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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法提升酱油中吡嗪化合物种类及质量浓度的策略" 构建酱油模拟发酵体系!在发酵初期分别或联合添加发

酵剂N枯草芽孢杆菌 78&) 及发酵底物N*N苏氨酸及 +N葡萄糖" 研究表明!相比于无添加的酱油发酵样品!只添加

枯草芽孢杆菌 78&) 的酱油样品中 2!)N二甲基吡嗪及 2!'!)N三甲基吡嗪质量浓度分别提高了 $1 和 ' 倍!其他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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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升!吡嗪化合物总质量浓度提高了 $2&) 倍" 该研究首次提出生物法提升酱油发酵过程风味吡嗪合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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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博士"助理研究员%徐岩教授为通讯作者"XNJB/O!M[Ab+/B-R-B-&@QA&,-&

TT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5%$)51& '国家轻工技术与工程一流学科自主课题项目%?#aX2%$1N$2&

收稿日期!2%2%N%5N$6"改回日期!2%2%N%1N%$

TT酱油是以黄豆%豆粕&和面粉%烤小麦&为主要原

料"经微生物发酵形成的香气浓郁(富含营养的一类

基础调味品"被广泛用于亚洲人民的食物烹饪
#$ 0'$

)

吡嗪是一类在 $"6 位含氮的六元杂环化合物"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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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的阈值呈现焙烤(坚果香气"是酱油中一类重要

的风味化合物
#6 0:$

) 目前为止"在酱油中被检测出的

吡嗪化合物有 65 种"其中"有 $6 种吡嗪在酱油中被

认定为有香气贡献"占吡嗪种类的 '%d

#5$

) 我国酱

油制作工艺及香气独特"研究者在我国酱油中共发现

了 $2 种具有风味贡献的吡嗪化合物"分别为 2N甲基

吡嗪(2")N二甲基吡嗪 % 2" )NQ/J@3DMOLM8BC/-@" 2" )N

!WH&(2":N二甲基吡嗪 %2":NQ/J@3DMOLM8BC/-@" 2":N

!WH&(2"'")N三甲基吡嗪 %2"'")N38/J@3DMOLM8BC/-@"

2"'")NaWH&(2N乙基N:N甲基吡嗪(2N乙基N'")N二甲基

吡嗪%2N@3DMON'")NQ/J@3DMOLM8BC/-@" '")NX!WH&(2N乙

基N'":N二甲基吡嗪%2N@3DMON'":NQ/J@3DMOLM8BC/-@" '"

:NX!WH&(2"'N二乙基N)N甲基吡嗪(2N异戊基N:N甲基

吡嗪(2N异戊基N'":N二甲基吡嗪(2N乙烯基吡嗪及 2N

乙烯基N:N甲基吡嗪
#$" 1 0$%$

%图 $&) 除风味贡献"一些

吡嗪化合物还被证明具有健康及药用价值
#$$ 0$2$

) 在

酱油品质提升计划中"如何理性提高酱油中吡嗪化合

物的种类及浓度一直是研究者面对的共性问题)

图 $T中国酱油中具有风味贡献的吡嗪化合物结构

S/R&$TSOBYI8,I-38/PA3/I- LM8BC/-@4/- \D/-@4@4IM4BA,@

注!方框圈出的吡嗪为本研究通过发酵剂及底物添加实现

质量浓度提升的吡嗪化合物

吡嗪化合物结构复杂且合成途径多样"目前仅有

少数吡嗪化合物合成途径得到解析
#6$

) 2%$% 年"

9Xc"X7等
#$' 0$6$

通过基因敲出手段"推测出 2"'")"

:N四甲基吡嗪%2"'")":N3@38BJ@3DMOLM8BC/-@" 2"'")":N

aaWH&的微生物合成途径) 2%$( e2%2% 年"本课题

组通过微生物筛选(基因敲除与回补(多组合同位素

示踪等技术"相继解析出了 2")N!WH(2"'")NaWH('"

)NX!WH及 '":NX!WH的微生物合成机制
#$) 0$:$

) 通

过对已解析的吡嗪微生物合成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如

上烷基吡嗪的合成微生物为枯草芽孢杆菌%!"#$%%&'

'&()$%$'&"合成底物为廉价可得的 *N苏氨酸和*或 +N

葡萄糖) 枯草芽孢杆菌为生物安全菌株" 且天然存

在于酱油发酵体系
#2" $5$

) 因此"将高产吡嗪的枯草

芽孢杆菌作为发酵剂加入到酱油发酵体系"并合理添

加发酵底物"将有潜力实现酱油中吡嗪种类及浓度的

有效提升)

本研究前期筛选得到了 $ 株来源于传统发酵食

品的(可合成 5 种烷基吡嗪的枯草芽孢杆菌) 在此基

础上"构建模拟酱油发酵体系"分析加入发酵剂及发

酵底物 *N苏氨酸及 +N葡萄糖对吡嗪化合物种类及含

量的影响) 在模拟酱油发酵体系中"同时加入高产吡

嗪的 !,'&()$%$'78&) 及发酵底物"可有效促进酱油中

吡嗪化合物种类及浓度的提升) 本研究有助于解析

酱油发酵体系中烷基吡嗪的来源"首次为酱油中吡嗪

化合物的高效合成提供新的思路)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试剂

理化试剂!*N苏氨酸(+N葡萄糖(盐酸(7B\O"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酵母粉 %"E#!&(蛋白胨

%"E#!&"江苏博美达试剂公司'磺基水杨酸(乙腈(甲

酸"上海 aD@8JIS/4D@8试剂公司'2"'")NaWH(2"'")"

:NaaWH('")NX!WH('":NX!WH(2"'N二甲基吡嗪 %2"

'NQ/J@3DMOLM8BC/-@" 2"'N!WH&(2")N!WH(2":N!WH(

2N甲基N'N甲硫基吡嗪(2N甲基吡嗪(2N乙基N)N甲基吡

嗪(2"'N二乙基N)N甲基吡嗪"]/RJBN=OQ8/,D 公司)

!,'&()$%$'78&) 为实验室前期筛选及保藏菌

株
#$:$

)

?V培养基%R*?&!酵母粉 )(蛋白胨 $%(7B\O$%'

若固体培养基则另加入琼脂 2% R(L<5&2 e5&6"$2$

f灭菌 '% J/-)

GH!W液体培养基 %R*?&!酵母粉 $%(蛋白胨

$%"L<5&2 e5&6"$$) f灭菌 '% J/-)

GN>培养基!酵母粉 $$&$$ R(蛋白胨 $$&$$ R(蒸

馏水 $ ?"L<5&2 e5&6"分装 6) J?至 2)% J?三角

瓶中" $$) f灭菌 '% J/-) 配制母液质量浓度为

)% R*?的 +N葡萄糖"无菌条件下采用 %&22

!

J水系

滤头过滤后"按 ) J?的量进行添加"使 +N葡萄糖的

终质量浓度为 ) R*?)

GNa培养基!酵母粉 $$&$$ R(蛋白胨 $$&$$ R(蒸

馏水 $ ?"L<5&2 e5&6"分装 6) J?至 2)% J?三角

瓶中"$$) f灭菌 '% J/-) 配制母液质量浓度为 $%%

R*?的 *N苏氨酸"无菌条件下采用 %&22

!

J水系滤头

过滤后"按 ) J?的量进行添加"使 *N苏氨酸的终质

量浓度为$% R*?)

GN>a培养基!酵母粉 $$&$$ R(蛋白胨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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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 $ ?"L<5&2 e5&6"分装 6) J?至 2)% J?三

角瓶中"$$) f灭菌 '% J/-) 参考上述溶液配制"使

培养基中外源添加底物 +N葡萄糖和 *N苏氨酸的终质

量浓度分别为 ) 和 $% R*?)

B#DC仪器与设备

超净工作台% ]ZN\9N$S!&"苏州净化有限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1%6c&"德国 XLL@-QI8K公司'液相

色谱N质谱联用仪 %ZB3@84FH?\*EXg" â &"美国

ZB3@84公司'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 %aD@8JI],/@-3/N

K/,

aW

a8B,@$'%%*#]^?a&"美国 aD@8JIS/4D@8公司'

恒温调速回转式摇床%!UGN2&"上海杜科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分析天平%WX2%6X&(L<计%SX21&"瑞士

W@33O@8aIO@QI公司'高压湿热自动灭菌锅% ]EN5%%&(

日本 aIJM!/R/3BOV/IOIRM公司)

B#EC实验方法

$&'&$T微生物批次培养

将 !,'&()$%$'78&) 在 ?V平板上进行活化"'5 f

过夜 培 养" 挑 取 单 菌 落 至 ?V 试 管 中" '5 f"

2%% 8*J/-摇床培养 $2 D 获取种子液) 将活化的种子

液按体积分数 $d的添加量分别转接至 GN>(GNa和

GN>a的液体培养基中"同时设置了一组不接菌的对

照组"以消除培养基和培养过程对目标产物吡嗪含量

的影响) 批次发酵实验在 )%% J?锥形瓶中进行"装

液量为 $%% J?" '5 f下 2%% 8*J/- 培养 61 D"期间分

别在 %(:($%(2%('$ 和 61 D 进行取样"取样体积为

: J?"对其进行细胞生长密度%"!

:%% -J

&的测定) 样

品经离心 $6 %%% 8*J/-" ) J/- 后获取上清液置于

02% f"后续进行吡嗪浓度检测) 上述发酵组别的

样品均一式三份)

$&'&2T酱油模拟发酵

参考文献 #$1$中的方法进行酱油制曲) 称取

)% R成曲"分装至 )%% J?锥形瓶中"加入 2%% J?$1%

R*?的盐水进行发酵)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首先"将

!,'&()$%$'78&) 在 ?V平板上进行活化"'5 f过夜培

养"挑取单菌落至 ?V试管中"'5 f"2%% 8*J/- 摇床

培养获取种子液"测定菌液 "!

:%% -J

"待菌液 "!值为

6&%时"将活化的菌液用生理盐水清洗 2 遍后"按体积

分数 $d的添加量分别转接至上述酱油固态发酵培

养体系 V和 \组) 同时将等体积生理盐水加至对照

组 =中) =(V和 \组固态发酵培养基均放置于

'5 f细菌培养箱中培养 5 Q) 随后将过滤除菌的外

源添加化合物按曲料干质量%)% R&的百分比相应添

加至 \组"具体见表 $"上述发酵组别的样品均一式

三份"发酵 '% Q"每 ) Q 手动摇动 $ J/-) 样品 =(V和

\组发酵 '% Q 后进行取样待测)

表 BC酱油发酵模拟体系

=.620BC<)'82.()&*5-5(0' &+5&- 5.840+0"'0*(.()&*

实验

组别

培养

基质

+N葡萄糖质量

浓度*%R*?

0$

&

*N苏氨酸质量

浓度*%R*?

0$

&

%7<

6

&<H"

6

质量

浓度*%R*?

0$

&

菌株

= 曲料 0 0 0 0

V 曲料 0 0 0 !,'&()$%$'78&)

\ 曲料 :% 1% 2% !,'&()$%$'78&)

$&'&'T吡嗪化合物的定量分析

$&'&'&$T2"'")NaWH(2"'")":NaaWH('")NX!WH及

'":NX!WH的定量分析

样品预处理方法!批次发酵样品!发酵液离心"

$6 %%% 8*J/-") J/- 后取上清液) 将上清液按体积比

$h$与乙腈溶液混合"冰浴超声振荡 2% J/-"于 6 f

$2 %%% 8*J/- 条件下离心 '% J/-"获取上清液加入进

样瓶中"进行 ?\NW] 定量分析) 酱油模拟发酵样品!

酱油模拟发酵液经 6 层滤纸过滤后"将溶液离心"

$6 %%% 8*J/-" ) J/- 后得到上清液) 上清液直接加

到进样瓶中进行 >\NW] 半定量分析'将上清液按如

上方法进行萃取处理"进行 ?\NW] 定量分析)

本研究采用液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对发酵液中吡

嗪进行定量分析) 首先"采用正离子模式下 !BARDN

3@84扫描方式获取 6 种吡嗪标准品的保留时间和质

谱信息) 随后"通过设定如下的离子对!$%(

"

:5 %2"

)N!WH&($2'

"

1$ %2"'")NaWH&($'5

"

(: %2"'")":N

aaWH&( $'5

"

$22 % '" )NX!WH&( $'5

"

$22 % '" :N

X!WH&"采用多反应检测模式%JAO3/LO@8@B,3/I- JI-/N

3I8/-R"WcW&对以上 6 种化合物进行检测) 具体仪器

参数如下!使用 ZB3@84VX<\

$1

%$%% JJ i2&$ JJ"

$&5

!

J&色谱柱"流动相 =为体积分数 %&$d的甲酸

水溶液"流动相 V为含体积分数 %&$d甲酸的乙腈溶

液) 设定流动相的初始浓度为 ()d ='%&$ e2) J/-"

()d =e5%d ='总计运行 2) J/-"流速设定为 %&$)

J?*J/-"进样量为 )

!

?) 质谱采集方法及参数设置!

采用二级质谱"正离子模式"毛细管电压'&%) .g" 脱

气速度 1%% ?*D"脱气温度 ')% f"锥孔气流 '% ?*D"

锥孔电压 '$ g"碰撞电压 $( g"数据收集时间 %&2 4"

质荷比%-./&6% e6%%)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系列不同浓度梯度的吡嗪混

合标准溶液"即二甲基吡嗪%包括 2"'N!WH(2")N!WH

及 2":N!WH&(2"'")NaWH(aaWH('")%:&NX!WH) 二

甲基吡嗪%2")N!WH为代表&的标准品质量浓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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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 和 1%%

!

R*?以及 $(2(

)($% 和 2% JR*?共 $2 个浓度梯度'aWH的标准品质

量浓度分别设置为 %&$(%&)($($%()%($%%(2%%()%%(

1%%($ %%%(2 %%% 和 ) %%%

!

R*?共 $2 个浓度梯度'

aaWH的标准品质量浓度分别设置为 %&$(%&2(%&)(

%&1($($%(2%(6%()%(1%($%% 和 2%%

!

R*?共 $2 个浓

度梯度''") %:&NX!WH的标准品质量浓度分别设置

为 %&$(%&)($($%(2%()%(1%($%%(2%%()%%(1%% 和

$ %%%

!

R*?共 $2 个浓度梯度'外标法实现对烷基吡

嗪的定量)

$&'&'&2T2"'N!WH(2")N!WH及 2":N!WH的定量分

析

如上利用液相色谱检测方法无法实现 2"'N!WH(

2")N!WH及 2":N!WH的有效分离"因此"需配合高效

气相(质谱对以上 ' 种化合物进行定量) 样品预处

理!将发酵样品离心"$6 %%% 8*J/-" ) J/- 后得到上清

液) ) J?样品中加入 )

!

?%&%( R*?的 2N甲基N'N甲硫

基吡嗪作为内标) 本研究利用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

色谱柱型号为 !VNZ=E%:% Ji%&2) JJ" %&2)

!

J&"

柱载气为 <@"流速为 $&2 J?*J/-"不分流'升温程序!

)% f保持 2 J/-"随后以 ' f*J/- 上升到$$% f"保

持) J/-"随后以 : f*J/- 升温至 2'% f"保持 1 J/-)

质谱条件如下!电离能 5% @g'质谱传输线温度

2'% f'离子源温度 2:% f'进样口温度 2'% f'扫描

时间 %&$ 4'质谱扫描范围 2) e')% BJA) 首先"基于

全扫模式 %SAOO4,B-&"计算 2"'N!WH(2")N!WH及

2":N!WH的峰面积比值'其次"利用液质联用仪"得

到二甲基吡嗪的总浓度'最后"利用二甲基吡嗪总浓

度及 2"'N!WH(2")N!WH及 2":N!WH的峰面积比值"

计算得到 2"'N!WH(2")N!WH及 2":N!WH的浓度)

例如二甲基吡嗪总浓度为 W"2"'N!WH峰面积为 =

$

"

2")N!WH峰面积为 =

2

" 2")N!WH峰面积为 =

'

) 则

2"'N!WH浓度按公式%$&计算!

#!2"'N!WH# j

0i1

$

1

$

k1

2

k1

'

!$#

$&'&6T模拟酱油样品中风味化合物的半定量分析

风味化合物半定量分析时的样品预处理及样

品检测方法与 2"'N!WH(2")N!WH及 2":N!WH的检

测方法一致) 2N甲基N'N甲硫基吡嗪作为内标化合

物的浓度已知%终质量浓度为 %&(%

!

R*?& "根据目

标化合物峰面积 %1

/

&与内标化合物峰面积 %1

,

&的

比值"按公式%2&计算目标化合物相对浓度 #

/

!

#

/

j%&%( i

1

$

1

#

!2#

$&'&)T酱油理化指标检测

氨基酸浓度的测定!将发酵 '% Q 模拟酱油发酵

样品取样 $ J?"$6 %%% 8*J/- 离心 ) J/- 后取上清

液) 按体积比$h$将上清液与体积分数 $%d磺基水

杨酸混匀"6 f静置 6 D 后置于 $2 %%% 8*J/- 条件下"

离心$% J/-"重复以上步骤 2 次) 吸取上清液 $ J?"

加入不同体积的 %&%2 JIO*?<\O溶液"将萃取上清

液分别稀释 2%('%()% 倍) 稀释后样品过 %&22

!

J水

相滤头至进样瓶中待测) 氨基酸分析采用 "H=N

SW"\柱前衍生的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系统"

搭配 !/BJI-4/O\

$1

%2)% JJ i6&: JJ" )

!

J&色谱

柱) L<测定!直接利用 L<计测定酱油发酵样品上

清液 L<) 模拟酱油样品的氨氮浓度及总酸水平按照

国标法测定"分别为 >V)%%(&2')+2%$: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态氮的测定 - 及 >V*a

$26):+2%%1,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2T结果与分析

D#BC!*'&()$%$'!"#$ 具有多种吡嗪合成能力

在微生物发酵过程中"吡嗪化合物属于次级代谢

产物"化合物质量浓度通常较低% -R*?e

!

R*?&"难以

实现精准定性定量
#$($

) 本研究首先优化 5 种吡嗪检

测方法"包括 ) 种在酱油中有风味价值的吡嗪化合

物"即 2")N!WH(2":N!WH(2"'")NaWH('")NX!WH及

'":NX!WH"另外加上 $ 种 2")%:&N!WH的同分异构

体+2"'N!WH"及已被证明可以由 !,'&()$%$'合成的

吡嗪化合物+2"'")":NaaWH) 高效液相色谱N质谱联

用仪是公认的可精准实现化合物定性定量的检测设

备) 如图 2NB所示"经过检测方法优化"本研究可实

现二甲基吡嗪 %包括 2" '*2" )*2" :N!WH&( 2" '" )N

aWH(2"'")":NaaWH('")NX!WH及 '":NX!WH有效

分离) 然而"2"'N!WH(2")N!WH及 2":N!WH作为同

分异构体"具有相似的物化性质"无法利用液质进行

有效分离) 本研究继续研究优化高效气相色谱N质谱

联用仪检测方法"可实现 ' 种二甲基吡嗪有效分离

%图 2NP&) 最终"本研究同时实现了 5 种烷基吡嗪的

精准定性定量)

本课题组前期筛选得到 $ 株可高产 '")NX!WH

及 '":NX!WH的菌株"根据分子生物学及生理生化分

析"鉴定并命名为 !,'&()$%$'78&)

#$:$

"本研究继续探

究 !,'&()$%$'78&) 的吡嗪合成能力"检测 !,'&()$%$'

78&) 在基础营养培养基中及添加了 +N葡萄糖及 *N

苏氨酸%已解析的烷基吡嗪合成底物&的培养基的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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嗪合成能力) 如图 ' 所示"未接种 !,'&()$%$'78&)

的各培养基中均未检出吡嗪化合物"表明在常温常压

下"吡嗪化合物的合成必须有微生物参与) +N葡萄糖

及 *N苏氨酸的添加未对微生物的生长产生影响%图

'NB&) 值得注意的是"!,'&()$%$'78&) 在发酵 2% e

'% D时"达到最高细胞浓度"随后细胞浓度缓慢下降)

与此同时"大部分吡嗪在 2% D 后开始大量合成) 如

上结果与吡嗪化合物为次级代谢产物"微生物发酵提

供吡嗪化合物合成必要前体的前期结论一致
#$)$

)

如图 'NP e'NK所示"培养基中添加 +N葡萄糖可

有效促进 !,'&()$%$'78&) 合成 2"'")":NaaWH) 培养

基中添加 *N苏氨酸可有效促进菌株合成 2")N!WH及

'":NX!WH%图 6&) 在同时添加了 *N苏氨酸及 +N葡

萄糖的培养基中"5 种目标烷基吡嗪合成均得到显著

提高"其中 2")N!WH及 2"'")NaWH最高质量浓度均

达到 $%% JR*?以上) 结果表明"!,'&()$%$'78&) 在

添加 +N葡萄糖及 *N苏氨酸条件下"可以至少合成

2"'N!WH(2")N!WH(2":N!WH(2"'")NaWH(2"'")":N

aaWH('")NX!WH及 '":NX!WH共 5 种吡嗪化合物"

其中"61 D 内 2")N!WH(2"'")NaWH('")NX!WH及 '"

:NX!WH的合成质量浓度均 l$ JR*?)

BN不同吡嗪在液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的出峰时间'

PN不同二甲基吡嗪在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的出峰时间

图 2T检测条件优化实现烷基吡嗪有效分离

S/R&2TaD@IL3/J/CB3/I- IKQ@3@,3/I- J@3DIQ48@BO/C@Q

3D@4@LB8B3/I- IKLM8BC/-@L@B.4

图 'T!,'&()$%$'78&) 的生长曲线及产吡嗪能力分析

S/R&'TaD@R8Ì3D B-Q LM8BC/-@L8IQA,3/I- ,A8Y@4IK!,'&()$%$'78&)

注!UN>!培养基为 ?V添加 +N葡萄糖"无微生物接种'UNa!培养基为 ?V添加 *N苏氨酸"无微生物接种'UN>a!培养基为 ?V添加 +N葡萄糖

及 *N苏氨酸"无微生物接种']N>!培养基为 ?V添加 +N葡萄糖"接种 !,'&()$%$'78&)' ]Na!培养基为 ?V添加 *N苏氨酸"接种

!,'&()$%$'78&)' ]N>a!培养基为 ?V添加 +N葡萄糖及 *N苏氨酸"接种 !,'&()$%$'78&)%下同&

D#DC酱油模拟发酵体系中接种 !*'&()$%$'!"#$

!,'&()$%$'78&) 有多吡嗪产生能力"接种 !,'&(2

)$%$'78&) 是否在酱油发酵中具有提升吡嗪化合物合

成能力的有效策略值得探究) 基于工业生产酱油的

合成工艺"本研究构建模拟酱油发酵体系"设置不添

加 !,'&()$%$'78&) 发酵剂的样品为对照"经过 '% Q

保温发酵"研究 !,'&()$%$'78&) 菌株加入对酱油中

吡嗪化合物浓度的影响) 发酵后"未接种样品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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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2"'N二甲基吡嗪'PN2")N二甲基吡嗪',N2":N二甲基吡嗪

图 6T枯草芽孢杆菌发酵 61 D 合成的二甲基吡嗪浓度

S/R&6TaD@L8IQA,3/I- IKQ/J@3DMOLM8BC/-@4PM!,'&()$%$'78&)

注!空白"培养基为 ?V添加 +N葡萄糖及 *N苏氨酸"无微生物接种

6&)%&与接种样品% L<6&))& 的 L<一致"未接种样

品总酸质量浓度%以乙酸计&为%%&6) m%&%'& R*$%%

J?"接种样品总酸质量浓度为 %%&22 m%&%'& R*$%%

J?"总酸水平略有下降"可能与枯草芽孢杆菌发酵产

生 L<中性化合物有关) 如表 2 所示"氨基酸种类及

浓度未有明显差异 )在吡嗪化合物合成方面 "2 ")N

!WH质量浓度由%&6$

!

R*?提高到 5&56

!

R*?"提高

了 $1&11 倍) 2"'")NaWH质量浓度由 %&'(

!

R*?提

高到 $&2(

!

R*?"提高了 '&'$ 倍"其余吡嗪浓度没有

明显提高%图 )&) 结果表明"在酱油发酵过程中"只

添加可合成吡嗪的发酵剂"可提升部分吡嗪合成

浓度)

图 )T模拟酱油样品中吡嗪化合物质量浓度

S/R&)TaD@,I-,@-38B3/I- IKLM8BC/-@4/- 43/JAOB3@4IM4BA,@4BJLO@4

注!=样品!未添加发酵剂及吡嗪合成底物的模拟酱油体系'V样品!添加了发酵剂%!,'&()$%$'78&)&的模拟酱油体系'

\样品!添加了发酵剂%!,'&()$%$'78&)&及吡嗪合成底物%+N葡萄糖(*N氨基酸及铵盐&的模拟酱油发酵体系%下同&

D#EC发酵剂及发酵底物添加提升模拟酱油体系中吡

嗪化合物浓度

本研究分析同时加入发酵剂及发酵底物对酱油

发酵体系中吡嗪化合物合成的影响) 经过 '% Q 发

酵"同时加入 *N苏氨酸(+N葡萄糖及 !,'&()$%$'78&)

的模拟酱油发酵样品 L<值为 6&:$"总酸 %以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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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质量浓度为%%&'2 m%&%$& R*$%% J?"与未添加底

物及菌株的样品相比 L<接近% L<6&)%&"总酸略有

下降#未接种样品总酸质量浓度为%%&6) m%&%'& R*

$%% J?$) 未添加底物及菌株的氨基酸质量浓度为

%1&'2 m%&%( & R*?"氨基酸态氮水平为 % %&$% m

%&%$& R7*$%% J?" 添加了底物及菌株的氨基酸质

量浓度为 %$%&1$ m%&$% & R*?"氨基酸态氮水平为

%%&$2 m%&%$& R7*$%% J?) 因此"底物及菌株的添

加使得氨基酸浓度及氨氮水平均略有提升"可能与添

加底物苏氨酸有关) 从酱油发酵合成吡嗪种类及浓

度来看"如图 ) 所示"多种吡嗪化合物质量浓度得到

明显提高) 二甲基吡嗪中"2"'N!WH质量浓度由%&$2

!

R*?提高至 %&'%

!

R*?"提高 2&)% 倍'2")N!WH质量

浓度由 %&6$

!

R*?提高至 $$&'$

!

R*?"提高 25&)(

倍' 2" :N!WH质 量 浓 度 由 $&$'

!

R*?提 高 至

$6&%'

!

R*?"提高了 $2&62 倍) 2"'")NaWH质量浓度

由%&'(

!

R*?提高至 2&('

!

R*?"提高了 5&)2 倍)

2"'")":NaaWH质量浓度由 %&%:

!

R*?提高至 %&$1

!

R*?"提高了 ' 倍) '")NX!WH及 '":NX!WH质量浓

度分别由 %&%( 及 %&$%

!

R*?提高至 %&)( 及 $&:6

!

R*?"分别提高了 :&): 及 $:&6 倍) 吡嗪总质量浓

度由2&'

!

R*?提高到 '%&(1

!

R*?"提高了 $2&6: 倍)

结果表明"同时添加发酵剂及发酵底物"有希望实现

酿造酱油中吡嗪化合物种类及浓度的提升) 另外"2"

'N!WH及 2":N!WH的微生物合成途径尚未解析"本

研究有利于重要吡嗪化合物的微生物合成途径解析)

表 DC模拟发酵 EF 7的酱油中氨基酸质量浓度

=.620DC=G04&*40*(".()&*&+.')*& .4)7)*5()'82.(0

5&- 5.840+0"'0*(.()&*.(EF

(G

7.-5

种类
氨基酸质量浓度*%R*?

0$

&

=样品 V样品 \样品

天冬氨酸 %&(6 m%&$: %&(5 m%&$1 %&11 m%&$(

苏氨酸 %&') m%&%) %&': m%&%1 '&:1 m%&$%

丝氨酸 %&62 m%&%( %&6' m%&%( %&)' m%&$6

谷氨酸 $&6' m%&25 $&65 m%&$1 $&'% m%&2:

甘氨酸 %&22 m%&$' %&26 m%&%: %&26 m%&%(

丙氨酸 %&6) m%&%' %&6: m%&%$ %&6% m%&$)

缬氨酸 %&)' m%&%1 %&') m%&%) %&6( m%&$$

蛋氨酸 %&$: m%&%6 %&$6 m%&%' %&$2 m%&%2

异亮氨酸 %&6: m%&%: %&66 m%&%1 %&6$ m%&%(

亮氨酸 %&51 m%&$$ %&5) m%&$6 %&:5 m%&$6

酪氨酸 %&$( m%&$% %&26 m%&%) %&2% m%&%)

苯丙氨酸 %&61 m%&%) %&6' m%&%: %&'1 m%&%5

赖氨酸 %&:1 m%&%1 %&:5 m%&$$ %&)( m%&$2

组氨酸 %&2% m%&%6 %&$1 m%&%' %&$) m%&%)

精氨酸 %&56 m%&$% %&:1 m%&$2 %&)5 m%&$2

脯氨酸 %&2( m%&$$ %&26 m%&%' %&22 m%&%2

汇总 1&'2 m%&%( 1&%) m%&%1 $%&1$ m%&$%

D#HC接种 !*'&()$%$'!"#$ 对模拟酱油中风味化合物

合成的影响

除吡嗪外"有众多其他风味化合物贡献了酱油风

味"包括酸(醇(醛(酯和呋喃等杂环化合物) 本研究

进一步解析发酵剂 !,'&()$%$'78&) 及发酵底物的添

加对其他风味化合物形成的影响) 如表 ' 所示"同时

添加发酵剂及发酵底物"醇类(酸类(酯类(吡嗪类(呋

喃类杂环化合物浓度提高"醛类化合物浓度降低) 酯

类化合物是酱油发酵中的重要风味化合物"与未添加

的模拟酱油发酵样品相比"添加了 !,'&()$%$'78&)(*N

苏氨酸及 +N葡萄糖的样品中"2N甲基丁酸乙酯('N甲基

丁酸乙酯及己酸乙酯浓度提高了 )%d以上"棕榈酸乙

酯浓度提升了 2&6: 倍) 值得注意的是"吡嗪化合物

中"除已定量的 5 种吡嗪化合物"另检测发现"甲基吡

嗪及 2N乙基N:N甲基吡嗪浓度提高"浓度提升比例分别

为$&')及 5&12 倍) 结果表明"同时接种 !,'&()$%$'78&

) 及发酵底物"会促进多种风味化合物合成)

表 EC模拟发酵 EF 天的酱油体系中风味化合物种类及质量浓度

=.620EC=G0I.")0(- .*74&*40*(".()&*&+I&2.()20

4&',&8*75)*5()'82.(05&- 5.840+0"'0*(.()&*.(EF

(G

7.-5

化合物
化合物质量浓度*%

!

R*?

0$

&

=样品 V样品 \样品

醇酮类化合物

T丙酮 '%&%6 2)&6' 6(&5%

T2N丁酮 (&(2 (&1% $$&%)

T乙醇 )%)&)$ )$2&:) )61&()

T2N甲基N$N丁醇 $1&:: 26&)( 2'&1(

T'N%甲硫基&N$N丙醇 :&'$ 1&5' (&(1

T苯乙醇 '2&'5 6)&%% )2&')

T2N甲基N$N丙醇 '&61 '&'1 '&6$

酯类化合物

T2N甲基丁酸乙酯 $&:' 6&'5 2&:6

T'N甲基丁酸乙酯 %&6' $&2) %&5)

T己酸乙酯 $&'' 2&)' $&16

T棕榈酸乙酯 :&$1 (&:2 2$&6$

醛类化合物

T2N甲基丁醛 $1&)' $6&'' $'&1'

T'N甲基丁醛 6'&6: '2&:5 '2&51

T糠醛 $1)&51 $52&'% $)2&$:

T苯甲醛 6)&)( 6%&:' ''&$1

T己醛 2&'( $&): $&%1

酸类化合物

T乙酸 5((&56 :21&(6 5)2&1)

T2N甲基丙酸 $)&5: 2(&'$ 2)&52

T辛酸 )&5' :&') (&)6

T壬酸 2&': $&(: :&26

吡嗪类化合物

T甲基吡嗪 2&5% '&$' :&')

T2N乙基N:N甲基吡嗪 %&'' %&'( 2&($

其他杂环类化合物

T麦芽酚 2$&6) 2)&$5 2:&(6

T2N戊基呋喃 %&55 %&%' $&:1

T)N甲基呋喃醛 2&:' 2&2$ '&%$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T结论

本研究在筛选得到 $ 株可合成多种吡嗪化合物

的微生物菌株基础上"通过模拟酱油发酵方式"探究

基于微生物应用的提升酱油发酵过程中吡嗪化合物

的合成策略) 研究发现"酱油发酵过程中"同时添加

可合成吡嗪的发酵剂 !,'&()$%$'78&) 及发酵底物 *N

苏氨酸及 +N葡萄糖"可有效提升酱油中吡嗪化合物

的种类及浓度) 本研究一方面开发了发酵酱油中吡

嗪化合物浓度提升策略'另一方面"对多种吡嗪化合

物的微生物合成机制以及酱油中已有吡嗪化合物的

合成途径研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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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Q4/- 38BQ/3/I-BO\D/-@4@4IM4BA,@PM-I8JBOLDB4@,D8IJB3IRN

8BLDMK8B,3/I-B3/I- ,IJP/-@Q /̀3D RB4,D8IJB3IR8BLDMNIOKB,3IJ@38M

#9$&SIIQ B-Q S@8J@-3B3/I- #-QA438/@4"2%$("6)!2'5 0266&

#$$$T<=]]=77Z" ]=F!#W 7"=V!X?N><=7GG ]"@3BO&7IY@O

LM8BC/-@PB4@Q B-3/N3AP@8,AOB8BR@-34!!@4/R-"4M-3D@4/4" P/IOIR/,BO

@YBOAB3/I- B-Q $; '$%$#943AQ/@4#9$&V/II8RB-/,\D@J/438M"2%2%"

(:!$%' :$%&

#$2$TcF#Z"E#="N>F=7>H"!X7>NGF<&c@4@B8,D L8IR8@44IK3@3N

8BJ@3DMOLM8BC/-@/- Y/-@RB8# 9$&\D/-B\I-Q/J@-3" 2%$)" 6%!

$'5 0$6%&

#$'$T!#\U\<=a9]"Z#\UX?]"V"?aX7\9"@3BO&HM8BC/-@P/I4M-N

3D@4/4/- <956;4("#)45$&-:%&)"-$#&-#9$&XA8IL@B- 9IA8-BOIK"8N

RB-/,\D@J/438M"2%$%"2%$%%$6& !2 :15 02 :()&

#$6$T;<FVS"EFG"S=7Z ?&</RDNM/@OQ K@8J@-3B3/Y@L8@LB8B3/I- IK

3@38BJ@3DMOLM8BC/-@PM!"#$%%&'4L A4/-RB- @-QIR@-IA4L8@,A84I8

BLL8IB,D#9$&9IA8-BOIK#-QA438/BOW/,8IP/IOIRMB-Q V/I3@,D-IOIRM"

2%$%"'5%2& !$5( 0$1:&

#$)$T;<=7>?" \=" G" a"7> 9" @3BO&=- BO.MOLM8BC/-@4M-3D@4/4

J@,DB-/4J /-YIOY/-R ON3D8@I-/-@N'NQ@DMQ8IR@-B4@ Q@4,8/P@43D@

L8IQA,3/I- IK2")NQ/J@3DMOLM8BC/-@B-Q 2"'")N38/J@3DMOLM8BC/-@PM

!"#$%%&''&()$%$'# 9$&=LLO/@Q B-Q X-Y/8I-J@-3BOW/,8IP/IOIRM"

2%$("1)%26& !@%$ 1%5 0%$ 1$(&

#$:$T;<=7><";<=7>?"GFE"@3BO&aD@P/I4M-3D@4/4J@,DB-/4J

/-YIOY/-R2"'NL@-3B-@Q/I-@B-Q BJ/-IB,@3I-@Q@4,8/P@43D@L8IN

QA,3/I- IK2N@3DMON'" )NQ/J@3DMOLM8BC/-@B-Q 2N@3DMON'" :NQ/J@3DN

MOLM8BC/-@PM!"#$%%&''&()$%$'#9$&9IA8-BOIK=R8/,AO3A8BOB-Q SIIQ

\D@J/438M"2%2%":1%$$& !' ))1 0' ):5&

#$5$T许瑜&外加糖源对高盐稀态酱油风味品质影响的研究 #!$&广

州!华南理工大学"2%$1&

#$1$T=<79]"\<=7!c=W"<=7?"?#"F?X"@3BO&\DB8B,3@8/CB3/I-

IK\/QcNJ@Q/B3@Q 8@RAOB3/I- /- !"#$%%&'";)=5"#$'8@Y@BO4BL8@Y/N

IA4OMA-Q@3@,3@Q 8IO@IK]NOBM@8L8I3@/-4B4JA8@/- DMQ8IOB4@4#9$&

WIO@,AOB8W/,8IP/IOIRM"2%%:":2%6& !$ $)1 0$ $:(&

#$($TZX7?=#S" #̂=7W\&<@BQ4LB,@4IO/Q LDB4@J/,8I@[38B,3/I- B-Q

RB4,D8IJB3IR8BLDMNIOKB,3IJ@38MQ/OA3/I- B-BOM4/4IKMIA-RB-Q BR@Q

\D/-@4@.GB-RD@!B_A/ O/_AI84#9$&9IA8-BOIK=R8/,AO3A8BOB-Q

SIIQ \D@J/438M"2%%)")'%2%& !5 ('$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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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周海岩"周建宝"易晓男"等&来源于 >=9?9="%9("#)45("5@9%4;'$'的昆布多糖酶 cP?BJ$: 的重组表达及生产条件优化

#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2$&!( 0$)&;<"F<B/MB-";<"F9/B-PBI"G#E/BI-B-"@3BO&X[L8@44/I- B-Q IL3/J/C@Q L8IN

QA,3/I- IKOBJ/-B8/-B4@cP?BJ$: K8IJ>=9?9="%9("#)45("5@9%4;'$'#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 0

$)&

来源于 +,-.-,"%-("#)/0("01-%/2'$'的昆布多糖酶 >6J.'BK 的

重组表达及生产条件优化

周海岩$!2

!周建宝$!2

!易晓男$!2

!李勉'

!柳志强$!2

!

$%浙江省生物有机合成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6&

2%手性生物制造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6&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开化"'26'%2&

摘T要T为实现昆布多糖酶的异源表达以及提高工程菌的产酶水平!将来源于 >=9?9="%9("#)45("5@9%4;'$'的昆

布多糖酶 cP?BJ$: 基因经密码子优化后克隆至 LH#\(U质粒!并重组到毕赤酵母 >]$$) 中" 分泌表达的重组酶

经镍柱纯化后对其酶学性质进行表征$为提高酶的表达量!对重组毕赤酵母菌的发酵条件进行了优化" 结果表

明%cP?BJ$: 能够在毕赤酵母 >]$$) 中高效分泌表达$以来源于海带的昆布多糖作为水解底物时!cP?BJ$: 最适

反应温度及 L<分别为 )) f和 L<5&%$通过热稳定性及 L<稳定性研究发现!cP?BJ$: 在 )) f保温 '% J/- 后!

残留酶活力在 (%d以上$在 )% JJIO*?a8/4N<\O缓冲液&L<5&%'中保存 26 D 后残留酶活力高达 (%d$金属离子

W-

2 k和 \I

2 k对酶活力有促进作用!而 \A

2 k

#乙二胺四乙酸和十二烷基硫酸钠可严重抑制酶活力" 发酵条件优

化结果显示!在发酵液初始 L<为 :&%#培养温度为 21 f以及每 26 D 添加体积分数 $&)d的甲醇条件下发酵

$2% D!发酵上清液中酶活力达到 25&62 F*J?!与初始酶活力相比提高了 2:&62d" cP?BJ$: 的高效催化水平以

及较高的热稳定性和酸碱耐受力为其在食品#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T昆布多糖酶$毕赤酵母$异源表达$酶学性质

LM,"055)&*.*7&,()')/07,"&784()&*&+2.')*.")*.50>6J.'BK +"&'

+,-.-,"%-("#)/0("01-%/2'$'

;<"F<B/MB-

$"2

";<"F9/B-PBI

$"2

"G#E/BI-B-

$"2

"?#W/B-

'

"?#F;D/_/B-R

$"2

!

$%U@M?BPI8B3I8MIKV/II8RB-/,]M-3D@4/4IK;D@+/B-RH8IY/-,@%;D@+/B-RF-/Y@84/3MIKa@,D-IOIRM&" <B-RCDIA '$%%$6" \D/-B&

2%7B3/I-BOB-Q ?I,BO9I/-3X-R/-@@8/-Rc@4@B8,D \@-3@8KI8V/IJB-AKB,3A8/-RIK\D/8BO\D@J/,BO4%;D@+/B-R

F-/Y@84/3MIKa@,D-IOIRM&" <B-RCDIA '$%%$6" \D/-B& '%;D@+/B-R<AB.B-RHDB8JB,@A3/,BO

\I&" ?3Q&" UB/DAB'26'%2" \D/-B&

:;<=>:?=TSI8D@3@8IOIRIA4@[L8@44/I- IK3D@OBJ/-B8/-B4@cP?BJ$: K8IJ>=9?9="%9("#)45("5@92

%4;'$'" 3D@,IQI- IL3/J/C@Q B-Q 4M-3D@4/C@Q R@-@5(%"-$: B̀4,OI-@Q /-3ILH#\(UB-Q 38B-4KI8J@Q /-3I

A$#=$" 3"')95$'>]$$)&aD@8@,IJP/-B-3cP?BJ$: B̀4L8@LB8@Q" LA8/K/@Q B-Q P/I,D@J/,BOOM,DB8B,3@8N

/C@Q&aD@8@4AO344DÌ@Q 3DB3" /̀3D OBJ/-B8/- K8IJ *"-$;"5$" B"39;$#" B43D@4AP438B3@" 3D@8@,IJP/N

-B-3cP?BJ$: @[D/P/3@Q 3D@IL3/JBOB,3/Y/3/@4B3))f B-Q L<5&%&#34DÌ@Q D/RD 3D@8JI43BP/O/3M%BN

PIY@(%d 8@4/QABOB,3/Y/3M& B3))n\BK3@8/-,APB3/I- KI8'% J/- B-Q L<43BP/O/3M%AL 3I(%d 8@4/QABO

B,3/Y/3M& BK3@8/-,APB3/I- B3L<5&%& B-Q 6f KI826 D&aD@B,3/Y/3MIKcP?BJ$: B̀4/JL8IY@Q PM

W-

2 k

B-Q \I

2 k

' PA3R8@B3OM/-D/P/3@Q PM\A

2 k

" X!a=B-Q ]!] &=K3@8$2% D ,AO3/YB3/I- /̀3D /-/3/BO

L<:&%" B321f" /̀3D 3D@J@3DB-IOBQQ/3/I- YIOAJ@IK$&)d @Y@8M26 D" 3D@B,3/Y/3MIKcP?BJ$:

8@B,D@Q 25&62 F*J?" /&@&2:&62d D/RD@83DB- 3DB3IK3D@,I-38IO&aD@D/RD ,B3BOM3/,B,3/Y/3M" 8@N

第一作者!博士"副教授%柳志强教授为通讯作者"XNJB/O!J/,8IO/AbC+A3&@QA&,-&

TT基金项目!浙江省引进培育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项目%2%$1c%$%$6&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2%$1$$6&

收稿日期!2%2%N%6N$5"改回日期!2%2%N%)N$6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JB8.BPO@3D@8JBO43BP/O/3MB-Q L<3IO@8B-,@L8IY/Q@JI8@LI44/P/O/3/@4KI8/34BLLO/,B3/I- /- KIIQ B-Q @-N

@8RMK/@OQ4&

@0- A&"75TOBJ/-B8/-B4@' A$#=$" 3"')95$'' D@3@8IOIRIA4@[L8@44/I-' @-CMJB3/,L8IL@83/@4

TT昆布多糖是一类存在于海洋藻类中的聚糖"基本

结构包括以
"

N$"'N糖苷键连接的葡萄糖作为主链"在

结构内部还含有
"

N$":N糖苷键) 作为一类与纤维素

等多糖结构类似的自然资源"昆布多糖在生物燃料行

业中也可作为发酵底物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N2$

) 据报

道"褐藻中的昆布多糖可被细菌昆布多糖酶水解从而

进行乙醇生产
#'$

) 昆布多糖酶 %X\'&2&$&:&"又称

"

N$"'N葡聚糖酶"是能够催化
"

N+N葡聚糖中 $"'N糖苷

键和 $"6N糖苷键断裂的一类糖苷水解酶 %ROM,I4/Q@

DMQ8IOB4@4"><&) 在细菌中"昆布多糖酶包括外切
"

N

$"'N葡聚糖酶%X\'&2&$&)1&和内切
"

N$"'N葡聚糖酶

%X\'&2&$&'(&"都可将昆布多糖及其结构类似的多

糖水解为单糖或寡糖
#6$

) 据 \=;M数据库统计"昆布

多糖酶分布于 ><'(><)(><$:(><$5(><))(><:6(

><1$(><$21(><$)2(><$)5 和 ><$)1 家族'><$:

家族的内切
"

N$"'N葡聚糖酶所占比例最大
#)$

)

有研究人员以大肠杆菌%C'#=45$#=$" #9%$&为宿主

对昆布多糖酶进行表达"如 S?BJ=和 S?BJV

#:$

(

WCO1:

#5$

和 >S=

#1$

等) 这些酶在 C,#9%$中表达水平

较低"最适温度基本处于 6) e)) f"且热稳定性和

L<耐受能力一般"难以满足工业化应用需求) 因此"

开发不同来源的昆布多糖酶并选择更适合的表达系

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表明"嗜盐微生物及其相关

基因在工业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 0$$$

) 嗜盐红色

盐杆菌 >=9?9="%9("#)45("5@9%4;'$'4L&$)$12a是从盐

湖中分离的一种新型嗜盐非运动型细菌"其最适生长

盐质量浓度为 2% e'% JR*J?

#$2$

) F-/H8I3

#$'$

数据库

显示"该菌基因组中含有丰富的 ><基因"包括 ><$:

家族的昆布多糖酶基因) 因此"开发 >,("5@9%4;'$'

来源的昆布多糖酶用于高盐环境中昆布多糖等多糖

的降解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毕赤酵母%A$#=$" 3"'2

)95$'&作为真核生物表达系统"不仅能对重组蛋白进

行必要的修饰加工(分泌表达调控和高密度发酵"而

且自身蛋白分泌较少"更有利于后续的分离纯化等操

作
#$6$

) 本文采用毕赤酵母 >]$$) 为表达宿主对来源

于 >,("5@9%4;'$'的昆布多糖酶 cP?BJ$: 进行基因克

隆和表达"然后对 cP?BJ$: 进行表征和生产条件优

化"以期为昆布多糖酶在生物质资源化中的应用提供

理论基础)

$T材料与方法

B#BC试验材料

$&$&$T菌株和质粒

C,#9%$!<)

#

及质粒 LH#\(U由旭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毕赤酵母 >]$$) 由实验室保存)

$&$&2T试剂

HDB-3B

$

WB[ ]AL@8NS/Q@O/3M !7= HIOMJ@8B4@"

gBCMJ@%南京&公司'D"##"7XV%北京&有限公司'质

粒 !7=小量抽提试剂盒(H\c清洁试剂盒及 !7=凝

胶回收试剂盒"=[MR@- %杭州&有限公司'氨苄青霉

素(遗传霉素 >6$1(蛋白 WB8.@8(核酸染料"上海生

工'V\=蛋白含量检测试剂盒"凯基生物'昆布多糖"

百灵威'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T培养基

?V%?A8/BNV@83B-/&培养基%R*?&!酵母提取物 )"

蛋白胨 $%"7B\O$%"L<5&%"固体培养基添加 2%R*?

琼脂粉)

酵母浸出粉胨葡萄糖%M@B43@[38B,3L@L3I-@Q@[N

38I4@"GH!&培养基 %R*?&!酵母提取物 $%"蛋白胨

2%"葡萄糖 2%"固体培养基添加 2%R*?琼脂粉)

W!%J/-/JBOQ@[38B4@&培养基%R*?&!酵母无氨基

氮源%M@B43-/38IR@- PB4@"G7V&$'&6"葡萄糖 2%"固体

培养基添加 2%R*?琼脂粉) 待培养基温度降至 :%f

以下"补加终浓度为 6%%

!

R*?的生物素溶液)

基本培养基%J/-/JBOJ@Q/AJ"WW& %R*?&!G7V

$'&6"固体培养基添加 2%R*?琼脂粉) 使用前补加终

浓度为 6%%

!

R*?的生物素溶液"以 %&)d %体积分

数&的比例补加甲醇)

缓冲型最小甘油复合% PAKK@8@Q J/-/JBOROM,@8ION

,IJLO@["VW>G&培养基%R*?&!酵母提取物 $%"蛋白

胨 2%"G7V$'&6"U<

2

H"

6

NU

2

<H"

6

缓冲液% L<:&%&

$%d%体积分数&"丙三醇 $d%体积分数&) 使用前

补加终浓度为 6%%

!

R*?的生物素溶液)

缓冲型甲醇复合%PAKK@8@Q J@3DB-ION,IJLO@["VWN

WG&培养基%R*?&!酵母提取物 $%"蛋白胨 2%"G7V

$'&6"U<

2

H"

6

NU

2

<H"

6

缓冲液% L<:&%&$%d%体积分

数&) 使用前补加终浓度为 6%%

!

R*?的生物素溶液)

$&$&6T主要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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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YB-,@Q (:*(:> H\c仪"德国 =-BOM3/.+@-B'

V/INcBQ 琼脂糖凝胶电泳仪(>@O!I,凝胶成像系统(

V/INcBQ 电穿孔仪(V/IN],BO@

aW

镍柱及蛋白纯化仪"美

国 V/INcBQ 公司'7B-I!8IL "-@*"-@\微量核酸蛋白

浓度测定仪"美国aD@8JI公司'aD@8JIW#EXc\恒温

混匀仪"德国 XLL@-QI8K公司)

B#DC试验方法

$&2&$T序列分析

昆布多糖酶 cP?BJ$: 的氨基酸序列 %>@-VB-.

#!!HU!661::&$&从 7\V#数据库中获得'使用 ]/RN

-BOH6&$

#$)$

% D33L!**̀`̀ &,P4&Q3A&Q.*4@8Y/,@4*]/RN

-BOHN6&$*&预测信号肽'蛋白分子量和等电点% L#&使

用 H8I3HB8BJ

#$:$

% D33L4!**̀@P& @[LB4M& I8R*L8I3N

LB8BJ*&工具'蛋白亲疏水性使用 H8I3],BO@

#$:$

% D3N

3L4!**̀@P&@[LB4M&I8R*L8I34,BO@*&进行分析'氨基酸

多序列比对以及蛋白二级结构预测分别使用 \OA43BO

"J@RB

#$5$

% D33L4!**̀`̀ &@P/&B,&A.*aIIO4*J4B*,OA43BN

OI*&和 X]H8/L3'&%

#$1$

% D33L!**@4L8/L3&/P,L&K8*X]H8/N

L3*X]H8/L3&)

$&2&2T基因克隆及重组表达

根据毕赤酵母密码子偏好性对 cP?BJ$: 基因序

列进行优化"目的基因大小为 5(1 PL">k\含量为

61d) 优化后的 cP?BJ$: 基因于 'o端加入 : 个 </4N

aBR序列"并在 )o和 'o端分别加入 C#9>

%

和 E9)

%

酶切位点"由上海旭冠生物公司合成(构建表达质粒

LH#\(U*8POBJ$:"并转入 C,#9%$!<)

#

中)

将含有 LH#\(U*8POBJ$: 的 C,#9%$!<)

#

经含有

氨苄的 ?V培养基培养后"使用试剂盒提取质粒并纯

化) 纯化产物经 D"##进行线性化"电泳验证并胶回

收线性化产物)

将线性 LH#\(U*8POBJ$: 电转化毕赤酵母 >]$$)

感受态细胞中"在 W!平板培养基培养 ' e) Q %'%

f&) 挑取单菌落转接至含不同 >6$1 质量浓度

%%&2)(%&) 和$&% JR*J?&的 GH!平板培养基"'% f

培养 ' e) Q"挑取 >6$1 最高质量浓度平板上的单菌

落进行 H\c验证"引物为
#

NSB,3I8%)oNa=\a=aa>\N

\=>\=aa>\a>\N'o&和 'o="E% )oN>\===a>>\=aN

a\a>=\=a\\N'o&)

挑取阳性转化子接种至 2) J?VW>G培养基中"

'% f($)% 8*J/- 培养至菌体 "!

:%%

为 2 e:'离心 %6

f() %%% 8*J/-") J/-&收集菌体"转接至 ') J?VWN

WG培养基中"继续培养 (: D"每 26 D 添加 $d%体积

分数&纯甲醇诱导 cP?BJ$: 表达) 同时"每 26 D 取

样离心%6 f(1 %%% 8*J/-"$% J/-&进行 ]!]NH=>X分

析) 发酵结束后"对发酵液进行离心(V/IN],BO@

aW

镍

柱纯化以及 ]!]NH=>X分析) 蛋白浓度使用 V\=试

剂盒进行测定)

$&2&'T酶活力测定

采用 '" )N二硝基水杨酸 % '" )NQ/-/38I4BO/,MO/,

B,/Q"!7]&法
#$($

测定 cP?BJ$: 的酶活力) 将 $)%

!

?

$% JR*J?昆布多糖溶液溶于 )% JJIO*?a8/4N<\O缓

冲液"L<5&%&在 )) f预热 $% J/-"加入纯化后的酶

液 )%

!

?) )) f()%% 8*J/- 反应 2&) J/-'立即加入

2%%

!

?!7] 溶液"混匀后于沸水中加热 $% J/-"冷却

后在 ):% -J测定吸光值'根据葡萄糖标准曲线计算

还原糖的量) 酶活力单位定义!在 )) f(L<5&% 条

件下"每分钟生成 $

!

JIO葡萄糖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

个酶活力单位%F&)

$&2&6T酶学性质研究

$&2&6&$TcP?BJ$: 最适反应温度及 L<

为测定 cP?BJ$: 的最适反应温度"设定 ')(6)(

))(:)(5)(1) 和 () f 5 组反应温度) 按照 $&2&' 小

节中酶活力测定方法分别测定上述条件下的酶活力)

为测定 cP?BJ$: 的最适反应 L<"分别用 $%% JJIO*?

柠檬酸N柠檬酸钠缓冲液% L<'&% e:&)&()% JJIO*?

a8/4N<\O缓冲液 % L<:&) e1&)&和 )% JJIO*?甘氨

酸N氢氧化钠缓冲液%L<1&) e$%&)&配制不同 L<的昆

布多糖溶液) 按照 $&2&' 小节中酶活力测定方法在最

适温度下测定各组酶活力)

$&2&6&2TcP?BJ$: 热稳定性及 L<稳定性

将酶液分别在 6)())(:) f保温 '% J/-"每 ) J/-

取样在最适反应条件下测定残余酶活力"将未保温的

酶液活力设为 $%%d"考察 cP?BJ$: 的热稳定性) 将

酶液分别在 6 f不同 L<缓冲液% L<:&%(:&)(5&%(

5&)&存放 26 D"每 $2 D 在最适反应条件下测定残余

酶活力"以未做处理的酶液活力为 $%%d"考察

cP?BJ$: 的 L<稳定性)

$&2&6&'T金属离子和化学试剂对酶活力的影响

为考察金属离子和化学试剂对酶活力的影响"向

反应体系中加入终浓度为 ) JJIO*?的 W-\O

2

(U\O(

\I\O

2

(7/\O

2

(7B\O(\B\O

2

(WR]"

6

(;-]"

6

*5<

2

"(S@N

]"

6

*5<

2

"(\A]"

6

*)<

2

"(%7<

6

&

2

]"

6

(十二烷基硫

酸钠%4IQ/AJ QIQ@,MO4AOKB3@" ]!]&和乙二胺四乙酸

%@3DMO@-@Q/BJ/-@3@38BB,@3/,B,/Q"X!a=&"在最适反

应条件下测定各组酶活力'以不加金属离子或化学试

剂的反应酶活力作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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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发酵条件优化

为研究培养基初始 L<(培养温度(甲醇添加比例

和发酵时间对 >]$$)*LH#\(U*8POBJ$: 生长以及产酶

的影响"分别将 VW>G培养基培养的菌体离心后转

接至不同 L<%6()(: 和 5&的 VWWG培养基中"在不

同的发酵温度%2:(21('% 和 '2 f&($)% 8*J/- 发酵"

每 26 D 以不同的体积比例 %%&)d($&%d($&)d及

2&%d&添加甲醇) 发酵结束后"将发酵液离心%6 f(

1 %%% 8*J/-"$% J/-&"上清液经 %&22

!

J微孔滤膜过

滤后作为粗酶液进行酶活力测定'菌体干燥后测定生

物量)

2T结果与讨论

D#BC序列分析

来源于 >,("5@9%4;'$'的昆布多糖酶 cP?BJ$: 一

级序列包含 21) 个氨基酸残基"在E端 $ 02$ 位存在

信 号 肽 % WS7S<H##?]??W=?]?a]\=&) 成 熟

cP?BJ$: 的分子质量为 2(&:2 .!B"L#为 6&6') 蛋白

平均亲水性系数为 0%&:)5 $"预测为亲水蛋白)

cP?BJ$: 的序列与同家族的 F?BJ$$$

#6$

序列相似性

为 62d"与 cJ?BJc

#2%$

(VROS

#2$$

( LK?BJ=

#22$

和 aJN

?BJ

#2'$

相似性分别为 6$d('(d(62d和 '(d) 以

F?BJ$$$%H!V#!!) ZFap=&为模板对 cP?BJ$: 进

行二级结构预测"如图 $ 所示)

图 $T多序列比对及二级结构预测

S/R&$TWAO3/N4@_A@-,@BO/R-J@-3B-Q 4@,I-QB8M438A,3A8@L8@Q/,3/I-

cP?BJ$: 二级结构包括 2 个
#

螺旋和 $1 个
"

片层"具有 ><$: 家族典型的.

"

N+@OOM8IOO/结构'存在

=8R1((a8L$$:(a8L$2% 和 </4$)6 等 6 个保守氨基酸

残基%黑色星号标记&以及 >OA$':(=4L$'1 和 >OA$6$

等 ' 个催化残基%橙色星号标记&)

D#DC基因克隆及表达纯化

将质粒 LH#\(U*8POBJ$: 线性化处理后"电转至

>]$$) 感受态细胞中"单菌落通过 H\c进行验证"结

果如图 2 所示) 重组菌通过甲醇诱导分泌表达目的

蛋白"粗酶液经纯化后进行 ]!]NH=>X分析"结果如

图 ' 所示)

BN重组质粒 LH#\(U*8POBJ$:!WN!?)%%% !7=JB8.@8"$(2NH\c产

物%$&2 .PL& 'PN重组质粒 D"##单酶切线性化!WN$ .P !7=?BQQ@8

JB8.@8"$N环状质粒对照"2('(6N线性化产物%$% .PL& ',N>]$$) *

LH#\(U*8POBJ$: 阳性转化子筛选!WN!?)%%% !7=JB8.@8"

$(2('N菌落 H\c产物%$&% .PL&

图 2T核酸琼脂糖凝胶电泳

S/R&2T7A,O@/,B,/Q BRB8I4@R@O@O@,38ILDI8@4/4

BN发酵上清液 ]!]NH=>X!WN蛋白 WB8.@8"$(2('(6 分别为

26(61(52((: D 发酵上清液'PN纯酶液 ]!]NH=>X!

WN蛋白 WB8.@8"$N纯化产物%'% .!B&

图 'TcP?BJ$: 的 ]!]NH=>X分析

S/R&'T]!]NH=>XB-BOM4/4IK3D@cP?BJ$:

D#EC酶学性质

2&'&$TcP?BJ$: 最适反应温度及 L<

如图 6NB所示" cP?BJ$: 的最适反应温度为

)) f"此时酶活力为 $))&'2 F*JR) 当温度高于

)) f时"酶活力开始下降"而在 () f时仍有 :(&$(

F*JR的酶活力"表明该酶对高温有一定的耐受力)



研究报告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与已报道的昆布多糖酶 >S=

#1$

%来源于 F95-9'" "%2

:"4"最适温度 6) f&(?=N?BJ

#26$

%来源于 A'4&?2

9"%)459-9;"'"最适温度 6) f&(?BJ\25

#2)$

%来源于

<95"%%9#9##&'4L&"最适温度 6) f&和 WC$1:

#5$

%来源

于 04'9G%"H$("#)45/4"7";)=$;$G"#$4;'"最适温度 )% f&

相比"cP?BJ$: 的最适反应温度更高) 如图 6NP 所

示"cP?BJ$: 最适反应 L<为 5&%"且在 L< 6&) e

$%&)范围内酶活力均大于 $%% F*JR"说明该酶的活

性范围较广"在偏碱性的环境下仍能发挥催化作用)

cP?BJ$: 与同家族的 ?BJ\25

#2)$

最适反应 L<相当"

说明 2 种酶更偏向在中性环境下发挥作用)

BN温度对酶活力的影响' PNL<对酶活力的影响

图 6T温度及 L<对 cP?BJ$: 活力的影响

S/R&6TaD@@KK@,3IK3@JL@8B3A8@B-Q L<I- 3D@

B,3/Y/3MIK3D@cP?BJ$:

2&'&2TcP?BJ$: 热稳定性及 L<稳定性

如图 )NB所示"在 6) f下 cP?BJ$: 的热稳定性

最好"'% J/- 后仍保留初始酶活力的 11d左右'其次"

在最适温度 )) f时也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J/- 后剩

余酶活 :%d以上'而在 :) f时的热稳定较差"'% J/-

后酶活力只有 6%d左右) 与 >S=

#1$

%其在6) f下保

存 2% J/- 酶活力仅剩余 )%d"在 )) f保存 $% J/- 后

已无活性&相比"cP?BJ$: 的热稳定更高)

如图 )NP 所示"cP?BJ$: 在 L<5&) 时稳定性最

好"26 D 保存后仍残余 ('d的酶活力'而在 L<:&%

时稳定性较差"26 D 仅剩余 :5d左右的酶活力'在

L<:&) 和 L<5&) 时保存 26 D"残余酶活力均为初始

酶活力的 52d左右) 有研究发现"><)% 家族的 HBVN

ROA)%=

#2:$

在 L<6&% e1&% 范围时保存 '% J/- 后稳定

性较好"后期可以进一步研究 cP?BJ$: 在酸性环境

下的稳定性)

BNcP?BJ$: 的热稳定性' PNcP?BJ$: 的 L<稳定性

图 )T温度及 L<对 cP?BJ$: 稳定性的影响

S/R&)TaD@@KK@,34IK3@JL@8B3A8@B-Q L<I- 3D@

43BP/O/3MIKcP?BJ$:

2&'&'T金属离子和化学试剂对酶活力的影响

由表 $ 可知"W-

2 k

和 \I

2 k

对 cP?BJ$: 酶活均有

促进作用"酶活分别提高到 $22&(:d和 $$2&:'d'

7B

k

和 S@

2 k

对cP?BJ$: 有轻微的抑制作用'而 \A

2 k

(

X!a=和 ]!] 对 cP?BJ$: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相对

酶活分别为 )(&(1d()$&5)d和 '1&11d'其他试剂

对 cP?BJ$: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酶活力均为对照

的 1)d左右)

表 BC金属离子和化学试剂对 >6J.'BK 酶活力的影响

=.620BCL++04(5&+'0(.2)&*5.*74G0')4.25&*(G0

.4()I)(- &+>6J.'BK

金属离子%) JJIO*?& 酶活力*%F*JR

0$

&

相对酶活力*d

对照 $)'&62 m6&)' $%%

W-

2 k

$11&:6 m$&(% $22&(: m$&26

U

k

$'$&:$ m%&2$ 1)&5( m%&$6

\I

2 k

$52&1% m%&12 $$2&:' m%&)6

7/

k

$'%&:1 m2&'$ 1)&$1 m$&)$

7B

k

$61&)( m%&') (:&1) m%&2'

\B

2 k

$'5&5: m%&1' 1(&1% m%&)6

WR

2 k

$'%&%5 m%&%' 16&51 m%&%2

;-

2 k

$')&26 m%&:: 11&$) m%&6'

S@

2 k

$65&62 m%&%5 (:&%( m%&%)

\A

2 k

(2&%' m%&') )(&(1 m%&2'

7<

k

6

$'%&$2 m%&6) 16&12 m%&'%

X!a= 5(&'( m%&%6 )$&5) m%&%'

]!] )(&:) m%&2$ '1&11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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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W-

2 k

对昆布多糖酶 WC$1:

#5$

和 ?BJ\25

#2)$

也

具有促进作用"可能它们的蛋白结构存在某种相似

性"从而产生相似的作用效果)

D#HC发酵条件优化

2&6&$T培养基初始 L<对菌体生长和产酶的影响

研究表明"不同 L<环境对酵母细胞生长及蛋白

分泌表达产生重要影响"过酸或过碱均会抑制菌体生

长甚至导致菌体死亡
#25$

) 如图 :NB所示">]$$)*

LH#\(U*8POBJ$: 的生物量在 L< :&% 时达到高) 在

L<6&% e:&% 时"酶活力由 $2&)$ F*J?提高至 $:&11

F*J?'而在 L<5&% 时"酶活力开始降低) 综合考虑"

确定发酵培养基的最适初始 L<为 :&%)

2&6&2T培养温度对菌体生长和产酶的影响

在不同的培养温度下"细胞的生长和代谢均会发

生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蛋白的分泌表达
#25$

) 如图

:NP 所示"在不同温度下"生物量和酶活力呈现相似的

变化趋势"当生物量达到最大时"酶活力也最高'反之

亦然) 在 21 f时"两者达到最高水平"分别为 '$&()

R*?和 $(&)2 F*J?) 因此"发酵的最适温度为 21 f)

BNL<对菌株生长及产酶的影响'PN温度对菌株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图 :T发酵液初始 L<和发酵温度对重组 >]$$)*LH#\(U*

8POBJ$: 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S/R&:TaD@@KK@,34IK/-/3/BOL<B-Q K@8J@-3B3/I- 3@JL@8B3A8@

I- 3D@R8Ì3D B-Q @-CMJ@L8IQA,3/I- IK8@,IJP/-B-3

>]$$)*LH#\(U*8POBJ$:

2&6&'T甲醇添加比例对菌体生长和产酶的影响

毕赤酵母是甲醇营养型酵母"可利用甲醇可作为

诱导剂促进重组酶的分泌表达
#$6$

) 由图 5NB可知"

在 %&)d e$&)d范围内"提高甲醇添加比例"生物量

和酶活力也相应的增加"在甲醇添加比例为 $&)d

时"两者达到最高"分别为 25&) R*?和 2$&16 F*J?'

而过高的添加量 %2d&对重组菌产生毒性作用) 因

此"最适甲醇添加比例为 $&)d)

2&6&6T发酵时长对菌体生长和产酶的影响

由图 5NP 可知"随着发酵的进行%26 e$2% D&"生

物量和酶活力逐渐增加"在 $2% D 时均达到最高值"

分别为 25&5' R*?和 25&62 F*J?) 而当发酵延长至

$66 D 时"生物量和酶活力均有所下降) 因此"最适

发酵时间为 $2% D)

BN甲醇添加量对菌株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PN发酵时间对菌株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图 5T甲醇添加比例和发酵时间对重组 >]$$)*LH#\(U*

8POBJ$: 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S/R&5TaD@@KK@,34IKJ@3DB-IOBQQ/3/I- 8B3/IB-Q K@8J@-3B3/I-

3/J@I- 3D@R8Ì3D B-Q @-CMJ@L8IQA,3/I- IK8@,IJP/-B-3

>]$$)*LH#\(U*8POBJ$:

'T结论

本研究将来源于 >,("5@9%4;'$'的昆布多糖酶

cP?BJ$: 的基因通过整合到毕赤酵母 >]$$) 基因组

中实现分泌表达) cP?BJ$: 属于 ><$: 家族"该酶最

适反应温度和 L<分别为 )) f和 5&%) 相较于已报

道的其他同类酶"cP?BJ$: 在 6) e:) f和 L<:&% e

5&) 范围内热稳定性和酸碱耐受能力更为出色) 因

此"该酶在能源开发(食品等领域具有更大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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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酵条件优化"确定了 >]$$)*LH#\(U*

8POBJ$: 的最适培养基 L<为 :&%(温度为 21 f(甲醇

添加比例为 $&)d%体积分数&以及发酵时间为 $2%

D'在该条件下"酶活力达到 25&62 F*J?"比初始值提

高2:&62d)

为进一步提高昆布多糖酶 cP?BJ$: 的活性及稳

定性并深入了解其催化机理"后期可对 cP?BJ$: 蛋

白结构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通过半理性设计对其进

行分子改造) 此外"后期可在发酵罐水平通过高密度

发酵方式进一步提高重组菌的产酶能力) 在应用方

面"可以选择合适的固定化载体对 cP?BJ$: 进行固

定化"进一步开发昆布多糖酶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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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诱变野生酵母 NN1HK 选育高产油脂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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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T要T为获得能利用葡萄糖*木糖混合糖液的高产油脂菌种!以野生酵母菌株 I5$#=9'3959; ?45-")$';;N6: 为出

发菌进行常压室温等离子体&B3JI4LD@8/,8IIJ3@JL@8B3A8@LOB4JB!=caH'N硫酸二乙酯& Q/@3DMO4AOKB3@!!X]'复合

诱变!并分别以浅蓝菌素和氯化三苯基四氮唑&38/LD@-MO3@38BCIO/AJ,DOI8/Q@!aa\'分别为筛选因子结合尼罗红荧

光染色进行高通量筛选!最终选育出 $ 株高产菌株 ?5" 该菌以混合糖为碳源进行摇瓶复筛后!生物量#油脂产

量和油脂含量分别达到 22&5 R*?#$$&6 R*?和 )%&)d!较出发菌株分别提高 $2&:d#''&2d和 5&1d$且该菌具

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其脂肪酸组成与出发菌相同!与植物油相似" 结果表明!该菌具有较好利用混合糖液生产

生物柴油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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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微生物油脂又称单细胞油脂"是微生物在一定条

件下产生并储存在细胞内的甘油酯"其脂肪酸组成与

植物油脂类似"以 \$: 和 \$1 系脂肪酸为主"可以作为

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
#$$

) 由于产油微生物具有发酵周

期短(不受季节气候影响和碳源利用广等优点"在未来

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 细菌(酵母(霉菌和藻类都可以用来生产微

生物油脂"其中以酵母和霉菌类真核微生物居多
#'$

"一

些产油酵母的油脂质量可以达到自身干重的 1%d

#6$

)

目前"微生物油脂的生产价格仍高于动植物油"

主要是因为培养过程中碳源%主要是葡萄糖&成本占

总成本的 1%d

#)$

"因此要实现微生物油脂的大规模生

产必须使用廉价的碳源) 木质纤维素是世界上储量最

大的可再生资源"充分水解后能得到含有葡萄糖和木

糖等单糖的混合糖
#:$

"是实现生物转化(生产生物产品

的潜在重要原料) 然而"大多数微生物具有葡萄糖效

应"通常先消耗葡萄糖后利用其他戊糖"葡萄糖会抑制

其他糖的利用
#5$

"这种效应造成木糖资源浪费) 因此"

选育能同时利用葡萄糖和木糖混合糖的高产油脂酵母

已经成为微生物油脂技术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传统诱变方法是实现菌株改良的有效方法之

一
#1$

"与单一诱变方法相比"物理化学复合诱变有更

高的突变频率
#($

)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 %B3JI4LD@8/,

8IIJ3@JL@8B3A8@LOB4JB"=caH&诱变育种技术是利用

等离子体射流破坏细胞的 !7=结构"使细胞启动自

身的 !7=修复机制"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基因突

变
#$%$

) 该技术产生的等离子体浓度高且均匀"具有

突变率高(成本低(无污染和操作安全等优点"已被广

泛应用于细菌(酵母和真菌等多种微生物育种
#$$$

"比

如小球藻 <=%954%%" H&%:"5$'"=caH诱变后选育出的高

产菌株 W$"其总脂含量提高了 $%'&)d

#$2$

'酵母

<";?$?" )593$#"%$"=caH诱变后选育出的突变菌株

a'$"其木糖醇产量增加了 22d

#$'$

) 硫酸二乙酯% Q/N

@3DMO4AOKB3@"!X]&是一种烷化剂"能够使部分碱基烷

基化"从而改变 !7=结构"常用于真核微生物的诱变

育种
#$6$

) 袁超等
#$)$

利用 !X] 和紫外线进行物理化

学复合诱变"筛选出 $ 株高产糖化酶的菌株"其产酶

能力提高了 )'d) 综上所述"利用 =caH和 !X] 复

合诱变有望大大提高菌株的产油能力) 此外"建立快

速高效的筛选方法是选育高产菌株的关键) 唐鑫

等
#$:$

利用脂肪酸合酶抑制剂浅蓝菌素和表征脂肪酸

脱氢酶活性的氯化三苯基四氮唑%38/LD@-MO3@38BCIO/N

AJ,DOI8/Q@"aa\&为筛选因子"筛选出高产花生四烯

酸的高山被孢霉) 金丽华等
#$5$

基于尼罗红荧光染色

测定油脂方法"利用 (: 孔板高通量筛选手段获得经

=caH诱变的高产突变体) 由此可以利用浅蓝菌素

和 aa\对突变菌株进行初筛"再利用尼罗红荧光染

色和孔板培养进行高通量筛选)

因此"本文利用 =caH和 !X] 诱变技术对可同

时利用葡萄糖和木糖混合糖的野生油脂酵母 I5$#=9'2

3959; ?45-")$';;N6: 进行复合诱变处理"以一定浓度

的浅蓝菌素和 aa\作为筛选因子对突变体进行初

筛"再利用尼罗红荧光检测对初筛突变菌株进行高通

量筛选"以期获得高产油脂酵母"为后续利用纤维素

水解液发酵奠定基础)

$T材料与方法

B#BC实验材料

$&$&$T菌株

I,?45-")$';;N6:" 南阳市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

中心"菌株编号 7#\\'%%25)

$&$&2T主要试剂

浅蓝菌素"]/RJB公司'氯化三苯基四氮唑%38/LDN

@-MO3@38BCIO/AJ,DOI8/Q@"aa\&"生工生物工程%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T主要仪器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 =caHN'"北京思清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N2%'%=S气相色谱仪"日本岛

津'\D8IJB43@8\W)$$%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日立)

B#DC实验方法

$&2&$T培养基配制

GH!固体培养基%R*?&!酵母提取物 $%(葡萄糖

2%(蛋白胨 2%"琼脂 $) e2%"$$) f 灭菌 2% J/-)

种子培养基%R*?&!酵母提取物 $%(葡萄糖 2%(

蛋白胨 2%"$$) f 灭菌 2% J/-)

基础发酵培养基!葡萄糖 6:&:5 R*?(木糖 2'&''

R*?(酵母提取物 %&5) R*?(7<

6

\O%&$ R*?(7B

2

]"

6

%&$ R*?(WR\O

2

* :<

2

" $ R*?(U<

2

H"

6

$$&1 R*?(

U

2

<H"

6

* '<

2

" '&5 R*?(\B\O

2

* 2<

2

" 6% JR*?(

S@]"

6

*5<

2

")&) JR*?(一水合柠檬酸 )&2 JR*?(

;-]"

6

*5<

2

"$ JR*?(W-]"

6

*<

2

"%&5: JR*?($1

JIO<

2

]"

6

$&16

!

R*?"$$) f 灭菌 2% J/-)

$&2&2T高效菌株筛选方法的建立

$&2&2&$Taa\和浅蓝菌素添加浓度的确定

将 "!

:%% -J

j$&% 野生酵母 ;;N6: 菌悬液经适当

梯度稀释后"取 $%%

!

?分别涂布于含有不同质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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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aa\%%($&:5 i$%

02

(6&$5 i$%

02

(:&:5 i$%

02

和

(&$5 i$%

02

R*?&的 GH!平板上"以及含有不同浓度

浅蓝菌素 %%($&15 i$%

0:

(2&:$ i$%

0:

(6&$$ i$%

0:

JIO*?&的 GH!平板上"置于 2) f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 Q"根据菌落生长状况及颜色确定 aa\和浅蓝菌素

的最佳添加浓度)

$&2&2&2T平板初筛和高通量筛选

将诱变后的菌液涂布在含有筛选因子的平板上"

2) f培养 2 Q"挑取大且红的单菌落到 61 孔板中

%$&% J?GH!培养基*孔&"在 2) f(2%% 8*J/- 的摇

床中培养"2 Q 后将 $%%

!

?的菌液移到 (: 孔板"利用

酶标仪检测 "!

:%% -J

表征细胞浓度)

每个孔板中再添加 )

!

?尼罗红溶液"混匀后避

光染色 ) J/-"用酶标仪检测荧光强度表征油脂产量)

检测的发射波长和吸收波长分别为 61) 和 )() -J)

荧光强度为测出的样品荧光强度减去没有加尼罗红

的样品背景荧光强度)

$&2&2&'T发酵培养

挑取初筛得到的高产突变菌株单菌落接种于GH!

种子培养基中"2) f"$6% 8*J/- 培养 ': D"按体积分数

$%d的接种量接种于 )% J?基础发酵培养基中"

2) f"$6% 8*J/- 发酵 5 Q) 发酵液离心收集菌体"测定

菌体生物量(发酵液油脂产量以及菌体油脂含量)

$&2&'T菌株诱变方法

$&2&'&$T菌悬液的制备

保藏的菌株经活化后"挑取单菌落于 GH!种子

培养基中"2) f"$6% 8*J/- 培养 ': D"取 $&% J?菌

液 1 %%% 8*J/- 离心 ) J/- 收集菌体"用无菌生理盐水

洗涤 ' 次"在涡旋仪上混匀"经过适当稀释"制备成

"!

:%% -J

j$&% 的菌悬液)

$&2&'&2T=caH诱变

按上述方法制备 ;;N6: 菌悬液"取 $%

!

?于无菌

金属载片上"将金属载片置于 =caH诱变仪操作室载

物台的凹槽内"诱变条件!功率 $%% Z"处理距离

2 JJ"气体流量 $% J/-*?"处理时间分别为 2%()%(

1%($$%($6% 和 $5% 4) 将经过 =caH处理过的样品适

当稀释后涂布于 GH!平板上 2) f培养 2 Q"未经 =cN

aH处理的菌液进行相同浓度稀释后涂布于平板"培养

条件相同"以此作为对照"按公式%$&计算致死率!

TT 致死率*d j

空白对照菌落形成数 0诱变后菌落形成数

空白对照菌落形成数
i

$%% !$#

$&2&'&'T!X] 诱变

通过 =caH诱变获得的高产突变菌株在斜面上活

化"按照上述方法制备菌悬液 2&% J?"加入 2&% J?L<

5&% 的磷酸缓冲液"再加入 %&2 J?)%d硫酸二乙酯N乙

醇溶液"2) f分别振荡 $%('%()%(5%((% 和$$% J/-) 每

次处理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 $&% J?2)% R*?硫代硫

酸钠溶液终止反应) 将反应物稀释到适当浓度"取 $%%

!

?涂布于GH!平板"2) f培养 2 Q"以稀释倍数相同且

未经处理的菌悬液为对照"计算致死率%公式同上&)

$&2&6T分析方法

生物量的测定和油脂的提取参照文献 # $1 0

$($'脂肪酸组成分析参照文献#$( 02%$'利用液相

色谱仪测定葡萄糖和木糖含量参照文献#2$$)

$&2&)T遗传稳定性分析

将诱变菌株在平板培养基上连续传代 5 次"再

进行发酵培养"检测菌株的生物量和油脂产量"研究

其遗传稳定性)

2T结果与分析

D#BC==?和浅蓝菌素添加浓度的确定

aa\是一种氧化还原剂"溶于水时无色"当接受脱

氢酶脱下来的 <

k

时被还原成红色物质三苯基甲硂

%38/LD@-MOKI8JBCB-"aS&"其颜色越深则表示脂肪酸脱

氢酶的活性越强"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越高
#22$

) 浅

蓝菌素是一种抗真菌抗生素"可抑制脂肪酸合酶的活

性"从而不可逆地抑制内源性脂肪酸的合成"阻碍菌

体的正常生长
#2'$

) 因此"只有高活性脂肪酸合酶的

酵母才能在一定浓度的浅蓝菌素平板上存活而被

筛选出来) 本实验将 aa\和浅蓝菌素作为抗性筛

选因子添加到固体 GH!培养基中"采用 $&2&2&$ 小

节中的方法对 aa\和浅蓝菌素添加浓度进行探究"

结果如图 $ 所示)

BNaa\'PN浅蓝菌素

图 $T不同浓度 aa\和浅蓝菌素对 ;;N6: 的生长的影响

S/R&$TXKK@,34IKQ/KK@8@-3,I-,@-38B3/I-4IKaa\B-Q

,@8AO@-/- I- 3D@R8Ì3D IK;;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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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a\添加质量浓度升高"菌落直径越来越

小"红色也越来越浅) 根据菌落颜色深浅以及生长

状况"在保证 aa\最佳染色浓度的同时"尽量减弱

aa\对菌落的生长影响"最终确定 aa\的添加质量

浓度为 $&:5 i$%

02

R*?) 浅蓝菌素能抑制酵母 ;;N

6: 生长"且随着浅蓝菌素浓度升高"菌落直径越来

越小"酵母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强烈) 当添加浅蓝菌

素的浓度为 6&$$ i$%

0:

JIO*?时"酵母 ;;N6: 生长

受到明显抑制"较对照有显著差异"为了保证筛选

效果"最终选取 6&$$ i$%

0:

JIO*?作为浅蓝菌素的

最佳添加浓度)

D#DC:>=%诱变及突变菌株的选育

诱变强度和时间都会影响细胞的致死率"适当的

致死率才有利于菌株筛选) 采用 $&2&'&2 小节的方

法考察野生油脂酵母 ;;N6: 的诱变时间和致死率关

系"结果如图 2 所示)

随着诱变时间延长"菌落的数量越来越少"致死

率越来越高) 当处理时间的 $6% 4时"致死率达到

(:&$d"处理 $5% 4时"致死率达到 $%%d) 由于 =cN

aH诱变产生的突变具有随机性"致死率和正突变之

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这主要取决于诱变方法和菌株自

身特性
#$:$

) 因此"为了获得生存能力较强的菌株"本

研究选择致死率超过 ()d的 $6% 4为最佳诱变时间)

图 2T野生油脂酵母 ;;N6: 的 =caH致死率曲线

S/R&2T=caHO@3DBO/3M,A8Y@IK̀ /OQ I/OM@B43;;N6:

将经过 =caH处理 $6% 4后的酵母稀释到合适浓

度并涂布到含有 $&:5 i$%

02

R*?aa\和 6&$%5 i

$%

0:

JIO*?浅蓝菌素的 GH!平板上) 按照 $&2&2&2

小节中的方法进行平板初筛和高通量筛选"测得各突

变菌株的 "!

:%% -J

和荧光强度) 如图 ' 所示"表明原

始菌株和诱变菌株的相对 "!

:%% -J

和荧光强度%培养

61 D"原始菌株为 $& ) 以荧光强度为指标";;N6: 正

突变率为 6'd"生物量总体相差不大) 其中"有 :

株突变菌%>$(=6(\6(<6(V: 和 <:&的荧光强度是

出发菌株的 $&2 倍以上"选择这 : 株菌进行摇瓶发

酵培养复筛)

图 'T=caH诱变菌株的相对 "!

:%% -J

和荧光强度

S/R&'Tc@OB3/Y@"!

:%% -J

B-Q KOAI8@4,@-,@/-3@-4/3MIK=caHJA3BR@-/,438B/-4

TT将诱变菌株 >$(=6(\6(<6(V: 和 <: 和野生菌

株进行摇瓶发酵培养) 发酵 5 Q 后收集菌体"检测生

物量(油脂产量) 结果如图 6 所示"与野生菌相比"所

筛选 : 株菌的油脂产量和油脂含量均有所提高"除

V:(<: 外"其他菌株的生物量都有所降低) 综合生

物量和油脂产量 2 个指标"V: 较出发菌呈现出更大

的优势"生物量和油脂产量分别达到 2$&5)($%&'$

R*?"较出发菌分别提高 1&$%d(2%&%d) 图 6T=caH诱变菌株的复筛结果

S/R&6Tc@4,8@@-/-R8@4AO34IK=caHJA3BR@-/,438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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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PL<诱变及突变菌株的选育

采用 $&2&'&' 小节中的方法考察突变菌株 V: 的

诱变时间和致死率关系"结果如图 ) 所示) 随着诱变

时间延长"菌落数量越来越少"当诱变时间为 5% J/-

时"致死率为 55d"诱变时间延长至 (% 和 $$% J/-

时"致死率分别为 11&2'd和 ()&2'd) 选择 5%d e

1%d的致死率作为诱变计量
#26$

"故 !X] 诱变时间选

择 5% J/-)

将 !X] 处理 5% J/- 后的 V: 突变菌按上述方法

进行平板初筛和高通量筛选"测得各突变株的

"!

:%% -J

和荧光强度) V: 和诱变菌株的相对 "!

:%% -J

和荧光强度%培养61 D"V: 菌株为 $&如图 : 所示"正

突变率不如=caH诱变显著 "与=caH诱变相比 "没

有突变菌株的荧光强度增加 2%d) 突变菌株 ?5 和

75 的荧光强度比出发菌 V: 增加 $%d左右"选择这 2

株菌进行发酵摇瓶复筛)

图 )T突变菌株 V: 的 !X] 致死率曲线

S/R&)T!X] O@3DBO/3M,A8Y@IKJA3B-3438B/- V:

图 :T!X] 诱变菌株的相对 "!

:%% -J

和荧光强度

S/R&:Tc@OB3/Y@"!

:%% -J

B-Q KOAI8@4,@-,@/-3@-4/3MIK!X] JA3BR@-/,438B/-4

TT将突变菌株 ?5(75 和出发菌株 V: 进行摇瓶发

酵培养) 发酵 5 Q 后收集菌体"检测生物量(油脂产

量"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T!X] 诱变菌株的复筛结果

S/R&5Tc@4,8@@-/-R8@4AO34IK!X] JA3BR@-/,438B/-4

经过摇瓶复筛之后"突变菌 ?5 呈现出最大的优

势"其生物量(油脂产量和油脂含量分别达到 22&::

R*?($$&66 R*?和 )%&6(d"较突变菌 V: 分别提高

6&$1d($%&(:d和 '&%(d"较野生型菌株 ;;N6: 分别

提高 $2&:2d(''&$1d和5&1d) 为了研究突变菌株

的遗传稳定性"实验对菌株 ?5 进行传代培养"第 $ 代

到第 5 代的生物量(油脂产量和油脂含量分别维持在

22&: R*?($$&) R*?和 )%&5d左右"表明该菌株具有

良好的遗传稳定性)

D#HC油脂脂肪酸组成

对野生菌株 ;;N6: 和突变菌株 V:(?5 所产油脂

进行脂肪酸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诱变前后脂

肪酸组成相同"主要是棕榈酸 %\$: h% &(硬脂酸

%\$1h%&(油酸%\$1h$&和亚油酸%\$1h2&"其中油酸

含量最多(棕榈酸次之(硬脂酸和亚油酸含量接近"这

6 种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 ()d以上"与植物油的脂肪

酸组成类似
#2)$

) 其中"?5 与 ;;N6: 相比"不饱和脂

肪酸亚油酸含量上升 2&$$d"这可能是因为突变菌

株的脂肪酸脱氢酶活性更高"其余脂肪酸含量并没有

发生太大变化"可以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

D#$C野生菌株 NN1HK 和突变菌株 JQ 利用混合糖的

发酵曲线

木质纤维素完全水解后得到的葡萄糖和木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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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总糖的 (%d以上"且两者的质量比约为 2h$

#$1$

"

因此选择葡萄糖h木糖 j2h$%质量比&的初始碳源模

拟纤维素水解液"总糖质量浓度保持 5% R*?) 考察野

生菌株 ;;N6: 和突变菌株 ?5 生长和积累油脂的情

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BN野生菌体 ;;N6:' PN突变菌体 ?5

图 1T野生菌株 ;;N6: 和突变菌株 ?5 的发酵曲线图

S/R&1TS@8J@-3B3/I- ,A8Y@IK̀ /OQ 438B/- ;;N6: B-Q JA3B-3

438B/- ?5

表 BC野生菌株和突变菌株的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620BCR.((- .4)74&',&5)()&*.*74&*(0*(&+A)27.*7

'8(.*(5(".)*5

菌株
脂肪酸相对比例%质量分数& *d

棕榈酸 棕榈油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二十四烷酸

;;N6: 2:&2: m%&2$ $&)) m%&$5 $$&($ m%&$$ 6)&$% m%&)$ $$&(5 m%&2: $&$( m%&21

V: 2)&%5 m%&'5 $&%: m%&$$ $$&)% m%&2( 6)&(( m%&5$ $'&2$ m%&21 $&22 m%&%$

?5 2)&)$ m%&66 $&2) m%&%5 $$&1' m%&'6 6)&2) m%&': $6&%1 m%&'$ $&%6 m%&$1

TT由图 1 可知";;N6: 和 ?5 的油脂积累和菌体生

长均是生长偶联型"且?5 的生物量(油脂产量和油脂

含量明显高于 ;;N6:) 在培养第 5 天时"两者油脂含

量均达到最大"分别是 62&:5d和 )%&6(d"继续培养

后"虽然生物量有所增加"但是油脂产量和油脂含量

均在下降"表明细胞在消耗完培养基中的碳源后"又

开始消耗胞内油脂作为能量以维持细胞增殖) 从葡

萄糖和木糖的利用情况来看";;N6: 和 ?5 均能同时

利用葡萄糖和木糖"葡萄糖的存在并不会抑制细胞对

木糖的利用"克服了大多数微生物存在的葡萄糖效

应"这可能是因为该菌株的 2 种糖转运蛋白具有相似

的效率"或者存在对这 2 种糖具有相同亲和力的独特

糖转运蛋白在此酵母中运行
#2)$

) 此外"?5 比 ;;N6:

提前 $ Q 消耗完混合糖"表明 ?5 的糖耗速率和糖转

化能力都显著高于野生菌株"可能是因为 ?5 的脂肪

酸合酶具有更高的活性) 这些特性对利用纤维素水

解液发酵(降低微生物油脂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不

少研究者探讨产油酵母利用混合糖积累油脂的能力)

宋兆齐等
#:$

筛选获得 $ 株油脂酵母 9WN!"在葡萄糖h

木糖 j'h$质量浓度比混合糖条件下菌体油脂含量达

到 2'&'1d"油脂产量达到 2&5 R*?'孔祥莉等
#$1$

研究

斯达氏油脂酵母 *,')"5@46$2

t

在葡萄糖h木糖 j2'h$2

质量浓度比混合糖条件下发酵积累油脂"生物量和油

脂质量分数分别达到 $(&% R*?和 )2&:d'<F等
#2)$

利

用I,#&)";4&-=] 2&)5$ 在葡萄糖h木糖 j65h2' 质量

浓度比混合糖条件下发酵积累油脂"生物量(油脂产量

和油脂含量分别达到 2'&2 R*?($$&2 R*?和 61&6d'

GF等
#2:$

利用 I,?45-")$''2(%' 在葡萄糖h木糖 j'h$

质量浓度比混合糖条件下发酵积累油脂""!

:%% -J

达到

5$&$'"油脂产量达到 $$&61 R*?)

相比上述实验结果"在相同比例的混合糖中"?5

具有较为突出的油脂积累能力"此外"*,')"5@46$2

t

在

发酵前期以利于葡萄糖为主"当葡萄糖质量浓度低于

$: R*?时"木糖的消耗速率明显加快"高浓度葡萄糖

阻碍了菌株对木糖的利用"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同步利用葡萄糖和木糖) I,?45-")$''2(%' 虽然可

以在初始浓度较高的糖中进行发酵"但是木糖的利用

率仅为 1)&(d"且混合糖中木糖的比例不高"而 ?5

可以完全利用发酵液中的木糖"不会造成木糖浪费"

也不需要改变水解液中葡萄糖和木糖的比例)

'T结论

本文采用 =caH和 !X] 复合诱变方法获得 $ 株

高产油脂酵母 ?5"其生物量(油脂产量和油脂含量较

野生型菌株 ;;N6: 分别提高了 $2&:2d(''&$1d和

5&1d"且具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脂肪酸组成与植物

油相似) 该突变菌株?5 具有同时消耗葡萄糖和木糖

积累油脂的能力"具有利用木质纤维素水解液的潜

力"为规模化生产微生物油脂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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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T要T以选育产 DN腺苷蛋氨酸的高产酿酒酵母菌株为目标!利用常温常压等离子体和$'5

\4

&

N射线对菌株进

行诱变" 通过 ) 轮常温常压等离子体诱变和 6 轮
&

N射线诱变!结合乙硫氨酸#制霉菌素抗性筛选!获得突变株

=\N$%!摇瓶发酵 61 D!其 DN腺苷蛋氨酸产量达到 $&$) R*?!与出发菌株相比提高了 $'%&%d" 摇瓶发酵最适条件

为 '% f#初始 L<)&)" 经 )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 :1 D!DN腺苷蛋氨酸产量达到 )&:2 R*?"

关键词TDN腺苷蛋氨酸$酿酒酵母$诱变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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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DN腺苷蛋氨酸 % D2BQ@-I4MOJ@3D/I-/-@"]=W&存在

于各种生物组织内"具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
#$$

"参与

体内蛋白质(核酸(多糖(磷脂以及脂肪酸等物质的生

物合成
#2 0'$

) ]=W作为标准药物的替代品对治疗抑

郁症(骨关节炎(酒精性肝病和阿尔兹海默病具有相

当大的优势"市场需求巨大
#6$

)

]=W的生产方法主要有化学合成法(酶促转化

法和微生物发酵法"其中化学法合成产率低"反应底

物 *N半胱氨酸价格昂贵"且分离与纯化过程困难"难

以工业化应用
#)$

) 酶促转化法需要 ]=W合成酶并添

加价格昂贵的底物 =aH"因其生产投入较高而缺乏市

场竞争力) 发酵法生产 ]=W具有工艺流程简单(产

量高(底物廉价易得等优势而被广泛应用
#:$

) 目前"

已报道生产 ]=W的微生物主要有大肠杆菌 %C'#=42

5$#=$" #9%$&(巴斯德毕赤酵母%A$#=$" 3"')95$'&和酿酒

酵母 % D"##="59-6#4'#454H$'$"4&) 通过同源或异源过

表达 ]=W合成酶可以提高大肠杆菌 ]=W产量"但是

过多的 ]=W积累不利于菌体生长) 重组毕赤酵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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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W需要甲醇作为诱导剂"可能引起安全问题"并

且发酵周期长) 与上述 2 种微生物相比"酿酒酵母作

为安全生物广泛应用于食品与发酵行业"且 ]=W合

成能力强"适宜作为 ]=W工业生产的菌株
#5$

)

在传统的产 ]=W 菌株选育方面" ]<#";=U#

等
#1$

筛选到 $ 株野生酿酒酵母"在最适条件下通过发

酵罐培养"]=W产量达到 $%&1 R*?"这是迄今在野生

菌发酵产 ]=W方面最高的报道) 利用化学诱变

%7a>(XW](?/\O等 &(物理诱变 %

:%

\I

&

N射线(Fg

等&以及复合诱变筛选 ]=W产菌株高也有较多报道"

<F=7>等
#($

利用太空育种方法获得酿酒酵母突变

株 <)W$65"]=W产量达到 $&22 R*?"是原始菌株的

$&15 倍) \="等
#$%$

用紫外连续诱变结合乙硫氨酸

抗性筛选的方法"得到 ]=W高活性合成酶的酿酒酵

母 \>W\\2162"与出发菌株相比 ]=W产量增加了

2&5倍"同时在 $) ?发酵罐中分批补料发酵 ': D 后

]=W产量达到 :&$ R*?) 为获得 ]=W高效生产菌

株"本实验拟采用常温常压等离体 %B3JI4LD@8/,B-Q

8IIJ3@JL@8B3A8@LOB4JB"=caH&和
$'5

\4

&

N射线诱变结

合乙硫氨酸(制霉菌素抗性平板筛选"并通过摇瓶培

养条件优化")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为发酵法生

产 ]=W奠定基础)

$T材料与方法

B#BC实验材料

$&$&$T主要材料$试剂与仪器

D"##="59-6#4'#454H$'$"4;G由本实验室保藏)

]=W标准品(乙硫氨酸(制霉菌素(生物素(泛酸钙(

维生素 V$(维生素 V:"阿拉丁公司'其他试剂为国产

分析纯)

=caHN##型等离子体诱变仪"无锡源清天木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ZB3@84$)2) 高效液相色谱"美国 Z=N

aXc] 公司'4L@,38BWB[W) 酶标仪"美国分子仪器公

司') ?V#"aX\<发酵罐"上海保兴生物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2T培养基

种子培养基%R*?&!蛋白胨 2%"酵母粉 $%"葡萄

糖 2%"L<自然) 固体培养基再加入 2% R*?琼脂粉"

$$) f灭菌 '% J/-)

摇瓶发酵培养基 %R*?&!葡萄糖 '%"酵母粉 )"

%7<

6

&

2

]"

6

)"U

2

<H"

6

)"U<

2

H"

6

$%" W-]"

6

*5<

2

"

%&$";-]"

6

*5<

2

"%&$"WR]"

6

%&2"\B\O

2

%&$"\A]"

6

%&%%$ :"柠檬酸三钠二水合物 %&$"L<自然"$$) f

灭菌 '% J/-)

发酵罐发酵培养基%R*?&!葡萄糖 2%"酵母粉 '"

%7<

6

&

2

]"

6

)"U

2

<H"

6

)"U<

2

H"

6

$%" W-]"

6

*5<

2

"

%&$";-]"

6

*5<

2

"%&:"WR]"

6

'"\B\O

2

%&)"\A]"

6

%&%%$ :"钼酸铵 %&%%6 1"7B\O%&)"生物素 %&%%% '"泛

酸钙 %&%%' :"维生素 V$ %&%%' :"维生素 V: %&%%' :)

$$) f灭菌 '% J/-)

发酵罐流加培养基%R*?&!葡萄糖 )%%"酵母粉 $2)

B#DC实验方法

$&2&$T培养方法

%$&菌种活化及种子培养) 取菌种甘油管涂布

于固体培养基平板"'% f培养 2 e' Q"挑取单菌落接

入装有 $% J?种子培养基的试管中" '% f" $)%

8*J/-培养 $2 D) 活化结束后以 2d的接种量接入装

有 )% J?种子培养基的 2)% J?摇瓶中"'% f"$)%

8*J/-培养 $2 D)

%2&摇瓶发酵培养) 2)% J?摇瓶中装液量为

)% J?摇瓶发酵培养基"以 6d%体积分数&的接种量

接种"'% f"$)% 8*J/- 摇床中培养 26 D"补加 2 J?

': R*?*N蛋氨酸"继续培养 26 D)

%'&) ?发酵罐补料发酵

发酵罐装液量为 ' ?"经过空消(实消灭菌后"种

子培养基以 $%d%体积分数&接种到发酵罐中) 控制

温度(L<"罐压调控在 %&%) WHB"以 2%% 8*J/- 的搅拌

速度开始发酵"发酵全程通过控制搅拌转速与葡萄糖

流加速度"使溶氧保持在 $%d e2%d"最高转速为

5)% 8*J/-) 发酵过程中每隔 2 e' D 取样"测定还原

糖(菌体量(]=W含量等参数)

$&2&2T诱变方法

%$&=caH诱变) 试验工作气体为氦气"工作气

流量为 1 ]?W"处理距离为 2 JJ"电源输出功率为

$2% Z) 将培养 : e1 D 的菌体适当稀释后制备菌悬

液"取 )

!

?菌液加)

!

?$%d的甘油均匀涂于载片"

1%d e(%d致死率剂量照射) 照射后用无菌培养基

清洗载片"洗液适当稀释涂布筛选平板上"'% f恒温

培养箱中培养 $ e2 Q"选择较大单菌落进行发酵

培养)

致死率*d j

未经诱变平板菌落数 0诱变后平板菌落数

未经诱变平板菌落数
i$%% !$#

%2&

$'5

\4

&

N射线诱变) 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辐照

中心进行"将培养 : e1 D的菌体适当稀释后制备菌悬

液"1%d e(%d致死率剂量照射) 照射后的菌液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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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稀释处理涂布筛选平板"'% f培养 $ e2 Q"选择较

大单菌落进行发酵培养)

$&2&'T突变株筛选方法

%$&=caH诱变与乙硫氨酸抗性平板筛选) 蛋氨

酸在 ]=W合成酶与 =aH的作用下转化为 ]=W"但在

蛋氨酸类似物如乙硫氨酸的存在下该反应会被抑制"

使用乙硫氨酸筛选高耐受突变株"有利于 ]=W产量

的提高
#$$$

) 本实验将 =caH照射后的菌液适当稀释

后涂布于 %&6 JJIO*?乙硫氨酸筛选平板"'% f培养

$ e2 Q"选择较大单菌落进行发酵培养)

%2&

$'5

\4

&

N射线诱变与制霉菌素抗性平板筛选)

]=W是酵母菌合成麦角固醇的主要甲基供体且消耗

量大"而制霉菌素能够结合酵母菌细胞膜上的麦角固

醇"导致麦角固醇产生途径缺失"细胞膜通透性改变)

理论上"制霉菌素可以用来选育高产 ]=W菌株
#$2$

)

将
&

N射线照射后的菌液进行适当稀释涂布于

)

!

R*J?制霉菌素筛选平板"'% f培养 $ e2 Q"选择

较大单菌落进行发酵培养)

$&2&6T测定方法

%$ & 生物量测定) 菌体干重 % Q8M,@OO @̀/RD3"

!\Z&的测定!烘干至恒重的离心管称重%-

$

&"加入

固定体积的发酵液"$% %%% 8*J/-离心 ) J/-"弃上清

液"用蒸馏水清洗后离心"重复 2 次) 然后 1) f烘干

至恒重后称重%-

2

&"-

2

0-

$

为菌体干重"经换算可

得每升发酵液的菌体干重)

%2& ]=W 含量的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
#$'$

) 取 $ J?发酵液" $2 %%% 8*J/-高速离心 2

J/-"弃上清液"加入 2%%

!

?超纯水"2%%

!

?乙酸乙

酯"'% f金属浴振荡 '% J/-"随后加入 )%%

!

?%&')

JIO*?硫酸"振荡 $&) D 后$2 %%% 8*J/-离心 2 J/-"取

上清液"%&22

!

J有机膜过滤待测)

液相测定条件!色谱柱 9qU\

$1

%)

!

J"6&: JJi

2)% JJ&" 流 动 相 为 6% JJIO*? 磷 酸 二 氢 铵"

2 JJIO*?庚烷磺酸钠和 $1d %体积分数&甲醇水溶

液"检测波长 2)6 -J"流速 $&% J?*J/-"进样量

$%

!

?"柱温 '% f)

%'&葡萄糖含量测定) '")N二硝基水杨酸法
#6$

)

2T结果与分析

D#BC高产菌株筛选

2&$&$T菌株 ;G生长曲线与最佳照射剂量的确定

对酿酒酵母进行 =caH诱变时"一般使用对数生

长中后期的菌体进行诱变"由于此时菌株酶活力高"

生长旺盛且易发生突变
#$)$

) 每隔 2 D 取样测 :%% -J

吸光值 %"!

:%%

&绘制菌株 ;G生长曲线) 由图 $ 可

知"菌株对数期生长期在 6 e$2 D"确定培养 : e1 D

的酵母细胞进行 =caH诱变与
$'5

\4

&

N射线诱变) 经

过照射时间和剂量的优化"发现 =caH照射 $1% 4致

死率在 15&6d"由于诱变的致死率在 1%d e(%d之

间时"突变率相对较高"获得优良性能菌株的可能性

最大
#$:$

"故实验选择 =caH诱变照射时间为 $1% 4)

取 =caH照射后的优势菌株"进行
&

N射线辐照"照射

剂量 5%% >G时致死率在 15d"故实验选择
&

N射线诱

变照射剂量为 5%% >G)

图 $T;G菌株摇瓶生长曲线

S/R&$T>8Ì3D ,A8Y@IK438B/- ;G/- 4DB.@KOB4. K@8J@-3B3/I-

2&$&2T=caH诱变育种结果

=caH照射菌株 ;G$1% 4"培养后涂布于乙硫氨

酸筛选平板"挑选相对较大的单菌落进行摇瓶发酵培

养) 经过 ) 轮诱变"共获得比出发菌株 ]=W产量高

2%d 的突变株 2' 株) 通过摇瓶复筛"突变株 =N$5

的 ]=W产量最高"较出发菌株 ;G提高了 ))&)d

%表 $& ) 因此"选择突变株 =N$5 为进一步诱变的出

发菌株)

表 BC:>=%诱变复筛结果

=.620BC=G0"054"00*)*9 "0582(5&+:>=%'8(.90*05)5

编号
]=W产量*

%R*?

0$

&

提高*

d

编号
]=W产量*

%R*?

0$

&

提高*

d

;G %&)6 m%&%%5 * =N$2 %&:( m%&%%: 25&1

=N$ %&:5 m%&%%( 26&$ =N$' %&52 m%&%%5 ''&'

=N2 %&:1 m%&%%6 2)&( =N$6 %&5' m%&%%: ')&2

=N' %&55 m%&%%1 62&: =N$) %&1% m%&%%1 61&$

=N6 %&:5 m%&%%' 26&$ =N$: %&56 m%&%%) '5&%

=N) %&5( m%&%$$ 6:&' =N$5 %&16 m%&%$$ ))&)

=N: %&5% m%&%%1 2(&: =N$1 %&5) m%&%%5 '1&(

=N5 %&52 m%&%%: ''&' =N$( %&5' m%&%%6 ')&2

=N1 %&5( m%&%$2 6:&' =N2% %&5) m%&%%( '1&(

=N( %&56 m%&%%1 '5&% =N2$ %&51 m%&%$' 66&6

=N$% %&12 m%&%$2 )$&1 =N22 %&1$ m%&%%( )%&%

=N$$ %&5$ m%&%%5 '$&) =N2' %&51 m%&%%: 66&6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2&$&'T

$'5

\4

&

N射线诱变育种结果

突变株 =N$5 经 5%% >G

&

N射线照射 6 轮"共获得

比出发菌株 ]=W产量高 2%d 的突变株 $$ 株) 通过

摇瓶复筛"突变株 =\N6(=\N: 和 =\N$% 的 ]=W产量

提升较高"其中突变株 =\N$% 的 ]=W 产量达到

$&$) R*?"比突变株 =N$5 提高了 ':&(d"比菌株 ;G

提高了 $'%&%d%表 2&)

表 DC

BEQ

?5

!

1射线诱变复筛结果

=.620DC=G0"054"00*)*9 "0582(5&+

BEQ

?5

!

1'8(.90*05)5

编号
]=W产量*

%R*?

0$

&

提高*

d

编号
]=W产量*

%R*?

0$

&

提高*

d

=N$5 %&16 m%&%$$ * =\N: $&$' m%&%$2 ')&:

=\N$ $&%' m%&%%( 22&: =\N5 $&%2 m%&%$$ 2$&6

=\N2 $&%2 m%&%$% 2$&6 =\N1 $&%: m%&%%5 2:&2

=\N' $&%) m%&%%1 2)&% =\N( $&%1 m%&%$' 21&:

=\N6 $&$2 m%&%%5 ''&' =\N$% $&$) m%&%%( ':&(

=\N) $&%' m%&%$' 22&: =\N$$ $&$$ m%&%$% '2&$

2&$&6T突变株遗传稳定性

为考察突变株传代后发酵水平稳定性"采用平板划

线方法传代培养"将复筛的突变株 =\N6(=\N: 和 =\N$%

各传代 $% 次) 挑取偶数代检测 ]=W含量"结果见图 2)

与突变株 =\N6 和 =\N: 相比"突变株 =\N$% 的 ]=W产

量较高且能稳定遗传"因此选作 ]=W的生产菌株)

图 2T突变株 =\N6(=\N: 和 =\N$% 遗传稳定性

S/R&2TaD@/-D@8/343BP/O/3MIKJA3B-3=\N6"=\N: B-Q =\N$%

2&$&)T突变株 =\N$% 摇瓶培养条件优化

2&$&)&$T培养温度的确定

考查了 26(25('%('' 和': f对突变株 =\N$% 生

长和 ]=W产量的影响) 由图 ' 可知"温度对菌体量

无显著影响"而对 ]=W产量有显著影响) '% f时菌

体量和 ]=W产量都达到最大"分别为 5&$( R*?和

$&$: R*?"当温度继续升高"]=W产量则降低) 综合

]=W产量和菌体量"选择 '% f为最适培养温度)

2&$&)&2T初始 L<的确定

L<会对菌体细胞结构(参与代谢的各种酶活性

力产生较大影响"间接影响菌体对培养基的利用"菌

图 'T温度对突变株 =\N$% 生长和 ]=W生产的影响

S/R&'TXKK@,3IK3@JL@8B3A8@I- R8Ì3D B-Q ]=W3/3@8

IKJA3B-3=\N$%

体的生长以及产物的生成
#$5$

) 在 '% f下研究了不

同初始 L<值对突变株 =\N$% 生长和 ]=W产量的影

响) 由图 6 可知"初始 L<由 6&) 提高到 5&) 的过程

中"]=W产量和生物量变化显著"且偏酸性环境有利于

菌体生长和 ]=W生成"初始 L<为 )&) 时菌体量及

]=W产量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5&26 R*?和 $&2$ R*?)

因此"选择初始 L<)&) 为最适 L<)

图 6T初始 L<对突变株 =\N$% 生长和 ]=W生产的影响

S/R&6TXKK@,3IK/-/3/BOL<I- R8Ì3D B-Q ]=W

3/3@8IKJA3B-3=\N$%

2&$&:T突变株 =\N$% )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

在 ) ?发酵罐中温度控制 '% f"用氨水调节 L<

至 )&)"以分批补料方式考查突变株 =\N$% 产 ]=W

的能力"其发酵曲线见图 )) 整个发酵过程可分为适

应期(快速生长期和转化期 ' 个阶段) 发酵前期"菌

株生长缓慢"糖耗低"培养至 $) D 葡萄糖基本耗完"

溶氧迅速升高"此时开始流加培养基"起始流加速度

$% J?*D"其中葡萄糖流加浓度约为 2&) R*%?*D&)

$) D 后菌株生长迅速"糖耗高"通过调节流加速度"

使罐内残糖控制在 ) R*?左右) 配合转速与通气量

调节"使溶氧保持在 $%d e2%d) 参考王杰鹏等
#$1$ $

蛋氨酸补加策略"当菌体量达到 $%% R*?时开始补加

蛋氨酸) )2 D 时加入 1 R*N蛋氨酸作为前体"此后每隔

6 D 补加一次) 在 *N蛋氨酸加入之前"胞内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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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积累"在加入后则快速生成"在第 :1 D ]=W产量

达到 )&:2 R*?"最高产率为 %&:' R*%?*D&)

图 )T=\N$% 突变株 )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曲线

S/R&)Ta/J@,IA84@IKK@QNPB3,D K@8J@-3B3/I- PMJA3B-3=\N$%

突变株 =\N$% 在菌体量和 ]=W产量方面比原始

菌株均有所提高"摇瓶中 ]=W最高产量为 $&2$ R*?"

经 )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W产量可达 )&:2 R*?"

与 <F=7>等
#($

(\="等
#$%$

报道的 ]=W产量基本持

平) 突变株 =\N$% 在 )2 e:2 D 最高 ]=W产率为 %&:'

R*%?*D&"但 :2 D 后生长明显停滞"原因可能是营养

物质匮乏间接导致 ]=W产量降低) 参考酿酒酵母发

酵 ]=W的报道"如 ?#等
#$($

以突变株酿酿酒酵母 \>N

W\\$'5:% 利用豆腐黄浆液发酵 ]=W"在优化的工

艺条件下"产量达到 $:&$6 R*?'王杰鹏等
#2%$

通过酿

酒酵母 ]=W%1%$ 高密度发酵 ]=W"在优化的工艺条

件下" ]=W 产量达到 $5&$ R*?'而 ?#F等
#2$$

使用

\c#]Hc工具整合外源基因获得重组酿酒酵母 <!?N

c2 菌株"通过蛋氨酸补加策略优化"]=W产量达到

$%&' R*?) 因此"突变株 =\N$% 仍有进一步发掘的潜

力"后续可通过发酵工艺优化达到高密度发酵(蛋氨酸

添加策略优化或遗传改造"进一步提高其 ]=W产量)

'T结论

针对 D,#454H$'$"4;G发酵生产 ]=W产量低的问

题"对其进行了 ) 轮 =caH诱变和 6 轮
$'5

\4

&

N射线辐

照诱变"结合乙硫氨酸(制霉菌素抗性平板筛选"获得

$ 株遗传稳定性较好的突变株 =\N$%"其 ]=W产量为

$&$) R*?"与出发菌株 ;G相比提高了 $'%&%d) 通

过摇瓶培养条件优化"确定最适条件为 '% f(初始

L<)&)"经 ) ?发酵罐分批补料发酵 :1 D 后 ]=W产

量达到 )&:2 R*?) 结果表明"=caH与
$'5

\4

&

N射线突

变率高"易获得遗传稳定性良好突变株"结合乙硫氨

酸(制霉菌素抗性的理性化筛选育种"能够提高筛选

效率) 本研究可为发酵法生产 ]=W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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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韫慧"方思璇"陈佳琪"等&不同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生长的影响#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2$&!21 0''&\<X7

GA-DA/"S=7>]/[AB-"\<X79/B_/"@3BO&XKK@,34IKQ/KK@8@-3L8@P/I3/,4I- 3D@R8Ì3D IK*"#)9("#$%%&'3%";)"5&-#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21 0''&

不同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生长的影响

陈韫慧$!2

!方思璇$

!陈佳琪$

!郭振新$

!胡宇超$

!艾连中$!2

!王光强$!2

!

$%上海理工大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上海"2%%%('&2%上海食品微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2%%%('&

摘T要T研究不同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在不同培养条件下的促增殖作用" 选用 ) 株生理特性不同的植物乳杆

菌为研究对象!利用 V/I4,8@@- 检测它们的生长情况!进一步通过 VB8B-M/模型拟合曲线!从而得到最大比生长速

率和迟滞期" 结果表明%在 Wc] 培养基下!添加 ) 种不同的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无明显促增殖作用$在以益生

元替代葡萄糖作为碳源的 Wc] 培养基中!植物乳杆菌对不同的益生元具有选择偏好性!且具有菌株特异性$在

模拟肠道体系下!与对照相比!益生元能明显促进所有植物乳杆菌的增长!其中低聚果糖与低聚半乳糖最优" 实

验结论显示!模拟肠道体系可以作为最精确和快速的益生元筛选体系"

关键词T益生元$植物乳杆菌$碳源

L++04(5&+7)++0"0*(,"06)&()45&*(G09"&A(G&+7"#)-("#$%%&'4%"2)"0&5

\<X7G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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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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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9/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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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A,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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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AB-R_/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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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益生元是一类不被宿主消化吸收却能够选择性

地促进体内有益菌的代谢和增殖"从而改善宿主健康

的有机物质"目前常用的是功能性低聚糖"即由 2 e

$% 个单糖分子所组成的寡糖类物质) 益生元具有非

消化的特性"但益生元可以被肠道菌群发酵"促进肠

道益生菌的新陈代谢和繁殖
#$ 02$

) 益生元被分解代

谢"通过产酸使肠道内 L<值下降"减少机体内的毒

素水平"提高机体的抗病性
#'$

) 研究发现"益生元还

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调节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的

代谢吸收"改善肠道的微环境系统
#6$

) 虽然益生元

十分重要"但目前益生元的筛选仍然比较混乱
#'") 0:$

)

有的是直接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益生元后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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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是利用益生元代替培养基中的葡萄糖当作碳

源)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对不

同培养条件下益生元对益生菌生长的影响还未知"而

且这些结果是否与体外模拟肠道环境下的结果一致

也需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由于益生菌具有菌株差异

性"不同菌株含有的糖类代谢基因完全不同"导致了

益生元对不同益生菌的影响是不同的
#5$

) 由于菌株

之间的差异性很大"而且同一个糖类代谢酶可能可以

作用于不同的寡糖类益生元"因此目前靶向筛选益生

菌仍然是一个难题
#'$

)

本文分别在 Wc] 培养基中添加益生元(以益生

元替代 Wc] 中的葡萄糖以及在体外模拟肠道中添加

益生元为培养基"研究不同益生元对 ) 株生理特性不

同的植物乳杆菌生长的影响"提供参考依据)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设备

供试菌株!植物乳杆菌 =c$$'(=c)%((=c2'5(

=c)$6(=c$$5"由本实验室提供)

益生元!低聚果糖%K8A,3IIO/RI4B,,DB8/Q@4"S"]&纯

度
#

()d(低聚木糖 %[MOIIO/RI4B,,DB8/Q@4"E"]&纯度

#

()d(低聚半乳糖%RBOB,3IIO/RI4B,,DB8/Q@4">"]&纯

度
#

5%d(低聚异麦芽糖 % /4IJBO3IIO/RI4B,,DB8/Q@"

#W"&纯度
#

(%d(菊粉%#-AO/-&纯度
#

(%d"由上海

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设备!V/I4,8@@- \全自动生长曲线分析仪"芬兰

V/I4,8@@-'<HEN($:2WVX型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沪

粤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湘仪 ?)%% 台式低速自动平

衡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ZN

\9N2S!超净工作台"上海续畅实业有限公司'高压蒸

汽灭菌锅"日本 </8BMBJB)

B#DC培养基配制

Wc] 培养基!蛋白胨 $% R(酵母提取物 ) R(牛肉

浸粉 $% R(葡萄糖 2% R(U

2

<H"

6

2 R(\<

'

\""7B*

'<

2

") R(柠檬酸三铵 2 R(WR]"

6

*5<

2

"%&$ R(W-N

]"

6

*6<

2

"%&%) R(吐温N1% $ J?"定溶于 $ ?去离子

水中"$$) f灭菌 2% J/-)

B#EC菌株纯化

从 01% f冰箱中取出 ) 株菌株"于 Wc] 固体培

养基上划线后于厌氧培养箱培养 61 D"重复 ' 次后涂

片"染色"镜检"然后用甘油保藏法保存备用)

B#HC实验方法

$&6&$T添加益生元时植物乳杆菌生长曲线的测定

从 02% f冰箱中取出待试菌株"将 ) 株菌株活化

$2 D 后"以 $d的接种量接种于Wc] 培养基中"分别添

加 2% R*?的 S"](E"](>"](#W"和 #-AO/-"添加的益

生元均经过 %&22

!

J水相过滤器过滤"对照组不添加

益生元) 每组取 2%%

!

?菌液放置于全自动生长曲线

分析仪的培养板中"'5 f培养 61 D"以未接菌的培养

基为参比溶液"每组 ' 个平行"测定间隔为 %&) D)

$&6&2T益生元充当碳源时植物乳杆菌生长曲线的测定

配制不含葡萄糖的 Wc] 基础培养基"以 2% R*?

的 S"](E"](>"](#W"和 #-AO/- 替换葡萄糖作为碳

源"接种量为 $d"对照组加入 2% R*?葡萄糖"益生元

与葡萄糖溶液都经 %&22

!

J水相过滤器过滤) 每组

取 2%%

!

?菌液放置于全自动生长曲线分析仪的培养

板中"'5 f培养 61 D"以未接菌的培养基为参比溶

液"每组 ' 个平行"测定间隔为 %&) D)

$&6&'T体外模拟小鼠肠道

由于肠道微生物所受影响因素很多"为了尽可能

地控制饮食(环境等因素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也为

了方便增加可重复性"依据文献"采集统一喂养小鼠

所排泄的粪便
#1$

) 另一方面"随着菌株特异性标记

技术的成熟"后续进一步通过小鼠模型验证体外所筛

选益生元对特定益生菌的影响"从而确认此方法的可

靠性) 当然待小鼠实验被证实完全可信后还需要增

加人体相关实验"证实有效后进而推广产业化应用)

本实验的具体操作如下!配制 : R*?的小鼠粪便

溶液"均质后于高压灭菌锅 $2$ f灭菌 $) J/-) 将活

化 $2 D 后的菌液以 ( :%% 8*J/- 离心 $ J/-"倒去培养

基"菌体洗涤后将 $d菌液接种于小鼠粪便液体培养

基中"加入 2% R*?胰蛋白胨充当氮源"$% R*?益生元

充当碳源%其分组如表 $ 所示&"对照组不添加胰蛋

白胨与益生元"益生元与胰蛋白胨溶液都经%&22

!

J

水相过滤器过滤) 每组取 2%%

!

?菌液放置于全自动

生长曲线分析仪的培养板中 '5 f培养 61 D"以未接

菌的培养基为参比溶液"每组 ' 个平行测定 "!

:%%

"测

定间隔为 %&) D)

表 BC实验分组

=.620BC=05(9"&8,

菌株 配料 = 配料 V

=c$$' $% R*?S"] k2% R*?胰蛋白胨 $% R*?>"] k2% R*?胰蛋白胨

=c$$5 $% R*?S"] k2% R*?胰蛋白胨 $% R*?>"] k2% R*?胰蛋白胨

=c2'5 $% R*?S"] k2% R*?胰蛋白胨 $% R*?#-AO/- k2% R*?胰蛋白胨

=c)%( $% R*?S"] k2% R*?胰蛋白胨 $% R*?>"] k2% R*?胰蛋白胨

=c)$6 $% R*?S"] k2% R*?胰蛋白胨 $% R*?#-AO/- k2% R*?胰蛋白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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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结果与分析

D#BC不同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生长的促增殖作用

按照 $&6&$ 小节所述方法添加相应益生元"利用

V/I4,8@@- 测得各株植物乳杆菌的生长曲线如图 $ 所

示) 以 "!

:%%

的最大值作为植物乳杆菌菌株的生长情

况的代表量"将各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数据见

表 2 和表 ') 由表 2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菌株的各益

生元组的最大比生长速率均无显著的增长迹象) 由表

' 可知"除=c$$5 的#W"组外"菌株在各益生元组的最

大生物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的增长迹象) 在一些组

别中"添加益生元甚至显著抑制了菌株的生长"如

=c)%((=c2'5 的 S"] 组(E"] 组(>"] 组(#-AO/- 组以

及 =c$$5 的 >"] 组(#-AO/- 组%Au%&%)&) 总体上添

加益生元也不能促进它们的生长%Al%&%)&)

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在培养基中直接添加益生元"

然后研究添加益生元后活性或者功能特性的变

化
#$% 0$$$

"部分研究把益生元添加到基础培养基

中
#$2$

"但基础培养基十分复杂"不适合大规模的筛

选) 但直接把益生元添加到 Wc] 培养基中并不能促

进菌株的生长"反而还可能抑制植物乳杆菌的生长)

这可能的原因是葡萄糖效应"当益生元与葡萄糖同时

存在时"菌株优先利用葡萄糖作为碳源"产生了分解

代谢物阻遏效应
#$' 0$6$

"但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 因此有葡萄糖存在的情况下"直接添加益生元可

能并不适合用作益生元的筛选)

图 $T植物乳杆菌在添加不同益生元的 Wc] 培养基中的生长曲线

S/R&$T>8Ì3D ,A8Y@IK*,3%";)"5&-/- Wc] J@Q/AJ /̀3D Q/KK@8@-3L8@P/I3/,4

表 DC植物乳杆菌在添加不同益生元的 S><培养基中的最大比生长速率"

$

8 T<P#

=.620DC=G0'.M)'8' 5,04)+)49"&A(G".(0&+7*4%"2)"0&5)*S><'07)8' A)(G7)++0"0*(,"06)&()45"

$

8 T<P#

菌株
最大比生长速率*%"!

:%%

*D

0$

&

对照 S"] E"] >"] #W" #-AO/-

=c$$'

%&$66 m%&%%2

B

%&$'2 m%&%%5

P,

%&$'$ m%&%%$

P,

%&$': m%&%%2

P

%&$'5 m%&%%$

P

%&$2( m%&%%6

,

=c)%(

%&$6: m%&%%2

B

%&$': m%&%%$

,

%&$62 m%&%%'

P

%&$6' m%&%%$

BP

%&$6$ m%&%%'

P

%&$'2 m%&%%2

Q

=c2'5

%&$$: m%&%%2

B

%&$%1 m%&%%$

Q

%&$$$ m%&%%2

P,

%&$$$ m%&%%$

P,

%&$%1 m%&%%2

,Q

%&$$' m%&%%$

P

=c)$6

%&$22 m%&%%5

B

%&$$6 m%&%%2

P,

%&$%( m%&%%2

,

%&$$5 m%&%%'

BP

%&$22 m%&%%$

B

%&$$2 m%&%%'

P,

=c$$5

%&$2: m%&%%)

B

%&$22 m%&%%$

BP

%&$2$ m%&%%2

P

%&$2% m%&%%$

P

%&$22 m%&%%$

BP

%&$2% m%&%%2

P

TT注!同一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Au%&%) 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表 EC植物乳杆菌在添加不同益生元的 S><培养基中的最大生物量"

$

8 T<P#

=.620ECS.M)'8' 6)&'.55&+7*4%"2)"0&5)*S><'07)8' A)(G7)++0"0*(,"06)&()45"

$

8 T<P#

菌株
最大生物量%"!

:%%

&

对照 S"] E"] >"] #W" #-AO/-

=c$$'

$&)6: m%&%%)

BP,

$&)%$ m%&%)$

,

$&)%) m%&%%1

P,

$&)5% m%&%2%

BP

$&)15 m%&%$)

B

$&))2 m%&%'(

BP,

=c)%(

$&:21 m%&%$:

B

$&))2 m%&%$)

P,

$&)5$ m%&%21

P

$&))$ m%&%$(

P,

$&:%6 m%&%%6

BP

$&)$: m%&%6%

,

=c2'5

$&))5 m%&%%6

B

$&6'( m%&%$%

,

$&6:1 m%&%$$

P

$&66( m%&%%$

P,

$&):$ m%&%%(

B

$&6:( m%&%2$

P

=c)$6

$&))) m%&%)6

BP

$&)21 m%&%$$

P

$&)'2 m%&%$$

P

$&)66 m%&%22

P

$&:%( m%&%%:

B

$&)$6 m%&%'$

P

=c$$5

$&:61 m%&%$)

P

$&:') m%&%%'

P,

$&:)6 m%&%$2

BP

$&:2) m%&%%)

,

$&:5' m%&%%)

B

$&)15 m%&%$%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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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植物乳杆菌在不同益生元作为碳源的培养基中

的生长状况

由于葡萄糖的存在影响了益生元的选择"因此根

据 $&6&2 的方法"用不同益生元替换 Wc] 培养基中

的葡萄糖"测得各株植物乳杆菌的生长曲线如图 2 所

示) 由图 2(表 6 可知" =c$$'" =c)%( 和 =c$$5 对

益生元的利用情况相似"其增殖效果为!S"](>"] 最

优"#W"次之"#-AO/- 与 E"] 较差'益生元对 =c2'5

的增殖效果为!S"](#-AO/- 最优" #W"(>"] 次之"

E"] 较差'益生元对 =c)$6 的增值效果为!#-AO/- l

S"] l>"] l#W"lE"]) 植物乳杆菌对不同的碳源

具有选择偏好性"且不同植物乳杆菌菌株具有菌株特

异性"这与 ]<=cW=等
#$)$

的研究基本一致) 总体

上"S"](>"] 和 #-AO/- 对植物乳杆菌的增殖效果较

好"而 E"] 的效果最差"E"] 不适合用作植物乳杆菌

的碳源)

图 2T使用益生元作为碳源时植物乳杆菌的生长曲线

S/R&2T>8Ì3D ,A8Y@IK*,3%";)"5&- A4/-RL8@P/I3/,4B4,B8PI- 4IA8,@

表 HC使用益生元作为碳源时植物乳杆菌的最大生物量"

$

8 T<P#

=.620HCS.M)'8' 6)&'.55&+7*4%"2)"0&5A)(G,"06)&()45.54."6&*5&8"40"

$

8 T<P#

菌株
最大生物量%"!

:%%

&

对照 S"] E"] >"] #W" ?-AO/-

=c$$'

$&):' m%&%$'

B

$&66$ m%&%66

P

%&)): m%&%26

@

$&6$' m%&%$2

P,

$&':% m%&%$(

,

$&%%6 m%&%6(

Q

=c)%(

$&::% m%&%21

B

$&)%6 m%&%$6

P

%&)5% m%&%$'

@

$&)%$ m%&%26

P

$&'5% m%&%$'

,

%&516 m%&%2'

Q

=c2'5

$&6:) m%&%$'

P

$&)(% m%&%$2

B

%&)62 m%&%2(

Q

$&'(2 m%&%$2

,

$&'(5 m%&%'5

,

$&):1 m%&%'6

B

=c)$6

$&)2( m%&%2(

,

$&)5' m%&%2(

P

%&)': m%&%$%

K

$&'6' m%&%$:

Q

$&25: m%&%%'

@

$&:2% m%&%%(

B

=c$$5

$&::) m%&%2$

B

$&615 m%&%$(

P

%&622 m%&%25

K

$&'16 m%&%%)

,

$&%(5 m%&%$$

Q

%&1%2 m%&%21

@

TT根据各植物乳杆菌的最大比生长速率分析各菌

株在不同益生元作为发酵底物时的活力"由表 ) 可

知"除 E"] 组"=c$$5 中的 >"] 组(#W"组"=c2'5

中的 #W"组外"其余各组与对照组相比"最大比生长

速率显著提高%Au%&%)&) 其中"S"](>"] 与 #-AO/-

作为发酵底物时"菌株最大比生长速率提高幅度较

大) 这与上文中益生元增殖效果的分析相符合)

表 $C使用益生元作为碳源时植物乳杆菌的最大比生长速率"

$

8 T<P#

=.620$CS.M)'8' 5,04)+)49"&A(G".(0&+7*4%"2)"0&5A)(G,"06)&()45.54."6&*5&8"40"

$

8 T<P#

菌株
最大比生长速率*%"!

:%%

*D

0$

&

对照 S"] E"] >"] #W" #-AO/-

=c$$'

%&$'1 m%&%%6

Q

%&2$6 m%&%'%

P

%&%61 m%&%%)

@

%&2%) m%&%%(

P

%&$56 m%&%%6

,

%&2)% m%&%2)

B

=c)%(

%&$'1 m%&%%6

,

%&26) m%&%%1

P

%&%)$ m%&%$%

Q

%&262 m%&%2(

P

%&222 m%&%%:

P

%&252 m%&%%2

B

=c2'5

%&$') m%&%%2

,

%&2$( m%&%$5

B

%&%:5 m%&%'1

Q

%&$5% m%&%$2

P

%&$61 m%&%%1

P,

%&2%( m%&%$2

B

=c)$6

%&$%( m%&%%$

P

%&$1' m%&%%1

B

%&%:% m%&%%'

,

%&$($ m%&%$:

B

%&$($ m%&%%:

B

%&$(5 m%&%%1

B

=c$$5

%&$6% m%&%%'

,

%&$11 m%&%%:

P

%&%:$ m%&%%1

@

%&$)% m%&%%6

,

%&$$( m%&%%'

Q

%&2'(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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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体外模拟小鼠肠道中植物乳杆菌对不同益生元

的利用情况

粪便是胃肠道代谢系统的生理产物"可以间接反

映肠道代谢情况) 李俊等
#$:$

通过代谢物总离子图分

析得知"小鼠粪便中含有多种小分子代谢物"如氨基

酸类(脂肪酸(糖类(有机酸等) 因此以灭菌小鼠粪便

为培养基模拟小鼠肠道是可行的) 与人工合成的其

他培养基相比"小鼠粪便本身当作培养基更能反应小

鼠肠道的环境
#$5$

) 为了验证体外筛选的益生元能否

在模拟小鼠肠道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测得各株植物乳

杆菌的生长曲线如图 ' 所示)

图 'T模拟肠道环境中各植物乳杆菌的最大生物量

S/R&'TWB[/JAJP/IJB44IK*,3%";)"5&-

/- 4/JAOB3@Q /-3@43/-BO@-Y/8I-J@-3

可能由于营养成分的缺乏") 株植物乳杆菌在只

含粪便培养基的对照组中均无明显的生长现象) 最

近研究发现"氮源是限制肠道微生物生长的关键因

素
#$1 0$($

) 加入筛选的益生元与氮源后则出现了明显

的生长现象%图 '&) 这表明植物乳杆菌在模拟肠道

中可以利用 S"](>"](#-AO/- 这类益生元"促进自身

的生长繁殖) 通过比较植物乳杆菌的最大生长量可

知"' 株菌株 =c$$'(=c)%((=c$$5 对 >"] 与 S"]

的利用效率无显著性差异"2 株菌株 =c)$6 与 =c2'5

中 S"] 的利用效率显著高于 #-AO/-%Au%&%)&"#-AO/-

在此模拟环境中不能很好地被植物乳杆菌利用"这说

明在不同环境下植物乳杆菌利用益生元的种类不同"

这可能是由于利用益生元相关的基因大部分是诱导

表达的相关
#2% 02$$

"但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 $&6&' 小节的方法测得数据"通过软件拟合

后得到表 : 结果) 由表 : 可知"除 =c$$5 以及

=c$$' 的 >"] 组外"各组的最大比生长速率均无显

著性差异"=c$$5 与各组相比生长速率下降显著

%Au%&%)&) 比较各组植物乳杆菌生长的迟滞期可

知"各植物乳杆菌的迟滞期差异较大"其中 =c$$5 的

>"] 组迟滞期最长"=c2'5 的 #-AO/- 组迟滞期最短)

这说明益生元对不同植物乳杆菌的影响具有菌株特

异性)

表 KC模拟肠道环境中各植物乳杆菌的迟滞期与

最大比生长速率"

$

8 T<P#

=.620KCJ.9 ,0")&7.*7'.M)'8' 5,04)+)49"&A(G".(0&+

7*4%"2)"0&5)*5)'82.(07)*(05()*.20*I)"&*'0*("

$

8 T<P#

菌株 益生元 迟滞期*D

最大比生长速率*%"!

:%%

*D

0$

&

=c$$' S"]

$&(6 m%&((

,Q

%&%)6 m%&%%2

B

>"]

$&:1 m$&%%

,Q

%&%)% m%&%%$

P

=c)%( S"]

$&1) m%&6(

,Q

%&%)) m%&%%$

B

>"]

2&$( m%&%:

,Q

%&%)6 m%&%%$

B

=c2'5 S"]

2&($ m%&))

P,

%&%)) m%&%%$

B

#-AO/-

$&6% m%&)1

Q

%&%)) m%&%%2

B

=c)$6 S"]

'&65 m%&'(

P

%&%)2 m%&%%$

BP

#-AO/-

$&)% m%&'5

Q

%&%)) m%&%%2

B

=c$$5 S"]

'&:5 m%&)$

P

%&%'( m%&%%2

,

>"]

)&'2 m%&6'

B

%&%'6 m%&%%'

Q

TT注!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Au%&%) 水平下差异显著

'T结论

在 Wc] 培养下"添加 ) 种质量浓度为 2% R*?的

益生元对植物乳杆菌无明显促增殖作用"因此并不能

用此方法筛选益生元) 在以益生元替代葡萄糖作为

碳源的 Wc] 培养基中"植物乳杆菌对不同的益生元

具有选择偏好性"且具有菌株特异性) 综合 ) 株植物

乳杆菌在此培养条件下的生长状况"低聚果糖(低聚

半乳糖(菊粉这 ' 种益生元促增殖效果较好"此方法

基本上能与模拟肠道的培养体系一致"但存在一定的

误差"比如菊粉在模拟肠道环境下不能很好地促进植

物乳杆菌生长) 在以灭菌小鼠粪便与胰蛋白胨复合

为基础培养条件的模拟肠道体系下"与对照相比"益

生元能明显促进所有植物乳杆菌的增长"其中低聚果

糖与低聚半乳糖的促增殖效果更为优异"这是一个更

加方便可靠的方法"可以用作益生元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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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聚赖氨酸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机制

王梓源，李欣颖，吕俊阁，付萍，孙雪文，李雪晶，谭之磊，贾士儒*

(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食品营养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300457)

摘 要 ε-聚赖氨酸( ε-poly-L-lysine，ε-PL) 是一种具有广谱抑菌性的聚阳离子多肽，目前已作为生物防腐剂被

广泛应用。为揭示 ε-PL 的抑菌机理，以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为模式菌株，研究了 ε-PL 作用下 E． coli 的生

长曲线、存活率以及 ε-PL 对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内外膜穿透活性的影响，并且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了

E． coli 细胞形态在 ε-PL 作用下的变化，探究了 ε-PL 处理后 E． coli 聚团黏连现象。结果表明，ε-PL 对 E． coli 的

抑菌活性具有浓度依赖性，与 ε-PL 浓度呈正相关，当 ε-PL 质量浓度达到 100 μg /mL 时，有明显抑菌效果。研究

还发现，ε-PL 能够增强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及细胞内、外膜的通透性，并且改变 E． coli 细胞膜内外电势，使其

细胞内容物如核酸、蛋白质等大量渗出，从而实现对 E． coli 的杀菌作用。基于上述实验结果推测，ε-PL 可能是

通过毡毯模型中描述的作用模式将 E． coli 细胞杀死。
关键词 ε-聚赖氨酸; 大肠杆菌; 抑菌机制; 菌体细胞; 抑菌活性

The antimicrobial mechanism of ε-poly-L-lysine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WANG Ziyuan，LI Xinying，LYU Junge，FU Ping，SUN Xuewen，

LI Xuejing，TAN Zhilei，JIA Shiru*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Nutrition and Safety，College of Biotechnology，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ABSTRACT ε-Poly-L-lysine ( ε-PL) ，a poly cationic peptide with 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ac-
tivity，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natural preservativ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antimicrobial mechanism
of ε-PL，it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effects of ε-PL
on the morphology，the growth curve，survival rate，cell-surface hydrophobicity，inner and outer mem-
brane penetrating activity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ε-PL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E． coli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and the inhibition effec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ε-PL concentration，100
μg /mL of ε-PL achieved 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effect． In addition，ε-PL enhanced the hydrophobici-
ty and permeability of E． coli membrane which led to the leakage of nucleic acid，protein and electro-
lyte and finally the cell death． The holes and micelles appeared on the cell membrane of E． coli and
the cells became aggregative and adhesive after ε-PL treatment and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dy-
namic light scattering． In conclusion，ε-PL may achieve the bacteriostatic effect by destroying the cell
structure of E． coli and the antibacterial mechanism of ε-PL against E． coli is similar to the way de-
scribed by the carpet model． These findings give insights for better application of ε-PL in the field of
food preservation，and also have a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bacteriostatic mechanism of ε-PL a-
gainst other bacteria．
Key words ε-poly-L-lysine; Escherichia coli; bacteriostatic mechanism; bacterial cell; bacteriostatic
activity

第一作者: 博士，讲师( 贾士儒教授为通讯作者，E-mail: jiashiru@ tust． edu． cn)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 2018YFD040020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771952)

收稿日期: 2020-04-09，改回日期: 2020-05-12



研究报告

2020 年第 46 卷第 21 期( 总第 417 期) 35

ε-聚赖氨酸( ε-poly-L-lysine，ε-PL) 作为一种天然

防腐剂具有广谱抑菌性，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
电子工业中［1］。但是目前国内对 ε-PL 的研究多集中

于 ε-PL 高产菌株的选育［2 － 3］与应用［4 － 5］方面，对其

详细的抑菌机理了解有限，并且已有大部分报道是关

于 ε-PL 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酵母的抑菌机制研究。
LIN 等［1］研究发现，ε-PL 所带正电荷可中和单增李

斯特菌细胞表面的负电荷，增加细胞膜透性，从而破

坏细胞膜结构。BO 等［6 － 7］研究了 ε-PL 对酿酒酵母

细胞的抑菌机理，发现抑菌和杀菌机制均与 ε-PL 浓

度有关: 当 ε-PL 浓度达到阈值浓度时，以毡毯模型的

作用方式迅速作用于酿酒酵母细胞膜，使磷脂双层弯

曲穿孔，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当其浓度低于阈值水平

时，可增加细胞膜通透性，改变细胞膜结构，破坏细胞

膜功能，从而导致细胞内中心碳代谢被抑制。程雅

文［8］发现，亚致死浓度的 ε-PL 可诱导酿酒酵母细胞

中的活性氧迸发，使细胞进入凋亡早期阶段; 致死浓

度的 ε-PL 能使细胞进入凋亡后期阶段直至死亡。
而关于 ε-PL 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抑菌机理鲜少报

道，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是人和多数动物体内

常见的肠道共生革兰氏阴性菌［9］，且广泛存在于动

植物产品中［10 － 11］，肉制品在加工过程中极易受到 E．
coli 污染，从而引发食源性疾病［12］。不同的大肠杆菌

菌株和不同生长状态的同一菌株对 ε-PL 的耐受性不

同。ZHANG 等［13］研究了 ε-PL 对 E． coli O157∶ H7的

抑菌作用，认为低剂量( 质量浓度16 μg /mL) ε-PL 能

够破坏 O157 ∶ H7细胞膜的完整性和通透性，从而起

到抑菌作用。但对于某些大肠杆菌，此剂量的 ε-PL
并无抑 菌 效 果，需 要 使 用 高 剂 量 ( 质 量 浓 度≥50
μg /mL) 防腐剂［14］。E． coli TUST006 是本课题组从

腐败食品中分离出的菌株，相比于其他 E． coli 在食品

防腐领 域 中 的 应 用 更 具 研 究 价 值。因 此，本 文 以

E． coli TUST006 作为模式菌株，取处于对数生长期、
生长旺盛的菌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抑菌实验探究高剂

量 ε-PL 对 E． coli TUST006 的抑菌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1． 1． 1 菌株

E． coli TUST006( 下文统一简写为 E． coli) ，天津

科技大学生化工程研究室。
1． 1． 2 主要试剂

邻硝基苯-β-D-半乳吡喃糖苷( 2-nitrophenyl-β-D-

galactopyranoside，ONPG) ( 分析纯 ) 、N-苯基-1-萘胺

( N-phenyl-1-naphthylamine，NPN) ( 分析纯) ，生工生

物工程(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酵母粉( 分析纯) ，英国

OXOID; 胰蛋白胨 ( 分析纯) 、NaCl ( 分析纯 ) 、NaOH
( 分析纯) 、戊二醇( 色谱纯) ，天津市化学试剂一厂;

ε-PL( 纯度≥ 99% ) ，浙江新银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1． 1． 3 培养基及相关溶液

LB 液体培养基: 胰蛋白胨 10 g /L，酵母粉 5 g /L
和 NaCl 10 g /L，5 mol /L 的 NaOH 溶液调 pH 至7． 0 ～
7． 2。LB 固体培养基在液体培养基的基础上加入

1． 0% ～2． 0%的琼脂。所有培养基均 121 ℃，1 × 105

Pa 灭菌 20 min。
磷酸缓冲盐溶液( 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 :

KH2PO4 0． 24 g /L，Na2HPO4 1． 44 g /L，NaCl 8 g /L，

KCl 0． 2 g /L，浓 HCl 调 pH 至 7． 4。
PUM ( phosphate-urea-magnesium ) 缓 冲 液:

K2HPO4·3H2O 22． 2 g /L，KH2PO4 7． 26 g /L，MgSO4

0． 2 g /L，尿素 1． 8 g /L，浓 HCl 调 pH 至 7． 1。
1． 2 仪器与设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mini-1240 ) ，日本 SHI-
MADZU 公司; 电导率仪( FE30) ，瑞士 METTLER TO-
LEDO 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1510) ，日本日立公

司; 激 光 粒 径 测 定 仪 ( BI-90Plus ) ， 美 国

BROOKHAVEN 仪器设备公司; 荧光分光光度计 ( F-
7000) ，日本 Hitachi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指示菌的活化

取一环斜面培养保存的 E． coli 接种于 100 mL
LB 液体培养基中，37 ℃、180 r /min 振荡培养 12 h
后，将培养液转接到 100 mL 新鲜 LB 液体培养基中，

使初始细胞密度 OD600为 0． 02，37 ℃、180 r /min 振荡

培养至 OD600为 0． 2，备用。
1． 3． 2 抑菌曲线的测定

将不同质量浓度的 ε-PL 溶液分别加入到活化的

E． coli 菌液中，使 ε-PL 终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0、50、
100、150、200 和 250 μg /mL。继续培养 10 h，每间隔

1 h 测定 E． coli 细胞 OD600 值，取 3 次测量值的平均

值绘制抑菌曲线。
1． 3． 3 细胞存活率的测定

将不同质量浓度的 ε-PL 溶液分别加到活化的

E． coli 菌液中，使 ε-PL 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0、50、100
和150 μg /mL，继续培养，并在 2 和 4 h 取一定量的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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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采用稀释涂布平板法，计算菌落数，每组设 3 个平

行。按公式( 1) 计算 E． coli 细胞存活率:

细胞存活率 /% = 实验组菌落数
对照组菌落数

× 100 ( 1)

1． 3． 4 ε-PL 对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采用微生物黏着碳氢化合物法测定 E． coli 细胞

的表面疏水性［15］。将 E． coli 培养至对数期，4 000
r /min离心 5 min 收集细胞，用 PUM 缓冲液洗涤并重

悬，使菌悬液 OD600值为 0． 5。取 3 mL 菌悬液分别加

入等体积的质量浓度为 100、200 和 300 μg /mL 的 ε-
PL 溶液，对照组加入 3 mL PUM 缓冲液，37 ℃水浴培

养，在 培 养 的 第 2 和 4 h 取 样，首 先 测 定 菌 液 的

OD600，再取 3 mL 上述菌液与 400 μL 十六烷混合，旋

涡振荡 1 min，静置 15 min，取下层水相，用分光光度

计测其 OD600，每组实验设 3 个平行。按公式 ( 2 ) 计

算细菌表面疏水率:

疏水率 /% =
OD600 初始 － OD600 加入十六烷后

OD600 初始

× 100 ( 2)

1． 3． 5 ε-PL 对 E． coli 菌悬液电导率的影响

取适量指示菌，参考 KONG 等［16］的方法并稍作改

进，测定 E． coli 菌悬液的电导率值，从而确定金属离

子渗出变化趋势。将 E． coli 培 养 至 对 数 期，4 000
r /min离心 5 min 收集菌体细胞，用质量浓度为 50 g /L
的葡萄糖溶液洗涤并重悬。将上述菌悬液在沸水浴

中处理 5 min，测得的电导率计为 σ0 ; 分别将不同质

量浓度的 ε-PL 溶液与等体积的质量浓度为 50 g /L
葡萄糖溶液或上述菌悬液混合，使 ε-PL 的终质量浓

度为 50、100 和 150 μg /mL，37 ℃水浴摇床培养，测得

的电导率分别计为 σ1、σ2。各组实验设 3 个平行。
按公式( 3) 计算混合体系的相对电导率:

相对电导率 /% =
σ2 － σ1

σ0
( 3)

1． 3． 6 E． coli 内膜通透性的测定

以 ONPG 为反应底物测定 β-半乳糖苷酶活性变

化，能够反映 ε-PL 对 E． coli 内膜通透性的影响。使

用含有 20 g /L 乳糖的 LB 培养基培养 E． coli，4 000
r /min离心 10 min 收集细胞，重悬于 5 g /L NaCl 溶液

中，使菌悬液 OD600值为 0． 4，如未特殊说明，以下实验

所用菌悬液获得方法均与上述相同。将 1． 5 mL 不同

质量浓度的 ε-PL 与 1． 5 mL E． coli 菌悬液、150 μL
30 mmol /L ONPG 溶液混合后，立即测定体系在 420
nm 波长处的吸光值。在第 60、90 和 120 min 各记录

1 次数据，各组实验设 3 个平行。
1． 3． 7 E． coli 外膜通透性的测定

采用 NPN 法测定 ε-PL 对 E． coli 细胞外膜通透

性的影响［17］。分别取 1． 5 mL 质量浓度为 0、50、100
和150 μg /mL的 ε-PL 溶液与 20 μL 1 mmol /L 的 NPN
溶液混合，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分别在激发波长 350
nm、发射波长 420 nm 下检测其荧光强度，然后在上

述溶液中加入 1． 5 mL 菌悬液再次检测其荧光强度，

直至荧光强度不再增加，2 次所测荧光强度之差即为

相对荧光强度，各组实验设 3 个平行。
1． 3． 8 细菌菌体紫外吸收物的渗透检测

分别取 1． 5 mL 菌悬液加入等体积不同质量浓度

的 ε-PL，对照组加入等体积蒸馏水，使得 ε-PL 终质

量浓度达到 50、100 和 150 μg /mL。以加入 ε-PL 为

起点，分别在培养的第 2 和 4 h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量菌悬液在 260 和 280 nm 波长处的吸光值，各组实

验设 3 个平行。
1． 3． 9 扫描电镜观察 E． coli 细胞形态

参考 SHIMADA 等［18］ 方法，将收集的菌体用 9
g /L NaCl 溶液洗涤，重悬于体积分数 2． 5% 戊二醛溶

液中，于 4 ℃冰箱静置 4 h。4 000 r /min 离心 5 min，

弃上清液，沉淀分别用体积分数 30%、50%、70% 和

90% 的乙醇进行梯度脱水 5 min，最后用纯乙醇重悬。
取一定量适宜浓度的样品滴加到盖破片上，晾干。用

导电胶将样品粘贴在金属样品台上，真空镀膜，使用

扫描电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观察。
1． 3． 10 ε-PL 对 E． coli 菌体聚集程度的分析

将 E． coli 培养至对数期，加入 ε-PL 溶液，使其

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0、50、100 和 150 μg /mL，以加入

ε-PL 的时间为零点，分别在 2 和 4 h 取样，使用粒径

分布仪测定菌体粒径。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质量浓度的 ε-PL 对 E． coli 的抑菌曲线

由图 1 可知，对照组 E． coli 在延滞期后，快速生

长，而 ε-PL 可抑制 E． coli 生长，且这种作用呈浓度

依赖性，抑制效果与 ε-PL 质量浓度呈正相关。质量

浓度 100 μg /mL 的 ε-PL 就能够有效抑制 E． coli 生

长，至培养终点 OD600 约为对照组的一半，而 ε-PL 质

量浓度≥150 μg /mL 时，OD600几乎没有增长，实验中

的菌液也接近澄清，说明此时 ε-PL 几乎能够完全抑

制 E． coli 生长。这表明 ε-PL 发挥抑菌作用需要一定

的阈值浓度。
2． 2 ε-PL 对 E． coli 存活率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ε-PL 可以明显降低 E． coli 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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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且这种效果与 ε-PL 的质量浓度和作用时间呈正

相关。经 5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后，E． coli 的细胞

存活率为 47． 98%，随着时间延长，其存活率进一步

降低; 经 100、15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后，E． coli 存

活率分别下降至 37． 19% 和 14． 88%，作用 4 h 后

E． coli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 21． 18% 和 5． 61%，说明

此时 150 μg /mL ε-PL 几乎能够完全抑制 E． coli 生

长，此结论与抑菌曲线结果一致。

图 1 ε-PL 对 E． coli 的抑菌曲线

Fig． 1 The time-kill curve of ε-PL against E． coli

图 2 ε-PL 对 E． coli 存活率的影响

Fig． 2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E． coli

2． 3 ε-PL 对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ε-PL 对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的影响如图 3 所

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经 ε-PL 处理后，E． coli 细胞

表面 疏 水 性 明 显 上 升。质 量 浓 度 50、100 和 150
μg /mL的 ε-PL 作 用 2 h 后，细 胞 疏 水 率 分 别 为

17． 1%、20． 3%和 34． 1% ; 作用 4 h 后，疏水率分别为

11． 4%、7． 5% 和23． 5%。以上结果说明，ε-PL 能够

明显增大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此细胞表面疏水

性增大的现象与薄涛等［19］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

因为 E． coli 表面疏水性与细胞壁中脂多糖含量密切

相关，细胞壁中的脂多糖含量越低，E． coli 细胞表面

疏水性越强。而 ε-PL 带有正电荷，可与 E． coli 外膜

上带负电荷的脂多糖通过静电作用相结合，破坏脂多

糖的结构，因此导致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增大。
2． 4 ε-PL 对 E． coli 菌悬液电导率的影响

当微生物细胞处于不利环境中，其生物膜流动性

降低，半透性丧失，胞内的 K +、Na + 等电解质大量外

泄，导致菌悬液体系电导率升高。因此，通过检测菌

悬液的电导率来推测细胞受损情况。结果如图 4所

示，ε-PL 处理后 E． coli 菌悬液的电导率明显增大，特

别是经 150 μg /mL ε-PL 处理 4 h 后，E． coli 菌悬液

的电导率远高于未经处理的对照组。说明菌悬液电

导率增大的现象随着 ε-PL 质量浓度升高而愈发明

显。此现象与何静如等［20］研究的( － ) -β-蒎烯对沙

门氏菌菌液电导率影响的结果较为类似。这可能是

由于在 ε-PL 的作用下，E． coli 细胞膜流动性降低，原

生质外泄，导致 E． coli 胞内稳态被破坏，进而起到抑

菌作用。

图 3 ε-PL 对 E． coli 细胞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Fig． 3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cell surface hydrophobicity
of E． coli

图 4 ε-PL 对 E． coli 菌悬液电导率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relative conductivity of E． coli
suspension

2． 5 ε-PL 对 E． coli 内膜通透性的影响

当 E． coli 内膜遭到破坏时，其胞内 β-半乳糖苷

酶会透过细胞质膜泄漏出来，检测 β-半乳糖苷酶含

量变化可以推测 E． coli 内膜通透性的变化［21］。如

图 5 所示，在 ε-PL 作用下，E． coli 菌悬液在 420 nm 波

长处的吸光值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大，说明 ε-PL 作用

下 E． coli 胞内 β-半乳糖苷酶大量泄漏，即 ε-PL 能够

破坏 E． coli 细胞膜，最终导致 E． coli 生长受到抑制直

至死亡。此结论与蒋佳佳等［21］研究的氧化石墨烯纳

米银复合材料对 E． coli 细胞内膜的影响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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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ε-PL 对 E． coli 内膜透性的影响

Fig． 5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inner membrane
penetrating activity of E． coli

2． 6 ε-PL 对 E． coli 外膜透性的影响

菌悬液荧光强度与 E． coli 外膜被破坏程度呈正

相关，如图 6 所示，对照组菌悬液的荧光强度随时间

无明显变化，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而经不同质量浓

度 ε-PL 处理后的实验组菌悬液荧光吸收值，在 20 ～
40 min 内迅速增加，在 40 min 后趋于平缓。并且，随

着 ε-PL 质量浓度升高，菌悬液的荧光强度进一步增

加。说明 ε-PL 对 E． coli 细胞外膜具有破坏作用，且

破坏作用与 ε-PL 质量浓度呈正相关。E． coli 外膜渗

透性也与脂多糖结构有着密切联系［22］，因此，ε-PL
对 E． coli 细胞外膜破坏作用的原因与 ε-PL 使 E． co-
li 细胞表面疏水性增大的原因是一致的，即 ε-PL 同

E． coli 表面的脂多糖通过静电作用结合，改变或破

坏 E． coli 的外膜结构，最终造成 E． coli 死亡。

图 6 ε-PL 对 E． coli 外膜透性的影响

Fig． 6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outer membrane penetrating
activity of E． coli

2． 7 细菌菌体紫外吸收物的渗透检测

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贯穿于整个细胞膜和

细胞质之中，是细胞的重要组成结构，E． coli 细胞膜

被破坏时，核酸、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就会泄漏到胞

外［23］。据此，检测菌悬液在 260 和 280 nm 波长处吸

光度的变化，能够了解细胞膜受损情况。由图 7 和图

8 可知，ε-PL 可以促进 E． coli 核酸和胞内蛋白质释

放，该实验结果进一步说明 ε-PL 能够破坏 E． coli 细

胞膜，进而导致菌体的死亡，与 ε-PL 对 E． coli 细胞

表面疏水率、内外膜透性实验结果一致。

图 7 ε-PL 对 E． coli 胞内核酸渗漏的影响

Fig． 7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leakage of intracellular
nucleic acid of E． coli

图 8 ε-PL 对 E． coli 胞内蛋白质渗漏的影响

Fig． 8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leakage of intracellular
protein of E． coli

2． 8 SEM 观察结果

如图 9 所示，未经 ε-PL 处理的 E． coli 细胞表面

光滑、形态饱满，未有细胞破损现象( 图 9-a) 。经 50、
10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后 E． coli 细胞间出现明显

的聚团黏连现象，部分细胞表面出现凹陷，凸起 ( 图

9-b 和 9-c) ，且随着 ε-PL 质量浓度升高，细胞表面变

得粗糙皱缩、无饱满感，细胞间聚团黏连明显。上述

质量浓度下的 ε-PL 处理 4 h 与 2 h 相比，细胞形态无

明显变化。而经 15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后，菌体

表面出现大量微胶粒( 图 9-d) ，4 h 后大部分菌体破

裂塌陷，出现大量孔洞( 图 9-h) ，此时 E． coli 可能已

丧失生存能力。此结论说明 ε-PL 具有破坏 E． coli
细胞结构的作用，与上述细胞膜疏水性及渗透性、紫
外吸收物的渗透实验结果一致。

目前，根据抗菌肽是否会对细胞膜的完整性造成

损伤或能否进入细胞质中，将其分为细胞膜损伤机制

和非膜损伤机制。在本研究中，SEM 观察结果表明，

ε-PL 抑菌活性是通过膜损伤机制实现的。在膜损伤

机制中，关于桶板模型、环孔机制模型和毡毯模型的

研究较为成熟［24］。在桶板模型中，抗菌肽是在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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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磷脂双分子层弯曲的情况下直接插入细胞膜内，并

通过抗菌肽分子间的疏水区域接触细胞膜并与之作

用［25］。而在环孔机制模型中抗菌肽虽然会使磷脂双

a-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b-5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c-10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d-150 μg /mL ε-PL 处理 2 h;

e-0 μg /mL ε-PL 处理 4 h; f-50 μg /mL ε-PL 处理 4 h;

g-100 μg /mL ε-PL 处理 4 h; h-150 μg /mL ε-PL 处理 4 h

图 9 不同浓度 ε-PL 处理后 E． coli 的 SEM 图

Fig． 9 The effect of ε-PL on the morphology of E． coli by SEM

分子层弯曲，但不会产生微胶粒。毡毯模型中，抗菌

肽通过静电作用与磷脂分子中的阴离子头部结合，像

地毯般覆盖在细胞膜表面，当抗菌肽的浓度达到一定

程度后，细胞膜上会出现瞬时的孔洞，使得抗菌肽进

入到细胞膜内，并且随着磷脂双分子层的弯曲及受

损，细 胞 膜 逐 渐 分 解，与 抗 菌 肽 共 同 形 成 微 胶

团［26 － 28］。
在本研究中，经 ε-PL 处理后的 E． coli 形态出现

不同程度的变化，可以明显观察到细胞表面粗糙、菌
体出现孔隙和微胶粒以及磷脂双分子层弯曲。因此，

ε-PL 对 E． coli 的抑菌作用可能是通过毡毯模型中所

描述的机制实现的。
2． 9 ε-PL 对 E． coli 菌体聚集程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 ε-PL 处理后 E． coli 细胞间的黏

连聚团现象，利用粒径仪测定菌悬液的菌团粒径。由

图 10 可知，未经 ε-PL 处理的 E． coli 菌团粒径分布

为 0． 5 ～ 1． 5 μm( 图 10-b) ，与何国庆等［29］报道的 E．
coli 菌体大小一致，说明菌体间相互均匀分散，几乎

未发生聚团。而经 50、100 和 150 μg /mL ε-PL 处理

后 E． coli 的菌团粒径分别为 10 ～ 40 μm ( 图 10-c) 、
40 ～ 80 μm( 图 10-d) 和 80 ～ 200 μm 之间( 图 10-e) ，

说明经 ε-PL 处理后 E． coli 菌团粒径明显大于未经 ε-
PL 处理的对照组，并且其粒径随 ε-PL 质量浓度升高

而增大，即 ε-PL 会使 E． coli 菌体发生团聚，该结果与

SEM 观察结果一致。

a-不同质量浓度 ε-PL 对 E． coli 菌悬液粒径的影响对比图; b-0 μg /mL 的 ε-PL 处理 2 h; c-50 μg /mL 的 ε-PL 处理 2 h;

d-100 μg /mL 的 ε-PL 处理 2 h; e-150 μg /mL 的 ε-PL 处理 2 h

图 10 ε-PL 对 E． coli 菌悬液粒径的影响

Fig． 10 Effect of ε-PL on the particle size of E． coli suspension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40 2020 Vol. 46 No. 21 ( Total 417)

HYLDGAARD 等［30］研究表明，对 ε-PL 更耐受的

E． coli rscC 突变体荚膜外多糖、荚膜异多糖酸的过

量表达，有助于调节菌体生物膜的三维结构，并起到

一定的屏障保护作用。可推测本研究中 ε-PL 作用后

E． coli 菌体发生团聚，可能是因为 E． coli 受到 ε-PL
刺激后分泌大量黏性多糖以抵御 ε-PL 的破坏作用。
另一方面，VAARA 等［31］发现，ε-PL 可吸附在革兰氏

阴性菌的细胞外膜上，破坏细胞膜结构，使膜脂多糖

被释放。所以本研究中引起菌体团聚的物质也有可

能是 E． coli 细胞膜遭到 ε-PL 破坏后，释放出来的脂

多糖。此外，由于 ε-PL 是一种阳离子抗菌肽，本身带

有一定的正电荷，而 E． coli 带有负电荷，因此，ε-PL
还可能通过静电吸附作用使 E． coli 菌体相互黏连，

即 ε-PL 作为一种黏连剂将菌体黏连在一起。

3 结论

本文以 E． coli 为模式菌株，通过一系列抑菌实

验，揭示了 ε-PL 的抑菌机制。实验结果表明，ε-PL
对 E． coli 的抑菌活性具有剂量依赖性，与 ε-PL 的质

量浓度呈正相关，当 ε-PL 质量浓度达到 100 μg /mL
时，有明显抑菌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ε-PL 能够增

强 E． coli 细胞表面的疏水性、内膜及外膜的通透性，

并且改变 E． coli 细胞膜内外电势，使得其细胞内容

物如核酸、蛋白质等大量渗出。此外，SEM 图显示

ε-PL作用后 E． coli 细胞膜上出现孔洞、微胶团。上

述结果说明 ε-PL 能够破坏 E． coli 的细胞结构，从而

达到抑菌效果。ε-PL 对 E． coli 的作用类似于抗菌肽

抑菌机制中的毡毯模型所描述的模式，即 ε-PL 首先

通过静电作用与细胞膜结合，铺满细胞膜表面，使

E． coli细胞磷脂双分子层弯曲受损，细胞膜逐渐分

解，细胞内物质如电解质、胞内核酸与蛋白质释放，进

而导致菌体死亡。研究还发现，ε-PL 处理后 E． coli
菌体会发生聚团黏连现象，且随 ε-PL 质量浓度升高，

细胞团聚愈发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 ε-PL 更好

地应用于食品防腐领域具有一定指导价值，对 ε-PL
对其他微生物抑菌机制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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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庄子瑜"刘春莹"李秋宏"等&人参皂苷酶 ###型转化制备人参稀有皂苷 >ML$5 和 >ML5)#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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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酶 OOO型转化制备人参稀有皂苷 W-,BQ 和 W-,Q$

庄子瑜$!2!'

!刘春莹$!2

!

!李秋宏2

!李鹏飞2

!徐龙权2

!鱼红闪2

!

$%大连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22&2%大连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6&

'%大连市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辽宁 大连"$$:%2$&

摘T要T为了高效制备稀有人参皂苷 >ML$5 和 >ML5)!利用大肠杆菌克隆表达人参皂苷酶 ###型酶!转化低活性

人参皂苷 cP$!制备稀有人参皂苷 >ML$5 和 >ML5)" 结果表明!将 2% R*?的 cP$ 皂苷在 '5 f酶反应 26 D!6 RcP$

底物制备了 '&$ R稀有皂苷 >ML$5!其摩尔得率为 (%&1d" ) R*?的皂苷 cP$ 在 '5 f酶反应 :% D!6 RcP$ 底物制

备了 2&$ R>ML5) 单体和 %&6) R>ML$5 单体!其摩尔得率分别为 56&2d和 $'&$d" 经 <H?\检测!所得到 >ML5) 和

>ML$5 皂苷单体纯度均在 (%d以上" 该研究为人参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的产业化提供依据"

关键词T人参皂苷酶 ###型$生物转化$人参皂苷 >ML$5$人参皂苷 >ML5)$人参皂苷 cP$

%"0,.".()&*&+"."09)*50*&5)70W-,BQ .*7W-,Q$ 6- 9)*50*&5)7.50(-,0OOO

;<F=7>;/MA

$"2"'

"?#F\DA-M/-R

$"2

!

"?#̂ /ADI-R

2

"?#H@-RK@/

2

"

EF?I-R_AB-

2

"GFDI-R4DB-

2

!

