９ ０．３３０ ０．０３３
水分 －０．６９１ －０．０２５ －０．２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２８９－０．３０２
可食率 ０．６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４ ０．０７４
硬度 －０．５７４ ０．０９６ －０．４３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３－０．３９４
蔗糖 ０．０１２ ０．８８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２２８
可溶性糖 ０．１１３ ０．８７５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６
糖酸比 ０．４５５ ０．６６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 －０．２６１－０．０１３
葡萄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９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０．０４６
果糖 ０．１１４ ０．２６４ ０．７０３ ０．２２４ －０．０６４－０．３１９
酒石酸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８６９ －０．１４０ ０．０３７
苹果酸 －０．２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２０７ ０．８３５ ０．１７３－０．０１１

ａ ０．４５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５３３ ０．０７５ ０．３１１

ｂ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６ －０．０３６ ０．８５１－０．１４２

Ｌ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１ －０．４５１ －０．００８ －０．６１１ ０．０６６
琥珀酸 ０．３７１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３ ０．６９１
柠檬酸 －０．０５３ ０．２８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５ ０．６６３

图 １　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指标的主成分载荷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ｐｌｕｍｓ

　　依据 ＰＣＡ所得的巫山脆李评价指标得分系数矩
阵和各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建立了食用品质综合评价

模型方程，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带入食用品质

综合评价模型方程，计算巫山不同区域脆李食用品质

评价得分，如表５所示，分数越高表示样本的综合食
用品质越好

［３５－３６］
。

表 ５　巫山不同区域脆李食用品质评价得分情况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ｄｉ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ｌｕｍ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Ｗｕｓｈａｎ

区域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 排名

Ｇ ０．７２４ ０．４３０ －０．８８９ ０．５３９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２ １
Ｑ ０．２８６ ０．０７３ ０．６５３－０．４７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１ ２
Ｐ －０．０９５ －１．０２０ ０．３５５－０．４２８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８ －０．１５０ ３
Ｓ －０．５２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０ ０．２３５ －０．３３８－１．１４８ －０．２３２ ５
Ｌ －０．９４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１１２ ０．３３７ ０．６１７ －０．１７７ ４

　　将巫山脆李食用品质评价 ＰＣ１与 ＰＣ２分别作为
Ｘ、Ｙ轴制得主成分因子得分图，由图 ２可知，Ｇ、Ｑ区
域的脆李得分为正值，其他３个区域脆李的得分为负
值；５个区域的脆李食用品质得分分布比较分散，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５个区域的脆李食用品质存在一
定差异，结合表 ５可知，５个区域的脆李食用品质得
分由高到低依次是：Ｇ区域 ＞Ｑ区域 ＞Ｐ区域 ＞Ｌ区
域 ＞Ｓ区域，即处于低海拔（３００～４００ｍ）的脆李综合
食用品质比中海拔（５５０～７００ｍ）、高海拔（８００～
１０００ｍ）好。

图 ２　巫山不同区域脆李 ＰＣＡ得分图

Ｆｉｇ．２　ＰＣＡｓｃｏｒｅｐｌｏｔｏｆｐｌｕｍ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

Ｗｕｓｈａｎ

３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果实生长发育及品质主要与树体本身

生长状况有关，也受外界条件等因素影响。其中，海

拔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海拔的变化影响着光照强

度、气温、气压等气候和环境变化，从而影响植物的生

长，影响果实的食用品质
［３７－３８］

。本研究发现海拔高

度对巫山脆李的可食率、硬度、水分、可滴定酸、可溶

性固形物、固酸比和糖酸比都有极显著影响（Ｐ＜
００１），海拔越高，脆李可滴定酸含量越高，可溶性固
形物、固酸比和糖酸比越低，脆李口感风味品质相对

较差，与邱利娜等
［８］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海拔是

影响巫山脆李食用品质的重要因素。

通过 ＰＣＡ将评价巫山脆李食用品质的１８个指标
降维成６个综合性指标，进一步选出固酸比、蔗糖、葡
萄糖、酒石酸、ｂ值和琥珀酸６个核心指标。通过脆李
食用品质综合评价模型方程，得到巫山脆李综合食用

品质由高到低排序为：Ｇ区域 ＞Ｑ区域 ＞Ｐ区域 ＞Ｌ区
域 ＞Ｓ区域，即处于低海拔（３００～４００ｍ）的 Ｇ和 Ｑ区
域脆李的综合食用品质比中海拔（５５０～７００ｍ）的 Ｐ区
域和高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ｍ）的 Ｓ、Ｌ区域好。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巫山脆李食用品质总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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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中 Ｇ区域脆李的综合食用品质最好，Ｑ区域次
之。结果表明，低海拔（３００～４００ｍ）区域的脆李食
用品质高于中（５５０～７００ｍ）、高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
ｍ）区域，因此，在今后的脆李种植中，农户可根据海
拔高度进行种植，政府和企业可进一步开发优选出适

宜高海拔种植的高品质脆李资源，进而提高巫山脆李

整体品质，提高农户与脆李企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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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雨霞，张玲，张小军，等．基于电子舌技术分类评价核桃内种皮的口感品质［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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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ｎｇｕ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５８－２６３．

基于电子舌技术分类评价核桃内种皮的口感品质

刘雨霞１，张玲２，张小军１，杨笑１，杨春２，曲进１，刘群龙１

１（山西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８０１）２（山西农业大学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１）

摘　要　为客观、准确地评价不同核桃内种皮的口感品质，利用 αＡＳＴＲＥＥ电子舌系统对 ５个核桃品种的内种

皮水浸提液进行测定，并进行主成分、聚类和相似性分析，以及测定了核桃内种皮的单宁和黄酮含量，将理化指

标与电子舌响应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聚类分析中，当类平均距离为 ０．４时，５个核桃品种可聚为 ３大

类，‘农核 １号’和‘ＮＤ１’各为一类，其他 ３个核桃品种为一类；相似性分析中‘农核 １号’与其他 ４个核桃品种

之间的距离 ＞４８０、指纹分辨指数 ＞７０％，其中‘农核 １号’与‘ＮＤ１’之间的距离为 ６３５．７１、指纹分辨指数为

９７．９９％，其他 ３个核桃品种之间的距离 ＜２６０、指纹分辨指数 ＜６０％；在单宁和黄酮含量方面，‘ＮＤ１’最高、‘农

核 １号’最低、其他 ３个核桃品种居中；单宁、黄酮含量与苦味相关的 ＳＣＳ传感器呈正相关，与甜味相关的 ＡＮＳ

传感器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因此，利用电子舌将５个核桃品种分为３大类，为后续的核桃口感品质调控研

究以及核桃种质资源分类评价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　电子舌；核桃；内种皮；口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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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ｅｅｔｔａｓｔ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ｎｇｕｅｃｏｕｌｄ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ｓｅｆｉｖｅｗａｌｎｕ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ａｌｎｕｔｔａｓ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ｎｇｕｅ；ｗａｌｎｕｔ；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ｔａｓ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为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
ａｅ）核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落叶乔木，又称胡桃、羌桃、万岁
子等，果实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与扁桃、腰果、榛子

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
［１］
。核桃坚果的种仁外有一

层薄皮，为核桃的内种皮，富集多酚类物质，可以阻止

种仁的氧化酸败，对核桃果实生长发育及其采后品质

的保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
。鲜核桃内种皮呈黄

色或浅黄色，干制后颜色加深并伴随一定程度的褐变

现象
［３－４］

，由于其具有一定的苦涩味，因此在食品加

工过程中会被剔除或者脱涩后再加工。核桃内种皮

中对苦涩味起作用的主要是单宁和黄酮等酚类物质。

核桃内种皮仅占种仁质量的 ５％左右，但对种仁口感
起着决定性作用

［５］
，不同核桃品种口感存在较大差

异。核桃口感评价一般采用感官评价法，但存在个人

偏好、主观性强和重复性差等缺点。电子舌是通过模

仿人体味觉机理而制成的一种新型分析仪器，通过味

觉传感器阵列获取待测液信息，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

法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处理，能反映样本整体信息

的“指纹”数据，是一种客观的感受系统，具有可靠性

强、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等特点
［６－９］

。目前，电子舌主

要应用在茶叶饮料、酒类、咖啡等液体滋味的分类与

评价等方面
［１０－１６］

，也应用在肉类、酱类、蜂蜜等食品

上
［１７－２１］

，还有应用在花椒的麻味预测上
［２２］
，但在核

桃口感品质分类评价上尚未见相关报道。另外，相关

学者对核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桃仁、内种皮和青皮

等的酚类物质的提取优化、含量测定以及抗氧化研究

等方面
［２３－２５］

，近年来有学者利用液相色谱、液质联用

等技术对核桃内种皮、核桃仁的酚类物质组分进行了

研究
［２６－２７］

，也有利用转录组、代谢组等方法对不同颜

色核桃的种仁、内种皮进行研究
［２８－２９］

，但对核桃内种

皮口感评价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利用电子舌系统对

５个核桃品种内种皮水浸提液进行检测，并进行主成
分、聚类以及相似性分析，并测定了核桃内种皮的单

宁和黄酮含量，将理化指标与电子舌响应值进行相关

性分析，以期为后续核桃口感品质研究以及核桃种质

资源分类评价等方面提供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ＮＤ１’、‘薄壳香’、‘香玲’、‘京
８６１’、‘农核 １号’５个核桃品种的新鲜内种皮，２０１９
年９月中旬采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核桃
资源圃。经实验室人员对鲜核桃整仁进行感官评价，

分为３个等级，选择苦涩味较重的品种（‘ＮＤ１’）、苦
涩味略重的品种（‘薄壳香’、‘香玲’和‘京８６１’）、苦
涩味轻的品种（‘农核１号’）用于试验测定。
１．２　仪器设备

冷冻干燥机，美国 ＧＯＬＤＳＩＭ公司；ＡＹ１２０电子
天平，日本岛津公司；ＳＢ２５１２ＤＴＤ超声波清洗机，宁
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５８０４Ｒ离
心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αＡＳＴＲＥＥ电子舌系统，
法国 ＡｌｐｈａＭ．Ｏ．Ｓ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前处理

将鲜核桃的内种皮用镊子剥离，冷冻干燥后研成

粉末，过１００目筛，于 －４０℃条件下保存，待用。
１．３．２　样品准备

称取内种皮粉末 ０．５ｇ于离心管中，加入 ５０ｍＬ
超纯水，５５℃超声波辅助提取３０ｍｉｎ，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于电子舌进行检测。配制质量
分数为０．０５％的单宁酸溶液作为涩味参照物。

准确称取内种皮粉末０．２０ｇ，加入一定量体积分
数为 ６０％的乙醇，５５℃超声波辅助提取 ３０ｍｉｎ，
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重复 ２次，合并上清液，定
容，待测。

１．３．３　电子舌检测
采用由法国 ＡｌｐｈａＭ．Ｏ．Ｓ公司生产的 αＡＳ

ＴＲＥＥ电子舌系统，主要由味觉传感器、信号采集器
和模式识别系统 ３部分组成。该电子舌包含 ７个传
感器和１个 ＡｌＣｌ３参比电极，７个传感器分别为 ＡＨＳ
（酸味）、ＣＴＳ（咸味）、ＮＭＳ（鲜味）、ＡＮＳ（甜味）、ＳＣＳ
（苦味）、ＰＫＳ和 ＣＰＳ感知复合味道。

数据采集前，对电子舌系统进行活化、校准及诊

断等操作，以保证获得数据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将上

清液倒入电子舌专用小烧杯至刻度线，按照设置的序

列位置放到电子舌自动进样器中，清洗液（超纯水）

与样品交替，于室温条件（２５℃左右）下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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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时间设置为１２０ｓ，每秒采集１个数据，搅拌
速率为１次／ｓ，因在 １００ｓ之后所有传感器响应强度
值均趋于平稳，所以取最后 ２０ｓ测定值的平均值作
为输出值。每杯样品重复测定９次，选取后５次测定
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１．３．４　单宁和黄酮含量的测定
单宁含量的测定：参照罗玉洁

［３０］
的方法，稍作修

改。吸取０．１ｍＬ提取液到 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分别加
入０．５ｍＬ福林酚和 １ｍＬＮａＣＯ３溶液，用蒸馏水定
容，室温静置，反应１ｈ后在７２５ｎｍ波长下测定样品
溶液的吸光度，重复３次。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ｙ＝
００７９９ｘ＋０．０００３，Ｒ２＝０．９９９３。

黄酮含量的测定：参照解利利等
［３１］
、张春梅

等
［２３］
的方法，稍作修改。吸取 ０．５ｍＬ提取液到

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分别加入０．３ｍＬ质量分数为 ５％的
ＮａＮＯ２溶液和０．３ｍＬ质量分数为 １０％的 Ａｌ（ＮＯ３）３
溶液，再加入４ｍＬ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溶液，用体积分
数为 ６０％乙醇定容，室温静置，反应 １５ｍｉｎ后在
５１０ｎｍ波长下测定样品溶液的吸光度，重复３次。标
准曲线回归方程为：ｙ＝００１４９ｘ＋０．００２５，Ｒ２ ＝
０．９９９２。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电子舌配套的数据分析软件进行主成

分分析和相似性分析；采用 ＳＡＳ８．０统计软件的距离
类平均法进行聚类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软件进行相关
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核桃品种内种皮水浸提液的口感品质主成
分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电子舌系统传感器对不同核

桃样品的响应强度，将所得数据形成雷达图，每个分

支代表一个传感器，结果如图 １所示，所有传感器响
应值在 －３００～３３００之间，其中 ＡＮＳ、ＣＰＳ和 ＮＭＳ的
响应值较高（均高于２０００），说明它们是判断样品品
质的重要传感器。相对于 ＮＭＳ和 ＣＰＳ来说，ＣＴＳ、
ＰＫＳ、ＡＨＳ、ＳＣＳ和 ＡＮＳ对不同样品的响应存在较大
差异，响应值离散度较大，表明这 ４个传感器对样品
中的某些物质存在较高敏感度，从而说明它们对不同

样品有很好的区分效果。

由图２可知，每个样品在主成分分析图上由５个
点组成，第１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７３．５３％，第 ２主成
分的贡献率为 １４．８２％，２者的总贡献率达到了

８８．３５％（＞８５％），表明第 １和第 ２主成分包含了样
品大量的原始数据信息，可以反映样品的整体情况。

图 １　电子舌传感器响应强度雷达图

Ｆｉｇ．１　Ｒａｄａｒ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ｎｇｕｅｓｅｎｓｏｒ

图 ２　核桃内种皮水浸提液和单宁酸溶液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ａｎｄ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识别指数是区分样品程度的表征值，该值越大，

说明区分越好，一般该值在 ８０分以上就表明区分有
效。不同品种的核桃内种皮水浸提液分布在主成分

分析图的不同区域，并且不同样品之间没有重叠，识

别指数为 ８７，表明电子舌系统对这 ５个样品的口感
可以有效区分。

不同样品之间的品质差异可以通过主成分分析

图中的距离表征，若样品之间的距离越近，说明其品

质特性越相近。５个样品在主成分分析图中分别分
布到３个区域中，其中‘农核１号’与其他４个核桃品
种离得较远，单独分布在第 ２象限，说明‘农核 １号’
与它们之间口感差异较大；‘薄壳香’、‘香玲’和‘京

８６１’分布的区域在第 ３象限，相互之间离得较近，说
明它们的口感相近；‘ＮＤ１’分布在第 ４象限，但是与
第３象限的３个品种离得较近，说明‘ＮＤ１’的口感
与它们相近但又存在差异。‘农核 １号’与其他 ４个
核桃品种的口感主要根据主成分 ２进行区分，‘ＮＤ
１’与其他４个核桃品种的口感主要根据主成分 １进
行区分。另外，‘ＮＤ１’与单宁酸之间的距离最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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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两者之间口感最接近，从而表明‘ＮＤ１’的涩味最
重。由此可见，‘ＮＤ１’的涩味最重，‘农核１号’的涩
味最轻，其他３个品种涩味居中。
２．２　不同核桃品种内种皮水浸提液的口感品质聚类
分析

由图３可知，单宁酸溶液与核桃品种内种皮水浸
提液被聚为 ２大类；当类平均距离为 ０．４时，５个核
桃品种内种皮水浸提液被聚为 ３大类，‘农核 １号’、
‘ＮＤ１’各为一类，其他３个核桃品种为一类，这与主
成分分析结果一致。在距离大约为 ０．１９时，‘京
８６１’和‘香玲’聚为一类；在距离为 ０．２６时，前两者
与‘薄壳香’聚为一类；这 ３者与‘ＮＤ１’在距离为
０４８左右时聚为一类。由此可见，‘京 ８６１’和‘香
玲’内种皮水浸提液的口感最接近，‘农核 １号’与
‘薄壳香’、‘香玲’和‘京 ８６１’这 ３个核桃品种的口
感差异较大，与‘ＮＤ１’的口感差异最大。

图 ３　核桃内种皮水浸提液和单宁酸溶液的聚类分析

Ｆｉｇ．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ｐｅｌｌｉｃｌｅ

ａｎｄ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３　不同核桃品种内种皮水浸提液的口感品质相似
性分析

相似性分析结果中若距离越小、指纹分辨指数越

小，则样品之间越相似，差异越小。由表１可知，单宁
酸与５个品种核桃内种皮水浸提液之间的距离和指
纹分辨指数都很大（距离 ＞９４０，指纹分辨指数 ＞
８０％），表明单宁酸与核桃的口感存在较大差异，５个
核桃品种的涩味均不及单宁酸溶液。单宁酸与‘ＮＤ
１’的距离和指纹分辨指数最小（距离为 ９４２５５，指纹
分辨指数为８３．２２％）、与‘香玲’和‘农核 １号’的距
离和指纹分辨指数均最大（距离分别为 １２４１．３５、
１２２２．７２，指纹分辨指数分别为 ８８．２６％、８９．２３％），
表明单宁酸与‘ＮＤ１’的相似性最大、而与‘香玲’和
‘农核１号’的相似性最小。因此，‘ＮＤ１’的涩味较
其他４个品种的涩味重。

‘农核１号’与其他 ４个核桃品种之间的距离和
指纹分辨指数均较大（距离 ＞４８０，指纹分辨指数 ＞
７０％），表明‘农核１号’与其他４个核桃品种在口感

表 １　核桃内种皮水浸提液和单宁酸溶液的

相似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ａｎｄ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样品名称 参照样品 距离 指纹分辨指数／％
单宁酸 ＮＤ１ ９４２．５５ ８３．２２
单宁酸 薄壳香 １１０２．９８ ８６．９３
单宁酸 农核１号 １２２２．７２ ８９．２３
单宁酸 京８６１ １１７２．３６ ８２．５７
单宁酸 香玲 １２４１．３５ ８８．２６
ＮＤ１ 薄壳香 ２２８．２９ ８２．９５
ＮＤ１ 农核１号 ６３５．７１ ９７．９９
ＮＤ１ 京８６１ ３５９．４５ ５２．２８
ＮＤ１ 香玲 ４５５．４４ ８１．５０
薄壳香 农核１号 ４８９．７８ ９５．２０
薄壳香 京８６１ １９０．２４ ２２．９２
薄壳香 香玲 ２５７．４２ ５６．７２
农核１号 京８６１ ５７５．０１ ７３．４８
农核１号 香玲 ５１６．３５ ８４．６５
京８６１ 香玲 １４５．１４ １２．４０

上相似性较小、差异较大。‘薄壳香’、‘香玲’和‘京

８６１’之间的距离和指纹分辨指数均较小（距离 ＜
２６０，指纹分辨指数 ＜６０％），表明这 ３个核桃品种在
口感上相似性较大、差异较小。‘农核 １号’与‘ＮＤ
１’之间的距离和指纹分辨指数最大（距离为 ６３５．７１，
指纹分辨指数为 ９７．９９％），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最小、差异最大。‘京 ８６１’与‘香玲’之间的距离和
指纹分辨指数最小（距离为 １４５．１４，指纹分辨指数为
１２．４０％），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最大、差异最小。
由此可见，５个核桃品种可以分为 ３类：‘ＮＤ１’为涩
味较重的一类、‘农核１号’为涩味较轻的一类、其他
３个核桃品种为涩味居中的一类。
２．４　不同核桃品种内种皮单宁和黄酮含量比较

由表２可知，单宁含量从高到低为：‘ＮＤ１’＞
‘京８６１’＞‘香玲’＞‘薄壳香’＞‘农核 １号’；黄酮
含量从高到低为：‘ＮＤ１’＞‘薄壳香’＞‘京 ８６１’＞
‘香玲’＞‘农核１号’。在单宁含量方面，‘ＮＤ１’＞
６００ｍｇ／ｇ，‘农核１号’＜４００ｍｇ／ｇ，而其他３个核桃品
种均在 ５００ｍｇ／ｇ左右；在黄酮含量方面，‘ＮＤ１’＞
１６０ｍｇ／ｇ，‘农核 １号’＜１３０ｍｇ／ｇ，而其他 ３个核桃
品种均在１４０～１５０ｍｇ／ｇ。因此，从单宁和黄酮含量
可知：‘ＮＤ１’苦涩味较重、‘农核 １号’苦涩味较轻、
其他３个核桃品种居中，这与电子舌检测结果大致
相同。

２．５　理化指标与电子舌响应值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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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表 ２　不同核桃品种内种皮的单宁和黄酮含量

单位：ｍｇ／ｇ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ａｎｎｉｎ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ｎｕ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 单宁 黄酮

ＮＤ１ ６２６．６４±０．７８ａ １６２．０５±０．４０ａ

薄壳香 ４９９．８３±０．８８ｃ １４０．６４±０．６２ｄ

农核１号 ３３６．８９±０．６２ｃ １２４．５４±０．９８ｅ

京８６１ ５１２．５６±０．３８ｂ １４９．４６±０．２１ｂ

香玲 ５０１．０６±０．９７ｃ １４６．７６±０．２２ｃ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 ±标准偏差；同一列中带有不同小写字母