$%],DIIOIK?/K@],/@-,@B-Q V/I3@,D-IOIRM"!BO/B- F-/Y@84/3M"!BO/B- $$::22"\D/-B&

2%\IOO@R@IKV/I3@,D-IOIRM"!BO/B- HIOM3@,D-/,F-/Y@84/3M"!BO/B- $$:%'6"\D/-B&

'%!BO/B- \@-3@8KI8\@83/K/,B3/I- B-Q SIIQ B-Q !8AR\I-38IO"!BO/B- $$:%2$"\D/-B&

:;<=>:?=TSI8@KK/,/@-3L8@LB8B3/I- IK8B8@R/-4@-I4/Q@>ML$5 B-Q >ML5) K8IJR/-4@-I4/Q@cP$" B

R/-4@-I4/QB4@3ML@### B̀4,OI-@Q B-Q @[L8@44@Q /- C'#=45$#=$" #9%$&aD@8@4AO344DÌ@Q 3DB3̀ D@-

2% R*?R/-4@-I4/Q@cP$ B̀4@-CMJB3/,BOOM,B3BOMC@Q B3'5 f KI826 D" '&$ R8B8@R/-4@-I4/Q@>ML$5

JI-IJ@8̀ B4IP3B/-@Q K8IJ6 RcP$' /̀3D BJIOB8M/@OQ IK(%&1d&ZD@- ) R*?R/-4@-I4/Q@cP$ B̀4

@-CMJB3/,BOOM,B3BOMC@Q B3'5 f KI8:% D" 2&$ R>ML5) B-Q %&6) R>ML$5 JI-IJ@84̀ @8@IP3B/-@Q

K8IJ6 RcP$' /̀3D BJIOB8M/@OQ4IK56&2d KI8>ML5)" B-Q $'&$d KI8>ML$5&aD@LA8/3/@4IK8@4AO3N

B-3>ML$5 B-Q >ML5) @̀8@PI3D IY@8(%d B,,I8Q/-R3I<H?\B-BOM4/4&aD@8@4AO34L8IY/Q@8@K@8@-,@4

KI8/-QA438/BOL8IQA,3/I- IK>ML5) B-Q >ML$5&

@0- A&"75TR/-4@-I4/QB4@3ML@###' P/I38B-4KI8JB3/I-' R/-4@-I4/Q@>ML$5' R/-4@-I4/Q@>ML5)' R/-N

4@-I4/Q@cP$

第一作者!硕士"主管药师%鱼红闪教授和刘春莹讲师为共同通讯作者"XNJB/O!DI-R4DB-bQOLA&@QA&,-'O,M,+'2$b$:'&,IJ&

TT基金项目!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a2%$)2$%%%$(&

收稿日期!2%2%N%'N2("改回日期!2%2%N%:N21

TT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为皂苷"目前从人参中已经

发现超过 $)% 种人参皂苷
#$$

"其中最主要的皂苷是

cP$"其质量分数分别占人参总皂苷的 2%d(西洋参

总皂苷的 '1d和三七总皂苷的 2'd

#2$

) 人参皂苷

cP$ 具有抗氧化(抗心率失常(保护神经(降血糖(提

高免疫力和抗癌等作用
#' e$%$

) 很多研究表明"人参

皂苷活性与皂苷分子糖基数量密切相关"皂苷糖基数

量越多"其活性越低'而糖基较少的稀有人参皂苷则

具有更高的生理活性
#$$ 0$6$

) 人参皂苷 cP$ 分子带

'NLN>O,N>O,N糖基和 2%NLN>O,N>O,N糖基等 6 个糖基"

因此"cP$ 药理活性低于带 ' 个糖基的稀有皂苷

>ML$5"更低于带 2 个糖基的稀有皂苷 >ML5)

#'"$)$

)

然而" 白 参 中 几 乎 不 含 稀 有 皂 苷 >ML$5 和

>ML5)

#'"$)$

'绞股蓝中含有少量的稀有皂苷 >ML$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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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5)"但从中分离稀有皂苷 >ML$5 和 >ML5)"操作繁

琐且收率低
#$:$

) 因此"利用人参中含量高的 cP$ 皂

苷"通过酶转化制备 >ML$5 和 >ML5) 稀有皂苷"对开发

人参成分的保健食品(化妆品和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利用人参中含量高的低活性 cP$ 皂苷得到

高活性稀有皂苷"本课题组利用黑曲霉的人参皂苷酶 #

型"对 cP$ 等人参二醇类皂苷进行酶转化"其主要产物

为人参稀有皂苷 \NU和少量 S2"不产 >ML$5 和 >ML5)

稀有皂苷
#$5$

'利用从微生物中得到的
#

N*N鼠李糖苷

酶"尝试酶转化绞股蓝皂苷"该酶只能将绞股蓝皂苷N)

转化为人参皂苷 cQ"不产 >ML$5 和 >ML5) 稀有皂

苷
#$5$

) 本课题组又与韩国林完泽教授团队合作"从 I452

5"("#)45:$;'4;9'$?$-&)";'中得到人参皂苷酶基因%(:31!

$ (65 PL&"在 C'#=45$#=$" #9%$中克隆表达"得到转基因

酶"其分子质量为 52 .!B'该酶能水解 cP$ 和 cP2 等人

参二醇皂苷的 'NLN葡萄糖基"转化为>ML$5 和>ML5)(\N

"和 \NG等稀有皂苷"将其命名为人参皂苷酶 ###

型
#$1 02%$

)

本文利用上述 C,#9%$克隆表达的人参皂苷酶 ###

型"以人参中含量高的皂苷 cP$ 为底物"酶转化高效

制备稀有皂苷 >ML$5 和 >ML5)"为人参成分的保健食

品(化妆品和药物提供新原料稀有人参皂苷"也为其

产业化提供依据)

$T材料与方法

B#BC实验材料

人参皂苷 cP$(人参皂苷标准品 \NW,$ 和 \NW,"

大连三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薄层色谱 %33D/-NOBM@8

,D8IJB3IR8BLDM"a?\&硅胶板 ]/O/,BR@O:%NS

2)6

"德国

W@8,. 公司'=VN1 大孔树脂(!N21% 大孔树脂"天津南

开大学试剂厂' ]D/JBQCA \]N('% 薄层扫描仪"日本

]D/JBQCA 公司) ZB3@842:()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

ZB3@842((: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及 XJLÌ@8色谱工作

站"美国 ZB3@84公司'F-/3B8M\

$1

色谱柱 %2)% JJi

6&: JJ")

!

J&"华谱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I,:$;'4;9'$?$-&)";'的 (:31基因在 C,#9%$细胞

克隆表达得到的人参皂苷酶 ###型的酶原体冻干

粉
#$5 0$1$

"本实验室保存)

B#DC实验方法

$&2&$T克隆酶原体的处理及酶液制备

人参皂苷酶 ###型基因%(:31&在 C,#9%$细胞表达

得到 2%% JR人参皂苷酶 ###型克隆酶原体冻干品粉

末"将其与 $6&6 R尿素($%

!

?巯基乙醇和 %&%2

JIO*?(L<5&% 的 '% J?磷酸缓冲液混合"在室温下振

荡 2 D(使固体酶回复酶蛋白空间结构"再加入 $&2 ?

%含有体积分数 )d甘油(%&) R*?聚乙二醇(体积分

数%&%%' 5d巯基乙醇(%&%1 R*?7B\O& %&%2 JIO*?(

L<5&% 的磷酸缓冲液混合均匀"即为人参皂苷酶 ###

型酶液"在 6 f保存待用)

$&2&2TL<和温度的确定

用 L<为 )&%(:&%(5&%(5&) 和 1&% 的 %&%: JIO*?

磷酸缓冲液和 L<为 )&%(:&%(5&% 和 5&) 的 %&%:

JIO*?和醋酸缓冲液"分别配制成 $% R*?人参皂苷

cP$ 溶液"分别取 %&$ J?与等体积酶液混合"'5 f

反应 ' D"分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

应'取上层饱和正丁醇水层"用 a?\方法检测 cP$ 皂

苷转化"确定最佳 L<)

用 L<5&% 或 5&) 的 %&%2 JIO*?的磷酸缓冲液

配制成 $% R*?人参皂苷 cP$ 溶液"取%&$ J?分别与

等体积酶液混合"分别在 '5(6)()% 和 :) f反应 : D"

再分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取

上层饱和正丁醇水层"用 a?\方法检测 cP$ 皂苷转

化情况"确定最佳温度)

$&2&'T底物质量浓度和反应时间的确定

取 %&$ J?的 L<5&% %&%2 JIO*?磷酸盐缓冲液

分别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2%()% 和 $%% R*?的底物

cP$ 溶液"分别与等体积酶液混合%最终 cP$ 质量浓

度分别为 )($%(2) 和 )% R*?&"'5 f反应 26 D"再分

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用 a?\

检测 cP$ 皂苷转化情况"确定最佳底物质量浓度)

: R*?cP$ 的%&%2 JJIO*?L<5&% 磷酸缓冲液与

等体积酶液混合"在 '5 f分别反应 '($2(26(62 和

:% D"按不同反应时间取 %&$ J?反应液"分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通过 a?\或高

效液相色谱仪 % D/RD L@8KI8JB-,@O/_A/Q ,D8IJB3IR8BN

LDM"<H?\&检测 cP$ 转化情况"确定最佳反应时间)

$&2&6T酶转化制备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稀有皂苷 >ML$5 的制备!6% R*?人参皂苷 cP$

%溶于 %&%2 JIO*?(L<5&% 的磷酸缓冲液&与等体积

酶液混合%最终 cP$ 质量浓度为 2% R*?&"'5 f搅拌

反应 26 D'经 a?\检测"人参皂苷 cP$ 完全转化为

>ML5)'然后用人参皂苷 cP$ 质量的 2) 倍体积的 =VN

1 大孔树脂柱%固液比为 $ Rh2) J?&反复吸附皂苷"

用 : 倍柱体积的去离子水洗去糖类(蛋白等杂质'再

用 : 倍柱体积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皂苷'其

洗脱液再经 =VN1 大孔树脂柱等体积的大孔离子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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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 柱脱色"其 !N21% 柱中再加少量的 1%d%体积分

数&乙醇洗脱残留的皂苷) 其乙醇洗脱液通过过滤(减

压浓缩至 2% J?"冷却沉淀产物"过滤"沉淀物用少量

冰冷的 )%d%体积分数&乙醇洗涤"减压干燥得产物皂

苷 >ML$5'其母液在常温下自然挥发%经常摇晃&沉淀

产物"并重复多次"收集沉淀物"即得到 >ML$5 单体)

稀有皂苷 >ML5) 的制备!$% R*?人参皂苷 cP$

%溶于 %&%2 JIO*?(L<5&% 的磷酸缓冲液&与等体积

酶液混合"'5 f搅拌反应 :% D'然后上样于人参皂苷

cP$ 质量的 2) 倍体积的 =VN1 大孔树脂柱%固液比为

$ Rh2) J?&"反复吸附皂苷"用 : 倍柱体积的去离子

水洗去糖类(蛋白等杂质'再用 : 倍柱体积的 1%d

%体积分数&乙醇洗脱皂苷'其洗脱液再经 =VN1 大孔

树脂柱等体积的大孔离子树脂 !N21% 柱脱色"其 !N

21% 柱中再加少量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残留

的皂苷) 其乙醇洗脱液"过滤"减压浓缩"干燥得

>ML$5 和 >ML5) 混合皂苷'其产物用硅胶柱法分离"

得到 >ML$5 和 >ML5) 单体)

硅胶柱层析法!将分离所得 >ML$5 和 >ML5) 混

合皂苷用甲醇和少量氯仿溶解"加入 2&) 倍样品质量

的 1% e$%% 目硅胶不断搅拌"再经水浴蒸干"即为样

品胶) 装硅胶柱"取 2% 倍 >ML$5 和 >ML5) 混合皂苷

样品质量的 '%% e6%% 目硅胶作为分离胶慢慢装入玻

璃柱内"铺放均匀"抽真空"上层放 2 e' JJ脱脂棉"

其脱脂棉商标放入上述样品胶) 其硅胶柱先用纯氯

仿通柱"接着用少量的氯仿与甲醇体积比分别为(&)h

%&)((h$(1&)h$&) 和 1h2的洗脱液通柱) 然后用氯

仿(甲醇和水的体积比为 5h'h%&$ 的洗脱液"逐步洗

脱硅胶柱上的皂苷"每瓶收集 1% e$)% J?"洗脱至没

有 >ML5) 皂苷为止"a?\检测"分别合并 >ML$5 和

>ML5) 皂苷瓶"减压浓缩"蒸干"分别得到 >ML$5 和

>ML5) 皂苷的白色粉末)

$&2&)Ta?\方法测定人参皂苷含量

用毛细管吸取人参皂苷标准品或样品溶液"在

a?\板上点样(吹干"放入盛有展开剂的层析缸中封

口展开"展开剂为氯仿N甲醇N水%体积比 5h'h%&)&) 展

开结束后"用体积分数 $%d <

2

]"

6

溶液加热 $$% f显

色) 利用 ]D/JBQCA \]N('% 薄层扫描仪"扫描a?\板上

的人参皂苷斑点"测定各人参皂苷的含量比例)

$&2&:T<H?\方法测定皂苷

流动相为乙腈N水'洗脱程序!% e2% J/-"2%d乙

腈%等梯度&'2% e'$ J/-"2%d e'2d乙腈 %线性梯

度&''$ e6% J/-" '2d e6'd乙腈 %线性梯度 &'

6% e5% J/-"6'd e$%%d乙腈 %线性梯度&'进样量

$%

!

?'柱温 ') f'体积流量 %&: J?*J/-'检测波长

2%' -J'柱效 51 %%% 塔板*J)

2T结果与分析

D#BC人参皂苷酶 OOO型与人参皂苷 >6B 的反应

为了解I,:$;'4;9'$?$-&)";'人参皂苷酶###型基因

%(:31&在 C,#9%$细胞表达得到的转基因人参皂苷酶

###型与人参皂苷 cP$ 的反应产物"取 %&2 J?2% R*?

的 cP$ 溶液与等体积的该酶混合%最终 cP$ 质量浓度

为 $% R*?&"准备 ' 份"'5 f分别反应 :($: 和 61 D'分

别加入 %&6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离心"分

别取 %&$ J?正丁醇层"吹干"分别溶解于 $ J?甲醇

中"用<H?\方法测定反应液中的皂苷"如图 $NB所示)

由图 $NB可知"$% R*?的人参皂苷 cP$ 酶反应 :

D"6%d以上的 cP$ 转化为 >ML$5'反应 $: D"大部分

cP$ 转化为 >ML$5 和 >ML5) 皂苷'当反应 6% D 时"

cP$ 皂苷全部水解成 >ML$5 和 >ML5) 皂苷"说明该人

参皂苷酶 ###型的反应过程为!先水解人参皂苷 cP$

的 'NLN末端 +N葡萄糖基生成稀有皂苷 >ML$5'进一

步水解 >ML$5 的 'NLN+N葡萄糖基生成稀有皂苷

>ML5)"如图 $NP 所示)

BN不同酶反应时间人参皂苷 cP$ 的酶解产物的 <H?\图'

PN人参皂苷酶 ###型水解 cP$ 反应式

图 $T人参皂苷酶 ###型水解 cP$ 的反应

S/R&$T>/-4@-I4/Q@cP$ DMQ8IOM4/4PM,OI-/-RR/-4@-I4/QB4@3ML@N###

注!$NcP$ 反应 : D 的酶解产物'2NcP$ 反应 $: D 的酶解产物'

'NcP$ 反应 6% D 的酶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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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X和温度对酶反应的影响

用 L<)&%(:&%(5&%(5&) 和 1&% 的 %&%) JIO*?

磷酸缓冲液"L<)&%(:&%(5&% 和 5&) 的 %&%) JIO*?

醋酸缓冲液"分别配制成 $% R*?人参皂苷 cP$ 溶

液"取 %&$ J?分别与等体积酶液混合"'5 f反应

$2 D 后"分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

反应"取上层饱和正丁醇水层用 a?\检测"结果如

图 2 所示) 展开剂!氯仿(甲醇和水体积比为 5h'h

%&)"以 体 积 分 数 $%d <

2

]"

6

溶 液 为 显 色 剂 在

$$% f显色)

cP$(>ML$5(>ML5)(\NU和 cD2"人参皂苷标准品'$ e)"分别为

L<5&)(5&%()&%(:&% 和 1&% 的磷酸缓冲液反应产物': e("

分别为 L<)&%(:&%(5&% 和 5&) 的醋酸缓冲液反应产物

图 2T不同 L<缓冲液对 cP$ 酶反应影响的 a?\图

S/R&2T!/KK@8@-3L<@KK@,34I- cP$ @-CMJ@8@B,3/I- PMa?\

由图 2 可知"该酶转化 cP$ 皂苷只有在 L<5&%

和 5&) 的磷酸缓冲液中反应'而在 L<)&%(:&% 和

1&%的磷酸缓冲液或 L<)&%(:&%(5&% 和 5&) 的醋

酸缓冲液中"该酶几乎不水解人参皂苷 cP$) 因此"

该酶水解 cP$ 的最佳 L<为 5&% 和 5&) 的磷酸缓

冲液)

温度的影响!用 L<5&% 或 5&) 的 %&%2 JIO*?的

磷酸缓冲液配制成 $% R*?人参皂苷 cP$ 溶液"其

%&$ J?分别与等体积酶液混合"在 '5(6)()% 和 :) f

分别反应 : D"分别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

止反应"取上层饱和正丁醇水层用 a?\检测"结果如

图 ' 所示) 展开剂!氯仿(甲醇和水体积比为 5h'h

%&)"以体积分数 $%d <

2

]"

6

溶液为显色剂在 $$% f

显色)

由图 ' 可知"该酶在 '5 和 6) f时"水解 cP$ 皂

苷较好'在 )% 和 :% f时cP$ 的水解反应较差"因此"

其最佳反应温度为 '5 和 6) f)

总之"通过 C,#9%$克隆表达的人参皂苷酶 ###型

水解 cP$ 皂苷的最佳温度为 '5 和 6) f"最佳 L<为

5&% 和 5&) 的磷酸缓冲液)

cP$(>ML$5(>ML5)(\NU和 cD2"人参皂苷标准品') R*?cP$ 在

L<5&%(不同温度下分别反应 : D!$N'5 f反应产物'2N6) f反应

产物''N反应 )% f反应产物'6N:% f反应产物

图 'T不同温度对 cP$ 酶反应影响的 a?\图

S/R&'TX-CMJB3/,8@B,3/I- /- Q/KK@8@-33@JL@8B3A8@PMa?\

D#EC底物质量浓度与时间对酶反应的影响

底物浓度对酶反应的影响!分别取 %&$ J?的

$%(2%()% 和 $%% R*?的底物 cP$ 的 L< 5&%(%&%2

JIO*?磷盐缓冲液与等体积酶液混合%最终 cP$ 质量

浓度为 )($%(2) 和 )% R*?&"'5 f反应 26 D"再分别

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取上层饱

和正丁醇水层用 a?\检测"结果如图 6所示) 展开

剂!氯仿(甲醇和水体积比为 5h'h%&)"以体积分数

$%d <

2

]"

6

溶液在 $$% f显色)

cP$(>ML$5(>ML5)(\NU和 cD2"人参皂苷标准品'不同浓度的

cP$ 与酶液在 '5 f下反应 26 D 的产物!$N)% R*?

cP$ 的反应产物'2N$% R*?cP$ 的反应产物''N2) R*?

cP$ 的反应产物'6N)% R*?cP$ 的反应产物

图 6T不同 cP$ 底物质量浓度对酶反应影响 a?\图

S/R&6TXKK@,3IKcP$ ,I-,@-38B3/I- I- @-CMJB3/,8@B,3/I- PMa?\

由图 6 可知") R*?的 cP$ 皂苷酶反应 26 D"cP$

几乎全部转化为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和 2)

R*?的 cP$ 皂苷酶反应 26 D"cP$ 几乎全部转化为稀

有皂苷 >ML$5')% R*?的 cP$ 皂苷酶反应 26 D"部分

cP$ 皂苷转化为 >ML$5) 因此"从 cP$ 皂苷制备

>ML$5"$% 和 2) R*?的 cP$ 皂苷"酶反应 26 D 即可'

要制备 >ML5) 皂苷") R*?的 cP$ 皂苷"酶转化时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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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6 D)

反应 时 间 对 酶 反 应 的 影 响! : R*? cP$ 的

%&%2 JJIO*?L<5&% 磷酸缓冲液与同体积酶液混合

%最终 cP$ 质量浓度为 ' R*?&"在 '5 f下分别反应

'($2(26(62 和 :% D"按不同时间分别取 %&$ J?反应

液"加入 %&2 J?饱和正丁醇水溶液终止反应"取上层

饱和正丁醇水层用 a?\检测"结果如图 ) 所示) 展

开剂!氯仿(甲醇和水体积比为 5h'h%&)"以体积分数

$%d <

2

]"

6

为显色剂溶液在 $$% f显色)

cP$(>ML$5(>ML5)(\NU和 cD2"人参皂苷标准品'$NcP$ 反应

' D 酶反应产物'2N$2 D 酶反应产物''N26 D 酶反应产物'

6N62 D 酶反应产物')N:% D 酶反应产物

图 )T反应时间对 cP$ 皂苷酶反应的影响 a?\图

S/R&)Tc@B,3/I- 3/J@@KK@,3I- R/-4@-I4/Q@cP$ @-CMJ@

8@B,3/I- PMa?\

由图 ) 可知"' R*?的 cP$ 酶反应 ' 和 : D"部分

cP$ 水解成 >ML$5'反应 26 D"cP$ 几乎全部反应成

>ML$5 和少量的 >ML5)'反应 62 D"逐渐增加产物

>ML5)'反应 :% D"主要产物为 >ML5))

根据上述结果"以 cP$ 酶转化制备 >ML$5"$% 和

2) R*?的 cP$ '5 f酶反应 26 D 为最佳条件'要从

cP$ 酶转化制备 >ML5)") R*?的 cP$ '5 f酶反应时

间超过 6% D) 按此条件"制备如下 >ML$5 和 >ML5)

单体皂苷)

D#HC酶转化制备 W-,BQ 和 W-,Q$

>ML$5 皂苷的制备!在 2)% J?三角瓶中加入 6 R

cP$%'&: JJIO*?&和 $%% J?%&%2 JIO*?L<5&% 的磷

酸钠盐缓冲液混合"再加入 $%% J?酶液混和均匀%最

终 cP$ 质量浓度为 2% R*?&"封口"'5 f摇床反应

26 D"经 a?\检测"人参皂苷 cP$ 完全转化为 >ML5)'

然后在直径 '% JJ的 $)% J?大孔树脂 =VN1 柱上反

复吸附皂苷"用 (%% J?去离子水洗去糖类(蛋白等杂

质'用 (%% J?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 =VN1"经

a?\检测无皂苷为止'其洗脱液再经直径 '% JJ的

$)% J?大孔离子树脂 !N21% 柱脱色"其 !N21% 柱中

再加 2%% J?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残留的皂

苷'其乙醇洗脱液"过滤(减压浓缩至 2% J?"冷却沉

淀产物"过滤"沉淀物用少量冰冷的 )%d%体积分数&

乙醇洗冻"减压干燥得产物皂苷 >ML$5'其母液在常

温下自然挥发%经常摇晃&沉淀产物"重复几次收集

沉淀干燥得 >ML$5'共得到 '&$ R稀有皂苷 >ML$5

%'&25 JJIO*?&单体) 与标准品 >ML$5 皂苷相比"经

<H?\检测%图 :&"所得到 >ML$5 皂苷单体纯度超过

(%d'>ML$5 理论的摩尔得率为 (%&1d)

图 :T由 cP$ 酶转化制备的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单体 <H?\图

S/R&:TaD@<H?\IKR/-4@-I4/Q@>ML$5 B-Q >ML5)

K8IJcP$ PM@-CMJ@8@B,3/I-

>ML5) 皂苷的制备!取 6 RcP$%'&: JJIO*?&溶

于 6%% J?%&%2 JIO*?L<5&% 的磷酸钠盐缓冲液中"

分成 6 份放入 2)% J?三角瓶中"分别加入$%% J?酶

液%最终 cP$ 质量浓度为 )% R*?&"封口"在 '5 f摇

床反应 :% D"合并反应液"经a?\和<H?\检测"反应

产物中 >ML$5 和 >ML5) 峰面积比为 $(h1$) 合并的

反应液"在直径 '% JJ的 $)% J?大孔树脂 =VN1 柱

上反复吸附皂苷"用 (%% J?去离子水洗去糖类(蛋白

等杂质'用 (%% J?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 =VN

1"经 a?\检测无皂苷为止'其洗脱液再经直径'% JJ

的 $)% J?大孔离子树脂 !N21% 柱脱色"其 !N21% 柱

中再加 2%% J?的 1%d%体积分数&乙醇洗脱残留的

皂苷'其乙醇洗脱液"过滤(减压浓缩(干燥得 2&5 R

>ML$5 和 >ML5) 混合皂苷'其产物用硅胶柱法分离的

>ML$5 得 >ML5) 单体)

将所得的 2&5 R混合皂苷产物"用甲醇和少量氯

仿溶解"加入 :&) R1% e$%% 目硅胶"在水浴中搅拌干

燥得样品胶"放入预先准备好的 :% R'%% e6%% 目硅

胶柱的上部"用纯氯仿(含少量甲醇的氯仿通开硅胶

柱"然后用氯仿h甲醇h水体积比为5h'h%&$ 的洗脱液

洗脱硅胶柱上所吸附的皂苷"每瓶收集 1% J?洗脱

液"一直洗脱完 >ML5)) 所收集的洗脱液瓶经 a?\检



研究报告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测"分别合并 >ML5) 洗脱液瓶和 >ML$5 洗脱液"浓

缩"蒸干"分别得到 2&$ R>ML5) 单体%2&:5 JJIO*?&

和 %&6) R>ML$5 单体%%&65 JJIO*?&'经 <H?\检测

%图 :&"所得到 >ML5) 和 >ML$5 皂苷单体纯度均为

(%d'>ML5) 的 >ML$5 的摩尔得率分别为 56&2d和

$'&$d) 由此"由低活性人参皂苷 cP$ 成功地制备

了人参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单体)

'T结论

I,:$;'4;9'$?$-&)";'的 (:31基因"在 C,#9%$细胞

表达得到的人参皂苷酶 ###型"能水解人参皂苷 cP$

的 'NLN末端 +N葡萄糖基生成稀有皂苷 >ML$5'进一

步水解 >ML$5 的 'NLN+N葡萄糖基生成稀有皂苷

>ML5)) 该酶水解 cP$ 皂苷最佳温度为 '5 和 6) f"

最佳 L<为 5&% 和 5&) 的磷酸缓冲液) 从 cP$ 酶转

化制备 >ML$5 的最佳反应条件是在 $% 和 2) R*?cP$

皂苷的 L<5&% 和 5&) 的磷酸缓冲液中 '5 f酶反应

26 D'若要制备>ML5)") R*?cP$ 在 '5 f酶反应时间

超过 6% D)

将 2% R*?的人参皂苷 cP$ 在 '5 f酶应 26 D"从

6 RcP$ 制备了 '&$ R稀有皂苷 >ML$5"其摩尔得率为

(%&1d) 将 ) R*?的人参皂苷cP$ '5 f酶反应:% D"

从 6 RcP$ 制备了 2&$ R的 >ML5) 和 >ML$5 单体和

%&6) R的 >ML$5 单体'>ML5) 的摩尔得率分别为

56&2d和 $'&$d)

由此"利用转基因人参皂苷酶 ###型"从人参皂苷

cP$ 成功地制备了稀有皂苷 >ML5) 和 >ML$5 单体"为

其产业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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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Z=VW ="V=<cF"U=c=] W"@3BO&!@R8BQB3/- IKR/-4@-N

I4/Q@4/- DAJB-4BK3@8BQJ/-/438B3/I- # 9$&!8ARW@3BPIO/4J B-Q

!/4LI4/3/I-"2%%'"'$%1& !$ %:) 0$ %5$&

#$2$TH=cU\]"G""W <"7"<U<&V/I38B4KI8JB3/I- IKR/-4@-I4/Q@

PMDMQ8IOMC/-R3D@4ARB8JI/@3/@4IKR/-4@-I4/Q@A4/-RJ/,8IIRB-/4J

#9$&=LLO/@Q W/,8IP/IOIRMB-Q V/I3@,D-IOIRM"2%$%"15!( 0$(&

#$'$T\<"#] <" ]<#7a9"<Z=7>] <"@3BO&!/KK@8@-3/BO@KK@,34IK

R/-4@-I4/Q@J@3BPIO/3@4I- <Xc>. ,DB--@O,A88@-34#9$&9IA8-BO

IK>/-4@-Rc@4@B8,D"2%$$"')%2& !$($ 0$((&

#$6$T?XX9<"=<79G"]<#7a9"@3BO&XKK@,34IKJ/-I8R/-4@-I4/Q@4"

R/-4@-I4/Q@J@3BPIO/3@4"B-Q R/-4@-I4/Q@@L/J@84I- 3D@R8Ì3D IK

\B@-I8DBPQ/3/4@O@RB-4#9$&9IA8-BOIK>/-4@-Rc@4@B8,D"2%$$"')

%'& !'5) 0'1'&

#$)$TZ=7>!W"GF<]"]"7>9>"@3BO&=-IY@OR/-4@-I4/QB4@K8IJ

B- 1'345:$%%&'438B/- DMQ8IOMC/-R:NLNJAO3/NROM,I4/Q@4IKL8I3ILB-B[N

B38/ION3ML@R/-4@-I4/Q@4"-BJ@Q R/-4@-I4/QB4@3ML@#g#9$&9IA8-BOIK

W/,8IP/IOIRMB-Q V/I3@,D-IOIRM"2%$$"2$%$%&!$ %)5 0$ %:'&

#$:$T沈宏伟" 肖彦春"车仁国"等&绞股蓝化学成分研究的现状#9$&

时珍国医国药"2%%1"$(%5& !$ ):$ 0$ ):6&

#$5$T?#F\G";<"FcE"]F7\U"@3BO&H8@LB8B3/I- IKJ/-I8R/-4@-N

I4/Q@\NW,"\NG"S2 B-Q \NUK8IJ=J@8/,B- R/-4@-RHH!NR/-4@-N

I4/Q@A4/-R4L@,/BOR/-4@-I4/QB4@3ML@N#K8IJ1'34:$%%&';$:45R&161

#9$&9IA8-BOIK>/-4@-Rc@4@B8,D"2%$)"'(%'& !22$ 022(&

#$1$TGF<"?#F<";<=7>\"@3BO&HA8/K/,B3/I- B-Q ,DB8B,3@8/CB3/I- IK

RML@-I4/Q@N

#

N?N8DBJ-I4/QB4@DMQ8IOMC/-RRML@-I4/Q@N) /-3IR/4@-N

I4/Q@cQ#9$&H8I,@44V/I,D@J/438M"2%%6"'(!1:$ 01:5&

#$($T9#7ES"GF<]"Z=7>!W"@3BO&U/-@3/,4IKB,OI-@Q 4L@,/BO

R/-4@-I4/QB4@DMQ8IOMC/-R'NLNROA,I4/Q@IKJAO3/NL8I3ILB-B[BQ/ION

3ML@R/-4@-I4/Q@4"-BJ@Q R/-4@-I4/QB4@3ML@####9$&9IA8-BOIKW/N

,8IP/IOIRMB-Q V/I3@,D-IOIRM"2%$2"22%'& !'6' 0')$&

#2%$T=7!]"\F#\<"?XX<>"@3BO&#Q@-3/K/,B3/I- B-Q ,DB8B,3@8/CBN

3/I- IKB-IY@OI455"("#)45:$;'4;9'$?$-&)";'4L&-IY&ROA,I4/QB4@

3DB338B-4KI8J4R/-4@-I4/Q@cP$ /-3I3D@8B8@RML@-I4/Q@4Eg##B-Q

?EEg# 9$&=LLO/@Q B-Q X-Y/8I-J@-3BOW/,8IP/IOIRM" 2%$%" 5:

%$5& !) 12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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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雷学俊"杨康卓"张建敏"等&多粮浓香型白酒糟醅中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 #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2$&!

61 0)6&?X#EA@+A-"G=7>UB-RCDAI";<=7>9/B-J/-"@3BO&]LB3/BOQ/438/PA3/I- IKB8IJB,IJLIA-Q4/- K@8J@-3@Q R8B/-4IK

JAO3/NR8B/-4438I-RNB8IJBVB/+/A#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61 0)6&

多粮浓香型白酒糟醅中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

雷学俊!杨康卓!张建敏!张霞!罗青春!乔宗伟!赵东!郑佳!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宜宾":66%%5&

摘T要T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多粮浓香型白酒酿造过程中糟醅对白酒香气的贡献度!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 D@BQN

4LB,@4IO/QNLDB4@J/,8I@[38B,3/I-!<]N]HWX'偶联气质联用法&>\NW]'分析了糟醅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 结

果表明!酯类和酸类是糟醅的主要香气成分!其含量的分布规律为下层 l中层
#

上层!同层糟醅距离窖壁越近含

量越高且呈扩散递减趋势!窖边糟&% ,J'的酸类和酯类化合物含量最高分别为 1((&)5 和 2 5(2&($

!

R*R" 醇

类#芳香族#醛酮类成分的总含量并未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部分物质如正己醇#正丁醇#正戊醇#邻甲酚#对甲

酚#苯酚表现为下层 l中层
#

上层!同层糟醅中 % ,J处含量最高" 窖边糟醅中较高含量物质包括己酸#丁酸#己

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己酯和己酸丁酯等" 该研究对全面认识糟醅在酿酒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T糟醅$香气成分$空间分布

<,.().27)5(")68()&*&+."&'. 4&',&8*75)*+0"'0*(079".)*5&+

'82()19".)*55("&*91."&'. ;.)Y)8

?X#EA@+A-"G=7>UB-RCDAI";<=7>9/B-J/-";<=7>E/B"?F" /̂-R,DA-"

#̂=";I-R̀@/";<="!I-R";<X7>9/B

!

%ZAO/B-RM@G/P/- \Iv" ?3Qv" G/P/- :66%%5"\D/-B&

:;<=>:?=TaIP@33@8A-Q@843B-Q 3D@B8IJB,I-38/PA3/I- IKK@8J@-3@Q R8B/-4/- VB/+/A K@8J@-3B3/I-"

4LB3/BOYB8/B3/I- IKB8IJB,IJLIA-Q4/- 438I-RNB8IJBVB/+/A K@8J@-3@Q R8B/-4̀ @8@/-Y@43/RB3@Q PM3D@

D@BQ4LB,@4IO/QNLDB4@J/,8I@[38B,3/I- ,IALO@Q /̀3D RB4N,D8IJB3IR8BLDMJB444L@,38IJ@38M&aD@8@4AO34

4DÌ@Q 3DB3B,/Q4B-Q @43@84̀ @8@3D@JB/- ,IJLIA-Q4/- K@8J@-3@Q R8B/-4̀ /3D 3D@4LB3/BOQ/438/PA3/I-

IKPI33IJOBM@8lJ/QQO@OBM@8

#

ALL@8OBM@8&#3̀ B4KIA-Q 3DB3D/RD@8,I-,@-38B3/I- IK3D@4@3̀I,IJN

LIA-Q4̀ B4Q@3@,3@Q /- K@8J@-3@Q R8B/-4,OI4@83I3D@,@OOB8̀ BOO" B-Q 3D@,I-,@-38B3/I-4IKB,/Q4B-Q

@43@84Q@,8@B4@Q K8IJ% ,J3I$%% ,JLI4/3/I-&aD@D/RD@43,I-,@-38B3/I- IKB,/Q4B-Q @43@84%1((&)5

!

R*RB-Q 2 5(2&($

!

R*R& @̀8@KIA-Q /- K@8J@-3@Q R8B/-4B3% ,JLI4/3/I-&=O3DIARD -IIPY/IA438@-Q

IK4LB3/BOQ/438/PA3/I- B̀4Q@3@,3@Q /- BO,IDIO4" B8IJB3/,4" BOQ@DMQ@4B-Q .@3I-@4" ,IJLIA-Q4/-,OAN

Q/-R$ND@[B-IO" $NPA3B-IO" $NL@-3B-IO" LN,8@4IO" IN,8@4IOB-Q LD@-IOL8@4@-3@Q B,I-,@-38B3/I- 38@-Q

IKPI33IJOBM@8lJ/QQO@OBM@8

#

ALL@8OBM@8B-Q 4DÌ@Q 3D@D/RD@43O@Y@O4/- % ,JK@8J@-3@Q R8B/-4

/̀3D/- 3D@4BJ@OBM@8&aD@YIOB3/O@,IJLIA-Q4DBY/-RD/RD ,I-,@-38B3/I-4/- K@8J@-3@Q R8B/-4B3% ,J

LI4/3/I- /-,OAQ@Q D@[B-I/,B,/Q" PA3B-I/,B,/Q" @3DMO,BL8IB3@" @3DMOPA3M8B3@" D@[MOD@[B-IB3@B-Q

PA3MOD@[B-IB3@&aD@8@4AO34/OOA438B3@Q 3D@4LB3/BOQ/438/PA3/I- IKB8IJB,IJLIA-Q4/- K@8J@-3@Q R8B/-4

B-Q L8IY/Q@Q 8@K@8@-,@KI8B- IY@8BOOA-Q@843B-Q/-R3D@,I-38/PA3/I- IKK@8J@-3@Q R8B/-4KI8JAO3/NR8B/-4

438I-RNB8IJBVB/+/A K@8J@-3B3/I-&

@0- A&"75TK@8J@-3@Q R8B/-4' YIOB3/O@,IJLIA-Q4' 4LB3/BOQ/438/PA3/I-

第一作者!硕士"工程师%郑佳博士为通讯作者"XNJB/O!CD@-R̀B-_/1:b$:'&,IJ&

TT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GS!%6%%)%%& '固态发酵资源利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1>a9%%6& '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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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还需窖池老/的传统经

验提示了窖池和糟醅在浓香型白酒酿造中的重要作

用"因而科学地揭示糟醅与原酒质量的关系无疑对提

高原酒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浓香型白酒酿造的

核心过程是粮谷类原料经蒸煮后"在密闭的泥窖中经

大曲(窖泥中复杂微生物菌群的代谢作用"产生了纷

繁复杂的风味物质) 多粮浓香型白酒由于采用多种

粮食配方(续糟配料等工艺"糟醅经长期的循环发酵"

积累了大量的风味成分以及酿酒原料分解残存物(微

生物菌体自溶物及代谢产物等风味前体物质"这些物

质对白酒酒体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
#$$

) 曾有学者提

出窖池内涉及到复杂的物质能量代谢过程
#2$

"但迄

今为止并没有更为深入的关于窖池内物质或能量的

空间分布及交换规律的研究报道)

糟醅香气成分的研究中"宫俐莉等
#'$

利用溶剂

辅助风味蒸发法 %4IOY@-3B44/43@Q KOBYI8@YBLI8B3/I-"

]=SX&和顶空固相微萃取% D@BQ 4LB,@4IO/QNLDB4@J/N

,8I@[38B,3/I-"<]N]HWX&结合气质联用仪%>\NW]&鉴

定出酒醅中挥发性风味成分 $2% 种"其中酯类 :: 种(

醇类 $' 种(醛酮类 ( 种(醚酚类 : 种以及缩醛类(脂

肪酸(醚酚类(烯烃类等) 郭家秀等
#6$

确定蒸馏N微溶

剂萃取法是一种适宜萃取糟醅中低沸点成分的方法)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了浓香型白酒发酵过程中

香气成分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乙酸(丁酸(己酸和乳

酸的变化趋势与对应的乙酯生成趋势大体一致
#)$

)

孙金沅等
#:$

利用 ]=SX结合 >\NW] 分析比较了入池

和出池糟醅的 '( 种挥发性成分"发现下层糟醅中的

含量最高) 赵东等
#5$

利用 <]N]HWX*>\NW] 研究了

不同空间层次的五粮液出窖糟醅和窖泥的香气成分"

发现窖边糟中香气成分的含量显著高于中心糟) 然

而"对糟醅中风味成分在不同空间的分布情况并没有

开展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利用 <]N]HWX*>\NW] 检测了不同层次

糟醅不同空间位置的香气成分"系统讨论了多粮浓香

型糟醅中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为探讨糟醅对酒

质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撑)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试剂

$&$&$T样品采集

所有糟醅样品均采自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 个酿酒车间各一口窖池"窖龄分别为 '% 年和 $) 年

%编号分别为 =和 V&)

糟醅采集方法!如图 $ 所示"将窖池中糟醅垂直

中线分为 ' 层"分别表示上层%距地面约 2% ,J&(中

层%距黄水线上约 2% ,J&(下层%黄水线下 $% ,J&糟

醅) 如图 $ 黑点所示"每层糟醅按距离窖壁 % %边

糟&($%(2%()%($%% ,J%中心糟&等 ) 个点取样"每点

采集 ' 个平行样品"分别取 )%% R"混合均匀"密封袋

包装"置于 02% f保藏待测)

图 $T糟醅取样的位置

S/R&$T]BJLO/-RLI4/3/I-4IKK@8J@-3@Q R8B/-4

$&$&2T试剂和仪器

\

5

N\

'%

直链正构烷烃"美国 ]/RJBN=OQ8/,D 公司"

为 >\纯'搅拌机"HD/O/L4公司'顶空固相微萃取手

柄()%*'%

!

J \=c*!gV*H!W] ]3BPO@KO@[纤维萃取

头 % $ ,J&"美国 ]AL@O,I公司' H=?ca\2N51(%VN

)(55VW]!带有全自动样品前处理平台的气质联用

仪"美国 =R/O@-3公司'!VNZ=E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 Ji%&2) JJ i%&2)

!

J&"9qZ 4,/@-3/K/,"美

国 =R/O@-3公司)

$&$&'T样品前处理

取 $%% R" 02% f完全冷冻样品于搅拌机中"搅

拌均匀"待用)

B#DCX<1<%SL条件

称取 $&%% R处理好的样品于 2% J?顶空样品瓶

中"加入定量内标%6N辛醇")&) JR&"置于 )% f金属

浴中平衡 $) J/-"插入萃取头吸附 6) J/-"随后插入

>\进样口热解析 ' J/-"分析其中香气成分
#$$

) 每

个样品 2 个平行测试)

B#ECW?1S<条件

>\条件!进样口温度 2)% f"载气%<@&流速 $&%

J?*J/-"不分流模式进样) 升温程序!起始温度 6%

f"保持 ) J/-"以 6 f*J/- 升至 2'% f"保持) J/-)

W] 条件!质谱 X#源"电子轰击能量 5% @g'离子

源温度 2'% f"四级杆温度 $)% f'质量数扫描范围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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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C香气成分的定性与定量方法

香气成分的定性方法
#($

!先将化合物与 7#]a$6

标准数据库%美国 =R/O@-3公司化学工作站内置&进行

比对"匹配度 l1%% %最大值 $ %%%&作为初步定性结

果'再计算各物质的 UIYB34保留指数 %8@3@-3/I- /-N

Q@["c#&

#$%$

"并与文献报道的 c#值进行比较) 同时"

与标准品在相同色谱条件下的保留时间对比"最终确

定该物质的归属)

香气成分的定量采用内标法测定"参考内标质量

浓度"以待测成分与内标的峰面积之比计算待测成分

的半定量信息"单位以
!

R*R表示)

B#$C数据分析

利用 >8BLDHBQ H8/4J1 和 c语言工具进行不同窖

池不同层次糟醅的数据分析"其中 c语言进行热图

绘制过程中按行进行均一化处理)

2T结果与分析

D#BC糟醅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

由图 2 可知"糟醅香气成分的总含量分布规律

为下层 l中层
#

上层) 上层和中层糟醅的香气成

分平均含量分别为 2 %)'&6 和 2 (25&6

!

R*R"而下

层糟醅香气成分的平均含量是上层和中层的 ' e6

倍"达到 1 :%)&(

!

R*R) 这可能是由于糟醅发酵过

程中产生的黄水
#$$$

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渗并富集

于窖池底部"使得下层糟醅中香气物质的含量

较高)

同一口窖池中"不同层次窖边糟 %% ,J&中各类

香气含量均显著高于中心糟 %$%% ,J&"这与先前的

研究结果一致
#:$

) 同时"糟醅中主要的 2 类香气成

分+酯类和酸类"含量范围分别为!$(2&:' e2 5(2&

($

!

R*R%占 5:d左右&和 '2&'1 e1((&)5

!

R*R%占

$1d左右&"同时"这 2 类成分的含量在同层的分布

规律为距离窖泥越近含量越高%% ,Jl$% ,Jl2% ,J

l)% ,Jl$%% ,J&"这可能是由于在浓香型白酒发酵

过程中"窖边糟的营养成分(香气及前体物质主要来

自于与之长期接触的窖泥"进而与中心糟醅形成鲜明

对比) 此外"醇类(芳香族(醛酮类成分的总含量并未

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BN窖池 =' PN窖池 V

图 2T糟醅香气成分含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S/R&2T]LB3/BOYB8/B3/I- IKYIOB3/O@,IJLIA-Q4/- K@8J@-3@Q R8B/-4

D#DC主要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

2&2&$T酸类成分

酸类化合物除本身可作为酒体风味物质外"还是

白酒中酯类生物合成的重要前体物质
#$2 0$'$

) 如图 '

所示"本研究中共检出 ( 种酸类成分"占糟醅香气成分

总含 量 的 $1&2:d" 其 中 己 酸 % )1&'$d&( 乙 酸

%2(&1(d &(丁 酸 % 1&6$d&(戊 酸 % )&''d&(庚 酸

%$&$2d&('N甲基丁酸%$&%)d&是糟醅中的优势成分"

占酸类成分含量的 ((&:%d) 乳酸不具有挥发性"故未

检出) 而检出的有机酸均属于窖泥中的优势成分
#$$

)

各优势酸类成分含量的分布规律为下层 l中层

l上层"且同层糟醅中距离窖泥越近含量越高"这与

G=7等
#$6$

的研究结果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窖泥中

的主要有机酸
#$$

"包括己酸(丁酸(戊酸和辛酸在下

层糟醅中具有明显的扩散递减现象%% ,Jl$% ,Jj

2% ,Jl)% ,Jl$%% ,J&"推测原因是!一方面它们主

要是由窖泥中梭菌属
#$)$

细菌代谢产生"另一方面下

层酒醅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原料水解和微生物的代谢

生长活动使水分含量较高而呈现半固态"窖泥中的梭

菌属等微生物可以通过迁移或扩散进入酒醅
#$:$

"但

由于从窖泥迁移至酒醅中的微生物并非是同比例增

加的"故造成其代谢产物的含量有明显扩散递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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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此外"中(上层中的乙酸含量高于下层)

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T酸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T]LB3/BOYB8/B3/I- IKB,/Q4/- K@8J@-3R8B/-4

2&2&2T酯类成分

酯类成分是浓香型白酒固态发酵酒醅中最重要

的微量香味成分
#$5$

) 本研究中共检出 6( 种酯类成

分"占糟醅香气成分总含量的 5)&(5d"其中己酸乙

酯 % )6&61d&( 乳 酸 乙 酯 % $6&51d&( 乙 酸 乙 酯

%$2&2)d&(戊酸乙酯%'&5(d&(庚酸乙酯%6&5%d&(

丁酸乙酯 %2&6)d&(辛酸乙酯 %$&56d&(己酸己酯

%$&%%d&是糟醅中的优势酯类成分"占酯类成分含

量的 ()&$(d) 四大酯类和其他酯类的变化情况如

图 6 和图 ) 所示"四大酯占总酯类的 1'&(:d"其中

己酸乙酯占比量高"占四大酯类总含量的 :6&1(d"

这与孙金沅等
#$1$

的研究结果一致'乳酸乙酯(丁酸乙

酯(乙酸乙酯与己酸乙酯之比分别为 %&25h$(%&%6h

$(%&22h$"符合优质白酒要求的比例范围
#$($

)

糟醅中%图 6&的己酸乙酯和丁酸乙酯含量的分

布规律为下层 l中层 l上层"且同层糟醅中距离窖泥

越近含量越高'上层和中层糟醅以乙酸乙酯或丁酸乙

酯(乳酸乙酯为主"而下层糟醅中则是以己酸乙酯(丁

酸乙酯和乳酸乙酯为主)

由图 ) 可知"其他酯类成分含量的分布规律!下

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6T四大酯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6T]LB3/BOYB8/B3/I- IKKIA8@43@84/- K@8J@-3R8B/-4

层
#

中层 l上层"同层糟醅中 % ,J%窖边糟&处的其

他酯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同层中的其他位点"且下层

中有明显的扩散降低现象 %% ,Jl$% ,J*2% ,Jl

)% ,J

#

$%% ,J&"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窖底泥

中的酯化酶活力高和厌氧功能菌代谢更旺盛"导致窖

底泥产生积累的酯类等代谢产物持续进入糟醅中"使

窖池下层糟醅酯含量高'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的黄水

下渗积累所致
#2%$

) 己酸己酯(己酸丁酯是窖壁窖泥

中的主要特征成分
#2$$

"其在糟醅中的变化趋势为下

层 l中层 l上层"且在 % ,J处含量最高%分别为2% e

55 和 2 e)%

!

R*R&"其他位点存在少量%分别为%&$ e

$) 和 %&%2 e(

!

R*R&) 这可能由于己酸己酯和己酸

丁酯的前体成分+己酸含量较高的原因%图 '&)

2&2&'T醇类成分

醇类物质是由葡萄糖和氨基酸降解产生"是酯类

的前驱物质
#22$

) 如图 : 所示"本研究共检出 ( 种醇

类成分%占 2&$(d&"正己醇是除乙醇外含量最高的

成分"具有割青草气味
#2'$

和甜味"是浓香型白酒的重

要醇类物质"在糟醅不同空间位置中分布规律为在

% ,J处含量最高"同层其他位点含量较低且差异不明

显) 值得注意的是窖池 V下层中各醇类成分在 % 和

2% ,J处较高"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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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T其他酯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T]LB3/BOYB8/B3/I- IKI3D@8@43@84/- K@8J@-3R8B/-4

2&2&6T芳香族成分

芳香族成分经酵母(细菌发酵生成"赋予了酒体优

雅醇厚的风味特征
#26$

"白酒中芳香族成分包括苯乙酸

乙酯(对甲酚(苯酚等
#2)$

) 如图 5 所示"本研究共检出

$$ 种芳香族化合物%占 '&2%d&"苯乙酸乙酯%典型蜂

蜜香&(对苯酚%烟熏味(苯酚味(马厩味等复合气味&(

苯酚在糟醅不同空间位置的分布规律为下层 l中层 l

上层"且在同层中 % ,J处含量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窖

泥中梭状芽孢杆菌的特征产物+对甲酚和苯酚在下层

窖泥中的含量最高"且同层糟醅中 % ,J处的含量最高"

并且呈随与窖泥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趋势"可能是由于

距离窖泥位置的不同"其微生物代谢作用不同所致)

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T醇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T]LB3/BOYB8/B3/I- IK3D@BO,IDIO4

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5T芳香族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5T]LB3/BOYB8/B3/I- IK3D@B8IJB3/,,IJLIA-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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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醛酮类成分

醛酮类化合物对浓香型酒的香气起到一定的作

用"其含量过高容易造成酒体呈苦味
#2:$

) 如图 1 所

示"本研究共检出 6 种醛酮类%占 %&'1d&"醛酮类化

合物在糟醅不同空间位置的含量较低"且无显著的增

减规律性)

BN窖池 =' PN窖池 V']N上层(;N中层(EN下层

图 1T醛酮类类成分的变化情况

S/R&1T]LB3/BOYB8/B3/I- IK3D@BOQ@DMQ@4B-Q .@3I-@4

'T结论

续糟泥窖发酵是浓香型白酒区别于其他香型白

酒的本质特征之一"窖池内微生物体系的构成主要包

括大曲投料(环境空气中富集以及窖泥中栖息的原位

微生物"通过直接或间接利用糟醅中的营养物质以及

代谢前体物质"在糟醅自身(糟醅与窖泥接触的界面

乃至窖泥中产生纷繁复杂的风味成分) 本研究系统

分析了糟醅中主要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

明"在黄水下渗以及糟醅与窖泥的相互接触下"各类

糟醅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为下层 l中层 l上层'

再次确认了同层次窖边糟中香气成分的含量高于其

他位点"其中的优势组分%己酸(丁酸(己酸乙酯(丁

酸乙酯等&呈现显著的扩散递减趋势'醇类(芳香族

类(醛酮类成分的总含量并未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

性"但部分与窖泥风味显著相关的物质具有显著的空

间分布规律) 本研究揭示了多粮浓香型白酒糟醅中

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规律"对全面认识糟醅在酿酒中

对原酒风味的影响程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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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型梨酒发酵过程中理化指标和挥发性组分的时间变化特征

肖胜舰$!2

!郭浩$!2

!黄钧$!2

!周荣清$!2!'

!张立强6!)

!金篧$!2

!

$%四川大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2%四川大学 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四川 成都":$%%:)&

'%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 泸州":6:%%%&

6%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泸州":6:%%%&)%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泸州":6:%%%&

摘T要T以河北雪梨为原料!探究了梨酒发酵过程中理化指标和挥发性组分随发酵时间的变化规律" 应用顶空

固相微萃取N气相色谱质谱方法对发酵梨酒中的关键挥发性组分进行了测定!并结合感官评价!比较了不同发酵

阶段的梨酒品质差异" 结果表明!随着发酵的进行!糖类被消耗!酒精度和干浸出物升高!挥发性组分种类和含

量也不断增加!且各类组分的比例发生变化" 发酵第 : 天!醇类组分的比例较前 $ Q 增加!而酯类组分比例则降

低!导致梨酒果香味变淡!酸涩味突出!风格协调性开始减弱" 因此!建议 ) Q 为该甜型雪梨酒的最佳发酵时间!

这一阶段的梨酒色泽明亮#香气浓郁协调#酒体饱满#口味酸甜适宜#具有典型性!在感官评价中得分最高" 该研

究为梨酒生产的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T梨酒$发酵$顶空固相微萃取N气相色谱质谱方法$理化指标$挥发性组分$主成分分析$感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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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雪梨具有调节人体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保护

心脏(降低血压等多重功效
#$$

"但其存在不耐储藏(附

加值低等问题"利用发酵工艺对雪梨进行深加工"不仅

能解决这些问题"还能丰富果酒种类"满足人们对于营

养保健食品不断增加的需求) 梨酒风味独特"清新淡

雅"带有梨的特征香气"酒体颜色晶莹剔透"营养丰富)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特定种类的果酒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如葡萄酒
#2 0'$

(苹果酒
#6 0)$

(桑葚酒
#: 01$

等"但针对梨酒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发酵工艺

的优化
#( 0$%$

及菌种筛选
#$$$

等方面"而针对雪梨酒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复配发酵底物来丰富雪梨酒的类

型
#$2

!

$6$

) 初步实验研究发现"发酵周期对梨酒口感

有重要的影响"且发酵周期短的甜型梨酒口感更好"

因此"研究梨酒的关键质量参数随发酵时间的变化规

律对于优化发酵工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相关研究目

前尚无文献报道)

本研究对甜型梨酒发酵过程中的理化指标 %总

糖(总酸(酒精度(干浸出物等&和挥发性组分进行了

动态跟踪分析"结合感官评价"获得梨酒品质随发酵

时间的变化规律) 本研究结果对梨酒发酵过程的工

艺优化与控制提供了参考)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试剂

材料!河北赵县雪花梨)

试剂!葡萄酒果酒专用酵母% ]G&"湖北宜昌安琪

酵母股份有限公司'7B\O(7B"<(7B<]"

'

"成都科隆

化学 品 有 限 公 司' 盐 酸( 次 甲 基 蓝( 葡 萄 糖(

%7<

6

&

2

]"

6

(\A]"

6

(酒石酸钾钠"成都金山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果胶酶制剂 %?=??;GWXXENg&"法国拉

曼公司'其他未说明试剂均采购自阿拉丁)

B#DC仪器与设备

9G;NX$( 原汁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8BW@JN

%%2) 陶瓷膜小试设备%配备 %&6)

!

J陶瓷膜&"厦门

福美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恒温水浴锅"上海浦

东荣丰科技仪器有限公司'V]$%%] 分析天平"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E'$ 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有

限公司'SXVN1) 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双捷有限公

司'!;]N5%1 多参数分析仪"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c2%% 型手持式折光仪"上海仪迈仪器科

技有限公司)

B#EC实验方法

$&'&$T雪梨酒的制备

工艺流程%河北雪梨
"

洗净榨汁!加 ]"

2

#

"

酶解
"

添加

营养物
"

接种酵母
"

!2% m$#f发酵
"

倒罐*微滤
"

雪梨酒&

基本操作步骤!选择成熟度较为一致"健康无病

斑的新鲜雪梨"去梗流水冲洗干净"带皮切块榨汁"添

加 5% JR*?]"

2

杀菌并防止氧化"加入 6% JR*?果胶

酶制剂提高果实出汁率"室温酶解 26 D) 根据目标酒

精度添加所需白砂糖"以 2%% JR*?的接种量接种酵

母"启动发酵"温度控制在%2% m$& f) 发酵结束后"

使用陶瓷膜过滤不同发酵时间醪液除菌中止发酵"即

可得发酵各阶段雪梨酒)

$&'&2T理化指标的测定

总糖%斐林试剂直接滴定法&(总酸 %电位滴定

法&(干浸出物%密度瓶法&(和酒精度%酒精计法&测

定方法依据 >V*a$)%'1+2%%:,葡萄酒(果酒通用分

析方法-'L<值由 L<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由手持

式折光仪测定'酵母菌数由显微镜血球计数板计数)

$&'&'T挥发性组分的测定

参考 E#"7>等
#$)$

(>"F等
#$:$

及 7#F等
#$5$

的方

法) 准确量取 $&%% J?梨酒样品于装有磁力搅拌棒

的2) J?顶空瓶中"加入 $&%% J?蒸馏水及过量的

7B\O使溶液饱和"以促进挥发性组分的挥发) 加入

$%

!

?辛酸甲酯%%&%%5 : R*$%% J?&和 2N辛醇%%&%%5 $

R*$%% J?&混合溶液) 将顶空瓶置于 :% f水浴中"预

平衡 $) J/-'插入固相萃取针"并将微萃取头%!gV*

\=c*H!W]")%*'%

!

J&伸出暴露于顶空瓶上空"于

:% f吸附萃取 6) J/-)

>\NW] 配备条件!aD@8JIS/4D@8XO@,38I- 公司出

品的a8B,@>\FO38B!]^##气相色谱偶联质谱仪配备

<HN#77"Z=E%'%&% Ji%&2) JJi%&2)

!

J&色谱

柱"对挥发性组分进行分离与检测)

分离条件!进样口温度 2)% f'以高纯氦气为载

气"流速设为 $&%% J?*J/-"以分流模式进行"分流比

为 $%h$'色谱柱温度以程序性进行升温"6% f为起始

柱温"在此温度下维持 ) J/-"然后以 ) f*J/- 升温

至 22% f并维持 ) J/-)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 X#"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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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强度 5% @g"离子源和转换线温度分别为 2%% 和

2)% f) 色谱扫描范围 -./为 6% e6%% BJA)

B#HC感官评价

感官评价小组由 $) 名年龄在 2% e'% 岁的学生

组成) 由专业的果酒品评师按照 >F\<F等
#$1$

的方

法进行训练) 在无异味(安静(光线充足(2) f(相对

湿度 6)d e))d的标准环境下进行品评) 将待测样

品撕去标签"随机摆放"将酒样均匀倒入国际标准化

品尝杯中"每个样品的体积为 '% J?) 邀请评测人员

通过眼(鼻(口等对发酵梨酒进行感官分析"根据评分

标准"对梨酒色泽(甜香(果香(酸香(风格(口味 : 项

指标进行打分评价) 感官评价按 %%差&到 $%%好&的

标准进行评分) 最后"通过绘制雷达图给出评价

结果)

B#$C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以平均值 m标准偏差的形式表示% ; j'&)

采用 "8/R/- (&% 为作图软件"使用 ]H]] 2$&% 软件单因

素方差分析%"-@ǸBM=7"g=&中的 !A-,B-24功能进

行显著性分析%Au%&%)&"使用4/J,B$6&$ 对风味进行

主成分分析%L8/-,/LBO,IJLI-@-3B-BOM4/4" H\=&)

2T结果与分析

D#BC发酵过程中梨酒酵母数和理化指标的变化

果酒发酵过程中的酵母生长曲线如图 $ 所示) 发

酵 $ Q 时酵母数为 '&() i$%

:

\SF*J?"随发酵过程的进

行酵母数不断上升"在发酵 ' Q 时达到 '&2' i$%

5

\SF*J?) 发酵初期营养物质充分"酵母繁殖速率旺盛"

酵母数量迅速上升) 随后在发酵达到中后期时"底物被

消耗"酵母的代谢和繁殖速度下降"酵母增长变缓)

图 $T发酵过程中梨酒酵母菌数和主要理化指标的变化

S/R&$TXYIOA3/I- IKM@B43,IA-3B-Q JB/- LDM4/,I,D@J/,BO

/-Q@[@4IKL@B8̀ /-@QA8/-RK@8J@-3B3/I-

由图 $ 可知"在梨酒发酵 $ Q 时"酵母大量繁殖

产生少量酒精"发酵 $ Q 后酵母消耗糖类产生酒精)

发酵 2 Q 时酒精度达到)&6dYIO"且随着发酵的进行"

总糖减少速率趋于平缓) 发酵第 ) 天"酒精度和总糖

水平趋于稳定"此时营养物质浓度的降低及高浓度的

酒精抑制了酵母代谢) 发酵第 : 天时"总糖质量浓度

为 2(&'6 R*?"而酒精度已达到$'&$dYIO"终止发酵)

同时"随发酵的进行"可溶性固形物%3I3BO4IOAPO@4ION

/Q"a]]&含量逐渐降低"这与发酵过程中总糖的变化

一致'进入发酵中后期"梨酒的 a]] 含量逐渐趋于稳

定) 干浸出物是果酒非挥发性物质的总和"包括游离

酸及盐类(单宁(色素(果胶(矿物质等"其含量决定着

果酒的主体风味"干浸出物含量较高则酒体醇厚丰

润"相反"则酒体单薄寡淡
#$($

) 在梨酒的发酵过程

中"干浸出物含量不断升高"第 2 天至第 ' 天增长速

率最大"可能是由于发酵前期营养物充分"酵母代谢

旺盛"酵母将营养物代谢为多种物质"通过干浸出物

得以表征"故而其含量大幅上升) 进入发酵后期"糖

类物质减少"在发酵结束时干浸出物达到最大值为

')&:: R*?)

总酸是果酒发酵中的重要理化指标"对酵母菌的

生长(成品酒的酒体和风味起着重要作用
#2%$

) 由图

$ 可知"随着发酵的进行"酵母代谢旺盛"将糖类物质

代谢转化为酸类等物质"总酸增加"但是增加幅度在

逐步减少"在第 ) 天到第 : 天趋于稳定 %增幅 %&%1

R*?&) 雪梨汁在补加糖及营养剂后接种发酵"L<显

著下降至 '&%$) 整个发酵过程 L<是趋于稳定但有

小幅度波动) 酵母在发酵前期主要为有氧呼吸"繁殖

迅速"代谢产生了一系列有机酸导致 L<降低"而并

未通过无氧呼吸生成大量酒精及 \"

2

#2$$

发酵中后

期"酵母主要进行无氧呼吸"产生的醇类和酸类因酯

化消耗"L<基本稳定)

D#DC发酵过程中梨酒挥发性组分的变化

挥发性成分是构成和影响果酒品质及典型性的

主要因素之一" 也是衡量果酒质量的重要指标
#22$

)

通过顶空固相微萃取N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梨酒

不同发酵阶段的酒样进行挥发性组分鉴定"共检出挥

发性组分 '6 种"其中酯类 $2 种"醇类物质 5 种"醛酮

类物质 6 种"酸类 6 种"酚类 ' 种"其他 6 种"各类物

质的总量及所占比例如图 2 所示%详细数据见表 $&)

梨酒挥发性组分的含量随发酵时间不断升高

%图 2NB&) 挥发性物质总量在第 ) 天和第 : 天增加

显著"主要体现在醇类(酸类及酯类物质的增加) 相

比第 ' 天"发酵第 6 天的挥发性物质总量变化较少)

醇类物质是果酒中主要的香气组分"由原料中的

蛋白质(氨基酸和糖类在发酵过程中产生"香气主要

表现为甜香(花果香
#2'$

) 本研究共检出 5 种醇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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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发挥性组分质量浓度'PN各组分占比

图 2T发酵过程中梨酒挥发性组分的变化趋势

S/R&2TXYIOA3/I- IKYIOB3/O@,IJLI-@-34/- L@B8

/̀-@QA8/-RK@8J@-3B3/I-

别为异丁醇(异戊醇(正己醇(顺N'N己烯N$N醇(芳樟

醇(

#

N松油醇(苯乙醇) 酒样中含量最高的为异戊醇(

其次是苯乙醇"它们共同贡献梨酒香气中的茉莉花

香(玫瑰香和果香
#26$

"占醇类物质总量的 (2d以上"

是构成梨酒的醇类风味主要物质)

果酒中的酸类物质是由发酵初期酵母细胞繁殖

代谢以及中后期醇类物质氧化产生的
#2)$

) 酸类物质

不仅参与酯的形成过程"且对果酒的香气有着不可忽

视的调节和平衡作用
#2:$

) 实验共检出酸类组分 6

种!己酸(辛酸(正癸酸(% m&N'N羟基月桂酸) 梨酒发

酵前期"酵母细胞繁殖较快"代谢产酸"发酵过程中部

分积累的酸与糖代谢产生的醇类物质发生酯化反应"

发酵后期各类香气组分大量积累"部分酸依然作为中

间产物向其他物质转化) 其中"辛酸是梨酒中含量较

高的有机酸"低浓度时具有水果香(花香味"但是高浓

度时具有油脂腐败味和涩味
#25$

"该酸含量在发酵第

6 天时最低"而发酵第 )(: 天有较大程度的升高"可

能对果酒风味有不利影响)

表 BC梨酒样品中挥发性组分含量"2ZE# 单位!

!

R*?

=.620BC[.")0()05.*74&*(0*(5&+I&2.()205)*,0."A)*05.',205

化合物名称 \=]t

发酵时间*Q

' 6 ) :

酯类%$2 种&

T乙酸异戊酯 $2'N(2N2

2:6&%) m2:&2(

,

61(&52 m$%%&5)

P

)65&:1 m'%&22

BP

:6)&)' m12&2(

B

T正己酸乙酯 $2'N::N%

::&6) m(&:%

,

$$(&5( m21&$$

P

$:(&'5 m26&2'

B

$':&'$ m2$&:%

BP

T乙酸己酯 $62N(2N5

2$&%: m2&26

,

2:&(1 m:&11

P,

):&') m6&%2

B

'$&%% m2&))

P

T辛酸乙酯 $%:N'2N$

()&$2 m$%&5'

,

225&6) m65&11

B

$)(&(1 m'2&(%

P

$'5&5$ m(&1(

P,

T甲酸庚酯 $$2N2'N2 -Q

26&$: m6&5:

,

)1&$6 m$%&)2

P

5:&') m2&1:

B

T癸酸乙酯 $$%N'1N'

$(&5) m2&16

,

''&2$ m)&56

P

:2&$6 m5&6:

B

2)&21 m$&5)

P,

T乙基 (N癸烯酸酯 :52''N($N6

$6&2' m%&1%

,

6:&(' m1&%2

P

:)&%( m$$&61

B

)5&(5 m2&(:

BP

T乙酸苯乙酯 $%'N6)N5

1'&(5 m$2&16

,

:6&($ m$1&1(

,

66)&2% m16&16

B

2:%&)% m2:&2'

P

T2"2"6N三甲基"'N羧异丙基戊酸异丁酯 -Q

$)&5( m$&6'

BP

-Q

$2&'1 m2&61

P

$1&'% m6&62

B

T棕榈酸乙酯 :21N(5N5

$$5&6$ m)1&6(

B

(%&%' m'%&6:

B

2'&25 m:&:'

P

$1&$6 m$&(2

P

T2N己基N$"$N双环丙烷N2N辛酸甲酯 )::15N:1N6

$%&5% m'&1(

P

'%&25 m1&25

B

2$&'% m$'&1:

BP

22&56 m6&26

BP

T甘油亚麻酸酯 $16:)N((N$

2(&'6 m$'&$(

B

-Q -Q -Q

酯总计
5'5&15 m$$&%5

,

$ $)'&6: m2':&)%

P

$ :2%&(% m$1:&$'

B

$ 62(&1' m55&22

BP

醇类%5 种&

T异丁醇 51N1'N$

5)&$% m5&)2

P

1$&2$ m$6&(1

P

('&)( m2'&((

P

$5:&6: m21&11

B

T异戊醇 $2'N)$N'

$ )6)&(5 m26'&%)

,

$ 5(2&(' m(5&))

P,

2 62:&%1 m12$&)$

P

' )(5&:% m2$$&$5

B

T正己醇 $$$N25N'

16&:$ m$$&)$

P

56&65 m$2&%6

P

$$:&)2 m$)&12

B

$2$&:1 m5&2%

B

T顺N'N己烯N$N醇 (21N(:N$

$:&') m'&):

P

$6&$5 m$&5$

P

2:&21 m'&(5

B

2)&5% m$&((

B

T芳樟醇 51N5%N:

'%&)( m$%&$$

BP

2'&1' m'&:(

P

6$&5( m$&'2

B

'1&:' m6&26

B

T

#

N松油醇 (1N))N)

5&(: m%&))

,

6&62 m%&%%

Q

$%&(1 m%&%%

P

2%&): m2&%5

B

T苯乙醇 :%N$2N1

($1&6( m$%5&22

P

(6:&6: m22%&15

P

$ 265&'1 m$%'&$5

P

2 512&5% m2(%&'(

B

醇总计
2 :5(&%5 m'12&%%

,

2 ('5&61 m'61&('

P,

' (:2&:$ m($6&1'

P

: 5:'&'' m61)&:%

B

酸类%6 种&

T己酸 $62N:2N$

(6&5) m$'&56

,

16&52 m$:&(1

,

$:(&1) m$5&:%

P

2$:&)2 m'(&(:

B

T辛酸 $26N%5N2

$ 62$&:( m2'%&%%

P

$ %2:&(( m2'6&::

P

$ )66&:: m'2%&26

P

2 666&$2 m)(5&51

B

T正癸酸 ''6N61N)

2$5&%( m'1&52

P

15&)% m26&:)

P

$%%5&'5 m22)&6)

B

'$1&%1 m51&: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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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化合物名称 \=]t

发酵时间*Q

' 6 ) :

T% m&N'N羟基月桂酸 $11'N$'N2

'(&2: m)&12

,

')&:5 m(&1(

,

$(2&1) m':&%:

P

2'5&)5 m22&(5

B

酸总计
$ 552&5( m21:&%:

P

$ '62&'5 m$%(&$$

P

2 ($6&5' m2(1&:6

B

' 2$:&21 m5'5&)$

B

酚类%' 种&

T6N乙烯N愈创木酚 551:N:$N%

$6&)1 m2&26

P

$%&:' m2&)1

P

$5&2) m2&(2

BP

2)&'1 m5&'1

B

T2"6N二叔丁基酚 (:N5:N6

6:2&2) m$$(&22

B

66:&$% m(%&1'

B

)6%&%$ m$'5&))

B

)$)&56 m1:&$:

B

T6N乙基N愈创木酚 251)N1(N(

$'&15 m)&2'

B

1&2$ m%&%%

P

-Q -Q

酚总计
6(%&:( m$$5&)$

B

6:6&(6 m(2&5$

B

))5&2: m$')&)1

B

)6$&$2 m(2&(2

B

醛酮类%6 种&

T对甲基苯甲醛 $%6N15N%

$)&52 m6&1(

B

$'&'$ m'&5$

B

$$&:' m2&%6

B

$6&'$ m'&56

B

T'"6N二甲基苯甲醛 )(5'N5$N5

26&:) m5&51

B

21&(2 m)&$'

B

25&26 m$2&25

B

2(&%' m1&6$

B

T大马酮 2':(:N1)N5

$%&(' m'&1(

P

)&12 m$&51

P

$%&5% m2&1$

P

2$&)( m2&((

B

T香叶基丙酮 '5(:N5%N$ -Q

)&25 m%&%%

P

$$&(( m'&2%

B

$)&2% m2&%(

B

醛酮总计
)$&'% m(&55

P

)'&'2 m$%&2:

P

:$&)5 m$:&5(

BP

1%&$' m$)&$:

B

其他类%6 种&

T癸烷 $26N$1N)

$$'&6% m$2&:'

B

$$'&)' m2(&2)

B

$$(&2( m$%&2$

B

$$5&2% m2)&%5

B

T1N丙氧基柏木烷 $(15%N5)N1

$$&'5 m%&)'

P

1&': m2&5'

P

$'&62 m:&$:

P

2%&(% m2&(6

B

T紫罗烯 65)N%'N:

25&:1 m1&)5

P

2'&6$ m(&(6

P

'1&$6 m')&$2

P

1)&%% m$)&6(

B

T十一烷 $$2%N2$N6

2%&(( m$&2'

B

$1&6$ m5&:%

B

$1&'$ m%&%%

B

-Q

其他总计
$5'&6) m$$&:2

B

$:'&5$ m61&$1

B

$1(&$: m65&))

B

22'&%( m1&)%

B

总计%'6 种&

) (%)&$5 m51(&:1

,

: $$)&25 m56(&1:

,

( '%:&2' m$6%2&%$

P

$2 2)'&55 m$25'&:5

B

TT注!-Q 为没有或未检出'不同小写字母代表显著性差异%Au%,%)&

TT酯类物质是酵母代谢产生的醇与积累的酸发生

酯化反应生成的
#21$

"是梨酒香气组分中最为重要的

种类之一"大多数酯类具有特别的花果香气"对成品

梨酒的风味贡献最大
#2($

) 本研究共检出 $2 种酯类"

含量最多的 ' 种分别是乙酸异戊酯(辛酸乙酯和正己

酸乙酯"呈现出梨子香(甜香(水果香和水果糖香
#25$

"

以及癸酸乙酯 %梨和白兰地香
#'%$

& (乙酸苯乙酯 %愉

悦的花香
#'$$

&和其他 5 种脂类物质) 由图 2NB可知"

酯类物质含量随发酵的进行有显著增加"在第 ) 天含

量达到最高"随后略有下降)

如表 $ 所示"酚类物质含量略有变化"活性物质

6N乙基N愈创木酚只在第 '(6 天检出"而 6N乙烯N愈创

木酚基本无变化) 醛酮类和其他类物质类似"只有小

范围波动)

梨酒发酵过程中"挥发性组分的含量总体增长"

而各类组分的增长率有差异"因此"各组分占比有较

大变化"以酯类(醇类和酸类的变化最为明显%图 2N

P&) 发酵第 6 天"酯类物质比例增加"酸类占比降

低"发酵梨酒被赋予更多的花香和果香"风味开始凸

显) 发酵第 ) 天"酯类和酸类组分继续富集"导致醇

类组分的占比下降"酯N醇N酸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

平衡"酒体较为协调) 发酵第 : 天"醇类组分含量增

长显著"其占比较第 ) 天有较大程度提高"并压缩了

酯类和酸类组分的占比"影响了酒体的协调性)

D#EC基于风味物质的梨酒 %?:

为了更好的分析发酵阶段对梨酒风味物质的影

响"对 6 个发酵时间的梨酒样品及检测到的 '6 个风

味物质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 以第一主成分%H\$&

和第二主成分%H\2&建模作载荷(得分双标图如图 '

所示) 其中 H\$ 和 H\2 累积贡献率为1)&1%d"模型

可靠) 由图 ' 可知"发酵第 '(6() 和 : 天的酒样分别

在 6 个象限"风味差距明显) 由图 'NB可知"棕榈酸

乙酯 % $% &(甘油亚麻酸酯 % $2 &( 6N乙基N愈创木酚

%2:&和对甲基苯甲醛%25&是发酵第 ' 天酒样的特征

组分'发酵第 6 天"各类组分大量转化'在发酵第 ) 天

的梨酒中"酯类构成了其主要特征组分'发酵第 : 天

则是醇类和酸类为主要成分) 气味活度值%IQI8B,N

3/Y/3MYBOA@""=g&聚类结果 %图 'NP&则表明"第 ) 天

有 ' 种特征物质 "=gl$(6 种特征物质 $ l"=g

#

%&$"风味特征明显) 而第 : 天的特征物质仅芳樟醇

"=gl$"其余 ' 种物质 "=g均为 %&$ e$)

根据 H\=结果"可作如下推测!发酵第 ) 天的梨

酒中由于以酯类物质为主的特征组分丰富"且富集了

绝大多数梨酒中 "=gl$ 的香气组分"因而具有更丰

富的果香"且更具典型性) 为了验证此推测"对不同

发酵时间的酒样进行了感官评价)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BN风味组分'PN"=g

图 'T基于风味物质的梨酒主成分分析图

S/R&'TH8/-,/LBO,IJLI-@-34B-BOM4/4PB4@Q I- 3D@

YIOB3/O@4/- Q/KK@8@-3L@B8̀ /-@

注!'8Q(63D()3D(:3D 为发酵时间% Q& '$ e'6 为化合物序号%同表 $&

D#HC感官评价

不同发酵阶段梨酒的感官分析统计结果如图 6

所示) 在梨酒发酵过程中"糖(酸(风味组分等物质时

刻发生变化"因此"发酵程度对梨酒品质的影响显著)

发酵第 ' 天"梨酒甜味突出"具有丰富果香味"但酸香

和甜香不足"是因为梨酒的特征风味组分尚未全部生

成"在典型性方面欠缺) 因此"在此发酵阶段的梨酒

风味寡淡"酒香不突出) 发酵第 6 天"总糖含量仍然

较高"甜度酸度较为协调"酒体相比第 ' 天获得了一

定的风味层次感"但果香减弱"风格并不突出) 发酵

第 ) 天"总糖含量降低"甜香和酸香均得以体现"酸甜

协调(果香浓郁(有层次感"在此发酵阶段酒样获得了

较为典型的甜型梨酒风格) 发酵第 : 天时"醇香浓

郁(果香味寡淡(酸味突出(略带涩味"感官评价得分

较第 ) 天有所降低"这可能与其酯类占比下降(醇类

占比反弹有一定的关系"可见挥发性组分总量的增高

BN感官评价雷达图'PN感官评价总分

图 6T梨酒样品的感官评价得分)

S/R&6T]@-4I8M@YBOAB3/I- 4,I8@4IKL@B8̀ /-@4BJLO@4

并不一定提升梨酒的整体风格) 在酒体色泽方面"发

酵第 ' 天呈浅黄色"第 6 e: 天的样品酒体均呈现优

雅的金黄色"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发酵第 ' e: 天梨酒样品的感官评价表明"随着

梨酒发酵的进行"酒精度升高的同时果香味也随之变

淡"果香和酸香在发酵的第 ) 天达到比较平衡的状

态"此酒样在感官评价中的得分最高"结合梨酒理化

指标及挥发性组分的分析"建议发酵 ) Q 为雪梨酒的

最佳发酵时间)

'T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发酵过程中理化指标和挥发性组

分等进行跟踪分析"揭示了甜型梨酒品质随发酵时间

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酒精度(总糖(总酸(干浸出

物等理化指标和挥发性组分"对发酵梨酒品质的影响

显著) 随着发酵的进行"糖不断消耗"酒精度(干浸出

物不断升高"挥发性组分及其含量也不断增加"而比

例则不断变化) 相比之下"发酵第 ) 天的梨酒具有

更加协调的品质"如继续发酵导致酯类组分比例的

降低和醇类组分比例的升高"从而影响梨酒口感"

因此"对于雪花梨"梨酒的最佳发酵饮用时间建议

为第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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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分析#9$&农产品加工"2%$1%(& !6) 061&

#$6$T彭玲" 赵云"焦文佳"等&红枣雪梨汁复合奶啤的研制#9$&食品

工业"2%$5"'1%6& !:5 052&

#$)$TE#"7>^W"?#F9"?#FW"@3BO&SIAO/-RB-BOM4/4B-Q L@8J@B3@

_ABO/3M@YBOAB3/I- IKJAOP@88M /̀-@/- J/,8IK/O38B3/I- L8I,@44#9$&

c]\=QYB-,@4"2%2%"$%%2& !:)) 0::)&

#$:$T>F"<" <F=7> 9" ;<"F c" @3BO&W/,8IK/O38B3/I- IK8B̀ 4IM

4BA,@!W@JP8B-@KIAO/-RJ@,DB-/4J4B-Q ,DB8B,3@8/CB3/I- IKLDM4/N

,I,D@J/,BO"B8IJBB-Q 4D@OKNO/K@L8IL@83/@4# 9$&c]\=QYB-,@4"

2%$("(%:& !2(21 02(6%&

#$5$T7#FW"<F=7>9"9#7G"@3BO&gIOB3/O@4B-Q B-3/I[/QB-3B,3/Y/3MIK

K@8J@-3@Q >I+/% *6#$&-#=$;4'4& /̀-@!XKK@,3IKQ/KK@8@-3IB. JBN

38/[% PB88@O"4DBY/-R4B-Q ,D/L4& #9$&#-3@8-B3/I-BO9IA8-BOIKSIIQ

H8IL@83/@4"2%$5"2%!2 %)5 02 %:(&

#$1$T>F\<FX"!#=;NW=c"a" W \"HXcX;N\"X??" W ]"@3BO&

gIOB3/O@,IJLI4/3/I- B-Q 4@-4I8M,DB8B,3@8/43/,4IK\DB8QI--BM

/̀-@438@B3@Q /̀3D =J@8/,B- B-Q <A-RB8/B- IB. ,D/L4#9$&SIIQ

\D@J/438M"2%%:"((%2& !')% 0')(&

#$($T于韶洋" 吴兆翔&葡萄酒的主体骨架N干浸出物 #9$&葡萄栽培

与酿酒"$((1%'& !' 0)&

#2%$TW#<7X=W">"7;y?X;N]=79"]wW?""caX>=N<Xc=] W"@3

BO&#JLB,3IKJA434ARB88@QA,3/I- PMJ@JP8B-@BLLO/,B3/I-4I-

YIOB3/O@,IJLI4/3/I- IKg@8Q@+I /̀-@4#9$&9IA8-BOIK=R8/,AO3A8BO

B-Q SIIQ \D@J/438M"2%$2":%%21& !5%)% 05%:'&

#2$$T赵祥杰" 涂国全"肖更生"等&一株桑椹果酒酵母的分离筛选及

耐性测定#9$&酿酒科技"2%%5%$& !21 0'$'')&

#22$T夏亚男" 王颉&红枣白兰地陈酿期间香气成分的变化规律研究

#9$&食品工业"2%$6"')%$%& !26' 0265&

#2'$T]X??#]"\=V=c">?Fa"\=7V=] ="@3BO&gIOB3/O@,IJLI4/3/I-

IK8@Q /̀-@K8IJ,Y&UBO@,/. UB8B4/R8Ì- /- ,@-38BO=-B3IO/B#9$&

SIIQ \D@J/438M"2%%6"1)%2& !2%5 02$'&

#26$T周雪艳" 赵一凡"张晓腾"等&不同发酵方式对鸭梨酒香气成分

的影响#9$&食品工业科技"2%$1"'(%2$& !26$ 0265'2)5&

#2)$T袁竹连" 张贞发&>\NW] 分析比较广西 ) 种果酒中的香气成分

#9$&湖北农业科学"2%$'")2%'& !::) 0::(&

#2:$T周文杰" 张芳"王鹏"等&基于 >\NW]*>\N"结合化学计量学方

法研究库尔勒香梨酒的特征香气成分#9$&食品科学"2%$1"'(

%$%& !222 0225&

#25$T刘婷婷" 马岩石"李娜"等&全果发酵与果渣发酵对欧李果酒香

气特征的影响#9$&食品科学"2%$:"'5%$2& !(( 0$%6&

#21$T\<X7!"?#F ] &̂\D@J/,BOB-Q YIOB3/O@,IJLI4/3/I- IKOM,D@@

/̀-@4K@8J@-3@Q /̀3D KIA8,IJJ@8,/BOD"##="59-6#4'#454H$'$"4

M@B43438B/-4#9$&#-3@8-B3/I-BO9IA8-BOIKSIIQ ],/@-,@B-Q a@,DN

-IOIRM"2%$6"6(%2& !)2$ 0)'%&

#2($T康三江" 张永茂"曾朝珍"等&氯化铵对苹果白兰地挥发性香气

成分的影响#9$&中国酿造"2%$6"''%$2& !65 0)$&

#'%$T周立华" 李艳&自选高产
"

N+N葡萄糖苷酶酿酒酵母 U!?G](N$:

的酿酒性能#9$&食品科学"2%$5"'1%:& !$2' 0$2(&

#'$$T马癑&威代尔冰葡萄酒关键香气组分及其对冰酒感官贡献的

研究#!$&无锡!江南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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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宿萌"李蕊蕊"王欢"等&戴尔有孢圆酵母对品丽珠和马瑟兰葡萄酒香气物质的影响 #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

%2$&!:2 0:(&]FW@-R"?#cA/8A/"Z=7><AB-"@3BO&XKK@,34IKI95&%"'395" ?4%(5&4#@$$I- 3D@B8IJB,IJLIA-Q4IK\BP@8-@3

S8B-,B-Q WB84@OB- /̀-@4#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2 0:(&

戴尔有孢圆酵母对品丽珠和马瑟兰葡萄酒香气物质的影响

宿萌!李蕊蕊!王欢!肖冬光!郭学武!陈叶福!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工业发酵微生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6)5&

摘T要T分别选用酿酒酵母#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以及两者顺序接种的混合发酵!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结

合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技术& D@BQ4LB,@4IO/Q LDB4@J/,8I@[38B,3/I-NRB4,D8IJB3IR8BLDMNJB444L@,38IJ@38M!<]N]HWXN

>\NW]'探究戴尔有孢圆酵母对品丽珠和马瑟兰葡萄酒香气的影响" 结果表明!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以及

其参与的混合发酵均可降低葡萄酒中滴定酸的含量!且有利于苯乙醇#脂肪酸乙酯&辛酸乙酯#癸酸乙酯和月桂

酸乙酯'的合成!增加了葡萄酒的花香和果香" 不同葡萄品种酒样中香气物质的种类和质量浓度各不相同!马瑟

兰在葡萄酒中的香气更加浓郁!除了能够产生丰富的酯类化合物!还检测出
#

N紫罗兰酮和
"

N大马酮!其他萜烯

类化合物的含量也有显著提高!使葡萄酒中花香#果香气味更加显著"

关键词T戴尔有孢圆酵母$品丽珠$马瑟兰$混合发酵$香气物质

L++04(5&+3-0&%"'4-0" ./%(0&/#1$$&*(G0."&'. 4&',&8*75&+

?.60"*0(R".*4.*7S."502.*A)*05

]FW@-R"?#cA/8A/"Z=7><AB-"E#="!I-RRAB-R">F"EA@̀A"\<X7G@KA

!

%\IOO@R@IKV/I3@,D-IOIRM" a/B-+/- F-/Y@84/3MIK],/@-,@B-Q a@,D-IOIRM" U@M?BPI8B3I8MIK#-QA438/BO

S@8J@-3B3/I- W/,8IP/IOIRM" W/-/438MIKXQA,B3/I-" a/B-+/- '%%6)5" \D/-B&

:;<=>:?=TaI43AQM3D@@KK@,34IKI95&%"'395" ?4%(5&4#@$$I- 3D@B8IJBIK\BP@8-@3S8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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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B3OM/-,8@B4@Q 3D@KOI8BOB-Q K8A/3MB8IJBIK3D@̀ /-@4&!/KK@8@-3YB8/@3/@4B-Q ,I-,@-38B3/I-4IKB8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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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葡萄酒发酵过程中"非酿酒酵母往往被忽略或者

被视为微生物变质的源头
#$$

) 近年来"为了解决纯

酿酒酵母菌株发酵带来的风味均质化问题"葡萄酒微

生物学家重新审视了这些酵母在葡萄酒发酵中的作

用
#2 0'$

) 有研究发现"不同非酿酒酵母可以产生不同

的酯类(高级醇(脂肪酸以及醛酮等代谢产物"影响风

味物质形成"进一步影响葡萄酒的感官品质
#6 0)$

) 与

酿酒酵母相比"非酿酒酵母表现出较好的胞外酶活"

其分泌的
"

N+N葡萄糖苷酶可以水解糖苷结合的非挥

发性香气化合物"从而促进单萜(\

$'

N降异戊二烯和

苯衍生物等挥发性物质的释放
#'":$

"有利于更好地改

善葡萄酒的香气"提高葡萄酒的复杂性)

由于这些酵母的发酵性能较差"研究人员往往将

其和酿酒酵母结合在一起进行混合发酵
#5$

) 戴尔有

孢圆酵母作为最受关注的非酿酒酵母之一"其贡献主

要是提高脂肪酸乙酯的含量
#1 0($

"且与酿酒酵母共发

酵时"能够有效地降低乙酸及挥发酸的含量"提高葡

萄酒的感官特性
#$%$

) ]F7等
#$$$

发现戴尔有孢圆酵

母参与的混合发酵能够有效增强果香"减少生青味'

原苗苗等
#($

发现其参与的接种发酵均可增强发酵香

气"尤其是辛酸乙酯(癸酸乙酯和月桂酸乙酯等乙基

酯的含量有明显提升';<=7>等
#$2$

发现戴尔有孢圆

酵母与不同的酿酒酵母混合发酵对葡萄酒的理化品

质和香气质量的影响各不相同"且顺序接种可以更好

地增加香气的多样性) 此外"相较于其他非酿酒酵

母"戴尔有孢圆酵母不仅对各种浓度糖(酒精和 ]"

2

的耐受性较强
#$'$

"还具有较快的生长速率和糖消耗

速率
#$6$

"因此适用于葡萄汁的高糖度发酵)

目前"关于戴尔有孢圆酵母对于香气物质的影响

已经引起国内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和酿酒师的关

注
#$)$

"但研究主要集中于赤霞珠葡萄"对于其他不同

葡萄品种的酒样香气并没有系统性研究) 本实验以

山东省蓬莱市的品丽珠和马瑟兰葡萄为原料"分别选

择酿酒酵母(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以及两者顺序

接种发酵 ' 种不同的接种方式"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

结合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技术 % D@BQ4LB,@4IO/Q LDB4@

J/,8I@[38B,3/I-NRB4,D8IJB3IR8BLDMNJB444L@,38IJ@38M"

<]N]HWXN>\NW]&检测发酵酒样中香气物质"验证戴

尔有孢圆酵母对葡萄酒香气的共性影响"同时探索品

丽珠和马瑟兰葡萄酒香气物质的差异性"以期为戴尔

有孢圆酵母更好地应用于葡萄酒的生产提供理论

依据)

$T材料与方法

B#BC实验材料

葡萄品种!品丽珠%\BP@8-@3S8B-,"\S&(马瑟兰

%WB84@OB-"W]&"山东省蓬莱市中粮长城%烟台&有限

公司新港基地)

菌株!酿酒酵母 5$V(戴尔有孢圆酵母 ;GW=N

S?"cX=OLDB

a!-&]B,,D

%?BKKI83"VI8Q@BA["S8B-,@&"上海

杰兔工贸有限公司)

试剂!7B"<%分析纯&(无水乙醇%分析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偏重亚硫酸钾%食品级&"法

国 ?=SS"ca公司'浓 <\O%分析纯&"莱阳市康德化

工有限公司'\A]"

6

%分析纯&(酚酞%分析纯&"天津市

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次甲基蓝%分析纯&"天津

市化学试剂三厂'6N甲基N2N戊醇%色谱纯&"美国 ]/RN

JBN=OQ8/,D 公司)

B#DC仪器与设备

?c<N$)% 型生化培养箱"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

司'W]2%6] 型电子天平"梅特勒N托利多仪器有限公

司'L<]9N6=型台式 L<计"上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 高效液相色谱仪"=R/O@-3a@,D-IOIR/@4')5'21NF

!gV*\=c*H!W] 复合萃取头"美国 ]AL@O,I公司'

H=?c]#1) ]HWX进样器"美国 \a\公司'51(%V气相

色谱仪()(55=质谱仪"=R/O@-3a@,D-IOIR/@4'!VNZ=E

毛细管柱 %'% Ji%&2) JJ"%&2)

!

J&"美国 9qZ

公司)

B#EC实验方法

$&'&$T葡萄酒酿造

酿酒葡萄
"

除梗破碎
"

室温浸渍 26 D"皮渣分离"低温

澄清
"

葡萄汁分装
"

$%) f灭菌 $) J/-

"

冷却
"

21 f接种酵

母进行发酵!非酿酒酵母接种 61 D 后接种酿酒酵母#

酵母添加量如表 $ 所示"每个处理 ' 个平行)

表 BC接种处理方式 单位!R*?

=.620BCO*&482.()&*("0.('0*(

组别 戴尔有孢圆酵母接种量 5$V接种量

\SN5$V % %&2

\SNa! %&2 %

\SNW#E %&2 %&2

W]N5$V % %&2

W]Na! %&2 %

W]NW#E %&2 %&2

TT注!\SN5$V表示品丽珠酿酒酵母单菌发酵'\SNa!表示品丽珠戴

尔有孢圆酵母单菌发酵'\SNW#E表示品丽珠顺序接种发酵'W]N5$V

表示马瑟兰酿酒酵母单菌发酵'W]Na!表示马瑟兰戴尔有孢圆酵母单

菌发酵'W]NW#E表示马瑟兰顺序接种发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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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葡萄酒理化指标测定

总酸(酒精度和 L<等基本指标的测定均参考

>V*a$)%'1+2%%:,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T挥发性化合物测定

挥发性化合物的萃取与 >\NW] 分析条件参照原

苗苗等
#($

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挥发性物质的富集!取 1 J?葡萄酒(2&%% R7B\O

和 2%

!

?2&%% R*?的 6N甲基N2N戊醇%内标物&以及转

子于 $) J?顶空瓶中"密封并摇匀"置于 6) f的可加

热磁力搅拌器上"预热 $% J/- 后"萃取 )% J/-)

色谱条件!气相色谱仪为配备有 )(55=W]!的

=R/O@-351(%V'色谱柱 !VNZ=E毛细管柱 % '% Ji

%&2) JJ"%&2)

!

J&'升温程序!6% f保持 2 J/-"以 :

f*J/- 的速度升至 2'% f"保持 $) J/-'载气为 <@"

平均线速度为 2) ,J*4'不分流进样模式)

质谱条件!电子能量 5% @g'质谱扫描范围 '% e

6%% A"在 '&( 次*4扫描速度下获得)

$&'&6T挥发性化合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运用计算机谱库 %7#]a$6&对得到的

W] 图进行初步检索和分析"再结合有关质谱资料(保

留时间以及相对峰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人工谱图解

析"确定挥发性物质的各个化学成分)

定量分析!采用内标法定量"计算样品中各香气

组分的含量)

$&'&)T数据处理

采用 ]H]] $5&%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多组间比较

采用 "-@NZBM=7"g=法"Au%&%) 认为存在显著性

差异'采用 ]#W\=$'&%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L8/-,/N

LBO,IJLI-@-3B-BOM4/4"H\=&"以此获得样品分类信

息'采用 <@JO软件对样品作热图统计分析'采用 "8/N

R/- 1 软件进行香气叠加分析)

2T结果与分析

D#BC品丽珠和马瑟兰葡萄酒的基本理化指标

表 2 显示了酒精发酵结束后品丽珠和马瑟兰葡

萄酒的基本理化指标) 酒样中残糖含量为 $&5$ e2&'%

R*?"表明所有的接种组均已完成酒精发酵"且混合发

酵的实验相较于对照组发酵更为完全) 与 \SN5$V

和 W]N5$V单独发酵相比"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

和混合发酵酒样中滴定酸含量显著降低"可能是因为

在混合发酵过程中"酿酒酵母与非酿酒酵母之间存在

某些相互作用"使酵母分解有机酸的能力强于产酸能

力"但具体作用机制未知
#$: 0$5$

) 此外"VX?!=等
#$1$

研究发现"戴尔有孢圆酵母参与发酵能够产生较低浓

度的酒精'V=]]"等
#$($

也曾提出"戴尔有孢圆酵母是

探索低度啤酒新领域过程中最有希望的酵母) 而本

实验相应的 6 组实验中酒精度并未发现显著降低"可

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了葡萄中酚成熟度和单宁含

量
#2%$

"也可能是与实验所用的戴尔有孢圆酵母菌株

有关)

表 DC品丽珠葡萄糖和马瑟兰葡萄酒的基本理化指标

=.620DC;.5)4,G-5)4&4G0')4.2)*70M05&+?.60"*0(

R".*4.*7S."502.*A)*05

样品

名称

酒精度*

#d YIO$

滴定酸含量*

%R*?

0$

&

L<

残糖含量*

%R*?

0$

&

\SN5$V

$2&$% m%&)1

B

)&5) m%&%$

,

'&)% m%&%2

B

2&2( m%&'2

P

\SNa!

$2&$2 m%&2'

B

)&6) m%&2$

P

'&)) m%&%$

B

2&'% m%&')

P

\SNW#E

$2&$% m%&6)

B

)&2( m%&:6

B

'&)' m%&%6

B

$&1( m%&)$

B

W]N5$V

$2&55 m%&')

P

:&)% m%&2$

,

'&61 m%&%2

B

2&%$ m%&':

,

W]Na!

$2&5) m%&:$

P

)&:% m%&2$

P

'&65 m%&%$

B

$&5$ m%&$$

B

W]NW#E

$2&:1 m%&:(

B

)&22 m%&$$

B

'&)2 m%&%5

P

$&5: m%&):

P

TT注!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性"Au%&%)%下同&

D#DC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萄酒的香气成分

香气是葡萄酒感官品质的重要方面"大多数香气

化合物是在酒精发酵过程中合成的"是酵母的次级代

谢产物"受葡萄品种(酵母菌株及葡萄酒生产工艺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2$$

) 本实验品丽珠葡萄酒中含有

)1 种香气化合物"而马瑟兰葡萄酒中含有 :% 种) 气

味活性值%IQI8B,3/Y/3MYBOA@""=g& l$ 的化合物对

葡萄酒的香气有很高贡献
#22$

"因此"将表 ' 中 "=gl

$ 的香气化合物划线并进一步整理%表 6&) 品丽珠

葡萄酒中 "=gl$ 的香气化合物有 $: 种"包括 6 种

醇类(5 种酯类($ 种脂肪酸($ 种羰基化合物和 ' 种

萜烯类化合物'而马瑟兰葡萄酒中 "=gl$ 的香气化

合物有 $5 种"与品丽珠葡萄酒相比"虽然少了丁酸乙

酯"但产生的
#

N紫罗兰酮和
"

N大马酮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葡萄酒的花香和果香"从而提高葡萄酒香气

的复杂性) 此外"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各种物质含量

之间的差异"对 "=gl$ 的香气化合物作热图统计分

析%图 $&)

2&2&$T醇类

高级醇是香气化合物中最大的一类化合物) 葡萄

酒中高级醇的质量浓度在 '%% e6%% JR*?时是可以被

接受的"且当其处于最佳质量浓度% u'%% JR*?&时"具

有令人愉悦的特性
#2'$

) 本实验在品丽珠和马瑟兰葡

萄酒酒样中检测到醇类各 $: 种"其中异戊醇(庚醇(

2N壬醇和苯乙醇的质量浓度均高于其阈值) 结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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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C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萄酒中香气化合物的质量浓度 单位!JR*J?

=.620EC[&2.()20."&'. 4&*(0*(5)*?.60"*0(R".*4.*7S."502.*A)*05

化合物名称 \SN5$V \SNa! \SNW#E W]N5$V W]Na! W]NW#E

醇类

己醇
%&66 m%&%1

P

%&'( m%&%2

B

%&6% m%&%)

B

-Q

%&5$ m%&%6

P

%&:) m%&%2

B

丙醇
%&5% m%&$'

,

%&1% m%&:%

Q

%&): m%&%)

B

%&:: m%&%6

P

%&)( m%&%)

B

%&:5 m%&%)

P

'N乙氧基丙醇 -Q

%&$5 m%&%1

B

-Q -Q -Q

%&$$ m%&%2

B

'N甲硫基丙醇
%&26 m%&%'

B

%&'6 m%&%1

P

%&2' m%&%6

B

%&2$ m%&%2

P

%&$1 m%&%2

B

%&2' m%&%$

P

丁醇 -Q

%&1( m%&%1

B

-Q -Q

%&2' m%&%'

B

%&:6 m%&%(

P

异丁醇
2&:$ m%&)6

B

'&$' m%&$:

,

2&1) m%&6'

P

2&(% m%&$$

B

'&%' m%&2%

P

'&%2 m%&2%

P

异戊醇
:6&62 m$%&15

,

:'&)1 m6&($

P

))&:% m$&)5

B

::&)) m%&((

P

52&:% m%&'(

,

:'&2$ m5&16

B

6N甲基戊醇
%&%6 m%&%$

B

%&%6 m%&%$

B

%&%) m%&%2

B

%&$% m%&%5

B

%&%5 m%&%$

B

%&%: m%&%2

B

'N甲基戊醇
%&$' m%&%'

,

%&$$ m%&%'

P

%&%( m%&%2

B

%&$$ m%&%$

BP

-Q

%&$2 m%&%2

P

6N戊烯N$N醇
%&%: m%&%$

B

%&$2 m%&%:

P

%&%1 m%&%6

B

%&%: m%&%$

B

%&%: m%&%$

B

-Q

庚醇
%&6$ m%&%1

,

%&'' m%&%2

B

%&') m%&%)

P

%&6% m%&%2

B

%&52 m%&%'

,

%&)1 m%&%'

P

辛醇
%&$' m%&%'

B

%&$6 m%&%$

B

%&$' m%&%2

B

%&$) m%&%$

B

%&2$ m%&%$

,

%&$1 m%&%)

P

2N壬醇
%&$% m%&%'

P

%&%6 m%&%$

B

%&%: m%&%$

B

%&$6 m%&%$

B

%&2% m%&%$

B

%&$2 m%&%:

B

癸醇 -Q

%&%: m%&%2

B

%&%) m%&%$

P

%&$$ m%&%$

B

%&$1 m%&%2

P

%&$2 m%&%)

B

苯乙醇
62&2) m)&):

B

:2&1: m)&()

,

66&5) m5&$1

P

6'&6' m$&%5

B

66&2' m5&(:

P

)2&$1 m'&)

,

2"'N丁二醇
$&(6 m%&51

P

'&$% m$&2)

,

$&'$ m%&'5

B

$&)' m%&56

P

%&(1 m%&%:

B

2&:1 m%&11

,

小计
$$'&65

P

$':&$

,

$%:&)$

B

$$:&')

B

$2'&((

P

$26&)5

,

酯类

乙酸乙酯
$&:% m%&$)

B

2&$% m%&$$

P

$&)1 m%&%(

B

-Q

$&1) m%&$6

B

$&16 m%&':

B

乙酸己酯
%&%: m%&%$

B

-Q -Q

%&%1 m%&%$

B

-Q

%&$$ m%&%6

P

乙酸异戊酯
2&61 m%&:(

B

'&21 m%&:'

,

2&)6 m%&'2

P

'&%' m%&$6

P

'&1) m%&16

,

2&(6 m%&21

B

乙酸N2N苯基乙酯
)&5: m$&'$

B

$'&$1 m$&%'

,

(&() m'&2(

P

1&62 m%&2%

B

$2&'$ m2&%(

P

$'&') m$&%:

,

丁酸乙酯
%&2% m%&%)

B

%&)6 m%&%)

P

%&2$ m%&%2

B

%&$5 m%&%$

B

%&26 m%&%5

,

%&2$ m%&%$

P

"

N丁酸苯乙酯 -Q -Q

%&$% m%&%(

B

-Q -Q

%&$' m%&%2

B

己酸乙酯
'&6) m%&62

P

-Q

2&26 m%&(5

B

'&$' m%&$6

B

6&2) m%&$1

P

-Q

庚酸乙酯
%&$: m%&%5

P

%&%: m%&%2

B

%&%5 m%&%$

B

%&$: m%&%2

BP

%&2% m%&%)

P

%&$' m%&%'

B

辛酸乙酯
$5&(2 m(&2(

P

2(&6: m$'&$2

,

$)&() m2&)$

B

$5&1$ m2&%5

B

')&(2 m6&%%

,

2:&(1 m'&:6

P

5N辛酸乙酯
%&%1 m%&%)

P

%&%) m%&%'

B

%&%) m%&%2

B

%&$1 m%&%2

P

%&': m%&%6

,

%&$2 m%&%(

B

壬酸乙酯
%&%: m%&%$

B

%&$( m%&%1

P

%&$% m%&%$

B

%&$$ m%&%2

B

%&$5 m%&%$

,

%&$) m%&%'

P

癸酸乙酯
5&)5 m2&$1

B

$(&(% m$&'6

@

(&2$ m%&6:

P

$%&6$ m$&'%

B

22&$1 m%&6:

,

$:&() m)&52

P

乳酸乙酯
%&%) m%&%$

B

-Q

%&%) m%&%$

B

%&%: m%&%$

B

%&%5 m%&%$

B

%&%5 m%&%$

B

月桂酸乙酯
'&%: m%&$1

B

6&5% m%&'$

,

'&21 m%&)$

P

'&$2 m%&%'

B

1&6( m%&1(

,

)&%$ m2&$2

P

肉豆蔻酸乙酯
%&%5 m%&%$

B

%&': m%&%$

,

%&$: m%&%$

P

%&%) m%&%$

B

%&$6 m%&%$

P

%&$6 m%&%$

P

棕榈酸乙酯
%&$6 m%&%'

B

%&25 m%&%'

,

%&$( m%&%6

P

%&$% m%&%6

B

%&2$ m%&%2

P

%&2$ m%&%'

P

苯乙酸乙酯
%&%1 m%&%2

P

%&%: m%&%$

B

%&%6 m%&%$

B

%&%1 m%&%$

B

%&%: m%&%$

B

%&%: m%&%2

B

(N癸酸乙酯
2&$% m$&%:

B

2&5: m%&(5

,

2&6% m%&)%

P

'&(6 m%&)(

B

(&:$ m%&$)

,

)&)% m%&)2

P

丁二酸二乙酯
%&'% m%&%5

B

%&26 m%&%'

B

%&2: m%&%5

B

%&'( m%&%6

B

%&)) m%&%'

,

%&65 m%&2)

P

(N十六碳烯酸乙酯
%&$% m%&%$

B

%&$1 m%&%:

P

%&$' m%&%'

B

%&%6 m%&%$

B

%&$5 m%&%$

P

%&$5 m%&%2

P

十五烷酸N'N甲基丁基酯
%&%( m%&%$

B

%&$1 m%&%5

P

%&$$ m%&%'

B

%&%( m%&%$

B

%&'2 m%&%$

,

%&$6 m%&$%

P

辛酸异戊酯 -Q

%&21 m%&$'

B

-Q -Q -Q -Q

己酸异戊酯 -Q -Q -Q

%&%) m%&%$

B

%&$6 m%&%'

P

-Q

水杨酸甲酯 -Q -Q -Q

%&%) m%&%$

B

%&%( m%&%$

P

%&%1 m%&%2

P

棕榈酸甲酯 -Q

%&$2 m%&$$

P

%&%1 m%&%:

B

-Q

%&$$ m%&%(

P

%&%) m%&%$

B

小计
6)&''

B

55&($

,

61&5

P

)$&65

B

$%$&2(

,

56&51

P

酸类

乙酸
2&)) m%&$'

B

'&$% m%&$:

P

2&)2 m%&%2

B

2&2( m%&%'

B

2&66 m%&$$

P

6&$) m$&':

,

丁酸
%&%1 m%&%'

B

-Q

%&$% m%&%6

B

%&$$ m%&%'

B

%&$2 m%&%:

B

%&$) m%&%$

P

2N甲基丁酸
%&)2 m%&$:

P

%&2) m%&%2

B

%&25 m%&%6

B

%&5% m%&%2

P

%&)5 m%&$'

B

%&6( m%&2(

B

2N甲基丙酸
%&$1 m%&%'

B

%&'' m%&%2

,

%&2) m%&%6

P

%&2' m%&%2

P

%&$5 m%&%'

B

%&'$ m%&%2

,

辛酸
2&$( m$&':

B

6&)% m%&1%

,

2&:$ m%&(%

P

2&%2 m%&6)

B

'&15 m%&$1

P

'&15 m%&)%

P

癸酸
%&:2 m%&):

P

$&2( m$&52

,

%&6( m%&':

B

%&21 m%&%1

B

%&:5 m%&%(

P

%&:% m%&$:

P

小计
:&$6

B

(&65

,

:&26

P

)&:'

B

5&16

P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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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

化合物名称 \SN5$V \SNa! \SNW#E W]N5$V W]Na! W]NW#E

羰基化合物

乙偶姻 -Q

%&$2 m%&%5

P

%&%( m%&%'

B

%&%1 m%&%2

B

-Q -Q

乙醛
2&)% m%&($

P

2&$2 m%&$(

B

2&6) m%&6(

P

2&:6 m%&56

B

'&5% m%&(2

,

'&)% m$&2'

P

2":N二甲基N6N庚酮
%&15 m%&)'

B

$&%2 m%&21

P

%&1( m%&:2

B

%&:2 m%&$)

B

%&:' m%&$1

B

%&:% m%&'2

B

2N壬酮
%&%1 m%&%'

B

-Q -Q

%&%( m%&%$

P

%&$' m%&%2

,

%&%: m%&%2

B

小计
'&6)

,

'&2:

B

'&6'

P

'&6'

B

6&6:

,

6&$:

P

萜烯类

里那醇
%&$6 m%&%'

B

%&2$ m%&%6

P

%&$( m%&%2

BP

%&2) m%&%2

B

%&2: m%&%2

B

%&'% m%&%1

B

#

N松油醇
%&%: m%&%$

B

%&%: m%&%2

B

%&%) m%&%$

B

%&$' m%&%$

B

%&2% m%&%'

P

%&$1 m%&%5

BP

香茅醇
%&25 m%&%(

P

%&2$ m%&%2

B

%&22 m%&%6

B

%&25 m%&%$

B

%&6: m%&%5

,

%&'6 m%&2'

P

香叶醇
%&%5 m%&%2

B

-Q -Q

%&$% m%&%$

B

-Q -Q

橙花叔醇
%&%5 m%&%6

B

%&$) m%&%$

P

%&$) m%&%(

P

%&$$ m%&%$

B

%&$) m%&%$

P

%&$5 m%&%5

,

雪松醇 -Q

%&%) m%&%$

B

-Q -Q -Q -Q

#

N紫罗兰酮 -Q -Q -Q

%&2% m%&%$

B

%&'% m%&%'

P

-Q

"

N大马酮 -Q -Q -Q

%&'% m%&%2

B

%&'1 m%&%5

P

%&6: m%&%(

,

小计
%&:$

B

%&:1

P

%&:$

B

$&':

B

$&5)

,

$&6)

P

其他

丁内酯
%&$6 m%&%:

B

-Q -Q

%&2$ m%&%:

B

%&25 m%&%2

,

%&2' m%&%6

P

2N甲氧基N6N乙烯基苯酚
%&%1 m%&%'

B

%&$$ m%&%'

P

%&$$ m%&%$

P

%&$5 m%&%'

B

%&22 m%&%$

P

-Q

2"6N二叔丁基苯酚
'&$6 m2&2)

,

$&$$ m%&2)

B

$&1) m%&52

P

2&'2 m%&51

B

2&1) m%&(1

P

'&:5 m$&5)

,

小计
'&':

,

$&22

B

$&(:

P

2&5

B

'&'6

P

'&(

,

合计
$52&':

P

221&:6

,

$:5&6)

B

$1%&(6

B

262&:5

,

2$1&6'

P

TT注!划线部分表示 "=gu$ 的香气化合物'-Q 表示未检测出%下同&

表 HC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萄酒中香气成分的 \:[值"\:[]B#

=.620HC\:[I.2805&+?.60"*0(R".*4.*7S."502.*A)*05

化合物名称 \SN5$V \SNa! \SNW#E W]Na! W]N5$V W]Na! 阈值*%JR*?

0$

&

#'2 0')$ 香气描述

异戊醇 $&%5 $&%: -Q $&2$ $&$$ $&%) :%&%% 溶剂味

庚醇 2&%) $&:) $&5) '&:% 2&%% 2&(% %&2% 油腻味

2N壬醇 $&52 -Q $&%' '&6) 2&6$ 2&%5 %&%)1 果香"生青味

苯乙醇 '&%2 6&6( '&2% '&$: '&$% '&5' $6&%% 玫瑰花"蜂蜜味

乙酸异戊酯 $)&)% 2%&)% $)&11 26&%: $1&(6 $1&'1 %&$: 香蕉味

丁酸乙酯 -Q $&') -Q -Q -Q -Q %&6% 香蕉(菠萝(草莓

己酸乙酯 6'&$' -Q 21&%% )'&$' '(&$' -Q %&%1 香蕉(青苹果

庚酸乙酯 52&5' 25&25 '$&12 (%&($ 52&5' )(&%( %&%%2 2 果香

辛酸乙酯 '%&(% )%&5( 25&)% :$&(' '%&5$ 6:&52 %&)1 香蕉(梨"花香

癸酸乙酯 $)&$6 '(&1% $1&62 66&': 2%&12 ''&(% %&)% 果香(脂肪味

月桂酸乙酯 2&%6 '&$' 2&$( )&:: 2&%1 '&'6 $&)% 脂肪味"果香

癸酸 $%'&'' 2$)&%% 1$&:5 $5$&:5 6:&:5 $%%&%% %&%%: 酸腐味"脂肪味

2N壬酮 $&() -Q -Q '&$5 2&2% $&6: %&%6$ 果香

里那醇 (&'' $6&%% $2&:5 $5&'' $:&:5 2%&%% %&%$) 花香"麝香

香茅醇 2&5% 2&$% 2&2% 6&:% 2&5% '&6% %&$% 玫瑰花香

香叶醇 '&)% -Q -Q -Q )&%% -Q %&%2 柠檬味"天竺葵味

#

N紫罗兰酮 -Q -Q -Q $$)&'1 5:&(2 -Q %&%%2 : 香甜的果香

"

N大马酮 -Q -Q -Q 5 :%% : %%% ( 2%% %&%%% %) 花香"煮苹果香

和图 $NP 来看"苯乙醇和总高级醇的质量浓度在 \SN

a!中达到最高"分别为 :2&1: 和 $':&$ JR*?"其中

高级醇的总量达到了香气总量的 )(&)'d'与品丽珠

葡萄酒相比"马瑟兰葡萄酒中醇类的含量存在一定差

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葡萄品种中存在的氨基酸种类

不同
#26$

) 与 W]N5$V和 W]Na!相比"W]NW#E中苯乙

醇的浓度显著增加"可能与戴尔有孢圆酵母中
"

N葡

萄糖苷酶的活性有关
#5$

)

2&2&2T酯类

酯类是葡萄酒中重要的香气化合物"对葡萄酒果

香的产生具有积极的贡献
#$2$

) 本实验在马瑟兰葡萄

酒酒样中鉴定出 26 种酯"其中 : 种达到其阈值"包括

乙酸异戊酯(己酸乙酯(庚酸乙酯(辛酸乙酯(癸酸乙

酯和月桂酸乙酯'品丽珠葡萄酒酒样中鉴定出 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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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各类化合物总含量的热图比较分析结果'

PN醇类(酯类化合物含量的热图比较分析结果'

,N脂肪酸(羰基类和萜烯类化合物含量的热图比较分析结果

图 $T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萄酒挥发性化合物含量

的热图比较分析结果

S/R&$TaD@,IJLB8/4I- B-Q B-BOM4/4IKD@B3JBL KI83D@YIOB3/O@

,IJLIA-Q4/- \BP@8-@3S8B-,B-Q WB8,@OB- /̀-@4

注!图 B根据所有检测出的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总含量作图'

图 P 和图 ,根据 "=gl$ 的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作图

酯"其中 5 种达到其阈值) 由表 ' 和图 $NP 可知"马

瑟兰葡萄酒能够产生更丰富的酯类化合物) 在戴尔

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的 2 组实验中"产生的乙酸异戊

酯质量浓度最高"分别达到了 '&21 和 '&1) JR*?"另

外在这 2 组实验中"乙酸乙酯的质量浓度要高于其他

组"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5$

"但乙酸乙酯的质量浓度

低于其阈值"因此不会对葡萄酒的香气产生不利影

响) 关于乙基酯"g#=7=等
#2)$

曾提出"辛酸乙酯的

存在似乎是戴尔有孢圆酵母的一大特征) 结合图 $N

P 来看"在 \SNa!(W]Na!以及 W]NW#E中也说明了

这点"相比起酿酒酵母 5$V单独发酵"这 ' 组实验中

辛酸乙酯的质量浓度明显较高)

2&2&'T酸类

酸类化合物是葡萄酒中另一种重要的香气化合

物"可以赋予葡萄酒以果香(奶酪(脂肪和腐烂的风

味
#("2:$

) 在低质量浓度下"酸类化合物可以提高葡萄

酒的复杂性'在高质量浓度下"会对葡萄酒的香气产

生负面影响
#25 021$

) 本实验在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

葡萄酒酒样中均检测出 : 种酸类化合物"其中仅癸酸

的质量浓度超过了其阈值) 由表 ' 和图 $N,可知"戴

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及混合发酵的酒样中"酸类化

合物的总质量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与原苗苗等
#($

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戴尔有孢圆酵母更有利于

有机酸的积累
#2($

) a"7!#7#等
#'%$

在基因表达和酿

酒学特性的研究中提出"相比酿酒酵母"戴尔有孢圆

酵母中的乙醇脱氢酶基因 1+N'的转录水平始终高

于乙醛脱氢酶基因 1*+'"使得更多乙醛生成乙醇"从

而产生较少的乙酸'另外"相较于乙酰辅酶 =水解酶

基因%1<N$&"戴尔有孢圆酵母倾向于表达更高水平

的乙酰辅酶 =合成酶基因%1<D'&"有利于消耗乙酸

生成乙酰辅酶 =) 因此"在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发酵

以及其参与的混合发酵实验中乙酸含量应该有明显

降低"而在本实验中得到的结论与此相反"这可能和

实验选择的菌株有关)

2&2&6T萜烯类

萜烯为葡萄酒提供花香以及果香"且阈值较低"

因此较低含量的萜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葡萄酒

的香气) 本实验中"分别在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

萄酒酒样中检测出 : 种和 5 种萜烯类化合物"且里那

醇(香茅醇(香叶醇及马瑟兰葡萄酒酒样中的
#

N紫罗

兰酮与
"

N大马酮的 "=g值都很高"说明其对 2 种葡

萄酒的风味物质具有较大贡献) 此外"萜烯类化合物

在不同的葡萄品种酒样中种类差距很大%图 $N,&"如

在品丽珠葡萄酒中未检测到
#

N紫罗兰酮和
"

N大马

酮'在马瑟兰葡萄酒酒样中"也并未检测到雪松醇)

另外"马瑟兰葡萄酒中的萜烯类化合物质量浓度普遍

高于品丽珠葡萄酒"说明相较于后者"前者的花香和

果味更为浓郁) 且相比于 W]N5$V"W]NW#E中里那

醇(香茅醇(

"

N大马酮以及总萜烯类的浓度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戴尔有孢圆酵母分泌的
"

N

+N葡萄糖苷酶水解了非挥发性糖苷物质"从而促进了

萜烯类物质的释放"与 Z<#aX7Xc等
#'$$

的结论一致)

D#EC品丽珠葡萄酒和马瑟兰葡萄酒的香气主成分分析

由于葡萄酒香气成分复杂(差异较大
#25$

"为直观

展示 : 个酒样的香气特点"对表 6 中的数据进行主成

分分析) 由图 2NB可知"H\$ 正半轴上主要分布着能

够赋予葡萄酒花香味的萜烯类化合物及具有醇香味

的高级醇"负半轴上的香气化合物主要为具有果香的

酯类化合物'H\2 正半轴上分布着绝大多数的香气

化合物"而负半轴上分布的信息较少) 由图 2NP 可

知"H\$ 正半轴上主要分布着酯类化合物(萜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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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以及大部分的高级醇"而负半轴上分布的香

气信息较少'H\2 正半轴上主要是酯类和萜烯类化

合物"其负半轴得分较高的有香叶醇(己酸乙酯(

"

N

紫罗兰酮(2N壬酮和庚酸乙酯等)

由图 2 可知" 2 个葡萄品种的香气化合物在

H\$(H\2 所形成的二维平面上的位置存在明显差

异"说明葡萄品种是影响葡萄酒香气成分的主要因

素) W]Na!酒样在 H\$ 正半轴上得分较高"因此其

花香(水果香气丰富浓郁"且伴有醇香) 同样的"\SN

a!酒样在 H\2 负半轴上得分较高"即该酒样具有花

香的特点) 由此可知"戴尔有孢圆酵母对于不同葡萄

品种酒样的香气影响很大) 另外"相比于 \SNW#E与

\SN5$V之间的距离"W]NW#E与 W]N5$V之间相距较

远"说明马瑟兰葡萄酒中混合发酵对于香气的改善更

为明显"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戴尔有孢圆酵母对葡萄酒

香气品质的影响与葡萄品种有关) 因此在葡萄酒酿

造过程中"需要根据葡萄品种选择合适的酵母)

BN品丽珠葡萄酒主成分分析图' PN马瑟兰葡萄酒主成分分析图

图 2T不同葡萄品种酒样的主成分分析图

S/R&2TH8/-,/LBO,IJLI-@-3B-BOM4/4IK̀ /-@4BJLO@4K8IJ

Q/KK@8@-3R8BL@YB8/@3/@4

D#HC\:[叠加香气分析

为了揭示戴尔有孢圆酵母对葡萄酒香气特征的

影响及不同香气化合物对葡萄酒嗅觉的影响"将具有

相似气味描述的挥发物 "=g%"=gl$&叠加"从而建

立芳香系列
#$2$

%图 '&) 根据前人的研究
#$("'2N'6$

"这些

化合物的香气与.香蕉/(.青苹果/(.柠檬/(.玫瑰/(

.果味/(.蜂蜜/(.脂肪/(.油腻/和.溶剂/相关"最终

获得 : 种芳香系列的挥发性化合物"包括果香(花香(

甜果(草本(化学和脂肪) 其中"花香和果香系列最为

突出"其次是脂肪(甜果(草本和化学系列) 与品丽珠

葡萄酒相比"马瑟兰葡萄酒中果香和花香系列香气明

显增加"尤其是 W]NW#E中"花香(果香系列香气达到

最高"一方面由于产生较多的苯乙醇(癸酸乙酯和辛酸

乙酯'另一方面"虽然己酸乙酯(庚酸乙酯(

#

N紫罗兰酮

和
"

N大马酮的质量浓度较低"但因其对应的阈值偏低"

所以果香和花香气味明显)

图 'T"=g叠加香气分析图

S/R&'T=8IJBB-BOM4/4,DB83IK4AL@8/JLI4@Q "=g

注!花香系列化合物!苯乙醇(香茅醇(里那醇(

"

N大马酮'果味系

列化合物!2N壬醇(香叶醇(丁酸乙酯(乙酸异戊酯(己酸乙酯(庚酸

乙酯(辛酸乙酯(月桂酸乙酯(癸酸乙酯(

#

N紫罗兰酮(

"

N大马酮'甜

味系列化合物!苯乙醇(

#

N紫罗兰酮'草本系列化合物!2N壬醇(香

叶醇'化学系列化合物!异戊醇'脂肪系列化合物!庚醇(癸酸(癸

酸乙酯(月桂酸乙酯

'T结论

研究发现"戴尔有孢圆酵母单独及混合发酵均可

降低葡萄酒中滴定酸的含量) 戴尔有孢圆酵母参与

的发酵有利于葡萄酒中苯乙醇(脂肪酸乙酯%辛酸乙

酯(丁酸乙酯(癸酸乙酯和月桂酸乙酯等&的合成"从

而大大增加了葡萄酒的花香和果香) 戴尔有孢圆酵

母对葡萄酒香气质量的影响因葡萄品种不同而不同"

马瑟兰葡萄酒比品丽珠葡萄酒的香气更加浓郁"其中

在 W]Na!中"芳香物质葡萄酒质量浓度达到最高"为

262&:5 JR*?'另外"在马瑟兰葡萄酒中检测出了
#

N紫

罗兰酮和
"

N大马酮"其他萜烯类化合物的含量也有显

著提高"使葡萄酒中花香(果香气味更加显著"W]NW#E

中葡萄酒的花香和果香系列香气达到最高) 因此"本

研究通过验证戴尔有孢圆酵母对葡萄酒共性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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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索 2 种葡萄酒香气物质的差异性"为戴尔有孢圆

酵母更好地应用于葡萄酒的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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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和 5%d左右!硫酸根二级去除率和总去除率最终分别稳定在 5'd和 ('d左右$一级和二级厌氧出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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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关键词T糖蜜酒精废水$两级厌氧消化$纳米零价铁$硫酸根$沼气

L++04(&+*.*& /0"& I.20*()"&*&*("0.('0*(&+'&2.5505.24&G&2A.5(0A.(0"

6- . (A&15(.90.*.0"&6)47)905()&*5-5(0'

;<="W/-R[/-R

$"2

!

"\<X7GB-R

$

"]<#ZB-4D@-R

$"2

"W#="<@-RK@-R

$"2"'

"

<F=7>;D@-[/-R

$"2"'

"cF=7Z@-_AB-

$"2"'

$%],DIIOIKX-Y/8I-J@-3B-Q \/Y/OX-R/-@@8/-R" 9/B-R-B- F-/Y@84/3M" ZA[/2$6$22" \D/-B&

2%9/B-R4A X-R/-@@8/-R?BPI8B3I8MKI8V/IJB44X-@8RMB-Q \B8PI- c@QA,3/I- a@,D-IOIRM" ZA[/2$6$22" \D/-B&

'%9/B-R4A \IOOBPI8B3/Y@#--IYB3/I- \@-3@8IKZB3@8a8@B3J@-3a@,D-IOIRMqWB3@8/BO" ]ACDIA 2$)%%(" \D/-B&

:;<=>:?=TaD@3̀IN43BR@B-B@8IP/,38@B3J@-3IKJIOB44@4BO,IDIÒ B43@̀B3@8̀ B4,B88/@Q IA3"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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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D/P/3/I- IK4AOK/Q@I- B-B@8IP/,Q/R@43/I- L8I,@44B-Q /JL8IY@3D@@KK/,/@-,MIK3̀IN43BR@B-B@8IN

P/,Q/R@43/I- 4M43@J&aD@8@JIYBO8B3@IK,D@J/,BOI[MR@- Q@JB-Q %\"!& /- 3D@K/8438@B,3I8A-Q@8

Q/KK@8@-3I8RB-/,OIBQ/-R8B3@4̀ B4D/RD@83DB- 3DB3̀ /3DIA37;g#BQQ/3/I-" 3D@K/-BO8@JIYBO8B3@̀ B4BN

PIA3))d'3D@8@JIYBO8B3@IK4AOKB3@ B̀4BPIA35'd'3D@8@JIYBO8B3@IK\"!/- 4@,I-Q 8@B,3I8B-Q

3D@3I3BO8@JIYBO8B3@ @̀8@BPIA3''d B-Q 5%d" 8@4L@,3/Y@OM' 3D@4@,I-Q 8@B,3I8B-Q 3I3BO8@JIYBO

8B3@4IK4AOKB3@̀ @8@BPIA35'd B-Q ('d" 8@4L@,3/Y@OM'3D@JB[/JAJ4AOK/Q@,I-,@-38B3/I- /- 3D@K/843

B-Q 4@,I-Q 43BR@B-B@8IP/,@KKOA@-3̀ B4':'&( B-Q 6)2&6 JR*?" 8@4L@,3/Y@OM&ZD@- 3D@\"!I8RB-/,

OIBQ/-R8B3@IK3D@8@B,3I88@B,D@Q 21 .R*%J

'

*Q&" 3D@4L@,/K/,R8BY/3MIKJ@3DB-@L8IQA,/-RPB,3@8/B

%WHV& B-Q 4AOKB3@8@QA,/-RPB,3@8/B%]cV& B̀4BPIA31:d B-Q $6d" 8@4L@,3/Y@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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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糖蜜酒精废水具有 \"!(V"!浓度高"色度高"

L<低和成分复杂等特点
#$ 02$

"不能直接向环境排

放
#'$

) 糖蜜酒精废水有机质丰富(可生化性好"适于

采用厌氧生物技术对其进行处理) 在该领域"通常采

用的厌氧反应装置包括 #\反应器
#6$

(=Vc反应

器
#)$

(螺旋对称流厌氧反应器
#:$

(F=]V反应器
#5 01$

等) 糖蜜酒精废水是一种典型的难处理废水!一方

面"糖蜜酒精废水含有较高浓度的硫酸根"使得硫酸盐

还原菌%]cV&会与产甲烷菌%WHV&产生竞争'另一方

面"硫酸根还原产物会对产甲烷菌产生抑制
#($

) 这样

使得采用单级厌氧反应器处理糖蜜酒精废水时往往会

出现 \"!(硫酸根降解效率低(产甲烷率低等问题)

课题组前期考察了糖蜜酒精废水的两级 F=]V

处理工艺) 研究发现"一级厌氧反应器对 \"!和硫

酸根的去除率贡献较大"但当进水 \"!负荷达到 $:

.R*%J

'

*Q&时"一级 F=]V反应器对 \"!和硫酸根

的降解效果变差"这主要是厌氧消化系统中硫化物浓

度较高"对厌氧微生物活性产生了抑制而导致的
#$%$

)

基于此"课题组考察了添加纳米零价铁%7;g#&对糖

蜜酒精废水厌氧处理的影响) 7;g#具有比表面积

大(反应活性高(吸附性能好等特性
#$$$

) 通过 7;g#

可吸附沉淀反应器中高浓度的 <

2

]"强化厌氧消化体

系的电子传递"进而提高甲烷菌活性"最终达到提升

整体厌氧消化效率的目的) 研究表明在摇瓶情况下"

添加适宜浓度的 7;g#能提高糖蜜酒精废水 \"!的

降解效率"并提升产气效果
#$2$

)

本实验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两级连续厌氧

系统%F=]V&对糖蜜酒精废水进行处理) 实验中"向

F=]V反应器中添加 7;g#"通过分析 \"!去除率(硫

酸根去除率(产气性能(电子流比重等指标考察 7;g#

对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以期为工程化应用提供参考)

$T材料与方法

B#BC实验材料与装置

纳米零价铁粉%粒径 )% -J&购自上海阿拉丁生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用水见文献
#$%$

) 实验装

置为两级 F=]V厌氧反应器"具体见文献
#$%$

)

B#DC实验方法

向一级 F=]V反应器中添加 7;g#"二级 F=]V

不添加 7;g#"根据批次实验 7;g#的添加量
#$2$

"计算

反应器运行时 7;g#所需的量) 进水 \"!负荷为

$ .R*%J

'

*Q&时"7;g#每天添加量约为 :2&) JR"每

隔 ) Q 添加一次 7;g#) 使用糖蜜酒精废水作为进

水"通过改变废水的稀释倍数调整各阶段进水 \"!

浓度分别约为 1 %%%($: %%%(22 %%%(26 %%%(2: %%%

和 21 %%% JR*?"各阶段相应的进水 \"!负荷分别为

1($:(22(26(2: 和 21 .R*%J

'

*Q&"每一负荷运行约

$% Q) 使用碳酸钠和碳酸氢钠调节进水 L<为 :&1%N

5&6%) 一级厌氧出水作为二级 F=]V反应器的进水)

B#EC分析方法

L<由 L<计测定'废水溶解性\"!浓度采用重铬

酸钾法测定
#$'$

'硫酸根浓度采用络合滴定法测定
#$6$

'

硫化物采用碘量法测定
#$'$

'沼气产量由湿式气体流量

计测定'气体中甲烷含量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

)

2T结果与分析

D#BC两级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 ,X变化情况

反应器运行过程中进(出水 L<变化如图 $ 所

示) 结果表明"两级厌氧反应器出水的 L<均高于进

水"一级 F=]V反应器出水 L<上升幅度较大"L<最

高为 1&6%"二级厌氧出水 L<最高达到 (&%2) 与未加

7;g#时反应器的运行情况相比
#$%$

"L<变化趋势相

同"均随着进水 \"!浓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 反

应器运行过程中控制一级 F=]V进水 L<比未加 7;N

g#时略低"出水 L<值与未加 7;g#时反应器出水 L<

相近
#$%$

"这表明添加 7;g#不会对厌氧消化体系酸碱

平衡产生显著影响) 郭广寨等通过向厌氧消化体系

中添加不同粒径的零价铁"与未加零价铁的空白组对

比发现反应器结束时各组最终 L<值相近
#$:$

) 厌氧

出水 L<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废水进入反应

器后"污泥中的 WHV和 ]cV利用有机酸进行代谢导

致废水中有机酸浓度降低'二是硫酸根的还原产物在

水中水解使得出水 L<值升高)

图 $T厌氧消化反应过程中进(出水 L<变化情况

S/R&$T\DB-R@4IKL</- 3D@/-KOA@-3B-Q @KKOA@-3QA8/-R3D@

B-B@8IP/,Q/R@43/I- L8I,@44

D#DC两级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 ?\P降解情况

废水 \"!的降解情况如图 2 所示) 添加 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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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进水负荷提升"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 \"!

去除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图 2NB& ) 进水 \"!负荷

为 1 .R*%J

'

*Q&时"\"!一级去除率达到 :)d左

右"最高为 :1d"未添加 7;g#时该 \"!负荷下的

一级去除率最高为 :6&6d"最低为 )2&2d

# $% $

'当

负荷提升到 21 .R*%J

'

* Q& "\"!一级去除率降

低到 ))d左右"出水 \"!浓度约为 $2 )%% JR*?"

而未添加 7;g#时该负荷下 \"!一级去除率约为

6)d"出水 \"!浓度约为 $6 %%% JR*?

# $% $

) 这表

明 7;g#添加到一级 F=]V反应器中对 \"!降解

有促进作用)

由图 2NP 可知 \"!二级去除率和总去除率均呈

先下降后稳定的趋势"最终分别稳定在 ''d和 5%d

左右"比未加 7;g#时分别提高 'd和 )d左右
#$%$

)

当负荷提升到 21 .R*%J

'

*Q&时"二级厌氧出水 \"!

质量浓度为 1 %%% JR*?左右"比未加 7;g#时低约

$ %%% JR*?

#$%$

)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未向二级 F=]V

中添加 7;g#"但二级 F=]V反应器对废水处理效果

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原因可能是"一方面 7;g#的

加入使得一级厌氧出水中硫化物浓度降低"废水进入

二级 F=]V后对污泥中的厌氧微生物活性抑制减弱'

另一方面 7;g#能够提高糖蜜酒精废水的可生化性"

使废水中部分难降解大分子有机物变成能够被微生

物利用的小分子有机物)

BN一级 F=]V'PN二级 F=]V

图 2T进出水 \"!浓度和 \"!去除率变化情况

S/R&2T\"!,I-,@-38B3/I- /- 3D@/-KOA@-3B-Q @KKOA@-3B-Q

\"!8@JIYBO8B3@/- Q/KK@8@-38@B,3I84

D#EC废水厌氧消化过程沼气产量$甲烷含量和产气

率变化情况

废水通过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气可进行回收利

用
#$5$

"实验中一级 F=]V反应器日产气量和沼气中

甲烷含量的变化情况如图 ' 所示) 厌氧消化过程的

日产气量随着进水 \"!负荷的提升而增大"当反应

器负荷提高到 21 .R*%J

'

*Q&时"日产气量达到 )% ?

左右"比未添加 7;g#时提高约 $) ?

#$%$

) 这表明 7;N

g#加入到一级厌氧消化系统后有利于产气的提高)

沼气中甲烷含量比较稳定"保持在 5%d左右"与未添

加 7;g#时相同
#$%$

) 二级厌氧消化过程未产生沼气"

主要是因为二级进水中可被利用的有机物浓度过低

造成的) 此外"有机物浓度较低时"]cV在与 WHV竞

争底物中占优势地位"因此"在二级厌氧消化过程中

有机物主要被 ]cV降解"这也是造成二级 F=]V反

应器无沼气产生的潜在原因)

图 'T一级厌氧消化产沼气量和甲烷含量变化

S/R&'T\DB-R@IKP/IRB4R@-@8B3/I- B-Q J@3DB-@,I-3@-3

/- 3D@K/843B-B@8IP/,Q/R@43/I- 8@B,3I8

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平均产气率随着负荷提升

先降低后升高 %图 6&) \"!负荷为 1 .R*%J

'

* Q&

时"产气率最大为 2(2&' J?*R\"!"\"!负荷为 22

.R*%J

'

*Q&时"产气率最低为 2$' J?*R\"!"\"!

负荷为 $:(26(2: 和 21 .R*%J

'

*Q&时"产气率分别

为 266&2(226&1(266&: 和 2)(&$ J?*R\"!'未添加

7;g#时"\"!负荷为 1($:(22(26 和 21 .R*%J

'

*Q&

时的产气率分别为 2'1&:(2$2&2(2'$&5(2%( 和 2'1&:

J?*R\"!

#$%$

"除了负荷为 22 .R*%J

'

*Q&产气率较

低"其他负荷下添加 7;g#后产气率均有所增加"尤

其是 \"!负荷为 1 .R*%J

'

* Q&时"产气率提高了

)'&5 J?*R\"!) 平均产气率的变化情况说明向一

级 F=]V反应器中添加 7;g#不仅对产甲烷菌有利"

对其他厌氧微生物也有促进作用"从产气率出现降低

表明"加入7;g#后"]cV的活性增加"降解的有机物量

增大"但随着 \"!负荷进一步提升"进水有机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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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后"在对底物的竞争中 WHV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图 6T不同进水 \"!负荷下的平均产气率变化情况

S/R&6T\DB-R@IK3D@BY@8BR@P/IRB4M/@OQ A-Q@8

Q/KK@8@-3/-KOA@-3\"!OIBQ/-R8B3@4

D#HC两级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硫酸根降解情况

废水中的硫酸根主要在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被

降解%图 )NB&"硫酸根一级去除率随着 \"!负荷提

升保持稳定"为 5'd左右"而未添加 7;g#时"硫酸根

一级去除率约为 5%d

#$%$

"当 \"!负荷提升到 21

.R*%J

'

*Q&时"出水硫酸根浓度低于 1%% JR*?"最大

浓度为 5(2&( JR*?"这表明 7;g#加入到厌氧消化系

统中有利于废水中硫酸根的去除"因为7;g#能够为硫

酸盐还原过程提供电子) 硫酸根的一级去除率保持稳

定"说明随着 \"!负荷提升"]cV所利用的有机物也

增加"负荷提升幅度较大时"]cV比 WHV更快适应负

荷变化"这也是平均产气率出现下降的原因之一)

BN一级 F=]V'PN二级 F=]V

图 )T进出水硫酸根浓度和硫酸根去除率变化情况

S/R&)T\DB-R@IK4AOKB3@,I-,@-38B3/I- B-Q 4AOKB3@8@JIYBO

8B3@/- 3D@/-KOA@-3B-Q @KKOA@-3

如图 )NP 所示"硫酸根二级去除率和总去除率随

着负荷提升先降低后趋于稳定"最终分别保持在

5'd和 ('d左右"比未添加 7;g#时分别提高约 $%d

和 )d

#$%$

"二 级 厌 氧 出 水 硫 酸 根 浓 度 低 于 2%%

JR*?) 二级 F=]V反应器中废水硫酸根去除效果

提升明显"可能是因为添加 7;g#后"二级进水中可

被利用的有机物量增加"硫化物浓度降低" L<较

高"]cV在与 WHV竞争底物时占优势"使得硫酸根

去除效果变好)

D#$C两级厌氧反应器运行过程中出水硫化物浓度变化

出水硫化物浓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 所示) 厌氧

出水硫化物浓度随硫酸根浓度增大而提高"二级厌氧

出水中硫化物浓度高于一级厌氧出水"这与硫酸根的

降解情况相符) 一(二级厌氧出水硫化物浓度最大分

别为 ':'&( 和 6)2&6 JR*?"比未添加 7;g#时分别降

低 2%6&( 和 2:5&: JR*?

#$%$

) 添加 7;g#后"7;g#产

生的 S@

2 k

可以和硫化氢反应生成 S@] 和 S@]

2

等"因

此各个负荷下出水硫化物浓度均比未添加 7;g#时

低
#$%$

) 结果表明 7;g#加入到厌氧消化系统中可以

有效的降低硫化物浓度"但不能全部去除"这与 7;g#

的添加量(S@

2 k

浓度以及硫化物与铁元素的反应情况

等有关) 批次实验结果表明过量 7;g#会对厌氧微生

物产生毒害作用"进而降低厌氧处理效果
#$2$

) 一级厌

氧消化系统中硫化物浓度降低"减轻或消除了硫化物

对厌氧微生物的抑制和毒害作用"这也是一级厌氧消

化系统中 \"!和硫酸根去除率提高的原因之一)

图 :T厌氧出水中硫化物浓度的变化

S/R&:T]AOK/Q@,I-,@-38B3/I- /- 3D@/-KOA@-3B-Q @KKOA@-3

D#KC厌氧消化过程中电子流比重变化情况

添加 7;g#后"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电子流分布

如图 5 所示"WHV的电子流比重总体变化趋势是随

着负荷的提升而变大"]cV的电子流比重呈下降趋

势) 与未添加 7;g#情况相比升高和降低幅度均较

小
#$%$

) 在 \"!负荷为 22 .R*%J

'

*Q&时"]cV电子

流比重出现升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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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进水 \"!负荷为 1 .R*%J

'

*Q&时"WHV

电子流比重最小为 1%&)d"]cV电子流比重最大为

$(&)d"而未添加 7;g#时 WHV电子流比重最小为

5$&6d"]cV电子流比重最大为 21&:d

#$%$

"反应器

\"!负荷达到 21 .R*%J

'

*Q&时"WHV和 ]cV电子

流比重分别稳定在 1:d和 $6d左右"与未添加 7;g#

时相同
#$%$

) 结果表明"在反应器初始运行阶段"在对

底物的竞争中 WHV占优势"被 WHV降解利用的有机

物多"产气率较高"但 ]cV能更快适应负荷变化"因

此 \"!负荷为 22 .R*%J

'

*Q&时"更多的有机物被

]cV降解利用"所占电子流比重升高"产气率下降'随

着反应器的运行"WHV逐渐成为优势种群"WHV所占

电子流比重增大"产气率上升) 结果表明"7;g#加入

到厌氧消化体系中有利于产甲烷和硫酸盐还原过程

的发生"但当反应器运行稳定后"WHV和 ]cV所占电

子流比重与是否添加 7;g#无关)

图 5T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电子流分布变化情况

S/R&5T\DB-R@IK3D@Q/438/PA3/I- IK@O@,38I- KOÌ4/- 3D@

K/843B-B@8IP/,Q/R@43/I- 8@B,3I8

向一级 F=]V中添加 7;g#后"两级 F=]V反应

器对糖蜜酒精废水的处理效果见表 $)

表 BC添加 !N[O对糖蜜酒精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

=.620BC?&',.".()I0.*.2-5)5&+'&2.5505.24&G&2

A.5(0A.(0"("0.('0*(A)(G&"A)(G&8(!N[O.77)()&*

参数 未添加 7;g#

#$%$ 添加 7;g#

\"!一级去除率*d 6) ))

\"!二级去除率*d '% ''

\"!总去除率*d :) 5%

]"

2N

6

一级去除率*d

5% 5'

]"

2N

6

二级去除率*d

:' 5'

]"

2N

6

总去除率*d

11 ('

沼气产量*%?*Q

0$

&

') )%

甲烷含量*d 5% 5%

一级出水硫化物质量浓度*%JR*?

0$

&

):1&1 ':'&(

二级出水硫化物质量浓度*%JR*?

0$

&

52% 6)2&6

WHV电子流比重*d 1: 1:

]cV电子流比重*d $6 $6

'T结论

对糖蜜酒精废水采用两级厌氧方式进行处理"研

究结果表明一级 F=]V反应器添加 7;g#后"出水 L<

高于进水"并且随 \"!负荷提升而逐渐增大) 一级厌

氧消化过程中 \"!的去除率随负荷提升呈下降趋势)

各负荷下平均产气率随着负荷提升先降低后升高) 废

水中的硫酸根主要在一级厌氧消化过程中被降解)

WHV的电子流比重总体变化趋势是随着负荷的提升先

增大后趋于稳定"]cV的电子流比重变化趋势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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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OB,D@@4@#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5) 01%&

再制马苏里拉干酪的玻璃化转变测定及状态图研究

李红娟$

!秦爱荣$

!刘婷婷$

!李丹2

!李媛2

!李洪波$

!于景华$

!

$%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6)5&2%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6:2&

摘T要T食品状态图能够对食品的贮藏稳定性进行预测!并为产品的适宜加工原料和加工工艺提供参考" 再制

奶酪是中国目前乳品行业热点!为深入了解再制干酪加工贮藏性质!该文研究了再制干酪的吸附等温线!构建再

制干酪的状态图" 结果表明!再制干酪吸附等温线为典型)9*型曲线!含有非冻结水干酪样品随着湿基含水率从

%&%%1 R*R增大到 %&%:1 R*R!玻璃转化温度&ROB4438B-4/3/I- 3@JL@8B3A8@!I

R

'从 5$&2 f降低至 2%&: f$含有冻结水干

酪样品随着湿基含水率从 %&22 R*R增大到 %&55 R*R!I

R

从 0$(&5 f降低至 02(&5 f!再制干酪最大冻结浓缩状态

的 I

R

为 0')&) f!在此状态下的固形物湿基质量分数为 5(d" 通过状态图可以直观了解再制干酪不同状态与物

料的含水率和 I

R

之间的关系!协助预测再制干酪在储藏过程中的稳定性!为再制干酪加工及贮藏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T再制干酪$玻璃化转变$状态图$贮藏稳定性$差示扫描量热仪

P0(0"')*.()&*&+92.55(".*5)()&*.*75(.(07).9".' &+

,"&405507S&//."022. 4G0050

?#<I-R+AB-

$

" #̂7=/8I-R

$

"?#Fa/-R3/-R

$

"?#!B-

2

"?#GAB-

2

"

?#<I-RPI

$

"GF9/-RDAB

$

!

$%],DIIOIKSIIQ ],/@-,@B-Q X-R/-@@8/-R"a/B-+/- F-/Y@84/3MIK],/@-,@B-Q a@,D-IOIRM"a/B-+/- '%%6)5"\D/-B&

2%W/BIU@?B-QAI%a/B-+/-& SIIQ a@,D-IOIRM\I&" ?3Q&"a/B-+/- '%%6:2"\D/-B&

:;<=>:?=TaD@43B3@,DB83IKKIIQ ,B- P@A4@Q 3IL8@Q/,33D@43I8BR@43BP/O/3MB-Q L8IY/Q@8@K@8@-,@

KI83D@4A/3BPO@KI8JAOB3/I- B-Q L8I,@44IK8B̀ JB3@8/BO4&H8I,@44@Q ,D@@4@/4BLILAOB8QB/8ML8IQA,3/-

\D/-B&#- I8Q@83IA-Q@843B-Q 3D@L8I,@44/-RB-Q 43I8BR@L8IL@83/@4IKL8I,@44@Q ,D@@4@" 3D@BQ4I8L3/I-

/4I3D@8JIKL8I,@44@Q ,D@@4@ B̀443AQ/@Q B-Q B43B3@Q/BR8BJIKL8I,@44@Q ,D@@4@ B̀4PA/O3&aD@8@N

4AO344DÌ@Q 3DB33D@BQ4I8L3/I- /4I3D@8JIK3D@L8I,@44@Q ,D@@4@ B̀4B3ML/,BO.9N4DBL@Q/ ,A8Y@&aD@

ROB4438B-4/3/I- 3@JL@8B3A8@%I

R

& IK3D@,D@@4@,I-3B/-/-R-I-NK8IC@- B̀3@88@QA,@Q K8IJ5$&2 f 3I

2%&: f" /̀3D 3D@̀ @3PB4@JI/43A8@,I-3@-3/-,8@B4@Q K8IJ%&%%1 R*R3I%&%:1 R*R&I

R

IK3D@,D@@4@

,I-3B/-/-RK8IC@- B̀3@8Q@,8@B4@Q K8IJ 0$(&5f 3I02(&5 f" /̀3D 3D@̀ @3PB4@JI/43A8@,I-3@-3/-N

,8@B4@Q K8IJ%&22 R*R3I%&55 R*R&I

R

IK3D@L8I,@44@Q ,D@@4@A-Q@8JB[/JAJK8@@C/-R,I-,@-38B3/I-

43B3@ B̀40')&) f" /̀3D B4IO/Q @̀3PB4@JB44K8B,3/I- IK5(d&aD@8@OB3/I-4D/L P@3̀@@- JI/43A8@

,I-3@-3B-Q I

R

,IAOQ P@Y/4ABOOMA-Q@843IIQ 3D8IARD 43B3@Q/BR8BJ" D̀/,D ,IAOQ D@OL 3IL8@Q/,33D@43BN

P/O/3MIKL8I,@44@Q ,D@@4@QA8/-R43I8BR@B-Q L8IY/Q@3D@I8@3/,BOPB4/4KI8/34L8I,@44/-RB-Q 43I8BR@&

@0- A&"75TL8I,@44@Q ,D@@4@' ROB4438B-4/3/I-' 43B3@Q/BR8BJ' 43I8BR@43BP/O/3M' Q/KK@8@-3/BO4,B--/-R

,BOI8/J@3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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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食品绝大部分是由生物大分子构成的非晶态聚

合物"因此都存在玻璃化转变状态
#$$

) 玻璃化转变

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诸如冷冻(干燥(挤压(焙烤等食

品加工贮藏过程中某些食品品质的变化
#2$

) 脱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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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冻食品基质中经常显示出典型无定形聚合物转变"

都是可以借助玻璃化转变温度来解释的物理化学或

生化变化
#'$

) 目前"玻璃化转变已经广泛地应用在

水果(蔬菜(干燥谷物(粉末状食品的贮藏及加工稳定

性分析中) 食物的稳定性受成分(玻璃化(贮存温度

和相对湿度的影响) 如果固体食品的储存温度高于

该食品中相关成分的玻璃转化温度 %ROB4438B-4/3/I-

3@JL@8B3A8@"I

R

&"其物理化学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

通过测定食品的 I

R

"构建出该食品的状态图"能够对

食品的贮藏稳定性进行预测"并为该产品的适宜加工

原料和工艺提供参考
#6$

)

再制干酪是在原制干酪(乳化盐和其他乳成分的

存在下"将配料混合"通过加热和混合乳化"形成的质

地均匀的产品"由于存在加热工艺"可以延长干酪保

质期) 再制干酪除了对原制干酪的风味和质构进行

改善外"还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原制干酪贮藏条件严

格"保质期较短的问题) 目前再制干酪可在 ' e: 个

月储藏期内保持较好的食用品质
#)$

) 再制干酪也是

我国干酪发展的主要品类"但是目前对于再制干酪加

工和储藏过程的物理化学基础研究并不深入"而建立

再制干酪状态图"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干酪贮藏加工

性质提供理论基础) 因此"本文研究测定了再制马苏

里拉干酪玻璃转变温度曲线(冻结曲线(最大冻结浓

缩状态等"建立再制马苏里拉干酪的状态图) 为评价

其贮藏稳定性(加工适宜性提供理论基础)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试剂

实验所用原料!原制马苏里拉奶酪%恒天然贸易

有限公司"新西兰&"蛋白含量 2' R*$%% R"脂肪含量

2' R*$%% R"7B含量 '(' JR*$%% R'酪蛋白%北京银河

路贸易有限公司&"蛋白质含量 12 R*$%%R"水分含量

(&( R*$%% R'黄油%内蒙古华琳食品有限公司&"脂肪

含量 ((&1 R*$%%R)

实验所用试剂!?/\O(7B\O(7B7"

2

(H

2

"

)

(U7"

'

"

凯玛特%天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醋酸钾(U

2

\"

'

(

WR%7"

'

&

2

*:<

2

"" 天津索罗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R\O

2

*:<

2

""天津优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U\O"上

海阿 拉丁 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柠 檬 酸 钠(

7B

6

H

2

"

5

" 均为食品级"河南万邦实业有限公司) 化

学试剂除标明外"其余均为分析纯)

B#DC仪器与设备

!]\2%6 S$ 型差示扫描量热仪"德国 7Xa;]\<

公司'W=c] :% 动态流变仪"德国 <==UX公司'

?c<N2)%S型恒温试验箱"深圳市澳德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BPN$VN)%X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EN(26%WVX电热鼓风干燥箱"上

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9cN) 干酪融化锅"无锡意凯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EC实验方法

$&'&$T再制马苏里拉干酪的制备

将原制马苏里拉干酪切碎"加入黄油(酪蛋白等

其他原料"将原料放入干酪融化锅中"调整融化锅搅

拌桨转速为 :%% 8*J/-"升温至 1) f"加入乳化盐%柠

檬酸钠(焦磷酸钠&水溶液%乳化盐预先溶解在热水

中&"调整转速至 2)% 8*J/-"真空设为 0:%% .HB"搅

拌 ' e) J/-"真空恢复默认值"温度降到 6% f"然后

从融化锅中取出再制干酪"冷却成型) 再制干酪进行

真空包装"置于 6 f冰箱贮藏) 再制干酪成品中脂肪

含量为 2$&' R*$%% R"蛋白含量为 $)&2 R*$%% R"水分

含量为 :2&% R*$%% R)

$&'&2T等温吸附曲线的测定

再制干酪样品含水率测定采用直接干燥法"

$$% f烘箱里干燥 26 D"直至恒重) 将再制干酪切割

成%&) ,Ji%&) ,Ji%&) ,J的干酪丁"将样品置于

06% f冷冻"然后进行冻干) 冻干温度 0)% f"冻

干时间$: D"冻干机压力 5% HB) 冻干样品研磨成粉

末"置于底部装有 H

2

"

)

粉末的干燥器"干燥 $6 Q"使

其达到近似完全干燥) 称取干酪粉末%%&) m%&%$& R

于培养皿中"迅速将其放置在 ( 个不同相对湿度

%%&$2 e%&(6&的干燥器中
#:$

"以获得 %&$2 e%&(6不

同水分活度的样品) 然后再将干燥器放在 2) f的恒

温箱中平衡 $6 Q) "

`

l%&(6 的样品很难由水分平衡

得到"需要将提前计算好的加水量加到对应的培养皿

中"放在干燥器中平衡的时间与其他的样品保持一

致
#5 01$

) 达到平衡的样品"测定其平衡水分含量"采

用 >ARR@-D@/JN=-Q@84I-NQ@VI@8%>=V&模型对等温

吸附的数据进行拟合"模型方程如公式%$&所示!

0

`

j

P

J

\U"

`

!$ 0U"

`

#!$ 0U"

`

k\U"

`

#

!$#

式中!0

`

"物料的平衡干基含水率"R*R'"

`

"物料的水

分活度'P

J

"单分子层吸附饱和干基含水率"R*R'\(

U"热力学比例常数%方程参数&)

$&'&'T含非冻结水样品及含冻结水样品制备

含非冻结水样品制备!含非冻结水干酪样品由

$&'&2 方法制备"即干酪完全干燥后"放置于不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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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活度的干燥器中) 含非冻结水的再制干酪水分含

量为%&%%1 e%&%:1 R*R%"

`

为 %&$2 e%&:$&)

含冻结水样品制备!当样品水分含量高于 %&%:1

时"样品热流曲线出现水熔融峰"一般被认为是含有

冻结水样品"含冻结水样品制备是将完全干燥后样品

通过计算直接加入相应水分含量的蒸馏水"水分含量

在 %&2' e%&51 R*R之间)

$&'&6T动态流变仪测量含非冻结水样品

由于干酪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和脂肪及其众多聚

合物"导致在水分含量极低的干酪样品的差示扫描量

热议% Q/KK@8@-3/BO4,B--/-R,BOI8/J@3@8"!]\&热流图出

现多而杂乱的熔融峰"不易对干酪玻璃化转变过程做

出明确判断"因此采用动态流变仪分析测量此类样品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具体方法为!将每个样品称量

%%&' m%&%$& R"用模具压片"直径与流变仪加热底座

一致"控制每次压片时间在 '% 4"将压成片的样品放

在样品台上"用直径为 2% JJ的转子以恒力%'% 7&

压缩"以 ' f*J/- 的速度对样品进行热扫描"温度范

围在 2% e$%% f) 在 $% e1% f范围内"以 ' f*J/- 的

速率对样品进行热扫描"记录样品法向力) 得到法向

力N温度的动态流变仪c=曲线) 由于法向力下降开始

于试样底部温度达到 I

R

的点"所以力开始下降的温度

可以视为试样的 I

R

#($

) 测量 ' 次结果"取平均值)

$&'&)T!]\测量含冻结水样品

首先用 !]\扫描程序对样品热流曲线进行检测

绘制"得出到玻璃化转变发生的温度区间) 热流曲线

采用二次扫描法) 初步扫描程序为!样品从室温以

) f*J/-降至 0:% f"保持 $% J/-"然后再以 ) f*J/-

从 0:% f升至 6% f) 第 2 步扫描%退火&程序为!样

品从室温以 ) f*J/- 降至 0:% f"再以 ) f*J/- 升

至熔融温度%J@O3/-R3@JL@8B3A8@"I

J

& % 0$ f&"保持

2% J/-'然后以 ) f*J/- 降至 0:% f"再以 ) f*J/-

升至 :% f

#$%$

) 确定最终的样品温度参数 I

J

o和冻结

温度%K8IC@- 3@JL@8B3A8@"I

S

&)

$&'&:T数据的拟合和处理

不同水分含量干酪样品玻璃化转变温度可以采

用 >I8QI-NaBMOI8方程来拟合"如公式%2&所示!

TT

I

R

j

M

$

I

R$

kUM

2

I

R2

M

$

kUM

2

!2#

式中!M

$

"固形物湿基质量分数"R*R'M

2

"湿基含水

率"R*R'I

R

"混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f'I

R$

"固体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f'I

R2

"水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 f'U">I8QI-NaBMOI8参数)

不同水分含量的干酪粉对应的 I

S

用 \OBA4/A4N

\OBL@M8I- 方程拟合"如公式%'&所示!

TT

I

S

j

"

#

`

O-

$ 0M

$

$ 0M

$

kCM

( )
$

!'#

式中!I

S

"样品的冻结温度"f'

"

"水的冻结常数"取

$ 1:% .R*U*%.R*JIO&'

#

`

"水的分子质量'

#

4

固体

的分子质量'C"水与固体的分子质量比"Cj

#

`

#

4

B#HC数据统计与分析

本实验中样品指标均重复 ' 次"并计算平均值)

绘图及非线性回归分析采用 "8/R/- (&% 软件进行)

2T结果与分析

D#BC干酪的吸附等温线

本实验中再制干酪的湿基含水率为 %&:2 R*R)

图 $ 为干酪样品在 2) f的吸附等温线"为典型的.9/

型曲线"对数据进行拟合后得到相关系数和模型参数

见表 $) 从 >

2

可知"实验数据拟合程度较好) 表 $

列出了其他蛋白的 P

J

(模型参数以及相关系数
#$$$

)

在低水分活度时"干酪中含有的水能与某些化合物

的极性基团结合"主要是 7<

' k

和 \""+蛋白质基

团"还包括一些矿物盐的结晶水"即结合水"较难除

去"属于非冻结水
#$2$

) "

`

为 %&2 e%&: 是曲线的线

性部分"对应的是氢键较弱的附加水层或多分子

层"说明随着 "

`

的增加"自由水越来越多
#$'$

) "

`

l

%&: 时水分为孔隙中凝结的水"此阶段干酪吸附的

干基含水率明显增大"这种水可以溶解可溶性元素

%特别是矿物盐& "可以作为酶和微生物等生物制剂

的载体
#$6$

)

图 $T干酪的吸附等温线%2) f&

S/R&$T=Q4I8L3/I- /4I3D@8JIK,D@@4@%2) f&

D#DC含非冻结水干酪样品的玻璃化转变

由于干酪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和脂肪及其他物质"

导致在水分含量极低的干酪样品的 !]\热流图出现

多而杂乱的熔融峰"结果如图 2 所示"不易进行干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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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转变分析及判断"因此用热流变仪分析测量此

类样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结果如图 ')

表 BC吸附实验数据的模型拟合

=.620BCS&702+)(()*9 &+.75&",()&*0M,0")'0*(.27.(.

模型%>=V&参数 酪蛋白 分离乳清蛋白 本样品

P

J

)&:%' %&%5:( '&:2'

\ $'&$12 $$&1'$ 6&')$

U %&1(5 %&1'% %&(55

>

2

%&((1 %&(() %&((2

图 2T含有非冻结水干酪样品的 !]\热流图

S/R&2T!]\D@B3KOÌ Q/BR8BJIK,D@@4@4BJLO@4,I-3B/-/-R

-I-NK8IC@- B̀3@8

图 'T含有非冻结水干酪样品的动态流变仪测试

S/R&'T!M-BJ/,8D@IJ@3@8B-BOM4/4KI8,D@@4@4BJLO@4

,I-3B/-/-R-I-NK8IC@- B̀3@8

表 DC含有非冻结水干酪样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620DCW2.55(".*5)()&*(0',0".(8"04&*(.)*)*9 &+4G0050

5.',205*&*1+"&/0*A.(0"

湿基含水率*%R*R

0$

& 固形物湿基质量分数*%R*R

0$

&

I

R

*f

%&%%1 %&((2 5$&2 m$&)

%&%$6 %&(1: )1&5 m2&'

%&%22 %&(51 65&1 m$&$

%&%6) %&()) '2&) m$&5

%&%)% %&() 21&$ m2&:

%&%:1 %&('2 2%&: m%&5

食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一般来说与食品中溶

质的成分(食品总分子量和食品的含水率相关
#$)$

)

由表 2 可知"随着湿基含水率从 %&%%1 R*R增大到

%&%:1 R*R"干酪的 I

R

从 5$&2 f降低至 2%&: f)

随着含水率增大"干酪样品玻璃化转变温度逐渐减

小"这主要由于水的塑化作用引起) 水是最基础的

塑化剂"水塑化是低摩尔质量碳水化合物(低聚糖(

多糖和蛋白质的典型特征"含水量增加可导致分子

自由体积增大"局部黏度降低"同时增加分子迁移

率
#$: 0$5$

)

D#EC含冻结水干酪样品的玻璃化转变与冻结点

由!]\热流曲线%图 6&测量得到含有冻结水(湿基

含水率 %&6% R*R的干酪初始冻结温度 I

S

% 0)&' f&和

冻结终点温度I

Jo

% 0$:&6 f&"最后升温阶段如图 6 所

示"I

S

定义为冰融化过程吸热峰的峰值温度"即冻结

温度"最大冻结浓缩过程的 I

Jo

是冰晶熔融吸热曲线

的基线与吸热曲线左边的交点而得到
#$1$

) I

S

与食

品的种类和食品中的可冻结水的含量有关"随冻结水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采用 \OBA4/A4N\OBL@M8I- 模型对

不同水分含量的干酪粉的冻结温度进行拟合"得到拟

合参数 Xj%&%6( 6)"通过 X值可估算干酪中总固形

物的分子量 ':6&%$"根据文献报道"初乳清蛋白 X值

为 %&%)6 5

#$:$

)

图 ) 为含有冻结水干酪样品玻璃化转变温度测

量 !]\热流图"干酪样品的玻璃化转变过程主要有

转变初始点 I

R/

(转变中点 I

R

(拐点 I

RJ

及终点 I

R@

)

图 6T含有冻结水的干酪典型 !]\热流图

%湿基含水率 %&6% R*R&

S/R&6TaML/,BO!]\D@B3KOÌ Q/BR8BJIK,D@4@4BJO@4

,I-3B/-/-RK8IC@- B̀3@8

图 )T含有冻结水的干酪 !]\热流图的玻璃化转变

温度测量%湿基含水率 %&6% R*R&

S/R&)T>OB4438B-4/3/I- 3@JL@8B3A8@J@B4A8@J@-3IK3D@!]\

D@B3KOÌ ,DB83IK,D@4@4BJLO@4,I-3B/-/-RK8IC@- 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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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由表 ' 实验结果可知"I

Jo

随着固形物质量分数

增加而降低"当固形物湿基质量分数大于 )%d时"I

Jo

接近于常数"故固形物湿基质量分数在 )%d e55d

时"最大冻结浓缩状态的 I

Jo

平均值是 025&6 f)

表 EC含有冻结水干酪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与冻结点

=.620ECW2.55(".*5)()&*(0',0".(8"0.*7+"00/)*9 ,&)*(&+

4G00505.',2054&*(.)*)*9 +"&/0*A.(0"

固形物湿基质量

分数*%R*R

0$

&

I

R/

*f I

RJ

*f I

R@

*f I

Jo

*f I

S

*f

%&55 0'%&' 02(&5 021&: 025&) 0$(&)

%&:6 02(&1 02(&2 021&$ 025&' 0$'&)

%&)% 02)&5 026&$ 02'&) 025&6 0(&5

%&62 022&: 02%&1 0$(&: 0$1&6 06&%

%&'5 02%&' 0$(&5 0$5&$ 0$:&1 0$&1

%&22 0 0 0 0$'&: 0%&5

TT注!转变初始点 I

R/

"拐点 I

RJ

及终点 I

R@

"冻结终点温度 I

Jo

"初始

冻结温度 I

S

D#HC状态图

状态图代表了食物的不同状态"它是水或固体含

量以及温度的函数"为产品的配方(加工(包装(储存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

"根据状态图对食物进行贮藏

能够避免食品从玻璃状态转化到橡胶状态"从而使得

食品可以保存较长时间
#$1"2%$

) 图 5 为本文通过实验

数据最终建立的再制干酪状态图"该图包含了干酪样

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曲线%!N>&(冻结曲线%=NW&及

最大冻结浓缩状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曲线"其中冻结

曲线(冻结温度与固形物质量分数曲线是由 \OBA4/A4

0\OBL@M8I- 方程模拟得出) 图中的 W点对应的冻结

终点温度 I

Jo

"为 025&6 f) 根据计算可得干酪固形

物湿基质量分数 E

4o

值为 5(d"此时 E

4

值对应非冻结

水含水率"即 %&2$ R*R) 利用 >I8QI-NaBMOI8方程对玻

璃化转变温度同含水率进行分析描述"并进行非线性

拟合"得到 >a方程) 参数 I

R$

和 U分别为 5)&%2 f

和 6&2%) 参考其他文献的 U值"酪蛋白为 6&(5"初乳

清粉为 5&1("大豆蛋白为 6&22"干酪的 U值更接近酪

蛋白"这跟干酪的成分有直接关系
#2$$

) >a方程拟合

得到的完全干燥干酪样品玻璃化转变温度 5)&%2 f"

实验测得干燥干酪粉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I

RJ

为1% f"

差异小于 ) f"拟合值基本符合实际测量值)

食品玻璃转化温度测定的意义在于将食品贮藏

温度降低至玻璃转化温度以下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

少食品在贮藏过程中发生的品质劣变"I

Ro

即为冻结

食品在贮藏过程中不发生质量变化的温度最高点)

但是由于实际贮藏条件及成本所限"只能在尽量接近

I

Ro

的温度下贮藏样品
#22 02'$

) 再制干酪最大冻结浓

缩状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I

Ro

确定"在固形物湿基质

量分数 E

4o

j5(d的情况下"从 W点做垂线"与玻璃

化转变温度曲线 !>相交"交点 7即为干酪最大冻结

浓缩状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I

Ro

"为 0')&) f)

曲线 =NW为冻结曲线'曲线 !N>为玻璃转变温度曲线

图 :T干酪的状态图

S/R&:T]3B3A4Q/BR8BJIK,D@@4@

'T结论

本研究采用差示扫描量热仪作为热分析手段"动

态流变分析作为机械分析手段"测量并分析绘制再制

干酪的冻结曲线(最大冻结浓缩条件和玻璃化转变曲

线和冻结曲线"构建再制奶酪的状态图"通过试验和

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再制干酪水分吸附等温线呈典型 .9/型曲

线">=V模型能够较好的对再制干酪的吸附等温线

进行拟合) 由冻结曲线(最大冻结浓缩条件和玻璃化

转变线组成再制干酪的初步状态图) >I8QI-NaBMOI8

方程(\OBA4/A4N\OBL@M8I- 方程能较好地拟合干酪的玻

璃化转变线和冻结曲线)

%2&再制干酪玻璃转化温度同含水率呈负相关"

随含水率增加而降低!含有非冻结水干酪样品随着湿

基含水率从 %&%%1 R*R增大到 %&%:1 R*R"干酪样品的

玻璃转化温度从 5$&2 f降低至 2%&: f'含有冻结水

干酪随着湿基含水率从 %&22 R*R增大到 %&55 R*R"干

酪样品的玻璃转化温度从 0$(&5 f降低至 02(&5 f"

>a模型能够有效预测不同含水率下的玻璃转化温度)

%'&通过再制干酪状态图可知"再制干酪最大冻

结浓缩状态的玻璃转化温度为 0')&) f"玻璃转化

温度较低" 0$1 f的冷冻贮存方式仍高于其最大冻

结浓缩状态的玻璃转化温度"在 0$1 f下贮存仍然

会发生品质劣变)

再制干酪的最大冻结浓缩融化温度 I

Jo

和玻璃化

温度 I

Ro

分别为 025&6 f和 0')&) f"这 2 个温度对

于干酪样品的贮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目前

大部分干酪贮存条件都不能够降低到 0')&) f"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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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酪加工工业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基础配方或

加工工艺"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尽量提高再制干酪

的玻璃转化温度"保证干酪在贮藏过程中能够维持良

好的品质) 同时"再制干酪的状态图对确定最适的再

制干酪的贮藏条件和加工条件以及对以后进行常温

再制干酪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再制干酪加工

中"通过状态图分析能够有效判断食品稳态及亚稳

态"对样品的贮藏期进行有效预测判断) 下一步实验

中将结合干酪状态图及方程"对不同干酪样品进行货

架期预测"并结合实际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再制干酪

货架期模型"为再制干酪加工贮藏提供更有价值的理

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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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1(&

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提取优化$动力学与分子特征

瞿琳!艾连中!赖凤羲!