的数值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为了探究单宁和黄酮含量与电子舌响应值的相
关性，利用皮尔逊系数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表 ３所示。单宁与黄酮、ＡＨＳ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与 ＣＴＳ和 ＳＣＳ呈正相关，与 ＣＰＳ呈极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 ＮＭＳ、ＡＮＳ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５）；黄酮与单宁、ＡＨＳ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与 ＳＣＳ呈正相关，与 ＮＭＳ、ＣＰＳ和 ＡＮＳ
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单宁和黄酮含
量与苦味呈正相关，与甜味呈显著负相关。

表 ３　理化指标与电子舌响应值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ｏｎｇｕ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ｅ

指标 单宁 黄酮 ＡＨＳ ＰＫＳ ＣＴＳ ＮＭＳ ＣＰＳ ＡＮＳ ＳＣＳ
单宁 １
黄酮 ０．９８０ １
ＡＨＳ ０．９６５ ０．９７２ １
ＰＫＳ －０．６７８ －０．６７６ －０．５３２ １
ＣＴＳ ０．３７６ ０．２８５ ０．４２８ ０．３６４ １
ＮＭＳ －０．９３０ －０．８８７ －０．８３３ ０．８７２ －０．１１１ １
ＣＰＳ －０．９７８ －０．９２８ －０．９１４ ０．６１７ －０．４９４ ０．９００ １
ＡＮＳ －０．９３６ －０．９１６ －０．８２２ ０．８４３ －０．１５７ ０．９５１ ０．９２９ １
ＳＣＳ ０．５０２ ０．５８８ ０．４９１ －０．８１８ －０．５７４ －０．６４５ －０．３３７ －０．５６６ １

　　注：表示显著相关（Ｐ＜０．０５），表示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苦涩味主要来自单宁、黄酮类和儿茶素类物质，

是由单宁等多酚类物质与唾液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

引起的。未成熟的柿子具有典型的涩味，黄瓜、茶和

坚果等也有苦涩味。费学谦等
［３２］
研究认为柿单宁主

要成分是儿茶素和没食子酸。田恒禄
［３３］
认为黄瓜中

主要涩味物质为儿茶素类物质。刘敏
［３４］
发现茶叶涩

味主要物质是儿茶素类物质，儿茶素是茶多酚类的主

体物质。乜兰春等
［３５］
研究得出引起苹果果实涩感的

主要物质是绿原酸、儿茶素、表儿茶素和原花青素。

夏勃
［３６］
在研究中提到核桃中的苦味和涩味物质主要

成分是单宁，但是没有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俞文君

等
［３７］
对３８份核桃资源的 ７个显苦涩味物质进行了

研究，得出单宁是核桃果实中主要苦涩味物质的结

论。另外，甜味对苦涩味有一定的掩蔽性，本研究中

甜味高的品种其苦涩味低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核

桃营养丰富，对人们的身体有很大益处，但是因其内

种皮具有苦涩味而使人们在食用过程中会将其剔除

而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因此找到低苦涩味的核

桃对于核桃育种和生产实践是十分关键的环节。

本研究利用法国 ＡｌｐｈａＭ．Ｏ．Ｓ公司生产的 α
ＡＳＴＲＥＥ电子舌系统对 ５个核桃品种的内种皮水浸
提液进行检测，进行了主成分、聚类以及相似性分析，

并测定了核桃内种皮的单宁和黄酮含量，将理化指标

与电子舌响应值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该电子舌系

统对５个核桃品种进行了有效区分，并将５个核桃品
种分为３类：‘ＮＤ１’和‘农核 １号’各为一类，其他 ３
个核桃品种为一类；‘ＮＤ１’苦涩味较重、‘农核１号’
苦涩味较轻、其他３个核桃品种居中；单宁和黄酮含
量与苦味呈正相关，与甜味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在

科研实践中，可以利用电子舌系统对不同核桃品种以

及核桃种质资源的口感品质进行评价和分类等。

主成分分析图可清楚地看到各品种的分布区域

及相互间的距离，聚类分析结果可更直观显示出各品

种间的分类情况，相似性分析结果可直观看到各品种

两两之间距离和指纹分辨指数，且这３种分析结果基
本一致，说明电子舌系统可有效区分各核桃品种。这

些分析结果虽不能直观地显示出哪个品种好，但可显

示出各品种的差别，并将它们进行分类。因此，在生

产实践中可将电子舌检测结合感官评价对核桃乳等

产品的口感滋味进行调控。与口感评价相比，电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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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口感品质评价方面具有客观、快速、准确等优

点，其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本研究为电子舌技术在核

桃以及其他坚果的口感品质评价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也为今后核桃乳生产实践中口感检测以及寻找低苦

涩味核桃品种等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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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对肠道免疫功能的影响及新型补铁剂的研究进展

管玲娟，曹丛丛，屠飘涵，成向荣

（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铁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广泛参与机体氧气运输、电子传递等基本生物学过程。铁摄入需要有严密的

调节机制以确保机体铁稳态，而维持机体铁稳态主要通过肠道铁吸收的精细调控实现。铁广泛参与特异性免疫

系统如免疫活性细胞及其细胞因子，以及非特异性免疫系统如吞噬细胞补体系统等功能调控。肠道微生物与机

体铁稳态调控密切相关且影响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铁缺乏会导致肠道菌群平衡和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对肠道

免疫具有潜在的影响。本文综述了机体铁稳态、缺铁对肠道菌群、免疫的影响及新型补铁剂的开发，提出铁可能

作为一类“抑生元”，影响肠道菌群平衡，新型补铁剂的开发应关注宿主、肠道菌群的整体影响，为新型补铁剂的

开发及缺铁相关疾病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铁稳态；免疫；肠道菌群；补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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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是生物体内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许多酶发挥作
用的辅助因子，参与体内氧气运输、电子传递、ＤＮＡ
合成以及细胞生长、分化等过程。缺铁可引起缺铁性

贫血（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ＩＤＡ），降低体内多种含铁
酶的活性，抑制 Ｔ淋巴细胞功能，影响细胞代谢及机体
生物氧化、组织呼吸等多种生理过程，使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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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从而引发一系列并发症；而机体铁超载时，可导

致体内氧自由基的产生，引起组织的氧化损伤或铁质

沉着，也可导致肠道需铁致病菌增多，肠道菌群失

衡
［１］
。通过膳食途径摄入的铁不能满足需求，是导致

机体铁缺乏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慢性丙型肝炎、血

色病等也可引起机体铁稳态失衡
［２］
。

缺铁主要会引起 ＩＤＡ以及相关伴随的诸多并发
症。相比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妊娠期妇女和儿童更容

易患 ＩＤＡ。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华东和东北
地区孕妇铁缺乏的标准化患病率高达 ５７．３７％和
５３．４１％，而对全国儿童的调查显示，其铁缺乏症（ｉ
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Ｄ）发病率高达４０．３％，ＩＤＡ的发病率
为７．８％［３－４］

。缺铁不仅可导致 ＩＤＡ，也可导致免疫
功能缺陷或下降

［５］
。铁缺乏不仅影响宿主的免疫系

统和一系列维持生命的关键生化过程，而且会改变肠

道菌群的定植模式及宿主对感染的敏感性，对宿主免

疫系统功能产生影响
［６］
。摄入富含铁的食物（肉类、

豆类等）可以提高机体铁水平，但不足以治疗 ＩＤＡ，口
服补铁剂依然是目前铁缺乏及相关疾病的主要干预

方式。本文综述了机体铁稳态和缺铁对肠道菌群、免

疫的影响，以及新型补铁剂的开发，为缺铁相关疾病

的预防和膳食干预提供了方向。

１　机体铁稳态调控

维持机体铁稳态平衡，即铁的摄取、转运、释放及

贮存等过程，主要通过肠道调控铁的吸收实现

（图１）［７］。

图 １　机体铁稳态调控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ｒｏｎ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肠道铁吸收形式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

（＞８５％）２种，主要通过十二指肠部位吸收约 １５％
的铁，剩余未吸收的铁运输到结肠，由肠道微生物摄

取利用。血红素铁能以完整形式进入肠上皮细胞。

首先，在肠道酶的作用下，血红蛋白降解为球蛋白和

血红素，血红素以完整金属卟啉形式被肠黏膜上皮细

胞摄取，经胞浆血红素氧化酶作用打开卟啉环，释放

出游离的 Ｆｅ（ＩＩ），随后基底外侧转铁蛋白（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ｅｒｒｉｃＴｆ，ＴｆＦｅ２）将胞质中的铁转出到非血红素铁
池中，参与细胞内铁的代谢释放；非血红素铁通过二

价金属转运蛋白 １（ｄ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１，
ＤＭＴ１）在十二指肠肠上皮的刷状缘被吸收，由于非
血红素铁主要为氧化态 Ｆｅ（ＩＩＩ），因此必须首先通过
与膜 相 关 的 铁 还 原 酶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Ｂ，
ＤｃｙｔＢ），将 Ｆｅ（ＩＩＩ）还原成 Ｆｅ（ＩＩ），再由 ＤＭＴ１转入胞
内

［８］
。

体内大部分的铁在骨髓中被消耗，其主要用于合

成红细胞。血红蛋白的合成期间，细胞表达转铁蛋白

受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ＴｆＲ１）加速铁的吸收，因此
ＴｆＲ１水平与细胞铁需求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最近有
研究发现，ＴｆＲ２可能参与了线粒体铁传递过程［９］

，随

后线粒体血红蛋白输出进入细胞浆，并与核糖体上形

成的珠蛋白链结合产生血红蛋白，用于网状细胞合成。

随着重复的细胞分裂，细胞核及 ＲＮＡ浓缩并最终丢
失，网状细胞成熟为红细胞。脾巨噬细胞识别并吞噬

衰老的红细胞，接着通过水解酶和活性氧降解以释放

血红蛋白
［１０］
。

血浆铁对铁调素具有反馈调节作用，以维持血浆

铁浓度的相对稳定。有研究表明，人肝组织中铁调蛋

白 ｍＲＮＡ与铁存储之间以及血清铁蛋白和血清铁调
素之间存在相关性

［１１］
，该结果证明人体铁储存系统

可以独立于血浆铁浓度的短期影响而调节铁调素。

直到最近才获得了组织铁储存和血浆铁浓度对铁调

素双重调控的实验证据
［１２］
。机体铁水平升高时，会

促使肝脏加速表达铁调素，从而促使膜铁转运蛋白

（ｆｅｒｒｏｐｏｒｔｉｎ，ＦＰＮ）降解，阻断铁从肠黏膜细胞转运到
血浆中，因而血浆中的铁浓度降低；持续的高铁摄入

可能导致脂质过氧化反应发生并影响胰岛素分泌和

功能
［１３］
。当机体铁缺乏时，体内多种含铁酶的活性

降低，Ｔ淋巴细胞功能受到抑制，影响机体生物氧化、
组织呼吸、神经介质的分解及合成等过程，从而降低机

体免疫力，此时机体会抑制铁调素的表达，ＦＰＮ将肠上
皮细胞中的铁转运至血浆转运蛋白，通过血液循环运

送到其他组织，使机体免疫恢复
［１４］
。

此外，肠道微生物具有高效的铁摄取机制，会与

肠黏膜上皮细胞竞争铁，对机体的铁吸收产生影响。

在消化道的近端和远端，微生物定植导致铁摄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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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减少，参与细胞内铁存储和铁输出蛋白的增

加。微生物与上皮细胞之间的铁竞争会导致宿主消

化道中铁代谢发生快速的适应性反应，即表现为出生

时铁吸收高，断奶后铁减少，甚至在成年动物中，微生

物也会改变铁相关蛋白的水平
［１５］
。有研究表明，无

菌小鼠的肠道 ＤｃｙｔＢ和 ＤＭＴ１表达比普通小鼠增加
了１０倍，铁转运蛋白表达减少了 ２倍［１６］

，表明肠道

微生物可直接影响机体铁吸收转运过程。在肠道微

生物存在的情况下，肠细胞具有适应分配和储存铁的

能力，即在没有肠道微生物的情况下，肠细胞显示出

非常低的铁储备，并且向人体的运输减少；然而，在肠

道微生物的存在下，肠细胞获得了相当大的铁存储能

力（以铁蛋白的形式），并通过增加铁蛋白的表达而促

进其向身体的运输。微生物会通过代谢物信号传导途

径调控系统铁稳态平衡。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代谢

产物（１，３二氨基丙烷和罗伊氏素）可以通过抑制转录
因子（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２，ＨＩＦ２α）的表达，导致
肠道铁吸收降低

［１７］
。因此，平衡宿主和肠道菌群对铁

的需求，对维持机体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未

发现相关研究报道。

２　缺铁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铁对机体免疫系统功能起着重要作用，其广泛参

与特异性免疫系统（如免疫活性细胞及其细胞因子）

以及非特异性免疫系统（如吞噬细胞补体系统等）功

能调控
［５］
。在整个三羧酸循环中，铁缺乏会直接导致

铁依赖酶活性降低，含铁酶无法合成，从而导致细胞色

素含量及核糖核酸酶活性降低，ＤＮＡ和蛋白质等生物
大分子合成受阻，进一步影响机体细胞能量代谢及细

胞免疫功能
［１８］
。

缺铁会使机体 Ｔ淋巴细胞数量发生改变，特别
是 ＣＤ４＋Ｔｈ１亚群的数量。ＩＤＡ患儿的 Ｔｈ细胞成熟
受到损害，补充铁后 Ｔｈ细胞得到恢复［１９］

。由于 Ｔｈ２
细胞中铁的存储量及变动范围更大，使得 Ｔｈ２细胞对
铁螯合剂和免疫球蛋白 Ｇ抗转铁蛋白受体抗体的抵
抗力更强，故缺铁对Ｔｈ１淋巴细胞的影响比对 Ｔｈ２淋
巴细胞的影响更大。这与铁缺乏的儿童和青少年中

过敏症的患病率较高
［２０］
的现象一致。余敏等

［２１］
对

ＩＤＡ老年患者的研究表明，缺铁导致其 Ｔ淋巴细胞亚
群发生紊乱，致使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同时表现出血清

铁调素水平下降，铁稳态失衡等现象，但对体液免疫影

响相对较小。细胞内铁水平和表观遗传程序之间的联

系表现为在细胞周期调节因子 ＣｙｃｌｉｎＥ１的启动子区

Ｈ３Ｋ９去甲基化水平上控制 Ｂ细胞的激活、增殖和抗
体反应，铁缺乏使抗原特异性抗体反应显著减弱

［２２］
。

在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中，可通过调节铁代谢相关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控制铁的摄取、储存和释放等过

程
［２３］
。细胞内铁稳态水平可调节巨噬细胞向 Ｍ１（促

炎性）和 Ｍ２（抗炎，促组织愈合）巨噬细胞的分化，而
低铁状态则促进 Ｍ１巨噬细胞和 Ｔｈ１免疫应答的发
展。关于人类巨噬细胞激活的铁依赖性免疫代谢的

研究表明，急性降低巨噬细胞中的铁水平可重新编码

其转录和代谢反应，通过 ＡＴＦ４增强糖酵解调控的基
因并阻断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作用（通过降低含 Ｆｅ
Ｓ的呼吸链酶 ＮＤＵＦＳ６和 ＳＤＨＢ的活性），最终在巨
噬细胞依赖的小鼠肾脏自身免疫模型中导致细胞增

殖受损、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减少和肾炎严重程度

降低
［２４］
。因此调控机体铁稳态对维持机体免疫至关

重要，肠道菌群与免疫研究及在免疫相关疾病治疗中

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已成为免疫研究的新兴方

向，近年来，铁稳态对肠道免疫影响方面的研究也逐

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３　缺铁对肠道菌群及肠道免疫的影响

肠道免疫是机体抵御入侵的首道防线，肠道内分

布了人体高达 ２／３的免疫系统。多种因素能够影响
肠道通透性，如氧化应激、炎症和病原菌感染等。肠

道微生物可在宿主的细胞间起到信息交流、贮藏、消

耗和重新分配能量、化学代谢与转换等一系列作用。

有害细菌入侵肠道导致炎症，免疫细胞调节紊乱，当

肠道免疫细胞功能降低时，肠道上皮屏障防御功能会

显著下降。肠道铁稳态失衡对肠道菌群的组成、丰度

均有重要的影响。

铁缺乏显著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和多样性
［２５］
。

当膳食摄入的铁含量差异较大时，小鼠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β多样性和 ＬＥｆＳｅ分析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该结果表明肠道菌群平衡受到机体铁稳态的影响，铁

稳态的改变会导致肠道菌群组成产生明显改变
［２６］
。

另外，不同组间小鼠肠道菌群除了相对丰度不同，还

有肠道菌群代谢通路和功能的变化，也会导致肠道菌

群多样性改变，而机体铁水平间的差异是导致该变化

的重要因素
［２７］
。

由于不同细菌对铁的依赖性不同，因而铁可以对

肠道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和潜在致病性产生重大影

响
［２８］
。一些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并不严格依赖铁，

易于在缺铁或低铁环境中生长，而致病菌几乎都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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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铁才能大量繁殖
［２９］
。植物乳杆菌是第 １个被鉴定

为非铁依赖性的微生物菌株，被认为是有益的肠道屏

障维持菌，在抑制肠道病原体的黏膜定植中发挥重要

作用
［３０］
。对于其他细菌来说，铁的获取是关键毒力

因子表达的重要步骤，包括肠道杆菌科的革兰氏阴性

肠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和大肠杆菌等致病

菌
［３１］
。在低铁环境中，潜在的肠道致病细菌会减少，

并且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等细菌直接与大肠杆菌竞争

资源。有研究关于缺铁对猪结肠微生物群发育过程

的影响，发现缺铁猪中大肠杆菌和志贺氏菌的丰度更

高，潜在致病菌（如类杆菌和梭状芽孢杆菌）的相对

丰度较低，而有益菌（如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增多，在

饮食中适量补充铁后，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水平
［３２］
。

因此，肠道中未吸收的膳食铁可能作为一类“抑生

元”，促进条件致病菌而非有益菌种的生长，改变肠

道菌群的组成。肠道未吸收铁浓度的提高是否影响

肠黏膜微生物、化学及机械屏障，损伤肠道免疫功能，

目前尚未充分阐明。

肠道免疫通过生物转化、防御反应等作用维持肠

道菌群的相对稳定，肠道菌群失调将导致肠道免疫受

到破坏，使得肠道免疫与肠道菌群相互促进。肠道微

生物可以通过产生代谢产物，对肠黏膜产生有利影

响，促进肠道屏障功能的成熟与完整。例如肠黏膜上

的益生菌可以通过代谢产生乳酸、乙酸等产物，降低

局部的 ｐＨ，从而抑制外源性致病菌对宿主的侵染。

专性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会通过在肠上皮细胞表面

形成菌膜屏障，从而控制外源性致病菌
［３３］
。另一方

面，肠道淋巴细胞是维持机体炎症反应与免疫耐受之

间平衡的关键因素。肠道微生物在调节早期 Ｂ淋巴
细胞的发育和诱导 Ｔ淋巴细胞的分化中起到重要作
用

［３４］
。有研究表明，肠道 Ｔ、Ｂ淋巴细胞的分化和功

能及细胞因子的产生受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肠道微

生物还参与调节宿主适应性免疫和先天免疫，当有致

病因子入侵宿主时，立即激活免疫系统，启动炎症反

应杀死致病因子。因此，缺铁可以引起肠道菌群平衡

和多样性发生变化，进而对肠道菌群介导的肠道免疫

产生潜在的影响。肠道菌群的免疫作用越来越被人们

所重视，并在许多肠道疾病发展及治疗上取得了重要

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关于缺铁对肠道免疫造成的直接

影响研究还不全面，有研究表明缺铁引起的肠道菌群

结构失衡会造成肠上皮通透性增加
［２６］
，但肠道菌群的

数量变化对肠上皮通透性的影响仍有待研究。

４　新型补铁剂的开发

目前补铁剂已发展了３代，第１代补铁剂是以硫
酸亚铁为主的无机铁盐；第２代为可溶性的小分子有
机酸铁盐螯合物，如琥珀酸亚铁、富马酸亚铁、甘氨酸

亚铁等
［３５］
。除此之外，近年来一些新型大分子复合

物如多肽铁螯合物、血红素铁、多糖铁、富铁酵母等相

继被报道，补铁剂的种类和特点如表１所示。

表 １　补铁剂的种类和特点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ｒｏ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特征
第一代补铁剂 第二代补铁剂 新型补铁剂

无机铁盐 小分子有机酸铁盐 氨基酸铁 血红素铁 多肽铁螯合物 　　多糖铁 富铁酵母 纳米材料补铁剂

范例

ＦｅＳＯ４、 ＦｅＣＯ３、
ＦｅＣｌ２、焦 磷 酸 铁、
焦磷酸亚铁、焦磷

酸铁钠、磷酸铁钠

等

琥珀酸亚铁、富马酸

亚铁、葡萄糖酸亚铁、

乳酸亚铁、甘氨酸亚

铁、乙二胺四乙酸铁

钠、次氮基三乙酸螯

合铁等

甘氨酸亚铁

螯合物、蛋氨

酸亚铁螯合

物、复合氨基

酸亚铁螯合

物等

带鱼水解肽螯合

铁、米渣水解蛋

白肽铁等

高／低分子右旋
糖 酐 铁、蔗 糖

铁、葡萄糖酸钠

铁、羧基麦芽糖

铁、异麦芽糖酐

铁等

磷酸铁纳米颗粒、

氢氧化己二酸铁酒

石酸盐纳米颗粒等

铁结合形式 离子作用 离子作用 ＋配位作用 配位作用 配位作用 配位作用 配位作用 酵母吸收 离子作用

铁吸收形式 铁离子 铁离子 分子 血红素铁 分子 分子 铁离子

优点 成本低

吸收率提高，胃肠道

副作用较无机铁盐减

小

吸收率提高，

无饮食禁忌

生物铁，利用

率高、不刺激

肠胃，毒性低

生物 利 用 率 较

高、抗 氧 化、抑

菌、 免 疫 调

节［３６－３８］

静脉注射：铁的

损 失 少，见 效

快；口服：吸收

率 较 高，胃 肠

道副作用小

生物 利 用

率高，不良

反应少、补

充其 他 营

养因子［３９］

在血液中缓释，可

控制非转铁蛋白结

合铁的增加，利用

率高［３５］

缺点

铁腥味，生物利用

度低，饮食禁忌，游

离铁毒性，治疗周

期长，恶心、呕吐、

腹部不适等不良反

应［３５］

铁腥味，饮食禁忌，胃

肠道副作用，游离铁

毒 性，治 疗 周 期

长［３５］

纯度差，成本

高，有游离铁

存在，治疗周

期长［４０］

用药成本高，

纯度差，治疗

周期长［４０］
成本高

成本高，给药剂

量必须严格控

制，氧化应激和

其他毒性反应，

安全性有效性

不确定［４１］

成本高
成本高，毒性仍有

待研究［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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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多肽铁螯合物
多肽铁螯合物可通过肽转运体系被机体吸收，直