!张汇

%上海理工大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上海食品微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2%%%('&

摘T要T旨在探讨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解析提取动力学参数并鉴定单糖组成与分子特

性!为制备多糖提供理论基础并了解潜在应用性" 结果显示!热力提取多糖的最佳提取条件为%液料比 2)h$

&J?hR'!提取温度 ($ f!提取时间$&) D" 最大得率为 6&6d" 在 (% f下!多糖得率与提取时间的关系可以两

阶段的一级扩散动力学模式来描述!前期与后期的提取速率常数 @

$

分
!

为 %&%21 1 和 %&%(% 5 J/-

0$

$也可以一

阶段的伪一级&; j%&1$'动力学模式来描述!提取速率常数 @

;

j%&%2' 5 J/-

0$

" 该多糖的主要单糖组成为阿拉

伯糖#木糖和半乳糖醛酸&摩尔比 $h%&))h%&6)'!显示含有聚阿拉伯糖#聚木糖和果胶" 分子特性方面!其重均

分子质量&0

`

' j''1&( .!B$多分散系数&H!#' j'&:5$均方根回旋半径&>

R

' j6:&1 -J$流体力学半径&>

D

' j

''&1 -J$>

R

*>

D

j$&'1$ 固有黏度+

$

, j1)&1 J?*R$马克N霍温N樱田关系式&+

$

, jOi0

"

K

'参数+

"

, j%&'52!

可推知其分子链构象呈柔软无规则卷曲松散的球状" 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适合用来制备高附加值的聚阿拉伯

糖和聚木糖"

关键词T豌豆$多糖$动力学$单糖组成$分子性质

=G0&,()')/.()&*&+(G00M(".4(4&*7)()&*" 3)*0()45" .*7'&20482."4G.".4(0")5()45

&+A.(0"15&28620,&2-5.44G.")705+"&':$'&5'")$;&5J#5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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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8KB,@43B3/43/,BOB-BOM4/4" 3D@IL3/JBO@[38B,3/I- ,I-Q/3/I- B̀4! O/_A/QNJB3@8/BO8B3/I2) J?*R' @[38B,N

3/I- 3@JL@8B3A8@($f KI8$&) D&F-Q@83D/4,I-Q/3/I-" 3D@JB[/JBOM/@OQ B̀46&6d&aD@R/Y@- JAO3/N

LO@8@R8@44/I- JIQ@O,IAOQ Q@4,8/P@Y@8M̀ @OOKI8M/@OQ YB8/B3/I-4/- 3@8J4IK@[38B,3/I- KB,3I84&aD@/-N

,8@B4@/- LIOM4B,,DB8/Q@M/@OQ /̀3D @[38B,3/I- 3/J@B3(%f ,IAOQ P@,OI4@OM@[LOB/-@Q PM3̀IN43BR@

K/843NI8Q@8Q/KKA4/I- ./-@3/,4̀ /3D 3D@@B8OMNB-Q OB3@N43BR@@[38B,3/I- 8B3@,I-43B-3%@

$

& IK%&%21 1 B-Q

%&%(% 5 J/-

0$

" 8@4L@,3/Y@OM&=O3@8-B3/Y@OM" /3,IAOQ BO4IP@@[LOB/-@Q PMI-@N43BR@L4@AQINK/843NI8Q@8

./-@3/,4%; j%&1$& /̀3D B- @[38B,3/I- 8B3@,I-43B-3@

;

j%&%2' 5 J/-

0$

&aD@LIOM4B,,DB8/Q@4 @̀8@

JB/-OM,IJLI4@Q IKB8BP/-I4@" [MOI4@" B-Q RBOB,3A8I-/,B,/Q %JIOB88B3/Ij$h%&))h%&6)&" /JLO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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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L8@4@-,@IKB8BP/-B-4" [MOB-4" B-Q L@,3/-4&WI8@IY@8" KI8JIO@,AOB8,DB8B,3@8/43/,4" 3D@LIOM4B,N

,DB8/Q@44DÌ@Q B̀ @/RD3NBY@8BR@Q JIO@,AOB8̀ @/RD3%0

`

& j''1&( .!B' LIOMQ/4L@84/3M/-Q@[%H!#&

j'&:5' J@B-N4_AB8@8BQ/A4IKRM8B3/I- %>

R

& j6:&1 -J' DMQ8IQM-BJ/,8BQ/A4%>

D

& j''&1 -J'

>

R

*>

D

j$&'1" /-38/-4/,Y/4,I4/3M#

$

$ j1)&1 J?*R" B-Q 3D@@[LI-@-3

"

KI8WB8.N<IA /̀-.N]B.A8BN

QB8@OB3/I-4D/L #

$

$ jOi0

`

#

& j%&'52&aD@4@8@4AO344ARR@43@Q 3DB33D@,DB/- ,I-KI8JB3/I- IK

3D@LIOM4B,,DB8/Q@4BQBL3@Q KO@[/PO@8B-QIJN,I/O4LD@8@&\I-,OA4/Y@OM" B̀3@8N4IOAPO@LIOM4B,,DB8/Q@4

K8IJA$'&-'")$H&-?&4@@Q L@8/,B8L ÌAOQ P@4A/3BPO@KI83D@L8IQA,3/I- IKYBOI8/C@Q B8BP/-B-4B-Q

[MOB-4&

@0- A&"75TA$'&-'")$H&-' LIOM4B,,DB8/Q@' ./-@3/,4' JI-I4B,,DB8/Q@' JIO@,AOB8L8IL@83M

TT豌豆%A$'&-'")$H&-?&&是世界第四大食用豆类

作物"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
#$$

"2%$1 年我

国豌豆种植面积约为 $%%&%$ 万公顷"年产量约占全

球产量的 $$&'d"位居世界第四
#$$

) 豌豆在加工生

产豌豆淀粉和豌豆蛋白的过程中会产生豌豆种皮

%通称为壳&废弃物"如何提高豌豆种皮的应用价值

并减少加工废弃物是产业界亟待解决的课题) 豌豆

种皮富含膳食纤维"包括纤维素%:1&1d&(半纤维素

%5&)d&以及果胶%$:&1d&

#2$

"故开发豌豆种皮中的

膳食纤维
#' 06$

(果胶
#) 0:$

或高附加值的单糖%木糖(阿

拉伯糖&

#5$

为可行的解
"

方案)

豌豆种皮的可溶性多糖组成相当复杂"包括果胶

和半纤维素
#1$

) ?X等
#($

依序以冷碱液(酸液加热及

中性溶液进行提取"发现 : 种多糖区分"其中碱提取

多糖主要为聚阿拉伯糖和果胶 %为第一型鼠李糖聚

半乳糖醛酸 c>N#&'酸提取物主要为不含阿拉伯糖的

果胶和果胶酸'而中性溶液提取物为果胶酸) 以酸液

直接提取豌豆种皮的多糖以果胶为主">Fa}<c?X#7

等
#:$

发现温和酸液所得果胶含有同型聚半乳糖醛

酸(木糖聚半乳糖醛酸以及 c>N#'高酸高温提取会提

高产物的糖醛酸含量"但降低分子量和得率' 所得皆

为低甲氧基果胶) 采用乙二胺四乙酸加聚半乳糖醛

酸酶和纤维素酶辅助提取时"$6 种商业豌豆种皮可

提取的果胶得率为 (d e$2d %以半乳糖醛酸为指

标&

#)$

)

然而"上述豌豆种皮多糖提取方法工艺复杂"成

本高"高附加值的多糖%聚阿拉伯糖和聚木糖&易被

酸降解而损失等) 本研究针对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

进行探讨"建立热水提取工艺的优化条件"阐明提取

动力学参数以及解析多糖产物的单糖组成与分子特

性等)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设备

$&$&$T材料与试剂

豌豆%A$'&-'")$H&-?&&种皮"山东烟台鼎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单糖标准品+岩藻糖 %SA,&(鼠李

糖%cDB&(阿拉伯糖 %=8B&(半乳糖 %>BO&(葡萄糖

%>O,&(木糖%EMO&(核糖%c/P&(半乳糖醛酸%>BO=&(

葡萄糖醛酸%>O,=&"美国 ]/RJBN=OQ8/,D 化学公司'间

羟基联苯"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苯酚(浓硫

酸(四硼酸钠(三氟乙酸(硝酸钠(醋酸钠(7B"<"分析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T仪器设备

52)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

司'16%% 型凯氏定氮仪"美国 S"]] 有限公司'!/N

I-@[

aW

#\]N)%%%

k

离子交换色谱系统"美国 aD@8JI

],/@-3/K/,

aW

公司'=O/R@-3

aW

$2:% 高效分子筛色谱仪N多

角度激光光散射%D/RD L@8KI8JB-,@4/C@@[,OA4/I- ,D8IN

JB3IR8BLDMNJAO3/B-RO@ OB4@8NO/RD34,B33@8/-R" <H]X\N

W=??]&"美国 ZMB33a@,D-IOIRM公司)

B#DC实验方法

$&2&$T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提取物的制备

将豌豆皮烘干(粉碎后过筛"称取 2% R豌豆种皮

粉末"以一定的液料比混合"在一定温度下进行一定

时间提取) 粗提取液经 : %%% 8*J/- 离心 $% J/-得上

清液"旋转蒸发溶液至原体积的 $*' e$*2"然后加入

2 倍体积的体积分数为 ()d的乙醇"搅拌均匀于6 f

下过夜静置后": %%% 8*J/- 离心 $% J/- 取下层沉淀

物"由乙醇脱水 2 次后"真空干燥"制得豌豆皮水溶性

多糖提取物) 优化条件下提取所得的多糖以 HHZ代

号表示)

$&2&2T单因素试验

以原料粒度 1% 目(液料比 2)h$ %J?hR&(提取温

度(% f和提取时间 $&) D 为中心条件"探讨改变其

中一个因素的影响"设计条件如下! 原料粒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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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 $2% 筛目'液料比 $)h$(2%h$(2)h$(

'%h$及 ')h$ %J?hR&'提取温度 1%(1)((%(() 及 $%%

f'提取时间 %&)($($&)(2 及 2&) D) 以豌豆皮水溶

性多糖提取物的得率作为评价指标)

$&2&'T响应面试验设计

根据单因素试验的结果"选取对提取物得率影响

较大的 ' 个因素%液料比(提取温度及提取时间&作

为自变量"采用 ' 因素 ' 水平 VI[NV@D-.@- 响应面试

验设计"因素水平设计如表 $ 所示) 其中中心条件

%%"%"%&) 平行"采用随机顺序进行试验以减少实验

环境的误差) 以豌豆皮水溶性多糖提取物的得率作

为评价指标)

表 B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提取条件的三因素与三水平

=.620BC=G"00+.4(&"5.*7(G"0020I025+&"0M(".4()&*&+

A.(0"15&28620,&2-5.44G.")705+"&' :$'&5'")$;&5

J#5007,0")4.",

水平

因素

液料比%P

$

&

%J?hR&

提取温度

%P

2

& *f

提取时间

%P

'

& *D

0$ 2% 1% $&%

% 2) (% $&)

$ '% $%% 2&%

$&2&6T提取动力学参数分析

假设豌豆种皮粉粒呈球状"多糖分子均匀地扩散

溶出以及多糖从豌豆皮粉末材料内部溶出速率的主

要限制因子为扩散速率"根据菲克%S/,.&第二定律一

级扩散动力学模式"多糖溶出浓度和提取时间的动力

学关系可用公式%$&

#$%$

表示"其中 <

)

为提取时间 )

%J/-&时溶液中多糖的浓度'<

@_

为长时间下最终达平

衡的 最 大 多 糖 浓 度' @

$

为 一 级 扩 散 速 率 常 数

%J/-

0$

&"类似声波辅助提取韭菜多糖
#$$$

(甘草多

糖
#$2$

和地木耳多糖
#$'$

的情癋) 假设溶出的多糖大

部分被乙醇沉淀收集得到"则公式%$&的多糖提取动

力学模型可以得率替代浓度"则可得到公式%2&" 其

中 J

)

为时间)%J/-&下的得率%d&' J

J

为最终平衡所

得的最大得率%d&) 公式%2&经整理得公式%'&"其中

%J

J

0J

)

&*J

J

为相对提取率%>

@[3

&) 公式%'&经倒数

和对数处理得公式%6&"将 O-#J

J

*%J

J

0J

3

&$对时间 )

作图"即得斜率 @

$

%J/-

0$

&) 则可求得半数提取时间

%)

$*2

" J/-&如公式%)&所示)

TT

<

)

j<

@_

i!$ 0@[L

0@

$

')

# !$#

TT

J

)

jJ

J

i!$ 0@[L

0@

$

')

# !2#

TT

!J

J

0J

)

# *J

J

j@[L

0@

$

')

!'#

TT

O-(J

J

*!J

J

0J

3

#) j@

$

') !6#

TT

)

$*2

jO- 2*@

$

!)#

如果豌豆多糖的溶出提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不是遵循理想的一级扩散动力学模式"而是 ; 级动

力学模式"类似海藻油的提取情况
#$6$

"则可以公式

%:&表示"其中 QJ

)

*Q)为时间 )%J/-&下的得率增加

速率'@

;

为 -N级提取速率常数'J

A

为尚未溶出的可

溶性多糖的得率) 公式 % : &取对数得公式 % 5 & "O-

% QJ

)

*Q)& 对 O- J

A

作图"可得斜率 ; 及截距 O- @

;

"@

;

单位为 J/-

0$

)

QJ

)

*Q)j.

;

'J

;

A

!:#

O-!QJ

)

*Q)# jO-@

;

k;'O-J

A

!5#

$&2&)T总糖含量的测定T

采用苯酚N硫酸法
#$)$

测定总糖含量) 根据主要

单糖组成决定混合糖标准品为 0%阿拉伯糖&h0%木

糖&h0%葡萄糖&h0%半乳糖醛酸&的 j$h%&)h%&:h

%&:)) 6 种糖预先混合后"称取 $% JR混糖标准品"

去离子水定容至 $% J?容量瓶得标准液"并将标准液

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2 e%&$ JR*J?标准液) 配制

$% J?%&$ JR*J?HHZ 样品溶液"经 1% f加热 $)

J/- 以完全溶解并冷却) 取标准液及样品液各 $ J?

于试管中"加入 %&) J?'% R*?苯酚溶液"混合均匀

后迅速加入 ) J?浓硫酸"振荡混匀放入 1) f水浴锅

中反应 '% J/-"在波长 6(% -J处测定吸光度"以混糖

标准品质量浓度 P%JR*J?&为横坐标"吸光度 J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后获得回归方程为 Jj

5&':)P0%&%%' 1 %>

2

j%&(((&) 将样品 HHZ 的吸

光度带入回归方程中"求出样品中总糖质量浓度"样

品中的多糖含量按公式%1&计算)

总糖含量*d j

测定得的总糖质量浓度

HHZ样品质量浓度
i$%% !1#

$&2&:T糖醛酸含量的测定

采用间羟基联苯法
#$:$

测定糖醛酸含量) 配制

$% J?%&$ JR*J?的 HHZ 样品溶液"以及 %&%$ e

%&$ JR*J?半乳糖醛酸标准品溶液"各取 $ J?于试

管中"在冰水浴下加入 : J?四硼酸钠*浓硫酸溶液"

充分振荡混合均匀"沸水浴 $% J/- 后取出"冷却至室

温"加入 %&$ J?$&) JR*J?间羟基联苯溶液"反应

2% J/- 后"测定在波长 )2) -J下的吸收值并建立标

准曲线方程!Jj$6&(2P0%&%2% 6%>

2

j%&(((&) 将

样品 HHZ的吸光度带入计算所得的回归方程中"求

出其中糖醛酸质量浓度"样品中糖醛酸含量按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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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醛酸含量*d j

测定得的糖醛酸质量浓度

HHZ样品质量浓度
i$%% !(#

$&2&5T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采用凯氏定氮法
#$5$

测定蛋白质含量) 称取

2&%%% R固体 HHZ样品至消化管中"加入 ) 粒催化粒

后于消化炉中进行消化) 蛋白质含量按公式 %$% &

计算!

TT 蛋白质含量*d j氮含量 i:&2) !$%#

$&2&1T灰分含量的测定

采用 >V)%%(&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灰分的测定-

#$1$

) 准确称量瓷坩埚质量 %-

$

&"

反复灼烧至前后 2 次称量相差不超过 %&) JR为恒

重) 称取 )&%%% % R样品于瓷坩埚中"先在 2%% f下

灼烧 $ D"使样品充分炭化至无烟"再在 ))% f下灼烧

: D 后"冷却至 2%% f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 '%

J/-"准确称取其恒重%-

2

&) 样品中灰分的含量按公

式%$$&计算!

TT 灰分含量*d j

-

2

0-

$

)&%%% %

i$%% !$$#

$&2&(T单糖组成测定

称取 $% JR多糖样品于具塞试管中"加入 2 J?

去离子水"在 1% f下加热磁力搅拌 '% J/-"使样品

充分溶解"再加入 %&6 JIO*?三氟乙酸溶液"密封后

于 $$% f烘箱中反应 ' D"使其充分水解) 取出冷

却至室温后"用氮吹仪吹干"并反复 ' 次加入甲醇

至吹干"最后加入 2 J?的超纯水溶解水解物"稀释

2% 倍"经 %&22

!

J微孔膜过滤后"进行高效阴离子

交换色谱分析)

采用 aD@8JI#\]N)%%%

k

高效阴离子交换色谱串

联脉冲安培检测器分析样品的单糖组成) 色谱柱!串

连保护管柱 % ' JJ i'% JJ& 的 \B8PIHB,

aW

H=2%

%' JJi$)% JJ&'进样量 2)

!

?'洗脱条件!2% JJIO*

?7B"<溶液 2% J/-"然后提高醋酸钠浓度梯度)% e

2%% JJIO*?$% J/-'流速 %&) J?*J/-'管柱温度 '% f)

采用 \D8IJ@O@I- 5 软件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

经对照 ( 种单糖标准品的洗脱尖峰和标准检量线进行

样品单糖组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T分子质量$分子粒径与固有黏度的测定

多糖样品用 %&$ JIO*?7B7"

'

溶液配制 $ JR*J?

的溶液"经 %&22

!

J微孔膜过滤后进行高效体积排阻

色谱%D/RD3L@8KI8JB-,@4/C@@[,OA4/I- ,D8IJB3IR8BLDM"

<H]X\& 系 统 分 析) 色 谱 柱! "<NLB. ]VN1%)<̂

%1&% JJi'%% JJ&和 "<NLB. ]VN1%'<̂ %1&% JJi

'%% JJ& 串联'流动相 %&$ JIO*?7B7"

'

溶液 %含

%&%2d 7B7"

'

&'流速 %&: J?*J/-'柱温 6% f'进样

量 $%%

!

?) 采用 =]ac=5&$&' 软件进行数据采集(

处理和分析)

$&2&$$T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实验重复 ' 次"数据以平均值 m标准偏差表示)

采用 "8/R/- H8I1&% 软件进行绘图与动力学参数的计

算) 以 ]H]] 43B3/43/,4$5&% 软件对单因素试验提取结

果进行 I-@ǸBM=7"g=显著差异分析) 以 !@4/R-N

X[L@831&%&: 软件进行响应面的多项式模型分析(方

差分析和绘图)

2T结果与讨论

D#BC单因素提取条件对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得率的

影响

图 $NB显示随着筛网目数从 6% 目提高到 1% 目

时" 以 (% f($&) D 提取条件所得多糖得率由 2&

:'d增加到 6&'2d %最高值 & "提高目数到 $%% e

$2% 目时无利于提高得率且轻微地降低得率"可能

与粉体太细(黏附性太高导致得率降低
#$($

有关) 由

于通过 6%(:%(1%($%% 和 $2% 目的粉粒粒径分别是

%&'1(%&2)(%&$1(%&$)和 %&$2 JJ"故知提取豌豆

种皮多糖的最佳粉粒粒径为 %&$1 JJ) 因此本研

究选择过 1% 目的原料粒度进行后续所有的多糖提

取试验) 图 $NP 显示"随着液料比从 $)h$增加到2)h$

%J?hR&时"以 (% f($&) D提取的得率从2&')d增加到

6&2'd"达到最大值"而液料比 '%h$ e')h$ %J?hR&时

得率没有显著增加或减少"说明液料比增加有利于提

高多糖的扩散溶出率
#2%$

"但多糖的溶出率有极限"过

高的液料比对于多糖得率无显著帮助"因此选择液料

比为2)h$进行后续多糖提取) 在提取温度方面 %图

$N,&"固定提取时间 $&) D 下"随着提取温度从 :% f

升高到(% f"所得多糖提取物的得率从 $&'6d显著

上升到 6&2$d"达到最大值"故高温促使多糖更易于

溶出
#2$$

"$%% f的得率没有显著异于 (% f"所以选

择提取温度为 (% f进行不同提取时间的探讨) 图

$NQ显示随着提取时间从%&) D到 $&) D"多糖得率显

著上升达到最大值%6&2'd&"更长的提取时间%2 e

2&) D&所得得率无显著差异"趋向平衡此表明多糖的

得率在提取时间增加到 $&) D 之后达到动态平

衡
#22$

) 综合以上结果"决定液料比 2)h$ %J?hR&(提

取温度 (% f和提取时间 $&) D 为后续响应面优化试

验设计的中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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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原料粒度'PN液料比',N提取温度'QN提取时间

图 $T原料粒度(液料比(提取温度及提取时间对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得率的影响)

S/R&$TXKK@,34IKR8B-AOB84/C@" O/_A/QN4IO/Q 8B3/I" @[38B,3/I- 3@JL@8B3A8@B-Q @[38B,3/I- 3/J@I- 3D@M/@OQ IK

B̀3@8N4IOAPO@LIOM4B,,DB8/Q@4K8IJA,'")$H&-?&4@@Q L@8/,B8L4

注!不同字母%BNQ&表示数据之间有显著差异%Au%&%)&

D#D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提取条件的优化

表 2 显示 $5 组响应面优化试验设计的提取条

件所得多糖的得率"以第 $: 组%提取条件为液料比

2) J?*R(1% f(2 D&的 $&65d最低'第 $) 组%液料

比 2) J?*R($%% f(2 D&的 6&6)d最高') 个平行的

中心条件 %第 1( $%( $$( $2 和 $5 组"液料比 2)

J?*R((% f($&) D&所得提取物得率介于 6&22d e

6&':d之间)

表 2 的得率经多项式回归模型与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于表 ') 最小平方差的回归方程式为!Jj0

5$&(1 k%&:6(P

$

k$&6'(P

2

0$&(1P

'

k '&)) i$%

0'

P

$

P

2

k'&%% i$%

0'

P

$

P

'

k%&$26P

2

P

'

0$&1: i$%

02

P

$

2

0(&%) i$%

0'

P

2

2

02&16 P

'

2

) 该模型的 F值为

26)&:('A值 u%&%%% $"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从 F

值和 A值判断可知所有一次项和大部份的二次项都

极显著"除了 P

$

P

'

项不显著之外' 影响因子的显著

性为提取温度%P

2

和 P

2

2

& l提取时间%P

'

和 P

'

2

& l

液料比%P

$

和 P

$

2

&) 模型的失拟项 A l%&%)"不显

著"说明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度达到显著水平'

模型的决定系数 >

2

j%&((5"表示该模型可描述实际

数据的变化程度达 ((&5d)

根据表 ' 的回归方程"将各项因素对多糖得率的

交互作用解析如图 2 所示) 图 2NB为固定提取时间

$&) D下"提取温度和液料比对多糖得率的曲面图和

表 DC不同提取条件下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得率

=.620DC )̂0275&+A.(0"15&28620,&2-5.44G.")705+"&':*

'")$;&5J#5007,0")4.",8*70"7)++0"0*(0M(".4()&*4&*7)()&*5

序号
液料比%P

$

& *

%J?*R

0$

&

提取温度

%P

2

& *f

提取时

间%P

'

& *D

多糖得

率*d

$ '% (% $ 2&('

2 2% (% 2 '&2(

' 2% 1% $&) 2&%5

6 '% 1% $&) 2&$'

) 2% $%% $&) '&':

: 2) 1% $ 2&$6

5 '% $%% $&) 6&$'

1 2) (% $&) 6&2:

( 2) $%% $ 2&:)

$% 2) (% $&) 6&':

$$ 2) (% $&) 6&22

$2 2) (% $&) 6&'6

$' '% (% 2 '&5:

$6 2% (% $ 2&6(

$) 2) $%% 2 6&6)

$: 2) 1% 2 $&65

$5 2) (% $&) 6&21

等高线图) 曲面图的对称性表明提取温度和液料比对

多糖得率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等高线图呈横向椭圆形"

显示温度的作用大于液料比的作用" 且在液料比 25&)

J?*R和 () f条件下得率极大化达 6&2'd) 由图 2NP

可知"当固定提取温度 (% f时"曲面图显示提取时间

和液料比对多糖得率也有显著的交互作用'等高线图

也呈横向椭圆形"显示提取时间的影响大于液料比"且

得率极大化%6&2$d&是在液料比 2:&2 J?*R和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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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由图 2N,可知"在固定液料比 2) J?*R下"曲

面图显示得率极大化方向是朝向高温度长时间的组

合"即提取温度与时间的影响相当'等高线图清楚显示

得率极大化的条件是 (: f($&1 D)

表 E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得率的多元回归模型与

方差分析结果

=.620EC%"07)4(07"09"055)&*'&702.*7:!\[:"0582(5

+&"-)0275&+,&2-5.44G.")705+"&' :*'")$;&5J#

5007,0")4.",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A值 显著性

模型 $)&(% ( $&55 26)&:( u%&%%% $

!!

液料比%P

$

&

%&'1 $ %&'1 )2&:6 %&%%% 2

!!

提取温度%P

2

&

)&5) $ )&5) 5((&$5 u%&%%% $

!!

提取时间%P

'

&

%&() $ %&() $'2&6' u%&%%% $

!!

P

$

P

2

%&$' $ %&$' $5&)' %&%%6 $

!!

P

$

P

'

2&2) i$%

06

$

2&2) i$%

06

%&%'$ %&1:6 :

P

2

P

'

$&)' $ $&)' 2$2&$' u%&%%% $

!!

P

$

2

%&($ $ %&($ $2:&6( u%&%%% $

!!

P

2

2

'&6) $ '&6) 65(&': u%&%%% $

!!

P

'

2

2&$2 $ 2&$2 2()&%% u%&%%% $

!!

残差 %&%)% 5

5&$( i$%

0'

失拟项 %&%'5 ' %&%$2 '&52 %&$$1 6

纯误差 %&%$' 6

'&'2 i$%

0'

总和 $)&() $:

决定系数%>

2

&

%&((5

TT注!

!!

"非常显著水平%Au%&%$&&

BN固定提取时间为 $&) D 的曲面图和等高线图'PN固定提取温度为 (% f

的曲面图和等高线图',N固定液料比为 2) J?*R的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图 2T提取因子对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得率的交互作用

响应面图

S/R&2Tc@4LI-4@4A8KB,@LOI34B-Q ,IA-3@8LOI34KI8/-3@8B,3/Y@

@KK@,34IK@[38B,3/I- KB,3I84I- 3D@M/@OQ4IK̀ B3@8N4IOAPO@

LIOM4B,,DB8/Q@4K8IJA,'")$H&-?&4@@Q L@8/,B8L

TT综合观之"响应面回归方析预测得出最优化的提

取条件为! 液料比为 2)&:5 J?*R" 提取 温 度 为

($&'' f"提取时间为 $&)5 D"预估可得水溶性多糖

最大得率为 6&6:d) 为了验证该模型的可靠性"采

取容易操控的优化提取条件!液料比 2)h$ %J?hR&"

提取温度 ($ f"提取时间 $&) D"以 6% R样品量进行

' 次提取试验验证" 得到多糖得率为 % 6&'( m

%&6$&d"实际值与理论值接近"说明回归分析方程

式可靠"可以适切地预测实际值) 本文发现提取因子

对豌豆水溶性多糖得率的描述模型%表 '&与鹰嘴豆

%<$#45"5$4)$;&-?&&水溶性多糖
#2'$

相似"模型的 >

2

值皆高于 %&(("且大部份的提取因子项的贡献非常

显著%Au%&%%$&)

D#E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提取动力学

由于图 $NQ 为近似优化条件%液料比 2) J?*R和

(% f&下的多糖得率与提取时间的关系"可进一步数

学处理以了解优化条件下的提取动力学参数"所得结

果如图 ' 所示) 图 'NB显示豌豆水溶性多糖的相对

提取率 >

@[3

%公式%'&&随提取时间%)&有降低的趋势"

可以多项式 >

@[3

j%&%%1 ))

2

0$&1:')k$%%&5 %>

2

j

%&(((&适切地描述) 图 'NP 为一级扩散动力学关系

%公式%6&&"显示豌豆水溶性多糖的提取反应呈现两

阶段速率常数"前期%% e:% J/-&的速率常数 @

$

%即

斜率&为 %&%21 1 J/-

0$

'后期%:% e$2% J/-&的 @

$

为

%&%(% 5 J/-

0$

"大约为前期的 ' 倍"线性回归的相关

系数都很高%>

2

j%&(5$&'求得前期和后期的半数提

取时间%)

$ *2

& %公式%)&&分别为 26&$ 和5&: J/-) 这

后期提取速率常数高于前期的现象可能与后期豌豆

种皮粉粒充分水合膨润(促进多糖扩散溶出有关) 图

'N,为假设多糖的提取反应为 ; 级动力学%公式%5&&

所得的线性关系" 斜率% ; 值&为%&1%("截距%O- @

;

&

为 0'&562 )"即 @

;

j%&%2' 5 J/-

0$

"相关系数 >

2

高

达 %&(15'得半数提取时间%)

$ *2

&为2(&2 J/-)

综合而言"在本研究范围内"豌豆种皮水溶性多

糖的提取动力学为两阶段的一级扩散控制的动力学

模式"但整体上为一阶段的伪一级% ; j%&1$&动力学

模式"可能受原料因素%包括粒径大小(几何形状(组

成成分和结构&等所影响) 其中一级扩散反应的前

期 @

$

值接近于 ; 级反应的 @

;

值) 图 'NP 和图 'N,的

动力学回归线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显示在本研究分

析范围内多糖提取主要受扩散控制的溶出行为所主

导"热降解反应
#$$ 0$'$

并不明显"可忽略) 本研究的豌

豆种皮热水可溶性多糖的一级提取速率常数"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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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相对提取率'PN一级扩散反应模式',N; 级反应模式

图 'T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提取动力学

S/R&'TX[38B,3/I- ./-@3/,4KI8̀ B3@8N4IOAPO@LIOM4B,,DB8/Q@4K8IJA,'")$H&-?&4@@Q L@8/,B8L4

注!得率数据来自图 $NQ 的平均值

@

$

%%&%2( J/-

0$

&接近超声波辅助提取甘草多糖的速

率常数%@j%&%$) e%&%6: J/-

0$

"在温度 '2' e')'

U(声波功率 62% e:%% Z 下&

#$2$

"而后期 @

$

%%&%($

J/-

0$

&接近超声波辅助提取韭菜多糖的速率常数

%@j%&%11 e%&%(5 J/-

0$

"在温度 '%' e'2' U(声波

功率 26% e61% Z下&

#$$$

)

D#H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化学成分及单糖组成

上述优化提取条件所得水溶性多糖 HHZ经化学

组成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豌豆种皮多糖 HHZ的

总糖质量分数为 :1&:1d"糖醛酸质量分数为 2'&

))d"蛋白质质量分数为 1&%'d"灰分质量分数为 2&

$'d) 在单糖组成方面"HHZ的单糖组成种类多"摩

尔分数最高的是阿拉伯糖 %6%&$'d&"其次是木糖

%22&'(d&"半乳糖醛酸%$5&)'d&"以及少量的葡萄

糖%1&%5d&(半乳糖%5&)$d&及鼠李糖%6&':d&)

表 H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一般组成及单糖组成

单位!d

=.620HC:,,"&M)'.(04&',&5)()&*5.*7'&*&5.44G.")70

4&',&5)()&*5&+A.(0"15&28620,&2-5.44G.")70+"&'

:*'")$;&5J#5007,0")4.",

类
#

项目 HHZ

一般组成%质量分数& 总糖含量 :1&:1 m'&$'

糖醛酸含量 2'&)) m%&$1

蛋白含量 1&%' m%&$%

灰分含量 2&$' m%&):

单糖组成%摩尔分数& 阿拉伯糖 =8B 6%&$' m%&$1

半乳糖 >BO 5&)$ m%&1(

葡萄糖 >O, 1&%5 m%&%1

鼠李糖 cDB 6&': m%&%1

木糖 EMO 22&'( m%&51

半乳糖醛酸 >BO= $5&)' m%&2:

D#$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分子质量分布$分子粒

径与固有黏度

图 6 为 HHZ在 %&$ JIO*?7B7"

'

溶液中分子质

量分布的 <H]X\NW=??] 色谱图"示差检测器%c#&信

号%溶质浓度的指标&尖峰分布宽广"呈现 ' 个色谱

尖峰在 22( 25 和 '' e'6 J/-" 尖峰占比分别为

$1&:d(:$&5d(和 $(&5d) 光散%?]&信号%分子粒

径的指标&显示 $ 个主要尖峰在 2$ J/- 处"伴随 $ 个

肩峰在 $1 J/- 处) 基于 c#和 ?] 信号计算所得分子

质量%G坐标&在 $1 e25&) J/- %即分子质量为 5 i

$%

6

e5 i$%

:

R*JI?&之间呈直线性的关系"显示此区

段的多糖分子构形特征有一致性"分子的色谱层析行

为符合体积排阻分析原理"可正确地检测样品的分子

性质参数'而 25&) e') J/- 区呈不规则波动"可能因

?] 信号太弱导致计算得的分子质量线波动或不准所

致) ' 个尖峰所对应的分子质量分别为 $&' i$%

:

(5 i

$%

6

和 : i$%

6

R*JIO"即 $ '%%(5% 和 :% .!B)

图 6T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 <H]X\NW=??] 色谱图谱

S/R&6T<H]X\NW=??] ,D8IJB3IR8BJKI8̀ B3@8N4IOAPO@

LIOM4B,,DB8/Q@4K8IJA$'&-'")$H&-?&4@@Q L@8/,B8L

通过 =]ac=5&$&' 软件分析得到的结果列于表

)) HHZ整体的重均分子量%0

`

&平均为''1&( .!B"

数均分子量%0

-

&平均为 (2&6 .!B"多分散系数 H!#

值%0

`

*0

-

&为 '&:5"均方根回旋半径 %>

R

&平均为

6:&1 -J"流体力学半径%>

D

&平均为 ''&1 -J"构形参

数
#

值%>

R

*>

D

&

#26$

为 $&'1'固有黏度值#

$

$为 1)&1

J?*R'马克N霍温N樱田关系式%WB8.N<IA /̀-.N]B.A8BN

QB8@OB3/I-4D/L" W<]"#

$

$ jOi0

"

`

&

#2)$

的参数 " j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52"O j$&$:' J?*R)

构形参数
#

值和 W<] 参数
"

值均与多糖在溶液

中的构象有关) 理论上"

#

值为 %&55) 时多糖构象为

紧密球体'$&) e$&1 时呈柔软无规则卷曲状'

#

2 时

为伸展性杆状'

#

值越大反应链的刚性越大
#26$

) 而

W<] 参数
#

值为 % e%&'' 时多糖呈球状' %&) e%&1

时呈柔软无规则卷曲状' l%&1 时呈半柔软申展性

链'$&1 e2 时为硬短杆状
#2)$

) HHZ 的
#

值 $&'1(

"

值%&'52" 反映其在 <H]X\分析时%%&$ JIO*?7B7"

'

溶液中&的分子链构象呈柔软无规则卷曲松散的球状)

表 $C豌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分子质量$分子粒径参数和固有黏度

=.620$CS&20482."A0)9G(5% '&20482."5)/0,.".'0(0"5% .*7)*(")*5)4I)54&5)()05&+A.(0"15&28620

,&2-5.44G.")705&+:*'")$;&5J#5007,0")4.",

分子质量 粒径参数 固有黏度 W<] 参数

0

`

*.!B 0

-

*.!B

H!#

>

R

*-J >

D

*-J

#

#

$

$ *%J?*R

0$

&

#

O*%J?*R

0$

&

''1&( m2&) (2&6 m$&% '&:5 m%&%) 6:&1 m%&5 ''&1 m%&% $&'1 1)&1 m%&) %&'52 $&$:'

D#KC不同提取条件和豆科种类的影响

针对豆科种皮水溶性多糖提取的优化条件"本研

究的豌豆水溶性多糖的提取条件%液料比 2) J?*R"

($ f" $&) D & 与 鹰 嘴 豆 水 溶 性 多 糖 % 液 料 比

26 J?*R" (( f" 2&1 D&

#2'$

及大豆水溶性多糖%液料

比2) J?*R" (% f" :1 J/-" L<)&)&

#2:$

的提取条件

部分相近似)

比较豌豆种皮以不同溶液直接提取的多糖"在得

率方面"本研究的水溶性多糖得率%6&6d&接近高酸

中温提取%'&'d e6&1d&

#:$

"但低于柠檬酸液提取

的%(&1d&

#:$

以及采用乙二胺四乙酸加聚半乳糖醛

酸酶和纤维素酶辅助提取的果胶得率 % (d e

$2d&

#)$

) 在单糖组成方面"本研究的水可溶性多糖

%阿拉伯糖h木糖h半乳糖醛酸摩尔比 j$h%&))h

%&6)&比冷碱溶性多糖%阿拉伯糖h木糖h半乳糖醛酸

摩尔比 j$h%&21h%&5(&

#2$

具有相似的阿拉伯糖比

率(较高的木糖比率及较低的半乳糖醛酸比率"显示

热水可溶多糖含有较多聚木糖(较少的果胶含量"但

聚阿拉伯糖在热水和冷碱溶提得的多糖中存在量相

似) 且豌豆水可溶性多糖的中性糖含量高达 12&

)d"高于高酸提取得的多糖%为低甲氧基果胶&的中

性糖含量%$)d e':d&

#:$

)

比较不同豆科种皮的热水可溶性多糖"本研究的

豌豆水溶性多糖比鹰嘴豆水溶性多糖%半乳糖醛酸h

半乳糖h阿拉伯糖摩尔比 j62h2'h$'&

#25$

和大豆水溶

性多糖 ]<HN$#0%半乳糖醛酸&h0%半乳糖&h0%阿

拉伯糖&h0%鼠李糖& j65h$1h$6h$)$

#21$

具有较多的

聚阿拉伯糖和聚木糖(较少果胶) 不同地"绿豆%8$:2

;" 5"?$")" ?&&水溶性多糖含有 0%甘露糖&h0%半乳

糖醛酸&h0%半乳糖& j'6h22h$1

#2($

) Z=7>等
#'%$

发现大豆种皮水溶性多糖的乙醇区分物含多量的甘

露糖摩尔分数较高 % 25d e:$d&

#'%$

"而非 G=7>

等
#21$

所发现的富含半乳糖醛酸"可能是提取条件不

同所致) 大致上"豌豆种皮水可溶性多糖富含聚阿拉

伯糖和聚木糖' 鹰嘴豆种皮水溶多糖富含果胶'

$

豆种皮水溶性多糖富含聚甘露糖' 而大豆种皮水溶

性多糖富含果胶或聚甘露糖)

'T结论

本研究利用响应面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法"优化

制备豌豆种皮热水溶性多糖的最佳条件为!液料比

2) J?*R"提取温度 ($ f"提取时间 $&) D"最大得率

为 6&6d"所得回归方程式模型的适用性非常显著%A

u%&%%$&) 多糖得率与提取时间的关系可以两阶段

的一级扩散动力学模式"或以一阶段的伪一级 % ; j

%&1&动力学模式来描述都非常适切) 所得多糖的主

要单糖组成摩尔比为阿拉伯糖h木糖h半乳糖醛酸 j

$h%&))h%&6)) 整体分子的 0

`

为 ''1&( .!B'A+Q为

'&:5'>

R

为 6:&1 -J'

#

值为 $&'1'#

$

$为 1)&1 J?*R'

W<] 参数
"

为 %&'52) 分子链构象呈柔软无规则卷

曲松散的球状) 比较多种豌豆种皮多糖的单糖组成

和分子量分布图"可推知该水可溶性多糖含有聚阿拉

伯糖(聚木糖和果胶"非常适合用来制备高附加值的

聚阿拉伯糖和聚木糖"不同于其他豆科) 本研究成果

可为将来量产功能性豌豆多糖和产业应用提供理论

基础"为豌豆加工企业资源综合利用提供新的有效途

径) 此外"分离(纯化和规格化豌豆在种皮多糖区分

物(解析其结构N生物活性关系的研究也值得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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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易灵"彭群"叶之壮"等&微胶囊粒径对甜橙油中 +N柠檬烯释放特性的影响#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2$&!(% 0

(5&G#?/-R"HX7> Â-"GX;D/CDAB-R"@3BO&XKK@,3IKJ/,8I,BL4AO@4/C@I- 3D@8@O@B4@,DB8B,3@8/43/,4IK+NO/JI-@-@K8IJ

] @̀@3"8B-R@"/O#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 0(5&

微胶囊粒径对甜橙油中 <1柠檬烯释放特性的影响

易灵$

!彭群$

!叶之壮2

!陆洁毅2

!王超$

!段翰英$

!

$%暨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广东 广州")$%:'2&2%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2&

摘T要T为探究微胶囊粒径对甜橙油中主要风味物质 +N柠檬烯释放特性的影响!制备了 ' 种粒径的甜橙油微胶

囊!研究其在 '5 f!相对湿度 2)d#''d#)2d和 5)d 贮藏 ) 周 +N柠檬烯释放及其动力学!以及制成压片糖后在

水和酸模拟体系中 +N柠檬烯的缓释性能及机制" 结果表明!在相对湿度 2)d时!' 种粒径的微胶囊都具有较稳

定的 +N柠檬烯保留率" 而当相对湿度增加到 5)d!粒径越小!则 +N柠檬烯保留率越高" +N柠檬烯释放动力学结

果表明!释放速率常数 . 随着相对湿度增加而增加!粒径最小的纳米粒径胶囊具有最低释放常数" 相对湿度

2)d e''d 时!释放机制参数 ; u$!释放扩散速度受限!而当相对湿度为 5)d时!; l$" 在 2 种模拟食品体系

中!+N柠檬烯在 1% J/- 内已基本释放!表现出良好的缓释性" $% J/- 内压片糖中 +N柠檬烯释放符合 H@LLB4N]BDN

O/- 模型" 水体系中!+N柠檬烯遵循扩散释放机制$酸体系中!大粒径压片糖中 +N柠檬烯呈侵蚀释放机制!但在小

粒径压片糖和纳米粒径压片糖呈扩散释放机制"

关键词T微胶囊$粒径$释放动力学$+N柠檬烯$相对湿度

L++04(&+')4"&4.,58205)/0&*(G0"020.504G.".4(0")5()45&+

<12)'&*0*0+"&' <A00(\".*90\)2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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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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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7>\DB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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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甜橙油是柑橘属植物果实加工利用过程中重要

的副产物"作为天然安全的植物香料在食品行业中被

广泛应用) 甜橙油中主要的化合物是单萜烯(倍半萜

烯(碳氢化合物以及它们的氧合衍生物"其中 +N柠檬

烯含量高达 (5&6d

#$ 02$

"这些物质对 "

2

(光热和湿度

都非常敏感) 同时"甜橙油难溶于水的特性也不利于

其在食品体系中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通过微胶囊技术包埋甜橙油提高其稳定性和缓

释效果"从而拓展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微胶囊技术是指将固体(液体或气体包埋(封存

在微型胶囊内"成为一种固体微粒产品的技术
#'$

"从

而保护其免遭挥发和氧化损失"并实现风味的控制释

放
#6 0)$

) 乳化技术和包埋方法等是影响甜橙油微胶

囊性能的主要因素) 乳液的粒径大小对风味的释放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相比于高压均质的传统高压阀"

高压微射流技术具有更好的超微化(微乳化和均一化

效果"从而使制备的粒径更为均一"甚至达到纳米级

别) 喷雾干燥是一种简单(经济有效且广泛应用于精

油类包埋微囊化的技术
#:$

)

微胶囊粒径大小可能会影响许多性能"如粉末的

流动性(溶解速率(口感"甚至是产品的稳定性
#5$

)

研究表明"乳液粒径会影响喷雾干燥微胶囊的粒

径
#1$

"从而影响甜橙油微胶囊中 +N柠檬烯等风味物

质的稳定性和货架期
#1 0($

) 不同贮藏条件%温度(湿

度&下"芯材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性能和动力学
#$%$

) 因

此"研究 +N柠檬烯在贮藏时的释放机制将有助于评

估橙油类微胶囊的贮藏稳定性)

当甜橙油微胶囊添加到不同食品体系时"其主要

风味物质 +N柠檬烯的缓释效果将是影响其品质的重

要因素"而粒径大小可能会影响风味化合物的空间分

布"食品基质成分之间(基质成分与体系溶液之间的

相互作用) 现阶段关于甜橙油微胶囊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制备工艺及理化性质研究"而有关微胶囊粒径对

其风味物质缓释性能的研究却鲜少报道) 本研究通

过高压微射流均质和喷雾干燥制备了 ' 种不同粒径

的甜橙油微胶囊"研究在 '5 f不同相对湿度加速贮

藏过程中"粒径对 +N柠檬烯释放特性的影响"并通过

水和酸 2 种典型的食品模拟体系
#$%$

"建立甜橙油微

胶囊在不同食品模拟体系中的释放模型"以期为甜橙

油微胶囊的加工(贮藏和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T材料与方法

B#BC材料与仪器

$&$&$T主要实验材料

甜橙油"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松香甘油

酯"武汉远成共创科技有限公司'\=H]F?

$变性淀粉

%食品级&"宜瑞安食品配料公司'麦芽糊精 %!Xj

$1"食品级&"河南飞天有限公司'2N庚酮%色谱级&"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正己烷%分析纯&"天

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冰乙酸"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N柠檬烯%纯度 (5&1d&"德国 !cX公司'

蒸馏水)

$&$&2T主要仪器设备

a2) VB4/,F?ac=NaFcc=E高剪切混合器" 德国

#U=NZ@8.@公司'7B-I!@VXX高压微射流机" 美国

VXX公司'7B-I;] 纳米激光粒度仪"英国马尔文仪

器有限公司'?=N()% 激光散射粒度分析仪"日本 <I8N

/PB公司'>X7X]G] $%]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aD@8JI],/@-3/K/,'51(%=N)(5)\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

仪(51(%V顶空气相色谱N5%%%\质谱联用仪(2% J?

顶空瓶"美国安捷伦科技'H?2%' 电子天平(!]\N)%%%

差示扫描量热仪(梅特勒N托利多 %上海&有限公司'

H=?c]#"\a\多功能气相色谱自动进样器 \a\=-BN

OM3/,4=>' $&)a单冲压片糖机"广州多顺有限公司'

Û N'%%X型超声波清洗器"北京赛欧华创科技有限公

司' =ZN2=型智能水分活度仪"无锡市碧波电子设

备厂)

B#DC实验方法

$&2&$T甜橙油微胶囊的制备

将 %&:6 .R的变性淀粉与 '&2 .R1% f的蒸馏水

在室温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2 D"制备连续相"常温下

放置过夜'同时制备 %&'2 .R混合油#-%甜橙油&h-

%松香甘油酯& j'h2$作为分散相) 在室温下将分散

相缓慢均匀加入到连续相中"同时用高剪切混合器在

( )%% 8*J/- 条件下混合 ) J/-"混合均匀后得到粗乳

液"均分为 ' 份)

为制备不同粒径大小的乳液"以粗乳液为对照"

将其余 2 份分别经高压微射流在 ) %%% L4/%$ L4/j

: 1(6&5)5 HB&压力下通过 2 次"22 %%% L4/压力下通

过 ' 次) 乳液中分别加入等量的麦芽糊精"按照彭群

等
#$$$

的方法进行喷雾干燥并收集粉末"分别得到大

粒径粉末%OB8R@N4/C@LÌQ@8"?H&(小粒径粉末%4JBOON

4/C@LÌQ@8" ]H&(纳米粒径粉末 % -B-IN4/C@LÌQ@8"

7H&) 将喷雾干燥后的粉末储存在密封容器中"% f

冷藏)

$&2&2T微胶囊粒径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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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胶囊的粒径由重组乳液的粒径表征) 重组乳

液参照文献#$2$配制!准确称取 $&%%% R粉末溶解于

( R水中"搅拌至完全溶解) 将激光散射粒度分析仪

设置好测量参数条件并校正调零"用胶头滴管吸取乳

液后滴加到样品池中"超声 '% 4待红色条示数达

1%d时进行粒径的测定"重复 ' 次取平均值)

$&2&'T微胶囊水分活度的测定

由水分活度仪测定微胶囊粉末的水分活度) 先

用饱和 7B\O溶液校准"再分别在%2) m$& f下测定"

重复 ' 次取平均值)

$&2&6T微胶囊水分质量分数的测定 ($')

称取喷雾干燥后 $%&%%% R粉末于干燥皿中"放

入真空干燥箱中"设置温度为 5% f"每隔 2% J/- 测

定粉末的质量"直至质量恒定"重复 ' 次取平均值)

粉末的水分质量分数按公式%$&计算!

水分*d j

-

%

0-

3

-

%

i$%% !$#

式中!-

%

"粉末的初始质量"$%&%%% R'-

3

"粉末达到恒

重后的质量"R)

$&2&)T微胶囊在贮藏过程中 +N柠檬烯释放特性

分别称取不同粒径的粉末 2% R置于相对湿度为

2)d(''d()2d和 5)d的干燥器中"并于'5 f恒温

箱中贮藏进行加速实验) 湿度由饱和 WR\O

2

溶液进

行调节"饱和盐溶液按照 >V)%%(&2'1+2%$: 配制)

分别在第 % %样品平衡后&($(2('(6() 周取样并用

>\NW] 测定 +N柠檬烯的峰面积"并计算其保留率"建

立释放动力学模型)

$&2&)&$T+N柠檬烯峰面积测定

参考 G=7>等
#$6$

的 >\NW] 方法并有所改进)

称取 %&$) R粉末"加入 %&1) R蒸馏水搅拌至完全溶

解"再缓慢加入 6 J?质量分数为 '&% JR*R的 2N庚酮*

丙酮内标液"静置 ) J/- 后将上述混合溶液过滤到进

样瓶中"密封"进行 >\NW] 分析)

>\NW] 条件参照彭群等
#$$$

方法"设定升温程序

为!初 始 温 度 )% f" 保 持 2 J/-" 以 升 温 速 率

$% f*J/-升至 $6% f"保持 2 J/-'再以升温速率 '%

f*J/- 升至 22% f"保持 2 J/-) 样品进样量为 $

!

?"不分流"溶剂延迟 '&) J/-)

$&2&)&2T+N柠檬烯保留率计算

甜橙油微胶囊中 +N柠檬烯的释放特性以 +N柠檬

烯的保留率表示"按公式%2&计算!

>*d j

+

)

Q

3

+

%

Q

%

i$%% !2#

式中!>"+N柠檬烯的保留率"d'+

)

"第 )周粉末中 +N

柠檬烯的峰面积'+

%

"平衡后粉末中 +N柠檬烯的峰面

积'Q

)

"第 )周时测定 2N庚酮的峰面积'Q

%

"平衡后测定

2N庚酮的峰面积)

$&2&)&'T+N柠檬烯释放动力学模型

+N柠檬烯的释放曲线可由 =Y8BJ/方程
#$) 0$:$

拟

合"如公式%'&所示!

>j@[L( 0!.)#

;

) !'#

式中!>"+N柠檬烯的保留率"d';"释放机制参数'."

释放速率常数')"贮藏时间"周)

$&2&:T微胶囊玻璃化转变温度!ROB4438B-4/3/I- 3@JN

L@8B3A8@" I

R

#的测定

微胶囊粉末在不同相对湿度平衡后"分别用差示

扫描量热仪测定其 I

R

) 准确称取 $%&%%% JR样品于

铝制坩埚里"密封后开始测定"并以空铝盘为参照样)

加热和冷却速率为 $% f*J/-"扫描的温度为 02% e

2%% f

#$5$

) 所有的样品首先通过加热破坏样品的热

历史"冷却后再加热) I

R

即第 2 次扫描的基线偏移

的中点)

$&2&5T甜橙风味压片糖的制备

按照质量比混匀各原料!山梨醇粉末 :%&6'麦芽

糊精 '%'硬脂酸镁 $'微晶纤维素 )'柠檬酸 2&)'三氯

蔗糖 %&$'甜橙油微胶囊 $"通过压片机制备甜橙风味

压片糖) 将 ?H(]H和 7H' 种微胶囊分别制备压片

糖"并标记为 ]N?H(]N]H和 ]N7H)

$&2&1T压片糖主要挥发性风味成分分析

取 ' 种压片糖各 2 片"分别放置于装有蒸馏水和

体积分数 'd乙酸溶液的 2% J?顶空瓶中"加盖密封"

平衡 $% J/- 后进顶空气相色谱N质谱联用仪进行分析)

$&2&(T模拟食品体系中 +N柠檬烯释放特性的测定

$&2&(&$T压片糖缓释预处理

以蒸馏水和体积分数 'd乙酸作为 2 种食品模

拟体系
#$1$

) 准确称取质量相近的压片糖 % %&:% e

%&:6 R&和 ) J?不同食品模拟体系溶液加入 2% J?

顶空瓶中"加盖密封"在 '% f分别平衡 2(6(:(1($%(

2%('%(6%()%(:%(5%(1%((% 和 $%% J/- 后"经顶空气

相色谱N质谱分析"读取 +N柠檬烯的峰面积)

$&2&(&2T顶空气相色谱N质谱分析

%$&自动进样器参数

样品瓶穿刺深度 2) JJ' 样品 瓶穿 刺速度

)% JJ*4'样品抽吸速度 $2 J?*J/-'进样口穿刺深度

6) JJ'进样口穿刺速度 )% JJ*4'预进样时间延迟

%&) 4'进样速度 $% J?*J/-'后进样时间延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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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时间 $% 4"振摇速度 2)% 8*J/-)

%2&>\NW] 条件

色谱柱!<HN)W] FO38B#-@83% $) J i2)%

!

J"

%&2)

!

J&"载气 <@"流量 $ J?*J/-) 设定升温程序

为!初始温度 )% f"保持 2 J/-"开始以升温速率

$% f*J/-升至 $2% f"保持 % J/-"之后以升温速率

)% f*J/- 升至 22% f"保持 $ J/-) 后运行时间

' J/-"温度为 2)% f) 进样量 $

!

?"不分流)

$&2&(&'T压片糖中 +N柠檬烯缓释动力学模型

将压片糖中 +N柠檬烯缓释曲线用 H@LLB4N]BDO/-

模型拟合"模型方程
#$($

如公式%6&所示!

0

)

.0

~

j.

$

)

-

k.

2

)

2-

!6#

式中!)"平衡时间'0

)

"平衡时间 )时风味分子的释放

量'0

~

"风味分子的初始量'.

$

"扩散%S/,./B-&速率常

数'.

2

"侵蚀%非 S/,./B-&速率常数'-"释放可控的系

统纯 S/,./B- 扩散指数)

B#EC数据统计与分析C

数据以均值 m标准差表示"利用 ]H]] $(&% 软件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Au%&%) 为差异显著) 采用

"8/R/- H8I1&% 软件进行绘图)

2T结果与分析

D#BC甜橙油微胶囊物理性质

喷雾干燥后得到的 ' 种甜橙油微胶囊基本性质

如表 $ 所示) 经高压微射流不同均质压力和次数得

到 ' 种具有显著粒径差异的微胶囊) 随着高压微射

流压力的增加"乳液粒径分布范围越窄"粒子分散越

均匀"从而形成更均匀和更小粒径的微胶囊"这与彭

群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粒径大小的粉末含水

量都低于 6d%质量分数&"符合经喷雾干燥加工的商

业化产品的水分含量要求%'d e:d&

#2%$

) 水分活度

无显著差异"说明粉末的水分含量和水分活度应直接

与喷雾干燥进出风温度有关
#2$$

) 因此"?H(]H和 7H

粒径有显著差异"可进一步研究粒径对微胶囊中 +N

柠檬烯的释放特性的影响)

表 BC甜橙油微胶囊的物理性质

=.620BC%G-5)4.2,"&,0"()05&+5A00(&".*90&)2')4"&4.,58205

均质压力*

L4/

微胶囊
平均粒径*

!

J

水分质量

分数*d

水分

活度

无压力 ?H

$&$5' m%&$$5

B

'&)) m%&%2)2

B

%&2'1 m%&%%%

B

) %%% ]H

%&'$' m%&%1$

P

2&() m%&%211

P

%&2)2 m%&%%2

B

22 %%% 7H

%&$5' m%&%$1

,

'&6) m%&%$)2

B

%&2'1 m%&%%%

B

TT注!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性%Au%&%)& %下同&

D#DC粒径对贮藏过程中 <1柠檬烯释放特性的影响

+N柠檬烯是甜橙油微胶囊的主要风味物质"因

此"通过微胶囊贮藏过程中 +N柠檬烯保留率探讨其

释放规律) ' 种粒径微胶囊在 '5 f不同相对湿度贮

藏 ) 周后"+N柠檬烯保留率结果见图 $)

#

N?H'PN]H',N7H

图 $T不同粒径微胶囊在加速贮藏过程中 +N柠檬烯的保留率

S/R&$TXKK@,3IKLB83/,O@4/C@I- +NO/JI-@-@8@3@-3/I- QA8/-RB,,@O@8B3/-R43I8BR@

TT?H(]H和 7H中 +N柠檬烯在 ) 周内都有不同程

度下降) 经 ) 周后"在低湿度下 %相对湿度 2)d&"

?H(]H和 7H的 +N柠檬烯的保留率均较高"分别为

()&:d((5&6d和 (:&$d) 而湿度增加时%相对湿度

5)d&"?H和 ]H的 +N柠檬烯保留率分别降到 5$&'d

和 1'&6d"但7H仍有 ($&(d) 说明粒径和相对湿度

都会对贮藏期间 +N柠檬烯的释放产生影响) +N柠檬

烯的释放与微胶囊壁材性质(表观形貌等都有关系"

同时也与 +N柠檬烯的氧化有关"一旦发生氧化"+N柠

檬烯保留率就会下降) 微胶囊孔隙型微结构使得氧

气和水分可进入壁材及囊芯"使得芯材发生氧化等反

应
#22$

) 相对湿度越高"微胶囊亲水壁材在长期贮藏

中吸收更多水分"发生溶胀"表观形貌改变"导致表面

裂纹增加"且粒径越大颗粒微球表面纹路更多
#2'$

"如

果微胶囊的粒径过大"甚至易于破裂"从而导致精油

更易释放或氧化
#26$

) 因此"粒径最小的7H在不同相

对湿度下 +N柠檬烯损失最小) 有研究表明"纳米粒

径的橙皮精油微胶囊囊壁比较完整"有少量凹陷和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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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但没有裂痕出现"因此其贮藏时氧化程度较低
#$$$

)

将 ' 种粒径微胶囊的 +N柠檬烯保留率与时间的

数据进行拟合"发现在不同相对湿度下 +N柠檬烯的

保留率遵循 =Y8BJ/方程
#$:$

"从而得到粒径和湿度对

+N柠檬烯的释放速率常数 . 以及释放机制参数 ; 的

关系%图 2&) 图 2 表明"+N柠檬烯的 . 随着相对湿度

增加而增加"粒径最小的 7H的 . 最低) 低湿度环境

下"随着相对湿度从 2)d增加到 ''d"]H和 ?H的 .

值分别增大 )&$ 和 :&6 倍"而 7H仅增加 $&2 倍) 一

般来说"在较低的湿度%相对湿度 2)d&条件下"基质

仍然处于玻璃态"囊壁通透性很小
#$:$

"水分子和柠檬

烯分子保持较低的迁移率) 随着相对湿度增加到

''d"由于水分子的塑化作用"结构开始变化"处于

高流动性状态
#$:$

"分子迁移率增加"因此 +N柠檬烯

释放加快) 当相对湿度从 )2d增加到 5)d"?H(]H

和 7H的 . 值增幅变小"分别为 '5d($(d和 1d)

这表明微胶囊由于水化作用"开始黏附形成高弹态

%糊状&

#2)$

"由于有效的表面积减少"促使 +N柠檬烯

的释放损失减少"因此释放速率增加缓慢)

BN释放速率常数'PN释放机制参数

图 2T不同粒径微胶囊中 +N柠檬烯释放速率常数和

释放机制参数

S/R&2TXKK@,3IKLB83/,O@4/C@I- 3D@8@O@B4@8B3@,I-43B-3

B-Q 8@O@B4@J@,DB-/4JKB,3I8IK3D@+NO/JI-@-@

理想条件下的微胶囊释放过程符合零级动力

学方程% ; j%& "即微胶囊的释放过程为恒速释放"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实际释放过程很难实现零

级释放
#2:$

) 图 2 表明"低湿度环境下 %相对湿度

2)d e''d& "?H(]H和 7H的 ; u$"这说明粉末中

+N柠檬烯的释放可能介于扩散限制动力学和一级

释放之间'而在较高的相对湿度时%5)d& "; l$"说

明随着相对湿度的升高"微胶囊释放速率呈增大趋

势"因此在微胶囊贮藏过程中应对相对湿度进行严

格控制)

为进一步探讨粒径和相对湿度对 +N柠檬烯释放

特性影响的机理"将 ' 种微胶囊在 '5 f不同相对湿

度进行平衡后"测定其 I

R

"结果见表 2)

表 DC不同粒径微胶囊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单位!f

=.620DCW2.55(".*5)()&*(0',0".(8"0&+7)++0"0*(

,."()4205)/0')4"&4.,58205

样品
相对湿度

2)d ''d )2d 5)d

?H

:2&%' m%&22

P

:$&'( m%&25

P

)$&'$ m%&26

B

62&(2 m%&''

B

]H

11&%5 m%&22

,

:$&:) m%&22

P

6:&62 m%&2$

P

62&66 m%&2'

B

7H

$%%&2) m%&2%

B

56&6) m%&2%

B

61&52 m%&26

P

62&16 m%&2$

B

TT在低湿度环境下%相对湿度 2)d&"?H(]H和 7H

的 I

R

分别为 :2(11 和 $%% f"具有显著的差异"且

7Hl]Hl?H"说明粒径越小"I

R

越高) 食品体系中

I

R

容易受温度和水分含量变化的影响"在低温或低

水分含量状态时"食品体系中的非晶体结构处于固态

和玻璃态"几乎无分子运动) 相对湿度 2)d时"微胶

囊贮藏的温度%'5 f&远低于 I

R

"体系处于玻璃态"

从而 +N柠檬烯释放受限"因此 ; u$) 其中 7H的 I

R

最高"因此其 +N柠檬烯 . 以及 ; 都是最小'而当相对

湿度增加后"I

R

逐渐下降"相对湿度为 5)d时"' 种

微胶囊的 I

R

无显著差异"都在62 f左右"与贮藏温

度接近) 当食品体系中的非晶体结构达到或接近

I

R

"其由无定形的玻璃态变化到更具渗透性的橡胶

态"分子运动速度增加"导致体系中挥发性风味物

质的扩散损失以及小分子如水("

2

分子等的迁

移
#2)$

"因此 ' 种粒径的微胶囊都具有最高的 +N柠

檬 .(; 值)

D#EC压片糖特征性风味成分分析

将 ' 种微胶囊等量分别加入到压片糖"测定其特

征风味成分"根据其总离子流色谱图 %图 ' &"经

7#]a$6&?谱库检索成分"按照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所得组分的相对含量"结果如表 ' 所示) 可见"+N柠

檬烯是压片糖的特征性风味成分"因此"后续可通过

测定压片糖中 +N柠檬烯含量探讨微胶囊粒径对其缓

释释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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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压片糖中主要风味物质总离子流色谱图

S/R&'TaI3BO/I- KOÌ ,D8IJB3IR8BJIKKOBYI8,IJLIA-Q4

K8IJL8@44@Q ,B-QM

表 EC压片糖主要风味成分分析

=.620EC=G0'.Y&"I&2.()204&',&*0*(.*.2-5)5

&+,"055074.*7-

序号
保留

时间*J/-

化合物

名称
\=] 分子式

峰面

积*d

$ )&%)6 'N蒈烯 $'6::N51N(

\

$%

<

$:

2&%:

2 )&(5(

"

N蒎烯 $25N($N'

\

$%

<

$:

6&6'

' :&:'% +N柠檬烯 )(1(N25N)

\

$%

<

$:

$%%

D#HC粒径对压片糖中 <1柠檬烯缓释性的影响

留香程度是压片糖质量好坏及消费者满意程度

的评价标准之一"而这主要取决于其主要风味物质的

缓释效果"一般来说"缓释时间越长则产品质量越好"

反之越差)

研究表明"微胶囊的缓释与微胶囊的粒径(微球

的壁厚和孔隙有关"也受到环境温度(水分和空气含

量影响
#25$

) 为比较不同粒径微胶囊缓释性的差异"

将制备的 ' 种甜橙味压片糖分别在水体系和酸体系

中测定其 +N柠檬烯含量的变化"结果见图 6) 在 2 种

体系中"' 种压片糖中风味成分释放程度受粒径影响

不明显"在 '% f下"1% J/- 后基本已完全释放"表现

出良好的缓释性) '% J/- 内"]N7H中 +N柠檬烯的释

放速度最慢"缓释效果最好"表明压片糖中基体香精

%甜橙油微胶囊&的粒径对产品中风味的释放会产生

影响"基体粒径越小"其风味物质释放速度越慢"缓释

效果越好 )在酸体系中 "'% J/-内+N柠檬烯释放量

已达 :%d"而在水体系中释放量不到 6%d"说明在前

期"压片糖在酸体系中能更快地释放) 这可能是因为

初期微胶囊壁材在酸性环境中受到破坏"芯材迅速释

放"之后壁材会形成一种弹性膜"其机械强度增大"对

芯材的释放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从而形成控释
#21$

)

鉴于压片糖在口中停留时间通常低于 $% J/-"为

进一步对其风味释放机制进行探讨"通过对 $% J/-

内压片糖中 +N柠檬烯的释放进行拟合 %图 )&"发现

其符合 H@LLB4N]BDO/- 模型 %>

2

l%&(1&"该模型常用

于评价活性成分在系统结构中的 S/,./B- 和非 S/,./N

B- 扩散机制
#2($

"结果见表 6)

BN水体系' PN酸体系

图 6T三种压片糖在模拟体系下 +N柠檬烯含量变化

S/R&6TaD@8@O@B4@IK+NO/JI-@-@/- 4/JAOB3@Q JIQ@O4M43@J

表 HCBF ')*内 <1柠檬烯在模拟体系中 %0,,.51<.G2)*模型

=.620HC%0,,.51<.G2)*3)*0()45&+(G0<12)'&*0*0"020.50

,"&+)20)*5)'82.(07'&7025-5(0'5A)(G)*BF ')*

指标
]N?H ]N]H ]N7H

水体系 酸体系 水体系 酸体系 水体系 酸体系

@

$

$&56( % %&%$1 6 2&$66 ( 0%&'22 ( %&(6: 1 %&6:$ 6

@

2

0%&%52 5 %&2%% ' 0%&%(1 2 %&$56 2 0%&%2) ) %&%): 1

- $ $ $ $ $ $

>

2

%&(1( 5 %&(16 ( %&(15 1 %&(1( : %&((( $ %&(15 5

BN]N?H' PN]N]H' ,N]N7H

图 )T三种压片糖 $% J/- 内在模拟体系中 +N柠檬烯含量变化

S/R&) aD@8@O@B4@IK+NO/JI-@-@/- 4/JAOB3@Q JIQ@O4M43@J/- $% J/-



食品与发酵工业
S""!=7!SXcWX7a=a#"7#7!F]ac#X]

*'"""

!"!"'()*#$+(*!%%,(-.)#%&&

水体系中"' 种压片糖的模型�.

$

*.

2

�l$"表明 +N柠

檬烯的释放都遵循扩散释放机制"粒径未造成差异"

这可能与所用壁材亲水性有关
#2'$

'酸体系中" ]N?H

的模型�.

$

*.

2

�u$"+N柠檬烯呈侵蚀释放机制"但 ]N

]H和 ]N7H压片糖的模型�.

$

*.

2

�l$"+N柠檬烯呈扩

散释放机制"说明粒径大小会对释放机制产生影响)

ZF等
#'%$

研究发现"微胶囊表面的平滑度(粒径大小

会影响壁材溶胀时间和程度"从而造成芯材释放通

道(速度差异"导致其机制不同
#'$$

)

'T结论

本文研究了粒径对甜橙油微胶囊中主要风味物

质 +N柠檬烯在贮藏以及模拟食品体系中释放特性的

影响) 结果表明"在 '5 f不同相对湿度条件下贮藏

) 周的加速实验"发现在低湿度条件下 %相对湿度

2)d&"' 种粒径的微胶囊都具有较稳定的 +N柠檬烯

保留率) 而当湿度越高时%相对湿度 5)d&"粒径越

小"则 +N柠檬烯保留率越高) 7H经 ) 周后"其 +N柠

檬烯的保留率至少有 1:d"而 ?H和 ]H保留率可分

别降到 5$&'d和 1'&6d%相对湿度 5)d&)

进一步对加速实验中 +N柠檬烯的释放进行

=Y8BJ/公式拟合"结果表明"+N柠檬烯的释放速率 .

随着相对湿度增加而增加"粒径最小的 7H具有最低

速率常数) 低湿度环境下%相对湿度 2)d e''d&"

?H(]H和 7H中 +N柠檬烯的释放可能介于扩散限制

动力学和一级释放之间"+N柠檬烯的分子扩散速度受

限'而当相对湿度增大到 5)d"; l$"表明 +N柠檬烯

释放速率随着时间加快) 这可能是因为 ' 种粒径微

胶囊具有不同的 I

R

) 在低湿度环境下 %相对湿度

2)d&"I

R

有显著的差异"且 7Hl]Hl?H"说明粒径

越小"I

R

越高) 而当相对湿度增加后"其差异减小"

相对湿度 5)d时"I

R

都在 62 f左右"三者没有显著

I

R

差异)

在 2 种模拟食品体系中"在 '% f下"压片糖中

+N柠檬烯的释放于 1% J/- 后基本已完全释放"表现

出良好的缓释性"但压片糖在酸体系 '% J/- 内中释

放较快) 通过对 $% J/- 内压片糖中 +N柠檬烯释放曲

线进一步进行释放动力学分析"发现其符合 H@LLB4N

]BDO/- 模型"水体系中"' 种粒径微胶囊对风味物质的

释放都遵循扩散释放机制'酸体系中"粒径会对释放

机制产生影响"]N?H中 +N柠檬烯呈侵蚀释放机制"但

在 ]N]H和 ]N7H中呈扩散释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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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冉咏兰"阚建全&!X<H胁迫下萝卜的亚显微结构及应答转录组分析 #9$&食品与发酵工业"2%2%"6: %2$&!(1 0$%:&

c=7GI-ROB-"U=79/B-_AB-&]APJ/,8I4,IL/,438A,3A8@B-Q 38B-4,8/L3IJ@B-BOM4/4IK8BQ/4D /- !X<H438@44#9$&SIIQ B-Q

S@8J@-3B3/I- #-QA438/@4"2%2%"6:%2$&!(1 0$%:&

PLX%胁迫下萝卜的亚显微结构及应答转录组分析

冉咏兰!阚建全!

%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6%%5$)&

摘T要T为探究邻苯二甲酸二辛酯&Q/@3DMOD@[MOLD3DBOB3@!!X<H'胁迫下蔬菜差异基因的表达调控!以萝卜为试

验材料!以空白处理为对照!在不同 !X<H浓度&$%#'%#)% JR*.R'处理下!利用透射电镜观察萝卜块根亚显微结

构!运用转录组高通量测序技术&c7=4@_A@-,/-R!c7=N]@_'技术对萝卜块根样品进行应答转录组分析" 结果表

明%!X<H胁迫会破坏萝卜块根细胞的结构!导致细胞壁加厚变形!部分断裂!线粒体嵴数减少!内部嵴断裂变模

糊甚至解体!且污染浓度越大!破坏越严重" 在应答转录组分析中!$%#'% 和 )% JR*.R' 个污染组分别获得 )2

5%5 )5:#65 2:$ :5% 和 61 :)$ (2% 条 \O@B- c@BQ4!与对照组相比!分别产生 (11)#( '1) 和 $$ 11% 个差异表达基

因" 基因本体&>@-@"-3IOIRM!>"'分析结果显示%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代谢过程#刺激响应和催化活性等

生物学过程中" 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UMI3IX-,M,OIL@Q/BIK>@-@4B-Q >@-IJ@4!UX>>'分析结果表明%差

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苯丙氨酸代谢#亚油酸代谢#

#

N亚麻酸代谢#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甘氨

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苯丙酸生物合成#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等过程!其中丙氨酸N

乙醛酸转氨酶#精胺合成酶#脂氧合酶和乙酰辅酶 =酰基转移酶等通过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亚油酸代谢和

#

N亚麻酸代谢参与了萝卜的应答胁迫反应" 以上数据将有助于揭示萝卜块根在 !X<H胁迫下的应答机制和分

子基础!以及相关抗性基因的挖掘和分子辅助育种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T邻苯二甲酸二辛酯$萝卜$亚显微结构$转录组$差异表达基因

<86')4"&54&,)45("84(8"0.*7(".*54"),(&'0.*.2-5)5&+".7)5G)*PLX%5("055

c=7GI-ROB-"U=79/B-_AB-

!

%\IOO@R@IKSIIQ ],/@-,@" ]IA3D @̀43F-/Y@84/3M" \DI-R_/-R6%%5$)" \D/-B&

:;<=>:?=TaI@[LOI8@3D@@[L8@44/I- 8@RAOB3/I- IKQ/KK@8@-3/BOR@-@4/- Y@R@3BPO@4A-Q@83D@438@44

IKQ/@3DMOD@[MOLD3DBOB3@%!X<H&" IP4@8YB3/I- IK3D@4APJ/,8I4,IL/,438A,3A8@IK8BQ/4D 8II34̀ B4,I-N

QA,3@Q A4/-R38B-4J/44/I- @O@,38I- J/,8I4,IL@" BO4I" B-BOM4/4IK3D@8@4LI-4@38B-4,8/L3IJ@PMc7=N

]@_ 3@,D-IOIRMKI88BQ/4D 38@B3@Q PMQ/KK@8@-3,I-,@-38B3/I-4%$%" '% B-Q )% JR*.R& IK!X<H B̀4BLN

LO/@Q&aD@8@4AO34/-Q/,B3@Q 3DB3!X<H438@44Q@438IM@Q 3D@438A,3A8@IK8BQ/4D 8II3,@OO4" /̀3D 3D/,.N

@-@Q" Q@KI8J@Q I8LB83/BOOMK8B,3A8@Q ,@OÒ BOO4" B-Q /̀3D O@44J/3I,DI-Q8/BO,8/43B@B4̀ @OOB4POA88/-R

B-Q @Y@- Q/4/-3@R8B3/-R/-3@8-BO,8/43B@&</RD@8,I-,@-38B3/I- IK!X<HO@Q 3IJI8@4@8/IA4QBJBR@&#-

3D@B-BOM4/4IK8@4LI-4@38B-4,8/L3IJ@" )2 5%5 )5:" 65 2:$ :5% B-Q 61 :)$ (2% \O@B- c@BQ4̀ @8@IPN

3B/-@Q /- 3D8@@,I-3BJ/-B3@Q R8IAL4" D̀/,D R@-@8B3@Q ( 11)" ( '1) B-Q $$ 11% Q/KK@8@-3/BOOM@[L8@44@Q

R@-@4" 8@4L@,3/Y@OM&>@-@"-3IOIRM%>"& B-BOM4/44DÌ@Q 3DB33D@Q/KK@8@-3/BOOM@[L8@44@Q R@-@4̀ @8@

JB/-OM,I-,@-38B3@Q /- 3D@P/IOIR/,BOL8I,@44@4IKJ@3BPIO/4J" 43/JAOA48@4LI-4@B-Q ,B3BOM3/,B,3/Y/3M&

=-Q UMI3IX-,M,OIL@Q/BIK>@-@4B-Q >@-IJ@4%UX>>& B-BOM4/4/-Q/,B3@Q 3DB33D@Q/KK@8@-3/BOOM@[N

L8@44@Q R@-@4 @̀8@JB/-OM/-YIOY@Q /- 3D@J@3BPIO/4J IKLD@-MOBOB-/-@" O/-IO@/,B,/Q"

#

NO/-IO@-/,

B,/Q" ROM,/-@" 4@8/-@" 3D8@I-/-@" ,M43@/-@B-Q J@3D/I-/-@" P/I4M-3D@4/4IKLD@-MOBOB-/-@" 3M8I4/-@"

38ML3ILDB-" LD@-MOL8IL/I-/,B,/Q B-Q ,B8I3@-I/Q&=OB-/-@NROMI[MOB3@38B-4BJ/-B4@" 4L@8J/-@4M-3DBN

第一作者!博士研究生%阚建全教授为通讯作者"XNJB/O!RB-+_$(:)b$:'&,IJ&

收稿日期!2%2%N%)N2:"改回日期!2%2%N%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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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LI[MR@-B4@" B,@3MON\I=\NB,@3MO38B-4K@8B4@LB83/,/LB3@Q /- 3D@438@448@4LI-4@IK8BQ/4D 3D8IARD

J@3BPIO/4JIK,M43@/-@B-Q J@3D/I-/-@" O/-IO@/,B,/Q B4̀ @OOB4

#

NO/-IO@-/,B,/Q&aI4AJAL" 3D@4@QBN

3BB8@D@OLKAOKI88@Y@BO/-R3D@J@,DB-/4JB-Q JIO@,AOB8PB4/4IK8BQ/4D 8II34A-Q@8!X<H438@44" B-Q

KI8J/-/-R8@O@YB-38@4/43B-,@R@-@4B-Q JIO@,AOB8NB44/43@Q P8@@Q/-R&

@0- A&"75TQ/@3DMOD@[MOLD3DBOB3@' >"3=";&''")$H&'?&' 4APJ/,8I438A,3A8@' 38B-4,8/L3IJ@' Q/KK@8@-N

3/BOOM@[L8@44@Q R@-@4&

TT萝卜%>"3=";&''")$H&'?&&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作

物"是我国重要的大众化蔬菜"其肉质根富含植物蛋

白(维生素 \(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

食用和药用价值) 2%$5 年我国萝卜种植面积达 $'%

万 DJ

2

"总产量达 6)%$ 万 3

#$$

) 地膜因其保温保墒(

抑制杂草等功能"在萝卜种植中被广泛使用"2%$) 年

我国地膜用量 $6)&) 万 3"覆盖面积 $1'$&1 万

DJ

2#2$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LD3DBO/,B,/Q @B43@84"

H=X4&作为增塑剂被添加到塑料中"由于在环境中具

有性质稳定"半衰期长"生物蓄积毒性较强等特

性
#'$

"美国国家环保局已将邻苯二甲酸二 %2N乙基&

己酯%Q/@3DMOD@[MOLD3DBOB3@"!X<H&(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Q/N-NPA3MOI83DINLD3DBOB3@"!VH&(邻苯二甲酸丁基

苄基酯%P@-CMON-NPA3MOI83DINLD3DBOB3@"VVH&(邻苯二

甲酸二甲酯%Q/J@3DMOI83DINLD3DBOB3@"!WH& (邻苯二

甲酸正二辛酯 % Q/N-NI,3MOI83DINLD3DBOB3@"!-"H&(邻

苯二甲酸二乙酯% Q/,3DMOI83DINLD3DBOB3@"!XH& : 种

H=X4列为优先控制的有毒污染物
#6 0)$

) !X<H作为

一种常见的 H=X4"在农业土壤中的浓度高于其他种

类的 H=X4"有研究表明广州(深圳蔬菜基地土壤中 :

种 H=X4的总含量为 '&%% e6)&:5 JR*.R"其中 !X<H

含量为 $&1: e2)&$2 JR*.R

#:$

'山东省青岛市花生(棉

花基地土壤!X<H含量最高达 2%&:( JR*.R

#5$

'山东省

莱州市农田土壤中 : 种H=X4的总含量为 6&:' e$)&)(

JR*.R"!X<H含量为 $2&6: e')&55 JR*.R

#1$

"显著高

于美国密西西比三角洲(丹麦和荷兰等欧美国家和地

区
#($

) !X<H通过土壤进入农作物中"杨延杰等
#$%$

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 !X<H对萝卜种子萌发和幼苗

根系生长呈现低促进高抑制的机制) \<=7>等
#$$$

研究发现 !X<H浓度的增加会影响蚕豆植物的 !7=

多态性"并对蚕豆苗造成可诱导急性氧化损伤并产生

遗传毒性作用) 近年来"H=X4在土壤中的含量和成

分
#$2 0$6$

(在 土 壤N蔬 菜 中 的 迁 移
#$)$

( 分 配
#$:$

( 富

集
#$5$

(对蔬菜生长的影响
#$1 0$($

等方面研究较多"而

对于植物对 H=X4的耐逆相关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较

少"二代高通量测序方法N转录组测序%c7=4@_A@-N

,/-R"c7=N]@_&技术因其精准度高(成本低"成为探索

植物体响应不同胁迫的基因网络分析的理想工

具
#2%$

"本研究利用c7=N]@_ 技术"对!X<H污染后的

萝卜块根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萝卜块根的差异表达

基因和代谢通路"探究萝卜响应 !X<H胁迫的分子

机制)

$T材料与方法

B#BC试验材料

供试种子"青岛蓉睦善良种有限公司.九斤王/'

供试土壤"重庆市潼南区前进村绿色蔬菜基地)

B#DC试验方法

$&2&$T盆栽试验

分别称取 !X<H)%($)% 和 2)% JR"溶于丙酮%分

析纯&"再加入) .R原始土壤中拌匀"即制得 ' 个污染

浓度 的 土 壤 !X<HNO% $% JR*.R&( !X<HNJ % '%

JR*.R&和 !X<HND %)% JR*.R&"在阴凉通风处放置

26 D"以去离子水调至最大田间持水量的 5%d"并将

其置于温室内平衡 $) Q"于 2%$( 年 6 月 ' 日播种"

2%$( 年 : 月 1 日收获"全生育期为 :( Q)

$&2&2T透射电镜观察

将萝卜根部组织样品切成 %&$ JJ

'

的小块"快

速放入质量分数 6d的戊二醛中固定"抽真空使样品

下沉"6 f下固定 26 D"利用 %&$ JIO*?磷酸缓冲液冲

洗 ' 次"用质量分数 $d锇酸固定 6 D"经乙醇梯度脱

水后用 XLI-1$2 环氧树脂包埋"超薄切片机切片"经

醋酸双氧铀N梓檬酸铅双重染色后在透射电镜下观

察(拍照)

$&2&'Tc7=的提取和 c@BQ 文库制备

采用 "J@RBHOB-3c7=./3试剂盒法提取萝卜块

根中的 c7="将经不同 !X<H浓度处理的萝卜样品

的总 c7=送广州基迪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OOAN

J/-B</]@_

aW

测序工作)

$&2&6T测序数据处理

将原始下机数据过滤后获得的 8@BQ4比对到参

考基因组上"利用 \AKKO/-.4组装得到已知的转录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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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的转录本"并对得到的基因进行表达量分析与统

计"分析差异表达基因% Q/KK@8@-3/BOOM@[L8@44@Q R@-@4"

!X>4&和功能富集途径)

$&2&)T样本间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使用 @QR@c软件对其进行 !X>4分析"筛选出不

同处理样品之间的 !X>4"并对其显著性水平 %Au

%&%)&进行分析"将未受污染的萝卜作为对照组

%\U&"计算出不同浓度 !X<H污染下的上调基因数

%?IR

2

8B3/Il2&和下调基因数%?IR

2

8B3/Iu2&) 上调基

因表明在 !X<H胁迫下基因表达量大于对照组"或某

些不表达的基因在 !X<H胁迫下开始表达"说明这部

分基因多与 !X<H胁迫的耐性有关) 下调基因表明

在 !X<H胁迫下基因表达量小于对照组"说明 !X<H

胁迫对植物的系统造成了伤害"使得活性下降"表达

量降低"大多与生理功能相关)

$&2&:T基因本体!>@-@"-3IOIRM">"#功能注释与分析

以 A

%

%&%) 为阈值"将筛选到的 !X>4利用 >"

4@_ 软件
#2$$

进行 >"富集分析"满足此条件的 >"

3@8J为显著富集的 >"3@8J"并以此来确定差异表达

基因所行使的主要生物学功能) 本试验通过研究

!X>4在 >"中的分布状况"了解不同浓度 !X<H污

染处理下各萝卜样本在基因功能层面上的差异)

$&2&5THB3D B̀M途径分析

利用 c语言软件"筛选条件以 ^值
%

%&%) 为阈

值"满足此条件为在 !X>4中显著富集的 LB3D B̀M"并

在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 %UMI3IX-,MN

,OIL@Q/BIK>@-@4B-Q >@-IJ@4" UX>>& 中进行注

释
#22 02'$

"通过 UX>>代谢途径显著性富集分析来确

定 !X>4参与的相关信号转导和生化代谢途径)

B#EC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X[,@O2%$' 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和绘

图"利用 3N检验分析各污染浓度萝卜的差异显著性)

2T结果与分析

D#BCPLX%胁迫对萝卜块根超微结构的影响

细胞壁作为植物的特有结构"有维持细胞形状(

运输物质和传递信息的作用"也是外界物质进入细胞

内部的第一屏障
#26$

"由图 $ 可知"对照组中的萝卜细

胞壁界限清晰"整齐平滑"厚薄均匀'在 $% JR*.R!XN

<H处理下萝卜细胞壁变厚'在 '% JR*.R!X<H处理

下萝卜细胞壁继续加厚"厚薄不均"并出现质壁分离

的现象"细胞膜和细胞壁之间有深色颗粒沉淀物'在

)% JR*.R!X<H处理下萝卜细胞壁变形严重"有断裂

的现象"质壁分离现象加重"并在细胞膜和细胞壁之

间有更多的深色颗粒沉积物)

图 $T!X<H对萝卜根部细胞壁超微结构的影响

S/R&$TXKK@,3IK!X<HI- ,@OÒ BOOAO38B438A,3A8@IK8BQ/4D

由图 2 可知"对照组中的萝卜线粒体结构清晰"

呈圆形或椭圆形"双层被膜和内部嵴结构完整'在

$% JR*.R!X<H处理下萝卜线粒体数量减少"体膜结

构变化不大'在 '% JR*.R!X<H处理下萝卜线粒体

数量进一步减少"出现空泡化"内部嵴的数量变少"嵴

突变得模糊'在 )% JR*.R!X<H处理下萝卜线粒体

损伤更加严重"内部嵴断裂"线粒体变模糊解体) 线

粒体结构的损伤将会影响植物体三羧酸循环"使细胞

呼吸减弱"抑制信号传递"还会影响各种酶的活动)

图 2T!X<H对萝卜根部细胞线粒体超微结构的影响

S/R&2TXKK@,3IK!X<HI- J/3I,DI-Q8/BAO38B438A,3A8@IK8BQ/4D

D#DC转录组测序结果统计与分析

2&2&$T转录组数据质量评估

信息分析前对下机数据进行质控与过滤"由表 $

可知" 通 过 对 样 品 的 转 录 组 测 序" 分 别 获 得

)% %5$ 2%%()2 5%5 )5:(65 2:$ :5% 和 61 :)$ (2% 条

\O@B- c@BQ4"经过整理和筛选分析"得到 <̂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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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 (&) '**"+( *(, '-*"&* )(' )(- 和

&. +*. (,& 条!各样本的 /012"#3 !"#$%均有所下

降!相对于 12"#3 !"#$%!筛选后的 /012"#3 !"#$%占

'-4(+5"'.4',5"'-46(5和 '.4..5# & 个样品的

0,6 均大于 '-5!0)6 均大于 '+5!测得序列的 71

含量占 &.5以上!说明转录组测序质量较高!可以进

行下一步的数据整理和分析#

表 !"数据信息统计表

#$%&'!"()$)*+)*,+-./012('3

样品 原始碱基数 过滤碱基数 0,685 0)685 7185 985

1: +6 6.( ,66 &' (&) '** '-4.) '+4'' &.4*6 646(

;</=>2 +, .6. +.* +( *(, '-* '-4.6 '+4'& &.4)6 646(

;</=>? &. ,*( *.6 &* )(' )(- '-4.6 '+4'& &.4)) 646(

;</=>@ &- *+( ',6 &. +*. (,& '-4*& '+4.- &.4*, 646(

,4,4,A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以 !B646+ 为筛选条件筛选差异表达基因后作

火山图!由图 ) 可知$红色点代表上调基因!绿色点代

表下调基因!黑点代表非差异基因# 在 (6 ?C8DC处

理下!与 1:相比!产生 ' --+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上调差异表达基因 + '') 个!下调差异表达基因) -',

个%在 )6 ?C8DC处理下!相比 1:产生 ' )-+ 个差异

表达基因!其中上调差异表达基因 * )&* 个!下调表

达基因 ) 6)' 个!上调基因数量大于下调基因数量%

在 +6 ?C8DC处理下!相比 1:产生 (( --6 个显著差

异表达基因!其中上调差异表达基因 . ))* 个!下调

差异基因 & +&& 个# ) 个浓度污染下的上调基因数量

均大于下调基因数量#

#>(6 ?C8DC处理%E>)6 ?C8DC处理%F>+6 ?C8DC处理

图 )A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

GHC4)A;HII"J"3KH#2"LMJ"%%"$ C"3"NO2F#3O?#M

AA通过维恩图&图 &'分析!在 + (6( 个差异重叠基

因中!有 & -+- 个差异基因表达趋势一致!,&) 个差异

基因表达趋势不一致!不一致的基因中 1:N%;</=>2

上调基因 -* 个! 1:N%;</=>?上调基因 (,' 个! 1:

N%;</=>@ 上调基因 (+) 个# 随着污染浓度的加大!

越来越多的下调基因变为上调!说明萝卜为适应或抵

抗 ;</=胁迫!让更多基因参与到应答反应中# 1:

N%;</=>2中上调的 -* 个基因主要是与蛋白激酶"脱

氢酶"调节蛋白"转录蛋白"结合蛋白"过氧化物酶"谷

胱甘肽等相关的基因
(,+ P,')

!这些基因的上调表达都

与萝卜块根的抗性相关!说明其可以抵御一定的 ;<>

/=胁迫!但随着污染浓度的增加!-* 个基因在 1:N%

;</=>?中有 - 个基因变为下调!在 1:N%;</=>@

有 -) 个基因变为下调!说明随着污染浓度的增加!

;</=胁迫会对萝卜造成严重伤害!也说明了萝卜对

;</=的抵御是有限度的#

,4,4)A差异表达基因的 7Q富集分析

图 &A差异表达基因维恩图

GHC4&A;HII"J"3KH#2"LMJ"%%"$ C"3"R"33 $H#CJ#?

研究发现!与空白组相比!) 个 ;</=污染浓度

处理后分别有 , ,-6", (,* 和 , 6)6 个 ;<7%被 7Q

注释到生物过程 & EHO2OCHF#2MJOF"%%!S='"细胞组分

&F"22T2#JFO?MO3"3K!11'和分子功能&?O2"FT2#JIT3F>

KHO3!UG') 个大类别!由图 + 可知!在富集最显著的

前 &6 个 7QK"J?中!集中在生物进程的 7QK"J?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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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个!集中在细胞组分的7QK"J?有 (, 个!集中在分

子功能的 7QK"J?有 (( 个# 其中细胞过程"代谢过

程"单有机体过程和刺激响应是生物过程大类中最主

要富集的通路!细胞成分"细胞区域和细胞器是细胞

组分大类中最主要富集的通路!催化活性和结合是分

子功能大类中最主要富集的通路#

(>代谢过程%,>定位%)>生长%&>细胞成分组织或生物发生%+>生物调控%*>繁殖%.>免疫系统过程%->生殖过程%'>节律过程%(6>多细胞组织过

程%((>生物粘附%(,>多生物过程%()>细胞过程%(&>信号系统 (+>发展过程%(*>单有机体过程%(.>刺激响应%(->膜封闭腔%('>细胞连接%,6>细

胞外基质%,(>膜部件%,,>细胞成分%,)>细胞区域%,&>高分子络合物%,+>膜%,*>细胞器%,.>细胞器部分%,->细胞外区%,'>细胞外基质成分%)6>

信号传感器活动%)(>抗氧化活性%),>核酸结合转录因子活性%))>转录因子活性!蛋白质结合%)&>催化活性%)+>结构分子活性%)*>结合%).>电

子载流子活性%)->转运活性%)'>分子功能调节剂%&6>分子换能器活性

图 +A;</=污染下萝卜差异表达基因的 7Q功能分类

GHC4+A7"3"Q3KO2OC[IT3FKHO3#2F2#%%HIHF#KHO3 OI$HII"J"3KH#22["LMJ"%%"$ C"3"%#IK"J;</=KJ"#K?"3K

456"差异表达基因 7899富集分析

由表 , 可知!将 :<77数据库作为参考!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6 ?C8DC污染浓度下有 , ()) 个 ;<7%

注释到 :<77数据库中的 (,' 个分类代谢途径!显著

富集的有 ,6 个通路&!B646+'%)6 ?C8DC污染浓度

下有 ( ''( 个 ;<7%注释到 :<77数据库中的 ()6 个

分类代谢途径!显著富集的有 ,, 个通路&!B646+'%

+6 ?C8DC污染浓度下有 , *&( 个 ;<7%注释到 :<77

数据库中的 ()6 个分类代谢途径!显著富集的有 ,6

个通路&!B646+'#

其 中 DO66,.6" DO66+'(" DO66+'," DO66&66"

DO66,*6 等通路包含的差异基因较多!这些通路主要

涉及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亚油酸"

!

>亚麻酸代谢"

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和甘氨酸"丝

氨酸和苏氨酸代谢等过程#

45:"萝卜中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的反应

通过 :<77注释!分别有 *("*(".- 条 T3HC"3"%

被注释到代谢所在的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的

:<77通路!其中支链氨基酸转氨酶&,4*4(4&,'"精

胺合成酶&,4+4(4(*'"(>氨基环丙烷>(>羧酸合成酶

&&4&4(4(&'和蛋氨酸
"

裂解酶&&4&4(4(('在各污染

处理组中均上调%丙氨酸>乙醛酸转氨酶&,4*4(4&&'

在 (6 和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因有上调!在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因有上调8下调的趋势%胞嘧啶>

+>甲基转移酶&,4(4(4).'和硫代硫酸盐8)>巯基丙酮

酸硫转移酶 &,4-4(4, '在各污染处理组中均下调#

其中精胺合成酶 &%M"J?H3"%[3K@#%"!Z=UZ'"丙氨酸

乙醛酸转氨酶与抵御外部环境胁迫相关
()6 P)()

!胞嘧

啶>+>甲基转移酶与植物生长发育相关
(),)

#

光呼吸是光合作用的补充反应!当受到外界胁迫

时!植物会通过光呼吸消耗体内的乙醛酸!降低对细

胞的伤害!提高植物抗病性和抗逆性
()) P)&)

# 光呼吸

代谢时!转氨酶作为氨基酸代谢中重要的催化剂促成

乙醛酸的转氨反应!有研究表明丙氨酸>乙醛酸转氨

酶&#2#3H3">C2[OL[2#K"KJ#3%#?H3#%"!7VW'定位于线粒

体中!与乙醛酸代谢途径相关并参与了光呼吸途径!

小麦在低温"脱落酸"干旱和高盐处理下 7VW的表达

量均随胁迫的加大呈抛物线变化
()+)

# 本试验中随着

;</=污染浓度的增加!萝卜块根上调 7VW来加大

光呼吸作用!抵御 ;</=胁迫!但当浓度增加到 +6

?C8DC时!线粒体受到严重损伤甚至解体!导致 7VW

下降!影响萝卜耐受性!这与透射电镜中观察到线粒

体的变化一致#

多胺& MO2[#?H3"%!=V%'作为一种低分子量脂肪

族的含氮碱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有研究表明植物中

的多胺作为可溶性物质"核苷酸和细胞膜的保护物

质"活性氧清除剂等来参与细胞的抗逆过程!抵御外

部环境胁迫
(*!).)

# Z=UZ 在多胺合成后期将腐胺催化

合成精胺!\X等
()-)

研究发现多胺含量的增加可以提

高马铃薯耐非生物胁迫的能力!WV9QY等
()')

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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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盐胁迫下柑桔通过上调 =V%表达量改变其氧化

状态# 本试验中在 ;</=胁迫下萝卜中 Z=UZ 表达

量增加!且中高浓度污染下参与基因多于低浓度污

染!表明萝卜可通过调节多胺含量提高逆境抗性#

;9V甲基化是生物基因组中普遍的共价修饰方

式!参与了基因的表达调控"胚胎发育"细胞分化"基

表 4";8<=差异表达基因的 7899富集分析

#$%&'4"7899'>?*,@A'>)$>$&B+*+-.C*..'?'>)*$&&B

'DE?'++'CF'>'+G>C'?;8<=E-&&G)*->

:<77代谢通路 X;

差异基

因数

基因

总数
!

1:>N%>

;</=>2

苯丙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6(--

亚油酸 DO66+'( (( (' 64666,'.

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 DO66&66 ). (6' 64666&6,

类黄酮生物合成 DO66'&( ,6 +6 64666-.

芳香族化合物的降解 DO6(,,6 ' (* 6466(&)

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

苯丙素生物合成 DO66'&6 '6 )&* 6466)(.)

烟酸和烟酰胺代谢 DO66.*6 (- &' 6466&*+*

乙醚脂质代谢 DO66+*+ (' +& 6466*)&.

!

>亚麻酸代谢 DO66+', ,+ -6 646(6.-*

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 DO66'6* ,6 *( 646(,)6)

泛醌和其他萜类醌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

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

二苯乙烯"二芳基庚烷和姜辣素的生物合成 DO66'&+ )& (,, 646,(,+.

其他聚糖降解 DO66+(( () ). 646,,)()

卟啉与叶绿素代谢 DO66-*6 ,* '( 646)66**

氮代谢 DO66'(6 ,& -& 646)*((-

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 DO66,.6 *( ,&. 646).)-*

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 DO66,+6 ), (,6 646&&&6)

昼夜节律>植物 DO6&.(, ,+ '6 646&+(-*

1:>N%>

;</=>?

苯丙素生物合成 DO66'&6 '+ )&* ,4.6<>6+

硫代葡萄糖苷生物合成 DO66'** (& ,' 64666,**

托烷"哌啶和吡啶生物碱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66))+

亚油酸 DO66+'( (6 (' 64666-.

谷胱甘肽代谢 DO66&-6 +, (-- 6466(&(&

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 DO66&66 )) (6' 6466,(6*

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 DO66'6* ,( *( 6466,&((

氰胺酸代谢 DO66&*6 )- ()* 6466&-),

半乳糖代谢 DO666+, )& ((' 6466+(6.

烟酸和烟酰胺代谢 DO66.*6 (. &' 6466++,(

,>氧代甲酸代谢 DO6(,(6 &* (.& 6466*+(-

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

倍半萜和三萜类生物合成 DO66'6' (* &- 646(6*--

苯丙氨酸代谢 DO66)*6 ,+ -. 646()-+(

!

>亚麻酸代谢 DO66+', ,) -6 646(.*&.

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

1+ 支链二元酸代谢 DO66**6 ' ,+ 646)6*++

氮代谢 DO66'(6 ,) -& 646)6-).

淀粉和蔗糖代谢 DO66+66 '' &&- 646),,-(

酪氨酸代谢 DO66)+6 ,) -. 646&&-,(

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

异喹啉生物碱生物合成 DO66'+6 (* +* 646&+&).

续表 4

:<77代谢通路 X;

差异基

因数

基因

总数
!

1:>N%>

;</=>@

亚油酸 DO66+'( (+ (' (46,<>6*

硫代谢 DO66',6 &) ') &4*'<>6*

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 DO66&66 &. (6' (4..<>6+

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6),)

硫代葡萄糖苷生物合成 DO66'** (* ,' 64666&('

,>氧代甲酸代谢 DO6(,(6 *( (.& 6466()(*

乙醛酸和二元酸代谢 DO66*)6 +* (+' 6466(-

1+ 支链二元酸代谢 DO66**6 () ,+ 6466,'+-

苯丙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6.(

单巴坦生物合成 DO66,*( (& )6 6466.('.

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 DO66,.6 .- ,&. 6466.-'(

半乳糖代谢 DO666+, &( ((' 646(6&))

硒复合代谢 DO66&+6 (. &( 646(),-&

光合作用>触角蛋白 DO66('* (. &, 646(.,'+

泛醌和其他萜类醌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6,.+

卟啉与叶绿素代谢 DO66-*6 )( '( 646,..'+

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 DO66'6* ,, *( 646)(6..

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 DO66,+6 )' (,6 646),6+(

托烷"哌啶和吡啶生物碱的生物合成 DO66'*6 ,+ ., 646)+'&(

!

>亚麻酸代谢 DO66+', ,. -6 646&,.&)

因组印迹"]染色体失活等!甲基化水平不足将会影

响植物生长发育!胞嘧啶>+>甲基转移酶&;9V&F[KO>

%H3">+'>?"K@[2KJ#3%I"J#%"!+>U"1U<WX'可以识别特异

;9V碱基序列并催化其进行甲基化修饰# 大量研究

表明!在温度"化学试剂"金属等胁迫下会引起植物

;9V甲基化状态和程度的变化
(&6 P&,)

!GX99<7V9

等
(&))

在烟草中转入甲基转移酶反义基因 "#$(!发现

其 ;9V甲基化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植株开花时间"生

殖能力和花叶形态# 本试验中发现各污染组 ;</=

胁迫下 +>U"1U<WX表达量均下调!使得 ;9V甲基

化水平下降!同时 U<WX表达量的下调会间接影响纤

维素合成酶的表达进而导致纤维素合成下降
(&&)

!在

透射电镜观察中!萝卜块根细胞壁随污染浓度的增加

而变形甚至断裂!降低了细胞抵御外界胁迫的能力#

45H"萝卜中
!

2亚麻酸代谢的反应

通过 :<77注释!各 ;</=污染处理组分别有

,+",)",. 条 T3HC"3"%被注释到代谢所在的
!

>亚麻酸

代谢的 :<77通路!脂氢过氧化物裂解酶&/=̂('表

达基因在各污染处理组中均下调%乙酰辅酶 V酰基

转移酶&,4)4(4(*'在 (6 和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

因均有上调8下调的趋势!在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

因全部变为上调%(,>氧>植物二烯酸还原酶&(4)4(4&,'

在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因上调!在 )6 和 +6 ?C8DC

处理下!表达基因有上调8下调的趋势# 其中脂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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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裂解酶"乙酰辅酶 V酰基转移酶和 (,>氧>植物

二烯酸还原酶均与萝卜生长发育和品质有关#

植物在脂氧化过程中通过脂氢过氧化物裂解酶

&@[$JOM"JOLH$"2[#%"!/=̂ '催化脂氧合酶 &2HMOL[C"3>

#%"! Q̂]' 的反应产物脂氢过氧化物 & /=Q;或

/=QW'裂解生成短链醛和含氧酸
(&+)

!/=̂ 裂解产物

不仅可以挥发出植物特殊的芬芳气味!还参与植物抗

病虫"抗伤害和抗逆的防御响应# 有研究表明 /=̂

的催化反应与脂类代谢系统密切相关!其活性会被脂

类物质的抗氧化剂所抑制!同时 /=̂ 活性基团中的

G"

) _

还能与脂氢过氧化物作用形成烷氧基和铁羟络

合物!说明金属螯合剂也能抑制其催化活性
(&*)

# 在

;</=的胁迫下!萝卜中脂代谢活动加强!抑制了

/=̂ 活性!导致其基因表达下调!同时降低了特异气

味形成!影响萝卜质量#

乙酰辅酶 V酰基转移酶 &#F"K[2>1OV 1>#F"K[2>

KJ#3%I"J#%"!VV1W'是甲羟戊酸 &?"N#2O3#K"!URV'合

成的重要酶类!通过催化蛋白质的酰基化和去酰基化

来修饰植物蛋白质!调节蛋白质生物活性和基因表

达!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及主要活性成分的合成
(&.)

#

本试验中 VV1W表达量的变化说明 ;</=胁迫诱发

了萝卜的防御反应!与低中浓度相比!高浓度处理后

VV1W表达量增加!加快了 URV的合成!并通过

URV来抵御 ;</=胁迫#

茉莉酸类化合物是植物体内产生的天然植物激

素!包括茉莉酸"茉莉酸甲酯及茉莉酸衍生物
(&-)

!在

植物受到外界胁迫时作为信号分子调控下游相关基

因的表达水平!宋云等
(&')

研究发现茉莉酸不仅可以

调控植物生长发育!还在植物受到机械伤害"病虫害

等胁迫下作出防御响应# (,>氧>植物二烯酸还原酶

&(,>OLOM@[KO$H"3OHF#FH$ J"$TFK#%"!Q=!'是茉莉酸生

物合成&十八烷碳烯酸代谢途径'的正调控因子!有

研究表明植物中的 Q=!在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胁迫下

具有特异性表达模式!小麦在受盐胁迫时 Q=!( 基因

&$%&!'('上调表达以响应各种刺激因子!而 Q=!,

基因&$%&!','则因高盐处理表达受到抑制
(+6)

# 香

蕉中 (,>氧>植物二烯酸还原酶 &U#Q=!'在乙烯"枯

萎病胁迫下表达上调以响应胁迫!特别在茎和果实中

表达量较高
(+()

# 本试验中发现萝卜的 Q=!在低浓

度污染时表达基因上调!说明萝卜通过激活茉莉酸信

号抵御外来胁迫!但随着污染浓度增加!Q=!的部分

表达基因变为下调!也说明萝卜抵御胁迫的能力是有

限度的#

45I"萝卜中亚油酸的反应

通过 :<77注释!各 ;</=污染处理组分别有

(("(6"(+ 条 T3HC"3"%被注释到代谢所在的亚油酸的

:<77 通 路! 各 ;</= 污 染 处 理 组 中! Q̂]

&(4()4((4(,'在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因下调!)6

和 +6 ?C8DC处理下!表达基因有上调8下调的趋势#

在各处理组的分泌型磷脂酶 V

,

&)4(4(4&'表达基因

均上调!亚油酸 'Z 脂氧合酶&(4()4((4+-'表达基因

均有上调8下调的趋势# 其中 Q̂]"分泌型磷脂酶 V

,

均与抵御外部环境胁迫相关#

Q̂]能催化植物体内酚基甘油酯产生脂肪酸衍

生物!是植物脂肪酸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一般在逆

境条件下启动!与植物种子的萌发与老化"生长发育

进程"抗逆境胁迫和特有风味物质的产生密切相

关
(+,)

# 植物发生超敏 & @[M"J%"3%HKHN"J"%MO3%"!/!'

反应时!细胞膜崩裂"电解质渗漏"细胞降解!细胞膜

系统的破坏可能主要源于膜脂的过氧化反应! Q̂]

是植物体内膜脂过氧化反应中的重要酶类!其在催化

不饱和脂肪酸生成氢过氧化物脂肪酸的同时!产生大

量的活性氧!后者参与细胞膜脂的过氧化!破坏细胞

膜!导致细胞坏死# 有研究表明!用放线菌酮抑制

Q̂]的诱导后!也抑制了 /!反应# 同时! Q̂]还能

催化植物防卫反应信号分子的合成!通过脂氧合酶途

径合成的茉莉酸甲酯"茉莉酸酮酸和 .>异茉莉酸都

可激活植物的防卫基因
(+))

# 在 ;</=的污染下!各

处理组的 Q̂]均有下调!表明萝卜通过降低 Q̂]来

应对 ;</=的胁迫!但中高污染浓度下 Q̂]部分上

调!产生活性氧!导致萝卜防卫基因下调和细胞膜破

损!所以随着污染浓度增加!萝卜块根细胞壁开始变

形甚至断裂!并出现质壁分离#

磷脂酶 V

,

& M@O%M@O2HM#%"V

,

!=̂V

,

'作为一类能

水解磷脂甘油 1>, 酯键生成游离脂肪酸以及溶血磷

脂的酶类广泛存在于植物组织中!在细胞磷脂消化"

新陈代谢"信号转导以及宿主防御等生理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 =̂V

,

表达调节与伤害
(+&)

和病

原侵染
(++)

时的信号传导有关% 1/V=UV9

(+*)

研究发

现!植物 =̂V

,

会在受伤或逆境时被激活!且表达量

显著增加% Q̀Y97等
(+.)

发现在水稻黄单胞菌胁迫

下!体内磷脂代谢活动加强!=̂V

,

活性的积累还可以

迅速增加植物体内茉莉酸含量!对 ;</=胁迫作出防

御响应!但 =̂V

,

的活化也会导致质膜的破坏!这与

透射电镜观测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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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论

本研究以萝卜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不同浓度 ;<>

/=污染下萝卜与空白组的亚显微结构和转录组的差

异# 亚显微结构研究表明!;</=胁迫会破坏萝卜块

根细胞的结构!导致细胞壁加厚变形"部分断裂!线粒

体嵴数减少!内部嵴断裂变模糊甚至解体!且污染浓

度越大!破坏越严重# 应答转录组分析研究表明!通

过过转录组测序!分别获得 ' --+"' )-+ 和 (( --6 条

显著差异表达基因!且上调基因数量均大于下调基因

数量# 通过 7Q数据注释发现!差异表达基因在 7Q

中参与最多的生物过程是细胞过程"代谢过程"单有

机体过程和刺激响应!参与最多的细胞组分是细胞成

分"细胞区域和细胞器!参与最多的分子功能是催化

活性和结合# :<77富集分析得出!) 组不同污染浓

度下共同富集最多的主要通路是苯丙氨酸代谢"亚油

酸"

!

>亚麻酸代谢"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

合成"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苯丙酸生物合

成"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

通过比较空白组和 ;</=胁迫组的差异基因发现半

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亚油酸"

!

>亚麻酸代谢的差异

基因富集比例较高!说明萝卜在 ;</=胁迫下通过这

些通路来表达应激反应!值得进一步研究相关基因的

应激机制# 半胱氨酸与蛋氨酸代谢途径中的 7VW"

=V%和 +>U"1 U<WX!油酸代谢途径中的 Q̂]和

=̂V

,

!

!

>亚麻酸代谢途径中的 /=̂ "VV1W和 Q=!均

对 ;</=胁迫表现出抗性!说明显著差异基因对萝卜

的非生物胁迫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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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QGW:=1!aYWW9<!G!Z ŶZV!<9:QVa4RO2#KH2"MJO$TFK

OIK@"2HMOL[C"3#%"M#K@f#["NO2N"$ IJO?!<%5:1785.876%0)5& 4̂'

2"#N"%H3OFT2#K"$ fHK@ !5:83191-%55=0)-6%:MN4<%5:17)*17(a)4

=2#3K=@[%HO2!('')!(6($() P,&4

(&*)A9QQ!;<!U<<!UV!;Xa:<9Va/R!ZU<<:<9Z Z 1U!"K

#241@#J#FK"JHc#KHO3 OIK@J""F2O3"$ #3$ "LMJ"%%"$ ()>@[$JOM"JOLH$"

2[#%"H%O"3c[?"%IJO? #2I#2I#fHK@ T3T%T#2>>K"J?H3#2%"eT"3F"%

#3$ $HII"J"3K"3c[?"DH3"KHF%(a)4G<SZ "̂KK!,666!,*.$, &.) P

, &-,4

(&.)A王延莉!曹阳!梁凡!等4乙酰辅酶 V酰基转移酶 ( 基因研究

进展(a)4中国畜牧!,6('!++&(6' $&, P&*4

(&-)A蒋科技!皮妍!侯嵘!等4植物内源茉莉酸类物质的生物合成途

径及其生物学意义(a)4植物学报!,6(6!&+&,' $(). P(&-4

(&')A宋云!李林宜!卓凤萍!等4茉莉酸信号传导在植物抗逆性方面

研究进展(a)4中国农业科技导报!,6(+!(.&,' $(. P,&4

(+6)A;Q97\! \V97U! ]YG! "K#24\@"#KOLOM@[KO$H"3O#K"J"$TF>

K#%"C"3"W#Q=!( FO3I"J%%#2H3HK[KO2"J#3F"NH#"3@#3F"?"3KOI#E>

%FH%HF#FH$ %HC3#2H3C#3$ J"#FKHN"OL[C"3 %M"FH"%%F#N"3CH3C(a)4

=2#3K=@[%HO2OC[!,6()!(*(&)' $( ,(. P( ,,-4

(+()A许奕! 徐碧玉!宋顺!等4香蕉茉莉酸合成关键酶基因 U#Q=!

的克隆和表达分析(a)4园艺学报!,6()!,$,). P,&*4

(+,)A田英!刘廷旭!赵彩平!等4桃脂氧合酶基因的原核表达分析

(a)4西北植物学报!,6((!)&)' $&'' P+6)4

(+))A/YW!b<97/!/Yb!"K#24QN"J"LMJ"%%HO3 OIK@"KO?#KO()>2H>

MOL[C"3#%"C"3"KO?2OL;H3FJ"#%"%C"3"J#KHO3 OI"3$OC"3OT%d#%>

?O3HF#FH$ #3$ J"%H%K#3F"KOF2#$O%MOJHT?IT2NT?#3$ @HC@ K"?M"J#>

KTJ"(a)4=2#3KUO2"FT2#JSHO2OC[!"MOJK"J!,6()!)( &+'$( (&( P

( (&'4

(+&)AZ1/<!<!7G<!V!9Q̂ ;S4X3@HEHKOJ%OI#3H?#2M@O%M@O2HM#%"

V, "3c[?"%#J"%"2"FKHN"H3@HEHKOJ%OI#TLH3>$">M"3$"3KCJOfK@$H?>

M2HF#KHO3%OIIOJ#TLH3>H3$TF"$ %HC3#2KJ#3%$TFKHO3 ( a)4=2#3K#!

(''.!,6,$&*, P&*'4

(++)A1/V9;!VZ!/<X9ZW<X9=G! Q̂\ =Z4VFKHN#KHO3 OIM@O%M@O>

2HM#%"VE[M2#3K$"I"3%""2HFHKOJ%(a)4=2#3K=@[%HO2!(''*!((6$

'.' P'-*4

(+*)A1/V=UV9:;4=@O%M@O2HM#%"#FKHNHK[$TJH3CM2#3KCJOfK@ #3$

$"N"2OM?"3K#3$ H3 J"%MO3%"KO"3NHJO3?"3K#2%KJ"%%4WJ"3$%(a)4

=2#3KZFH!(''-!)$()( P(&64

(+.)A Q̀Y97Z!\V97]! <̂V1/a<41@#3C"%H3 K@"M2#%?#?"?>

EJ#3"$H%KJHETKHO3 OIJHF"M@O%M@O2HM#%";$TJH3CJ"%H%K#3KH3K"J#F>

KHO3 fHK@ ?%-/<191-%510=@%:MN(a)4=2#3K1"22!(''*!-$( 6.' P

( 6'64



研究报告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QX$(64()''+8d4F3DH4(( P(-6,8K%46,)&*.

引用格式!李湘利!刘静!王印壮!等4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特性及动力学模型 (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6. P

((&4̂X]H#3C2H! X̂YaH3C! \V97 H̀3c@T#3C! "K#241@#J#FK"JH%KHF%#3$ DH3"KHF%?O$"2OI$:09)/19=*:5%7,89)-1585T%H3C

@OK>#HJFO?EH3"$ fHK@ ?HFJOf#N"$J[H3C(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6. P((&4

鸡枞菌热风2微波联合干燥特性及动力学模型

李湘利(

!刘静(

!

!王印壮,

!李晓彤(

!周生稳)

(&济宁学院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济宁市特色农产品高值化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曲阜!,.)(++'

,&河北农业大学 食品科技学院!河北 保定!6.(66(')&山东省齐盛食品有限公司!山东 济宁!,.,666'

摘A要A为提高鸡枞菌干燥质量!探究干燥中含水量的变化规律!以鸡枞菌为试材!采用热风>微波联合干燥方

式优化干燥条件!并建立干燥动力学模型" 结果表明#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最佳工艺为先采用 *6 h热风

干燥 ,)6 ?H3 至转换点干基含水率为 64+. C8C!再以微波密度 *4.- \8C干燥 (, ?H3 至干基含水率为 64(, C8C$

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和后期微波干燥的含水率变化可分别用 ÔC#JHK@?HF模型和 Zf"HET22, 模型进行模拟!模型

'

,

%

!

,

和均方根误差的平均值分别为 64''' (6%*46+- +6 i(6

P+和 6466+ **$相同实验条件下!模型的预测值与

实验值拟合较好!该模型适合预测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过程的水分含量变化规律" 该研究可为鸡枞菌联

合干燥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A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动力学模型

J@$?$,)'?*+)*,+$>CK*>')*,+A-C'&-.!"#$%&'$()"*+,-.$%/'*.*

G+*>F @-)2$*?,-A%*>'CL*)@A*,?-L$M'C?B*>F

X̂]H#3C2H

(

! X̂YaH3C

(

!

! \V97 H̀3c@T#3C

,

! X̂]H#OKO3C

(

! b/QYZ@"3Cf"3

)

(&;"M#JK?"3KOÎ HI"ZFH"3F"#3$ <3CH3""JH3C! aH3H3CY3HN"J%HK[! aH3H3C<3CH3""JH3C#3$ W"F@3O2OC[!"%"#JF@ 1"3K"JIOJZM"FH#2

VCJHFT2KTJ#2=JO$TFK%/HC@ R#2T"=JOF"%%H3C! 0TIT ,.)(++! 1@H3#',&1O22"C"OIGOO$ ZFH"3F"#3$ W"F@3O2OC[!

/"E"HVCJHFT2KTJ"Y3HN"J%HK[!S#O$H3C6.(66(!1@H3#')&Z@#3$O3C0H%@"3CGOO$ 1O4! K̂$4! aH3H3C,.,666! 1@H3#'

1N(#/1J#AX3 OJ$"JKOH?MJON"K@"eT#2HK[OI$:09)/19=*:5%7,89)-1585! K@"F@#3C"OIf#K"JFO3>

K"3KH3 $J[H3CMJOF"%%f#%H3N"%KHC#K"$ T%H3C@OK>#HJFO?EH3"$ fHK@ ?HFJOf#N"$J[H3C4U"#3f@H2"! K@"

$J[H3CDH3"KHF%f"J"#2%OE"H3C"%K#E2H%@"$ K@JOTC@ 3O32H3"#JIHKKH3C4W@"J"%T2K%%@Of"$ K@#KK@"OMKH>

?T?FO3$HKHO3 f#%KO$JH"$ #K*6 h IOJ,)6 ?H3 KO?#D"$J[E#%"?OH%KTJ"FO3K"3KKO64+.C8COIK@"

FO3N"J%HO3 MOH3K! #3$ K@"3 $JH"$ IOJ(, ?H3 f@HF@ FOT2$ ?#D"K@"$J[E#%"?OH%KTJ"FO3K"3KJ"#F@

64(, C8CfHK@ ?HFJOf#N"$"3%HK[*4.- \8C4W@"@OK#HJ#3$ ?HFJOf#N"KJ"#K?"3KFOT2$ E"%H?T2#K"$

#3$ MJ"$HFK"$ E[ ÔC#JHK@?HF#3$ Zf"HET22, ?O$"2%! f@HF@ fHK@ K@"?"#3 N#2T"%OI'

,

!

!

,

#3$ JOOK>

?"#3>%eT#J""JJOJf"J"64''' (6! *46+- +6 i(6

P+

#3$ 6466+ **! J"%M"FKHN"2[4W@"MJ"$HFK"$ N#2T"%

IJO?K@"%"?O$"2%f"J"M"JI"FK2[FO3%H%K"3KfHK@ K@""LM"JH?"3K#2N#2T"%T3$"JH$"3KHF#2"LM"JH?"3K#2

FO3$HKHO3%4W@"J"IOJ"! K@"?O$"2%FOT2$ E"T%"$ KOMJ"$HFKK@"?OH%KTJ"F@#3C"OI$:09)/19=*:5%7,8A

9)-1585$TJH3C$J[H3CMJOF"%%4W@H%%KT$[F#3 MJONH$"K@"OJ"KHF#2E#%H%IOJK@"#MM2HF#KHO3 OI$:09)/1A

9=*:5%7,89)-1585$J[H3C#3$ K@"MJOF"%%H3COI$JH"$ MJO$TFK%4

7'B L-?C+A$:09)/19=*:5%7,89)-1585% @OK>#HJFO?EH3"$ fHK@ ?HFJOf#N"$J[H3C% DH3"KHF%?O$"2

第一作者$硕士!副教授&刘静副教授为通讯作者!<>?#H2$2HTdH3CMJ"KK[j(*)4FO?'

AA基金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6(+7V.&66,)' %济宁学院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6(-&+'

收稿日期$,6,6>6(>)6!改回日期$,6,6>6&>(*

A A 鸡 枞 菌 ( $:09)/19=*:5%7,89)-1585& S"JD4'

/"H?)亦称伞把菇"蚁枞!肉质细嫩!风味独特
(()

!含

有人体所需多种营养素!以蛋白质最为丰富!还含

有多酚"多糖"黄酮和黑色素等活性成分
(, P))

!具有

抗肿瘤"抗衰老"抗疲劳和抗氧化等药理作用
(& P+)

及降血糖"降血脂等独特功效
(*)

# 但鸡枞菌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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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高!采后极易腐烂!保鲜期较短!不能满足市场供

应需求
(.)

#

脱水干燥可保持食用菌原有的色"香"味及营养

成分!干制品易贮运!是解决长期贮藏及鲜销出口的

有效方法之一
(-)

# 联合干燥是根据物料特性!将 , 种

及以上的干燥方法优化组合!分阶段进行干燥的一种

复合干燥技术!在提高物料干燥速率"降低能耗和提

高干制品质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

# 通过干燥动力

学模型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果蔬干燥过程中水分变化

规律
((6)

# 陈健凯等
((()

采用热风和微波真空联合干

燥杏鲍菇!所得最佳工艺参数为热风温度.)4++ h"

转换点含水率 *6 C8C"微波功率 ,4*+ D\# ;VZ

等
((,)

应用 (,6 \微波和 *6 h热风干燥双孢菇切片

的研究表明!微波>热风联合干燥可显著缩短干燥时

间!所得成品感官和复水效果好# 董周永等
(())

对热

风>微波联合干燥黑木耳的研究发现!.6 h热风联合

)-+ \微波干燥所需时间仅为同温度热风干燥时间

的 +,5!且干品品质高!干燥过程可用=#C"模型方程

预测# =<X等
((&)

认为冷冻>微波真空联合干燥适用于

双孢菇干燥!=#C"模型对冷冻干燥过程水分曲线拟

合最好!而 ÔC#JHK@?HF模型对微波真空干燥过程拟

合最好#

热风干燥和微波干燥是果蔬干制加工中的常用

干燥方法!热风>微波联合干燥集 , 种干燥方法优点

于一体!广泛用于果蔬干燥领域
((+)

# 但关于鸡枞菌

采后联合干燥特性及动力学模型的研究鲜有报道#

鸡枞菌干燥预实验表明!热风干燥时间长"效率低!且

干制品表面皱缩"硬化!褐变严重!营养物质损失多!

不适于全过程干燥%但后期辅以微波干燥!可提高干

燥速率"降低能耗!且感官品质和风味均比热风干燥

明显提高# 为此!本实验以鸡枞菌为材料!研究热风>

微波联合干燥对鸡枞菌干燥特性及品质的影响!通过

干燥动力学模型模拟和预测鸡枞菌干燥期间含水量

变化规律!旨在为鸡枞菌干制加工和装备开发提供理

论依据#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鸡枞菌!金乡联盛菌业有限公司!初始含水率

&湿基'为 -'5% (!(>二苯基>,>三硝基苯肼 &(!(>$H>

M@"3[2>,>MHFJ[2@[$J#c[2!;==/'!美国 ZHC?#公司%其

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54"仪器与设备

Z1S]>(666 蔬菜保鲜柜!韶关鑫腾仪器有限公

司%(6(>,VS鼓风干燥箱!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1分光光度计上海菁华仪器有限公司%G\()+

中药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99>1;''.Z

实验室专用微波炉!日本松下电器公司%Z >̀(666 超

声提取机!上海宁商超声有限公司#

!56"实验方法

(4)4(A鸡枞菌干燥方法

材料预处理$挑选子实体大小"外观色泽基本一

致"菌体完整"无机械伤及霉变的新鲜鸡枞菌!清水洗

净!用 , C8̂ 柠檬酸护色 )6 ?H3

((*)

后!自然沥干!备

用#

前期热风干燥$称取 )66 C鸡枞菌!均铺于鼓风

干燥箱物料架上!分别于 +6"*6".6 和 -6 h干燥# 预

试验表明!鸡枞菌干燥速率 B646( C8&C*?H3'时!干

燥时间明显延长!菌体皱缩褐变严重!但辅以微波干

燥!可弥补此不足# 故鸡枞菌干燥速率降至 646(

C8&C*?H3'时停止干燥# 每 (6 ?H3 快速称量 ( 次!

各处理重复 ) 次#

后期微波干燥$经前期热风干燥的鸡枞菌!分别

于微波密度 ,4'("*4.- 和 (64*+ \8C下进行微波间

歇干燥
((.)

# 每干燥 ( ?H3 间隔 , ?H3!期间快速称量

质量!至鸡枞菌干基含水率为 64(, C8C时停止干燥!

符合 7S.6'*+,6(& ,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

菌及其制品-中食用菌干制品
((-)

规定的安全水分要

求# 各处理重复 ) 次#

(4)4,A理化指标的测定

(4)4,4(A含水率计算

采用直接干燥法测定湿基含水率!按照公式&('

计算干燥任意 /时刻的干基含水率&"

/

'

((')

$

"

K

8!C"C

P(

# k

9

/

P9

9

!(#

式中$9

/

!干燥至 /时刻的质量!C%9!干燥至恒定质量

时的质量!C#

(4)4,4,A水分比计算
(,6)

水分比&?OH%KTJ"J#KHO!U!'按照公式&,'计算$

U!k

"

K

"

6

!,#

式中$"

6

!初始干基含水率!C8C%"

/

!干燥至任意 /时

刻的干基含水率!C8C#

(4)4,4)A干燥速率计算
(,6)

干燥速率&$J[H3CJ#KJ!;!'按照公式&)'计算$

;!8$C"!C"?H3#

P(

% k

"

/

)

P"

/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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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_(

!/

)_(

时刻干基含水率!C8C%"

/

)

!/

)

时刻干基

含水率!C8C%

#

/!/

)_(

与 /

)

时刻时间差!?H3#

(4)4,4&A;==/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鸡枞菌干品粉碎过 (66 目筛!称取 + C鸡枞菌

粉!按料液比 (l,6 &Cl?̂ '混匀!用超声提取机于

( 666 \"!,+6"+6 h下提取 (6 ?H3 后沸水浴提取

(+ ?H3!& +66 J8?H3 离心 (+ ?H3!得鸡枞菌水提液!定

容至 (66 ?̂ # 将 , ?̂ 鸡枞菌水提液与 , ?̂

64( ??O28̂ ;==/溶液加至同一试管中!室温避光

反应 )6 ?H3!以无水乙醇作参比!测定 +(. 3?波长处

的吸光度 2

(

!测定, ?̂ 64, ??O28̂ ;==/溶液与等

体积无水乙醇室温避光反应 )6 ?H3 后的吸光度 2

6

!

以及 , ?̂ 鸡枞菌水提液与等体积无水乙醇室温避光

反应 )6 ?H3 后的吸光度 2

,

!按照公式&&'计算清除

率
(,()

$

;==/自由基清除率85 k

( P

2

(

P2

,

2

( )
6

i(66 !&#

(4)4)A感官评定

由 (6 名评价员组成感官评定小组!参照徐晓

飞等
(,,)

方法制定鸡枞菌干品评分标准!就菌盖形

状"色泽"菌体基部颜色"干瘪皱缩程度"菌体气味

和质地等方面进行评价# 总分以 ,+ 分计!标准见

表 (#

表 !"鸡枞菌干品感官评分标准

#$%&'!"()$>C$?C.-?+'>+-?B +,-?*>F -.C?*'C

!"#$%&'$()"*+,-.$%/'*.*

指标 状态 分值 指标 状态 分值

菌盖形状 近半球形"规整 + 干瘪皱缩程度 无明显皱缩 +

近半球形"不规整 & 干瘪皱缩明显 )

近扁半球形"规整 , 干瘪皱缩较重 ,

近扁半球形"不规整 ( 干瘪皱缩严重 (

菌盖色泽 浅褐色 + 菌体气味 清新的鸡枞菌味 +

褐色 ) 浓厚的鸡枞菌味 &

深褐色 , 浓厚的酸味或酒糟味 ,

黑色 ( 烤焦"烤糊味 (

菌体基部颜色 灰白色 + 质地 很脆!极易打成粉末 +

淡黄色 ) 较脆!易打成粉末 &

黄色 , 较软!不易打成粉末 )

灰褐色 ( 很软!难以打成粉末 (

(4)4&A干燥动力学模型

采用 - 个常用薄层干燥动力学模型拟合热风>微

波联合干燥曲线!预测鸡枞菌干燥期间水分含量的变

化!所选动力学模型见表 ,#

采用相关系数'

,

"卡方检验系数!

,

和均方根误

表 4"薄层干燥动力学模型 "46 O4H#

#$%&'4"7*>')*,A-C'&-.)@*>&$B'?C?B*>F

模型

编号
模型名称 模型方程 模型参数

( =#J#EO2HF

U!k#_E/_F/

,

#!E!F

, /"3$"J%O3 #3$ =#EH% U!k#"LM& PD/' #!D

) ÔC#JHK@?HF U!k#"LM& PD/' _E #!E!D

& UH$H22H#3$ OK@"J% U!k#"LM& PD/' _E/ #!D!E

+ =#EH%=#C"

U!k#"LM& PD/

-

'

#!D!3

* ZH?M2HIH"$ GHFD.%$HIIT%HO3

U!k#"LM& PF/8E

,

'

#!E!F

. UO$HIH"$ =#C"

U!kD "LM& P/8$

,

'

3

D!$!3

- Zf"HET22,

U!k#P&#PE' "LM( P& D/'

$

)

#!E!D!$

差&JOOK>?"#3>%eT#J""JJOJ!!UZ<'判断模型拟合效

果# '

,

反映各变量间的密切程度!'

,

值越大且越接

近于 (!表明拟合效果越好%

!

,

和 !UZ<表示预测值

与试验值的变异程度!大小与拟合曲线方程预测精度

成反比!越接近于 6!拟合精度越高
(,*)

# 如下公式

&+'"&*'"&.'所示$

'

,

k( P

"

9

)k(

!U!

"LM&)

PU!

MJ"&)

#

,

"

9

)k(

!U!

"LM&)

PU!

"LM

#

,

!+#

!

,

k

"

9

)k(

!U!

"LM&)

PU!

MJ"&)

#

,

UP?

!*#

!UZ<k

"

9

)k(

!U!

"LM&)

PU!

MJ"&)

#

,

槡 U

!.#

式中$U!

"LM!)

!第 )个实验 U!值%U!

MJ"!)

!第 )个干燥

模型预测 U!值%U!

"LM

!U!实验值的平均值%?!模

型待测参数的个数%U!干燥实验数据的个数#

(4)4+A数据处理

采用 UHFJO%OIK<LF"2,6(6 对干燥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绘制干燥曲线!用 Z=ZZ (.46 进行显著性分

析!用 QJHCH3 -46 进行干燥动力学模型非线性拟合#

,A结果与分析

45!"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结果

,4(4(A鸡枞菌热风干燥失水特性

由图 ( 可知!热风干燥初期干基含水率随干燥时

间变化明显!后期变化缓慢!这是因为热风干燥初期

鸡枞菌水分含量较高!物料与干燥介质间湿度差较

大!此时干燥速率快%随着干燥时间延长!鸡枞菌含

水量逐渐降低!内部水分向表面扩散的阻力加大!

加之菌体表面硬化!干燥速率逐渐下降
((,!(+)

# 热风

温度 +6"*6" .6 和 -6 h时!干燥速率降为 646(

C8&C*?H3'时所需时间分别为 )(6",)6"(-6 和 (+6

?H3!各处理差异显著&!B646+'%提高干燥温度!可

提高干燥速率# 这与热风温度升高"干燥介质与鸡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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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的湿度差变大"菌体内部传质推动力加大"干燥速

率增加有关
(,6)

#

图 (A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曲线

GHC4(A=JOM@#%"@OK#HJ$J[H3CFTJN"OI$B%7,89)-1585

由图 , 可知!鸡枞菌热风干燥包括加速干燥和

降速干燥 , 个阶段!无明显恒速干燥阶段# 因为热

风干燥初期!鸡枞菌含水率很高!表面水分蒸发快!

内部水分迁移快!干燥速率迅速升高%当菌体内部

水分扩散速率 B表面蒸发速率时!进入降速干燥阶

段
(,))

# 热风温度越高!干燥速率越快 &!B646+ ' !

随干基含水率降低!干燥速率均呈下降趋势!这与

干燥后期鸡枞菌内部水分扩散湿度梯度减小有

关
(,.)

#

图 ,A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速率曲线

GHC4,A=JOM@#%"@OK#HJ$J[H3CJ#K"FTJN"OI$B%7,89)-1585

,4(4,A鸡枞菌热风干燥参数分析

由表 ) 可知!热风干燥结束时转换点干基含水率

随干燥温度的升高而降低!+6 h热风处理的转换点

干基含水率最高为 (46* C8C!到达转换点所需干燥时

间最长 &!B646+ '# 转换点时鸡枞菌感官评分以

*6 h处理最高!感官品质最佳!各干燥温度下的感官

评分差异显著&!B646+'# 这是因为 +6 h热风干燥

时间长!酶促褐变程度高
((')

%+6".6 和 -6 h干燥鸡

枞菌基部均出现明显褐色斑点!感官评价显著低于

*6 h热风干燥&!B646+'!这与王汉羊等
(,6)

"李湘利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 因此!鸡枞菌热风干燥阶段

宜选择 *6 h!此温度下干燥 ,)6 ?H3 达转换点干基

含水率为 64+. C8C#

表 6"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指标结果

#$%&'6"/'+G&)+-.!0+,-.$%/'*.*%B E?-E@$+'@-)$*?

C?B*>F

温度8h

转换点时感

官评分8分

转换点干基

含水率8&C*C

P(

'

到达转换点

的时间8?H3

+6

,6

E

(46*

#

)(6

#

*6

,+

#

64+.

E

,)6

E

.6

(&

F

64)'

F

(-6

F

-6

(6

$

64)(

$

(+6

$

AA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646+ 水平差异显著&!B646+' &下同'

454"鸡枞菌后期微波干燥结果

,4,4(A鸡枞菌微波干燥失水特性

由图 ) 可知!随微波密度增加!鸡枞菌微波干燥

速率增大%微波密度为 ,4'("*4.- 和 (64*+ \8C时!干

燥至干基含水率 64(, C8C所用时间分别为 ,'"(, 和

+ ?H3!各微波处理间差异显著&!B646+'# 干基含水

率在微波密度 *4.-"(64*+ \8C时!干基含水率随时间

变化明显%但 ,4'( \8C微波密度时较小!干基含水率

随时间变化缓慢# 随着干基含水率的降低!鸡枞菌对

微波能的吸收能力下降!干燥速率逐渐下降
((+!,6)

#

图 )A鸡枞菌后期微波干燥曲线

GHC4)AV3#M@#%"?HFJOf#N"$J[H3CFTJN"%OI$B%7,89)-1585

AA由图 & 可知!鸡枞菌微波干燥包括加速干燥和降

速干燥 , 个阶段!无明显恒速干燥阶段# 随着微波密

度增加!干燥速率明显加快 &!B646+'# 微波干燥

时!鸡枞菌表面和内部同时受热!物料温度急剧升高!

干燥速率增大
((,!,.)

# 比较图 , 与图 & 可知!后期微

波干燥速率极显著高于热风干燥处理&!B646('!由

于热风干燥已去除鸡枞菌大部分自由水!菌体含水率

较低!所以干燥速率达峰值后迅速下降
((+)

# 因此!鸡

枞菌由热风干燥转为微波干燥后期!直接由加速干燥

阶段转为降速干燥阶段#

,4,4,A鸡枞菌微波干燥参数分析

由表 & 可知!*4.- \8C微波干燥鸡枞菌的感官

评分为 ,& 分!;==/自由基清除率为 .-5!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组&!B646+'%随着微波密度增加!平均干

燥速率升高!各微波干燥处理间差异显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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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鸡枞菌后期微波干燥速率曲线

GHC4&AV3#M@#%"?HFJOf#N"$J[H3CJ#K"FTJN"OI$B%7,89)-1585

646+'# 在微波干燥阶段!鸡枞菌菌盖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褐变!且 (64*+ \8C微波干燥菌基褐变和菌柄

焦糊严重!高微波密度干燥对抗氧化性物质有一定的

破坏作用
(,-)

# ,4'( \8C微波干燥的干燥时间较长!

活性物质损失较多 #因此 !后期干燥以微波密度

*4.- \8C间歇干燥为宜#

表 :"鸡枞菌后期微波干燥指标结果

#$%&':"/'+G&)+-.!0+,-.$%/'*.*%B $>$E@$+'

A*,?-L$M'C?B*>F

微波密度8

&\*C

P(

'

感官评

分8分

平均干燥速率8

(C*&C*?H3'

P(

)

;==/自由基

清除率85

,4'(

,(

E

646(& &*

F

*(

F

*4.-

,&

#

646)) +*

E

.-

#

(64*+

(&

F

646.( *&

#

*.4+

E

456"鸡枞菌干燥动力学模型拟合与验证

,4)4(A鸡枞菌干燥动力学模型拟合

采用 - 个薄层干燥动力学经典模型对鸡枞菌热

风>微波联合干燥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实验数

据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结果见表 +"表 *#

表 H"鸡枞菌前期热风干燥的模型拟合结果

#$%&'H"P-C'&.*))*>F ?'+G&)+-.!0+,-.$%/'*.*%B E?-E@$+'@-)$*?C?B*>F

干燥模型 温度8h

'

,

!

,

!UZ< 模型参数值

=#J#EO2HF

+6 64'-' .'

*4,-& '& i(6

P&

646,+ 6.

% k64')6 &,! ,kP6466& .-! *k.4&)+ .. i(6

P*

*6 64''* +*

,4-*( (, i(6

P&

646(* '( % k64'+) *,! ,kP6466* '+! *k(4)*' &. i(6 P+

.6 64''' ('

-46&. (* i(6

P+

6466- '. % k64'-( 6+! ,kP646(6 6)! *k,4.,- +' i(6 P+

-6 64''- -)

(4,+- .) i(6

P&

646(( ,, % k64'-6 66! ,kP646(, -6! *k&4&,* )& i(6 P+

/"3$"J%O3

#3$ =#EH%

+6 64''+ -+

,4&.6 6' i(6

P&

646(+ ., % k64'++ +*! Ck6466* ()

*6 64''& ((

&4*.( '' i(6

P&

646,( *( % k(466+ ('! Ck6466' -&

.6 64'') .&

+4-*. -( i(6

P&

646,& ,, % k(46)+ ))! Ck646(& 6.

-6 64''& +.

+4&&) (6 i(6

P&

646,) )) % k(46)) -,! Ck646(- ((

ÔC#JHK@?HF

+6 64''* ).

,4,)+ -, i(6

P&

646(& '+ % k64',* *(! ,k646)' +.! Ck6466* .&

*6 64''- +&

(4,(6 *- i(6

P&

646(( 66 % k(4(6& ,6! ,k P64(,. ..! Ck6466. ++

.6 64''' .&

,4*,. .6 i(6

P+

6466+ () % k(4()6 .'! ,k P64(,* (6! Ck646(6 ..

-6 64''' +*

&4.', 6, i(6

P+

6466* ', % k(4(6* *.! ,k P646'- *,! Ck646(& +(

UH$H22H#3$

OK@"J%

+6 64''* ,6

,4))* *6 i(6

P&

646(+ ,'

% k64'*) +)! ,k.46*, '. i(6

P+

! Ck6466* &&

*6 64''- *+

(4((' +( i(6

P&

646(6 +-

% k64'.- 6*! ,kP)4&-' -& i(6

P&

! Ck6466- )6

.6 64''' *6

)4''( &+ i(6

P+

6466* ),

% k(466* '(! ,kP&4**' 6+ i(6

P&

! Ck646(( --

-6 64''' )*

*4--( +6 i(6

P+

6466- )6

% k(46(6 ,,! ,kP&4*** ') i(6

P&

! Ck646(+ .*

=#EH%=#C"

+6 64''- 6*

(4(', '+ i(6

P&

646(6 ', % k64''+ ,6! Ck646(( (+! - k64-'( )*

*6 64''+ -.

)4&)) 6. i(6

P&

646(- +) % k64'., -,! Ck6466+ -)! - k(4(6) 6)

.6 64''- .&

(4,+. 6) i(6

P&

646(( ,( % k64'-) )*! Ck6466+ '*! - k(4(-, ,'

-6 64''' ,,

-4)'' )) i(6

P+

6466' (* % k64'-. +6! Ck6466- ).! - k(4(.) ,)

ZH?M2HIH"$ GHFD.%

$HIIT%HO3

+6 64''+ -+

,4+++ ,. i(6

P&

646(+ '' % k64'++ +*! ,k,4+)+ '(! *k646)' &,

*6 64''& ((

&4-'& &* i(6

P&

646,, (, % k(466+ ,6! ,k,4,.6 -)! *k646+6 .)

.6 64'') .&

*4,)& ++ i(6

P&

646,& '. % k(46)+ )&! ,k(4-6( &*! *k646&+ **

-6 64''& +.

+4-*( -6 i(6

P&

646,& ,( % k(46)) -)! ,k,46-* )*! *k646.- -+

UO$HIH"$ =#C"

+6 64''+ -+

,4+++ ,. i(6

P&

646(+ '' Ck64'++ +*! 3 k,4+)+ '(! - k646)' &,

*6 64''& ((

&4-'& &* i(6

P&

646,, (, Ck(466+ ,6! 3 k,4,.6 -)! - k646+6 .)

.6 64'') .&

*4,)& ++ i(6

P&

646,& '. Ck(46)+ )&! 3 k,4(), .'! - k646*& 66

-6 64''& +.

+4-*( -6 i(6

P&

646,& ,( Ck(46)) -)! 3 k,46-* )*! - k646.- -+

Zf"HET22,

+6 64''. *.

(4,++ +' i(6

P&

646(( ,( % k6! ,k64'-& *6! 3 k64'6. +-! Ck6466* )&

*6 64''* +-

,4&*- 66 i(6

P&

646(+ .( % k6! ,k64'(' 6&! 3 k(4,(* ..! Ck6466- -*

.6 64''' ,(

*4*-& .- i(6

P&

6466- (- % k6! ,k64'&( '+! 3 k(4,*& *.! Ck646(, +6

-6 64''* 6,

)4+(+ -6 i(6

P&

646(- .+

% k(4+(. )- i(6

P)+

! ,k64'+. (,! 3 k(4('6 .)! Ck6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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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鸡枞菌后期微波干燥的模型拟合结果

#$%&'I"P-C'&.*))*>F ?'+G&)+-.!0+,-.$%/'*.*%B $>$E@$+'A*,?-L$M'C?B*>F

干燥模型
微波密度8

&\*C

P(

'

'

,

!

,

!UZ< 模型参数值

=#J#EO2HF

,4'( 64''+ )-

(4('6 )6 i(6

P*

6466( 6'

% k646** .+!,kP6466) +*!*k*4&*+ ++ i(6

P+

*4.- 64''. *6

-4-,& (* i(6

P.

'4)') .6 i(6

P&

% k646*' &(!,kP6466- --!*k)4-6' (6 i(6

P&

(64+* 64''' &6

&46(+ -' i(6

P.

*4)). (6 i(6

P&

% k646*' -)!,kP646(- *+!*k6466( *&

/"3$"J%O3

#3$ =#EH%

,4'( 64''6 *'

,4)(& 6. i(6

P*

6466( +, % k646** (+!Ck646+& &'

*4.- 64'') ..

,46-. +, i(6

P*

6466( && % k646*' 6&!Ck64()) )6

(64*+ 64''' )+

)4,*+ ,6 i(6

P.

+4.(& ,6 i(6

P&

% k646*' '.!Ck64,-' .,

ÔC#JHK@?HF

,4'( 64''' .-

+4+.* -. i(6

P-

,4)*( +& i(6

P&

% k646+-(&!,k646(6')!Ck646-(,(

*4.- 64''' ()

)4(-' 66 i(6

P.

+4*&. () i(6

P&

% k646*(-&!,k6466'6.!Ck64(-66*

(64+* 64''' .&

(4.(& 6. i(6

P.

&4(&6 (& i(6

P&

% k646**-'!,k6466)&(!Ck64)(-).

UH$H22H#3$

OK@"J%

,4'( 64''' ++

(4(&. .. i(6

P.

)4)-. -- i(6

P&

% k646*- .-!,k,4*() &+ i(6

P&

!Ck646*' -,

*4.- 64''' ,.

,4*., ), i(6

P.

+4(*' && i(6

P&

% k646.6 -(!,k+4(*' +6 i(6

P&

!Ck64(*( &+

(64+* 64''' ..

(4+*& 6, i(6

P.

)4'+& .. i(6

P&

% k646.6 )6!,k)4',) )& i(6

P&

!Ck64)6. +(

=#EH%=#C"

,4'( 64''- -+

,4'*, )* i(6

P.

+4&&, .* i(6

P&

% k646.6 .*!Ck646'- .,!- k64-(+ &,

*4.- 64''* .+

(4('+ *, i(6

P*

6466( 6' % k646.( 66!Ck64(*- -(!- k64-') -.

(64+* 64''' +,

)4,6& -( i(6

P.

+4**( (( i(6

P&

% k646.6 ,&!Ck64)66 6&!- k64'., **

ZH?M2HIH"$

GHFD.%$HIIT%HO3

,4'( 64''6 *-

,4&66 -+ i(6

P*

6466( ++ % k646** (+!,k+64.)+ 66!*k(&646+, 6'

*4.- 64'-, &&

*4&** *- i(6

P*

6466, +& % k646*- '*!,k, *(*4'6* 6-!*k-)* *6)4&,& &,

(64+* 64''' ,+

+46,- &- i(6

P.

.46'( (- i(6

P&

% k646*' '-!,k,&4,,+ )&!*k(*-4++. ,-

UO$HIH"$ =#C"

,4'( 64''6 *-

,4&66 -+ i(6

P*

6466( ++ Ck646** (+!3 k+64.)+ 66!- k(&646+, 6'

*4.- 64'') .*

,4,'. 6. i(6

P*

6466( +, Ck646*' 6&!3 k(+&-4)6+ +)!- k)(' ,6)4&&. &,

(64+* 64''' ,+

+46,- &- i(6

P.

.46'( (- i(6

P&

Ck646*' '-!3 k,&4,,+ )&!- k(*-4++. ,-

Zf"HET22,

,4'( 64''' ')

(4+-) ') i(6

P-

(4,+- +& i(6

P&

% k6466- '6!,k646*' -'!3 k64')* .'!Ck646.. 6*

*4.- 64''' *+

(46,6 ') i(6

P.

)4('+ ,6 i(6

P&

% k646(( +,!,k646.( +-!3 k(46+6 +&!Ck64('. ,.

(64+* (4666 66

-46&' ,+ i(6

P(,

,4-). (, i(6

P*

% k)4+&' (( i(6

P&

!,k646.- '&!3 k64-,* .&!Ck64)). -6

AA由表 +"表 * 可知!所选 - 种薄层干燥模型均能较

好拟合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的不同阶段及不同

条件下水分比随干燥时间的变化# 在不同热风温度

下!水分比与时间关系曲线的模型拟合中!以 ÔC#JHK@>

?HF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其 '

,

平均值为 64''- ++!最接

近于 (%

!

,

和!UZ<的平均值最小!分别为 64666 (6 和

6466' +6!最接近于 6# Zf"HET22, 模型对微波干燥阶

段动力学模型拟合效果最好!不同微波密度下!有最

大的 '

,

值以及最小的 !

,

和 !UZ<值!其平均值分别

为 64''' -*")4')( )& i(6

P-

和 64666 (+# 由于不同

物料"采用干燥方法不同!水分含量与分布情况及物

料组织结构"物料性质均有很大差异!所以应采用不

同的干燥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
((+!,&)

#

,4)4,A鸡枞菌干燥模型的验证

在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的最佳工艺参数条

件下干燥菌体!即 *6 h热风干燥 ,)6 ?H3!到达转换

点干基含水率 64+. C8C!再以微波密度 *4.- \8C干

燥 (, ?H3 至干基含水率 64(, C8C!以验证干燥动力

学模型的适用性!结果见图 + 所示# 鸡枞菌联合干燥

动力学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验值相关性良好!其 '

,

"

!

,

和 !UZ<的平均值分别为 64''' (6"*46+- +6 i(6

P+

和 6466+ **!拟合效果显著# 这说明 ÔC#JHK@?HF模型

和 Zf"HET22, 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鸡枞菌热风>微波

联合干燥过程中的水分含量变化规律# 所建立的鸡

枞菌前期热风干燥方程为 U! k(4(6& ,6 "LM

& P6466. ++ /' P64(,. ..!后期微波干燥方程为 U!

k646(( +, _646*6 6* "LM( P&64('.,. /'

(46+6 +&

)#

图 +A鸡枞菌干燥的实测值与预测值

GHC4+A<LM"JH?"3K#2#3$ MJ"$HFK"$ N#2T"%OI$JH"$ $B%7,89)-1585

)A讨论

热风>微波联合干燥技术是热风与微波相组合的

一种干燥技术# 采用热风>微波联合干燥!大大提高

了鸡枞菌干燥速率!且成品无明显皱缩和焦糊硬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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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感官品质好# 这与热风>微波联合干燥双孢

菇
((,)

"山楂
(,')

和薯片
()6)

的研究结果相似# 所得干燥

动力学模型可预测鸡枞菌联合干燥过程!为工艺优化

及联合干燥设备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但关于鸡枞菌联

合干燥工艺参数优化仍需深入探讨#

\"HET22模型是干燥动力学模型之一!广泛应用

于果蔬干燥领域
(,6!,+)

!而关于 Zf"HET22, 模型采用较

少# 在拟合鸡枞菌微波干燥数据时 Zf"HET22, 模型表

现出很好的适用性#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物料采用的

干燥方式不同"不同干燥阶段物料所表现的干燥特性

不同所致# 关于动力学模型在不同物料干燥中的适

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A结论

采用不同热风温度和微波功率密度联合干燥鸡

枞菌!所得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符合干燥特性!

主要包括加速干燥和降速干燥 , 个阶段!无明显恒速

干燥阶段#

鸡枞菌热风>微波联合干燥的最佳干燥参数为

*6 h 热 风干燥 ,)6 ?H3 至转换点干基含 水 率

64+. C8C!再以微波密度 *4.- \8C干燥 (, ?H3 至干

基含水率 64(, C8C#

鸡枞菌热风"微波 , 个干燥阶段水分比随时间

的 变 化 规 律 可 分 别 采 用 ÔC#JHK@?HF模 型 和

Zf"HET22, 模型进行拟合和预测!所得模型的 '

,

"

!

,

和 !UZ<平均值分别为 64''' (6"*46+- +6 i(6

P+

和 6466+ **!模型拟合效果显著%前期热风干燥方

程为 U!k(4(6& ,6"LM& P6466. ++/' P64(,. ..!

后期微波干燥方程为 U!k646(( +, _646*6 6*"LM

( P&64('. ,./'

(46+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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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营养及质构比较

崔雁娜(

!郝贵杰(

!

!林峰(

!周聃(

!盛鹏程(

!丁兰,

!徐胜南,

!张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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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农业部淡水渔业健康养殖重点实验室!浙江省鱼类健康与营养重点实验室! 浙江 湖州!)()66('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站!浙江 湖州!)())66'

摘A要A为了比较池塘和稻虾共生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的主要营养成分及质构特性!分别采集 ) 批样品进

行相关指标检测" 结果表明#, 种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的粗蛋白%脂肪%水分%部分氨基酸和脂肪酸含量存

在显著差异!池塘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中的含量均高于稻虾共生养殖模式$, 种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

质构无显著差异$品质评价显示!相对于池塘养殖模式!稻田养殖模式的化学评分&F@"?HF#2%FOJ"! 1Z'%氨基酸

评分&#?H3O#FH$ %FOJ"! VVZ'%必需氨基酸指数&"%%"3KH#2#?H3O#FH$ H3$"L! <VVX'值均与标准蛋白组成更接近!,

种养殖模式的致动脉粥样化指数 &#K@"JOC"3HFH3$"L! VX'%血栓形成指数 &K@JO?EOC"3HFH3$"L! WX'和多烯指数

&MO2["3"H3$"L! =X'值均无显著性差异$脂肪酸相关性分析显示!池塘养殖模式下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棕榈酸%

棕榈油酸%十七碳酸%硬脂酸%

!

>亚麻酸%花生四烯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四碳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之间呈显著

正相关!稻田养殖模式下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十五碳酸%硬脂酸与肉豆蔻酸%二十碳一烯酸%二十二碳酸%二十二

碳六烯酸与反式亚油酸呈显著正相关!花生四烯酸与二十四碳酸呈显著负相关" 综合比较!池塘养殖模式下红

螯螯虾肌肉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更高!而稻虾共生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品质更好" 该研究可为养殖户及相

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明晰不同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的产出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A红螯螯虾$养殖模式$氨基酸$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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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红螯螯虾&E<:0%FG8%30)*%0)-%/85'又称澳洲淡水

龙虾!隶属甲壳纲!十足目!拟螯虾科!光壳虾属# 原

产于澳洲北部的热带淡水水域!我国于 ('', 年开始

引进试养# 该虾为杂食性!在天然水域中摄取小型鱼

虾"底栖生物"水生昆虫"水生植物等%适温范围较广!

可在水温 ' m)+ h的水体中生长%对水质要求不高!

可在淡水或低盐度的水域及较浅的水域环境中养殖#

在较好的人工养殖条件下生长较快!雄虾生长快于雌

虾!一般养殖约 * 个月!个体规格 +6 m(+6 C!少数可

达 (+6 C以上# 随着小龙虾养殖产业的兴起!红螯螯

虾因生长快"肉质鲜嫩!对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已受

到普遍关注#

就养殖方式而言!红螯螯虾在澳大利亚以池塘精

养为主!水库和湖泊为辅%在美国主要有池塘专养和

稻田养殖 , 种方式%在国内有池塘养殖和稻田养殖 ,

种养殖方式!已经比较普遍#

目前关于红螯螯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养殖技

术
(( P&)

"饲料营养
(+ P-)

"分子学
(' P(,)

"安全风险评

估
(())

"疾病控制
((& P(+)

"动物保护
((*)

"生态平衡
((. P(-)

产业发展
((')

等方面的研究# 在营养品质方面!王广

军等
(,6)

通过比较池塘养殖与稻田和藕田养殖的澳洲

淡水龙虾!发现澳洲淡水龙虾具有较好的肌肉营养品

质和更高的出肉率!藕田养殖克氏原螯虾肌肉中脂肪

酸种类更多且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锌铁比例更

为合理%吴志新等
(,()

对红螯螯虾的水分"蛋白质"脂

肪"灰分"无氮浸出物"氨基酸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红

螯螯虾的出肉率高于其他养殖种类并与性别有关#

本文选取不同地区的池塘养殖和稻虾共生养殖模式

下收获的红螯螯虾进行了营养价值及质构特性的比

较!旨在为养殖户及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明晰不同养

殖模式下红螯螯虾的产出提供理论依据#

(A材料与方法

!5!"实验材料

红螯螯虾$分别在嘉兴市秀洲区"湖州市安吉县"

湖州市南浔区"湖州市吴兴区和湖州市德清县采集养

殖周期相同的池塘养殖"稻田养殖的红螯螯虾样品 *

批!每批 -6 m(66 只# 体重范围在 )- m(+6 C!平均为

'6 C%出肉率为 (,5 m,.5!平均为 ,65# 尽量选取

体质量接近平均值的样品进行测定#

根据测定指标不同!将同一批样品分 , 种方式制

备# 一种方式是小心剥离虾壳!尽可能使虾的肉质形

态结构保持完整!以备质构测定%另一种方式是将剥

离虾壳后的肉质进行匀浆搅拌!称重后分装成 * 小袋

冷冻!以备水分"灰分"脂肪"蛋白质"氨基酸和脂肪酸

的测定!每个样品均设 ) 个重复#

!54"主要仪器与设备

电热恒温干燥箱&;77>'(&6V;型'!上海森信实

验仪 器 有 限 公 司% 分 析 天 平 & Z<1Y!V(,+>(198

Z0='!德国 Z#JKOJHT%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程控箱式炉

&Z]̂ >(6(*'!杭州卓驰仪器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锅

&;:>Z,&'!上海智诚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组织捣

碎机&7U,66'!德国 !"K%F@ 公司%氨基酸分析仪 & Z>

&));'!德国 Z :̀VU 公司%气相色谱仪 &71>,6(6

=̂YZ'!日本岛津公司%旋转蒸发仪 &R>.66 '!瑞士

SY1/X公司%质构仪&1W)'!美国 SJOODIH"2$ 公司#

!56"实验方法

(4)4(A营养成分的测定

水分含量依据 7S+66'4)+,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灰分含量依据 7S+66'4&+

,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脂肪含

量依据 7S+6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脂肪的测定-"蛋白质含量依据 7S+6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色氨酸

和胱氨酸含量依据 7S8W(-,&*+,6(',饲料中氨基

酸的测定 -"其他氨基酸含量依据 7S+66'4(,&+

,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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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含量依据 7S+66'4(*-+,6(*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进行执行#

(4)4,A虾肉蛋白质品质评价方法

根据 GVQ8\/Q&('.)'提出的人体必需氨基酸

均衡模式进行比较! 按氨基酸计分方法(,,)!以氨基

酸评分&#?H3O#FH$ %FOJ"!VVZ'"化学评分 &F@"?HF#2

%FOJ"!1Z'"必需氨基酸指数 &"%%"3KH#2#?H3O#FH$ H3>

$"L!<VVX'来评定虾肉中蛋白质的氨基酸营养价值#

具体公式如下$

VVZ8!?C"C

P(

# k

待测样品氨基酸含量

GVQ8\/Q评分模式同种氨基酸含量
i(66 !(#

1Z8!?C"C

P(

# k

待测样品氨基酸

A鸡蛋蛋白质同种氨基酸含量
i(66 !,#

<VVXk

-

[̂%!/#

[̂%!5#

i(66

U"K!/#

U"K!5#

i(66 i' i

R#2!/#

R#2!5#槡 i(66

!)#

式中$-!比较的氨基酸数量%/!待测样品蛋白质的必

须氨基酸含量!?C8C%5!全鸡蛋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

含量!?C8C#

(4)4)A虾肉脂肪酸的品质评价方法

按公式 & & ' 和 & + ' 计算致动脉粥样化指数

&#K@"JOC"3HFH3$"L!VX'和血栓形成指数&K@JO?EOC"3HF

H3$"L!WX'!用于评估不同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脂肪

酸对人类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影响%按&*'计算多烯指数

&MO2["3"H3$"L!=X'用于反映不同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

多烯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程度# 具体公式如下$

VXk

1(,l6 _& i1(&l6 _1(*l6

#

UYGV_

#

3* _

#

3)

!&#

WXk

1(&l6 _1(*l6 _1(-l6

64+ i

#

UYGV_64+ i

#

3* _) i

#

3) _

#

3)

#

3*

!+#

=Xk

1,6l+ _1,,l*

1(*l6

!*#

式中$UYGV!单不饱和脂肪酸%-)"-*!分别为 - P)

型"- P* 型为不饱和和脂肪酸%1(,l6"1(&l6"1

(*l6"1,6l,+"1,,l*分别为不同种类的脂肪酸#

(4)4&A虾肉质构特性的测定

取完整虾仁!对虾仁的第 ) 腹节中央位置进行

测试# 测定参数为$W=V模式!平底柱探头 WV&(!

触发力 + C!压缩距离 ) ??!测试速率 )6 ??8?H3!

恢复时间 ) %!停留时间 6 %# 每批样品测定 ,6 个平

行样#

!5:"数据统计

采用 <LF"2,66."Z=ZZ (*46 软件对测定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 数据用平均数 n标准偏差的方式表示#

,A结果与分析

45!"基本营养成分分析

对稻虾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和池塘养殖的红螯

螯虾进行了一般营养成分的检测!各成分含量平均值

见表 (# , 种养殖方式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灰分含量无

差异!水分"粗脂肪和粗蛋白存在显著差异# 稻虾养

殖的红螯螯虾水分高于池塘养殖模式!粗脂肪和粗蛋

白含量低于池塘养殖模式# 稻虾养殖的红螯螯虾营

养成分含量与吴志新等
(,()

测定结果相近#

表 !"两种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的基本营养成分比较

单位$5

#$%&'!"0G)?*)*->$&,-AE->'>)+*>AG+,&'-.

104.+5#%)+#%/+&.*G>C'?C*..'?'>),G&)G?'A-C'+

指标 稻虾养殖的红螯螯虾 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

水分
.'4- n646*

#

..4, n646&

E

灰分
(4)6 n646(

#

(4)6 n646(

#

粗脂肪
64)+ n646-

E

64&( n646*

#

粗蛋白
(.4* n646*

E

('4- n646+

#

AA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B646+' &下同'

454"氨基酸成分分析

, 种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都检出 (- 种氨基酸!

平均含量见表 ,#

表 4"两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中氨基酸组成及含量比较

单位$C8(66 C

#$%&'4"1A*>- $,*C,-AE-+*)*->$>C,->)'>)*>AG+,&'-.

104.+5#%)+#%/+&.*,G&)G?'C*>C*..'?'>),G&)G?'A-C'+

类别 氨基酸组成

氨基酸含量

池塘养殖的

红螯螯虾

稻田养殖的

红螯螯虾

必需

氨基酸

赖氨酸& [̂%'

(4*& n646*

#

(4+& n646,

#

蛋氨酸&U"K'

64,& n646)

#

64,( n646-

#

亮氨酸& "̂T'

(4)+ n646+

#

(4,* n646,

E

异亮氨酸&X2"'

64.' n646,

#

64.& n6466

#

苏氨酸&W@J'

64.. n646&

#

64., n6466

#

缬氨酸&R#2'

64.+ n646)

#

64.( n646(

#

色氨酸&WJM'

,4)( n64)-

#

,4)& n646.

#

苯丙氨酸&=@"'

64.+ n646+

#

64*- n646)

#

半必需

氨基酸

组氨酸&/H%'

64+* n646+

#

64++ n646,

#

精氨酸&VJC'

!

,46+ n646*

#

(4', n646,

$$$$$$$$$$$$$$$$$$$$$$$$

E

非必需

氨基酸

丙氨酸&V2#'

!

(4,( n646)

#

(4(* n646)

#

谷氨酸&72T'

!

)4-* n64,.

#

)4*& n646)

#

天冬氨酸&V%M'

!

(4'* n646.

#

(4-6 n646)

E

丝氨酸& Z"J'

64.- n646.

#

64.& n646(

#

脯氨酸&=JO'

64*, n646-

#

64+' n646(

#

甘氨酸&72['

!

64'* n646*

#

64'( n646)

#

酪氨酸&W[J'

64+' n646(

#

64+& n646)

E

半胱氨酸&1[%'

64(, n646)

#

64(- n6466

#

氨基酸&总量'

(-4-- n64.)

#

(.4.6 n646-

$$$$$$$$$$$$$$$$$$$$$$$$

E

AA注$

!

代表鲜味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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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氨酸&必需氨基酸'"精氨酸&半必需氨基酸'"

天冬氨酸&非必需氨基酸'"酪氨酸&非必需氨基酸'"

氨基酸总量存在显著性差异!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氨

基酸含量均大于稻田养殖模式#

1Z 值越接近 (66!与标准蛋白的组成越接近!营

养价值越高
(,&)

# 由表 ) 可知!与池塘养殖模式相比!

除赖氨酸外!稻田养殖模式的氨基酸更接近 (66!这

说明稻田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中必需氨基酸组成

营养价值更高# VVZ 值越接近 (66!与评分模式氨基

酸组成越接近!蛋白质营养价值就越高
(,&)

# 通过对

比!池塘养殖模式有 ) 种氨基酸更接近 (66!稻田养

殖模式有 & 种氨基酸更接近 (66!所以在蛋白质营养

价值方面!稻田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肌肉的蛋白质营

养价值更高# <VVX值越接近 (66!水解液蛋白与参

考蛋白的必需氨基酸组成越接近!营养价值越高
(,&)

#

稻田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 <VVX更接近 (66!同样

证明稻田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的必需氨基酸营养价

值更高#

表 6"两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中的必需氨基酸含量$11($J(及 811Q比较

#$%&'6"8++'>)*$&$A*>- $,*C% 11(% J($>C811Q*>)@'AG+,&'-.104.+5#%)+#%/+&.*.?-A C*..'?'>),G&)G?'A-C'+

养殖模式 评价方法

必需氨基酸种类

赖氨酸

& [̂%'

蛋氨酸&U"K' _

半胱氨酸&1[%'

亮氨酸

& "̂T'

异亮氨

酸&X2"'

苏氨酸

&W@J'

缬氨酸

&R#2'

苯丙氨酸&=@"' _

酪氨酸&W[J'

池塘

GVQ8\/Q模式 ++46 )+46 .646 &646 &646 +646 *646

全鸡蛋模式 (,))

.646 +.46 -*46 +&46 &.46 **46 ')46

必需氨基酸含量&?C*C

P(

'

$$$$$$$$$$$$$$$$$$$$$$$$$$$$$$$$$$$$$$$$$$$$$$$

-,4- (-4, *-4, )'4' )-4' ).4' *.4.