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因为可从豆类、米渣、水产品

等食品原料中提取多肽进行螯合，故相较于氨基酸螯

合铁，多肽螯合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应用价值
［３５］
。

多肽螯合物中的多肽与铁是通过共价键的作用

进行螯合的，其中肽链中的羰基和氨基会形成五元环

或六元环，因此产物性质稳定。汪婧瑜等
［４２］
制备乌

鳢短肽螯合铁，发现产物形成前后紫外、红外吸收光

谱发生明显偏振，肽铁之间形成螯合连接，表明多肽
中的羧基和氨基等基团参与了螯合反应。使用电子

显微镜对乌鳢短肽与铁螯合前后的微观结构进行表

征，实验结果发现短肽与 Ｆｅ２＋之间有吸附作用，所形
成的螯合物结构紧密。

多肽铁螯合物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和较高的

生物利用度。廉雯蕾
［３８］
制备了米渣水解蛋白肽螯合

物，发现与 ＦｅＳＯ４相比，其溶解度和透过率都较高。
无机铁盐会受到胃肠道中不同 ｐＨ环境的影响，容易
造成不良反应。而多肽铁螯合物可对离子体系起缓

冲作用，减小不良反应的刺激，更好地促进胃肠道对

铁的吸收。ＬＩＮ等［３６］
用小鼠模型研究了带鱼肽铁螯

合物的抗贫血活性，发现分别饲喂了带鱼肽铁螯合
物和 ＦｅＳＯ４的小鼠与健康小鼠在血红蛋白、平均红细
胞体积、血红蛋白分布宽度和铁蛋白浓度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并且带鱼肽铁螯合物对小鼠的生长和行为
无负面影响，在肠道免疫方面表现出肠黏膜固有层无

明显炎症反应，肠道菌群组成、数量良好。

然而，消化道中的 ｐＨ不同，多肽铁螯合物的在
不同部位的稳定性容易受到影响。廉雯蕾

［３８］
的研究

表明米蛋白肽亚铁螯合物受胃低 ｐＨ环境的影响比
ＦｅＳＯ４大。原因可能在于该肽铁螯合物的制备环境
是 ｐＨ６．５，在消化初期，米蛋白多肽受 ｐＨ２．０的酸
性环境影响，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水解，致使多肽螯合

物的结构被破坏。多肽铁螯合物研究开发中存在问

题，如多肽铁螯合物的肽序列特征尚未明确，制约了

此类产品的规模化开发。此外，多肽铁螯合物的制备

成本更高，因此未得到广泛开发和应用。

４．２　多糖铁
多糖铁的制备原料包括枸杞、当归、黄芪等，经分

离纯化得到植物多糖后与铁进行螯合即可制得多糖

铁。多糖铁通常无异味，颜色为棕黑色，易溶于水。

多糖铁具有静脉注射和口服２种给药方式，能以分子
的形式被机体吸收，且对肠道黏膜的毒副作用较小，

兼具补铁和营养补充双重功效
［３５］
。

多糖铁具有良好的补血和抗氧化功效。刘文

霞
［４３］
研究发现多糖铁复合物可有效治疗 ＩＤＡ，并影

响血清转铁蛋白及其受体。ＸＵ等［４４］
制备的灰树花

多糖铁复合物可促使淋巴细胞增殖，提高机体免疫水

平，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李世映等
［４５］
制备的酸枣

多糖铁复合物也具有相似功效。ＣＨＥＮ等［４６］
研究了

大蒜多糖Ｆｅ（ＩＩＩ）配合物对·Ｏ－２、·ＨＯ和脂质过氧
化的清除能力，结果表明，大蒜多糖Ｆｅ（ＩＩＩ）配合物对
·Ｏ－２ 具有较强的清除能力，且对脂质过氧化反应的
抑制作用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不同来源的多糖可以赋予多糖铁不同的化学性

质和生物学活性，但目前针对多糖铁的相关研究尚不

多见，多糖铁调控肠道菌群的研究尤为不足。多糖的

消化性能不同，分别由易消化多糖和抗消化多糖螯合

制备的多糖铁，其口服吸收动力学与机制必然存在差

异。抗消化的多糖铁进入肠道，可能面临多糖作为益

生元，而铁作为“抑生元”的矛盾，其对肠道健康及肠

道免疫的调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４．３　富铁酵母
富铁酵母的制备工艺是使用 ＦｅＳＯ４等无机铁盐

培养经筛选过的酵母菌，培养后升温使酵母菌破裂，

将酵母释放物质进行干燥制得富铁酵母。无机铁经

酵母繁殖过程可被转化为有机形式，使得铁更容易被

机体吸收富铁酵母作为一种良好的预防和治疗 ＩＤＡ
的新型补铁剂在补铁的同时还可补充维生素、蛋白质

等营养成分，具有营养和补铁双重功效
［３９］
。

有研究表明，富铁面包酵母可以提高贫血小鼠的

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水平，并能够减轻贫血对机体各器

官所造成的损伤
［４７］
。富铁酵母和人体中的铁存在形

式相似，因此富铁酵母不存在游离铁离子富集所产生

的铁毒性。研究显示，相较于 ＦｅＳＯ４和氨基酸螯合

铁，富铁酵母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耿倩
［３９］
使用

基因敲除方法筛选出胞内铁离子富集量最大可达

２６．５９ｍｇ／ｇ干菌的富铁菌株，贫血小鼠服用该菌后
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含量明显增加，表现出了良好

的治疗 ＩＤＡ的效果。同样，关于富铁酵母对肠道菌
群及肠道免疫的影响也尚未明确。

４．４　纳米型补铁剂
纳米型补铁剂具有粒径微小、易于被机体吸收转

化的特点，表现出了新型补铁剂的潜在优势。在机体

摄入铁的过程中，会出现铁毒性和生物利用率不高等

问题，为了克服该问题，机体进化出可高效利用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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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铁储存形式，即铁蛋白储存。ＰＥＲＥＩＲＡ等［４８］
研

制出了氢氧化己二酸铁酒石酸盐纳米颗粒（ｉｒｏｎｈｙ
ｄｒｏｘｉｄｅａｄｉｐａｔｅｔａｒｔｒａｔｅ，ＩＨＡＴ），该补铁剂的新颖之处
在于其吸收机制与铁蛋白相似，无需被溶解，可以通

过内吞作用将纳米颗粒以整体形式吸收，接着借助溶

酶体或核内体将铁释放出来。ＩＨＡＴ的补铁效果优于
ＦｅＳＯ４，更有利于肠道健康。ＩＨＡＴ可以在血液中缓
释，可控制非转铁蛋白结合铁的增加，且对肠上皮细

胞无毒，具有成为新型口服补铁剂的潜在优势。然

而，ＩＨＡＴ是否会对肠道菌群造成不利影响，其特有的
吸收机制是否能减少肠道病原体对铁的摄取，降低肠

道炎症和发病率等还有待深入研究。

纳米型补铁剂具有较高的生物利用度，可调节机

体免疫。ＷＡＮＧ等［４９］
制备了黄芪多糖包埋 Ｆｅ３Ｏ４纳

米颗粒，并证明其是一种有效的 ＩＤＡ体内治疗药物，
该颗粒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模拟消

化方面；大鼠病理实验和细胞毒性评估表明，该纳米

颗粒具有较高的生物相容性和较低的细胞毒性，可有

效治疗 ＩＤＡ。黄芪多糖包埋 Ｆｅ３Ｏ４纳米颗粒表面有
一定数量的黄芪多糖作为保护壳，可减少 Ｆｅ３Ｏ４对胃

肠道的刺激，副作用小。ＧＵ等［５０］
的研究证明，氧化

铁纳米颗粒可调节干扰素调节因子５（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５，ＩＲＦ５）信号传导途径，增强抗肿瘤 Ｍ１
巨噬细胞极化，同时下调 Ｍ２相关精氨酸酶１，ＩＲＦ５
通路负责 Ｍ１表型分化，有利于细胞毒性 Ｔ淋巴细胞
激活的抗肿瘤活性。纳米型补铁剂的安全性已得到

初步证实，未引起不良反应，但仍需更深入的分析。

５　小结与展望

铁稳态对维持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具有重要

作用，其广泛参与如免疫活性细胞及其细胞因子特异

性免疫系统，以及吞噬细胞补体系统等非特异性免疫

系统的功能调控。此外，铁可能作为一类“抑生元”，

促进致病菌的生长，竞争性抑制有益菌的增殖。缺铁

导致淋巴细胞功能受损，淋巴细胞数量和增殖应答能

力显著下降，影响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增殖分化以

及细胞因子的活性。另一方面，缺铁改变了肠道菌群

的定植模式以及宿主对感染的敏感性，削弱了肠道黏

膜屏障功能，可能对肠道免疫造成一定的影响。

目前应用的补铁剂大部分是无机铁盐和小分子

有机酸铁盐螯合物，但均有铁腥味，且会造成上消化

道糜烂性黏膜损伤及恶心、呕吐、上腹不适、腹泻、便

秘等不良反应。新型的补铁剂如多肽铁螯合物、血红

素铁、多糖铁、富铁酵母等弥补了传统补铁剂的一些

不足，在展现出较高生物利用度的同时减少了副作

用，但是目前大多数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在提高

产品螯合率、安全性，降低产品成本等方面有待进一

步研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铁在免疫调节和肠道

微生物调控起了重要作用。着眼于宿主、肠道菌群的

整体平衡，补铁同时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的补铁剂或

将是新型补铁剂的开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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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用酵素指的是一种以新鲜果蔬、食用真菌、谷物或中草药等为原料，经过酵母菌、乳酸菌等多种有益

菌发酵而成的功能性发酵产品，因其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和保健功效而受到关注，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该

文综合分析了近年来食用酵素的研究进展，对不同类型食用酵素生产中的微生物、发酵工艺、安全指标以及主要

功能活性进行总结比较，最后针对我国食用酵素产业现阶段存在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旨在正确认

识和理解食用酵素产品，为规范食用酵素产品生产加工提供理论依据，促进食用酵素产品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向

现代化加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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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酵素的研究在 ２０世纪初起源于日本，最初
定义为酶，指生物体所产生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活性大

分子，其成分往往为蛋白质或核酸，后来发展到欧美、

台湾等地区，商家把以果蔬等为原料发酵所得产品称

作酵素，即目前市场上广泛推广和销售的酵素产

品
［１］
。根据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发布的《酵素产

品分类导则》标准，酵素是指以动物、植物、菌类等为

原料，经微生物发酵制得的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

产品
［２］
，为避免产生误解，酵素的英文名也逐渐摒弃

常用的“ｅｎｚｙｍｅ”或“ｆｅｒｍｅｎｔ”，而是提出“Ｊｉａｏｓｕ”一
词。根据用途，酵素可分为食用酵素、环保酵素、日化

酵素、饲用酵素和农用酵素等，其中食用酵素因富含

益生菌、酶、矿物质和特定的生物活性成分而在食品

和健康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２－３］

。

食用酵素的发酵主要是酵母菌、乳酸菌和霉菌等

益生菌通过自身新陈代谢使发酵基质（各种植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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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物与菌类等食品原料）通过复杂的生化反应，合成具

有多种生物活性的酶类和中间代谢产物或复杂代谢

产物。益生菌发酵不仅产生改善产品风味的物质，更

重要的是产生一些新的活性成分，增加酵素的保健功

能。近年来，随着健康观念的深入人心，食用酵素在

我国的需求市场日益增大，然而现阶段进口的食用酵

素产品在国内的售价普遍昂贵，同时我国的食用酵素

产品仍主要采用自然发酵的传统加工方式，难以满足

市场需求
［４］
。

为探讨食用酵素研究热点随年份的变化情况，我

们通过 ＣＮＫＩ数据库检索了近 ２０年食用酵素相关的
文献，将与主题相关度前 ２００名的文献使用 ＣＮＫＩ在

线分析获得文献互引网络关系图（图 １）。由图 １可
知，在食用酵素的研究中，微生物、发酵工艺和抗氧化

活性等一直是研究热点，近年来的研究也开始注重不

同原料酵素的开发。然而，当前我国食用酵素的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和产业化都面临着各种困

难，例如，食用酵素产品种类繁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生

产工艺及菌种差异明显、缺乏统一规范，相关标准和

法律法规未及时出台因而难以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

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食用酵素生产中

的微生物、发酵工艺、功能活性以及安全性指标等展

开论述，并对我国食用酵素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

展望。

图 １　近 ２０年国内食用酵素相关文献引用及其共被引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ｉ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ｃｉ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ｅｄｉｂｌｅＪｉａｏｓｕ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２０ｙｅａｒｓ
注：球形的尺寸与研究热度呈正比；球形的颜色与上方图例中年份颜色一致；标识的文字为研究热点的关键词

　　

１　食用酵素的分类

食用酵素产品通常依据其产品形态或原料种类

进行分类，以产品形态可分为液体酵素、膏体酵素、粉

状酵素和酵素片剂（胶囊）
［１］
。其中，液体酵素是发

酵原液，可保留高活性成分，利于人体吸收；膏体酵素

浓度较高，饮用时需要经过稀释；而粉装酵素和片剂

酵素虽然可以提高产品保质期、减少其体积和质量，

并大大降低运输和存储成本，但由于生产工序复杂，

原材料中的营养物质流失严重，在功效上不太显著。

此外，食用酵素产品依据所用原料类型可分为单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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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和复合型酵素
［１］
，单一型酵素包括蔬菜酵素、水

果酵素、谷物酵素和药食同源酵素，而复合型酵素是

将果蔬及谷物等多种类型原料混合发酵，不同种类的

食用酵素所采用的发酵方式、微生物及功效也具有明

显差异（表１）。
１．１　单一型酵素
１．１．１　蔬菜酵素

蔬菜酵素的生产大部分采用多种蔬菜原料混合

发酵的方式，将多种蔬菜混合后接种酵母菌、乳酸菌

等菌种进行发酵，得到具有不同功效的酵素产品。蔬

菜酵素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硒、铜

和锌等）以及生物活性化合物（如酚类、芥子油苷、胆

碱、类胡萝卜素和植物雌激素等），还含有低聚糖、可

溶性膳食纤维等具有益生作用的成分，可通过调节肠

道微生态达到降低血脂、体脂和血糖等功效
［５］
。

ＳＩＭＳＥＫ等［６］
以植物乳杆菌对番茄、胡萝卜等混合蔬

菜汁进行发酵，得到了具有抗糖尿病、降胆固醇、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Ｅ）抑
制、凝血和抗氧化等功效的食用酵素。

表 １　不同原料种类食用酵素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ｄｉｂｌｅＪｉａｏｓｕ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食用酵素 微生物 发酵条件 保健功能 参考文献

蔬菜酵素 芸豆酵素

酵母菌，复合乳酸菌（植

物 乳 杆 菌 Ｌａｃｔｏｎ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和嗜酸乳杆菌
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以 质 量 比
１∶１混合）

在 ｐＨ５．０、接种量 ０．２０％（体积分
数）酵母，３０℃振荡培养２４ｈ；再分
别接种 １．５％植物乳杆菌和１．５％
嗜酸乳杆菌，３７℃发酵２４ｈ；４℃静
置发酵２４ｈ积累风味物质

富含多种球蛋白、碱性皂体及活

性肽，具有维持微生态平衡、提

高生物效价及控制机体内毒素

等功效

［２４］

水果酵素

桑葚酵素
醋酸杆菌 （Ａｃ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ｐａｓｔｅｕｒｉａｎｕｓ）

发酵温度３０℃，发酵时间 ２４ｈ
补益肝肾、滋阴养血、清肝明目、

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
［８，２５］

猕猴桃酵素
按质量比 ４∶１混合接种酵
母菌和乳酸菌

发酵温度３０℃，发酵时间５ｄ 美容养颜，安神益智 ［２６］

黑加仑酵素 自然发酵，不接菌种
多菌种混合，避光，室温自然发酵

２２５ｄ

预防高血压、心脏病、提高免疫

力、抗氧化、抗肿瘤、降血脂、保

护视力等

［２７］

树莓石榴
果汁酵素

嗜热链球菌（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干酪乳杆菌
（Ｌ．ｃａｓｅｉ）

３７℃、１８０ｒ／ｍｉｎ条件下培养９６ｈ
富含多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

抗氧化能力
［２８］

谷物酵素

糙米酵素 酵母菌 发酵温度３２℃，培养２ｈ 降血压、促进记忆、抗疲劳 ［１３］

燕麦酵素 自然发酵，不接菌种
糖添加质量分数为１８％，３０℃恒温
自然发酵４５ｄ

降低血清胆固醇、减少心血管疾

病、降低血糖、控制糖尿病、促进

益生菌增殖、预防结肠癌、调节

免疫、增强抵抗力

［２９］

药食同

源酵素

解酒护肝酵素（葛

根、葛花、丹参、茯

苓、山楂、枳蓂子）

鼠李糖乳杆菌

（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１、复合酶解；２、微生物发酵转化待
温度降到 ３０～４０℃时加入鼠李糖
乳杆菌

加速体内三羧酸循环并促进乙

醛的分解，改善血液中乙醇和甘

油三酯浓度，提高肝组织的抗氧

化能力

［１７］

白首乌酵素

酵母菌、复合乳酸菌（嗜

酸乳杆菌 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和
植物乳杆菌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以体积比１∶１混合）

先接种酵母菌发酵产酶，再接种复

合乳酸菌，使其发酵提供活菌并改

善风味。酵母菌３０℃发酵２４ｈ；复
合乳酸菌，３７℃静置发酵 ３６ｈ，４～
８℃后发酵１２ｈ

补肾益精、延缓衰老、解酒护肝 ［３０］

人参术苓酵素

长双 歧 杆 菌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
ｔｒｅｉｕｍｌｏｎｇｕｍ）、保加利亚
乳杆菌（Ｌ．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ｕｓ）、嗜
酸乳杆菌（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
和嗜热链球菌 （Ｓ．ｔｈｅｒ
ｍｏｐｈｉｌｕｓ）菌液按 １∶１∶１∶１
配比

发酵温度３７℃、初始 ｐＨ６．０，混合
菌种接种量 ４．０％（体积分数），摇
床培养２４ｈ

提高胃的收缩频率和幅度，

调节脾胃功能，治疗非溃疡

性消化不良

［３１］

陈皮酵素
植物乳杆菌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发酵温度３７℃，发酵时间５ｄ

止咳平喘、健脾健胃、促进

消化、调理肠胃、预防糖尿

病、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３２］

诺丽酵素 自然发酵，不接菌种

诺丽整果装桶，前１５ｄ每天排
气 １次，然后完全密封发酵，保持
３０～３５℃，自然发酵１年

抗氧化、抗糖尿病、抗肿瘤、

抗炎、调节免疫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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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食用酵素 微生物 发酵条件 保健功能 参考文献

复合型酵素

水果植物复合酵素

（大麦幼苗、桑叶、

黄秋葵、红薯叶、树

莓、葡萄、苹果、山

楂）

自然发酵，所涉及微生物主

要有酵母菌（接合酵母属

Ｚｙ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ｓｐｐ．、毕
赤酵母属 Ｐｉｃｈｉａｓｐｐ．）、乳
酸菌（明串珠菌 Ｌｅｕｃｏｎｏｓｔｏｃ
ｓｐｐ．）、曲霉（米曲霉 Ａｓｐｅｒ
ｇｉｌｌｕｓｏｒｙｚａｅ）

１、水果和植物酵素分别在 ２８～
３２℃密封发酵１～３个月至不再
有气体产生；２、以适当比例均匀
混合水果和植物酵素，在 ３０～
３２℃后熟１个月

使得酵素本身具有多样性、平衡

性和易于吸收的特点
［２３］

复合果蔬酵素（橙

子、西红柿、山药、

洋葱、黄芪、人参）

纳豆 芽 孢 杆 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ｌｉｓｓｕｂｓｐ．ｎａｔｔｏ）、醋酸
杆菌（Ａ．ｐａｓｔｅｕｒｉａｎｕｓ）、植
物乳杆菌（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按照质量比１∶１∶１接种

向植物原料中加入混合益生菌，

３６℃密闭发酵１８０ｄ
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

强活力
［３３］

核桃青皮果蔬酵素 酵母菌和乳酸菌
先接种酵母菌室温发酵 ２个月，
再接种乳酸菌２０℃发酵４个月

营养补给、美白抗氧化、助消化和

增强免疫
［３４］

拐枣果蔬酵素
酵母菌和植物乳杆菌（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先在 ３５℃恒温发酵 １５ｄ至 ｐＨ
稳定后，过滤，密封后于常温避光