VVZ (+6 +,46 '.4& ''4- '.4) .+4- (()

1Z ((- )(4' .'4) .)4' -,4- +.4& .,4-

<VVX *'4)

稻田

必需氨基酸含量&?C*C

P(

'

-.4+ ,,4, .(4* &,46 &64' &64) *'4)

VVZ (+' *)4) (6, (6+ (6, -64. ((*

1Z (,+ )-4' -)4, ..4' -.46 *(4( .&4+

<VVX .&4)

456"脂肪酸成分分析

, 种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分别检测了 ). 种脂肪

酸! ,6 种小于检出限!(. 种被检出# 被检出的脂肪

酸中!饱和脂肪酸 . 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 种!多不饱

和脂肪酸 . 种!含量平均值见表 &# 其中 , 种养殖模

式红螯螯虾肌肉中的肉豆蔻酸"二十二碳酸"二十碳

二烯酸具有显著性差异!均是池塘养殖模式红螯螯虾

肌肉的脂肪酸含量显著高于稻田养殖模式# VX"WX"

=X指数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 :"两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中脂肪酸含量的比较

单位$C8(66 C

#$%&':"R$))B $,*C,->)'>)+*>AG+,&'-.104.+5#%)+#%/+&.*

.?-A C*..'?'>),G&)G?'A-C'+

脂肪酸组成

脂肪酸含量

池塘养殖的

红螯螯虾

稻田养殖的

红螯螯虾

肉豆蔻酸&1(&l6'

6466. 6& n6466

#

6466) (. n6466

E

十五碳酸&1(+l6'

64666 '. n6466

#

64666 -- n6466

#

棕榈酸&1(*l6'

646)' .6 n646(

#

646+' -) n646)

#

十七碳酸或十七烷酸&1(.l6'

6466, ,. n6466

#

6466( 6( n6466

#

硬脂酸&1(-l6'

646(' -. n646(

#

646(- ). n646(

#

二十二碳酸或山嵛酸&1,,l6'

646(( &. n6466

#

6466& -* n6466

E

续表 :

脂肪酸组成

脂肪酸含量

池塘养殖的

红螯螯虾

稻田养殖的

红螯螯虾

二十四碳酸或木焦油酸&1,&l6'

6466( )- n6466

#

6466( *) n6466

#

#

(R1

S5SI4 !H TS5S!

$

S5SUV W: TS5S6

$

棕榈油酸或棕榈一烯酸&1(*l(3.'

646,) -6 n6466

#

646(' 6. n646(

#

油酸&1(-l(3'F'

646)+ '. n646(

#

646*( -6 n646)

#

二十碳一烯酸或花生一烯酸&1,6l('

6466( (6 n6466

#

6466( (+ n6466

#

#

PXR1

S5SH6 4 TS5S6

$

S5SU! W: TS5S4

$

反式亚油酸&1(-l,3*K'

646,6 6) n6466

#

646(+ *& n646(

#

亚油酸&1(-l,3*F'

646)) &6 n646(

#

646,) -. n646(

#

!

>亚麻酸&1(-l)3)'

6466& .* n6466

#

6466( ., n6466

#

二十碳二烯酸&1,6l,'

6466& &( n6466

#

6466, *& n6466

E

花生四烯酸 V!V&1,6l&3*'

6466( (. n6466

#

6466( (& n6466

#

二十碳五烯酸 <=V&1,6l+3)'

646,6 -) n646(

#

646(, && n646(

#

二十二碳六烯酸 ;/V&1,,l*3)'

6466+ ,6 n6466

#

6466& (. n6466

#

#

=XR1

S5SI4 !: TS5S6

$

S5SH: 6! TS5S6

$

3)

646)6 .' n646(

#

646(- ), n646(

#

3*

646+& *6 n646,

#

646&6 *+ n646(

#

3) 83*

64+*& +6 n646.

#

64&&( &- n64(*

#

1Q

S5H4S V6 TS5!:

$

S5H4V W6 TS546

$

#Q

S5SV6 :U TS5S!

$

S5!II 4: TS5!S

$

=Q

S5IH6 46 TS5S:

$

S5:S! !4 TS5::

$

总脂肪酸
64,)) 66 n646*

#

64,)) 66 n646*

#

AA注$ZGV为饱和脂肪酸!UYGV为单不饱和脂肪酸!=YGV为多不

饱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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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 , 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被检出的脂肪酸

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见表 +"表 *# 脂肪

酸间呈显著正相关的意义在于鱼体通过食物或其他

途径来源等比例增加或补充脂肪酸!反之!脂肪酸间

呈显著负相关表达脂肪酸间在鱼体内的相互转化关

系
(,+)

# 表 + 中!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棕榈

酸"棕榈油酸"十七碳酸"硬脂酸"

!

>亚麻酸"花生四烯

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四碳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之

间全部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 * 对脂肪酸含量会随着

相同因素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相同因素的减少而减

少# 表 * 中!除花生四烯酸与二十四碳酸之间呈极显

著负相关外!其他 + 对脂肪酸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这

说明花生四烯酸与二十四碳酸可在稻田养殖的红螯

螯虾体内稳定而快速地相互转化以达到平衡# 其他

+ 对脂肪酸同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脂肪酸

一样!会随着相同因素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相同因素

的减少而减少#

表 H"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肌肉中脂肪酸的相关性分析

#$%&'H"J-??'&$)*->$>$&B+*+-..$))B $,*C+*>AG+,&'+-.

104.+5#%)+#%/+&.*,G&)G?'C*>E->C+

指标 棕榈酸
棕榈

油酸

十七

碳酸
硬脂酸

!

>

亚麻酸

花生四

烯酸

二十碳

五烯酸

二十四

碳酸

二十二碳

六烯酸

棕榈酸 P P P P P P P

(4666

!

P

棕榈油酸 P P P

64''-

!

64'''

!

P P P P

十七碳酸 P P P P P P

64'''

!

P P

硬脂酸 P

64''-

!

P P

(4666

!

P P P P

!

>亚麻酸 P

64'''

!

P

(4666

!

P P P P P

花生四烯酸 P P P P P P P P

64'''

!

二十碳五烯酸 P P

64'''

!

P P P P

64''-

!

P

二十四碳酸
(4666

!

P P P P P

64''-

!

P P

二十二碳六烯酸 P P P P P

64'''

!

P P P

AA注$

!

表示在 646+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646(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P0表示数据不显著相关&下同'

表 I"稻田养殖的红螯螯虾肌肉中脂肪酸的相关性分析

#$%&'I"J-??'&$)*->$>$&B+*+-..$))B $,*C+*>AG+,&'+-.

12"#+3 4.+5#%)+#%/+&.*,G&)G?'C*>?*,'.*'&C

指标
肉豆

蔻酸

十五

碳酸
硬脂酸

反式亚

油酸

二十碳

一烯酸

二十二

碳酸

花生四

烯酸

二十四

碳酸

二十二碳

六烯酸

肉豆蔻酸 P

(4666

!

64''.

!

P P P P P P

十五碳酸
(4666

!

P P P P P P P P

硬脂酸
64''.

!

P P P P P P P P

反式亚油酸 P P P P

64''-

!

(4666

!!

P P

(4666

!

二十碳一烯酸 P P P

64''-

!

P

64''.

!

P P

64'''

!

二十二碳酸 P P P

(4666

!!

64''.

!

P P P

64'''

!

花生四烯酸 P P P P P P P

P(4666

!

P

二十四碳酸 P P P P P P

P(4666

!

P P

二十二碳六烯酸 P P P

(4666

!

64'''

!

64'''

!

P P P

AA综合比较!相对于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稻田养

殖的红螯螯虾的肌肉中的脂肪酸发生了变化!不再只

通过外源来获取!也可以通过机体内部相互转化获

得!这对于增强红螯螯虾的自身生存能力!平衡人体

内部脂肪酸摄入具有重要意义#

45:"虾肉质构特性分析

对池塘养殖和稻田养殖的红螯螯虾肌肉进行虾

重"肉重"出肉率以及硬度"黏力"弹力"内聚性"可恢

复功"胶着性"咀嚼性等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重量明显大于稻田养殖的红螯

螯虾!肉重也是同样结果# 但是 , 种养殖模式的红螯

螯虾在出肉率"硬度"黏力"弹力"内聚性"可恢复功"

胶着性"咀嚼性等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W"两种养殖模式红螯螯虾肌肉的质构等参数比较

#$%&'W"J-AE$?*+->-.AG+,&')'D)G?'%')L''>

104.+5#%)+#%/+&.*.?-A )L- ,G&)G?'A-C'+

质构特性 池塘养殖红螯螯虾 稻田养殖红螯螯虾

虾重8C

*+4( n(64*

#

+&4, n'4,6

E

肉重8C

((4+ n,4+(

#

'4,( n(4+*

E

出肉率85

(.4. n)46+

#

(.4( n(4')

#

硬度8C

(&4( n+4-)

#

(&4* n*46&

#

黏力8C

,4'+ n,4)6

#

)46) n(4&&

#

弹力
64)( n64*)

#

64,( n64(,

#

内聚性
64,* n(4).

#

64&6 n64&&

#

可恢复功8?a

646& n646+

#

646) n646+

#

胶着性8C

*46* n'4))

#

*4.6 n*4''

#

咀嚼性8?a

64() n64,,

#

64(6 n64(*

#

)A结论

&('营养成分$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虾重"肉重"

粗脂肪"粗蛋白"亮氨酸"精氨酸"天冬氨酸"酪氨酸"

氨基酸总量"肉豆蔻酸"二十二碳酸和二十碳二烯酸

含量都显著高于稻田养殖模式!池塘养殖的红螯螯虾

水分含量显著低于稻田养殖模式!灰分含量无显著

差异#

&,'氨基酸营养价值$与池塘养殖模式相比!稻

田养殖模式 1Z 值"VVZ 值和 <VVX值均更接近标准

蛋白组分#

&)'脂肪酸营养价值$, 种养殖模式的 VX"WX和

=X值均无显著性差异#

&&'脂肪酸相关性分析$池塘养殖模式下的红螯

螯虾肌肉中的棕榈酸"棕榈油酸"十七碳酸"硬脂酸"

!

>亚麻酸"花生四烯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四碳酸和

二十二碳六烯酸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稻田养殖模式下

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十五碳酸"硬脂酸与肉豆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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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碳一烯酸"二十二碳酸"二十二碳六烯酸与反式

亚油酸呈显著正相关!花生四烯酸与二十四碳酸呈显

著负相关# 稻田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肌肉中的脂肪

酸更易通过体内转化获得#

&+'质构特性$, 种养殖模式的红螯螯虾肌肉在

质构特性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综合比较!池塘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肌肉的主要

营养成分含量更高!而稻虾共生养殖模式下红螯螯虾

肌肉品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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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64()''+8d4F3DH4(( P(-6,8K%46,&)+(

引用格式!朱兰兰!侯钟令!崔亚菲!等4应用 S=神经网络优化南极磷虾酶解工艺(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P(,*4

b/Y #̂32#3!/QYb@O3C2H3C!1YX̀ #I"H!"K#24QMKH?Hc#KHO3 OI"3c[?#KHF@[$JO2[%H%OIV3K#JFKHFDJH22E[S=3"TJ#23"KfOJD

(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应用 N=神经网络优化南极磷虾酶解工艺

朱兰兰(!,

!侯钟令)

!崔亚菲&

!苗钧魁)

!冷凯良)

!

(&山东理工大学 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山东 淄博!,++666',&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山东 青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 青岛!,**6.('&&山东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泰安!,.(6(-'

摘A要A为探究南极磷虾酶解过程的影响参数!以水解度为考查指标!实施多因素作用下的酶解实验!建立了基

于 S=神经网络的南极磷虾酶解工艺模型" 使用 .- 个样本对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 -) 次迭代后!得到了准确度

最优的拟合模型&UZ<达到最小值 6466, ,&,!样本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值 64'+* ''$使用 ' 个样本对模型进行测

试发现!' 组数据的 UZ<k6466) --'!'k64'-+ *!表明该工艺模型可以准确地描述和预测不同工艺参数下南极

磷虾酶解反应的结果$使用神经网络模型求解水解度的极大值和最优工艺条件!在酶添加量为 &4.)5!M/*4''!

温度 +&46 h!时间 ,6(46 ?H3 时!水解度最大!该条件下实验实测值为 &(4,65!与预测值 &(4)*5无显著差异!

该模型工艺优化结果准确" 与响应面相比!S=神经网络具有避免舍去高次交互项所引起的误差!拟合模型纠偏

性强!拟合结果更加精准等方面的优势"

关键词A南极磷虾$酶解$拟合模型$S=神经网络

YE)*A*Z$)*->-.'>ZBA$)*,@BC?-&B+*+-.1>)$?,)*,K?*&&%B N=>'G?$&>')L-?K

b/Y #̂32#3

(!,

!/QYb@O3C2H3C

)

!1YX̀ #I"H

&

!UXVQaT3DTH

)

! <̂97:#H2H#3C

)

!

(&ZF@OO2OIVCJHFT2KTJ"<3CH3""JH3C#3$ GOO$ ZFH"3F"!Z@#3$O3CY3HN"J%HK[OIW"F@3O2OC[!bHEO,++666!1@H3#'

,&=H2OK9#KHO3#2̂ #EOJ#KOJ[IOJU#JH3"ZFH"3F"#3$ W"F@3O2OC[&0H3C$#O'!0H3C$#O,**,).!1@H3#'

)& "̀22OfZ"#GH%@"JH"%!"%"#JF@ X3%KHKTK"!1@H3"%"VF#$"?[OIGH%@"J[ZFH"3F"%!0H3C$#O,**6.(!1@H3#'

&&ZF@OO2OIGOO$ ZFH"3F"#3$ <3CH3""JH3C!Z@#3$O3CVCJHFT2KTJ"Y3HN"J%HK[!W#H.#3 ,.(6(-!1@H3#'

1N(#/1J#AWO%KT$[K@"H3I2T"3F"OIMJOF"%%M#J#?"K"J%O3 K@""3c[?#KHF@[$JO2[%H%OIV3K#JFKHF

DJH22! "3c[?#KHF@[$JO2[%H%"LM"JH?"3K%T3$"J?T2KHM2"I#FKOJ%f"J"F#JJH"$ OTK#3$ #MJOF"%%?O$"2

E#%"$ O3 S=3"TJ#23"KfOJD f#%ETH2K4X3 K@"?O$"2! #IK"J-) "MOF@%fHK@ .- KJ#H3H3C%#?M2"%! K@"

?"#3 %eT#J""JJOJ&UZ<' OI?O$"2J"#F@"$ #?H3H?T?N#2T"OI6466, ,&,! #3$ K@"FOJJ"2#KHO3 FO"IIH>

FH"3KOIK@"?O$"2%#?M2"%J"#F@"$ #?#LH?T?N#2T"OI64'+* '! f@HF@ FO3IHJ?"$ K@#KK@"#FFTJ#F[OI

K@"?O$"2f#%OMKH?#24UZ<OI6466) --' #3$ 'OI64'-+ * f#%OEK#H3"$ IOJ3H3"K"%K"$ $#K#%"K%!

f@HF@ H3$HF#K"$ K@#KK@"?O$"2FOT2$ #FFTJ#K"2[$"%FJHE"#3$ MJ"$HFKK@"J"%T2K%OI"3c[?#KHF@[$JO2[%H%

OIV3K#JFKHFDJH22T3$"J$HII"J"3KMJOF"%%M#J#?"K"J%4GH3#22[! K@"OMKH?#2M#J#?"K"J%f"J"IOT3$ E[

%O2NH3CK@"?#LH?T?$"CJ""OI@[$JO2[%H%H3 K@"?O$"2! H4"4! "3c[?"#$$HKHO3 #?OT3K&4.)5! M/

*4''! "3c[?"@[$JO2[%H%KH?",6(46 ?H3! #3$ "3c[?"@[$JO2[%H%K"?M"J#KTJ"+&46 h4\HK@ K@"

#EON"M#J#?"K"J%! K@"$"CJ""OI@[$JO2[%H%$"K"J?H3"$ E["LM"JH?"3Kf#%&(4,654f@HF@ f#%F2O%"KO

K@"MJ"$HFK"$ N#2T"OI&(4)*54

7'B L-?C+AV3K#JFKHFDJH22% "3c[?#KHF@[$JO2[%H%% IHKKH3C?O$"2% S=3"TJ#23"KfOJD

第一作者$博士!副教授&冷凯良研究员为通讯作者!<>?#H2$2"3CD2j[%IJH4#F4F3'

AA基金项目$山东省支持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专项&,6(-Z;:a6)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收稿日期$,6,6>6&>)6!改回日期$,6,6>6+>,6

AA南极磷虾作为战略性新兴资源!营养价值和应用

潜力巨大# 研究表明!磷虾粉粗蛋白含量为 *65 m

*+5

(( P))

!粗脂肪含量为 (+5左右
(,! &)

!灰分含量在

*5 m()5

(,! &)

# 全沁果等
(,)

对南极磷虾粉的营养成

分分析表明$磷虾粉含粗蛋白质 *(4)-5"粗脂肪

(&4&'5"甲壳素 *46-5"灰分 *4,.5!南极磷虾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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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氨基酸含量为 &.)4&6 ?C8C!其中!

"

<VV8

"

VVk

)-4.&5!

"

;VV8

"

VVk&&4*(5!符合 GVQ8\/Q

认可的优质蛋白质标准# 同时! Gp!S<!>̂Q!;V

等
(+)

证实!南极磷虾蛋白水解产物中必需氨基酸占

氨基酸总量的 &+5左右!符合 GVQ8\/Q8Y9Y('-+

推荐的成年人对蛋白质的摄取需求#

酶解是南极磷虾蛋白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技术

环节# 酶作用下!南极磷虾大分子蛋白质和脂肪被分

解为肽"氨基酸"脂肪酸等!一方面对南极磷虾的营养

和风味特性具有积极的贡献作用%另一方面!酶解产物

同样可作为功能肽"营养强化剂"调味品等高值产品的

重要基料# 综上!对南极磷虾酶解工艺进行优化!可为

南极磷虾蛋白质资源的高值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持#

S=神经网络是一种基于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进行

训练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
(*)

# 核心思想在于自变量输

入后经神经元迭代得到输出值# 目前!神经网络技术

主要应用于食品风险评估
(. P-)

"食品工艺优化
(' P(6)

"食

品功能分析
((( P(,)

等领域# 相比传统工艺优化研究的

响应面法而言!S=神经网络具有以下优势$

本研究以水解度为衡量指标!研究多因素&酶添

加量"M/"酶解时间"温度'作用下的南极磷虾酶解工

艺条件!应用 S=神经网络建立酶解工艺拟合模型!

并借助模型筛选"验证最佳酶解工艺参数!同时为 S=

神经网络模型在食品工艺优化相关研究中的应用做

出有益探索!也为食品工艺优化过程提出新的思路#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南极磷虾$购自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P-6 h贮藏直至分析#

木瓜蛋白酶!北京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硫

酸铜!天津市瑞金特化学品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三氯乙酸!天津市北联精细

化学品开发有限公司%甲醛!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磷酸缓冲液!奥豪斯&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所

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54"仪器与设备

à >̂16,6 型组织捣碎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1W(&;型高速台式离心机!上海天美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ZWV!W<!)1型 M/计!奥豪斯&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 型磁力搅拌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56"实验方法

(4)4(A酶解工艺参数的选择

根据相关报道
((+ P(.)

中常采用的研究思路!选用

木瓜蛋白酶酶解南极磷虾!选择酶添加量"M/"酶解

时间"酶解温度 & 个参数作为酶解工艺主要影响因素

进行工艺研究!各参数值如表 ( 所示#

表 !"酶解反应的各个指标及水平

#$%&'!"R$,)-?+$>C&'M'&+-.'>ZBA$)*,@BC?-&B+*+E?-,'++

指标
水平

P( 6 (

酶添加量85 ) & +

M/ * . -

酶解时间8@ , ) &

酶解温度8h +6 ++ *6

在保证因素和水平的组合具有代表性的前提下!

借助中心组合设计的思想!设定如表 , 所示的实验

组# 每个实验组进行 ) 次平行#

表 4"不同参数下南极磷虾的水解度

#$%&'4";'F?''-.@BC?-&B+*+-.1>)$?,)*,K?*&&G>C'?

C*..'?'>)E$?$A')'?+

实验号
酶添加

量85

M/

酶解时

间8@

酶解温

度8h

水解度

均值85 标准偏差

( & *4+ , ++ )-4*& 64,.

, & . , *6 ).4*, 64(+

) + . ) *6 )+4(' 64,-

& & . & +6 &,4+ 64('

+ & *4+ ) +6 )'4* 64(-

* & . ) ++ )64+- 64&,

. + . ) +6 )(4&+ 64(+

- ) . & ++ )'4.- 64,,

' + . , ++ )(4.& 64,-

(6 & . ) ++ ),4)( 64(6

(( + *4+ ) ++ ),4,. 64,.

(, & .4+ & ++ )*4*, 64(.

() + .4+ ) ++ )-4*, 64(&

(& & .4+ ) *6 )*4)+ 646*

(+ ) *4+ ) ++ )*4' 64,6

(* & . & *6 ))4(. 64)&

(. & .4+ ) +6 )'4.' 64(,

(- ) . ) *6 ))4,' 646.

(' & . ) ++ ),4'. 64))

,6 & *4+ ) *6 &(4'( 64,.

,( ) .4+ ) ++ &(4. 64,,

,, ) . , ++ )+46+ 64&,

,) + . & ++ &(4. 64(+

,& & *4+ & ++ )+4(' 64(-

,+ & . ) ++ ).4') 646,

,* & . , +6 &,4), 64,+

,. & . ) ++ )&4* 64(6

,- ) . ) +6 ))4+& 64))

,' & .4+ , ++ ).4+ 64('

(4)4,A酶解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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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解工艺如图 ( 所示#

图 (A酶解反应工艺流程

GHC4(A=JOF"%%OIK@""3c[?#KHF@[$JO2[%H%

(4)4)A水解度的测定

蛋白质在酶促反应过程中!肽键断裂的比例可以

表征底物在该次反应中水解的程度# 目前常用水解度

& $"CJ""OI@[$JO2[%H%!;/'表征这一指标!通过酶解液中

游离氨基酸态氮含量与底物中的总氮含量之比计算$

;/85 k

>

I

P-

>i9

i(66 !(#

式中$>

I

!游离氨基酸态氮质量浓度!?C8?̂ !使用甲

醛电位滴定法
((-)

测定%.! 酶解液体积!?̂ %>!总氮质

量分数!?C8C!使用凯氏定氮法
((')

测定%9!样品质

量!C#

!5:"N=神经网络模型

(4&4(AS=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拟构建的 S=神经网络模型如图 , 所示# 典型

的神经网络模型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构成# 输

入层和输出层即自变量的输入值和因变量的输出值#

某一隐藏层神经元接收了加权的输入值后!经过激活

函数 D

9

的运算!再经过输出层加权后传递给输出神

经元# 输出神经元/收集0每一加权了的隐藏神经元

传递过来的值!加和之后即得到最终的输出值#

图 ,AS=神经网络模型示意图

GHC4,AZF@"?#KHF$H#CJ#?OIS=3"TJ#23"KfOJD ?O$"2

AA神经网络模型的核心在于隐藏层和输出层的权

重!建立神经网络的核心问题即这两组权重的确定#

这一过程往往被描述为/训练0或/监督学习0# 即!

给定 , 组初始权重!代入已知的自变量&酶解参数'

得到 ( 个输出值!再将该输出值和已知的因变量实际

值&水解度'对比!并对权重做出调整# 由自变量得

到预测值的过程称为/正向传播0!而由预测值和实

际值的对比从而对权重进行更新的过程称为 /反向

传播0# 一次正向传播 _一次反向传播称为一次迭

代# 通过反复的迭代!可以使得神经网络的输出值逐

步接近实际值# 反向传播过程中对权重的更新依赖

于误差函数和/梯度下降0方法!相关数学证明涉及

偏微分"矩阵运算等!较为繁琐冗长!且均已有完备的

推导过程&相关内容文中省略'#

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中!网络的输入层由酶添加

量"M/"酶解时间"酶解温度 & 个自变量构成!输出层

由因变量水解度构成!隐藏层神经元个数根据试验判

定最优值# 该模型的激活函数选择 S=网络最常用

的 ZHC?OH$ 函数!即构成了 & i- i( 的 ) 层 S=神经

网络#

(4&4,A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

水解度数据使用 <LF"2,6(' 进行整理!使用

UVŴVS,6('#软件进行神经网络的搭建和训练#

训练所用数据共 ,' i) k-. 组!随机抽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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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组'验证模型正确率!其余数据 .- 个用于

训练网络#

,A结果与分析

45!"水解度实验结果

各参数下南极磷虾的水解度如表 , 所示# ,' 组

实验!每组重复 ) 次!共计 -. 个水解度实验数据!用

于之后的 S=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454"N=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

,4,4(AS=神经网络模型参数

使用 UVŴVS,6('#软件中的 9"TJ#29"KGHKKH3C

工具箱进行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和训练# 经该工具

箱对神经网络训练的过程中!每一 "MOF@&迭代次数'

中训练数据集被以 .65"(+5"(+5随机划分为训练

部分"验证部分和测试部分进行迭代训练# 经建模预

实验!隐藏层神经元个数选择为 (+ 个!学习率为646,

时!神经网络模型表现较佳# 由于神经网络参数优化

过程主要涉及到并依赖于较为晦涩的数学推导和计

算机程序进行预实验和调整!文中未予以赘述#

常用均方误差函数&?"#3 %eT#J"$ "JJOJ!UZ<'表

征 S=神经网络预测值和期望值之间的误差如公式

&,'所示$

UZ<k

(

-

"

-

)k(

!=

)

P

%

=

)

#

,

&,'

式中$=

)

为第个神经网络输出值%而 %

=

)

为该输出值对

应的期望值%- 为参与评价的样本个数#

本研究中!即通过每个样本 &每组实验'的期望

值&实验中实测的水解度'!和输入自变量后神经网

络模型给出的输出值&预测值'!来评价神经网络模

型在预测酶解反应结果时的精确度#

同时!神经网络的输出值和对应的期望值越接

近!则神经网络性能越好# 则若以输出值为横坐标!

期望值为纵坐标!每一样本对应的数据点应尽可能接

近于直线 =kF# 即两者是线性相关的# 那么!线性

相关中常用的相关系数 '

,

或者 '同样可以评估神

经网络模型的性能#

,4,4,A神经网络模型的 UZ<评估

通过 UZ<评估所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的准确

性!结果如图 ) 所示#

根据 UZ<评估标准!UZ<B646( 时!模型构建成

功!准确性达到拟合要求# 由图 ) 可知!神经网络模

型经 -) 次迭代后达到最小 UZ<值 6466, ,&,!模型

构建成功!拟合准确性高!可用于南极磷虾酶解工艺

的拟合研究#

图 )AS=神经网络模型的 UZ<指标

GHC4)AUZ<H3$"LOIS=3"TJ#23"KfOJD ?O$"2

,4,4)A神经网络模型的相关系数评估

统计训练"验证"测试和全部数据的输出值和目

标值!并计算对应的相关系数如图 & 所示#

各组数据的相关系数 '如图 & 所示!期望 &目

标'值和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进一步验证了该 S=神经模型模型构建成功!

拟合准确性高#

图 &AS=神经网络模型的相关系数指标

GHC4&A1OJJ"2#KHO3 FO"IIHFH"3KH3$"LOIS=3"TJ#23"KfOJD ?O$"2

456"N=神经网络模型性能测试

使用所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对随机选出的 ' 组

检验集数据进行验证# 实验测定的水解度和神经网

络预测的水解度进行结果对比!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实验测定得到的水解度 &期望值'

和神经网络模型所给出的输出值&预测值'具有一致

的变化趋势# 同时计算可知!该 ' 组数据的 UZ<k

646)- -'!'k64'-+ *!表明所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

给出的预测值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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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S=神经网络模型的性能验证

GHC4+A="JIOJ?#3F"N"JHIHF#KHO3 OIS=3"TJ#23"KfOJD ?O$"2

45:"最优酶解工艺条件筛选

南极磷虾酶解工艺已有多位学者研究报道过!但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 张华丹
((+)

等选择了碱性蛋

白酶对南极磷虾酶解工艺进行了优化发现!&+4*-

h"酶添加量 (4*.5"酶解时间 +4&. @"M/为 -46-

时南极磷虾蛋白粉水解度可达到 (+4,.5%刘璐等
(,()

发现 M/ -4+!温度 ++ h!加酶量 ,4*5!酶解时间

+ @!下南极磷虾分解度为&,)4-+ n64'+'5%燕梦雅

等
(,,)

同样采用木瓜蛋白酶对南极磷虾进行水解发

现!酶与底物质量比为比 64,+5!酶解)6 ?H3!温度

++ h! M/*46 时酶解产物的溶解度最大为&(,46* n

64,('5# 造成结果偏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原料性质

差异导致!而模型拟合的不准确性也是重要原因#

借助 S=神经网络模型 /梯度下降0的思想!进

行实验参数的极值预测!与响应面数据处理相比!

避免了舍去高次交互项所带来的误差!其对实验参

数的预测更加准确# 具体做法为$以三维坐标系的

二元函数为例$考虑 @k+&F! =' !其图像为空间直角

坐标系中的曲面# 若移动 F和 =的位置!则 @值将

会对应地增大或者减小%数学上!将 @值增大或缩小

/最快0的/移动方向0定义为梯度# 若主动地将点

&F

6

!=

6

'沿该点的梯度移动特定距离至 &F

(

!=

(

'!再

将点&F

(

!=

(

'沿该点的梯度移动特定距离至&F

,

!=

,

'

11反复进行该操作!则点的位置将逐渐逼近函数的

极大8小值#

本研究建立的 S=神经网络模型可视作酶添加

量"M/"时间和温度为自变量的四元函数!在五维坐

标系中使用/梯度下降0思想求得该模型衡量指标水

解度的极大值# 实际操作则通过 UVŴVS编写程序

实现#

经过 S=神经网络模型拟合!根据水解度值大小

筛选!得到水解度值&大于 &65'的处理方案 & 组!结

果如表 ) 所示#

表 6"神经网络模型优化所得的极大值

#$%&'6"P$D*AGA M$&G'+-%)$*>'C%B >'G?$&>')L-?K

A-C'&-E)*A*Z$)*->

方案 酶添加量85 M/ 温度8h 时间8?H3 水解度85

( (+4,) *4-, .*4() ,-.4', &,4++

, &4.) *4'' +&46, ,6(4(, &(4)*

) .4&) -4(( '.4,( ,6&4,' &64',

& +4** .4,( *+4() )+,4&, &64+-

在神经网络模型求解的极值中!极值点均为数学

角度获得!需要结合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工艺参数的选

择# 方案 ) 所给出的条件中!温度 '.4,( h显然远超

木瓜蛋白酶的最适温度!该方案应舍去%方案 & 的反

应时间大大长于其他几种!但水解度不具有显著优势

且酶添加量亦无显著降低!予以舍去%方案 ( 相对于

方案 ,!酶添加量和反应时间有大幅度增加!但水解

度并未显著升高!从生产效率和经济价值角度考虑!

同样予以舍去# 综上!选取方案 , 做为最终的优化

结果#

结合实际生产情况!采用酶添加量 &4.)5"M/

*4''"温度 +&46 h"时间 ,6(46 ?H3 进行酶解工艺操

作!得到南极磷虾水解度为 &(4,65!与神经网络的

预测值 &(4)*5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所建立的神经

网络模型能够准确地对南极磷虾酶解工艺进行优化#

)A结论

本研究以南极磷虾酶解反应的水解度为考查指

标!以酶添加量"酶解时间"M/和酶解温度为自变量!

建立了基于 S=神经网络的南极磷虾酶解工艺模型!

并借助模型对南极磷虾酶解工艺最佳参数进行了

优化#

首先!使用 .- 个样本对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 -)

次迭代后!UZ<达到最小值 6466, ,&,!所有样本相

关系数达到最大值 64'+* '!表明南极磷虾酶解反应

可以采用 S=神经网络的模型对反应过程进行拟合

和预测!且该模型的准确度达到了具有应用价值的

标准#

随后!使用 ' 个样本对模型进行测试发现!该 '

组数据的 UZ<k646)- -'!'k64'-+ *# 表明该模型

对南极磷虾酶解反应的预测良好#

最终!采用/梯度下降0思想求解 S=神经网络模

型中水解度的极大值!并从经济和效率角度综合分析

得最优 条 件为酶添加量 &4.)5! M/ *4''! 温 度

+&46 h!时间 ,6(46 ?H3# 经实验验证!该酶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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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得的南极磷虾水解度为 &(4,65!与预测值

&(4)*5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所建立的基于 S=神经网络的南极磷虾

酶解工艺模型能够较好地对南极磷虾酶解反应结果

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将为南极磷虾酶解工艺的优化提

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参考# 相比响应面处理!

S=神经网络具有偏差性更小"准确性更好等优势!可

在食品相关研究领域中进行广泛应用# 在食品生产

工艺优化过程中!若使用 S=神经网络模型!还应该

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基于 S=神经网络的模型建立依赖于足够

数量的样本!对于特定问题而言样本数目不应低于某

个下限# 其次!S=神经网络模型建立的过程中!相关

重要参数!如学习率"激活函数"误差函数"隐藏神经

元个数等的选取至关重要# 具体操作过程中!这些参

数的选取和设置也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验参数的选

取和预实验的结果# 同时!在 S=神经网络优化生产

工艺时!前期单因素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尤为

重要# 此外!在解决食品领域中具体问题时!神经网

络模型的相关评估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数据

积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神经网络模型为代表

的机器学习技术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背景

下!应用 S=神经网络优化南极磷虾酶解工艺的研

究!可为南极磷虾蛋白质资源的开发和高值化利用提

供技术支持!相关研究也将为神经网络模型在食品领

域的应用提供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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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孙新强!陈克杰!杨一恭!等4优化碳源提升法夫酵母虾青素产量和占类胡萝卜素比例(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 P(),4ZY9]H3eH#3C!1/<9:"dH"! V̀97 H̀CO3C!"K#24QMKH?Hc"$ F#JEO3 %OTJF"H3FJ"#%"$ K@"KHK"JOI#%K#L#3K@H3

#3$ K@"#%K#L#3K@H3>KO>F#JOK"3OH$ J#KHOH3 !<%++)% 0<131@=9%(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优化碳源提升法夫酵母虾青素产量和占类胡萝卜素比例

孙新强(

!陈克杰,

!

!杨一恭,

!刘 燕,

!周旭燕,

!邵 东,

!徐作武,

!王小平,

(&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66),'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浙江 绍兴!)(,+66'

摘A要A为进一步提升法夫酵母虾青素产量和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考察了大宗碳源及其组合对法夫酵母

细胞生长和虾青素生产的影响!并在 .6 ^发酵罐上进行配比确定!在 (6 ?

) 发酵罐上进行中试放大" 结果表明#

有利于细胞增殖的碳源为糖蜜%葡萄糖%麦芽糊精和麦芽糖浆!有利于类胡萝卜素合成的为麦芽糊精%麦芽糖浆%

淀粉水解液和蔗糖!有利于虾青素合成的为麦芽糊精%淀粉水解液和麦芽糖浆$不同碳源组合中!糖蜜或葡萄糖

与麦芽糊精组合时虾青素产量最高!分别达到 &+-4. n(4,'%&++4( n64-'

$

C8?̂ $在 .6 ^发酵罐中!葡萄糖和

麦芽糊精质量比为 (l(时较佳!虾青素产量和干菌体虾青素含量分别为 &)&(46 n.4,'

$

C8?̂ 和 &46- ?C8C&细

胞干重'$在 (6 ?

) 发酵罐中进行工艺放大!虾青素产量和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分别为 &)*64) n64-'

$

C8?̂ 和 &,4,5!干菌体虾青素含量为 )4-- ?C8&C细胞干重'!稍低于小试" 该研究确定了法夫酵母虾青素生

产的碳源种类和混合补加比例!为虾青素商业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A法夫酵母$虾青素$碳源优化$糖蜜$麦芽糊精

YE)*A*Z'C,$?%->+-G?,'*>,?'$+'C)@')*)'?-.$+)$D$>)@*>$>C)@'

$+)$D$>)@*>2)-2,$?-)'>-*C?$)*- *>62+77%+ #2'5'8($+

ZY9]H3eH#3C

(

!1/<9:"dH"

,

!

! V̀97 H̀CO3C

,

! X̂Y #̀3

,

!b/QY]T[#3

,

!

Z/VQ;O3C

,

!]YbTOfT

,

!\V97]H#OMH3C

,

(&b@"dH#3C1@#3C@#H=@#J?#F"TKHF#21O4! K̂$4!Z@#OLH3C)(66),! 1@H3#'

,&b@"dH#3CU"$HFH3"1O4! K̂$4]H3F@#3C=@#J?#F"TKHF#2G#FKOJ[!Z@#OLH3C)(,+66!1@H3#'

1N(#/1J#AWOH3FJ"#%"K@"KHK"JOI#%K#L#3K@H3 #3$ K@"#%K#L#3K@H3>KO>F#JOK"3OH$ J#KHOH3 !<%++)%

0<131@=9% I"J?"3K#KHO3! K@"K[M"%OIET2D F#JEO3 %OTJF"%#3$ K@"HJFO?EH3#KHO3%f"J"H3N"%KHC#K"$ 4

W@"J#KHOOIC2TFO%"KO?#2KO$"LKJH3 f#%$"K"J?H3"$ H3 #.6 ^I"J?"3K"J! #3$ K@"OMKH?Hc"$ MJOF"%%f#%

%F#2"$ TM H3 #(6 ?

)

I"J?"3K"J4W@"J"%T2K%%@Of"$ K@#K?O2#%%"%! C2TFO%"! ?#2KO$"LKJH3 #3$ ?#2KO%"

%[JTM f"J"I#NOJ#E2"IOJK@"CJOfK@ OI!B0<131@=9%! ?#2KO$"LKJH3! ?#2KO%"%[JTM! %K#JF@ @[$JO2[%#K"

#3$ %TFJO%"f"J"E"3"IHFH#2KOK@"%[3K@"%H%OIF#JOK"3OH$%! f@H2"?#2KO$"LKJH3! %K#JF@ @[$JO2[%#K"#3$

?#2KO%"%[JTM I#FH2HK#K"$ K@"MJO$TFKHO3 OI#%K#L#3K@H34U#2KO$"LKJH3 FO?EH3"$ fHK@ ?O2#%%"%OJC2TFO%"

J"%T2K"$ H3 K@"@HC@"%K#%K#L#3K@H3 KHK"J%OI&+-4. n(4,' #3$ &++4( n64-'

$

C8?̂ ! J"%M"FKHN"2[4

W@"OMKH?#2J#KHOOIC2TFO%"KO?#2KO$"LKJH3 OI(l( H3 #.6 ^I"J?"3K"J[H"2$"$ #3 #%K#L#3K@H3 KHK"JOI

&)&(46 n.4,'

$

C8?̂ ! f@HF@ H%&46- ?C8C$J[F"22f"HC@K4\@"3 %F#2"$ TM H3 #(6 ?

)

I"J?"3K"J!

K@"KHK"J#3$ K@"#%K#L#3K@H3>KO>F#JOK"3OH$ J#KHOf"J"&)*64) n64-'

$

C8?̂ #3$ &,4,5! J"%M"FKHN">

2[! f@H2"K@"#%K#L#3K@H3 FO3K"3KKOf#J$ $J[F"22f"HC@Kf#%)4-- ?C8C! f@HF@ f#%%2HC@K2[2Of"JK@#3

K@#KOI2#E %F#2"I"J?"3K#KHO34X3 %T??#J[! K@"K[M"%OIF#JEO3 %OTJF"%#3$ K@"HJFO?MO%HKHO3%f"J"OM>

KH?Hc"$ IOJ#%K#L#3K@H3 MJO$TFKHO3! K@"J"%T2K%MJONH$"$ H?MOJK#3KJ"I"J"3F"IOJFO??"JFH#2MJO$TFKHO3

OI#%K#L#3K@H34

7'B L-?C+A!<%++)% 0<131@=9%%#%K#L#3K@H3%F#JEO3 %OTJF"%OMKH?Hc#KHO3%?O2#%%"%%?#2KO$"LKJH3%MH2OK

%F#2">TM

第一作者$硕士!高级工程师&陈克杰工程师为通讯作者!<>?#H2$D"dH"F@"3j(*)4FO?'

收稿日期$,6,6>6&>)6!改回日期$,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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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虾青素 &#%K#L#3K@H3'!)!)q>二羟基>

%

!

%

q>胡萝

卜素>&!&q>二酮!属于酮式类胡萝卜素!因其分子结构

中紫罗酮环的 ) 和 )q位置各含一个手性 &或不对称'

中心!故可形成 ) 种对映异构体!即 )IA)JI")'A)JI 和

)'A)J'&也称为左旋"内消旋和右旋'

(()

# 化学合成

虾青素为上述 ) 种异构体的混合物#

法夫酵母 &!<%++)% 0<131@=9%' 作为虾青素的重

要来源!其抽提物被证明具有安全性
(,)

!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于 ,6(6 年增补其用作动物饲料添加

剂!亦于 ,6() 年进入中国农业部,饲料添加剂品种目

录-# 基于虾青素卓越的提高免疫"抵抗衰老和增加

活力的功能!在美容"医药和养殖等领域呈现日益旺

盛的市场需求和广阔前景# 受制于法夫酵母发酵生

产虾青素存在培养温度低"产量低"碳源消耗大和耗

氧水平高等问题!商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学

术界和产业界围绕基因组特性
())

"菌株筛选
(& P+)

"代

谢改造
(* P.)

"培养基优化
(- P')

"促进因子筛选
((6 P(,)

"

环境胁迫
(() P(*)

和发酵过程控制
((,! (. P(-)

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研究# 在法夫酵母发酵工艺方面!针对碳源的

研究已相当广泛# V9等
((')

用含尿素和 9#/

,

=Q

&

的

糖蜜作原料!在 (66 ^中试规模发酵罐上最大生物量

为 )* C8̂!类胡萝卜素产量为 &6 ?C8̂%97/X<U

等
(,6)

研究了 + 株法夫酵母对含葡萄糖"木糖和阿拉

伯糖的玉米纤维水解糖的利用!发现利用阿拉伯糖时

虾青素产量最高!而高浓度的葡萄糖会抑制其他 , 种

糖的利用%=V9等
(,()

在固定氮源浓度的条件下应用

蛋白质组学方法研究了 189对法夫酵母细胞生长和

虾青素积累的影响!得出虾青素的产量与 189呈负

相关!随 189的增大而降低!比较蛋白组学研究则表

明上述不同 189条件下!涉及碳水化合物代谢和胡

萝卜素生成代谢的途径发生较大变化%UXVQ等
(,,)

也

报道了高糖浓度通过胡萝卜素合成基因全局性调节

因子 *0:2!诱导胡萝卜素合成基因 *0/#"4,5和 %5/的

表达受到抑制#

基于上述法夫酵母发酵生产虾青素过程中碳源

占比高!碳源种类和浓度对菌体生理特性和虾青素产

量影响大的认识!本研究对实验室保藏的 ( 株具有商

业化生产前景的法夫酵母进行碳源种类"组合对虾青

素产量和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的影响进行考察!

确定了碳源控制工艺!并在 (6 ?

)

发酵罐上进行中试

放大!为本菌株商业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4(4(A菌株

!<%++)% 0<131@=9% ]1)6(+ 由上海来益生物药物

研究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赠送!保藏于浙江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生物药物实验中心#

(4(4,A试剂

蛋白胨"麦芽抽提物!英国 Q]QX;公司%葡萄糖!

西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麦芽糊精!山东西王糖业有

限公司%糖蜜!济南昌英达化工有限公司%乳酸!安徽

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9/

&

'

,

ZQ

&

":/

,

=Q

&

"

UCZQ

&

*./

,

Q!江苏紫东食品有限公司%酵母抽提物

GU'6,!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麦芽糖浆!诸城市润

生淀粉有限公司%玉米淀粉!诸城兴贸玉米开发有限

公司%泡敌!江山宇轩科技有限公司%虾青素标样!

ZHC?#>V2$JHF@ &中国' 公司%

!

>淀粉酶!北京奥博星生

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

!54"培养基

固体培养基$ Ù培养基!成分参考文献(,))!加

入 ,6 C8̂琼脂#

种子培养基$ Ù培养基#

发酵培养基 &C8̂'$碳源 ,646"&9/

&

'

,

ZQ

&

)46"

:/

,

=Q

&

(46"UCZQ

&

*./

,

Q64+"1#12

,

*,/

,

Q64("酵

母抽提物 (46"乳酸 +46"泡敌 64(# 碳源指葡萄糖"

麦芽糊精"可溶性淀粉"甘油"蔗糖"麦芽糖浆"乳糖"

糖蜜和玉米淀粉水解液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发酵罐补糖培养基 &C8̂'$.6 ^发酵罐为葡萄

糖或8和麦芽糊精 &66 &补糖培养基葡萄糖与麦芽糊

精比例同基础料葡萄糖与麦芽糊精比例!具体根据实

验设计'%(6 ?

)

发酵罐为葡萄糖 (.+"麦芽糊精 (.+"

糖蜜 +6#

种子"发酵培养基消前用 , ?O28̂ 9#Q/溶液调

M/值 *46# 所有培养基碳源"氮源分消!灭菌条件为

(,( h!)6 ?H3#

!56"仪器与设备

电子天平 &UZ(,66( 8̂6( 型'!瑞士梅特勒>托利

多公司%高效液相色谱仪 &(,66 型'!美国安捷伦科

技有 限 公 司% 摇 床 & X33ON#+666 型 '" 离 心 机

&UH3HZMH3 型'!<MM"3$OJI公司%紫外可见分光 &YR>

,*66V型'!尤尼柯 &上海' 仪器有限公司%小试种子

罐 &SXQW<1/>)6 aZ 型'!上海保兴生物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小试发酵罐 & ĤG2T%Z=>.6^型'!SHOKJO3 公

司%中试种子罐 &( 666 ^型'"中试发酵罐 &(6 ?

)

型'!江苏远方迪威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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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验方法

(4&4(A培养方法

平板培养$取冷冻甘油保藏液进行平板划线!于

,64+ h条件下培养 + m. $!长出较大菌落#

种子瓶培养$用接种环蘸取 ) m+ 个颜色较红"菌

落较大的单菌落!接种于种子培养基 &(6 ?̂ 8+6 ?̂

试管'!于 ,64+h",66 J8?H3 条件下振荡培养 &- @#

取 ,4+ ?̂ 上述试管培养液二次接种于种子培养基

&,,4+ ?̂ 8,+6 ?̂ 三角瓶'!于 ,64+h",66 J8?H3 条

件下振荡培养 )* @!获得成熟种子瓶培养液#

发酵瓶培养$取二级成熟种子瓶培养液!按 (65

&体积分数'的比例接种于发酵培养基 &&+ ?̂ 8+66

?̂ 三角瓶'!于 ,64+h",66 J8?H3 条件下振荡培养

(,6 @#

)6 ^种子罐培养$取二级成熟种子瓶培养液!按

(465&体积分数'的比例接种于种子培养基 &,6 8̂

)6 ^种子罐'!于温度 &,64+ n64, ' h"搅拌转速

)+6 J8?H3"通气比 (4+ ?

)

8&?

)

*?H3'"罐压 646*

U=#条件下培养 &6 @#

.6 ^发酵罐培养$将成熟种子罐培养液按 (65

&体积分数'的比例移种于发酵罐 &)6 8̂.6 ^发酵

罐'!培养温度 &,64+ n64, 'h"通气比 64* m(4+

?

)

8&?

)

*?H3'"罐压 646* U=#!全程用 ,+5 m,-5

氨水控制 M/值为 +466 n646,!搅拌转速与溶氧联

动!关联值为 &65# 发酵过程中!当碳源质量浓度低

于 (6 C8̂时补加 &65的碳源!维持碳源质量浓度为

+ m(+ C8̂ 之间# 定期取样测定菌体浓度"碳源浓

度"类胡萝卜素和虾青素产量#

( ?

)

种子罐培养$( ?

)

种子罐 64+ ?

)

计料!搅

拌转速 ,66 J8?H3"通气比 ( ?

)

8&?

)

*?H3'!其他条

件同 )6 ^种子罐培养#

(6 ?

)

发酵罐培养$(6 ?

)

发酵罐 )4* ?

)

计料!

起始 搅 拌 转 速 -6 J8?H3! 通 气 比 64) m(4+

?

)

8&?

)

*?H3' !当溶氧低于 ,65时每次提高搅拌

转速 (6 m,6 J8?H3!控制溶氧水平在 ,65 m*65!

其他条件同 .6 ^发酵罐培养#

(4&4,A测定方法

类胡萝卜素检测$采用分光光度法!参考文献

(,&)#

虾青素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参考文献(,+)#

菌体浓度检测$对发酵液进行适当稀释!测定波

长 *66 3?处吸光度!根据光密度与细胞干重 &C8̂'

的比值为&,4+6 n64(6'!确定细胞干重
(,))

#

总糖8还原糖检测$按照菲林试剂法测定
(,*)

#

(4&4)A淀粉水解液的制备

制备 &65玉米淀粉浆!调 M/值至 *4,6 m*4&6!

加入 64,5 1#12

,

&按原料质量计算'!然后将
!

>淀粉

酶加入淀粉浆中 &用酶量 * m- Y8C'!,66 J8?H3 搅

拌!加热至 -+ m'6 h!液化 )6 ?H3#

!5H"数据处理

试验均平行重复 ) 次!试验数据均以平均值 n标

准差形式表示!采用 QJHCH3 =JO-4+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绘制试验结果图#

,A实验与分析

45!"大宗碳源种类对法夫酵母细胞生长及虾青素合

成的影响

以工业发酵常用的葡萄糖"麦芽糊精"可溶性淀

粉"甘油"蔗糖"麦芽糖浆"乳糖"糖蜜和玉米淀粉水解

液作为碳源!在上述碳源质量浓度均为 ,6 C8̂ 的条

件下!考察大宗碳源对法夫酵母细胞生长"虾青素及

类胡萝卜素合成的影响!结果如图 ( 所示#

(>甘油%,>可溶性淀粉%)>麦芽糊精%&>蔗糖%+>葡糖糖%*>麦芽糖浆%

.>乳糖%->糖蜜%'>淀粉水解液

图 (A不同碳源对法夫酵母生长及虾青素合成的影响

GHC4(A<II"FK%OI$HII"J"3KF#JEO3 %OTJF"%O3 K@"CJOfK@ OI

!B0<131@=9% #3$ K@"MJO$TFKHO3 OI#%K#L#3K@H3

由图 ( 可知!不同碳源对法夫酵母细胞生长有显

著影响# 考察的 ' 种大宗碳源中!糖蜜"葡萄糖"麦芽

糊精和麦芽糖浆更有利于法夫酵母细胞的生长# 比

较法夫酵母类胡萝卜素的合成能力!所考察碳源按麦

芽糊精"麦芽糖浆"淀粉水解液"蔗糖"甘油"葡萄糖"

可溶性淀粉"糖蜜和乳糖的顺序依次降低# 由于不同

碳源条件下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不同!因此虾青

素产量不完全与类胡萝卜素含量成正比# 虾青素产

量最高的碳源分别为麦芽糊精"淀粉水解液"麦芽糖

浆!分别为 &+)4. n64''"&&)4. n&4)'"&&(46 n(4,'

$

C8?̂ !较葡萄糖作碳源时的 &,&4& n64.'

$

C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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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高 (,6465".'4(5"*-465# 虽然!乳糖作碳源

时虾青素产量较低!但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最

高!达到 +-4'5!而麦芽糊精"可溶性淀粉和淀粉水

解液次之!最低的为蔗糖!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

仅为 ,&4*5#

454"碳源组合对法夫酵母细胞生长及虾青素合成的

影响

基于上述不同碳源影响法夫酵母细胞生长"虾青

素合成和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的认识!较优虾青

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前提下的虾青素产量提升是产

品收率提高的重要保证!因此!进一步考察了有利于

细胞生长的碳源组合 &葡萄糖和糖蜜'和虾青素占类

胡萝卜素比例提高的 , 类碳源组合的影响# 参考相

关报道
(,.)

和单因素试验!选取糖蜜质量浓度为

+ C8̂!依次与有利于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提高

的碳源 &均为 (+ C8̂' 组合!对应地!选取葡萄质量

糖浓度亦为 + C8̂!依次与有利于虾青素占类胡萝卜

素比例提高的碳源 &均为 (+ C8̂' 组合!进行发酵瓶

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糖蜜 _葡萄糖%,>糖蜜 _乳糖%)>糖蜜 _麦芽糊精%&>糖蜜 _

可溶性淀粉%+>葡萄糖 _乳糖%*>葡萄糖 _

麦芽糊精%.>葡萄糖 _可溶性淀粉

图 ,A不同碳源组合对法夫酵母生长及虾青素合成的影响

GHC4,A<II"FK%OI$HII"J"3KFO?EH3#KHO3%OIF#JEO3 %OTJF"%O3 K@"

CJOfK@ OI!B0<131@=9% #3$ K@"MJO$TFKHO3 OI#%K#L#3K@H3

糖蜜与葡萄糖"乳糖"麦芽糊精或可溶性淀粉组合时!

菌体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且虾青素产量分别为

&,*4( n64-'"&-4+ n64&'"&+-4. n(4,'"&('4* n(4,'

$

C8?̂ !较后四者单独作碳源时分别提高 *4.5"

*,4&5"'4,5",64.5!类胡萝卜素产量则分别为

&-)4) n,4,'"&(.4* n(46'"&()&4) n)46'"&&-4. n

(4+ '

$

C8?̂ !分别提高 (+4&5" '-4,5" ,,4-5"

).4.5# 虽然!糖蜜可以促进菌体生长及虾青素"类

胡萝卜素的合成!但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的比例较葡

萄糖"乳糖"麦芽糊精或可溶性淀粉单独作碳源时降

低!与糖蜜组合时该比例分别为 )(4)5"&-4,5"

&)4.5"&64,5# 葡萄糖与乳糖"麦芽糊精或可溶性淀

粉组合时!虾青素产量分别为 &(+46 n64)'"&++4( n

64-'"&,)4' n64''

$

C8?̂ !较后三者单独作碳源时分

别提高 (-*465",4+5"&.465!类胡萝卜素产量则

分别为 &),4' n(46'"&()64+ n(4&'"&+'4, n(4&'

$

C8?̂ !分别提高 ,*'4*5"('4)5"*.4)5# 葡萄糖

与乳糖"麦芽糊精或可溶性淀粉组合!生长及生产特

性表现出所组合糖的综合特性!其虾青素占类胡萝卜

素比例分别为 &+4*5"&,4,5"&64)5# 因此!所考

察组合中麦芽糊精与糖蜜或葡萄糖的组合产量最高!

且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达到 &65以上#

456"WS [发酵罐碳源混合补加提高虾青素产量

虽然!糖蜜或葡萄糖与麦芽糊精为较佳的碳源组

合!但受制于三角瓶在环境参数控制 &如溶氧水平与

M/值'"补料流加控制 &如碳源和氨水' 等方面存在

不足!进而引起发酵罐及三角瓶规模菌体生长及产物

合成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发酵小试罐

上考察混合碳源补加工艺# 设置发酵基础料中糖蜜

质量浓度均为 + C8̂!葡萄糖或8和麦芽糊精总质量浓

度为 (+ C8̂!考察不同比例葡萄糖和麦芽糊精在 .6 ^

发酵罐上的影响!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WS [发酵罐上葡萄糖与麦芽糊精比例对法夫酵母生产虾青素的影响

#$%&'!"8..',)+-.F&G,-+')- A$&)-C'D)?*>?$)*- ->)@'E?-CG,)*->-.$+)$D$>)@*>%B 60#2'5'8($+ *>WS [.'?A'>)'?

基础料和补料

碳源比例

发酵

周期8@

菌体干重8

&C*^

P(

'

总碳源

消耗8C

虾青素产量8

&

$

C*?̂

P(

'

类胡萝卜素产量

8&

$

C*?̂

P(

'

虾青素占类胡

萝卜素比例85

干菌体虾青素

含量8(?C*C

P(

)

葡萄糖 (-) '(4) n(4) (( -*6 )6+4) n*46 -,-4* n,(4, )*4' )4)&

9&葡萄糖'l9&麦芽糊精' k,l( (-) -*4. n(4) (, 666 ),.46 n&46 -&*4- n'4* )-4* )4..

9&葡萄糖'l9&麦芽糊精' k(l( (-6 -)4+ n(4- (( '66 )&(46 n.4, -+646 n,64) &64( &46-

9&葡萄糖'l9&麦芽糊精' k(l, (-6 .+4& n,4, (, (+* )(&4. n+4. .&-4& n,,4( &,46 &4(.

麦芽糊精 (-) *.4( n(4* - &-6 ,-(46 n,4* *)64, n,+4+ &&4* &4('

AA由表 ( 可知!在所有的碳源中!葡萄糖比例越高!

有利于菌体生长# 碳源的种类与比例影响虾青素占

类胡萝卜素比例!其值与葡萄糖含量成负相关!且以

麦芽糊精单独作碳源时达到最高!为 &&4*5# 当在

所考察组合中葡萄糖和麦芽糊精比例为 (l(时!虾青

素和类胡萝卜素产量最高!分别为 &)&(46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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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n,64)'

$

C8?̂ !葡萄糖或麦芽糊精比例过高

时!均不利于虾青素生产或细胞增殖#

45:"!S A

6 发酵罐中试放大研究

在 .6 ^小试发酵罐确定最适葡萄糖与麦芽糊精

比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试 (6 ?

)

发酵罐的工艺

验证和放大研究# 在生产实践中!通常较大体积的发

酵罐具有更高的溶氧供给水平!换言之!能够保证较

高的菌体浓度生长需求!因此在补糖培养基中加入

+6 C8̂糖蜜促进生长# (6 ?

)

发酵罐中试放大实验

结果如表 , 和图 ) 所示#

图 )A(6 ?

)

发酵罐中试放大实验结果

GHC4)A!"%T2K%OIMH2OK%F#2">TM H3 (6 ?

)

I"J?"3K"J

表 4"!S A

6 发酵罐中试放大实验结果

#$%&'4"/'+G&)+-.E*&-)+,$&'2GE*>!S A

6

.'?A'>)'?

发酵罐
发酵周

期8@

菌体干重8

&C*^

P(

'

总碳源

消耗KDC

虾青素产量8

&

$

C*?̂

P(

'

类胡萝卜素

产量8&

$

C*?̂

P(

'

虾青素占类

胡萝卜素比例85

干菌体虾青素含量8

(?C*C

P(

)

(6 ?

)发酵罐 (-6 ',4' n(4( , )-& )*64) n64- -+)4, n,64, &,4, )4--

AA(6 ?

)

发酵罐工艺放大结果表明!法夫酵母发酵

生产虾青素的过程属于部分生长偶联型!对数生长期

为 () m*- @!虾青素合成期为 && @ 之后!经过 (-6 @

的培养!细胞干重"虾青素和类胡萝卜素分别达到

&',4' n(4(' C8̂"&)*64) n64-'

$

C8?̂ 和 &-+)4, n

,64,'

$

C8?̂ !与 .6 ^小试发酵罐相比!分别提高

((4,5"+4*+5和 64)+5!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

以及干菌体虾青素含量也分别达到 &,4,5和 )4--

?C8&C细胞干重'#

)A讨论

虽然!法夫酵母在工业化生产虾青素方面显示出

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但其发酵过程中呈现的克勒勃屈

利效应 &1J#EKJ"""II"FK'

(,-)

和高糖对胡萝卜素合成

基因的抑制作用
(,,)

提示碳源浓度尤其是葡萄糖浓度

对虾青素发酵的重要性# 同时!不同碳源在分子构

成"碳链长短"微量成分等方面不尽相同!造成以菌体

生长速率"虾青素产量和比例等为主要参数的发酵技

术指标存在较大差异# 朱明军等
(,')

报道糖蜜有利于

法夫酵母生长!木糖有利于虾青素积累!采用木糖和

糖蜜的混合碳源虾青素产量达到 (4' ?C8̂# 朱晓立

等
(,.)

进行了不同配比的糖蜜和淀粉糖混合碳源对法

夫酵母生物量和虾青素产量的影响!确定最佳比例为

糖蜜占总糖的 &65!此时生物量为 -4*( C8̂!虾青素

产量为 . ))-

$

C8̂# V9等
((')

认为甜菜糖蜜中 9#和

=是限制性营养物质!以尿素和 9#/

,

=Q

&

强化糖蜜

营养构成!中试规模类胡萝卜素产量为 &6 ?C8̂# 上

述关于碳源种类和浓度的相关研究存在如下缺陷$

(' 所考察碳源单价过高!用于商业生产不具成本优

势!如木糖单价是麦芽糊精和葡萄糖的 . m- 倍%,'

局限于从发酵层次的产量提高出发!未充分考虑虾青

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及其工艺控制%)' 菌株产量低!

以停留在三角摇瓶水平为主!离商业化生产甚远#

本研究在保证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较优的

前提下进行碳源组合以提升虾青素产量!所考察的碳

源市场价集中在 ) m* 元8DC!且大量可得# 通过摇瓶

水平筛选!发现含低分子"短碳链的糖蜜"葡萄糖"麦

芽糊精和麦芽糖浆有利于细胞增殖!长碳链的可溶性

淀粉以及乳糖"淀粉水解液"甘油和蔗糖对细胞生长

效果相对稍差# 从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的比例分析!

以单糖或二糖为主要成分的碳源!如糖蜜"蔗糖"葡萄

糖和麦芽糖浆!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较低!而具

有较高聚合度的麦芽糊精"可溶性淀粉和淀粉水解液

以及细胞代谢较差的乳糖!虾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

较高# 碳源组合中引入葡萄糖或糖蜜虽然会导致虾

青素占类胡萝卜素比例的下降!但在一定的糖蜜浓度

下!通过控制较佳的葡萄糖和麦芽糊精比例!仍能实

现高虾青素比例"高生产强度和高菌体干重统一的目

标# 中试试验中!在补糖培养基中加强有利于菌体生

长的糖蜜比例!可充分发挥中试罐提供更强供氧水平

的优势!能进一步提升菌体干重和虾青素产量#

本研究明确了法夫酵母可用于工业化生产的碳

源种类"组合和比例!实现小试及中试规模虾青素产

量与比例的提高!具有商业化运用价值# 目前!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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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夫酵母发酵控制!倾向于低糖发酵"两阶段补料控

制
(,( P,))

!因此后续除了对发酵培养基配方"环境因子

进行控制外!更多地需要在补料方式"碳源控制水平进

行优化!降低碳溢流!从而进一步提升高产菌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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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酸酵母的筛选及其在红树莓功能饮料中的应用

王冰倩!魏雪团!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66.6'

摘A要A红树莓浆果采摘后不易储存!鲜果直接食用口感极酸!采用降酸技术加工了一款红树莓功能饮料" 筛

选鉴定了 ) 株红树莓降酸酵母#发酵毕赤酵母 U>(&!)*<)% +:09:-/%-5U>('%美极梅奇酵母 U>&&":/5*<-)C1L)% 487A

*<:00)9% U>&'和近玫红锁掷孢酵母 U>+&I410)3)1,17854%0%015:85U>+'" 通过测定有机酸%总酚%花色苷含量和抗

氧化能力!对比分析了 ) 株酵母发酵制备红树莓功能饮料的效果" 其中!经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后!红树莓功

能饮料 M/为 &4)!较未发酵红树莓果汁 M/升高了 (4,$柠檬酸%苹果酸%乳酸和草酸的含量分别为 , )6)4*.%

)'+4''%*4&- 和 &.4&6 ?C8̂!较未发酵红树莓果汁分别降低 .&5%)+5%-(5和 *5$总酚含量达到 +6+4)) ?C8̂!

较未发酵红树莓果汁提高了 -&5!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 与其他发酵组相比!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组有机酸

含量低!总酚含量高!;==/自由基清除率高!更适宜发酵红树莓功能饮料"

关键词A降酸酵母$红树莓$功能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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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G>,)*->$&%'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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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HFN#2T"4!HM"J"$ J#%ME"JJH"%#J"$HIIHFT2KKOE"%KOJ"$ #3$ IJ"%@ IJTHK%#J"N"J[K#JKIOJ"#KH3C4

W@"J"IOJ"! HKH%FJTFH#2KO$"N"2OM MJOF"%%H3CK"F@3O2OC[KOJ"$TF"K@"#FH$HK[OIJ"$ J#%ME"JJH"%4X3 K@H%

%KT$[! K@J""#FH$>J"$TFH3C["#%K%KJ#H3%f"J"%FJ""3"$ #3$ H$"3KHIH"$ #%!)*<)% +:09:-/%-5U>(!

":/5*<-)C1L)% 487*<:00)9% U>& #3$ I410)3)1,17854%0%015:85U>+4W@"#FH$HK[! KOK#2M@"3O2%! #3K@OF[>

#3H3%#3$ #3KHOLH$#3KF#M#FHK[f"J"$"K"J?H3"$ KOFO?M#J"K@"I"J?"3K#KHO3 MJOM"JKH"%OIK@"%KJ#H3%H3

MJ"M#JH3CJ"$ J#%ME"JJ[IT3FKHO3#2E"N"J#C"4VIK"JI"J?"3K#KHO3 fHK@ "B487*<:00)9% U>&! K@"M/OI

J"$ J#%ME"JJ[IT3FKHO3#2$JH3D f#%&4)! (4, M/%@HC@"JK@#3 K@#KOIK@"T3I"J?"3K"$ J"$ J#%ME"JJ[

dTHF"4W@"FO3K"3K%OIFHKJHF#FH$! ?#2HF#FH$! 2#FKHF#FH$ #3$ OL#2HF#FH$ J"#F@"$ , )6)4*.! )'+4''!

*4&- #3$ &.4&6 ?C8̂! $"FJ"#%"$ E[.&5! )+5! -(5 #3$ *5 J"%M"FKHN"2[! FO?M#J"$ fHK@ K@"T3>

I"J?"3K"$ J"$ J#%ME"JJ[dTHF"4W@"KOK#2M@"3O2FO3K"3KJ"#F@"$ +6+4)) ?C8̂! f@HF@ f#%-&5 @HC@"J

K@#3 K@#KOIK@"FO3KJO2! #3$ K@"#3KHOLH$#3K#FKHNHK[f#%#2%O%HC3HIHF#3K2[H3FJ"#%"$41O?M#J"$ fHK@

OK@"JI"J?"3K#KHO3 CJOTM%! K@"OJC#3HF#FH$ FO3K"3Kf#%2Of"J! K@"KOK#2M@"3O2FO3K"3K#3$ K@"#3KHOLH>

$#3K#FKHNHK[f"J"@HC@"J4"B487*<:00)9% U>& H%#MM2HF#E2"H3 MJO$TFH3CJ"$ J#%ME"JJ[IT3FKHO3#2

$JH3D4

7'B L-?C+A#FH$>J"$TFH3C["#%K% J"$ J#%ME"JJ[% IT3FKHO3#2$JH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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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红树莓!也被称为/覆盆子0和/马林果0!柔嫩多

汁"风味独特!被誉为 /第三代水果 0 和 /黄金水

果0

(( P,)

# 红树莓富含糖"苹果酸"柠檬酸"蛋白质"维

生素和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成分!易被人体吸收!

具有改善新陈代谢的作用%还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

质!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癌等作用
() P&)

#

(66 C红树莓中的酚类物质高达 +66 ?C!其中又以花

色苷"树莓酮较为突出
(+)

# 红树莓及其活性成分在

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和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 P.)

#

红树莓鲜果酸含量极高!导致在产品开发中存在

一系列的问题!如口感不佳"发酵微生物难以生长等!

因此!红树莓降酸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

# 生物降

酸法是指微生物以有机酸为碳源!将其利用分解!从

而达到降酸目的
(')

# 同时!微生物在降酸过程中应

避免其对果汁产生负面影响!若能赋予果汁更优的品

质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6)

# 本研究筛选鉴定了 ) 株降

酸酵母!并对比分析了 ) 株酵母对红树莓功能饮料降

酸效果和活性物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发酵菌株#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4(4(A实验原料

脐橙"砂糖橙"芒果"草莓"苹果"梨采购于武汉市

亲亲果园华农店%红树莓采购于湖北金莓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4(4,A主要培养基

液体沙氏培养基&C8̂'$蛋白胨 (6"葡萄糖 &6!

((+ h!,6 ?H3 高压蒸汽灭菌#

固体沙氏培养基&C8̂'$蛋白胨 (6"琼脂 (*"葡

萄糖 &6!((+ h! ,6 ?H3 高压蒸汽灭菌#

柠檬酸固体培养基&C8̂'$按照固体沙氏培养基

体积加入已灭菌的 &4- ?̂ 8̂ 的 ,65&体积分数'柠

檬酸原液混匀!调整培养基 M/值约为 &#

(4(4)A工具酶和试剂

WJ#3%ZK#JK

&

G#%K=IT ;9V聚合酶!北京全式金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9W=%和 ;̂ +666 U#JD"J!宝生

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9V回收纯化试剂盒!上海

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琼脂糖!SHOf"%K%草酸"柠

檬酸"苹果酸"乳酸"甲醇"乙腈!色谱纯%无水乙醇"异

戊醇"蔗糖"液体沙氏培养基等其他普通试剂均为国

产分析纯#

(4(4&A仪器与设备

VCH2"3KW"F@3O2OCH"%(,*6 高效液相色谱!美国

VCH2"3K公司%W@"J?#21[F2"J&U[1[F2"J' =1!仪!美

国 SHO>!#$ 公司%;̀ >̀-1型电泳仪!北京六一仪器

厂%1!,(7高速冷冻离心机!日本 /HK#F@H公司%

/0̂ )66S恒温大幅振荡摇床!武汉中科科仪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Z:=>6,4&,6 电热恒温培养箱!黄石

市恒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9X:Q9 >̀Ĝ 6-(,-) 摄影

生物显微镜!日本 9X:Q9公司#

!54"实验方法

(4,4(A降酸菌株的筛选

取 (6 C轻微腐烂的水果实验原料!带皮剪碎后

置于锥形瓶内!加入 '6 ?̂ 无菌蒸馏水!置于 (-6

J8?H3",- h的恒温大幅振荡摇床中!振荡 ( @ 左右至

原料混合均匀# 取均匀后的样品液 ( ?̂ 加入到

+6 ?̂ 液体沙氏培养基内!于摇床培养至培养液浑

浊!稀释涂布至柠檬酸固体培养基!,- h条件下培养

至出现单菌落# 肉眼观察菌落外观形态"含水状态"

菌落颜色等!并镜检观察菌体形态和大小等特征
(,)

#

按照红树莓与水按质量比 (l,!打浆至浆液均匀

细腻!无明显颗粒# & 666 J8?H3 离心 + ?H3!上清液

用双层纱布过滤去籽得滤液!巴氏杀菌后备用# 将初

筛所得菌株经液体沙氏培养基培养 (, @ 后!取

&66

$

加̂入 (6 ?̂ 预处理过的红树莓果汁内混匀!

置于 (-6 J8?H3",- h有氧发酵培养 '* @!每隔 - @ 测

定一次 M/!选取在较短时间内将 M/提升最多的菌

株!即降酸能力良好的菌株
((()

#

(4,4,A降酸酵母的鉴定

提取降酸能力良好菌株的 ;9V!以 ;9V为模

板!采用 XWZ 区的引物 XWZ( &+q>W117WV77W7VV1>

1W7171>)q' 和 XWZ& & +q>W11W1171WWVWW7VWVW>

71>)q'进行 =1!扩增!=1!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

泳处理!对目的片段的产物进行片段纯化回收后测

序!将测序结果在 91SX上进行分析比对!并通过

U<7V& 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

(4,4)A红树莓发酵功能饮料的制备

将冰冻红树莓室温解冻!红树莓和水按照质量比

为(l,的比例榨汁# 巴氏灭菌后冷却至室温# 将种子

液按 &5&体积分数'的接种量接种于红树莓果汁中!

置于大幅振荡摇床上!在 (-6 J8?H3",- h的条件下

发酵!发酵周期为 ., @# 每 (, @ 取样一次!冷冻保藏

备用!其中!以未发酵的红树莓汁作为对照进行对比

分析
((,)

#

(4,4&A有机酸液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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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 & @HC@ M"JIOJ?#3F"

2HeTH$ F@JO?#KOCJ#M@[!/=̂1'进行检测
(())

# 取 , ?̂

发酵液!(, 666 J8?H3 离心 , ?H3 后!将上清液适当稀

释!用 64,,

!

?水相微孔滤膜过滤至样品瓶中!利用

/=̂1检测# 色谱条件$bOJE#LZS>Ve 色谱柱&+

$

?!

&4* ??i,+6 ??'%流动相为 (&乙腈'l(&,6 ??O28̂

9#

,

/=Q

&

' k(l''!磷酸调节 M/至 ,46%流速 64+

?̂ 8?H3%柱温 )+ h%紫外检测器波长 ,(6 3?%进样量

(6

$

#̂

(4,4+A总酚的测定

总酚含量通过福林酚法进行测定
((&)

# 向 64,

?̂ 稀释过的样品中加入 64, ?̂ ! ( ?O28̂ 的福林酚

试剂!反应 ) ?H3!加入 64& ?̂ ! ( ?O28̂ 9#

,

1Q

)

溶

液!室温反应 '6 ?H3!加入 , ?̂ 去离子水!.,+ 3?处

测定吸光度# 以没食子酸为标准品制作标准曲线!通

过标准曲线计算没食子酸的浓度!红树莓发酵液中的

总酚含量等价表示为 ?C没食子酸 8̂#

(4,4*A抗氧化活性的检测

红树莓功能饮料的抗氧化活性通过测试 (!(>二

苯基>,>三硝基苯肼 & (! (>$HM@"3[2>,>MHFJ[2@[$J#c[2!

;==/'自由基清除率进行表征
((+)

!取发酵液用甲醇

分别稀释 (6",6")6"&6"+6"(66 倍!振荡混匀# 于

(, 666 J8?H3 中离心 ) ?H3!吸取 64+ ?̂ 上清液!加

入 ,4+ ?̂ ! .+

$

?O28̂ ;==/甲醇溶液!避光室温反

应 '6 ?H3!于 +(. 3?处检测吸光度# 按照公式&('

计算 ;==/自由基清除率$

;==/清除率85 k

( P

样品吸光度( )对照吸光度
i(66 !(#

(4,4.A数据统计分析

每组实验设计 ) 个重复!采用 Z=ZZ ,646 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评估数据差异的显著性!计算出平均值

和标准偏差!采用 QJHCH3 -4+ 进行图表绘制#

,A结果与分析

45!"降酸酵母的筛选鉴定结果

,4(4(A降酸菌株的筛选结果

利用 (4,4( 小节中所述的方法从水果中初步筛

选得到了 * 株菌!分别命名 U>( 至 U>*# 如图 ( 所

示!进行降酸评价的 * 株菌中!菌株 U>,"U>)"U>* 在

发酵起始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但后期又显著下降!可

见这 ) 株菌没有明显的降酸效果# 而菌株 U>("U>&"

U>+ 在发酵过程中 M/有明显提高!具有显著的降酸

效果#

图 (A六株菌的 M/变化

GHC4(AM/F@#3C"%OI$HII"J"3K%KJ#H3%

,4(4,A降酸酵母的鉴定

菌株 U>( 在平板上生长时呈白色!无菌丝!湿润

光滑!有较轻的酒味!味道微香甜!镜检显示菌体有椭

圆形"杆状等不同的形态!可能是菌株处于不同的生

长时期# 菌株 U>& 在平板上生长时前期呈白色!培

养后期菌落周围围绕一圈棕黑色!菌落形状为圆形!

菌落表面湿润# 菌株 U>+ 在平板上生长时前期为玫

红色!后期转化为橙红色!菌体隆起!有明显孢子!菌

落为圆形#

将菌株 U>("U>&"U>+ 测得的序列通过 91SX的

S2#%K程序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 其中!U>("U>&"U>

+ 菌株 XWZ 测得序列长度分别为 &+&")-+ 和 *(& EM!

同源性分析显示 ) 株菌的 XWZ 序列与发酵毕赤酵母

&!)*<)% +:09:-/%-5'"美极梅奇酵母 &":/5*<-)C1L)%

487*<:00)9%'和近玫红锁掷孢酵母 & I410)3)1,17854%A

0%015:85' 的相似性分别达到 '-4-*5" '-4).5和

(665# 进一步!基于 XWZ 的 ;9V序列绘制系统进化

树!进化树结果如图 , 所示# 结合同源性分析和进化

树分析!) 株菌 U>("U>&"U>+ 分别被鉴定为发酵毕

赤酵母"美极梅奇酵母和近玫红锁掷孢酵母#

图 ,A基于 XWZ 序列的系统进化树

GHC4,AW@"M@[2OC"3"KHFKJ""E#J"$ O3 XWZ %"eT"3F"

454"红树莓功能饮料中有机酸变化

按照红树莓与水质量比为 (l,进行红树莓发酵!

对比分析酿酒酵母 1X11)(66("发酵毕赤酵母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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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极梅奇酵母 U>&"近玫色锁掷孢酵母 U>+ 发酵过程

中有机酸的变化!进一步评价 & 株酵母的降酸能力#

) 株酵母发酵红树莓果汁中均未检测到酒石酸和丁

二酸&琥珀酸'!此外!发酵 (, @ 后!& 种酵母菌发酵

红树莓果汁中乙酸含量均已检测不到# 因此!选择发

酵周期内均可检测到的草酸"苹果酸"乳酸"柠檬酸这

& 种有机酸进行分析#

,4,4(A酿酒酵母 1X11)(66(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红树莓果汁发酵前初始 M/为 )4(!发酵结束后

M/为 )4'!M/升高 64-# 由图 ) 可知!柠檬酸在红树

莓果汁有机酸中占比最大!占有机酸总含量的 '65

以上# 柠檬酸初始含量为 - ..+4,& ?C8̂!发酵 (, @

后迅速降至 + 6+-4*, ?C8̂!降低了 &,5# 发酵 )* @

后柠檬酸含量趋于稳定!直至发酵结束含量没有显著

的变化# 发酵终点时!红树莓功能饮料中柠檬酸含量

为 ) ()(4)) ?C8̂!较初始柠檬酸含量降低了 *&5#

苹果酸初始含量 *6.4,' ?C8̂!发酵过程中苹果酸含量

逐渐降低!发酵终点含量为 )(64&) ?C8̂!比初始苹果

酸含量降低了 &'5# 乳酸和草酸在本品种的红树莓

中含量本身较低!原始含量分别是 ))4') ?C8̂ 和

+64*) ?C8̂!发酵终点时含量分别为 (64'+ ?C8̂ 和

&)4,) ?C8̂!较初始含量分别降低了 *-5和 (+5#

图 )A酿酒酵母 1X11)(66(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GHC4)A1@#3C"%OIOJC#3HF#FH$%H3 I"J?"3K#KHO3 MJOF"%%

E[IB*:0:.)5)%:1X11)(66(

,4,4,A发酵毕赤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红树莓经发酵毕赤酵母 U>( 发酵结束时 M/为

&4*!比对照升高了 (4+# 由图 & 可知!发酵前 )* @ 柠

檬酸含量减少速度较快!发酵 )* @ 时柠檬酸含量为

, (-&4&& ?C8̂!降低了 .+5# 发酵 )* m., @ 中柠檬

酸含量一直在下降# 发酵终点时红树莓功能饮料中

柠檬酸含量为 ( (',4,) ?C8̂!较初始含量降低了

-*5# 对苹果酸来说!发酵 6 m&- @ 时苹果酸含量逐

渐降低!发酵 &- @ 时含量为 )+,4)& ?C8̂!发酵&- m

., @ 苹果酸含量有少许上升!发酵终点苹果酸含量

为 )-64,- ?C8̂!较原始树莓果汁降低了 ).5# 乳酸

和 草 酸 发 酵 终 点 含 量 分 别 是 .4.' ?C8̂ 和

&*4*, ?C8̂!发酵终点乳酸和草酸含量分别比原始树

莓果汁中降低了 ..5和 -5#

图 &A发酵毕赤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GHC4&A1@#3C"%OIOJC#3HF#FH$%H3 I"J?"3K#KHO3

MJOF"%%E[!B+:09:-/%-5U>(

,4,4)A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红树莓经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结束 M/为

&4)!M/升高了 (4,# 由图 + 可知!发酵 ,& @ 时柠檬

酸含量为 ) 6,64'- ?C8̂!与未发酵的初始含量相比

降低了 *-5# 发酵 ,& m)* @ 柠檬酸含量在比较平稳

的状态!发酵终点红树莓功能饮料中柠檬酸含量为

, )6)4*. ?C8̂!较初始降低了 .&5# 对于苹果酸而

言!发酵 6 m*6 @ 时苹果酸含量逐渐降低!*6 @ 时含

量是 (*-4'- ?C8̂!发酵 *6 m., @ 中苹果酸含量上

升!达到 )'+4'' ?C8̂!比原始树莓果汁降低了 )+5#

发酵终点乳酸和草酸含量分别是 *4&- ?C8̂和&.4&6

?C8̂!较初始含量分别降低了 -(5和 *5#

图 +A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GHC4+A1@#3C"%OIOJC#3HF#FH$ H3 I"J?"3K#KHO3 MJOF"%%E[

"B487*<:00)9% U>&

,4,4&A红掷孢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红树莓经红掷孢酵母 U>+ 发酵结束 M/为 )4.!

M/升高了 64*# 由图 * 可知!柠檬酸含量在发酵前

(, @ 中柠檬酸含量迅速减少至 & .(&4.& ?C8̂!降低

了 &*5# 发酵 (, m)* @ 中柠檬酸含量较平稳!但在

发酵 )* m&- @ 中柠檬酸含量有较大浮动的上升!发

酵 &- @ 后直至发酵结束柠檬酸含量又逐渐降低#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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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终 点 红 树 莓 功 能 饮 料 中 柠 檬 酸 含 量 为

) &&-4*( ?C8̂!较初始树莓果汁柠檬酸含量降低了

*(5# 对于苹果酸而言!发酵终点苹果酸含量是

,,)4(, ?C8̂!较初始降低了 *)5# 乳酸和草酸在发

酵终点时含量分别是 (-4.' ?C8̂ 和 .)4'- ?C8̂!乳

酸较初始降低了 &+5!草酸含量提高了 &*5#

图 *A红掷孢酵母 U>+ 发酵过程有机酸变化

GHC4*A1@#3C"%OIOJC#3HF#FH$%H3 I"J?"3K#KHO3 MJOF"%%

E[IB4%0%015:85U>+

总体来说!酿酒酵母 1X11)(66("发酵毕赤酵母

U>("美极梅奇酵母 U>& 和红掷孢酵母 U>+ 均有降酸

效果!其中降酸效果最好的是发酵毕赤酵母 U>( 和

美极梅奇酵母 U>&# 通过发酵毕赤酵母 U>( 酵母发

酵红树莓果汁!柠檬酸含量为 ( (',4,) ?C8̂!较初始

含量降低了 -*5# 苹果酸含量为 )-64,- ?C8̂!较原

始降低了 ).5# 乳酸和草酸含量分别是 .4.' ?C8̂和

&*4*, ?C8̂!降低了 ..5和 -5# 通过美极梅奇酵母

U>& 酵母发酵红树莓果汁!柠檬酸含量为 , )6)4*.

?C8̂!比未发酵树莓果汁降低了 .&5%苹果酸含量

)'+4'' ?C8̂!比未发酵树莓果汁降低了 )+5%乳酸和

草酸最终含量分别降低了 -(5和 *5# 在红树莓的

降酸中具有潜在的应用效果# 有机酸的组成和其含

量影响红树莓功能饮料的风味和品质!有机酸的种类

和浓度则调节着红树莓功能饮料的协调性和稳定

性
((*)

# 在本研究中的红树莓功能饮料!柠檬酸是最

主要的有机酸!基本占据了所测定有机酸含量的

'65!所以柠檬酸含量则是降酸的主要指标!过高的

柠檬酸酸感较强!过低的柠檬酸会失去红树莓果汁本

身的特色!而适量的柠檬酸给人一种新鲜的"清新的

感觉
((.)

%苹果酸在口感中酸味较柠檬酸强!且有略带

刺激性的酸感!在红树莓功能饮料中苹果酸含量的下

降有利于降低红树莓特有的刺激性酸感
((-)

%乳酸的

酸感较弱!但乳酸稍有锐利的涩感!故乳酸的降低可

能降低了红树莓功能饮料的苦涩感%在 & 种红树莓功

能饮料中!草酸的含量降低的最少!但由于草酸对红

树莓功能饮料的口味影响甚小!故对功能饮料的酸感

没有很大的影响
((')

# 讨论降酸效果的同时还需要讨

论抗氧化活性的效果#

456"总酚和抗氧化活性分析

,4)4(A总酚含量

如图 . 所示!未发酵树莓果汁的总酚含量为

,.&4.- ?C8̂!经酵母发酵后!红树莓功能饮料的总酚

含量均有所提高# 其中酿酒酵母 1X11)(66( 红树莓

功能饮料中的总酚含量达到 &6)4(( ?C8̂!较对照组

提高了 &.5%美极梅奇酵母 U>& 红树莓功能饮料总

酚含量是 & 种酵母中最高的!达到 +6+4)) ?C8̂!较

对照组提高了 -&5%发酵毕赤酵母 U>( 红树莓功能

饮料中总酚含量为 ).'4.- ?C8̂!比对照提高了

)-5# 红掷孢酵母 U>+ 总酚含量 ,''4.- ?C8̂!在 &

种红树莓功能饮料中总酚增加量最少# 酚类物质

不仅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而且影响红

树莓果汁中的苦昧"涩味"颜色和香气等综合感官

品质
(,6)

# 植物组织中的糖和糖苷类物质常与酚类

物质形成羟基!以结合物的形式存在于组织中!微

生物常可分泌多种酶类!如
%

>葡萄糖苷酶可水解这

些结合态物质!从而释放更多的可溶性酚类物质!

这可能是 & 株酵母导致红树莓中酚类物质提高的

原因
(,()

#

图 .A红树莓功能饮料总酚含量

GHC4.AWOK#2M@"3O2FO3K"3KOIJ"$ J#%ME"JJ[IT3FKHO3#2$JH3D%

,4)4,A;==/自由基清除率分析

如图 - 所示!将红树莓与功能饮料稀释成不同体

积分数时测定 ;==/自由基清除率!表征其抗氧化活

性# 功能饮料体积分数在 (+5以上时!;==/自由基

清除率均在 (665以上!且均比未发酵红树莓果汁的

抗氧化活性高# 体积分数在 (65以下时!美极梅奇

酵母 U>& 发酵的红树莓功能饮料抗氧化活性最高#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制备功

能饮料中总酚含量最高!总酚是 ;==/自由基清除率

的主要作用因子
(-)

!因此!其发酵制备的功能饮料显

示出相对较高的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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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红树莓功能饮料抗氧化活性

GHC4-AV3KHOLH$#3K#FKHNHK[OIJ"$ J#%ME"JJ[IT3FKHO3#2$JH3D%

)A结论

本研究筛选鉴定了 ) 株具有降酸效果的酵母!分

别为发酵毕赤酵母 U>("美极梅奇酵母 U>& 和红掷孢

酵母 U>+# 在有氧发酵制备红树莓功能饮料的研究

中!通过测定降酸能力"总酚含量及抗氧化能力!综合

确定美极梅奇酵母 U>& 是最适合作为生产红树莓功

能饮料的酵母菌种# 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制备的

红树莓功能饮料 M/值达 &4)!降酸效果显著!其中柠

檬酸含量为 , )6)4*. ?C8̂!比未发酵树莓果汁降低

了 .&5%苹果酸含量 )'+4'' ?C8̂!比未发酵树莓果

汁降低了 )+5%乳酸和草酸最终含量分别降低了

-(5和 *5%总酚含量达到 +6+4)) ?C8̂!比未发酵树

莓果汁提高了 -&5!且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 总之!

美极梅奇酵母 U>& 发酵制备的红树莓功能饮料综合

表现最佳!降酸能力较高!酸味口感降低!总酚含量和

;==/自由基清除率提高幅度最大!在功能型保健饮

品中具有重要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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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廖超!谢勇!覃小丽!等4不同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活性成分的影响(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P(&*4̂X>

VQ1@#O!]X< Ò3C!0X9]H#O2H!"K#24<II"FKOI$HII"J"3K$J[H3C?"K@O$%O3 K@"EHO#FKHN"FO?MO3"3K%OIC"J?H3#K"$ @HC@2#3$

E#J2"[(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不同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活性成分的影响

廖超(

!谢勇(

!覃小丽(

!叶正荣,

!陈沁滨)

!刘雄(!)

!

(&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66.(+',&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藏 昌都!-+&666'

)&淮安嘉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淮安!,,)&66'

摘A要A以发芽青稞为原料!研究热风干燥%微波干燥%冷冻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对发芽青稞物理特性和

活性成分的影响" 结果表明#冷冻干燥的综合评分最高&64-,('!其黄酮%

"

>氨基丁酸%

%

>葡聚糖%多酚%核黄素含

量分别为&)4,( n64(('?C8C%&.4+( n64,6'?C8C%&&4'6 n64(*'5%&)46- n64),'?C8C%&,4,& n646(&'C8C" 同

时它还保留了完整的细胞结构和最小的体积收缩率&.4.+ n(4(('5$微波干燥的干燥速率较高!但相比冷冻干

燥!黄酮%

"

>氨基丁酸%

%

>葡聚糖分别减少了 (-4,-5%*&4()5%).4665!评分最低& P64)))'$热泵干燥%真空干

燥和热风干燥的综合评分次之!分别为 P646+,% P64,(,% P64,('!其中热泵干燥的活性成分损失相对较小" 鉴

于热泵干燥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实际生产中可以采用热泵干燥处理发芽青稞"

关键词A发芽青稞$热风干燥$微波干燥$冷冻干燥$热泵干燥$真空干燥$活性成分

8..',)-.C*..'?'>)C?B*>F A')@-C+->)@'%*-$,)*M',-AE->'>)+

-.F'?A*>$)'C@*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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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青稞是我国西藏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青藏高

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 发

芽青稞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同时还包含一些植物化

学成分!如
%

>葡聚糖"酚类化合物"黄酮"

"

>氨基丁

酸"类胡萝卜素等
(,)

# 发芽青稞已被证明是一种具

有抗氧化活性"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和辅助降血脂

等功能的杂粮
() P&)

# 但是!新鲜发芽的青稞水分含量

较高!呼吸活性较强!极易腐败变质!导致营养损失!

需要干燥保藏#

食品的干燥技术对食品的理化品质有着重要的

影响
(+ P-)

# 但目前!关于发芽青稞干燥工艺的研究鲜

见报道!特别是不同干燥条件下发芽青稞的活性化学

成分的变化还未研究清楚#

本实验选取热风干燥"微波干燥"冷冻干燥"热泵

干燥和真空干燥 + 种干燥方式!以收缩率"复水率"色

泽"质构"微观结构"黄酮"多酚"核黄素"

%

>葡聚糖和

"

>氨基丁酸为指标!考察不同干燥方法对发芽青稞的

品质和功能性成分的影响!并采用综合系数法进行综

合评分!以期选出合适的干燥方法!为发芽青稞的生

产加工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

(A材料和方法

!5!"材料和仪器

材料$青稞!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剂$色谱级甲醇"乙腈"乙酸钠!美国 ZHC?#

V2$JHF@ 公司%次氯酸钠"甲醇"9#9Q

,

"V212

)

"9#Q/"

正己烷"乙酸乙酯"三氯乙酸"硼酸钠及其他常规试剂

&分析纯'!重庆跃翔化工有限公司#

仪器设备$/\Z>(,- 型恒温培养箱!宁波江南仪

器厂%YR>S型中波紫外线灯管!北京中仪博腾科技

有限公司%YR>S型紫外辐照计!北京师范大学光电

仪器厂%G;>(V>+6 型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松源华兴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bG>*6'6b电热恒温真空干燥

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S>:06( 型热泵

&移动除湿烘干机'!广州温伴节能热泵有限公司%

<7-,) V̂*>9!型微波炉!美的公司%;/7>'6.6 型电

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3O? =JO>(.V66&6) 型 扫 描 电 镜! 荷 兰 =@"3O?

\OJ2$ 公司%WV>]WM2T%质构仪!英国 ZK#E2"UHFJO

Z[%K"?%公司%Y2KJ#ZF#3 =!Q型测色仪!美国 /T3K"J>

#̂E 公司%YR>,&+6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1̂>,6V型高

效液相色谱!日本岛津公司#

!54"实验方法

(4,4(A青稞的发芽

挑选优质的青稞种子!按 (l+&Cl?̂ '的比例在 +

C8̂ 的次氯酸钠中浸泡 (+ ?H3!达到灭菌的目的!并

用纯净水洗涤至中性# 将种子和纯净水以 (l+&Cl?̂ '

的比例浸泡 * @# 然后将浸泡后的种子用纯净水冲洗

, 次# 将种子放入带有 , 层加湿滤纸的培养箱中!在

,+ h下发芽# 在发芽期间每天利用中波紫外线&,6

$

\8F?

,

'辐照 * @

(' P(6)

!以提高活性成分的含量# 同

时每 & @ 喷 ( 次纯水!使滤纸保持湿润#

(4,4,A干燥处理

取新鲜发芽的青稞 -6 C!采用热风干燥"微波干

燥"冷冻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进行干燥处理!使

样品的水分含量低于 (65# 参考何玉倩等
((()

和 ]Y

等
((,)

的干燥方法!真空干燥的温度为 +6 h!压力为

(+ =#%热泵干燥的温度为 +6 h!相对湿度为 &65%热

风干燥的温度为 +6 h%微波干燥的功率为+66 \%冷

冻干燥的冷阱温度为 P++ h!真空压力为 &+ =##

(4,4)A复水率

根据 \V97等
(())

的方法!将一定量干燥样品颗

粒浸入 *6 h的蒸馏水中!时间间隔为 )6 ?H3 记录样

品的质量!直至恒重为止# 复水率按公式 &('计算!

每组样品至少重复测定 ) 次!取其平均值#

'85 k

9

,

9

(

i(66 !(#

式中$'!复水率%9

(

!复水前青稞的质量!C%9

,

!复水

后青稞粒质量!C#

(4,4&A收缩率

根据 ZQ97等
((&)

的珠粒位移法确定青稞样品收

缩引起的体积变化!样品收缩率按公式&,'计算!每

组样品至少重复测定 ) 次!取其平均值#

收缩率85 k

(

6

P(

$

(

6

i(66 !,#

式中$(

6

!干燥前青稞体积% (

$

!干燥后青稞体积#

(4,4+A色差

使用色差仪测定干燥青稞粉末色度值 ;

!

"%

!

"

,

!

!其中 ;

!代表明度指数!%

!是红绿值!,

!是黄蓝

值!每个样品至少重复测定 ) 次!取其平均值
((,)

#

(4,4*A质构

使用质构仪在 W=V模式下测定干燥青稞的硬

度# 采用 =8, 探头!测定前速度 , ??8%!测定中速度

( ??8%!测定后速度 ( ??8%!样品承受力为 +46 C!记

录样品的硬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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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微观结构

将干燥的青稞样品固定在铜桩上!在镀金之后!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在高真空条件下以 (6 DR的加

速电压进行观察!使用 )66 倍捕获放大图像
((,)

#

(4,4-A黄酮含量测定

根据 WQ/X;X等
((+)

的方法!称取 (466 C发芽青

稞样品置于试管中!加 - ?̂ 甲醇溶液 &体积分数

-65'# 超声振荡 ( @ 后!- 666 J8?H3 离心 (6 ?H3!取

上清液置于(6 ?̂ 的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线# 取

,+6

$

^的样品液和 +6 C8̂ 的 9#9Q

,

溶液 (+6

$

^混

合!放置 * ?H3# 加 (66 C8̂ 的 V212

)

溶液 )66

$

!̂摇

匀!放置 + ?H3# 加 ( ?O28̂的 9#Q/ (4+6 ?̂ !水

,4-6 ?̂ # 振荡混匀后!静置 (+ ?H3!在波长 +(6 3?

下!测定吸光度# 总黄酮的含量以每克干物质中芦丁

当量计算#

(4,4'A多酚含量的测定

根据 UV等
(&)

的方法并稍做修改!将 (466 C样

品溶解于 ,6 ?̂ 正己烷当中!于黑暗处振摇 (+ ?H3#

将混合液在 & h!- 666 J8?H3 的条件下离心 ,6 ?H3#

除去上清液!得到残渣!重复以上步骤 , 次# 用体积

分数 -65的甲醇 - ?̂ 萃取离心的残渣! 在室温下晃

动 ( @# 以 & h!- 666 J8?H3 的条件离心 ,6 ?H3!得到

上清液!重复以上步骤 ) 次!将 ) 次得到的上清液定

容至 ,+ ?̂ !作为游离酚提取物# 甲醇萃取后收集的

残余物在室温下用 ,6 ?̂ 浓度 , ?O28̂ 的 9#Q/水

解 , @# 使用摇床在室温和黑暗条件下摇动混合物!

用 * ?O28̂ 的 /12溶液将其 M/调节至 (4+ m,46#

使用 ,+ ?̂ 正己烷将上清液脱脂!- 666 J8?H3离心

(6 ?H3!弃去上清液# 并用 ,+ ?̂ 乙酸乙酯萃取 ) 次

&总共 .+ ?̂ '!- 666 J8?H3 离心 (6 ?H3!收集上清液#

将合并的乙酸乙酯在 )+ h下用旋转真空蒸发器在真

空下蒸发至干# 将干燥的提取物重新溶解在体积分

数 -65的甲醇中!并定容至 (6 ?̂ !作为结合酚提

取物#

将 &66

$

^适当稀释的粗提取物与 )46 ?̂ (6 倍

新鲜稀释的福林酚试剂混合!将溶液涡旋并平衡

+ ?H3# 然后加入 .+ C8̂ 的 9#

,

1Q

)

溶液 )46 ?̂ 并

充分混合# 在室温和黑暗条件下静置 , @! 使用分光

光度计在 .*+ 3?波长处测量吸光度# 总酚含量以每

克干物质中没食子酸的当量计算#

(4,4(6A核黄素含量的测定

根据参考文献 ((*)和 7S+66'4-++,6(* 的方

法!称取 , m(6 C&精确至 646( C'干燥后的样品粉末

于 (66 ?̂ 具塞锥形瓶中!加入 *6 ?̂ 64( ?O28̂ /12

溶液!充分摇匀!塞好瓶塞# 将锥形瓶放入高压灭菌

锅内!在 (,( h下保持 )6 ?H3!冷却至室温后取出#

用 ( ?O28̂ 9#Q/溶液将样品液的 M/调至 *46 m

*4+!加入 , ?̂ 木瓜蛋白酶和高峰淀粉酶混合酶溶

液!摇匀后!置于 ). h恒温水浴锅中酶解# 将酶解液

转移至 (66 ?̂ 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刻度!使用滤纸

过滤得到滤液!滤液再通过 64&+

$

?水相滤膜作为

待测液#

色谱柱$1

(-

柱&,+6 ??i&4* ??!+

$

?'%流动相

V$646+ ?O28̂乙酸钠溶液!流动相 S$甲醇%洗脱程序$

流动相 Vl流动相 Sk*+l)+&NlN'%流速 ( ?̂ 8?H3%柱

温 )6 h%检测波长$激发波长 &*, 3?!发射波长

+,, 3?%进样体积 ,6

$

#̂

(4,4((A

%

>葡聚糖含量的测定

根据美国谷物化学家协会&V?"JHF#3 V%%OFH#KHO3

OI1"J"#21@"?H%K%!VV11'&VV11), P,)46('和美国

分析化学家协会 &V%%OFH#KHO3 OIQIIHFH#2V3#2[KHF#2

1@"?H%K%!VQV1'&VQV1''+4(*'的方法!取 64,66 C

样品!加入 + ?̂ 体积分数 +65乙醇!沸水浴 + ?H3!

涡旋片刻!再加入体积分数 +65乙醇 + ?̂ !于 ( -66

i6 下!离心 (6 ?H3!弃去上清液# 加入 &466 ?̂ M/

*4+ 的磷酸缓冲液!于 +6 h下水浴 + ?H3!再加入 64

,6 ?̂ (6Y的
%

>葡聚糖苷酶!并在 +6 h下水浴 ( @!

其中在水浴过程中涡旋 ) m& 次# 水浴结束后!加入

,466 ?̂ M/&46 磷酸缓冲液!于 ( 666 i6 的条件下

离心(6 ?H3# 取 ) 份 64(6 ?̂ 的上清液和 ( 份 64(

?̂ 的葡萄糖标准液置于反应试管中!其中在 , 个样

品液和葡萄糖标准液中加入 64(6 ?̂ 的
%

>葡萄糖

苷酶!第 ) 个样品液做为空白对照!于 +6 h下水浴

(6 ?H3# 再加入 )466 ?̂ 的葡萄糖氧化酶和过氧化

物酶的混合液!于 +6 h下水浴,6 ?H3# 在 +(6 3?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4,4(,A

"

>氨基丁酸含量的测定

根据 X̂Y等
((.)

的方法!将 64+66 C的干燥样品与

+ ?̂ (66 C8̂三氯乙酸混合!并将样品提取物在振荡

器上振摇 ( ?H3!以充分混匀# 将混合物在 &6 h下保

持 , @ 以提取
"

>氨基丁酸# 将振摇后的混合物以

(6 666 J8?H3离心 (+ ?H3!然后通过 64&+

$

?过滤器

得到上清液# 将 -6

$

^样品提取物与 &66

$

^的

64& ?O28̂硼酸盐缓冲液混合!再加入 -6

$

^衍生试

剂!在室温下放置+ ?H3!立即进样#

色谱柱 1

(-

柱&,+6 ??i&4* ??!+

$

?'%流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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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46, ?O28̂乙酸钠!每升溶液中含 ,66

$

^三乙胺!

用乙酸将 M/调至 .4)!流动相 S乙腈%洗脱梯度 流

动相 Vl流动相 Sk-6l,6&(l('%流速 64- ?̂ 8?H3%

检测器 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 ))- 3?%柱温 &6 h%

进样量 ,6

$

#̂

(4,4()A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参考文献 ((- P(')的方法!利用变异

系数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将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对于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标准化后需要加负号!

然后将不同干燥方式下各指标标准化值与权重相乘!

得到综合评分# 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计算如公式&)'

所示$

AA

(

)

k

"

)

&

?

)

!)#

式中$(

)

!第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

)

!第 )项指标的标

准差%

&

?

)

!第 )项指标的平均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如公式&&'所示$

M

)

k

(

)

"

-

)k(

(

)

!&#

采用 b>%FOJ"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的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所示$

N

)O

k

?

)O

P

&

?

)

"

)

!+#

式中$N

)O

!标准化后各项指标%?

)O

!各项指标实际测量

值%

&

?

)

!第 )项指标的平均值%

"

)

!第 )项指标的标

准差#

!56"数据分析

实验重复 ) 次!结果表示为 %

Fn5!采用 <LF"2

,6(*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基础数据整理!利用 Z=ZZ

,&46 进行显著性 &!B646+'检验!作图采用 QJHCH3

2#E ,6(. 软件#

,A结果与分析

45!"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微观结构的影响

为了研究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细胞水平的影响!

使用了 )66 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不同干燥

方式下发芽青稞的微观结构有着显著的区别# 热风

干燥和热泵干燥样品显示出多孔和蜂窝状的超微结

构!并出现了严重的收缩# 微波干燥的发芽青稞!细胞

的结构被严重破坏!同时淀粉颗粒形态也被损坏# 短

时的微波干燥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组织扩张!这导致样

品有更少的收缩体积!同时有利于增强再水化过程中

的吸水!这与下文中的复水能力和收缩率的研究结果

一致# 冷冻样品显示出清晰的多孔结构和较少的塌

陷!保持了较好的细胞结构!这表明冷冻干燥对维持多

孔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下文中收缩率和复水比结

果一致
(,6)

# 真空干燥中的水分散失和压力差使细胞

间堆积更加紧密!这也将导致样品有更高的硬度#

#>热风干燥%E>微波干燥%F>冷冻干燥%$>热泵干燥%">真空干燥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微观结构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HFJO%KJTFKTJ"

OIC"J?H3#K"$ @HC@2#3$ E#J2"[

454"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物理特性的影响

颜色是影响消费者认可度和市场价值的关键质

量参数之一!干燥会影响产品的色泽
(())

# 通过精密

色差分析仪进行测定!干燥处理显著影响了干燥产品

的颜色参数&!B6B6+'# 冷冻干燥的亮度最高!微波

干燥的亮度最低&表 ('# 相比热风干燥"冷冻干燥"

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微波干燥的红绿值和黄蓝值最

高!这可能是因为微波干燥破坏了细胞结构!促进了

氨基酸与糖类物质之间的美拉德反应
(,()

!从而促进

了棕色物质的增加!引起了较低的亮度和较高的红绿

值"黄蓝值#

表 !"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色泽和硬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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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方式 亮度& ;

!

' 红绿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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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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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n64(+

#E

(,4*, n64,+

#

,( )-64,& n-&+4.(

E

微波干燥
-(46' n64*+

E

*4,6 n64(.

$

('4', n6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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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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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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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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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热泵干燥
--4'. n(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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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46. n64(-

#

,6 )+.4'6 n&'*4-'

E

真空干燥
-'4(, n64+*

#

)4&+ n64,(

F

(,4(& n64,,

#

,, -)(4&( n((*4)-

$

AA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

硬度与果蔬组织结构直接相关!是评价干燥制品

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

!同时也是衡量颗粒物品易

粉碎程度的重要参考# 如表 ( 所示! + 种发芽青稞硬

度大小依次为$真空干燥 u热风干燥 u冷冻干燥 u热

泵干燥 u微波干燥#这是因为在微波干燥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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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青稞保持了原有的多孔结构!其体积膨胀保持了有

限的收缩# 同时在微波的高温条件下导致了细胞间

膨化和细胞黏附力的降低# 真空干燥和热风干燥有

较高的硬度值!这可能与干燥过程细胞严重收缩和原

有组织结构塌陷有关#

发芽青稞在干燥期间会将水分从细胞处转移到

周围环境中!导致发芽青稞的体积发生不规则的变

化!而体积的收缩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产品的品质特

征
(,))

# 图 , 比较了不同干燥方法对发芽青稞收缩率

的影响!发现真空冷冻干燥的发芽青稞收缩率最小!

为&.4.+ n(4(('5!其次是微波干燥!为 & -46. n

64'+'5!, 种干燥方式都显示出了较好的质量特征#

冷冻干燥经过升华直接除去青稞中的水分!从而使样

品保持了原有的体积"形状和基本形态
((()

# 微波干

燥有着更高的干燥速率!干燥时间较短!干燥过程中

的高温辐射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组织扩张!这将大大

弥补水分散失引起的体积收缩
(,&)

# 真空干燥的收缩

率最大&*)4-6 n(4-.'5!是冷冻干燥的 -4,) 倍!其

次是热泵干燥 &+.4+( n64+& '5!然后是热风干燥

&&'4'* n64)&'5# 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

的高收缩率可能与发芽青稞中的结合水损失有关!结

合水的流失导致发芽青稞的细胞壁发生不可逆的破

裂!致使青稞的体积发生了改变# 此外!真空干燥收

缩率最高还可能与真空状态下内外部间压力差有

关
(,+)

#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收缩率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NO2T?"%@JH3D#C"

J#KHOOIC"J?H3#K"$ @HC@2#3$ E#J2"[

注$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B646+' &下同'

复水是干燥食品的重新湿润过程!复水比是评价

干燥产品质量特征的重要属性之一
(,*)

# 图 ) 描述了

不同干燥方式下发芽青稞样品的复水能力!微波干燥

和冷冻干燥相对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具有

较高的复水率!分别为 &(4+* n 646&' '" & (4+6 n

64(6'# 冷冻干燥期间发芽青稞中的水分升华促使

其保持了较好的多孔结构!这种现象可能有利于补水

过程中水的渗透!从而使冷冻干燥产品具有较高的补

水速度和较高的复水率# 微波干燥使样品保持了较

小的体积收缩!及在干燥过程中导致部分淀粉糊化!

增加了吸水性!从而使微波干燥具有较高的复水

率
(,&)

# 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复水率较低!

且无显著性差异 &!B646+'!可能是因为在干燥期

间!发芽青稞表皮发生皱缩硬化!形成了致密的结构

导致复水率较低#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复水率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J"@[$J#KHO3 F#M#FHK[

OIC"J?H3#K"$ @HC@2#3$ E#J2"[

456"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活性成分的影响

,4)4(A对发芽青稞
"

>氨基丁酸含量的影响

"

>氨基丁酸是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一种重要的

神经递质!它具有降低胆固醇!改善大脑机能等多种

保健功能
(,6)

!现有的研究表明!

"

>氨基丁酸在发芽过

程中会保持较高的水平
(,)

# 不同干燥方式下!各个

样品的
"

>氨基丁酸含量如图 & 所示#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
"

>氨基丁酸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

>#?H3OETK[JHF#FH$

FO3K"3KOIC"J?H3#K"$ @HC@2#3$ E#J2"[

冷冻干燥的
"

>氨基丁酸含量最高!达到&.4+( n

64,6' ?C8C!这是因为冷冻干燥中较低的温度有效地

保护了氨基酸!避免其损失# 微波干燥的
"

>氨基丁

酸损失最大!含量仅为 &,4.6 n64,&' ?C8C!在实验

中发现微波干燥的温度可达 ((6 m(,6 h!

"

>氨基丁

酸对热不稳定!在高温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脱羧"脱氨

等反应
(,.)

# 热风干燥比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的
"

>氨



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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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丁酸含量低!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的
"

>氨基丁酸

含量差异不显著&!u6B6+'#

,4)4,A对发芽青稞多酚含量的影响

如图 + 所示!不同的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的多酚

含量有不同的影响!微波干燥的多酚含量最高!为

&)4+- n64('' ?C8C# 该结果与韩姝葶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其次是冷冻干燥!为&)46- n64),' ?C8C#

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的多酚含量较小!且

无显著性差异&!B646+'# 酚类属于生物活性物质!

它们的化学性质不稳定!在受到热"Q

,

和光等条件下

都易分解!这就导致了多酚在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

真空干燥中损失较多# 此外!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

酶在干燥过程中的活化也可能导致酚类的损失
(.)

#

微波干燥产生的热量强烈而迅速!这可能导致多酚氧

化酶和过氧化物酶发生热降解!减少酶促氧化的进

行!更有利于保存酚类化合物#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多酚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K@"KOK#2M@"3O2%FO3K"3K

OIC"J?H3#K"$ @HC@2#3$ E#J2"[

,4)4)A对发芽青稞黄酮含量的影响

黄酮具有广泛的医学和营养功效!如抗氧化"抗

炎"抗过敏反应"抗菌"抗病毒和抗癌等功能
(,' P)6)

#

如图 * 所示!真空冷冻干燥处理下发芽青稞的黄酮含

量最高!为&)4,( n64((' ?C8C# 说明低温真空对黄

酮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真空干燥与热风干燥"热泵干

燥的黄酮含量无显著性差异&!B646+'!这说明在干

燥过程中!Q

,

对青稞黄酮含量的影响不大# 发芽青

稞经微波干燥后的黄酮含量最低!为&,4*, n64(&'

?C8C# 微波干燥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干燥中较高的

辐射温度造成了黄酮的损失#

,4)4&A对发芽青稞核黄素含量的影响

核黄素是人类饮食中必不可少的化学成分!在人

体中作为辅酶起作用!它涉及到碳水化合物!脂质和

蛋白质的代谢
((*)

# 如图 . 所示!微波干燥和冷冻干

燥具有相同的核黄素含量!为 ,4,& C8C# 核黄素含量

依次为微波干燥 k冷冻干燥 u热泵干燥 u真空干燥

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黄酮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K@"KOK#2I2#NO3OH$%FO3K"3K

OIC"J?H3#K"$ @HC@2#3$ E#J2"[

u热风干燥# 核黄素在中性和酸性条件下对热稳定!

在碱性条件下受热易分解!同时核黄素在光照条件下

也易分解# 在干燥过程中造成核黄素损失的主要原

因是光照!微波干燥的时间较短!受到的光照时间较

短!热风干燥"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在干燥过程中时

间较长导致了核黄素的损失#

图 .A不同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核黄素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HII"J"3K$J[H3C?"K@O$%O3 K@"

JHEOI2#NH3 FO3K"3KOIC"J?H3#K"$ @HC@2#3$ E#J2"[

,4)4+A对发芽青稞
%

>葡聚糖含量的影响

%

>葡聚糖是青稞中主要活性物质之一!具有调节

血糖浓度"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调节肠道菌群"增

强机体免疫力等功能
()()

# 如图 - 所示!冷冻干燥
%

>

葡聚糖含量最高!为&&4'6 n64(*'5!说明冷冻干燥

能够有效的保护
%

>葡聚糖的活性# 微波干燥
%

>葡聚

糖含量较低!为&)46' n64(*'5!微波干燥特殊的热

辐射会加速
%

>葡聚糖的分解和向其他化合物的转

化
(')

!多糖在富氧环境或在高温条件下!也会使分子

间氢键断裂和羟基氧化!从而影响多糖的质量# 经热

风干燥后的发芽青稞
%

>葡聚糖含量为 & ,4'- n

64(,'5!这可能是因为多糖分子在高温条件下!特

别是在湿热的空气中!容易聚集!从而破坏了多糖的

结构
(),)

#

45:"不同干燥方式下发芽青稞的加权综合评分

以发芽青稞的色泽"收缩率"复水率"硬度"

"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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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
%

>葡聚糖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J[H3C?"K@O$%O3 K@">C2TF#3 FO3K"3K

OIC"J?H3#K"$ @HC@2#3$ E#J2"[

基丁酸"多酚"黄酮"核黄素"

%

>葡聚糖为指标!运用变

异系数法求出了各项的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

权重!结果如表 , 所示!干燥方式对收缩率"色泽"

"

>

氨基丁酸"

%

>葡聚糖影响比较大#

表 4"不同干燥方式下发芽青稞各指标的权重

#$%&'4"=?-E-?)*->+-.*>C*,$)-?+-.F'?A*>$)'C

@*F@&$>C%$?&'B +G%\',)'C)- C*..'?'>)C?B*>F A')@-C+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色泽 ;

!

-.4**, )4*-. 646&, 646('

色泽 %

!

)4-&( (4),. 64)&* 64(+)

色泽 ,

!

()4.'. )4&)( 64,&' 64((6

收缩率 64).& 64,.& 64.), 64),&

复水率 (4&&) 646-( 646+* 646,+

硬度 ,6 .--4*,( ( *--4+.& 646-( 646)*

"

>氨基丁酸 *46,' (4'&. 64),) 64(&)

多酚 )46., 64)(( 64(6( 646&+

黄酮 ,4-') 64,(( 646.) 646),

核黄素 ,4(+6 64(6, 646&- 646,(

%

>葡聚糖 )4.+. 64.-( 64,6- 646',

将 + 种干燥方式所得的 (( 项指标进行标准化!

将标准化值与各指标的权重相乘得到综合评分!由表

) 可知!发芽青稞产品品质的高低顺序为$冷冻干燥

u热泵干燥 u真空干燥 u热风干燥 u微波干燥#

表 6"发芽青稞的品质评价

#$%&'6"]G$&*)B 'M$&G$)*->-.F'?A*>$)'C@*F@&$>C%$?&'B

指标 热风干燥 微波干燥 冷冻干燥 热泵干燥 真空干燥

色泽 ;

!

6466' P646)) 646(( 6466. 6466.

色泽 %

!

646-6 P64,., 646-' 646+- 646&+

色泽 ,

!

646)- P64('. 646+6 646++ 646+)

收缩率 P64(&- 64)&. 64)+( P64,)- P64)(,

复水率 P646() 646)+ 646(. P646(& P646,+

硬度 P646() 646++ P6466- 6466' P646&&

"

>氨基丁酸 P6466) P64,&+ 64(6' 646-, 646+.

多酚 P646&' 646.) 6466( P646(& P646(6

黄酮 6466& P646&( 646&' P6466, P6466'

核黄素 P646)( 646,+ 646(- 6466) P646(6

%

>葡聚糖 P646'( P646.' 64()& 6466( 646)+

综合评分 P64,(' P64))) 64-,( P646+, P64,(,

)A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干燥方式对发芽青稞的品质有着

显著的影响# 冷冻干燥有着相对最小的收缩率"最高

的复水率和功能性成分含量!同时还保留了完整的细

胞结构!但是冷冻干燥的成本较高!难以适用于实际

生产# 微波干燥保持了较低的收缩率和硬度!还有最

高的复水率和多酚含量!但是微波干燥减少了其他成

分的含量!破坏了青稞细胞的完整结构# 热风干燥"

热泵干燥和真空干燥有着较高的收缩率"硬度!更为

致密的微观结构和较低的复水率!同时它能较好地保

持生物活性成分# 综合评分表明!热泵干燥既能较好

地保留青稞的化学成分!又能减少对青稞物料的破

坏!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A X̂YbG! V̀Qba! Ỳ10!"K#24V%%"%%H3CFJOM f#K"J$"?#3$ #3$

$"IHFHKIOJK@"CJOfK@ OI%MJH3C@HC@2#3$ E#J2"[H3 KHE"K!1@H3#(a)4

aOTJ3#2OIX3K"CJ#KHN"VCJHFT2KTJ"!,6()!(,&)' $+&( P++(4

(,)A朱睦元!张京4大麦&青稞'营养分析及其食品加工 (U)4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6(+4

())A朱勇4青稞酚类化合物组成与抗氧化"抗肿瘤细胞增殖活性研

究(;)4广州$华南理工大学!,6(.4

(&)AUV !̀\V97=!\V97U!"K#247VSV?"$H#K"%M@"3O2HFFO?>

MOT3$%#FFT?T2#KHO3 #3$ K@"#3KHOLH$#3K%[%K"?"3@#3F"?"3KH3 C"J>

?H3#K"$ @T22"%%E#J2"[T3$"J9#12%KJ"%%( a)4GOO$ 1@"?H%KJ[!

,6('!,.6$+') P*6(4

(+)A蔡雪梅4不同干燥方式对稻谷品质及储藏性能的影响 (;)4南

京$南京财经大学!,6()4

(*)A申瑞玲!张亚蕊!张婷!等4不同热加工对萌动青稞营养成分和

加工特性的影响(a)4中国粮油学报!,6,6!)+&)' $(&. P(+,4

(.)AV9:!b/VQ;!\V97b!"K#241O?M#JH%O3 OI$HII"J"3K$J[H3C

?"K@O$%O3 1@H3"%"CH3C"J&N)-6),:01++)*)-%7:!O%FO"' $1@#3C"%H3

NO2#KH2"%!F@"?HF#2MJOIH2"!#3KHOLH$#3KMJOM"JKH"%!#3$ ?HFJO%KJTFKTJ"

(a)4GOO$ 1@"?H%KJ[!,6(*!('.$( ,', P( )664

(-)A0YGG!0XYGG!b/Y]a!"K#24<II"FKOI$HII"J"3K$J[H3C?"K@O$%

O3 K@"%"3%OJ[eT#2HK[#3$ F@"?HF#2FO?MO3"3K%OIE2#FD K"#(a)4

\̂W!,6(-!''$((, P((-4

(')A李凤娟4增强 YR>S辐射与盐胁迫复合处理对不同品种青稞幼

苗生理生化特征的影响(;)4兰州$兰州大学!,6((4

((6)AUVU!\V97=! V̀97!!"K#24YR>S?"$H#K"%H%OI2#NO3"#FFT>

?T2#KHO3 #3$ OLH$#KHN">#3KHOLH$#3K%[%K"?J"%MO3%"%H3 C"J?H3#KH3C

%O[E"#3(a)4GOO$ 1@"?H%KJ[!,6('!,.+$*,- P*)*4

((()A何玉倩!宋晓燕!刘宝林4干燥方式对火龙果果皮理化特性的影

响(a)4食品与发酵工业!,6('!&+&,' $(+' P(*+4

((,)A]Y` !̀]XVQ`;! V̂79X:V1!"K#24VFO?M#J#KHN""N#2T#KHO3

OI3TKJHKHO3#2MJOM"JKH"%!#3KHOLH$#3KF#M#FHK[#3$ M@[%HF#2F@#J#F>

K"JH%KHF%OIF#EE#C"&P0%55)*% 17:0%*:% N#J4E%4)/%/:N#Ĵ 4' %TE>

d"FK"$ KO$HII"J"3K$J[H3C?"K@O$%(a)4GOO$ 1@"?H%KJ[!,6,6!)6'$

( P-4

(())A\V97/!b/V97U!UYaYU;V!VZ41O?M#JH%O3 OIK@J""3"f



食品与发酵工业
GQQ;V9;G<!U<9WVWXQ9X9;YZW!X<Z

!&(##

!"!"'()*#$+(*!%&,(-.)#%&'

$J[H3C?"K@O$%IOJ$J[H3CF@#J#FK"JH%KHF%#3$ eT#2HK[OI%@HHK#D"

?T%@JOO? & ;:-/)-85:313:5' (a)4;J[H3CW"F@3O2OC[! ,6(&! ),

&(+' $( .'( P( -6,4

((&)AZQ971G!1YXb\!aX97 !̀"K#24<II"FK%OIIOTJ$HII"J"3K$J>

[H3C?"K@O$%O3 K@"OT#2HK[F@#J#FK"JH%KHF%OIM""2"$ 2HKF@H%& ;)/*<)

*<)-:-5)5ZO334' ( a)4 ;J[H3C W"F@3O2OC[! ,6(+! )) & + ' $

+-) P+'64

((+)AWQ/X;XS!!V/XUUV̂ <:U!V!bV9XV4<%%"3KH#2OH2FO?MO%H>

KHO3!KOK#2M@"3O2HF!I2#NO3OH$ FO3K"3K%!#3$ #3KHOLH$#3K#FKHNHK[OI

$<=985%M"FH"%FO22"FK"$ IJO?$HII"J"3KJ"CHO3%OIXJ#3(a)4GOO$

1@"?H%KJ[!,6(.!,,6$(+) P(*(4

((*)A/YV977!1VX\!]YS4X?MJON"?"3KH3 E"K#>F#JOK"3"!NHK#?H3

S,!7VSV!IJ""#?H3O#FH$%#3$ H%OI2#NO3"%H3 ["22Of#3$ E2#FD

%O[E"#3%TMO3 C"J?H3#KHO3(a)4 \̂WGOO$ ZFH"3F"gW"F@3O2OC[!

,6(.!.+$&-- P&'*4

((.)A X̂Y!!/<]!Z/Xa!"K#24W@""II"FKOI"2"FKJO2[c"$ f#K"JO3 $">

FO3K#?H3#KHO3!C"J?H3#KHO3 #3$

"

>#?H3OETK[JHF#FH$ #FFT?T2#KHO3

OIEJOf3 JHF"(a)4GOO$ 1O3KJO2!,6()!))&(' $( P+4

((-)A刘江!张诗琪!雷激!等4柠檬皮渣干燥工艺探讨(a)4食品与发

酵工业!,6('!&+&.' $,&, P,&'4

((')A李叶贝!任广跃!屈展平!等4基于变异系数法对不同干燥方法

马铃薯全粉复合面条品质的评价(a)4食品科学!,6,6!&(&(' $

&- P+&4

(,6)A=<XG! V̀97\ a! X̀97 Z!"K#241O?M#JH%O3 OIIJ""c">$J[H3C

fHK@ K@J""$HII"J"3KFO?EH3#KHO3%OI$J[H3C?"K@O$%#3$ K@"HJH3I2T>

"3F"O3 FO2OTJ!K"LKTJ"!?HFJO%KJTFKTJ"#3$ 3TKJH"3KJ"K"3KHO3 OIETK>

KO3 ?T%@JOO?&26%0)*85,)541085' %2HF"%(a)4GOO$ gSHOMJOF"%%

W"F@3O2OC[!,6(&!.&)' $.6, P.(64

(,()AWXV9 !̀b/VQ !̀/YV97 a!"K#24<II"FK%OI$HII"J"3K$J[H3C

?"K@O$%O3 K@"MJO$TFKeT#2HK[#3$ NO2#KH2"FO?MOT3$%OIf@O2"

%@HHK#D"?T%@JOO?%( a)4GOO$ 1@"?H%KJ[! ,6(*! ('. & =W4V' $

.(& P.,,4

(,,)A康明!陶宁萍!俞骏!等4不同干燥方式无花果干质构及挥发性

成分比较(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6& P,(64

(,))A:/V9UX/!:V!XUUV41"22T2#Jf#K"J$H%KJHETKHO3!KJ#3%MOJK!

#3$ HK%H3N"%KHC#KHO3 ?"K@O$%IOJM2#3K>E#%"$ IOO$ ?#K"JH#2( a)4

GOO$ !"%"#JF@ X3K"J3#KHO3#2!,6(.!''$( P(&4

(,&)A裴斐4双孢蘑菇冷冻干燥联合微波真空干燥传质动力学及干

燥过程中风味成分变化研究(;)4南京$南京农业大学!,6(&4

(,+)A=<̂ <̂7!X9Q1!7<99V!Q1!V9WQ9XQU!"K#241O?M#JH3C

$HII"J"3KMJOF"%%H3C?"K@O$%H3 #MM2"%2HF"$J[H3C4=#JK, %O2H$>

%K#K"I#%KIH"2$ F[F2H3C( />9U! J"2#L#KHO3 MJOM"JKH"%!%@JH3D#C"

#3$ F@#3C"%H3 NO2#KH2"FO?MOT3$%(a)4SHO%[%K"?%<3CH3""JH3C!

,6('!(--$)&+ P)+&4

(,*)A\V970! X̂Z!/V9]!"K#240T#2HK["N#2T#KHO3 #3$ $J[H3CDH3"K>

HF%OI%@HK#D"?T%@JOO?%$JH"$ E[@OK#HJ!H3IJ#J"$ #3$ H3K"J?HKK"3K

?HFJOf#N">#%%H%K"$ $J[H3C?"K@O$%( a)4 \̂W GOO$ ZFH"3F"g

W"F@3O2OC[!,6('!(6.$,)* P,&,4

(,.)AZV!XG!R<̂XQ7̂ Y`Z41@#3C"%H3 K@"#3H3"#3$ F#II"H3"FO3>

K"3K%OIE2#FD K"#fHK@ $HII"J"3KJO22H3C?"K@O$%#3$ MJOF"%%H3C%K#>

C"%(a)4<TJOM"#3 GOO$ !"%"#JF@ g W"F@3O2OC[!,6()!,). & , ' $

,,' P,)*4

(,-)A韩姝葶!王婉馨!袁国强!等4干燥方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影响

(a)4食品科学!,6('!&6&)' $(&, P(&-4

(,')AUV̂ <:XZ a!1!<Z=QaG!1VSV9X̂ V̂Z S4V3KH>H3I2#??#KOJ[

"II"FK%OII2#NO3OH$%(a)4GOO$ 1@"?H%KJ[!,6('!,''$(,+ P(,&4

()6)A!<<Z V!;Q;;7G!Z=<91<!a=<4W@""II"FK%OII2#NO3OH$%O3

F#J$HON#%FT2#J@"#2K@$VJ"NH"fOI@T?#3 H3K"JN"3KHO3 KJH#2%#3$ H?>

M2HF#KHO3%IOJF"J"EJON#%FT2#JIT3FKHO3 ( a)49TKJH"3K%! ,6(-! (6

&(,' $( P,64

()()A/Q̂ W<:Q̂ <9V:!Y/̂ <9V:! ZV/̂ VW!QU Z!"K#241O3>

K"3K%OI%K#JF@ #3$ 3O3>%K#JF@ MO2[%#FF@#JH$"%H3 E#J2"[N#JH"KH"%OI

$HII"J"3KOJHCH3(a)4GOO$ 1@"?H%KJ[!,66*!'&&)' $)&- P)+-4

(),)A X̂1!/YV970!GY]!"K#241@#J#FK"JHc#KHO3!#3KHOLH$#3K#3$ H?>

?T3O?O$T2#KOJ[#FKHNHKH"%OIMO2[%#FF@#JH$"%IJO?!08-:77% .876%0)5

Ĥ33(a)4X3K"J3#KHO3#2aOTJ3#2OISHO2OCHF#2U#FJO?O2"FT2"%!,6(+!

.+$,'- P)6+4



生产与科研应用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QX$(64()''+8d4F3DH4(( P(-6,8K%46,&66-

引用格式!毕会敏!范方宇!杨宗玲!等4纳米 ZHQ

,

8大豆分离蛋白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特性 (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 P(+)4SX/TH?H3! GV9G#3C[T! V̀97bO3C2H3C! "K#241@#J#FK"JH%KHF%OIf#23TKOH2?HFJOF#M%T2"%fHK@ 3#3O>

ZHQ

,

8%O[MJOK"H3 H%O2#K"#%f#22?#K"JH#2(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纳米 (*Y

4

大̂豆分离蛋白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特性

毕会敏!范方宇!

!杨宗玲!李晗!罗林!陈乔稳

&西南林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6,,&'

摘A要A为提高核桃油微胶囊特性!采用纳米 ZHQ

,

改性大豆分离蛋白&%O[MJOK"H3 H%O2#K"! Z=X'制备纳米 ZHQ

,

8

Z=X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 通过考察核桃油微胶囊含水率%吸水率%溶解性%包埋率%色泽%粒径%热稳定性%形

态和贮藏稳定性等特性!研究了 Z=X中纳米 ZHQ

,

添加量((4665%)4665%+4665%.4665和 '4665&质量分数')

对核桃油微胶囊的影响" 结果表明#纳米 ZHQ

,

添加量对含水率%吸水率%色泽%形态没有明显影响$纳米 ZHQ

,

添

加量加 )4665时!核桃油微胶囊的综合性能好!此时包埋率 -+4)+5!溶解性 '.4-65!粒径 ((4)&

$

?!熔融温度

(*&4& h$贮藏 (, $ 后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仅下降了 ,&4.(5!过氧化值为 (64,& ??O28DC!仅为未添加纳米 ZHQ

,

微胶囊的 &(4.,5" =QR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核桃油微胶囊氧化动力学适用于一级反应"

关键词A纳米 ZHQ

,

$大豆分离蛋白$核桃油$微胶囊$壁材$贮藏稳定性

J@$?$,)'?*+)*,+-.L$&>G)-*&A*,?-,$E+G&'+L*)@>$>-2(*Y

4

+̂-B

E?-)'*>*+-&$)'$+L$&&A$)'?*$&

SX/TH?H3!GV9G#3C[T

!

! V̀97bO3C2H3C! X̂/#3! ŶQ Ĥ3!1/<90H#Of"3

&1O22"C"OÎ HI"ZFH"3F"! ZOTK@f"%KGOJ"%KJ[Y3HN"J%HK[! :T3?H3C*+6,,&! 1@H3#'

1N(#/1J#AX3 OJ$"JKOH?MJON"K@"F@#J#FK"JH%KHF%OIf#23TKOH2?HFJOF#M%T2"%! f#23TKOH2?HFJOF#M>

%T2"%fHK@ 3#3O>ZHQ

,

8Z=X#%f#22?#K"JH#2f#%MJ"M#J"$ E[?O$HI[H3C%O[MJOK"H3 H%O2#K"fHK@ 3#3O>

ZHQ

,

4W@""II"FK%OI3#3O>ZHQ

,

#$$HKHO3 &(4665! )4665! +4665! .4665! '4665' H3 Z=XO3 f#2>

3TKOH2?HFJOF#M%T2"%f"J"%KT$H"$ E[H3N"%KHC#KH3CK@"F@#J#FK"JH%KHF%OIf#K"JFO3K"3K! f#K"J#E%OJM>

KHO3! %O2TEH2HK[! "?E"$$H3CJ#K"! FO2OJ! M#JKHF2"%Hc"! K@"J?#2%K#EH2HK[! ?OJM@O2OC[#3$ %KOJ#C"%K#EH2H>

K[4W@"J"%T2K%%@Of"$ K@#KK@"#$$HKHO3 OI3#3O>ZHQ

,

@#$ 3O"II"FKO3 f#K"JFO3K"3K! f#K"J#E%OJMKHO3!

FO2OJ#3$ ?OJM@O2OC[4VK)4665 OI3#3O>ZHQ

,

#$$HKHO3! K@"FO?MJ"@"3%HN"MJOM"JKH"%OIf#23TKOH2

?HFJOF#M%T2"%f"J"E"KK"JK@#3 K@#KOIFO3KJO2%#?M2"%4VKK@H%KH?"! K@""?E"$$H3CJ#K"#3$ K@"%O2T>

EH2HK[f"J"-+4)+5 #3$ '.4-65 J"%M"FKHN"2[4W@"M#JKHF2"%Hc"f#%((4)&

$

?! #3$ K@"?"2KH3CK"?>

M"J#KTJ"f#%(*&4& h4VIK"J(, $#[%. %KOJ#C"! K@""?E"$$H3CJ#K"OIf#23TKOH2?HFJOF#M%T2"%$">

FJ"#%"$ ,&4.(5! #3$ =QRf#%(64,& ??O28DCH3 f@HF@ &(4.,5 OIK@"?HFJOF#M%T2"%fHK@OTK3#3O>

ZHQ

,

4W@"J"%T2K%OI=QRDH3"KHF%@Of"$ K@#KK@"OLH$#KHO3 DH3"KHF%OIf#23TKOH2?HFJOF#M%T2"%f#%

%THK#E2"IOJK@"IHJ%K>OJ$"JJ"#FKHO34

7'B L-?C+A3#3O>ZHQ

,

% %O[MJOK"H3 H%O2#K"% f#23TKOH2% ?HFJOF#M%T2"% f#22?#K"JH#2% %KOJ#C"%K#EH2HK[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范方宇教授为通讯作者!<>?#H2$I#3I#3C[Tj%fIT4"$T4F3'

AA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6' %云南省/万人计划0青年拔尖人才专项项目& 9̀\!>09Sa>,6(->6&*'

收稿日期$ ,6,6>6(>)6!改回日期$,6,6>6&>(*

AA核桃!胡桃科植物!果仁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人体必需营养成分!油脂含量占

*+5 m.65!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65

(()

# 核桃油中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贮藏过程中易受光"Q

,

和温度等因素影响而氧化酸败!破坏油脂营养!降低

产品的感官品质和货架期
(,)

# 目前!核桃油微胶囊



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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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是核桃油保存的常用方法之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工艺优化!提高油脂包埋率!分析油脂特性"氧化稳定

性等
() P&)

# 壁材作为芯材的重要屏障!在生产高包埋

率"高稳定性微胶囊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有

学者以混合壁材制备油脂微胶囊!提高了包埋率和油

脂的氧化稳定性
(*)

# 能否考虑用新型材料改性微胶

囊壁材!提高壁材性能!进而提高微胶囊芯材稳定性!

是本研究的重点#

纳米 ZHQ

,

可作为一种常用的可食性膜改良剂#

纳米 ZHQ

,

表面羟基含量高!比表面积大!量子隧道效

应和体积效应使其产生游渗作用!可与高分子化合物

以化学键结合!赋予高分子材料特殊性能!如提高复

合材料的机械性"透水"透气性等
(. P-)

# 国内外研究

中!纳米 ZHQ

,

以改性壳聚糖"大豆分离蛋白&%O[MJO>

K"H3 H%O2#K"!Z=X'为主!分析改性复合膜特性!其在涂

膜保鲜或可食性包装袋中的应用效果良好!能明显提

高保鲜效率
(' P(,)

# 纳米 ZHQ

,

可与 Z=X通过共混的方

式形成一层复合膜!复合膜中的硅氧键可调节内外水

蒸气"1Q

,

和 Q

,

交换量!并增加复合膜的机械性能"

热稳定性# 且纳米 ZHQ

,

的加入使 Z=X与纳米 ZHQ

,

之

间形成氢键和配位键!分子间结构更致密!空间缩小!

气体通过复合膜的迁移路径被延长!复合膜综合性能

增强# 微胶囊技术的原理即在芯材表面形成一层保

护膜!壁材与芯材共同形成核壳结构!壁材性能优劣

决定芯材能否被较好地保护起来# 制备微胶囊的壁

材包括天然或者半合成材料# Z=X具有成本低"成膜

性好"气体屏障性能好和可降解等优点成为制备微胶

囊首选的壁材
(())

# 但 Z=X水敏性和力学性能较差!

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

# 将纳米 ZHQ

,

应用于微胶囊

壁材改性!目前已在相变微胶囊中使用
((+)

!纳米 ZHQ

,

复合粒子可吸附在油>水界面上!形成一层或多层固

体颗粒膜!使微胶囊体系稳定
((*)

#

基于此!采用纳米 ZHQ

,

改性微胶囊壁材!利用

ZHQ

,

特有的比表面积大"表面羟基多等优点!强化微

胶囊壁材性质!进而制备性能优越的微胶囊产品# 研

究以纳米 ZHQ

,

改性 Z=X为壁材!核桃油为芯材!制备

纳米 ZHQ

,

8Z=X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分析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性质和贮藏稳定性!纳

米为 ZHQ

,

改性微胶囊壁材制备微胶囊技术提供理论

基础#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

核桃油!自制%纳米 ZHQ

,

&,6 m)6 3?'!舟山明日

纳米科技材料有限公司%Z=X"麦芽糊精"单甘脂!均为

食品级#

乙醚"石油醚&)6 m*6 h沸程'"无水乙醇"三氯

甲烷"十二烷基硫酸钠&%O$HT?$O$"F[2%T2I#K"!Z;Z'"

冰醋酸"硫代硫酸钠"可溶性淀粉"碘化钾!均为分

析纯#

!54"仪器与设备

S>,'6 喷雾干燥器!瑞士 STF@H公司%;/7>'(&6V

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恒科仪器有限公司%/Z=>-6S

恒温恒湿培养箱!上海坤天实验室仪器有限公司%

Ga,66>Z/数显高速分散均质机!上海沪析实业有限

公司%W7̂ (*U台式冷冻高速离心机!上海赫田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Z1>-6 色差仪!北京康光有限公司%

/[$JO,666UT 激光粒度仪!英国 UV̂ R<!9仪器有

限公司%a!V>*+6 超声波细胞破碎仪!无锡杰瑞安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 Z1>&-66 扫描电镜!日本日立%

;Z1,6&G( 差示量热扫描仪!德国耐驰#

!56"改性纳米 (*Y

4

的制备

取 (466 C纳米 ZHQ

,

&,6 m)6 3?'加入到,66 ?̂ "

质量分数 64.65的 Z;Z 溶液中!调 M/值 &46!搅拌

* @!过滤!蒸馏水反复洗涤至中性"++ h干燥!研磨!

得到改性纳米 ZHQ

,

# 后续研究均采用改性纳米 ZHQ

,

为原料!为使文章简化!文中直接称之为纳米 ZHQ

,

#

!5:"纳米 (*Y

4

(̂=Q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的制备

以纳米 ZHQ

,

8Z=X为壁材!单甘脂为乳化剂!麦芽

糊精为助干剂!核桃油为芯材!采用喷雾干燥法制备

纳米 ZHQ

,

8Z=X为壁材的核桃油微胶囊# 喷雾干燥条

件$固形物质量分数 (.5!液体流量 ' ?̂ 8?H3!进料

温度+6 m*6 h!进风温度 (.6 h!出风温度 .6 m

-6 h# 根据文献!并进行一定修改添加不同比例的

芯材"壁材
(&!(.)

# 具体步骤为$

利用超声波细胞破碎仪将不同添加量的纳米

ZHQ

,

分散到 (66 ?̂ 去离子水中!在功率 *+6 \的条

件下分散, @!制备纳米 ZHQ

,

分散液# 分散液中加入

*4), CZ=X!-6 h"+66 J8?H3 搅拌 )6 ?H3%然后加入

*466 C麦芽糊精"64,6 C单甘脂"*4'- C核桃油!继续

-6 h"+66 J8?H3搅拌 )6 ?H3# 混合液用高速分散器

以 ( &66 J8?H3 剪切乳化分散 & ?H3!备用#

为研究纳米 ZHQ

,

对后续制备核桃油微胶囊的影

响!纳米 ZHQ

,

添加量分别为 Z=X的 64665"(4665"

)4665"+4665".4665"'4665&质量分数!下同'#

!5H"微胶囊性质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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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含水量

采用直接干燥法!参考 7S+66'4)+,6(*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4+4,A吸水率

将烘干至恒重的微胶囊样品&9

6

'放入恒温恒湿

培养箱中&温度 ,6 h!相对湿度 +65'!吸水至恒重

&9

(

'# 样品吸水率按公式&('计算$

吸水率 KQ R

9

(

S9

6

9

6

T(66 !(#

(4+4)A溶解性

参照国标 7S+&()4,'+,6(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溶解性的测定-测定核桃油

微胶囊溶解性#

(4+4&A色泽测定

采用 Z1>-6 色差仪测定核桃油微胶囊粉末色泽#

(4+4+A粒径测定

将核桃油微胶囊在乙醇介质中稀释分散均匀!采

用激光粒度仪测定样品粒径#

(4+4*A热稳定性

采用差示扫描量热仪 & $HII"J"3KH#2%F#33H3CF#2O>

JH?"K"J!;Z1'分析核桃油微胶囊热稳定性# 取 + m

(6 ?C样品于铝制坩埚中!空铝坩埚为空白对照!扫描

温度为 +6 m,+6 h!升温速度为(6 h8?H3!氮气流速

为 ,6 ?̂ 8?H3#

(4+4.A扫描电镜分析

采用扫描电镜 & %F#33H3C"2"FKJO3 ?HFJO%FOM"!

Z<U'分析核桃油微胶囊形态# 将样品粘结在含导电

胶的观测台表面!样品喷金# 喷金后观察微胶囊形态

结构!放大倍数 ) 666 倍#

(4+4-A包埋率

表面油测定
((. P(-)

$取约 (466 C核桃油微胶囊粉

末于锥形瓶中!加入 )6 ?̂ 石油醚!振荡 ( ?H3 后过

滤!然后用 (6 ?̂ 石油醚清洗过滤器上固体残渣!反

复 ) 次!合并滤液# 将滤液蒸发!剩余油在 (6+ h的

烘箱中干燥至恒重!称重!采用差减法得核桃油微胶

囊表面油质量 9表 # 总油测定$参照文献((.)提取核

桃油微胶囊总油 9总 # 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参照公

式&,'计算$

包埋率 KQ R

9总 S9表

9总

T(66 !,#

(4+4'A过氧化值测定

核桃油微胶囊油脂过氧化值 & M"JOLH$"N#2T"!

=QR'按国标 7S+6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4+4(6A贮藏稳定性

将核桃油微胶囊置于 *6 h的培养箱中进行加速

氧化试验!每 , $ 定时测微胶囊包埋率和 =QR# 通过

分析油脂包埋率"=QR变化评价纳米 ZHQ

,

强化壁材

后微胶囊贮藏性
((')

#

,A结果与分析

45!"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性质的影响

由表 ( 可知!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

的含水率影响甚微!其含水率均小于 &465!符合粉

末食品的相关要求# 吸水率随添加量的增加呈轻微

增加的趋势!这与纳米 ZHQ

,

表面的羟基基团有关#

纳米 ZHQ

,

表面有大量羟基!亲水性强!与环境中的水

蒸气接触吸收少量水在胶囊表面
((()

# 因纳米 ZHQ

,

添加量少!所有微胶囊粉末吸水率低!不影响核桃油

微胶囊的贮藏稳定性# 微胶囊溶解性随纳米 ZHQ

,

的

增加逐渐降低!这可能是因纳米 ZHQ

,

与 Z=X之间产

生强烈的氢键和范德华力
((()

!使不溶性沉淀增多#

当纳 米 ZHQ

,

添 加 量 为 '4665 时! 溶 解 性 仅 有

')4+*5!不适用于粉末食品# 纳米 ZHQ

,

添加量不超

过 )4665时!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高于空白对照样%

当超过 )4665后!包埋率明显降低# 这可能是少量

的纳米 ZHQ

,

使纳米 ZHQ

,

8Z=X复合壁材膜机械性能

好!断裂伸长率高!喷雾干燥形成的壁材阻油脂透过

性好!对芯材有保护作用%当过量添加后!因纳米 ZHQ

,

团聚!复合壁材膜断裂伸长率下降!复合膜中有少量微

孔!油脂膜透过性增大!包埋率降低
(,6)

# 性质分析可

见!纳米 ZHQ

,

添加量以 (4665")4665比较适宜#

表 !"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性质的影响

单位$5

#$%&'!"8..',)+-.>$>-2(*Y

4

$CC*)*->->)@'E?-E'?)*'+-.

L$&>G)-*&A*,?-,$E+G&'+

ZHQ

,

添加量 含水率 吸水率 溶解性 包埋率

6466 )4(+ &4(. ''46& -&4(,

(466 ,4'* &4(' '-4*- -*4(+

)466 )4(' &4), '.4-6 -+4)+

+466 )4+) &4)) '.4&* .'4&,

.466 ,4'( &4)+ '*4.( -64,,

'466 ,4)6 &4)* ')4+* -(46+

454"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色泽的影响

由表 , 可知!纳米 ZHQ

,

的添加使核桃油微胶囊

的 ;

!范围增加!值为 .64(- m.(4-*!比未添加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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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Q

,

微胶囊的 ;

!

&*+4&,'值高!说明纳米 ZHQ

,

使核

桃油微胶囊整体颜色更白!色泽更好# 添加量的多少

对白度无明显影响!整体处于稳定水平# 纳米 ZHQ

,

的核桃油微胶囊 %

!值比未加纳米 ZHQ

,

核桃油微胶

囊更小!颜色偏绿%,

!值比未加纳米 ZHQ

,

核桃油微胶

囊值更大!颜色偏黄# 分析可见!纳米 ZHQ

,

的添加使

核桃油微胶囊色泽更好!具有一定的增白作用# 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色泽影响较小#

表 4"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色泽的影响

#$%&'4"8..',)+-.>$>-2(*Y

4

$CC*)*->->)@',-&-?-.

L$&>G)-*&A*,?-,$E+G&'+

ZHQ

,

添加量85

;

!

%

!

,

!

6466 *+4&, P,4-) &4)-

(466 .64(- P)4(* +4(*

)466 .64+, P+4+, +4''

+466 .64-& P)46) &4''

.466 .(4-* P)4,* &4''

'466 .(4() P,4-- +4(6

AA注$;

!

!黑白度%%

!

!红度和绿度% ,

!

!黄度和蓝度

456"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粒径的影响

由图 ( 可知!纳米 ZHQ

,

添加量分别为 64665"

(4665")4665"+4665".4665和 '4665时!微胶囊

的平均粒径分别为 -4&-"((4*+"((4)&"'4-*"-4*, 和

((4)6

$

?# 随着壁材纳米 ZHQ

,

含量增加!微胶囊粒

径逐渐减小!样品小粒径体积含量增加!大粒径体积

含量减小# 添加纳米 ZHQ

,

的核桃油微胶囊比未添加

的微胶囊平均粒径大!但规律不明显# 粒径变大的原

因可能是添加纳米 ZHQ

,

后!溶液整体黏度变大!喷雾

时雾滴增大!产品粒径变大# 但是有趣的现象是!纳

米 ZHQ

,

添加量 .4665时!粒径与空白对照样粒径差

别不大#

图 (A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粒径的影响

GHC4(A<II"FK%OI3#3O>ZHQ

,

#$$HKHO3 O3 K@"M#JKHF2"

%Hc"OIf#23TKOH2?HFJOF#M%T2"%

45:"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热稳定性的

影响

由图 , 可知! 纳 米 ZHQ

,

添 加 量 为 64665"

(4665")4665"+4665".4665和 '4665时!所对应

的核桃油微胶囊的熔融温度分别为 (,&4-"(+)4+"

(*&4&"(*-4,"(+*4& 和 (*+4& h# 添加纳米 ZHQ

,

显

著提高了核桃油微胶囊的热稳定性# 纳米 ZHQ

,

添加

量为 )4665和 +4665时!熔融温度比未添加纳米

ZHQ

,

的核桃油微胶囊温度提高了 )'4* 和 &)4& h#

纳米 ZHQ

,

添加量超过 +4665后!熔融温度先下降!后

增高# 这主要是纳米 ZHQ

,

与 Z=X产生氢键!破坏氢

键需要更多的外部能量%此外!纳米 ZHQ

,

颗粒小!可

填充于 Z=X的中空结构!使微胶囊外壳更坚固
(((!,()

#

当增加纳米 ZHQ

,

添加量时!纳米 ZHQ

,

易团聚!不易

均匀的分散在壁材中
(,,)

!壁材结构减弱!熔融温度降

低# 包埋率实验结果中!纳米 ZHQ

,

添加量为 +4665

时!包埋率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熔融温度#

热稳定性的提高!对于芯材的贮藏可以起到积极的作

用!分析表明纳米 ZHQ

,

添加量为 )4665"+4665比较

适宜#

图 ,A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热稳定性的影响

GHC4,A<II"FK%OI3#3O>ZHQ

,

#$$HKHO3 O3 K@"K@"J?#2

%K#EH2HK[OIf#23TKOH2?HFJOF#M%T2"%

45H"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形态的影响

由图 ) 可知!从核桃油微胶囊 Z<U的微观结构

中可见!纳米 ZHQ

,

的添加对核桃油微胶囊的微观结

构并无明显影响!所有微胶囊均具有较好的完整颗粒

结构# 微胶囊表面凹陷!这是因样品制备过程中!助

干剂麦芽糊精填充导致的凹陷!以及干燥时壁材膜失

水而产生不均衡的收缩!造成微胶囊表面凹陷!不光

滑!不圆整!形态显现出差异#

45I"纳米 (*Y

4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的贮藏稳定

性

,4*4(A对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的影响

随贮藏时间的延长!核桃油微胶囊在贮藏过程中

受环境中水分"Q

,

"温度等因素影响!壁材致密性逐

渐破坏或变疏松!内部油缓慢释放到微胶囊表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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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形态的影响

GHC4)A<II"FK%OI3#3O>ZHQ

,

#$$HKHO3 O3 K@"?OJM@O2OC[OI

f#23TKOH2?HFJOF#M%T2"%

埋率降低
(,) P,&)

# 由图 & 可知!所有核桃油微胶囊随

贮藏时间的延长!包埋率下降!贮藏 - $ 内!包埋率下

降幅度小%继续延长贮藏时间&(, $'!核桃油微胶囊

包埋率急剧下降# 不同纳米 ZHQ

,

添加量的核桃油微

胶囊包埋率有明显区别# 贮藏 (, $ 后!未添加纳米

ZHQ

,

的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从 -&4(,5 下降到

)646'5!下降了 *&4,)5# 添加 (4665" )4665"

+4665".4665和 '4665的纳米 ZHQ

,

的核桃油微胶

囊包埋率分别下降了 ++4&(5",&4.(5",*4'(5"

,+4665和 ).4'-5# 数据分析可见!添加纳米 ZHQ

,

后!核桃油微胶囊芯材释放缓慢!尤其在添加纳米

ZHQ

,

为 )4665"+4665和 .4665后!其释放速率不及

对照样一半# 原因为原料纳米 ZHQ

,

仅为 ,6 m)6 3?!

在壁材固化过程中!纳米 ZHQ

,

与 Z=X形成强氢键和填

补 Z=X中的空隙!增大结合力!使微胶囊形成的/壁膜0

结构致密!阻止了空气"水"油脂之类物质在微胶囊的

内外交流!确保了核桃油微胶囊贮藏过程中包埋率的

稳定性# 同时由图 , 可知!添加了纳米 ZHQ

,

的微胶囊

热稳定性高!壁材更稳定!芯材不易释放# 贮藏期包埋

率研究结果表明!纳米 ZHQ

,

添加量为 )4665"+4665

和 .4665时!核桃油微胶囊贮藏时包埋率效果更好#

图 &A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包埋率的影响

GHC4&A<II"FK%OI3#3O>ZHQ

,

#$$HKHO3 O3 K@""?E"$$H3C

J#K"OIf#23TKOH2?HFJOF#M%T2"%

,4*4,A对核桃油微胶囊 =QR的影响

图 + 为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在

*6 h贮藏期间 =QR变化图# 贮藏时!采用加速氧化

试验研究核桃油微胶囊芯材的贮藏稳定性# 初始阶

段!所有样品 =QR值均低!核桃油 =QR为 )4-*

??O28DC!微胶囊 =QR值为 )4'+ m&4(, ??O28DC!比

核桃油 =QR略高!其值均小于 7S,.(*+,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 标准 64,+ C8(66 C& '4-*

??O28DC'!可以满足食用要求# 经加速氧化 (, $ 后!

空白核桃油微胶囊 =QR为 ,&4+& ??O28DC!核桃油

=QR为 .*4.) ??O28DC!比空白核桃油微胶囊 =QR大

,(,4*.5#

图 +A纳米 ZHQ

,

添加量对核桃油微胶囊 =QR的影响

GHC4+A<II"FK%OI3#3O>ZHQ

,

#$$HKHO3 O3 K@"=QROI

f#23TKOH2?HFJOF#M%T2"%

结果表明!油脂的微胶囊化!可使壁材阻隔芯材

与外界环境中的 Q

,

"水蒸气接触!大大提高油脂的贮

藏稳定性!这在很多研究中得到证实
(,+)

# 添加纳米

ZHQ

,

后核桃油微胶囊 =QR发生明显变化# 添加纳米

ZHQ

,

为 (4665")4665"+4665".4665和 '4665的

核桃油微胶囊 =QR分别为 (+4&&"(64,&"(64-."(,4

)+ 和 (-4) ??O28DC!=QR仅为未添加纳米 ZHQ

,

的核

桃油微胶囊的*,4'(5"&(4.,5"&&4)65"+64))5和

.&4+.5# 其中纳米 ZHQ

,

添加量 )4665和 +4665的

核桃油微胶囊 =QR仅比国标食用油要求高 64)-"(4

6( ??O28DC# 数据分析表明!添加纳米 ZHQ

,

可增强

核桃油微胶囊的稳定性# 结合纳米 ZHQ

,

在薄膜方面

的研究!可将其解释为纳米 ZHQ

,

与 Z=X通过共混的

方式形成一层薄膜!即微胶囊壁材!壁材中的硅氧键

可调节内外水蒸气"1Q

,

和 Q

,

交换量!同时增加壁材

的机械性能"热稳定性# 壁材性能的强化使核桃油中

的不饱和脂肪酸不易受到 Q

,

"光照"水分以及温度等

条件的影响而发生氧化酸败!从而提高其稳定性# 另

外!在 Z=X基体中加入纳米 ZHQ

,

后!两者间氢键和配

位键的形成使分子间结构致密!空间缩小!气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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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材膜的迁移路径被延长!有利于延长芯材的储藏时

间# 添加纳米 ZHQ

,

较少时&(4665'!因壁材强化能

力不够!核桃油微胶囊的氧化稳定性仅有部分提高%

当添加过量纳米 ZHQ

,

时&.4665"'4665'!可能因纳

米材料的分布不均!Z=X基质与纳米 ZHQ

,

之间的氢键

被破坏!壁材综合性能较差!核桃油微胶囊的氧化稳

定性下降# 为保证核桃油微胶囊芯材的稳定性!比较

适宜的纳米 ZHQ

,

添加量为)4665"+4665#

,4*4)A核桃油微胶囊氧化动力学

核桃油微胶囊氧化动力学采用零级反应方程

&公式 ) ' 和一级反应方程 &公式 & ' 进行线性回

归
(,* P,.)

#

AA

*R*

6

SC/ !)#

AA

23*R23*

6

SC/ !&#

式中$*!贮藏 /时刻样品 =QR!??O28DC%*

6

!样品初始

=QR!??O28DC%C!释放速率!$

P(

%/!贮藏时间!$#

图 *"图 . 为零级和一级反应的线性回归!表 )

为零级和一级反应释放速率常数及反应方程# 由表

) 可知!除了在纳米 ZHQ

,

添加量为.4665时!其余添

加纳米 ZHQ

,

的一级反应线性回归的 '

,

大于零级反

应线性回归的 '

,

# 此外!一级反应 '

,

中除纳米 ZHQ

,

添加量 .4665时为 64-')!其余'

,

u64'&!拟合效果

好# 结果表明!样品的 =QR变化趋势更符合一级反

应线性回归# 由图 * 可知!核桃油微胶囊化后!油脂

的氧化速率远低于核桃油样品%添加纳米 ZHQ

,

的核

桃油微胶囊!氧化速率低于未添加纳米 ZHQ

,

的核桃

油微胶囊!其中添加量为 )4665和+4665的微胶囊

最低!两者差别不明显# 氧化动力学分析表明!纳米

ZHQ

,

的添加能提高核桃油微胶囊的稳定性!降低核

桃油微胶囊在储藏过程中的 =QR值!减缓核桃油的

氧化速度!延长货架期!适宜的纳米 ZHQ

,

添加量为

)4665"+4665#

图 *A核桃油微胶囊 =QR零级反应线性回归分析

GHC4*A Ĥ3"#JJ"CJ"%%HO3 #3#2[%H%OIc"JO>OJ$"JJ"#FKHO3 OI

f#23TKOH2?HFJOF#M%T2"%=QR

图 .A核桃油微胶囊 =QR一级反应线性回归分析

GHC4.A Ĥ3"#JJ"CJ"%%HO3 #3#2[%H%OIIHJ%K>OJ$"JJ"#FKHO3 OI

f#23TKOH2?HFJOF#M%T2"%=QR

表 6"核桃油微胶囊 =Y_零级和一级反应机理参数

#$%&'6" '̀?-2-?C'?$>C.*?+)2-?C'??'$,)*->A',@$>*+A

E$?$A')'?+-.L$&>G)-*&A*,?-,$E+G&'=Y_

动力学

方程

纳米 ZHQ

,

添加量85

释放

速率 C

回归

方程
'

,

零级反

应方程

核桃油 *4-6* *kP&4)* P*4-6*/ 64')'

6466 (4*6, *k,46+ P(4*6,/ 64-+6

(466 64'*. *k)46, P64'*./ 64',-

)466 64+-6 *k)4,+ P64+-6/ 64')+

+466 64*6' *k)4+( P64*6'/ 64'+*

.466 64**, *k&4*6 P64**,/ 64'+,

'466 (4(&- *k)4(. P(4(&-/ 64',&

一级反

应方程

核桃油 64,*( 23*k(4+-) P64,*(/ 64'&.

6466 64(&( 23*k(4&&6 P64(&(/ 64'&,

(466 64((& 23*k(4)') P64((&/ 64'.'

)466 646-- 23*k(4)(, P646--/ 64'+,

+466 646-- 23*k(4)-( P646--/ 64'*'

.466 646-& 23*k(4+-* P646-&/ 64-')

'466 64((' 23*k(4&-6 P64(('/ 64'*-

)A结果与讨论

研究制备了纳米 ZHQ

,

8Z=X的微胶囊壁材!采用

喷雾干燥法制备了核桃油微胶囊!分析了 Z=X中分别

添加 (4665")4665"+4665".4665和 '4665的纳

米 ZHQ

,

对核桃油微胶囊含水率"吸水率"溶解性"包

埋率"色泽"粒径"热稳定性"形态的影响!采用加速氧

化试验研究了微胶囊贮藏过程中的包埋率"=QR变

化!利用零级和一级反应研究了核桃油微胶囊的氧化

动力学# 结果表明$纳米 ZHQ

,

添加量对含水率"吸水

率"形态没有明显影响%(4665")4665的添加量可以

提高微胶囊包埋率%低于 +4665的添加量可以维持

较好的溶解性%添加纳米 ZHQ

,

的微胶囊粒径略微增

大%纳米 ZHQ

,

添加量 )4665"+4665可以提高熔融温

度 )'4* 和 &)4& h%纳米 ZHQ

,

添加量 )4665"+4665

和 .4665时!核桃油微胶囊贮藏 (, $ 后仍维持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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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埋率%纳米 ZHQ

,

添加量 )4665"+4665时!核桃

油微胶囊贮藏 (, $ 后 =QR为 (64,& 和 (64-.

??O28DC!仅为空白样微胶囊的 &(4.,5"&&4)65%

=QR动力学研究表明!核桃油微胶囊氧化动力学适

用于一级反应# 综合数据表明!纳米 ZHQ

,

添加量为

Z=X的 )4665时!可获得性能优良的核桃油微胶囊!

维持良好的贮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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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坤吉瑞!闫敬娜!舒娜!等4不同日晒技术对晒青绿茶中挥发性化合物"脂肪酸和感官品质的影响(a)4食品与发酵工业!

,6,6!&*&,('$(+& P(*64:Y9aHJTH! V̀9aH3C3#! Z/Y9#! "K#24<II"FKOI$HII"J"3K%T3 $J[H3CK"F@3HeT"%O3 I#KK[#FH$%!

NO2#KH2"FO?MOT3$%#3$ %"3%OJ[eT#2HK[OICJ""3 K"#(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64

不同日晒技术对晒青绿茶中挥发性化合物$脂肪酸和感官品质的影响

坤吉瑞!闫敬娜!舒娜!廖雪利!童华荣!

&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66.(+'

摘A要A日晒是晒青毛茶品质形成的关键" 该研究比较了日光干燥%晒青棚干燥和晒青棚内加紫外灯干燥 ) 种

晒干方式对晒青绿茶中脂肪酸%挥发性化合物和感官品质的影响" 在晒青绿茶中共检测出 . 种脂肪酸!不饱和

脂肪酸占比最高约为 *65!其中亚麻酸和亚油酸具有较高含量" 所有处理中!紫外强度最高的日光干燥处理使

不饱和脂肪酸的降解程度最大!为 )+4.)5!且差异显著&!B646+'" 晒青绿茶中共检测出 -& 种挥发性化合物!

其中醛类和醇类是主要的化合物类别!醛类物质含量所占比例最高!约为 ,)5 m&,5" 与揉捻叶相比!晒青棚干

燥!晒青棚加紫外干燥!日光干燥处理后醛类化合物总含量分别上升了 +65!((,5和 ,6+5" 经感官评价!日光

干燥后的晒青绿茶风味品质最佳!得分均高于其余 , 组!更受消费者所喜爱" 综上!在紫外强度较高的处理中!

其变化都呈现出较好的态势!该研究结果可为人工模拟晒青绿茶的日光干燥!完善现有晒青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A晒青绿茶$干燥技术$紫外$脂肪酸$挥发性化合物

8..',)-.C*..'?'>)+G>C?B*>F )',@>*3G'+->.$))B $,*C+! M-&$)*&'

,-AE-G>C+$>C+'>+-?B 3G$&*)B -.F?''>)'$

:Y9aHJTH! V̀9aH3C3#! Z/Y9#! X̂VQ]T"2H! WQ97/T#JO3C

!

&1O22"C"OIGOO$ ZFH"3F"!ZOTK@f"%KY3HN"J%HK[!1@O3CeH3C&66.(+!1@H3#'

1N(#/1J#AZT3 $J[H3CH%K@"D"[K"F@3HeT"IOJK@"eT#2HK[IOJ?#KHO3 OI%T3>$JH"$ CJ""3 K"#4X3 K@H%

%KT$[! K@""II"FKOIK@J""%T3 $J[H3CKJ"#K?"3K%! 3#?"2[%T3 $J[H3C! %T3 $J[H3C%@"$ #3$ T2KJ#NHO2"K

2#?M HJJ#$H#KHO3 T3$"J%T3 $J[H3C%@"$ O3 I#KK[#FH$%! NO2#KH2"FO?MOT3$%! #3$ %"3%OJ[eT#2HK[f"J"

FO?M#J"$4!"%T2K%%@Of"$ K@#KK@"J"f"J"KOK#22[%"N"3 I#KK[#FH$%f"J"$"K"FK"$! #3$ T3%#KTJ#K"$ I#KK[

#FH$%#FFOT3KIOJTM KO#EOTK*654V?O3Cf@HF@! 2H3O2"3HF#FH$! #3$ 2H3O2"HF#FH$ @#$ @HC@"JFO3>

K"3K%4UOJ"ON"J! K@"%T3 $J[H3CfHK@ K@"@HC@"%KYRH3K"3%HK[2"$ KOK@"%HC3HIHF#3K&!B646+' $"CJ#>

$#KHO3 OIT3%#KTJ#K"$ I#KK[#FH$%f@HF@ f#%)+4.)54VKOK#2OI-& NO2#KH2"%f"J"H$"3KHIH"$! #?O3C

f@HF@ #2$"@[$"%#3$ #2FO@O2%f"J"K@"?#dOJF@"?HF#2F2#%%"%4V3$ K@"FO3K"3KOI#2$"@[$"%f#%K@"

@HC@"%Kf@HF@ J"#F@"$ ,)5>&,54W@"KJ"#K?"3KOI%T3 $J[H3C%@"$! T2KJ#NHO2"K2#?M HJJ#$H#KHO3 T3$"J

%T3 $J[H3C%@"$ #3$ %T3 $J[H3CH3FJ"#%"$ K@"FO3K"3K%OINO2#KH2"FO?MOT3$%%TF@ #%#2$"@[$"%E[

+65! ((,5 #3$ ,6+5! J"%M"FKHN"2[! FO?M#J"$ fHK@ JO22"$ 2"#N"%4X3 %T??#J[! H3 K@"KJ"#K?"3K

fHK@ @HC@"JYRH3K"3%HK[! K@"F@#3C"%%@Of"$ #COO$ KJ"3$4W@H%%KT$[MJONH$"%#K@"OJ"KHF#2E#%H%IOJ

#JKHIHFH#22[%H?T2#KH3CK@"$J[H3COI%T3>$JH"$ CJ""3 K"##3$ f@HF@ @"2M KOH?MJON"K@""LH%KH3C%T3>$J>

[H3C%@"$ K"F@3O2OC[4

7'B L-?C+A%T3>$JH"$ CJ""3 K"#% $J[H3CK"F@3O2OC[% T2KJ#NHO2"KJ#$H#KHO3% I#KK[#FH$%% NO2#KH2"FO?>

MOT3$%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童华荣教授为通讯作者!<P?#H2$ @T#JKj%fT4"$T4F3'

AA基金项目$重庆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茶叶产业技术体系&,6('>*'

收稿日期$,6,6>6+>)6!改回日期$,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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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绿茶因其独特的滋味"香气和保健功效在中国!