处２次发酵成熟３０ｄ

抗肿瘤、抗病毒、抗诱变、抗衰老、

美白保湿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３５］

玉米须果蔬复合酵

素

安琪高活性葡萄酒酵母、

保加利亚乳杆菌（Ｌ．ｂｕｌ
ｇａｒｉｃｕｓ）、醋酸菌

接种２％（体积分数）酵母和乳酸
菌混合菌液，密闭置于３１℃恒温
箱中发酵 ４１ｈ后，再添加醋酸
菌，摇床发酵

抗痛风、抗疲劳、降血糖、降血脂、

抗糖尿病、抗菌消炎、抗氧化等
［３６］

１．１．２　水果酵素
水果酵素即以火龙果、蓝莓、苹果、桑葚、无花果

和猕猴桃等一种或多种水果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而

成的酵素食品（表１）。水果酵素不仅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留水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植物甾醇和膳食纤维

等营养活性成分，也含有丰富的酚类物质（包括黄

酮、类黄酮、酚酸及花色苷等物质），其加工过程中还

可形成超氧化物岐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７］
等，因而多表现出强抗氧化作

用。发酵后桑葚酵素的 ＳＯＤ酶活力（２４１２２．２Ｕ／ｍＬ）
可比桑葚果汁（１０８１８．７Ｕ／ｍＬ）提高１２３％［８］

。此外，

某些细菌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细菌素，在水果产品防

腐以及病原微生物抑制方面具有一定潜力
［９］
。

ＳＩＲＯＬＩ等［１０］
证明将植物乳杆菌菌株 ＣＩＴ３和 Ｖ７Ｂ３

分别接种于苹果和生菜，可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保

质期。

１．１．３　谷物酵素
谷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这些成分

不仅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对人体也具有良好的生理

调节作用，例如可刺激结肠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

生长，因而谷物类原料是益生菌生长的良好基质
［１１］
。

目前市面上的谷物酵素多为糙米酵素，发酵过程中糙

米经过微生物所分泌酶的作用，其营养物质被分解细

化，利于人体吸收，从而提高糙米的功能特性
［１２］
。液

态的糙米酵素经干燥后还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以及保

健成分，用于生产新型功能性食品。付俏等
［１３］
将糙

米酵素加入到乳酸菌饮料中，研制出一种新型乳饮

料。糙米粉经发酵后，干物质、淀粉和可溶性糖含量

减少，蛋白质、维生素和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增加，其中

维生素 Ｂ１可有效预防失眠、疲劳和食欲不振等，而
维生素 Ｂ２对口腔及眼部疾病的防治十分有利［１４］

。

此外，糙米酵素中还含有丰富的 γ氨基丁酸（ＧＡＢＡ）
和 γ谷维醇等生理活性物质，前者具有降血压、抗惊
厥、促进记忆和抗疲劳等功能，而后者具有降血脂、抗

氧化、抗衰老、清除自由基等功效
［１５］
。

１．１．４　药食同源酵素
“药食同源”指兼具日常食物营养价值和临床药

用价值的原料，其在酵素生产中的应用是中医药膳、

食养、食疗等养生观念的良好体现。由于“药食同

源”酵素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和活性成分，结合了药食

同源原料的药效作用和酵素食品的营养保健功能，因

而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１６］
。该类酵素常利用葛根、

葛花、丹参、山楂和陈皮等药食同源原料经复合酶解

和微生物转化，将其天然活性成分完整保留并有效释

放。同时，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代谢会产生次级活性

代谢产物，所得产品具有改善人体肠道菌群状态、促

进消化吸收、抗肿瘤、提高免疫力等功效。如表 １所
示，杨志鹏等

［１７］
以葛根、葛花丹参等为原料，经复合

酶酶解和鼠李糖乳杆菌２１７８发酵制备成酵素，与原
材料相比，其葛根素含量提高了 ７倍，黄酮和氨基酸
含量均提高了 ３倍，多酚含量提高了 ８０ｍｇ／Ｌ，抗氧
化能力提高了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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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于诺丽（又称海巴戟、海巴戟天）的

果实、叶片、花和茎中含有丰富的功能活性成分（包

括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酚类化合物、多糖、生物碱、蒽

醌、莨菪亭和环烯醚萜类化合物等），并具有抗氧化、

抗糖尿病、抗肿瘤、抗炎和免疫调节等作用，因而常作

为药食同源酵素的原料
［１８］
。如表 １所示，陆雨等［１９］

研究发现诺丽酵素中存在的化合物 ｃｙｃｌｏ（ＬＰｒｏＬ
Ｌｅｕ）和松脂素能较为显著地抑制 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Ｌａ肿
瘤细胞活性。ＷＡＮＧ等［２０］

测定发酵 ７２ｈ后的诺丽
酵素，发现接种长双歧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后，其总抗

氧化活性分别提高了７７％和７１％。
１．２　复合型酵素

复合型酵素主要以新鲜水果和蔬菜混合作为原

料，通过自然发酵生产，发酵时加入某些草本植物、食

盐等成分作为辅料。不同原料的复合添加，可改善发

酵体系的碳氮比，增强有效成分的溶出和转移，建立

良好的缓冲体系，减少毒性抑制，更利于微生物发

酵
［２１］
。此外，还有一类复合型酵素是分别先将单一

或混合的果蔬、植物和谷物等进行发酵，再取各酵素

原液经混合调配制成。张宏智
［２２］
把６０％ ～９０％的混

合蔬果酵素原汁与 １０％ ～４０％的松树酵素原汁混
合，形成了一种能增强免疫力、活化细胞的酵素饮品，

该方法避免了因原料种类单一而造成的酵素功能局

限问题，达到了效力成分相辅相成的作用。艾学东

等
［２３］
在制备方法上采用一次分别发酵，二次混合后

熟工艺，使水果酵素、植物酵素自然融合在一起，使酵

素具有多样性、平衡性和易吸收性的特点（表１）。
复合型酵素在发酵过程中除了保留植物中的维

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外，还可使粗粮中的不溶性

膳食纤维经发酵后分解成更容易被人体利用的可溶

性膳食纤维，具有营养丰富和风味独特的特点，可以

满足人体对酵素在健康和营养等多方面的需求，目前

已在食用酵素市场占主导地位。

２　食用酵素的微生物

按微生物来源可将食用酵素分为自然发酵和人

工接种发酵，如表１和表 ２所示，自然发酵所涉及的
微生物主要有酵母菌、曲霉菌及乳酸菌。而人工接种

发酵是将所需微生物纯种培养、富集后接种发酵的方

式，可分为单一菌种发酵和多菌混合发酵，常用的菌

种有酵母菌、乳酸菌和醋酸菌等
［３７］
。食用酵素的发

酵一般属于混菌共生发酵范畴，在共同发酵时不同菌

种之间会相互影响，形成独特的风味和活性成分，有

利于酵素发酵
［３７］
。然而，多菌共同发酵时发酵环节

指标不固定，较难掌控，发酵时间通常很长。

表 ２　含活性益生菌的食用酵素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ｄｉｂｌｅＪｉａｏｓｕ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酵素名称 活性益生菌 功能性成分及保健作用
储存条件及货架期

（活细胞数控制在６～９ｌｇＣＦＵ／ｍＬ）
参考

文献

苹果酵素
植物乳杆菌（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ＰＣＳ２６）

苹果酸转化成乳酸

４℃冷藏条件下，游离细胞处理可保存
（２２．０±０．６８）ｄ，固定化细胞处理可
保存（３２．１±５．２）ｄ

［５０］

菠萝酵素 干酪乳杆菌（Ｌ．ｃａｓｅｉＮＲＲＬ）
富含酚类物质；有抗氧化、抗突变和抗

癌作用，对心血管疾病和白内障有预

防作用

４℃冷藏条件下，未加糖样品可保存 ４２ｄ，活
菌数为６．０３ｌｇＣＦＵ／ｍＬ；加糖样品可保存 ２８
ｄ，活菌数为６．０５ｌｏｇＣＦＵ／ｍＬ

［５１］

石榴酵素

分别接种植物乳杆菌（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德氏乳杆菌（Ｌ．
ｄｅｌｂｒｕｅｃｋｉｉ）

富含花青苷、酚类、抗坏血酸和蛋白

质；具有抗微生物、抗病毒、抗癌、抗氧

化剂和抗诱变作用

在４℃冷藏条件下储存 １周后，植物乳杆菌
活细胞数 ６．４６ｌｇＣＦＵ／ｍＬ，德氏乳杆菌活细
胞数６．３４ｌｇＣＦＵ／ｍＬ

［５２］

沙棘酵素
鼠李糖乳杆菌（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ＡＴＣＣ５３１０３）

富含酚类物质；对肠道致病性大肠杆

菌、肠炎沙门氏菌、非致病性大肠杆菌

具有抑菌性

４℃冷藏条件下储存２８ｄ，活菌数 ＞８
ｌｇＣＦＵ／ｍＬ

［５３］

腰果梨汁酵素 干酪乳杆菌（Ｌ．ｃａｓｅｉ）
具有较高抗坏血酸、酚类含量，富含还

原糖（果糖和葡萄糖）、矿物质和某些

氨基酸；有较强抗氧化性

４℃冷藏条件下储存 ４２ｄ，活菌数（８．１８±
０．０４）ｌｇＣＦＵ／ｍＬ

［５４］

卷心菜酵素

短乳杆菌（Ｌ．ｂｒｅｒｉｓ）、植物乳
杆菌（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鼠李糖乳
杆 （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总酚和黄酮含量丰富；有较强抗氧化

活性

４℃冷藏条件下储存３０ｄ，短乳杆菌、植物乳
杆菌、鼠李糖乳杆菌活菌数分别为 ９．１９、
９．４７和１０．６ｌｇＣＦＵ／ｍＬ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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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酵素名称 活性益生菌 功能性成分及保健作用
储存条件及货架期

（活细胞数控制在６～９ｌｇＣＦＵ／ｍＬ）
参考

文献

混合蔬菜酵素

嗜酸 乳 杆 菌 （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
ＮＣＤＣ１１）、植物乳杆菌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ＮＣＤＣ１１）

富含植物纤维和 β胡萝卜素；具有降
血糖和抗高血糖的功效

在４℃冷藏条件下，植物乳杆菌储存 ４周活
菌数（７．２±０．１７）ｌｇＣＦＵ／ｍＬ，嗜酸乳杆菌储
存３周活菌数（６．１０±０．１７）ｌｇＣＦＵ／ｍＬ

［５５］

欧亚山茱萸酵素
植物乳杆菌（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ＡＴＣＣ１４９１７）

含有大量氨基酸、人体所必需的元素

和生理活性较强的皂苷原糖等成分；

具有抗菌、防辐射、利尿、抗糖尿病、抗

组胺、抗疟疾和消炎等作用

４℃冷藏条件下储存２８ｄ，活菌数为（９．９５±
０．１）ｌｇＣＦＵ／ｍＬ

［５６］

诺丽果酵素

长双歧杆菌（Ｂ．ｌｏｎｇｕｍＢＣＲＣ
１４６０２）、植物乳杆菌（Ｌ．ｐｌａｎ
ｔａｒｕｍＢＣＲＣ１００６９）

可刺激免疫系统、抑制低密度脂蛋白

氧化、清除自由基，具有抗炎和调节胆

固醇等功效

４℃冷藏条件下储存 ２１ｄ，长双歧杆菌活菌
数（６．０５±０．１５）ｌｇＣＦＵ／ｍＬ，植物乳杆菌活
菌数（６．８７±０．０７）ｌｇＣＦＵ／ｍＬ

［２０］

燕麦酵素
植物 乳 杆 菌 （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Ａ２８）

β葡聚糖质量浓度为（３１～３６）ｇ／Ｌ；
具有降胆固醇、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抗癌等功效

４～６℃冷藏条件下储存２１ｄ，活菌数为６～７
ｌｇＣＦＵ／ｍＬ

［４５］

２．１　食用酵素中的微生物
食用酵素中的微生物按功能主要分为２类：一类

是参与发酵过程，但在发酵结束后为延长产品保质期

和维持风味稳定性会被灭活。该类微生物主要的功

能是分解底物产生小肽、多酚、核苷酸、有机酸等生物

活性成分和风味物质；另一类是参与发酵过程并且在

发酵完成后不被灭活，而作为益生菌被食用后进入消

费者体内发挥功效。

２．１．１　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
食用酵素中的微生物也是酵素食品开发应用的

基础，在自然发酵的食用酵素中，原料中存在的微生

物会首先形成优势菌群，抑制部分杂菌生长
［４］
。但

是该发酵工艺不仅受限于发酵季节和气候，而且发酵

周期冗长，发酵菌种繁多混杂，使发酵产品的安全质

量难以控制。因此，食用酵素的生产也开始由自然发

酵逐步向接种发酵转变，如以乳酸菌为代表的发酵微

生物，通过与杂菌竞争营养源后分泌抑菌物质（有机

酸、过氧化氢等），该类物质可以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降低胆固醇、降血压，对于许多疾病的预防与辅助治

疗均具有显著效果
［３８－３９］

。如表 １所示，彭宁等［２６］
通

过优化生产工艺条件，确定猕猴桃酵素发酵的最佳菌

种为酵母菌和乳酸菌，且接种量４％（体积分数）时酒
精度下降迅速使发酵最彻底。而在紫花芸豆酵素发

酵中，通过酵母菌和复合乳酸菌共同发酵不仅可以提

高发酵效率，使产品具有更好的风味，还可提高 ＳＯＤ
活力

［２４］
。此外，人工接种优势微生物发酵，还可以大

大缩短发酵周期，降低发酵成本，因而在食用酵素的

工业化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１．２　产品中的有益活性微生物
近年来，益生菌被广泛研究，其中公认的益生作

用主要有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血脂水平、降低胆

固醇、增强免疫力、缓解乳糖不耐症、促进人体对有益

物质的吸收和抗氧化等
［４０］
。在食用酵素生产过程

中，部分酵素在发酵完成后会保留益生菌活性，可作

为一种益生菌补充剂。消费者通过饮用这类酵素可

以摄入足够数量的活菌，改善肠道微生态，从而提高

健康水平。然而，通过果蔬汁或谷物传递益生菌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产品中活菌数必须保持一定数量

（６～９ｌｇＣＦＵ／ｍＬ）才能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促进作
用。通常情况下，这些益生菌的生长和存活力会受到

酸度（ｐＨ）、氧气水平、营养物质和产品中是否存在抗
菌物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４１］
。

现有研究表明，某些益生菌菌株在水果基质中具

有较好的生长能力（表 ２）。在发酵新鲜水果汁中常
用的益生菌包括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植物乳

杆菌，这３种益生菌均具有耐受低 ｐＨ汁液基质的能
力，在低温储存过程中有较高生存能力，并且具有改

善人体肠道功能、抑制腐败菌繁殖和促进人体营养物

质吸收等作用，尤其对于有色人种防治乳糖不耐症有

显著效果。ＳＨＥＥＨＡＮ等［４２］
还鉴定出一种新型益生

菌（副干酪乳杆菌 ＮＦＢＣ４３３３８），该菌在低 ｐＨ果汁基
质中也具有较高生存能力（＞７ｌｇＣＦＵ／ｍＬ），通过测
定酵素中的活菌数在贮藏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推断货

架期至少可以达到 １２周。ＢＡＲＡＴ等［４３］
将嗜热链球

菌和德氏乳杆菌接种在黑桑树、红葡萄和欧亚山茱萸

混合的水果基质中，发酵制成的酵素不仅含有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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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和总酚类化合物，而且含有高水平的益生

菌，并可在储存过程中保持较高活性。

此外，研究人员从自然发酵的蔬菜和谷物酵素中

也分离出一些乳杆菌菌株（植物乳杆菌、副干酪乳杆

菌／干酪乳杆菌、短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表２）。研
究表明，发酵白菜汁中的短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和鼠

李糖乳杆菌的活细胞数在储存３０ｄ仍可保持较高值
（９～１０ｌｇＣＦＵ／ｍＬ），证明白菜汁因为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糖（包括果糖、葡萄糖、蔗糖和

棉子糖）以及必需的 ｎ３脂肪酸和亚麻酸等物质，可
以作为这些益生菌生长的良好培养基

［４４］
。根据 ＡＮ

ＧＥＬＯＶ等［４５］
的研究，植物乳杆菌 Ａ２８在新鲜燕麦基

质中能较好生长，活细胞计数为 ９．９７ｌｇＣＦＵ／ｍＬ，并
在２１ｄ存储期后仍保持较高活性（６～７ｌｇＣＦＵ／ｍＬ，
ｐＨ＜４．５）。同样，在含有麦芽、大麦混合物的基质
中，植物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生存能力也得到显著提

升
［４６］
。

２．２　食用酵素中的微生物检测技术
探究食用酵素中的微生物多样性与菌群变化规

律是筛选优良优势微生物以及发酵过程菌群调控的

基础。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分离纯化法、聚合酶

链式反应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 ｄｅｎ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ＰＣＲ
ＤＧＧＥ）法等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菌种形态以及
种类进行鉴定和分析。杨芳

［４７］
采用 ＰＣＲＤＧＧＥ分

析了６种自制酵素的微生物多样性，结果显示，其优
势细菌分布于３个属５个种，优势酵母分布于３个属
６个种，其中拟杆菌属（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乳杆菌属（Ｌａｃｔ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的发现为深入挖掘酵素的食用价值和保健功
能提供了依据。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宏基因组学也开始

被用于分析酵素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

规律。高庆超等
［４８］
以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黑果枸

杞酵素中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在自然发酵

过程中的主要优势细菌为乳杆菌属（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而真菌的动态变化较为复杂，发酵前期和中期以子囊

菌门和担子菌门为主，６０ｄ后以酵母属尤其是酿酒
酵母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占主导地位。ＭＡ
等

［４９］
首次使用 ＰａｃＢｉｏ单分子实时 ＤＮＡ测序（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ＭＲＴ）技术获得日本和台湾 ３种
酵素样品中微生物的全长 １６ＳｒＲＮＡ谱，分析结果显
示３种酵素样品中的微生物来自 ７个门 ４３个属，其
中以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９８５７±０．４６）％和苍

白杆菌属（Ｏｃｈｒｏｂａｃｔｒｕｍ）（９７．９６±０．７７）％为主。宏
基因组学可以直接从样品中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后进
行测序分析，能够准确揭示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种群

结构、进化关系、功能活性及环境之间的相互协作关

系，因而极大地促进和扩展了食用酵素微生物的研究

范围。

３　食用酵素发酵工艺及生产安全性

３．１　食用酵素的发酵工艺
传统果蔬酵素的生产工艺如图 ２所示［５７］

。主要

将蜂蜜、天然果蔬和水按照 １∶３∶１０的质量黄金配比
分层装入陶瓷发酵罐（不添加任何其他的化学物

质），水封罐口发酵，隔一定时间开罐搅拌，再封口继

续发酵，在室温下自然发酵 ６个月以获得植物精华
液，即传统酵素发酵工艺制备得到的酵素原液。

图 ２　传统果蔬酵素发酵工艺流程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Ｊｉａｏｓｕ

ｗｉｔｈｆｒｕ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由于该工艺操作简单，常作为家庭酵素生产的主

要方法，其中密闭发酵环节最为关键，将影响最终的

产品质量。研究表明，加入浓度较高的异麦芽糖、蔗

糖或者米醋等成分，可以有效抑制杂菌生长和酒精的

产生
［５８］
。然而，传统酵素采用自然发酵工艺，是混菌

共生的密闭发酵体系，具有参数变化复杂、难以控制

且发酵周期长等问题，不适合规范化生产。为实现食

用酵素大规模工业化、流程化生产，近几年研究人员

主要从液态发酵和固态发酵２个方面展开研究。
３．１．１　液态发酵

现阶段酵素的生产主要采用液态发酵（也称作

深层发酵）的方式，将谷物、水果、蔬菜、菇类和药食

同源植物等原料接种有益菌种进行发酵，以改善原料

的不良风味，产生新的活性成分
［５８］
。２０１６年，杜增

鹏等
［５９］
公开了一种液态发酵果蔬生物酵素的方法和

用途，主要包括天然果蔬生物酵素发酵菌种的选育及

扩大培养、发酵原料的预处理和接种发酵，该方法不

仅保障了微生物发酵体系菌群的多样性，还采用后酵

陈贮的方法促进了生物活性物质的生成和富集。

然而，液态发酵的酵素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季

节、发酵环境和发酵体系中的微生物等因素影响，因

此，在发酵后采用真空冷冻干燥、喷雾干燥等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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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除去液体酵素中的大部分水分不仅可得到仍具有

生物活性的固态酵素，还可避免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因

微生物未灭活而导致的产气炸瓶等现象
［３７］
。例如，

以糙米为原料接种益生菌液态发酵并冷冻干燥粉碎

处理后得到的糙米酵素粉
［６０］
。

３．１．２　固态发酵
食用酵素的固态发酵就是在一定湿度的固体基

质上进行无水发酵。固体发酵基质可以作为发酵底

物提供碳源和氮源使有益微生物进行生长和繁殖，进

而促进营养吸收和转化
［３７］
。陈小林等

［６１］
提出一种

果蔬固态发酵混合酵素的生产工艺，即将果蔬渣作为

基料，装入发酵瓶灭菌后接种入微生物菌种进行固态

发酵，发酵结束后将果蔬汁拌入其中进行低温干燥，

可获得既含有原果蔬营养活性成分，又含有微生物发

酵产物及菌体的混合酵素。该方法可以实现整个果

蔬的全部利用，不产生任何废渣，生态环保。研究和

实践表明，丝状真菌、细菌以及酵母菌都能在水果皮、

大豆等固态基质上进行发酵产生酶、有机酸等生物活

性物质
［３７］
。

对于固态发酵的酵素，因其发酵状态、条件不同，

酵素产物的种类、含量、稳定性均有所不同。ＡＣＵＡ
等

［６２］
对深层发酵和固态发酵产生的 ３种胞外果胶酶

的物理化学和动力学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固态发

酵得到的酶在极端 ｐＨ和温度下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且没有底物抑制现象，而液态发酵得到的酶存在底物