日本等国家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其生物活性和风味

品质已得到广泛研究
(()

# 绿茶的制作过程包括 ) 个

阶段!杀青"揉捻和干燥# 揉捻叶经日光干燥后得到

的成品茶为晒青绿茶! 可直接饮用!但大部分都用作

普洱茶的原料#

干燥是增强茶叶香气强度和形成茶汤良好口感

的重要过程# 对于晒青绿茶!传统的晒青方法是将揉

捻叶置于露天场所的日光下进行晾晒干燥!然而!此

方法大多受天气条件的限制# 为避免降雨等不确定

的环境因素干扰茶叶质量!茶农们将揉捻叶置于晒青

棚内晒青# 但是这 , 种干燥方式所制出的茶叶在风

味特征方面有着明显差异!通常认为用日光直接干燥

的茶叶比在晒青棚内干燥的茶叶日晒味更加浓郁且

滋味更加醇和# 通过实验测定发现!日光干燥的紫外

线强度是晒青棚干燥的 ( +66 倍# 王登良等
(,)

在使

用不同滤光材料对茶叶进行晒青处理后!发现用高紫

外线透射率处理的乌龙茶样品质量最好# 不同紫外

线强度可能是这 , 种干燥方法制成晒青绿茶形成不

同风味的原因!为了验证其可能原因!本研究提出一

种新型的方法即在晒青棚内安装紫外灯以辅助晒青

绿茶的干燥#

香气是评估茶叶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已检

测出 *66 多种香气化合物!根据化学类别可分为 ((

类!加工过程中茶叶香气的产生途径主要有 & 种$美

拉德反应!脂肪酸降解!类胡萝卜素降解以及糖苷水

解
() P&)

# !VRX1/V9;!V9等
(+)

通过探究脂肪酸含

量与不同茶叶中风味指数的关系!得出脂肪酸含量与

茶叶风味呈负相关# 脂肪酸降解是产生茶叶香气的

主要途径之一!茶叶中类脂含量及其组成的变化反映

茶树组织的代谢水平!而且在食品加工及贮藏过程

中!类脂化合物的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很大#

!

>亚

麻酸!亚油酸和棕榈油酸等是1

*

m1

(6

等醇"醛类香气

化合物的前体!降解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挥发性香气

有己醛!壬醛!顺>茉莉酮!庚醛!&#!#'>,!&>己二烯醛

等!这些化合物对茶叶香气起着重要作用
(* P.)

#

综上!本实验以日光干燥"晒青棚干燥及晒青棚

加紫外灯干燥处理后的茶样为研究对象!对比 ) 种干

燥方式对晒青绿茶中脂肪酸"挥发性化合物以及感官

品质的影响# 为人工模拟晒青绿茶日光干燥提供理

论基础!使晒青工序摆脱气候条件的限制!充分发挥

云南大叶种的品种优势!实现普洱茶的优质生产#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供试材料为晒青绿茶!制作于云南春茗茶业有限

公司!鲜叶品种为云南大叶种 &E%9:77)% 5)-:-5)5N#J4

%55%9)*% &U#%K"J%' DHK#?TJ#FN4U:-6G)-6 H%=:*<%'!

采摘标准为一芽二叶#

主要试剂$月桂酸甲酯 &''5'"肉豆蔻酸甲酯

&'-5'"棕榈油酸甲酯&''5'"棕榈酸甲酯&''5'"

亚油酸甲酯&'+5'"亚麻酸甲酯&''5'"硬脂酸甲酯

&'.5'!梯希爱上海仁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氘代愈

创木酚&''5'!美国 UWV!化学研究中心%氯仿&色

谱级'"正己烷 &气相色谱级'"甲醇 &气相色谱级'"

9#12&分析纯'"/12&分析纯'!成都科隆化学品有限

公司%1

-

>1

,+

正构烷烃混合物!美国 ZHC?#公司#

!54"主要仪器与设备

W<9UV!Z 型紫外线测试仪!中国台湾世骏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3?! <G>(-618G1WTE"(+ f#KK型

紫外灯!美国 Z=<1W!Q̂ X9<公司%aW>:* 型水分测定

仪!泰州市精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GS,,& 型电子天

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666S型旋

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Z1>,&V型氮吹

仪!天津恒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UZ8;RS! .+

$

?!固相微萃取纤维!美国色谱科公司%WJ#F"()66 型

气相色谱仪!美国赛默飞公司%0=,6(6=2T%型气相色

谱与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

!56"试验方法

(4)4(A样品处理

茶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后分为 ) 组!分别对其进

行不同的干燥处理# /日光干燥0为揉捻叶直接暴露

在阳光下进行干燥的处理%/晒青棚干燥0为将揉捻

叶置于晒青棚内进行干燥的处理%/晒青棚 _紫外0

为在晒青棚内设置紫外灯!对揉捻叶进行干燥的处

理# 当茶叶水分含量达到 .5 m-5时!停止干燥!于

铝箔袋中真空密封!保存于 P,6 h冰箱!待测备用#

此外取揉捻叶!液氮固样后真空冷冻干燥! P,6 h保

存!待测备用#

(4)4,A脂肪酸检测

样品前处理$准确称取 64,666 C茶粉于具塞试管

中!加入 ) ?̂ 氯仿>甲醇萃取剂((&氯仿'l(&甲醇' k

,l()!++ h恒温水浴下提取 (+ ?H3!冷冻离心后倒出

上清液!再加入 , ?̂ 萃取剂!重复上述步骤并合并上

清液# 将上清液旋转蒸发去除溶剂后!得到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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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入 + ?̂ 体积分数 (5 的 /12>甲醇溶液!在 *6

h恒温水浴中甲酯化 .6 ?H3!每隔 (6 ?H3 振荡一次#

在甲酯化后的溶液中!分别加入 + ?̂ 正己烷萃取 ,

次!合并有机相!用无水 9#ZQ

&

干燥过夜# 将干燥后

的脂肪酸甲酯溶液氮吹浓缩至 64+ ?̂ !过 64&+

$

?

微孔滤膜后作为供试溶液进气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

测 &C#%F@JO?#KOCJ#M@[>I2#?"HO3Hc#KHO3 $"K"FKOJ! 71>

GX;'分析!每个样品重复 ) 次#

脂肪酸甲酯组分分析$用 71>GX;分离脂肪酸甲

酯# 71条件$!W>+ 毛细管柱 &)6 ?i64,+ ??i

64,+

$

?'!进样口温度 ,+6 h%高纯 9

,

用作载气!线

速度为 (46 ?̂ 8?H3%进样量 (

$

!̂不分流模式# 升温

程序$起始温度 (+6 h&保持 ( ?H3'!以 ) h8?H3 上

升至 ('6 h&保持 ( ?H3'% 再以 ) h8?H3 升到,(6 h

&保持 , ?H3'%最后以 . h8?H3 升至 ,-6 h# 在相同

条件下测定一系列脂肪酸甲酯标准品梯度溶液!制作标

准曲线# 运用外标法和对比保留时间!对茶样中的脂肪

酸甲酯组分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每个样品重复 ) 次#

(4)4)A挥发性化合物检测

样品前处理$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法 & @"#$

%M#F">%O2H$ M@#%"?HFJO"LKJ#FKHO3!/Z>Z=U<'结合气相

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71>UZ'进行挥发性化合物分

析# 称取 (4666 6 C茶粉于 ,6 ?̂ 萃取瓶中!加入

,46 C9#12!随后加入 + ?̂ (66 h超纯水",6

$

^氘

代愈创木酚 &+6 ?C8DC'!最后盖上四氟乙烯盖子#

测定前!将萃取瓶置于磁力搅拌器恒温水浴锅

&*6 h!)66 J8?H3 ' 中平衡 + ?H3!插入老化后的

Z=U<纤维吸附萃取 &6 ?H3 后!进行 71>UZ 分析

检测#

71>UZ 条件$;S>+ UZ 毛细管柱 &)6 ?i64,+

??i64,+

$

?'!载气为 /"&纯度 u''4'''5'%线速

度为 (46 ?̂ 8?H3%不分流进样模式!进样口温度

,+6 h#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6 h!以 + h8?H3 上升

至 '6 h&保持 , ?H3'!接着以 + h8?H3 升至 (,6 h

&保持 , ?H3'!最后以 (6 h8?H3 升至 ,-6 h &保持

, ?H3'# 离子源为 <X!离子源温度 ,)6 h%电子能量

.6 "R%接口温度 ,+6 h%质量扫描范围 )6 m&+6 9K@!

溶剂延迟 ( ?H3#

由 71>UZ 检测出的挥发性化合物采用 9XZW6-

和 9XZW6- %谱库以及自建谱库检索!同时对比文献

保留指数进行定性# 将愈创木酚作为内标加入到样

品中!用于定量分析#

(4)4&A定量描述分析

挑选 * 名有经验的审评专家&男女比例为 (l('

组成审评小组!参照肖凌等
(-)

的茶叶审评方法!但有

所修改$茶汤按茶水比 (l+6 沸水冲泡 & ?H3!过滤茶

渣!冰浴冷却至室温# 将茶汤转移至具塞锥形瓶中!

并对其进行随机三位数编码# 随机取样后!在无异味

的审评室内进行感官评定!小组成员根据 =X77QWW

等
(')

的方法讨论并挑选了 * 个气味描述符!分别是日

晒味"木香"花香"山楂味"甜香以及异味# 此外!个人

喜好性也将纳入审评指标内# 审评人员采用 6 m. 分

制对茶汤的 . 个指标强度打分!其中 6 k觉察不到!

( k极微弱!& k中等!. k极强#

!5:"数据分析

使用 Z=ZZ ,&46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

性水平为 !B646+%QJHCH3 ,6(' 绘制图表# 所有试验

重复 ) 次!结果取平均值#

,A结果与分析

45!"日晒方式对脂肪酸含量的影响

茶叶加工过程中!一部分游离脂肪酸会随着香气

物质一起产生!但是绝大部分不饱和脂肪酸都会在脂

肪氧合酶催化作用下发生氧化降解
((6)

# 特别是在萎

凋和干燥过程中!脂肪酸会有相当大的损失!例如亚

油酸和亚麻酸通过断裂 1

(,

+1

(+

间的双键形成顺>)>

己烯醛!随后还原再形成具有清香气味的青叶醛和青

叶醇!游离脂肪酸作为多种香气物质的前体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
((()

# 马超龙
((,)

在研究晒青绿茶加工过程

中发现!晒青后其游离脂肪酸的含量明显下降#

晒青绿茶中脂肪酸的组成及含量如表 ( 所示!共

鉴定出 . 种脂肪酸!分别为亚油酸&1(-l,'"亚麻酸

&1(-l)'和棕榈油酸&1(*l('"肉豆蔻酸&1(&l6'"月

桂酸&1(,l6'"棕榈酸 &1(*l6'和硬脂酸 &1(-l,'#

各样品中的脂肪酸以不饱和脂肪酸& T3%#KTJ#K"$ I#KK[

#FH$!YGV'为主!约占脂肪酸总量的 *65!富含亚麻

酸和亚油酸%最主要的饱和脂肪酸 &%#KTJ#K"$ I#KK[

#FH$!ZGV'为棕榈酸!含量在 ( ),, m, 6(&

$

C8C# 干

燥后的茶叶与揉捻叶相比!脂肪酸含量有着明显变

化!日光干燥"晒青棚干燥和晒青棚加紫外干燥的样

品中 YGV含量分别下降了 ).5",*4&5和 (.5# 经

测量!) 种干燥方式中紫外线的强度分别为$日光干

燥 ) 666

$

\8F?

,

!晒青棚加紫外干燥 ,66

$

\8F?

,

!

晒青棚干燥 6

$

\8F?

,

# 在整个晒青过程中!所有变

量基本保持一致!表明紫外线处理可以进一步促进脂

肪酸降解# b/VQ等
(())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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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紫外线强度和脂肪酸氧化降解程度呈正相关# 有

研究表明!脂肪酸的降解程度不仅取决于干燥时间"

温度和方法!还依靠每种脂肪酸的敏感性
(&)

# YGV

中的不饱和键对紫外线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可强烈吸

收紫外光!因此紫外线强度越强!脂肪酸的氧化程度

就会越高
((& P(+)

# 脂肪酸氧化降解产物对改善茶叶风

味品质具有重要贡献作用!可将脂肪酸含量变化情况

作为改善晒青绿茶干燥方式的依据之一!因此在排除

不良天气干扰的基础上!晒青棚内加设紫外灯进行晒

青处理!可促进制品中的脂肪酸降解!进一步提高晒

青绿茶香气品质#

表 !"不同日晒方式下晒青绿茶的脂肪酸含量

单位$

$

C8C

#$%&'!"R$))B $,*C,->)'>)+-.+G>2C?*'CF?''>)'$

G>C'?C*..'?'>)C?B*>F A')@-C+

脂肪酸 揉捻叶 晒青棚干燥 晒青棚加紫外 日光干燥

月桂酸
((&4'( n*4)-

E

'(4.+ n&4(,

F

&'4-+ n64.'

#

&(4+- n(4&.

$

肉豆蔻酸
(,4&' n(4,&

E

(64') n64&.

#

(64-. n64-,

#

*4-+ n64+(

F

棕榈酸
, 6()4+( n(+64'*

E

( -&'46. n(+4)'

F

( *',46' n)64.+

#

( ),,4*( n)'4'.

$

硬脂酸
&,'4+, n)*4.,

E

).-4(+ n('4)+

F

)6+4,) n+4&-

#

,(+46, n(&4.,

$

ZGV

, +*+4'& n(..4),

E

, ),'4' n,)4),

F

, 6+-46+ n,64+(

#

( +-*46* n)*4-'

$

亚油酸
..)4&( n)'4(+

#

.&'4-( n*,4*&

#

*'-4() n,,4&(

#

+6&4,. n)64,*

E

亚麻酸
( **,4., n.64+(

E

( &)-4+6 n)(4,6

#

( &*,46( n(.4'+

#

( 6-.4+- n,-4)*

F

棕榈油酸
( *-&4,* n,64,(

E

( ,)(4,) n&-4*

F

-.)4'+ n64*&

#

( 6664), n(,4&,

$

YGV

& (,64)' n(&&46)

E

) &('4+& n.)4'*

F

) 6)&46' n+46-

#

, +',4(. n.(46+

$

AA注$ZGV! 饱和脂肪酸% YGV!不饱和脂肪酸%同一行不同字母表示

具有显著差异&!B646+'

454"日晒方式对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使用 /Z>Z=U<>71>UZ 分析晒青绿茶的挥发性

化合物!结果如表 , 所示!共检测到 -& 种挥发性化合

物!包括醛类 ,, 种"醇类 ,) 种"酮类 (( 种"酯类 .

种"碳氢化合物 (( 种及其他类化合物# 醛类物质含

量所占比例最高!约为 ,)5 m&,5!其次是醇类# 如

图 ( 所示!揉捻叶在 ) 种干燥方法处理后挥发性化合

物含量显著升高!晒青棚干燥"晒青棚加紫外干燥和

日光干燥处理后醛类化合物总含量分别上升了

+65"((,5和 ,6+5# 0XY等
((*)

和张录枝等
((.)

在

对黑茶和乌龙茶的挥发性化合物进行研究时也发

现类似趋势!干燥后含量分别增加了 &-5和 +65#

茶叶干燥后挥发性化合物浓度增加的原因可能有

香气前体降解"氧化反应"水分散失以及细胞壁破

裂
((- P(')

#

在本研究中!醛类和醇类物质为晒青绿茶的主要

风味化合物!多为脂肪酸的降解产物# 其中较高含量

的己醛具有新鲜青草气味!主要来自脂肪酸中的

图 (A不同晒干方式对晒青绿茶挥发性化合物种类含量的影响

GHC4(ARO2#KH2"FO?MOT3$%FO?MO%HKHO3 OI%T3>$JH"$

CJ""3 K"#E[$HII"J"3K$J[H3C?"K@O$%

1(-l6的氧化降解%&N'>,>庚烯醛由亚油酸降解产生

清香气味%(>辛烯>)>醇则具有非常典型的蘑菇味!主

要是亚油酸产物
(,6 P,()

# 晒青绿茶在干燥后主要的醛

醇类物质的含量均高于揉捻叶!且在紫外线较高的 ,

个处理&晒青棚加紫外干燥和日光干燥'中的含量又

高于晒青棚干燥处理&图 ,'!这与脂肪酸分析中的不

饱和脂肪酸降解趋势相吻合!说明紫外线强度越大可

能越有利于脂肪酸氧化分解为对应的香气化合物#

另外!有研究指出这些脂肪酸衍生物含量可作为判断

绿茶感官特性的客观指标
(*)

#

#>主要醛类物质% E>主要醇类物质

图 ,A不同日晒方式对主要醛"醇类物质相对含量变化的影响

GHC4,AW@"J"2#KHN"FO3K"3KN#JH#KHO3%OI?#H3 NO2#KH2"

#2$"@[$"%#3$ #2FO@O2%OI%T3>$JH"$ CJ""3 K"#

T3$"J$HII"J"3K$J[H3C?"K@O$%

观察分析其他类型的化合物在干燥后的变化情

况发现!具有蘑菇味的 (>辛烯>)>酮在进行日光干燥

后!其含量上升了近 ,6 倍# 而
%

>紫罗酮未在揉捻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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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出!但在干燥后被检测到# 吲哚在晒青棚干燥后

的含量最高!而在日光干燥和晒青棚加紫外干燥中无

显著差异#

表 4"不同日晒方式下晒青绿茶的挥发性化合物组成

#$%&'4"#@'M-&$)*&',-AE-G>C+*>+G>2C?*'CF?''>)'$ %B C*..'?'>)C?B*>F A')@-C+

挥发性成分 保留指数

相对含量85

揉捻叶
晒青棚

干燥

晒青棚

加紫外

日光

干燥

鉴定方式

醛类

,>甲基丁醛 ,>U"K@[2ETK#3#2 .() P P ,64& P UZ!!X

)>甲基丁醛 )>U"K@[2ETK#3#2 .,- ,,4** P &.4, (6(4-- UZ!!X

戊醛 ="3K#3#2 .+. 64,( (4'. &4,- +46( UZ!!X

己醛 /"L#3#2 .', 64&+ (*4'& (-4(& )*4,* UZ!!X

,>甲基>,>戊烯醛 ,>U"K@[2>,>M"3K"3#2 -(' P P P +4&, UZ!!X

庚醛 /"MK#3#2 -') (46+ (4' &4.. *4'- UZ!!X

&N'>,>庚烯醛 &N'>,>/"MK"3#2 '&- 64,& ,4& &4(- ((4*' UZ!!X

苯甲醛 S"3c#2$"@[$" '+, ( &4-' )4). .4&& UZ!!X

辛醛 QFK#3#2 ''+ 64&* 64-* (4.& )4.) UZ!!X

,!&>庚二烯醛 ,!&>/"MK#$H"3#2 ( 66) P (4.* (4*& )4.* UZ!!X

苯乙醛 S"3c"3"#F"K#2$"@[$" ( 6)+ P 64&+ 64,- 64** UZ!!X

(>乙基>(/>吡咯>,>甲醛 (><K@[2>(/>M[JJO2">,>F#JE#2$"@[$" ( 6)- P )4'* )4)' &4** UZ!!X

&#'>,>辛烯醛 &#'>,>QFK"3>(>#2 ( 6+6 64( (4') P )4' UZ!!X

壬醛 9O3#3#2 ( 6'. (4,, &4,+ +4-' -4,& UZ!!X

!

>环柠檬醛
!

>1[F2OFHKJ#2 ( ((6 P 64)) P 64,, UZ!!X

&,#!*#'>反式 ,!*>壬二醛 &,#!*#'>,!*>9O3#$H"3#2 ( (&& P 64, P P UZ!!X

&#'>,>壬醛 &#'>,>9O3"3#2 ( (+, P 64(- 64(, 64&- UZ!!X

藏红花醛 Z#IJ#3#2 ( ('( P P 64+* P UZ!!X

癸醛 ;"F#3#2 ( ('- 64() 64,' 64&( (4(- UZ!!X

%

>环柠檬醛
%

>1[F2OFHKJ#2 ( ,(( 646' (4'' 64-* ,4+' UZ!!X

&,#'>,>癸烯醛 &,#'>,>;"F"3#2 ( ,+& P 64&& P 64.+ UZ!!X

香叶醛 7"J"3H#2 ( ,+- P 646' P 64(( UZ!!X

醇类

(>戊烯>)>醇 (>="3K"3>)>O2 .+( 64(. P (.4+* P UZ!!X

戊醇 ="3K#3O2 .*- )4() +&4-) .64-* (6(4,& UZ!!X

顺>)>己烯醇 *)5>)>/"L"3O2 -&& 64.. )46& +4- +4'' UZ!!X

正己醇 (>/"L#3O2 -+. 64)( )4&* +4)& .4.& UZ!!X

庚醇 /"MK#3O2 '*6 P P P ,4(& UZ!!X

,>丙基>(>戊醇 ,>=JOM[2>(>M"3K#3O2 '*& P '4'' P P UZ!!X

(>辛烯>)>醇 (>QFK"3>)>O2 '.( 64&' (&4&+ ,64+& &(4,& UZ!!X

,>乙基>(>己醇 ,><K@[2>(>@"L#3O2 ( 6(' (4+' )4*( ( P UZ!!X

苯甲醇 S"3c[2#2FO@O2 ( 6,& 64+ P 64-* 64', UZ!!X

,>辛烯>(>醇 ,>OFK"3>(>O2 ( 6+- 646- ,4++ )4(' +4)& UZ!!X

辛醇 (>QFK#3O2 ( 6*, P *4&. )4. -4+, UZ!!X

)!.>二甲基>(>辛醇 )!.>;H?"K@[2>(>OFK#3O2 ( 6*- P P (4)- P UZ!!X

顺式氧化芳樟醇 *)5>̂H3#2[2QLH$" ( 6.' ,4-' ,4*) )46+ +4)( UZ!!X

芳樟醇 Ĥ3#2O2 ( 6'( *4-, (646. ((4,+ (,4'+ UZ!!X

)!&>二甲基环己醇 )!&>;H?"K@[2F[F2O@"L#3O2 ( (6, P (4-. P )4(* UZ!!X

苯乙醇 =@"3[2"K@[2#2FO@O2 ( (6, 64&' P ,46+ P UZ!!X

反式>(>甲基>(!,>环己二醇 /0%-5>(>U"K@[2>(!,>1[F2O@"L#3"$HO2 ( ()) P P 64+* P UZ!!X

反式芳樟醇氧化物&呋喃型' /0%-5>̂H3#2OO2OLH$"ITJ#3 ( (*, P P (46& P UZ!!X

,>丙基>(>庚醇 ,>=JOM[2>(>@"MK#3O2 ( (*, P P P P UZ!!X

,!,!*>三甲基>*>乙烯基四氢>,/>吡喃>)>醇 ,!,!*>

WJH?"K@[2>*>NH3[2K"KJ#@[$JO>,/>M[J#3>)>O2

( (** ,4.' +4)' )4.- &4+( UZ!!X

&>萜烯醇 W"JMH3"3>&>O2 ( (.) P 64(- P 64(, UZ!!X

!

>萜烯醇
!

>W"JM"3"O2 ( (-. P P P P UZ!!X

香叶醇 7"J#3HO2 ( ,&( 64*, ,46& (4,- ,4)) U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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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挥发性成分 保留指数

相对含量85

揉捻叶
晒青棚

干燥

晒青棚

加紫外

日光

干燥

鉴定方式

酮类

)>戊烯>,>酮 )>="3K"3>,>O3" .&. P +4, *4+, P

,>庚酮 ,>/"MK#3O3" --, P 64-* 64+) 64'* UZ!!X

(>辛烯>)>酮 (>QFK"3>)>O3" '*- 64&) &4,& , -4&- UZ!!X

*>甲基>+>庚烯>,>酮 *>U"K@[2>+>@"MK"3>,>O3" '.+ P -4-* +4-( ((4' UZ!!X

,!&!&>三甲基环戊酮 ,!&!&>WJH?"K@[2F[F2OM"3K#3O3" ''6 P 64&- P P UZ!!X

,!,!*>三甲基环己基>(>酮 ,!,!*>WJH?"K@[2F[F2O@"L#3>(>O3" ( 6,. P +46* ,4+. ,4-+ UZ!!X

)>辛烯>,>酮 )>QFK"3>,>O3" ( 6,' ,4*& P P &4(+ UZ!!X

+>乙基>*>甲基>)&#'>庚>,>酮

+><K@[2>*>?"K@[2>)&#'>@"MK"3>,>O3"

( ()) P 64*- P 64'. UZ!!X

顺式茉莉酮 *)5>a#%?O3" ( )-) 646- 64&& 64,* 64++ UZ!!X

顺式香叶基丙酮 *)5>7"J#3[2#F"KO3" ( &)+ P 64(, 646- 64,+ UZ!!X

%

>紫罗兰酮
%

>XO3O3" ( &*. P 64)* 64,) 64+, UZ!!X

酯类

丁酸甲酯 STK#3OHF#FH$! ?"K@[2"%K"J .)- (4)) P P P UZ!!X

顺>)>己烯基丁酸酯 *)5>)>@"L"3[2ET[J#K" ( (.* 64,* P P P UZ!!X

水杨酸甲酯 U"K@[2%#2HF[2#K" ( (-) 64- (4(, 64+& (4&* UZ!!X

己酸乙烯酯 /"L#3OHF#FH$! "K@"3[2"%K"J ( ,)6 646' 64.+ 64)- 64', UZ!!X

)>己烯己酸酯 *)5>/"L#3OHFVFH$! )>@"L"3[2"%K"J ( ).( 64). 64)& 64() 64+* UZ!!X

己酸内酯 VFH$ 2#FKO3" ( +(- P 64( 646- P UZ!!X

棕榈酸异丙酯 X%OMJOM[2=#2?HK#K" ( ''' 646& P 64(( 646- UZ!!X

碳氢化合物

,>乙基>(>己烯 ,><K@[2>(>@"L"3" .*( P (4-. P *4(, UZ!!X

,!&>二甲基>(>庚烯 ,!&>;H?"K@[2>(>@"MK"3" -,' P 64+ +4)( ,4+) UZ!!X

)>乙基>,>己烯 )><K@[2>,>@"L"3" --. P 64') P (4*, UZ!!X

!

>蒎烯
!

>=H3"3" ',+ 64*- P 64' P UZ!!X

)!+!+>三甲基>,>己烯 )!+!+>WJH?"K@[2>,>@"L"3" '*& P P '4.' (,4)) UZ!!X

&>叔丁基>(>环己烯 &>K"JK>STK[2>(>F[F2O@"L"3" '-, (4(' P P P UZ!!X

H;>柠檬烯 H;>̂H?O3"3" ( 6,( 64*' )4&( 64'' (4.- UZ!!X

%

>反式>罗勒烯
%

>/0%-5>QFH?"3" ( 6,- 64)- P P P UZ!!X

%

>罗勒烯
%

>QFH?"3" ( 6)- (4'( P P P UZ!!X

其他

,!+>二甲基吡嗪 ,!+>;H?"K@[2M[J#cH3" '6) 64,* 64', 64&+ (4() UZ!!X

二甲基三硫 ;H?"K@[2KJH%T2IH$" '+' P (4(& 64-( P UZ!!X

苯酚 =@"3O2 '** 64*& P P P UZ!!X

,>戊基呋喃 ,>="3K[2ITJ#3 '-- P 64' 64+' )4** UZ!!X

(!,>二甲基>&>乙基苯 (!,>;H?"K@[2>&>"K@[2E"3c"3" ( 6(- 64(+ P P P UZ!!X

(>乙酰基哌啶 (>VF"K[2MHM"JH$H3" ( (,) P P 64.) P UZ!!X

,!)>二氢>(>苯并呋喃 ,!)>;H@[$JO>(>E"3cOITJ#3 ( ,6+ 64(- P P P UZ!!X

苯并噻唑 S"3cOK@H#cO2" ( ,(* P 64() 64(* 64& UZ!!X

吲哚 X3$O2" ( ,-, ,4(' ,4+, ,4&+ )4-, UZ!!X

,!&>二叔丁基苯酚 ,!&>;H>K"JK>ETK[2M@"3O2 ( &') P 64). 64)+ 64-& UZ!!X

AA注$表中/ P0表示未检测出%UZ!表示计算保留指数与 9XZW6- 和 9XZW6- %谱库对比定性%!X!表示计算保留指数与文献保留指数对比定性

456"定量描述分析结果

定量描述分析小组成员评估了不同的晒干方法

对晒干绿茶的感官特性的影响!筛选并定义了 * 个风

味属性!包括愉快的气味&日晒味"木香"花香"山楂

味以及甜香'和闻起来令人不舒服的青草气!详见表

)# 除晒青棚和晒青棚加紫外干燥处理下的山楂味

外!大多数气味属性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B

646+'# ) 种干燥处理下的晒青绿茶总体气味分布如

图 ) 所示!在愉悦气味属性方面!有较高紫外强度的

, 组样品&日光干燥和晒青棚加紫外干燥'所得分数

更高# 晒青棚干燥处理则有较强异味!较难为人们所

接受!可能是由于未接收紫外线的充分照射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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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感官评估的第 . 个指标是个人喜爱度!这取决于

不同风味属性的协调性和总体可接受度# 从图 ) 可

知!个人喜好趋势与愉悦属性类似!日光干燥和晒青

棚加紫外干燥的样品评分高于晒青棚干燥# 说明置

于较高强度紫外线干燥处理下的晒青绿茶在感官评

估中表现良好!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图 )A不同干燥方式下晒青绿茶的风味雷达图

GHC4)AG2#NOJJ#$#J?#M OI%T3>$JH"$ CJ""3 K"#

$JH"$ H3 $HII"J"3Kf#[%

表 6"晒青绿茶香气属性定义及标准

#$%&'6";'.*>*)*->+$>C+)$>C$?C+-.$?-A$ $))?*%G)'+

.-?+G>2C?*'CF?''>)'$

香气属性 定义 参照物 浓度8质量 强度

日晒味 类似于晒过的秸秆的气味 秸秆 + C &

木香 类似松木的香气 柏木脑 (6 ?C8̂ &

花香 类似于茉莉花的清香气 茉莉花 (4+ C &

山楂味 类似于新鲜山楂的香气 山楂 (4+ C &

甜香 类似于糖浆的香气 蜂蜜 (6 C &

异味 类似于割草时的青草气味 青草 + C &

)A结论

本实验研究了 ) 种日晒方式对晒青绿茶中脂肪

酸"挥发性化合物和感官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

晒青绿茶干燥过程中!紫外线强度较高的处理!即日光

干燥和晒青棚加紫外干燥!能在较大程度上促进脂肪

酸降解!且挥发性化合物种类多!醛类"醇类相对含量

均高于晒青棚干燥处理!茶叶风味更好!更为消费者所

喜爱# 其中晒青棚加紫外干燥方式能减少不良天气对

晒青的影响!在未来实际生产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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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2"N"2%H3 [OT3C%@OOK%OIF2O3#2K"#fHK@ 2OF#KHO3 OIMJO$TFKHO3

#3$ 3HKJOC"3OT%I"JKH2Hc"JJ#K"%H3 K@":"3[#@HC@2#3$%(a)4aOTJ3#2

OIVCJHFT2KTJ#2ZFH"3F"g W"F@3O2OC[! ,6(,! (& & ) ' $ ( +&) P

( ++&4

((,)A马超龙4晒青毛茶加工过程中香气变化研究 (;)4重庆$西南

大学!,6(.4

(())Ab/VQ !̀ V̀97S!]YW!"K#24=@OKOOLH$#KHO3 OIM@[KO%K"JO2%H3

OH2?#KJHL$<II"FK%OIK@"2HC@K!M@OKO%"3%HKHc"J%#3$ T3%#KTJ#KHO3 $">

CJ""OIK@"2HMH$%(a)4GOO$ 1@"?H%KJ[!,6('!,--&(' $(*, P(*'4

((&)A张正竹!施兆鹏!宛晓春4绿茶贮藏过程中脂肪酸的变化及对香

气的影响(a)4中国茶叶加工!('''&,' $) P+4

((+)AZW<\V!WQa!!V7/VRV97Z R!Q!ZVWR!"K#24W@""II"FKOI

$J[H3CO3 T3%#KTJ#K"$ I#KK[#FH$%#3$ KJ[M%H3 H3@HEHKOJ#FKHNHK[H3

%O[E"#3(a)4=JOF"%%SHOF@"?H%KJ[!,66)!)'&&' $&-) P&-'4

((*)A0XY] !̂\V97a]! Ỳ]G!"K#24VJO?#IOJ?#KHO3 H3 ;H#3@O3C

E2#FD K"#$<II"FK%OIE#DH3C(a)4X3K"J3#KHO3#2aOTJ3#2OIGOO$ =JOM>

"JKH"%!,6(.!,6&((' $, .,& P, .)+4

((.)A张灵枝!陈维信!王登良!等4不同干燥方式对普洱茶香气的影

响研究(a)4茶叶科学!,66.&(' $.( P.+4

((-)A V̀97b !̀SV̂ ;<!UV99Z!\VWV9VS<94!"F"3K%KT$H"%OI

K@"NO2#KH2"FO?MOT3$%H3 K"#(a)4GOO$ !"%"#JF@ X3K"J3#KHO3#2!

,6()!+)&,' $+-+ P+''4

((')A X̂9]!b/V97 !̂ <̂X/!"K#24<II"FKOI$J[H3CK"F@3O2OCH"%O3

eT#2HK[OICJ""3 K"#( a)4X3K"J3#KHO3#2VCJHFT2KTJ#2<3CH3""JH3C

aOTJ3#2!,6(6!('&)' $)6 P).4

(,6)A\/XWGX<̂;GS!UQWW!VU ;Z4RO2#KH2"%IJO? H3K"J#FKHO3%OI

U#H22#J$ J"#FKHO3%#3$ 2HMH$%(a)41JHKHF#2!"NH"f%H3 GOO$ ZFH"3F"

#3$ 9TKJHKHO3!('',!)(&( P,' $+( P+-4

(,()AG!V9:<̂ <94̂HMH$ OLH$#KHO3 (a)4=JOCJ"%%H3 ĤMH$ !"%"#JF@!

('-6!('&( P,'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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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64()''+8d4F3DH4(( P(-6,8K%46,).')

引用格式!彭志杰!杜娇!张羽婷!等4提取方法对灰树花粗蛋白结构及功能特性的影响(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P

(**4=<97b@HdH"!;YaH#O!b/V97 T̀KH3C!"K#24<II"FKOI$HII"J"3K"LKJ#FKHO3 ?"K@O$%O3 %KJTFKTJ"#3$ IT3FKHO3 OIV0)+17%

+01-315% FJT$"MJOK"H3(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提取方法对灰树花粗蛋白结构及功能特性的影响

彭志杰(

!杜娇(

!张羽婷(

!郭东东(

!雷佳钰(

!耿雪冉(!,

!孟俊龙(!,

!常明昌(!,

!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6)6-6(',&山西省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 晋中!6)6-6('

摘A要A以灰树花为试验对象!采用碱溶酸沉法%盐析法和丙酮沉淀法提取蛋白质!并研究其理化性质和功能特

性!比较其差异性" 结果表明#碱溶酸沉法得到的蛋白纯度最高!为 &+4)+5$) 种方式提取的蛋白中所含微量元

素种类丰富!以钙和镁为主$碱溶酸沉法和盐析法得到的蛋白中测得 (. 种氨基酸!而丙酮沉淀法中缺少甲硫氨

酸$扫描电镜显示丙酮沉淀法得到的蛋白为颗粒状!而碱溶酸沉法和盐析法为片状$通过测定蛋白功能特性!发

现碱溶酸沉法得到的蛋白在溶解性%持水和持油性%起泡性及泡沫稳定%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等方面均优于其他

, 种方法" 该研究为灰树花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A灰树花$蛋白质$提取方法$结构$功能特性

8..',)-.C*..'?'>)'D)?$,)*->A')@-C+->+)?G,)G?'$>C.G>,)*->-.

9#%7',+ 7#'/5'*+ ,?GC'E?-)'*>

=<97b@HdH"

(

!;YaH#O

(

!b/V97 T̀KH3C

(

!7YQ;O3C$O3C

(

! <̂XaH#[T

(

!

7<97]T"J#3

(!,

!U<97aT32O3C

(!,

!1/V97UH3CF@#3C

(!,

!

(&1O22"C"OIGOO$ ZFH"3F"#3$ <3CH3""JH3C!Z@#3LHVCJHFT2KTJ#2Y3HN"J%HK[!aH3c@O3C6)6-6(! 1@H3#'

,&Z@#3LH!"%"#JF@ ZK#KHO3 IOJ<3CH3""JH3CW"F@3O2OC[OI<$HE2"GT3CH! aH3c@O3C6)6-6(! 1@H3#'

1N(#/1J#AW@"IJTHKH3CEO$H"%OIV0)+17% +01-315% f"J"T%"$ #%J#f?#K"JH#2KO"LKJ#FKMJOK"H3%E[

#2D#2H>%O2TKHO3 #3$ #FH$>H%O2#KHO3! %#2KH3C>OTK#3$ #F"KO3"MJ"FHMHK#KHO3! J"%M"FKHN"2[4V3$ K@""II"FK%

OIK@"%"?"K@O$%O3 K@"M@[%HFOF@"?HF#2#3$ IT3FKHO3#2MJOM"JKH"%OIK@""LKJ#FK"$ MJOK"H3%f"J"FO?>

M#J"$4!"%T2K%%@Of"$ K@#KK@"@HC@"%KMJOK"H3 MTJHK[&&+4)+5' f#%OEK#H3"$ E[#2D#2H>%O2TKHO3 #3$

#FH$>H%O2#KHO3 ?"K@O$4=JOK"H3%"LKJ#FK"$ E[K@"K@J""?"K@O$%f"J"#22JHF@ H3 KJ#F""2"?"3K%! "%M">

FH#22[1##3$ UC4V3$ K@"MJOK"H3%OEK#H3"$ E[K@"#2D#2H>%O2TKHO3 #3$ #FH$>H%O2#KHO3 #3$ K@"%#2KH3C>

OTK?"K@O$ FO3K#H3"$ (. #?H3O#FH$%! f@H2"?"K@HO3H3"f#%3OKMJ"%"3KH3 K@"MJOK"H3%"LKJ#FK"$ E[#F>

"KO3"MJ"FHMHK#KHO3 ?"K@O$4ZF#33H3C"2"FKJO3 ?HFJO%FOM"J"N"#2"$ K@#KK@"MJOK"H3%"LKJ#FK"$ IJO?K@"

#F"KO3"MJ"FHMHK#KHO3 f"J"CJ#3T2#J! f@H2"K@"MJOK"H3%"LKJ#FK"$ IJO?K@"OK@"JKfO?"K@O$%f"J"I2#D>

[4W@"IT3FKHO3#2MJOM"JKH"%%@Of"$ K@#KK@"MJOK"H3%IJO?#2D#2H>%O2TKHO3 #3$ #FH$>H%O2#KHO3 f"J"E"KK"J

K@#3 K@"OK@"J%H3 K@"%O2TEH2HK[! f#K"J#3$ OH2J"K"3KHO3! IO#?H3CF#M#FHK[#3$ IO#?%K#EH2HK[! "?T2%HI>

[H3CMJOM"JK[#3$ "?T2%HO3 %K#EH2HK[4W@H%J"%"#JF@ MJONH$"%K@"OJ"KHF#2J"I"J"3F"%IOJK@"ITJK@"J$"N"2>

OM?"3K#3$ TKH2Hc#KHO3 OIV0)+17% +01-315%4

7'B L-?C+AV0)+17% +01-315%%MJOK"H3%"LKJ#FKHO3 ?"K@O$%%%KJTFKTJ"%IT3FKHO3#2MJOM"JKH"%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常明昌教授为通讯作者!<>?#H2$%L?T%@JOO?j(,*4FO?'

AA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6(' 6̂).)' %山西省优秀博士来晋工作奖励资金科研项目& Z]̀ S:̀ ,6(.,,' %山西省食用菌科技

创新重点团队项目&,6(-6+;()(66''

收稿日期$,6,6>6,>,'!改回日期$,6,6>6*>(+



食品与发酵工业
GQQ;V9;G<!U<9WVWXQ9X9;YZW!X<Z

!($##

!"!"'()*#$+(*!%&,(-.)#%&'

AA灰树花 &V0)+17% +01-315%'!俗称莲花蘑"栗子蘑

等
(( P,)

!属于真菌界"担子菌门"担子菌纲"多孔菌目"

多孔菌科"多孔菌属
())

!在日本称之为/舞茸0!属于

珍贵的食药两用真菌
(&)

#

研究表明!灰树花具有抗病毒"抗生素"抗炎症"

降血糖"降胆固醇和降血压的功效
(+)

!这得益于其中

含有的多种活性物质!如活性多糖"核酸"多酚和氨基

酸等!同时还是一种抗癌药源
(*)

!因此受到很多消费

者的青睐# 近年来!国内外对灰树花多糖的研究较

多!主要表现在多糖的提取纯化"结构表征及生物活

性等方面
(+!.>-)

!而对灰树花蛋白的研究相对较少!主

要集中在提取
(' P(()

和酶解
((,)

方面!关于灰树花蛋白

的理化性质及功能特性的研究!国内外鲜有报道#

本研究以灰树花子实体为原料!利用 ) 种方法提

取灰树花蛋白!并对蛋白的理化性质"功能特性进行

研究!为灰树花及其粗蛋白在食品加工和相关产品的

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A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灰树花!浙江庆元县食用农产品批发部%

牛血清白蛋白"考马斯亮蓝 7>,+6!北京索莱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豆油!山西太谷县农贸市场%

9#Q/"&9/

&

'

,

ZQ

&

"石油醚"无水乙醇"丙酮"盐酸"

9#/

,

=Q

&

"9#

,

/=Q

&

!均为国产分析纯#

!54"仪器与设备

电热鼓风干燥箱&;G,6+'!北京医疗设备厂%万

能高速粉碎机& S̀>,+66V'!永康市苏丰工贸有限公

司%恒温振荡水浴锅&//Z>,(>*'!上海博讯实业有限

公司%磁力搅拌器 &;G>(6(Z'!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

限公司%高速冷冻台式离心机&UT2KHITC"](!'!贝克

曼库尔特 &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真空冷冻干燥机

&V2M@#,>& Ẑ 1E#%HF'!德国 1/!XZW公司%M/计&Q>

JHO3 ZK#JV'!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马弗炉

&:Za'!上海电机&集团'公司%高速剪切乳化分散机

&GV,+'!上海弗鲁克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石墨消

解仪&Z/,,6 9'"自动凯氏定氮仪 &:'-&6'!山东海

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YR>

(-66=1'!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光谱仪&QMKH?#+)66 ;R'!美国珀金埃尔默仪器

有限公司%扫描电镜&a<Q̂ a<U>*&'6 R̂'!日本电子

仪器公司#

!56"试验方法

(4)4(A灰树花子实体预处理

将灰树花子实体放入 +6 h恒温鼓风干燥箱烘

干!之后进行粉粹!将粉碎后的子实体粉末过筛# 灰

树花粉末和石油醚按照 (l+ &Cl?̂ '的比例进行混

合!放到通风橱中搅拌 64+ @!然后再静置 ) @!将上层

石油醚回收!剩余部分放置在通风橱内自然风干!待

完全干燥后收集粉末!即得到脱脂灰树花粉末#

(4)4,A灰树花基本成分测定

蛋白质测定$参照 7S+66'4++,6(* ,食品中蛋

白质的测定-%水分测定$参照 7S+66'4)+,6(* ,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灰分测定$参照 7S+66'4&+,6(*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4)4)A灰树花蛋白的制备

(4)4)4(A碱溶酸沉法

根据陈雪洋等
(())

的方法!略作修改# 将脱脂灰

树花粉末与蒸馏水按照 (l&6 &Cl?̂ '混合!用 64+

?O28̂ 9#Q/溶液调节 M/至 ()46!之后将混合液在

&6 h恒温条件下浸提 ) @%* +66 J8?H3 离心 (+ ?H3!

收集上清液%用 ( ?O28̂ /12溶液调节上清液 M/至

)4+!并且静置 )6 ?H3!* +66 J8?H3 离心 (+ ?H3!弃去

上清液%将沉淀用蒸馏水洗 ) 次!再用 646+ ?O28̂

9#Q/溶液调节至中性!冷冻干燥得到粗蛋白#

(4)4)4,A盐析法

取适量脱脂灰树花粉末用蒸馏水溶解!料液比为

(l&& &Cl?̂ '!混合后放入水浴锅中! +( h浸提

)* ?H3%浸提完成后 * +66 J8?H3 离心 ,6 ?H3!收集上

清液%按照&9/

&

'

,

ZQ

&

沉淀表!加入&9/

&

'

,

ZQ

&

至饱

和度为 -65!在 & h下静置 ,& @!* +66 J8?H3 离心

,6 ?H3!去除上清液!然后将沉淀物溶于适量蒸馏水

中透析,& @!冷冻干燥得到粗蛋白#

(4)4)4)A丙酮沉淀法

参照任雨贺等
((&)

的方法!稍加改动# 称取适量

脱脂灰树花粉末!加入 (6 倍体积的 (6 ??O28̂ 磷酸

缓冲盐溶液 & M@O%M@#K"ETII"J%#2H3"!=SZ' & M/.4,'

搅拌均匀%将混合物 & h浸提(,6 ?H3# 于 & h下!

* +66 J8?H3 离心 ,6 ?H3!取其上清液于 & h保存#

再向沉淀中加入等体积的 (6 ??O28̂ =SZ 缓冲液

&M/.4,'!进行 , 次浸提# 于 & h下!* +66 J8?H3 离

心 ,6 ?H3!取上清液!将其与第 ( 次上清液合并# 向

上述的蛋白粗提液中加入 ,46 倍体积丙酮! P,6 h

下静置 (, @!* +66 J8?H3 离心)6 ?H3!弃去上层液体!

下层固形物置于 P,6 h挥干丙酮!再转移至 P-6 h

过夜并冻干!蛋白质干粉于 P,6 h储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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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灰树花蛋白的纯度测定

精确称取适量蛋白样品并记录质量!移入干燥的

定氮瓶中!按照 7S+66'4++,6(* ,食品中蛋白质的

测定-进行实验!并利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并计算

蛋白纯度#

(4)4+A灰树花蛋白氨基酸组成的测定 $(+%

精确称取适量样品!记录质量并放置在备好的安

瓿瓶中!按照 7S+66'4(,&+,6(* ,食品中氨基酸的

测定-测定氨基酸种类和含量#

(4)4*A微量元素检测分析

称取适量样品并记录质量!放入坩埚中!之后放

到马弗炉中在 +66 m*66 h灼烧%待灼烧完成后自然

冷却至室温!向坩埚中加入适量的体积分数 ,+5

/12溶液!使坩埚内的混合物充分溶解!并定容至 ,+

?̂ %取适量样液!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进行

测定分析#

(4)4.A扫描电镜分析

将灰树花蛋白用双面胶粘在样品座上!将样品座

置于离子溅射仪!在样品表面蒸镀 ( 层 (6 m,6 3?厚

的铂金膜!调节电镜至最佳拍摄视野!并放大至合适

倍数!观察并拍摄相应的样品照片#

(4)4-A溶解性的测定 $(*%

用去离子水配制 (6 ?̂ (6 C8̂ 的蛋白溶液!用

( ?O28̂ 9#Q/溶液调节溶液 M/值为 .46!室温振荡

(6 ?H3!& 666 J8?H3 离心 ,6 ?H3!收集上清液采并用

SJ#$IOJ$ 法测定蛋白含量!根据公式&('计算蛋白溶

解性$

溶解性85 k

上清液中蛋白含量

样品中总蛋白含量
i(66 !(#

(4)4'A持水性的测定 $(*%

准确称取 64+ C蛋白样品!记为 9!称取空离心

管质量!记为 9

(

!将蛋白样品放入离心管中!并加入

(646 ?̂ 去离子水# 混匀后静置 )6 ?H3!+ 666 J8?H3

离心 ,6 ?H3!离心结束后!除去上层清液!称量此时

离心管的质量!记为 9

,

# 根据公式&,'计算蛋白的持

水性$

持水性85 k

9

,

P9

(

9

i(66 !,#

(4)4(6A持油性的测定 $(*%

准确称取 64+ C蛋白样品!记为 9!称取空离心

管质量!记为 9

(

!将蛋白样品放入离心管中!并加入

(646 ?̂ 大豆油# 混匀后静置 )6 ?H3!+ 666 J8?H3 离

心 ,6 ?H3!离心结束后!除去上层大豆油!称量此时离

心管的质量!记为 9

,

# 根据公式&)'计算蛋白的持油

性$

持油性85 k

9

,

P9

(

9

i(66 !)#

(4)4((A起泡性和泡沫稳定性的测定 $(* P(.%

用去离子水配制 (6 C8̂的蛋白溶液!量取 (+ ?̂

蛋白溶液于 (66 ?̂ 的离心管中!体积记为 (

6

# 利用

均质机在 (6 666 J8?H3 条件下均质 , ?H3!室温下测

定总体积 (

(

!静置 )6 ?H3 后再次测定总体积 (

,

# 起

泡性和泡沫稳定性分别利用公式 &&'和 &+'进行计

算$

起泡性85 k

(

(

P(

6

(

6

i(66 !&#

泡沫稳定性85 k

(

,

P(

6

(

(

P(

6

i(66 !+#

(4)4(,A乳化性和乳化稳定性的测定 $(- P('%

用去离子水配制 +6 C8̂ 的蛋白溶液!从中量取

,6 ?̂ 的蛋白溶液于 (66 ?̂ 离心管中!&6 h水浴振

荡反应 ,6 ?H3!之后向离心管中再加入 ,6 ?̂ 大豆油

混合!利用均质机在 (6 666 J8?H3 条件下均质 ) ?H3%

读取并记录乳浊液体积!(

6

%乳化层体积!(

(

%然后将

乳浊液放入 -6 h水浴锅中水浴 )6 ?H3!待反应完成

后冷却至室温!, 666 J8?H3 离心 + ?H3!读取并记录

剩余乳化层体积(

,

# 根据公式&*'和&.'分别计算乳

化性和乳化稳定性$

乳化性85 k

(

(

P(

6

(

6

i(66 !*#

乳化稳定性85 k

(

,

P(

6

(

(

P(

6

i(66 !.#

!5:"数据分析

所有实验均进行 ) 次!利用 <LF"2软件进行统计

和分析"Z=ZZ ,+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分析#

,A结果与分析

45!"灰树花的基本组成成分

经过测定! 灰树花的基本组成成分为水分

((4).5"灰分 *4'&5"蛋白质含量 ('4'(5# 其中蛋

白含量高于杏鲍菇 &(.4+.5'

((+)

"云耳 &(64)65'"

银耳&'4*65'和岩耳 &'4665'

((*)

# 因此可以认为

灰树花是一种高蛋白含量的营养食品!能够作为潜在

的蛋白来源#

454"灰树花蛋白的纯度

碱溶酸沉法!即等电点沉淀!是利用两性电解质

在等电点时溶解度最低!通过调节溶液 M/!使蛋白沉

淀析出# 盐析沉淀法是利用蛋白质在不同盐浓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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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溶解度不同特性!通过向提取液中添加一定浓度

的中性盐!使蛋白从溶液中沉淀析出# 有机溶剂沉淀

法是利用蛋白质与其他杂质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

不同!通过添加一定量的有机溶剂!使蛋白沉淀析

出
(,6)

# 因此本试验利用这 ) 种方法提取蛋白!并对

其进行分析研究!以确定灰树花蛋白提取的最适

方法#

经凯氏定氮测得 ) 种方法提取得到的蛋白纯度

如表 ( 所示!碱溶酸沉法得到的蛋白纯度最高!达到

&+4)+5!这是因为碱性溶液更有利于蛋白溶出!所以

提取的纯度更高%盐析法次之!为 )+4-.5%丙酮沉淀

法得到的蛋白纯度仅有 .4((5!推测原因可能是利

用丙酮沉淀蛋白时不完全!并未将全部蛋白沉淀下

来# 以上结果初步说明!碱溶酸沉法是一种方便快捷

并且效率较好的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蛋白质的

提取#

表 !"三种灰树花蛋白的纯度

#$%&'!"=G?*)B -.9#%7',+ 7#'/5'*+ E?-)'*>

'D)?$,)'C%B )@?''A')@-C+

提取方法 蛋白纯度85

碱溶酸沉
&+4)+ n(4&,

#

盐析
)+4-. n(46,

E

丙酮沉淀
.4(( n64).

F

AA注$同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B646+' &下同'

456"灰树花蛋白的氨基酸组成

) 种方法提取出的灰树花蛋白的氨基酸组成见

表 ,!由于本实验采用酸水解法!在此过程中色氨酸

被破坏!无法检测# ) 种方式提取的灰树花蛋白氨基

酸种类丰富!共检测出 (. 种氨基酸 &丙酮沉淀法为

(* 种!可能是因为蛋白的提取率过低!导致种类和含

量较少'!这与杏鲍菇
((+)

"羊肚菌
(,()

的检测结果基本

相近# 由表 , 可知!) 种提取方法中谷氨酸含量最

高!分别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4.(5" ()4-)5和

(&4+*5!其次是天冬氨酸# 这主要是因为谷氨酸和

天冬氨酸均为酸性氨基酸!是食品中重要的鲜味物

质!因此使得灰树花具有独特的味道
((+!,, P,))

# ) 种

蛋白的氨基酸组成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氨基酸含量各

不相同!但是各种氨基酸所占比例大致相同!推测这

可能与 ) 种蛋白的纯度有关!纯度表示为蛋白的有效

成分# 由表 ( 和表 , 综合分析可知!蛋白纯度越高!

相应的氨基酸含量越多# 试验结果间接表明 ) 种蛋

白提取方法的有效性!为不同目的性的蛋白提取提供

一定依据#

碱溶酸沉法"盐析法与丙酮沉淀法的第一限制氨

基酸均为苯丙氨酸!赖氨酸是碱溶酸沉法与盐析法的

第二限制氨基酸!丙酮沉淀法的第二限制氨基酸为亮

氨酸# 同时蛋白中还含有 - 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丙酮沉淀中为 . 种'!分别占蛋白质中总氨基酸含

量的 &64&*5")+4+65和 ))46-5!造成这一结果的

主要原因是在使用不同溶剂浸提时!蛋白质的溶解效

果有所差别%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分别

为 64*-"64+& 和 64&'!其中碱溶酸沉法的结果符合

GVQ8\/Q提出的理想蛋白质规定&&65和 64*'

(,&)

!

由此确定碱溶酸沉法效果最为理想#

表 4"三种方法提取灰树花蛋白的氨基酸组成

单位$?C8C

#$%&'4"1A*>- $,*C,-AE-+*)*->-.9#%7',+ 7#'/5'*+

'D)?$,)'C%B )@?''A')@-C+

氨基酸种类
提取方法

碱溶酸沉 盐析 丙酮沉淀

天冬氨酸
,*4.' n,4+.

#

()4'- n64,)

E

,4*. n64(*

F

苏氨酸
()4.& n(4&6

#

.4'' n646.

E

(4,& n646+

F

丝氨酸
()4(* n(4),

#

.4+( n646'

E

(4*& n646&

F

谷氨酸
)&4.. n)4&)

#

(+46* n64,&

E

)4)( n64(6

F

甘氨酸
(,4(* n(4(-

#

*4&( n64(6

E

(4+6 n646*

F

丙氨酸
(*4*+ n(4.6

#

-46& n64(&

E

(4,* n646&

F

半胱氨酸
64.) n64(,

E

(46* n646+

#

64)) n646(

F

缬氨酸
(*4-+ n(4.6

#

*4', n64(6

E

(46. n646+

F

甲硫氨酸
&4+* n64-,

#

(4&+ n646,

E

P

异亮氨酸
()4*, n(4)'

#

&4'( n646'

E

64*& n646&

F

亮氨酸
,)4&. n,4+(

#

-46+ n64(&

E

64', n646)

F

酪氨酸
((4&( n(4()

#

+4*& n646-

E

(46* n646*

F

苯丙氨酸
(&4(+ n(4))

#

&4+. n646'

E

64-. n64(,

F

组氨酸
*4+6 n64*(

#

,4') n646*

E

64-6 n64((

F

赖氨酸
(*4(- n(4*(

#

&4.. n64)6

E

,4.- n64(+

E

精氨酸
(.4&) n(4-,

#

+4*& n64(-

E

,4.* n646)

E

脯氨酸
(,4,) n(4-+

#

+4,6 n64(*

E

646' n64(,

F

必需氨基酸8总氨基酸 64&6& * 64)++ 6 64))6 -

必需氨基酸8非必需氨基酸 64*- 64+& 64&'

AA注$/ P0表示未检测出

45:"微量元素分析

矿物质是地壳中自然存在的化合物或天然元素!

同时也是构成人体组织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必需的

各种元素的总称!是人体必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 表

) 显示各种方法提取出的蛋白中矿质元素种类及含

量!由表 ) 可知!灰树花蛋白中含有多种矿质元素!其

中以钙和镁为主!可以为机体提供天然的矿物质!满

足正常生理代谢需求%同时也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

微量元素&铁"锌"铜和铬'和 & 种是人体可能必需的

微量元素&锰"硅"镍和硼'# 通过比较结果可知!盐

析法的效果较好!各种微量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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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推测可能是由于盐析法的制备条件比较温

和!未受到过多外界条件的干扰!并且使用的溶剂为

水!相比之下更加有利于元素的析出和溶解#

表 6"灰树花蛋白所含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

单位$?C8C

#$%&'6"#BE'+$>C,->)'>)+-.)?$,''&'A'>)+*>

9#%7',+ 7#'/5'*+ 'D)?$,)'C%B )@?''A')@-C+

元素种类
提取方法

碱溶酸沉 盐析 丙酮沉淀

铜
,4.+ n64-.

E

()+4+6 n(&4,+

#

)4)' n64&)

E

锌
,+4-' n)46,

E

),(4)* n)&4'-

#

,-46, n&4+,

E

铬
64+- n646-

E

(4'6 n64+&

#

,4+) n64,'

#

镍
64)& n64((

E

)4*+ n64('

#

64,) n646)

E

铁
(6'4), n'4-.

E

).-4,, n),4,&

#

,64,* n)4&'

F

锰
+4(+ n(4)+

E

(*4++ n,4'.

#

*4,) n64&+

E

钙
, *.-4)+ n)*46,

E

. (*-4.- n&.4)+

#

(6-4,* n(64,,

F

镁
++.4,. n,-4'(

F

( ..-4+* n*64*+

#

-6'4(( n,*4,&

E

硼
)4*- n(4'(

E

((4*) n,46)

#

(4'( n64))

E

硅
+,4,, n,4((

E

('.4+) n(.4&.

#

.4)+ n(46)

F

45H"灰树花蛋白的显微结构

利用扫描电镜对 ) 种蛋白的表面微观结构和形

态进行观察
(,+)

!结果如图 ( 所示# 碱溶酸沉法得到

的灰树花蛋白!整体呈现片状!边缘为不规则锯齿状!

蛋白表面有轻微褶皱!组织结构较致密!表面平整光

滑!与同种方法提取的杏鲍菇蛋白
((+)

相比!两者结构

存在一定区别!杏鲍菇蛋白主要呈现为山脊状!部分

蛋白中间有孔洞%观察图 (>E 可知!盐析法得到的蛋

白与图 (>#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相似!但形态多样!有

片状"球状"杆状等!可能是由于盐析过程中溶液盐浓

度的变化导致蛋白分子之间聚合力发生改变!表面较

为粗糙!中间有小孔径的孔洞!结构组织致密%图 (>F

为丙酮沉淀法得到的灰树花蛋白!外形呈现为大小不

规则的块状或颗粒堆积!蛋白表面凹凸不平!组织结

构较松散!推测可能是在用有机试剂进行沉淀时!蛋

白的表面构象和外部形态发生变化#

#>碱溶酸沉%E>盐析%F>丙酮沉淀

图 (A灰树花蛋白的显微结构

GHC4(AZF#33H3C"2"FKJO3 ?HFJO%FOM[OIV0)+17% +01-315% MJOK"H3

45I"灰树花蛋白的功能特性

蛋白质是食品中重要的营养成分!其功能特性是

其他食品成分不能替代的!对食品的品质具有决定性

作用# ) 种提取方法得到的灰树花蛋白溶液在中性

条件下的功能特性如表 & 所示# 三者溶解性较为接

近!可能是因为蛋白的疏水性较强!难以与水分子结

合!使得溶解性较低# 丙酮沉淀的蛋白持水性为

*)4'&5!远低于其他 , 种!可能是丙酮作用时破坏了

蛋白表面的极性基团!使该基团分子数目减少!一般

来说蛋白的极性基团分子数目与持水性呈正相关#

三者之间的起泡性及泡沫稳定性"乳化性及乳化稳定

性大致相同# 与碱溶酸沉方法提取的杏鲍菇蛋白
(())

相比!灰树花蛋白的溶解性和持油性更好!这可能与

蛋白的微观结构和非极性侧链对油脂的结合能力有

一定关系# 本次试验丙酮沉淀法得到的蛋白纯度过

低!对其结构和功能测定缺乏良好的支撑!但试验均

重复 ) 次!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只是不能充

分说明蛋白特性# 所以此方法下的理化性质和功能

特性都不如其他 , 种提取方法!由此可以推断出丙酮

沉淀法并不是一种良好的灰树花蛋白提取方式#

综合分析!碱溶酸沉法的各项结果均优于其他 ,

种方法!可能是因为碱溶酸沉法提取的蛋白纯度最

高"含量较高!因此碱溶酸沉法可被认为是一种灰树

花蛋白的有效提取方法#

表 :"灰树花蛋白功能特性测定结果 单位$5

#$%&':"/'+G&)+-.C')'?A*>$)*->-..G>,)*->$&E?-E'?)*'+

-.9#%7',+ 7#'/5'*+ E?-)'*>

指标
测定值

碱溶酸沉 盐析 丙酮沉淀

溶解性
(-4*. n(4(6

#

(.4,, n64.-

#E

(+4'& n646+

E

持水性
,''4&) n,4-+

#

,('4(. n(*4-.

E

*)4'& n,4*)

F

持油性
&(,4.+ n-4-&

#

,)*4&& n()4+'

E

,)+4,' n'4-&

E

起泡性
.,4'- n&4**

#

+'4') n*4+-

E

*,4'& n,4'.

E

泡沫稳定性
.(4(. n.4+&

#

.(46* n&4'-

#

*64*' n,4..

#

乳化性
*-4,& n)4-*

#

+'4)' n)4.'

E

&+4(( n&4.(

F

乳化稳定性
',4.& n64*&

#

.'4++ n,4(.

E

.64'* n,4(6

F

)A结论

本试验以碱溶酸沉法"盐析法和丙酮沉淀法提取

得到的灰树花蛋白为研究对象# 结果发现!) 种方法

得到的蛋白在理化性质和功能特性方面存在一定差

异# 对 ) 种方法提取出的蛋白氨基酸进行分析!发现

碱溶酸沉法的结果较好!氨基酸含量较多# 同时 ) 种

蛋白中微量元素以钙和镁为主!通过比较 ) 种方法所

得蛋白的溶解性"吸水和吸油性"起泡性和乳化性可

知!碱溶酸沉法得到的蛋白具有更好的理化和功能特

性# 综上分析!碱溶酸沉法可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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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提取方法# 本研究为今后灰树花蛋白的开发及应

用提供了相应的实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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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流体力学的开孔均匀性对番茄预冷性能的影响

苏勤，谌英敏，柏惠康，宋海燕*

(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 通风包装的开孔设计是影响果蔬采后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开孔均匀性为研究对象，利用计算流体

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  建立了 2 种内含 3 层果品的三维差压预冷模型，分别是新型均匀开孔

(  uniform vents，UV)  模型与非均匀开孔(  non-uniform vents，NV)  模型。保持初始与边界条件一致，从箱内气流

场、果品温度分布、冷却时间、速率以及均匀度等方面对比 2 种模型。结果表明:  首先 2 种模型中的番茄冷却温

度均沿冷气流方向由低到高呈梯度分布;  其次受重力因素影响，UV 内每层间番茄冷却温度存在较明显温差，NV
在预冷前期表现出较好的效果而在后期收效甚微，即 NV 的 1 /2 预冷时间较 UV 缩短了10． 41% ，但 NV 的 7 /8 预
冷时间却比 UV 增加了 6． 01% ;  最后，预冷结束后 UV 的均匀性比 NV 提高了 14． 1% 。综合比较，在预冷环节中

UV 模型优于 NV，研究为冷链通风包装的评估与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计算流体力学(  CFD)  ;  开孔设计;  通风包装;  预冷;  气流场

The effect of CFD-based hole uniformity on tomato precooling performance

SU Qin，CHEN Yingmin，BAI Huikang，SONG Haiyan*

(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 The hole design of ventilation packag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posthar-
vest qualit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is work took the hole uniform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s-
tablished two three-dimensional forced-air-cooling ( FAC) models us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 CFD) ． The two models were named as uniform vents ( UV) model and non-uniform vents ( NV)

model． By comparing with the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field distribution，cooling time，cooling rate，

and cooling uniform of two packages under the sam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the following con-
clusions were drawn． Firstly，the cooling temperature of tomatoes in two models presented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from low to high along the direction of cold airflow． Secondly，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rav-
ity，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oling temperature between tomatoes in each layer of the UV
model． Moreover，NV showed a good effe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ecooling，but little effect in the later
stage． In addition，the half cooling time of NV was 10． 41% shorter than that of UV，but the seven-
eight cooling time of NV was 6． 01% longer than that of UV． Finally，the uniformity of UV after pre-
cooling was 14． 1% higher than that of NV． It showed that the UV package was superior to NV in the
precooling proces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design of cold
chain ventilation packaging．
Key word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 CFD) ; hole design; ventilation packing; precooling; airflow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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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在采后的质量损失是当下农产品行业面临

的严峻问题，而温度是影响果蔬采后品质及货架期的

重要环境因素［1］。对采后果蔬进行及时预冷，去除

田间热并保持整个供应冷链的温度对降低其质量损

失及延长货架期至关重要［2］。果蔬差压通风预冷因

其冷却时间短、预冷均匀、成本费用较低等优点，而在

农产品预冷中应用广泛［3 － 4］。通风包装的开孔设计

( 开孔位置、开孔大小、开孔形状等) 会直接影响包装

箱内冷气流的分布，因此，优化包装箱开孔设计，提高

预冷效果成为近几年的一大研究热门［5 － 6］。
计算 流 体 力 学 (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是当下流体领域内的主流研究方向，在果蔬通

风包装的数值模拟研究中应用广泛［7 － 10］。DELELE
等［11 － 12］利用三维 CFD 模型模拟了包装箱内的气流

及传热特性，并结合实验验证了 CFD 的可行性与准

确性。王达等［13］在开孔面积对果蔬预冷性能及能耗

影响的研究中发现，40 mm 的开孔孔径是较佳选择。
DEHGHANNYA 等［14 － 15］讨论了不同开孔数目、位置

及二者不同排列组合对差压预冷过程中气流及传热

的影响，为优化包装设计及评估包装性能提供了参考

与依据。BERRY 等［16 － 17］通过对比 4 种不同的通风

孔设计，发现在带托盘的通风包装中，相同开孔率下

多孔设计的包装箱在预冷性能与能耗方面表现最优。
目前，关于通风包装设计的研究中，大多是针对单一

开孔变量或对双变量排列组合后进行分析讨论，缺少

对实际环境的考虑以及对预冷过程中气流和传热现

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谢晶等［18］和胡磊洋［19］在

模拟冷库内气体环境的研究中发现，在冷库环境中，

气流受自身重力的影响，在接近地面处流通量较大，分

布较密集。为此，本文以番茄为研究材料，以冷库气流

分布为依据，利用 ANSYS19． 2 建立了 2 种新型 9 孔设

计的三维差压预冷( forced-air cooling，FAC) 模型，分别

为孔径大小均匀分布的开孔模型( uniform vents，UV)

和顶层开孔大、底部开孔小的非均匀开孔模型( non-u-
niform vents，NV) 。通过 CFD 模拟 UV 与 NV 内气流与

温度场分布并对比内部番茄预冷时间及均匀性，以探

究通风孔数目相同但分布不同的 2 种包装模型对番茄

冷却效果的影响，实现优化果蔬包装设计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 1 物理模型

根据商业生产中对包装箱结构设计要求［20 － 22］，本

研究采用规格为 428 mm ×300 mm ×300 mm 的双层加

固型瓦楞纸箱，其中纸箱厚度为 7 mm，箱内带托盘且

托盘材料为 368 mm × 256 mm × 4 mm 的单层瓦楞纸

板。模型 UV 与 NV 除了在迎风面的开孔分布不同外，

在开孔率( 12． 56 % ) 、孔型( 圆形) 、开孔数目( 9 个) 上

均保持一致。此外，箱内都含有 3 层果蔬且果蔬的排列

方式一致，果蔬材料选用番茄，直径为80 mm。2 种模型

的详细实体模型结构及预冷模拟设置如图1 所示。

Mid-番茄内部温测点; r-番茄半径

图 1 两种通风箱体的物理模型结构以及预冷模拟示意图

Fig． 1 Physical model structure of two ventilated packages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cooling simulation

1． 2 数学模型

1． 2． 1 模型假设

为了方便数学模型的建立与计算，对实际预冷过

程进行如下假设: 番茄果品大小均匀，内部质地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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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导热为各向同性; 忽略番茄单体之间的接触传热，

忽略包装箱与番茄、番茄与番茄之间的辐射传热; 忽

略番茄成熟衰老过程对其呼吸热、蒸腾热的影响; 湿

冷空气为不可压缩性流体，其热物性参数为常数。
1． 2． 2 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 当 τ = 0 时，果品的初始温度 Tp，0 =
299． 15 K;

边界条件:

( 1) 入口边界: 将包装箱迎风面开孔设置为速度

入口边界条件，设置最佳风速 Vin = 2． 5 m /s，冷库内

部冷风温度 Ta = 275． 15 K［23 － 24］。
( 2) 出口边界: 将包装箱背面设置为压力出流边

界条件。
( 3) 壁面条件: 将番茄表面、包装箱内外表面和

衬垫表面均设置为无滑移壁面条件，即壁面上速度、
垂直于壁面速度都为零。
1． 2． 3 数值模拟方法

计算机仿真时采用 Realizable k-ε 湍流模型，充

分考虑 番 茄 的 呼 吸 热 与 蒸 腾 热 为 其 内 热 源，利 用

UDF 接口把所有的热源项都加载到番茄区域控制方

程中，基于压力的分离式求解器，动量、能量、湍动能、
扩散率的离散格式为二阶迎风格式，压力速度耦合方

法采用压力耦合方程组的半隐示方法 ( semi-implicit
method for pressure-linked equations，SIMPLE) ，时间步

长为 60 s，预冷时间设置为 130 min，冷空气相对湿度

设置为 90%。
预冷过程中果品自身内热源对其自身降温有很

大影响，为提高模拟结果的精准性，内热源不容忽

视［25］。文献模型中各物体的热物性参数［26 － 27］见表 1。
表 1 热物性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rmal-physical properties

参数
密度 /

( kg·m －3)
比热容 /

［J·( kg·K) － 1］
热导率 /

［W·( m·K) － 1］
动力黏度 /

( Pa·s)
湿冷空气 1． 293 1 006 0． 023 43 1． 73e － 5

番茄 990 4 030 0． 501 －
箱体 220 1 700 0． 065 －
衬垫 260 1 700 0． 065 －

1． 3 评估参数

果品的冷却时间、速率以及均匀度是评价果品预

冷性能的重要指标，本文主要采用这 3 个参数对 2 种

模型进行模拟评估。
无量纲数 Y 用于计算达到预冷温度的果品占总

体果品的比例，可用于评估预冷过程的行为和速率。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 1) 如示:

Y =
Tp，t － Ta

Tp，0 － Ta
= Jexp( － Ct ) ( 1)

式中: Tp，t，t 时刻的果品温度; Ta，冷空气温度; Tp，0，果

品初始温度，单位均为 K。
当 Y = 1 /2 时 对 应 1 /2 预 冷 时 间 ( half cooling

time，HCT) ，用来衡量果品是否达到冷却平均水平 Y
= 1 /8 时对应 7 /8 预冷时间( seven-eight cooling time，

SECT) ，用来衡量果品温度是否达到预冷设定温度。
其中，当达到 SECT 后，可将预冷果品转移至冷库贮

藏或直接将果品进行冷链运输，以减少预冷时间降低

预冷成本。
瞬时 冷 却 速 率 用 果 品 表 面 的 对 流 传 热 系 数

CHTC 来反映，计算方法如公式( 2) 所示:

CHTC =
qa，w

Tp，t － Ta
( 2)

式中: qa，w，为空气与果品界面处的对流热通量。
果品的冷却均匀度主要通过预冷箱体内果品的

温度变异系数( the heterogeneity index for temperature，

HI) 来反映，温度变异系数越小，则表示箱内果品数

据的离散度越小，果品的温度场越均匀，越有利于果

蔬的贮藏与保存。计算方法如公式( 3) 所示:

HIp，t = 1
Tp，t

∑
n

i = 1
( Tp，t － Tp，t )

2

槡 n × 100% ( 3)

Tp，t = 1
n∑

n

k = 1
Tk，t ( 4)

式中: Tp，t ，t 时刻所有果品平均温度，K; Tk，t，t 时刻第

k 个果品的温度，K; n，所测果品总个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模型 UV 与 NV 的内部气流场与温度场

利用 CFD 数值模拟技术预测了预冷结束后 UV
与 NV 的箱体内部气流形式与果品内部温度，结果如

图 2 所示。从图 2 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箱体内部的空

气通量及气流分布形式: 观察出风口位置气流可以发

现气流进入包装箱内的空气通量与孔径大小成正比;

UV 模型中第 3 层气流紊乱程度较严重，而 NV 的开

孔设计有效改善了这一现象; 气流通过通风孔进入包

装箱内，速度由高到低直到出风口位置又再次升高。
此外，果品内部温度场与箱内气体流分布有较强的相

关性。沿气流方向上 UV 与 NV 内果品温度都由低

到高呈梯度分布，果品温度最低区域位于箱体的进风

口位置，这是由于接近进风口的果品更早更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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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湿冷空气的原因［28］。预冷结束后，模型 NV 进出

口位置果品最大温差达到 1． 52 ℃，而 UV 的最大温

差为 1． 0 ℃，故 NV 内果品更易因温度不均匀而出现

异质性; 在垂直气流的方向上，UV 模型中第 1 层( 最

底层) 果品的温度明显低于第 3 层，说明在气流速度

相对较高的预冷环境中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湿冷空

气下沉、底部冷空气较密集的现象。而对于 NV 模型

这一现象得到一定改善，但在 1-3、1-11 位置出现明

显的预冷死角，这是造成箱内果品出现异质性的主要

原因。

a-UV 气流场; b-UV 第 1 层果品温度; c-UV 第 2 层果品温度; d-UV 第 3 层果品温度

e-NV 气流场; f-NV 第 1 层果品温度; g-NV 第 2 层果品温度; h-NV 第 3 层果品温度

图 2 模型 UV 与 NV 的内部气流场与各层果品温度分布图

Fig． 2 Air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each layer of fruits in UV and NV models

2． 2 预冷性能对比

2． 2． 1 冷却时间

UV 与 NV 两种开孔模型对应的 1 /2 预冷时间与

7 /8 预冷时间见表 2。模型 NV 的 HCT 较 UV 缩短了

10． 41 %，即非均匀的开孔设计能够使箱内番茄更快

地达到冷却平均水平。但 NV 的 SECT 却比模型 UV
增加了 6． 01 %，说明 NV 在预冷后期表现出较差的

预冷效果。
表 2 不同模型下的番茄预冷时间 单位: min

Table 2 The cooling time of UV and NV

模型 HCT SECT
UV 64． 16 106． 90
NV 57． 48 113． 32

2 种模型内番茄的冷却时间与瞬时冷却速率变

化曲线见图 3，其中 inlet 为进风口位置，outlet 为出风

口位置，centre 为中心位置。观察图 3-a、图 3-b 可以

发现，果品内部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以

60 min 为时间节点，在 60 min 之前 NV 内果品平均温

度下降的更快; 60 min 之后，UV 模型冷却速率明显

超过了 NV，并更快达到 SECT，该结果与表 2 结论一

致。结合每一层果品不同位置( 图 3-c、图 3-d、图 3-
e、图 3-f) 的温度变化来进一步分析该现象的原因: 中

心位置果品的降温曲线与箱内果品的平均降温曲线

基本一致，另外进风口位置果品的预冷效果均明显优

于出风口位置; NV 箱内的每一层的果品温度均在预

冷前期表现出快速降温的现象，说明 NV 模型开孔的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进入箱体的冷空气通量，使

箱内果品更快的冷却; 分别在 48、60、102 min 后，NV
内的第 1 层、第 2 层、第 3 层的果品冷却速度出现不

同程度的减缓，孔径较小的第 1 层尤其明显，导致

其 SECT 时间显著大于模型 UV。另外，在 NV 模型

中增大第 3 层孔径后，其 SECT 时间与模型 UV 基本

一致，没有明显减少，由此说明 40 mm 的孔径是较

佳选择。
2． 2． 2 果品冷却均匀度

2 种模型的温度变异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见

图 4。整个预冷过程中，2 种模型的 HI 曲线变化趋势

大致相同，都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29］。分几

个时间段看: 在预冷时间的 0 ～ 17 min，UV 与 NV 的

HI都趋近于0，这个时间段果品进行表面换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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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et-进风口位置; outlet-出风口位置; centre-中心位置

a-番茄平均冷却时间; b-番茄瞬时冷却速率; c-中心位置; d-第 1 层进风口与出风口位置;

e-第 2 层进风口与出风口位置; f-第 3 层进风口与出风口位置

图 3 模型 UV 与 NV 的冷却时间与瞬时冷却速率

Fig． 3 The cooling time and instantaneous cooling rate of UV and NV

温度几乎稳定不变，温度场相对比较均匀; 17 min 后，

模型 NV 的 HI 值优先发生变化，且比 UV 更快达到

预冷平均水平，即 HCT。说明 NV 的开孔分布可以增

大进入包装箱中的气流通量，改善重力对气流分布的

影响，使果品可以更快进入降温状态，在预冷前期表

现出较好的效果; 65 min 后，相比于 NV，UV 的 HI 值

增长明显变缓，两模型的 HI 差值越来越大，并在预冷

结束后差值达到最大。当果品温度达到 SECT 时，

UV 与 NV 的 HI 值分别是 0． 145、0． 169，UV 的均匀

性比 NV 提高了14． 1%。故在预冷中后期，非均匀开

孔造成的气流不均匀程度已经超过了重力因素对气

流不均匀分布的影响，即当箱内气流量累积到一定程

度时，重力因素对气流的影响减弱接近于零，非均匀

的开孔分布反而加大了箱内气流分布的不均匀性与

紊乱程度，使进风口位置果品与出风口位置果品的温

差越来越大，温度变异系数 HI 也随之增大。

图 4 温度变异系数变化曲线

Fig． 4 Variation curves of heterogeneity index for
temperature for UV and NV models

3 结论

相同开孔率下，通风孔数目相同但分布不同的包

装箱对果蔬预冷效果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本文以包

装箱开孔分布的均匀性为研究对象，利用 CFD 模拟

预测了 UV、NV 两种模型的箱内气流分布与果品温

度分布，并从预冷时间、速率及均匀度 3 个方面对比

了 2 种模型。
通风箱内果品的冷却温度与箱内气流分布高度

相关，这与 WU 等［30］的研究结论一致: 果品的冷却温

度沿冷气流方向呈梯度分布，进风口位置果品的温度

最低; 冷气流受重力作用下沉，导致在均匀开孔的模

型中底层果品冷却温度较低。
UV 与 NV 的 1 /2 预 冷 时 间 分 别 为 64． 16 和

57． 48 min，NV 箱内果品能够更快开始降温并优先达

到预冷平均水平; UV 与 NV 的 7 /8 预冷时间分别为

106． 9 和 113． 32 min，对应 HI 值 分 别 为 0． 145 与

0． 169，说明 NV 在中后期出现冷却速率减慢、果品温

度差较大的现象。故当箱内气流有一定累积量时，进

入箱内的气流量主要受开孔分布的影响。
对比模型 NV 内每一层果品的冷却温度发现，40

mm 的开孔直径是较佳选择。
综合以上因素，均匀开孔的通风包装( UV) 更有

利于箱内果蔬的预冷，另外 40 mm 是番茄通风包装

的较佳开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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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尖的良好感官和较高的叶绿素含量
((6)

# 陶炜

煜
((()

发现 * ?̂ 8DC乙醇处理可以提高鲜切西兰花过

氧化物酶& M"JOLH$#%"!=Q;'"1VW和 ZQ;活性!提高

酶促系统的抗氧化能力!从而抑制西兰花的呼吸强度

和乙烯释放!达到较好的保绿效果# 李丹等
((,)

用

64,+"64+ 和 ( ?̂ 8̂的乙醇处理西兰花!发现乙醇处

理通过延缓黄酮含量和 (!(>二苯基>,>三硝基苯肼

&(!(>$HM@"3[2>,>MHFJ[2@[$J#c[2!;==/'自由基清除能

力的下降来维持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从而维持西兰花

的品质# 宋卤哲等
(*)

发现 +66

$

8̂̂ 乙醇熏蒸可提

升抗氧化酶 1VW活性和抗氧化物质总酚"类黄酮的

含量!从而降低猕猴桃叶绿素分解速率# 不少研究表

明!叶绿素降解与活性氧代谢相关!活性氧清除能力

过低会使得活性氧蓄积!从而加速细胞膜脂过氧化!

引发膜损伤!加速叶绿素的降解
(() P(+)

# 前人研究乙

醇护绿机理多集中于抗氧化水平方面!对绿叶蔬菜活

性氧产生能力"清除能力与膜损伤对黄化褪绿的影响

的研究未形成体系# 而且!乙醇熏蒸是否对小白菜有

护绿作用尚不明确# 本文以小白菜为实验对象!对其

进行不同浓度乙醇处理!探究乙醇对采后小白菜体内

活性氧"活性氧清除系统"膜系统及小白菜色泽的影

响!从活性氧方面系统的阐述乙醇护绿机理!考察不

同浓度乙醇对小白菜护绿效果的差异!确定合适的乙

醇剂量!为解决小白菜采后易黄化褪绿的问题提供

依据#

(A材料与方法

!5!"实验材料

新鲜小白菜购于重庆市北碚菜市场!品种为重庆

小水白!于 ,6,6 年 ( 月 & 日上午 + 点左右采摘!. 点

前运送至实验室# 拣选标准$叶片和茎部完整!叶片

直挺"嫩绿"有光泽!无枯黄叶"腐烂叶#

聚乙烯袋!)6 F?i&6 F?!厚度 )6

$

?!石家庄

诚胜 塑 业%泡 沫箱!外尺寸 &6 F? i)64+ F? i

,6 F?!壁厚 ,4& F?!成都国亨泡沫制品%'+5乙醇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纱布!重庆北碚实验

用品超市#

!54"仪器与设备

!]b>-66S型智能人工气候箱!宁波东南仪器有

限公司%YR>,&+6=1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

津公司%Y2KJ#ZF#3

&

=!Q型测色仪!美国 /T3K"Ĵ#E 公

司%;;Z>)6.V型电导率仪!上海雷磁公司%/(*+6!

型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湖南湘仪公司#

!56"实验方法

前期实验表明每个泡沫箱内装 )+6 C小白菜为

宜# 实验共设 & 组!熏蒸浓度分别为 6 &1:'"+66"

.+6"( 666

$

8̂̂&乙醇溶液体积8泡沫箱体积'# 将拣

选好的小白菜放入泡沫箱!将叠放的 & 层纱布粘在箱

盖内部中央!分别取一定体积的乙醇 &体积分数

'+5'均匀地滴在纱布上!迅速封箱!于 ,+ h室温熏

蒸 ) @# 开箱后置于通风处 )6 ?H3!再将小白菜装入

聚乙烯袋!每袋&(66 n+' C!每组 ) 个平行!在袋上贴

好标签后封口# 包装好的小白菜放入气候箱!,6 h

左右"相对湿度 ++5 m*+5条件下贮藏 * $!未对灯

光进行设置!直接参考日光!每天测定指标#

!5:"测定指标及方法

(4&4(A色差 ;

!

(%

!

(,

!值

参考王羽等
((*)

的方法!用测色仪测定小白菜的

;

!

"%

!

",

!值# ;

!反映明度!%

!值反映红绿偏向!,

!

反映黄蓝偏向# 每个平行随机取 ) 棵小白菜!每棵小

白菜取最外叶测定 + 个点!分别为主叶脉顶部 ( 点!

两侧区域各 , 点!最后结果取平均值#

(4&4,A叶绿素含量

参照徐芬芬等
((.)

的方法!用乙醇丙酮((&乙醇'l

(&丙醇' k(l()浸提法测定!叶绿素含量按公式&('

计算$

叶绿素含量8!?C"C

P(

# k,64,' i2

*&+

_-46+ i2

**)

!(#

式中$2

*&+

"2

**)

分别为 *&+"**) 3?波长处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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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相对电导率

参照程曦等
((-)

的方法进行测定!以5表示#

(4&4&A丙二醛!?#2O3$H#2$"@[$"&U;V#含量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参考肖婷等
((6)

的方法!单

位为
$

?O28C#

(4&4+A抗坏血酸!#%FOJEHF#FH$&VZV#含量

采用碘酸钾滴定法
((')

测定!单位为 ?C8(66 C#

(4&4*A=Q;(1VW(ZQ;(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FOJ>

E#K"M"JOLH$#%"&V=]#活性测定

采用分光光度计法
(,6 P,,)

测定!单位为 Y8C#

(4&4.A还原型谷胱甘肽!J"$TF"$ C2TK#K@HO3"&7Z/#

含量

参照 0XV9等
(,))

的方法用分光光度计测定!7Z/

和二硫代硝基苯甲酸反应生成的 ,>硝基>+>巯基苯甲

酸在波长 &(, 3?处具有最大光吸收# 标准曲线方程

为 - & 7Z/' k-64-). ' i2

&(,

_(4''6 .! '

,

k

64''- *# 根据样品管反应混合液与空白对照管显色

液吸光度值的差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相应的 7Z/

物质的量& -'!每克小白菜叶片中的 7Z/物质的量

即为 7Z/含量!单位为
$

?O28C#

(4&4-A超氧阴离子自由基!"Q

P

,

#产生速率

参照 V̀9等
(,&)

方法利用羟胺氧化法测定!*Q

P

,

与羟胺反应生成的 9Q

P

,

与对氨基苯磺酸和
!

>萘胺反

应!生成物在波长 +)6 3?有吸收高峰# 标准曲线方

程为 - &*Q

P

,

' k,.*4,+) , i2

+)6

_646*( '!'

,

k

64''' &# 根据样品管显色液与对照管显色液吸光度

值的差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相应的*Q

P

,

物质的量

&-'!*Q

P

,

产生速率单位为 3?O28&?H3*C'#

!5H"数据分析

采用 <LF"2,6(6 处理数据%Z=ZZ ,, 统计分析%显

著性分析采用最低显著性差异法!!u646+ 表示差异

性不显著!646( B!B646+ 表示差异性显著!!B646(

表示差异性极显著%制图使用 QJHCH3 ,6(.#

,A结果与分析

45!"(Y;活性

ZQ;通过催化*Q

P

,

迅速歧化为 /

,

Q

,

和 Q

,

来

解除*Q

P

,

的毒害
((')

# 有研究表明!ZQ;在清除机体

内*Q

P

,

方面起到 '65以上的作用
(,+)

# 如图 ( 所

示!小白菜 ZQ;活性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呈上升趋

势!黄仁华
(,*)

认为这是机体自身的保护调节机制#

小白菜 ZQ;活性在 ( $ 内大幅上升!可能是因为

*Q

P

,

初始值较高&图 .'!机体亟需增强 ZQ;活性来

清除积累的*Q

P

,

# 在贮藏 ( m, $时!不同于 1:组

的上升趋势!) 个乙醇处理组的 ZQ;活性均有所下

降!其中 +66"( 666

$

8̂̂ 组 ZQ;活性下降较多%, $

后!各乙醇组逐渐回升# ( 666

$

8̂̂ 组在 ( m& $ 的

ZQ;活性均低于 1:组!第 , 天时极显著&!B646('低

于 1:组# 整个贮藏期间!.+6

$

8̂̂ 组都能有效诱导

ZQ;活性的提高!到贮藏结束时!.+6

$

8̂̂ 组 ZQ;活

性达 ,4.' Y8C!显著高于 +66

$

8̂̂ 组的 ,4+* Y8C和

( 666

$

8̂̂组的 ,4+) Y8C&!B646+'!极显著高于1:

组的 ,4&( Y8C&!B646('# 适宜浓度的乙醇处理可通

过诱导小白菜体内的 ZQ;基因表达来提高 ZQ;活

性
(,.)

!浓度较低其诱导能力也稍弱!而过高浓度&( 666

$

8̂̂'乙醇易进入机体内部!致使机体产生更多氧化

性的自由基或基团!削弱 ZQ;的清除能力
(,-)

#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ZQ;活性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ZQ;#FKHNHK[OIM#DF@OH

454"J1#活性

1VW的作用是将 /

,

Q

,

还原为 Q

,

和 /

,

Q!以防

止活性更强的*Q/的形成
(,')

# 由图 , 可知!1:组

贮藏期间 1VW活性始终低于初始值!且全程显著低

于乙醇处理组&!B646+'!可见乙醇熏蒸能有效增强

小白菜1VW活性# 前 ) $!各乙醇处理组1VW活性没

有显著性差异 &!u646+'!第 & 天开始!( 666

$

8̂̂

组诱导 1VW活性的能力有所下降!显著低于其他处

理组&!B646+'# 小白菜 1VW活性在第 & 天出现峰

值!推测是前) $各组 1VW清除 /

,

Q

,

的能力不强!

ZQ;清除*Q

P

,

后产生的 /

,

Q

,

逐渐积累!在第 & 天

胁迫机体 1VW活性大幅上升以维持氧化与抗氧化之

间的平衡# +66

$

8̂̂ 组在第 & 天 1VW活性达最大

值 (-4,,+ Y8C!极显著高于 1:组和 ( 666

$

8̂̂ 组

&!B646('# 到贮藏结束时!.+6

$

8̂̂组 1VW活性

最高!+66

$

8̂̂组稍弱!两组并未形成显著性差异

&!u646+'!但均极显著高于 1:组和 (666

$

8̂̂ 组

&!B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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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1VW活性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1VW#FKHNHK[OIM#DF@OH

456"1=a活性

V=]以抗坏血酸为电子供体!催化其与 /

,

Q

,

反

应!以氧化抗坏血酸为代价分解 /

,

Q

()6)

,

# 如图 ) 所

示!贮藏期间!各组 V=]活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贮

藏至第 ( 天时!.+6

$

8̂̂ 组下降幅度最小!仅下降

*4*.5!而 1:组 V=]活性已经下降了 +64(*5!两组

间差异极显著&!B646('# 贮藏前 ) $ 各组 V=]活性

下降较迅速!而到贮藏后期!各组 V=]活性变化已经

很平缓# +66".+6

$

8̂̂ 组在整个贮藏期间 V=]活性

始终高于 1:组!其中第 ("* 天差异显著&!B646+'%(

666

$

8̂̂组 V=]活性在贮藏中期低于 1:组!但未形

成显著性差异&!u646+'# 到贮藏结束时!.+6

$

8̂̂

组 V=]活性值最高达 ,4,+ Y8C!显著高于 +66 和 (666

$

8̂̂组&!B646+'!极显著高于 1:组&!B646('# 适

宜浓度的乙醇处理促进*Q

P

,

歧化为/

,

Q

,

&图 ('!相应

的!适宜浓度的乙醇通过诱导 V=]活性的提升来促

进 /

,

Q

,

的分解!有效消除自由基毒害!高剂量乙醇

对 V=]活性的影响与对 ZQ;活性的影响一致#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V=]活性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V=]#FKHNHK[OIM#DF@OH

45:"=Y;活性

=Q;"1VW和 V=]都是清除 /

,

Q

,

的酶
()()

# 如

图 & 所示!6 m& $!=Q;活性不断攀升!这可能是因为

贮藏前期 1VW活性上升缓慢&图 ,'且 V=]活性一直

降低&图 )'!两者清除底物/

,

Q

,

的能力有限!故机体

需增强 =Q;活性来清除 /

,

Q

,

# 贮藏 & m+ $!=Q;活

性迅速下降!这一现象与 1VW活性的变化相似!推测

机体内出现了反馈抑制
(),)

# + m* $!=Q;活性回升!

也许是机体内启动了 VZV>7Z/循环!减轻了 =Q;清

除 /

,

Q

,

的负担
((')

# +66".+6

$

8̂̂ 组诱导 =Q;活

性全程高于其他 , 组# .+6

$

8̂̂ 组在第 )"&"* 天与

1:组差异极显著&!B646('%+66

$

8̂̂ 组在第 )"&

天与 1:组差异显著&!B646+'!第 * 天差异极显著

&!B646('%( 666

$

8̂̂组全程与 1:组未形成显著

性差异&!u646+'!且第 , 天时 =Q;活性低于 1:

组# 可见!+66 和 .+6

$

8̂̂ 组均能有效诱导 =Q;活

性的提高!.+6

$

8̂̂组提升程度更高#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Q;活性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Q;#FKHNHK[OIM#DF@OH

45H"1(1含量

小白菜富含 VZV!VZV既可直接清除*Q

P

,

"

(

Q

,

"

*Q/等活性氧!也可作为 V=]清除 /

,

Q

,

的电子供

体间接清除活性氧!提高细胞抗氧化系统的还原

势
(('!)))

# 如图 + 所示!6 m( $!各组 VZV含量呈下降

趋势!1:组下降幅度最小!且显著高于 ( 666

$

8̂̂

组&!B646+'!极显著高于 +66 和 .+6

$

8̂̂ 组&!B

646('# 这可能是贮藏前期乙醇处理组 ZQ;清除

*Q

P

,

的效率较高 &图 ('!使 /

,

Q

,

积累!机体启动

VZV>7Z/循环还原 /

,

Q

,

的同时 VZV自身被氧化
()&)

!

V=]活性的增强&图 )'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贮藏中期

&( m& $'!各组 VZV含量不降反增!但始终未超过初

始值!推测是被氧化的脱氢抗坏血酸通过 VZV>7Z/循

环被还原成 VZV

()+)

# & m* $!各组 VZV含量迅速下

降!此时小白菜衰老程度严重!几乎无法再实现 VZV

的还原再生!VZV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不断流失# 从

各组 VZV回升达到的最高值以及贮藏后期的下降程

度来看!.+6

$

8̂̂组在延缓 VZV下降上效果最好#

45I"9(<含量

7Z/是细胞体内关键的非酶性抗氧化物质!能

参与缓冲机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对抗活性氧对机体

的伤害
()*)

# 如图 * 所示!7Z/含量呈波动下降趋势#

6 m( $和 & m+ $ 各组 7Z/含量上升!推测是此段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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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VZV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VZVFO3K"3KOIM#DF@OH

藏期间外部环境不利于小白菜贮藏!小白菜由此作出

应激反应
().)

# ( m& $ 各组呈下降趋势!结合 VZV含

量的变化趋势&图 +'!推测此阶段 7Z/以自身氧化

为代价促进 VZV的还原再生
((')

# .+6

$

8̂̂ 组在第

( 天时 7Z/含量显著高于 1:组&!B646+'!第 ,")

天极显著高于其他 ) 组&!B646('!.+6

$

8̂̂组在维

持较高的 7Z/含量上效果最佳#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7Z/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7Z/FO3K"3KOIM#DF@OH

45W"&Y

O

4

产生速率

如图 . 所示!贮藏期间*Q

P

,

产生速率不断升

高# *Q

P

,

初始值高达 &-(4(- 3?O28&?H3*C'!可见

采摘小白菜时的机械切割诱导*Q

P

,

大量产生
()-)

#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Q

P

,

产生速率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TM"JOLH$"#3HO3

J#$HF#2MJO$TFKHO3 J#K"OIM#DF@OH

总体来看!+66 和 .+6

$

8̂̂ 组增长趋势较为平

缓!而1:组和 ( 666

$

8̂̂组增长趋势更为陡峭# 并

非乙醇处理组都能有效地抑制*Q

P

,

产生速率!( 666

$

8̂̂组自第 ) 天起*Q

P

,

产生速率高于 1:组!差异

显著&!B646+'!这可能是因为高浓度乙醇胁迫下!

活性氧清除酶活性下降&图 ( m图 &'!抗氧化物质的

消耗加快&图 + m图 *'!导致*Q

P

,

不能被及时清除

而积累在机体内部# .+6

$

8̂̂组始终保持*Q

P

,

产

生速率最低值!且自第 , 天起与 +66

$

8̂̂ 组差异显

著&!B646+'!与其他 , 组差异极显著 &!B646('!

这可能是因为该浓度乙醇处理能有效地诱导抗氧化

酶活性的提高!同时延缓抗氧化物质降解的速率!从

而使机体内活性氧清除能力提升!达到及时有效地清

除*Q

P

,

的效果
()')

# 贮藏结束时!各组*Q

P

,

产生速

率相对于初始值分别增长了 .-4,+5 &1:组 '"

,'4'.5& +66

$

8̂̂ 组 '" ,(4-+5 & .+6

$

8̂̂ 组 '"

-+4,)5&(666

$

8̂̂组'#

45U"P;1含量

U;V含量可表征脂质过氧化程度# 如图 - 所

示!各组 U;V含量持续上升!说明活性氧积累导致

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日益严重# 除了第 + 天!( 666

$

8̂̂组贮藏期间 U;V含量均高于 1:组!且第 ("&

天差异显著 &!B646+'!第 ) 天差异极显著 &!B

646('!这是因为诱发膜脂过氧化是*Q

P

,

损伤生物

体的机理之一
(),)

!高浓度乙醇提升了*Q

P

,

产生速率

&图 .'!进一步加重膜脂过氧化# +66 和 .+6

$

8̂̂

组均能有效地减缓 U;V含量的上升!贮藏前期两者

差异并不显著&!u646+'!& m* $!.+6

$

8̂̂ 组显著

低于 +66

$

8̂̂ 组&!B646+'# 这是因为 .+6

$

8̂̂

组在活性氧清除能力的提升及机体内部氧化+抗氧

化平衡的维持上效果最佳!因此活性氧对细胞质膜的

攻击程度最小!膜脂过氧化程度最弱!而 +66

$

8̂̂组

由于浓度较小!虽然未加重膜脂过氧化!但抑制膜脂

过氧化的效果稍弱# 贮藏末期!.+6

$

8̂̂ 乙醇熏蒸

处理 U;V含量最低!仅为 1:组的 -)4((5#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 U;V含量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U;VFO3K"3KOIM#DF@OH



食品与发酵工业
GQQ;V9;G<!U<9WVWXQ9X9;YZW!X<Z

!)*##

!"!"'()*#$+(*!%&,(-.)#%&'

45V"相对电导率

相对电导率表征细胞膜结构的破坏程度
((-)

!储

存期间!细胞逐渐衰老!膜通透性逐渐增大# ( 666

$

8̂̂组相对电导率在贮藏初期上升幅度最大!在第

(") 天显著高于 1:组&!B646+'!第 ,"* 天极显著

高于 1:组&!B646('!可能是乙醇浓度过高加速了

膜破裂
(&6)

!加剧离子泄露# 第 , 天开始!1:组增长

幅度大幅增加!) m& $ 时其相对电导率值仅稍低于

( 666

$

8̂̂ 组!第 + 天时已经高于 (666

$

8̂̂ 组#

6 m, $!.+6

$

8̂̂组与 1:组"+66

$

8̂̂ 组未形成显

著性差异&!u646+'%) m* $!.+6

$

8̂̂ 组相对电导

率极显著低于 1:组和 +66

$

8̂̂ 组&!B646('# 这

可能是因为 .+6

$

8̂̂组能够最有效地抑制膜脂过氧

化!从而减弱细胞膜的破坏程度#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J"2#KHN"

FO3$TFKHNHK[OIM#DF@OH

45!S"叶绿素含量

如图 (6 所示!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小白菜逐渐

衰老!体内的叶绿素逐渐降解!各组叶绿素含量逐渐

减少# +66 和 .+6

$

8̂̂组下降趋势较平缓!1:组和

( 666

$

8̂̂ 组下降较迅速# ( m) $!1:组尚未与

+66".+6

$

8̂̂ 组形成显著性差异 &!B646+'%& m

* $!1:组叶绿素含量极显著低于 +66 和 .+6

$

8̂̂

组&!B646('# ( 666

$

8̂̂ 组叶绿素含量始终为最

低值!且 6 m, $ 与 1:组差异显著 &!B646+'!& m

* $差异极显著 &!B646( '# 到贮藏结束时! .+6

$

8̂̂组叶绿素含量为 ,'4+& ?C8C!分别为其他 ) 组

的 ,--4&-5 &1:组'"(&&4+'5 & +66

$

8̂̂ 组 ' 和

++*4)(5&( 666

$

8̂̂组'!差异极显著&!B646('#

适宜浓度乙醇熏蒸条件下!小白菜细胞质膜稳定性的

有效维持使得位于不同空间的叶绿素降解酶和叶绿

素难以接触
((+)

!叶绿素降解难度增加!小白菜保持更

高的叶绿素含量%而高剂量乙醇加剧膜损伤!促进叶

绿素降解#

图 (6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GHC4(6A<II"FK%OI"K@#3O2IT?HC#KHO3 O3 F@2OJOM@[22

FO3K"3KOIM#DF@OH

45!!"色差 :

!

$+

!

$-

!值

如图 (( 所示!贮藏期间小白菜 ;

!

"%

!

",

!值均

呈现上升趋势# ;

!值反映明度!;

!值呈现上升趋势

表示小白菜在贮藏过程中逐渐变亮!+66 和 .+6

$

8̂̂

组的 ;

!值上升趋势较缓慢# %

!值反映色泽的红绿

偏向!%

!为负值表示颜色偏向为绿色!负值越小!小

白菜越鲜绿!%

!值越接近零!小白菜色泽越偏离绿

色# 贮藏前期各组 %

!值差异尚不显著&!u646+' #

第, 天起!( 666

$

8̂̂ 组 %

!值迅猛增加!贮藏中期

显著&!B646+'高于其他 ) 组!第 & 天时 %

!值已达

P,4'# +66 和 .+6

$

8̂̂ 组整个贮藏期间 %

!值变

化较小!.+6

$

8̂̂组在贮藏前期"中期更能维持较

低 %

!值!贮藏后期 +66

$

8̂̂ 组更能延缓小白菜褪

绿速率# 贮藏结束时!+66

$

8̂̂ 组 %

!值为 P*4&6!

.+6

$

8̂̂ 组为 P+4&(!显著低于 1:组和 ( 666

$

8̂̂组&!B646+' # ,

!值反映小白菜的黄蓝偏向!

,

!值为正值说明颜色偏向为黄色!正值越大小白菜

越黄# 图 ((>F显示 1:组和 ( 666

$

8̂̂ 组的 ,

!值

增长迅速!第 , 天后与其他 , 组形成显著差异

&!B646+' !说明这 , 组小白菜变黄速率快!乙醇浓

度较低的 , 组可以抑制 ,

!值的上升!延缓小白菜黄

化速率# 综上!+66 和 .+6

$

8̂̂ 组可很好的抑制

;

!

"%

!

",

!值的上升!更好的延缓小白菜黄化褪绿

速率#

)A讨论与结论

叶绿素降解与活性氧代谢失调密切相关
(())

# 采

后小白菜在衰老过程中!由于电子传递链失衡导致电

子泄漏给氧!使得活性氧的产生逐渐增加!活性氧代

谢平衡被打破!蓄积的活性氧自由基攻击细胞膜!使

得膜脂过氧化程度加剧!膜透性增大!叶绿素降解酶

所在的叶绿体被膜和叶绿素所在的类囊体膜通透性



生产与科研应用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

!值% E>%

!值% F>,

!值

图 ((A乙醇熏蒸对小白菜色差值的影响

GHC4((A<II"FK%OI"K@#3O2IT?HC#KHO3 O3 FO2OJH3$"L"%OIM#DF@OH

增大!位于不同空间的叶绿素降解酶和叶绿素相互接

触!加速了 叶绿素的降解! 小白菜逐 渐 黄 化 褪

绿
((& P(+)

# *Q

P

,

是大多数活性氧的前体!参与氧化

链反应的增殖!可衍生为 /

,

Q

,

"

(

Q

,

"*Q/等各类活

性氧
(&()

!本文用*Q

P

,

产生速率来表征活性氧的产生

水平%U;V含量和相对电导率可用来表征细胞质膜

的损伤程度
(&,)

%叶绿素含量和 ;

!

"%

!

",

!值可体现

小白菜的鲜绿状态# 本研究中!*Q

P

,

产生速率不断

增长&图 .'!机体内的活性氧处于高水平"不稳定"不

平衡的状态!积累的活性氧攻击细胞膜!加速了膜脂

过氧化!细胞质膜透性增大!U;V含量和相对电导率

不断增加 &图 - m图 ''!叶绿素不断降解 &图 (6 '!

;

!

"%

!

",

!值逐渐增加&图 (('!小白菜逐渐失去鲜绿

状态# 这与许凤
(&))

在西兰花黄化方面的研究相似#

适宜的乙醇熏蒸处理能诱导机体针对活性氧引

发的氧胁迫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果蔬体内存在着

由抗氧化酶和抗氧化物质组成的活性氧防御系

统
(&&)

# 抗氧化酶包含有 ZQ;"1VW"=Q;和 V=]等

酶类!它们相互协调来减轻机体的氧化损伤!是清除

活性氧的主力军
(&+)

%抗氧化物质也具有防御活性氧

的功能!包含有 VZV"7Z/等物质
(&* P&.)

# 在活性氧

清除过程中!这两大系统相互配合!共同清除机体中

积累的活性氧!维持机体内氧化与抗氧化之间的平

衡# 乙醇调控活性氧代谢的途径如下$首先!乙醇通

过诱导抗氧化酶活性的提升!抑制抗氧化物质含量的

减少!从而提高机体的活性氧清除效率%紧接着!活性

氧清除能力的提升使得蓄积的活性氧逐渐被清除!从

而减缓活性氧的产生速率!逐渐达到活性氧产生+++

清除平衡# 本研究中 +66".+6

$

8̂̂的乙醇熏蒸处理

诱导了抗氧化酶 ZQ;"1VW"=Q;和 V=]活性的提

高!延缓了抗氧化物质 VZV和 7Z/含量的下降!从

酶和非酶两方面提升了活性氧的清除能力!使得*

Q

P

,

产生速率的增势放缓#

本研究发现!小白菜贮藏期间 1VW活性"V=]活

性"VZV含量和 7Z/含量的下降!加速了*Q

P

,

产生!

活性氧积累诱导机体产生应激反应!反之诱导了抗氧

化酶 1VW"V=]"ZQ;"=Q;活性的提升并减少了抗氧

化物质 VZV"7Z/的消耗!促进机体清除自由基# 这

与王慧倩
()')

研究青花菜抗氧化活性时的结果一致#

并非所有的乙醇熏蒸浓度均对小白菜有护绿效

果!本研究中!( 666

$

8̂̂ 乙醇熏蒸处理由于浓度过

高!对小白菜的破坏能力超出其自身修复能力!不利

于小白菜的采后护绿# ( 666

$

8̂̂ 乙醇不利于贮藏

中期 ZQ;"1VW活性和 7Z/含量的维持!贮藏后期

VZV含量下降趋势快于对照组!活性氧代谢平衡被

打破!难以维持较低的 U;V含量和相对电导率!引

发了膜损伤!最终加速了叶绿素的降解!难以保持鲜

绿状态#

综上所述!+66".+6

$

8̂̂ 的乙醇处理通过提升

活性氧清除酶活力!维持较高的抗氧化物质含量!从

而提高机体内部的活性氧清除能力!抑制活性氧的产

生速率!维持活性氧产生+++清除平衡!进而减弱膜

损伤!在整个贮藏期间保持较高的叶绿素含量和较低

的 ;

!

"%

!

",

!值!达到护绿效果!以 .+6

$

8̂̂ 组效果

最佳# 而 ( 666

$

8̂̂组在贮藏中期诱导 ZQ;和V=]

活性的能力不如对照组!其*Q

P

,

产生速率"U;V含量

和相对电导率在第 ) 天时更是显著高于对照组&!B

646+'!到贮藏结束时其叶绿素含量仅为对照组的

+(4-&5!差异极显著&!B646('!由此看来!过高浓度

的乙醇处理会减弱活性氧清除能力!导致活性氧积累!

加剧细胞膜的氧化损伤!反而加速了叶绿素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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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a)4食品科学!,6(+!)*&,&' $)&) P)&.4

((.)A徐芬芬! 叶利民!徐卫红!等4小白菜叶绿素含量的测定方法比

较(a)4北方园艺!,6(6&,)' $), P)&4

((-)A程曦4控温包装在莴笋尖常温物流过程中的保鲜机理及优化

研究(;)4重庆$西南大学!,6(.4

((')A曹建康! 姜微波!赵玉梅4果蔬采后生理生化实验指导(U)4北

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66.4

(,6)A王学奎4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 (U)4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66*4

(,()A李合生4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 (U)4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6664

(,,)A赵世杰! 苍晶4植物生理学试验指导(U)4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6(+4

(,))A0XV9U! X̂]!Z/<9b!"K#24V$#MKHN"FOMM"JKO2"J#3F"H3 #75<1A

7/@)% <%)*<1L:-5)5H3NO2N"%MJO$TFKHO3 OI1T>H3$TF"$ K@HO2M"MKH$"%

(a)4=2#3K7JOfK@ !"CT2#KHO3!,66+!&.&(' $*+ P.)4

(,&)A V̀9S!;VX0! X̂Y]!"K#24G2OO$H3C>H3$TF"$ ?"?EJ#3"$#?#C"!

2HMH$ OLH$#KHO3 #3$ #FKHN#K"$ OL[C"3 C"3"J#KHO3 H3 FOJ3 2"#N"%(a)4

=2#3K#3$ ZOH2!(''*!(.'&,' $,*( P,*-4

(,+)A林文洁! 陈丽晖4植物体中的自由基(a)4海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6 P).+4

(,*)A黄仁华4甜橙果实抗氧化特性及水杨酸对其影响的研究(;)4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66.4

(,.)A姬亚茹! 周福慧!姜爱丽!等4乙醇熏蒸处理对采后蓝莓果实品

质的影响(a)4包装工程!,6(-!)'&()' $-+ P',4

(,-)A项翠琴! 陈自强!傅慰祖4乙醇对大鼠神经行为及相关酶的影

响(a)4环境与职业医学!,66,&+' $,') P,'+4

(,')A赵昱蠧! 张敏!姜雪!等4短时热处理对低温逆境下黄瓜不同部

位的冷害及活性氧代谢影响 (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 $(-6 P(-.4

()6)Ab/V97!!7YQ]!b/V97 !̀"K#24X3I2T"3F"OI?O$HIH"$ #K?O%M@"J"

KJ"#K?"3KO3 MO%K>@#JN"%KJ"#FKHN"OL[C"3 ?"K#EO2H%?OIMO?"CJ#3#K"

M""2%(a)49#KTJ#2=JO$TFK!"%"#JF@!,6,6!)&&+'$.&6 P.&&4

()()A1/<91!/Y\!b/V97!!"K#24<II"FK%OI@[$JOC"3 %T2IH$"O3

K@"%TJI#F"f@HK"3H3C#3$ M@[%HO2OCHF#2J"%MO3%"%OIIJ"%@>FTKF#J>

JOK%(a)4aOTJ3#2OIK@"ZFH"3F"OIGOO$ #3$ VCJHFT2KTJ"!,6(-!'-

&(,' $& .,* P& .),4

(),)A张昂! 郑瑜琬!陈腾!等4葡萄休眠解除过程中冬芽组织活性氧

与抗氧化系统的变化特征 (a)4西北植物学报!,6(,!), &(6' $

, 6.+ P, 6-(4

()))A;VR<̀ U\!UQ9WV7YU!X9b<;!"K#24=2#3K;>#%FOJEHF#FH$$

F@"?H%KJ[!IT3FKHO3!?"K#EO2H%?! EHO#N#H2#EH2HK[#3$ "II"FK%OIMJO>

F"%%H3C(a)4aOTJ3#2OIK@"ZFH"3F"OIGOO$ #3$ VCJHFT2KTJ"!,666!

-6&.' $-,+ P-*64

()&)A于延文4乙烯和 VSV通过 VSX& 调控抗坏血酸生物合成和活

性氧积累的分子基础(;)4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6(-4

()+)AZ/V91!b/QY !̀ X̂YU49HKJHFOLH$"M#JKHFHM#K"%H3 K@"J"CT2#>

KHO3 OIK@"#%FOJE#K">C2TK#K@HO3"F[F2"E["LOC"3OT%d#%?O3HF#FH$

H3 K@"2"#N"%OIf@"#K%""$2H3C%T3$"J$JOTC@K%KJ"%%(a)4=JOKOM2#%>

?#!,6(+!,+,&+' $( )'. P( &6+4

()*)AVS<;Z!RV̂ <9WX9VU!UX1/VR!"K#24!"%MO3%"OIK@"FT2KH>

N#K"$ KO?#KO#3$ HK%fH2$ %#2K>KO2"J#3KJ"2#KHN";=*14:05)*1- 4:--:77))

KO%#2K>$"M"3$"3KOLH$#KHN"%KJ"%%$ W@"JOOK#3KHOLH$#KHN"%[%K"?

(a)4=@[%HO2OCH#=2#3K#JT?!,66(!((,&&' $&-. P&'&4

().)A罗娅! 汤浩茹!张勇4低温胁迫对草莓叶片 ZQ;和 V%V>7Z/循

环酶系统的影响(a)4园艺学报!,66.!)&&*' $( &6+ P( &(64

()-)A赵宇瑛4黄瓜磷脂酶 ;和抗氧化系统对采后机械损伤胁迫的

响应(;)4杭州$浙江大学!,6((4

()')A王慧倩4乙醇预处理对鲜切西兰花品质和抗氧化活性影响

(;)4南京$南京农业大学!,6(&4

(&6)A周奕含! 孙扬!李晨曦!等4胚乳裂纹对玉米种子萌发过程中保

护酶活性的影响(a)4玉米科学!,6(&!,,&,' $') P'.4

(&()AWY!!<9Z aG4UHKOF@O3$JH#2IOJ?#KHO3 OIJ"#FKHN"OL[C"3 %M"FH"%

(a)4W@"aOTJ3#2OIM@[%HO2OC[!,66)!++,&,' $))+ P)&&4

(&,)A许婷婷! 张婷婷!姚文思!等4热处理对低温胁迫下黄瓜活性氧

代谢和膜脂组分的影响(a)4核农学报!,6,6!)&&(' $-+ P')4

(&))A许凤4采后处理对延缓青花菜衰老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4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6(,4

(&&)A庞强强! 周曼!孙晓东!等4菜心耐热性评价及酶促抗氧化系统

对高温胁迫的响应(a)4浙江农业学报!,6,6!),&(' $., P.'4

(&+)A王新坤!刘超!杨清梅!等4日喀则市青稞全籽粒抗氧化品质研

究(a)4核农学报!,6,6!)&&(' $(,6 P()64

(&*)A温银元! 郭平毅!尹美强!等4扑草净对远志幼苗根系活力及氧

化胁迫的影响(a)4生态学报!,6(,!),&-' $, +6* P, +(&4

(&.)A刘慧英! 朱祝军!吕国华4低温胁迫对嫁接西瓜耐冷性和活性

氧清除系统的影响 (a)4应用生态学报!,66&!(+ & & ' $*+' P

**,4



生产与科研应用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QX$(64()''+8d4F3DH4(( P(-6,8K%46,&.)&

引用格式!陈浩!杨莹!赵良忠 !等4湘派卤汁循环使用安全监测及预警模型的构建(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P

(-.41/<9/#O! V̀97 H̀3C! b/VQ Ĥ#3Cc@O3C! "K#24W@"%#I"K[?O3HKOJH3C#3$ "#J2[>f#J3H3C?O$"2FO3%KJTFKHO3 IOJ

]H#3CM#HEJH3"J"F[F2H3C(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湘派卤汁循环使用安全监测及预警模型的构建

陈浩 (!,!)

!杨莹 (!,!)

!赵良忠 (!,!)

!岳子坚 &

!尹乐斌 (!,!)

!

!陈海凤 (

(&邵阳学院 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湖南 邵阳! &,,666',&豆制品加工与安全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邵阳! &,,666'

)&湖南省果蔬清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 邵阳! &,,666'&&邵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湖南 邵阳! &,,666'

摘A要A为评价工业化湘派卤汁循环使用的安全性%确定卤汁安全预警指标!对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主要化学

安全指标变化进行监测!并分析安全指标与循环使用时间的相关性!建立安全预警模型" 结果表明#卤汁循环使

用 (*( $内!监测的安全指标均低于国家标准安全限量值!安全性较高$随着循环使用时间的增加!总酸和过氧化值缓

慢升高!但总酸波动较大!铬含量先升高后趋于稳定!总砷含量变化不大!镉有 & 次微量检出!亚硝酸盐%铅和黄曲霉毒

素 S

(

均未检出$总酸%过氧化值和铬含量与循环使用天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综合生产实际!选择铬为卤汁安全的预警

指标!构建卤汁循环使用安全预警模型!为卤制品工业生产的安全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A卤制$卤汁循环使用$食品安全$预警指标$安全预警模型

#@'+$.')B A->*)-?*>F $>C'$?&B2L$?>*>F A-C'&,->+)?G,)*->.-?

a*$>FE$*%?*>'?',B,&*>F

1/<9/#O

(!,!)

! V̀97 H̀3C

(!,!)

!b/VQ Ĥ#3Cc@O3C

(!,!)

!

Ỳ<bHdH#3

&

! X̀9 "̂EH3

(!,!)

!

!1/<9/#HI"3C

(

(&1O22"C"OIGOO$ ZFH"3F"#3$ 1@"?HF#2<3CH3""JH3C! Z@#O[#3CY3HN"J%HK[! Z@#O[#3C&,,666! 1@H3#'

,&/T3#3 =JONH3FH#2:"[ #̂EOJ#KOJ[OIZO[E"#3 =JO$TFK%=JOF"%%H3C#3$ Z#I"K[1O3KJO2! Z@#O[#3C&,,666! 1@H3#'

)&/T3#3 =JONH3FH#2<3CH3""JH3C!"%"#JF@ 1"3K"JIOJGJTHK%#3$ R"C"K#E2"%12"#3H3C=JOF"%%H3C! Z@#O[#3C&,,666! 1@H3#'

&&Z@#O[#3CGOO$ #3$ ;JTCX3%M"FKHO3 X3%KHKTK"! Z@#O[#3C&,,666! 1@H3#'

1N(#/1J#AW@H%%KT$[#H?%KO"N#2T#K"K@"%#I"K[OIJ"F[F2H3CH3$T%KJH#2Hc"$ ]H#3CM#HEJH3"#3$ $">

K"J?H3"MJ">f#J3H3CH3$HF#KOJ%IOJ?#JH3#$"%#I"K[4W@"F@#3C"%OI?#H3 F@"?HF#2%#I"K[H3$"L"%H3 K@"

MJOF"%%OIEJH3"J"F[F2H3Cf"J"H3N"%KHC#K"$4V3$ K@"FOJJ"2#KHO3 E"Kf""3 %#I"K[H3$"L#3$ J"F[F2"KH?"%

f#%ITJK@"J"LM2OJ"$4UOJ"ON"J! K@"%#I"K[MJ"$HFKHO3 ?O$"2OIJ"F[F2"$ EJH3"f#%"%K#E2H%@"$4W@"J">

%T2K%%@Of"$ K@#KK@"FO3K"3K%OI?O3HKOJ"$ %#I"K[H3$"L"%H3 K@"EJH3"f"J"I#J2Of"JK@#3 K@"HJ2Of"%K

2H?HK%KHMT2#K"$ H3 1@H3"%"3#KHO3#2IOO$ %#I"K[%K#3$#J$%fHK@H3 (*( $#[%OIEJH3"J"F[F2H3CM"JHO$4V%

KH?"%OIJ"F[F2H3CH3FJ"#%"$! #2K@OTC@ K@"KOK#2#FH$ I2TFKT#K"%CJ"#K2[! K@"KOK#2#FH$ #3$ M"JOLH$"FO3>

K"3K%H3 K@"EJH3"H3FJ"#%"$ %2Of2[4W@"FO3K"3KOI1JH3 K@"EJH3"IHJ%KH3FJ"#%"$ #KK@"E"CH33H3C#3$

K@"3 %K#EH2Hc"$ #K#%#I"K[2"N"2! f@H2"K@"FO3K"3KOIKOK#2V%$H$ 3OKF@#3C"?TF@4/Of"N"J! fHK@H3

K@""LM"JH?"3K#2M"JHO$! 1$ f#%$"K"FK"$ H3 & KJ#F"#?OT3K%% 3O3HKJHK"! =E! #3$ VGS

(

f"J"$"K"FK"$4

GTJK@"J#3#2[%H%$"?O3%KJ#K"$ K@#KK@"FO3K"3K%OIKOK#2#FH$! M"JOLH$"#3$ 1JH3 K@"EJH3"f"J"%HC3HIH>

F#3K2[#3$ MO%HKHN"2[FOJJ"2#K"$ fHK@ K@"F[F2H3C$#[%4W@T%! K@"FO3K"3KOI1Jf#%%"2"FK"$ #%K@""#J>

2[>f#J3H3CH3$"LIOJK@"%#I"K[OIEJH3"4W@"%#I"K["#J2[>f#J3H3C?O$"2OIEJH3"J"F[F2H3Cf#%FO3>

%KJTFK"$! #3$ HKMJONH$"%#J"I"J"3F"IOJK@"%#I"K[?#3#C"?"3KOI%K"f"$ MJO$TFK4

7'B L-?C+A?#JH3#KH3C% J"F[F2"$ EJH3"% IOO$ %#I"K[% "#J2[>f#J3H3CH3$"L% %#I"K["#J2[>f#J3H3C?O$"2

第一作者$博士研究生!讲师&尹乐斌副教授为通讯作者!<>?#H2$[H32"EH36&+(j(*)4FO?'

AA基金项目$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创新平台项目&,6('W=(6,-' %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6('Z:,(,,' %湖

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项目&,6(' 9:&,,'' %湖南省果蔬清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6(+W=,6,,' %湖南省教育厅优

秀青年项目 & (-S&,. ' %邵阳学院 /双一流 0 建设产学研合作平台 &邵院通 ( ,6(- ) +6 号 '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 Z,6('(6+&.6)* 湘教通(,6('),(' 号'

收稿日期$,6,6>6*>(,!改回日期$,6,6>6.>6*



食品与发酵工业
GQQ;V9;G<!U<9WVWXQ9X9;YZW!X<Z

!*$##

!"!"'()*#$+(*!%&,(-.)#%&'

AA湘派卤制起源于邵阳武冈!相传是秦朝方士炼丹

偶然发明!需事先熬煮八角"桂皮等数十种中药材或

加入动物骨头制成卤汁!而后依次加入调味料&不人

为添加防腐剂"护色剂'!再放入食品原料浸煮若干

小时后捞出摊凉!重复卤煮摊凉 , m& 次!具有 /药

卤0"/浸渍0"/香辣0等特点
(( P,)

# 随着卤制品行业

从手工作坊迈向工业化!卤制作为产品赋香增味的关

键工序!设备更新换代快!已由早期的半自动间歇式

蒸汽卤制锅升级为全自动输送带式"步进式卤制槽或

立式卤制罐!生产能力成倍增加!但管理上仍遵循传

统技艺!仅凭师傅个人经验!随意性较大
() P+)

# 秉承

/老卤是珍宝0的传统理念!生产中所使用的卤汁往

往是循环利用的# 在这过程中!营养"风味等物质不

断溶入"渗出使卤汁具有独特风味的同时!原辅料中

不良成分也会迁移"蓄积至卤汁!存在一定食品安全

风险
(* P.)

# 虽有些学者对盐水鸭
(-)

"盐鸡
(')

"卤猪

蹄
((6)

等产品生产用卤汁进行安全性研究!但多在实

验室模拟完成!卤汁循环使用次数和时间"生产量等

均与工厂大生产相差甚远!难以准确评价工业化卤汁

循环使用的安全性!因此!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因缺乏

卤汁安全评价指标而不能标准化管理的问题#

本研究以工业化湘派卤汁为研究对象!监测卤汁

循环使用中总酸"过氧化值"亚硝酸盐含量"重金属

&铅"镉"铬"总砷'"黄曲霉毒素 S

(

等化学安全指标

的变化!研究安全指标与循环使用时间的相关性!以

期获得评价卤汁循环使用安全性的预警指标!并建立

卤汁循环使用安全预测模型!为卤制品工业生产的安

全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A实验材料与方法

!5!"材料与试剂

工业化湘派卤汁!湖南某食品有限公司湘派卤豆

干卤制车间的步进式卤制槽&卤汁总量约 (+ K'#

铅"镉"铬标准储备液&(666 ?C8̂'!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三氧化二砷标准品&纯度
'

''4+5'!北京

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黄曲霉毒素 S

(

标准品 &纯度

'

''4-5'!北京威瑞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4"仪器与设备

UE 型恒温数显电热板!北京科伟永兴仪器有限

公司%VGZ>'()6 原子荧光光谱仪!北京吉天仪器有限

公司%YR>(.-6 紫外分光光度计"VV.666 原子吸收光

谱仪!日本岛津公司%Y2KHU#K")666 高效液相色谱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公司#

!56"实验方法

(4)4(A湘派卤豆干工业化卤制工艺流程

湘派卤豆干工业化生产采用/卤制>冷却>卤制0二

道卤制工序!参数均为$-+ h"时间 *6 ?H3# 每日生产

结束!待卤汁冷却!滤网清除漂浮油沫和沉淀!回收至

卤汁暂储罐!碱水清洗卤制槽%生产前!将卤汁从卤制

暂储罐中放至卤制槽!蒸汽煮沸# 生产全过程中!卤制

槽上盖有保温层!豆干随输送带从卤制槽两端进出#

每批次进样前添加新卤汁!辅以食盐"味精"肉膏

等调味料!确保卤汁可溶性固形物浓度约为,-wSJHL

(,)

#

其中!新卤汁是由茴香"桂皮"山奈"甘草"香叶"良姜"

白蔻"八角"白芷"干辣椒等 ,6 余种香辛料与猪大骨反

复熬煮而成#

(4)4,A样品的采集

以公司使用全新卤汁生产的第 ( 天为采样起点!

每 . $ 取样 ( 次!连续采样 - 次!间隔 - 周后!继续采

样 - 次!共计 (* 次!分别记为 . $!(& $!,( $1+* $!

((, $!((' $!(,* $1(*( $# 采样当日!随机在卤制

槽选 ) 个采样点&距离
'

( ?'!每个采样点在垂直方

向 ) 个不同高度分别取 (66 ?̂ !合并!风凉!置于低

温冰箱存储备用#

(4)4)A卤汁安全指标的测定

(4)4)4(A总酸的测定

按照 7S8W(,&+*+,66- 酸碱滴定法测定#

(4)4)4,A过氧化值的测定

采用杜垒等
(-)

的分光光度法测定#

(4)4)4)A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

按照 7S+66'4))+,6(* 分光光度法测定#

(4)4)4&A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分别按 7S+66'4(,+,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

法"7S+66'4(++,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7S+66'4(,)+,6(& 石 墨 炉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法"

7S+66'4((+,6(&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

铅"镉"铬"总砷#

(4)4)4+A黄曲霉毒素 S

(

含量的测定

按照 7S+66'4,,+,6(* 高效液相色谱>柱后衍

生法测定#

!5:"数据处理

每个实验指标做 ) 个平行!结果以平均值 n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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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形式表示# 采用 XSU Z=ZZ (-46 统计软件进行

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显著性水平为 646+%采用 QJH>

CH3 -4+ 进行线性拟合#

,A结果与分析

45!"湘派卤汁循环使用的安全性分析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总酸的变化

由图 ( 可知!卤汁循环使用 ,( $!总酸含量急剧

升高&!B646+'!从 ,4,) C8DC上升至 ,4*' C8DC!升

幅达 ,64*5%而后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0波动变

化的缓慢上升趋势# 这与扒鸡"盐鸡卤汁循环使用

过程中酸度变化趋势类似
((( P(,)

# 原因可能是!原辅

料携带以及卤制过程蛋白质降解"脂肪氧化等化学反

应产生的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等酸性物质溶入并

积累于卤汁中!使得卤汁总酸含量升高%随着循环使

用时间的增加!卤汁中可溶性化合物浓度趋于饱和!

影响酸性物质的溶入
((, P())

# 而且部分酸性物质也会

在高温下发生降解!从而影响卤汁总酸# 另外!每批

次生产前的补料补水!定期清除卤制槽沉淀碎屑等日

常管理措施也会对卤汁总酸有一定的影响#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总酸

GHC4(AWOK#2#FH$ FO3K"3K$TJH3C]H#3CM#HEJH3"J"F[F2H3C

注$不同字母代表差异显著&!B646+' &下同'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过氧化值的变化

过氧化值是表征脂质氧化常用的指标!可间接反

映卤汁的安全性!因为卤汁在长期高温循环使用过程

中发生脂肪氧化而引起自由基活性增强"产生胆固

醇氧化物等有害物质!从而对人体造成潜在危

害
((& P(+)

# 由图 , 可知!卤汁循环使用中!过氧化值含

量在 )46( m)4*+ ?"e8DC波动!呈现缓慢上升的趋

势# 循环使用 +* $ 内!过氧化值变化不明显 &!u

646+'!原因可能是!卤制早期阶段!油脂与非脂成分

之间的作用不明显!且油脂的自动氧化还处于起始阶

段!油脂氧化较为缓慢
((*)

# 而在 ((, m(*( $ 内!过

氧化值略微升高!可能是随着卤制时间的延长!空气"

水"光照"温度等因素长时间作用!自由基活性增强!

脂肪氧化程度加剧!过氧化值升高
((.)

# 而每日生产

结束清除上层漂浮油沫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卤汁中

油脂氧化#

以食用植物油过氧化值的安全限量值为参考

&

(

64,+ C8(66 C'!根据公式换算即
(

('4. ?"e8DC#

在卤汁循环使用至 (*( $ 时!过氧化值含量上升至最

大值 )4*+ ?"e8DC!低于国家安全限量标准 &

(

('4.

?"e8DC'#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过氧化值

GHC4,A=QR$TJH3C]H#3CM#HEJH3"J"F[F2H3C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

由表 ( 可知!亚硝酸盐含量随循环使用变化不

大!在 64(( m64)* ?C8DC波动!循环使用 (*( $ 内!卤汁

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较小!均低于方法检出限!可视为未

检出# 不同于肉制品!湘派卤豆干生产过程中不人为添

加亚硝酸钠等护色剂!亚硝酸盐积累来源主要是原辅料

带入和卤制过程产生
((,)

# 因此!湘派卤汁循环使用中不

存在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的风险#

表 !"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 单位$?C8DC

#$%&'!"0*)?*)',->)'>)CG?*>F a*$>FE$*%?*>'?',B,&*>F

取样时间8$ . (& ,( ,- )+ &, &' +*

亚硝酸盐含量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A取样时间8$ ((, ((' (,* ()) (&6 (&. (+& (*(

亚硝酸盐含量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64,' n646&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重金属含量的变化

由表 , 可知!除 ((' $ 卤汁铅含量为 6466,+

?C8DC外!其余时间铅含量均未检出!但是 6466,+

?C8DC明显低于方法检出限 646,+ ?C8DC&换算称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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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容体积得到'!也可视为未检出# 镉在卤汁循环使 用 ,(",-"&'"(+& 和 (*( $ 有检出!但含量均不高#

表 4"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铅和镉含量 单位$?C8DC

#$%&'4"#@',@$>F'-.=%$>CJC,->)'>)CG?*>F a*$>FE$*%?*>'?',B,&*>F

取样时间8$ . (& ,( ,- )+ &, &' +*

铅含量 9; 9; 9; 9; 9; 9; 9; 9;

镉含量 9; 9; 6466( ( n64666 ) 6466( * n64666 + 9; 9; 6466& 6 n64666 + 9;

取样时间8$ ((, ((' (,* ()) (&6 (&. (+& (*(

铅含量 9; 6466, + n64666 * 9; 9; 9; 9; 9; 9;

镉含量 9; 9; 9; 9; 9; 9; 6466( , n64666 , 6466( . n64666 )

AA注$9;表示未检出!下同

AA由图 ) 可知!循环使用中!卤汁铬含量在 64,' m

64*+ ?C8DC范围内波动!,( $ 内迅速上升!而后趋于稳

定&!u646+'# 而总砷含量无明显变化&!u646+'!在

6466( * m6466) & ?C8DC范围内波动#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铬"总砷含量

GHC4)A1J#3$ V%FO3K"3K$TJH3C]H#3CM#HEJH3"J"F[F2H3C

已有研究表明!食品加工过程中!重金属元素有

从食品内部迁移至外的行为
((- P,()

!也可从接触材料

向食品体系中迁移
(,, P,&)

# 因此!原辅料中重金属的

转移和累积对卤汁影响较大!如八角"桂皮等市售香

辛料中有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检出
(,+ P,*)

# 另外!随着

熬煮时间的增加!容器中的重金属可能会缓慢溶出!

夏玲
(,.)

和杨保刚
(,-)

在反复熬煮的火锅汤料中有类

似发现# 但是重金属可溶性和热稳定性不一样!迁移

量和蓄积量就会有所差别!从实验结果看!湘派卤汁

中铬含量相对更高# 而工业化卤汁使用前期香辛料

用量较大可能是 ,( $ 内铬含量迅速上升的主要原

因# 重金属也有可能向卤制品中迁移!但几乎未发现

湘派卤豆干产品重金属超标的报道# 夏玲
(,.)

研究表

明!重金属易在油脂中积累!那么定期清除卤汁上层

漂浮油沫是降低卤汁重金属含量较好的措施#

目前!尚无国家和地方标准对卤汁重金属限量值

做出明确规定# 参照 7S,.*,+,6(. 规定的豆类中

铅"镉"铬允许的最高限量水平 &分别是 64,"64, 和

( ?C8DC'"油脂及其制品或调味品中总砷允许的最

高限量水平&分别是 64( 和 64+ ?C8DC'!卤汁循环使

用中均无重金属超标风险# 即使直接食用卤汁!我国

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铬最高限量为每人每天

+66

$

C

(,')

!以铬的最高检出量 64*+ ?C8DC计算!每

人每天需食用 64.. DC卤汁才能超出限量!现实生活

中很难做到#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黄曲霉毒素 S

(

含

量的变化

黄曲霉毒素耐热性很强!而湘派卤制温度通常不

超过 (66 h!远远低于其被破坏的温度&,-6 h'# 由

表 ) 可知!卤汁循环使用中!黄曲霉毒素 S

(

均未检

出!说明卤汁中无黄曲霉毒素带入!该企业对原辅料

选择"运输"贮藏等各环节品质控制较好!但仍需对香

辛料等易霉变原辅料进行严格管理#

表 6"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黄曲霉毒素 N

!

含量

单位$?C8DC

#$%&'6"1.&$)-D*>N

!

,->)'>)CG?*>F a*$>FE$*%?*>'

?',B,&*>F

取样时间8$ . (& ,( ,- )+ &, &' +*

黄曲霉毒素 S

(

含量
9; 9; 9; 9; 9; 9; 9; 9;

AA取样时间8$ ((, ((' (,* ()) (&6 (&. (+& (*(

黄曲霉毒素 S

(

含量
9; 9; 9; 9; 9; 9; 9; 9;

454"湘派卤汁安全指标与循环次数的相关性

利用 Z=ZZ (-46 对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各安全

指标与循环天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 总

酸"过氧化值"亚硝酸盐含量和铬含量与循环使用天

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循环使用天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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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湘派卤汁中总酸"过氧化值"亚硝酸盐和铬含量也

增加# 但亚硝酸盐的测定值均低于检出限!不作

考虑#

表 :"安全指标与循环次数相关性分析

#$%&':"J-??'&$)*->$>$&B+*+-.+$.')B *>C'D

$>C,B,&')*A'+

项目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置信度

总酸 64'&6

!!

646(

过氧化值 64-)+

!!

646(

亚硝酸盐 64&)+

!!

646(

铅 P P P

镉 P646-- P P

铬 64-&(

!!

646(

总砷 64()* P P

黄曲霉毒素 S

(

P P P

AA注$

!

相关性在 646+ 水平上显著%

!!

相关性在 646( 水平上显著

456"湘派卤汁循环使用安全预警模型的构建

,4)4(A以总酸为指标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型的构建

实际生产中!当卤汁总酸超出一定范围!卤制产

品的口感等感官品质!甚至安全性将受到很大影响!

该卤汁将不能继续生产# 利用 QJHCH3 -4+ 对卤汁循

环使用过程中总酸含量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卤汁循环

使用过程中总酸含量变化预测模型图&图 &'及预测

模型$=k,4,*( - _646(, (FP.4*'' 6 i(6

P+

F

,

_

,4+&* + i(6

P.

F

)

!相关系数 0k64',+ '!模型误差为

,4(+5!表明模型可行#

以食用植物油酸价
(

) ?C8C为参考!以 7S8W

++)6+,66+ 中酸价&值'与总酸的换算方式!即总酸

(

(+46- C8DC# 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当卤汁循环使用

&&. $ 时!湘派卤汁的总酸达到安全限定值#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总酸变化预测模型图

GHC4&A;H#CJ#?OIMJ"$HFKHO3 ?O$"2OIKOK#2#FH$ FO3K"3K

F@#3C"$TJH3C]H#3CM#HEJH3"J"F[F2H3C

,4)4,A以过氧化值为指标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型的

构建

利用 QJHCH3 -4+ 对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过氧化

值含量进行线性拟合!得到过氧化值含量变化预测模

型图&图 +'及预测模型$=k)46'+ ) _&4(&. ' i(6

P&

FP(4-)+ - i(6

P&

F

,

_+4-&' * i(6

P*

F

)

P+4&*+ . i

(6

P-

F

&

_(4*,) & i(6

P(6

F

+

!相关系数0k64'(6 ,!模

型误差 (46-5!表明模型可行#

以食用植物油的过氧化值安全限量值
(

('4.

?"e8DC为参考!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当卤汁循环使用

,). $ 时!卤汁中过氧化值含量达到安全限定值#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过氧化值含量变化预测模型图

GHC4+A;H#CJ#?OIMJ"$HFKHO3 ?O$"2OI=QRFO3K"3KF@#3C"

$TJH3C]H#3CM#HEJH3"J"F[F2H3C

,4)4)A以铬含量为指标的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型构

建

利用 QJHCH3 -4+ 对卤汁循环过程中铬含量进行

线性拟合!得到铬含量变化预测模型图&图 *'及预测

模型$=k64,*6 ' _6466' )FP'4*6. + i(6

P+

F

,

_

)4),. & i(6

P.

F

)

!相关系数 0k64-,- )!模型误差

&4)-5!表明模型可行#

以豆类中铬允许的最高限量水平 ( ?C8DC为参

考!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当卤汁循环使用至 ,6+ $ 时!

卤汁中铬达到限定值#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铬含量变化预测模型图

GHC4*A;H#CJ#?OIMJ"$HFKHO3 ?O$"2OI1JFO3K"3K

F@#3C"$TJH3C]H#3CM#HEJH3"J"F[F2H3C

,4)4&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安全预警模型的验证

,4)4&4(A以总酸为指标的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型验证

总酸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线见图 .!回归

方程为 =k64')+ &F_64(-* +!回归系数为 64'&6 &#

通过显著性检验&!B646('!说明实测值和预测值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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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程度较好!故用 =k,4,*( - _646(, (FP.4*'' 6 i

(6

P+

F

,

_,4+&* + i(6

P.

F

)

来模拟湘派卤汁循环使用

过程中总酸含量的变化#

#>总酸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散点图%

E>总酸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曲线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总酸含量变化

预测模型验证图

GHC4.AR#2H$#KHO3 OIMJ"$HFKHO3 ?O$"2IOJF@#3C"%H3 KOK#2

#FH$ $TJH3C]H#3CM#HEJH3"J"F[F2H3C

,4)4&4,A以过氧化值为指标的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

型验证

过氧化值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曲线见

图 -!回归方程为 =k64')( )F_64,(' (!回归系数为

64'.. 6# 通过显著性检验&!B646('!说明实测值和

预测值拟合程度较好!故可用=k)46'+ ) _&4(&. ' i

(6

P&

FP(4-)+ - i(6

P&

F

,

_+4-&' * i(6

P*

F

)

_+4&*+ . i

(6

P-

F

&

_(4*,) & i(6

P(6

F

+

来模拟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

程中过氧化值含量的变化#

,4)4&4)A以铬含量为指标的湘派卤汁安全预警模型

验证

铬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曲线见图 '!回归

方程为 =k64'6( )F_646&' &!回归系数为64-'& )#

通过显著性检验&!B646('!说明实测值和预测值拟

合程度较好!故用 =k64,*6 ' _6466' )FP'4*6. + i

(6

P+

F

,

_)4), .& i(6

P.

F

)

来模拟湘派卤汁循环使用

过程中铬含量的变化#

综上!建议卤制品生产企业制定卤汁安全管理措

施!如严格管控原辅料"定期清除卤汁漂浮油沫"定

期清除卤制槽沉淀碎屑"适当添加食用碱等!以降

低卤汁酸度的升高"减缓油脂的氧化# 实际生产

#>过氧化值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散点图%

E>过氧化值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曲线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过氧化值含量变化

预测模型验证图

GHC4-AR#2H$#KHO3 OIMJ"$HFKHO3 ?O$"2IOJF@#3C"%

H3 =QR$TJH3C]H#3CM#HEJH3"J"F[F2H3C

#>铬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散点图%

E>铬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的回归曲线

图 'A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铬含量变化预测模型验证图

GHC4'AR#2H$#KHO3 OIMJ"$HFKHO3 ?O$"2IOJF@#3C"%H3

1J$TJH3C]H#3CM#HEJH3"J"F[F2H3C

中!相比于总酸"过氧化值!铬含量人为干预难度更

大!且以总酸和过氧化值为指标预测卤汁循环使用

天数均高于以铬为指标预测卤汁的循环使用天数!

因此!选择铬作为湘派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安全预

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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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论

为评价工业化湘派卤汁循环使用的安全性!本研

究跟踪监测了卤汁循环使用过程中主要化学安全指

标的变化!结果表明!卤汁循环使用 (*( $ 内!监测的

安全指标均低于国标安全限量值!安全性较高# 随着

循环使用时间的增加!总酸和过氧化值缓慢升高!但

总酸波动较大!镉有 & 次微量检出!铬含量先升高后

趋于稳定!总砷含量变化不大!亚硝酸盐"铅和黄曲霉

毒素 S

(

均未检出#

本研究通过对监测安全指标与循环使用时间进

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总酸"过氧化值和铬含量与循环

使用天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综合生产实际!选择铬为

卤汁安全的预警指标!构建湘派卤汁循环使用安全预

警模型!为卤制品工业生产的安全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 然而卤汁是一个多组分的复杂体系!影响其安全

性的因素较多!本研究主要关注迁移性的安全隐患!

后续还需对卤制过程中美拉德"脂质氧化等化学反应

产生的有害产物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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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林培!管秀琼!王洪!等4食用菌菌渣和白酒丢糟共堆肥过程中氮素变化及腐熟进程(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 P('&4̂XY Ĥ3M"H!7YV9]HTeHO3C!\V97/O3C!"K#249HKJOC"3 F@#3C"%#3$ ?#KTJHK[H3 K@"FO>FO?MO%KH3CMJOF"%%

OI"$HE2"IT3C#2J"%H$T"%#3$ S#HdHT.%f#%K"%M"3KCJ#H3%(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4

食用菌菌渣和白酒丢糟共堆肥过程中氮素变化及腐熟进程

刘林培(

!管秀琼(

!

!王洪,

!刘春(

!李俊)

!胡海军)

(&四川轻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666',&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宜宾!*&&666'

)&四川轻化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666'

摘A要A以食用菌菌渣和白酒丢糟为原料进行共堆肥!研究堆肥过程中氮素变化及腐熟进程!根据前期试验结

果!利用自制堆肥反应器按照食用菌菌渣与白酒丢糟的绝干质量比值为 (l&建立堆肥系统!进行了为期 ,* $ 的

堆肥试验" 结果表明!堆肥结束时!氨态氮含量相对堆肥初始时降低了 ,)4,(5!硝态氮含量相对堆肥初始时提

高了 (,(46-5!有机氮和总氮的含量相对堆肥初始时分别提高了 ,&4+*5和 )&4)-5" 以堆肥过程中相关参数#

温度%色度%M/%电导率%有机质降解率%氨态氮%硝态氮%$值&堆肥终点 189与初始 189的比值'%水溶性有机碳

及其与有机氮比值等判断!到堆肥结束&,* $'时!堆体已达完全腐熟标准" 研究食用菌菌渣和白酒丢糟共堆肥

对实现白酒丢糟和食用菌菌渣的资源化和堆肥化处理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A白酒丢糟$食用菌菌渣$共堆肥$氮素$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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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 年中国白酒丢糟产量高达 )4* 千万 K

(()

#

由于白酒丢糟水分含量高!酸性强!易腐败变质!且不

利于贮存"运输!必须及时处理!否则会严重污染环

境
(,)

# 由于丢糟本身的 189和 M/较低!营养不足!

不适合直接堆肥!必须调节初始 189和 M/!并且需

要外加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依赖添加化学物质调

节会极大增加生产和技术成本!严重制约丢糟有机肥

的发展
())

#

据估计!中国每年至少产生 ( +66 万 K食用菌菌

渣
(&)

!目前缺乏有效处理方法!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

源浪费# 食用菌菌渣是食用菌收获后残留的物质!由

菌丝体和大量的剩余营养物质组成
(+)

# 由于食用菌

菌渣体积密度低!无植物致病菌!并且含有蛋白酶"木

质素分解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等多种酶和一定

数量的微生物以及大量的营养与微量元素
(* P.)

!可以

促进难降解有机物&如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的降解!

在堆肥中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

# 但因为食用菌菌

渣 189较高!呈微碱性!单独堆肥的效果不佳!故常

仅用作堆肥调理剂
(-)

#

共堆肥可以同时处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机废

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的物料特性!为堆肥过程提供

营养及物化条件!提高堆肥质量
(')

# 食用菌菌渣所

含的剩余营养物质符合白酒丢糟堆肥所需的外加营

养&两者适宜比例的堆肥能够满足堆肥系统对初始

189的要求'!有效形成营养优势的互补# 微碱性的

食用菌渣可以对丢糟的 M/进行一定调和# 同时!食

用菌菌渣还能为共堆肥系统引入自身携带的多种酶

和一定数量的微生物!改善堆肥环境!提高有机肥质

量
()>&!*>.!(6>(,)

# 因此!采用共堆肥方法处理食用菌菌

渣和白酒丢糟是完全可行的# 但目前!利用食用菌菌

渣和白酒丢糟共堆肥的研究鲜有报道!其堆肥过程中

的氮素变化及其腐熟进程还不明确# 本试验拟探究

食用菌菌渣和白酒丢糟共堆肥过程中氮素变化及其

腐熟进程!以期为实现白酒丢糟和食用菌菌渣的资源

化和堆肥化处理提供参考#

(A材料与方法

!5!"堆肥材料

白酒丢糟取自四川某酒厂%食用菌菌渣取自四川

自贡市某农场%复合发酵菌剂购自山东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有效菌种主要为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

菌"绿色木霉和酿酒酵母等!有效活菌数
'

,66 亿个8C#

表 ( 显示了堆肥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表 !"堆肥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B+*,$&$>C,@'A*,$&E?-E'?)*'+-.,-AE-+)*>F

A$)'?*$&+

原料 含水率85 M/ 有机质85 总氮85 189

白酒丢糟 *'4'+ n64,) )4)* n646* -.4*6 n64+, ,46- n646) ,&4&+ n64('

食用菌菌渣 )-4(* n64(. '46) n646* -(46* n646- (4). n646. )&4)* n(4.&

AA注$有机质和总氮含量均以绝干质量计

!54"装置和仪器

(4,4(A堆肥反应器

本实验所采用的自制堆肥反应器规格为 64&+ ?i

64& ?i64) ?!在其底部装有多孔透气 =R1板和通气

管道!外接充氧装置!提供系统通风%在反应器顶部附

着有水汽冷凝板!可使堆肥过程中挥发的水汽部分冷

凝!以滴落的形式返回堆体!有效降低反应器物料水

分的挥发速率#

(4,4,A主要仪器与设备

]b>\Z 型色度检测仪"雷磁 =/Z>)1型酸度计"

雷磁 ;;Z>)6.V型电导率仪!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Z/XUV;bYWQ1>R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

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Z/,,6G型石墨消解

仪!山东海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Z:;>(66 型凯氏定

氮仪!上海沛欧分析仪器有限公司%YR>(-66 型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Z7U4

U(*8(, 型人工智能箱式电阻炉!西格马仪器制造有

限公司#

!56"实验方案与采样

根据前期试验结果
())

!采用自制堆肥反应器!按

照食用菌菌渣与白酒丢糟的绝干质量比值为 (l&建

立堆体总质量&含水分'为 & DC的堆肥系统# 为快速

启动堆肥!进一步加快堆肥速率!降低堆肥耗时!在堆

肥初始以堆体物料绝干质量的 64(5添加复合发酵

菌剂!同时调节堆体初始含水率为 ++5# 在整个堆

肥过程中进行连续式不间断通风!连续通风量为

(4+ 8̂?H3# 重复 ) 次!进行为期 ,* $ 的试验# 为准

确探究堆体各参数在堆肥过程中的变化规律!除在堆

肥初始对堆体进行调节外!在堆肥过程的其余阶段均

不对堆体进行参数调节# 在堆肥第 6"&"."(("(&"

(.",6 和 ,* 天对堆体进行人工翻堆!同时从堆体的

下部!中央和上部均匀混合采集新鲜样品 &,66 C左

右'!将其分成 , 等份!( 份鲜样放置在 & h处保存!

进行色度"M/"电导率&

$

'"氨态氮和硝态氮"可溶性

有机碳分析%另 ( 份风干样粉碎过 64,+ ??筛网!对

有机质和总氮含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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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定指标与方法

通过温度传感器由电脑自动记录温度# 准确称

取 ( C堆肥鲜样样品于 ,+6 ?̂ 锥形瓶中后!添加 (6

?̂ 去离子水!)6 h和 ,66 J8?H3 的条件下水平振荡

( @!得到样品悬浮液!悬浮液在 (6 666 J8?H3 下离心

)6 ?H3!过 64&+

$

?水系滤膜!得到堆肥浸提液
(())

!

进行色度"M/"电导率和可溶性有机碳分析#

色度"M/"电导率和可溶性有机碳分别采用色度

检测仪"酸度计"电导率仪和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测

定%凯氏氮采用硫酸消解后以凯氏定氮法测定%氨态

氮和硝态氮按照 9̀ 8W(((*+,6(& 的标准进行测

定%总氮等于凯氏氮加硝态氮
((&)

%有机氮按照 9̀ 8W

(((*+,6(& 的附录 V中,有机态氮含量的测定 差减

法-进行测定%(6+ h干燥 ,& @ 测定含水率%用++6 h

马弗炉保温 ,& @ 测定灰分%有机质是干质量减去灰

分
((+)

%有机碳含量根据公式&('计算$

有机碳85 k

( P灰分质量

(4.,&

i(66 !(#

!5H"数据分析

使用 <LF"2,6(6"XSU Z=ZZ ,6 统计软件对堆肥

过程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 V9QRV法检验各参数的

统计差异!以 !B646+ 作为差异性显著判断标准#

采用 QJHCH3 -4+ 进行图形绘制#

,A结果与讨论

45!"温度$色度和含水率的变化

堆肥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反映了堆体内微生物活

性的变化!是使堆体达到无害和稳定的重要条件之

一
((*)

# 由图 ( 可知!在整个堆肥过程中环境温度的

变化范围为 ,)4+& m,*4. h# 试验 ( $ 后!堆体温度

迅速升高!达到整个堆肥过程中的最高值 +)4&) h!

与传统白酒丢糟堆肥相比!堆体升温迅速# 现有研究

表明!食用菌菌渣能促进有机物的降解!因其含有多

种酶及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微生物群落
((.)

# 有机物的

迅速降解会释放大量热!以致堆体温度迅速升高# 在

堆肥第 , m- 天!堆体温度在 +( h上下浮动!堆体的

高温期&+6 h以上'累计达到 - $!已经符合高温堆肥

无害化处理的卫生标准# 从堆肥第 ' 天开始!堆体的

温度逐渐下降!堆体进入后腐熟期#

堆肥过程的物料逐渐发黑!腐熟的堆肥产品呈黑

褐色或黑色# 张亚宁等
((-)

建议采用色度作为堆肥腐

熟度快速测定指标# 由图 ( 可知!堆体的色度在整个

堆肥过程不断升高!在堆肥结束时达到最高值

- (+& 度# 同时!结束时堆体色泽呈黑色!有土腥味!

物料手感软"细"松#

图 (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温度和色度的变化

GHC4(A1@#3C"%H3 K"?M"J#KTJ"#3$ F@JO?#KHFHK[OI

K@"FO?MO%K$TJH3CFO?MO%KH3C

图 , 是堆体在堆肥过程中含水率的变化# 在整

个堆肥过程中堆体的含水率均不断下降!在堆肥结束

时达到最低值 &,4.)5!降低率为 ,+4+.5# 堆体含

水率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微生物的

一系列生命代谢活动消耗堆体水分!二是由于取样翻

堆以及连续通风工艺的不断进行!使部分堆体水分蒸

发散失
((')

#

图 ,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含水率的变化

GHC4,A1@#3C"OIf#K"JFO3K"3KOIFO?MO%K$TJH3CFO?MO%KH3C

454"E<和导电率'

!

(的变化

M/和电导率的变化是探究堆肥过程的重要参

数
(,6)

# 图 ) 为堆体在堆肥过程中 M/和电导率的变

化# 由于白酒丢糟的酸性较强!虽然堆体添加了食用

菌菌渣!但堆体初始的 M/仍较低!为 +4-*# 随着堆

肥的进行!堆体的 M/逐渐增大!这是由于白酒丢糟中

氮元素大部分以有机氮形态存在!在堆肥初期微生物

将部分有机氮转化为氨态氮!氨态氮溶于水呈碱性!使

M/逐渐升高
((&)

# 随后!由于有机物分解而产生有机

和无机酸以及硝化作用的形成!M/值略有下降# 从堆

肥第 (( 天开始!堆体的 M/已无显著变化&!u646+'!

稳定在 -4& 左右# 而 M/的相对稳定意味着堆肥过程

的结束!堆体进入后腐熟阶段
(,()

# 到堆肥结束时!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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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 M/符合有机肥料 9̀ +,++,6(, &+4+ BM/B

-4+'#

图 )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 M/和电导率的变化

GHC4)A1@#3C"%H3 M/#3$ <1$TJH3CFO?MO%KH3C

电导率的变化与 M/相反# 堆体的电导率从堆肥初

始的 &4., ?Z8F?迅速降低!可能是氨态氮和硝态氮的

转换造成
(,,)

# 随后!由于有机物分解过程中释放出的矿

物盐导致电导率略有增加# 此后!电导率下降!可能是

氨挥发和矿盐沉淀的结果
(,))

# 在堆肥第 (( m,6 天!堆

体的电导率无显著变化&!u646+'!稳定在(4( ?Z8F?左

右# 此后!由于堆体干质量的净损失
(,))

!电导率不断增

加!直到堆肥结束# 到堆肥结束时!堆体的电导率远低

于中等敏感植物忍受的阈值&

$

B& ?Z8F?'

(,&)

#

456"堆肥过程中氮素的转化

在堆肥过程中!氮的转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为

涉及许多生化反应!如氨化作用"氧化作用"硝化作用"

反硝化作用以及固氮作用等
((&)

# 氨化细菌首先利用

堆体中的有机氮而产生氨态氮# 部分氨态氮被堆体中

的微生物自身生长所利用!一部分在硝化细菌的作用

下被转化为硝态氮!还有一部分氨态氮在高温环境下

会以氨气的形式挥发# 硝化作用产生的硝态氮在环境

缺氧的条件下!又会被反硝化细菌还原为亚硝态氮等#

同时!在堆肥过程中还伴随着微生物的固氮作用#

,4)4(A氨态氮和硝态氮的变化

堆体在堆肥过程中的氨态氮和硝态氮的变化如

图 & 所示# 堆体的初始氨态氮为 ()4,. ?C8DC# 堆肥

第 & 天!堆体的氨态氮显著升高&!B6B6+'!达到整

个堆肥过程的峰值 (&4( ?C8DC# 随后!堆体的氨态

氮含量逐渐降低!到堆肥第 ,6 天时!已无显著差异

&!u646+'!其值为 (64,+ ?C8DC左右!含量较初始

降低了 ,)4,(5# 堆体的氨态氮含量呈现先升后降

的趋势!这可能是堆肥初期部分有机氮分解而产生氨

态氮!随后!由于堆体的 9/

)

大量挥发和硝化作用的

产生!堆体的氨态氮含量逐渐降低!与郭夏丽等
((&)

研

究结果类似!但与其研究略有差别的是!本研究堆体

的氨态氮降低更快!可能是由于食用菌菌渣含有多种

酶!对纤维素的降解有一定促进作用!可以改善微生

物对氨的吸收分解
(-)

#

图 &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氨态氮和硝态氮的变化

GHC4&A1@#3C"%H3 #??O3H#3HKJOC"3 #3$ 3HKJ#K"

3HKJOC"3 $TJH3CFO?MO%KH3C

硝态氮的变化与氨态氮相反# 堆体的硝态氮含

量从 ,46& C8DC开始降低!到堆肥第 & 天时达到最低

值 (4*. C8DC# 随后!堆体的硝态氮含量不断升高!直

到堆肥结束!其峰值为 &4+( C8DC!含量较初始提高了

(,(46-5# 堆肥早期硝态氮含量降低可能是由于早期

较高的温度&+6 h以上'对硝化细菌的生长有抑制作

用# 同时!堆体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消耗了硝态氮用

以合成自身所需物质
(,+)

# 在堆肥高温期过后!硝化

细菌大量生长!硝化作用增强!堆体硝态氮含量逐

渐升高!直到堆肥结束!同时也说明该堆肥过程氧

气供给情况较好!抑制了由于缺氧造成的反硝化作

用
((&)

#

,4)4,A有机氮和总氮的变化

堆体在堆肥过程中的有机氮和总氮的变化如

图 +所示# 堆体的有机氮含量呈现先升后稳定的趋

势# 堆体的有机氮含量从堆肥开始时的 (4.(5迅速

升高!到堆肥第 (( 天达到峰值 ,4()5# 堆体的有机

氮含量比堆肥初始的含量提高了 ,&4+*5# 随后!堆

体的有机氮含量已无显著变化&!u646+'!直到堆肥

结束# 堆体的有机氮含量不断升高!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固氮微生物的作用&无机氮被转化为有机氮'大于

氨化微生物&有机氮转化为氨态氮'的作用!有机氮

被同化固定!积累下来
(,*)

# 另一方面!由于有机物分

解不断产生 1Q

,

和水!1Q

,

和水的挥发会导致堆体

总质量&干重' 的不断减少!产生/浓度效应0造成有

机氮含量不断升高
((,)

# 再者!结合 ,4)4( 小节中氨

态氮的变化结果!在堆肥高温期虽然堆体氨态氮含量

有所升高!但其相对有机氮的含量仍极低!其变化对

有机氮含量的变化影响很小!这可能也是有机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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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增加的原因
((,)

#

图 +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有机氮和总氮的变化

GHC4+A1@#3C"%H3 OJC#3HF3HKJOC"3 #3$ KOK#23HKJOC"3

$TJH3CFO?MO%KH3C

AA堆体在堆肥过程中的凯氏氮含量如表 , 所示!其

含量的变化与堆体的有机氮的变化大体一致# 因此!

由凯氏氮计量得到的堆体总氮也与有机氮的变化大

致相同&图 +'# 堆体的总氮含量呈现逐步升高的趋

势# 其含量从堆肥开始的 (4',5显著升高!到堆肥

结束时达到最大值 ,4+-5!增幅达到了)&4)-5&!B

646+'# 堆体的总氮含量逐渐升高!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有机氮逐步升高的原因!因为有机氮是总氮的主要

组成部分
((,)

# 另一方面!总氮的增加还主要是由于

/浓度效应0而引起的
(,*)

#

表 4"堆肥过程中凯氏氮的变化

#$%&'4"7\'&C$@&>*)?-F'>,@$>F'+CG?*>F ,-AE-+)*>F

参数
堆肥时间8$

6 & . (( (& (. ,6 ,*

凯氏氮85

(4., n646+

#

(4'* n646,

E

,46- n646,

F

,4(& n646.

F

,4() n646(

F

,4(, n6466

F

,46* n646.

EF

,4() n646+

F

AA注$含量以绝干质量计!结果是 ) 次重复的平均值 n标准偏差# 同一行中相同字母后的值之间差异不显著&!u6B6+' !不同字母后的值之间

差异显著&!B6B6+' &下同'

45:"有机质降解率和 !值的变化

堆肥是利用微生物把有机物降解成腐殖质的生

物化学处理过程!有机质降解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堆肥的进程
(,.)

# 表 ) 显示了堆体在堆肥过程中有机

质降解率的变化# 堆体的有机质降解率在整个堆肥

过程中不断增加!到堆肥结束时高达 -46*5# 在堆

肥的不同时期!堆体的有机质降解率却有所差别# 在

堆肥前期&6 m. $'!即高温期!堆体的有机质降解率

显著增加&!B646+'!相对增幅为 &4*5%在堆肥中期

&(( m(. $'!堆体的有机质降解率无显著变化&!u

646+'!相对增幅为 (5%在堆肥后期&,6 m,* $'!堆

体的有机质降解率显著增加&!B646+'!相对增幅为

,4&*5# 有机质降解率的变化已足够说明更多的有

机质降解发生在堆肥前期!即高温期阶段!这与

!VZ/V;等
(,-)

研究是一致的# 有研究者认为在现代

堆肥技术中!最适宜的温度在 ++ h左右!在这个温度

范围内!堆体内大部分微生物最活跃也最容易降解有

机物
(,')

!而在整个堆肥过程中只有高温期阶段是接

近这个范围的%更重要的是!堆体只有进入高温期阶

段才会开始分解复杂有机物&如纤维素等'

((*)

!这些

可能就是堆肥前期&高温期阶段'有机质降解更多的

原因#

表 6"堆肥过程中有机质降解率$!值$水溶性有机碳及其与有机氮比值的变化

#$%&'6"J@$>F'+*>-?F$>*,A$))'?C'F?$C$)*->?$)'% !M$&G'% L$)'?2+-&G%&'-?F$>*,,$?%->$>C*)+

?$)*- )- -?F$>*,>*)?-F'>CG?*>F ,-AE-+)*>F

参数
堆肥时间8$

6 & . (( (& (. ,6 ,*

;!85 +

,4&) n64,)

#

&4*6 n64)(

E

+4,' n64(6

EF

+4&' n64,'

F

+4*6 n64()

F

*4*( n64*)

$

-46* n64(+

"

W值 +

64-- n646(

"

64-( n646(

$

64.. n646,

F

64.. n6466

F

64.+ n6466E

F

64.) n646,

E

64*- n646(

#

\Z185

&4-- n646-

@

,4&6 n6466

C

,4,& n646&

I

(4*. n646(

"

(4&' n646*

$

(4). n646.

F

(4,+ n646)

E

64-- n646&

#

\Z18OJC>9

,4-+ n646&

C

(4,, n646(

I

(46- n646(

"

64.- n646,

$

64.6 n646)

F

64*+ n646)

E

64*( n646(

E

64&( n646(

#

AA注$;!为有机质降解率!\Z18OJC>9为水溶性有机碳8有机氮

AA189常用作堆肥腐熟度的指标
()6)

!但将 189作

为堆肥腐熟指标的争议一直存在!如 7V!1XV等
()()

认为 189与堆肥原料有关!提出采用堆肥终点 189

与初始 189的比值&$值'来评价堆肥腐熟度# 卢秉

林等
(),)

建议腐熟堆肥的 $值应介于 64&' 与 64., 之

间# 由表 , 可知!在整个堆肥过程中堆体的 $值不断

降低# 与有机质降解率相似!堆体的 $值同样在堆

肥早期&即高温期'差异显著&!B646+'!相对降幅最

大为 ('5%在堆肥中期 $值无显著变化&!u646+'!

相对降幅为 .4&(5%在堆肥后期!$值显著降低&!B

646+'!相对降幅为 '4))5# 到堆肥结束时!堆体的W

值为 64*-!已达到腐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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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H"水溶性有机碳及其与有机氮比值的变化

水溶性有机碳是堆肥中微生物可直接利用的碳

源!其含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堆肥的进程
()))

#

堆体在堆肥过程中水溶性有机碳及其与有机氮比值

的变化如表 ) 所示# 堆体的水溶性有机碳不断降低!

到堆肥结束时为 64--5# 7V!1XV等
()()

建议当堆肥

中水溶性有机碳含量小于 64+5时达到腐熟# 但直

到堆肥结束!其含量也未达到此建议标准# 也有研究

者认为将水溶性有机碳含量作为腐熟度指标存在争

议!建议将水溶性有机碳与有机氮的比值作为评价腐

熟度的标准!并认为腐熟堆肥的比值应小于 64.

()&)

#

堆体的水溶性有机碳与有机氮的比值在整个堆肥过

程中显著降低&!B646+'# 在堆肥第 (& 天!堆体的

水溶性有机碳与有机氮的比值为 64.6!已基本达到

建议的腐熟标准# 到堆肥结束时其值为 64&(!已显

著低于腐熟标准&!B646+'!堆体完全腐熟#

)A结论

&(' 堆体在 ( $ 后温度迅速升高至最高值

+)4&) h!高温期&+6 h以上'累计达 - $!符合高温

堆肥无害化处理的卫生标准%堆肥结束时!堆体色度

达到最高值 - (+& 度!堆体呈黑色!有土腥味%堆肥过

程中堆体的含水率呈下降趋势!结束时下降率达

,+4+.5#

&,'在堆肥过程中!堆体 M/呈先升后略降再升

至稳定的趋势!到堆肥结束时!堆体的 M/符合有机

肥料 9̀ +,++,6(,&+4+ BM/B-4+'%电导率的变化

与 M/相反!到堆肥结束时!堆体的电导率远低于中

等敏感植物的忍受阈值&

$

B& ?Z8F?'#

&)'在堆肥过程中!堆体的氨态氮含量呈先升后

降的趋势!到堆肥结束!含量较初始降低了,)4,(5%

硝态氮的变化与氨态氮相反!至堆肥结束!含量较初

始提高了 (,(46-5%有机氮和总氮的含量均呈逐步

升高趋势!至堆肥结束!两者含量分别提高了,&4+*5

和 )&4)-5#

&&'堆肥结束时!堆体有机质降解率达 -46*5!

堆体的 $值为 64*-!已达到腐熟标准%堆肥结束!水

溶性有机碳与有机氮的比值为 64&(!已显著低于腐

熟标准!堆体完全腐熟#

本研究利用自制堆肥反应器!采用共堆肥法以白

酒丢糟与食用菌菌渣为原料堆制有机肥!重点对共堆

肥过程中氮素的变化及腐熟进程进行了研究!达到了

预期效果!为食品酿造行业的固废综合资源化处理提

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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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64()''+8d4F3DH4(( P(-6,8K%46,&-66

引用格式!陈晨!樊玮!张保!等4竹酒矿质元素评价及表征品质元素筛选(a)4食品与发酵工业!,6,6!&*&,('$('+ P,6641/<9

1@"3!GV9\"H!b/V97S#O!"K#24UH3"J#2"2"?"3K%#3$ F@#J#FK"JH%KHF#%eT#2HK[?#JD"J%O3 E#?EOO2HeTOJ(a)4GOO$ #3$

G"J?"3K#KHO3 X3$T%KJH"%!,6,6!&*&,('$('+ P,664

竹酒矿质元素评价及表征品质元素筛选

陈晨(

!樊玮,

!张保(

!荀航(

!姚曦(

!汤锋(

!

(&国际竹藤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8北京市共建竹藤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66(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666'('

摘A要A为探究竹酒矿质元素品质并完善其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了我国市售

竹酒样品的 9#%UC%:%1#%G"%1O%1T%b3%U3%9H%V2%V%%1$%=E 共 (& 种矿质元素的含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

类分析法筛选了表征竹酒品质特征的关键矿质元素" 结果表明!市售竹酒中富含 9#%UC%:%1#%U3%G"%1T%b3"

(& 种矿质元素中!:元素的含量最高!为竹酒矿质元素中的关键因子!含量达到 ,,,4&6 m'*-4'' ?C8̂" 竹酒陈

酿实验表明!基酒在毛竹腔中酿制后!酒体中 :元素的含量显著上升!达 (-(4+) m','4,& ?C8̂!验证了 :元素

是评价竹酒质量的重要指标" 该研究确定了 :元素为表征竹酒矿质元素品质的关键参数之一!为竹酒评价标准

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A竹酒$毛竹$矿质元素$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钾

P*>'?$&'&'A'>)+$>C,@$?$,)'?*+)*,$+3G$&*)B A$?K'?+->%$A%-- &*3G-?

1/<91@"3

(

!GV9\"H

,

!b/V97S#O

(

!]Y9/#3C

(

! V̀Q]H

(

!WV97G"3C

(

!

(&X3K"J3#KHO3#21"3K"JIOJS#?EOO#3$ !#KK#3! 9G7V8S"HdH3C:"[ #̂E IOJS#?EOOg!#KK#3 ZFH"3F"#3$ W"F@3O2OC[&X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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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竹饮料是以竹资源为主要原料开发的一类功能

饮品!包括含酒精饮料和无酒精饮料# 含酒精竹饮料

主要有竹酒
(()

"竹红酒
(,)

"竹啤酒
())

等产品!无酒精

竹饮料主要有竹汁饮料"竹沥饮料和竹叶黄酮饮料等

产品
(&)

# 竹酒是一种中国传统含酒精饮料!近几年

在酒类饮品中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 竹酒是通过

将基酒注入活竹腔中封闭陈酿一段时间获得的!其制

作过程类似于葡萄酒在橡木桶中的陈酿# 而陈酿容

器会显著影响酒的成分"颜色和香味等属性
(+)

!如橡

木桶可以在葡萄酒陈酿过程中影响 &( 种挥发性物质

的含量
(*)

!也会影响酒体中 G"元素和 1T 元素的浓

度
(.)

# 过量的 9#元素会导致白酒香气变差%UC"1#"

1T"b3 过量容易使酒的口味苦涩%酒体中添加一定量

的 :能增加甜醇感%G"过量会使酒质变差!甚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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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腥味
(-)

# 毛竹 &!<=7715/%*<=548,:5*:-5' 是单轴散

生型常绿竹种!竹秆直径通常 + m(6 F?!壁厚约 (

F?!节间长度 ,6 m)6 F?!是制作竹酒最常用的材料#

基酒在竹腔中陈酿时!土壤"空气"水等环境中存在的

物质
(')

可能通过竹子进入酒体而影响竹酒的颜色"

香气"口味以及稳定性和安全性# 鉴于矿质元素可能

影响竹酒的品质!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

!所以对酒体

中矿质元素的检测尤为重要#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是一种简单快捷的检测方法!稳定性好!精确度

高!对痕量元素敏感!适合同时进行多种元素的分

析
((6)

#

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上竹酒矿质元素的研究空白

及缺少评价标准的现状!本研究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对市售竹酒样品中的 (& 种矿质元素进行

检测!包括人体必需常量元素 9#"UC":"1#%人体必

需微量元素 G""1O"1T"b3%人体可能必需微量元素

U3"9H%具有潜在毒性但低剂量可能对人体有益的微

量元素 V2"V%"1$"=E

((()

# 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聚

类分析法!分析"筛选竹酒样品中的关键矿质元素!结

合竹酒陈酿实验!验证竹酒制作前后酒体中关键矿质

元素的差异!为构建竹酒产品质量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A材料与方法

!5!"实验材料

(4(4(A实验样品

从市场上收集竹酒样品!样品基酒需经过在活竹

腔中的封闭陈酿过程后制成竹酒!而非只是将竹节当

做容器的容器竹酒# 最终得到 (6 种竹酒样品!样品

编号为 Z( mZ(6# 验证实验的不同基酒购自泸州老

窖!编号为 S( mS&#

表 !"竹酒和基酒样品

#$%&'!"($AE&'+-.%$A%-- &*3G-?$>C%$+'&*3G-?

编号 品牌 乙醇体积分数85 产地

Z( 友泉& 0̀' +, 贵州省茅台镇

Z, 玉品竹& =̀b' +, 江西省宜春市

Z) 高山&7Z' )- 山东省济南市

Z& 江左盟原浆&a/' +) 贵州省茅台镇

Z+ 江左盟三年坤沙&aZZ' +) 贵州省茅台镇

Z* 江左盟鲜竹酒& â' +) 贵州省茅台镇

Z. 客来客往& :̂ ' +, 江西省南昌市

Z- 万客泉&\:0' &+ 江西省宜春市

Z' 漓江& â' &+ 广西省桂林市

Z(6 桂花竹酒&7/' &, 广西省桂林市

S( 泸州老窖 &6 四川省泸州市

S, 泸州老窖 +, 四川省泸州市

S) 泸州老窖 +* 四川省泸州市

S& 泸州老窖 *6 四川省泸州市

(4(4,A试剂

/9Q

)

!分析纯!北京化工厂%水为超纯水!实验室

制备%含 9#"UC":"1#"G""1O"1T"b3"U3"9H"V2"V%"

1$"=E 的(6

$

C8?̂ 的高纯度混合标准溶液 &介质为

体积分数 +5/9Q

)

'!其中 9#"UC"V2":"1#质量浓

度为 (666

$

C8?̂ !色谱纯!美国 VCH2"3K公司%标准溶

液系列由高纯度混合标准溶液逐级稀释 &介质为体

积分数 +5 /9Q

)

'%(6

$

C8?̂ 含 Ĥ"1O" "̀1""W2混

合标准调谐液 &介质为体积分数 ,5 /9Q

)

'!色谱

纯!美国 VCH2"3K公司#

(4(4)A仪器与设备

VCH2"3K..66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

VCH2"3K公司%1#%F#$#V9实验室超纯水系统!美国

=#22公司#

!54"实验方法

(4,4(A矿质元素测定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

吸取一定量的样品过 64,,

$

?有机滤膜后!用

超纯水稀释 +6 倍!直接进样#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经全自动调谐后!仪器满

足稳定性"灵敏度"双电荷"氧化物等各项指标# 主要

检测参数为$载气 ''4''5高纯度氩气%载气流速

(4(( ?̂ 8?H3%射频功率 ( (+6 \%采样深度 *4, ??%

Z81温度 , h%氧化物范围 6 m64*5%双电荷范围 6 m

,4+5# 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的最佳工作参数

下!收集空白和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线# 将样品代

入后求得矿质元素的含量#

(4,4,A验证实验

将不同酒精度的基酒 S("S,"S)"S& 在毛竹腔中

分别封闭陈酿 )6"*6"'6"(,6 $ 后!以 (4,4( 的方法

检测制得的竹酒中关键元素的含量#

工艺条件$实验地位置!安徽省黄山市太平湖竹

园 &((-46).,+w9!)64)++)&+w<'%注酒竹种!毛竹

&!<=7715/%*<=548,:5*:-5'%毛竹竹龄!( m& 年%注酒部

位!毛竹竹腔距根部 (4+ ?处!每根毛竹注 ( 节竹腔%

注酒工艺!, ??微孔注酒%开孔部位!注酒竹腔上部

竹节处%开孔角度 &+w%注酒体积 +66 ?̂ # 注酒完毕

后用热熔枪进行蜡封# 样品采集方式$使用 (6 ??

钻头在注酒竹腔下部竹节上 ( F?处开孔!并在竹腔

上部随机开一气孔!进行样品采集# 相同基酒封闭陈

酿不同时间所采用的毛竹不同株#

(4,4)A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市售竹酒样品和基酒样品均为 ) 个平行!结果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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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n标准差表示# 采用 Z=ZZ ,&46 软件&美国 XSU公

司'进行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处理#

,A结果与讨论

45!"矿质元素的标准曲线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自动绘制的 (& 种矿质

元素标准曲线见表 (!各元素标准曲线线性良好!相

关系数在 64'') . m(4666 6#

454"竹酒的矿质元素

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检测结果见表 ,# 结果表

明!(6 种竹酒中人体必需常量元素 9#"UC"1#":的

含量较高!分别为 .4.. m*.4-+"&4') m,*4,'"&4))

m)6466 和 ,,,4&6 m'*-4'' ?C8̂# 其中 :元素含量

最高# 微量元素 V2"U3"G""1O"9H"1T"b3"V%"1$"=E

中!U3"G""1T"b3 含量较高!分别为 64-( m+4'6"

646+ m64*6"646( m646- 和 64() m(4.- ?C8̂!其余

微量元素含量较低# 竹酒样品中各元素含量符合蒸

馏酒及其配制酒中重金属元素的规定限量
(())

#

表 !"!: 种矿质元素的标准曲线与检测限

#$%&'!"J$&*%?$)*->,G?M'$>CC')',)*->&*A*)-.!:

A*>'?$&'&'A'>)+

矿质

元素
标准曲线

线性范围8

&?C*̂

P(

'

'

,

检测限8

&

$

C*̂

P(

'

,)

9#

=k*64,-F_-(4(( 6 m( 666 64''' - ()4-,

,&

UC

=k+,* (-&4-)F_() (&)4*& 6 m(66 64''' ' *4(6

,.

V2

=k,)) )'+4,(F_, ,,*4'( 6 m(66 (4666 6 &4)&

)'

:

=k) +-' (.)4.&F_& ..'46' 6 m(66 64''* ) 64&*

&&

1#

=k- )-*4'-F_,6(4(, 6 m(66 64''' ' ,64+)

++

U3

=k' '')4+,F_'646( 6 m( 64''' ) 646(

+*

G"

=k- )&.4&-F_( &-(4,& 6 m( 64''' ( 64(,

+'

1O

=k''*4+&F_.)(4(* 6 m( 64''' ' 64+6

*6

9H

=k,&4-.F_(4(( 6 m( 64'') . 646+

*)

1T

=k) *-64)&F_&)4)) 6 m( (4666 6 646(

**

b3

=k( .&&4.-F_(-+4+* 6 m( 64''' ' 646,

.+

V%

=k, '')4.-F_.-.4-) 6 m( 64''- . 646)

(((

1$

=k( .).4,(F_,)4)) 6 m( 64''' - 646(

,6-

=E

=k+ ,+&4)-F_(-+(4)6 6 m64( 64''- . 646&

表 4"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的含量 单位$?C8̂

#$%&'4"J->)'>)-.!: A*>'?$&'&'A'>)+*>%$A%-- &*3G-?

矿质

元素
Z( Z, Z) Z& Z+ Z* Z. Z- Z' Z(6

,)

9# (64&- n646-

F

*.4-+ n64&'

#

(64+* n64+(

F

-4+( n64&*

$"

'4(+ n64('

$

-4-6 n646.

$"

-4(* n64)(

$"

(,4&' n64,+

E

-4-. n646(

$"

.4.. n64(6

"

,&

UC -4-+ n,4'*#

E

,+4*, n.4+6

#

&4') n64*-

E

(64)) n)4,(

#E

-4-, n(4*&

#E

.4&) n64,+

#E

+4&& n(4''

E

,*4,' n(64.-

#

(*4). n+4*-

#E

,*466 n,4*-

#

,.

V2 646' n646)

EF

64,, n6466

#E

646. n646)

EF

646& n6466

F

64(6 n646(

EF

646& n646)

F

646* n646)

EF

646- n646)

EF

64,6 n646+

EF

64)- n64((

#

)'

: ..+4+6 n(++46&

#E

,))4.+ n)+4&+

E

-(.4'- n,('4),

#E

,-)4&- n+.4.)

E

,,,4&6 n,)4.,

E

'*-4'' n)*64),

#

&*)4,) n(&4-.

#E

+)&4-* n)64+,

#E

).,46. n(*&4.(

#E

,,)4&* n-4&)

E

&&

1# (,4&' n(4,&

F$"

,'4.. n,4-'

#

)6466 n&4*)

#

-46( n64)-

$"

(+4'* n(4++

EF$

'4-& n(4&-

F$"

&4)) n64&*

"

,'4', n&4+6

#

('4(* n64&.

EF

,&4'6 n64**

#E

++

U3 (4*. n646'

EF

&4.) n64(,

#

,4). n64''

E

64-( n646'

EF

(4+6 n646)

EF

64*( n64)'

F

(466 n64&(

EF

+4'6 n64,*

#

64'- n646(

EF

,46& n64*'

EF

+*

G" 64*6 n64(&

#

64&6 n646.

#E

64,+ n646.

EF

646- n646&

F

64(+ n6466

EF

64,6 n646.

EF

646+ n6466

F

64(6 n6466

EF

64(6 n646&

F

64*6 n64(&

#

+'

1O 6466 n6466

EF$

6466 n6466

#

6466 n6466

EF$

6466 n6466

F$

6466 n6466

F$

6466 n6466

EF$

B;̂ A

6466 n6466

#EF

6466 n6466

EF$

6466 n6466

#E

*6

9H 6466 n6466

E

646( n6466

#E

B;̂

646( n6466

E

6466 n6466

E

6466 n6466

E

B;̂

646) n646,

#

646( n6466

E

646( n6466

E

*)

1T 646. n646(

#

646- n646(

#

646& n6466

EF$"

646+ n646(

#EF

646, n646(

$"

646) n6466

F$"

646( n6466

"

646* n646(

#E

646) n6466

$"

646& n646(

EF$

**

b3 64,) n64(,

E

(4.- n64,,

#

64,. n646'

E

64)( n64((

E

64&( n646.

E

64() n646*

E

64(' n646&

E

(4** n64&,

E

64-, n64(,

#

64.+ n64,.

E

.+

V% 646( n6466

#E

646( n6466

EF

6466 n6466

$"

646( n6466

F$"

646( n6466

F$"

646( n6466

F$"

646( n6466

EF$

6466 n6466

"

646( n6466

#

646( n6466

EF$

(((

1$ 6466 n6466

F$

6466 n6466

#E

6466 n6466

$

6466 n6466

F$

6466 n6466

F$

B;̂ B;̂ A

6466 n6466

EF$

6466 n6466

#

6466 n6466

#EF

AA注$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竹酒间同种矿质元素差异显著 &!

(

646+' % B;̂ 为低于检测限#

AA竹酒是以白酒为基酒制作而成的!所以具有一定

的蒸馏酒属性# 为从重金属元素的角度验证竹酒的

安全性并初步筛选出酒体中含量较高的矿质元素!将

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含量与白酒
((&)

"威士忌
((+ P(.)

"

白兰地
((- P(')

) 种蒸馏酒中的矿质元素含量进行对

比# 结果表明!竹酒中 :元素和 U3 元素含量远高

于这 ) 种蒸馏酒!其他矿质元素含量均在 ) 种蒸馏

酒相应矿质元素的含量范围之内# 竹酒的安全性

良好!且相对于白酒"威士忌"白兰地!竹酒富含 :"

U3 元素!是一种天然的 :"U3 元素补充饮品#

:元素具有维持人体内正常的糖"蛋白质代谢"

酸碱平衡及渗透压等功效!是人体生长的必需元素#

:元素的缺乏可能会导致高血压
(,6)

"心血管疾病
(,()

及中枢神经的病变
(,,)

%U3 具有抗氧化"促进骨骼生

长发育"促进酶活及代谢的功效!对心血管系统大有

裨益!缺乏 U3 元素会导致贫血
(,))

及帕金森氏病等

症状
(,&)

!而 U3 摄入过量会导致头晕"嗜睡和精神衰

退等症状!严重的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

#

456"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的主成分分析

(& 种矿质元素间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 结果显

示!各矿质元素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常量元素

9#"UC":"1#中!9#"UC"1#三者极显著相关 &!

(



食品与发酵工业
GQQ;V9;G<!U<9WVWXQ9X9;YZW!X<Z

!+*##

!"!"'()*#$+(*!%&,(-.)#%&'

646('!而 :元素只与 1T 具有弱显著正相关 &!

(

646+'# 微量元素中!U3"b3"1$"=E 四种元素都与 9#"

UC"1#极显著正相关&!

(

646('!而 =E 与除 :外的任

何矿质元素都显著正相关&!

(

646+'# 这些相关系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矿质元素之间的关系!但数据间

存在着相互影响!会造成信息重叠# 所以对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进行主成分分析!旨在对数据进行降维!从

而对表征矿质元素品质的关键指标进行分析和筛选#

表 6"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的相关系数

#$%&'6"J-??'&$)*->,-'..*,*'>)+-.!: A*>'?$&'&'A'>)+*>%$A%-- &*3G-?

元素 9# UC V2 : 1# U3 G" 1O 9H 1T b3 V% 1$ =E

9# (466

UC

64&*

!!

(466

V2 64(&

64)-

!

(466

: P64(+ P64(6 P64(6 (466

1#

64+-

!!

64..

!!

64*6

!!

P64() (466

U3

64*-

!!

64.*

!!

64(+ P646-

64*'

!!

(466

G" 64(+

64)(

!

64-&

!!

646,

64+,

!!

64,( (466

1O 64,+

64&+

!!

64.+

!!

P64(&

64++

!!

64(-

64..

!!

(466

9H

64).

!

64*&

!!

64)*

!

P64,&

64*,

!!

64&-

!!

64(-

64)&

!

(466

1T

64++

!!

64&'

!!

64(6

64&(

!

64&(

!

64*6

!!

64,+ 64(-

64&(

!

(466

b3

64.&

!!

64.'

!!

64)*

!

P64,*

64.'

!!

64.-

!!

64),

!

64&&

!!

64.-

!!

64*6

!!

(466

V% 64)6 64,)

64**

!!

P646,

64&(

!

64((

64&&

!!

64&'

!!

64,6 64,, 64,, (466

1$

64*.

!!

64.-

!!

64,-' P64(*

64.6

!!

64',

!!

64,( 64('

64+(

!!

64+6

!!

64..

!!

64,' (466

=E

64-+

!!

64+)

!!

64&6

!

P64((

64*.

!!

64.)

!!

64&6

!

64&&

!!

64&)

!!

64+-

!!

64.(

!!

64++

!!

64.+

!!

(466

AA注$

!

表示显著相关&!

(

646+' !

!!

表示极显著相关&!

(

646(' #

AA采用 Z=ZZ ,&46 对竹酒的 (& 种矿质元素进行主

成分分析表明!根据特征值大于 ( 的原则!共分析出

) 个主成分!第 ( 主成分&=1('贡献率为 +64,.'5!

第 , 主成分 &=1,'贡献率为 (*4')&5!第 ) 主成分

&=1) ' 贡 献 率 为 (646+'5! 累 积 贡 献 率 可 达

..4,.,5!故前 ) 个主成分能很好地代表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 由图 ( 可得!第 ( 主成分在 9#"UC"1#"

U3"9H"1T"b3"=E"1$ 有较高的载荷系数!说明这些变

量与第 ( 个主因子有较高的相关性!主要反映 9#"UC"

1#"U3"b3"=E"1$ 在品质上所反映的信息# 第 , 主成

分在 V2"G""1O"V%有较高的载荷系数!说明这些变量

与第 , 主因子有较高的相关性!主要反映 V2"G"在品

质上的信息# 而第 ) 主成分在 :有较高的载荷系数!

代表 :元素# 竹酒中的 :元素为独立的矿质元素品

质因素!说明其对竹酒矿质元素品质的重要影响#

图 (A矿质元素的载荷图

GHC4(A1O?MO3"3K2O#$H3CM2OKOI?H3"J#2"2"?"3K%

45:"竹酒中 !: 种矿质元素的聚类分析

为了对竹酒中矿质元素进行综合评价!采用聚类

分析的系统分析法对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进行了验证#

(& 种矿质元素的聚类分析图见图 ,!结果表明!在欧

式平方距离 ,+ 处!竹酒的 (& 种矿质元素指标可分为

, 类!:元素为单独一类# 在欧式平方距离 (+ 处!矿

质元素指标可分为 ) 类!:元素为第 ( 类!V2"G""1O"

V%为第 , 类!剩下的矿质元素为第 ) 类# 聚类分析

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图 ,A矿质元素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GHC4,A;"3$JOCJ#?M2OKIJO?F2T%K"J#3#2[%H%OI?H3"J#2"2"?"3K%

45H"7元素的验证实验结果

目前!竹酒生产工艺通常以白酒为基酒!将适量

基酒注入 ( m& 年生的毛竹中!陈酿 )6 m)*6 $ 后采

收!大多按季度出售!市售竹酒产品基酒酒精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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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5 m*65&乙醇体积分数'# 为了探讨市售竹酒

样品与白酒"威士忌"白兰地等蒸馏酒中 :元素含量

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验证市售竹酒样品中钾元素含

量范围的合理性!选择了 *65"+*5"+,5"&65 &乙

醇体积分数'& 种酒精度的基酒!注入 ( m& 年生毛竹

竹腔中!封闭陈酿 )6"*6"'6"(,6 $ 后采收!检测酒体

中 :元素含量!结果如图 ) 所示# 基酒中 :元素含

量为 (4'- m('4+& ?C8̂!不同酒精度基酒在不同毛

竹秆中陈酿 )6 m(,6 $ 后!:元素含量可达 (-(4+) m

','4,& ?C8̂!检测结果与市场上采集的竹酒 :元素

含量范围相近# 与基酒相比!陈酿后酒体中的 :元

素含量显著升高# :元素是竹子生长的必需元素!且

在竹秆中含量较高
(,* P,.)

!能够促进光合作用"酶活力

以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合成
(,-)

# 因此!推测在封闭

陈酿过程中!竹秆会影响酒体中 :元素的含量!进而

导致基酒陈酿前后的差异#

不同竹龄"生长状态的毛竹!竹秆中 :元素含量

存在差异
(,.)

# 由于竹酒采用活竹陈酿工艺!每根竹

子仅选取 ( 节注入基酒!过多会导致竹子非健康生长

甚至死亡# 为了尽可能兼顾目前竹酒生产工艺的多

样性!本实验随机选取不同的竹子注入基酒!但由于

竹龄和个体差异!导致竹酒中 :元素检测结果在合

理的范围内存在一定的波动# 尽管如此!与基酒相

比!所得竹酒中 :元素含量最少增加了 '4,' 倍#

矿质元素指标可信度高且不容易通过勾兑改变!

其测量方法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本文结果表明!活

竹酒矿质元素具有以下品质特征$:元素为 (& 种矿

质元素中含量最高的元素%经过在活竹中的陈酿过

程!竹酒中 :元素含量显著上升%不同竹酒 :元素含

量不同!但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相对于活竹酒!市场

上仅以竹筒为容器的竹筒酒或假冒伪劣产品!由于没

有与活竹共生的过程!酒体中 :元素含量应达不到活

竹酒的含量范围# 进一步深入研究后!:元素含量可

作为独立的特征指标之一!用于表征活竹酒的品质#

图 )A基酒陈酿过程中 :元素含量

GHC4)A=OK#%%HT?FO3K"3KOI$HII"J"3KE#%"2HeTOJ%$TJH3C#CH3C

)A结论

竹酒富含 :元素#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的方法对竹酒 (& 种矿质元素进行分析得出!:元素

是表征竹酒矿质元素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 以 :元

素为指标对竹酒的矿质元素品质进行验证发现!基酒

在毛竹腔中封闭陈酿过程中!酒体中 :元素含量显

著升高# 本文研究结果为竹酒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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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翟磊"葛媛媛"洪海军"等&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在微生物检测中的可行性研究
!

应用于化妆品领域#8$&食品与发酵工

业"2%2%"9:%2$&!2%$ 02%:&;<5#=>/"?@ABC-DBC-"<"E?<C/+B-">3CF&G>C4/H/F/3D43BIDJ- 3K>CLMF/N/>I 567H/JFBL/O

->4,>-,>C44CD/- L/,PJH/CFI>3>,3/J-! 5,C4>43BID/- ,J4L>3/,4#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 % 2$ &!

2%$ 02%:&

!"#生物荧光增幅法在微生物检测中的可行性研究

!

应用于化妆品领域

翟磊$

!葛媛媛$

!洪海军2

!刘吉泉'

!李婷$

!沈颖2

!林雅芳9

!蔡俊松'

!刘骥)

!刘瑞娜$

!王旭'

!姚粟$

"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2%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2%%'')&

' %7PJ,3>PQ?CLHF>#-3>P-C3/J-CF"M>PC3/J-4"新加坡"$'1)9R&

9%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北京"$%$'$2&)%查士利华微生物应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2%$R%1&

摘S要S为探究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在化妆品微生物检测中应用的可行性!开展了富集培养基促生长能力测

试和产品适用性试验" 收集了与化妆品原料及其生产环境相关的 9R 株代表性菌株!在富集培养基 T656中生

长良好!567生物荧光增幅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分别选取了清洁类#护理类#美容修饰类中 : 种化妆品!接种 :

株$中国药典%&2%2% 版'参考菌株!进行了产品适用性试验" 样品影响测试结果表明(培养基空白的信号值在

$:R U21) V=W! : 种产品的本底信号值在 1R U$(( V=W!远低于 ' 倍培养基空白信号值的要求)567回收率在

R'&1X U$%:&1X!均高于 2)X的推荐值!符合检测方法的要求" 接菌试验结果表明!供试样品的检测结果均为

阳性!化妆品的抑菌作用可被有效消除" 因此!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具有在化妆品及相关领域开展微生物快速

筛选与检测的良好应用前景"

关键词S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化妆品)微生物检测)促生长能力

$%&'()(*(+, '+-., /0+1%&23*(4(%.!"#)(/*-2(0%'5%05%&''&, (02(56/)(&*

.%+%5+(/0! 5,C4>43BID/- ,J4L>3/,4

;<5#=>/

$

"?@ABC-DBC-

$

"<"E?<C/+B-

2

"=#W8/YBC-

'

"=#6/-Z

$

"[<@EA/-Z

2

"

=#EAC-ZNC-Z

9

"\5#8B-4J-Z

'

"=#W8/

)

"=#WVB/-C

$

"]5E? B̂

'

"A5"[B

$

"

$%\K/-CEC3/J-CFV>4>CP,K #-43/3B3>JNGJJI QG>PL>-3C3/J- #-IB43P/>4\J&" =3I&" _>/+/-Z$%%%$)" \K/-C&

2%W-/F>̀>P%\K/-C& =/L/3>I" [KC-ZKC/2%%'')" \K/-C&'%7PJ,3>PQ?CLHF>#-3>P-C3/J-CF"M>PC3/J-4" $'1)9R" [/-ZCMJP>&

9%7PJ,3>PQ?CLHF>6>,K-JFJZ/>4%_>/+/-Z& =3I&" _>/+/-Z$%$'$2" \K/-C&

)%\KCPF>4V/̀>PT/,PJH/CF[JFB3/J-4%[KC-ZKC/& \JLMC-D=/L/3>I" [KC-ZKC/2%$R%1" \K/-C&

!78"9!:"S6J>aMFJP>3K>N>C4/H/F/3DJNCLMF/N/>I 567H/JFBL/->4,>-,>L>3KJI NJPL/,PJH/CFI>3>,O

3/J- /- ,J4L>3/,4" ZPJb3K MPJLJ3/J- 3>43JNC- >-P/,KL>-3L>I/BLC-I MPJIB,34B/3CH/F/3D3>43b>P>,CPO

P/>I JB3&GJP3DO4>̀>- P>MP>4>-3C3/̀>43PC/-4P>F>̀C-33JPCbLC3>P/CF4C-I MPJIB,3/J- >- /̀PJ-L>-3JN,J4O

L>3/,4b>P>,JFF>,3>I C-I 3>43>I&6K>DCFFZP>bb>FF/- 3K>>-P/,KL>-3L>I/BL" C-I 3K>I>3>,3/J- P>O

4BF34JNCLMF/N/>I 567H/JFBL/->4,>-,>b>P>CFFMJ4/3/̀>&[BH4>YB>-3FD" 4/a./-I4JN,J4L>3/,4NPJL

,F>C-4>P" ,CP>,J4L>3/,4C-I LC.>BM ,C3>ZJP/>4b>P>4>F>,3>I C-I /-J,BFC3>I b/3K 4/aP>N>P>-,>43PC/-4

P>,JLL>-I>I HD\K/->4>7KCPLC,JMJ>/C%2%2%& NJPMPJIB,34B/3CH/F/3D3>43&V>4BF34JN4CLMF>>NN>,3

3>434KJb>I 3KC33K>4/Z-CF̀CFB>JNL>I/BLHFC-. bC4H>3b>>- $:R 021) V=W" bK/F>3K>HC,.ZPJB-I

4/Z-CF̀CFB>JN: MPJIB,34bC4H>3b>>- 1R 0$(( V=W" bK/,K bC4NCPH>FJb3K>P>YB/P>L>-3JN'ONJFI JN

L>I/BLHFC-. 4/Z-CF̀CFB>&567P>,J̀>PDPC-Z>I NPJLR'&1X 3J$%:&1X" HJ3K K/ZK>P3KC- 3K>P>,O

JLL>-I>I C̀FB>JN2)X" bK/,K L>33K>P>YB/P>L>-34JN3K>I>3>,3/J- L>3KJI&V>4BF34JN4M/./-Z3>43

第一作者!博士"高级工程师%姚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通讯作者"@OLC/F!L/FFDc,K/-CO,/,,&JPZ&

收稿日期!2%2%O%RO$1"改回日期!2%2%O%R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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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Jb>I 3KC3CFF3K>4CLMF>43>43>I b>P>MJ4/3/̀>" MPJ̀/-Z>NN/,/>-3>F/L/-C3/J- JNC-3/L/,PJH/CF>NN>,3JN

,J4L>3/,4&6K>P>NJP>" CLMF/N/>I 567H/JFBL/->4,>-,>C44CDKC4CMPJL/4/-ZCMMF/,C3/J- MPJ4M>,3/- 3K>

PCM/I 4,P>>-/-ZC-I I>3>,3/J- JNL/,PJJPZC-/4L4/- ,J4L>3/,4C-I P>FC3>I N/>FI4&

;%, </6.'SCLMF/N/>I 567H/JFBL/->4,>-,>L>3KJI' ,J4L>3/,4' L/,PJH/CFI>3>,3/J-' ZPJb3K MPJLJO

3/J- 3>43

SS近年来"我国化妆品质量显著提升"据不完全统

计"2%$) 年至今我国化妆品市场抽检合格率平均达

到 ()X以上"但不合格产品中的微生物污染问题仍

然存在并被社会重点关注
#$ 09$

(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

范*

#)$

%2%$) 年版& %以下简称)规范*&将菌落总数+

霉菌和酵母菌纳入常规检验项目"检测方法为平板计

数法"该方法检验周期较长+使用人工计数"效率较

低"目前已无法完全适应化妆品行业产能扩大+流通

加速的迅猛发展需求
#:$

( 当前微生物快速检验新兴

技术不断涌现
#R 0$%$

"新方法开发+验证+适用性评价

及标准化应用成为微生物安全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

并取得显著进展
#$$ 0$9$

( 各国药典和国际组织陆续颁

布并不断完善替代方法验证相关指南( 借鉴国内外

食品和制药等微生物检验领域的成功运用经验"对我

国化妆品微生物检验方法开展系统性研究
#$)$

"将有

力推动化妆品微生物检测效率和过程控制水平提升"

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课题组前期基于 567生物荧光技术
#$: 0$($

建

立了一套适用于微生物快速检测的 567生物荧光增

幅法"具有检测速度快"准确度高的特点"可在 91 K

内实现样品中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定性检验( 该方

法利用微生物体内的腺苷酸激酶 5d"催化添加的二

磷酸腺苷 5!7转换为三磷酸腺苷 567"短时间内实

现 567增幅'通过添加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将 567高

能键在断裂过程中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生物荧光信号"

通过计算生物荧光信号强度判断样品中是否含有微

生物( 为评价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在化妆品微生物

检测中应用的可行性"本研究收集了与化妆品原料及

其生产环境相关的 9R 株代表性菌株"进行了富集培

养基 T656的促生长能力测试'选取了清洁类+护理

类+美容修饰类 : 种化妆品"通过样品影响测试和接

菌试验来评价化妆品产品的适用性"探究 567生物

荧光增幅法在化妆品及相关领域开展微生物快速筛

选与检测的应用前景(

$S仪器与材料

=>=?试验仪器

\>F4/4

!

5I C̀-,>##光度计"\KCPF>4V/̀>P=CHJPCO

3JP/>4'恒温振荡摇床 6<;O(15_"上海一恒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往复式摇床"@_@V_5\<'恒温培养箱

?<7O(2R%"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物安全柜

5\2O9[$"@[\"(

=>@?试验菌株

通过文献调研"结合微生物分类学特征和生长特

性"本研究收集了与化妆品原料及其生产环境相关的

9R 种细菌+霉菌和酵母菌代表菌株"用于促生长能力

测试和产品适用性试验"具体菌株信息见表 $(

=>A?试验样品

根据化妆品分类标准
#2%$

"选取了清洁类+护理

类+美容修饰类 : 种化妆品"包括洗发水+沐浴液+护

发素+定型水+面霜和面膜"每种产品选取 ' 个不同生

产批次(

=>B?试验试剂

改良 656%T656&培养基!656肉汤 22&)% Z*="

硫代硫酸钠 %&)% Z*=+组氨酸 %&$% Z*=+蛋白胨 R&)%

Z*=+葡萄糖 $)&%% Z*=+氯化钠 %&1) Z*=+卵磷脂

$&9' Z*=和吐温 1% '(&%% Z*="M<值调至 R&% e%&$'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试剂"\KCPF>4V/̀>P=CHJPC3JP/>4

\>F4/4

!

5T7/[,P>>-

6T

'消泡剂"8&6&_C.>P

!

5-3/NJCL

_

!

[/F/,J->@LBF4/J-'%&) LL玻璃珠"_/J[M>,7PJIB,3(

2S实验方法

@>=?促生长能力测试

将试验收集的细菌和酵母菌制备成 $% U$%%

\GW*$% L=的菌悬液"霉菌制备 $% U$%% \GW*$% L=

的孢子悬液"接种到 (% L=富集培养基 T656"置于

%'% e2& f摇床"2%% P*L/-"振荡培养 29 U91 K( 在

29 或 91 K 取样"使用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对富集培

养物进行上机检测"若样品为霉菌"则需使用玻璃珠

破壁处理 '% L/- 后再上机检测( 同时"将细菌富集

培养物接种于卵磷脂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置于

%': e$& f培养箱"培养%91 e2& K'酵母菌和霉菌富

集培养物接种于虎红培养基"置于%21 e2& f培养

箱"培养 ) I"确认接种物是否有微生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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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促生长能力测试结果

"&)*%=?C6/<+136/2/+(/0+%'+6%'-*+'

序号 菌株
比值%样品 V=W*

培养基空白 V=W&

检测

结果

培养

确认
序号 菌株

比值%样品 V=W*

培养基空白 V=W&

检测

结果

培养

确认

$ 白色念珠菌%!"#$%$" "&'%("#)&\#\\$(:) :9( ')$

7

$

"

g

2

"

2 酿酒酵母% *"((+",-./(0)(0,01%)%"0&\#\\$%%$ :9( ')$ 7 g

' 拜耳接合酵母%2/3-)"((+",-./(0)'"%&&%&\#\\$21$

$%

'

"

7 g

9 异常威克汉姆酵母%4%(+%" "#-."&"&\#\\$(:: R )2) 7 g

) 胶红酵母%5+-$-6-,7&" .7(%&"3%#-)"&\#\\'$R%% 9' 7 g

: 黑曲霉%8)90,3%&&7)#%30,&\#\\291R :R 7 g

R 聚多曲霉%8)90,3%&&7))/$-:%%&\#\\9%('%

$9

'

"

7 g

1 巴西曲霉%8)90,3%&&7)',")%&%0#)%)&\#\\29:' )( 7 g

( 产黄青霉%40#%(%&&%7.(+,/)-30#7.&\#\\9%:)9 2$ 7 g

$% 扩展青霉%40#%(%&&%7.0;9"#)7.&\#\\9%:)1 $29 7 g

$$ 桔青霉%40#%(%&&%7.(%6,%#7.&\#\\9$R2R % hG\29RR'& ( 7 g

$2 绳状青霉%40#%(%&&%7.<7#%(7&-)7.&\#\\9%2R(

$2

'

"

7 g

$' 平滑正青霉%=790#%(%&&%7.&01%67.&\#\\9$%1: 9( 7 g

$9 宛氏拟青霉%4"0(%&-./(0)1",%-6%%&\#\\9%2)

$:

'

"

7 g

$) 草酸青霉%40#%(%&&%7.-;"&%(7.&\#\\9%%( 99$ 7 g

$:

树脂枝孢霉%!&"$-)9-,%7.,0)%#"0&\#\\9$R%:

% hE_V\'$R%(&

:

'

"

7 g

$R 小孢根霉%5+%>-97).%(,-)9-,7)&\#\\'$9: 2 (9$ 7 g

$1 烟曲霉%8)90,3%&&7)<7.%3"67)&\#\\9$%22 ): 7 g

$( 迟缓芽胞杆菌 %?"(%&&7)&0#67)&\#\\$%':) $') 7 g

2% 大肠埃希氏菌%=)(+0,%(+%" (-&%&\#\\$%'1( :1( :)) 7 g

2$ 弗氏柠檬酸杆菌%!%6,-'"(60,<,07#$%%&\#\\$%9%9 ) '%( 7 g

22 阴沟肠杆菌%=#60,-'"(60,(&-"("0&\#\\2$)'( :1( :)) 7 g

2' 日勾维多细菌源菌%4&7,"&%'"(60,30,3-1%"0&\#\\29$'2 :1( :)) 7 g

29 铜绿假单胞菌%4)07$-.-#")"0,73%#-)"&\#\\$%9$( :1( :)) 7 g

2) 荧光假单胞菌%4)07$-.-#")<&7-,0)(0#(0&\#\\2$:2% :1( :)) 7 g

2: 恶臭假单胞菌%4)07$-.-#")976%$"&\#\\2$:29 1 (91 7 g

2R 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7,@+-&$0,%" (09"(%"&\#\\2$(2: 1 $'1 7 g

21 肺炎克雷伯氏菌%A&0')%0&&" 9#07.-#%"0&\#\\$%1R% $: R'( 7 g

2( 产酸克雷伯氏菌%A&0')%0&&" -;/6-("&\#\\2$)$1 :1( :)) 7 g

'%

嗜麦芽糖寡养单胞菌% *60#-6,-9+-.-#")."&6-9+%&%"&

\#\\22(')

:1( :)) 7 g

'$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B0,)%#%" 0#60,-(-&%6%("&\T\\)22)2 $R 1(2 7 g

'2 粘质沙雷氏菌% *0,,"6%" .",(0)(0#)&\#\\$%')) :1( :): 7 g

'' 肠沙门氏菌% *"&.-#0&&" (+-&0,")7%)&\#\\2$9(' $9 R)1 7 g

'9 肠沙门氏菌% *"&.-#0&&" 6/9+%.7,%7.&\#\\$%92% $' (1( 7 g

') 金黄色葡萄球菌% *6"9+/&-(-((7)"7,07)&\#\\$%'19 :9$ %2: 7 g

': 沃氏葡萄球菌% *6"9+/&-(-((7):",#0,%&\#\\2'((2 :1( :)) 7 g

'R 枯草芽胞杆菌%?"(%&&7))7'6%&%)&\#\\$%2R) :9$%2: 7 g

'1 蜡样芽胞杆菌%?"(%&&7)(0,07)&\#\\$%')2 :9$%2: 7 g

'( 表皮葡萄球菌% *6"9+/&-(-((7)09%$0,.%$%)&\#\\$%9': :1( :)) 7 g

9% 藤黄微球菌%C%(,-(-((7)&7607)&\#\\$%2:( 1 7 g

9$ 鸡肠球菌%=#60,-(-((7)3"&&%#",7.&\#\\2929% $: '%) 7 g

92 粪肠球菌%=#60,-(-((7)<"0("&%)&\#\\$%'(: :1( :)) 7 g

9' 屎肠球菌%=#60,-(-((7)<"0(%7.&\#\\2$:%) 2 %)$ 7 g

99 嗜根考克氏菌%A-(7,%" ,+%>-9+%&"&\#\\$%2R: '%R 7 g

9) 单增李斯特氏菌% D%)60,%" .-#-(/6-30#0)&G\$$2:2 :1( :)) 7 g

9: 酿脓链球菌% *6,096-(-((7)9/-30#0)&\#\\$%'): 9(R 7 g

9R 黄曲霉%8)90,3%&&7)<&"17)&\#\\9$:'% 2R 7 g

SS注! $

"

"7表示阳性结果"即样品 V=W值与培养基空白 V=W值的比值大于 '' 2

"

" g表示在卵磷脂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生

长良好''

"

"表示菌株培养 91 K 后的检测结果"其他菌株均为培养 29 K 后的检测结果

SS促生长能力测试通过的标准为"试验收集的 9R

株微生物菌株均能在富集培养基 T656中生长良好"

且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若促生

长能力测试不能通过上述标准"需要对富集培养基的

配方和培养条件进行优化(

@>@?产品适用性试验

产品适用性试验包括样品影响测试和接菌试验(

化妆品产品在应用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检测前"应

先进行产品适用性试验来确定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

是否适用于待检产品( 本研究选择大肠埃希氏菌

%=)(+0,%(+%" (-&%&\#\\$%'1(+铜绿假单胞菌%4)07$-E

.-#")"0,73%#-)" & \#\\ $%9$(+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6"9+/&-(-((7)"7,07)& \#\\$%'19+枯草芽胞杆菌

%?"(%&&7))7'6%&%)&\#\\$%2R)+白色念珠菌 %!"#$%$"

"&'%("#)&\#\\$(:) 和黑曲霉%8)90,3%&&7)#%30,&\#\\

291R 用于产品适用性试验研究(

2&2&$S样品影响测试

样品影响测试的目的是确保化妆品中的配方成

分不会影响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检测"每种产品检

测 ' 个不同生产批次( 操作步骤为!将 $% U$%% \GW

试验菌株接种于 $% L=富集培养基 T656中制备菌

悬液 %黑曲霉制备孢子悬液&"同时将等量的菌液涂

布于卵磷脂吐温O1% 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

上确认实际接种量( 称取 $% Z产品"加至 (% L=富

集培养基 T656中"充分振荡混匀"取 $% L=$i$% 稀

释液加到 (% L=富集培养基 T656制备成产品样品"

同时将不接菌的富集培养基 T656作为培养基空白(

将上述制备的菌悬液+产品样品和培养基空白置于

%'% e2& f摇床"2%% P*L/-"振荡培养 91 K( 取样"对

富集培养后的产品样品进行上机检测"并使用平板培

养方法确认产品中是否含有微生物'取 (%%

"

=培养

基加入 $%%

"

=567标品"制备成 567对照'取(%%

"

=

培养基空白加入 $%%

"

=富集培养物的 $%% 倍稀释液"

制备成微生物对照'取 (%%

"

=产品样品加入$%%

"

=

567阳性对照标品"制备为 567样品'取(%%

"

=产品

样品加入 $%%

"

=富集培养物的 $%% 倍稀释液"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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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微生物样品( 将上述制备的样品和对照进行 567

生物荧光增幅法检测"同时取 $%%

"

=涂布于卵磷脂

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上确认相应

样品中是否含有微生物( 样品影响测试结果的通过

标准见表 2(

表 @?样品影响测试通过标准

"&)*%@?8-55%''56(+%6(& 4/6'&23*%%44%5++%'+'

编号 项目 标准

5 培养基空白 j$ %%% V=W

_ 567对照 k' 倍培养基空白 V=W

微生物对照 k' 倍培养基空白 V=W

\ 产品样品 j' 倍培养基空白 V=W

! 567样品 k' 倍培养基空白 V=W

微生物样品 k' 倍培养基空白 V=W

产品 567回收率*X k2)%推荐值&

2&2&2S接菌试验

接菌试验主要用于确认加入样品中的防腐剂能

否被富集培养基有效中和"每种产品检测 ' 个不同生

产批次( 操作步骤为!称取 $% Z产品"加入 (% L=富

集培养基 T656"充分振荡混匀"取 $% L=$i$% 稀释

液加到 (% L=富集培养基 T656制备成产品样品"同

时将不接菌的富集培养基 T656作为培养基空白(

将试验菌株制备成 $% U$%% \GW*$%%

"

=的菌悬液

%黑曲霉制备孢子悬液&备用"同时取 $%%

"

=涂布于

卵磷脂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上以

确认实际接种量( 接种 $%%

"

=菌悬液或孢子悬液于

产品样品中制备成微生物样品"同时接种 $%%

"

=菌

悬液或孢子悬液于培养基空白中制备成微生物对照'

将制备的产品样品+培养基空白+微生物样品和微生

物对照置于%'% e2& f摇床"2%% P*L/- 振荡培养 91

K( 对富集培养后的样品进行 567生物荧光增幅法

检测"若样品为霉菌"则需使用玻璃珠破壁处理 '%

L/- 后再上机检测( 同时取 $%%

"

=富集液涂布于卵

磷脂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上确认

样品中是否含有微生物( 接菌试验通过的标准为"微

生物样品和微生物对照的检测结果为阳性"未接菌的

产品样品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S结果与分析

A>=?促生长能力测试

促生长能力测试结果见表 $( 本研究收集的 9R

株微生物菌株在富集培养基 T656中生长良好"567

生物荧光增幅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并且在卵磷脂吐温

1%O营养琼脂培养基或虎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表明

富集培养基 T656的促生长能力测试符合要求(

促生长能力测试主要考察 T656培养基对菌株

的富集培养能力"试验菌株的选择尤为关键( 本研究

结合微生物分类学特征和生长特性"选取与化妆品原

料与生产环境相关的 9R 种细菌+酵母和霉菌代表菌

株"用于考察 T656培养基的富集能力( 从微生物分

类特征上看"选取的菌株包括 21 株细菌%$) 株革兰

氏阴性细菌和 $' 株革兰氏阳性细菌&") 株酵母菌和

$9 株霉菌"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从生理特性上看"既

有生长速度快的代表菌株"又有对营养苛求+生长较

为缓慢的代表菌种"如聚多曲霉%8)90,3%&&7))/$-:%%&

\#\\9%('%"绳状青霉%40#%(%&&%7.<7#%(7&-)7.&\#\\

9%2R("宛氏拟青霉%4"0(%&-./(0)1",%-6%%&\#\\9%2)"

拜耳接合酵母 %2/3-)"((+",-./(0)'"%&&%& \#\\$21$

和树脂枝孢霉%!&"$-)9-,%7.,0)%#"0&\#\\9$R%:"在

富集培养基 T656中培养 91 K 后"567生物荧光增

幅检测结果才为阳性( 这 ) 株真菌是生长缓慢的菌

株的代表"为今后研究中生长缓慢代表菌株的选择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A>@?产品适用性试验

'&2&$S样品影响测试

样品影响测试主要测试化妆品产品的本底信号

值"确保化妆品配方成分不会影响 567生物荧光增

幅法的检测( 检测结果见表 '"培养基空白的信号值

在 $:R U21) V=W"远低于检测方法规定的 $ %%%

V=W"表明富集培养基 T656本底信号符合要求( 产

品样品的信号值在 1R U$(( V=W"也远低于 ' 倍培养

基空白信号值的要求"并且通过涂布平板确认化妆品

样品中未见微生物污染( 此外"567对照+微生物对

照+567样品和微生物样品的信号值均大于 ' 倍培养

基空白的信号值"并且测试产品中 567回收率在

R'&1X U$%:&1X"高于 2)X的标准推荐值"表明本

研究选取的 : 种产品均通过样品影响测试(

'&2&2S接菌试验

接菌试验主要是证明化妆品中的抑菌作用能否

被富集培养基有效中和"检测结果见表 9( 培养基空

白的信号值在 $9) U$R1 V=W"远低于检测方法规定

的$ %%% V=W"产品样品的信号值在 1: U$(1 V=W"检

测结果为阴性"并且涂布平板确认化妆品样品中未见

微生物污染( 而接种试验菌悬液的微生物对照和微

生物样品"567生物荧光增幅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并且通过平板确认微生物对照和微生物样品中微生

物生长良好"表明本研究选取的 : 种产品均通过接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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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综合样品影响测试和接菌试验的检测结果"567

生物荧光增幅法适用于本研究所选洗发水+沐浴液+

护发素+定型水+面霜和面膜中微生物的快速筛选与

检测"为后续该方法进行方法验证和方法适用性研究

奠定了基础(

表 A?样品影响测试结果

"&)*%A?8&23*%%44%5++%'+6%'-*+'

产品 洗发水 沐浴液 护发素 定型水 面霜 面膜

批次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培养基空白 V=W值 21) $:R $:R 2)' $(( $:R

微生物

对照

8F#%30,

S7

"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F)7'6%&%) 7 7 7 7 7 7

4F"0,73%#-)" 7 7 7 7 7 7

*F"7,0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567对照 : %:% ) )'( ) )'( : %$2 : 292 ) )'(

产品样品 V=W值 $)R 1R $12 $$) $2' $$1 $R2 $)( $9: $:$ $9% $92 $12 $(( $12 $R% $(1 $::

微生物

样品

8F#%30,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7'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4F"0,73%#-)"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7,0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567样品 9 9$: 9 :29 9 9(% ) %9) 9 :)% 9 '1% ) 9(% ) 129 ) RR% : $(R ) :%$ ) 912 : $$2 : %1% : %12 ) 1'' ) ('R ) 1$1

产品 567回收率*X R'&1 R1&: R9&: ($&1 19&' RR&% ((&% $%)&) $%9&R $%9&1 (9&1 (2&R (1&$ (R&' (R&: $%)&9 $%:&1 $%)&2

SS注!

"表示阳性结果"即样品 V=W值与培养基空白 V=W值的比值大于 '%下同&

表 B?接菌试验结果

"&)*%B?83(D(0E +%'+6%'-*+'

产品 洗发水 沐浴液 护发素 定型水 面霜 面膜

批次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培养基空白 V=W值 $9) $R1 $R1 $9) $9) $R1

微生物

对照

8F#%30,

S7

"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F)7'6%&%) 7 7 7 7 7 7

4F"0,73%#-)" 7 7 7 7 7 7

*F"7,0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产品样品 V=W值 (% 1: 1R $$) $2' $$1 $R2 $)( $9: $:$ $9% $92 $)% $21 $)9 $R% $(1 $::

微生物

样品

8F#%30,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7'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4F"0,73%#-)"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7,0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F(-&%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9S结论

本研究收集的与化妆品原料及其生产环境相关

的 9R 株代表性菌株"在富集培养基 T656中生长良

好"均通过了促生长能力测试'选取的清洁类+护理

类+美容修饰类中 : 种化妆品均符合样品影响测试和

接菌试验检测方法的要求( 因此"567生物荧光增幅

法具有在化妆品及相关领域开展微生物快速筛选与

检测的良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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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6[75@6<"nWAE<6V5E";<#AWE=#W&@̀CFBC3/J- JNC-

567OH/JFBL/->4,>-,>PCM/I L/,PJH/CF4,P>>-/-ZL>3KJI NJP/-O

MPJ,>44H/JFJZ/,4#8$&7!58JBP-CFJN7KCPLC,>B3/,C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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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OC,3/̀/3DC4CB4>NBF3JJFNJPLJ-/3JP/-ZL/,PJH/CFFJCI /- CYB>O

JB4KBL/I/N/>P4CLMF>4#8$&#-3>P-C3/J-CF8JBP-CFJN<DZ/>->C-I

@- /̀PJ-L>-3CF<>CF3K"2%$)"2$1!2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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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忠合"李晓婷"胡文梅"等&超高压液相色谱O高分辨质谱法检测单丛乌龙茶中氨基酸#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

%2$&!2%R 02$9&]5E?;KJ-ZK>" =#̂ /CJ3/-Z" <W]>-L>/" >3CF&!>3>PL/-C3/J- JNCL/-JC,/I4/- "JFJ-Z3>CHDBF3PCOK/ZK

MP>44BP>F/YB/I ,KPJLC3JZPCMKD,JBMF>I b/3K K/ZK P>4JFB3/J- LC444M>,3PJL>3PD#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

%2$&!2%R 02$9&

超高压液相色谱F高分辨质谱法检测单丛乌龙茶中氨基酸

王忠合!李晓婷!胡文梅!王军"

%韩山师范学院 食品工程与生物科技学院"广东 潮州")2$%9$&

摘S要S采用超高压液相色谱O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法鉴别和定量测定 ) 种单丛乌龙茶中的游离氨基酸!探讨

色谱分离条件和质谱参数对氨基酸测定的影响" 样品经热水提取!采用 <#=#\柱分离!以 2% LLJF*=甲酸铵&含

体积分数 %&$X的甲酸'和乙腈&含体积分数 %&$X甲酸'为流动相梯度洗脱!电喷雾正离子化检测#数据采集方

法为全信息质谱数据采集模式!基质匹配标准曲线法定量" 结果表明!不同采集模式对准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

子峰的丰度及数量的影响较大!22 种氨基酸标准溶液的质量浓度和检测响应的线性关系良好!其相关系数均大

于 %&(()检出限在 $&' U()&R

"

Z*=!超高压液相色谱O高分辨质谱法的准确度高#精密度和重复性均可满足要求"

单丛乌龙茶中总游离氨基酸的总量为 91)&$2 U)R)&() LZ*$%% Z!乌叶#鸭屎香#玉兰香#白叶#水仙等 ) 种单丛乌

龙茶中含有多种常见氨基酸!各氨基酸在不同单丛乌龙成茶中的含量差异较大 &4j%&%)'!其中茶氨酸#谷氨

酸#精氨酸#丝氨酸#天冬氨酸等的含量较高"

关键词S乌龙茶)亲水作用色谱柱)高分辨质谱)氨基酸

G%+%62(0&+(/0/4&2(0/ &5(.'(0H/*/0E +%& ), -*+6&F1(E136%''-6%*(I-(.

516/2&+/E6&31, 5/-3*%.<(+11(E16%'/*-+(/02&'''3%5+6/2%+6,

]5E?;KJ-ZK>" =#̂ /CJ3/-Z" <W]>-L>/" ]5E?8B-

"

%[,KJJFJNGJJI @-Z/->>P/-ZC-I _/J3>,K-JFJZD" <C-4KC- EJPLCFW-/̀>P4/3D" \KCJmKJB )2$%9$" \K/-C&

!78"9!:"S6K>NP>>CL/-JC,/I4/- N/̀>!C-,J-Z"JFJ-Z3>Cb>P>/I>-3/N/>I C-I YBC-3/3C3/̀>FDI>O

3>PL/->I HDBF3PCOK/ZK MP>44BP>F/YB/I ,KPJLC3JZPCMKD,JBMF>I b/3K YBCIPBMJF>3/L>OJNONF/ZK3LC44

4M>,3PJL>3PD%W<7=\On6"GT[&" C-I 3K>>NN>,34JN,KPJLC3JZPCMK/,4>MCPC3/J- ,J-I/3/J-4C-I LC44

4M>,3PJL>3PDMCPCL>3>P4J- 3K>I>3>PL/-C3/J- JNCL/-JC,/I4/- !C-,J-Z"JFJ-Z3>Cb>P>/- >̀43/ZC3>I&

6K>4CLMF>4b>P>>a3PC,3>I b/3K KJ3bC3>P" 4>MCPC3>I HDC<#=#\,JFBL-" C-I ZPCI/>-3>FB3/J- bC4

M>PNJPL>I b/3K 2% LLJF*=CLLJ-/BLNJPLC3>%,J-3C/-/-Z%&$X NJPL/,C,/I& C-I C,>3J-/3P/F>%,J-O

3C/-/-Z%&$X NJPL/,C,/I& C4LJH/F>MKC4>&GBFF/-NJPLC3/J- LC444M>,3PJL>3PD>F>̀C3>I %T[

@

& b/3K

>F>,3PJ4MPCDMJ4/3/̀>/J- LJI>%@[#

g

& bC4B4>I 3JI>3>,33K>CL/-JC,/I4C-I IC3C,JFF>,3/J-" C-I

YBC-3/3C3/̀>C-CFD4/4bC4M>PNJPL>I HDLC3P/aLC3,K/-Z43C-ICPI ,BP̀>L>3KJI&V>4BF344KJb>I 3KC33K>

C,YB/4/3/J- LJI>JNLC444M>,3PJL>3PD4/Z-/N/,C-3FD/-NFB>-,>I 3K>CHB-IC-,>C-I YBC-3/3DJN3K>MP>O

,BP4JP/J- C-I NPCZL>-3/J- M>C." C-I 3K>P>bC4CZJJI F/->CPP>FC3/J-4K/M H>3b>>- 3K>,J-,>-3PC3/J- JN

22 CL/-JC,/I 43C-ICPI4C-I I>3>,3/J- P>4MJ-4>" C-I 3K>,JPP>FC3/J- ,J>NN/,/>-34b>P>ZP>C3>P3KC-

%&((&6K>I>3>,3/J- F/L/3%="!& NJPC-CFD434bC4/- 3K>PC-Z>JN$&' 0()&R

"

Z*=" C-I 3K>JM3/L/m>I

W<7=\O<VT[ L>3KJI bC44B,,>44NBFFDCMMF/>I 3J3K>C-CFD4/4JNCL/-JC,/I4/- "JFJ-Z3>C4CLMF>4

IB>3J3K>K/ZK C,,BPC,D" MP>,/4/J- C-I P>M>C3CH/F/3D&5-I 3K>3J3CFCLJB-3JNNP>>CL/-JC,/I4/- !C-O

,J-Z"JFJ-Z3>CbC4/- 3K>PC-Z>JN91)&$2 0)R)&() LZ*$%% Z&6K>N/̀>!C-,J-Z"JFJ-Z3>C" 4B,K

C4]BD>" AC4K/a/C-Z" ABFC-a/C-Z" _C/D>" [KB/a/C-" ,J-3C/->I C C̀P/>3DJN,JLLJ- CL/-JC,/I4"

第一作者!博士"副教授%王军副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bC-Z+B-$(1$$2$%c$:'&,JL&

SS基金项目!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2%$15%'%'%R%%%:&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2%$)d6[\̂ %11'2%$1d6[\̂ $92& '广东省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2%$:5%2%2$%$')& '潮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 '$&

收稿日期!2%2%O%9O$1"改回日期!2%2%O%: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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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F>3K>,J-3>-34JNI/NN>P>-3CL/-JC,/I44KJb>I 4/Z-/N/,C-3I/NN>P>-,>%4j%&%)&" /- bK/,K 3K>,J-O

3>-34JN3K>C-/->" ZFB3CLC3>" CPZ/-/->" 4>P/->C-I C4MCP3/,C,/I b>P>K/ZK>P,JLMCP>I b/3K ,J-3PJF&

;%, </6.'S"JFJ-Z3>C' KDIPJMK/F/,/-3>PC,3/J- ,KPJLC3JZPCMKD' K/ZK P>4JFB3/J- LC444M>,3PJL>3PD'

CL/-JC,/I

SS单丛乌龙茶是从国家级优良品种凤凰水仙选育

出的优异单株%株系&"属于极其宝贵的品种资源"种

植历史悠久"主产于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山"是全国名

茶之一"其成品茶品质优异"香味独具一格
#$ 02$

( 成

茶中的氨基酸与茶叶种类+加工程度等有密切关系"

是影响茶营养保健功能及风味品质的关键化学成分

之一"茶叶中含有多达 2: 种氨基酸"含量约为 2X U

)X"其中茶氨酸占氨基酸总量的 )%X左右"约占茶

叶干重的 $X U'X( 茶氨酸作为茶叶特有的化学成

分"不仅构成茶汤鲜爽味"还能降低茶的苦涩味"在提

神+镇静+降血压+抗癌和减肥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功

效作用
#' 0)$

( 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和组成对茶汤的滋

味+色泽有较明显的影响"对茶汤的香气和鲜爽度起

着决定性作用
#:$

( 由于茶原料+加工+制作方法的不

同"茶氨酸及其他游离氨基酸在各类茶叶中的含量存

在非常大的差异"轻度发酵的白茶和未发酵的绿茶中

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较高"白茶比深度发酵的黑茶中的

含量高约 (% 倍
#R 01$

"这与不同种类的茶特有的口感和

风味密切相关( 因而准确测定茶叶中各游离氨基酸的

含量"对于评定其营养价值和风味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测定食品中氨基酸的含量

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大多数氨基酸无紫外吸收

及荧光发射特性"需要用质谱直接检测"也可采用衍

生化后用紫外吸收或荧光检测器检测"常用的衍生剂

有!:O氨基喹啉OGO羟基琥珀酰亚胺碳酸盐 %:OCL/-O

JYB/-JFDFOGOKDIPJaD4B,,/-/L/IDF,CPHCLC3>" 5n\&

#R$

+

邻苯二甲醛%-OMK3KCFCFI>KDI>""75&

#($

+异硫氰酸苯

酯 % MK>-DF/4J3K/J,DC-C3>" 7#6\&

#$%$

+ 2" 9O二硝基氟

苯
#$$$

+丹磺酰氯%IC-4DF,KFJP/I>"ICH4DFO\F&

#)$

和 (O芴

甲氧羰酰氯 % (ONFBJP>-DFL>3KDF,KFJPJNJPLC3>"GT"\O

\F&

#$2$

等"其中 "75衍生化方法简单+反应迅速+易

实现自动化"但衍生物稳定性低"且不能与仲氨酸反

应'GT"\O\F和 7#6\可与一级和二级氨基酸反应"

但其副产物较多进而干扰测定"且 7#6\衍生体系中

的三乙胺试剂在质谱中的响应特别灵敏"会抑制其他

物质的离子化"残留性高+很难清洗干净"在质谱的后

续使用会出现三乙胺峰的干扰'ICH4DFO\F具有衍生迅

速+样品制备简单+灵敏度高'5n\属于专用衍生剂"

具有衍生反应步骤简单+所需时间短+副反应少+产物

稳定等优点"且采用串联质谱法替代紫外吸收或荧光

检测器分析衍生产物"不仅能够利用质核比的差异区

分共洗脱物"而且还能增加其检测灵敏度
#R$

( 而随

着高分辨质谱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排除复杂食品基

质中杂质引起的背景干扰"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和精

确度"并且与二级质谱图库比对"可以实现对化合物

的验证"从而实现快速筛查和定量测定食品中氨基酸

的含量
#$' 0$9$

"加之高分辨质谱技术在快速筛查过程

中不需要标准品"因此"高分辨质谱技术在食品分析

检测领域中的应用必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本实验选取 ) 种凤凰单丛乌龙茶为研究对象"利用超

高压液相色谱O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法 % BF3PCOK/ZK

MP>44BP>F/YB/I ,KPJLC3JZPCMKDOYBCIPBMJF>3/L>OJNONF/ZK3

LC444M>,3PJL>3PD"W<7=\On6"GT[&测定游离氨基

酸的含量"为单丛乌龙茶中游离氨基酸的准确鉴别和

定量测定提供参考(

$S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试剂

单丛乌龙成茶"于 2%$1 年 9 月采购于广东省潮

州市凤凰山茶园'谷氨酸%?FB&+异亮氨酸%#F>&+精氨

酸%5PZ&+天冬氨酸 %54M&+天冬酰胺 %54-&+谷氨酰

胺%?F-&+蛋氨酸%T>3&+酪氨酸%6DP&+亮氨酸%=>B&+

苯丙氨酸%7K>&+赖氨酸%=D4&+色氨酸%6PM&+丙氨酸

%5FC&+甘氨酸%?FD&+苏氨酸%6KP&+脯氨酸%7PJ&+组

氨酸%</4&+丝氨酸 % [>P&+半胱氨酸 %\D4&+缬氨酸

%lCF&+反式O9O羟基O脯氨酸 %<MPJ&等"[/ZLCO5FIP/,K

公司'茶氨酸%6K>&+茚三酮"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

限公 司' 质 谱 级 乙 腈 和 甲 醇" G/4K>P公 司' d\F+

d<

2

7"

9

+d

2

<7"

9

+浓盐酸+三乙胺+无水乙酸钠+正己

烷+冰乙酸+考马斯亮蓝 ?O2)%+体积分数 ()X乙醇等

均为分析纯'超纯水%电阻率
#

$1&% T

#

-,L&"实验

室自制(

氨基酸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分别称取 22 种氨

基酸标准品各 $&% LZ"用体积分数 %&$X甲酸水溶液

溶解"配成 $%% LZ*=的储备液( 吸取一定量的氨基

酸混合标准储备液"用等体积比的乙腈O水%含%&$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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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溶液稀释配成一系列质量浓度的标准工作液"

过 %&22

"

L滤膜"备用(

=>@?仪器与设备

5Z/F>-3$2:% #-N/-/3D超高压液相色谱仪"由二元

泵+柱温箱+自动进样器+脱气机+紫外检测器组成"安

捷伦有限公司' >̂̀J?2Ô[ n6"G高分辨质谱仪"配

电喷雾离子源%@[#&"沃特世有限公司'8A'%%2 电子

天平"梅特勒O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GO:%)% 型真

空干燥箱"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9 漩涡

振荡器"意大利 l@=7公司'8[7O2%% 型高速多功能粉

碎机"浙江省永康市金穗机械制造厂']G8R2%% 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公司'?]5O

WE$O$% 超纯水器"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A?实验方法

$&'&$S茶叶样品处理及氨基酸的提取

分别将茶叶样品置于干燥粉碎机中"粉碎过 9% 目

筛" 02% f冷藏"备用( 称取 '&% Z磨碎样品于 )%% L=

蓝盖瓶中"加入沸蒸馏水 $%% L="立即移入沸水浴中

浸提 2% L/-"浸提后立即趁热减压过滤"将滤液冷却后

转入 $%% L=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待用(

$&'&2S比色法测定氨基酸的总量

采用 ?_*61'$9,2%$' )茶 游离氨基酸总量的

测定*

#$)$

测定提取液中氨基酸的总量"准确吸取 $&%

L=样品提取液或标准工作液"注入 2) L=比色管中"

加入 %&) L= M< 1&% 磷酸盐缓冲液和 %&) L=

2% LZ*L=茚三酮溶液"在沸水浴中加热 $) L/-( 待

冷却后加水定容至 2) L=( 放置 $% L/- 后"在 )R%

-L处"以试剂空白溶液作参比"测定吸光度( 分别根

据标准曲线方程 Bh%&%:$2H0%&%2'9%5

2

h%&((:R&

求得氨基酸的质量浓度"代入公式%$&计算出样品中

总氨基酸的含量!

!

I

"

JK

.

式中!

!

"氨基酸的含量"LZ*.Z'

"

"由标曲求得的质量

浓度"LZ*='K"样液定容体积"L='."取样质量"Z(

$&'&'S超高压液相色谱O高分辨质谱法测定各氨基

酸含量

取氨基酸标准液或样品上清液分别过 %&22

"

L

滤膜后采用 W<7=\On6"GT[ 进行检测"根据氨基酸

标准曲线"计算出茶叶中各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色谱

条件
#$: 0$R$

!<#=#\O;色谱柱 %2&$ LLo$%% LL"2&R

"

L&'流速 %&9 L=*L/-'柱温 '%&% f'进样量 2

"

='

洗针进样"流动相 5!2% LLJF*=甲酸铵水溶液%含体

积分数 %&$X甲酸&+流动相 _!乙腈 %含体积分数

%&$X甲酸&"梯度洗脱%优化后的程序如表 $&( 质谱

条件!正离子灵敏度模式检测"扫描范围 .L>)% U

:%%"毛细管电压 2&:' .l"锥孔电压 9% l"提取锥孔

电压 : l"离子源温度 $'% f'脱溶剂气温度 9%% f'

锥孔气流速 :% =*K"脱溶剂气流速 1%% =*K"扫描时

间 %&2 4( 全扫描质谱数据%T[&采集方法!第 $ 通道

碰撞能量 : >l+第 2 通道碰撞能量 $)+2) 和 ') >l(

全信息质谱数据%T[

@

&采集方法!低能通道碰撞能量

: >l+高能通道碰撞能量从 $% 增至 ') >l( 2 种采集

模式下的数据类型均为棒状图+采用质量锁定技术校

正以获取准确有效的质量数测量值"以 2%% MZ*

"

=的

亮氨酸脑啡肽溶液为锁定质量溶液"流速为 $%

"

=*L/-"电压为 2&% .l"每隔 '% 4采集 $ 次"在正离

子模式下产生 .L>)):&2RR $ 的离子(

表 =?梯度洗脱程序表

"&)*%=?C6&.(%0+%*-+(/036/E6&2 %23*/,%.4/6

+1%'%3&6&+(/0/4&2(0/ &5(.'

时间*L/- 流动相 5*X 流动相 _*X

%&% $% (%

$%&% 21 R2

2%&% 'R :'

2%&$ $% (%

'%&% $% (%

$&'&9S精密度实验

精密量取 2&% L=氨基酸标准工作溶液置于 $%

L=容量瓶中"加体积比为 $i$的乙腈O水溶液 %含体

积分数 %&$X单酸&稀释至刻度"摇匀"制成标准混合

溶液"连续进样 : 次"计算氨基酸的峰面积和相对标

准偏差(

$&'&)S加标回收实验

称取单丛乌龙茶叶样品 ( 份"分别提取后置

$% L=容量瓶中"精密加入 2&% L=氨基酸的混合标

准工作溶液低+中+高 ' 个质量浓度水平%$+$%+)% 倍

定量限&"加适量体积比为 $i$的乙腈O水溶液%含体

积分数 %&$X单酸&"超声处理 $) L/-"取出"冷却至

室温"再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作为低+中+高 ' 个质

量浓度回收率组"每个质量浓度水平配制 ' 份"配制

的溶液过 %&22

"

L微孔滤膜"注入超高压液相色谱

串联高分辨质谱仪测定(

=>B?数据处理

采用 ]C3>P4公司的 TC44=D-a9&$ 软件"通过提

取离子峰获得化合物的色谱图并选用 5M>a6P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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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方法"适当调整积分参数的方式完成色谱积分"

根据质谱图中碎片离子峰的识别与峰匹配情况确认

化合物( 实验结果以平均值 e标准偏差表示"采用

[7[[ $R&%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邓肯检验进

行差异显著性分析"以 4j%&%) 为检验标准(

2S结果与讨论

@>=?质谱参数的优化

毛细管电压+锥孔电压和碰撞能量是影响质谱测

定结果的重要因素"锥孔电压直接影响各组分的灵敏

度
#$$$

"过高的锥孔电压会导致分子离子在离子源内

发生碰撞解离"影响母离子的丰度"进而影响检测限

和灵敏度( 本文采用的 T[

@

和 T[ 两种质谱采集模

式均可采集母离子和碎片离子"但不同采集模式对准

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峰的丰度及数量的影响较大"

将氨基酸标样混合溶液注入质谱仪"优化质谱参数"以

获得最优的灵敏度和较多的碎片离子"且丰度值较高"

如茶氨酸在不同质谱采集模式下的结果如图 $ 所示(

COT[ 采集模式'HOT[

@采集模式',O茶氨酸碎片离子和母离子

图 $S不同采集模式 T[ 和 T[

@

下的茶氨酸碎片离子和母离子质谱图

G/Z&$STC444M>,3PJZPCL4JN3K>C-/->NPCZL>-3C-I MCP>-3/J-4/- T[ C-I T[

@

C,YB/4/3/J- LJI>4

SST[

@

采集模式是利用低能通道和高能通道 2 种

扫描快速切换交替构成"分别记录母离子及碎片离子

信息"可以进行鉴别和定量分析"但此模式的高能通

道中碰撞能量只能设定范围值( T[ 采集模式也是采

用低能通道扫描获得母离子信息"而高能通道的碰撞

能量则有多种设置方式"如!固定值+一组值或范围值

等( 由图 $ 可知"茶氨酸的一级质谱图中主要有加合

<

g

+加合 EC

g

的准分子离子峰和脱去氨的离子峰"且

脱氨的离子峰的丰度最高"用于定量分析可提高检测

限和灵敏度
#$R$

"其他氨基酸的定量离子峰如表 2(

而在 T[%碰撞能 $)l&和 T[

@

%碰撞能 $% U')l&2 种

不同采集模式下获得的茶氨酸高能通道质谱图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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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离子的数量和丰度差异较大"T[ 采集模式中共

获得 R 个准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峰"准分子离子峰

的丰度较低"大多数的准分子离子在碰撞中变成碎片

离子"故在.L>19&%99 R处的丰度较高'而 T[

@

采集模

式中可获得 ( 个准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峰"准分子

离子峰的丰度较清晰"碎片离子峰的丰度较低"但在

.L>$)1&%12 9 处的离子峰丰度最高"该采集模式获得

的碎片离子信息多更适合于鉴别茶叶中的各种氨基

酸"因而后续研究中质谱采用 T[

@

模式采集(

表 @?氨基酸标准品的精确质量及相关数据

"&)*%@?J/0/('/+/3(52&''&0.6%*&+%..&+& /4

'+&0.&6.&2(0/ &5(.'

名称 结构式
精确质

量数

理论质

核比

定量

离子

定量离子

质核比

偏差*

L!C

5FC

\

'

<

R

E"

2

1(&%9R :R (%&%)) 9()

#Tg<$

g

(%&%)) : %&$$

5PZ

\

:

<

$9

E

9

"

2

$R9&$$$ :R $R)&$$( 9()

#Tg<$

g

$R)&$2% $ %&:$

54-

\

9

<

1

E

2

"'

$'2&%)' 91 $''&%:$ '%)

#Tg<$

g

$''&%:' 1 2&9(

54M

\

9

<

R

E"

9

$''&%'R 9( $'9&%9) '$)

#Tg<$

g

$'9&%9) % 0%&'2

\D4

\

'

<

R

E"

2

[

$2$&%$( R9 $22&%2R ):)

#Tg<0E<

'

$

g

$%)&%%$ % 0%&%2

?F-

\

)

<

$%

E

2

"

'

$9:&%:( $' $9R&%R: ())

#Tg<0E<

'

$

g

$'%&%)% R %&2(

?FB

\

)

<

(

E"

9

$9R&%)' $9 $91&%:% (:)

#Tg<$

g

$91&%:% 1 0%&$R

?FD

\

2

<

)

E"

2

R)&%'2 %2 R:&%'( 19)

#Tg<$

g

R:&%'( ) 0%&'9

</4

\

:

<

(

E

'

"

2

$))&%:( 9R $):&%RR 2()

#Tg<$

g

$):&%RR : %&'%

<MPJ

\

)

<

(

E"

'

$'$&%)1 2' $'2&%:: %))

#Tg<$

g

$'2&%:: % 0%&%:

#F>

\

:

<

$'

E"

2

$'$&%(9 :2 $'2&$%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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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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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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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0E<

'

$

g

$)1&%12 ) %&R(

6KP

\

9

<

(

E"

'

$$(&%)1 2' $2%&%:: %))

#Tg<$

g

$2%&%:R ( $&19

6P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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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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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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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 % %&19

lCF

\

)

<

$$

E"

2

$$R&%R1 (R $$1&%1: R()

#Tg<$

g

$$1&%1: 1 %&%$

@>@?色谱参数的优化

实验初期"分别采用了 [_O\

$1

柱 % 2)% LL o

9&: LL")&%

"

L&+@\O\

$1

柱 %$%% LLo2&$ LL"

2&R

"

L&和 <#=#\O;柱%$%% LLo2&$ LL"2&R

"

L&"

在二元流动相为甲酸铵O甲酸水溶液O乙腈的梯度洗

脱条件下"对 22 种氨基酸的混合标准溶液进行了分

离条件的优化( \

$1

柱的分离效果明显不如 <#=#\O;

柱"部分氨基酸的出峰时间重合无法分离"如赖氨酸+

精氨酸和组氨酸的峰重合"这主要是由于 ' 种氨基酸

的水溶性较好"在 \

$1

柱上的保留差"分离效果较差(

亮氨酸和异亮氨酸在 \

$1

柱上也比较难实现分离"由

于这 2 种氨基酸具有相同的质核比"因而无法进行鉴

别和定量分析
#$'$

( 鉴于此"优化了 <#=#\O;柱分离

氨基酸的色谱条件"采用同样的二元流动相进行梯度

洗脱优化"如图 2 所示"氨基酸标准化合物的分离效

果理想"亮氨酸和异亮氨酸可分开"且分离时间只需

$) L/-"降低了分析所需时间和溶剂的消耗等"能够

达到快速+高效分离的要求"且该分离条件不需添加

三乙胺和难挥发性的无机盐"只用到挥发性的甲酸和

甲酸铵改性剂"非常适合于质谱检测"优化后的梯度

洗脱条件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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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S<#=#\柱分离氨基酸的色谱图

G/Z&2S\KPJLC3JZPCLJNCL/-JC,/I44>MCPC3>I HD<#=#\,JFBL-

@>A?方法学考察

移取适量的氨基酸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加入到单

丛乌龙茶样品粉末中"按照 $&'&$ 小节的方法处理"

配制系列质量浓度的氨基酸混合标准溶液测定"各氨

基酸的检测结果如表 ' 所示( 依据各氨基酸的定量

离子峰%如表 2&提取的色谱图中信噪比%[*E&大于 '

和 $% 得到检测限与定量限"22 种目标物的线性相关

系数为 %&(( U%&(((:"样品中各测定出的氨基酸化

合物均在线性范围内"检测限为 $&' U()&R

"

Z*=(

表 A?氨基酸标准品的保留时间"标准曲线方程"

检测限及定量限

"&)*%A?9%+%0+(/0+(2%# '+&0.&6.5-6K%%I-&+(/0# *(2(+'/4

.%+%5+(/0$LHG% &0.*(2(+'/4I-&0+(+&+(/0

$LHM% /4'+&0.&6.&2(0/ &5(.'

氨基

酸

保留时

间*L/-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范围*

%LZ-=

0$

&

相关

系数

检测限*

%

"

Z-=

0$

&

定量限*

%

"

Z-=

0$

&

=D4 $9&'' /h$ (''&9%;02$2&R9 %&%) U2% %&((( 2 R&' 29&2

5PZ $'&:$ /h2 9'2&(:;0$2%&:' %&%) U2% %&((( $ )&1 $(&9

</4 $2&11 /h9' :%)&:1;0)922&RR $ U)% %&((1 ( '(&' $'$&$

54M $$&%( /h912&)R;g2%&2( $ U)% %&((R 2 12&: 2R)&'

?FB (&1R /h' )')&%2;02R&): $ U)% %&((R ( ()&R '$(&%

54- (&'R /h: (11&1);0$2':&$1 $ U)% %&((2 $ 9:&% $)'&9

?F- (&') /h$ R):&'1;g):&1) %&%) U2% %&((% ) '&% (&(

6KP 1&2) /h$ %%2&(;0:(&$22 $ U)% %&((R ) $(&9 :9&1

续表 A

氨基

酸

保留时

间*L/-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范围*

%LZ-=

0$

&

相关

系数

检测限*

%

"

Z-=

0$

&

定量限*

%

"

Z-=

0$

&

<MPJ 1&%$ /h2 '1'&2:;g''(&R2 $ U)% %&((' ) $9&: 91&1

5FC R&:R /h$ %R2&:;0$$2&)1 $ U)% %&((( : 2)&' 19&'

6K> R&%2 /h2( %('&1 ;g92(1R %&%) U2% %&((R 9 $&' 9&'

6DP :&)1 /h$ '2R&$;0$)'&R2 %&%) U2% %&((1 R 1&: 21&1

?FD :&91 /h(:$&)$;0$%2&11 $ U)% %&((( : ($&: '%)&'

7PJ )&($ /h' 2)'&%(;091&R1 %&%) U2% %&((: R 9&' $9&2

T>3 )&:$ /h$ $91&$;0'$&$92 $ U)% %&((( 9 $(&' :9&2

\D4 )&:% /h$ :'9&R' ;g21&'( $ U)% %&((' 2 $:&2 )'&(

[>P )&:% /h9 %:(&1);0'%&1RR $ U)% %&((: 9 ::&1 222&:

6PM )&)' /h) R12&$: ;g'9R&)) %&%) U2% %&(($ ' '&R $2&9

#F> )&%( /h$ $$$&2%;01)&'R $ U)% %&((( ) 2R&' ($&$

=>B 9&R( /h$ 9)%&'R;0$)&)21 $ U)% %&((R % 2R&' ($&$

7K> 9&:2 /h$ 2%(&'%;0$$%&1R %&%) U2% %&((( ) )&2 $R&9

lCF 9&9) /h(19&$R;09%&:' $ U)% %&((( ' '1&( $2(&1

SS移取适量的氨基酸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加入到单

丛乌龙茶样品粉末中"配制低+中+高 ' 个质量浓度水

平%$+$%+)% 倍定量限&的添加试验"各平行 ) 份"按

照 $&'&$ 小节的方法处理"回收率和精密度实验测定

结果如表 9 所示( 由表 9 可知"各氨基酸目标物的加

标回收率为 1'X U$$2X"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X"可

用于单丛茶样品中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表 B?单丛乌龙茶样品中氨基酸测定的添加回收率

及其相对标准偏差$98G% 单位!X

"&)*%B?9%5/K%6(%'&0.6%*&+(K%'+&0.&6..%K(&+(/0'

$98G% /4&2(0/ &5(.''3(D%.(0H/*/0E +%&

氨基酸
低加标量 中加标量 高加标量

回收率 V[! 回收率 V[! 回收率 V[!

5FC 1:&'( 9&2' 1:&'2 %&$2 1R&R9 2&$(

5PZ (2&'' %&1% (%&)' $&'R 1'&)R 2&9)

54- $%2&'( '&(9 $%2&(R %&2: (:&9) $&1'

54M (R&RR 9&$2 (:&:$ 2&(% (2&22 $&%'

\D4 (1&($ $&(2 (9&:' $&$1 1:&%2 2&($

?F- (2&'' 2&2' (%&$' $&1( (1&%1 2&19

?FB 11&)2 $&%' 1R&R) 9&%) 1(&12 '&$1

?FD $%$&$1 2&(% (2&': 2&$2 (2&(( '&(R

</4 (9&%% $&9R 1(&%) 2&2R 1R&'R $&(9

<MPJ 1:&(R 2&11 1R&R( $&:R (:&2: %&()

#F> $%(&R$ %&(' $%:&:2 $&2( $%(&29 %&1)

=>B $$%&'$ $&RR $%(&(% $&$( $%9&%( 2&%$

=D4 11&$: '&21 11&$) 9&R: (2&)' '&$(

T>3 19&2) 2&$2 1)&'9 $&1$ (%&2( %&($

7K> $%:&(: 9&$2 $%:&') '&$( $%$&$' $&2)

7PJ $%(&21 '&:: 19&'$ 9&'9 1R&9: 9&)2

[>P (2&(R $&)% ((&': 2&%% (2&R( 2&%2

6K> $%R&:' %&(1 (:&99 $&$$ $%1&1% $&2%

6KP (%&$1 '&)2 1)&$1 9&): ((&R' '&'%

6PM (2&:% 2&%9 11&(: '&$) $%:&$) '&92

6DP $%:&1: $&$: $%'&'1 $&21 (1&1) $&91

lCF ((&'% %&)) (:&R' $&$$ ()&$) 2&)9

@>B?茶叶样品中氨基酸鉴别与含量测定

图 ' 为单丛茶样品测定的总离子流图和不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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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窗口提取的茶氨酸和精氨酸的准分子离子色谱图(

提高质量数测定的准确度"有利于提高筛查鉴别的可

靠性"减少假阳性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串联质谱可区

分质核比的精度只有 %&%$ !C"借助碎片离子可定量

测定和区分化合物"但对于共流出的质核比相近的碎

片则无能为力( 而高分辨质谱则可精确到 %&$ L!C"

再根据碎片离子质谱信息和同位素丰度比值等信息

可对化合物进行准确筛查和确证( 如图 'OH 所示"在

提取质量窗口为 %&%) !C下提取茶氨酸 % .L>

$R)&$%1&和精氨酸 %.L>$R)&$2%&的色谱图中均在

:&1' L/- 会出现同 $ 个色谱峰"而当提取质量窗口为

%&%%) !C下提取精氨酸 %.L>$R)&$2%&的色谱图中

不会出现干扰峰"可准确提取到精氨酸的色谱峰( 茶

氨酸和精氨酸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R9&$(R R 和

$R9&2%$"2 种化合物失去 $ 个氨基%.L>$R&和 $ 个

羧基%.L>9)&得到的碎片离子峰也相同
#$1$

"因而串

联质谱的质量精度无法区分这两种氨基酸"已报道的

茶氨酸测定方法中未考虑精氨酸的影响".L>$)1 的峰

推测错误
#$($

( 由表 2 可知"茶氨酸和精氨酸的单同位

素精确质量数为 $R9&$$$ :R 和 $R9&$%% 9'"两者相差

约 $$ L!C"只有用高分辨质谱才能准确区分( 由此可

见"采用高质量的色谱图可减少假阳性的筛查结果"获

得清晰信噪比高的色谱图"有利于提高检出限(

CO总离子流图'HO色谱图

图 'S单丛乌龙茶样品测定的总离子流图及不同质量

窗口下的茶氨酸及精氨酸提取色谱图

G/Z&'S6J3CF/J- ,KPJLC3JZPCLJN"JFJ-Z3>C>a3PC,3

C-I >a3PC,3>I /J- ,KPJLC3JZPCLJNCPZ/-/->C-I

3K>C-/->/- I/NN>P>-3LC44,KPJLC3JZPCLb/-IJb

高分辨质谱法可以提供化合物的保留时间"质谱

碎片离子+精确质量数+同位素丰度比值等信息"这些

信息可为化合物的准确定性和筛查鉴别提供充分的

依据( 在实验中根据氨基酸标准化合物的碎片离子

信息确定其在茶叶样品中的存在情况"并根据提取色

谱图的峰面积进行定量"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N?单丛乌龙成茶中氨基酸种类与含量 单位!LZ*$%% Z

"&)*%N?!2(0/ &5(.'K&6(%+, &0.5/0+%0+(0.(44%6%0+

G&05/0E H/*/0E 2&.%+%&

氨基酸 乌叶 鸭屎香 玉兰香 白叶 水仙

54M

2%&11 e%&%9

CH

2%&() e2&:9

CH

'%&$$ e$&$2

I

2)&(9 e'&))

,I

$)&$1 e2&%1

C

?FB

2:&:( e%&''

,

2$&$( e$&%:

H

$(&R( e%&)2

C

2(&'' e%&%)

I

2)&1% e$&19

,

54-

:&(( e%&(:

C

$9&2) e2&%%

,

$9&%) e%&$9

,

R&') e%&2$

C

$$&%% e%&21

H

[>P

:&'% e%&%R

H

$2&2: e%&):

,

$)&11 e%&$:

I

2%&1( e%&%:

>

$&:1 e%&$)

C

?F-

(&$R e%&)9

H

$'&%$ e$&%R

,

$'&:: e%&RR

,

(&(: e%&1$

H

'&$2 e%&2)

C

</4

$2&() e$&22

C

$%&(( e%&'9

C

$)&(( e%&9)

H

$)&:: e%&%$

H

$)&$2 e$&$)

H

?FD

$$&): e%&$(

C

$:&:: e%&%)

,

$)&:R e%&)1

,

$'&(% e%&$9

H

$'&%9 e%&1:

H

6KP

)&%1 e%&%2

H

(&:( e%&2(

,

9&9$ e%&$'

H

'&'9 e%&9:

C

9&11 e%&'9

H

5PZ

9R&%: e$&1(

,

$2&)9 e$&%R

C

2$&:: e%&91

H

$2&$) e$&9R

C

9R&(: e%&1$

,

5FC

R&(% e%&(9

C

(&'R e%&%)$

C

$'&$$ e%&%:

H

$'&$2 e%&:1

H

$'&1( e%&)'

H

6K>

$:%&)1 e2&R)

CH

$2:&1$ e$&%1

C

2%R&9: e$&RR

H

$:)&$) e$&R%

CH

$RR&2) e$&%)

H

6DP

(&(R e%&$)

,

$'&:) e2&'1

I

$R&'( e%&9%

>

)&() e%&29

H

2&$2 e%&$:

C

\D4

'&)1 e%&)9

H

$&)2 e%&21

C

9&R% e%&2:

,

R&99 e%&:'

I

9&$9 e%&$(

H,

6PM

)&%( e%&':

C

R&R( e$&%1

,I

)&9% e%&)R

CH

1&:) e%&2R

I

:&:R e%&$1

H,

lCF

:&)$ e%&):

H

$%&(1 e%&9)

,

$2&%' e%&2%

,

R&2: e%&1(

H

$&1: e%&$1

C

T>3

'&9$ e%&'$

C

(&(: e%&%)

,

9&2R e%&%)

C

'&(' e%&92

C

R&%) e%&(2

H

7K>

$%&): e$&R'

C

$$&2' e$&%1

C

$2&:9 e%&2R

C

$%&)9 e%&R1

C

$1&$R e2&''

H

#F>

)&9( e%&2$

C

1&R' e%&)$

H

$$&R( e%&'%

,

R&$1 e%&%)

CH

$9&9' e$&1)

I

=>B

9&') e%&2'

C

1&9) e%&)1

,

$%&)) e%&')

I

:&%( e%&)$

H

:&): e%&('

H

=D4

'&%) e%&%R

H

1&R2 e%&:%

I

9&1% e%&)R

,

9&'R e%&%(

,

$&2R e%&$)

C

7PJ

9&1) e%&')

I

$&$) e%&2$

C

2&1: e%&$$

H,

'&'2 e%&21

,

2&29 e%&$(

H

总量$&

'R2&%2 '9(&($ 9)1&22 '1$&)' '('&9%

总量2&

91)&$2 e2&19%

C

)92&1: e'&$RR

,

)%R&92 e2&%RR

H

)R)&() e2&:1R

>

))%&)R e2&$(R

I

SS注!表中同一行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4j%&%)'

$&为

各氨基酸加和值'

2&为茚三酮比色法测定值

由表 ) 可知"采用 W<7=\On6"G法测定的 ) 种

单丛乌龙成茶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相同"主要有茶氨

酸+谷氨酸+精氨酸+丝氨酸+天冬氨酸等"但各氨基酸

在不同单丛乌龙成茶中的含量差异较大%4j%&%)&"

不同茶叶中各游离氨基酸的加和值相差较大"这可能

与茶树品种+生长环境+加工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如

玉兰香茶叶中茶氨酸和天冬氨酸的含量较高"而谷氨

酸的含量较低( 采用茚三酮比色法测定的 ) 种单丛

乌龙成茶中氨基酸总量差异显著%4j%&%)&"且与各

游离氨基酸的加和值差异较大"这可能是由于茶叶提

取液中含有其他氨基化合物"因而茚三酮比色法测定

的氨基酸总量值偏大"这进一步表明不同成茶中游离

氨基酸种类和含量有较大差异"与其种类和加工过程

密切相关( 晾青过程中在酶的作用下蛋白质水解的

游离氨基酸含量增加"这与加工过程中内源性蛋白酶

被激活"蛋白质在各种蛋白酶的催化作用下水解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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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游离氨基酸"使游离氨基酸的总量增加
#R$

"从分子

和蛋白水平看"茶叶晾青过程中茶氨酸的生物代谢与

\4GIO?"?56和 \4E5!<O?"?56基因的表达密切相

关
#2%$

( 发酵过程中游离氨基酸可发生氧化脱氨或脱

羧反应形成芳香物质"也可通过羰氨反应产生香气成

分"从而使得游离氨基酸的含量降低"其中茶氨酸作

为一种茶树特征性非蛋白主体氨基酸可与儿茶素结

合形成黄酮碱类物质"这与乌龙茶独特香味形成有密

切联系"因而在不同的成茶中其含量差异较大(

'S结论

<#=#\柱分离单丛乌龙成茶中氨基酸的效果理

想"亮氨酸和异亮氨酸在 $) L/- 内即可分开"该分离

条件不需添加三乙胺和难挥发的盐"非常适合用于质

谱检测( 质谱采集模式对准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

峰的丰度及数量的影响较大"在电喷雾正离子化

%@[#

g

&检测"22 种氨基酸目标物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 U%&(((:"检出限为 $&' U::&1

"

Z*="加标回收

率为 1'X U$$2X"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X"可用于

单丛乌龙茶样品中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茚三酮比色法测定 ) 种单丛茶样品中总游离氨

基酸的总量为 91)&$2 U)R)&() LZ*$%% Z"差异显著

%4j%&%)&( 超高压液相色谱O高分辨质谱法测定结

果表明") 种单丛乌龙成茶样品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

相同"主要有茶氨酸+谷氨酸+精氨酸+丝氨酸+天冬氨

酸等"但各氨基酸在不同单丛乌龙成茶中的含量差异

较大%4j%&%)&"这与不同品种的单丛乌龙茶独特的

香味形成及口感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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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S要S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中的蛋白成分!并定量检测核桃露和杏仁露中常

见外源成分大豆和花生的含量" 样品经蛋白质提取!胰蛋白酶酶解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O四极杆*静电场轨道

阱高分辨质谱 &K/ZK M>PNJPLC-,>F/YB/I ,KPJLC3JZPCMKD,JBMF>I b/3K YBCIPBMJF>O>aC,3/̀>LC444M>,3PJL>3PD!<7=\OnO

@aC,3/̀>OT['检测!数据经 7PJ3>JL>!/4,J̀>P>P软件与 W-/MPJ3蛋白数据库对比分析!筛选出各物种的特征肽段!

然后利用高效液相色谱O三重四极杆质谱&K/ZK M>PNJPLC-,>F/YB/I ,KPJLC3JZPCMKD,JBMF>I b/3K 3P/MF>YBCIPBMJF>3C-O

I>LLC444M>,3PJL>3PD!<7=\OnnnOT['对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的特征多肽进行验证和多反应监测&LBF3/MF>P>O

C,3/J- LJ-/3JP/-Z! TVT'定量测定" 经验证!鉴别方法有良好的专属性和高灵敏度!核桃露和杏仁露中核桃#杏

仁#大豆和花生的最低检出限分别为 $:&'#R&R#$&' 和 :&1 LZ*.Z" 该方法准确#灵敏!可有效分析植物蛋白饮料

中各类蛋白质的来源!对食品植物源性成分的鉴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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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Z>-JB4/-ZP>I/>-344B,K C44JDH>C- C-I M>C-B3/- bCF-B3IP/-. C-I CFLJ-I IP/-.&6K>4CLMF>4

b>P>I>3>PL/->I HDBF3PCM>PNJPLC-,>F/YB/I ,KPJLC3JZPCMKDOYBCIPBMJF>*>F>,3PJ43C3/,N/>FI JPH/3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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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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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近年来"植物蛋白饮料已成为饮料市场的主流产

品"越来越受消费者喜爱
#$ 02$

"随着消费人群的快速

增长"不法商贩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以次充好"掺杂掺

假"如在核桃+杏仁露饮品中掺入价格较为低廉的大

豆+花生成分
#'$

"这种商业欺诈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

序"还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建立准确+可

靠的植物蛋白饮料掺假的鉴定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目前"植物蛋白饮料的掺假鉴别方法主要有酶

联免疫分析 %>-mDL>F/-.>I /LLB-J4JPH>-3C44CD"

@=#[5&+聚合酶链式反应% MJFDL>PC4>,KC/- P>C,3/J-"

7\V&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其中"@=#[5技术

的抗原抗体具有专一性"无法同时检测几种特异物

种"且热加工工艺易导致蛋白质沉淀和抗原决定簇的

破坏"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9 0)$

'7\V技术可实现

多目标物同时检测"是目前鉴定食品掺假成分的常用

方法
#: 0($

"但是其检测物 !E5在高度加工过程中容

易降解"且存在非特异性扩增引起 !E5污染而导致

假阳性结果的基质干扰问题
#$% 0$2$

'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技术主要检测蛋白质或不同物种的特征多肽"稳定

性强+灵敏度高"可以实现多物种的同时测定"并且能

够避免复杂基质干扰及假阳性判别的问题(

随着靶向蛋白质组学的发展"基于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技术的物种特征肽段检测已逐渐成为食品掺假

鉴别和外源性成分鉴定的主要方法
#$' 0$)$

( 古淑青

等
#$:$

采用液质联用技术"鉴别出了羊肉+鸭肉+鸡肉

和猪肉 9 种肉类的生物标志性肽段"并建立了羊肉中

掺入鸭肉+鸡肉和猪肉的定量检测方法( _pE#\d

等
#$R$

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对面包中的小麦+

斯佩耳特小麦和黑麦的真实性进行了检测( ?W等
#$1$

利用基于特征肽段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了

巧克力中大豆+花生+杏仁+核桃+榛子等过敏源成分的

含量( 但是基于特征肽段的液质联用技术定量测定核

桃露和杏仁露中大豆+花生成分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主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O四级杆*静电场轨

道阱高分辨质谱%K/ZK M>PNJPLC-,>F/YB/I ,KPJLC3JZPCO

MKD,JBMF>I b/3K YBCIPBMJF>O>aC,3/̀>LC444M>,3PJL>3P"

<7=\On*@aC,3/,>OT[&和高效液相色谱O三重四级杆

质谱 % K/ZK M>PNJPLC-,>F/YB/I ,KPJLC3JZPCMKD,JBMF>I

b/3K 3P/MF>YBCIPBMJF>3C-I>LLC444M>,3PJL>3PD"<7=\O

nnnOT[&相结合"筛选出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的

特征肽段"并建立以特征肽段为检测对象的核桃露和

杏仁露掺假鉴别测定方法"为打击植物蛋白饮料掺假

行为+保证食品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S材料与方法

=>=?主要仪器与设备

液相色谱O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质谱%<7=\OnO

@aC,3/̀>配 WF3/LC3>'%%% 液相色谱&+酶标仪"美国

6K>PLJG/4K>P公司'液相色谱O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5Z/F>-3:9R%5配 5Z/F>-3$2(% #-N/-/3D

$

液相色谱&"

美国 5Z/F>-3公司')92R V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MM>-IJPN公司'高温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

公司'\G$)V̂ ##离心机"日本 </3C,K/公司'A(%) 制

浆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 天平"瑞士 T>33F>PO

6JF>IJ公司'$% .!C超滤离心管"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试剂与材料

测序级胰蛋白酶+二硫代苏糖醇 % I/3K/J3KP>/3JF"

!66&"生化级"美国 7PJL>ZC公司'碘乙酰胺%/JIJC,O

>3CL/I>"#55&"生化级"美国 [/ZLC公司'乙腈+甲酸+

乙酸"均为色谱纯"美国 6K>PLJG/4K>公司'_PCIONJPI

蛋白 定 量试 剂盒" 北 京索莱宝科技 有 限 公 司'

E<

9

<\"

'

+尿素为分析纯'所有实验用水由 T/FF/On超

纯水系统制备"美国 T/FF/MJP>公司(

核桃+杏仁+大豆+花生均购于当地农贸市场"9

个品牌共 : 个批次的核桃露+杏仁露和核桃杏仁露样

品购于当地大型超市( 核桃露+杏仁露样品制备!称

取去壳核桃仁+杏仁各 R&%%% Z"加入 29% L=() f热

水"用打浆机将其打碎"过 2%% 目筛"均质"杀菌备用(

混合果露样品制备!按以上制浆方法制备核桃大豆

露+核桃花生露+杏仁大豆露及杏仁花生露"以核桃大

豆露为例"大豆质量占坚果总质量 % R&%%% Z& 的

$%X+'%X和 )%X(

=>A?实验方法

$&'&$S蛋白质提取

称取 $% Z样品"加入 '% L=预冷乙腈混匀"于

02% f放置 2 K"$% %%% P*L/- 离心 ) L/-"弃去上清

液"向沉淀中加入 ) L=蛋白提取液%1 LJF*=尿素")%

LLJF*=E<

9

<\"

'

&"垂直振荡 '% L/-"溶解蛋白沉淀"

$% %%% P*L/- 离心 ) L/-"上清液通过 %&22

"

L聚醚砜滤

膜"一式 ' 份"用_PCINJPI 试剂盒测定其蛋白质浓度(

对照样品核桃+杏仁+大豆+花生于 9% f鼓风干

燥箱内干燥 29 K"用粉碎机进行细粉碎( 称取 $ Z粉

粹样品加入 $% L=正己烷振荡 ' L/-"$% %%% P*L/-

离心 ' L/-"弃去上清液"重复 $ 次"去除脂肪( 加入

$% L=蛋 白 提 取 液 % 1 LJF*=尿 素" )% LLJF*=

E<

9

<\"

'

&"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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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蛋白质酶解

取 2%%

"

=上清液转移至 $&) L=离心管中"加入 2

"

=$ LJF*=的!66溶液":% f下反应 $ K"冷却至室温

后加入 $%

"

=$ LJF*=的 #55溶液"常温下避光反应

'% L/-( 采用 $% .!C超滤离心管在 $' 2%% P*L/- 下离

心超滤 $) L/-"并用 2%%

"

=)% LLJF*=E<

9

<\"

'

溶液

置换 ' 次"弃去下层溶液"加入 2%%

"

=)% LLJF*=

E<

9

<\"

'

溶液复溶膜上层蛋白"按酶和底物质量比

$i)%加入胰蛋白酶溶液混匀"于 'R f酶解 $: K"加入 2

"

=甲酸终止反应"$' 2%% P*L/- 离心$% L/-"下层获得

蛋白多肽样品溶液"上机测定(

$&'&'S<7=\On*@aC,3/̀>OT[ 条件

色谱条件!75d\$1 T?###色谱柱 % 2&% LLo

$)% LL"'

"

L&'柱温 9) f'流动相 5为 %&$X%体积

分数&甲酸O水溶液'流动相 _为 %&$X%体积分数&甲

酸O乙腈( 梯度洗脱程序!% U$ L/-"$%X _'$ U$R

L/-"$%X _U')X _'$R U$( L/-"')X _U(%X _'

$( U2$ L/-"(%X _U$%X _'2$ U2)&) L/-"$%X _(

流速 %&' L=*L/-'进样体积 $%

"

=(

质谱条件!喷雾电压 ' )%% l'毛细管温度 '2%

f'离子源加热温度 2)% f'鞘气流量 '% 5PH"辅助气

流量 $% 5PH'质谱扫描模式 GBFFT[OIIT[

2

%6JME&'

全扫描分辨率 R% %%% G]<T'5?\3CPZ>3'>

:

'进样时

间 $%% L4'二级扫描分辨率 $R )%% G]<T'5?\3CPO

Z>32>

)

'进样时间 $$% L4'碰撞能量 '% >l(

$&'&9S<7=\OnnnOT[ 条件

色谱条件!同 $&'&'(

质谱条件!@[#源"采用正离子模式'毛细管电压

9 %%% l"喷嘴电压 $ %%% l"干燥气温度 ')% f"干燥

器流 速 ( =*L/-" 鞘 气 温 度 ')% f" 鞘 气 流 速

$$ =*L/-"雾化器压力 '% M4/(

2S结果与分析

@>=?高分辨质谱特异肽段的筛选

特征肽段指某一个蛋白质所特有的能够将其与

其他蛋白质特异性区分的肽段序列( 特征肽段的筛

选应遵循以下原则
#$( 02%$

!以 R U2% 个氨基酸长度的

肽为宜'不含错切或漏切的酶切位点'避免出现天冬

氨酸的水解+甲硫氨酸的氧化和谷氨酰胺的脱酰胺等

不稳定肽段'选择具有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响应

较强的碎片离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时"有较好的灵

敏度和峰形的肽段( 本实验采用 <7=\OnO@aC,3/̀>

GBFFT[OIIT[

2

%6JME&模式分析胰蛋白酶酶解后的核

桃+杏仁+大豆+花生多肽样品"数据经 7PJ3>JL>!/4O

,J̀>P>P软件和 W-/MPJ3蛋白数据库对比分析"通过比

较这 9 个物种鉴定的蛋白质和肽段列表"找到每个物

种独有的多肽信息"如表 $ 所示( 研究发现杏仁的

?E=!Gln77V+lG[E!#=l55=E67V+大豆的@5G?lEO

Tn#lV+=#6=5#7lEd7?V和 6#[[@!d7GE=V及花生

的 V7GA[E57n@#G#nn?V因含有 dV"d7"V7不适合

做定量分析"为保证鉴定结果的重现性和灵敏度"在定

量方法中未选择其作为鉴定物种来源的特征肽段(

表 =?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的特征肽段

"&)*%=?J&6D%63%3+(.%'/4<&*0-+# &*2/0.#

'/,)%&0&0.3%&0-+

物种 蛋白质名称 W-/MPJ3登录号 肽段序列

杏仁 7PB $ 5%5)@9GG[%

n@6#5=[[[nnV

nn@n=nn@V

#[6=E[<E=7#=V

AEVn@6#5=[[[nnV

核桃

8BZP$ n([@]9

GG!nn@nV

56=6=l[n@6V

!G=5?nEE##En=@V

8BZP2 5%52#9@̂ (%

?@@T@@Tln[5V

nnnnn?=V

大豆

?FD,/-/- ?$ 5%5%V%dd!:

l=#l7nEGll55V

[n[!EG@Al[Gd

lG!?@=n@?V

?FD,/-/- ?) 7%21)1

=[5@G?[=V

#[6=E[=6=75=V

%

O,J-ZFD,/-/-

CFMKCqO4BHB-/3

5%599)#[52

nnn@@n7=@lV

![AE=n[?!5=V

花生

5PCK '*9 5%5999A=̂ %

GE=5?E<@n@G=V

[7!#AE7n5?[=d

5<lnll![E?!V

65E@=E==#=V

5PCK $ E$E?$'

EE7GAG7[V

?6?E=@=l5lV

[GE=!@?<5=V

5PCK ' E$Ed5' 65E!=E==#=V

二级质谱用于鉴定特征肽段的碎片离子"用来

考察特征肽段碎片离子的检测结果与理论推测的

吻合性"多肽在电喷雾电离中主要产生 E端碎片离

子% H 离子&和 \端碎片离子%D离子& ( 以花生 5PC

K ' *9 蛋白的特征肽段 65E@=E==#=V%.L>:21&9&

为例"如图 $ 所示"图中灰色和浅灰色谱线分别代

表理论 H 离子和 D离子的碎片峰"黑色谱线代表实

验获得的离子碎片峰"可以看出实验获得的谱图和

预测的碎裂模式匹配度很高"2% 个 H+D碎片离子均

得到鉴定(



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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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花生特征肽段 65E@=E==#=V%.L>:21&9&的碎片

离子排布实验结果与理论对比图

G/Z&$S\JLMCP/4J- JN3K>>aM>P/L>-3CFC-I 3K>JP>3/,CFMP>I/,3/J-

P>4BF34NJPNPCZL>-3/J- CPPC-Z>L>-3JN3K>MP>,BP4JP

/J- C3.L>:21&9 C44/Z->I 3J3K>M>C-B3LCP.>P

M>M3/I>65E@=E==#=V

@>@?三重四级杆质谱多反应监测$2-*+(3*%6%&5+(/0

2/0(+/6(0E#J9J%模式分析

利用 [.DF/->软件在 <7=\OnnnOT[ 平台上构建了

特征肽段的 TVT方法"优化碰撞能量%,JFF/4/J- >->PZD"

\@&和碎裂电压%NPCZL>-3JP&"提高各特征肽段的响应强

度( 图 2 为对大豆特征肽段=[5@G?[=V的 9(%&'%2 g&

$

RR(&9% g&离子通路施加不同NPCZL>-3JP值和\@值得

到的相应强度"可见当 NPCZL>-3JP为 $'% l时"肽段响应

强度最高( 如此"针对每个离子对优化出了最佳的 \@

值和 NPCZL>-3JP值"生成最终的 !D-CL/,TVT定量方

法"TVT方法中各物种特征肽段离子对信息见表 2"各

物种特征肽段的提取离子色谱图见图 '(

CO不同碰撞能量对照图' HO不同碎裂电压对照图

图 2S大豆特征肽段 =[5@G?[=V的碰撞能量和碎裂电压值优化结果

G/Z&2S"M3/L/m>I P>4BF34JN\@C-I NPCZL>-3JP̀CFB>4JN4JDH>C- LCP.>PM>M3/I>=[5@G?[=V

@>A?特异肽段的验证

采用排除法验证所选肽段的特异性"以大豆为例"

将核桃+杏仁+花生特征肽段的 TVT方法合并形成一个

新的TVT方法"用该方法检测大豆样品"实验结果如图

9OC所示"大豆样品采集到的色谱质谱图中没有出现其

他 ' 个物种的特征肽段峰"出现个别肽段的单个离子对

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和对应肽段不相同"非目标肽段( 采

用相同方法验证了花生+核桃和大豆样品"结果如图 9OH+

图 9O,+图 9OI所示"未出现保留时间和 2个离子对符合的

情况( 由此可知"本方法筛选出的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

特征肽段间不存在相互干扰"确保了方法的专属性(

@>B?方法学验证

大豆+花生为核桃露和杏仁露中最常见的掺假

成分"采用本方法对核桃露和杏仁露中掺入大豆和

花生进行了定量检测"即考察了核桃露中大豆和花

生+杏仁露中大豆和花生的检出限+回收率等性能

参数( 分别选择响应较高的 ' 个肽段进行方法学

考察(

2&9&$S线性关系和检测限考察

取系列标准溶液进样"以峰面积为纵坐标"各特

征肽段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表明各肽

段组分在 %&%%2 ) U) LZ*L=线性关系良好( 用核桃

露和杏仁露酶解后的多肽混合溶液逐级稀释大豆和

花生酶解后的多肽混合溶液"同时用水逐级稀释核桃

露和杏仁露的酶解多肽溶液"按照方法进样检测"以

信噪比为 ' 计算各特征肽段的检出限"并根据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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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质浓度计算各特征肽段对应的大豆+花生在核

桃和杏仁露中的检出限"和核桃+杏仁成分在水溶液

中的检出限"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核桃"杏仁"大豆"花生的特征肽段及 J9J 参数

"&)*%@?J&6D%63%3+(.%'&0.J9J 3&6&2%+%6'(0<&*0-+#&*2/0.#'/,)%&0&0.3%&0-+

物种 肽段
保留时间*

L/-

保留时间

允许偏差*L/-

母离子%.L>&

%电荷&

定量离子

%.L>&

碎裂电压*l 碰撞能量*>l

碰撞池加

速电压*l

解离位置

杏仁

花生

大豆

核桃

nn@n=nn@V

#[6=E[<E=7#=V

AEVn@6#5O

=[[[nnV

n@6#5=[[[nnV

?E=!Gln77V

65E!=E==#=V

[7!#AE7O

n5?[=d

65E@=E==#=V

5<lnll!O

[E?!V

EE7GAG7[V

[GE=!@?<5=V

?6?E=@=l5lV

65E!=E==#=V

=[5@G?[=V

lG!?@=n@?V

GE=5?E<@O

n@G=V

l=#l7nEGll55V

[n[!EG@Al[Gd

![AE=n[?!5=V

nnn@@n7=@lV

nnnnn?=V

56=6=l[n@6V

?@@T@@T.O

ln[5V

GG!nn@nV

!G=5?nEEO

##En=@V

'&%2 2 )('&1% g2&

S:R'&9

"

$'% 2) 9 D)

'&%2 2 )('&1% g2& ('%&) $'% 2) 9 DR

1&'' 2 R'(&9% g2& R2)&) $'% 21 9 D:

1&'' 2 R'(&9% g2&

S9(1&'

"

$'% 21 9 D9

9&%( 2 )(9&' % g'&

S:(2&'

"

$'% 2% 9 D:

9&%( 2 )(9&' % g'& :%)&' $'% 2% 9 D)

9&)' 2 :R9&'% g2& 1R:&) $'% 2: 9 D1

9&)' 2 :R9&'% g2&

S:(2&'

"

$'% 2: 9 D:

R&1: 2 )R$&1% g2&

S9(R&'

"

$'% 2$ 9 D9

R&1: 2 )R$&1% g2& 1)1&) $'% 2$ 9 DR

$2&%: 2 :21&9% g2& $ %1'&RS $'% 2: 9 D(

$2&%: 2 :21&9% g2&

R9$&)

"

$'% 2: 9 D:

R&RR 2 )2)&:% g'& 12$&9 $'% $R 9 D:

R&RR 2 )2)&: % g'&

:(2&9

"

$'% $R 9 D)

:&'% 2 :()&9% g2& (RR&)S $'% 2R 9 D(

:&'% 2 :()&9% g2&

R%%&9

"

$'% 2R 9 DR

$2&'( 2 :')&9% g2& 1)9&:S $'% 2: 9 DR

$2&'( 2 :')&9% g2&

R9$&)

"

$'% 2: 9 D:

'&%) 2 :91&1% g2& $ %11&)SS $'% 2: 9 D$%

'&%) 2 :91&1% g2&

'%1&2

"

$'% 2: 9 H'

1&($ 2 )R$&'% g2&

($'&)

"

$'% $9 9 DR

1&($ 2 )R$&'% g2& ::(&'S $'% 29 9 D)

:&$% 2 :2(&1% g2&

R(R&9

"

$'% 2: 9 DR

:&$% 2 :2(&1% g2& :12&9S $'% 2: 9 D:

R&1( 2 ):9&1% g2&

:1:&9

"

$'% 29 9 D:

R&1( 2 ):9&1% g2& ))R&9S $'% 29 9 D)

$$&R( 2 :((&(% g2& :R%&9S $'% 21 9 D:

$$&R( 2 :((&(% g2&

9):&'

"

$'% $1 9 D9

R&2R 2 9(%&'% g2&

RR(&9

"

$'% 2' 9 DR

R&2R 2 9(%&'% g2& )R(&'S $'% 2% 9 D)

)&91 2 )R)&'% g2&

(%'&9

"

$'% 29 9 D1

)&91 2 )R)&'% g2& R11&9S $'% 29 9 DR

$$&:9 2 R$'&9% g2&

$ %%$&:

"

S

$'% $1 9 D(

$$&:9 2 R$'&9% g2& '2:&2S $'% $1 9 H'

1&91 2 R2)&1% g2&

$ 2')&:

"

S

$'% 21 9 D$%

1&91 2 R2)&1% g2& '1$&2S $'% $1 9 D'

:&$: 2 ::(&1% g2& R9:&9S $'% $R 9 DR

:&$: 2 ::(&1% g2&

:$1&'

"

$'% 2R 9 D:

9&)( 2 :(2&'% g2& 1R%&)S $'% 2R 9 DR

9&)( 2 :(2&'% g2&

:$'&9

"

$'% 2R 9 D)

2&1R 2 9('&'% g2& R2(&9S $'% 2$ 9 D:

2&1R 2 9('&'% g2&

'9)&2

"

$'% $: 9 D'

:&92 2 :(1&'% g2& (9(&9S $'% 2' 9 D1

:&92 2 :(1&'% g2&

9:$&2

"

$'% 2' 9 D9

:&:9 2 :%(&1% g2& R$(&9S $'% 2% 9 D:

:&:9 2 :%(&1% g2&

:2%&'

"

$'% 2% 9 D)

9&9: 2 )9(&'% g2&

1%'&9

"

$'% $1 9 D:

9&9: 2 )9(&'% g2& :11&'S $'% $1 9 D)

$$&91 2 1R'&%% g2& (((&:S $'% '' 9 D1

$$&91 2 1R'&%% g2&

:)(&'

"

$'% 21 9 D)

SS注!

"代表差异显著"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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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核桃' HO杏仁' ,O大豆' IO花生

图 'S核桃+杏仁+大豆+花生特征肽段的提取离子流色谱图

G/Z&'S@a3PC,3>I /J- ,KPJLC3JZPCL4JN3K>LCP.>PM>M3/I>4NJPbCF-B3"CFLJ-I"4JDH>C- C-I M>C-B3

2&9&2S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为了考察方法的准确性"即方法测定值与真实值

之间的差异( 按照 $&2 中的制浆方法制作含有大豆+

花生的核桃露和杏仁露"按照前处理方法进行提取"

上机测定饮料样品中的大豆+花生成分含量"验证该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由( 表 9 可知"除了花生的特

征 肽 段 5<lnll![E?!V 在 核 桃 露 中 的 回

收率为$2'&)X外"其他花生特征肽段的回收率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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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大豆中核桃+杏仁和花生特征肽段的 TVT提取离子流图'HO花生中核桃+杏仁和大豆特征肽段的 TVT提取离子流图'

,O杏仁中核桃+大豆和花生特征肽段的 TVT提取离子流图'IO核桃中杏仁+大豆和花生特征肽段的 TVT提取离子流图

图 9S肽段特异性验证结果

G/Z&9Sl>P/N/,C3/J- P>4BF34JNM>M3/I>4M>,/N/,/3D

表 A?核桃"杏仁"大豆"花生特征肽段的线性关系"

线性方程"相关系数$!

@

%和检出限

"&)*%A?L(0%&66&0E%# *(0%&6%I-&+(/0'# 5/66%*&+(/0

5/%44(5(%0+'$!

@

% &0.LHG'/4+1%2&6D%63%3+(.%'/4

<&*0-+# &*2/0.# '/,)%&0&0.3%&0-+

物种 肽段
线性范围*

%LZ-L=

0$

&

线性方程
,

2

检出限*

%LZ-.Z

0$

&

杏仁 #[6=E[<E=7#=V %&%%2 ) U) Ah$2: %$)&'(^g2) RR(&29 %&((% R '%&R

n@6#5=[[[nnV %&%%2 ) U) Bh$(R R%(&11Hg: R2R&22 %&((% 1 R&R

?E=!Gln77V %&%%2 ) U) Bh9'2 %91&2RHg$($ )2$&2$ %&(($ 9 R&R

花生 65E!=E==#=V %&%%2 ) U) Bh2$( $':&:2Hg12 R$)&92 %&((9 1 :&1

5<lnll![E?!V %&%%2 ) U) Bh9$ 9R1&19Hg$$ 9$R&:) %&((R 2 $'&)

?6?E=@=l5lV %&%%2 ) U) Bh299 ):(&R1Hg:( '9R&'( %&((9 9 $'&)

大豆 #[6=E[=6=75=V %&%%2 ) U) Bh'1: %:)&%(Hg22R '''&R2 %&((' ' :&'

=[5@G?[=V %&%%2 ) U) Bh:91 $9%&2)Hg92$ (11&1( %&((: 9 $2&)

l=#l7nEGll55V %&%%2 ) U) Bh2 :'$ $):&R:Hg2 '2) :R'&)% %&(($ $ $&'

核桃 nnnnn?=V %&%%2 ) U) Bh2%R ''&'9Hg$: )R:&'% %&(1: : '2&'

56=6=l[n@6V %&%%2 ) U) Bh$'% :()&9$Hg9) :R9&$% %&(($ ) $:&$

GG!nn@nV %&%%2 ) U) Bh( 9($&R$Hg' RRR&R% %&(($ 2 1%&:

R$X U$%:X之间"且 ' 次测定的 V[!值均 j$:X

%# h'&"大豆特征肽段的回收率均在 :(X U$$)X之

间"' 次测定的 V[!值均 j$)X% # h'&"说明该方法

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能够实现核桃露和杏仁露中大

豆+花生成分的检测(

2&9&'S实际样品检测

以所建立的方法对市场上购买的 9 个品牌 : 个

核桃露+杏仁露和核桃杏仁露样品进行检测": 个样

品中均检出大豆和花生成分"其中 $ 个核桃杏仁露复

合蛋白饮料样品中只检测到了杏仁成分"未检出核桃

成分"可能是核桃投料过少"低于目前检出限(

表 B?大豆和花生 P 个特征肽段的回收率和精密度

"&)*%B?9%5/K%6(%'&0.98G'/4+1%'(Q 2&6D%6

3%3+(.%'/4'/,)%&0&0.3%&0-+

物种 肽段
质量

比*X

平均回

收率*X

精密度*X

% # h'&

花生*核桃 65E!=E==#=V $% ($&' $'&R

5<lnll![E?!V '% $2'&) $%&:

?6?E=@=l5lV )% R1&2 $)&$

大豆*核桃 #[6=E[=6=75=V $% $%'&9 (&:

=[5@G?[=V '% :(&2 $'&2

l=#l7nEGll55V )% $$9&R $$&(

花生*杏仁 65E!=E==#=V $% R$&: $9&2

5<lnll![E?!V '% $%)&$ (&R

?6?E=@=l5lV )% 1)&) $'&(

大豆*杏仁 #[6=E[=6=75=V $% 12&1 1&)

=[5@G?[=V '% RR&R $9&'

l=#l7nEGll55V )% 1(&% $$&:

'S结论

本研究采用 <7=\OnO@aC,3/̀>OT[ 和 <7=\OnnnO

T[ 相结合"筛选出了核桃+杏仁+大豆和花生的特征

肽段"并建立了以特征肽段为检测对象的核桃露和杏

仁露中植物源性成分的测定方法"该方法有较高的灵

敏度和专属性"可以同时测定多种植物源性成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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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氨基酸序列在加工过程中比核酸序列更容易保存"

因此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鉴别多肽在植物蛋白饮

料掺假检测中具有较大的技术优势和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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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文娟"澹台玮"李敏康"等&羊乳中牛乳成分的环介导等温扩增高分辨熔解检测#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

22' 022R&;<5E?]>-+BC-" 65E65#]>/" =#T/-.C-Z" >3CF&!>3>PL/-C3/J- JN,JbL/F. ,JLMJ->-34/- ZJC3L/F. HD=5T7O

<VT#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22' 022R&

羊乳中牛乳成分的环介导等温扩增高分辨熔解检测

张文娟!澹台玮!李敏康!蔡露阳!徐秦峰"

%陕西科技大学S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国家羊乳制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陕西 西安"R$%%2$&

摘S要S为了提高检测效率!节省时间#试剂和样本!建立了基于高分辨率熔解曲线 & K/ZKOP>4JFB3/J- L>F3/-Z!

<VT'的双重环介导等温扩增&FJJMOL>I/C3>I /4J3K>PLCFCLMF/N/,C3/J-!=5T7'技术用于羊乳中牛乳成分的检测"

通过引物设计优化!牛引物目标产物的 M

L

值在 1% f!羊引物目标产物的 M

L

值在 1' f!由于在传统熔解曲线中

峰型有交叉重叠!同时检测存在干扰!因此使用 <VT技术!实现了 2 种不同动物源性成分的有效区分" 该方法

特异性好!不需要针对牛#羊源性成分单独进行检测!当体系中存在其中一种或两种都存在时都可将其快速检

出!且对其他物种没有交叉反应及假阳性现象的发生!成功应用于市售羊乳及其制品的检测"

关键词S羊乳)牛乳)环介导等温扩增&=5T7'技术)高分辨率熔解曲线&<VT')双重检测

G%+%62(0&+(/0/45/<2(*D5/23/0%0+'(0E/&+2(*D), L!J#FR9J

;<5E?]>-+BC-" 65E65#]>/" =#T/-.C-Z" \5#=BDC-Z" Ŵn/-N>-Z

"

%EC3/J-CFVQ!\>-3>PNJP?JC3!C/PD7PJIB,347PJ,>44/-Z6>,K-JFJZD" [,KJJFJNGJJI C-I _/JFJZ/,CF@-Z/->>P/-Z"

[KCC-a/W-/̀>P4/3DJN[,/>-,>C-I 6>,K-JFJZD" /̂.C- R$%%2$" \K/-C&

!78"9!:"S6J/LMPJ̀>3K>I>3>,3/J- >NN/,/>-,DC-I I>,P>C4>3K>,J43" CIBMF>a=5T7O<VT %FJJM

L>I/C3>I /4J3K>PLCFCLMF/N/,C3/J-OK/ZK P>4JFB3/J- L>F3/-Z& L>3KJI bC4>43CHF/4K>I NJP3K>I>3>,3/J- JN

,JbL/F. ,JLMJ->-34/- ZJC3L/F.&6KPJBZK 3K>JM3/L/mC3/J- JNMP/L>PI>4/Z-" 3K>JM3/L/m>I 6L C̀FB>

JN,JbC-I ZJC3CLMF/,J-4b>P>1% f C-I 1' f" P>4M>,3/̀>FD&6K>3bJL>F3/-ZM>C.4b>P>J̀>PFCM /-

3PCI/3/J-CFL>F3/-Z,BP̀>C44CD" HB3,C- H>>C4/FDI/43/-ZB/4K>I HD3K>MPJMJ4>I =5T7O<VTL>3KJI&

6K/4L>3KJI ,JBFI 4/LBF3C->JB4FDI>3>,33K>,JbC-I ZJC3,JLMJ->-34" C-I 3K>P>bC4-J,PJ44OP>C,3/̀/O

3DC-I NCF4>MJ4/3/̀>4NJPJ3K>P4M>,/>4&TJP>J̀>P" 3K>CIBF3>PC3/J- PC3/J,JBFI H>YBC-3/N/>I HD3K>

K>/ZK3JN3K>L>F3/-ZM>C." C-I /3/4CMMF/>I 3J3K>I>3>,3/J- JNZJC3L/F. C-I /34IC/PDMPJIB,34&

;%, </6.'SZJC3L/F.' ,JbL/F.' FJJM L>I/C3>I /4J3K>PLCFCLMF/N/,C3/J- %=5T7& 3>,K-JFJZD' K/ZKO

P>4JFB3/J- L>F3/-Z%<VT&' IBMF>aI>3>,3/J-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徐秦峰副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aBY/-N>-Zc4B43&>IB&,-&

SS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项目%2%$( EAO$2:&

收稿日期!2%2%O%9O2("改回日期!2%2%O%:O$1

SS乳是儿童和成年人健康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物

质的来源之一
#$$

( 由于乳制品需求的增加和供应链

的全球化"某些供应商为追求经济利益"常在乳制品

中掺入一些不易区分+同源性更高的动物源性产品和

原料来降低成本"其中最常见的掺假形式是在高值羊

乳中掺入低值牛乳
#2 0'$

( 这种掺假行为不仅会影响

行业健康发展"也更容易增加过敏的风险
#9 0R$

( 因

此"检测此类产品的掺假情况对核实食品标签成分"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鉴别牛+羊乳品质有蛋白水平+脂肪水平和核酸

水平上的方法
#1$

"相比而言"核酸分子水平上的检测

稳定性更高
#($

"且 !E5具有很强的种属特异性"使其

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乳制品的检测中( 已有的核酸水

平上的检测方法有聚合酶链式反应% MJFDL>PC4>,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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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3/J-"7\V&

#$% 0$$$

+聚合酶链式反应O高分辨率熔解

曲线%7\VOK/ZK P>4JFB3/J- L>F3/-Z"7\VO<VT&

#$2 0$9$

+

单重实时环介导等温扩增 %FJJMOL>I/C3>I /4J3K>PLCF

CLMF/N/,C3/J-"=5T7&技术
#$)$

等( 常规的 7\V技术"

依赖于昂贵的热循环仪器"而 =5T7技术只需恒温水

浴锅"但单重 =5T7技术在检测多个靶标时需要进行

大量繁琐+重复性的工作"难以满足当今用户需求(

随着核酸分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在食品及乳制品的检

测中多重检测可满足一次反应多靶标扩增"快速对现

场大量的复杂样品及未知样品做出验证( d#T等
#$:$

基于荧光探针法建立了双重实时 =5T7技术对牛奶

和羊奶进行检测"但是不同的靶标需要合成不同的荧

光标记探针"使得成本增高(

<VT是基于饱和荧光染料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

7\V检测技术"在普通熔解曲线的基础上依据更小

的熔解温度差异鉴别不同的目的基因"并依靠特殊仪

器获得更高密度数据值( ?5E"7"W="[

#$R$

使用

7\VO<VT技术检测出羊乳奶酪中的牛乳成分"为该

技术在乳及乳制品的掺假检测应用中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针对奶牛和奶山羊线粒体 !E5设计 =5T7特

异性引物"通过对不同引物比例及反应温度的优化"

利用 <VT技术对 M

L

值差异较小的牛羊乳扩增产物

进行准确有效区分"实现了羊乳中掺入牛乳成分的

检测(

$S材料与试剂

=>=?实验材料

新鲜牛乳样品采集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某奶

牛场"新鲜羊乳样品采集于未央区某市场农户处"样

品存于 02% f冰箱备用'其他用于验证引物特异性

!E5%鸡+猪+马+兔+鸭+狗和猫&样本购买于四川华

汉三创有限公司'其他不同类型全脂羊奶产品+低脂

羊奶产品+羊奶片等实际样品随机购买于大型商场(

=>@?主要试剂和仪器

$&2&$S试剂

磁珠法血液基因组 !E5提取试剂盒"天根有限

公司'甜菜碱" [/ZLC公司' IE67混合液+ _432&%

]CPL[3CP!E5聚合酶和 TZ["

9

等"E@_公司(

$&2&2S仪器

荧光定量 7\V仪%TD?J7PJ&"#6O#[ =/N>[,/>-,>

=3I'实时荧光定量 7\V仪%n3Jb>P2&2&"德国耶拿公

司'电热恒温水槽%!dO1!&"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

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 %)929V&"@MM>-IJPN有限公

司'超微量分光光度计%n:%%%&"美国 nBCb>FF(

2S实验方法

@>=?GS!的提取

按照磁珠法血液基因组 !E5提取试剂盒说明书

对上述新鲜乳品或羊乳制品中的 !E5进行提取( 使

用超微量核酸定量仪测定鲜牛乳+鲜羊乳 !E5质量

浓度"将溶液稀释到 R -Z*

"

=" 02% f保存备用(

@>@?L!J#引物设计及筛选

参考 [E*699$(&2$,2%$:

#$1$

标准及文献报道的

引物序列
#$($

"以牛+羊线粒体保守序列为靶基因"并

在 7P/L>P@aMFJP>Pl) 网站进行多次筛选比对来合成

=5T7特异性引物"如表 $ 所示( =5T7引物由生工

生物%上海&有限公司合成并经高效液相色谱纯化(

表 =?实验中所用的 L!J#引物序列

"&)*%=?#6(2%6'3&(6'-'%.(0L!J#4/6E/&+&0.)/K(0%

目标

动物

引物

名称
引物序列%).

$

'. &

目标片

段大

小*HM

目标片

段 ?\

比例*X

羊

G' 5\5565?\\5\5?\566\56

_' 56\6?6?6\\?56??5566\

G#7 6\566\?5\65??666?6?\\5\566\6?5??5?\55\5?665

_#7 \555?\65\\\6\5\\\?5666?65??6?55\656??\?5?

212 99

牛

G' ?5\55\65?\56\6?6\\65

_' \5?\666?????66?56?

G#7 ?56?65\65\555?5\\6?6\66\5666\6\\6\56\\65?6?\

_#7 65\6??6\66?6555\\5?5?55??6?\5?666\66\\66?5?6\

2%' 92&9

@>A?L!J#FR9J 反应体系建立及条件优化

=5T7反应体系的组成及浓度如下!$ o6K>PLJF

7JF缓冲液+$&9 LLJF*=IE674+%&1 LJF*=甜菜碱+

9 LLJF*=TZ["

9

+外引物 G' 和 _' 各 %&2

"

LJF*=+内

引物 G#7和 _#7各 $&:

"

LJF*=+1 W!E5聚合酶

%&9

"

=+2% o@̀C?P>>- 荧光染料 %&2)

"

=和 !E5模

板 R -Z"总反应体系为 $%

"

=( 将混合体系置于实时

荧光 7\V仪中 :9 f反应 9) L/-":) U(R f进行熔解

分析(

根据上述 =5T7反应的实验结果"通过改变反应

温度及引物比例对 =5T7反应条件进行优化"以确定

最佳的反应条件( =5T7扩增所用的酶最适反应温

度为 :% U:1 f"当反应温度降到 :% f以下时"聚合

酶的酶活力减弱"扩增效率降低"因此选择 :%+:$+

:2+:'+:9 和 :) f : 个温度对反应体系进行优化(

改变奶牛和奶山羊的引物用量体积比例"即 %&$i

%&2+%&$)i%&2+%&2i%&2+%&$i%&'+%&$i%&9"以挑选出

最适引物浓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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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J#FR9J 反应特异性"灵敏度和牛羊乳不

同混合比例检测

按照 =5T7体系配制反应液"加入质量浓度均为

R -Z*

"

=的不同模板 !E5"在最适反应温度下进行扩

增"分析鉴定扩增曲线及熔解曲线"以验证 =5T7引

物的特异性(

将牛乳和羊乳提取的 !E5原液等比例混合"再

进行 $% 倍质量浓度梯度稀释"即反应体系中 !E5质

量浓度分别为 R+%&R+%&%R+%&%%R 和 %&%%% R -Z*

"

="

每个质量浓度梯度均取 $&2

"

=为反应模板"进行

=5T7检测( 通过对熔解曲线的 M

L

值进行分析来检

测方法的灵敏度(

取 R -Z*

"

=的羊乳 !E5为原液"分别掺入不同

体积比例的牛乳 !E5"体积比例依次为 $%%X+1%X+

)%X+$%X+)X+$X+%&$X和 %X"取 $&2

"

=上述混

合 !E5作为模板进行 =5T7扩增"分析此方式的检测

限( 在羊乳实际样品中混合不同体积比例的牛乳"混

合体积比例为 $%%X+)%X+$)X+)X+$X+%&)X和

%X"再进行 !E5提取"确定此种混合方式的检测限(

@>N?实际样品检测

对市售的 1 种乳制品进行鉴定"通过对熔解曲线进

行分析来评价 =5T7O<VT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与已

建立的实时7\V方法进行比较"验证其方法的准确性(

'S结果与分析

A>=?L!J#FR9J 方法可行性

为了验证方法的可行性"本实验对奶牛+山羊及

两者混合 !E5进行 =5T7检测( 尽管 =5T7的扩增

产物是一系列大小不一的 !E5片段混合物"但 M

L

值

相对稳定"这主要取决于靶序列长度和目标片段 ?\

比例
#2%$

( 因此"可对同一体系中 2 个不同靶标 !E5

的 =5T7产物实行熔解曲线分析"结果如图 $ 所示(

牛扩增产物的 M

L

值为 1% f"羊扩增产物的 M

L

值为

1' f"传统熔解速率为 $ f*4"熔解峰型%图 $OC&出现

了交叉重叠"2 个模板同时存在时"累积形成一个峰

值"无法进行区分( 而高分辨熔解速率为 %&%) f*4"

熔解峰型%图 $OH&没有出现交叉重叠"可明确对其进

行区分和鉴定( 因此"采用 =5T7O<VT方法对牛羊

乳进行区分是可行的(

A>@?L!J#FR9J 反应体系的优化

'&2&$S反应温度优化

为了消除由于温度影响而产生的竞争性扩增"选

取牛羊 !E5扩增子熔解峰面积相近时的反应温度作

CO传统熔解峰' HO高分辨熔解峰

$O牛'2O牛 g羊''O羊'9OE6\

图 $S=5T7O<VT可行性的验证

G/Z&$Sl>P/N/,C3/J- JN=5T7O<VTN>C4/H/F/3D

注!动物名称代表各自 !E5'E6\代表 J- 3>LMFC3>,J-3PJF"

无 !E5阴性性对照%下同&

为最佳扩增温度"此时 2 种扩增子含量接近"扩增效

率相当
#2$$

( 结果如图 2OC所示"在 :% U:) f温度范

围内"即使 $ f的温度变化"牛+羊源性 !E5成分的

熔解峰也有较大差距"说明温度对双重扩增影响较

大( 观察到在 :' f时"2 种熔解峰面积接近"因此选

择 :' f作为后续检测的最佳反应温度(

CO反应温度优化' HO引物浓度比优化

图 2S=5T7O<VT反应体系的优化

G/Z&2S"M3/L/mC3/J- JN=5T7O<VTP>C,3/J- 4D4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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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引物浓度比优化

在多重 =5T7反应中"由于不同靶标的引物对之

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产生优势扩增"容易导致其靶目标

序列扩增效率的不同
#22$

( 为了使扩增效率一致"减少

不同引物对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更清楚地区分 2 种

!E5( 如图 2OH 所示"选择引物浓度比为 %&$)i%&2 的

一组"该比例条件下等温扩增效率相对较高"更适合对

乳制品中牛+羊源性成分同时进行检测(

A>A?L!J#FR9J 体系的特异性实验"灵敏度检测

和牛羊乳不同混合比例检测

'&'&$S特异性检测

利用建立的双重 =5T7O<VT方法对牛+羊及其

他 R 种动物进行 =5T7扩增并进行熔解分析( 由图

'OC可知"含有奶牛+奶山羊的反应体系均有单峰出

现"奶牛和奶山羊的混合物也出现双峰"而其他动物

!E5模板均未出现熔解现象"表明建立的双重

=5T7O<VT方法具有较好的特异性"且设计的引物

特异性也较好(

'&'&2S灵敏度检测

将提取出的牛奶和羊乳线粒体 !E5混合物经逐

级稀释后"如图 'OH 结果所示"建立的 =5T7O<VT方

法能够检测到 %&R MZ*

"

=的牛和羊 !E5混合物"表

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

CO特异性' HO灵敏度

图 'S=5T7O<VT反应体系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G/Z&'S[M>,/N/,/3DC-I 4>-4/3/̀/3DNJP=5T7O<VTP>C,3/J- 4D43>L

'&'&'S牛羊乳不同混合比例检测

将牛乳和羊乳 !E5不同混合比例样品按照最优

反应体系进行 =5T7O<VT检测"检测结果如图 9OC

所示( 当掺入 %&$X牛乳 !E5时"该反应体系内仍

可观察到清晰的熔解信号( 尽管 $X的牛乳熔解峰值

高于 )X"但更进一步发现"牛羊乳峰高比值与相应的

混合比例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可以确定牛羊乳

!E5混合的检出限为 %&$X( 为了进一步验证 =5T7O

<VT方法对实际样品的检测能力"在羊乳实际样品中

混合不同比例的牛乳"再进行 !E5提取"结果如图

9OH"最低检出限为 %&)X"这可能是因为乳本身体系的

复杂性和乳中细胞分布的不均匀性"混合乳之后再进

行 !E5提取可能会造成提取不完全等( 这 2 种方式

混合比例的检测均表明 =5T7O<VT方法灵敏度较高(

CO牛羊乳 !E5混合比例' HO牛羊乳实际样品混合比例

图 9S牛羊乳不同混合比例的 =5T7O<VT检测

G/Z&9S=5T7O<VTI>3>,3/J- JNI/NN>P>-3,Jb.4L/F.

CIBF3>PC3>I /- ZJC3.4L/F.

注!图 C和 H 中插图为各混合比例牛羊乳峰高比值相关性

A>B?市售样品的应用性检测

牛源性成分为羊乳品中最为常见的掺假成分(

采用上述建立的双重 =5T7O<VT方法对超市里销售

的全脂奶产品+低脂奶产品+婴幼儿配方奶粉等 1 个

商业产品进行了检测分析"并与实时 7\V技术检测

所得的数据进行比较"2 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在分析的 1 种商业奶制品中"对于商品标签

显示含有 $%%X的 9 个羊乳样品"其中仅 2 个样品%'+

:&显示与标识符合"9+) 号样品则掺入了部分或全部

的奶牛乳成分"与标签标识不符'对于配方羊奶粉"国

家允许添加牛乳清粉"样品 1+(+$% 均检测出牛源性成

分"与标签标示相符( 实时 7\V技术检测显示"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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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与 =5T7O<VT反应相比"结果完全一致"表明

了 =5T7O<VT检测方法在实际样品应用中的高准确

性"可为大规模的牛羊乳样品初筛提供一种技术支持(

表 @?L!J#FR9J 反应体系对市售羊乳制品的应用性检测

"&)*%@?G%+%5+(/06%'-*+/4L!J#FR9J 6%&5+(/0','+%2 (0

E/&+2(*D36/.-5+'

样品

序号
样品类型 标识主成分

=5T7O

<VT检测

实时 7\V

检测

牛 羊 牛 羊

判定结果

$ 纯牛乳 牛乳 g 0 g 0 牛源性成分阳性对照

2 纯羊乳 羊乳 0 g 0 g 羊源性成分阳性对照

' 液态羊乳 生羊乳 0 g 0 g 相符

9 纯羊奶 g 0 g 0 不符

) 羊奶片 $%%X纯羊奶 g g g g 不符

: 全脂羊奶粉 生羊乳 0 g 0 g 相符

R 脱脂羊奶粉 生羊乳+脱盐乳清粉 g g g g 相符

1 生羊乳+脱脂乳粉 g g g g 相符

( 配方羊奶粉 生羊乳+乳清粉 g g g g 相符

$% 生羊乳+脱盐乳清粉 g g g g 相符

SS注! g代表检测出该目标 !E5"O代表未检测出目标 !E5

9S结论

本研究将双重 =5T7扩增技术与 <VT技术相

结合"针对奶牛+山羊分别设计了 9 条特异性引物"通

过优化反应条件"利用不同靶标的 M

L

值差异对 2 种

目标基因进行同时区分"建立了羊乳中牛乳成分的双

重实时 =5T7O<VT技术(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方法

特异性好"当体系中存在其中一种或两种目标物时都

可将其检出"且对其他物种没有交叉反应及假阳性现

象的发生"对牛羊混合 !E5的检测灵敏度可达

%&R MZ*

"

="并可用于不同市售样品的检测"适用于羊

乳制品中掺入牛乳成分的快速检测( 与 7\VO<VT

技术相比"该方法不需要复杂的热循环控温仪器"而

且不需要针对奶牛+奶山羊源性成分单独进行检测+

鉴别"在进一步节省时间的同时也提高了检测效率"

降低了检测成本"适用于大规模样品的初筛( 值得注

意的是"多重 =5T7O<VT检测方法的建立与优化"主

要是在具有 <VT检测能力的实时 7\V仪器上完成"

近年来发展的便携式恒温 =5T7检测仪器已经具备

了很高的温度分辨能力"也能够满足该方法应用于现

场快速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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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_"\d[ 5"TWs";OGWV="E?5"[5T7["E<5&GBP3K>PNC3CF/3/>4

,CB4>I HDC-CMKDFC,3/,P>C,3/J-43JNJJI"2%%$O2%%: #8$&8JBP-CFJN

5FF>PZDQ\F/-/,CF#LLB-JFJZD"2%%R"$$(%9&!$ %$: 0$ %$1&

#1$S张晓旭" 葛武鹏"李宝宝"等&牛羊乳混掺检测鉴别技术研究进

展#8$&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 !' )(9 0' :%$&

#($S廖晶&!E5在牛奶加工贮藏过程中变化规律研究及其在掺假

鉴别中的应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1&

#$%$S黎颖" 巫坚"林波"等&羊乳及其制品中掺入牛属牛乳和水牛乳

的检测#8$&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2%$)"'9%)& !(RR 0(1$&

#$$$S=#5"8"=#WAG"dW6">3CF&nBCF/3C3/̀>C-I YBC-3/3C3/̀>/I>-3/N/,CO

3/J- JNCIBF3>PC3/J- JNL/F. MJbI>PB4/-Z!E5>a3PC,3>I b/3K C-J̀>F

L>3KJI#8$&8JBP-CFJN!C/PD[,/>-,>"2%$R"$%%%'&!$ :)R 0$ ::'&

#$2$S[5d5V#!#[ #"?5E"7"W="[ #"5V?#V#"W5">3CF&</ZK P>4JFBO

3/J- L>F3/-ZC-CFD4/4NJPYBC-3/3C3/̀>I>3>,3/J- JNHJ̀/->L/F. /-

MBP>bC3>PHBNNCFJLJmmCP>FFCC-I J3K>PHBNNCFJIC/PDMPJIB,34#8$&

#-3>P-C3/J-CF!C/PD8JBP-CF"2%$'"21%$& !'2 0')&

#$'$S马西亚&乳及乳制品中牛羊源性成分的 7\V高分辨熔解检测

方法研究#!$&西安!陕西科技大学"2%$(&

#$9$S宋宏新" 刘建兰"徐秦峰&羊乳及其制品中掺入牛乳成分的双

重 7\V检测#8$&陕西科技大学学报&2%$1"':%$& !'9 0'1'99&

#$)$S澹台玮" 徐秦峰"张文娟"等&羊乳中牛乳成分的可视化环介导等温

扩增检测方法#8$&陕西科技大学学报"2%2%"'1%$&!R$ 0R)'1%&

#$:$Sd#TT8"d#T<A&!/P>,3IBMF>aP>CFO3/L>FJJM L>I/C3>I /4J3K>PO

LCFCLMF/N/,C3/J- C44CDNJP3K>4/LBF3C->JB4I>3>,3/J- JN,JbC-I

ZJC34M>,/>4JP/Z/- JNL/F. C-I DJZBP3MPJIB,34NJPN/>FI B4>#8$&

GJJI \K>L/43PD"2%$1"29:!2: 0'$&

#$R$S?5E"7"W="[ #" [5d5V#!#[ #" 5V?#V#"W 5" >3CF&5 -J̀>F

,FJ4>IO3BH>L>3KJI HC4>I J- K/ZK P>4JFB3/J- L>F3/-Z%<VT& C-CFO

D4/4NJPCB3K>-3/,/3D3>43/-ZC-I YBC-3/3C3/̀>I>3>,3/J- /- ?P>>. 7!"

G>3C,K>>4>#8$&GJJI \K>L/43PD"2%$'"$9$%2& !1') 019%&

#$1$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E*699$(&2$,

2%$: 出口食品常见过敏原 =5T7系列检测方法 第 2$ 部分!牛

奶#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

#$($S徐淑菲" 孔繁德"苗丽"等&羊源性成分 =5T7检测方法的建立

#8$&经济动物学报"2%$:"2%%9& !2%% 02%:&

#2%$S林文慧" 邹秉杰"宋沁馨"等&多重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研究进

展#8$&遗传"2%$)"'R%(& !1(( 0($%&

#2$$S!"E?8" ŴnG"=#\\">3CF&[/-ZF>O,JFJPLBF3/MF>a/-ZHD3K>

/-3>ZPC3/J- JNK/ZKOP>4JFB3/J- L>F3/-ZMC33>P- P>,JZ-/3/J- b/3K FJJMO

L>I/C3>I /4J3K>PLCFCLMF/N/,C3/J- #8$&\K>L/,CF\JLLB-/,C3/J-4"

2%$("))!2 9)R 02 9:%&

#22$S65EE@VE5"@l5E[ 6\&=JJMOL>I/C3>I /4J3K>PLCFCLMF/N/,CO

3/J- NJPI>3>,3/J- JN-B,F>/,C,/I4#8$&\BPP>-37PJ3J,JF4/- TJF>,BO

FCP_/JFJZD"2%$9"$%)!$)&$9&$ 0$)&$9&$9&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 0$1%2*34&%29':)

引用格式!王福田"张艳凌"朱亚军"等&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的性腺营养品质评价与比较#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

221 02':&]5E?GB3/C-" ;<5E?AC-F/-" ;<WAC+B-" >3CF&\JLMCP/4J- C-I >̀CFBC3/J- JN-B3P/3/J-CFYBCF/3/>4JNZJ-CI4

NPJLN>LCF>LBI ,PCH %*(/&&" 9",".".-)"%#& /- I/NN>P>-3ZPJb3KONJPL4#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

221 02':&

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的性腺营养品质评价与比较

王福田!张艳凌!朱亚军!高凯日!梁峰!吴浩然!李肖婵!姜绍通!林琳!陆剑锋"

%合肥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安徽省农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

农产品生物化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2'%%%(&

摘S要S黄油蟹前体是雌性青蟹非正常发育的一种特殊生长形态!通过对正常雌性青蟹和黄油蟹前体性腺组织

的营养组成和风味物质进行测定和比较分析!初步了解黄油蟹前体的性腺品质" 结果表明!黄油蟹前体的性腺

指数#粗蛋白和粗脂肪显著偏低!灰分含量显著偏高&4j%&%)'!但二者水分含量无显著差别)黄油蟹前体性腺

的必需氨基酸 &>44>-3/CFCL/-JC,/I! @55'和氨基酸总量 &3J3CFCL/-JC,/I! 655'均显著低于正常青蟹 &4j

%&%)'!然而黄油蟹的 @55*655及 @55*E@55均高于正常青蟹!更符合 G5"*]<"的推荐标准!表明其蛋白质

质量较好)同时!黄油蟹前体性腺的矿物质总量显著高于正常青蟹 &4j%&%) '!且 ;- 的含量较高 & '2&R2

LZ*$%% Z'" 二者性腺的呈味氨基酸含量均无显著差别!但黄油蟹前体性腺的甘味氨基酸含量略高)此外!黄油

蟹前体性腺中醛类物质及主要呈香物质含量较高" 综上!黄油蟹前体性腺的营养品质并非完全优于正常雌性青

蟹!但其在风味方面相对优于正常雌性青蟹"

关键词S青蟹)黄油蟹前体)性腺)营养品质)风味

:/23&6('/0&0.%K&*-&+(/0/40-+6(+(/0&*I-&*(+(%'/4E/0&.'46/2 4%2&*%2-.

56&)%"#$%%& '&!&(&()*&+,& (0.(44%6%0+E6/<+1F4/62'

]5E?GB3/C-" ;<5E?AC-F/-" ;<WAC+B-" ?5"dC/P/" =#5E?G>-Z"

]W<CJPC-" =#̂ /CJ,KC-" 8#5E?[KCJ3J-Z" =#E=/-" =W8/C-N>-Z

"

%[,KJJFJNGJJI C-I _/JFJZ/,CF@-Z/->>P/-Z" d>D=CHJPC3JPDNJP5ZP/,BF3BPCF7PJIB,347PJ,>44/-ZJN5-KB/7PJ̀/-,>" @-Z/->>P/-Z

V>4>CP,K \>-3>PJN_/JOMPJ,>44" T/-/43PDJN@IB,C3/J-" <>N>/W-/̀>P4/3DJN6>,K-JFJZD" <>N>/2'%%%(" \K/-C&

!78"9!:"S7P>,BP4JPHB33>P,PCH /4C4M>,/CFZPJb3KONJPLJNCH-JPLCFN>LCF>LBI ,PCH&6K>-B3P/O

3/J-CF,JLMJ4/3/J-4C-I NFC̀JP,JLMJB-I4/- ZJ-CI4JN-JPLCFN>LCF>LBI ,PCH C-I MP>,BP4JPHB33>P

,PCH b>P>I>3>PL/->I 3JMP>F/L/-CP/FDB-I>P43C-I 3K>ZJ-CI YBCF/3DJNMP>,BP4JPHB33>P,PCH&6K>P>4BF3

4KJb>I 3KC33K>ZJ-CIJO4JLC3/,/-I>a%?[#&" ,PBI>MPJ3>/- C-I NC3,J-3>-34/- 3K>ZJ-CI JNMP>,BP4JP

HB33>P,PCH b>P>4/Z-/N/,C-3FDFJb>P" C-I 3K>C4K ,J-3>-34b>P>4/Z-/N/,C-3FDK/ZK>P%4j%&%)&" bK/F>

3K>LJ/43BP>,J-3>-34b>P>-J4/Z-/N/,C-3I/NN>P>-,>,JLMCP>I b/3K ,J-3PJFZPJBM&_>4/I>4" ,JLMCP>I 3J

-JPLCFN>LCF>LBI ,PCH" 3K>>44>-3/CFCL/-JC,/I %@55& C-I 3J3CFCL/-JC,/I %655& ,J-3>-34/- 3K>

ZJ-CI JNMP>,BP4JPHB33>P,PCH b>P>4/Z-/N/,C-3FDFJb>P%4j%&%) &' KJb>̀>P" 3K>@55*655C-I

@55*E@55 C̀FB>4JNMP>,BP4JPHB33>P,PCH b>P>LJP>,JLMCPCHF>3J3K>P>N>P>-,>̀ CFB>4P>,JLL>-I>I

HDG5"*]<"bK/,K /-I/,C3/-Z/34H>33>PMPJ3>/- YBCF/3D&T>C-bK/F>" 3K>L/->PCF,J-3>-34/- 3K>ZJ-CI

JNMP>,BP4JPHB33>P,PCH b>P>4/Z-/N/,C-3FDK/ZK>P%4j%&%)&" >4M>,/CFFD;- ,J-3>-3%'2&R2 LZ*$%%Z&&

TJP>J̀>P" 3K>3C43>CL/-JC,/I ,J-3>-34/- HJ3K ZJ-CI4b>P>-J4/Z-/N/,C-3I/NN>P>-,>" bK/F>3K>4b>>3CO

L/-JC,/I ,J-3>-34/- 3K>ZJ-CI JNMP>,BP4JPHB33>P,PCH b>P>F/33F>K/ZK>P&GBP3K>PLJP>" 3K>CFI>KDI>4

C-I LC/- CPJLC3/,4BH43C-,>,J-3>-34/- 3K>ZJ-CI JNMP>,BP4JPHB33>P,PCH b>P>LB,K K/ZK>P,JLMCP>I

b/3K ,J-3PJFZPJBM&#- 4BLLCPD" 3K>-B3P/3/J-CFYBCF/3DJNZJ-CI JNMP>,BP4JPHB33>P,PCH bC4-J3,JLO

MF>3>FD4BM>P/JP3J-JPLCFN>LCF>LBI ,PCH" bK/F>/34NFC̀JP,KCPC,3>P/43/,4b>P>P>FC3/̀>FDH>33>P&

;%, </6.'SLBI ,PCH %*(/&&" 9",".".-)"%#&' MP>,BP4JPHB33>P,PCH' ZJ-CI' -B3P/3/J-CFYBCF/3D' NFC̀JP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陆剑锋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FB+Nc4/H4&C,&,-&

SS基金项目!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金项目%\5V[O91& '安徽水产产业技术体系项目%5<\A8[6̂ O%1&

收稿日期!2%2%O%)O%'"改回日期!2%2%O%:O2:



分析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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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拟穴青蟹% *(/&&" 9",".".-)"%#&简称青蟹"属甲

壳纲梭子蟹科"广泛分布于印度O西太平洋热带地区"

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区域
#$$

"是我国重要的经

济蟹类( 青蟹体型较大"成长速度快"一年便可成熟

食用"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滋补作用"

被视为珍贵的海洋产品"素有0海上人参1的美称
#2$

(

青蟹繁殖期主要集中在 : U$% 月份"雌性青蟹的性腺

会产生红色或黄色样物质"通常与肝胰腺交融在一

起"俗称0膏蟹1( 其中"黄油蟹属非正常发育的雌性

青蟹"是一种极其稀有和名贵的蟹类珍品"仅在雌性

青蟹繁殖期间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数百只野生青

蟹才会产生一只黄油蟹"且产出时间和捕获后存活时

间较短"被称为0蟹中贵族1"其每 )% Z的售价可达数

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 虽然一些沿海水产养殖企业

通过改善雌性青蟹的生长条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黄油蟹产生的几率"但目前市场上养殖黄油蟹的供应

量仍然较少"且其品质和价格均不如野生黄油蟹(

青蟹在生殖发育后期会进一步增肥和脱壳"但极

少部分雌性青蟹会由于摄入过多的营养或者其他因

素"在性腺周围积聚大量脂肪"导致其过肥而无法顺

利脱壳"不能最终转变为正常发育成熟的青蟹( 而这

种无法顺利脱壳的雌性青蟹"在每年夏天的繁殖季

节"会和正常发育成熟的雌性青蟹一起暂时生活在海

边浅滩( 当海潮退去时"剧烈的阳光会使浅滩水温升

高"这种雌性青蟹受到环境等因素刺激"其体内积聚

的脂肪分解成金黄色油状脂滴"并渗透到蟹体各个部

位"在脂滴的浸润下"会使蟹体全身呈现出黄油色"故

称之为0黄油蟹1( 在积聚的脂肪分解过程中"性腺

也会伴随着脂肪分解"待性腺完全消失后"黄油蟹便

完全成熟( 在黄油蟹完全成熟的前期"性腺会保留一

段时间"该特殊生命形式下的雌性青蟹十分罕见"被

称之为0黄油蟹前体1(

食物感官特性代表可被接受的程度"由嗅觉带来

的气味感和味觉带来的味感是食物感官特性主要的

2 个方面
#'$

( 气味感主要由体内脂肪酸+蛋白质和氨

基酸等物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物质构成"主

要包括烃类+醛类+酮类+醇类和酯类等"构成了食物

的主体气味
#9 0)$

( 构成味感的主要成分包括游离氨

基酸+有机酸+可溶性糖和核酸等物质 %主要是游离

氨基酸和核酸&

#:$

( 核酸主要呈现出鲜味口感"游离

氨基酸味感层次较复杂"可呈现出苦味+鲜味和甘味

等味感
#R$

( 含量较高的 d+EC等无机盐对食物的味

感也有一定的影响
#1$

(

近些年来"青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常青蟹的繁

育+养殖及其对营养品质和风味物质等影响
#( 0$$$

"黄

油蟹作为一种极其稀有和名贵的水珍品"其相关研究

亟需开展"尤其是对另一种非正常发育的生命形式,

黄油蟹前体营养品质及风味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均

未见有报道( 鉴于此"本研究以正常青蟹和黄油蟹前

体的性腺为原料"对其相关营养成分和感官特性进行

分析"旨在初步分析黄油蟹前体的营养品质和风味"

并进一步了解正常青蟹性腺的营养品质和风味( 通

过比较黄油蟹前体和正常青蟹"为合理评价黄油蟹前

体的营养品质和风味差异提供数据参考"同时也为后

续进一步研发生产商品化的高品质黄油蟹提供理论

依据(

$S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试剂

正常雌性青蟹+黄油蟹前体样品"深圳市蟹之

王水产有限公司提供( 分别对 2 种青蟹进行前处

理"刷去体表污垢并用毛巾擦拭干净"称取质量并

记录'将头胸甲打开后"用经消毒处理的镊子%在火

焰上灼烧 $% 4&分别将肌肉+性腺和肝胰腺剥离至

干净的表面皿"充分混匀"分别称取质量并记录"并

置于 0$1 f冰箱保存备用(

主要试剂!乙酸镁+EC"<+浓 <

2

["

9

+\B["

9

+

无水乙醚+盐酸+d"<+甲醇+磺基水杨酸+EC\F+无

水 EC

2

["

9

等 均 为 分 析 纯" 正 己 烷 为 色 谱 纯"

<E"

'

+<\F"

9

均为优级纯"均购自安徽国药集团有

限公司(

=>@?仪器与设备

!<?O($2' 8精密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三发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V;O9 马弗炉"上海试验电炉厂'

G5$%9 E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民桥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6$)V6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天美生化

仪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O1(%% 氨基酸全自动分析

仪"日本 <#65\<#公司')(R)\OR1(%5气相色谱O质

谱联 用 仪+ !_O)T[ 色 谱 柱 % :% L o%&'2 LL"

%&2)

"

L& "美国 5Z/F>-3公司'<<O2 数显水浴锅"江

苏金坛市环宇科学仪器厂'#V#[ #-3P>M/I

$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美国 6K>PLJ@F>,3PJ- 公司'

5G[O'$%%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北京科创海光仪器

有限公司(

=>A?方法

$&'&$S营养品质的测定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S性腺指数%ZJ-CIJ4JLC3/,/-I>a"?[#&的测

定

?[#按照公式%$&计算
#$2$

!

?̂ #I

性腺质量

青蟹质量
J$%% !$"

$&'&$&2S基本营养成分的测定

水分测定参考 ?_)%%(&',2%$:)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灰分测定参考 ?_)%%(&9,

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粗蛋白

测定参考 ?_)%%(&),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蛋白质的测定*'粗脂肪测定参考 ?_)%%(&:,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S氨基酸含量的测定与评价

精确称量样品 %&$% Z移至 $% L=安瓿瓶中"加

入 ) L=: LJF*=<\F溶液"将安瓿瓶用 E

2

充满"在酒

精喷灯下"快速将安瓿瓶密封"放到 $'% f的烘箱水

解' U9 K"水解结束后将水解液进行冷却"并转移到

$%% L=容量瓶中定容( 取 $ L=定容后的水解液冷

冻干燥"加 $ L=%&%2 LJF*=<\F溶液溶解"用孔径

%&22

"

L微孔滤膜对溶液进行过滤"滤液备用"采用

氨基酸全自动分析仪对水解液进行测定
#$'$

(

根据 G5"*]<"$(R' 年建议的每克氮中氨基酸

评分标准模式和全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对性腺

的营养价值进行氨基酸评分%CL/-JC,/I 4,JP>"55[&

和化学评分%,K>L/,CF4,JP>"\[&"分别按公式%2&%'&

%9&计算
#$9$

!

标准模式氨基酸含量 L!LZ#Z

N$

E" I

氨基酸含量

粗蛋白含量
J:F2) J$%%% !2"

55[LO I

实验样品氨基酸含量

G5"*]<"评分标准模式中同种氨基酸含量
J$%% !'"

\[LO I

实验样品氨基酸含量

全鸡蛋蛋白质中同种氨基酸含量
J$%% !9"

$&'&$&9S矿物质含量的测定

称取 %&)% Z性腺样品"置于 2%% L=带有表面皿

的烧杯中"加入 $2 L=浓 <E"

'

和 : L=<\F"

9

溶液"

盖上表面皿"在可控温电热板上进行加热消解"至溶

液大约剩 2 U' L="观察溶液"若为澄清则停止加热"

反之取下烧杯待冷却后再加入 ' L=<\F"

9

溶液进行

加热"直至完全澄清"冷却后转至 2) L=容量瓶进行

定容"摇匀后备用( 最后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测定各种矿物质含量
#$)$

(

$&'&2S风味物质含量测定

$&'&2&$S游离氨基酸的测定

准确称取冷冻干燥后的性腺样品 $&%% Z"将其研

磨后加入 9X的磺基水杨酸 $% L="进行混匀振荡"静

置 $ K"使其进行酸解和萃取( 以 $2 %%% P*L/- 离心

'% L/-"离心结束后吸取 $ L=上清液"用孔径为 %&22

"

L水相滤膜对上清液进行抽滤"滤液备用( 采用氨

基酸全自动分析仪对上清液进行测定
#$:$

( 味觉活度

值%3C43>C,3/̀/3D C̀FB>"65l&的计算参考 \<@E等
#$R$

的方法"65lk$ 认为对味觉贡献较大(

$&'&2&2S挥发性风味物质测定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分离挥发性物质( 准确称

取%)&%% e%&%$& Z性腺样品于 2% L=顶空瓶中"将

老化的萃取头通过隔膜插入"并暴露于顶空瓶的顶部

空间"经 :% f水浴加热萃取 9% L/-"将吸附完成的萃

取针由?\OT[ 注射口 2)% f解析 ) L/- 后进样"启动

仪器进行数据收集
#$1$

(

色谱条件!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分析通过 ?\OT[

进行( 以流速 $&' L=*L/- 的 <>为载体"不分流进

样" 色 谱 柱 为 !_O)T[ 柱 % :% L o%&'2 LL"

%&2)

"

L&'进样口温度 2)% f(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9% f"无保留'以 ) f*L/- 的升温速度升至 $%% f"

无保留'以 ) f*L/-升温至 $1% f"无保留'再以

) f*L/-的升温速度升至 29% f"保持 ) L/-'汽化室

温度 29% f(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 %@#& 离子源'电子能量

R% >l"离子源温度 2'% f"接口温度 2)% f'电子倍

增器电压 $)R: l'质量扫描范围 9% U9)% CLB*4(

=>B?数据处理

本实验结果除挥发性风味物质测定的数据外"其

余数据均表示为平均值 e标准差"且通过软件 [7[[

2%&% 进行显著性检验"同行%列&字母不同%4j%&%)&

表示差异显著(

2S结果与分析

@>=?营养品质分析

2&$&$S?[#比较

正常雌性青蟹的 ?[#为%$9&2$ e$&)(&"显著高

于黄油蟹前体%)&1( e%&:'& %4j%&%)&( 其原因主

要是在黄油蟹形成的过程中"其性腺组织会逐渐分解

成油状物质"导致其性腺慢慢萎缩"直至消失( 因此"

黄油蟹前体的性腺指数小于正常青蟹"但也正是由于

部分性腺分解产生的物质才使得黄油蟹前体更加鲜

美"食用价值更高(

2&$&2S基本成分组成



分析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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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2 种生命形式青蟹的性腺水分含量

无显著差别"黄油蟹前体性腺中的灰分含量显著高于

正常青蟹%4j%&%)&"但其粗蛋白和粗脂肪均显著低

于正常青蟹%4j%&%)&"原因可能是由于在黄油蟹完

全成熟的前期过渡阶段"随着性腺的逐渐分解"不仅

性腺中的脂肪会被分解成黄油状物质而被排出性腺

组织外"且性腺中的蛋白质也同时被分解"导致其粗

蛋白和粗脂肪含量均显著降低(

表 =?不同生长形态的雌性青蟹性腺的基本成分

单位!X

"&)*%=?S-+6(%0+'5/23/'(+(/0'(0+1%E/0&.'46/2

4%2&*%2-.56&)(0.(44%6%0+E6/<+1F4/62'

生命形式 水分含量 粗蛋白含量 粗脂肪含量 灰分含量

正常青蟹
91&%' e%&%%

C

'1&'( e%&2)

C

$9&2$ e%&$2

C

$&(R e%&%2

H

黄油蟹前体
9(&$R e%&%%

C

''&$1 e%&9:

H

1&2( e%&$9

H

2&%) e%&%%

C

2&$&'S氨基酸组成及评价

2&$&'&$S水解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蛋白质构成机体组织并维持组织的生长更新和

修补"参与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和氧化功能"是机体

中极为重要的营养素"也是各种生命活动极为重要的

物质基础
#$($

( 蛋白质由不同氨基酸组成"蛋白质中

氨基酸的比例和种类决定了青蟹性腺的营养价

值
#2%$

( 由表 2 可知"2 种不同生命形式的雌性青蟹

水解氨基酸"除实验方法%酸水解&导致色氨酸无法

检测外"共检测出 $R 种氨基酸( 包括 R 种必需氨基

酸!蛋氨酸%T>3&+亮氨酸 %=>B&+异亮氨酸 %#F>&+缬

氨酸%lCF&+赖氨酸%=D4&+苏氨酸%6KP&和苯丙氨酸

%7K>&'$% 种非必需氨基酸!组氨酸 %</4&+精氨酸

%5PZ&+天冬氨酸%54M&+谷氨酸%?FB&+甘氨酸%?FD&+

丙氨酸%5FC&+酪氨酸%6DP&+丝氨酸% [>P&+半胱氨酸

%\D4&和脯氨酸%7PJ&(

由表 2 可知"黄油蟹前体和正常青蟹性腺中所检

测出的氨基酸种类及含量高低顺序一致"含量最高的

均为 ?FB+54M 和 =>B"同时黄油蟹前体中检测出的水

解氨基酸含量均显著低于正常青蟹%4j%&%)&"但均

高于中华绒螯蟹性腺
#2$$

"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性腺蛋

白质分解"导致总蛋白质含量降低"水解氨基酸含量

也随之降低"但其 @55*655及 @55*E@55均高于

正常青蟹"更符合 G5"*]<"%@55*655在 %&9 左

右"@55*E@55在 %&: 以上&的推荐标准
#22$

"因此黄

油蟹前体的性腺蛋白质质量优于正常青蟹(

表 @?不同生长形态的雌性青蟹性腺水解氨基酸含量

单位!Z*$%% Z

"&)*%@?R,.6/*,T%.&2(0/ &5(.5/0+%0+'(0+1%E/0&.'