抑制现象。ＤＩＡＺ等［６３］
对固态与液态发酵获得的脂

肪酶进行研究，发现２种方法产生的酶均是单体且具
有相同的分子质量，但是固态发酵获得的脂肪酶酶活

力和稳定性明显高于液态发酵获得的酶。ＳＡＮＤＨＹＡ
等

［６４］
还发现固态发酵所产生的中性蛋白酶是液态发

酵产量的３．５倍。
但从目前研究来看，多数生产酵素的原料含有大

量水分，不易进行固态发酵。如今的固态发酵工艺过

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搅拌混合困难或者不充分，发

酵过程中发酵速率和温度难以控制等。因此，固态发

酵食用酵素工艺还需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大规模工业

化生产的需要。

３．２　食用酵素生产的安全性分析
３．２．１　生物性危害

（１）加工过程及所用器具、设备消毒不彻底，不
能有效隔绝有毒杂菌的污染

［１］
。在食用酵素工业生

产中，要配备充足且适宜的设施和设备，选择最佳发

酵工序，创造维持酵素食品卫生与安全的生产环境，

降低生产环境、设备及生产过程受杂菌直接污染或交

叉污染的风险。

（２）自然发酵的工艺流程存在发酵周期过长
（６～２４个月）、果蔬表皮微生物难控制和高糖环境易
受杂菌污染等问题，极大影响了酵素产品的开发和利

用。针对自然发酵的危害，酵素企业应当选择更为规

范、合理的生产方式，精确控制发酵条件保障产品质

量。

（３）复合发酵所涉及的原料成分复杂、发酵菌种
多样、代谢过程易受外界环境影响，难以控制代谢产

物走向、并保证优势有益菌株生长
［２１］
。因此，后续研

究需在酵素生产安全菌株的选育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选育出适合不同发酵环境的优势菌，以避免有毒副产

物的产生，且对外来菌种具有一定的抗定殖能力。

（４）长期使用的菌种有可能会突变成毒株，影响
酵素产品的质量和食用安全

［１］
。生产上需要定期对

菌株进行复壮，保证菌株的安全性。

３．２．２　化学及物理性危害
酵素生产原料的种植、采摘和清洗等前处理过程

中，存在一些药物残留、重金属离子和化学试剂等，造

成化学性危害
［１］
。虽然微生物对这些有毒有害成分

有一定的分解转化能力
［６５］
，但是食用酵素产品的生

产过程中仍需严格把控，避免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引

入。此外，由于目前食用酵素生产企业仍主要采用传

统的自然发酵技术，存在生产规模小、设备简单落后、

技术含量低
［２１］
，在加工过程中易误入砂石、毛发，以

及加工机械中的铁质锈迹残留等问题，从而造成酵素

生产的物理性危害。因此，食用酵素生产企业应当积

极引入现代化食用酵素发酵技术，并采用规范化生产

操作规程，以降低物理性危害，确保食用酵素产品的

卫生质量安全
［２１］
。

４　食用酵素的功能活性

食用酵素采用果蔬、谷物等原料经微生物发酵而

成，既含有原料本身的活性成分，还有物料经微生物

转化后生成的维生素、氨基酸、多糖和多酚等成分，因

而具有解酒护肝、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理作

用和功能活性。如表１和表２所示，这些保健功效不
仅与发酵基质的种类有关，也与采用的微生物和发酵

方式有关。总体而言，食用酵素主要有六大类功能活

性（图３）。
４．１　抗氧化作用

过量的自由基会导致人的衰老，也会导致癌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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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疾病的发生。在酵素中常以多酚类物质作为还

原介质、金属螯合剂、单线态氧淬灭剂或 Ｈ·受体清
除过量的自由基，从而起到抗氧化作用。果蔬酵素的

发酵可促进果蔬中酚类物质的释放和转化，从而使抗

氧化活性显著增强。研究表明，经过植物乳杆菌发酵

的姜黄饮料含有丰富的姜黄素、四氢姜黄素等酚类物

质，其生物利用率和抗氧化活性均得到了明显提高，

具体表现在实验后小鼠血液中自由基数量显著降

低
［６６］
。对黑加仑酵素的抗氧化性分析显示，酵母菌

发酵有利于提高 Ｏ－２·清除能力，且在发酵 ４８ｈ时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达到了 ９６．３７％，发酵到 ７２ｈ
时·ＯＨ清除率达到了最大值（７０５４％）［６７］。值得
一提的是，敖东酵素还可以通过显著提高小鼠的

ＳＯＤ和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来提高其抗氧化能
力

［６８］
。

图 ３　食用酵素的功能活性及作用机理

Ｆｉｇ．３　Ｈｅａｌｔｈ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Ｊｉａｏｓｕ

同时，对于不同果蔬原料的发酵，提高抗氧化活

性的关键在于合适菌株的筛选。卢冬梅等
［６９］
采用酵

母菌 ＲＶ１７１对不同种类和部位的火龙果进行发酵，
发现用红心火龙果果皮发酵得到的产物中总酚和总

黄酮含量最高，具有最强的总·ＯＨ清除能力、还原
性以及抗氧化性。

４．２　抑菌作用
经过益生菌发酵后的果蔬制品会产生胞外多糖、

细菌素等多种不同的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可通过

阻碍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合成、破坏杂菌细胞壁或

细胞膜等方式来达到抑菌效果
［７０］
。西兰花发酵液

（使用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ＭＧ２０８发酵）具有抑制幽门螺旋
杆菌的生长和降低其黏附活性的功效，为开发保护胃

环境免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功能性饮料提供了思

路
［７１］
；而以 Ｌ．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ＬＳ５发酵的甜柠檬发酵液则

对大肠杆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表现出更高的抗菌活

性，且对后者的抗菌作用更强
［７２］
。李等

［７３］
通过研

究发现龙葵新鲜果汁无抑菌圈产生，发酵后样液的抑

菌能力则显著提高（Ｐ＜０．０１），抑菌作用的增强不仅
是由于发酵液中酚类物质含量的增加，也与样品 ｐＨ
和含糖量降低有关，并且抑菌效果与发酵液浓度有一

定相关性。

４．３　降脂减肥作用
酵素代谢产物中含有的脂肪酶，是一类特殊的酯

键水解酶，作为膳食脂肪消化的主要酶，其表达的改

变与肥胖等代谢疾病有着密切关系。研究表明，果蔬

酵素和谷物酵素均含有大量脂肪酶类，例如，发酵条

件优化后的樱桃酵素中脂肪酶酶活力可达到 １２４２
Ｕ／ｍＬ［７４］。此外，采用不同剂量的糙米酵素提取物灌
喂大鼠，其肝脏粗脂肪质量显著低于高脂对照组

（Ｐ＜０．０１），也从侧面表明糙米酵素提取物有预防脂
肪肝的作用

［７５］
。

４．４　解酒护肝作用
过量饮酒会导致肝损伤，当肝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或肝细胞坏死，会引起谷草转氨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ａｍｉｎ
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ＳＴ）、谷丙转氨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和碱性磷酸酶水平升高［７６］

。植物酵素

中的乙醇脱氢酶（ａｌｃｏｈｏｌ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ＡＤＨ）可以
分解乙醇，显著降低 ＡＳＴ、ＡＬＴ活性，从而降低机体乙
醇浓度起到解酒护肝的效果。例如，木通提取物发酵

产物中 ＡＤＨ活性提高，可以加快乙醇分解，有效降低
血浆乙醇浓度并缓解酒精宿醉

［７７］
。

近年来随着中医中药关于解酒护肝原理和机制

的揭示，部分研究开始致力于以药食同源材料为基

质，通过生物酶解和微生物发酵技术开发解酒护肝产

品
［１７］
。将葛根、丹参和云茯苓等食药两用植物进行

复合酶解提取后，接种高产谷胱甘肽的鼠李糖乳杆菌

进行发酵，可得到具有解酒护肝作用且富含天然活性

成分的酵素产品
［１７］
。

４．５　改善肠道环境
果蔬发酵汁中含有丰富的低聚糖和膳食纤维等

物质，低聚糖进入人体后在肠道发酵产生短链脂肪

酸，对于维持肠道稳态具有重要作用。膳食纤维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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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肠道蠕动，并可被肠道内有益微生物利用，改

善肠道环境。研究发现，乳酸菌发酵的果蔬饮料可缓

解小鼠的便秘症状，其中以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

菌和植物乳杆菌等复合乳酸菌发酵的果蔬乳饮料在

促进小鼠排便、抑制肠道病原菌和调节肠动力神经递

质方面效果更佳
［７８］
。

此外，果蔬发酵制品中的多种益生菌与肠道黏膜

上皮细胞形成的占位性保护具有生物屏障作用，其代

谢产生的抗菌物质也对有害菌具有生物拮抗作用。

朱艳等
［７９］
发现果蔬酵素有促进肠道益生菌粘附和抑

制肠道非益生菌黏附的作用，从而可以调节肠道菌

群。此外，酵素带入并定植于肠道的益生菌能够将未

被机体胃肠道消化利用的碳水化合物代谢为短链脂

肪酸（如丁酸盐），进而能够修复由溃疡性结肠炎引

起的肠道上皮细胞受损，抑制结肠癌细胞增殖
［７９］
。

４．６　提高免疫力
机体的免疫系统是通过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行

使免疫应答功能的，可使机体内环境保持稳定。酵素

发酵所采用的益生菌及其细胞壁组分（肽聚糖、葡聚

糖）和代谢产物（胞外多糖、多肽等）能激活巨噬细胞

和黏膜免疫细胞、促进细胞分裂并产生干扰素、抗体

等成分，因此能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性

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力
［８０］
。

管晓冉
［８１］
在果蔬汁中加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

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创造厌氧环境，促进了 ３个菌
种的共生，不仅缩短了果蔬汁的发酵时间，还使其口

感得到提升。发酵后的果蔬汁可通过增加免疫器官

指数和提高血清溶血素抗体水平的方式，使小鼠体内

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强。研究表明，敖东酵素也能

通过小鼠血清溶血素的改变而提高小鼠的体液免疫

功能
［８２］
。此外，刘春花等

［８３］
研究发现植物酵素可以

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功能、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和
体液免疫功能，提高血清溶菌酶水平，进而提高机体

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功能。

５　食用酵素产业概览

食用酵素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近几年来的热度不

断上升，以其原料种类广泛、产品形式多样、发酵机制

复杂等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由

此带来产业新机遇。同时，不断发展的食用酵素产业

也需要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撑，酵素的生产工艺、发酵

机制、活性组分检测、质量评价与把控等，都为深入研

究食用酵素指明了方向。２０１５年，中国生物发酵产

业协会经过近３年社会调研后，确定了酵素产业发展
的必要性。近几年，业内学术交流与面向社会的科普

逐步推进，国家有关部委的政策引导与监管也初步形

成，促进了我国酵素产业的稳步发展。

５．１　食用酵素产品行业相关制度规范
２０１５年之前，中国酵素行业尚处于一个较为混

乱的阶段，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有效的行业组织，没

有进行规范化的生产，产品杂乱。因此在工信部、发

改委和科技部等部委的指导下，由从事酵素及相关研

究、开发、生产、经营的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公

益机构等单位，自愿组成了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

素分会，并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协
会成立后，对酵素产品的定义、运营分类以及生产方

式、产品通用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逐步建立了行

业规则，随后一系列规范和标准相继出台。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１４日，全国酵素行业专家委员会在
上海成立，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日 Ｔ／ＣＢＦＩＡ０８００１—２０１６
《酵素产品分类导则》、《食用酵素良好生产规范》团

体标准正式实施
［２，８４］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日《食用植物
酵素》团体标准正式实施

［８５］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５日，中

国生物发酵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酵素分委会在上

海成立，随后《食用酵素良好生产规范》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工信部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食用植物酵

素》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工信部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优
秀项目。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１日，ＱＢ／Ｔ５３２４—２０１８《酵
素产品分类导则》、《植物酵素》行业标准获工业和信

息化部批准
［８６－８７］

，已于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日正式实施。
２０１９年３月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素标委会审
议通过了酵素产业标准框架图。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８日，
全国酵素行业发展自律监督委员会在京正式成立，并

修订发布酵素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制定标
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行业能够稳定产品质量、有法可

依，相关标准的实施也逐步确定了酵素行业的社会地

位及发展目标。

在此基础上，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支撑工

作也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３日，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成立了“全国酵素
研究中心”，多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多家科研院校加

入酵素产品的研究行列，填补了国内酵素产业的有关

空白。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素分
会发布《中国酵素》纪录片，从官方角度解读了酵素

产业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并指出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研究方向，对酵素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强大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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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５．２　未来食用酵素行业制度完善方向
随着相关规范和标准的颁布，中国酵素产业在近

几年也逐渐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但是我国关

于食用酵素的科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酵素本身原

料种类复杂，生产工艺、过程控制落后以及相应的标

准和法规并不完善，导致国内刚刚起步的酵素市场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酵素品种比较单一、酵

素产品的质量难以把控、产品获取 ＱＳ认证或保健批
文不易等

［８８］
。相对而言，日本的酵素产品市场已经

比较规范成熟，日本厚生劳动省将食用酵素这类可以

补充一定功能成分的保健功能食品明确划为营养功

能型食品，采用事后监督的形式进行管理
［８９－９０］

。因

为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日本酵素食品的监管

难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日本酵素食品的监管经验给我国酵素行业的管

理指明了一定的方向（１）建立以严格标识、科学宣传
为核心的酵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只允许按照规格标

准要求标识特定营养及保健功能，并且不得在包装盒

广告上进行夸大和误导性宣传；（２）完善酵素食品的
相关法律法规定义，比如及时更新酵素保健功能目

录；（３）建立分类监管、多种监管方法综合运用的酵
素食品监管体制，可以借鉴日本酵素食品注册制和备

案制下采用不同功能标识的方式，对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进行充分保障，由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部门

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同时增加相关食品检验机构

的独立性
［９０］
。

６　食用酵素产业未来展望

随着基因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和细胞工程等

现代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食

用酵素等新型功能性食品的研发也逐步开始引入这

些技术手段，以提高其在食品和健康领域的价值
［９１］
。

目前国外已有将食用酵素用于病毒感染、高血脂和高

血压等疾病防治的先例
［６５］
，而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大

众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以及对酵素功效的进一步了解，

酵素产品的需求和研发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

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代，若想把握食用型酵素产品的发

展机遇，相关行业人员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１）从基础研究做起，微生物学、发酵工程、食品
科学和传统医学等方面的人才通力合作，逐步摆脱对

外来引进技术的依赖，建立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型酵素产业
［９２］
。

（２）随着食用酵素产业的不断发展，单一酵素已
难以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而复合酵素和螯合酵素

则比较符合未来食用酵素产业的研发趋势，通过各种

酵素的协同作用可达到“１＋１＞２”的效果［６５］
。

（３）采用宏基因组学和高通量测序等技术全面
分析食用酵素生产过程中的微生物变化，为开发和应

用功能性食品微生物奠定基础，以期在未来实现酵素

的可控发酵，稳定酵素产品的质量并提高发酵效

率
［５］
。

（４）液态酵素有易受杂菌污染、存储过程活菌依
然在代谢等缺点，不易保存和运输，所以可采用冷冻

干燥技术将液态酵素制成新型固态酵素，使营养物质

的生物活性得到较好保持，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也

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固态酵素运输方便、易于

储存，是未来食用酵素发展的一个方向
［３７］
。

（５）有关食用酵素生产工艺以及酵素产品定义
分类的标准虽然已经制定并实施，但是国内关于食用

酵素产品功效方面的相关标准法规仍未具体落实，因

而需要酵素行业从业人员和相关行业协会加快填补

这一方面的空白，以达到食用酵素产业的全方位监管

和健康发展，让消费者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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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张宏智．天然食品酵素的饮料制法及其产品：中国台湾，
ＣＮ１５２０７５２［Ｐ］．２００４－０８－１８．

［２３］　艾学东，胡丽娜．水果植物复合酵素饮料的研制［Ｊ］．食品与
发酵科技，２０１５，５１（２）：１０５－１０８．

［２４］　王迪，王颖，张艳莉，等．芸豆酵素复合发酵工艺优化［Ｊ］．食
品与机械，２０１９，３５（１０）：２０６－２０９；２３６．

［２５］　王瑾，刘新利．桑葚酵素生物活性的检测与研究［Ｊ］．中国调
味品，２０１８，４３（２）：２８－３１．

［２６］　彭宁，杨永峰，鲁云风．猕猴桃酵素生产工艺条件优化［Ｊ］．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１８（１）：３２－３７．

［２７］　樊秋元，朱丹，牛广财，等．黑加仑酵素有机酸分析及其体外
抗氧化性能研究［Ｊ］．中国酿造，２０１９，３８（５）：１５９－１６３．

［２８］　覃引，熊音如，卢丽，等．不同发酵方式制备树莓石榴复合果
汁酵素的抗氧化活性研究［Ｊ］．中国酿造，２０１９，３８（１０）：
１０５－１０９．

［２９］　张越，胡跃高，王小芬．糖添加量对燕麦酵素发酵特性的影响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４）：１６５－１６９．

［３０］　李凡，吕兵．白首乌酵素发酵工艺的优化［Ｊ］．食品工业科技，
２０１９，４０（３）：１７９－１８４．

［３１］　蔡爽．人参术苓酵素的制备及改善肠胃功能研究［Ｄ］．长春：
吉林大学，２０１３．

［３２］　应东成，张新，黎云龙，等．陈皮酵素发酵工艺优化［Ｊ］．食品
与发酵科技，２０２０，５６（１）：４８－５３．

［３３］　张露引．复 合 果 蔬 酵 素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中 国 上 海，
ＣＮ１０５９６２１８９Ａ［Ｐ］．２０１６－０９－２８．

［３４］　李杰，赵声兰，陈朝银．核桃青皮果蔬酵素的成分组成及体外
抗氧 化 活 性 研 究 ［Ｊ］．食 品 工 业 科 技，２０１６，３７（１０）：
１１７－１２２．

［３５］　肖梦月，曹新志，张楷正，等．拐枣果蔬酵素发酵条件的优化
［Ｊ］．中国酿造，２０１９，３８（１０）：１８８－１９２．

［３６］　宁楚洁，赵倩，谢春阳，等．玉米须果蔬复合酵素饮料的研制
及其抗氧化活性［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９，４０（２０）：
１１６－１２２．

［３７］　韩宗元，李晓静，叶丰，等．固态酵素食品的研究进展［Ｊ］．食
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８，４４（９）：２９４－２９９．

［３８］　董银卯，何聪芬，王领，等．火龙果酵素生物活性的初步研究
［Ｊ］．食品科技，２００９，３４（３）：１９２－１９６．

［３９］　葛瑞宏，储瑞蔼，李井泉，等．桂圆酵素制备及其抗氧化性研
究［Ｊ］．食品科技，２０１５，４０（８）：２６２－２６７．

［４０］　ＮＡＧＰＡＬＲ，ＫＵＭＡＲＡ，ＫＵＭＡＲＭ．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ｕｉｔｊｕ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ｉ［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６２（４）：１５７３－１５７８．

［４１］　ＳＨＡＨ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ｆｒｏｍ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ｏｐｒｅｂｉｏｔｉｃｓ［Ｊ］．Ｆｏｏ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５（１１）：４６－５３．

［４２］　ＳＨＥＥＨＡＮＭＶ，ＲＯＳＳ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ＦＧ．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ｉ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ｆｏｒ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ｕｉｔｊｕｉｃｅｓ［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０７，８（２）：２７９－２８４．

［４３］　ＢＡＲＡＴＡ，ＯＺＣ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ｍｉ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ｒｕｉｔ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７１：１２０－１２９．

［４４］　ＪＡＩＳＷＡＬＡＫ，ＡＢＵＧＨＡＮＮＡＭ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ｃａｂｂａｇｅｊｕｉｃ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ｎｄ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０１３， ５０：
２１２－２１８．

［４５］　ＡＮＧＥＬＯＶＡ，ＧＯＴＣＨＥＶＡＶ，ＫＵＮＣＨＥＶＡＲ，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ｗｏａｔ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ｄｒｉｎｋ［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１２（１）：７５－８０．

［４６］　ＲＡＴＨＯＲＥＳ，ＳＡＬＭＥＲ?ＮＩ，ＰＡＮＤＩＥＬＬ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ｃｅｒｅａｌｓｕｂ
ｓｔｒａｔｅｓ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Ｊ］．Ｆｏｏｄ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１）：２３９－２４４．

［４７］　杨芳．基于 ＰＣＲＤＧＧＥ技术的自制酵素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
［Ｄ］．大理：大理大学，２０１６．

［４８］　高庆超，常应九，马蓉，等．黑果枸杞酵素自然发酵过程中微
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１９，４５（１３）：
１２６－１３３．

［４９］　ＭＡＤ，ＨＥＱ，ＤＩＮＧＪ，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ｆｒｕｉｔ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ｊｕｉｃｅｓ（ｊｉａｏｓｕ）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ＭＲ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Ｊ］．Ｃｙ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２０１８，１６（１）：９５０－９５６．

［５０］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ＳＫＩＤ，ＶＥＬＩＣＫＯＶＡＥ，ＬＡＮＧＥＲＨＯＬＣＴ，ｅｔａｌ．Ａｐ
ｐｌｅｊｕｉｃｅａｓａ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ｒ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ＰＣＳ２６ｓｔｒａｉｎ［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６５
（４）：２１６１－２１７０．

［５１］　ＣＯＳＴＡＭＧＭ，ＦＯＮＴＥＬＥＳＴＶ，ｄｅＪＥＳＵＳＡＬＴ，ｅｔａｌ．Ｓｏｎｉｃａ
ｔｅｄｐｉｎｅａｐｐｌｅｊｕｉｃｅａｓ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ｆｏｒＬ．ｃａｓｅｉ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３９（１－４）：２６１－２６６．

［５２］　ＭＯＵＳＡＶＩＺＥ，ＭＯＵＳＡＶＩＳＭ，ＲＡＺＡＶＩＳＨ，ｅｔａ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ｊｕｉｃｅｂｙ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７（１）：
１２３－１２８．

［５３］　ＳＩＲＥＳＷＡＲＳ，ＭＯＮＴＥＴＤ，ＤＥＹ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ｓｐ．［Ｊ］．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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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ＬＦ，ＭＡＣＩＥＬＴＣ，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Ｓ．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ｂｅｖｅｒ
ａｇｅｆｒｏｍｃａｓｈｅｗａｐｐｌｅｊｕｉｃ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ｃａｓｅｉ［Ｊ］．
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４４（５）：１２７６－１２８３．

［５５］　ＳＨＡＲＭＡＶ，ＭＩＳＨＲＡＨ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ｊｕｉｃｅｍｉｘ
ｔｕｒｅｂｙ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Ｎｕｔｒａｆｏｏｄｓ，２０１３，１２
（１）：１７－２２．

［５６］　ＭＡＮＴＺＯＵＲＡＮＩＩ，ＮＯＵＳＫＡＣ，ＴＥＲＰＯＵＡ，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ｏｖ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ｕｉｔ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ｃｏｒｎｅｌｉａｎｃｈ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
ａｎｄ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１８，７（１１）：
１６３．

［５７］　宋佳．酵素发酵工艺的优化研究［Ｄ］．太原：山西大学，２０１７．
［５８］　毛建卫，吴元锋，方晟．微生物酵素研究进展［Ｊ］．发酵科技

通讯，２０１０，３９（３）：４２－４４．
［５９］　杜增鹏，杜晓晖，夏芳蕾．液态发酵法果蔬生物酵素及其生产

方法和用途：中国山东，ＣＮ１０６２３５３０６Ａ［Ｐ］．２０１６－１２－２１．
［６０］　李国良．一种提神的蔬菜复合型酵素饮品：中国浙 江，

ＣＮ１０６７２１７０５Ａ［Ｐ］．２０１７－０５－３１．
［６１］　陈小林，严杰凯，赵敏，等．果蔬与微生物固态发酵混合酵素

的生产工艺：中国浙江，ＣＮ１０６７２１７０５Ａ［Ｐ］．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６２］　ＡＣＵＡＡＲＧＥＬＬＥＳＭ Ｅ，ＧＵＴＩ?ＲＲＥＺＲＯＪＡＳＭ，ＶＩＮＩＥＧ

ＲＡＧＯＮＺ?ＬＥＺ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ｅｃｔｉ
ｎｏ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ｅｒｉｎ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１９９５，４３（５）：８０８－８１４．

［６３］　ＤＩＡＺＣＭＪ，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ＪＡ，ＲＯＵＳＳＯＳＳ，ｅｔａｌ．Ｌｉｐａｓｅ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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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黄清意，李湘銮，费永涛，等．陈肉酝浸对豉香型白酒风味影响的研究进展［Ｊ］．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２０，４６（１９）：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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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肉酝浸对豉香型白酒风味影响的研究进展

黄清意１，李湘銮１，费永涛１，白卫东１，何松贵２，黎伟刚２，俞剑遷３

１（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３０）２（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５２８２０３）

３（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０１２０）

摘　要　豉香型白酒是珠三角地区盛行的一种传统米酒，以其豉香独特、甜醇甘滑的口感而广受消费者的喜爱，

成为了低度白酒的突出代表，因此豉香型白酒独特的风味和工艺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与其他香型白酒的工艺相

比，陈肉酝浸工艺是豉香型白酒独有的，同时陈肉酝浸工艺也是产生豉香的关键环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

关注。该文通过对豉香型白酒的传统工艺进行细致总结，旨在阐明豉香型白酒陈肉酝浸工艺与风味之间的关

系，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　陈肉酝浸；豉香型白酒；生产工艺；脂肪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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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地区酿酒历史悠久，豉香型白酒是珠三角
地区的特有酒种，因其具有突出的豉香味而得名

［１］
。

豉香型白酒出产于广东地区，以九江双蒸酒和佛山石

湾玉冰烧最为代表。

豉香型白酒是广东白酒的典型代表，以“玉洁冰

清、豉香纯正、醇滑绵甜、余味爽净”的独特风格而深

受粤、港、澳及南洋华侨所喜爱，历年出口量达万

吨
［２］
。与其他香型白酒相比，豉香型白酒最特别之处

在于醇和甘滑的口感以及味道独特的豉香，而这 ２个
特别之处都来自于酿造工艺中的关键环节———“陈肉

酝浸”。陈肉酝浸不仅可以吸附新酒的辛辣味，还可以

把脂肪分解成脂肪酸进入到酒中进行化学反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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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类物质产生香气，当几种香气以适当比例组合在一

起，香气协调、沁人心脾，形成典型、独特的豉香
［３］
。目

前，普遍的研究都放在工艺改进、饼曲发酵、菌种选育

与成品酒风味成分分析等方面
［４－７］

，对陈肉酝浸的研

究不够深入，本文分４个部分对陈肉酝浸的研究进行
阐述和分析，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实践和理论指导。

１　豉香型白酒生产工艺

豉香型白酒的发源地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历史悠

久。以九江双蒸酒为例，其相关工艺始于明朝，盛于

清朝，其中“秘传曲种、两次蒸馏、陈肉酝浸、陶缸老

熟”的酿造工艺在九江镇得以一脉相传。解放前，生

产此类白酒的酒厂（坊）遍布各地，解放后通过改造，

各地小酒厂（坊）合并为规模较大的酒厂，技术和产

品得到发扬光大。

１．１　生产工艺
豉香型白酒发酵工艺是典型的半固态发酵工艺，

其工艺流程如图 １所示。以纯大米为原料，以米饭、
黄豆、酒饼叶和小曲所制成的大酒饼作糖化发酵剂进

行边糖化边发酵，发酵期 １０～１５ｄ，经釜式蒸馏方式
制成乙醇体积分数为 ２８％ ～３８％的低度白酒，俗称
斋酒，斋酒存放７～１０ｄ澄清后，放入存有经老陈处
理肥猪肉的大罐内浸泡，泡肉时间为一个月左右，然

后抽出酒液，经陈酿、勾兑、过滤即为各种规格的成

品
［８］
。

图 １　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２　陈肉酝浸工艺
豉香型白酒生产工艺有着独特之处：首先在大酒

饼的生产中会加入质量分数为 ２０％ ～２２％的黄豆，
且黄豆是先经焖烂再加入的，煮熟的黄豆中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其在发酵过程中经微生物作用形成微量特

征香味物质这些物质与形成特殊的豉香有密切关系；

其次是斋酒浸泡老陈肥肉，又称陈肉酝浸，是豉香型

米酒区别其他香型白酒的关键因素
［３］
。在陈肉酝浸

过程中，一方面肥肉吸附了斋酒的辛辣异味，凝聚酒

中微粒，使酒迅速达到清亮透明，且少量甘油溶解于

酒中，加速醇化，使酒入口柔绵；另一方面，随着脂肪

的氧化降解，生成的低级脂肪酸和二元酸类与白酒中

各种醇类化合物生成芳香酯，这种酯类与斋酒本身特

有的香气成分互相衬托，形成突出的豉香，使酒的风

味独具一格
［８］
。

２　豉香型白酒的风味化学研究

独特的生产工艺使豉香型白酒具有了独特的豉

香味，在酒体构成上表现为微量风味成分组成及量比

关系的差异。在豉香型白酒的风味物质研究中，１９９０
年，金佩璋等

［９］
首先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对斋
酒和肉酒进行分析，发现豉味特征成分为壬二酸二乙

酯和辛二酸二乙酯。１９９５年，金佩璋［１０］
利用 ＧＣ对

豉香型白酒中酸类物质进行测定，确认了辛二酸是在

浸肉过程中产生。２００１年，ＧＲＯＳＣＨ［１１］通过实验得
出结论，认为 β苯乙醇、庚二酸二乙酯、辛二酸二乙
酯、壬二酸二乙酯和 ３甲硫基１丙醇是豉香型白酒
的特征成分，其中 β苯乙醇呈玫瑰花或蜂蜜的气味，
３甲硫基１丙醇呈煮土豆气味。同年，曾新安等［１２］

确认了豉香型白酒中有 α萜品醇、３乙氧基１丙醇、
３甲硫基１丙醇及苯甲醇等物质的存在。还有学者
用 ＧＣＭＳ全扫描法发现豉香型白酒中含有 β苯乙
醇、庚二酸二乙酯、辛二酸二乙酯、壬二酸二乙酯等成

分，确定了其特征性香味成分为 β苯乙醇，含量最
高，达到２０～１２７ｍｇ／Ｌ，平均为 ６６ｍｇ／Ｌ［１］。随着科
学技术和创新性科研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检测技术用

于各种风味、香气成分的研究。２０１１年，范海燕
等

［１３］
应用了液液萃取法萃取豉香型白酒的香气物

质，再通过气相色谱闻香（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ｌｆａｃ
ｔ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Ｏ）和 ＧＣＭＳ技术分别进行香气成分分
析，共检测出５２种香气物质。所有化合物均通过质
谱检测和闻香确认，其中，香气强度较大的化合物有

２苯乙醇、反２壬烯醛、己酸乙酯、反２辛烯醛、γ壬
内酯、辛醛、３甲基１丁醇、壬醛、３甲硫基１丙醛、
反２癸烯醛、乙酸和丁酸，具体香气成分如表 １
所示。

３　陈肉酝浸对豉香型风味的影响

长时间酝浸的泡酒肥肉又名“陈肉”，肥肉的选

取有着严格的标准，所采用的肥肉均从市场早上购

回，要求膘厚新鲜，脂肪含量高。购回后首先要去除

残留的血迹与瘦肉，接着用刀切成约 ５００ｇ的长方形
块状，中间用刀开几条浅沟，用蒸汽煮至刚熟，摊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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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放入４０％（乙醇体积分数）米酒中去腥陈化一个月，
然后取出放入斋酒池进行酝浸。经过长时间的酝浸

后，肥肉也就变成了“陈肉”
［１６］
。

表 １　豉香型白酒中香气化合物的闻香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ｒｏｍａ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ｏｆＣｈｉｆｌａｖｏｒＢａｉｊｉｕ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ＣＯ

编号 ＲＩＦＦＡＰ ＲＩＬ 化合物名称 香气 平均香气强度

１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７［１４］ １丙醇（１ｐｒｏｐａｎｏｌ） 醇香 ２．０
２ １０８４ １０７１［１５］ 己醛（ｈｅｘａｎａｌ） 青草 ２．８
３ １０８７ １０８３［１４］ ２甲基１丙醇（２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ｏｌ） 醇香 １．３
４ １１１２ １１０２［１５］ 乙酸异戊酯（３ｍ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香蕉 ２．３
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２８［１４］ 戊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ｐｅｎｔａｎｏａｔｅ） 苹果 ２．０
６ １２０３ １１９９［１５］ 庚醛（ｈｅｐｔａｎａｌ） 青草 ２．５
７ １２３１ １２３６［１４］ ３甲基１丁醇（３ｍ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ａｎｏｌ） 指甲油 ３．０
８ １２３４ １２３１［１４］ 己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３．５
９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０［１５］ 苯乙烯（ｓｔｙｒｅｎｅ） 塑料 ２．０
１０ １２４４ １２５２［１４］ １戊醇（１ｐｅｎｔａｎｏｌ） 水果香 ２．０
１１ １２８２ １２８０［１５］ 辛醛（ｏｃｔａｎａｌ） 脂肪 ３．２
１２ １２９０ １２９９［１５］ １，１，３三乙氧基丙烷（１，１，３ｔｒｉｅｔｈｏｘｙｐｒｏｐａｎｅ） 蔬菜 ２．０
１３ １３０４ １３１２［１５］ ３羟基２丁酮（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黄油 ２．４
１４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３［１４］ 庚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ｈｅｐｔ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５
１５ １３４９ １３３５［１４］ 乳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０
１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１４］ １己醇（１ｈｅｘａｎｏｌ） 花香 １．３
１７ １３８２ １３７１［１４］ ２壬酮（２ｎｏｎａｎｏｎｅ） 花香 ２．０
１８ １３７６ １３６９［１５］ 壬醛（ｎｏｎａｎａｌ） 肥皂 ３．０
１９ １４１１ １４２７［１４］ 辛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６
２０ １４３４ １４３７［１５］ 反２辛烯醛（（Ｅ）２ｏｃｔｅｎａｌ） 脂肪 ３．５
２１ １４５７ － ３甲硫基１丙醛（３ｍｅｔｈｙｌｔｈｉｏ１ｐｒｏｐａｎａｌ） 煮土豆 ３．０
２２ １４６１ １４４２［１５］ １庚醇（１ｈｅｐｔａｎｏｌ） 醇香 １．５
２３ １４６３ １４５４［１５］ 己酸异戊酯（３ｍ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ｈｅｘ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６
２４ １４８０ １４７０［１４］ 糠醛（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甜香 １．５
２５ １４８６ １４７９［１５］ ２癸酮（２ｄｅｃａｎｏｎｅ） 水果香 １．４
２６ １５２１ １４９９［１５］ 壬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ｎｏｎ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０
２７ １５１６ １５１６［１５］ 反２壬烯醛（（Ｅ）２ｎｏｎｅｎａｌ） 脂肪 ３．７
２８ １５５７ １５４９［１４］ １辛醇（１ｏｃｔａｎｏｌ） 水果香 １．４
２９ １６２５ １６１２［１４］ 癸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水果香 １．７
３０ １６３２ １６３６［１５］ 反２癸烯醛（（Ｅ）２ｄｅｃｅｎａｌ） 脂肪 ３．０
３１ １６６１ １６５８［１５］ 苯甲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花香 ２．３
３２ １６６８ １６６７［１４］ 丁二酸二乙酯（ｄｉ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ａｔｅ） 花香 １．５
３３ １７０２ １６９５［１５］ ３甲硫基１丙醇（３ｍｅｔｈｙｌｔｈｉｏ１ｐｒｏｐａｎｏｌ） 煮土豆 １．０
３４ １７５６ １７４４［１５］ 反２十一醛（（Ｅ）２ｕｎｄｅｃｅｎａｌ） 脂肪 ２．６
３５ １７７１ １７８２［１４］ ２苯乙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２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蜂蜜，玫瑰 ２．１
３６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０［１４］ 乙酸２苯乙酯（２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ｙｌａｃｔａｔｅ） 玫瑰 ２．０
３７ １８２２ １８２２［１５］ 反，反２，４癸二烯醛（（Ｅ，Ｅ）２，４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ａｌ） 脂肪 ２．１
３８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５］ 苯甲醇（ｂｅｎｚ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花香 ２．０
３９ １８８９ １８７２［１５］ ３苯丙酸乙酯（ｅｔｈｙｌ３ｐｈｅｎ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ｐｏａｔｅ） 花香 ２．５
４０ １９３６ １９００［１４］ ２苯乙醇（２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ｌ） 玫瑰，蜂蜜 ４．２
４１ １９５４ １８８６［１５］ γ辛内酯（γｏｃｔａｌａｃｔｏｎｅ） 甜香 ２．３
４２ ２０３２ ２０１８［１５］ γ壬内酯（γｎｏｎａｌａｃｔｏｎｅ） 甜香 ３．３
４３ ２０７５ ２０３３［１５］ 反肉桂醛（（Ｅ）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肉桂 １．４
４４ １４７３ １４５５［１４］ 乙酸（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醋 ３．０
４５ １５６５ １５３２［１４］ 丙酸（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醋 ２．０
４６ １５７２ １５５７［１４］ ２甲基丙酸（２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２．０
４７ １６４１ １６０３［１４］ 丁酸（ｂｕ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３．０
４８ １６５７ １６３０［１４］ ３甲基丁酸（３ｍ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１．８
４９ １７５１ １７３１［１４］ 戊酸（ｐｅｎ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１．４
５０ １９３６ １９００［１４］ 己酸（ｈｅｘ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２．１
５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１４］ 庚酸（ｈｅｐ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酸臭 １．２
５２ ２０６５ ２０６７［１４］ 辛酸（ｏｃ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奶酪 １．８

　　注：ＲＩＦＦＡＰ，在 ＦＦＡＰ极性柱上的保留指数；ＲＩ，参考文献中的保留指数；－表示无相关文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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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４６卷第１９期（总第４１５期）２８７　　

　　国内有文献报道对豉香型白酒的生产过程以及
成分检测做过研究

［１７－１９］
，但都未涉及泡酒肥肉的浸

制过程。归根结底，豉香型风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陈

肉酝浸的工艺，肉在浸泡过程中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

酒，因此有必要对陈肉进行研究。

３．１　陈肉理化性质
陈肉的主要成分为脂肪、脂肪酸，以及少量的卵

磷脂、胆固醇等物质。陈肉脂肪可分为组织脂肪和储

藏脂肪，其中皮下脂肪主要成分是储藏脂肪，脂肪含

量约为８７％ ～９２％［２０］
。脂肪的含量和脂肪的氧化对

猪肉品质有重大的影响，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
［２１］
。

陈肉脂肪化学本质是脂肪酸和醇形成的酯及其

衍生物
［２２］
。通常脂肪氧化生成脂肪酸，包括油酸、亚

油酸、软脂酸、棕榈酸等高级脂肪酸；脂肪酸进一步氧

化生成一级氢过氧化物，再进一步氧化生成二级氧化

物如醛酮类物质
［２３－２７］

，其中醛酮类是主要的风味物

质。有文献表明，中级醛类，尤其是己醛和戊醛，可能

是导致肉类腥味的主要物质
［２８］
。

在２００１年，曾新安等［２９］
研究了陈肉脂肪的物

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发现随着浸泡时间增加，肥肉中

的脂肪在逐渐分解，其饱满网状结构也在逐步瓦解，

酸价明显升高，酒中甘油的含量不断上升。２０１７年，
李玲芳等

［３０］
研究了泡酒肥肉浸制过程中，各阶段肥

肉的脂肪氧化及脂肪酸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浸

制过程中，泡酒肥肉的酸价和硫代巴比妥酸值显著上

升，总饱和脂肪酸和总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显著下

降，浸制后肥肉中的棕榈酸、油酸、硬脂酸和亚油酸等

脂肪酸含量较高，总饱和脂肪酸与总不饱和脂肪酸的

比值从１．８３下降到 １．３８。这种现象表明了高级脂
肪酸在氧化降解，使酒液产生混浊的高级脂肪酸乙酯

含量不断减少，而随着酝浸时间的延长，陈肉质地松

软，很容易吸附米酒中的悬浮物及雾状、絮状浑浊物，

使酒体愈发清亮透明。

３．２　陈肉与豉香型风味形成关系
１９９５年，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为确定“豉

香”这一新香型并制定豉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系统分

析了不同批次的豉香型白酒酒样，通过液液萃取浓
缩后质谱分离出２００余个色谱峰，定性检出豉香型白
酒中醇类 ２３种、酯类 ２７种、酸类 １７种、羰基化合物
１３种、缩醛类５种，共８５种香味物质，准确定量出其
中６６种风味物质［３１］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１９９６年，
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 ＧＢ／Ｔ１６２８９—１９９６豉香型

白酒标准，规定了 β苯乙醇和二元酸（庚二酸、辛二
酸、壬二酸）二乙酯是豉香型白酒产品的特征检验项

目，其中 β苯乙醇含量标准远高于其他香型白酒。
２０１８年，ＧＢ／Ｔ１６２８９—２０１８豉香型白酒标准明确了
陈肉酝浸是指基酒在存有经加热至熟、酒中浸泡一定

时间而成的肥猪肉的容器中进行储存陈酿的工艺过

程。由于 β苯乙醇存在于大部分香型的酒中，以此
作为特征风味检验项目不太准确，二元酸二乙酯是豉

香型白酒特有的检验指标，且存在于陈肉酝浸的后

期，因此需重点关注二元酸二乙酯。

陈肉中富含脂肪，通过水解和 ω氧化生成甘油
和相应的二羧酸，可与醇合成二元酸二乙酯，生成豉

香型白酒的特征香味成分
［３２］
。生成二元酸二乙酯的

反应物是二羧酸和乙醇，由于酒中含有大量乙醇，因

此为探究陈肉脂肪氧化对豉香型风味的影响，方毅

斐
［３３］
对二羧酸进行了研究，确定了二羧酸来源于斋

酒酝浸过程中，并受酝浸周期、肉／酒比例、酝浸容器
和肥肉陈化程度影响。工厂由于生产的需要，通常使

用大型酒缸对斋酒进行陈肉酝浸，在酝浸的过程中是

不会进行密封的，开放的环境带来了氧气和微生物，

空气充盈着酒液的上空，陈肉脂肪分解产生中长链脂

肪酸，其中庚酸很容易与空气进行接触发生 ω氧化
和 β氧化生成庚二酸，而在酝浸的后期，酒中的酸类
物质增多，庚二酸在酸性环境下与乙醇结合生成庚二

酸二乙酯。根据现有经验总结，在酝浸过程中，陈肉

通过分解脂肪生成脂肪酸，脂肪酸在氧气充足的条件

下发生 ω氧化和 β氧化生成二羧酸，同时，随着酝浸
时间增长，部分酯类会水解，根据酸酯平衡原理，酸类

物质增多，二羧酸与乙醇在酸性环境下结合生成二元

酸二乙酯。

３．３　陈肉泡制工艺
由于长期以来酒厂泡制陈肉均依靠技术人员的

经验进行，并未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解释，为

了加强豉香型白酒质量及风味，体现豉香型白酒的独

特风格，朱氏黎花
［３４］
对泡酒肥猪肉的泡制工艺进行

研究，确定消除猪肉腥味、提高肉品质的预处理方法，

确立适宜的浸制工艺参数，提出豉香型白酒酝浸肥肉

的成熟标准。为老陈肥肉的浸制工艺提供了一定的

科学指导，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４　结论及展望

豉香型白酒以其独特的豉香风味和甜醇甘滑的

口感而闻名于世，从多年研究来看，豉香风味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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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以及形成的过程都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尤其是作