46/2 4%2&*%2-.56&)(0.(44%6%0+E6/<+1F4/62'

氨基酸种类 正常青蟹 黄油蟹前体

蛋氨酸 T>3

%&(% e%&%:

C

%&:R e%&%(

H

异亮氨酸 #F>

$&)' e%&%(

C

$&2% e%&$)

H

亮氨酸 =>B

2&92 e%&$)

C

$&(% e%&2)

H

缬氨酸 lCF

$&(: e%&$2

C

$&)9 e%&$1

H

苏氨酸 6KP

$&') e%&%1

C

$&%9 e%&$'

H

赖氨酸 =D4

$&RR e%&%(

C

$&'( e%&$1

H

苯丙氨酸 7K>

$&$( e%&%R

C

%&(2 e%&$2

H

@55

$$&$2 e%&R'

C

1&:: e$&%)

H

组氨酸 </4

%&() e%&%)

C

%&R) e%&%(

H

精氨酸 5PZ

$&R: e%&$$

C

$&9$ e%&2%

H

半必需氨基酸
2&R$ e%&$:

C

2&$: e%&2R

H

谷氨酸 ?FB

9&$1 e%&2)

C

'&'' e%&99

H

天冬氨酸 54M

2&': e%&$'

C

$&1: e%&2)

H

丙氨酸 5FC

$&'9 e%&%:

C

$&%1 e%&$'

H

甘氨酸 ?FD

$&2% e%&%)

C

%&(R e%&$$

H

酪氨酸 6DP

$&$9 e%&%(

C

%&1' e%&$2

H

半胱氨酸 \D4

%&29 e%&%'

C

%&$R e%&%'

H

丝氨酸 [>P

$&'$ e%&%(

C

$&%2 e%&$2

H

脯氨酸 7PJ

$&)$ e%&$%

C

$&$1 e%&$R

H

E@55

$1&R% e%&1%

C

$%&99 e$&':

H

655

'2&)' e2&%1

C

2$&2: e2&R:

H

@55*655 %&'' %&9$

@55*E@55 %&)( %&1'

SS注!@55"必需氨基酸总量'E@55"非必需氨基酸总量'655"氨基

酸总量%下同&

2&$&'&2S必需氨基酸组成评价

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主要取决于必需氨基酸的种

类及含量和氨基酸的组成比例"所含氨基酸的种类齐

全+含量丰富及比例适宜的氨基酸更容易被人体吸

收"营养价值也更高
#2'$

( 利用 55[ 和 \[ 对正常青

蟹和黄油蟹前体性腺中必需氨基酸进行评价"结果见

表 '(

表 A?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性腺必需氨基酸组成评价

"&)*%A?UK&*-&+(/0/4%''%0+(&*&2(0/ &5(.5/23/'(+(/0'/4

+1%E/0&.'46/24%2&*%2-.56&)(0.(44%6%0+E6/<+1F4/62'

必需氨基酸
正常青蟹 黄油蟹前体

LZ*ZE 55[ \[ LZ*ZE 55[ \[

G5"评分模

式标准值

鸡蛋蛋

白质标准

异亮氨酸 #F> 29( $&%% %&R) 22: %&(% %&:1 2)% ''$

亮氨酸 =>B '(9 %&(% %&R9 ')1 %&1$ %&:R 99% )'9

赖氨酸 =D4 211 %&1) %&R% 2:2 %&RR %&)( '9% 99$

缬氨酸 lCF '$( $&%% %&R( 2(% %&($ %&R$ '$1 9$%

苏氨酸 6KP 22% %&11 %&R) $(: %&R1 %&:R 2)% 2(2

蛋氨酸 g半胱

氨酸 T>3g\D4

$1: %&1) %&91 $)1 %&R2 %&9$ 22% '1:

苯丙氨酸 g酪

氨酸 7K>g6DP

'R( $&%% %&:R ''% %&1R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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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以 55[ 作为评价标准时"正常青蟹和黄油蟹前

体性腺的 2 种限制氨基酸均为 =D4和 T>3g\D4"这与

以 \[ 作为评价标准的结果相一致( 在性腺组织中"

黄油蟹前体的 55[ 数值均低于正常青蟹"\[ 数值也

均低于正常青蟹"这可能与黄油蟹前体性腺中蛋白质

被分解"导致其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较低有关(

2&$&9S矿物质组成及含量

矿物质元素是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六大营养素

之一"在维持人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是构成机体组织的重要物质"参与人体各项重要

的生命活动
#29$

"众所周知"矿物质在机体中无法自己

合成"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人们在日常饮食中摄入

丰富的矿物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表 9 所示"两者鲜

样的矿物质含量均比较丰富( EC+d+7+\C+TZ是人

体重要的常量元素"是构成机体组织的基本成分"其

中 EC+d广泛分布于身体各个部位"参与神经传导"

维持渗透压等许多重要生命活动"而 \C+TZ+7是构

成骨骼和膜组织等的重要成分
#2)$

( 在性腺组织中"

两者的 d+TZ含量无显著差别"黄油蟹前体的 EC+\C

含量显著低于正常青蟹"但其 7含量显著高于正常

青蟹%4j%&%)&"这种 \C和 7含量的差异和失调也

可能是导致黄油蟹前体在生殖发育期间无法完成正

常脱壳的原因之一(

表 B?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性腺矿物质含量

单位!LZ*$%% Z

"&)*%B?J(0%6&*5/0+%0+'(0+1%E/0&.'46/2 4%2&*%

2-.56&)(0.(44%6%0+E6/<+1F4/62'

种类 正常青蟹 黄油蟹前体

EC

:9&'R e$&11

C

91&R( e'&('

H

d

$$R&:1 e'&'2

C

$$9&)) e2&22

C

TZ

2(&'9 e%&R)

C

'%&22 e%&(R

C

\C

21&2( e'&)1

C

R&'2 e$&))

H

7

:%$&(2 e(&9R

H

:1%&:2 e2%&:'

C

G>

"

$&R% e%&$2

H

9&)) e%&%9

C

\B

"

%&'( e%&%$

C

%&') e%&%$

H

;-

"

$1&:R e%&2'

H

'2&R2 e%&:1

C

T-

"

%&12 e%&%2

C

%&)R e%&%9

H

[>

"

%&%% e%&%%

H

%&9$ e%&%9

C

总含量
1:'&$( e$(&'R

H

(2%&%( e'%&$$

C

SS注!

"

表示微量元素(

SS矿物质尤其是一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生命活动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微量元素的缺失可能会造成机

体疾病的发生
#2:$

( G>与机体的能量代谢和造血功

能关系密切";- 是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之一"在

协调免疫反应"生殖系统发育"味觉+视觉调节等方面

均有重要作用
#2R$

"黄油蟹前体的性腺组织中 G>+;-

的含量显著高于正常青蟹%4j%&%)&"其含量分别为

9&)) 和 '2&R2 LZ*$%% Z"远高于中华绒螯蟹
#2$$

和中

华鳖
#21$

'\B 在体内起着维持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提高免疫力和预防相关疾病等作用"T- 是体内多

种酶的组成成分
#2($

"正常青蟹性腺组织中 \B+T- 的

含量显著高于黄油蟹前体%4j%&%)&( 而 [>在人体

抗衰老和抗癌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

"仅在黄油蟹

前体性腺组织中检测出较高含量的 [>%%&9$ LZ*$%%

Z&( 综合比较二者性腺组织中矿物质总含量"黄油蟹

前体显著高于正常青蟹 %4j%&%)&"但二者矿物质

%尤其是微量元素&含量均比较丰富"可认为均是优

良的矿物质补充来源(

@>@?风味物质分析

2&2&$S游离氨基酸比较分析

65l被广泛用于评价食物中味感物质对食物味

感的影响及程度"通过比较同种物质在纯水中的味感

阈值判断该物质对食物味感的影响程度
#'%$

( 构成食

物味感的主要成分有游离氨基酸+核酸+有机酸等物

质"EC+d的含量也会对味感有一定的影响
#: 01$

( 由

表 9 可知"d在正常青蟹和黄油蟹前体性腺组织鲜样

中的含量分别为 $$R&:1 和 $$9&)) LZ*$%% Z"换算成

干样状态下其含量为 22:&99 和 22)&': LZ*$%% Z"而

d的味觉识别阈值为 $&' LZ*L="两者的 65l均大

于 $"可以推断出 d与 EC相似"也会对性腺组织的味

感有一定的影响"赋予性腺组织略咸的口感"这可能

是平时清蒸膏蟹时不放任何佐料吃起来也不寡淡的

原因之一(

性腺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见表 )"两者游离

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总量均无显著差异( 由表 2 和

表 ) 可看出"水解氨基酸的含量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之间并无关系( 游离氨基酸中"5PZ含量占总含量的

)%X左右"但在水解氨基酸中仅占 )X左右"水解氨

基酸中 ?FB 和 54M 含量较高"但在游离氨基酸中含量

均较低"原因之一是在测量水解氨基酸的酸性水解过

程中"谷氨酰胺和天冬酰胺会被氨基化为 ?FB 和

54M

#$R$

"导致 ?FB 和 54M 的含量过高(

不同的氨基酸会呈现出不同的口味"主要包括鲜

味+甘味和苦味
#: 01$

( 54M 和 ?FB 实际上呈现出酸

味"但由于谷氨酸盐和天冬氨酸盐是味精的主要成

分"是鲜味的主要来源"因此 54M 和 ?FB 被定义为鲜

味氨基酸'6KP+[>P+?FD+5FC主要呈现出甘味"和可溶

性糖一起构成食物甜味的主要来源'#F>+=>B+6DP+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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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主要呈现出苦味'=D4+T>3+lCF+\D4+5PZ和 7PJ

味感层次较为复杂"其中 =D4+T>3+lCF和 \D4主要呈

现负面影响"而 5PZ和 7PJ主要呈现出正面影响(

表 N?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性腺游离氨基酸$$!!%

的含量"味感"味觉阈值及 "!V'

"&)*%N?"1%5/0+%0+'# +&'+%&++6()-+%'# +&'+%+16%'1/*.'#

&0."!V'/446%%&2(0/ &5(.'(0+1%E/0&.'46/2

4%2&*%2-.56&)(0.(44%6%0+E6/<+1F4/62'

氨基酸种类 味感

含量*%LZ-Z

0$

&

正常

青蟹

黄油蟹

前体

味觉阈值*

%LZ-L=

0$

&

65l

正常

青蟹

黄油蟹

前体

天冬氨酸 54M 鲜% g&

%&%9 e%&%%

C

%&%2 e%&%%

H

$&% %&%9 %&%2

苏氨酸 6KP

" 甘% g&

%&(2 e%&%$

C

%&R9 e%&%$

H

2&: %&') %&21

丝氨酸 [>P 甘% g&

%&)) e%&%$

C

%&2( e%&%%

H

$&) %&'R %&$(

谷氨酸 ?FB 鲜% g&

$&)) e%&%%

C

$&91 e%&%$

C

%&' )&$R 9&('

甘氨酸 ?FD 甘% g&

%&:( e%&%$

C

%&:( e%&%$

C

$&' %&)' %&)'

丙氨酸 5FC 甘% g&

2&%) e%&%$

C

$&19 e%&%'

H

%&: '&92 '&%R

半胱氨酸 \D4 苦*甘*含 [%O&

%&%2 e%&%'

C

%&%% e%&%%

H

0 0 0

缬氨酸 lCF

" 甘*苦%O&

%&)2 e%&%$

C

%&9: e%&%)

H

%&9 $&'% $&$)

蛋氨酸 T>3

" 苦*甘*含 [%O&

%&9' e%&%$

C

%&9$ e%&%9

C

%&' $&9' $&'R

异亮氨酸 #F>

" 苦%O&

%&92 e%&%%

C

%&'( e%&%%

C

%&( %&9R $&9'

亮氨酸 =>B

" 苦%O&

%&)$ e%&%2

C

%&99 e%&%%

H

$&( %&2R %&2'

酪氨酸 6DP 苦%O&

2&'2 e%&%(

H

2&)R e%&%)

C

0 0 0

苯丙氨酸 7K>

" 苦%O&

$&$% e%&%'

C

$&2% e%&%$

C

%&( $&22 $&''

赖氨酸 =D4

" 甘*苦%O&

2&($ e%&%:

C

2&$1 e%&%:

H

%&) )&12 9&':

组氨酸 </4 苦%O&

%&:1 e%&%2

C

%&:% e%&%$

H

%&2 '&9% '&%%

精氨酸 5PZ 苦*苷% g&

$9&)R e$&2'

C

$:&%( e$&''

C

%&) 2(&$9 '2&$1

脯氨酸 7PJ 甘*苦% g&

2&22 e%&%)

C

2&2% e%&%9

C

'&% %&R9 %&R'

@55

:&%% e%&29

C

)&12 e%&$'

C

总量
'%&:( e$&$2

C

'$&:% e%&((

C

SS注!

"

必需氨基酸'% g&表示正面"% 0&表示负面' 0表示未有相

关数据

海洋食品被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海产

品鲜味和甘味氨基酸含量普遍较高"从而使食物滋味

更鲜美
#'$$

( 2 种不同生命形式的雌性青蟹性腺组织

中的呈味氨基酸含量如图 $ 所示"两者的鲜味+甘味

和苦味氨基酸含量均无显著差别"但黄油蟹前体的甘

味氨基酸含量略高于正常青蟹"苦味和鲜味氨基酸略

低于正常青蟹"表明黄油蟹前体的性腺组织可能比正

常青蟹的味感略好(

图 $S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性腺的呈味氨基酸含量

G/Z&$S\J-3>-34JN3C43>CL/-JC,/I4/- 3K>ZJ-CI4JN

N>LCF>LBI ,PCH /- I/NN>P>-3ZPJb3KONJPL4

性腺组织的65l见表 )"虽然部分氨基酸含量较

低"但由于其味觉阈值较低"65l较高"对味感影响

较大( 65lk$ 的氨基酸主要包括 ?FB+5FC+lCF+T>3+

7K>+=D4+</4和 5PZ"这些氨基酸对性腺组织味感贡

献较大( ?FB+5FC和 5PZ对味感有正面影响"其中

5PZ对味感贡献最大"5PZ和 5FC构成了性腺组织的

主要甘味感来源"?FB 构成了性腺组织主要鲜味感来

源( 虽然黄油蟹前体的 ?FB 和 5FC的 65l略低于正

常青蟹"但其 5PZ的 65l较高"且lCF+T>3+=D4和 </4

的 65l均低于正常青蟹"综合比较"黄油蟹前体的性

腺组织的味感更甘美(

2&2&2S挥发性风味物质相对含量

通过 ?\OT[ 对 2 种生命形式的雌性青蟹的挥发

性风味物质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 所示"在性腺组织

中共检出 R2 种挥发性风味物质"其中正常青蟹 ))

种"黄油蟹前体 92 种( 所共有的物质有 $9 种"这些

物质构成性腺组织的主要风味( 正常青蟹和黄油蟹

前体含量最高的挥发性风味物质均为壬醛"分别占

$R&12X和 99&$)X(

表 P?不同生长形态的雌性青蟹性腺中挥发性风味物质含量

单位!X

"&)*%P?"1%5/0+%0+'/4K/*&+(*%4*&K/-65/23/-0.'(0+1%

E/0&.'/44%2&*%2-.56&)(0.(44%6%0+E6/<+1F4/62'

风味物质
时间*

L/-

相对含量*X

正常

青蟹

黄油蟹

前体

烃类

$"'")"RO环辛四烯 $"'")"RO,D,FJJ,3C3>3PC>-> )&$1 9&(% E!

PO柠檬烯 POF/LJ->-> 1&R'( 2&2( $&%1

9O甲基O2"RO辛二烯 9OL>3KDFO2"ROJ,3CI/>-> $2&1R E! %&:2

$O%2O丙烯基&O环戊烯 $O%2OMPJM>-DF&O,D,FJM>-3>-> $'&:R) E! %&'%

9O甲基O$"'O戊二烯 9OL>3KDFO$"'OM>-3CI/>-> $'&R(9 %&'1 E!

$O十八炔 $OJ,3CI>,D-> $:&99$ E! %&$:

$O十六炔 $OK>aCI>,D-> $:&99' %&2) E!

十二烷 IJI>,C-> $:&9)9 %&22 E!

十三烷 3P/I>,C-> $R&211 %&22 %&$:

)O乙基O$"'O环己二烯 )O>3KDFO$"'O,D,FJK>aCI/>-> $(&RR( %&22 E!

2":"$%"$)O四甲基O

十七烷

2":"$%"$)O3>3PCL>3KDFO

K>M3CI>,C->

$(&1R$ %&'( E!

'O甲基O十三烷 'OL>3KDFO3P/I>,C-> $(&1R( %&'2 E!

十四烷 3>3PCI>,C-> 2$&%22 $&$9 %&1'

%2&ORO十四烯 %2&ORO3>3PCI>,>-> 22&R:( E! %&2'

$% 甲基壬烷 $%OL>3KDF-J-CI>,C-> 2'&2(R %&%% %&22

十五烷 M>-3CI>,C-> 29&1': %&9R %&2(

十六烷 K>aCI>,C-> 21&:2( %&:R %&2$

$:O十八烯 $:OJ,3CI>,>-CF 2(&%22 %&9R E!

$"$(O二十碳二烯 $"$(O>/,J4CI/>-> '1&)R: %&1R E!

醛类

丁醛 HB3C-CF $&R': %&)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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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

风味物质
时间*

L/-

相对含量*X

正常

青蟹

黄油蟹

前体

2O乙基O丁醛 2O>3KDFOHB3C-CF $&R)R %&%2 E!

戊醛 M>-3C-CF 2&2R %&9( 2&'9

己醛 K>aC-CF '&9R) )&2: )&%:

庚醛 K>M3C-CF )&'(2 $&R1 '&:9

苯甲醛 H>-mCFI>KDI> :&11' $&(9 )&2(

辛醛 J,3C-CF 1&%$1 )&%' (&R%

苯乙醛 H>-m>->C,>3CFI>KDI> (&$22 %&)9 %&'(

2O十一碳烯醛 2OB-I>,>-CF (&))) %&2) E!

%=&O2O辛烯醛 %=&O2OJ,3>-CF (&):1 E! %&2'

壬醛 -J-C-CF $%&(9( $R&12 99&$)

%="2&O2":O壬二醛 %="2&O2":O-J-CI/>-CF $2&'2$ %&2R %&22

%=&2O壬烯醛 %=&O2O-J->-CF $2&)): %&'1 %&($

癸醛 I>,C-CF $9&%%( )&:% '&))

十三醛 3P/I>,C-CF 2)&$R) %&)% %&22

十四醛 3>3PCI>,C-CF 2(&%2' E! %&'$

十二醛 IJI>,C-CF 2(&%2( %&9% E!

十五醛 M>-3CI>,C-CFO '(&R11 $&'9 9&%R

十六醛 K>aCI>,C-CF 92&:'' :&9$ $&%(

酮类

$O癸烯O'O酮 $OI>,>-O'OJ-> $'&$'9 E! %&$R

'O癸酮 'OI>,C-J-> $'&1:$ %&R( $&$:

醇类

辛醇 $OJ,3C-JF (&((R %&2) $&$2

%=&O2O辛烯O$O醇 %=&O2OJ,3>-O$OJF $2&11' %&(R E!

'O癸醇 'OI>,C-JF $9&%2 9&2: 2&9:

2"RO辛二烯O$O醇 2"ROJ,3CI/>-O$OJF 2%&$2) %&%% %&((

$"$)O十五烷二醇 $"$)OM>-3CI>,C->I/JF ')&%:( %&(( E!

%5&O%O&O%2&O$9O甲基O

1O十六烯O$O醇

%5&O%O&O%2&O$9O

L>3KDFO1OK>aCI>,>-O$OJF

'1&1'$ %&:R %&99

芳香类

甲苯 3JFB>-> '&%$: 1&9' 2&'(

乙苯 >3KDFH>-m>-> 9&)2: %&R( %&%2

$"'O二甲基O苯 $"'OI/L>3KDFOH>-m>-> 9&R$2 $&2: %&9(

对二甲苯 MOaDF>-> 9&R'2 2&2R E!

苯乙烯 43DP>-> )&9%: '&9: $&(%

$O甲基O2O%$O甲基

乙基&O苯"

$OL>3KDFO2O%$OL>3KDF>3KDF&O

H>-m>->

1&:$ %&R: %&9(

? CmBF>-> $'&2: E! %&$(

酯类

异丁酸香茅酯 ,/3PJ->FFDF/4JHB3DPC3> $2&1:1 $&$9 E!

$"$O十二醇二乙酸酯 $"$OIJI>,C->I/JF" I/C,>3C3> 2$&' %&2: %&2)

碳酸异丁基十一

碳烯基酯

,CPHJ-/,C,/I" /4JHB3DF

B-I>,O$%O>-DF>43>P

'$&9$) %&21 E!

邻苯二甲酸异丁酯 MK3KCF/,C,/I" /4JHB3DF-J-DF>43>P 'R&:'' $&(: %&21

$"2O苯二甲酸丁辛酯
$"2OH>-m>->I/,CPHJaDF/,C,/I"

HB3DFJ,3DF>43>P

9%&:)' E! %&$9

$"2O苯二甲酸 2O

甲基丙酯丁酯

$"2OH>-m>->I/,CPHJaDF/,C,/I"

HB3DF2OL>3KDFMPJMDF>43>P

9%&:)) %&1' E!

十六酸乙酯 K>aCI>,C-J/,C,/I" >3KDF>43>P 9$&(): %&19 %&:'

=O$$O十六烯酸乙酯 =O$$OK>aCI>,>-J/,C,/I" >3KDF>43>P 9)&(R %&22 E!

EO类

$"'O环己二胺 $"'O,D,FJK>aC->I/CL/-> (&(%9 %&2% E!

续表 P

风味物质
时间*

L/-

相对含量*X

正常

青蟹

黄油蟹

前体

己基O9O烯胺 K>aO9O>-DFCL/-> $'&%$ %&2( E!

'O吡啶醇 'OMDP/I/-JF 22&:$( 2&21 E!

[O类

乙硫醇 >3KC->3K/JF $&):R %&)) E!

其他

2O戊基呋喃 2OM>-3DFONBPC- R&:'9 %&)R %&12

$O氯辛烷 $O,KFJPJOJ,3C-> (&:)) $&$2 %&'$

$O甲氧基O9O%$O

丙烯基&O苯
$OL>3KJaDO9O%$OMPJM>-DF&OH>-m>-> $:&R$( %&92 %&'R

对羟基甲苯 HB3DFC3>I KDIPJaD3JFB>-> 29&R)) %&2% %&$'

十四烷基环氧乙烷 3>3PCI>,DFOJa/PC-> '2&RR %&RR E!

十六烷基环氧乙烷 K>aCI>,DFOJa/PC-> ':&'R) $&%: E!

SS注!E!表示未检测到

各类挥发性风味化合物的含量如图 2 所示( 在

两者性腺组织中主要检测出的挥发性风味物质为醛

类+醇类+芳香族类和烃类"其中正常青蟹"分别

91&)1X和 1$&$RX和黄油蟹前体含量最高的均为醛

类( 由于烃类物质的阈值较高"只有在高浓度下才会

引起嗅觉反应
#'2$

"虽然两者性腺组织烃类物质含量

较高"但对整体风味贡献较小( 同样"酮类+芳香烃

类+酯类化合物的阈值也均较高"对风味贡献较

小
#'' 0'9$

"但可能会有助于整体风味的提升( 醇类大

多数是脂质氧化分解的产物"醇类物质主要呈现出脂

肪香气和酒香"长链饱和醇阈值较高"对风味影响较

小"而不饱和醇阈值较低"对风味影响较大
#')$

"两者

性腺组织的醇类物质检出种类较少"且含量较低"对

风味影响不大"但对整体风味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图 2S不同生长形态雌性青蟹性腺挥发性风味物质含量

G/Z&2S6K>,J-3>-34JǸJFC3/F>NFC̀JBP,JLMJB-I4/- 3K>ZJ-CI4

JNN>LCF>LBI ,PCH /- I/NN>P>-3ZPJb3KONJPL4

SS醛类物质是由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以及氨基酸

[3P>,.>P降解产生的"是一种低阈值的呈味物质"并且

具有气味叠加效应"在种类和浓度较高的情况下"会

呈现出复杂的嗅觉反应
#':$

( 醛类由于其阈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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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普遍在肉类中含量较高"被认为是肉制品的主要呈

香物质( 在正常青蟹的性腺组织中检测出 $R 种醛类

物质"黄油蟹前体中检测出 $) 种"正常青蟹含量最高

的为壬醛+十六醛%:&9$X&和己醛%)&2:X&"黄油蟹

前体中含量最高的为壬醛+辛醛%(&R%X&和苯甲醛

%)&2(X&( 在性腺组织中"己醛+庚醛+苯甲醛+辛

醛+壬醛+%="2&O2":O壬二醛+%=&O2O壬烯醛等物质

对主体风味贡献较大"己醛呈现出青草味"苯甲醛呈

现出杏仁香+坚果香"辛醛呈现出青草味+油脂香气"

壬醛呈现出脂肪和青草香味"而庚醛呈现出鱼腥

味
#'2 0'9$

( 黄油蟹前体性腺组织中的庚醛+苯甲醛+辛

醛+壬醛和%=&O2O壬烯醛均高于正常青蟹"且黄油蟹

前体性腺中还含有少量的具有青草和脂肪香气的

%=&O2O辛烯醛"两者主体呈香物质含量相差较大的主

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黄油蟹前体性腺组织在分解过程

中"其脂肪和蛋白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可分

解为醛类物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转变或分

解为挥发性风味物质( 因此"综合判断黄油蟹前体的

性腺组织的风味优于正常雌性青蟹(

2O戊基呋喃阈值较低"且具有泥土和蔬菜香气"

其广泛存在于肉制品中"作为肉品脂质氧化的指示剂

可能对肉品的整体风味作用巨大
#':$

"黄油蟹前体性

腺组织中 2O戊基呋喃的含量%%&12X&高于正常青蟹

%%&)RX&"进一步表明黄油蟹前体性腺的风味相对

优于正常青蟹(

'S结论

通过对正常发育雌性青蟹和黄油蟹前体性腺组

织的营养品质和风味物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营

养品 质 方 面" 黄 油 蟹 前 体 的 ?[#显 著 偏 低

%4j%&%)&'两者性腺组织的水分含量无显著差别"

黄油蟹前体性腺中的灰分含量显著偏高%4j%&%)&"

但粗蛋白和粗脂肪均显著偏低%4j%&%)&'黄油蟹前

体的 @55和 655均显著低于正常青蟹"但其蛋白质

质量较好"更符合 G5"*]<"标准'黄油蟹前体性腺

的矿物质总量显著高于正常青蟹%4j%&%)&"且 ;-

的含量较高%'2&R2 LZ*$%% Z&( 风味物质方面"黄油

蟹前体的甘味氨基酸含量略高"苦味和鲜味氨基酸含

量略低"但二者之间均无显著差别'黄油蟹前体性腺

组织中醛类物质及主要呈香物质相对含量较高( 综

上"黄油蟹前体性腺的营养品质并非完全优于正常雌

性青蟹"但其风味相对优于正常雌性青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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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4>-4JPD,KCPC,3>P/43/,4JN\K/->4>L/33>- ,PCH4%=,%-(+0%,)%#0#E

)%)& P>CP>I /- FC.>4C-I MJ-I4!7J3>-3/CF>- /̀PJ-L>-3CFNC,3JP4#8$&

5YBC,BF3BP>"2%$2"':9O':)!(: 0$%2&

#1$S\<@E!]";<5E?T"[<V@[6<5[&\JLMJ4/3/J-CF,KCPC,3>P/4O

3/,4C-I -B3P/3/J-CFYBCF/3DJN\K/->4>L/33>- ,PCH %=,%-(+0%,)%#0#E

)%)& #8$&GJJI \K>L/43PD"2%%:"$%'%9& !$ '9' 0$ '9(&

#($S王桂忠" 李少菁"陈志刚&青蟹% *(/&&" 4MM&&养殖现状及拟穴青

蟹% *F9",".".-)"%#&种群生物学研究#8$&厦门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 !:$R 0:2'&

#$%$S李永亮" 赵欢欢"李荣华"等&拟穴青蟹 % *(/&&" 9",".".-)"%#&

六个地理群体肌肉氨基酸和脂肪酸的比较分析#8$&海洋与湖

沼"2%$(")%%2& !9:) 09R2&

#$$$S65E?="]5E?<"]5E?\=">3CF&6>LM>PC3BP>MJ3>-3/CFFD/-O

IB,>I I/43/-,3/̀>NFC̀JPJNLBI ,PCH *(/&&" 9",".".-)"%# L>I/C3>I

HDZB3L/,PJH/J3C#8$&[,/>-3/N/,V>MJP34"2%2%"$%%$& !' R2%&

#$2$S\<5E??" ]W "̂ \<@E?A" >3CF&V>MPJIB,3/̀>M>PNJPLC-,>"

JNN4MP/-ZYBCF/3D" MPJa/LC3>C-I NC33DC,/I ,JLMJ4/3/J- JN-JPLCF

C-I MP>,J,/JB4\K/->4>L/33>- ,PCH =,%-(+0%,)%#0#)%)#8$&5YBC,BFO

3BP>"2%$R"9:(!$'R 0$9'&

#$'$S陆剑锋" 焦道龙"张伟伟"等&速冻蟹黄粉的营养成分分析及品

质评价#8$&食品科学"2%%("'%%29& !2)$ 02))&

#$9$S]<"*G5"*WEW&7PJ3>/- C-I CL/-JC,/I P>YB/P>L>-34/- KBLC-

-B3P/3/J-!V>MJP3JNC8J/-3G5"*]<"*WEW >aM>P3,J-4BF3C3/J-

#V$&?>->̀C"]<""2%%R&

#$)$S邓宏玉" 刘芳芳"张秦蕾"等&) 种禽肉中矿物质含量测定及营

养评价#8$&食品研究与开发"2%$R"'1%:& !2$ 029'$%'&

#$:$S吴浩然" 林琳"程华峰"等&河蟹分割加工边角料的营养成分分

析及品质评价#8$&肉类工业"2%$("%:& !'$ 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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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何树华"庞向东"张又丹"等&溴代鲸蜡基吡啶O刚果红共振光散射测定畜禽肉中残留拉米夫定#8$&食品与发酵工业"

2%2%"9:%2$&!2'R 029$&<@[KBKBC" 75E? /̂C-ZIJ-Z" ;<5E?AJBIC-" >3CF&!>3>PL/-C3/J- JNP>4/IBCFFCL/̀BI/->/-

F/̀>43J,. C-I MJBF3PDL>C3HDP>4J-C-,>F/ZK34,C33>P/-ZJN,>3DFMDP/I/-/BLHPJL/I>O,J-ZJP>I#8$&GJJI C-I G>PL>-3C3/J- #-O

IB43P/>4"2%2%"9:%2$&!2'R 029$&

溴代鲸蜡基吡啶F刚果红共振光散射测定畜禽肉中残留拉米夫定

何树华!庞向东!张又丹!江虹"

%长江师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9%1$%%&

摘S要S建立一种简便#高灵敏检测畜禽食用肉中抗病毒药物残留***拉米夫定的共振光散射法" 在弱碱性溶

液中!刚果红O溴代鲸蜡基吡啶与拉米夫定反应!生成离子缔合物!使共振光散射信号显著增强!并产生具有多个

共振光散射峰的新光谱!在 '(1 -L处出现 $ 个最大的特征散射峰!在该波长下!拉米夫定的质量浓度在 %&%%: U

%&21 LZ*=范围内与缔合物的共振光散射增强强度呈线性关系!检出限为 (&)

"

Z*.Z!定量限为 %&%'2 LZ*.Z"

改方法用于生鲜猪肉及鸡肉中拉米夫定的测定!加标回收率为 (:&)X U$%'X!相对标准偏差为 $&2X U'&)X

&# h)'" 方法简便#灵敏!可用于畜禽肉中拉米夫定的残留测定"

关键词S刚果红)溴代鲸蜡基吡啶)猪肉)鸡肉)拉米夫定

G%+%62(0&+(/0/46%'(.-&**&2(K-.(0%(0*(K%'+/5D&0.3/-*+6, 2%&+),

6%'/0&05%*(E1+'5&++%6(0E /45%+,*3,6(.(0(-2 )6/2(.%F5/0E/ 6%.

<@[KBKBC" 75E? /̂C-ZIJ-Z" ;<5E?AJBIC-" 8#5E?<J-Z

"

%\JFF>Z>JN\K>L/43PDC-I \K>L/,CF@-Z/->>P/-Z" AC-Z3m>EJPLCFW-/̀>P4/3D" \KJ-ZY/-Z9%1$%%" \K/-C&

!78"9!:"S54/LMF>C-I K/ZKFD4>-4/3/̀>P>4J-C-,>F/ZK34,C33>P/-ZL>3KJI NJP3K>I>3>,3/J- JNC-3/O

/̀PCFIPBZP>4/IB>,FCL/̀BI/->/- NP>4K F/̀>43J,. C-I MJBF3PDL>C3bC4>43CHF/4K>I&#- Cb>C. CF.CF/->

4JFB3/J-" ,J-ZJP>IO,>3DFMDP/I/-/BLHPJL/I>P>C,3>I b/3K FCL/̀BI/->3JNJPLC- /J-/,C44J,/C3/J- ,JLO

MF>a" bK/,K 4/Z-/N/,C-3FD>-KC-,>I 3K>P>4J-C-,>F/ZK34,C33>P/-Z4/Z-CFC-I MPJIB,>I C->b4M>,3PBL

b/3K LBF3/MF>P>4J-C-,>F/ZK34,C33>P/-ZM>C.4&533K>FCPZ>43,KCPC,3>P/43/,4,C33>P/-ZM>C. bK/,K bC4

MP>4>-3>I C3'(1 -L&" 3K>LC44,J-,>-3PC3/J- JNFCL/̀BI/->/- 3K>PC-Z>JN%&%%:,%&21 LZ*=bC4

F/->CPFDP>FC3>I 3J3K>>-KC-,>I /-3>-4/3DJN3K>P>4J-C-,>F/ZK34,C33>P/-ZJN3K>C44J,/C3/J- ,JLMF>a&

6K>I>3>,3/J- F/L/3bC4(&)

"

Z*.ZC-I 3K>YBC-3/3C3/̀>F/L/3bC4%&%'2 LZ*.Z&6K>L>3KJI bC4B4>I

NJP3K>I>3>PL/-C3/J- JNFCL/̀BI/->/- NP>4K MJP. C-I ,K/,.>-" 3K>4M/.>P>,J̀>PDPC3>bC4(:&)X 0

$%'X C-I 3K>P>FC3/̀>43C-ICPI I>̀/C3/J- bC4$&2X 0'&)X % # h)&&6K>L>3KJI bC44/LMF>C-I

4>-4/3/̀>" C-I /3,C- H>B4>I NJP3K>I>3>PL/-C3/J- JNP>4/IB>4FCL/̀BI/->/- F/̀>43J,. C-I MJBF3PD

L>C3&

;%, </6.'S,J-ZJP>I' ,>3DFMDP/I/-/BLHPJL/I>' MJP.' ,K/,.>-' FCL/̀BI/->

第一作者!学士"教授%江虹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C-ZKJ-Z,Kc$:'&,JL&

SS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技基金资助项目% [2%$($%:9R%%'& '长江师范学院科技基金资助项目%2%$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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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畜禽养殖业中"越来越多的养殖户把抗病毒药物

用于预防和治疗畜禽病毒感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早在 2%%) 年 $% 月针对抗病毒药物发布了 0第

):% 号1公告"明确指出"0金刚烷胺类等人用抗病毒

药移植兽用"缺乏科学规范+安全有效实验数据"用于

动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给动物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

而且影响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实施1( 但近年

仍有些不法商贩"为了高利润和高回报"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将某些人用的具有较好疗效的抗病毒药物

%如利巴韦林+拉米夫定+阿昔洛韦等&非法用在畜禽

动物上"由此产生的药物残留不仅影响畜禽产品质

量"而且对人们的健康带来危害( 对于动物源性食品

中残留抗病毒药物"我国目前尚无法定检测方法(

拉米夫定检测方法主要有液相色谱O质谱联用

法
#$ 01$

和高效 液相色谱法
#( 0$)$

" 偶见 分 光 光 度

法
#$: 0$R$

和电化学法
#$1$

( 前两种方法虽有高的准确

度"但存在前处理操作繁琐+重现性较差"且运行和维

护费用高等不足'分光光度法虽简便"但灵敏度较低'

电化学法因需特殊电极材料"条件较为苛刻'共振光

散射法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微量和痕量检测

的高灵敏分析技术"尽管在药物分析领域应用较

多
#$($

"但未见用于畜禽肉食中拉米夫定的药残分析(

本实验研究发现"在弱碱性溶液中"用溴代鲸蜡基吡

啶增敏刚果红后"与拉米夫定以静电引力结合生成的

离子缔合物的共振光散射%P>4J-C-,>F/ZK34,C33>P/-Z"

V=[&增强强度%

&

Q

V=[

&与拉米夫定浓度间有一定的线

性关系"本研究将其用于畜禽肉中的药物残留分析(

$S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试剂

拉米夫定%FCL/̀BI/->&对照品!((&RX U((&(X"

批号 $%$%%RO2%$)%2"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刚果

红%,J-ZJP>I&!((X"上海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氨

丁三醇%6V#[&!((X"河南天孚化工有限公司'盐酸!

分析纯"重庆华东化工有限公司'溴代鲸蜡基吡啶

%,>3DFMDP/I/-/BLHPJL/I>&!((X"武汉易泰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水!超纯水%自制"成都优普超纯水

仪&(

猪肉%$t U't&+鸡肉%9t&!购自当地农贸市场(

=>@?仪器与设备

荧光分光光度计%GO2)%% 型&"日本日立公司%设

#

>a

h

#

>L

h22% -L"测定狭缝 )&% -L&'超声波清洗机

%dnO2%%l!@型&"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精密

酸度计%M<[O'\型&"上海理达仪器厂(

=>A?溶液的配制

拉米夫定标准溶液!精密称取拉米夫定对照品适

量%准至 e%&$%% % LZ&"加适量水溶解完全后转移至

$%% L=容量瓶中"定容"配成 22(&' LZ*=贮备液"操

作液为 2&2(' LZ*="存于 9 f冰箱中( 刚果红溶液!

%&$%% LLJF*=水溶液( 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

LZ*=水溶液( 6V#[ 溶液!2%% LLJF*=水溶液( 盐酸

溶液! $%% LLJF*=水 溶 液( 6V#[O盐 酸 溶 液! M<

'&2 U(&)%用酸度计测定盐酸溶液与 6V#[ 溶液混合

液的 M<值&(

=>B?样品处理

取生鲜猪肉%$ t+2 t和 ' t&及现杀鸡肉 %9 t&"去

皮+洗净+搅成肉末( 准确称取各肉末样 2% Z左右

%精确至 e%&$%% % LZ&分别置于烧杯中"加适量水"

于 9% f热水浴中超声提取 '% L/-"取出"离心分离

%9 %%% P*L/-&"将离心液置于另一烧杯中"剩余部分

重复提取 $ 次"将 2 次上清液合并"加入 2% L=甲醇"

在 1% f恒温水浴中提取 '% L/-%拉米夫定在热溶液

中稳定
#2%$

"而蛋白质变性沉淀&"离心分离"清液于通

风橱内 $%% f水浴浓缩至适量"冷却后转至$%&% L=

比色管中"用水定容备用(

=>N?实验方法

精密移取拉米夫定标准操作液 % U$&2% L=于

$% L=比色管中"加入 %&$%% LLJF*=刚果红溶液

2&)% L="M<R&:' 6V#[O盐酸溶液 2&%% L="摇匀"再加

入 )%% LZ*=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 %&)% L="摇匀后用

水定容至 $% L=( 不断摇动"待充分反应$% L/- 后"在

荧光仪上扫描共振光散射%V=[&光谱"测定'(1 -L处

的 V=[ 强度%Q

V=[

&及试剂空白的 V=[ 强度%Q

%

&"求出

溶液的共振光散射增强强度
&

Q

V=[

% hQ

V=[

0Q

%

&(

2S结果与讨论

@>=?"9O8F盐酸溶液的反应条件

2&$&$S溶液的 M<及用量

当体系溶液中所取拉米夫定标准操作液为 $&%%

L=+刚果红溶液及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分别为 2&%%

L=和 %&$% L=时"考察了 '(1 -L处"M<'&2 U(&)

范围内不同 M<下的 6V#[O盐酸溶液对体系反应灵敏

度%即
&

Q

V=[

的大小&的影响( 从图 $OC可知"体系反

应的适宜 M<在 R&2 U1&2"超出该范围"

&

Q

V=[

值均有

下降%原因!当 M<jR&2"尤其溶液处于酸性范围时"

反应不能完全'当 M<k1&2"溶液的碱性逐渐增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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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也不能完全&( 故实验选用 M<R&:' 的 6V#[O盐

酸溶液( 从图 $OH 可知"M<R&:' 溶液的最佳用量为

2&%% L=( 故后续选定 6V#[O盐酸溶液的 M<为 R&:'"

用量为 2&%% L=(

图 $S6V#[O盐酸溶液的 M<及用量对
&

Q

V=[

的影响

G/Z&$S@NN>,3JN3K>M<C-I IJ4CZ>JN6V#[O<\F4JFB3/J-

J- 3K>

&

Q

V=[

2&$&2S刚果红溶液浓度

当体系溶液中所取拉米夫定标准操作液和溴代鲸

蜡基吡啶溶液与 2&$&$ 项相同"所取 6V#[O盐酸溶液为

选定的最佳条件%即 2&%% L="M<R&:'&时"考察了 '(1

-L处"%&)% U'&%% L=范围内的刚果红溶液对体系反

应灵敏度 %即
&

Q

V=[

的大小&的影响( 从图 2 可知"

%&$%% LLJF*=刚果红溶液的最佳用量为 2&)% L="大

于或小于该值"反应的
&

Q

V=[

均有下降%原因!当刚果红

溶液取量小于 2&)% L=时"因用量不足"反应不能达到

完全'当刚果红溶液取量大于 2&)% L=时"因该液过

量"刚果红自身的聚集也会使反应不完全&( 故后续实

验选择刚果红浓度为 %&$%% LLJF*="用量为 2&)% L=(

图 2S刚果红用量对
&

Q

V=[

的影响

G/Z&2S@NN>,3JN,J-ZJP>I IJ4CZ>J- 3K>

&

Q

V=[

2&$&'S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用量

当体系溶液中所取拉米夫定标准操作液为 $&%%

L="所取刚果红溶液和 6V#[O盐酸溶液为上述选定的

最佳条件时"考察了 '(1 -L处"%&$% U%&R% L=范围

内的 )%% LZ*=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对体系反应灵敏

度%即
&

Q

V=[

的大小&的影响( 从图 ' 可知"溴代鲸蜡

基吡啶溶液的最佳用量为 %&)% L="大于或小于该

值"灵敏度均不能达最高( 故后续实验选用的溴代鲸

蜡基吡啶的用量为 %&)% L=(

图 'S溴代鲸蜡基吡啶用量对
&

Q

V=[

的影响

G/Z&'S@NN>,3JN$OK>aCI>,DFMDP/I/-/BLHPJL/I>

IJ4CZ>J- 3K>

&

Q

V=[

2&$&9S试剂加入顺序

在拉米夫定标准操作液及前述选定的 6V#[O盐

酸+刚果红及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的条件固定不变

时"考察这几种物质在加入顺序不同时"对反应灵

敏度%即
&

Q

V=[

的大小&的影响( 结果显示"体系反

应最完全+灵敏度相对最高的加入顺序为!拉米夫

定+6V#[O盐酸+刚果红+溴代鲸蜡基吡啶 %

&

Q

V=[

h

$:)& (

2&$&)S反应时间

在物质的最佳加入顺序及最佳反应条件下"考察

不同反应时间对反应灵敏度 %即
&

Q

V=[

的大小&的影

响( 结果表明"拉米夫定+刚果红及溴代鲸蜡基吡啶

在弱碱性溶液中"$% L/- 内即可反应完全%从反应开

始至 $% L/- 内"

&

Q

V=[

随反应时间的增加逐渐增大&"

反应达 $% L/- 时"

&

Q

V=[

达最大'$% UR% L/- 内"

&

Q

V=[

基本稳定'R% L/- 后"

&

Q

V=[

有降低趋势( 故实验选在

反应 $% L/- 后的稳定区进行(

@>@?共振光散射光谱特征

拉米夫定+刚果红及溴代鲸蜡基吡啶的共振光散

射光谱见图 9( 拉米夫定因分子结构上氨氮的孤对

电子可接受质子"使其在溶液中以阳离子形式存在'

刚果红是一种双偶氮的酸性染料"分子结构上含有 2

个磺酸根"使其在溶液中以阴离子形式存在'溴代鲸

蜡基吡啶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溶液中以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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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形式存在( 当拉米夫定与刚果红在弱碱性溶液中

混合时"从结构式可知"他们可以以静电结合生成离

子缔合物"但从图 9 的光谱曲线 : 可知"该缔合物的

共振光散射信号较弱%拉米夫定和刚果红自身的 V=[

信号很弱"见曲线 $ 和曲线 2&"不宜进行拉米夫定的

定量分析( 从曲线 '+9+) 可知"溴代鲸蜡基吡啶或其

在弱碱性溶液中的 V=[ 信号很弱"刚果红的弱碱性

溶液的 V=[ 信号也很弱"但如果将刚果红的弱碱性

溶液与溴代鲸蜡基吡啶混合后"其 V=[ 信号将明显

增强%曲线 R&"这种现象说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溴代

鲸蜡基吡啶可以增敏刚果红"并产生新的 V=[ 光谱"

他的特征最大 V=[ 峰位于 '(1 -L"在 9)% U)2% -L

范围内有多个较小的 V=[ 峰( 从曲线 R U$' 可知"

当在曲线 R 的溶液中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拉米夫定

后"其 V=[ 信号随着拉米夫定浓度的增大而增强"但

只有在最大峰 '(1 -L处"其 V=[ 信号与拉米夫定的

质量浓度有线性关系"因此选择 '(1 -L作为测定波

长"用于定量检测拉米夫定(

从谱线和物质结构可知"他们的可能反应机理及

V=[ 增强原因为!在实验条件下"带正电荷的溴代鲸

蜡基吡啶以预胶束聚集态与以阴离子形式存在的刚

果红分子通过静电作用生成分子体积更大的复杂聚

集体"从而使共振光散射明显增强'当有拉米夫定存

在时"由于分子结构上氨氮孤对电子可接受质子"于

是与带负电荷的缔合颗粒%刚果红O溴代鲸蜡基吡啶&

进一步以静电作用生成电中性的三元缔合物"新聚集

体的摩尔质量和体积变得更大"从而使共振光散射

增强(

$O拉米夫定%%&22( LZ*=& ' 2O刚果红%%&%2) % LLJF*=& ' 'O溴代鲸蜡

基吡啶%2)&% LZ*=& ' 9O刚果红%%&%2) % LLJF*=& " M<R&:'' )O溴代

鲸蜡基吡啶%2)&% LZ*=& " M<R&:'' :O拉米夫定%%&22( LZ*=&O刚果

红%%&%2) % LLJF*=&" M<R&:'' R U$'O拉米夫定%%&%%+%&%9) (+

%&%($ R+%&$'1+%&$1'+%&22(+%&2R) LZ*=&O刚果红

%%&%2) % LLJF*=&O溴代鲸蜡基吡啶%2)&% LZ*=& " M<R&:'

图 9S拉米夫定O刚果红O溴代鲸蜡基吡啶的共振光散射光谱

G/Z&9SV>4J-C-,>F/ZK34,C33>P/-Z4M>,3PCJNFCL/̀BI/->O,J-ZJ

P>IO,>3DFMDP/I/-/BLHPJL/I>

@>A?方法学考察

2&'&$S标准曲线及灵敏度

精密移取 2&2(' LZ*=拉米夫定标准溶液 %&2%+

%&9%+%&:%+%&1%+$&%%+$&2% L=于 $% L=比色管中"按

最佳加入顺序和反应条件"加入刚果红+6V#[O盐酸及

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用水定容( 按照 $&) 小节的方

法测定标准系列溶液的
&

Q

V=[

"做标准曲线( 曲线的回

归方程为
&

Q

V=[

h02&'2% 9 g:(:&(:

"

"相关系数 ,h

%&((( $"线性范围为 %&%%: U%&21 LZ*="检出限为

%&%%( ) LZ*.Z"定量限为 %&%'2 LZ*.Z(

2&'&2S选择性

按照 $&) 小节的方法"考察了某些共存物%无机

物和有机物&对测定 %&22( LZ*=拉米夫定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相对误差
%

e)X 时"2%% 倍的麦芽糖+

蔗糖+葡萄糖+DO赖氨酸+DO亮氨酸+PO色氨酸+DO白氨

酸+DO谷氨酸+ PO苏氨酸+ DO组氨酸+柠檬酸三钠+

E<

g

9

+d

g

+EC

g

+ [P

2 g

+G>

2 g

+ [-

2 g

+\C

2 g

+7H

2 g

+TZ

2 g

+

_C

2 g

+[

2

"

2 0

'

+["

2 0

9

+E"

0

'

+#

0

+和 \F

0

'$%% 倍的 PO果

糖+甘氨酸+ DO丙氨酸+尿素+淀粉+抗坏血酸+5Z

g

+

G>

' g

+T-

2 g

+5F

' g

+["

2 0

'

+\

2

"

2 0

9

和 \"

2 0

'

')% 倍的阿昔

洛韦和利巴韦林等不干扰拉米夫定的测定( 可见"以

溴代鲸蜡基吡啶增敏刚果红测定拉米夫定的方法具

有很好的选择性(

2&'&'S样品测定$准确度及精密度

取 $&9 小节制得的待测样液各 '&%% L=%各平行

) 份&"按试剂的最佳加入顺序及反应条件加入刚果

红+6V#[O盐酸及溴代鲸蜡基吡啶溶液"用水定容至

$% L=( 按照 $&) 小节的方法测定
&

Q

V=[

"再由回归方

程求得待测液中拉米夫定的含量"从而求得残留于生

鲜猪肉及鸡肉中拉米夫定的含量"结果见表 $( 同

时"用另一具有较高灵敏度的吸收光谱法 %简写为

l#[ 法&进行对照检测( 结果表明"2 种方法测定结

果相同%均未检出残留拉米夫定"见表 $"即可将其含

量看作 %&"由统计学检验结果可知"RjR

7"N

"6j6

7"N

"

故此 2 种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无显著性差异(

为了进一步判断新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对不

同样品作低+中+高 ' 种加标水平%各水平做 ) 份平

行试验&的回收试验 %即准确称取空白肉末 2% Z左

右"加适量拉米夫定贮备液"再加适量二次水"后续处

理同 $&9 小节"最终制得样加标待测液&( 照 $&) 小

节的方法"取样加标待测液"测定其拉米夫定总含量"

再求出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即可判断新方法的准

确度和精密度"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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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畜禽肉样的分析结果及回收试验

"&)*%=?9%'-*+'&0.6%5/K%6, +%'+'/4*(K%'+/5D&0.3/-*+6, 2%&+'&23*%'$,WN%

样品
测得值*

%LZ-.Z

0$

&

加标值*

"

Z

测得值平均值*

"

Z

回收率*

X

V[!*

X

l#[ 对照法测得值*

%LZ-.Z

0$

&

2&2( 2&29 e%&%R) (R&1 '&9

$t E! $&$9 $&$% e%&%'1 (:&) '&) E!

%&)R2 %&))1 e%&%%R ) (R&: $&'

2&)2 2&): e%&%)' $%2 2&$

2t E! $&2: $&'% e%&%'R $%' 2&( E!

%&:'% %&:92 e%&%%1 ' $%2 $&'

2&%: 2&%2 e%&%:% (1&$ '&%

't E! $&'1 $&') e%&%') (R&1 2&: E!

%&:11 %&:R: e%&%%R ( (1&' $&2

2&)2 2&9) e%&%9R (R&2 $&(

9t E! $&2: $&2' e%&%') (R&: 2&1 E!

%&:'% %&:$% e%&%$( (:&1 '&2

SS注!E!为未检出

SS实验表明"所购生鲜猪肉及鸡肉中未检测出残留

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说明该畜禽产品质量符合

要求(

'S结论

以溴代鲸蜡基吡啶增敏刚果红测定拉米夫定的共

振光散射法除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外"还有很好的选择

性+良好的线性关系及较宽的线性范围"准确度和精密

度满足痕量分析要求"样品处理简单+安全"成本低"适

于生鲜猪肉及现杀鸡肉中拉米夫定的药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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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P>3PJ̀/PCFIPBZ4/- KBLC- KC/Pb/3K F/YB/I ,KPJLC3JZPCMKDO>F>,O

3PJ4MPCD/J-/mC3/J-O3C-I>LLC444M>,3PJL>3PD#8$&8JBP-CFJN\KPJLCO

3JZPCMKD_"2%$1"$ %1'!2%( 022$&

#'$S]5E?T"T57" #̂̂ E">3CF&"-F/->4JF/I MKC4>>a3PC,3/J- C-I

F/YB/I ,KPJLC3JZPCMKDOLC444M>,3PJL>3P/,I>3>PL/-C3/J- JN-B,F>JO

4/I>IPBZ4/- MFC4LC#8$&6CFC-3C"2%$:"$:$!2R1 021R&

#9$S李力"关业?"沈琦"等&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同时测定人

血浆中 ) 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浓度#8$&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 !R9R 0R)%&

#)$S林秋婕"马丽丽"赵慧敏"等&=\OT[ *T[ 法测定人血浆中拉米

夫定的质量浓度及生物等效性评价 #8$&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2%(& !R%( 0R$9&

#:$SdWT5VlV"V@!!A_7_"dWT5V_V">3CF&</ZK 3KPJBZKMB3

=\OT[*T[ L>3KJI NJP4/LBF3C->JB4I>3>PL/-C3/J- JNm/IJ̀BI/->"

FCL/̀BI/->C-I ->̀/PCM/->/- KBLC- MFC4LC#8$&8JBP-CFJN\KPJLCO

3JZPCMKD_"2%$'"(2$ 0(22!( 0$9&

#R$S郑巧玲"黄桦"姚勤"等&超快速液相色谱O串联质谱法测定胎盘

灌流液中拉米夫定的浓度 #8$&中国药学杂志"2%$'"91 %29 & !

2 $)1 02 $:$&

#1$S谢栋"吴蔚"刘智"等&=\OT[*T[ 法测定人血浆中拉米夫定浓度

及其生物等效性研究#8$&中南药学"2%$'"$$%'& !$1R 0$($&

#($Sd5E5V#[ E"85\"_\86&[3CH/F/3D/-I/,C3/-Z C̀F/IC3>I W7=\

3>,K-/YB>NJP3K>4/LBF3C->JB4C-CFD4/4JNPCF3>ZPC̀/PC-I FCL/̀BI/->

/- MKCPLC,>B3/,CFIJ4CZ>NJPL4#8$&<#lQ5#![ V>̀/>b"2%$:"$)

%9& !$:$ 0$:(&

#$%$S6"=6"d5!5TE"V5"6"=@E">3CF&54/LBF3C->JB4I>3>PL/-CO

3/J- JNP>FC3>I 4BH43C-,>4HDK/ZK M>PNJPLC-,>F/YB/I ,KPJLC3JZPCO

MKD/- CIPBZMPJIB,3B4/-ZYBCF/3DHDI>4/Z- CMMPJC,K#8$&8JBP-CF

JN\KPJLC3JZPCMKD5"2%$:"$ 9'2!2: 0'1&

#$$$S5=@_"WA@<T"5T#E#<&VCM/I I>3>PL/-C3/J- JNFCL/̀BI/->/-

KBLC- MFC4LCHDK/ZKOM>PNJPLC-,>F/YB/I ,KPJLC3JZPCMKD# 8$&

8JBP-CFJN\KPJLC3JZPCMKD_"2%$)"(R)!9% 099&

#$2$SV5"ET"[5Ed5V!?&!>̀>FJML>-3C-I C̀F/IC3/J- JN43CH/F/3DO/-O

I/,C3/-Z<7=\L>3KJI NJP4/L>F3C->JB4I>3>PL/-C3/J- JNFCL/̀BI/->"

3>-JNJ̀/P"C-I IJFB3>ZPC̀/P/- HBF. C-I 3K>/P3CHF>3IJ4CZ>NJPL#8$&GBO

3BP>8JBP-CFJN7KCPLC,>B3/,CF4,/>-,>4"2%$)"$%2&!R' 0RR&

#$'$S杨兴明"陈艳霞&<7=\法测定阿巴卡韦双夫定片中的含量

#8$&中国药师"2%$)"$1%(& !$ :$) 0$ :$:&

#$9$S[<@d5V\<#T" 7"WVG5V;#_ T" 5d_5V#O5!@V?5E#_" >3

CF&[>F>,3/̀>>a3PC,3/J- JNFCL/̀BI/->/- KBLC- 4>PBLC-I BP/->BO

4/-ZLJF>,BFCPFD/LMP/-3>I MJFDL>P3>,K-/YB>#8$&8JBP-CFJN\KPJO

LC3JZPCMKD_"2%$'"('$!)% 0))&

#$)$S董芳&<7=\法测定拉米夫定片的含量#8$&食品与药品"2%$)"

$R%'& !$(2 0$(9&

#$:$S["<V5_#TV";5Vd@[<T 6&[M>,3PCP>4JFB3/J- NJP4/LBF3C->O

JB44M>,3PJMKJ3JL>3P/,I>3>PL/-C3/J- JNFCL/̀BI/->C-I m/IJ̀BI/->

,JLMJ->-34/- MKCPLC,>B3/,CFNJPLBFC3/J- JNKBLC- /LLB-JI>N/O

,/>-,D /̀PB4IPBZHC4>I J- B4/-Z,J-3/-BJB4bC̀>F>33PC-4NJPLC-I

I>P/̀C3/̀>3PC-4NJPL3>,K-/YB>4#8$&6CFC-3C"2%$9"$22!22' 0221&

#$R$ST"<5T@!5 T" T#dV@ ]&!>3>PL/-C3/J- JNFCL/̀BI/->C-I

43C̀BI/->/- MKCPLC,>B3/,CFMP>MCPC3/J-4B4/-Z,K>LJL>3P/,4OC44/4O

3>I 4M>,3PJMKJ3JL>3PD#8$&[CBI/7KCPLC,>B3/,CF8JBP-CF"2%%("$R

%9& !2R) 021$&

#$1$S赵莉"刘有平"周秋红"等&大鼠尿中拉米夫定的毛细管电泳分析

方法的建立和应用#8$&药物分析杂志"2%$%"'%%$&!:' 0::&

#$($S江虹"庞向东"胡影&虎红探针测定盐酸美西律,基于双波长共

振光散射技术#8$&药学学报"2%2%"))%2& !2(1 0'%9&

#2%$S王学杰"游金宗&拉米夫定降解机理的量化研究#8$&计算机与

应用化学"2%$$"21%2& !$(2 0$(R&



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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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徐鹏"赵建珍"闫伟伟"等&nB@\K@V[O气相色谱O串联质谱法测定番茄中九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8$&食品与发

酵工业"2%2%"9:%2$&!292 029:&̂ W7>-Z" ;<5"8/C-mK>-" A5E]>/b>/" >3CF&!>3>PL/-C3/J- JN-/->43PJH/FBP/- NB-Z/O

,/I>4/- 3JLC3J>4HDnB@\K@V[OZC4,KPJC3JZPCMKDO3C-I>LLC444M>,3PJL>3PD#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

%2$&!292 029:&

M-U:1U98F气相色谱F串联质谱法测定番茄中九种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

徐鹏!赵建珍!闫伟伟"

!罗慧玉!陈佳琛!刘慧

%张家口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河北 张家口"%R)%%%&

摘S要S建立了采用 nB@\K@V[ 方法提取净化!气相色谱O串联质谱法&ZC4,KPJLC3JZPCMKDO3C-I>LLC444M>,3PJLO

>3PD!?\OT[*T['同时测定番茄中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啶氧菌酯#=O苯氧菌酯#2O苯氧菌酯#嘧螨酯#肟菌酯#醚

菌胺#肟嘧菌胺#醚菌酯#嘧菌酯'杀菌剂残留量的方法" 样品经乙腈提取!采用正交试验优选 GO丙基乙二胺和

\

$1

以及石墨化炭黑的净化用量" 使用 V3aO) 色谱柱程序升温分离!以 @#源电离!在多反应监测模式&LBF3/MF>P>O

C,3/J- LJ-/3JP/-Z!TVT'进行定性分析!用基质匹配校准曲线外标法进行定量分析"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

剂在) U1%% -Z*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 %&((' ( U%&((( )!检出限为 %&) U2&)

"

Z*.Z!定量限为 2

U1

"

Z*.Z" 向番茄样品中分别加入 ' 个不同浓度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加标回收率为 R'&29X U($&'1X!相对标

准偏差为 2&)$X U$%&$1X" 该方法准确度高#精密度好#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满足番茄中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

类杀菌剂的痕量检测要求"

关键词S气相色谱O串联质谱)nB@\K@V[)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番茄

G%+%62(0&+(/0/40(0%'+6/)(*-6(04-0E(5(.%'(0+/2&+/%'), M-U:1U98FE&'

516/&+/E6&31,F+&0.%2 2&'''3%5+6/2%+6,

Ŵ7>-Z";<5"8/C-mK>-"A5E]>/b>/

"

"=W"<B/DB"\<@E8/C,K>-"=#W<B/

%;KC-Z+/C.JB #-43/3B3>NJPGJJI C-I !PBZ\J-3PJF" ;KC-Z+/C.JB %R)%%%" \K/-C&

!78"9!:"S5L>3KJI bC4>43CHF/4K>I NJP3K>4/LBF3C->JB4I>3>PL/-C3/J- JN-/->43PJH/FBP/- NB-Z/O

,/I>4/- 3JLC3J>4HD?\OT[*T[&6K>4CLMF>4b>P>>a3PC,3>I HDC,>3J-/3P/F>C-I MBP/N/>I HDC-KDIPJB4

LCZ->4/BL4BFNC3>" -OMPJMDF>3KDF>->I/CL/->%7[5&" \

$1

C-I ?\_C-I JM3/L/mC3/J- HDJP3KJZJ-CF

3>43&V3aO) ,KPJLC3JZPCMK/,,JFBL- bC4B4>I NJP3>LM>PC3BP>MPJZPCLL>I 4>MCPC3/J-" @#/J-/mC3/J-

4JBP,>bC4B4>I NJPYBCF/3C3/̀>C-CFD4/4/- TVTLJ-/3JP/-ZLJI>&5-I LC3P/a,CF/HPC3/J- ,BP̀>>a3>PO

-CF43C-ICPI L>3KJI bC4B4>I NJPYBC-3/3C3/̀>C-CFD4/4&6K>P>4BF344KJb>I 3KC3CZJJI F/->CPP>FC3/J-O

4K/M4NJPCFF./-I4JN43PJH/FBP/- NB-Z/,/I>4b>P>ZJJI /- 3K>PC-Z>JN) 01%% -Z*L=b/3K 3K>,JPP>FC3/J-

,J>NN/,/>-3JN%&((' ( 0%&((( )&6K>I>3>,3/J- F/L/3bC4NPJL%&)

"

Z*.Z3J2&)

"

Z*.Z" bK/F>3K>

YBC-3/N/,C3/J- F/L/3bC4NPJL2 01

"

Z*.Z&6K>P>,J̀>PDPC3>/- 4CLMF>4b>P>R'&29X 0($&'1X" C-I

3K>P>FC3/̀>43C-ICPI I>̀/C3/J-4b>P>2&)$X 0$%&$1X&6K>L>3KJI /4C,,BPC3>" MP>,/4>" 4/LMF>C-I

>,J-JL/,&#34B/343K>P>YB/P>L>-34JN3PC,>I>3>,3/J- JN-/->43PJH/FBP/- NB-Z/,/I>4/- 3JLC3J>4&

;%, </6.'S?\OT[*T[' nB@\K@V[' 43PJH/FBP/- NB-Z/,/I>4' 3JLC3J

第一作者!硕士"工程师%闫伟伟主管药师为通讯作者"@OLC/F!2)99'29%9cYY&,JL&

收稿日期!2%2%O%)O%R"改回日期!2%2%O%:O$R



分析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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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是一类具有高效+广

谱+促生的新型仿生性杀菌剂"对子囊菌纲+半知菌纲

和卵菌纲等真菌引起的病害有高效的杀菌活性
#$$

(

它对苯甲酰胺类+二羧酰胺类和苯并吡唑类农药产生

抗性的菌株有效"已成为继苯丙咪唑类和三唑类杀菌

剂之后极具市场的一类杀菌剂
#2$

( 关于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的残留检测方法有气相色谱法+气相色

谱O质谱法和液相色谱O质谱法
#' 0R$

( ?_2'2%%&)9,

2%$: 也使用气相色谱O质谱法测定了 $$ 种甲氧基丙

烯酸酯类杀菌剂
#1$

(

近年来 nB@\K@V[ 方法广泛应用于食品样品的

前处 理 和 净 化 过 程 中
#( 0$'$

( 许 秀 敏 等
#$9$

采 用

nB@\K@V[ 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O串联质谱法同时

检测果蔬中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和三唑类杀菌剂

的残留量( 在 ?_2'2%%&)9,2%$: 中前处理方法采

用凝胶色谱净化"与之相比较"nB@\K@V[ 前处理技

术分析速度快+有机溶剂使用量少+污染小+操作简

便( 本研究以 nB@\K@V[ 前处理方法为基础通过正

交试验优选 GO丙基乙二胺% MP/LCPD4>,J-ICPDCL/->"

7[5& 和 \

$1

以 及 石 墨 化 炭 黑 % ZPCMK/3/m>I ,CPHJ-

HFC,."?\_&的组合用量"结合气相色谱 0串联质谱

%ZC4,KPJLC3JZPCMKDO3C-I>L LC444M>,3PJL>3PD" ?\O

T[*T[&建立了一种高效+快速+简便+准确测定番茄

中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的检测方法(

$S实验部分

=>=?仪器与试剂

?\T[O6n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

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 6K>PLJG/4K>P公司'漩

涡振荡器"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氮吹浓缩仪

天津恒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丙酮+乙腈"均为色谱级"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

司'GO丙基乙二胺%9% U:%

"

L&+\

$1

%9%

"

L&+石墨化

炭黑%'1 U$2%

"

L&"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公司'( 种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标准品"纯度均大于 ((X"

德国 !P&@KP>-43JPN>P公司(

标准溶液的配制!分别准确称取 ( 种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标准品各 $%&% LZ"用丙酮定容至

$%% L="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

"

Z*L=的储备液"密

封后避光储存于 9 f冰箱中"备用(

=>@?样品的制备"提取和净化

取番茄样品切碎"用捣碎机捣碎成浆状"混匀"装

入样品袋"标记"密封备用( 准确称取样品 $%&% Z"置

于 )% L=塑料离心管中"加入 $% L=乙腈+ 9 Z

TZ["

9

+$ ZEC\F+$ Z柠檬酸钠+%&) Z柠檬酸氢二钠

及陶瓷均质子旋涡混匀 $ L/-"超声提取 $% L/-")%%%

P*L/-离心 ) L/-"取 ) L=上清液于含有 (%% LZ

TZ["

9

"2)% LZ7[5"2%% LZ\

$1

"2) LZ?\_的 $) L=

离心管中"漩涡 $ L/-"9%%% P*L/- 离心) L/-"取上清

液 2 L=于 9% f氮吹浓缩仪吹至尽干"用 $ L=丙酮

复溶"若溶液浑浊过 %&22

"

L滤膜"待上机测定(

=>A?气相色谱F质谱条件

气相色谱!进样口温度 21% f'载气!高纯 <>'碰

撞气!高纯 5P"纯度
#

((&(((X'柱流量 $&% L=*L/-'

分流进样"分流比 'i$'色谱柱 [<OV3aO) [/FT['毛细

管柱"'% Lo%&2) LL%内径&"膜厚 %&2)

"

L( 程序

升温!)% f保持 $ L/-"以 2) f*L/- 升至 $2) f"以

$% f*L/- 升至 '%% f"保持 $) L/-(

质谱条件!色谱O质谱接口温度 21% f'电离方

式 @#'电离能量 R% >l'离子源温度 2%% f'检测器

电压 %&R .l'测定方式多反应监测模式 %LBF3/MF>

P>C,3/J- LJ-/3JP/-Z"TVT& '定量+定性离子+碰撞电

压参考表 $(

表 =?九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质谱检测参数

"&)*%=?J&'''3%5+6-23&6&2%+%6'/4X '+6/)(*-6(04-0E(5(.%'

序号 目标物质 定量离子
碰撞电

压*>l

定性离子
碰撞

电压*>l

$ 啶氧菌酯 $9)&%% k$%2&$% 29 $9)&%% k$$)&%% 2$

2 =O苯氧菌酯 $($&%% k$:%&$% ( 2'1&%% k2$%&%% $)

' 2O苯氧菌酯 $(:&%% kRR&$% 2$ $:R&%% k$'(&$% $1

9 嘧螨酯 $9)&%% k$%2&$% 29 2%9&%% k$1(&$% :

) 肟菌酯 $$:&%% k1(&%% $2 $'$&%% k$$:&%% $1

: 醚菌胺 2%)&%% k$$:&$% $2 2()&%% k2'1&$% $1

R 肟嘧菌胺 $'2&%% kRR&$% $1 2%)&%% k$$:&$% $2

1 醚菌酯 $:'&%% k$')&$% ( $:'&%% k$%R&%% $1

( 嘧菌酯 '99&%% k'2(&%% $2 '99&%% k$1'&$% $)

2S结果与分析

@>=?气相色谱F质谱条件的优化

在电子轰击离子源 %@#&检测模式下对 ( 种甲

氧基 丙 烯 酸 酯 类 化 合 物 进 行 一 级 质 谱 分 析

%n'[,C-& "分别找到各个化合物的前体离子"设定

' U9) >l的碰撞能量"对选定的前体离子峰进行二

级质谱分析 %产物离子扫描& "根据二级质谱图"选

择合适的定量离子对和定性离子对( 使用优化条

件后的气相色谱采集 ( 种化合物的 TVT质谱图如

图 $ 所示(



食品与发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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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九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标准物质色谱图

G/Z&$S\KPJLC3JZPCL4JN( 43PJH/FBP/- NB-Z/,/I>443C-ICPI 4JFB3/J-

@>@?净化条件的优化

目前"nB@\K@V[ 方法的吸附净化剂主要包括

?\_+7[5和 \

#$)$

$1

( 7[5可有效去除脂肪酸+有机酸+

极性色素以及糖类等干扰物"同时也是很有用的螯合

剂( \

$1

可去除非极性干扰物"如酯类+花青素和蜡质

等( ?\_可有效去除叶绿素+叶黄素等色素( 但 ?\_

具有平面六元环层状结构"会吸附一些农残"故其用量

成为去色素和提高回收率的关键
#$:$

( 本文选取无水

TZ["

9

(%% LZ"分别对石墨化炭黑+7[5和 \

$1

的加入

量进行单因素试验"以空白基质加标回收率为指标"选

取最佳的试剂使用量( 实验结果如图 2 U图 9 所示(

当?\_加入量为2) LZ"7[5加入量为 2%% LZ"\

$1

的加

入量为 $)% LZ时单因素试验加标回收率达到最佳(

图 2S?\_质量对加标回收率的影响

G/Z&2S@NN>,3JN?\_CII/3/J- J- P>,J̀>PD

图 'S7[5质量对加标回收率的影响

G/Z&'S@NN>,3JN7[5CII/3/J- J- P>,J̀>PD

图 9S\

$1

质量对加标回收率的影响

G/Z&9S@NN>,3JN\

$1

CII/3/J- J- P>,J̀>PD

@>A?正交试验优化吸附净化剂的用量

正交试验可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有效评估各

吸附剂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大小"优化吸附剂用量"提

高回收率
#$R$

( 以空白基质加标回收率为指标"对

?\_%8&+\

$1

%?&+7[5%!&' 个因素进行考察"各因素

均确定 ' 个水平"因素与水平见表 2"正交试验结果

见表 '(

表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单位!LZ

"&)*%@?H6+1/E/0&*+%'+4&5+/6'&0.*%K%*'

水平
因素

8%?\_质量&

?%\

$1

质量&

!%7[5质量&

$ $) $%% $)%

2 2) $)% 2%%

' ') 2%% 2)%

SS由表 ' 可知"啶氧菌酯+嘧螨酯+醚菌酯和肟醚菌

胺的最优净化组合为 8

2

?

$

!

'

'=O苯氧菌酯+肟菌酯和

醚菌胺的最优净化组合为 8

2

?

'

!

'

'=O苯氧菌酯的最优

净化组合为 8

2

?

2

!

'

'嘧菌酯的最优净化组合为

8

'

?

$

!

'

( 其中"啶氧菌酯+嘧螨酯+醚菌酯和肟醚菌胺

中虽然 ?

$

k?

'

"但其差值较小"而在 =O苯氧菌酯+肟菌

酯和醚菌胺 ' 种化合物中"?

$

与 ?

'

差值较大"影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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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故综合考虑"确定最优净化组合为 8

2

?

'

!

'

"即净化

剂的配比为 ?\_的质量为 2) LZ"\

$1

的质量为 2%%

LZ"7[5的质量为 2)% LZ时"( 种化合物中大部分的

回收率出现最大值"故确定其为最佳净化组合(

表 A?L

X

$A

B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单位!X

"&)*%A?L

X

$A

B

%G%'(E0&0.6%'-*+'/4/6+1/E/0&*+%'+

实验 8 ? ! P 啶氧菌酯 =O苯氧菌酯 2O苯氧菌酯 嘧螨酯 肟菌酯 醚菌胺 肟醚菌胺 醚菌酯 嘧菌酯

$ $ $ $ $ R:&'2 )1&%: )(&1: )$&%( )9&22 )(&'9 9%&R: )%&2R 9R&%(

2 $ 2 2 2 R$&2$ ):&(9 :$&(R 91&:9 )9&92 )R&): 92&R' 91&%: 9)&$$

' $ ' ' ' RR&$$ :(&$$ R$&9% ):&2$ :9&%$ ::&%1 9R&)1 )'&9: )'&)'

9 2 $ 2 ' 1%&(( R)&2( 1$&9: :9&RR R2&R1 R(&2) ))&2) :$&$1 :'&11

) 2 2 ' $ 1'&91 1%&%' RR&%9 :2&(9 R%&92 R9&21 )2&(R )R&1% :%&R:

: 2 ' $ 2 1'&%: R$&'' RR&1$ )(&:2 :R&$9 R1&%: )$&29 )9&1% :2&1%

R ' $ ' 2 1'&R( R)&2$ 1'&12 )(&)( :R&1% R1&$' ))&%$ )(&'' :(&)(

1 ' 2 $ ' 12&)$ R2&%R R2&'' ))&': :2&)$ R2&'9 )2&2$ )2&%' :%&9(

( ' ' 2 $ R(&2( R)&%: R1&)% )1&1) :R&'2 R'&'$ )%&1R )2&)' )(&9%

啶氧菌酯 =O苯氧菌酯 2O苯氧菌酯

@

$

R9&11 1%&'R 1%&:' R(&:( :$&'R :(&)2 :R&$) R$&%) )9&$R ))&9) )1&%' ')&(R

@

2

12&)$ R(&%R RR&$R R(&': R)&)) :(&:1 :(&$% :R&12 :9&'1 )1&)R '1&$% :$&2%

@

'

1$&1: R(&12 1$&9: 1%&2% R9&$$ R$&1' R9&R1 R2&$: '(&(: 99&9( :2&'( :$&'9

5 R&:' $&'% 9&2( %&1) $9&$1 2&'$ R&:' 9&'' 29&92 $9&%( 29&2( 2)&'R

8 ? ! 8 ? ! 8 ? !

嘧螨酯 肟菌酯 醚菌胺

@

$

)$&(1 )1&9( ))&': )R&:' )R&)) :9&(' :$&2( :'&(( :%&(( R2&29 :(&($ :1&(R

@

2

:2&99 ))&:) )R&92 ))&() R%&$2 :2&9) :9&19 :'&$2 RR&2% :1&%: R%&%9 R$&2)

@

'

)R&(9 )1&2' )(&)1 )1&R1 :)&11 ::&$: :R&9$ ::&9' R9&)( R2&91 R2&1' R2&):

5 $%&9: 2&19 9&22 2&1' $2&)R '&R$ :&$2 '&'2 $:&2% 9&92 2&(2 '&)1

8 ? ! 8 ? ! 8 ? !

肟醚菌胺 醚菌酯 嘧菌酯

@

$

9'&:( )%&'9 91&%R 91&2% )%&:% ):&(' )2&'R )'&)' 91&)1 :%&$( ):&R( ))&R)

@

2

)'&$) 9(&'% 9(&:2 9(&:: )R&(' )2&:' )'&(2 )9&%: :2&91 ))&9) ):&$' )(&$R

@

'

)2&R% 9(&(% )$&1) )$&:1 )9&:' )'&:% ):&1: ))&): :'&$: )1&)R :$&2( )(&'%

5 (&9: $&%9 '&R1 '&91 R&'' 9&'% 9&)% 2&%2 $9&)1 9&R' )&$: '&))

8 ? ! 8 ? ! 8 ? !

@>B?基质效应

基质效应%LC3P/a>NN>,3"T@&指样品处理过程中

除目标化合物外"其他组分对定量分析准确性和重现

性的影响
#$1$

( T@采用公式%$&计算!

T@h@

L

*@ !$"

式中!@

L

为基质匹配校准曲线的斜率'@为溶剂校准

曲线的斜率(

本研究采用提取后加入法和绝对基质相应法来

评价基质效应
#$( 02%$

( 参照 $&2 提取空白番茄基质溶

液( 分别用丙酮和空白基质溶液配制相同浓度的工

作液"按 $&' 条件进行分析测定( 以浓度为横坐标"

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基质匹配校准曲线和溶剂校准

曲线"并计算基质效应( T@值为 $&2R U'&%2"表明

存在基质效应( 因此"采用基质匹配校准曲线外标法

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以减少基质效应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

@>N?方法的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如表 9 所示"采用优化后的提取和净化方法"将

配制的工作液用处理后的空白番茄基质逐级稀释"配

制成系列曲线工作液( 以浓度为横坐标"相应的峰面

积为纵坐标"绘制基质匹配校准曲线( ( 种杀菌剂在

) U1%% -Z*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

%&((' ( U%&((( )"检出限为 %&) U2&)

"

Z*.Z"定量

限为 2 U1

"

Z*.Z(

表 B?九种化合物线性方程#相关系数#检出限和定量限

"&)*%B?L(0%&6%I-&+(/0'# 5/66%*&+(/05/%44(5(%0+'#

LHG'&0.LHM'/4X '+6/)(*-6(04-0E(5(.%'

目标物质 线性方程
相关

系数

检出限*

%

"

Z-.Z

0$

&

定量限*

%

"

Z-.Z

0$

&

啶氧菌酯 /h)R)&9:( 9;g: )91&%2' R %&((R9 $&) )

=O苯氧菌酯 /h2)2&:$1 :;g22%:&)%2 : %&((1 2 2&) 1

2O苯氧菌酯 /h9))&)2% ';0(:%&9:R ( %&((( ) %&) 2

嘧螨酯 /h'))&2:% );g' 2R)&%9% ) %&((: : %&) 2

肟菌酯 /h)R2&:9' 2;g) (:(&1$R ( %&((: $ %&) 2

醚菌胺 /h'%$&%$% ';g2 '''&2(2 2 %&((: $ %&) 2

肟嘧菌胺 /h219&2%: 2;g$ 1:2&RR: ( %&((R 9 %&) 2

醚菌酯 /h' 2(2&9)( :;g'R $$2&'(R R %&((: : %&) 2

嘧菌酯 /h'9(&'($ 1;g( 1()&'9' $ %&((' ( 2&) 1

@>P?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以空白基质加标回收率表示方法的准确度"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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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E!G@VT@E656#"E#E!W[6V#@[

!&($$

!"!"'()*#$+(*!%%,(-.)#%&&

收率的相对标准偏差表示方法的精密度( 选择 ' 个

不同添加水平测定"按 $&2 进行样品制备"按$&'条件

分析测定"并将峰面积带入工作曲线方程计算回收率

和相对标准偏差"如表 ) 所示( ( 种甲氧基丙烯酸类

杀菌剂加标回收率为 R'&29X U($&'1X"相对标准

偏差为 2&)$X U$%&$1X(

表 N?平均回收率和平均相对标准偏差$,WY%

"&)*%N?!K%6&E%6%5/K%6(%'&0.98G'/4X

'+6/)(*-6(04-0E(5(.%'

目标物质
添加水平*

%

"

Z-.Z

0$

&

测得均值*

%

"

Z-.Z

0$

&

平均回

收率*X

相对标准

偏差*X

啶氧菌酯 : 9&1$( 2 1$&)2 9&$(

$% 1&''1 ' 1'&'1 '&1$

2% $:&)': % 12&:1 9&R'

=O苯氧菌酯 $% 1&2): 2 12&): :&)'

2% $:&:1% $ 1'&9% 1&'2

9% '9&()1 ) 1R&9% $%&$1

2O苯氧菌酯 ' 2&9:% ( 12&%' R&)$

: )&%)% 1 19&$1 )&'1

$% 1&R1: 2 1R&1: :&91

嘧螨酯 ' 2&9(2 R 1'&%( 1&%'

: )&$$' 1 1)&2' '&(1

$% 1&$'R ' 1$&'R 9&'1

肟菌酯 ' 2&91R ( 12&(' 1&$1

: 9&1R' 1 1$&2' :&92

$% 1&))R : 1)&)1 )&2'

醚菌胺 ' 2&2)2 R R)&%( :&$)

: 9&:1R 2 R1&$2 R&%'

$% 1&%$2 ( 1%&$' 1&2:

肟嘧菌胺 ' 2&'(: R R(&1( :&(9

: )&$29 : 1)&9$ )&:R

$% 1&2'2 2 12&'2 R&)'

醚菌酯 ' 2&$(R 2 R'&29 '&:1

: 9&R9% : R(&%$ 2&)$

$% 1&%$2 ( 1%&$' '&1(

嘧菌酯 $% 1&9%% 9 19&%% 9&(:

2% $1&2R: R ($&'1 :&)R

9% '$&(1$ 2 R(&() 1&:1

'S结论

本文采用了 nB@\K@V[ 提取净化方式"通过正

交试验优选最佳净化组合"确定以 ?\_的质量为

2) LZ"\

$1

的质量为 2%% LZ"7[5的质量为 2)% LZ为

最佳净化剂组合"结合 ?\OT[*T[ 方法"建立了番茄

中 ( 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同时经基质匹配校准曲线法校正"补偿了番茄中基质

效应对目标化合物的影响"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要求( 该方法代替了国标中凝胶色谱的前处理净化

过程"降低了乙酸乙酯和环己烷等有机溶剂的使用"

准确度高"重复性好"操作简单"环境友好"成本低廉"

为果蔬中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残留的分析检测

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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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宇凡"张文斌"徐琳娜&江南地区粳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9R 02)2&]5E?ABO

NC-";<5E?]>-H/-" Ŵ=/--C&6K>3C43>>̀CFBC3/J- L>3KJI JN+CMJ-/,CP/,>/- 4JB3K>P- AC-Z3m>V/̀>PCP>C#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29R 02)2&

江南地区粳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

王宇凡$!'

!张文斌$!'

"

!徐琳娜$!2

$%江苏省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协同创新中心%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2$9$22&

2%苏州市粮油质量监测所"江苏 苏州"2$)%%R& '%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2$9$22&

摘S要S以江南地区粳米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感官评定结果#食味计评分结果#理化蒸煮指标和风味成分之间的

关系!为缺乏感官评定条件的情况下评价江南地区粳米品质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食味计外观评分与感官外观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米饭滋味与水分含量和碘蓝值呈显著负相关!与吸水率呈显著正相关)米饭口感与水分含量

和碘蓝值呈显著正相关" 风味成分分析发现!2O乙酰吡咯啉#壬醛和 2O戊基呋喃 ' 种物质的总量与感官风味评

分呈显著正相关" 实验结果表明!感官评定中气味#外观#口感和滋味 9 个方面与指标法和仪器法结果均有一定

的相关性!该研究对缺乏感官评价经验的情况下评价不同江南地区粳米的食味品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S感官评定)米饭食味计)米饭风味)理化指标)江南地区粳米

"1%+&'+%%K&*-&+(/02%+1/./4Z&3/0(5& 6(5%(0

'/-+1%60[&0E+T%9(K%6&6%&

]5E?ABNC-

$"'

";<5E?]>-H/-

$"'

"

" Ŵ=/--C

$"2

$%\JFFCHJPC3/̀>#--J̀C3/J- \>-3>PJNGJJI [CN>3DC-I nBCF/3D\J-3PJF/- 8/C-Z4B 7PJ̀/-,>"8/C-Z-C- W-/̀>P4/3D"]Ba/2$9$22" \K/-C&

2%?PC/- C-I "/FnBCF/3DTJ-/3JP/-Z#-43/3B3>/- [BmKJB"[BmKJB 2$)%%R"\K/-C&

'%[,KJJFJNGJJI [,/>-,>C-I 6>,K-JFJZD" 8/C-Z-C- W-/̀>P4/3D" ]Ba/2$9$22" \K/-C&

!78"9!:"S8CMJ-/,CP/,>/- 4JB3K>P- AC-Z3m>V/̀>PCP>CbC4B4>I C43K>PCbLC3>P/CF3J>aMFJP>

3K>P>FC3/J-4K/M H>3b>>- 4>-4JPD>̀CFBC3/J-"3C43>C-CFDm>PP>4BF34" MKD4/,J,K>L/,CFMPJM>P3/>4C-I NFCO

J̀P,JLMJ->-34&6K>P>4BF344KJb>I 3KC33K>4,JP>JN3K>3C43>C-CFDm>PbC44/Z-/N/,C-3FDMJ4/3/̀>FD,JPO

P>FC3>I b/3K 3K>4>-4JPD4,JP>&5-I P/,>3C43>bC44/Z-/N/,C-3FD->ZC3/̀>FD,JPP>FC3>I b/3K LJ/43BP>,J-O

3>-3C-I /JI/->HFB> C̀FB>&#3bC4CF4J4/Z-/N/,C-3FDMJ4/3/̀>FD,JPP>FC3>I b/3K bC3>PCH4JPM3/J-&TJP>JO

>̀P" P/,>LJB3KN>>F4,JP>bC44/Z-/N/,C-3FDMJ4/3/̀>FD,JPP>FC3>I b/3K LJ/43BP>,J-3>-3C-I /JI/->HFB>

C̀FB>&GBP3K>PLJP>" 3K>C-CFD4/4JNNFC̀JP,JLMJ->-34NJB-I 3KC33K>3J3CFCLJB-3JN2OC,>3DFMDPPJF/->"

-J-C-CFC-I 2OM>-3DFNBPC- b>P>4/Z-/N/,C-3FDMJ4/3/̀>FD,JPP>FC3>I b/3K 4>-4JPDNFC̀JP4,JP>&6K>P>4BF34

/-I/,C3>I 3KC3JIJP" CMM>CPC-,>" LJB3KN>>FC-I 3C43>/- 4>-4JPD>̀CFBC3/J- b>P>CFFP>FC3>I 3J3K>P>O

4BF34JNMKD4/,J,K>L/,CFMPJM>P3/>4C-I 3C43>C-CFDm>P" bK/,K ,JBFI H>B4>I 3J>̀CFBC3>3K>3C43>YBCF/3D

JǸCP/JB4./-I4JN+CMJ-/,CP/,>/- 4JB3K>P- AC-Z3m>V/̀>PCP>C&

;%, </6.'S4>-4JPD>̀CFBC3/J-' P/,>3C43>C-CFDm>P' P/,>3C43>' MKD4/,J,K>L/,CFMPJM>P3/>4' +CMJ-/,C

P/,>/- 4JB3K>P- AC-Z3m>V/̀>PCP>C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张文斌副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bHmKC-Zc+/C-Z-C-&>IB&,-&

SS基金项目!国家食品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建设项目%8WG[6V2%$1%2%2& '0江苏省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协同创新中心1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2%O%)O'%"改回日期!2%2%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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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世界范围内约一半人口食用稻米"主要集中分布

在亚洲+欧洲南部+美洲及非洲部分地区
#$$

( 稻米作

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和

广袤的种植面积( 2$ 世纪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食用大米的观念从追求饱腹感向追求更高

的品质和更全面的营养转变( 如何快速准确评价大

米的品质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感官评价法作为

最直接的方法"评价结果较为准确"但也存在很多弊

端"如需要长时间培训感官评定员"周期较长+流程繁

琐等(

实验指标法和仪器分析法也是常用的方法( 实

验指标法主要有理化蒸煮指标和风味成分分析等(

理化蒸煮指标通过测定样品直链淀粉+蛋白含量+吸

水率和碘蓝值等理化指标"间接反映稻米的食味品

质
#2$

( 赵春芳等
#'$

通过研究发现"较低的直链淀粉

含量是其优良食味品质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蛋白质含

量和支链淀粉分支链比例主要对糊化和回生特性起

作用( 夏凡等
#9$

研究发现"大米的直链淀粉含量是

影响米饭品质最关键的因素"其余理化指标也与米饭

的食用品质具有一定相关性( 近些年来关于食品风

味的研究是一大热门"米饭也不例外
#)$

( 固相微萃

取结合气质联用仪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它通过对预

处理后的米饭富集浓缩"再展开分析"具有高效无毒

等优点
#:$

( 仪器分析法主要是使用米粒或米饭食味

计( 近年来"日本佐竹公司利用近红外反射透过的原

理研制出了米饭食味计"它能够在几秒内快速测定出

米饭的食味品质"如外观+口感和综合评分等
#R$

( 佐

竹米饭食味计通过对米饭制备流程和预处理的标准

化"再借助特定波长的近红外光产生的吸光度的差

异"精确测定了有关成分"同时结合在计算机中存储

的有关大米食味的基础资料和与日本谷物协会的官

能检查实验调查结果相关的食味资料"开发了配套的

食味计算软件
#1$

( 我国也在随后引进了这套设备"

苏光辉等
#($

使用米饭食味计对优质稻米进行了综合

评价"为水稻的生产流通提供了重要的参数( 赖穗春

等
#$%$

利用米饭食味计对华南籼稻的食味品质进行了

评价"结果表明食味回归方程的预测值与感观品尝综

合评分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食味预测回归方程

能较好地预测籼稻的食味品质(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单一的实验指标法或者仪器

法不能够很好地体现感官评定的结果( 因此"本研究

针对江南地区粳米的感官评定结果"探究气味+外观+

口感和滋味 9 个方面与实验指标法和仪器法结果的

关系"为缺乏感官评价经验的场所评价多种不同江南

地区粳米的食味品质提供依据(

$S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仪器

金墅水源米+金香溢大米"苏州市迎湖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禾中旺南粳大米"北大荒米业%苏州&

有限公司'润众大米"张家港市粮食购销总公司润众

米业分公司'沙家浜大米"常熟市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亭林大米"昆山市巴城振兴米厂'江南味稻"苏州市临

湖农业专业合作社'虎丘大米"江苏苏州国家粮食储

备库有限公司'常熟 %%'"吴江市北库粮油有限公司'

浓 <

2

["+浓 <\F" d#O#

2

溶液"国药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65$5V<[$5VG!T$5米饭食味计"佐竹机械

%苏州&有限公司'小熊 !;?O!9%5$ 电蒸锅"小熊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天平"梅特勒O托利多仪器%上

海&有限公司'水浴锅"上海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实验方法

$&2&$S米饭的制备

不锈钢罐里加入大米 '% Z"接上洗米装置"用水

冲洗约 '% 4"沥干余水( 按米水质量比$i$&'加水"并

在不锈钢罐上盖上滤纸"用橡皮筋封好盖( 将盖好滤

纸盖的不锈钢罐放入蒸锅内"预约浸泡 '% L/-"蒸饭

时间 '% L/-( 蒸煮完成后"保温焖饭$% L/-"之后拿

下滤纸盖用小勺轻轻搅拌罐中的米饭使之蓬松( 搅

拌好后"将滤纸盖重新盖好"放入冷却箱冷却2% L/-(

$&2&2S米饭的感官评定

参照 ?_*6$):12,2%%1 进行感官评定") 人小

组共重复评定 ' 次(

$&2&'S米饭的蒸煮指标与理化指标

$&2&'&$S吸水率

煮饭前的原料米总质量记为 .

%

"蒸饭皿质量记

为 .

$

"蒸饭结束后米饭和蒸饭皿的总质量记为 .

2

"

吸水率按公式%$&计算!

吸水率*X h

.

2

0.

$

0.

%

.

%

o$%% !$"

$&2&'&2S膨胀率

原料米总质量为 .

%

"从中称取 $% Z左右原料米

质量记为 .

'

"置于 )% L=量筒中"加入 2) L=自来

水"用玻璃棒快速搅拌后读数记为 K

$

"则原料米总体

积为 K

2

h%K

$

02)& o%.

%

*.

'

&'蒸煮完的米饭总质

量为 .

2

0.

$

"从中称取 $% Z左右煮熟的米饭质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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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

9

"同法量取体积"记为 K

'

"则米饭总体积为 K

9

h

%K

'

02)& o%.

2

0.

$

& *.

9

"膨胀率按公式%2&计算!

膨胀率*X h!K

9

0K

2

" *K

2

o$%% !2"

$&2&'&'S碘蓝值

称取 2) Z米饭样品"装入 2) L=具塞比色管中"

加入 $% L=去离子水"置于 9% f水浴中浸提 $ K"浸

提过程中每间隔 $% L/- 充分振荡 $ 次( 将浸提后

的样品加水定容至 2) L=" ' %%% P*L/- 离心 $)

L/-( 取 %&) L=上清液于 2) L=具塞比色管中"依

次加入 %&2) L=d#O#

2

和 %&2) L=浓 <\F溶液"加

水定容至 2) L="溶液静置 $) L/-"在 :2% -L处测

定吸光度"用蒸馏水代替上清液作为空白对照"8

:2%

即为碘蓝值(

$&2&'&9S水分含量

按 ?_)%%(&',2%$: 方法测定(

$&2&'&)S蛋白含量

按 ?_)%%(&),2%$: 方法测定(

$&2&9S米饭的食味计测定

将成型器具置于天平上称取粳米%1 e%&$&Z"注

意使米饭完全装入测定圈并不溢出( 将成型器具倒

置于压片机平台上"测定圈向下"取下辅助圈"将压片

机的手柄压到最下方"保持 $% 4( 取出测定圈并翻转

再次放在平台上"再次压制 $% 4( 食味计开机预热

'% L/-( 进入程序"先进行黑白标准板的校准( 校准

完毕后将成型好的测定圈放入测定槽内"将测定槽完

全插入主机样品口内"点击程序中的 0测定1进行

测定(

$&2&)S固相微萃取与 ?\OT[ 联用分析

称取约 2% Z样品米于蒸饭皿中"加入足以没过

大米的水浸泡 2% L/-( 浸泡完毕后"淘洗 2 次并将水

沥干"按米水质量比 $i$&' 加入约 2: Z水"放入蒸锅

中选择蒸饭程序蒸煮 '% L/-( 蒸煮完毕后焖饭 $%

L/-( 准确称取 $% Z米饭于搅拌机中"加入 '% Z饱和

EC\F溶液"打浆( 每次打浆 $% 4"共打浆 $% 次( 取 1

Z打浆后的米饭样液于气质瓶中"加入 9

"

=$"2O二氯

苯作为内标物( 在气质瓶中加入一颗小转子"置于

R% f恒温磁力搅拌器中保温吸附 '% L/-( 吸附完毕

后取出萃取头"插入 ?\OT[ 进样口"解析 1 L/-(

气相色谱条件!!_O]5̂ 毛细管柱'载气流量

%<>& %&1% L=*L/-"不分流'柱初温 9% f"保持

9 L/-'以 : f*L/- 程序升温到 R% f"再以 $% f*L/-

程序升温到 2'% f"保持 1 L/-(

质谱条件!接口温度 2)% f'离子源温度 2%% f'

离子化方式 @#'电子能量 R% >l' 检测电压 ')% l'发

射电流 2%% L5(

$&2&:S米饭中关键风味物质分析

采用相对气味活度值%P>FC3/̀>JIJPC,3/̀/3D̀ CFB>"

V"5l&评价各化合物对米饭风味的贡献"对气味活

度值 % JIJPC,3/̀/3D C̀FB>" "5l& 最大的化合物的

V"5l值定义为 $%%"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确定关键风

味物质( "5l按公式%'&计算!

"5l

%

I

!

P

/

M

/

!'"

式中!"5l

/

"各化合物的气味活度值'!

P/

"各化合物的

绝对浓度"LZ*.Z'M

/

"各化合物的感觉阈值"LZ*.Z(

各物质的 V"5l按公式%9&计算!

V"5l

/

h

"5l

/

"5l

L

o$%% !9"

式中!V"5l

/

"各化合物的相对气味活度值'"5l

L

"

"5l最大的化合物的 "5l值( V"5l值越大"说明

该化合物对样品风味的贡献越大(

$&2&RS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平均值 e标准差的方式表示"所

有指标均重复测定 ' 次"利用 @a,>F软件进行数据整

理分析"利用 [7[[ 2%&% 进行相关性分析(

2S结果与分析

@>=?感官评定

感官评价法是评价米食用品质最普遍和原始的

方法( 采用国标法 ) 人小组评定"结果如表 $ 所示(

$% 种样品总分最高为 1)&' 分"最低为 R'&$ 分(

表 =?样品粳米的感官评价结果

"&)*%=?8%0'/6, %K&*-&+(/06%'-*+'/4'&23*%'

米种 感官总分 气味 滋味 外观 口感

南粳 9: 原种 1)&' e9&: $1&( e$&2 29&$ e$&) $(&$ e%&: 2'&2 e%&)

江南味稻生态大米 1%&) e:&2 $1&1 e%&1 2$&9 e$&' $1&% e%&( 22&' e$&1

禾中旺南粳大米 1$&% e)&2 $R&2 e%&9 2'&: e%&1 $R&9 e$&' 22&1 e$&%

金香溢优质大米 R(&% e'&9 $:&9 e%&) 29&2 e%&R $:&: e$&' 2$&1 e%&(

亭林大米 RR&( e'&( $:&$ e%&1 22&R e$&$ $:&R e%&) 22&9 e$&'

沙家浜 R:&: e)&2 $:&2 e$&1 2$&: e%&1 $:&2 e$&9 22&: e%&:

元鹤大米 R:&9 e'&$ $)&9 e%&: 2'&1 e%&9 $)&2 e%&1 22&% e$&2

虎丘 1%&2 e'&( $(&2 e$&9 2'&: e%&R $:&9 e%&) 2$&% e%&:

金墅水源米 R'&$ e9&) $)&9 e$&2 $(&% e%&9 $)&$ e%&' 2'&: e%&R

润众大米 R1&2 e)&9 2%&2 e$&: $R&( e%&( $:&' e%&' 2'&1 e%&1

@>@?食味计评价与感官评定

用食味计对 $% 种江南地区粳米进行评定"得出

食味计综合评分与食味感官+口感评分"并将其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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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评价分作比对"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样品粳米的感官总分与食味计评分

"&)*%@?8%0'/6, %K&*-&+(/06%'-*+'&0.+&'+%

K&*-%'/4'&23*%'

米种 感官总分 食味计总分 感官外观分 食味外观评分 感官口感分 食味口感评分

南粳 9: 原种 1)&' e9&: (2&R e%&' $(&$ e%&: 1&( e%&%) 2'&2 e%&) (&$ e%&$'

江南味稻生态大米 1%&) e:&2 11&' e$&' $1&% e%&( 1&1 e%&%2 22&' e$&1 1&( e%&%9

禾中旺南粳大米 1$&% e)&2 11&' e%&' $R&9 e$&' 1&: e%&%9 22&1 e$&% 1&: e%&%(

金香溢优质大米 R(&% e'&9 1R&R e%&' $:&: e$&' 1&: e%&%' 2$&1 e%&( 1&R e%&%9

亭林大米 RR&( e'&( 1:&' e9&' $:&R e%&) 1&) e%&%' 22&9 e$&' 1&9 e%&%R

沙家浜 R:&: e)&2 1:&% e$&% $:&2 e$&9 1&: e%&%: 22&: e%&: 1&' e%&%1

元鹤大米 R:&9 e'&$ 1:&' e$&' $)&2 e%&1 1&9 e%&%R 22&% e$&2 1&9 e%&$R

虎丘 1%&2 e'&( 1)&' e$&' $:&9 e%&) 1&) e%&$2 2$&% e%&: 1&1 e%&%2

金墅水源米 R'&$ e9&) 1)&' e%&' $)&$ e%&' 1&' e%&%) 2'&: e%&R 1&2 e%&%2

润众大米 R1&2 e)&9 19&' e%&' $:&' e%&' 1&2 e%&%1 2'&1 e%&1 1&2 e%&%9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表 '&"感官评定总分与食

味计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感官外观与食味计外观评分

呈显著正相关"然而感官口感与食味计口感相关性不

显著( 分析具体数据发现部分米种%如虎丘和润众

大米&食味计评分较低"感官评分却很高( 由感官

评分具体分值发现"这 2 种粳米的气味和滋味评分

较高"说明食味计并不能很好地表征米饭的这 2 项

指标"由此造成评分偏低( 李苏红等
#$$$

对 $9 种粳

米籼米的研究发现"食味计测定结果均与感官评定

结果呈显著相关性"可进一步建立仪器分析方法和

主要评价指标联用快速评价大米食味品质的预测

模型(

表 A?食味计评分与感官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A?:/66%*&+(/0&0&*,'('/4'%0'/6, %K&*-&+(/0

6%'-*+'&0.+&'+%K&*-%'

指标 感官外观 感官口感 感官总分

食味外观
%&19'

""

食味口感 0%&'(2

食味总分
%&R(2

"

SS注!

""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 水平%双侧&

上显著相关%下同&

食味计实验表明"利用米饭食味计可以较好地评

价江南地区粳米的外观品质"食味计外观评分越高"

则该粳米的外观品质越好(

@>A?理化和蒸煮指标与感官评定

$% 种江南地区粳米的相关理化与蒸煮指标测定

结果如表 9 所示( 对理化与蒸煮指标和感官评定分

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可知"水分高的大米滋味较

差"但口感较好'吸水率与滋味和外观均呈显著正相

关"吸水率高的米种感官评定总分也高'膨胀率与评

定指标的相关性不显著'碘蓝值可表征米饭中直链淀

粉含量"可以看出直链淀粉高的米饭滋味和外观较

差"口感较好"感官评定总分低'蛋白总量与感官指标

相关性不显著( 程爱华等
#$2$

研究发现"黑龙江粳稻

品种的直链淀粉+碱消值等理化指标与米饭食味的

相关性不显著" 而胶稠度与米饭食味呈显著正相关

性( 李贞
#$'$

研究发现"大米的碘蓝值或直链淀粉含

量对米饭的食味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蛋白质的

含量对米饭的食味影响并不明显"与本实验结果较

为一致( 林建荣等
#$9$

的研究却表明蛋白质与食味

品质呈显著负相关( 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

稻米品种和品质的差异造成的"具体原因还需进一

步研究(

表 B?理化指标与蒸煮指标

"&)*%B?#1,'(5/51%2(5&*(0.%Q%'&0.5//D(0E (0.%Q%'

米种 水分X 吸水率X 膨胀率X

碘蓝

值

蛋白质*

#Z-%$%%Z&

0$

$

南粳 9: 原种 $)&)2 e%&2' $2(&( e%&) 22%&2% e2&$ %&')$ )&9 e%&2'

江南味稻生态大米 $)&9R e%&%1 $21&R e%&R 22$&$ e)&) %&''1 :&$ e%&$)

禾中旺南粳大米 $)&21 e%&$2 $21&2 e%&9 2%(&: e'&: %&':1 R&) e%&%1

金香溢优质大米 $:&2( e%&9' $2R&) e%&: 2%:&( e9&1 %&'(R (&9 e%&%)

亭林大米 $)&$1 e%&$) $2:&9 e%&2 2$R&1 e)&R %&'2) )&1 e%&':

沙家浜 $9&'' e%&%: $2:&( e%&$ 2':&1 e'&2 %&9:2 )&% e%&29

元鹤大米 $9&91 e%&$% $2R&' e%&: 229&% e2&) %&992 )&R e%&$9

虎丘 $'&1: e%&%) $2:&2 e$&) 22$&R eR&2 %&'(1 :&% e%&%2

金墅水源米 $:&:' e%&2$ $2R&2 e$&% 2$9&: e2&2 %&)%9 R&% e%&%R

润众大米 $:&(: e%&'' $29&1 e%&1 2$)&( e$&) %&):: :&' e%&$1

表 N?理化与蒸煮指标和感官评定的相关性分析

"&)*%N?:/66%*&+(/0&0&*,'('/431,'(5/51%2(5&*(0.%Q%'

&0.'%0'/6, %K&*-&+(/06%'-*+'

指标 水分 吸水率 膨胀率 碘蓝值 蛋白质

气味 %&$29 0%&%R9 %&%9R %&%': 0%&$1

滋味
0%&)(9

"

%&)2)

"

0%&%)9

0%&R9$

""

%&$':

外观 0%&%%$

%&:R%

"

0%&%(:

0%&:92

"

0%&%(R

口感
%&R%(

""

%&%$2 0%&$$:

%&91)

"

0%&$$$

感官总分 0%&$)2

%&):)

"

0%&$2R

0%&)(9

"

0%&%:(

其中水分+吸水率和碘蓝值能较好地体现滋味和

口感评分"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食味计的不足( 滋味方

面"通过横向比较样品间的水分含量+吸水率和碘蓝

值可知"水分含量低+吸水率高+碘蓝值低的样品具有

更高的滋味品质'口感方面"通过横向比较样品间水

分含量和碘蓝值可知"水分含量高+碘蓝值高的样品

具有更好的口感(



分析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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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风味物质与感官评定

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结合 ?\OT[ 的方法"对 $%

种江南地区粳米进行挥发性风味成分分析"$% 种样

品共检测出了 $:9 种挥发性成分"包括烃类+醛类+酯

类+醇类+酮类+芳香族化合物和杂环类化合物等"其

中主要为烃类和醛类物质"分别占总挥发性成分的

)$&((X和 '%&2(X(

烃类物质虽然在风味物质中占多数"但是大多数

烃类物质的阈值较高"对米饭的香气贡献较少
#$)$

'相

反"阈值较低的物质是米饭香气的主要来源
#$:$

( 这

些物质主要是醛类+酮类和醇类
#$R$

"如 2O乙酰吡咯

啉+己醛+壬醛+2O戊基呋喃和 $O辛烯O'O醇等"其中 2O

乙酰吡咯啉赋予米饭爆米花香气"2O戊基呋喃赋予米

饭焙烤香味等
#$1 0$($

( 选择感官风味评分较高的润众

和虎丘大米分析米饭中几种典型的风味物质的

V"5l值"结果表明 2O乙酰吡咯啉+壬醛和 2O戊基呋

喃对米饭风味的贡献程度最大(

表 P?米饭的典型风味化合物

"&)*%P?",3(5&*4*&K/65/23/-0.'/46(5%

化合物名称 气味特征 阈值

润众大米 虎丘

绝对质量浓度*

%LZ-.Z

0$

&

"5l V"5l

绝对质量浓度*

%LZ-.Z

0$

&

"5l V"5l

2O乙酰吡咯啉 爆米花味 %&$ $&1R $1&R $%%&%% $&2' $2&'% $%%&%%

2O戊基呋喃 焙烤味 2&' $:&21 R&%9 'R&1) $%&'R 9&91 ':&::

$O辛烯O'O醇 蘑菇味 $&% %&1' %&1% 9&99 %&R) %&R% :&$%

壬醛 柑橘味 $&% $&12 $&1% (&R' 2&'$ 2&'% $1&R1

己醛 青草味 %&2 %&22 $&%% )&11 %&'1 $&)% $)&9)

辛醛 青草柑橘味 %&R %&)9 %&R$ 9&$' %&1% $&$9 (&2(

庚醛 果香味 '&% 9&'% $&9' R&:: )&2: $&R' $9&2)

SS为了验证 2O乙酰吡咯啉+壬醛和 2O戊基呋喃的

含量与感官评定风味分值的相关性"选取各样品中 '

种物质的含量与感官评定风味分值作对比%表 R&"发

现感官评定风味分值较高的样品"对应的 ' 种物质含

量均偏高'相反感官评定风味分值较低的样品"对应

的 ' 种物质含量均偏低甚至缺少其中的 $ 或 2 种挥

发性成分(

表 Y?三种典型风味物质与感官评定风味评分

单位!LZ*.Z

"&)*%Y?"16%%+,3(5&*4*&K/6'-)'+&05%'&0.'%0'/6,

4*&K/6%K&*-&+(/0

样品名
2O乙酰

吡咯啉
壬醛

2O戊

基呋喃

' 种风味

物质总量

感官评定

风味评分

润众大米 $&1R $&12 $:&21 $(&(R 2%&2

虎丘 $&2' 2&'$ $%&'R $'&($ $(&2

江南味稻 $&'9 2&'' $2&)9 $:&2$ $1&1

南粳 9: 原种 %&:% 2&'9 $$&2: $9&2 $1&(

禾中旺 %&): $&1% (&%2 $$&'1 $R&2

亭林 %&)( 0 $'&$2 $'&R$ $:&$

金香溢 %&:: 0 :&2$ :&1R $:&9

沙家浜 0 2&$2 2&9' 9&)) $:&2

元鹤 0 0 $&') $&') $)&9

金墅水源 0 $&R9 0 $&R9 $)&9

SS注! 0表示未检出

进一步对感官风味评分和 ' 种风味物质含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5h%&11%"

4j%&%)&( 由此可推断"利用固相微萃取联用 ?\O

T[ 的方法检测江南地区粳米中某些特定挥发性风味

成分"以判断米饭的风味品质是可行的(

'S结论

通过食味计实验表明"利用米饭食味计可较好地

评价江南地区粳米的外观品质"食味计外观评分越

高"则该粳米的外观品质越好( 水分含量+吸水率和

碘蓝值能较好地体现滋味和口感评分"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弥补食味计的不足( 滋味方面"通过横向比较样

品间的水分含量+吸水率和碘蓝值可知"水分含量低+

吸水率高+碘蓝值低的样品具有更高的滋味品质'口

感方面"通过横向比较样品间水分含量和碘蓝值可

知"水分含量高+碘蓝值高的样品具有更好的口感(

通过固相微萃取结合气质联用仪测定各样品中 2O乙

酰吡咯啉+壬醛和 2O戊基呋喃的含量可知"可比较各

样品的风味品质( 综上"感官评定中气味+外观+口感

和滋味 9 个方面与指标法和仪器法结果均有一定的

相关性"对缺乏感官评价经验的情况下评价不同江南

地区粳米的食味品质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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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慧"李博&蛋白质酶解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展#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 02:$&=#W<B/"=#_J&

V>4>CP,K MPJZP>44JNMPJ3>/- KDIPJFD4C3>4/- MP>̀>-3/J- JNC3K>PJ4,F>PJ4/4#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

2)' 02:$&

蛋白质酶解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展

刘慧!李博"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北京"$%%%1'&

摘S要S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其中动脉粥样硬化 &C3K>PJ4,F>PJ4/4!5['是引起冠心病#中

风#脑梗死等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对 5[ 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常用的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虽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 5[ 的形成!但部分人群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大出血#肌痛等并发症" 大量研究发现!多种食源性蛋白

质酶解物具有预防 5[ 的功效!且安全有效#来源广泛#易于吸收!有望作为膳食补充剂长期应用于 5[ 的一级或

二级预防中" 该文总结了 5[ 形成的不同病理学说!重点综述了近年发表的蛋白质酶解物基于不同病理学说预

防 5[ 的体内外研究!并阐述了蛋白质酶解物在防治 5[ 的研究现状及前景"

关键词S蛋白质酶解物)动脉粥样硬化)细胞模型)动物模型)功效评价)膳食补充剂

9%'%&65136/E6%''/436/+%(01,.6/*,'&+%'(036%K%0+(/0/4&+1%6/'5*%6/'('

=#W<B/"=#_J

"

%\JFF>Z>JNGJJI [,/>-,>C-I EB3P/3/J-CF@-Z/->>P/-Z" \K/-C5ZP/,BF3BPCFW-/̀>P4/3D" _>/+/-Z$%%%1'" \K/-C&

!78"9!:"S 6K>MP>̀CF>-,>JN,CPI/J̀C4,BFCPI/4>C4>4/- \K/-C/4J- 3K>P/4>&53K>PJ4,F>PJ4/4

%5[& /43K>LC/- ,CB4>JN,JPJ-CPDK>CP3I/4>C4>" 43PJ.>" ,>P>HPCF/-NCP,3/J- C-I J3K>PI/4>C4>4&

6K>P>NJP>" 3K>MP>̀>-3/J- JN5[ /4MCP3/,BFCPFD/LMJP3C-3&5F3KJBZK 3K>,JLLJ-FDB4>I C4M/P/- C-I 43O

C3/-4,C- CFF>̀/C3>3K>NJPLC3/J- JN5[ 3JC,>P3C/- >a3>-3" FJ-ZO3>PL/-3C.>JN3K>4>L>I/,/->4LCDF>CI

3J,JLMF/,C3/J-44B,K C4LC44/̀>K>LJPPKCZ>C-I LDCFZ/C&7P>̀/JB443BI/>4KC̀>NJB-I 3KC3C̀ CP/>3DJN

NJJI I>P/̀>I MPJ3>/- KDIPJFD4C3>4KC̀>3K>>NN>,3JNMP>̀>-3/-Z5[" bK/,K CP>4CN>" >NN>,3/̀>" P>CI/FD

C̀C/FCHF>C-I >C4/FDCH4JPH>I&#3/4>aM>,3>I C4CFJ-ZO3/L>I/>3CPD4BMMF>L>-3/- 3K>MP/LCPDJP4>,O

J-ICPDMP>̀>-3/J- JN5[&6K/4P>̀/>b4BLLCP/m>43K>I/NN>P>-3MC3KJFJZ/,CF3K>JP/>4JN5[ NJPLC3/J-" C4

b>FFC4P>,>-343BI/>4J- 3K>MP>̀>-3/J- JN5[ HDMPJ3>/- KDIPJFD4C3>4HC4>I J- I/NN>P>-3MC3KJFJZ/,CF

3K>JP/>4%# 1%6,-C-I %# 1%1-" C-I 3K>P>4>CP,K 43C3B4C-I MPJ4M>,34JNMPJ3>/- KDIPJFD4C3>4/- 3K>MP>̀>-O

3/J- C-I 3P>C3L>-3JN5[ bC4I/4,B44>I&

;%, </6.'SMPJ3>/- KDIPJFD4C3>' C3K>PJ4,F>PJ4/4' ,>FFLJI>F4' C-/LCFLJI>F4' >NN/,C,D>̀CFBC3/J-'

I/>3CPD4BMMF>L>-3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李博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F/HJc,CB&>IB&,-&

SS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1AG!%(%$$%2&

收稿日期!2%2%O%RO%1"改回日期!2%2%O%RO2$

SS据 2%$R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每年有 $RR%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约占全球死亡总

数的 '$&)X

#$$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1*指出"我

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占城乡居民总

死亡原因的首位"推算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 2&(

亿"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万
#2$

( 动

脉粥样硬化 %C3K>PJ4,F>PJ4/4"5[&是一种慢性血管炎

症疾病"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多细胞参

与的过程"涉及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单核细胞浸润+血

管炎症+泡沫细胞形成+血管平滑肌细胞 %4LJJ3K

LB4,F>,>FF"[T\&增殖和迁移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

形成
#'$

( 5[ 是引起血栓+周围血管疾病+冠心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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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脑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9$

"因而在 5[

阶段的预防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阿司匹林和他

汀类药物等被视作预防 5[ 的有效方法( 但是已有

临床报告显示"对于尚未出现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长期服用上述药物对疾病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消其

带来的副作用"如大出血+肌痛等
#) 0:$

( 因此"亟需更

安全有效+可长期服用的天然功能活性物质应用于

5[ 的一级或二级预防( 本文就近年来发现的多种天

然蛋白质酶解物预防 5[ 的体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并

提出了现有研究中仍待解决的问题"以期为蛋白质酶

解物的进一步研究及其作为膳食补充剂促进健康+减

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S5[ 的发病机制

5[ 是一种慢性血管炎症疾病"包括血管内皮细

胞功能紊乱+单核巨噬细胞形成泡沫细胞+[T\增殖

和迁移+脂质斑块破裂等一系列生理过程
#'$

( 到目

前为止"5[ 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清楚"涉及多种危险

因素"存在多种病理学说"其中常见的学说有脂质代

谢紊乱学说+氧化损伤学说+内皮损伤学说+炎症反应

学说+血栓形成学说等( 高脂血症是 5[ 的重要危险

因素"总胆固醇%3J3CF,KJF>43>PJF"6\&+甘油三酯%3P/O

ZFD,>P/I>"6?&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FJbI>-4/3D

F/MJMPJ3>/-O,KJF>43>PJF"=!=O\&浓度过高会使血管内

皮细胞受损"血管内膜下聚集沉淀脂质"是导致 5[

的主要诱因之一( 而活性氧%P>C,3/̀>JaDZ>- 4M>,/>4"

V"[&的异常增加导致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Ja/I/m>I

=!="JaO=!=&的产生"JaO=!=也会诱导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并诱发巨噬细胞发生炎症反应"同时经清道夫

受体不断进入巨噬细胞"导致泡沫细胞形成'促进血

管 [T\不断增殖并向外迁移"在血管内壁形成斑

块
#R$

( 可以看出"内皮功能受损也是 5[ 发生的重要

环节( 内皮损伤学说认为多种有害刺激引起内皮损

伤"使之分泌趋化因子"如血管细胞黏附分子O$% C̀4O

,BFCP,>FFCIK>4/J- LJF>,BF>O$"l\5TO$&+细胞间黏附

分子O$ %/-3>P,>FFBFCP,>FFCIK>4/J- LJF>,BF>O$"#\5TO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O$ %LJ-J,D3>,K>LJ3C,3/,MPJO

3>/-O$"T\7O$ &等"并吸引单核细胞黏附于内皮
#1$

(

单核细胞迁入内皮下间隙"随后分化为巨噬细胞"摄

取脂质"形成脂质条纹( 同时内皮细胞的凋亡与脱落

促使血液中血小板大量黏附与聚集
#($

( 功能紊乱的

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血小板分泌产生大量生长因子

和多种血管活性物质"刺激中膜 [T\不断增生并进

入内膜"使血管损伤处血管壁增厚( 这种损伤应答本

身也是一种炎症反应"近年来炎症反应学说被越来越

多的学者重视和认同"炎症反应贯穿 5[ 的起始+发

展以至动脉斑块的破裂"是多种 5[ 致病机制的共同

环节或通路( 内皮细胞+巨噬细胞+[T\等均会产生

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O$

%

%/-3>PF>B./-O$

%

"#=O$

%

&+

白细胞介素O: %/-3>PF>B./-O:"#=O:&+肿瘤坏死因子O

'

%3BLJP->,PJ4/4NC,3JPO

'

"6EGO

'

&"这些炎症因子又会

进一步刺激细胞因子+炎性介质+蛋白酶的释放以及

6细胞的活化增殖"加快 5[ 的病变进展
#1 0($

( [T\

还产生间质胶原和弹性蛋白等"并形成覆盖斑块的纤

维帽( 纤维帽使脂质池稳定"但由于一系列蛋白酶的

活性表达及炎症因子的作用"如基质金属蛋白酶

%LC3P/aL>3CFFJMPJ3>/-C4>"TT74&的释放"细胞外基质

过度降解"导致斑块破裂
#1$

"增加发生动脉粥样硬化

血栓的风险(

根据 5[ 的不同病理学说"研究者分别从降胆固

醇+抗氧化+防止内皮细胞损伤+抗炎以及抑制 [T\

增殖迁移等方面研发延缓 5[ 的膳食补充剂( 近年

来"科研人员从蛋白质酶解物中分离+鉴定了抗氧化

肽+抗炎肽+降胆固醇肽+抗血小板肽等多种活性肽"

这些活性肽均能在 5[ 的不同进展阶段起到抑制效

果
#$%$

"因此与其他食源性成分相比"蛋白质酶解物在

预防 5[ 方面可能具有更大的优势( 许多研究者基

于细胞和动物模型"进行了蛋白质酶解物预防 5[ 的

研究"研究方向如图 $ 所示(

2S基于不同细胞模型的研究

@>=?抗氧化及抑制泡沫细胞形成

在 5[ 的初发阶段"V"[ 介导的氧化应激是 5[

发生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涉及 =!=氧化对巨噬细

胞的一系列病变及血管内皮细胞的氧化损伤( JaO

=!=不受控制的被巨噬细胞摄取"过量的胆固醇酯化

和胆固醇外排减少导致胞内胆固醇酯%,KJF>43>PDF>4O

3>P"\@&积累随后引发泡沫细胞的形成
#R$

"这也是早

期 5[ 病变的主要标志( 因此"研究常用 JaO=!=诱

导的 V5] 2:9&R 巨噬细胞源泡沫细胞评价蛋白质酶

解物调节细胞胆固醇代谢+抑制泡沫细胞形成的功

效
#R"$$$

"还通过检测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中氧化应激

相关生物标志物的表达"如 V"[+丙二醛 %LCFJ-I/CFO

I>KDI>"T!5&+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ZFB3C3K/J->M>PO

Ja/IC4>"?[<O7a& 等"来判断蛋白质酶解的抗氧化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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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蛋白质酶解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方向图

G/Z&$S6K>P>4>CP,K I/P>,3/J- JNMPJ3>/- KDIPJFD4C3>3JMP>̀>-3C3K>PJ4,F>PJ4/4

SS研究除以油红 "染色观察巨噬细胞泡沫化形态

学变化外"还以 \@*6\k)%X定量判断细胞泡沫化(

刘东泽
#$$$

以 1%

"

Z*L=JaO=!=诱导了泡沫细胞%胞

内 \@*6\为 :2&$2X&"通过胰蛋白酶和胃蛋白酶酶

解制备水蛭酶解物"研究发现当给药浓度为 $)%

"

Z*

L=时"胞内 \@*6\降至 92&1:X"并表现出剂量依

赖性"由此可知水蛭酶解物具有抑制泡沫细胞形成的

作用"但其在药效强度方面不如阳性对照辛伐他汀

%胞内 \@*6\降至 2(&:'X&( 进一步研究发现"水

蛭酶解物正向反馈调节胞内胆固醇酰基转移酶 5$

%,KJF>43>PJFC,DF3PC-4N>PC4>5$"5\56$&上调"其抑制

泡沫细胞形成的机制是依赖于自噬过程"与促进胆固

醇外排作用无关( 同时"研究还发现水蛭酶解物可以

减弱 JaO=!=诱导的细胞核内 !E5氧化断裂"具有一

定的抗氧化作用
#$$$

( 类似的"中国林蛙皮肤抗菌肽

Gl!=dd#5E##E[#G?d及其衍生肽 Gld=dd#5E##EO

[#Gdd+Gld=dd#=E##E[#Gdd也被证实可以降低 $%%

"

Z*L=JaO=!=诱导的泡沫细胞中 6\+\@含量"作用

机制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摄入胆固醇的主要受体

\!':"从而抑制巨噬细胞的泡沫化"也与促进胆固醇

外排作用无关
#R$

(

不同蛋白质酶解物之间的抗氧化或抑制泡沫细

胞形成作用存在差异( 如霍艳姣
#$2$

建立了巨噬细胞

诱导 =!=氧化模型"发现不同电荷性质的酪蛋白抗

氧化肽组分均可减少细胞中 T!5的生成量"抑制

=!=氧化"但碱性组分比酸性组分表现出更强的抑制

效果( 巨噬细胞从开始吞噬脂质到形成泡沫细胞之

前"通常认为是荷脂细胞"酪蛋白抗氧化肽组分还能

显著减少 JaO=!=诱导的荷脂细胞内 6\+6?+游离胆

固醇%NP>>,KJF>43>PJF"G\&含量"并且随着正电荷的增

加"表现出较强的抑制泡沫细胞形成作用
#$2$

( 还有

研究表明"多肽的抗氧化活性取决于其分子量"$ U'

.!C的多肽具有最高的抗氧化活性
#$' 0$9$

'同时"不同

蛋白水解酶的酶解作用会导致不同肽序列的形成"影

响蛋白质酶解物的抗氧化活性
#$)$

(

另外"据报道"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在保护血

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血红

素加氧酶O$ % K>L>JaDZ>-C4>O$"<"O$&的上调就是其

中一种内在防御机制"目前此类研究也较少( 多肽

=B-C4/- 是一种大豆来源的含 9' 个氨基酸的肽"?W

等
#$:$

首次发现 =B-C4/- 可通过激活 7#'d*5.3*EPN2*

5V@途径来刺激 <"O$ 的表达"从而减少 <

2

"

2

诱导

的 @5&KD(2: 内皮细胞中 V"[ 的产生"减轻内皮细

胞的氧化损伤(

@>@?防止内皮细胞损伤

内皮细胞损伤和功能障碍是 5[ 病变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特征"主要特征表现为 E"释放量和生物利

用度降低"黏附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增加等
#$R$

(

目前"内皮损伤模型的细胞常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 KBLC- BLH/F/,CF̀>/- >-IJ3K>F/CF,>FF4"<Wl@\4&及其

细胞株 @5&KD(2:

#$R 0$($

"也有研究直接提取培养了

[!大鼠胸主动脉内皮细胞
#2%$

( 在内皮细胞中 6EGO

'

会激活 EGO

'

_信号通路"引起 E"表达量减少"

l\5TO$ 和 #\5TO$ 的表达量增加
#2$$

"因此"常以

6EGO

'

为诱导因子"建立内皮细胞损伤模型( 赵

欣
#$R$

通过胰蛋白酶酶解制备了水蛭酶解物"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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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

Z*L= 时 对 $% -Z*L= 6EGO

'

诱 导 的

@5&KD(2:具有保护作用"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 EGO

(

_信号通路"使细胞中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IJO

3K>F/CF-/3P/,Ja/I>4D-3KC4>">E"[& LVE5表达上调"

#\5TO$+ T\7O$ 的 蛋 白 和 LVE5 的 表 达 下 降(

]5E?等
#22$

也发现一种直接购买的水蛭酶解物可通

过阻断 EGO

(

_亚基 M:) 转运至细胞核"下调 6EGO

'

诱导的 @5&KD(2: 细胞中 #\5TO$ 和 T\7O$ 的表达(

另外"由于单核细胞黏附内皮细胞是必不可少的 5[

的发展过程"有研究利用 6<7O$ 和 W('R 两个模型探

究了蛋白质酶解物对细胞间黏附的影响( =#5E?

等
#$1$

发现玉米蛋白水解物可以抑制 @5&KD(2: 内皮

细胞中 #\5TO$+l\5TO$ 的表达"并通过荧光染色法

观察到玉米蛋白水解物的添加显著降低了 W('R 单

核细胞对 @5&KD(2: 细胞的黏附力( 类似的"水蛭酶

解物也被证实可以抑制 6<7O$ 单核细胞对 @5&KD(2:

内皮细胞迁移+黏附率
#$R"22$

(

@>A?抗炎

巨噬细胞是最早侵入 5[ 病变的炎性细胞"它们

也是 5[ 斑块的主要成分( 由巨噬细胞产生的促炎

细胞因子"如 #=O:+6EGO

'

等"可进一步推动 5[ 病变'

同时"巨噬细胞还分泌抗炎细胞因子"如 #=O$%+转化

生长因子O

%

%3PC-4NJPL/-ZZPJb3K NC,3JPO

%

"6?GO

%

&等"

可促进 5[ 晚期斑块的稳定性
#1$

( 巨噬细胞对脂多

糖%F/MJMJFD4C,,KCP/I>"=7[&刺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7[ 会诱导炎症基因表达和释放一些与 5[ 发展相关

的生物标志物
#2'$

"因此"研究常用 =7[ 诱导的巨噬细

胞炎症模型探究蛋白质酶解物的抗炎效果( 常用的

巨噬细胞有 6<7O$+W('R+V5]2:9&R

#29$

"其中 V5]

2:9&R 来源广泛+性质稳定+贴壁易养"广泛应用于炎

症研究中(

目前"关于蛋白质酶解物抗炎作用的研究相对较

多"不同的蛋白质酶解物"甚至同一种蛋白质不同处

理方式得到的酶解物"其功效也有差异( 蛋白酶的种

类+多肽氨基酸组成+分子量大小以及极性等均会影

响酶解物的功效( \<@E?等
#2)$

用碱性蛋白酶和风

味酶分别酶解煮熟的金枪鱼汤汁"发现碱性蛋白酶酶

解物的抗炎效果更佳( 陈月华
#2:$

利用胰蛋白酶水解

大米蛋白"对抗炎活性最高的 V7<4O\组分再进一步

通过离子交换色谱"对比发现获得的 ) 个组分抗炎活

性均 有 差 异( d#T 等
#2R$

获 得 了 分 子 量 分 别 为

j$ .!C+$ U) .!C和 k) .!C的贻贝水解物肽段"通

过 =7[ 诱导的 V5] 2:9&R 巨噬细胞模型"发现它们

的 E"抑制活性分别为 R2&::X+R%&$2X和(2&')X"

且抑制效果均比未处理的贻贝水解物好( 用 k) .!C

的组分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可使炎性巨噬细胞中前列

腺素 @

2

+6EGO

'

+#=O$

%

及 #=O: 水平降低"诱导型 0氧

化氮合酶%/-IB,>I E"["/E"[&+环氧化酶 2%,D,FJJaDO

Z>-C4>O2"\"̂ O2&蛋白和 LVE5的表达下调"从而发

挥抗炎作用( =B-C4/-

#21$

和小麦谷蛋白水解物
#2($

也

被证实可以降低这些炎症因子的表达"具有类似的抗

炎功效(

当前"大多数研究仅证实了蛋白质酶解物可调节

下游信号通路中蛋白的表达而达到抗炎效果"如通过

抑制了 #

(

_

'

的降解+M:) 的核移位进而抑制 EGO

(

_"

有效地降低巨噬细胞炎症过程'或通过抑制了 8Ed+

@Vd+M'1 T57d的磷酸化"降低 #=O: 等炎症因子的

水平而发挥了抗炎功效
#2R 0'$$

( 但完整分子机制的研

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仅有少数研究明确了蛋白质

酶解物的具体活性成分"合成了活性肽"并进一步研

究了活性肽抗炎的分子信号通路( 8"E@[ 等
#'2$

从苦

瓜种子中分离出的一种纯肽 _?O9"与 =7[ 单独处理

组相比"用 _?O9 和 =7[ 联合处理 6<7O$ 巨噬细胞

后"细胞分泌的 6EGO

'

+#=O: 等促炎细胞因子减少"胞

内 V"[ 的产生减少"M:) 的核易位被抑制"@Vd$*2

T57d和 [656' 磷酸化降低"表明 _?O9 是通过

[656'*T57d*EGO

(

_信号通路而发挥抗炎作用及其

分子调控机制( =#5E?等
#''$

通过 \"O#7及 7BFFIJb-

实验证实水稻八肽 d<EV?!@G在 <Wl@\的作用靶

点为 6=V9"通过改变 6=V9 的结构来调节下游 6V#G

和 #dd

%

的蛋白水平降低 M:) 的磷酸化"抑制 EGO

(

_

活化"从而影响 ,C4MC4>O' 的释放"抑制细胞凋亡"保

护 <Wl@\免受 <

2

"

2

引起的氧化损伤和炎症反应(

@>B?抑制 8J:增殖

[T\主要参与 5[ 后期病变中"常通过人+兔主

动脉 [T\模型评价蛋白质酶解物对 [T\增殖迁移

的影响"总体上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少( 水蛭素是从

中药水蛭中提取的活性多肽"有研究表明"水蛭素可

以抑制血管 [T\增殖( 李红梅等
#'9$

直接将水蛭素

作用于体外培养的人冠状动脉 [T\"通过 T66法检

测细胞生长增殖情况"发现 :&2) LZ*L=水蛭素对细

胞增殖产生较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率达 99&:X(

增殖细胞核抗原%MPJF/N>PC3/-Z,>FF-B,F>CPC-3/Z>-"7\O

E5&+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 MFC3>F>3I>P/̀>I ZPJb3K

NC,3JP"7!?G&对 [T\增殖的调控起关键作用"当两

者表达被抑制时"能够有效降低增生内膜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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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故常作为 [T\增殖的生物标志物( 凝血酶

可使 [T\进入增殖期的细胞数明显增多"而水蛭素

已被证实可以通过抑制 7!?G和 7\E5的表达而抑

制凝血酶诱导的 [T\增殖
#$($

(

@>N?蛋白质酶解物的多重抑制作用

蛋白质酶解物成分复杂"其中多肽的氨基酸序

列+分子量等均有差异( 研究表明"蛋白质酶解物具

有多种功效"可能从多个靶点抑制 5[ 病变( 5<E

等
#$)$

发现胃蛋白酶水解制备的鲑鱼胸鳍蛋白酶解物

组分 [7<G$ 不仅显著清除 !77<和 <

2

"

2

+抑制肝细

胞内 V"[ 的生成+增强肝细胞内 ?[<的水平"还能

抑制 V5]2:9&R 中的 E"生成和促炎细胞因子%包括

6EGO

'

+#=O: 和 #=O$

%

&而显示出抗炎活性( 类似的"

发酵 2% I 的酸肉胆酸盐结合肽对-"<+-"

0

2

以及

!77<自由基均具有良好的清除活性"抑制脂质过氧

化反应的发生"同时"还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对 E"+

前列环素%MPJ43CZFC-I/-"7?#

2

&等物质的分泌"具有保

护内皮细胞的功效
#2%$

( 但实验最终得到的酸肉胆酸

盐结合肽仍是一种含几个肽的混合物"仍需进一步纯

化确定其氨基酸组成及序列(

已有研究分离+纯化并鉴定了蛋白质酶解物中的

部分活性肽序列"并证实了单一活性肽也具有多重生

物活性%表 $&( T"E6"A5等
#'R$

发现苋菜蛋白经体

外胃蛋白酶+胰酶模拟消化后的 ' 条肽段均具有抗氧

化+抗炎+抑制细胞间黏附反应的多重功效( 其中"肽

<?[@7G?7V的 #\

)%

值最低"与凝集素样氧化低密度

脂蛋白受体 $%F>,3/-OF/.>Ja/I/m>I FJbOI>-4/3DF/MJMPJO

3>/- P>,>M3JP$"="̂ O$&晶体结构的相互作用更好"对

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抑制效果也最好( 但是 ' 种多肽

联合应用的效果并不优于单独应用"这也提示了活性

肽的生物活性优于肽组分( 类似的")%

"

Z*L=的

?@nnnn7?T+ )%

"

Z*L=的 AA??@?[[[@n?+ 2)

"

Z*L=的 [@[@T也被证实具有抑制细胞凋亡+抗氧

化和保护内皮细胞的功效"从而表现出预防 5[ 的潜

力( 它们的物质的量浓度相似"这可能解释了它们具

有相似的活性
#'$"'1$

(

表 =?活性肽基于细胞模型的多重抑制作用

"&)*%=?J-*+(3*%(01()(+(/0/4)(/&5+(K%3%3+(.%')&'%./05%**2/.%*

蛋白质酶解物来源
活性肽

氨基酸序列
细胞模型 剂量*生物活性 生物标志物变化

参考文献

%年份&

胃蛋白酶和胰酶酶

解制备的苋菜蛋白

酶解物

V7VA7<VA6+

V!?7G7]7]A[<+

<?[@7G?7V

6<7O$

$%"2%")%

"

LJF*='抗氧

化+抗炎+抑制黏附反应

="̂ O$+#\5TO$+TT7O(+T\7O$+

#=O$

'

及 #=O: 水平降低
#'R$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

酶酶解制备的水稻

'

O球蛋白酶解物

?@nnnn7?T <Wl@\

)%

"

Z*L='抗氧化+

保护内皮细胞

T\7O$+ #\5TO$+ l\5TO$+ E"+

/E"[+T!5和 V"[ 水平降低'

?[<O7a和 ["!水平升高

#'1$

直接购买的硫氧还

蛋白拟肽
\7\

\)R_F*: 小鼠

腹腔巨噬细胞

$%

"

LJF*='抗氧化+

抗炎

V"[ 及胞外 <

2

"

2

水平降低'

T\7O$+#=O$

%

+#=O: 和 6EGO

'

水

平降低

#'%$

油菜籽蛋白酶解物 ]!<<57n=V <Wl@\

%&2 LLJF*='抑制细胞

凋亡+抗氧化

_Ca和 ,C4MC4>O' 的表达下调'

_,FO2 表达上调
#'($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

酶酶解制备的水稻

'

O球蛋白酶解物

A?@?[[@@? <Wl@\

)%

"

Z*L='抑制细胞

凋亡+抗氧化+保护

内皮细胞

l\5TO$+ T\7O$+ V"[ 及 T!5

水平降低'?[<O7a+["!及 \56

水平升高

#'$$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

酶酶解制备的水稻

'

O球蛋白酶解物

[@[@T <Wl@\

2)

"

Z*L='抑制细胞

凋亡+抗氧化+保护

内皮细胞

l\5TO$+ T\7O$+ V"[ 及 T!5

水平降低'?[<O7a+["!及 \56

水平升高

#'$$

碱性和中性蛋白酶

酶解制备的玉米蛋

白水解物

77A=[7+ ##??5=+

G=77l6[T?

@5&KD(2:

9 LLJF*='抗氧化+

抗炎+保护内皮细胞

["!+ 6EGO

'

+ #\5TO$+ l\5TO$

水平降低
#$1$

SS纵览已有研究"大部分蛋白质酶解物成分不明

确+分子量较大"它们在体内具有不稳定性或半衰

期较短"生物利用率及能否以完整形式吸收仍然未

知"是否在吸收过程经肽酶等水解释放了活性更高

的物质也待证实( 针对已明确活性成分的蛋白质

酶解物"其活性肽在细胞中发挥作用的靶点和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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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也需要深入研究( 同时"具有降胆固醇+

抗氧化+防止内皮细胞损伤+抗炎或抑制 [T\增殖

作用的蛋白质酶解物"表现出了预防 5[ 的潜力"但

其对 5[ 的有效抑制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的体内研究

来阐明(

'S基于动物模型的功效评价

除临床试验外"动物模型是用来评价蛋白质酶解

物体内功效最直观的手段( 已有许多研究在前期细

胞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动物模型评价验证了蛋白质酶

解物表现出的预防 5[ 的能力( 如 ]5E?等
#22$

发现

购得的水蛭酶解物在体外具有保护内皮细胞的生物

活性"也可以减少 5MJ@

0*0

小鼠的 5[ 斑块"综合细

胞和动物模型"验证了该水蛭酶解物具有抑制 5[ 的

功效( 65E?等
#9%$

前期研究发现胶原酶型蛋白酶消

化猪皮肤 #型胶原得到的胶原三肽 %,JFFCZ>- 3P/M>MO

3/I>"\3M&片段通过下调 7\E5表达"抑制了体外培养

的人主动脉 [T\4的增殖和迁移"且减少 \3M 组 5[

病变中 <<G') 阳性 [T\4的数量"可能对 5[ 具有调

节作用( 进一步验证表明"\3M 可显著降低高胆固醇

血症家兔的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和血清 6\水

平"进而抑制炎症过程"包括抑制巨噬细胞和 [T\4

的增殖"减少 V"[ 诱导的氧化应激"可稳定 5[ 斑

块
#9$$

( =B-C4/- 也 被 证 实 在 高 脂 饲 料 喂 养 的

5MJ@

0*0

小鼠中可以有效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

化损伤"抑制 5[ 斑块的发展
#$:$

( 可以看出"蛋白质

酶解物在动物体内的功效更倾向于对 5[ 的多重抑

制作用"而不仅局限于其在细胞模型中表现出的单一

抑制作用(

动物模型的功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模型的疾病

表型及生物标志物变化( 动脉粥样硬化指数%C3K>PJO

Z>-/,/-I>a"5#&由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K/ZK I>-4/3DF/M3>/- ,KJF>43>PJF" <!=O\&计算得来"5#

h#%6\O<!=O\& *<!=O\$是国际公认的动脉粥样硬

化指标"它的正常数值 j9"数值越小动脉硬化的程度

就越轻"引发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性就越低'如果 5#

#

9 就说明已经发生了动脉硬化"数值越大动脉硬化的

程度就越重"发生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性就越高
#92$

(

许多研究通过动物模型的 5#值来判断模型是否产生

5[ 病变及蛋白质酶解物在体内的抗 5[ 作用效果"

作为 5[ 早期预防的参考( 另外"实验动物主动脉内

出现明显的斑块也可作为判断 5[ 建模成功的重要

病理表型"通过蛋白质酶解物作用前后斑块面积大小

的改变来初步评价其作用效果( 由于 5[ 复杂+多因

素的形成过程"脂质积累+细胞间黏附+炎症+氧化应

激+血管内皮保护等因素也形成了一系列生物标志

物"如 6\+l\5TO$+#=O:+T!5+/E"[ 等"对蛋白质酶

解物预防 5[ 功效评价"即通过生物标志物的上调或

下调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良好效果"这也与基于细胞模

型的研究相符(

近年来"在实验动物的选择方面"[!大鼠+]/43CP

大鼠及 \)R_=*: 5MJ@

0*0

小鼠最为常用( 随着 5[

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5[ 动物模型的构建也已从单

纯高脂饲料喂养法发展为混合饲料喂养法+炎症免疫

法+内皮损伤法+血液流变学法及基因工程法等多种

造模方法( 高脂饲料喂养法及基因工程法具备造模

时间短+造模简单的优点"成为建立高效+简便+理想

的 5[ 动物模型常用方法
#9'$

(

A>=?基于高脂饲料喂养法建立的 !8动物模型

脂质沉积是 5[ 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高脂状态

的建立是复制 5[ 模型的基础( 表 2 汇总了近年来

多种蛋白质酶解物在高脂饲料法建立的 5[ 动物模

型体内的预防 5[ 功效的研究( 其中"燕麦多肽展示

出较优的抑制 5[ 功效
#99$

( 还有研究通过设置阳性

药物对照组"发现了效果与一定剂量药物相当的蛋白

质酶解物( 如龚吉军等
#92$

发现油茶粕多肽高剂量组

%$ %%% LZ*.Z_]&和降脂药物组%辛伐他汀片 %&'%

LZ*.Z_]&的 5#值没有显著差异']5E?等
#22$

发现

高剂量水蛭酶解物 #%&) Z*% .Z-Z&$可以显著减少

(&2(X的 5[ 斑块面积"这与阳性对照辛伐他汀组

#$% LZ*% .Z-Z&$减少 $$&:X的效果相近( 但是在

5[ 动物实验方面"目前关于蛋白质酶解物与预防类

药物的功效多集中于降血脂药物"未来仍需进一步

探究其与其他预防类药物效果的异同"如抗血栓药

物阿司匹林等( 同时"还需要根据蛋白质酶解物在

实际应用时人体服用的剂量来合理优化实验动物

的灌胃剂量(

另外"有研究证实了蛋白质酶解物预防 5[ 的功

效可能优于蛋白质本身( 如油茶粕蛋白也具有一定

的降 5#效果"虽然效果不如油茶粕多肽高剂量组"但

与中剂量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
#92$

'类似的"6"E?等

发现水稻
'

O球蛋白经消化吸收后的功能性肽片段功

效优于相同剂量的水稻
'

O球蛋白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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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蛋白质酶解物基于动物模型$高脂饲料喂养法%的预防 !8功效评价

"&)*%@?UK&*-&+(/0/4+1%%44(5&5, /436/+%(01,.6/*,'&+%'/036%K%0+(/0/4!8)&'%./0&0(2&*2/.%*$1(E14&+4%%.2%+1/.%

蛋白质酶解物 动物模型 疾病表型 功效评价 参考文献

碱性蛋白酶酶解制

备的油茶粕多肽

雌性 [!大鼠%$9)&:9 e1&R2&Z"高脂饮食 '% I 建立高血

脂模型后"2)%+)%%+$ %%% LZ*.Z_]连续灌胃 '% I( 阳性

对照组灌胃降脂药物辛伐他汀片 %&'% LZ*.Z_]

5#降低
在 2)% U$ %%% LZ*.Z_] 剂量下"6\

与 6?水平降低"<!=O\水平升高
#92$

木瓜蛋白酶酶

解制备的海蜇

胶原蛋白肽

雌雄各半 6\V小鼠"高脂饮食"$%+)%+$%% LZ*.Z

连续灌胃 : b"阳性对照组灌胃螺旋藻 1%% LZ*% .Z-I& "

灌胃量为 $% L=*% .Z-I&

5#降低

在 $% U$%% LZ*.Z_]剂量下"6\+6?+

T!5水平降低'<!=O\*6\升高'肝组

织 ["!+?[<O7a水平升高

#9:$

购得的大豆肽

雄性 ]/43CP大鼠%2%% e$%&Z"高脂饮食"低+中+高剂量

组配方饲料是在高脂饲料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质量分数

2&%2)X+9&%)%X+$2&$)X的大豆肽"连续饲喂 9% I

主动脉斑块

面积减少

6\+6?+5MJ_+JaO=!=+血栓素 52+

内皮素O$ 水平降低'脂酶+载脂蛋

白 5

)

+7?#

2

+E"水平升高'粪胆

汁酸的排泄增加

#9R$

苦瓜多肽溶液

T\7'O2 组分

雌性 [!大鼠%2'% e$%&Z"高脂饮食 1 周建立高血脂模

型后")%+$%%+2%% LZ*.Z_]连续灌胃 9 周( 阳性对照组

每天按 $% LZ*.Z_]的剂量给予辛伐他汀

5#降低
在 $%% LZ*.Z_] 的最佳剂量下"6?+

=!=O\水平降低"<!=O\水平升高
#91$

胶原酶型蛋白酶

酶解制备的猪皮

胶原酶解物

' 月龄雄性 d<\家兔"$%% LZ*L=%蒸馏水&的

剂量灌胃 ' 个月

主动脉斑块

面积减少

6\+!E5的氧化损伤及 7\E5的表达

水平均降低(

#9$$

碱性蛋白酶酶解

制备的燕麦多肽

雄性 [!大鼠%$2% e2%&Z"高脂乳剂灌胃 :% I 建立高

血脂模型")%+$%% LZ*.Z_]连续灌胃 '% I"阳性对

照组每天 ' LZ*.Z_]的剂量给予辛伐他汀

5#降低

在 )% U$%% LZ*.Z_]剂量下"=!=O\+

内皮素 $+#=O:+6EGO

'

水平降低'<!=O

\+E"+/E"[ 水平升高

#99$

A>@?基于基因工程法建立的 !8动物模型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成熟"有研究者
#9($

用基因改

良的小鼠分别对炎症+高血压+蛋白酶+细胞外基质+

糖代谢及免疫系统等相关的基因进行敲除或者过度

表达"如以 5MJ@

0*0

小鼠+=!=V

0*0

小鼠+T\7#O$

0*0

小鼠作为动物对象"结合高脂饮食加快建模( 已有研

究明确了蛋白质酶解物中的活性成分"通过给予

5MJ@

0*0

小鼠合成的活性肽"探究了活性肽在体内预

防 5[ 的功效%表 '&( 研究发现"活性肽也可以从抗

炎+降血脂+保护内皮细胞+抗氧化等多个靶点发挥作

用"从而抑制 5MJ@

0*0

小鼠的 5[ 病变( 虽然如前文

所述"有研究显示纯肽的功效优于蛋白质酶解物组

分"但是 E5d5TWV5等
#)%$

分别灌胃给予 5MJ@

0*0

小鼠含有 l77和 #77的发酵乳+含有 l77和 #77的

酪蛋白水解产物+合成的 l77和 #77"结果发现"9 组

小鼠主动脉斑块面积的减少程度相差不大"而低剂量

的合成的 l77+#77组甚至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显著

性差异
#)%$

( 这可能是由于发酵乳和酪蛋白水解物中

含有多种多肽和氨基酸"包括了其他未知活性成分(

另外"考虑到合成的活性肽是非天然产物"需以药物

的标准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价"在实际应用中仍提倡以

蛋白质酶解物作为膳食补充剂(

表 A?纯肽基于动物模型$基因工程法%的预防 !8功效评价

"&)*%A?UK&*-&+(/0/4+1%%44(5&5, /43-6%3%3+(.%/036%K%0+(/0/4!8)&'%./0&0(2&*2/.%*$E%0%+(5%0E(0%%6(0E 2%+1/.%

纯肽%来源& 动物模型
功效评价

疾病表型 生物标志物
参考文献

l77+#77%牛奶

酪蛋白&

) 周龄雄性 5MJ@

0*0小鼠"高胆固醇饮食"

$2&)+$2)&9

"

LJF*.Z_]连续灌胃 '$ b"

阳性对照组为依那普利%$&2

"

LJF*.Z_]&

和卡托普利%2'&%

"

LJF*.Z_]&

主动脉斑块

面积减少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活性降低'与免疫反应

和白细胞激活相关的基因表达下调'E"水

平升高'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相关基因

如 5!#7"n+5!#7"V2+[=\259 等均上调

#)%$

?@nnnn7?T

%水稻
'

O球蛋白&

雄性仓鼠%$%% e'&Z"高胆固醇饮食"

$%% LZ*.Z_]连续灌胃 '% I

5#降低 6\+=!=O\水平降低 #'1$

\7\%硫氧

还蛋白&

: 周龄雌性 5MJ@

0*0小鼠"高脂饮食"

$%

"

Z*Z-Hb连续腹腔注射 $% 周

主动脉斑块

面积减少

#=O''+6EGO

'

和氧化标志物的水平降低'血

浆抗炎蛋白%脂联素+#=O$%&的水平升高'

5[ 病变区 T$*T2 巨噬细胞的比例降低

#'%$

A?@?[[@@?+

[@[@T%水稻

'

O球蛋白&

9 周龄雄性 5MJ@

0*0小鼠"高脂饮食"

$%% LZ*.Z_]连续灌胃 R 周

主动脉斑块

面积减少

血清 l\5TO$+T\7O$ 及 T!5水平降低'

血清 ?[<O7a+["!及 \56水平升高
#'$$

SS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的 5[ 模型具有不同的 生物学特性"应根据具体的实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实验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动物及造模方法( 如 6"E?等
#9)$

发现水稻
'

O球蛋白

%$%% LZ*.Z_]&可促进高胆固醇饮食喂养的 [!大鼠

粪便中中性固醇的排泄"表明水稻
'

O球蛋白通过抑制

胆固醇在肠道中的吸收来降低大鼠的血清胆固醇浓

度( 然而"以同样剂量灌胃雄性 5MJ@

0*0

小鼠时"水稻

'

O球蛋白虽然显著减少了 5[ 斑块区域"但不能显著降

低血液胆固醇浓度"推测 5MJ@参与了水稻
'

O球蛋白

的降胆固醇过程( 因此"6"E?等
#'$$

在进一步实验中

发现水稻
'

O球蛋白抑制 5MJ@

0*0

小鼠 5[ 病变是通过

抗氧化+抗炎途径"并非是调节了胆固醇代谢(

综上"由蛋白质酶解物基于动物模型预防 5[ 的

功效评价可知"蛋白质酶解物具有调节血清胆固醇浓

度+改善氧化应激+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和相关

蛋白的表达+改善 E"系统相关的内皮功能障碍及调

节免疫等多种功能"可作用于多靶点以发挥其复杂多

效的预防 5[ 作用"同时营养+安全无毒副作用"有开

发为预防 5[ 的功能性食品的潜力( 然而"蛋白质酶

解物在人体内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功效等方面与

细胞+动物模型仍有较大差异"因此"在蛋白质酶解物

实际应用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人体实验(

9S结语及展望

5[ 所致心脑血管疾病在人类死亡总数所占比例

逐渐增大"其防治方法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目

前"科学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证实了蛋白质酶解物抑制 5[ 病变的有益作用"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蛋白质酶解物在降脂+

抗炎+抗氧化+降血压+降血糖等单一方向"而以 5[

动物模型为基础"探究蛋白质酶解物多重预防作用的

研究仍然较少( %2&虽然蛋白质酶解物从细胞到动

物实验均表现出良好的预防 5[ 潜力"并且涉及多个

机制"可针对 5[ 的不同病理环节同时发挥作用"但

目前对活性肽准确的作用靶点及可能具有的多靶向

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 %'&目前"关于活性肽在

巨噬细胞等 5[ 相关细胞中发挥作用的下游 T57d

及 EGO

(

_信号通路的研究较成熟"而其上游作用靶

点及完整的信号传导仍需深入探究( %9&随着 5[ 发

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关表观遗传修饰如 !E5甲基

化+组蛋白修饰以及 L/VE5等可作为生物标志物"

以更加全面的评价蛋白质酶解物及活性肽是否具有

抗 5[ 功效"为 5[ 的预防提供新的策略和靶点( %)&

许多研究并未分离+纯化并鉴定具有预防 5[ 功效活

性肽的氨基酸序列"且相关活性肽的结构特征和构效

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为 5[ 预防食品或

辅助药物的开发应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目

前"在具有预防 5[ 功效的蛋白质酶解物开发成商业

产品前"还需较长时间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以保

证其安全有效性( 同时"此类蛋白质酶解物的市场需

求及产业化研究也有待进行"为其常态化生产提供基

础( 对蛋白质酶解物的深入研究"将有益于蛋白质酶

解物类膳食补充剂应用于 5[ 的一级或二级预防中"

促进人类健康(

参 考 文 献

#$$S_@E85T#E@8"_=5<5T8"\<#Wl@[ @">3CF&<>CP3I/4>C4>C-I

43PJ.>43C3/43/,4,2%$R BMIC3>!CP>MJP3NPJL3K>5L>P/,C- <>CP354O

4J,/C3/J-#8$&\/P,BFC3/J-"2%$R"$')%$%& !$9: 0:%'&

#2$S胡盛寿"高润霖"刘力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1 *概要

#8$&中国循环杂志"2%$("'9%'& !2%( 022%&

#'$S[5=6@VV\"G"d57"!5l#@[ 6[">3CF&6K>PJF>JNL/3JZ>-OC,3/O

C̀3>I MPJ3>/- ./-C4>4C-I 43>PJFP>,>M3JP,JC,3/̀C3JPO$ /- 6?GO

%

OP>ZO

BFC3>I >aMP>44/J- JNZ>->4/LMF/,C3>I /- LC,PJMKCZ>,KJF>43>PJFBMO

3C.>#8$&[,/>-3/N/,V>MJP34"2%$:":!'9 ':1&

#9$S]5E?\" ]5E? <" ;<5" ;8" >3CF&40$%-(-((7)"(%$%&"(6%(%

5[$1) C33>-BC3>4>CPFDC3K>PJ4,F>PJ4/4I>̀>FJML>-33KPJBZK /-K/H/O

3/J- JNF/M/I P>ZBFC3/J- C-I /-NFCLLC3/J- /- PC34#8$&8JBP-CFJNGB-,O

3/J-CFGJJI4"2%$(":%!$%' 929&

#)$SV5TdWT5V["V5?<WE56<5"V5?<WE56<[&[3C3/- 3K>PCMD!

V>̀/>bJN4CN>3DC-I MJ3>-3/CF4/I>>NN>,34#8$&5,3C\CPI/JFJZ/,C

[/-/,C"2%$:"'2%:& !:'$ 0:'(&

#:$ST\E@#=88"V"VA]"]""![ V=">3CF&@NN>,3JNC4M/P/- J- ,CPO

I/J̀C4,BFCP>̀>-34C-I HF>>I/-Z/- 3K>K>CF3KD>FI>PFD#8$&E>b@-ZO

FC-I 8JBP-CFJNT>I/,/->"2%$1"'R(%$:& !$ )%( 0$ )$1&

#R$S刘新&抗菌肽对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JaO=!=&诱导的小鼠巨噬

细胞泡沫化的影响#!$&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

#1$S?W#6"[<#T"d5!"5"[WEA8">3CF&!/̀>P4>PJF>4JNLC,PJMKCO

Z>4/- C3K>PJ4,F>PJ4/4!GPJL /-NFCLLC3JPDH/JFJZD3JH/JLCP.>PI/4O

,J̀>PD#8$&T>I/C3JP4JN#-NFCLLC3/J-"2%$2"2%$2!$ 0$9&

#($S_W\d=@AT="V5T8#!7&6K>/-NFB>-,>JNID4NB-,3/J-CF4/Z-CO

F/-ZC-I F/M/I KJL>J43C4/4/- L>I/C3/-Z3K>/-NFCLLC3JPDP>4MJ-4>4

IBP/-ZC3K>PJ4,F>PJ4/4#8$&_/J,K/L/,C@3_/JMKD4/,C5,3CTJF>,BFCP

_C4/4JN!/4>C4>"2%$)"$1)2%R& !$ 9(1 0$ )$%&

#$%$ST5V6#E@;O[5E\<@; [ T" ?5_5=!"EO<@VE5E!@; 85"

T"E6"V"O?5V\#5[&W-PC̀>FF/-Z3K>LJF>,BFCPL>,KC-/4L4C4O

4J,/C3>I b/3K 3K>PJF>JNNJJIOI>P/̀>I H/JC,3/̀>M>M3/I>4/- MPJLJO

3/-Z,CPI/J̀C4,BFCPK>CF3K#8$&8JBP-CFJNGB-,3/J-CFGJJI4"2%2%"

:9!$%' :9)&

#$$$S刘东泽&水蛭酶解物对动脉粥样硬化中泡沫细胞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9&

#$2$S霍艳姣&酪蛋白抗氧化肽对 =!=氧化和泡沫细胞形成的抑制

作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

#$'$S8@8A"n#5E;8"=@@[ <">3CF&7BP/N/,C3/J- C-I C-3/Ja/IC-3

MPJM>P3/>4JNH/Z>D>3B-C%M+7##7)-'0)7)& ICP. LB4,F>M>M3/I>J-

NP>>PCI/,CFOL>I/C3>I Ja/IC3/̀>4D43>L4#8$&8JBP-CFJNT>I/,/-CF

GJJI"2%%1"$$%9& !:2( 0:'R&

#$9$Sd#T [ A"8@8A"d#T[ d&7BP/N/,C3/J- C-I ,KCPC,3>P/mC3/J- JNC-O

3/Ja/IC-3M>M3/I>NPJL KJ./%S-+#%7)'0&0#30,%%& NPCL>MPJ3>/- HD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ZC43PJ/-3>43/-CFI/Z>43/J- #8$&8JBP-CFJNEB3P/3/J-CF_/J,K>L/43PD"

2%%R"$1%$& !'$ 0'1&

#$)$S5<E\_"8@8A"\<"A[&5-3/Ja/IC-3C-I C-3/O/-NFCLLC3JPDM>MO

3/I>NPC,3/J- NPJL4CFLJ- HDMPJIB,3MPJ3>/- KDIPJFD4C3>4HDM>M3/,KDO

IPJFD4/4#8$&GJJI V>4>CP,K #-3>P-C3/J-CF"2%$2"9(%$&!(2 0(1&

#$:$S?W="A@7"=#<">3CF&=B-C4/- C33>-BC3>4Ja/IC-3O/-IB,>I >-IJO

3K>F/CF/-+BPDC-I /-K/H/34C3K>PJ4,F>PJ3/,MFCYB>MPJZP>44/J- /-

5MJ@O*OL/,>HDBMOP>ZBFC3/-ZK>L>JaDZ>-C4>O$ /̀C7#'d*5.3*

EPN2*5V@MC3KbCD#8$&G5[@_8JBP-CF!"NN/,/CFMBHF/,C3/J- JN3K>

G>I>PC3/J- JN5L>P/,C- [J,/>3/>4NJP@aM>P/L>-3CF_/JFJZD"2%$("

''%9& !1': 09 1)%&

#$R$S赵欣&水蛭酶解提取物对血管内皮功能紊乱保护作用的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2%$9&

#$1$S=#5E?nG"\<5=5T5W5<T"=#5"]">3CF&;>/- KDIPJFD4C3>

C-I /34M>M3/I>4>a>P3C-3/O/-NFCLLC3JPDC,3/̀/3DJ- >-IJ3K>F/CF,>FF4

HDMP>̀>-3/-Z6EGO

'

O/-IB,>I EGO

(

_ C,3/̀C3/J- # 8$&8JBP-CFJN

GB-,3/J-CFGJJI4"2%2%":9!$%' )(1&

#$($S王敏&水蛭素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内皮细胞损伤及其机

理的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9&

#2%$S李成龙&发酵酸肉降血脂肽的分离纯化+特性研究及其对血管

内皮细胞的影响#!$&重庆!西南大学"2%$:&

#2$$S\@=@VT58@V!["["V@E[@Ed@"?""\<lT">3CF&EJ-O/- C̀O

4/̀>I>3>,3/J- JN>-IJ3K>F/CFID4NB-,3/J- /- ,K/FIP>- C-I CIBF34C3P/4.