为豉香型白酒的特征风味物质的二元酸二乙酯，这无

疑与豉香型白酒诸多的酿造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对

陈肉酝浸工艺和豉香风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论述，可以看出陈肉酝浸是豉香型白酒独特风格

形成的最重要工艺，同时也使酒体变得澄清透明，醇

和甘滑。

因此，要深入研究豉香型白酒的风味就不能仅仅

从风味物质本身入手，应该将豉香风味的形成与陈肉

酝浸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多方面研究，这样才能更好

地阐释豉香风味的形成机理，为豉香型白酒的研究提

供更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革新，

诸如宏基因组学、风味主成分分析、纳米技术等手段

都开始应用到白酒的研究中来，这也为进一步探索豉

香风味的形成途径、代谢机理提供了科学手段，推动

整个豉香型白酒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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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热杀菌技术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张庆霞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１１９１）

摘　要　生鲜湿面因新鲜、口感劲道等特性深受大众喜爱。但由于含水量大，非常容易腐败变质，极大地限制了

其工业化生产。杀菌是解决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问题的关键技术之一。生鲜湿面在加工过程中不能经过强烈的

热处理，因此非热杀菌技术是非常适合生鲜湿面产品特点的保鲜方法。目前，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应用较为

广泛的非热杀菌技术主要有微波、辐照、臭氧、紫外线、低温等离子体和二氧化氯（ＣｌＯ２）。该文对上述 ６种非热

杀菌技术独立处理或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在生鲜湿面防腐

保鲜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能为生鲜湿面防腐保鲜和工业化生产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非热杀菌技术；生鲜湿面；微生物；防腐保鲜；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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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条是人们的传统主食之一，依据面条食用时的
状态，通常将面条分为干式和湿式 ２大类。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关注，生鲜湿面深受人们喜

爱。相对于方便面、挂面等干式面条而言，生鲜湿面

水分含量多，面筋形成充分，不仅具有耐煮、不易混

汤、口感劲道和面香浓郁等优点，而且在制作过程中

不经煮熟也未用酸浸泡，保留了面条的原始风味及营

养价值，符合人们营养、健康、安全的消费理念
［１］
。

但由于其含水量大，水分活度高，微生物易于生长繁

殖，非常容易腐败变质，这极大地限制了生鲜湿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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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目前，生鲜湿面在我国虽然销量很大，

但多来自小作坊，质量参差不齐，生产卫生与安全难

以保证
［２］
。因此，生鲜湿面的防腐保鲜问题已成为

当前面条行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杀菌是解决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问题的关键技术

之一。食品工业采用的杀菌方法主要有热杀菌和非

热杀菌２大类。热杀菌是利用高温杀死微生物、钝化
食品体系中的酶，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非热杀菌又

称冷杀菌，即不直接采用热能方式杀死微生物。与热

杀菌相比，非热杀菌在杀菌过程中食品温度不升高或

升温很小，可避免高温对食品营养、风味、质地和色泽

等的不良影响。生鲜面在加工过程中不能经过强烈

的热处理，因此非热杀菌技术是非常适合生鲜面产品

特点的保鲜方法
［３］
。目前，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非热杀菌技术主要有微波、辐照、臭

氧、紫外线、低温等离子体和二氧化氯（ＣｌＯ２）。本文
对上述６种非热杀菌技术独立处理或与其他技术相
结合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

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能为生鲜湿面防腐

保鲜和工业化生产提供一些参考。

１　生鲜湿面腐败变质过程中的主要微生物

微生物是引起生鲜湿面腐败变质的主要因素，因

此对其种群进行分离和鉴定有助于采取更加科学的

防腐保鲜方法。肖付刚等
［４］
通过微生物形态观察和

生理生化鉴定得出结论，导致生鲜湿面腐败变质的主

要微生物为细菌、霉菌和少量的酵母菌。其中细菌主

要有葡萄球菌属和芽孢杆菌属，而优势菌群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枯草芽孢杆菌，霉菌主要有白曲霉和圆弧

青霉。生湿面不同储藏时期主要腐败菌不同，前期主

要为枯草芽孢杆菌，后期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生

鲜湿面制作原料面粉中的微生物决定了生鲜湿面的

原始含菌量。了解其所含微生物种类和特性，也有利

于采取更加科学的防腐保鲜方法。相关研究表明，小

麦粉中的微生物以细菌数量最多，霉菌和酵母菌次

之，放线菌则较少
［５］
。

２　非热杀菌技术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
用分析

２．１　微波杀菌技术
微波杀菌具有比传统热杀菌温度低、升温速度快、

加热时间短、食品营养成分和风味不易破坏等优点，近

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中。微波虽然会使食品

温度升高，但是微波杀菌比热力杀菌所需时间显著缩

短，所以一般也把它归在非热杀菌技术中。

２．１．１　微波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微波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主要有处理

原料面粉和处理生鲜湿面 ２种方式（表 １）。微波杀
菌的基本原理是：在微波热效应与非热效应的共同作

用下，微生物体内的生理活动物质和蛋白质发生变

异，从而导致微生物生长发育延缓甚至死亡，达到杀

菌保鲜的目的。微波杀菌保鲜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

有微波功率、微波时间和样品质量等。此外，面条包

装方式、加工尺寸也会造成一定影响。ＬＩ等［１１］
以

７００Ｗ微波处理 ３００ｇ全麦面粉 ６０ｓ后制成生鲜湿
面，发现，其保质期比空白组延长了 ３倍。赵笑笑
等

［１２］
研究发现不同粗细度的 １０．０ｇ生鲜面，均用

８００Ｗ 微波处理１０ｓ后，杀菌效果不同。

表 １　微波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ｅｔｎｏｏｄｌｅｓ

研究

对象

污染

微生物
处理参数 杀菌保鲜效果

参考

文献

小麦粉

（２０ｇ）
细菌

霉菌

微波功率１４０、２８０、４２０、５６０和７００Ｗ；
微波时间５、１０、１５、２０和２５ｓ

微波功率≥４２０Ｗ，时间≥１５ｓ时，杀菌率≥９０％，但功率 ＞
４２０Ｗ时，随其灭菌效果增加提高趋势减弱

［１］

面粉
细菌

霉菌

①１００ｇ面粉，微波处理（时间３０ｓ，功率分别为１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Ｗ）后制成鲜湿面
②１００ｇ面粉，微波处理（功率 ８００Ｗ，时间分别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和５０ｓ）后制成鲜湿面
③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和 ２５０ｇ面粉，微波处理（功率
８００Ｗ，时间３０ｓ）后制成鲜湿面

①当微波功率≥５００Ｗ时，对鲜湿面菌落总数和霉菌杀菌率
均 ＞９８％
②当微波时间≥３０ｓ时，对鲜湿面菌落总数杀菌率 ＞９７％，霉
菌杀菌率 ＞９５％
③用５０和 １００ｇ面粉制成鲜湿面的菌落总数杀菌率均 ＞
９９％，霉菌杀菌率均 ＞９６％

［６］

全麦粉

（３００ｇ）
细菌

①微波功率７００Ｗ，微波时间０、６０、８０、１００和１２０ｓ；
②微波功率２０００Ｗ，微波时间０、３０、４０、６０和８０ｓ；

７００Ｗ处理时间达到８０ｓ、２０００Ｗ处理时间达到 ４０ｓ时，菌
落总数大幅度下降，之后无显著变化；２组全麦粉微波处理后
制作的生鲜面，初始含菌量和贮藏前期（１２～２４ｈ，２５℃）菌
落总数显著降低，但随贮藏时间延长（３６～４８ｈ）均与空白组
无显著差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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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研究

对象

污染

微生物
处理参数 杀菌保鲜效果

参考

文献

生鲜湿面

（５０ｇ）
细菌

霉菌
微波功率 ７００Ｗ，微波时间 ２０ｓ

前８ｄ（４℃冷藏）几乎检测不到微生物，面条保质期达 ２８ｄ，
优于使用防腐剂山梨酸钾、丙二醇、甘氨酸（最大添加质量分

数分别为 ０．５％、３％和 ０．５％）和酒精喷洒（最大喷洒量为
６０ｍＬ／ｋｇ面粉）处理的保鲜效果

［８］

南瓜营

养湿面

细菌大

肠菌群
微波功率８００Ｗ，微波时间２２ｓ

（真空包装）在２５℃条件下可贮藏２～３ｄ，在５℃条件下可贮
藏６５ｄ

［９］

青稞鲜湿面

（１００ｇ）
细菌

微波功率８００Ｗ，微波时间１ｍｉｎ（密封、半封、
敞口３种不同预包装方式下）

敞口预包装杀菌效果最差，半封预包装杀菌效果最佳（菌落总数

杀菌率为９７．５３％，３７℃条件下能储藏６０ｈ，是空白组的５倍）
［１０］

２．１．２　微波处理对生鲜湿面品质的影响
微波处理对面条品质有一定影响。张艳玲

［１３］
研

究发现，单独的微波灭菌易造成生鲜湿面过度糊化。

余晓宇等
［１４］
发现微波处理可以降低面粉多酚氧化酶

活性，有效延缓面带色泽变化。微波处理对生鲜湿面

品质的影响与微波功率、微波时间等因素有关，合理控

制微波处理参数能在取得较好杀菌效果的同时，保证

生鲜湿面品质。周小伟
［６］
研究发现，１００ｇ面粉经微波

功率８００Ｗ处理３０ｓ后制作的鲜湿面，菌落总数和霉
菌杀菌率均达９０％以上，在冷藏条件（４℃）下能保存
１７ｄ，且面条感官、蒸煮及质构特性均优于对照组。
２．１．３　微波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在生鲜湿面防腐保
鲜中的应用分析

微波杀菌虽然具有加热时间短、升温速度快等优

点，但由于其加热不均匀可能会对生湿面品质造成影

响，因而一般不单独使用微波保鲜技术处理生湿面，

而是将其与其他热力杀菌技术相结合
［１５］
。因此，将

微波杀菌与其他保鲜技术相结合是生鲜湿面防腐保

鲜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王远辉等
［１６］
研究发现，微

波对流热处理联合杀菌克服了单纯的微波杀菌和热
力杀菌的缺点，不但有效延长了生鲜湿面的保质期，

抑制了生鲜湿面的褐变，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鲜

湿面的口感，生鲜湿面经微波对流联合处理（微波功
率２８０Ｗ，时间２０ｓ；对流热处理温度 ９０℃，时间 １５
ｍｉｎ）后在 ３６℃条件下可安全储藏 ４９ｈ。余江琼
等

［１７］
采用水浴、微波、水浴微波联合 ３种不同的杀

菌方式对柚皮桃胶营养鲜湿面进行保鲜研究，结果表

明，综合考虑面条的感官评分和微生物指标的变化，最

佳的杀菌方式为水浴微波联合杀菌 （８５℃ １０ｍｉｎ＋３
档８５℃ １ｍｉｎ）。在此杀菌方式下，真空包装的柚皮
桃胶营养鲜湿面可在３７℃保藏２５ｄ。
２．２　辐照杀菌技术

辐照是通过具有能量的射线（如 γ射线、电子束
和 Ｘ射线）作用于微生物，使其灭活，从而达到保鲜
目的的杀菌技术

［１８］
。辐照技术具有节能、简便和效

率高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防腐保鲜中。我国对

γ射线在食品辐照方面的研究较早，应用也较为广
泛。随着电子加速器束流能量和束下装置技术的提

高和完善，电子束辐照在辐射安全方面有很大的优

势，尤其在加工能力和经济效益上，因此关于电子束

辐照食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１９］
。

２．２．１　辐照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辐照技术在生鲜湿面保鲜中的应用也有处理原

料面粉和处理生鲜湿面２种方式（表２）。
表 ２　辐照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ｅｔｎｏｏｄｌｅｓ

研究

对象

污染

微生物
处理参数 杀菌保鲜效果

参考

文献

生鲜面

（２５ｇ）
细菌、霉菌 ６０ＣＯγ射线源，设定剂量０、２、４和６ｋＧｙ

２、４ｋＧｙ的辐照剂量可使生鲜面保质期延长至３ｄ
以上，６ｋＧｙ的辐照剂量可使生鲜面保质期延长至
５ｄ以上（２８℃储存条件下）

［１３］

生湿面

条（２５ｇ）
细菌、霉菌

γ射线，剂量率约２０Ｇｙ／ｍｉｎ，设定剂量０、１、２、３、
４和５ｋＧｙ

对细菌和霉菌 Ｄ１０分别为１．３７和２．２２ｋＧｙ ［２１］

生湿面

条（２５ｇ）
细菌、霉菌

辐射源电子束，功率４ｋＷ、能量１０ＭｅＶ、扫描速度
１．５ｍ／ｍｉｎ、扫描宽度５０ｃｍ，设定剂量０、１、２、３、４和５ｋＧｙ

对细菌和霉菌 Ｄ１０分别为 １．６４和２．５３ｋＧｙ ［２２］

小麦粉

（５００ｇ）
细菌、霉菌、

酵母菌

辐射源电子束，能量５．０ＭｅＶ，束流 ２ｍＡ，传送速率
６ｍ／ｍｉｎ，设定剂量 ０、１、２、３、４和５ｋＧｙ

３ｋＧｙ时，对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灭活率分别达
９５．８２％、９５．８３％和８２．７６％

［２３］

　　注：Ｄ１０为杀死９０％微生物所需的辐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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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辐照杀菌机理一般有２个方面：一方面是电离辐
射破坏目标微生物的 ＤＮＡ，并通过抑制 ＤＮＡ合成防
止细胞分裂；另一方面是辐射与水分子相互作用产生

活性分子，活性分子再与细胞内其他物质作用，最终

导致细胞死亡
［２０］
。辐照杀菌保鲜效果的影响因素主

要有辐射源类型、辐照剂量和微生物种类等。相关研

究表明，γ射线和电子束辐照能有效杀死面粉或生鲜
湿面中的细菌及霉菌，且杀死细菌的效果优于霉菌，

辐照剂量越大，杀菌效果越好。γ射线对细菌、霉菌
的杀菌效果均优于电子束。

２．２．２　辐照处理对生鲜湿面品质的影响
辐照剂量对生鲜湿面品质有一定的影响。相关

研究表明，４ｋＧｙ以下的 γ射线［２１］
和电子束

［２２］
辐照

剂量对保证生湿面条品质较为适宜。另外，不同辐射

源对食品品质的影响不同。史依沫
［１９］
对比研究了不

同剂量的 γ射线与电子束辐照处理对生湿面条品质
影响的异同，结果表明：相同剂量下，电子束辐照更有

利于改善和保持生湿面条的颜色；当辐照剂量适宜

时，电子束辐照能有效改善生湿面条的蒸煮和质构特

性，保持面条的良好品质。

综上所述，γ射线和电子束辐照 ２种杀菌方式各
有优点，当只保证杀菌效果且辐照剂量尽可能低时，

γ射线辐照优于电子束辐照；若在保证杀菌效果的同
时还要求保证生湿面条的品质，则电子束辐照优于 γ
射线。因此探究更有效的辐射源或研究多种元素共

同作用的效果是未来生鲜湿面防腐保鲜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向。

２．２．３　辐照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在生鲜湿面防腐保
鲜中的应用分析

在辐照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方面，史依沫
［１９］
研

究了电子束辐照与气调包装复合处理对生湿面条保

鲜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子束辐照与气调包装复

合处理对生湿面条杀菌保鲜效果优于单一辐照处理，

且更有利于减少生湿面的水分散失；在面条质构特性

上，两者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但 ４ｋＧｙ电子束辐照
结合气调包装（７０％ＣＯ２＋３０％Ｎ２）能减缓货架期内
生湿面色泽的变化，同时提高了面条的蒸煮吸水率，

降低了面条的蒸煮损失率，该复合处理更适合生湿面

条杀菌保鲜的工艺产业化。

２．３　臭氧杀菌技术
臭氧是一种被公认的高效杀菌消毒剂，由于其超

强的氧化性而有着很好的杀菌、脱色效果，已广泛应

用于食品工业的各个领域
［２４］
。

２．３．１　臭氧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目前，臭氧主要以气体或水溶液的形式用于生鲜

湿面的杀菌保鲜
［２５］
（表３）。臭氧杀菌机理主要是臭

氧分子能够破坏微生物细胞的细胞壁、细胞膜、线粒

体及细胞核等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微生物裂解死

亡，达到杀菌保鲜的目的
［３０］
。臭氧杀菌保鲜效果的

影响因素主要有微生物种类
［３１］
、ｐＨ［３２］、臭氧浓度和

作用时间等。

表 ３　臭氧技术在生鲜湿面杀菌保鲜中的应用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ｚｏ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ｅｔｎｏｏｄｌｅｓ

研究

对象

污染

微生物
处理参数 杀菌保鲜效果

参考

文献

小麦粉 细菌
臭氧气体流速 ５Ｌ／ｍｉｎ，处理时间
０～６０ｍｉｎ

小麦粉中微生物数量显著降低，在贮藏过程中进一步显著降低，贮藏 ４ｄ
后趋于稳定，贮藏 ４ｄ后的小麦粉制得的生鲜面具有更好的微生物和颜
色稳定性

［２６］

小麦粉、生鲜面 细菌 １．０ｍｇ／Ｌ的臭氧水和面
小麦粉中微生物数量及生鲜面的带菌量均显著降低，贮藏２４ｈ后生鲜面
的菌落总数仅为对照（普通水）的１／３

［２７］

荞麦半

干面条
细菌 臭氧水（２．２１ｍｇ／ｋｇ）和面 初始菌落总数降低了４７％ ［２８］

小麦粉 细菌
臭氧气体流速 ５Ｌ／ｍｉｎ，处理时间
１、１０、３０和６０ｍｉｎ

用臭氧处理后的小麦粉制成生湿面，生湿面的微生物生长显著延迟 ［２９］

２．３．２　臭氧处理对生鲜湿面品质的影响
李曼

［２６］
研究发现，臭氧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生鲜面片的白度和亮度值，延缓其褐变。臭氧杀菌

虽然具有速度快、杀菌能力强、无污染和生产成本低

等优点
［３３］
，但臭氧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使面粉带有

一些令人不悦的气味，这可能与臭氧自身带有的特殊

气味以及小麦粉中少量脂肪的深度氧化有关
［２９］
，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臭氧杀菌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

的应用。合理控制臭氧处理时间有利于解决这一问

题。李曼
［２６］
研究了臭氧处理前后小麦粉中风味成分

的变化，发现小麦粉经臭氧处理１５ｍｉｎ（臭氧气体流
速为５Ｌ／ｍｉｎ）后及贮藏４ｄ后，其主要风味成分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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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前相比变化不大。

２．３．３　臭氧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在生鲜湿面防腐保
鲜中的应用分析

ＢＡＩ等［２８］
发现臭氧水能够降低荞麦半干面的初

始含菌量，结合 ＣＯ２（７０％）＋Ｎ２（３０％）包装抑制了
微生物的腐败，在 ２５℃储藏条件下货架期可达９ｄ，
且保持了较高的产品质量。闵照永等

［３２］
以臭氧处理

小麦粉３０ｍｉｎ、用 ｐＨ３．５的乳酸缓冲溶液和面，以无
任何处理制作的鲜湿面为对照组，研究了臭氧和乳酸

缓冲溶液协同作用对鲜湿面保鲜效果和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两者协同处理对鲜湿面中微生物滋生、鲜

湿面货架期延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和积极的促进作

用，协同处理制作的鲜湿面在色泽和烹煮损失率上都

显著优于其他３组对照样品，说明臭氧和乳酸缓冲溶
液协同作用对鲜湿面品质的改善有叠加作用。

２．４　其他非热杀菌技术
目前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应用的其他非热杀

菌技术有紫外线、低温等离子体和 ＣｌＯ２，这些技术应
用较少。

２．４．１　紫外线杀菌技术
紫外线杀菌操作简单、效率高、环境友好、污染

小，对食品感官品质和营养影响较小
［３４］
，广泛用于液

体介质食品杀菌以及固体食品，如肉制品、蛋制品和

新鲜产品等的货架期延长
［３５］
。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

方面，韩金玉
［３６］
将生鲜拉面包装后在紫外灯下照射，

发现紫外照射９０ｍｉｎ后，生鲜拉面在 ２５℃下的保质
期从空白组的 ６．８１ｈ延长至 ９．４５ｈ，延长了约 ３９％。
赵笑笑等

［１２］
研究了紫外和微波方式对生鲜面条保鲜

及微生物抑制的效果，发现紫外处理（紫外线照射１ｈ）
的保鲜效果不如微波处理（８００Ｗ微波处理１０ｓ）。

紫外光的波长位于１００～４００ｎｍ，其中食品工业
杀菌主要利用的波长范围为 ２００～２８０ｎｍ［３７］。相关
研究报道，紫外线波长为２５０～２６０ｎｍ时杀菌能力最
强，是波长为３００～４００ｎｍ时杀菌能力的 １０００倍以
上

［３８］
。此外，照射距离不同时，紫外线抑菌效果也不

尽相同。赵芳
［１８］
选用２５４ｎｍ波长紫外线，将样品分

别放入装置中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和５０ｃｍ处照射处理，发
现在常温（２０～２５℃）贮藏期间，１０和 ２０ｃｍ处理组
抑菌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组。

２．４．２　低温等离子体杀菌技术
等离子体是继固态、液态和气态之后物质的第 ４

种状态，它是由离子、电子、自由基和化学性粒子组成

的电中性物质
［３９］
。低温等离子体可以杀死多种类型

的抗性细菌、芽孢、酵母菌、真菌类病原菌和病毒等，

目前已应用于食品加工和医疗卫生在内的诸多领

域
［４０－４１］

。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方面，陈癑［４２］
研究发

现，生鲜湿面经等离子体处理后，与未处理组相比，菌

落及霉菌总数均有下降。低温等离子体处理可有效

杀灭生鲜湿面表面微生物，抑制酸度增加，且对面条

的质构品质影响不大。低温等离子体杀菌技术目前

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上的研究还比较少，是否具备可

实践性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２５］
。

２．４．３　ＣｌＯ２杀菌技术
稳定态 ＣｌＯ２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发

展前景非常广阔
［４３］
。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方面，刘

增贵
［４４］
在湿生面条和面用水中添加质量分数梯度分

别为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和０．０５ｍｇ／ｇ的 ＣｌＯ２，发
现０．０３ｍｇ／ｇ的添加量对细菌的灭菌率在９６％左右，
０．０４ｍｇ／ｇ的添加量对霉菌已有较好的杀灭效果，继
续添加 ＣｌＯ２灭菌率提高不明显；添加量 ＜０．０４ｍｇ／ｇ
时对湿生面条的蒸煮和质构特性影响不大，且可对面

条起到明显的增白效果；微波和 ＣｌＯ２复合处理（先将
小麦粉微波灭菌 ５０ｓ，再向和面用水中添加 ０．０３
ｍｇ／ｇＣｌＯ２）灭菌率 ＞９９％，且面条品质仍能达到各单
独处理时的良好质地；微波和 ＣｌＯ２复合处理后制作
的湿生面条在３０℃贮藏条件下２０ｄ不变质，但面条
出现变黄现象。目前，ＣｌＯ２杀菌技术在生鲜湿面保
鲜上的研究也较少，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３　结语与展望

生鲜湿面的防腐保鲜是当前面条行业的一个重

要研究课题。杀菌是解决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问题的

关键技术之一。与传统的热杀菌相比，非热杀菌在杀

菌过程中不经过强烈的热处理，是非常适合生鲜面产

品特点的保鲜方法。微波、辐照、臭氧、紫外线、低温

等离子体和 ＣｌＯ２杀菌技术对生鲜湿面有良好的杀菌
效果，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鲜湿面的感官、蒸煮

及质构特性。因此，非热杀菌技术将会成为未来生鲜

湿面防腐保鲜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非热杀菌技术

还存在设备价格昂贵和技术参数不完善等问题，且多

集中于实验室研究。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首先需

要进行基础研究，理解设备作用机理，其次，应研发新

设备，加快工业化应用
［３４］
。此外，由于各非热杀菌技

术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将不同的非

热杀菌方式联合起来，寻求具有叠加效应和协同增效

作用的联合非热杀菌技术，使各杀菌方式在低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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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就可起到加倍的杀菌保鲜效果，将对生鲜湿

面防腐保鲜意义重大。靳志强等
［４５］
研究发现微波紫

外线／臭氧组合处理能有效降低霉变玉米的黄曲霉毒
素含量和霉菌孢子数量，且玉米品质不会显著改变，与

单一处理相比，组合处理能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因此，

联合非热杀菌技术将会成为未来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推动非热杀菌技术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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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膏毒肽类毒素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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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　在蘑菇中毒事件中，９０％的死亡是由含鹅膏毒肽类毒素的蘑菇引起的，鹅膏毒肽中毒目前尚未发现特
效解毒剂，因此掌握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技术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该文在介绍鹅膏毒肽的分子结构、理化性

质及其对人类影响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方法进行了综述，常规的检测方法包括酶联免疫

吸附法、侧流免疫层析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法及利用超分支滚环扩增技术和分子印迹技术

等。这些检测方法在不同实验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优缺点，也各有其适用条件，如有些检测方法适用于快速

检测蘑菇样品，而有些更适用于现场检测。通过对比这些方法的优缺点，可对实验室或临床建立更方便、快速、

灵敏检测鹅膏毒肽的方法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　蘑菇中毒；鹅膏毒肽；快速检测；现场检测；侧流免疫层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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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９（Ｔｏｔａｌ４１５）

　　根据鹅膏肽类毒素氨基酸的组成和结构，鹅膏肽
类毒素可分为鹅膏毒肽、鬼笔毒肽和毒伞素 ３类，其
中鹅膏毒肽是一类双环八肽。鹅膏毒肽化学性质稳

定，耐高温、耐干燥和酸碱，一般的烹调加工不会破坏

其毒性，该类毒素易溶于甲醇、乙醇和水，分子质量在

９７３～９９０Ｄａ［１］。根据侧链取代基团不同鹅膏毒肽又
可以分为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γａｍａｎｉｔｉｎ、ａｍａｎ
ｉｔｉｎ等，其半致死量分别为 ０．３、０．５、０．２和 ０．３
ｍｇ／ｋｇ。据报道，每年世界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蘑菇
中毒事件发生

［２－６］
，蘑菇中毒引起的死亡 ９０％是由

含鹅膏毒肽毒素的蘑菇导致
［７］
。当人们误食含有鹅

膏毒肽的毒蘑菇时，会产生剧烈恶心、呕吐、腹痛或腹

泻等情况，严重则会引起多器官衰竭进而导致死

亡
［８－１１］

。研究表明，虽然现有多种针对鹅膏毒肽的

检测技术，但是这些检测技术都存在一些弊端，如成

本高、耗时长、需要专业的检测仪器和检测人员等。

不同的检测技术对蘑菇样品前处理方式需求也不同，

更重要的鹅膏毒肽在血浆和尿液中代谢较快，浓度较

低，故很多能够快速检测蘑菇样品中鹅膏毒肽的技术

都无法运用到临床患者尿液和血液的快速检测
［１２］
。

所以，建立快速检测蘑菇、尿液和血浆中鹅膏毒肽的

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别就现有的快速检测

蘑菇样本中鹅膏毒肽和快速检测血浆和尿液中鹅膏

毒肽的技术进行阐述和分析。

１　蘑菇样本中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

１．１　超分支滚环扩增（ｈｙｐ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ＲＣＡ）技术

与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ＣＲ）严格的程序升温不同，ＨＲＣＡ技术是一种可以
在恒温条件下指数扩增核酸信号的放大技术

［１３－１４］
，

具有较高的扩增效率和灵敏度
［１５］
。现已开发出许多

基于 ＨＲＣＡ技术的传感器，用于超灵敏性检测核酸。
ＨＥ等［１６］

设计出一种针对鹅膏菌中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基因
序列的锁式探针，并基于 ＨＲＣＡ技术建立检测方法。
实验中加入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为指示剂，双链 ＤＮＡ与
指示剂结合后增强荧光强度，可直接读取实验结

果，无需琼脂糖凝胶电泳。此方法的检测限为 １００
ｃｏｐｉｅｓ／μＬ，是普通 ＰＣＲ方法的 １００倍，检测结果可
在 ３ｈ内获得，同时也可用于蘑菇混合物中鹅膏毒
肽的检测。该传感器提供了一种灵敏、快速的鹅膏

毒肽检测方法，避免了农村地区无法使用昂贵仪器

的限制。

１．２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
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ＥＬＩＳＡ是实验室目前最为常用的检测方法，这种
方法主要是以抗原和抗体的特异性免疫结合反应为

基础，在特定标记物如同位素、酶、荧光基团等的配合

下将免疫反应扩大，用于对特定靶标的检测。酶联免

疫反应相比其他检测方法具有特异性高、操作简单、

不需要特定仪器等优点。

ＨＥ等［１７］
研究并制备出一种单克隆抗体，并利用

其建立了一种利用间接竞争性免疫反应检测蘑菇样

品中鹅膏毒肽的方法。在整个免疫反应中以 α
ａｍａｎｉｔｉｎ与牛血清蛋白的偶联物（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ＯＶＡ）
作为包被抗原，以鹅膏毒素作为竞争抗原，初步建立

了检测蘑菇中鹅膏毒肽的间接 ＥＬＩＳＡ。对蘑菇样品
中鹅膏毒肽进行检测分析发现，此方法对蘑菇样品中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γａｍａｎｉｔｉｎ的检测限分别为
４．５５、４．９和４．４５ｎｇ／ｍＬ。在此基础上，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对该蘑菇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２种
方法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ＢＥＶＥＲ等［１８］
开发了一种能同时检测 αａｍａｎ

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和 γａｍａｎｉｔｉｎ的检测技术，且检测的
同时不会与结构类似物发生交叉反应。低分子量的

鹅膏毒肽本身不具有免疫原性，不能发生免疫反应，

但前期研究发现，当鹅膏毒肽与大分子物质如载体蛋

白结合后，其结合物具备免疫原性。可利用４种不同
的化学连接物质构建带有不同免疫原性的鹅膏毒肽

与载体蛋白的偶联物，以达到产生与鹅膏毒肽结合的

抗体目的，最终实验结果表明，只有 ２种方式成功产
生了结合游离鹅膏毒肽的抗体，其中一种是利用高碘

酸盐氧化这一新的连接方式，利用抗体建立竞争性酶

联免疫反应，检测限为１．０μｇ／ｍＬ。由于利用单克隆
抗体的 ＥＬＩＳＡ更适用于检测试剂盒，ＢＥＶＥＲ等［１９］

又

制备 出 新 的 单 克 隆 抗 体 （ｍＡｂｓ， ＡＭＡ９Ｇ３和
ＡＭＡ９Ｃ１２）。与多克隆抗体不同，单克隆抗体具有持
久性和一致性

［２０］
，从而克服了用于鹅膏毒肽检测的

商用多克隆抗体（ｐＡｂ）供应有限、不同批次有差别的
难题，利用这一新的单克隆抗体建立的快速检测鹅膏

毒肽的 ＥＬＩＳＡ，检测限可以达到 １ｎｇ／ｍＬ。同时在检
测蘑菇样品时，前处理方法简单，以鹅膏菌为样本，采

用水等简单溶剂快速（１ｍｉｎ）提取鹅膏毒肽，大大缩
短和简化了检测的时间和流程。

综上所述，ＥＬＩＳＡ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特异
性强等优点，适用于蘑菇样品中鹅膏毒肽的检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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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ＥＬＩＳＡ原理开发的试剂盒将会大大缩短检测时
间，改善基层难以检测的问题

［２１］
。但是 ＥＬＩＳＡ是一

种利用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酶联免疫反应，在检

测前期需要购买或制备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的抗体，

故该方法存在费用高、制备抗体耗时长等缺点。更重

要的是虽然有许多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在市场上得到应
用，但是大多数在评估基质效应、有效样品预处理的

高交叉反应性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限制了其实际应

用，也不适用于检测血浆和尿液中的鹅膏毒肽。

１．３　侧流免疫层析法（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ｌｏｗ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
ＬＦＩＡ）

相比 ＥＬＩＳＡ，ＬＦＩＡ具有使用简单、成本低廉和检
测快速等优点。ＬＦＩＡ是一种快速诊断方法，且适用
于现场检测，现已用于生物及食物安全检测中

［２２］
。

虽然 ＥＬＩＳＡ是实验室常用的检测技术，但是需要借
助专业的试剂和设备，耗时也较长。如果将 ＥＬＩＳＡ
中使用的免疫试剂转移到 ＬＦＩＡ中将会解决以上问
题。ＬＦＩＡ又被称为横向流动免疫检测技术［２３］

，是以

条状纤维层析材料为固相，利用纤维层析材料上毛细

管的吸附作用使滴在材料上的样品向前移动，最终通

过显色反应达到检测样品中是否存在待检物的技术。

在 ＬＦＩＡ中，免疫反应的发生可以基于抗原、抗体的
特异性结合或核酸适配体和靶标的特异性结合。近

年来，一些与核酸适配体有关的肿瘤治疗技术已经在

临床上得到应用
［２４］
，核酸适配体的出现也使诊断研

究发生了一定转变，相较于抗体，核酸适配体对于侧

流免疫检测平台具有更好的无免疫原性及可标记适

用性
［２５］
。传统的 ＬＦＩＡ主要分为双抗夹心层析法和

竞争免疫层析法。根据 ＬＦＩＡ原理开发的免疫试纸
条主要是由样品垫、结合垫、吸水垫和硝酸维生素膜

等构成，适用于大批量样本的定性实验
［２６］
。

针对常规检测鹅膏毒肽的方法设备昂贵或步骤

繁琐等弊端，ＢＥＶＥＲ等在上述酶联免疫吸附法基础
上开发了一种竞争免疫层析法，他们将制备的单克隆

抗体 ｍＡｂｓ运用到 ＬＦＩＡ上，通过实验确定 ＬＦＩＡ检测
的特异性和灵敏性。检测可在 １０ｍｉｎ内完成，检测
结果可直接读取，其方法对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和 γａｍａｎｉｔｉｎ
的检测限都可以达到 １０ｎｇ／ｍＬ。利用该 ＬＦＩＡ对野
生蘑菇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与液相色谱结果一致

性较好
［２７］
。该方法实现了快速、便捷、灵敏检测蘑

菇样本中鹅膏毒肽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ＥＬＩＳＡ抗体制备耗时长、需要仪器测定和不适用于
现场检测等缺点，可用于大批量样品中鹅膏毒肽的

快速检测
［２８］
。

２　血浆和尿液中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

由于鹅膏毒肽在血浆和尿液中代谢较快、浓度较

低，因此常规检测蘑菇样本中鹅膏毒肽的方法（如

ＥＬＦＩＡ、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技术等）都无法运用到
检测血浆和尿液上。含有鹅膏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病

例具有较长的潜伏期（６～２４ｈ），大多数病例的潜伏
期为十几个小时

［２９］
。因此一种能够适用于临床的快

速检测鹅膏毒肽的检测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２．１　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

ＧＡＲＣＩＡ等［３０］
建立一种联用二极管阵列和电化

学检测的 ＨＰＬＣ技术。单一的 ＨＰＬＣ技术限制了检
测鹅膏毒肽时的灵敏度，二极管阵列和电化学检测法

的联用将会大大提高检测范围和准确度。分别利用

联用二极管阵列检测的 ＨＰＬＣ和联用电化学检测法
的 ＨＰＬＣ技术对大鼠生物样品（肝脏、肾脏）进行鹅
膏毒肽检测，色谱检测运行时间在 ２２ｍｉｎ内，检测结
果发现，联用电化学检测法时检测限更低，可达０．０４０
μｇ／ｍＬ。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此方法可用于人体血浆
中鹅膏毒肽的检测。

２．２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法（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ＬＣＭＳ）

ＭＡＵＲＥＲ等［３１］
将 ＬＣＭＳ运用到人类尿液样本

中鹅膏毒肽的检测，因 ＬＣＭＳ检测方法具有灵敏度
高、稳定性好等特点，ＬＣＭＳ技术已在血浆和尿液样
本检测中得到普遍使用。众所周知，如果将色谱与质

谱联用，被测样品首先被色谱技术分离纯化，纯化后

的样品进入质谱系统，故二者联用后会将色谱和质谱

的优势进行互补，同时也会大大节省检测时间。研究

发现，不同的 ＬＣ方法和 ＭＳ方法组合会对检测方法
灵敏度的提高产生影响，现有更多的鹅膏毒肽检测手

段是在 ＬＣＭＳ检测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３２］
。

２．２．１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ｕｌｔｒａ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
ｔｒｙ，ＵＰＬＣＭＳ／ＭＳ）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可同时测定尿液或血浆中的 ６种
毒肽（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γａｍａｎｉｔｉｎ、ｐｈａｌｌｉｓａｃｉｎ、
ｐｈａｌｌｏｉｄｉｎ和 ｐｈａｌｌａｃｉｄｉｎ）［３３］。该检测方法的线性范
围为０．２～２０ｎｇ／ｍＬ，这 ６种毒肽的检出限均低于
０．０６ｎｇ／ｍＬ，在血浆和尿液基质中的加标回收率在
７９．６％ ～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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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ＬＣＭＳ／ＭＳ）

ＬＣ／ＭＳ技术虽然能够高灵敏度、快速并定量地
检测鹅膏毒肽，但是存在一个明显弊端，在定量分析

时受待测样品基质中所含的盐或其他共洗脱化合物

影响较大，故该技术对样品的制备要求较高。样品制

备优化和调试色谱条件可减小基质影响，但是最有效

的手段是将一个同位素标记的内标物质引入到实验

中，然而内标物质的选择也是检测结果能否准确的关

键。ＡＢＢＯＴＴ等［３４］
首次将同位素标记的

１５Ｎ１０α
ａｍａｎｉｔｉｎ，作为定量检测尿液中鹅膏毒肽的内标物质，
实现了同时对尿液中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γａｍａｎ
ｉｔｉｎ的定量检测，三者检测限分别为 ０．４５８／０．９３０和
０．１６９ｎｇ／ｍＬ。
２．２．３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法（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ｒｉｐｌｅ ｑｕａｄｒｕｐｏｌｅ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ＨＰＬＣＭＳ／ＭＳ）

魏佳会等
［１２］
建立了一种利用 ＨＰＬＣＭＳ／ＭＳ同

时测定血浆和尿液中 ３类重要鹅膏毒肽类（αａｍａｎ
ｉｔｉｎ、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ｐｈａｌｌｏｉｄｉｎ）、丙氨酸羟毒伞肽及二羟
毒散肽等毒素的方法。此方法不仅可用于检测蘑菇

样品中的鹅膏毒肽，也可用于检测患者血液和尿液中

的鹅膏毒肽，检测时间为 １０ｍｉｎ左右。该方法对 α
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和 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在血浆和尿液中的检测限均为
０．５μｇ／ｍＬ，线性范围均为 ５～５００μｇ／ｍＬ，对二羟鬼
笔环肽、丙氨酸羟毒伞肽及二羟毒散肽在血浆和尿液

中的检测限为 ０．２μｇ／ｍＬ。该方法具有样品需要量
少、检测速度快、灵敏度高、回收率高等特点，可大大

改善血液和尿液中毒素基质效应大、检测限高的

问题。

虽然色谱与质谱联用法检测血浆和尿液样本中

鹅膏毒肽表现出诸多优势，但是依然需要借助于昂贵

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检测成本较高，无法在现

场检测中应用。

２．３　分子印迹技术（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ＭＩＴ）

大多数免疫反应是基于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

产生的，与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有着相似的性
质

［３５］
，ＭＩＴ是制备能与目标分子在特定结合位点结

合的聚合物，该聚合物被称为分子印迹聚合物（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ＩＰ），它有着特定的空间
结构和特异性识别能力。ＭＩＴ具有高特异性、高稳定
性和高预定性，现已广泛用于化学仿生传感器

［３６］
，实

现了定量分析各种小分子有机化合物的目的，在食品

安全检测中有着重要应用
［３７］
。现介绍 ２种基于 ＭＩＴ

建立的检测血浆和尿液中鹅膏毒肽的化学传感器。

２．３．１　分子印迹荧光传感器
ＦＥＮＧ等［３８］

将 ＭＩＰ的特异选择性和碳量子点
（ｃａｒｂｏｎｑｕａｎｔｕｍｄｏｔｓ，ＣＤｓ）识别放大光学信号的优
势结合，设计 ＭＩＰＣＤｓ荧光传感器。在 ３８０ｎｍ激发
波长条件下进行荧光测量，通过 ＭＩＰＣＤｓ发射强度
的变化检测血清中的鹅膏毒肽，其中 ＭＩＰＣＤｓ新型
传感器的最佳响应时间为 ２０ｍｉｎ，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的检测
限为１５ｎｇ／ｍＬ，在０．０５～４．０μｇ／ｍＬ范围内，荧光强
度和 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样本回收
率为 ９７．８％ ～１００．９％。实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更重要的是样本无需经过

任何预处理，即可达到快速检测血清中鹅膏毒肽的目

的。

２．３．２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ＩＰＣ）传感器

ＱＩＵ等［３９］
利用具有可见颜色的光子晶体完成传

感器中信号转换工作，制备 ＭＩＰＣ传感器。该传感器
可用于实际样本（蘑菇、尿液和血清）中鹅膏毒肽的

检测，检测限为５．０×１０－１０ｍｇ／Ｌ，线性范围为１０－９～
１０－３ｍｇ／Ｌ，仅需要２ｍｉｎ的响应时间，实际样本的检
测结果会出现明显的衍射峰红移和颜色变化。

基于 ＭＩＴ建立的传感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ＬＣＭＳ中样品前处理程序繁杂的问题，简化了实际样
本的检测步骤。

２．４　免疫层析试纸条
ＢＥＶＥＲ等［４０］

根据 ＬＦＩＡ开发的免疫试纸条，检
测人类和狗的尿液中的鹅膏毒肽，α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和 γ
ａｍａｎｉｔｉｎ检测限可达 １０ｎｇ／ｍＬ，βａｍａｎｉｔｉｎ的检测限
可达１００ｎｇ／ｍＬ，检测结果可直接由肉眼读取，检测
时间为１０ｍｉｎ。这证明了ＬＦＩＡ不仅可用于蘑菇样本
中鹅膏毒肽的检测，也可用于尿液中鹅膏毒肽的快速

检测。

３　结语

鹅膏毒肽作为一种具有剧毒性质的物质，为监管

其在食品领域的安全，越来越多鹅膏毒肽的检测方法

被研究报道。由于蘑菇样本、血浆和尿液等的特殊

性，许多检测方法无法应用，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方

法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ＨＲＣＡ和 ＭＩＴ为我们建立
新方法开拓了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地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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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昂贵仪器的问题。但是，这２种技术仍需要专
业的技术人员和技术操作，很难实现检测技术的广泛

使用。近年来，ＥＬＩＳＡ检测蘑菇样本中的鹅膏毒肽越
来越普遍，此方法具有操作简单的特点，同时为之后

商业化鹅膏毒肽检测试剂盒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

但 ＥＬＩＳＡ的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现在用
于人体血浆和尿液样本中鹅膏毒肽的快速检测方法

还多为色谱与质谱联用法，受到昂贵实验仪器、设备

和专业技术水平的限制。但是随着简便、快速、适用

于大量样本的 ＬＦＩＡ不断发展，会为临床建立更加便
捷的、适用于现场的鹅膏毒肽检测方法提供重要的技

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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