JNC3K>PJ4,F>PJ4/4#8$&=C-,>3"$((2"R"'9%%1121&!$ $$$ 0$ $$)&

#22$S]5E?A";<5" "̂]5E?A[">3CF&5- >a3PC,3NPJL L>I/,CF

F>>,K /LMPJ̀>3K>NB-,3/J- JN>-IJ3K>F/CF,>FF4%# 1%6,-C-I C33>-BO

C3>4C3K>PJ4,F>PJ4/4/- 5MJ@-BFFL/,>HDP>IB,/-ZLC,PJMKCZ>4/-

3K>F>4/J-4#8$&_/J,K>L/,CFC-I _/JMKD4/,CFV>4>CP,K \JLLB-/,CO

3/J-4"2%$9"9))%$O2& !$$( 0$2)&

#2'$S]@E;[" #̂5E?^]"8#E< "̂>3CF&\JLMJ4/3/J- C-I C-3/O/-O

NFCLLC3JPD>NN>,3JNMJFD4C,,KCP/I>4NPJL *",3"))7. +-,#0,%/-

V5]2:9&R LC,PJMKCZ>4#8$&#-3>P-C3/J-CF8JBP-CFJN_/JFJZ/,CF

TC,PJLJF>,BF>4"2%$:"11!9%' 09$'&

#29$S刘金萍"李昀"武军驻&动脉粥样硬化细胞研究模型的选择与建

立#\$&)临床心身疾病*杂志学术研讨会综合刊"2%$9O$2"郑

州!)临床心身疾病杂志*编辑部"2%$9!21&

#2)$S\<@E?T&="]5E? < \"<[W d \">3CF&5-3/O/-NFCLLC3JPD

M>M3/I>4NPJL >-mDLC3/,KDIPJFD4C3>4JN3B-C,JJ./-Z+B/,>#8$&

GJJI C-I 5ZP/,BF3BPCF#LLB-JFJZD"2%$)"2:%:& !$ 0$2&

#2:$S陈月华&大米胰酶水解肽在巨噬细胞 V5]2:9&R 中的免疫活

性研究#!$&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

#2R$Sd#TA["5<E\_"8@8A&5-3/O/-NFCLLC3JPDC,3/J- JNK/ZK LJO

F>,BFCPb>/ZK3LD3/FB4>IBF/4KDIPJFD4C3>4NPC,3/J- /- =7[O/-IB,>I

V5]2:9&R LC,PJMKCZ> /̀CEGO

(

_C-I T57dMC3KbCD4#8$&GJJI

\K>L/43PD"2%$:"2%2!( 0$9&

#21$ST@8#5@?!"!#5l7&=B-C4/- C-I FB-C4/-OF/.>M>M3/I>4/-K/H/3

/-NFCLLC3/J- 3KPJBZK 4BMMP>44/J- JNEGO

(

_MC3KbCD/- 3K>LC,PJO

MKCZ>#8$&7>M3/I>4"2%%("'%%$2& !2 '11 02 '(1&

#2($S<#V5#["<"V##["T56[W;5d#A">3CF&5-3/O/-NFCLLC3JPD>NN>,3

JNMDPJZFB3CLDFOF>B,/-> J- F/MJMJFD4C,,KCP/I>O43/LBFC3>I V5]

2:9&R LC,PJMKCZ>4#8$&=/N>[,/>-,>4"2%$9"$$R%$& !$ 0:&

#'%$S\5E@[#G"T56@"l"\"W\<#@!">3CF&53K/JP>IJa/-OL/L>3/,

M>M3/I>>a>P34MJ3>-3C-3/O/-NFCLLC3JPD"C-3/OJa/IC-3"C-I C3K>PJMPJO

3>,3/̀>>NN>,34/- 5MJ@2&d/L/,>N>I K/ZK NC3I/>3#8$&\CPI/J̀C4,BO

FCPV>4>CP,K"2%$("$$)%2& !2(2 0'%$&

#'$$S6"E?=6"8W;"]5E?=">3CF&7>M3/I>4I>P/̀>I NPJL P/,>

'

O

ZFJHBF/- P>IB,>C3K>PJ4,F>PJ4/4/- CMJF/MJMPJ3>/- @OI>N/,/>-3L/,>

HD/-K/H/3/-Z6EGO

'

O/-IB,>I C̀4,BFCP>-IJ3K>F/CF,>FF4/-+BPD#8$&

8JBP-CFJNGB-,3/J-CFGJJI4"2%$(":'!$%')12&

#'2$S8"E@[ =!"75E?="=#7"dV#[<E5E<_">3CF&_?O9"C-J̀>F

H/JC,3/̀>M>M3/I>NPJL LJLJPI/,C,KCPC-3/C"/-K/H/34F/MJMJFD4C,O

,KCP/I>O/-IB,>I /-NFCLLC3/J- /- 6<7O$ KBLC- LC,PJMKCZ>4#8$&

7KD3JL>I/,/->"2%$1"92!22: 02'2&

#''$S=#5E?A"=#En="<W5E?7">3CF&V/,>H/JC,3/̀>M>M3/I>H/-IO

/-Zb/3K 6=V9 3JJ̀>P,JL><

2

"

2

O/-IB,>I /-+BPD/- KBLC- BLH/F/O

,CF̀>/- >-IJ3K>F/CF,>FF43KPJBZK EGO

(

_4/Z-CF/-Z#8$&8JBP-CFJN

5ZP/,BF3BPCFQGJJI \K>L/43PD"2%$1"::%2& !99% 0991&

#'9$S李红梅"王显&水蛭素对体外培养的人冠状动脉平滑肌细胞和

内皮细胞生长的影响#8$&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R

%:& !R(2 0R(9'R(R&

#')$S<@=!#E\<"]@[6@VT5Vd_&T>,KC-/4LJNC,3/J- C-I %# 1%1-

PJF>JNMFC3>F>3OI>P/̀>I ZPJb3K NC,3JP#8$&7KD4/JFJZ/,CFV>̀/>b4"

$((("R(%9& !$ 21' 0$ '$:&

#':$ST5?5?"<W_[\<@VW&7PJF/N>PC3/-Z,>FF-B,F>CPC-3/Z>- %7\O

E5& !5IC-,>Pb/3K LC-DMCP3->P4#8$&8JBP-CFJN\>FF[,/>-,>"

2%%'"$$:%$)& !' %)$ 0' %:%&

#'R$ST"E6"A5V5"!@T@8#5@?&7BP>M>M3/I>4NPJL CLCPC-3K

%8.","#6+7)+/9-(+-#$,%"(7)& MPJ3>/-4/-K/H/3="̂ O$ P>,>M3JP

C-I ,>FFBFCPLCP.>P4C44J,/C3>I b/3K C3K>PJ4,F>PJ4/4I>̀>FJML>-3%#

1%6,-#8$&GJJI V>4>CP,K #-3>P-C3/J-CF"2%$)"RR!2%9 02$9&

#'1$S6"E?=6"8W;"n#W8">3CF&7>M3/I>?@nnnn7?TI>P/̀>I NPJL

P/,>

'

OZFJHBF/- P>IB,>43K>P/4. JNC3K>PJ4,F>PJ4/4/- KCL43>P4HD

/LMPJ̀/-Z C̀4,BFCP>-IJ3K>F/CF,>FF4/-+BPD# 8$&V[\5I C̀-,>4"

2%$R"R%R1& !9( $(9 09( 2%'&

#'($S ŴGV";<5E?8"]5E?;?">3CF&5H4JPM3/J- C-I L>3CHJF/4L

JNM>M3/I>]!<<57n=VI>P/̀>I NPJLPCM>4>>I MPJ3>/- C-I /-K/H/O

3/J- JN<Wl@\4CMJM3J4/4B-I>PJa/IC3/̀>43P>44#8$&8JBP-CFJN5ZO

P/,BF3BPCFC-I GJJI \K>L/43PD"2%$1"::%2%& !) $R1 0) $1(&

#9%$S65E?=<"[5d5#A"#]5#d">3CF&@NN>,3JN,JFFCZ>- 3P/M>M3/I>

JN3DM>#,JFFCZ>- J- L/ZPC3/J-"MPJF/N>PC3/J- C-I ,JFFCZ>- 4D-3K>4/4

JNKBLC- CJP3/,4LJJ3K LB4,F>,>FF4#8$&8JBP-CFJNdC-CmCbCT>IO

/,CFW-/̀>P4/3D"2%%("'9!(' 0$%%&

#9$$S65E?=<"[5d5#A"W@!5A">3CF&@NN>,34JNJPCFCIL/-/43PC3/J-

JN3P/M>M3/I>4I>P/̀>I NPJL3DM>#,JFFCZ>- %,JFFCZ>- 3P/M>M3/I>& J-

C3K>PJ4,F>PJ4/4I>̀>FJML>-3/- KDM>P,KJF>43>PJF>L/,PCHH/34# 8$&

8JBP-CFJN_/J4,/>-,>Q_/J>-Z/->>P/-Z"2%$)"$$(%)& !))1 0):'&

#92$S龚吉军"钟海雁"黄卫文"等&油茶粕多肽降血脂活性研究#8$&

食品研究与开发"2%$2"''%$%& !29 021&

#9'$S黄爱良"黄荣志"黄小倩"等&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构建的方法

与现状#8$&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2R&!9 92' 09 921&

#99$S马超月&燕麦多肽的制备及其降血脂和降血压效果研究#!$&

镇江!江苏大学"2%$1&

#9)$S6"E?=6"GW8#T"6"A"[<#T#;WE">3CF&V/,>

'

OZFJHBF/- I>O

,P>C4>44>PBL,KJF>43>PJF,J-,>-3PC3/J-4/- PC34N>I CKDM>P,KJF>43>PO

JF>L/,I/>3C-I CL>F/JPC3>4C3K>PJ4,F>PJ3/,F>4/J-4/- CMJF/MJMPJ3>/-

@OI>N/,/>-3L/,>#8$&GJJI \K>L/43PD"2%$2"$'2%$&!$(9 02%%&

#9:$S丁进锋"苏秀榕"李妍妍"等&海蜇胶原蛋白肽的降血脂及抗氧化

作用的研究#8$&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2"29%'&!':2 0':)&

#9R$S孙青&大豆肽对大鼠血脂代谢的影响及其抗动脉粥样硬化机理

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

#91$S王东红&苦瓜蛋白降脂活性成分纯化及功效评价#!$&烟台!烟

台大学"2%$9&

#9($S?"!?V@A[ ?"\56<@V#E@5V&5-/LCFLJI>F4JNC3K>PJ4,F>PJO

4/4#8$&5P3>P/J4,F>PJ4/46KPJLHJ4/4Q lC4,BFCP_/JFJZD"2%$2"'2

%$)& !$ $%9 0$ $$)&

#)%$SE5d5TWV56"<#V"656"T#;W[<#T5d">3CF&T/F.OI>P/̀>I

M>M3/I>4"lCFO7PJO7PJC-I #F>O7PJO7PJ"C33>-BC3>C3K>PJ4,F>PJ4/4I>O

>̀FJML>-3/- CMJF/MJMPJ3>/- @OI>N/,/>-3L/,>!5MP>F/L/-CPD43BID

#8$&8JBP-CFJNT>I/,/-CFGJJI"2%$'"$:%)& !'(: 09%'&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 0$1%2*34&%29)9%

引用格式!杨贤庆"刘晶"胡晓"等&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研究进展#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2 02R$&A5E? /̂C-Y/-Z"

=#W8/-Z" <W /̂CJ" >3CF&V>4>CP,K MPJZP>44J- C-3/3BLJPC,3/̀>M>M3/I>4I>P/̀>I NPJL4>Cb>>I#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2:2 02R$&

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研究进展

杨贤庆$

"

!刘晶$!2

!胡晓$

!陈胜军$

!吴燕燕$

!李来好$

!戚勃$

!邓建朝$

!杨莉莉'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国家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农业农村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2%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学院"上海"2%$'%:& '%广东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化州")2)$%%&

摘S要S肿瘤是人类健康安全的严重威胁!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攀升" 近年来!天然海藻成为获取高效#低毒副

作用的生物活性肽的海洋生物来源之一!海藻源活性肽的抗肿瘤活性逐渐为研究人员所关注" 文中综述了海藻

活性肽的常见种类和常用制备方法!同时对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活性评价方法和作用机制加以阐述!期望为抗

肿瘤天然药物和食品的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S海藻)抗肿瘤活性肽)活性评价)作用机制

9%'%&65136/E6%''/0&0+(+-2/6&5+(K%3%3+(.%'.%6(K%.46/2 '%&<%%.

A5E? /̂C-Y/-Z

$

"

"=#W8/-Z

$"2

"<W /̂CJ

$

"\<@E[K>-Z+B-

$

"]WAC-DC-

$

"

=#=C/KCJ

$

"n#_J

$

"!@E?8/C-,KCJ

$

"A5E?=/F/

'

$%d>D=CHJPC3JPDJN5YBC3/,7PJIB,37PJ,>44/-Z"T/-/43PDJN5ZP/,BF3BP>C-I VBPCF5NNC/P4'EC3/J-CFV>4>CP,K C-I !>̀>FJML>-3

\>-3>PNJP5YBC3/,7PJIB,37PJ,>44/-Z' [JB3K \K/-C[>CG/4K>P/>4V>4>CP,K #-43/3B3>"\K/->4>5,CI>LDJNG/4K>PD

[,/>-,>4"?BC-ZmKJB )$%'%%"\K/-C&2%\JFF>Z>JNGJJI [,/>-,>C-I 6>,K-JFJZD"[KC-ZKC/",>C- W-/̀>P4/3D"

[KC-ZKC/2%$'%:"\K/-C&'%?BC-ZIJ-Z_C/b>/_/JTC3>P/CF\J&"=3I"<BCmKJB )2)$%%"\K/-C&

!78"9!:"STCF/Z-C-33BLJP/4C4>P/JB43KP>C33JKBLC- K>CF3K&#34/-,/I>-,>PC3>C-I LJP3CF/3D

PC3>CP>CF4J/-,P>C4>I D>CPHDD>CP&#- P>,>-3D>CP4" -C3BPCF4>Cb>>I4KC̀>H>>- B4>I 3JJH3C/- H/JC,O

3/̀>M>M3/I>4bK/,K b/3K K/ZK >NN/,/>-,DC-I FJb3Ja/,/3D&6K>P>NJP>" 3K>C-3/3BLJPC,3/̀/3DJNH/JC,3/̀>

M>M3/I>4I>P/̀>I NPJL 4>Cb>>I4KC4ZPCIBCFFDC33PC,3>I 3K>C33>-3/J- JNP>4>CP,K>P4&6K/4MCM>PP>O

/̀>b>I 3K>,JLLJ- ./-I4C-I MP>MCPC3/J- L>3KJI4JN4>Cb>>I H/JC,3/̀>M>M3/I>4&T>C-bK/F>" 3K>

>̀CFBC3/J- L>3KJI4C-I L>,KC-/4LJN4>Cb>>I C-3/3BLJPC,3/̀>M>M3/I>4b>P>CF4JH>>- I>4,P/H>I" 4J

C43JMPJ̀/I>P>N>P>-,>NJP3K>I>̀>FJML>-3JNC-3/3BLJP-C3BPCFIPBZ4C-I NJJI4&

;%, </6.'S4>Cb>>I' C-3/3BLJPC,3/̀>M>M3/I>4' C,3/̀/3D>̀CFBC3/J-' L>,KC-/4L

第一作者!学士"二级研究员%通讯作者"@OLC/F!DaYZIc$:'&,JL&

SS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5V[O)%&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d8$)$& '农业

农村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EA8?2%$R%:&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推广&项目%2%$R5%%%$& '国家水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专项%?8G72%$1%%(%9&

收稿日期!2%2%O%)O2)"改回日期!2%2%O%:O$R

SS在肿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

科的不断发展与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已经在

肿瘤的治疗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恶性肿瘤治疗方法

一般是依据患者的肿瘤阶段分别采用手术+放射线+

免疫和化学疗法等
#$$

来进行"但是这些治疗手段对

人体仍然会造成一定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对中晚期患

者所采取的放化疗法在将患者体内的恶性肿瘤细胞

杀死的同时"对正常细胞也会有不可逆转的损伤"另

外还伴随着人体不良反应( 长期使用也会让癌细胞

产生多重耐药性"使药物利用度降低
#2$

( 据资料统

计"估计 2%$1 年我国新增恶性肿瘤发病人数占据全

球的 $*) 以上"死亡人数占据全球 $*9 以上
#'$

( 恶性

肿瘤已经成为人类健康安全的严重威胁"也给社会经

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天然来源的低毒甚至无毒+

高利用率的治疗肿瘤药物或辅助食品已成为药品行

业和食品工业的研究热点(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海藻源活性肽是存在于海藻体内"经由直接提取

法%物理提取和化学试剂提取&+蛋白酶酶解法+微生

物发酵法或者通过化学合成法获取的介于蛋白质和

氨基酸之间的生物活性肽"具有维持人体健康的生理

调节功能
#9$

( 我国海域辽阔"海藻资源极其丰富"微

藻和浮游海藻因其独有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结构成为

海藻活性肽中被关注颇多的种类
#)$

"研究人员对大

型藻类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 海藻中存在的活性肽

具有抗肿瘤增殖+破坏微丝网络+清除自由基等功能

活性"对肿瘤细胞毒性较高但对正常细胞低毒 %无

毒&"表明海藻不仅丰富了生物活性肽的来源而且具

有用于恶性肿瘤化疗的潜力( 本文依据近 '% 年国内

外相关文献"按照结构特征论述了海藻源活性肽的种

类"并且重点总结海藻活性肽的基本制备方法+海藻

抗肿瘤活性肽的活性评价方法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抗

肿瘤药物和食品开发提供帮助(

$S海藻活性肽的种类

海藻活性肽的分类多种多样"以海藻的大小可以

分为微藻活性肽和大型藻海活性肽'以海藻的种类可

以分为红藻活性肽+褐藻活性肽和绿藻活性肽'以活

性肽的功能分类更广"有海藻抗氧化肽+抗癌肽+抗菌

肽等等( 生物活性肽的氨基酸组成+序列+长度+总电

荷以及疏水性等结构特征均会对其活性产生影

响
#:$

( 本文按海藻活性肽的结构特征将其分为环

肽+脂肽和线性肽(

=>=?环肽

环肽%,D,F/,M>M3/I>4&是海藻肽中最常见的一类

肽"是指一类由
'

O氨基酸和一些不常见的非蛋白氨

基酸以肽键形成的环状天然小分子化合物
#R$

( 藻类

环肽通常比动物环肽要大"从软体动物中获得的环肽

.CKCFCF/I 5U@比同一家族的从羽藻中获取的 .CKCO

FCF/I G要小得多( .CKCFCF/I G的分子式为 \

R)

<

$2:

E

$9

"

$R

"氨基酸序列为#POCJ#F>O6KPOlCFO2O!KHODO7K>OlCFO

POCJ#F>ODO"P-ODO7PJOlCFOlCFO6KPOlCFO)OT><>a$"具有

6KPO#F>O"P-O7PJOlCFOlCFO6KPOlCF和 )OT_残基形成的

侧链和 7K>OlCFO#F>O6KPOlCF和 !<5_的循环区的结

构"对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细胞株具有强烈的毒性作用

%#\

)%

的范围从 %&%R U%&21

"

LJF*=&"而且 dG细胞

毒性与多药耐药 T!V$ 和酪氨酸激酶 <@V2*E@W的

表达水平无关"仅与抗凋亡 _\=O2 蛋白的表达水平

有关
#1$

( 从蓝绿藻中发现具有溶细胞+细胞毒和神

经毒等活性作用的环肽 KJPLJ3KCL-/- 5"氨基酸序列

为 #PO7K>OPO=>BODO#F>OPOCFFJO#F>ODO=>BO?FDOPO_CJCODO

<4>PO!KKCODO<D7PJODO<4>P$

#($

( 从鞘丝藻中分离出

的 2 种环肽 b>bC.M>M3/- 5和 _"研究发现此肽对

E\#O<9:% 人肺肿瘤和神经 25小鼠神经母细胞瘤细

胞系细胞毒性较大%#\

)%

约为 %&9

"

LJF*=&

#$%$

"其氨

基酸序列分别为 T>5FCOT>lCFOT>lCFO</̀CO7PJO7PJO

lCFO!KJDCO#F>的异构体"结构式见图 $(

CO.CKCFCF/I G

#1$

'HOKJPLJ3KCL-/- 5

#($

',Ob>bC.M>M3/- 5和 _

#$%$

图 $S海藻环肽结构式

G/Z&$S[3PB,3BP>JN4>Cb>>I ,D,F/,M>M3/I>4

=>@?脂肽

脂肽%F/MJM>M3/I/,&是一类由亲油的脂肪烃链和亲

水的肽链两部分组成的具有两亲结构的化合物"由于

其特殊的化学组成和两亲结构"使得脂肽具有抗菌活

性外还具有多种特性
#$$$

( 从哈沙藻属蓝藻内得到具

有抗真菌活性的脂肽 KC44CFF/I/- 5"分子式为\

:2

<

((

E

$$

"

29

"氨基酸组成包括 PO6DP"PO6KP"DO6KP"POCFFJO6KP"

GOT>6KP" PO?FB" DO?FB" ?FD和 脱 氢 氨 基 丁 酸

%!KH&

#($

( +CLC/,CL/I>45U\是从海洋蓝藻中分离出

的 ' 种具有抗肿瘤活性的高功能化脂肽"含有炔基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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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氯乙烯+甲氧基烯酮体系和吡咯烷酮环"分子式

分别为\

2R

<

'R

E

2

"

9

\F_P+\

2R

<

'R

"

9

E

2

\F+\

2R

<

'(

"

9

E

2

\F(

+CLC/,CL/I>45U\对 <O9:% 人肺和神经O25小鼠神经

母细胞瘤细胞株均表现出细胞毒性( 这 ' 种脂肽对

两个细胞系的 #\

)%

均约为 $)

"

LJF*=( 而且这 ' 种肽

在 )

"

LJF*=时都表现出钠通道阻断活性"对正

常细胞产生的毒性效应较小"仅仅只有蛤蚌毒素在

%&$)

"

LJF*=时反应的一半
#$2$

( 从颤藻中新分离出

2 种均对 <6O2( 和 T!5OT_O9') 癌细胞株有抗增殖

作用的环脂肽 3P/,KJPLCL/I>4\%#\

)%

为 $&R 和 $&%

"

LJF*=&和 !%#\

)%

为 $$&) 和 $$&R

"

LJF*=&

#$'$

"3P/O

,KJPLCL/I>4\是一种环十一肽"3P/,KJPLCL/I>4!是

一种环十二肽"两者均含有亲脂
%

O氨基癸酸残基"结

构式见图 2(

COKC44CFF/I/- 5

#($

'HO+CLC/,CL/I>45U\

#$2$

',O3P/,KJPLCL/I>4\'IO3P/,KJPLCL/I>4!

#$'$

图 2S海藻脂肽结构式

G/Z&2S[3PB,3BP>JN4>Cb>>I F/MJM>M3/I/,

=>A?线性肽

线性肽%F/->CPM>M3/I>4&是指由氨基酸经脱水缩

合形成的线性结构的化合物( 一般来说环肽比线性

肽稳定性高"也具有更好的生物活性( 从爱森藻中获

得具有抗病毒和抗过敏活性的爱森藻肽"结构为 DO

吡咯啶酮ODO丙氨酸的线性肽
#$9$

( 另外从鹿角菜中提

取出结构为 DO吡咯烷酮基O

'

ODO谷酰胺基ODO谷酰胺的

鹿角菜肽
#$)$

( =Wd@等
#$:$

对巨大鞘丝藻进行分级提

取发现线性肽 I>4L>3KJaDLC+B4,BFCL/I>\%!TT\&"

含有氨基酸 5FC+GOT>lCF+GOT>7K>+GOT>#F>+?FD%2&

以及残基 VO羟基酸 2O羟基O'O甲基戊酸盐%<LMC&+

%

O

氨基酸 'O氨基O2O甲基戊酸盐%TCM&和 9O氨基O2"2O二

甲基O'O氧代戊酸%!LJM&"并且证实此肽使细胞微丝

网络破坏从而对 <\6O$$: 人结肠癌细胞系具有有效

和选择性的抗实体肿瘤活性 %#\

)%

h2% -LJF*=&"结

构式见图 '(

CO爱森藻肽 #$9$

'HO鹿角菜肽 #$)$

',O!TT\

#$:$

图 'S海藻线性肽结构式

G/Z&'S[3PB,3BP>JN4>Cb>>I F/->CPM>M3/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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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海藻活性肽的制备

生物活性肽以其优越的生物功能特性赢得国内

外专家学者广泛的研究( 寻求高提取率同时不破坏

活性肽活性的制备方法是进行活性肽研究的重要方

面( 目前关于海藻活性肽制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 9

种!直接提取法"酶解法+微生物发酵法和人工合成

法( 海藻活性肽的制备流程见图 9(

图 9S海藻活性肽的制备流程

G/Z&9S7P>MCPC3/J- MPJ,>44JN4>Cb>>I C,3/̀>M>M3/I>

@>=?直接提取法

直接提取法包括物理提取和化学提取( 物理提

取是在绿色环保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处理方法"

在不使用化学试剂的条件下"直接将细胞破坏提取出

细胞内的肽( 低温超高压连续流法是物理提取的主

要方法"该法可使藻细胞的细胞壁和细胞膜全部裂

解"获取活性物质并保持肽的生物活性( 另外反复冻

融法与超声破坏结合也成为制备海藻活性肽的主要

物理处理方法之一(

化学提取即使用化学试剂 %强酸强碱+甲醇+乙

醇+卤代烃等&提取后经分离纯化直接得到海藻活性

肽( 大多数微藻均用此法提取( T5Vd等
#$R$

采用乙

醇提取后"肽混合物经二氧化硅快速柱色谱洗脱"\

$1

固相萃取柱和反相高效液相柱分离得到环肽 .CKCO

FCF/I G( <5E等
#$%$

用 K%\<

2

\F

2

&iK%甲醇& %2i$&反

复提取鞘丝藻"得到的粗提液用硅胶真空液相色谱法

分离"并且从 $%X己烷到 $%%X甲醇的乙酸乙酯逐步

增加溶剂梯度制备出环肽 b>bC.CL/I>5和 ZB/->CLO

/I>?( 除了以上直接将有机试剂作用在海藻原料上

的方法外"还可作用在海藻原料提取或纯化后的蛋白

上"通过化学试剂破坏蛋白质的肽键和空间结构"得

到小分子活性肽(

直接提取法一般用于实验室提取活性肽的实现"

但是物理提取对设备的要求高和化学提取提取率较

低"多种副产物生成"而且化学试剂的使用不当也会

改变产物结构和活性( 这些缺陷导致直接提取法难

以适应大规模的生产(

@>@?生物酶解

生物酶解是制备生物活性肽最快+最安全+最易

控制的技术之一"它不仅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功能和生

物学性质"而且可以增加低商业价值的副产品的价

值( 此法利用蛋白酶的特异性催化蛋白质中的肽键

%酯键或酰胺键&水解为小分子肽活性物质( 这种特

异性和水解条件% M<+温度+时间"酶添加量&影响肽

链的大小+氨基酸序列以及游离氨基酸的数量"从而

影响水解产物的生物活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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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海藻种类具有不同的生物结构"另外还有

一些藻类需要特殊的保存方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酶

解方法
#$($

( 小球藻类适合于采用单一酶或复合酶直

接酶解'大型藻和单细胞藻等存在刚性细胞壁的藻类

应先将原料破碎后再进行酶解'对于难以获得和保存

的藻类"应先将海藻制成粉末或将其冻融后再酶解(

生物酶解一般常用的有两类酶"一是具有特定活

性的蛋白酶"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碱性蛋白酶+中

性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和复合酶等( 二是不同的非特

定蛋白酶"如来源于灰链霉菌的链酶蛋白酶 @和来

源于米曲霉的黄曲酶"目前已被用于生产更稳定和有

效的生物活性肽"通过减少水解所需的反应时间使其

能够获得不同的特性"尤其是肽的组成和分子质量分

布( 他们能够有目的的剪切肽链来获取所需要的生

物活性肽"比较安全高效( 除商业酶外"还有一些研

究报道了利用粗酶水解蛋白质
#2%$

"这表明新的蛋白

酶来源在生产海藻活性肽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不同海藻肽的酶解条件及活性举例见表 $(

表 =?不同海藻肽的酶解条件及活性举例

"&)*%=?UQ&23*%/4%0T,2&+(51,.6/*,'('5/0.(+(/0'&0.&5+(K(+(%'/4.(44%6%0+'%&<%%.3%3+(.%'

来源 类别
蛋白酶种类及条件%酶底比+

酶解温度+酶解时间+M<&

功能活性 一级序列 文献

棕榈红藻 抗血栓
木瓜蛋白酶!2%&R B*LZ蛋白+:% f+

29 K+M<:&%

具有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

%75GO5<&的活性%#\

)%

h2&'2 LLJF*=& "

可能与 5\@O#抑制剂一起用于预防动脉

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维持心脏健康

E#?d #29$

降血糖
胰蛋白酶!$X质量分数+)% f+29% L/-+

M<R&%

具有抑制二肽基肽酶%!77&O#l的活性

%#\

)%

在 9' U$)( LLJF*=& "可用于预防

和治疗 2 型糖尿病

#=57

==57

T5?l!<#

#2)$

坛紫菜 神经调节

胃蛋白酶!%&)X质量分数+'R f+'% L/-+

M<$&2 复合酶%胰蛋白酶和胰凝乳

蛋白酶质量比为 $i$& !%&2)X质量分数+

'R f+'% L/-+M<R&)

具有抑制脯氨酰内肽酶%7@7&的活性

%#\

)%

低于 9)&9) LLJF*=& "辅助进行

神经调节

0 #2:$

抗菌 胃蛋白酶!$X质量分数+'R f+' K+M<$&1

具有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作用"

损伤金黄色葡萄球菌菌体细胞壁和细胞

质膜"抑制菌体部分功能性蛋白质合成

或者降解菌体部分功能性蛋白质

0 #2R$

螺旋藻 抗氧化
蛋白酶 [T(1%$$!%&%:X质量分数+

)% f+) L/-+M<R&%

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为 $'&92X =5<#\?l7 #$($

龙须菜 降血压
胰蛋白酶!9X质量分数+'R f+

1 K+M<1&%

抑制血管紧张素转移酶%5\@&的活性

%#\

)%

h9R9&': LLJF*=& "促进脂肪

内分泌激素的表达"调节血压

nl@A #21$

小球藻 抗肿瘤
胃蛋白酶!2X 质量分数+)% f+

$) K+M<2&%

具有较强的剂量依赖性抗增殖作用"并

诱导 5?[ 细胞 ?$ 期后细胞周期阻滞
l@\A?7EV7nG #2($

@>A?微生物发酵法

发酵法是利用海藻自身的营养物质培养微生物"

同时微生物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蛋白酶"这些复

杂的蛋白酶系使海藻蛋白水解制备生物活性肽( 利

用微生物发酵法有众多优点"蛋白酶来源广+繁殖快+

微生物资源利用度高
#2$$

"水解度高+修饰功能基团+

具备更优良的生物活性且得到的生物活性肽分子质

量较小"发酵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更易于产业化"

并且微生物本身也会产生一定营养作用( 这些优点

使得微生物发酵法在食品和制药工业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发酵涉及多种代谢途径"这些代谢途径负责产生

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对发酵产品的化学+生化和

营养特性有重要贡献( 例如乳酸菌的蛋白水解系统

由 ' 个主要组成部分组成"与细胞壁结合的蛋白酶"

促进蛋白最初水解为寡肽"将寡肽转移到细胞质和细

胞内肽酶的特异性转运体"完成水解过程"将寡肽转

化为游离氨基酸和%或&低分子肽
#22$

( 微生物产生蛋

白水解酶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在发酵产品制造过程中

释放出活性肽( 目前在海水鱼"淡水鱼+陆生植物中

均有见微生物发酵法制备生物活性肽的报道"但是用

此法制备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研究还比较少"仅见张

明洞
#2'$

采用枯草芽孢杆菌对螺旋藻发酵"制备出具

有高活性的螺旋藻肽"当含水量低于 RX时"螺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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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酵产生出的肽含量为 $)XU9%X(

由于微生物发酵过程的复杂性"很多微生物的初

级代谢产物或次级代谢产物均有毒或对人体有害"活

性肽的安全问题和发酵制肽的作用机理也未得到完

全解决( 无法控制微生物代谢得到一些特殊功能的

生物活性肽"此时需要根据生物活性肽的结构选择符

合要求的特异性较高的酶(

@>B?化学合成法

化学合成法是一种高通量的制备方法"能够在短

时间内合成大量的目标肽以供筛选"包括固相合成法

和液相合成法( 使用固相合成法制备多肽之前首先

需要知道目标肽的氨基酸组成和排列方式( 从 \端

%羧基端&向 E端%氨基端&重复添加氨基酸的过程"

通过连接剂与树脂上的第一氨基酸连接"待合成后切

割出完整目标多肽( 王竹君
#'%$

采用固相合成法合成

已知序列螺旋藻多肽"并证明了合成后多肽的抗肿瘤

活性( 由于目前分析纯化技术的技术的不断改进和

发展"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可根据目标肽的性质从复杂

的混合肽产物中分离出纯度较高的目标肽"改善了固

相合成分离出目标肽杂质较多的缺点"成为目前合成

肽的主要方法( 成芳
#'$$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合成法成

功合成助抗癌活性天然产 KCMCFJ4/-(

但是化学合成法仍然存在副反应多+肽活性低杂

肽无法分离+毒性残留等缺点"缩小了生物活性肽的

制备范围
#2$$

( 当前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的发展为

大量获得某种特定活性的肽提供了另一种有效方法"

即基因重组法( 此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肽的产量和

纯度( 但是基因重组技术对于具有营养价值的小分

子肽难以合成"而且与化学合成法一样"无法合成未

知氨基酸序列的肽(

'S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活性评价

研究人员针对不同敏感性的海藻抗肿瘤活性肽

使用不同的癌细胞株%系&进行活性评价"这些细胞

系由于不同的来源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 常用的

癌细胞株
#'2$

包括人肝癌细胞 <>M?2+ _@=OR9%2+

[TT\ORR2$'人乳腺癌细胞株 T\GOR+T!5OT_O9')+

[d_VO'+_69R9'人胃癌细胞株 [?\OR(%$"5?['人肺

癌细胞 <O9:%+5)9(+E\#O<9:%+<9$:%'人结肠癌细

胞株 <6O2(+\C,JO2+<\6O$$:+\2__>F'宫颈癌细胞

<>FC'人卵巢癌耐长春花碱细胞%[dl=_$&'人前列腺

癌细胞株 !W$9)'鼠白血病细胞株 =O$2$%'小鼠白细

胞 7'11'小鼠 _5=_*\巨噬细胞 V5] 2:9&R 细胞'

小鼠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神经O25等(

A>=?体外评价方法

对癌细胞株经不同浓度及培养时间处理后进行

抗肿瘤活性的体外评价"通常使用 T66法和流式细

胞术法(

'&$&$ST66法

T66法是基于活细胞线粒体脱氢酶活性的检

测"采用 'O%9")O二甲基噻唑O2O基&O2")O二苯基四唑

溴化铵%T66&体外微孔板法"对海藻抗肿瘤活性肽

的抗增殖和细胞毒性作用进行评价
#)$

( T66可被活

细胞线粒体脱氢酶还原为蓝紫色甲瓒产物"以 #\

)%

为

指标反映细胞存活率评价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抗增

殖和细胞毒性作用(

'&$&2S流式细胞术法

由于细胞凋亡是 !E5损伤不可修复时细胞死亡

的主要类型"在最终决定癌细胞命运中起着关键作

用"所以除了评价海藻抗肿瘤肽的抗增殖和细胞毒性

作用外"研究人员还对细胞凋亡+坏死和细胞紊乱周

期进程进行探究"以期阐明海藻抗肿瘤肽的机制
#''$

(

细胞周期分析通常是用流式细胞术来区分细胞周期

的不同阶段%?$ 4̀[ 4̀?2*T&( 流式细胞术包括 7#

单染法和 5-->a/- lOG#6\*7#双染法( 细胞被膜联蛋

白 l和碘化丙啶%7#&通过质膜完整性和通透性的差

异来确定细胞是否存活+凋亡或坏死
#)$

( 根据膜联

蛋白 l检测细胞膜外磷脂酰丝氨酸%7[&的暴露量来

确定细胞凋亡的早期阶段'7#染色晚期凋亡和坏死

细胞的 !E5"而不染色活细胞或早期凋亡细胞的完

整质膜这一特点来确定细胞凋亡的晚期阶段(

V#@?@V

#'9$

等人利用细胞固定过程中细胞通透性的

变化"在染色程序后期 $X甲醛固定步骤后引入

VEC4>5"促进染色后VEC4>5进入细胞"从而改善了

传统流式细胞术实验可能存在大量假阳性事件的

缺陷(

'&$&'S激酶抑制实验

激酶抑制实验也是最广泛的抗肿瘤活性肽筛选

的评价方法( 激酶作为人体中最丰富的酶之一"人体

基因大概编码 )$1 种不同的激酶"而且在真核细胞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

( 激酶在调节细胞活动和传导细

胞信号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另外在代谢+细胞生长+凋

亡+免疫应答+基因表达+肿瘤发生+细胞分化和增殖+

代谢+!E5损伤修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R$

( 7d5

抑制剂
#'1$

已被发现在体外和体内对多种人类肿瘤细

胞株具有抗肿瘤活性"并能增强 <#l感染患者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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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胞功能(

'&$&9S其他体外评价方法

一些研究人员利用荧光显微镜和吖啶橙*溴化乙

锭%5"*@_&染色法研究了海藻肽对细胞形态和细胞

骨架结构的影响( 细胞凋亡还具有一系列典型的形

态学特征"如气泡+收缩+染色质浓缩+核碎裂和细胞

分裂成膜结合的凋亡小体"可进行形态学观察
#')$

(

凋亡相关蛋白 _Ca+ M)'+\C4MC4>O'

#''$

+细胞色素 ,+

_,FO2 的表达变化"抗凋亡蛋白 %_,FO2+,C4MC4>O(&和

细胞周期调节蛋白%,D,F/- 5+,D,F/- @+,D,F/-OI>M>-IO

>-3./-C4>2%,I.2&+M2$ 和 M2R&也可用来阐明海藻抗

癌活性"通常采用酶联免疫分析(

A>@?体内评价方法

除上述体外评价以外"还利用具有显著阳性结果

的动物模型对海藻抗肿瘤活性肽进行体内评价( 体

内评价常以荷瘤小鼠为动物模型"小鼠通过皮下接种

肿瘤细胞"建立肿瘤体内评价模型
#'($

( 接种 29 K

后"每天灌胃或注射海藻肽"根据癌细胞类型确定接

种传代时间+接种方式和位置( 实验结束后处死小

鼠"切除肿瘤块并取胸腺+脾脏+肝脏等器官"计算各

器官指数"测量肿瘤大小+倍增时间和抑瘤率等( 之

后用印迹法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9S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作用机制

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活性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结

构特征"如氨基酸组成+序列+长度+总电荷*疏水性

等( 其中存在的氨基酸主要是缬氨酸+亮氨酸+脯氨

酸+丙氨酸等疏水性氨基酸和一个或多个残基赖氨

酸( 疏水性氨基酸对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和较强的

细胞毒性"能增强抗肿瘤肽与肿瘤细胞膜双层外叶的

相互作用"所以含有较多疏水性氨基酸的低分子质量

多肽也具有较高的抗肿瘤活性'带电 %谷氨酸&和杂

环氨基酸%脯氨酸&有助于多肽的抗肿瘤特性'肽中

正电荷的强度和分子质量的差异可能与细胞毒活

性呈正相关( 不同海藻来源的抗肿瘤活性肽举例

见表 2(

B>=?直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直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干扰肿瘤细胞的表达(

此为大多数海藻抗肿瘤肽的机制( 王竹君等
#'%$

通过

对螺旋藻进行酶解"得到 ( 种抗肿瘤肽对肝癌和乳腺

癌细胞均具有显著的抑制增殖的活性作用( \<W5E

等
#2($

对绿藻蛋白残渣提取出的肽 CFZC>MPJ3>/- bC43>

M>M3/I>%57]7&采用流式细胞术法发现此肽能诱导

胃癌细胞系 5?\死亡并且有明显抑制 5?\生长的

作用"暴露在 57]7下的 29 K 后"?$ 期的胃癌细胞

减少"亚 ?$ 峰出现时间依赖性增加( 肽组分在 ?$

期后阻滞了细胞"亚 ?$ 期细胞的数量在肽组分给药

后 29 U91 K 逐渐增加(

B>@?直接清除诱导肿瘤细胞变化的自由基

一些抗肿瘤肽是通过直接清除诱导 !5E损伤和

癌细胞变化的自由基作用的"这种抗肿瘤肽往往也同

时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
#9%$

( 曾巧辉以螺旋藻为原

料制备出的多肽组分 $+' 和 9 号具有良好的抗氧化

活性"同时对胃癌和结肠癌也有比较好的抑制效果(

B>A?促进天然免疫应答

通过刺激免疫系统"增加免疫系统的干预间接调

节肿瘤的发展( 在抗肿瘤过程中运用人体本身的调

节器官进行干预"促进天然免疫应答( 陈美珍等
#9$$

建

立 <22 荷瘤小鼠体外抗肿瘤模型"探讨了龙须菜藻红

蛋白抗肿瘤作用与免疫作用之间的关系"发现藻红蛋

白能够促进机体的细胞免疫活性和活化免疫细胞"这

些免疫细胞同时对肿瘤细胞具有显著杀伤作用(

B>B?破坏肿瘤细胞骨架及膜通透性

通过对肿瘤细胞骨架的破坏或改变肿瘤细胞膜

的通透性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Wd@等
#$:$

证实鞘丝

藻中制备出的环状和线性肽具有抗肿瘤效果"进行肌

动蛋白微丝断裂试验后发现"在 )2 -LJF*=时这 2 种

肽均导致了丝状肌动蛋白完全丧失"由于在此浓度下

的细胞形态的改变往往会伴随着微丝网络的完全破

坏"从而证明此肽是通过细胞微丝网络的破坏"对

<\6O$$: 人结肠癌细胞系的 #\

)%

h2% -LJF*=显示出

有效和选择性的抗实体肿瘤活性(

B>N?破坏肿瘤细胞细胞器

通过对肿瘤细胞内关键细胞器的破坏诱导细胞

坏死"[W5V@;等
#1$

发现"从羽藻中制备的 dCKCFCF/I>

G%dG&对人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细胞有强烈的毒性作

用"并且在此肽的作用下这 2 种癌细胞细胞结构受到

严重影响"线粒体+内质网或溶酶体等关键细胞器的

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害( 相比之下"核结构得到了保

留"染色质和 !E5降解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 说明

d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导线粒体自噬"从而导致坏

死细胞死亡(

B>P?激活 :&'3&'%FA 蛋白酶

海藻抗肿瘤肽激活 \C4MC4>O' 蛋白酶也可诱导肿

瘤细胞凋亡
#92$

( \C4MC4>O' 是 \C4MC4>家族蛋白酶中

的一种肿瘤细胞凋亡的效应者"由 \C4MC4>O' 介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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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蛋白剪切是肿瘤细胞凋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机制"通过激活 \C4MC4>O' 酶使活化后的 \C4MC4>O' 酶

作用于底物上导致细胞凋亡"并且产生细胞形态学上

的改变!染色质固缩"!E5片段化和细胞气泡(

表 @?不同海藻来源的抗肿瘤活性肽举例

"&)*%@?UQ&23*%/4&0+(+-2/6&5+(K%3%3+(.%46/2 .(44%6%0+'%&<%%.

制备方法 肽名称 来源 一级结构或氨基酸 作用细胞 活性表现 文献

化学提取

K%\<

2

\=

2

&iK%2O丙醇& h

$i$柱层析及 V7O<7=\

分离纯化

KCMCFJ4/- 蓝藻

%'*"95"15"(*"$2*&O(O苄基O9O庚基O1O羟基OF2O异丙

基O'"$%O二甲基O$")O二氧O$%O氮杂环十二烷O2":"$O

三酮'91(&'$9: !C'\

21

<

9'

E"

:

人鼻 咽 癌 细 胞

d_和人结肠癌

细胞 =JlJ

对癌细胞表现出细胞

毒性"#\

)%

值分别为 )&$%

和 9&%(

"

LJF*=

#9'$

甲醇反复提取"经高效

液相色谱纯化
,PDM3JMKD,/-4 念珠藻

%'*":5"$%5"$'="$:*&O$%O% 'O氯O9O甲氧基苄基 &O'O

异丁基O:O甲基O$:O2 % $*&O$O# % 25" '5&O'O苯基O2O环

氧乙烷基$乙基 3O$"9O二氧O1"$$O二氮环己烷O$'O烯O

2")"("$2O四氢 :)9&2R% 1 !C'\

')

<

9'

E

2

"

1

\$

=O$2$% 鼠白血

病细胞

破坏微管"强烈抑制细胞

存活"!E5和 VE5的合成

被抑制在 ) X以下"蛋白

质合成被抑制在 '% X左右

#99$

K%\<

2

\F

2

&iK%甲醇& h2i$"

真空液相色谱法分离
ZB/->CL/I>? 巨大鞘丝藻

7PJOGOT>O7K>$O?FDO!KJDCOlCFOEOT>O7K> R92u9$R(

!C'\

92

<

):

E

)

"

R

小鼠 神 经 母 细

胞瘤细胞系

对癌细胞表现出显著的细胞

毒性"=\

)%

h2&R

"

LJF*=

#9)$

b>bC.M>M3/- 5

T>5FCOT>lCFOT>lCFO</̀CO7PJO7PJOlCFO!KJDCO#F>

(()&:)9) !C'\

)'

<

1R

E

1

"

$%

肺癌 细 胞 E\#O

<9:%

对癌细胞表现出强烈的细胞

毒性"#\

)%

h)&%2

"

LJF*=

化学试剂提取"真空液

相色谱分离

+CLC/,CL/I>4

5"_"\

鞘丝藻

含有炔基溴化物+氯乙烯+甲氧基烯酮体系和吡咯

烷酮环 +CLC/,CL/I>5!):R !C'\

2R

<

'R

E

2

"

9

\F_P

+CLC/,CL/I>_!):( !C'\

2R

<

'R

"

9

E

2

\F+CLC/,CL/I>

\!)R$ !C'\

2R

<

'R

"

9

E

2

\F

2

人肺癌细胞 <O

9:% 和 神 经O25

小鼠 神 经 母 细

胞瘤细胞株

对癌细胞表现出细胞毒性

活性"#\

)%

为 $)

"

LJF*=

#9:$

K%\<

2

\F

2

&iK%T>"<& h

$i$ "半制备反相高效液

相色赥分离

3P/,KJPLCL/I>4

\

颤藻

环 # DO6KPOPO=>BODO7PJODO6KPOPO54-ODOEL/F>ODO?F-O

%2 V" '[ &O'O"<=>BODO5FCO% 2 V" '[ &O'O"<=>BODOlCFO

%' V&O5IC$$ 'R(&1))( !C'\

:)

<

$$9

E

$9

"

$1

结肠癌细胞 <6O

2( 和乳腺癌细

胞 T!5OT_O9')

具有抗增殖活性"表现

出细胞毒性"#\

)%

分别

为 $&R 和 $&%

"

LJF*=

#9R$

3P/,KJPLCL/I>4!

环#=O!KHODO?F-O% '5&O5ICO?FDODO=>BOPO7K>ODOlCFOPO

=>BOPO6DPO=[>PODO7PJ$$ 2)R&R'29 !C'\

:9

<

(:

E

$2

"

$9

结肠癌细胞 <6O

2( 和乳腺癌细

胞 T!5OT_O9'

对 <6O2( 和 T!5OT_O9') 癌

细胞株的作用较弱"其 #\

)%

分别为 $$&) 和 $$&R

"

LJF*=

K%\<

2

\F

2

&iK%\<

'

"<& h2i$"

真空液相色谱提取和反

相高效液相色赥分离

I>4L>3KJaDLCO

+B4,BFCL/I>\

巨大鞘丝藻

5FC+GOT>lCF+GOT>7K>+GOT>#F>+?FD% 2 & +残基 5O羟

基酸 2O羟基O'O甲基戊酸盐 %<LMC& +

%

O氨基酸 'O氨

基O2O甲基戊酸盐%TCM&和 9O氨基O2"2O二甲基O'O氧代

戊酸%!LJM&())&)1: 1 !C'\

9(

<

R1

E

1

"

$$

人结 肠 癌 细 胞

系 <\6O$$:

具有高效+选择性的抗实

体瘤活性%#\

)%

h2% -LJF*=&

干扰人结肠癌 <\6O$$:

细胞网络

#$:$

化学合成

全合成 ,CFCaCL/I>$ 乳状丝节藻 ,

人肝癌细胞

<>M?2

对癌细胞具有较好的细胞毒

活性
#91$

生物酶法

木瓜蛋白酶 螺旋藻肽 螺旋藻 $ :$9&1$' % !C' A?GlT7V[?=]GV

肺 癌 细 胞

5)9(+肝癌细胞

<>M?O2+胃癌细

胞 [?\OR(%$

对肺癌+胃癌和肝癌这三种

癌细胞具有一定的抑制活

性"#\

)%

分别为 :9&9'+ $$:&

): 和 $)'&$:

"

LJF*=

#'%$

胰蛋白酶 钝顶螺旋藻肽 钝顶螺旋藻 $ %'1&9)( !C和 $ $)$&)): !C

人宫 颈 癌 细 胞

<>=C细胞

对 <>=C细胞具有抑制活性"

且抑制率分别为 'R&R$ X 和

9R&%9 X

#9($

坛紫菜肽 坛紫菜 $ 21%&:R: !C'l7?67dE=![7V

人乳 腺 癌 细 胞

T\GOR 人 肝 癌

细胞 <>M?2

对乳腺癌癌细胞和肝癌细胞

具有抑制活性" #\

)%

分别是

$):&(2 和 2$:&$R

"

LJF*=

#)%$

SS目前关于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作用机制还存在

一定的缺陷"仅仅通过细胞实验在诱导癌细胞凋亡和

坏死的各种途径方面进行讨论和探究"较少探讨它们

对肿瘤细胞生成机制的影响"例如肿瘤细胞 !E5+

VE5的合成和主要器官蛋白质的合成( 如果能够在

海藻抗肿瘤肽介导免疫和抗血管生成活性等方面做

出更全面的研究"对今后的海藻抗肿瘤活性肽作用机

制的系统化也会有更大价值(

)S总结与展望

海藻肽因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处的生物功能

活性而被众多学者广泛研究"其中抗肿瘤功能日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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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视( 我国作为海藻资源丰富的国家"充分利用海

藻这一生物活性肽的来源也具有一定社会和经济价

值( 目前研究已经对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评价方法

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广泛的基础性研究"但仍存在着一

些局限性( %$&大型海藻抗肿瘤活性肽并未得到全

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深大型海藻肽抗肿瘤功能的

研究"改善大型海藻肽的制备工艺"例如制备金属螯

合海藻活性肽等( 确定海藻活性肽的氨基酸序列及

分子结构"提高其抗肿瘤活性( %2&海藻抗肿瘤活性

肽虽有进行活性作用机制的研究"但绝大多数局限于

细胞水平"通常只是在体外显示了对肿瘤细胞生长具

有抑制作用"对于体内模型的抗肿瘤活性并未有足够

的实验证明"缺乏安全性+毒理学评估+生物利用率的

利用等( %'&关于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分子机制也

十分有限"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细胞凋亡和坏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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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并未提及肽的保存问题"这对于化学性质不太

稳定的肽十分不利( 运用当前活性肽保存工艺和运

载工艺的发展"包括壳聚糖纳米粒子的包裹和多囊脂

质体靶向运载等方法"提高海藻抗肿瘤活性肽的稳定

性( 未来还需提高海藻肽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治疗能

力"以期从天然海藻中获得的肽尽可能被运用到抗肿

瘤药品和食品工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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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花蕴"黄昆仑"梁志宏&微生物发酵法降解谷物中抗营养因子的研究进展 #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R2 0

2R:&<W5AB-"<W5E?dB-FB-"=#5E?;K/KJ-Z&V>4>CP,K MPJZP>44J- I>ZPCIC3/J- JNC-3/O-B3P/3/J-CFNC,3JP4/- ,>P>CF4C-I

F>ZBL>4HDL/,PJH/CFN>PL>-3C3/J-#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2R2 02R:&

微生物发酵法降解谷物中抗营养因子的研究进展

花蕴$!2

!黄昆仑$!2

!梁志宏$!2

"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北京"$%%%91&

2%北京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91&

摘S要S谷物是人及动物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除营养成分外!谷物中也含有多种抗营养因子!如胰蛋白酶

抑制剂#植酸#非淀粉类多糖#凝集素和单宁等" 抗营养因子不但影响谷物的消化吸收率!甚至会对生物体产生

健康隐患" 利用微生物发酵法可以有效降低谷物中抗营养因子的含量!提高谷物的营养价值" 目前!在谷物中

抗营养因子研究的基础上!该文对利用微生物发酵法降解抗营养因子的发酵工艺以及微生物发酵法降解各类谷

物抗营养因子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概述"

关键词S谷物)抗营养因子)微生物发酵)发酵工艺)降解

9%'%&65136/E6%''/0.%E6&.&+(/0/4&0+(F0-+6(+(/0&*4&5+/6'(05%6%&*'

&0.*%E-2%'), 2(56/)(&*4%62%0+&+(/0

<W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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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E?dB-FB-

$"2

"=#5E?;K/KJ-Z

$"2

"

$%\JFF>Z>JNGJJI [,/>-,>C-I EB3P/3/J-CF@-Z/->>P/-Z" \K/-C5ZP/,BF3BPCFW-/̀>P4/3D" _>/+/-Z$%%%91"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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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谷物%,>P>CF4C-I F>ZBL>4&是以食用为目的的植

物种子和果实"全世界有 '% 多种
#$$

( 抗营养因子

%C-3/O-B3P/3/J-CFNC,3JP&在谷物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

可以保护谷物免受部分病虫侵害"但当人或禽畜摄食

过多抗营养因子时"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功能"甚至不

利于生长健康
#2$

( 谷物中主要的抗营养因子包括胰

蛋白 酶 抑 制 剂 % 3PDM4/- /-K/H/3JP& 和 植 酸 % MKD3/,

C,/I& +非淀粉多糖 % -J-O43CP,K MJFD4C,,KCP/I>4& +植

物凝集素%F>,3/-&等( 在处理阶段"为了提高谷物原

料及其加工制品的安全性"改善营养价值"提高产

品质量"使其中的抗氧因子失活是重要步骤( 目前

已开发出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消除或失活这些抗营

养因子"主要包括物理失活+化学失活以及生物降

解 ' 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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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失活法是一类比较常用的手段"对于植物凝

集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热不稳定性的抗营养因子"

可通过加热使其失活"热处理的失活效果往往和处理

时间+外加压力及样品种类等因素有关
#'$

( 热稳定

的抗营养因子"如植酸+单宁等"可采用去皮+浸泡和

研磨等手段减少其含量
#9$

( 物理失活法操作简单"

但处理过程会破坏谷物的营养成分( 化学失活法是

用化学试剂处理谷物"破坏抗营养因子的结构或断裂

维持结构的化学键"使其失活( 抗坏血酸+\B["

9

+G>O

["

9

和尿素等物质处理谷物"均能令胰蛋白酶抑制剂

失活
#) 0:$

( 化学失活法虽操作便利+失活效果好"但

化学试剂可能残存在原料中"造成污染(

与物理法和化学法相比"通过生物制剂降解抗营

养因子相对安全且适用范围更广"生物法包括酶解法

和微生物发酵法( 酶解法是利用酶水解抗营养因子"

使其含量降低( 目前已发现碱性蛋白酶和中性蛋白

酶都有降解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活性
#R$

"植酸酶

处理米糠和麦麸可有效降低植酸含量
#1$

( 但酶解法

的酶解产物单一"想达到降解多种抗营养因子的效

果"则需多种酶剂( 微生物发酵法是利用微生物特定

的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将抗营养因子分解( 与酶解

法相比"微生物发酵过程中代谢产物多样+所产酶系

复杂"在降解抗营养因子的同时"其他大分子营养物

质被分解"提高消化率( 由于发酵过程中产生了芳香

物质"发酵谷物会被赋予更多风味
#( 0$%$

"因此利用微

生物发酵法处理谷物更具优势( 本文主要综述了利

用微生物发酵降解抗营养因子的发酵工艺和各类抗

营养因子降解效果的研究进展(

$S微生物发酵法降解抗营养因子的发酵工艺

=>=?微生物发酵法运用的菌种

微生物发酵法需在原料中添加指定菌种"在适

宜的条件下让其生产繁殖+积累菌体和产生代谢产

物"目前"常用于降解抗营养因子的菌种包括芽孢

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和部分霉菌等( 在生产研究

中"除利用单一菌种发酵外"也会选择 2 种及 2 种

以上菌株进行混合发酵"各类谷物的发酵菌种选择

见表 $(

表 =?不同谷物的发酵菌种及发酵效果

"&)*%=?"1%4%62%0+&+(/0'+6&(0'&0.4%62%0+&+(/0%44%5+'/4.(44%6%0+5%6%&*'&0.*%E-2%'

发酵方式 谷物 菌种 发酵效果

单菌发酵

混菌发酵

米糠

根霉菌 植酸酶+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显著降低"饱和脂肪酸含量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下降 #$$$

芽孢杆菌 植酸含量下降 #$2$

酵母菌 肌醇六磷酸含量降低"膳食纤维含量增加"体外蛋白消化率提高 #$'$

麦麸
酵母菌 植酸含量随发酵时间延长而降低 #$9$

芽孢杆菌 有效减少非淀粉多糖的含量 #$)$

豆粕

芽孢杆菌 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明显降低 #$:$

曲霉菌 胰蛋白酶抑制剂含量+植酸含量及脲酶活性降低 #$R$

乳酸菌 植酸含量+胰蛋白酶抑制剂含量及抗原蛋白含量降低 #$1$

玉米粉 乳酸菌 单宁含量+植酸含量和非淀粉多糖含量降低 #$( 02%$

豆粕
乳酸菌+酵母菌+

枯草芽孢杆菌

提高豆粕中粗蛋白和粗脂肪的含量"而且完全降解了豆粕中的凝集素+

胰蛋白酶抑制剂+脂肪氧化酶和致甲状腺肿素 #2$$

小麦 酵母菌+乳酸菌 和只用乳酸菌发酵相比"植酸盐含量下降 #22$

=>@?微生物发酵法的发酵工艺

研究发现"降解谷物抗营养因子的效果除与发酵

菌种有关外"发酵工艺也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刘家维

等
#$:$

分别用液态发酵和固态发酵 2 种发酵方法对豆

粕进行处理"比较发现"虽固态发酵也获得了比较理

想的效果"但液态发酵对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消除作用

更好( 李文立等
#2'$

利用枯草芽孢杆菌+酵母菌和乳

酸菌组合发酵豆粕"随着豆粕含水量增加和发酵时间

延长"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迅速下降后趋于稳定( 但

随发酵温度升高"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先升高后下

降( @?"WE=@6A等
#29$

发现"大豆中胰蛋白酶抑制

剂含量在发酵 $2 K 时最低"随后随着发酵时间的延

长其含量又略有增加( 崔晨晓等
#2)$

用酵母菌发酵小

麦麸皮"发酵 $2 K 后多酚含量明显增加"在 ': K 时多

酚含量最高"之后持续发酵多酚含量反而降低(

2S微生物发酵法降解抗营养因子

@>=?微生物发酵法降解胰蛋白酶抑制剂

胰蛋白酶抑制剂在豆类中含量丰富
#2:$

"会抑制

胰蛋白酶和胰凝乳蛋白酶活性"影响蛋白质水解( 食

用过多胰蛋白酶抑制剂含量丰富的食物"会降低生物

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甚至造成胰腺肥大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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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R$

( 因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结构中存在二硫键"加

热处理通常不能有效消除活性( 但大多数大豆制品

经发酵后都只含少量胰蛋白酶抑制剂
#21$

( ;<@E?

等
#2($

将具有高蛋白酶活性的暹罗芽孢杆菌"以 $%i$

%L=iZ&的比例接种在未灭菌的豆粕中"发酵 29 K

后"豆粕的蛋白结构变为相对较小的聚集体和较松散

的网络状"胰蛋白酶抑制剂含量降低 R%&'X( 和豆

类的结果相似"V5E85E等
#$$$

在脱油米糠中接种米

根霉"固态发酵 ' I 后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显著降

低( 小麦蛋白可诱导小鼠出现免疫原发性肠功能障

碍"\5T#E@V"等
#'%$

筛选出具有高水解胰蛋白酶抑

制剂能力的乳酸杆菌"并用可被该菌发酵的麦麸喂养

小鼠"小鼠的肠功能障碍得到缓解"这证实了微生物

发酵法可以改善麦麸抗营养性(

@>@?微生物发酵法降解植酸

植酸是谷物及坚果中磷的主要存在形式"目前仅

在植物来源的食物中发现"肌醇磷酸酯和肌醇多磷酸

酯是植酸最主要的形式
#'$$

( 植酸的抗营养作用主要

表现在易与 \C

2 g

+G>

' g

和 ;-

2 g

等结合"导致矿物质不

能被吸收"出现缺乏症状
#'2$

( 有学者认为"微生物发

酵降低植酸含量的原因是发酵导致 M<下降到植酸

酶最适 M<"高活性的植酸酶加快了对植酸的分

解
#''$

( \#;@#d#@E@等
#'9$

利用乳酸菌替换酵母菌对

黑麦面团进行发酵"然后将面团制成面包"并模拟胃

肠道 M<进行体外实验"结果表明"发酵面包中 G>+

;-+T-+\C和 7等矿物质的溶解度平均提高 '%X"推

断发酵过程中植酸被降解( 另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

点认为"植酸含量降低是由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产生

了植酸酶
#')$

( 85#E等
#':$

运用枯草芽孢杆菌 88_[2)%

处理小麦粉 29 K 后"植酸含量降低了 ))X"经 [![O

75?@证实"可溶性蛋白的释放量是在处理过程中逐

步升高的( 由此可见"芽孢杆菌极有可能在发酵过程

中分泌植酸酶"并非只有产酸菌种会导致植酸失活(

@>A?微生物发酵法降解非淀粉多糖

谷物中的非淀粉类多糖是一种多糖聚合体"由糖

苷键将糖醛酸和单糖连接起来"也可以形成支链结

构"并与无机离子和蛋白质相结合( 这些多糖难以被

单胃生物的消化系统消化吸收"容易造成食糜在消化

道内堆积"干扰消化酶正常功能"导致肠道微生物紊

乱
#$($

( 已经证明"乳酸菌发酵可以减少谷物中非淀

粉多糖的含量( @8_A等
#'R$

发现双歧杆菌对木聚糖

及被阿拉伯糖基修饰的木寡糖表现出广泛的特异性"

并可利用木三糖和木四糖( V@G[6#@等
#'1$

的研究证

实了棉子糖也可被乳酸菌利用"饲料豆粕经乳酸菌发

酵后棉子糖含量降低( 除乳酸菌外"芽孢杆菌+霉菌

等微生物对糖类抗营养因子也具有降解能力( 张变

英等
#'($

用黑曲霉对小麦进行固态发酵"发酵后提取

液的相对黏度和戊聚糖含量都有所下降(

@>B?微生物发酵法降解凝集素

植物凝集素是一种糖蛋白"易附着在红细胞上引

起凝集反应( 富含植物凝集素的食物经过消化道"其

中的凝集素与肠上皮细胞结合"影响肠上皮细胞的物

质运输和水解功能"阻碍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引

发全身性的反应
#9%$

( 由于凝集素具有明显热敏性"

热加工或熟制过程即可消除其生物活性"不需要采取

其他处理"因此"利用微生物发酵消除植物凝集素的

研究相对较少( 在已有研究中"关于植物凝集素在微

生物发酵过程中是否降解有不同说法"_5Vd<"=6

等
#9$$

认为乳酸菌发酵对豆类凝集素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付弘?等 #92$

发现蜡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混

合发酵 ': K"对豆类凝集素的消除作用显著(

@>N?微生物发酵法降解其他抗营养因子

除上述抗营养因子外"谷物中还存在一些含量较

少或范围较小的抗营养因子"如过敏原+单宁等(

%

O

伴大豆球蛋白是一种大豆中的抗原蛋白"可以穿过消

化道上皮细胞"或与表面受体结合"产生特异性抗体"

释放炎性因子"影响肠道的消化功能和通透性"导致

过敏反应
#9'$

( 5?W#VV@等
#99$

发现乳酸菌可以降解

%

O伴大豆球蛋白的
'

qO亚基( 单宁在小麦+玉米+大麦

和粟米中含量丰富"动物摄食后会抑制消化酶活性"

减少蛋白质的分解"影响摄食量
#9)$

( 有学者认为乳

酸菌发酵可以水解谷物中的单宁和植酸
#9:$

( 发酵引

起的单宁含量降低可能是由于菌群产生多酚氧化酶

或单宁酶"对单宁产生了水解作用( 但是由于不同微

生物产生单宁降解酶的过程存在差异"而且也有研究

发现"微生物发酵对单宁物质的降解作用并不明显(

@=A5[ 等
#9R$

研究发现"在室温下发酵 ': K 并不会导

致小米发酵样品的单宁含量发生变化(

'S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微生物发酵法被广泛用于谷物抗营养

因子的降解"对实际生产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降解原理可以归结为!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产生的

酶类可以水解这些抗营养因子'发酵过程导致 M<变

化"对酸碱敏感的物质变性"谷物自身的部分酶系被

激活"从而消除了抗营养作用'在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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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部分蛋白类+多糖类的抗营养因子被用于微

生物的生理代谢活动( 与物理+化学方法相比"微生

物发酵法的降解效果更显著"适用于各类抗营养因

子( 此外"微生物发酵还能将大分子物质降解成更易

消化的小分子"积累微生物有益的代谢产物"提高谷

物消化率"加强营养价值"改善口味口感(

但是微生物发酵法目前也面临着处理时间长+处

理设备复杂等问题"其中部分菌种的安全性也仍需评

定"且在培养和发酵过程中"微生物菌剂的活性很难

控制和保证"难以达到稳定+一致的效果( "[O

T5E

#91$

的研究发现"经传统乳酸菌发酵后的粟米样

品"单宁含量会随着发酵过程的进行出现先升后降的

现象( 因此"寻找安全+稳定+能同时消除多种抗营养

因子的发酵菌种+选择快速+合适并易于操作的发酵

方式以及将微生物发酵法运用到更多品种谷物中"将

是微生物发酵法降解谷物抗营养因子的未来发展

方向(

参 考 文 献

#$$S[5d5E!5V<5"<W[[5#EV"dW_"] [">3CF&[JBPIJBZK HP>CI!

5,J-3>LMJPCPD,>P>CFN>PL>-3>I MPJIB,3#8$&8JBP-CFJNGJJI 7PJO

,>44/-ZC-I 7P>4>P̀C3/J-"2%$(&!"#!$%&$$$$ *+NMM&$'11'&

#2$S李宁"马良&食品毒理学#T$&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

#'$S5E!V5!@8\"T5E!5V#E"8T?"dWV";5]5=@">3CF&6K>

>NN>,3JN3K>PLCF3P>C3L>-3JNbKJF>4JDH>C- NFJBPJ- 3K>,J- >̀P4/J-

JN/4JNFC̀J->4C-I /-C,3/̀C3/J- JN3PDM4/- /-K/H/3JP4#8$&GJJI \K>L/4O

3PD"2%$:"$(9!$ %() 0$ $%$&

#9$ST5V!#5@@<"5_!W==5<#<@6"E5_#=5@A&@NN>,3JNN>PO

L>-3C3/J- C-I I>KBFF/-ZJ- 43CP,K" 3J3CFMJFDMK>-JF4" MKD3/,C,/I

,J-3>-3C-I %# 1%6,-MPJ3>/- I/Z>43/H/F/3DJNM>CPFL/FF>3#8$&GJJI

\K>L/43PD"2%%2"RR%2& !$(' 0$(:&

#)$S谭权" 孙得发&蛋白类抗营养因子的抗营养效应及其解决方案

#8$&中国畜牧杂志"2%$1")9%$$& !'% 0''&

#:$S万娟" 陈中"杨晓泉"等&不同还原剂对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

钝化研究#8$&食品工业科技"2%%R%'& !12 019'11&

#R$S王小营" 周晓宏&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酶法钝化及应用研究

#8$&食品科技"2%$'"'1%9& !R: 01$&

#1$S马永强" 程文红"那治国"等&植酸酶在米糠谷蛋白提取中应用

的研究#8$&食品工业科技"2%$:"'R%$%& !$1( 0$('&

#($S7V5E"6"A"5E??V5<#E#["@G@E!#;&@NN>,3JN-C3BPCFC-I

D"(6-'"(%&&7)9&"#6",7. N>PL>-3C3/J- J- /-Ò/3PJMPJ3>/- C-I 43CP,K

I/Z>43/H/F/3/>4JN4JPZKBL NFJBP# 8$&GJJI _/J4,/>-,>" 2%$'" 2!

9: 0)2&

#$%$S!@?E@665"5T5EW@=E"5E!?E&\JLMF>L>-3CPDN>>I/-Z

C-I >NN>,3JN4MJ-3C->JB4N>PL>-3C3/J- J- C-3/O-B3P/3/J-CFNC,3JP4JN

4>F>,3>I ,>P>CFOHC4>I ,JLMF>L>-3CPDNJJI4#8$&_T\7>I/C3P/,4"

2%$1"$1%$& !'(9&

#$$$SV5E85E5"[5<WE7"!@"5!">3CF&[JF/I 43C3>N>PL>-3C3/J- JN

I>OJ/F>I P/,>HPC-!@NN>,3J- %# 1%6,-MPJ3>/- I/Z>43/H/F/3D"NC33DC,/I

MPJN/F>C-I C-3/O-B3P/3/J-CFNC,3JP4#8$&GJJI V>4>CP,K #-3>P-C3/J-O

CF"2%$("$$(!$ 0)&

#$2$S肖萌" 王远亮"李璐"等&纳豆芽孢杆菌*短乳杆菌混合发酵米

糠的响应面工艺优化 # 8$&中国粮油学报" 2%$9" 2( % R & !

1: 0($&

#$'$S?@@6<57["T5<@[]5V##"5E5E!<5TV"E5==5dWVWTO

_5E_&<>C343CH/F/m>I I>NC33>I P/,>HPC- %<!V_& N>PL>-3>I b/3K

*"((+",-./(0)(0,01%)%"01",T6\\'1$' 3J>-KC-,>3K>MPJ3>/-

,J-3>-3b/3K H/JC,3/̀/3D#8$&#-3>P-C3/J-CF8JBP-CFJN[,/>-3/N/,C-I

V>4>CP,K 7BHF/,C3/J-4"2%$)")!$ 0R&

#$9$S崔晨晓&麸皮的发酵改性及其在馒头中的应用#!$&无锡!江南

大学"2%$)&

#$)$SG@E?A"]5E?="d<5E5">3CF&G>PL>-3>I bK>C3HPC- HDaDFCO

-C4>OMPJIB,/-Z?"(%&&7)(0,07)HJJ4343K>/-3>43/-CFL/,PJNFJPCJN

HPJ/F>P,K/,.>-4#8$&7JBF3PD[,/>-,>"2%2%"((%$& !2:'O2R$&

#$:$S刘家维" 黄昆仑"梁志宏&降解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短小芽

孢杆菌菌株及其胞外蛋白的鉴定#8$&现代食品科技"2%2%"':

%2& !$2( 0$':'$19&

#$R$S?5"A"]5E?\";<Wn">3CF&"M3/L/mC3/J- JN4JF/IO43C3>N>PO

L>-3C3/J- b/3K D"(6-'"(%&&7)',01%)C-I 8)90,3%&&7)-,/>"0NJP3PDM4/-

/-K/H/3JPI>ZPCIC3/J- /- 4JDH>C- L>CF#8$&8JBP-CFJN#-3>ZPC3/̀>

5ZP/,BF3BP>"2%$'"$2%)& !1:( 01R:&

#$1$S=#\5E!V"<"<"7<"E?WA@E6d\">3CF&<JbN>PL>-3C3/J-

HDFC,3/,C,/I HC,3>P/C,C- CIIP>444CN>3D/44B>4/- F>ZBL>4NJJI

MPJIB,34/ #8$&GJJI \J-3PJF"2%2%"$$%"$%:()R&

#$($S6\<#d"W5V"656[5!8#@WE="T_"GWE?\TG">3CF&EB3P/O

3/J-CFMPJM>P3/>4C-I C-3/-B3P/3/J-CFNC,3JP4JN,JP- MC43>%A767@7E

67& N>PL>-3>I HDI/NN>P>-343PC/-4JNFC,3/,C,/I HC,3>P/C#8$&#-3>PO

-C3/J-CF8JBP-CFJNGJJI [,/>-,>"2%$)&

#2%$ST"WV57"_5V565V"\5Vl5=<@#V"G">3CF&Q# 1%6,-N>PL>-O

3C3/J- JNaDFJOJF/ZJ4C,,KCP/I>4NPJL ,JP- ,JH4CB3JKDIPJFD4/4HD

?%<%$-'"(60,%7. C-I D"(6-'"(%&&7)43PC/-4#8$&=]6OGJJI [,/>-,>

C-I 6>,K-JFJZD"2%%R"9%%:& !(:' 0(R2&

#2$$S刘媛媛&微生物发酵豆粕营养特性研究及其对肉仔鸡生长+免

疫及消化功能的影响#!$&杭州!浙江大学"2%%:&

#22$S?5V\#5OT5E6V5E5#"T"E@!@V"l"<5V"[ T&TDJO/-J4/3JF

K>aC./4MKJ4MKC3>I>ZPCIC3/J- HD?%<%$-'"(60,%7. 9)07$-("60#7&"E

67.56\\2R($( /LMPJ̀>4L/->PCFC̀C/FCH/F/3DJNK/ZK N/HP>PD>O

bK>C34JBPHP>CI#8$&GJJI \K>L/43PD"2%$)"$R1!2:R 02R)&

#2'$S李文立" 孙振钧"任慧英&组合微生物发酵提高豆粕品质的方

法与优化工艺研究#8$&中国粮油学报"2%$'"21%$& !11 0(2&

#29$S@?"WE=@6AT"5]"V<"\&@NN>,3JN4JC./-Z"I>KBFF/-Z",JJ.O

/-ZC-I N>PL>-3C3/J- b/3K 5+%>-97)-&%3-)9-,7)J- 3K>JF/ZJ4C,,KCO

P/I>4"3PDM4/- /-K/H/3JP"MKD3/,C,/I C-I 3C--/-4JN4JDH>C- %V&/(%#0

.";T>PP&& ",JbM>C%K%3#" 7#37%(7&"6" =&]CFM& C-I ZPJB-IO

H>C- %C"(,-6/&-." 30-(",9" <CPL4& #8$&8JBP-CFJNGJJI @-Z/O

->>P/-Z"2%%'"):%2O'& !29( 02)9&

#2)$S崔晨晓" 朱科学"郭晓娜"等&酵母菌发酵对小麦麸皮成分的影

响研究#8$&中国粮油学报"2%$:"'$%R& !2) 02(&

#2:$SE#dT5V5TE"=@"E?[ A"d"W_55T">3CF&@NN>,3JN>a3PBO

4/J- J- 3K>C-3/O-B3P/3/J-CFNC,3JP4JNNJJI MPJIB,34!5- J̀>P̀/>b

#8$&GJJI \J-3PJF"2%$R"R(!:2 0R'&

#2R$S#[5E?58";<5E??&[JDH>C- H/JC,3/̀>,JLMJ->-34C-I 3K>/P/LO

MF/,C3/J-43JK>CF3KO5 P>̀/>b# 8$&GJJI V>̀/>b4#-3>P-C3/J-CF"

2%%1"29%2& !2)2 02R:&

#21$S5E!@V["EV="]"=G] 8&\JLMJ4/3/J-CF,KC-Z>4/- 3PDM4/- /-O

K/H/3JP4" MKD3/,C,/I"4CMJ-/-4C-I /4JNFC̀J->4P>FC3>I 3J4JDH>C-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MPJ,>44/-Z#8$&8JBP-CFJNEB3P/3/J-"$(()"$2)%'& !)1$ 0)11&

#2($S;<@E?="=#!"=#;=">3CF&@NN>,34JN?"(%&&7)N>PL>-3C3/J- J-

3K>MPJ3>/- L/,PJ43PB,3BP>C-I C-3/O-B3P/3/J-CFNC,3JP4JN4JDH>C-

L>CF# 8$&=>33>P4/- 5MMF/>I T/,PJH/JFJZD" 2%$R" :) % : & !

)2% 0)2:&

#'%$S\5T#E@V"5"T\\5Vl#==@8=";@l5=="[ lG">3CF&=C,3JO

HC,/FF/I>ZPCI>bK>C3CLDFC4>3PDM4/- /-K/H/3JP43JP>IB,>/-3>43/-CF

ID4NB-,3/J- /-IB,>I HD/LLB-JZ>-/,bK>C3MPJ3>/-4#8$&?C43PJ>-O

3>PJFJZD"2%$("$):%1& !2 2:: 02 21%&

#'$$S[75Vl"=#G"\"T#E@==#@&[>>I H/JNJP3/N/,C3/J- C-I MKD3/,C,/I

P>IB,3/J-!5,J-NF/,3JN/-3>P>43NJP3K>MFC-3/ #8$&7FC-34O_C4>F"

2%$)"9%9& !R21 0R))&

#'2$S5_!W=]5=#AW#"5V@d@T5[@[ ""5!W!W85">3CF&#- >̀43/O

ZC3/J- JN3K>L>I/,/-CF4/Z-/N/,C-,>JNMKD3/,C,/I C4C- /-I/4M>-4CO

HF>C-3/O-B3P/>-3/- I/4>C4>4#8$&\F/-/,CFEB3P/3/J- @aM>P/L>-3CF"

2%$("21!92 0:$&

#''$S?5@E;=@T ?&@-mDLC3/,C-I HC,3>P/CF,J- >̀P4/J-4IBP/-Z4JBPO

IJBZK N>PL>-3C3/J-#8$&GJJI T/,PJH/JFJZD"2%$9"'R%2& !2 0$%&

#'9$S\#;@#d#@E@!"8W"!@#d#@E@?"_5V6d#@E@@">3CF&7KD3C4>

C,3/̀/3DJNFC,3/,C,/I HC,3>P/CC-I 3K>/P/LMC,3J- 3K>4JFBH/F/3DJN

L/->PCF4NPJLbKJF>L>CFbK>C3HP>CI#8$&#-3>P-C3/J-CF8JBP-CFJN

GJJI [,/>-,>4C-I EB3P/3/J-"2%$)"::%R& !R': 0R92&

#')$Sd"E#@6;EAW"?V@#E@VV&TJF>,BFCPC-I ,C3CFD3/,MPJM>P3/>4JN

MKD3C3>OI>ZPCI/-Z>-mDL>4% MKD3C4>4& #8$&#-3>P-C3/J-CF8JBP-CFJN

GJJI [,/>-,>C-I 6>,K-JFJZD"2%%2"'R%R& !R($ 01$2&

#':$S85#E8"dWT5V5"[#E?<!">3CF&7BP/N/,C3/J- C-I ./->3/,4JNC

MPJ3>C4>OP>4/43C-3"->B3PCF"C-I 3K>PLJ43CHF>MKD3C4>NPJL ?"(%&&7)

)7'6%&%)4BH4M&)7'6%&%)88_[2)% CL>F/JPC3/-ZNJJI -B3P/3/J-#8$&7P>O

MCPC3/̀>_/J,K>L/43PDQ_/J3>,K-JFJZD"2%$1"91%1& !R$1 0R29&

#'R$S@8_AT"GV@![=WE! G"lW8#\#\O;5?5V 5">3CF&[3PB,3BPCF

HC4/4NJPCPCH/-JaDFJOJF/ZJ4C,,KCP/I> ,CM3BP> HD 3K> MPJH/J3/,

?%<%$-'"(60,%7."#%."&%)4BH4M&&"(6%)_FO%9 #8$&TJF>,BFCPT/,PJO

H/JFJZD"2%$'"(%%)& !$ $%% 0$ $$2&

#'1$SV@G[6#@["[5<=[6V"T ["_V56<@E@">3CF&=C,3/,C,/I N>PO

L>-3C3/J- >F/L/-C3>4/-I/Z>43/HF>,CPHJKDIPC3>4C-I C-3/-B3P/3/J-CF

NC,3JP4/- 4JDH>C- L>CFNJP53FC-3/,4CFLJ- % *"&.-)"&",& #8$&5YO

BC,BF3BP>"2%%)"29:%$O9& !''$ 0'9)&

#'($S张变英" 王芳"张红岗"等&小麦中非淀粉多糖微生物降解效果

的研究#8$&饲料研究"2%$$%$& !') 0':')$&

#9%$S娄在祥" 王洪新&豆类植物凝集素抗营养机理研究#8$&粮食与

油脂"2%%1%$& !$: 0$1&

#9$$S_5Vd<"=6l"8"V?@E[@E7_" ["V@E[@E!">3CF&7PJ3>/-

LJI/N/,C3/J- HDN>PL>-3C3/J-!>NN>,3JNN>PL>-3C3/J- J- 3K>MJ3>-3/CF

CFF>PZ>-/,/3DJNM>C#8$&5FF>PZD"$((1")'9:!$%: 0$%1&

#92$S付弘?" 李吕木"蔡海莹"等&菌种和发酵条件对豆粕中胰蛋白

酶抑制因子+凝集素的影响 #8$&安徽农学通报"2%%1 % $' & !

'$ 0'2&

#9'$Sl5E_@="l5E!_=5T"d"77@=T5E[ 8">3CF&=>ZBL/-

CFF>PZ>-4NPJL M>C-B34C-I 4JDH>C-4!@NN>,34JNI>-C3BPC3/J- C-I

CZZP>ZC3/J- J- CFF>PZ>-/,/3D#8$&TJF>,BFCPEB3P/3/J- Q GJJI V>O

4>CP,K"2%%1")2%:& !:R9 0:12&

#99$S5?W#VV@="<@_@V6@T"?5VV"T[">3CF&7PJ3>JFD3/,C,3/̀/O

3DJND"(6-'"(%&&7)43PC/-4J- 4JDH>C- MPJ3>/-4#8$&=]6OGJJI [,/O

>-,>C-I 6>,K-JFJZD"2%$9")(%2$& !R1% 0R1)&

#9)$S艾庆辉" 苗又青"麦康森&单宁的抗营养作用与去除方法的研

究进展#8$&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9$ %$ & !

'' 09%&

#9:$S=#WA"<@56< 5"?5==5E!_">3CF&7P/JP/3/mC3/J- JN4BH43PC3>

B4>HDC,JO,BF3BP>JNN/̀>4M>,/>4JNZB3HC,3>P/CN>I L/a3BP>4JNCPO

CH/-JaDFC-"aDFJZFB,C-"

%

OZFB,C-"C-I M>,3/-#8$&5MMF/>I C-I @-O

/̀PJ-L>-3CFT/,PJH/JFJZD"2%$(&!"#!$%&$$21 *C>L&%$(%)O$(&

#9R$S@=A5[ [ <"6#E5A5<">3CF&@NN>,3JN-C3BPCFN>PL>-3C3/J- J-

-B3P/3/̀>̀ CFB>C-I %# 1%6,-MPJ3>/- I/Z>43/H/F/3DJNM>CPFL/FF>3#8$&

GJJI \K>L/43PD"2%%2"R1%$& !R) 0R(&

#91$S"[T5ET5&@NN>,3JN3PCI/3/J-CFN>PL>-3C3/J- MPJ,>44J- 3K>-BO

3P/>-3C-I C-3/-B3P/>-3,J-3>-34JNM>CPFL/FF>3IBP/-ZMP>MCPC3/J- JN

=JKJK#8$&8JBP-CFJN3K>[CBI/[J,/>3DJN5ZP/,BF3BPCF[,/>-,>4"

2%$%"$%%$& !$ 0:&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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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周胜虎"毛银"邓禹&发酵过程中时空水平的动态调控策略研究进展#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RR 021'&

;<"W[K>-ZKB"T5"A/-"!@E?AB&V>4>CP,K MPJZP>44J- 3K>ID-CL/,P>ZBFC3/J- JN4MC3/J3>LMJPCFF>̀>F/- 3K>N>PL>-3C3/J-

MPJ,>44#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2RR 021'&

发酵过程中时空水平的动态调控策略研究进展

周胜虎$!2

!毛银$!2

!邓禹$!2

"

$%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2$9$22&

2%江南大学"江苏省生物活性制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2$9$22&

摘S要S微生物发酵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细胞生长环境的不断变化增加了代谢调控的难度" 此外!发

酵系统是一个混合体系!同时存在着具有不同生产性能以及处于不同生长状态的细胞" 因此!如何基于细胞内

外环境变化动态调控代谢网络!实现所有细胞的最佳生长和产物合成状态!是目前发酵工程和代谢工程的研究

重点" 该文以影响细胞代谢流量变化因素的时空分布特性为基础!分别介绍了物理化学环境#胞内产物和胞外

产物驱动的动态调控策略!为发酵过程的精准控制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

关键词S代谢工程)代谢流量)生物传感器)胞内产物)胞外产物

9%'%&65136/E6%''/0+1%.,0&2(56%E-*&+(/0/4'3&+(/+%23/6&*

*%K%*(0+1%4%62%0+&+(/036/5%''

;<"W[K>-ZKB

$"2

"T5"A/-

$"2

"!@E?AB

$"2

"

$%EC3/J-CF@-Z/->>P/-Z=CHJPC3JPDNJP\>P>CFG>PL>-3C3/J- 6>,K-JFJZD" 8/C-Z-C- W-/̀>P4/3D" ]Ba/2$9$22" \K/-C&

2%8/C-Z4B 7PJ̀/-,/CFV>4>CP,K \>-3>PNJP_/JC,3/̀>7PJIB,37PJ,>44/-Z6>,K-JFJZD" 8/C-Z-C- W-/̀>P4/3D" ]Ba/2$9$22" \K/-C&

!78"9!:"S?/̀>- 3KC3L/,PJH/CFN>PL>-3C3/J- /4C,JLMF/,C3>I C-I ID-CL/,MPJ,>44" /3/4I/NN/,BF3

3JP>ZBFC3>3K>L>3CHJF/,NFBaIB>3J3K>,KC-Z/-Z,J-I/3/J-4/- ,>FFBFCPZPJb3K&GBP3K>PLJP>" 3K>N>PO

L>-3C3/J- 4D43>L/4CL/a3BP>bK/,K ,J-3C/-4-J-Z>->3/,̀ CP/C-34b/3K I/NN>P>-3MPJIB,3/J- M>PNJPLC-,>

C4b>FFC4I/NN>P>-3ZPJb3K 43C3>4&6K>,BPP>-3NJ,B4JNN>PL>-3C3/J- >-Z/->>P/-ZC-I L>3CHJF/,>-Z/O

->>P/-Z/4KJb3J4/LBF3C->JB4FDC,K/>̀>3K>JM3/LBLZPJb3K C-I MPJIB,3/J- 43C3>4JN/-I/̀/IBCF,>FF/-

3K>NFB,3BC3/-Z/-3PCOC-I >a3PCO,>FFBFCP>- /̀PJ-L>-3HDID-CL/,CFFDP>ZBFC3/-Z3K>L>3CHJF/,->3bJP.&

5,,JPI/-Z3J3K>4MC3/J3>LMJPCFI/43P/HB3/J- MPJM>P3/>4JNL>3CHJF/,NFBaM>P3BPHC-,>NC,3JP4" 3K/4P>̀/>b

K/ZKF/ZK343K>MKD4/,CFC-I ,K>L/,CF>- /̀PJ-L>-3OHC4>I ID-CL/,P>ZBFC3/J- 43PC3>Z/>4" C-I /-3PC,>FFBFCP

JP>a3PC,>FFBFCPL>3CHJF/3>4OHC4>I ID-CL/,P>ZBFC3/J- 43PC3>Z/>4&6K>JP>3/,CFC-I 3>,K-/,CFP>N>P>-,>4

NJPMP>,/4>,J-3PJFF/-ZJN3K>N>PL>-3C3/J- MPJ,>44b>P>CF4J4BLLCP/m>I&

;%, </6.'SL>3CHJF/,>-Z/->>P/-Z' L>3CHJF/,NFBa' H/J4>-4JP' /-3PC,>FFBFCPL>3CHJF/3>' >a3PC,>FFBFCP

L>3CHJF/3>

第一作者!博士"助理研究员%邓禹教授为通讯作者"@OLC/F!I>-ZDBc+/C-Z-C-&>IB&,-&

SS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AG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1RR%)'&

收稿日期!2%2%O%:O21"改回日期!2%2%O%:O'%

SS近年来"随着合成生物技术+代谢工程和系统生

物学的快速发展与交叉融合"微生物发酵合成高附加

值化学品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 02$

( 在此过程中"构建

高效的细胞工厂始终是研究的核心( 细胞工厂的传

统改造策略主要包括!过表达途径基因+敲除或抑制

产物降解途径和竞争性代谢途径+蛋白质工程改造限

速酶和定向进化强化菌株生产性能等
#' 09$

( 这些改

造策略的核心思想是最大化的引导细胞内的物质和

能量流向产物合成方向"同时强化产物合成途径的代

谢通量( 经过上述改造策略已经实现了多类重要化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合物的高效合成"例如黄酮类化合物
#) 0:$

+脂肪

酸
#R 01$

+萜类化合物
#( 0$$$

+生物燃料
#$2 0$9$

+聚合物单

体化合物
#$) 0$:$

等( 然而"随着底物消耗+副产物积累

和产物合成"发酵过程中的环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

过程中"这导致基因表达水平不能随时与环境变化相

适应"因此仅仅通过简单的静态代谢工程改造难以使

细胞适应复杂多变的发酵环境
#$R$

( 此外"发酵系统

中每个单细胞的生长状态都不相同"通过统一调节发

酵条件% M<+温度和碳源等&或者添加诱导剂 %异丙

基O

%

OPO硫代半糖苷等&的方式改变基因表达水平并

不能使每一个细胞都处于最佳的生长和生产状

态
#$1$

( 发酵系统中不同位置的细胞所处环境也不尽

相同"这进一步增加了调控的难度( 因此"发酵过程

中环境变化具有瞬时的空间和时间特性( 综上"为实

现目标化合物的高效合成"急需建立一种可在时间和

空间水平上针对特定细胞所处的生理生化环境进行

精准控制的调控手段(

为在发酵过程中实现时空水平的精准调控"研究

者们设计了大量的生物传感器用于实时定量监测细

胞内外环境的变化"同时根据监测信号实时动态的调

控代谢网络
#$( 02%$

( 这些动态调控网络设计的一般思

路是以可响应细胞内外环境变化的生物传感器控制

关键基因"传感器根据检测到的信号变化强化或抑制

基因表达"从而达到代谢流量调控的目标
#$R 02$$

(

本文根据发酵过程中代谢调控的时空尺度不同"

将动态调控策略分为环境响应型+胞内产物响应型和

胞外产物响应型%图 $&(

CO发酵环境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HO胞内产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O胞外产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图 $S时空水平的动态调控响应机制

G/Z&$S6K>L>,KC-/4L4JNID-CL/,P>ZBFC3/J-

/- 4MC3/J3>LMJPCFF>̀>F

环境响应型动态调控针对整个发酵系统中所有

细胞进行集体调控%图 $OC&'胞内产物响应型动态调

控基于每个单细胞自身生理生化状态而进行自我调

控%图 $OH&'胞外产物响应型动态调控的特点是代谢

物可分泌出细胞并同时被其他单细胞摄取"这将会造

成不同单细胞在空间尺度上的信号干扰%图 $O,&(

本文通过对比当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深入分析

不同动态调控策略的优缺点"为更广泛的代谢工程和

发酵工程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S发酵环境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温度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温度是发酵过程中的重要参数"不仅与能量消耗

息息相关"同时也显著影响着细胞生长+酶的催化活

性和产物的稳定性( 因此"通过温度来调控微生物生

长与代谢是发酵过程控制的重要手段( 对整个发酵

体系进行加热或冷却会影响体系中所有细胞的代谢

过程"这种动态调控策略忽略了微观层面上每个单细

胞的性能差异性"目标是针对发酵体系中所有细胞集

体的动态调控(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温敏型生物传

感器包括 \#1)R 阻遏蛋白介导的高温激活传感器以

及 \#9'9O3>̀[ 阻遏蛋白突变体 %6G

34

&介导的低温激

活传感器
#22 02'$

( 其中 \#1)R 在温度高于 'R f时失

去活性而无法与结合位点结合"进而开启目标基因表

达'当温度低于 '% f时"\#1)R 阻遏目标基因表达(

而 6G

34

在温度低于 '% f时失去活性而无法与结合位

点结合"进而开启目标基因表达'当温度高于 'R f

时"6G

34

阻遏目标基因表达( 基于这些调控机制"[WE

等
#29$

构 建 了一 个乙 醇生 产 菌 株 =)(+0,%(+"%(-&%

_%%$'O2%2$ <75"该菌株的生长繁殖过程仅以木糖+

半乳糖和阿拉伯糖为碳源"而乙醇合成过程仅以葡糖

糖为碳源( 在该工程菌株中"敲除了乙醇的竞争性代

谢途径基因%96"E"(@8+&$+8和 9<&?&"同时突变了葡萄

糖的摄取和氧化的必需基因% 3&@+96)V和 ."#2&( 在

此基础上以受 \#1)R 调控的启动子 MV*M=调控 96)V

表达"从而达到葡萄糖消耗受温度控制的目的( 在低

温条件下大肠杆菌 _%%$'O2%2$<75利用木糖+半乳

糖和阿拉伯糖生长"随后温度升高到 'R f后开始利

用葡萄糖合成乙醇( 经过 $2 K 发酵"乙醇产量比无

动态调控菌株提高 $&9 倍"达到 9&%: Z*%=-K&( 与

高温激活的生物传感器相比"低温激活的生物传感器

鲜有报道和应用( 最近";<@E?等
#22$

在低温传感器

的设计和应用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这项研究工

作中"作者首先通过定向进化获得了受高温激活的阻

遏蛋白 6G

34

+受低温激活的蛋白酶 6@l

34

和 C/(-9&")."

<&-,7.=J- 蛋白酶%.<O=J-&( 经过巧妙组合"构建了如

图 2 所示的动态调控系统( 在不同种大肠杆菌中"该

系统均具有良好的功能"是目前已知低温诱导生物传

感器中动态范围最广+本地表达最低和对信号响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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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快的传感器( 此外"应用该传感器控制 <6)2和

.,0?的表达可实现大肠杆菌形态的动态控制(

图 2S低温诱导型生物传感器工作机制

G/Z&2S6K>L>,KC-/4L4JNFJb3>LM>PC3BP>/-IB,>I H/J4>-4JP

注!当温度低于 '% f时 6G

34

失去活性"无法阻遏 6@l

34

+6>3V和

目标蛋白 ?"#的表达"此时 6@l

34

特异性的降解 6G

34

蛋白从而

进一步强化 ?"#的表达( 当温度高于 'R f时 6G

34

阻遏 6@l

34

+

6>3V和目标蛋白 ?"#的表达"因此 .<O=J- 得以表达并特异性

降解渗漏表达的 ?"#蛋白( 钝箭头代表抑制作用(

=>@?3R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影响发酵过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 M<"尤其是以

有机酸为目标产物的发酵生产( 与温度响应的动态

调控相同"M<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也属于针对发酵

体系中所有细胞的集体动态调控( 原因在于 M<的

变化是全局性质的改变"当调节发酵体系 M<时"所

有细胞不可避免的会处于相同的 M<条件( 目前应

用较为广泛的 M<响应启动子或调控蛋白主要包括

来自黑曲霉的 7

ZC4

启动子
#2)$

+来自酿酒酵母的 7

#2:$

A?7$

+

来自动物细胞的 6!5?1 蛋白
#2R$

( A#E等
#2)$

利用

7

ZC4

启动子控制衣康酸合成相关基因表达"在黑曲霉

中发酵获得了 9&(2 Z*=的产量( 然而"7

ZC4

启动子对

M<的响应机制尚未有明确研究"因此限制了其用于

更为复杂和灵敏的代谢网络设计( 为了探索 M<诱

导型启动子的响应机制"并构建新型生物传感器"

V58dWT5V等
#2:$

组合了一系列受低 M<诱导的转录

因子及其结合位点" 如 VCM$M % ?55\5\\\565O

\56\&+ [b/)M %6?\6??3&+ [b/9M %C\?\?555&+

5mN$M %C5555?555&+ T4-2M*T4-9M %C5????&+

VFL$M % 3\656]]]65Z&+ \Pm$M % ?6??\6?&+

<CC$M %?EETV???&和 EPZ$M %??5\\\3&( 研究

发现"VCM$M+ [b/)M 和 [b/9M 显著影响启动子受低

M<诱导的强度"其中 VCM$M 同时与启动子本底表达

水平密切相关( 基于此"构建了一系列性能优越的低

M< 诱 导 启 动 子" 包 括 A?7$ 2̀,A?7$ R̀ 和

\\]$9 $̀,\\]$9 R̀ 等( 随后 V58dWT5V等利用

所构 建 启 动 子 % A?7$ R̀+ \\]$9 9̀+ \\]$9 )̀ 和

\\]$9 :̀&调控乳酸脱氢酶基因%&$+D&表达"发现这

些启动子控制下的乳酸产量达到 2&( UR&( Z*="而

6@G$MP控制下的重组菌仅有 %&R2 Z*=的乳酸产量(

除此之外"5W[=wE!@V等
#2R$

利用来源于人类的受

<

g

激活的细胞表面受体蛋白 6!5?1 和 ?蛋白"调节

锚定在细胞膜上的腺苷环化酶 %CI>-DFC3>,D,FC4>"

5\&活性"从而控制 567转化为 ,5T7的速率( 随

后",5T7激活蛋白酶 5的调控亚基"该亚基转移到

细胞核中后可通过磷酸化激活 ,5T7响应原件结合

蛋白 $ % ,5T7OP>4MJ-4>>F>L>-3H/-I/-ZMPJ3>/- $"

\V@_$&"受激活的 \V@_$ 可结合到目标启动子

7\V@"从而启动目标基因表达%图 '&( [<@E等
#$R$

详细介绍了其他基于环境因素的动态调控策略"如光

诱导+溶氧诱导和碳源诱导的动态调控策略( 这些基

于环境因素的动态调控策略具有与温度和 M<响应

的动态调控策略相同的时空调控性质(

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物理环境 %如温度&还是

化学环境%如 M<&的动态调控策略都属于针对发酵

系统全局的动态调控( 这些策略更加关注环境因素

在时间水平上的波动"而忽略了每个单细胞在空间水

平上的不同需求( 因为发酵系统是一个混合体系"在

发酵过程中的任意时间段都存在着大量不同生长时期

的细胞+基因表达水平不同的细胞+代谢负担不同的细

胞和生产性能不同的细胞
#$1$

"因此仅仅根据环境因素

的时间水平对发酵系统所有细胞进行整体的动态调控

并不能满足每个单细胞在空间水平上的需求(

图 'S基于 6!5?1 的 M<响应生物传感器工作机制

G/Z&'S6K>L>,KC-/4L4JN6!5?1 I>M>-I>-3

M<OP>4MJ-4/̀>H/J4>-4JP

2S胞内代谢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为了同时满足发酵系统中不同性能的单细胞在

时间和空间水平上的不同需求"急需建立一种基于单

细胞自身的独特状态进行自我调节的动态调控策略(

胞内代谢物仅存在于细胞内部"因此能体现每个单细

胞独特的生理状态( 基于这些特性"胞内代谢物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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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调控策略可同时实现对单细胞的时间和空间

水平上的调控(

辅酶 5%,J>-mDL>5"\J5&及其硫酯化合物是胞

内典型的代谢中间产物"与胞内能量供应和物质循环

息息相关
#$$

( 近年来"研究者们建立了多种基于胞

内丙二酰O\J5和酯酰O\J5含量变化的动态调控策

略
#21$

( 其中最为经典的设计是 Ŵ等
#2($

的乙酰O

\J5*丙二酰O\J5振荡器和 ;<5E?等
#'%$

的脂肪酸*

酯酰O\J5动态调控系统( 基于丙二酰O\J5的动态

调控策略主要依赖于受丙二酰O\J5调控的阻遏蛋白

GCMV和 $ 个 $R HM 长度的结合位点 <"9U( 当胞内丙

二酰O\J5含量增加后可与 GCMV结合形成 GCMVO丙

二酰O\J5复合体"该复合体无法识别 <"9U"从而无法

形成阻遏作用"目标蛋白得以表达
#'$$

( 相反"当胞内

丙二酰O\J5不足时无法形成 GCMVO丙二酰O\J5复合

体"GCMV得以与 <"9U结合进而阻遏目标基因表达(

为了构建 $ 个动态调控装置用以实时平衡脂肪酸合

成时乙酰O\J5和丙二酰O\J5含量" Ŵ等
#2($

筛选得

到了 $ 个受 G

CMV

激活的启动子 7

ZCM

"将该启动子与受

G

CMV

阻遏的启动子 6RO<"9U结合"构建得到了乙酰O

\J5*丙二酰O\J5振荡器 %图 9OC&( 当胞内丙二酰O

\J5含量不足时该振荡器激活 7

ZCM

表达并阻遏 6RO<"E

9U表达"从而分别强化乙酰O\J5转化为丙二酰O\J5

和抑制丙二酰O\J5转化为脂肪酸'当胞内丙二酰O

\J5含量过高时该振荡器阻遏 7ZCM 表达并激活 6RO

<"9U表达"从而分别抑制乙酰O\J5转化为丙二酰O

\J5和强化丙二酰O\J5转化为脂肪酸%图 9OH&( 为

了构建 $ 个平衡脂肪酸合成与酯酰O\J5积累的动态

调控系统";<5E?等
#'%$

首先设计了一个可高效响应

胞内酯酰O\J5含量的生物传感器%图 9O,&( 该传感

器包括酯酰O\J5响应的阻遏蛋白 %GCIV& 和基于

GCIV结合位点构建的启动子组成( 当胞内酯酰O\J5

不足时 GCIV与识别位点结合并阻遏目标基因表达'

相反"当胞内酯酰O\J5含量过高时与 GCIV结合形成

GCIVO酯酰O\J5复合体"从而离开结合位点同时激活

目标基因表达( 应用该动态调控系统调控丙酮酸脱

羧酶%9$(&+醇脱氢酶% "$+?&+酯酰O\J5合酶%<"$P&

和蜡酯合酶% "6<8&的表达"最终获得了 $&) Z*=的生

物柴油产量%图 9O,&(

总之"胞内代谢产物响应的生物传感器由于可专

一性的实时监测单细胞水平的代谢变化"为单细胞水

平的动态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在发酵过程中

大多数代谢产物或中间产物往往可以不同程度地分

泌到细胞外"这将会导致细胞间的信号交叉"从而不

同程度地影响在单细胞水平上生物传感器对自身信

号的监测准确度(

CO丙二酰O\J5振荡器工作机制"箭头和钝箭头分别代表激活和

抑制作用'HO丙二酰O\J5振荡器工作示意图"当丙二酰O\J5

不足时启动 5\\表达"当丙二酰O\J5充足时启动 G5[ 表达'

,O基于酯酰O\J5的动态调控策略"模块 5+_和 \分别

代表脂肪酸+乙醇和生物柴油%G5@@&的合成途径

图 9S基于酯酰O\J5生物传感器的动态调控策略

G/Z&9S5,DFO\J5H/J4>-4JPHC4>I ID-CL/,P>ZBFC3/J- 43PC3>Z/>4

'S胞外代谢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A>=?部分分泌型代谢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由于微生物膜系统的丰富载体和多种转运模式

并存"大多数代谢物都可部分穿透细胞膜而分泌到胞

外或进入其他细胞( 这种广泛存在的细胞间物质交

换对单细胞动态调控的精准性造成了干扰( 尽管如

此"基于这种可部分跨膜转运的代谢产物的动态调控

策略依然备受关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0'9$

(

其中"基于氨基酸响应生物传感器的动态调控在近年

来的研究较为广泛( 6DPV是芳香族氨基酸合成途径

的调控蛋白"常常作为芳香族类化合物合成代谢网络

动态调控的中枢( 其调控机制是当无苯丙氨酸或酪

氨酸时 6DPV形成 2 个二聚体结合于启动子 7

3DP7

或

7

CPJG

上游并激活下游基因表达'然而"当存在苯丙氨

酸或酪氨酸时"6DPV与苯丙氨酸或酪氨酸形成 6DPVO

苯丙氨酸或 6DPVO酪氨酸复合体"该复合体可相互结

合形成六聚体并分别弯曲启动子 7

3DP7

或 7

CPJG

结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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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阻遏下游基因表达的效果
#')$

( 基于 6DPV的

调控原理"\<"W等
#')$

设计了 $ 个菌株表型进化的

反馈调控系统%N>>IHC,.OP>ZBFC3>I >̀JFB3/J- JNMK>-JO

3DM>"GV@7&"该系统以 6DPV传感器为基础调控大肠

杆菌突变子%.76P)&表达水平"从而实现菌株快速进

化的目标( 具体而言"7

CPJG

启动子控制 .76P) 的表

达"当菌株酪氨酸产量增加时会抑制 .76P) 的表达"

进而降低突变发生的频率'相反"当菌株酪氨酸产量

较低时 .76P) 表达水平增加"进一步强化了该菌株

的突变率"直至获得高产酪氨酸菌株为止( 此外"

]W等
#':$

通过启动子工程改造获得了梯度强度 7

3DP7

启动子"该启动子收到苯丙氨酸诱导( 利用所构建的

7

3DP7

启动子调控表达芳香族氨基酸合成途径的关键

酶,,,莽草酸激酶异构酶 %5PJd&"成功构建了可动

态响应苯丙氨酸的动态调控菌株 aFFM'"获得了 :$&'

Z*=的苯丙氨酸"且产量和产率相比较未动态调控的

菌株分别提高了 $&': 和 $&22 倍(

氨基酸可通过跨膜蛋白的主动运输作用或自由

扩散作用进出细胞"因此其在细胞内外的浓度分布主

要取决于浓度差以及转运蛋白活性
#'R 0'1$

( 一般而

言"当诱导物在胞内的含量远高于胞外含量时"不同

单细胞之间的信号干扰较小( 这是因为不同单细胞

所分泌的诱导物难以通过自由扩散进入其他细胞"而

经过主动运输进入后也会因为胞内已存在的大量诱

导物而降低了这种信号干扰的程度( 因此"部分分泌

型代谢物响应的动态调控根据胞内外诱导物浓度差

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调控效果(

A>@?外排型代谢物响应的动态调控策略

有些代谢物主要通过自由运输或主动运输的外

排作用分泌到细胞外"因此会形成胞内代谢物含量等

于或低于胞外代谢物含量的现象
#'( 09%$

( 本文将这种

代谢物定义为0外排型代谢物1( 这种代谢物的动态

调控策略往往无法进行精准的空间水平动态调控"因

为胞外代谢物含量高于或等于胞内"导致不同单细胞

受到环境中代谢物的诱导作用相同"容易形成整个发

酵系统所有单细胞的0集体调控1现象( 微生物培养

过程中的群体响应现象就是由该动态调控策略所控

制的自然现象( 据报道"细菌群体响应的信号分子

GO高丝氨酸内酯%C,DFOKJLJ4>P/->FC,3J->"5<=&主要

通过自由扩散和主动运输作用进出细胞"细胞内外的

5<=含量基本相同
#9$ 092$

"这是群体响应的信号传导

基础( 群体响应分为 2 种调控模式"一种是来自

4"#6-0" )60:",6%" 的 @4C#O@4CV系统"该系统中 @4C#催

化合成 5<="5<=抑制 @4CV对 7>4C[ 启动子的激活

作用'另一种是来自 K%',%-<%)(+0,%的 =Ba#O=BaV系统"

该系统中 =Ba#催化合成 5<="5<=与 =BaV结合形

成复合体进而激活 7FBa#下游基因的表达
#$R$

( 已有

研究主要应用群体响应效应动态调控目标化合物合

成途径"从而达到平衡细胞生长和产物合成的目

标
#''$

( 具体而言"当菌体刚开始生长时菌体浓度较

低"群体响应效应较弱"目标产物合成途径关闭'当菌

体浓度达到设定阈值后启动群体响应效应"从而启动

目标产物合成
#9' 09)$

( 近年来 7V56<@V课题组在群

体响应的设计和应用中取得了较好成果
#''"9: 091$

( 例

如"应用 @4C#O@4CV系统调控柚皮素合成途径 %酪氨

酸解氨酶和 9O香豆酸!\J5连接酶&"同时 =Ba#O=BaV

系统调控 \V#[7V*I\C4抑制系统实现在生产阶段抑

制脂肪酸合成的目标%图 )&( 最终 !#E<等
#9:$

建立

了一个群体响应的双动态调控系统"显著提高了柚皮

素的生物合成效率"此外该系统对水杨酸的生物合成

同样具有显著效果(

TJIBF>5O柚皮素合成模块'TJIBF>_O丙二酰O\J5消耗抑制模块

图 )S基于群体响应效应的动态调控策略强化柚皮素合成

G/Z&)SnBJPBL4>-4/-ZHC4>I ID-CL/,P>ZBFC3/J- 43PC3>ZD3J

/LMPJ̀>3K>H/J4D-3K>4/4JN-CP/-Z>-/-

9S结论

目前存在多种时空水平的动态调控策略"且在发

酵过程中展现出优越的实时调控性能( 将这些动态

调控策略按照时空调控尺度不同分为环境响应型+胞

内代谢物响应型和胞外代谢物响应型动态调控策略(

其中环境响应型动态调控策略主要以全体细胞的

0集体调控1为主"在此基础上实时监测环境变化"并

动态调节代谢途径'胞内代谢物响应型动态调控策略

主要以单细胞的0个体调控1为主"在此基础上实时

监测单细胞自身的生理生化环境变化"并动态调节代

谢途径'胞外代谢物响应型动态调控策略是一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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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集体调控1与0个体调控1之间的过渡性策略"当胞

内代谢物含量远高于胞外时则偏向于0个体调控1"

当胞内代谢物含量等于或低于胞外含量时则偏向于

0集体调控1( 这些动态调控策略各有优缺点"胞内

代谢产物响应型动态调控策略虽然可以实现单细胞

水平调控"但是由于仅有少数代谢物仅存在于胞内"

导致很多产物合成中无法应用此策略( 因此"未来应

用多种动态调控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更加灵敏+

适应复杂环境的动态调控网络将可能成为重要研究

方向
#9: 0)$$

(

此外"由于多数代谢物可分泌到胞外"并被其他

细胞摄取"引起了不同单细胞之间的信号干扰( 建立

微观尺度的单细胞发酵技术"实现单细胞的独立发酵

至关重要( 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结合微流控技

术的微液滴发酵技术有效隔绝了单细胞之间的相互

干扰"有望实现更加精准的发酵调控
#)2 0)'$

( 另一方

面"虽然成千上万的化合物实现了微生物法合成"但

是其跨膜转运模式以及胞内外分布状态依然报道较

少"这不利于时空水平的动态调控研究( 因此"未来

通过蛋白质工程手段调控代谢物在胞内外的分布将

有助于动态调控的精准控制"促进发酵工程合成更多

高附加值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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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Z/->>P/-ZID-CL/,MC3KbCDP>ZBFC3/J- C-I L>3CHJF/,,J-3PJF

#8$&7PJ,>>I/-Z4JN3K>EC3/J-CF5,CI>LDJN[,/>-,>4JN3K>W-/3>I

[3C3>4JN5L>P/,C"2%$9"$$$%'$& !$$ 2(( 0$$ '%9&

#'%$S;<5E?G;"\5V"6<@V[ 8T"d@5[=#E?8!&!>4/Z- JNCIDO

-CL/,4>-4JPOP>ZBFC3JP4D43>LNJPMPJIB,3/J- JN,K>L/,CF4C-I NB>F4

I>P/̀>I NPJLNC33DC,/I4#8$&EC3BP>_/J3>,K-JFJZD"2%$2"'% %9 & !

')9 0')(&

#'$$S Ŵ7"]5E?] A"=#=A">3CF&!>4/Z- C-I ./->3/,C-CFD4/4JNC

KDHP/I MPJLJ3>POP>ZBFC3JP4D43>LNJPLCFJ-DFO\J54>-4/-Z/- =)(+0E

,%(+%" (-&%#8$&5\[ \K>L/,CF_/JFJZD"2%$9"(%2& !9)$ 09)1&

#'2$S=#W!"T5EE5E55"<5EA">3CF&!D-CL/,L>3CHJF/,,J-3PJF!

6JbCPI4MP>,/4/J- >-Z/->>P/-ZJNL>3CHJF/4L#8$&8JBP-CFJN#-IB4O

3P/CFT/,PJH/JFJZDQ_/J3>,K-JFJZD"2%$1"9)%R& !)') 0)9'&

#''$S!#E<\l"7V56<@Vd=8&=CD>P>I C-I LBF3/O/-MB3CB3J-JLJB4

ID-CL/,,J-3PJF43PC3>Z/>4NJPL>3CHJF/,>-Z/->>P/-Z#8$&\BPP>-3

"M/-/J- /- _/J3>,K-JFJZD"2%2%":)!$): 0$:2&

#'9$S=#W!"@l5E[ 6";<5E?G&5MMF/,C3/J-4C-I CI C̀-,>4JNL>3CHO

JF/3>H/J4>-4JP4NJPL>3CHJF/,>-Z/->>P/-Z#8$&T>3CHJF/,@-Z/->>PO

/-Z"2%$)"'$!') 09'&

#')$S\<"W< <" d@5[=#E? 8!&7PJZPCLL/-ZCICM3/̀>,J-3PJF3J

>̀JF̀>/-,P>C4>I L>3CHJF/3>MPJIB,3/J-#8$&EC3BP>\JLLB-/,C3/J-"

2%$'"9!2)()&

#':$S]W8"=#WAG";<5"[">3CF&5MMF/,C3/J- JNID-CL/,P>ZBFC3/J-

3J/-,P>C4>DOMK>-DFCFC-/->MPJIB,3/J- /- =)(+0,%(+%" (-&%#8$&8JBPO

-CFJNT/,PJH/JFJZDC-I _/J3>,K-JFJZD"2%$("2(%:& !(2' 0('2&

#'R$SdVT@VV&[D43>L4C-I L>,KC-/4L4JNCL/-JC,/I BM3C.>C-I >aO

,P>3/J- /- MPJ.CPDJ3>4# 8$&5P,K/̀>4JNT/,PJH/JFJZD" $((9" $:2

%$& !$ 0$'&

#'1$S<5=7@VEA[&?>->3/,4JNCL/-JC,/I 3PC-4MJP3/- HC,3>P/C#8$&

5--BCFV>̀/>bJN?>->3/,4"$(R9"1%$& !$%' 0$''&

#'($SA5;5d#d&6PC-4MJP3>P4JN4>,J-ICPDL>3CHJF/3>4# 8$&\BPP>-3

"M/-/J- /- 7FC-3_/JFJZD"2%%)"1%'& !'%$ 0'%R&

#9%$S_WVE[ _7"T@E!;?=&4T>3CHJF/3>6PC-4MJP3. "/- W0&%(-'"(60,

9/&-,%! 7KD4/JFJZDC-I Z>->3/,4# T$&]C4K/-Z3J- % !\& ! 5[T

7P>44"2%%$&

#9$$ST#E5?5]5["#E5T#<"d56"6">3CF&VE!3DM>>NNFBaMBLM

4D43>LT>a5_O"MPT JNM4>BIJLJ-C4C>PBZ/-J4C4>F>,34HC,3>P/CF

FC-ZBCZ>4"'OJaJOC,DFOKJLJ4>P/->FC,3J->4"NJP,>FFO3JO,>FF,JLLBO

-/,C3/J-#8$&_T\T/,PJH/JFJZD"2%$2"$2!R%&

#92$S7@5V["E87"l5E!@=!@E\"#?=@][d#_<&5,3/̀>>NNFBa

C-I I/NNB4/J- CP>/- J̀F̀>I /- 3PC-4MJP3JN4)07$-.-#")"0,73%#-)"

,>FFO3JO,>FF4/Z-CF4#8$&8JBP-CFJN_C,3>P/JFJZD" $(((" $1$ % 9 & !

$ 2%' 0$ 2$%&

#9'$S7V@[\"66V!"!@\<"5]&GF>a/H/F/3DC-I CICM3CH/F/3DJNYBJO

PBL4>-4/-Z/- -C3BP>#8$&6P>-I4/- T/,PJH/JFJZD"2%2%"21 %: & !

9': 0999&

#99$S[\<W[6@VT"[@̂ 6"E!8"!#??=@[ 7">3CF&5,DFOKJLJ4>P/->

FC,3J->YBJPBL4>-4/-Z!GPJL>̀JFB3/J- 3JCMMF/,C3/J-#8$&5--BCF

V>̀/>bJNT/,PJH/JFJZD"2%$'":R%$& !9' 0:'&

#9)$Sd#T@T"T#E]""<"6#5E6">3CF&5B3J-JLJB4,J-3PJFJNL>3O

CHJF/,43C3>HDCYBJPBL4>-4/-Z%n[&OL>I/C3>I P>ZBFC3JPNJPH/4O

CHJF>->MPJIB,3/J- /- >-Z/->>P>I =F(-&%#8$&T>3CHJF/,@-Z/->>PO

/-Z"2%$R"99!'2) 0'':&

#9:$S!#E<\l"7V56<@Vd=&!>̀>FJML>-3JNC- CB3J-JLJB4C-I H/O

NB-,3/J-CFYBJPBLO4>-4/-Z,/P,B/3NJPL>3CHJF/,NFBa,J-3PJF/- >-Z/O

->>P>I =)(+0,%(+%" (-&%#8$&7PJ,>>I/-Z4JN3K>EC3/J-CF5,CI>LDJN

[,/>-,>4JN3K>W-/3>I [3C3>4JN5L>P/,C"2%$("$$:%)$&!2) ):2 0

2) ):1&

#9R$SA5E?A"=#EA"]5E?8">3CF&[>-4JPOP>ZBFC3JPC-I VE5/HC4>I

H/NB-,3/J-CFID-CL/,,J-3PJF->3bJP. NJP>-Z/->>P>I L/,PJH/CF4D-O

3K>4/4#8$&EC3BP>\JLLB-/,C3/J-4"2%$1"(%$& !' %9'&

#91$S="6T"\<E?[ <"6@"] [">3CF&53bJOFCD>PZ>->,/P,B/3NJP

I>,JBMF/-Z,>FFZPJb3K NPJL L>3CHJF/3>MPJIB,3/J- #8$&\>FF[D4O

3>L4"2%$:"'%2& !$'' 0$9'&

#9($ST"[@VG"_"VW8@E#5@"?<"!5[5V55E">3CF&!D-CL/,

,J-3PJFJN>-IJZ>-JB4L>3CHJF/4Lb/3K ,JLH/-C3JP/CFFJZ/,,/P,B/34

#8$&TJF>,BFCP[D43>L4_/JFJZD"2%$1"$9%$$& !>1:%)&

#)%$S?W7655"V@#;T5E#T"V@#[\<\V">3CF&!D-CL/,P>ZBFC3/J-

JNL>3CHJF/,NFBa/- >-Z/->>P>I HC,3>P/CB4/-ZCMC3KbCDO/-I>M>-IO

>-3YBJPBLO4>-4/-Z,/P,B/3# 8$&EC3BP>_/J3>,K-JFJZD" 2%$R" ')

%'& !2R' 02R(&

#)$$S!""E?[ 8"?W7655"7V56<@Vd=&=CD>P>I ID-CL/,P>ZBFCO

3/J- NJP/LMPJ̀/-ZL>3CHJF/,MC3KbCDMPJIB,3/̀/3D/- =)(+0,%(+%" (-&%

#8$&7PJ,>>I/-Z4JN3K>EC3/J-CF5,CI>LDJN[,/>-,>4JN3K>W-/3>I

[3C3>4JN5L>P/,C"2%$1"$$)%$2& !2 (:9 02 (:(&

#)2$Sd5T#E[d#6["[\<@=@V""?5V[6@\d#7&!PJMF>3L/,PJNFB/IO

/,4NJPL/,PJH/JFJZD!6>,K-/YB>4"CMMF/,C3/J-4C-I ,KCFF>-Z>4#8$&

=CH J- C\K/M"2%$:"$:%$2& !2 $:1 02 $1R&

#)'$S_"]T5E@d"5=7@V<[&T/,PJIPJMF>3OC44/43>I 4,P>>-/-ZJNH/O

JLJF>,BF>MPJIB,3/J- NJPL>3CHJF/,>-Z/->>P/-ZCMMF/,C3/J-4#8$&

6P>-I4/- _/J3>,K-JFJZD"2%2%"'1%R& !R%$ 0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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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国玮"游淳&二糖磷酸化酶及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中的应用#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2$&!219 02($&=#?BJO

b>/"A"W\KB-&!/4C,,KCP/I>MKJ4MKJPDFC4>C-I /34CMMF/,C3/J- /- %# 1%6,-4D-3K>3/,H/JFJZD#8$&GJJI C-I G>PL>-3C3/J- #-IB4O

3P/>4"2%2%"9:%2$&!219 02($&

二糖磷酸化酶及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中的应用

李国玮$

!游淳2

"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天津"'%%9)R&2%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1&

摘S要S二糖磷酸化酶是以二糖为底物!催化磷酸向糖基转移!生成糖 $O磷酸的一类酶" 根据催化反应的立体

化学过程可以分为保留型和翻转型!即供体底物二糖的异头构型可以在糖 $O磷酸产物中保留或翻转" 目前已发

现的超过 $% 种的二糖磷酸化酶均分布在糖苷水解酶和糖苷转移酶家族中" 根据二糖磷酸化酶的功能设计体外

生物合成体系!不仅可以用于制备高价值化学品!例如直链淀粉#肌醇#昆布二糖等!还可生产一些大宗产品!例

如在氢能和酶燃料电池开发等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随着蛋白质工程的不断发展!对二糖磷酸化酶的研究越来越

深入!相信未来二糖磷酸化酶将在体外生物合成平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S二糖磷酸化酶)保留和翻转机制)氢能)酶燃料电池)体外生物合成体系

G('&551&6(.%31/'31/6,*&'%&0.(+'&33*(5&+(/0(0+,-+.!) ',0+1%+(5)(/*/E,

=#?BJb>/

$

"A"W\KB-

2

"

$%\JFF>Z>JN_/J3>,K-JFJZD"6/C-+/- W-/̀>P4/3DJN[,/>-,>C-I 6>,K-JFJZD"6/C-+/- '%%9)R"\K/-C&

2%6/C-+/- #-43/3B3>JN#-IB43P/CF_/J3>,K-JFJZD"\K/->4>5,CI>LDJN[,/>-,>4"6/C-+/- '%%'%1"\K/-C&

!78"9!:"S!/4C,,KCP/I>MKJ4MKJPDFC4>4CP>C3DM>JN>-mDL>43KC3B3/F/m>I/4C,,KCP/I>4C43K>4BHO

43PC3>C-I ,C3CFDm>3K>3PC-4N>PJNMKJ4MKC3>ZPJBM 3JZFD,J4DF3JMPJIB,>ZFB,J4>$OMKJ4MKC3>4&5,,JPIO

/-Z3J3K>43>P>J,K>L/,CF,JBP4>JN3K>P>C,3/J- ,C3CFDm>I" I/4C,,KCP/I>MKJ4MKJPDFC4>4LCDH>I/̀/I>I

/-3JP>3C/-/-ZC-I /- >̀P3/-ZMKJ4MKJPDFC4>4" C,,JPI/-Z3J3K>C-JL>P/,,J-N/ZBPC3/J- JN3K>IJ-JPI/4C,O

,KCP/I>4/4P>3C/->I JP/- >̀P3>I /- 3K>P>4BF3C-3ZFB,J4>$OMKJ4MKC3>&53MP>4>-3" LJP>3KC- $% I/4C,O

,KCP/I>MKJ4MKJPDFC4>4CP>I/4,J̀>P>I C-I I/43P/HB3>I /- 3K>ZFD,J4/I>KDIPJFC4>C-I ZFD,J4DF3PC-4N>PC4>

NCL/F/>4&Q# 1%6,-H/J4D-3K>4/44D43>LI>4/Z->I HC4>I J- 3K>NB-,3/J- JNI/4C,,KCP/I>MKJ4MKJPDFC4>,C-

H>B4>I -J3J-FDNJP3K>LC-BNC,3BP/-ZJNK/ZKÒCFB>,K>L/,CF4" 4B,K C4CLDFJ4>" LDJO/-J4/3JF" C-I

FCL/-CP/H/J4>" HB3CF4JNJP3K>MPJIB,3/J- JNHBF. MPJIB,34" 4B,K C4KDIPJZ>- >->PZDC-I >-mDLC3/,NBO

>F,>FF4&]/3K 3K>I>̀>FJML>-3JNMPJ3>/- >-Z/->>P/-Z" I/4C,,KCP/I>MKJ4MKJPDFC4>b/FFMFCDC4/Z-/N/O

,C-3PJF>/- %# 1%6,-H/J4D-3K>4/4&

;%, </6.'SI/4C,,KCP/I>MKJ4MKJPDFC4>' P>3C/-/-ZC-I /- >̀P3/-ZL>,KC-/4L' KDIPJZ>-' >-mDLC3/,NBO

>F,>FF4' %# 1%6,-H/J4D-3K>4/44D43>L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游淳研究员为通讯作者"@OLC/F!DJBv,c3/H&,C4&,-&

SS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RR1%R'&

收稿日期!2%2%O%:O%2"改回日期!2%2%O%:O$:

SS糖苷磷酸化酶催化多糖或寡糖非还原末端的糖

基部分与无机磷酸盐缩合"形成糖基磷酸%图 $&( 磷

酸化酶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 $('1 年"\"V#!等
#$$

将

其描述为产生葡萄糖 $O磷酸的一种因子( 这些酶遵

循0底物名称 g磷酸化酶1的命名规则"其 @\号的通

用格式为 2&9&a&a"例如蔗糖磷酸化酶"其底物为蔗

糖"@\号为 2&9&$&R( 磷酸化酶在酶的历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5V=和 ?@V6A由于发现了糖原磷酸化

酶获得了 $(9R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T"E!和

@!]#E

#2$

因鉴定了肌肉糖原磷酸化酶的磷酸化作用

而获得 $((2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图 $S糖原磷酸化酶催化反应示意图

G/Z&$S6K>P>C,3/J-4/FFB43PC3>I CP>JNZFD,JZ>- MKJ4MKJPDFC4>

SS糖苷磷酸化酶%ZFD,J4/I>MKJ4MKJPDFC4>"?7&与糖

苷转移酶 %ZFD,J4DF3PC-4N>PC4>"?6&+糖苷水解酶 %ZFDO

,J4/I>KDIPJFC4>"?<&是可以使糖苷键形成与断裂的

' 种主要酶( 与糖苷水解酶相比"糖苷磷酸化酶产物

的代谢结合不需要 567"同时由于其催化的反应可

逆"可以逆向反应合成一些寡糖( 与合成酶,,,糖苷

转移酶相比"糖苷磷酸化酶不需要断开高能的糖基O

核苷酸键%磷酸二酯键&"且底物成本低"使得磷酸化

酶在工业方面的研究更加广泛(

$S酶活力测定方法

传统的磷酸化酶酶活力测定方法为高效液相色

谱法%<7=\&"其缺点是需要昂贵的设备以及特殊的

色谱柱( 现在人们通常使用基于磷酸盐比色法的酶

活力测定方法"磷酸盐比色法是基于磷酸盐和钼酸盐

与还原剂或染料形成的有色络合物"该方法使得磷酸

化酶的酶活力测定更加简便经济( 近年来磷酸盐比

色法的研究与应用还在不断深入"测量方法也日渐成

熟( $((( 年 @=#;5_@6<等
#'$

比较了 ) 种基于磷钼

酸盐络合物的磷酸盐比色法"发现抗坏血酸还原法具

有颜色稳定和低背景值的优势( 2%%9 年 ?5]V"E[O

d#等
#9$

将磷酸盐一抗坏血酸比色法用于测定谷氨酰

胺合成酶的活性测定"检测的线性范围从不足 )

-LJF*=扩大到 $%% -LJF*=( 2%$% 年"?V"@l@等
#)$

对 ?5]V"E[d#等的方法进行改良后用于糖苷磷酸

化酶筛选"改良后检测的线性范围达到 ' LLJF*=(

此外"除磷酸盐比色法之外还可以通过特定的试剂盒

检测底物消耗或产物生成来定义磷酸化酶活性(

2S二糖磷酸化酶的分类与作用

按照底物的不同可以将磷酸化酶分为 ' 大类"二

糖磷酸化酶+寡糖磷酸化酶以及多糖磷酸化酶( 由于

在磷酸化酶家族中主要为二糖磷酸化酶"本综述仅对

二糖磷酸化酶进行讨论( 关于其他磷酸化酶可以参

考其他综述
#: 0($

(

根据糖基供体和所得的糖基磷酸的异头碳构型

是否一致"可以将二糖磷酸化酶分为保留型和翻转

型
#$%$

( 保留型的二糖磷酸化酶不会改变底物和磷酸

化产物之间的异头碳构型"即
'

O糖苷底物被转化为

'

O糖基磷酸"

%

O糖苷底物被转化为
%

O糖基磷酸( 保

留型二糖磷酸化酶分布在 ?<和 ?6家族中( 其中蔗

糖磷 酸 化 酶 为 ?<$' 家 族" 最 早 在 $(92 年 被

[\<]5V;等
#$$$

发现( 来自 ?%<%$-'"(60,%7. "$-&0)E

(0#6%)的蔗糖磷酸化酶的晶体结构以及定点突变等的

研究表明"其利用双置换机制催化蔗糖转化为
'

OPO

葡萄糖 $O磷酸和 PO果糖
#$2$

( $(11 年 d#65T"6"

等
#$'$

在真菌 R&"..7&%#" 10&76%90)中发现海藻糖磷酸

化酶"海藻糖磷酸化酶%保留型&为 ?69 家族"利用直

接亲和置换机制催化海藻糖形成
'

OPO葡萄糖 $O磷酸

和 PO葡萄糖%表 $&(

表 =?保留型二糖磷酸化酶分类

"&)*%=?:*&''(4(5&+(/0/46%+&(0(0E .('&551&6(.%

31/'31/6,*&'%'

家族 @\ 名称 底物 产物

?<$' 2&9&$&R 蔗糖磷酸化酶
'

OPO?F,O$"2OPOGPB

'

OPO?F,$O7gPOGPB

?69 2&9&$&2'$ 海藻糖磷酸化酶
'

OPO?F,O$"$O

'

OPO?F,

'

OPO?F,$O7gPO?F,

翻转型的二糖磷酸化酶能够改变磷酸化产物的

异头碳构型"即
'

O糖苷底物被转化为
%

O糖基磷酸"或

%

O糖苷底物被转化为
'

O糖基磷酸( 翻转型二糖磷酸

化酶全部存在于 ?<家族中"即 ?<:)+?<(9+?<$$2

和 ?<$'%( 与保留型二糖磷酸化酶相比"翻转型二

糖磷酸化酶家族庞大"9 个家族多达 $' 个酶(

?<:) 家族中的二糖磷酸化酶作用于
'

O葡萄糖

苷"除异麦芽糖之外的所有通过
'

O糖苷键连接的二

糖均可以被相应的翻转型二糖磷酸化酶磷酸化产生

%

OPO葡萄糖 $O磷酸( 其中产生
%

OPO葡萄糖 $O磷酸和

PO葡萄糖的酶包括麦芽糖磷酸化酶+曲二糖磷酸化

酶+黑曲霉糖磷酸化酶和海藻糖磷酸化酶%翻转型&

%表 2&( 麦芽糖磷酸化酶首先在G0%))0,%" .0#%#3%6%$%)

被发现
#$9$

"但编码其蛋白的基因则首先从 D"(6-'"(%&E

&7))"#<,"#(%)(0#)%)中被克隆
#$)$

( 海藻糖磷酸化酶

%翻转型 & 最早发现于原生动物 =73&0#" 3,"(%&%)

中
#$:$

"其基因则首先从 M+0,.-"#"0,-'"(60,',-(@%%中

被克隆
#$R$

( 曲二糖磷酸化酶从 MF',-(@%%被鉴定
#$1$

与克隆
#$($

( 黑曲霉糖磷酸化酶于 2%$2 年在 !&-)6,%$E

%7.9+/6-<0,.0#6"#)被 E#<#V5等
#2%$

发现"黑曲霉糖

磷酸化酶与其他相关酶耦联后通过多酶级联反应可

以从麦芽糖+蔗糖+淀粉中生产黑曲霉糖
#2$$

( 作用于

二糖并归类于该家族的另一个磷酸化酶是
'

OPO葡萄

糖基O$"'ODO鼠李糖磷酸化酶"E#<#V5等
#22$

在 !F9+/6E

-<0,.0#6"#)中发现该酶"并发现其具有严格的区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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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性"在逆向反应中仅利用 DO鼠李糖作为受体(

?<(9 家族中的二糖磷酸化酶除 G"G.O二乙酰

基壳二糖磷酸化酶之外均在
%

O葡萄糖苷构型的底物

上有活性"G"G.O二乙酰基壳二糖磷酸化酶催化产物

为乙酰基OPO葡萄糖胺和乙酰基OPO葡糖胺 $O磷酸"其

他 2 种酶催化产物则均为 PO葡萄糖 $O磷酸和 PO葡萄

糖( 其中纤维二糖磷酸化酶最为著名"$()) 年首先

在 !&-)6,%$%7.6+0,.-(0&&7.中发现
#2'$

"并最先从 !&-)E

6,%$%7.)60,(-,",%7.中克隆
#29$

( 昆布二糖磷酸化酶最

早发现于 =F3,"(%&%)中
#2)$

"从 4"0#%'"(%&&7)4M&中鉴定

出活性
#2:$

并随后在 8(+-&09&")." &"%$&":%%中克隆了其

基因
#2R$

( G"G.O二乙酰基壳二糖磷酸化酶是作用于

GO乙酰基O

%

O氨基葡萄糖苷的一种酶"在 K%',%-<7,#%))%%

中发现
#21$

"该酶被认为与几丁质的代谢有关
#R$

(

?<$$2 家族是作用于
%

O半乳糖苷生成
'

OPO半乳

糖 $O磷酸的磷酸化酶家族( 目前只包括
%

OPO半乳糖

基O$"'OGO乙酰基己糖胺磷酸化酶和
%

OPO半乳糖基O

$"9ODO鼠李糖磷酸化酶两种二糖磷酸化酶(

%

OPO半

乳糖 基O$" 'OGO乙 酰 基 己 糖 胺 磷 酸 化 酶 首 先 在

?%<%$-'"(60,%7.'%<%$7.的无细胞提取物中被鉴定
#2($

"

其基因则最先从 ?%<%$-'"(60,%7.&-#37.中被克隆
#'%$

(

2%%( 年在 !F9+/6-<0,.0#6"#)的基因组中发现了
%

OPO

半乳糖基O$"9ODO鼠李糖磷酸化酶
#'$$

"随后 E5d58#T5

等人对该酶进行了性质鉴定"发现其不仅能磷酸化
%

O

PO半乳糖基O$"9ODO鼠李糖"并且还显示出对次要底物

%

OPO半乳糖基O$"'OPO葡萄糖的活性
#'2$

(

?<$'% 家族的二糖磷酸化酶作用于
%

O甘露糖

苷"可产生
'

OPO甘露糖 $O磷酸( 该家族包括 ' 个二

糖磷酸化酶"分别是
%

O$"2O甘露二糖磷酸化酶+

%

OPO

甘露糖基OPO葡萄糖磷酸化酶和
%

OPO甘露糖基O$"9O

GO乙酰氨基葡萄糖磷酸化酶( 2%$9 年 \<#dW等
#''$

从 M+0,.-"#"0,-'"(60,4M&中鉴定出
%

O$"2O甘露二糖

磷酸化酶"随后 6[W!5等
#'9$

对来源于 D%)60,%" %##-(E

7" 的
%

O$"2O甘露二糖磷酸化酶进行了表征( 从 ?"(E

60,-%$0)<,"3%&%)中发现编码
%

OPO甘露糖基OPO葡萄糖

磷酸化酶的基因"并确定该酶催化的反应为!

%

OPO甘

露糖基O$"9OPO葡萄糖 g7/

$

'

OPO甘露糖 $O磷酸 gPO

葡萄糖
#')$

( 2%$' 年 E#<#V5等
#':$

在 ?"(60,-%$0)6+0E

6"%-6"-.%(,-# 中鉴定出
%

OPO甘露糖基O$"9OGO乙酰氨

基葡萄糖磷酸化酶"并指出其催化
%

OPO甘露糖基O$"

9OGO乙酰基OPO葡萄糖胺转化为
'

OPO甘露糖 $O磷酸和

GO乙酰基OPO葡萄糖胺(

表 @?翻转型二糖磷酸化酶分类

"&)*%@?:*&''(4(5&+(/0/4(0K%6+(0E .('&551&6(.%31/'31/6,*&'%'

家族 @\ 名称 底物 产物

?<:) 2&9&$&:9 海藻糖磷酸化酶
'

OPO?F,O$"$O

'

OPO?F,

%

OPO?F,$O7gPO?F,

2&9&$&2'% 曲二糖磷酸化酶
'

OPO?F,O$"2OPO?F,

%

OPO?F,$O7gPO?F,

2&9&$&2R( 黑曲霉糖磷酸化酶
'

OPO?F,O$"'OPO?F,

%

OPO?F,$O7gPO?F,

2&9&$&1 麦芽糖磷酸化酶
'

OPO?F,O$"9OPO?F,

%

OPO?F,$O7gPO?F,

2&9&$&212

'

OPO葡萄糖基O$"'ODO鼠李糖磷酸化酶
'

OPO?F,O$"'ODOVKC

%

OPO?F,O$O7gDOVKC

?<(9 2&9&$&'$ 昆布二糖磷酸化酶
%

OPO?F,MO$"'OPO?F,M

'

OPO?F,$O7gPO?F,

2&9&$&2% 纤维二糖磷酸化酶
%

OPO?F,O$"9OPO?F,

'

OPO?F,$O7gPO?F,

2&9&$&21% G"G.O二乙酰基壳二糖磷酸化酶
%

OPO?F,E5,O$"9OPO?F,E5,

'

OPO?F,E5,$O7gPO?F,E5,

?<$$2 2&9&$&2$$

%

OPO半乳糖基O$"'OPO乙酰基己糖胺磷酸化酶
%

OPO?CFO$"'OPO?F,E5,

'

OPO?CF$O7gPO?F,E5,

2&9&$&29R

%

OPO半乳糖基O$"9ODO鼠李糖磷酸化酶
%

OPO?CFO$"9O=OVKC

'

OPO?CF$O7g=OVKC

?<$'% 2&9&$&''(

%

O$"2O甘露二糖磷酸化酶
%

OPOTC-O$"2OPOTC-

'

OPOTC- $O7gPOTC-

2&9&$&21$

%

OPO甘露糖基OPO葡萄糖磷酸化酶
%

OPOTC-O$"9OPO?F,

'

OPOTC- $O7gPO?F,

2&9&$&'2%

%

OPO甘露糖基O$"9OGO乙酰氨基葡萄糖磷酸化酶
%

OPOTC-O$"9OPO?F,E5,

'

OPOTC- $O7gPO?F,E5,

'S二糖磷酸化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中的应用

与存在的问题

A>=?合成寡糖及其他高价值化学品

$(1) 年 TWV5"等
#'R$

通过偶联海藻糖磷酸化酶

和麦芽糖磷酸化酶从麦芽糖合成海藻糖"首先麦芽糖

磷酸化酶催化麦芽糖生成
%

O葡萄糖 $O磷酸和葡萄

糖"然后海藻糖磷酸化酶以
%

O葡萄糖 $O磷酸和葡萄

糖为底物合成海藻糖"这是首次报道通过结合两种磷

酸化酶方式来制备海藻糖( 5@V6[ 等
#'1$

详细研究

了蔗糖磷酸化酶的受体特性"表明该酶具有广泛的受

体特异性( 此后"基于这种结合 2 种或多种酶的方式

以及二糖磷酸化酶宽松的受体偏好性"许多研究小组

对生产稀有糖或寡糖展开研究( T"V#T"6"等
#'($

通过使用葡萄糖 $O磷酸作为糖基供体和 1 种酮己糖

作为受体"利用来自 D07(-#-)6-(.0)0#60,-%$0)的蔗糖

磷酸化酶合成了 1 种相应的 PO葡萄糖基O酮己糖"其

中 PO葡萄糖基O阿洛酮糖产率最高( #\<#d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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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9%$

采用一锅法从蔗糖合成 GO乙酰氨基乳糖(

]#=!_@V?@V等
#9$$

利用蔗糖磷酸化酶将蔗糖转化

为葡萄糖 $O磷酸后"将葡萄糖 $O磷酸分别与 PO甘露

糖+PO半乳糖+PO乙酰氨基葡萄糖+PO葡萄糖胺+DO岩

藻糖+PO木糖+PO阿拉伯糖+DO阿拉伯糖作为共同底物

通过
'

O葡萄糖 $O磷酸酶%@\'&$&'&$%&生产 1 种相

应的糖 $O磷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合成寡糖或高附

加值产物的普遍策略"即使用二糖磷酸化酶作为葡萄

糖 $O磷酸的原位生成器"然后将其作为其他磷酸化

酶或其他酶元件所催化反应的底物(

目前已经有很多基于上述策略利用二糖磷酸化酶

进行生物催化合成高价值化学品的应用研究( 例如纤

维二糖磷酸化酶与纤维二糖水解酶%@\'&2&$&($&+内

切葡聚糖酶%@\'&2&$&9&以及
'

O葡聚糖磷酸化酶%@\

2&9&$&$ & 共同作用从纤维素合成直链淀粉 %图

2&

#92$

( 纤维二糖磷酸化酶与纤维糊精磷酸化酶%@\

2&9&$&9(&+聚磷酸葡萄糖激酶%@\2&R&$&:'&+葡萄

糖磷酸变位酶%@\)&9&2&2&+肌醇 $O磷酸合成酶%@\

)&)&$&9&+肌醇单磷酸酶%@\'&$&'&2)&进行级联反

应催化纤维糊精合成肌醇%图 '&

#9'$

( 蔗糖磷酸化酶

与磷酸葡萄糖变位酶+肌醇 $O磷酸合成酶+肌醇单磷

酸酶将蔗糖转化为肌醇与果糖%图 9&

#99$

( 昆布二糖

磷酸化酶和异淀粉酶%@\'&2&$&:1&+

'

O葡聚糖磷酸

化酶+9O葡聚糖转移酶%@\2&9&$&2)&构成多酶催化

途径从麦芽糊精和葡萄糖合成昆布二糖%图 )&

#9)$

(

@?O内切葡聚糖酶%>-IJZFB,C-C4>4&'\_<O纤维二糖水解酶

%,>FFJH/JKDIPJFC4>&'\_7O纤维二糖磷酸化酶%,>FFJH/J4>MKJ4MKJPDFC4>&'

'

?7O

'

O葡聚糖磷酸化酶%

'

OZFB,C- MKJ4MKJPDFC4>&

图 2S纤维二糖磷酸化酶参与纤维素合成直链淀粉

G/Z&2S\>FFJH/J4>MKJ4MKJPDFC4>MCP3/,/MC3>4/- 4D-3K>4/4

JNCLDFJ4>NPJL,>FFBFJ4>

\!7O纤维糊精磷酸化酶%,>FFJI>a3P/- MKJ4MKJPDFC4>&'\_7O纤维二糖磷酸化酶%,>FFJH/J4>MKJ4MKJPDFC4>&'77?dO聚磷酸葡萄糖激酶%MJFDMKJ4MKC3>ZFB,J./-C4>&'

7?TO葡萄糖磷酸变位酶%MKJ4MKJZFB,JLB3C4>&'#7[O肌醇 $O磷酸合成酶%/-J4/3JF$OMKJ4MKC3>4D-3KC4>&'#T7O肌醇单磷酸酶%/-J4/3JFLJ-JMKJ4MKC3C4>&

图 'S纤维二糖磷酸化酶参与纤维糊精合成肌醇

G/Z&'S\>FFJH/J4>MKJ4MKJPDFC4>MCP3/,/MC3>4/- 4D-3K>4/4JNLDJO/-J4/3JFNPJL,>FFJI>a3P/-4

[7O蔗糖磷酸化酶%4B,PJ4>MKJ4MKJPDFC4>& '7?TO葡萄糖磷酸变位酶% MKJ4MKJZFB,JLB3C4>& '

#7[O肌醇 $O磷酸合成酶%/-J4/3JF$OMKJ4MKC3>4D-3KC4>& '#T7O肌醇单磷酸酶%/-J4/3JFLJ-JMKJ4MKC3C4>&

图 9S蔗糖磷酸化酶参与蔗糖合成肌醇

G/Z&9S[B,PJ4>MKJ4MKJPDFC4>MCP3/,/MC3>4/- 4D-3K>4/4JNLDJO/-J4/3JFNPJL4B,P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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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异淀粉酶%/4JCLDFC4>& '9?6O9O葡聚糖转移酶%9O

'

OZFB,C-J3PC-4N>PC4>& '

'

?7O

'

O葡聚糖磷酸化酶%

'

OZFB,C- MKJ4MKJPDFC4>& '=_7O昆布二糖磷酸化酶%FCL/-CP/H/J4>MKJ4MKJPDFC4>&

图 )S昆布二糖磷酸化酶参与麦芽糊精和葡萄糖合成昆布二糖

G/Z&)S=CL/-CP/H/J4>MKJ4MKJPDFC4>MCP3/,/MC3>4/- 4D-3K>4/4JNFCL/-CP/H/J4>NPJLLCF3JI>a3P/- C-I ZFB,J4>

A>@?能源开发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

消耗导致化石燃料逐渐枯竭"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迫

使人类开始开发各种可持续绿色能源"如太阳能+风

能+水能等等( 其中氢能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绿色能

源"未来氢能源有望替代化石能源成为工业化生产中

最好的燃料( 目前氢气的生产主要来源于天然气"还

有一少部分来源于电解水和太阳能分解水"然而这两

种技术由于其成本昂贵+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并不适合

实际社会应用( 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使氢能

源可持续生产"近年来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新的产氢

技术"而二糖磷酸化酶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 年"A@等
#9:$

通过将纤维二糖磷酸化酶与 $2 个

酶耦联构建了一个体外合成氢气途径"成功利用纤维

二糖产氢%图 :&( 在该途径中"首先纤维二糖磷酸化

酶将纤维二糖转化为葡萄糖 $O磷酸"其次葡萄糖磷

酸变位酶催化葡萄糖O$O磷酸产生葡萄糖 :O磷酸"然

后两种脱氢酶,,,葡萄糖 :O磷酸脱氢酶和 :O磷酸葡

糖酸脱氢酶催化 E5!7<和核酮糖 )O磷酸的生成"同

时磷酸戊糖途径的 1 个酶催化核酮糖 )O磷酸再生葡

萄糖 :O磷酸"最后氢化酶催化 E5!7<产生氢气(

2%$9 年"TAWE?等
#9R$

设计了由 $) 种酶组成的体外

合成酶促途径"以蔗糖为底物利用蔗糖磷酸化酶将其

转化为下游反应的底物,,,葡萄糖 $O磷酸和果糖

%图 R&"并通过分批补料的方法使氢气最终的产率达

到 (&R9 LLJF*%=-K&(

除氢能之外"最近利用糖作为燃料的酶燃料电池

作为下一代环保型电池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酶

\_7O纤维二糖磷酸化酶%,>FFJH/J4>MKJ4MKJPDFC4>& '7?TO葡萄糖磷

酸变位酶 % MKJ4MKJZFB,JLB3C4>& '?:7!<O葡萄糖 :O磷酸脱氢酶

%ZFB,J4>:OMKJ4MKC3>I>KDIPJZ>-C4>& ':7?!<O:O磷酸葡糖酸脱氢酶

%:OMKJ4MKJZFB,J-C3>I>KDIPJZ>-C4>& 'VB)7@O核酮糖 )O磷酸 'O差向

异构酶%P/HBFJ4>)OMKJ4MKC3>>M/L>PC4>& 'V7#O核糖 )O磷酸异构酶

% MKJ4MKJP/HJ4>/4JL>PC4>& '6d=O转酮醇酶 %3PC-4.>3JFC4>& '65=O转

醛醇酶 % 3PC-4CFIJFC4>& ' 67#O丙 糖 磷 酸 异 构 酶 % 3P/J4>MKJ4MKC3>

/4JL>PC4>& '5=!O果糖二磷酸醛缩酶%CFIJFC4>& 'G_7O果糖二磷酸酶

%NPB,3J4>O$":OH/4MKJ4MKC3C4>& '7?#O磷酸葡萄糖异构酶% MKJ4MKJZFBO

,J4>/4JL>PC4>& '<2C4>O氢化酶 % KDIPJZ>-C4>& '?$7O葡萄糖 $O磷酸

%ZFB,J4>$OMKJ4MKC3>& '?:7O葡萄糖 :O磷酸 %ZFB,J4>:OMKJ4MKC3>& '

:7?O葡萄糖 :O磷酸内酯%:OMKJ4MKJZFB,J-C3>& 'VB)7O核酮糖 )O磷

酸%P/HBFJ4>)OMKJ4MKC3>&

图 :S纤维二糖磷酸化酶参与纤维二糖产氢气

G/Z&:S\>FFJH/J4>MKJ4MKJPDFC4>MCP3/,/MC3>4/- MPJIB,3/J-

JNKDIPJZ>- NPJL,>FFJH/J4>

燃料电池是一种以酶为催化剂"将生物能和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的装置
#91$

"具有安全+清洁+可再生的特点(

2%$R 年";<W等
#9($

设计了一种体外 $) 酶合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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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蔗糖磷酸化酶 %4B,PJ4>MKJ4MKJPDFC4>& '7?TO葡萄糖磷酸变位

酶% MKJ4MKJZFB,JLB3C4>& ' #̂O木糖异构酶%aDFJ4>/4JL>PC4>& '77?dO

聚磷酸葡萄糖激酶% MJFDMKJ4MKC3>ZFB,J./-C4>& '?:7!<O葡萄糖 :O

磷酸脱氢酶%ZFB,J4>:OMKJ4MKC3>I>KDIPJZ>-C4>& ':7?!<O:O磷酸葡

糖酸脱氢酶%:OMKJ4MKJZFB,J-C3>I>KDIPJZ>-C4>& 'V7@O核酮糖 )O磷

酸 'O差向异构酶%P/HBFJ4>)OMKJ4MKC3>>M/L>PC4>& 'V7#O核糖 )O磷酸

异构酶 % MKJ4MKJP/HJ4>/4JL>PC4>& '6dO转酮醇酶 %3PC-4.>3JFC4>& '

65=O转醛醇酶 %3PC-4CFIJFC4>& '6#TO丙糖磷酸异构酶 %3P/J4>MKJ4O

MKC3>/4JL>PC4>& '5=!O果糖二磷酸醛缩酶%CFIJFC4>& 'G_7O果糖二

磷酸酶 % NPB,3J4>O$" :OH/4MKJ4MKC3C4>& ' 7?#O磷酸葡萄糖异构酶

% MKJ4MKJZFB,J4>/4JL>PC4>& '<2C4>O氢化酶 % KDIPJZ>-C4>& '?$7O葡

萄糖 $O磷酸%ZFB,J4>$OMKJ4MKC3>& ' ?:7O葡萄糖 :O磷酸%ZFB,J4>:O

MKJ4MKC3>& ':7?O葡萄糖 :O磷酸内酯 % :OMKJ4MKJZFB,J-C3>& 'VB)7O

核酮糖 )O磷酸%P/HBFJ4>)OMKJ4MKC3>&

图 RS蔗糖磷酸化酶参与蔗糖产氢气

G/Z&RS[B,PJ4>MKJ4MKJPDFC4>MCP3/,/MC3>4/- MPJIB,3/J- JN

KDIPJZ>- HDJa/IC3/J- JN4B,PJ4>

该途径可以共同利用酶燃料电池阳极室中的蔗糖+葡

萄糖和果糖"其中蔗糖磷酸化酶参与了该途径的第一

步反应%图 1&( 这项实验成果表明二糖磷酸化酶有

助于开发多种以糖类物质为动力的酶燃料电池"未来

更多的二糖磷酸化酶将为今后提取混合糖燃料中存

储的巨大能量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

A>A?存在的问题

尽管二糖磷酸化酶已经在体外合成生物学应用

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要实现大规模生物制造仍存

在一些距离( 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何该磷酸化过

程主要作用于己糖而似乎并不存在于戊糖中"因此二

糖磷酸化酶仅鉴定了 $9 种受体底物"这严重限制了

二糖磷酸化酶的广泛应用( 另外很多二糖磷酸化酶

的稳定性达不到工业化操作的条件( 因此通过基因

挖掘筛选新型二糖磷酸化酶或对现有二糖磷酸化酶

进行蛋白质工程改造"扩大二糖磷酸化酶的底物谱和

热稳定性"可以提高二糖磷酸化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

中的应用范围( 酶的成本是也是体外生物合成平台商

[7O蔗糖磷酸化酶 %4B,PJ4>MKJ4MKJPDFC4>& '7?TO葡萄糖磷酸变位

酶% MKJ4MKJZFB,JLB3C4>& ' #̂O木糖异构酶%aDFJ4>/4JL>PC4>& '77?dO

聚磷酸葡萄糖激酶% MJFDMKJ4MKC3>ZFB,J./-C4>& '?:7!<O葡萄糖 :O

磷酸脱氢酶%ZFB,J4>:OMKJ4MKC3>I>KDIPJZ>-C4>& ':7?!<O:O磷酸葡

糖酸脱氢酶 % :OMKJ4MKJZFB,J-C3>I>KDIPJZ>-C4>& '!#O黄递酶 % I/CO

MKJPC4>& 'V7@O核酮糖 )O磷酸 'O差向异构酶 %P/HBFJ4>)OMKJ4MKC3>

>M/L>PC4>& 'V7#O核糖 )O磷酸异构酶% MKJ4MKJP/HJ4>/4JL>PC4>& '6dO

转酮醇酶%3PC-4.>3JFC4>& '65=O转醛醇酶 %3PC-4CFIJFC4>& '6#TO丙糖

磷酸异构酶%3P/J4>MKJ4MKC3>/4JL>PC4>& '5=!O果糖二磷酸醛缩酶

%CFIJFC4>& 'G_7O果糖二磷酸酶 %NPB,3J4>O$":OH/4MKJ4MKC3C4>& '7?#O

磷酸葡萄糖异构酶% MKJ4MKJZFB,J4>/4JL>PC4>& '?$7O葡萄糖 $O磷酸

%ZFB,J4>$OMKJ4MKC3>& ' ?:7O葡萄糖 :O磷酸%ZFB,J4>:OMKJ4MKC3>& '

:7?O葡萄糖 :O磷酸内酯 %:OMKJ4MKJZFB,J-C3>& 'VB)7O核酮糖 )O磷

酸%P/HBFJ4>)OMKJ4MKC3>& 'V)7O核糖 )O磷酸 %P/HJ4>)OMKJ4MKC3>& '

B̂)7O木酮糖 )O磷酸 %aDFBFJ4>)OMKJ4MKC3>& '?'7O甘油醛 'O磷酸

%ZFD,>PCFI>KDI>'OMKJ4MKC3>& '[R7O景天庚酮糖 RO磷酸 %4>IJK>M3BO

FJ4>ROMKJ4MKC3>& '@97O丁糖 9O磷酸%>PD3KPJ4>9OMKJ4MKC3>& '!<57O

二羟基丙酮 'O磷酸 % I/KDIPJaDC,>3J->'OMKJ4MKC3>& 'G:7O果糖 :O

磷酸%NPB,3J4>:OMKJ4MKC3>& 'G!7O果糖 $":O二磷酸%NPB,3J4>$":O

H/4MKJ4MKC3>&

图 1S蔗糖磷酸化酶参与蔗糖产电

G/Z&1S[B,PJ4>MKJ4MKJPDFC4>MCP3/,/MC3>4/- Z>->PC3/J-

H/J>F>,3P/,/3DHDJa/IC3/J- 4B,PJ4>

业化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重组蛋白表达+密码子优

化+高密度发酵等方式提高酶的表达水平和降低酶的

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通过酶固定化方式可以实现对

二糖磷酸化酶的回收利用"从而进一步降低酶的成本(

9S结论与展望

尽管二糖磷酸化酶仅仅是浩瀚酶库中的一小部

分"但近年来被公认为在体外生物合成系统中是有价

值的酶促工具( 目前所有的二糖磷酸化酶均分布在

?<和 ?6家族中"共 : 个家族 $) 种酶"其受体底物

共 $9 种"供体特异性比较狭窄"仅局限于 PO葡萄糖

$O磷酸+PO半乳糖 $O磷酸和 PO甘露糖 $O磷酸"所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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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磷酸化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中面临底物谱狭窄的

问题"加上热稳定性和生产成本等问题"大大限制了

二糖磷酸化酶在体外合成生物学中的工业化应用(

然而随着现代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技术的高

速发展以及酶改造手段的开发"会有越来越多具有新

功能的二糖磷酸化酶被发掘( 通过具有新功能的二

糖磷酸化酶的蛋白质结构和新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

对此类酶的认知将会更加深入"这将有助于二糖磷酸

化酶在体外生物合成中的应用更加广泛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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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生物防治研究进展

胡倩珏!乔楠桢!于雷雷"

!翟齐啸!田丰伟"

!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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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S要S扩展青霉是水果中常见的腐败真菌!普遍存在于腐烂的梨果表面!由其侵染所引发的果实采后污染现

象可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 扩展青霉的次级代谢产物展青霉素会残留在加工的水果制品中!食用后会诱发急慢

性毒性损伤和引起细胞病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目前!传统方法主要是利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来抑制扩展

青霉的生长繁殖以及对展青霉素的减除!但都存在一些弊端!限制了其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生物防控作为新

型控制手段!具有安全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特点!采用生物防治来控制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污染受到了世界

各国的广泛关注" 文章对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污染现状#传统控制方法和生物防控手段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

综述!以期为生物防治技术在水果及其制品方面的开发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S扩展青霉)展青霉素)污染)控制)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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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4>4>P/JB4>,J-JL/,FJ44>4&6K>4>,J-ICPDL>3CHJF/3>JN4F0;9"#)7." MC3BF/-" b/FFP>LC/- /- 3K>

MPJ,>44>I NPB/3MPJIB,34&5N3>PH>/-Z,J-4BL>I HDKBLC-4" /3b/FF/-IB,>C,B3>C-I ,KPJ-/,3Ja/,I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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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水果作为人体膳食结构的重要组成"因具有延缓

衰老+降低胆固醇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保健功效而深

受消费者喜爱( 由病原菌侵染造成的腐烂是水果采

后的主要问题( 扩展青霉是一种多细胞的丝状真菌"

也是导致果实采后青霉病的主要致病菌"几乎在所有

腐烂的水果中都可以分离得到( 它不仅会引起水果

由外到内的腐烂"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侵染

的过程中会分泌真菌毒素,,,展青霉素
#$$

( 展青霉

素残留在受污染的水果及其衍生制品中"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并引发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目前"主

要利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来控制水果采后病害(

物理方法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病原菌活性和毒素

积累"但由于设备成本昂贵和工业化难度大"且处理

不当的话可能会使水果的理化性质和感官品质发生

改变"在实际应用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化学杀菌剂

虽效果显著"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长期使用会引

起环境污染和产生病原菌耐药性问题"其潜在的安全

隐患使它们的使用范围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因

此"寻求安全高效的抑菌物质控制水果采后病害及操

作方便的防控技术降低水果制品中毒素残留"对水果

生产业和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人们研究

的不断深入"生物防治不但可以避免对水果本身造成

不良影响"还能减轻或消除水果中化学药剂的残留"

成为当前水果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2 0'$

( 拮抗微生物

具有效率高+无农药残留且易降解等特点"被认为是

最有希望代替或者部分代替化学杀菌剂来控制水果

腐败变质的措施( 微生物不仅能直接抑制扩展青霉"

还能吸附或降解展青霉素"将生物防治手段与传统控

制方法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对扩展青霉的防治效果和

解决展青霉素的污染难题(

本文综合介绍了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在水果及

其制品中的污染情况+传统控制手段和生物防治研究

进展"以期为生物防治技术在控制扩展青霉生长和展

青霉素产生方面的发展与应用提供参考(

$S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污染现状

=>=?扩展青霉的毒力性质及其在水果中的污染

扩展青霉对水果的侵染始于孢子附着"经历孢子

萌发+胞外致病因子分泌和菌丝体扩展等多个步

骤
#9$

"扩展青霉分泌的致病因子会裂解宿主细胞"帮

助它完成从侵染到生长繁殖等一系列的致病过

程
#)$

( 扩展青霉孢子普遍存在于果实采后环境中并

能存活较久( 感染早期"它只是潜伏于果实表面"当

水果抗性下降时"孢子就通过伤口进入果实并快速蔓

延和表达致病因子"进而激活葡萄糖酶及催化葡萄糖

分泌 PO葡萄糖酸"PO葡萄糖酸会酸化宿主组织并分

泌果胶酶解聚果胶"导致水果的腐败( 此外"水果衰

老过程中"扩展青霉会通过表层自然通道进入果肉组

织"在宿主内完成渗透和定殖"迅速诱发肉眼可见的

浸渍"引起水果的溃烂( 侵染位点的 M<会影响扩展

青霉生长的各个阶段"一方面"扩展青霉通过分泌有

机酸或利用 E<

g

9

"能将果皮表面 M<从 '&() U9&'$

降至 '&:9 U'&11"从而使采后环境有利于自身生长'

另一方面" M<会改变扩展青霉的致病力及相应的水

果病斑直径
#:$

(

扩展青霉在水果及其制品中分布广泛"研究者不

仅在苹果+葡萄+梨果+猕猴桃+番茄和橄榄等水果中

分离得到了该菌株"在苹果汁+梨泥和番茄酱等水果

制品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
#R 0$'$

( 除了侵染宿主范围

较广之外"扩展青霉菌株的生长范围也遍布全世

界
#$9$

( 在发达国家"因致病菌侵染而造成的果品腐

败率为 2%X U2)X"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落后

的贮藏条件及保鲜技术"果品腐败率在 '%X U)%X

及以上
#$)$

(

=>@?展青霉素的毒性作用及其在水果制品中的污染

展青霉素具有多种毒性"可引发机体急性病症+

慢性病症和细胞水平病变等病症
#$:$

( 急性病症包括

兴奋+抽搐+肺部肿胀+充血+胃溃疡+肠炎和上皮细胞

恶化( 慢性病症包括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免疫毒性+

免疫抑制+致畸和致突变( 展青霉素会改变细胞膜的

通透性"造成 d

g

过度流失"大分子物质合成受到抑

制"导致细胞活性的丧失( 细胞水平的病变包括原生

质膜破裂以及 !E5+VE5和蛋白质合成受阻等( 胃

肠道是抵抗展青霉素的首要生理屏障"毒素入侵肠道

后会损伤肠道健康( 肠道屏障功能的破坏会使展青

霉素进入血液并激活免疫系统"导致内毒素血症+炎

症和肠道的病变
#$R$

( 除了对胃肠道具有不良影响之

外"展青霉素还会损伤肝和肾脏等重要器官
#$1$

(

扩展青霉侵染果实后"它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即

展青霉素会在水果中大量积累( 由于展青霉素易溶

于水并在酸性条件下稳定"且 2X U:X的展青霉素

还会扩散到腐烂组织周围的新鲜组织中"而去除腐烂

组织的水果又常被加工成果汁+果酱和果干等制品"

从而造成展青霉素在上述水果制品中的残留( 鉴于展

青霉素的毒性"各国对食品中展青霉素含量制定了严

格的限量规范( 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及美国食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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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规定"展青霉素在果汁中的最大限量为 )%

"

Z*.Z'同

时"欧盟将苹果固态制品+苹果制成的婴儿食品中展青

霉素的最大限量分别设置为 2) 和 $%

"

Z*.Z'我国将

苹果+山楂制品中展青霉素的最大限量设定为

)%

"

Z*.Z( 研究发现"欧洲各公司生产的 ') 份梨汁

样品中"展青霉素污染水平在 ) U(2

"

Z*.Z"平均含

量为 9'

"

Z*.Z"其中"有 $9 份超过最高限度 )%

"

Z*.Z

#$($

( 展青霉素对水果制品的污染情况较为严

重"如何降低展青霉素的含量已成为世界水果领域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S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传统控制方法

@>=?采后水果中扩展青霉的传统控制方法

2&$&$S物理方法

物理方法主要包括人工挑拣+巴氏杀菌和控制贮

藏条件等( 利用拣选去除烂果并加以清洁整理能有

效剔除腐烂严重的果实"但苹果经严格挑选后"仍有

2%X在货架期内会感染扩展青霉
#2%$

( 巴氏杀菌会破

坏扩展青霉的孢子"但同时也会改变水果的理化性质

和风味品质( 贮藏条件中"低温能降低果实中乙烯的

释放量并减弱病原菌生长繁殖的能力"气调贮藏通过

人工调节 "

2

和 \"

2

的比例能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

将低温和气调贮藏相结合能有效抑制扩展青霉的生

长
#2$$

( 在低或超低 "

2

和 \"

2

条件下"$ f贮藏 2 U

2&) 个月的苹果中均未检测到扩展青霉"但冷藏后的

苹果再放置在室温下"其上扩展青霉的生长会被重新

激活
#22$

"因此"对冷藏结束的水果应尽快消费或

加工(

2&$&2S化学方法

化学方法主要使用杀真菌剂如苯并咪唑类药物"

但化学杀菌剂的滥用会导致水果病原菌产生耐药性"

有的甚至会促进致病菌的生长"由此带来的农药残留

问题也会危害人体健康( 因此"一些化学杀菌剂已经

失效"应使用杀菌剂替代品来进行控制( 近年来"研

究发现植物生物活性提取物能提高果蔬的贮藏效果(

罗曼等
#2'$

通过离体和活体实验发现 2:&%

"

=*=的丁

香精油熏蒸能明显抑制固态培养中扩展青霉孢子萌

发+菌落延展和毒素积累"且能保持苹果原有的营养

和风味( 邬波龙
#29$

发现草酸在降低猕猴桃中维生素

\损失的同时"能减少丙二醛的合成并提高总酚的含

量及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进一步增强果实的抗病性"

从而延缓猕猴桃青霉病的发病时间和有效控制猕猴

桃上青霉的病斑直径(

@>@?水果及其制品中展青霉素的传统控制方法

2&2&$S物理方法

物理方法主要包括澄清+吸附+辐射和微波处理

等( 高压水澄清可以去除苹果汁中 9)X的展青霉

素
#2)$

"然而经澄清后"展青霉素会转移到清洁水体

中"且需要建设相应的清洗设备( 5\<5\<="W@#

等
#2:$

发现 ' Z*=的活性炭在 '% L/- 内能成功吸附苹

果汁中 (RX的展青霉素"但吸附会导致果汁色泽改变

和酚含量降低( !#5"等
#2R$

利用紫外辐射来脱除苹果

汁中的展青霉素"在 2)9 -L+'&1 L]*,L

2

下照射) L/-

后"展青霉素含量减少了 1'X"但过高的辐射剂量会

改变果汁的理化特性和营养品质( ?5"等
#21$

探究

了微波法处理对苹果汁中展青霉素的降解"在 92%

]+21 .<m和 '% f下作用 (% L/-"能清除果汁中

:(X的展青霉素"但由于生产工艺繁琐和成本昂贵"

目前该技术仍停留在试验阶段(

2&2&2S化学方法

化学方法主要包括添加巯基化合物和臭氧处理

等( 谷胱甘肽+半胱氨酸和巯基乙酸等巯基化合物能

与展青霉素反应并生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臭

氧能有效清除苹果汁中 (1X的展青霉素"但果汁品

质会因此受到影响
#2($

( 近年来"研究发现食品添加

剂和天然植物提取物能有效去除展青霉素及降低其

毒性( 5[[5G等
#'%$

将抗坏血酸添加到被展青霉素污

染的苹果汁"在 22 f下处理 : I"能清除果汁中 :%X

的展青霉素( ["E?等
#'$$

发现绿茶多酚会影响血清

5=6和 5[6水平并对肝脏起保护作用"预防脂质过

氧化及缓解展青霉素的遗传毒性(

'S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生物控制进展

A>=?扩展青霉的生物控制进展

'&$&$S酵母菌

酵母能在果皮表面快速繁殖"且不产生过敏性孢

子和毒素( 毕赤酵母%4%(+%" 37%&&%0,.-#$%%&是国际上

最早被报道能抑制水果病原菌的生防酵母"假丝酵母

在 $(() 年被美国环境保护署 %W&[&@- /̀PJ-L>-3CF

7PJ3>,3/J- 5Z>-,D"@75& 注册为生物杀菌剂"并由

@,JZ>- 公司商业化
#'2$

( 目前"普遍认为酵母抑制扩

展青霉的机制为以下两方面!%$&直接作用!竞争营

养和空间并分泌抗菌物质来抑制扩展青霉生长'%2&

间接作用!提高果实抗性相关酶的活性来诱导寄主水

果产生抗性(

在扩展青霉到达后的短时间内"酵母能快速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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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部位并抢夺碳源和氮源"使扩展青霉得不到有效

的营养与生存空间( [7@V5E!#"等
#''$

将 2 株酵母

分别接种到含青霉的柑橘表面"' I 后柑橘腐败率相

应降低 '%X和 $1X"但从第 ) 天起"柑橘腐败率达到

和空白对照组相当的水平"这表明酵母主要的抑菌机

理是进行营养与空间的竞争( 同时"酵母能分泌丝状

粘性生物膜"帮助酵母紧紧附着在水果+扩展青霉的接

触面"干扰病原菌获取宿主中的营养物质( 桔梅奇酵

母能附着在柑橘表面的青霉菌丝上并形成生物被膜"

酵母产生的栗色色素会消耗青霉生长所需铁离子"并

间接降低青霉胞内活性氧水平以起到抑菌效果
#'9$

(

此外"酵母能诱导果实防御酶的产生及活性的提

高"同时升高果实体内活性氧代谢相关酶的活性"起

到增强水果抗病性的作用( 毕赤酵母能诱导梨肉组

织中 $R 个蛋白的上调和 $' 个蛋白的下调"且大部分

变化的蛋白与果实防御和逆境响应有关
#')$

( 红东孢

酵母%5+-$-)9-,%$%7.@,"6-(+1%&-1"0&能提高梨果体内

%

O$"'O葡聚糖酶+几丁质酶及苯丙氨酸解氨酶+过氧

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并增强果实病程相

关蛋白基因 %7V$OF/.>" >-IJ?=W(" >-IJ\<#OF/.>和

7V9&的表达"经酵母处理后"梨果上青霉的病斑直径

得到显著降低
#':$

( 将酵母应用于水果表面可以调节

果实的抗病反应"但针对酵母拮抗的生理机制和其分

泌物诱导水果产生抗性的能力还需做进一步的深入

探究(

'&$&2S细菌

细菌个体微小"能在水果表面大量存活且高速定

殖"便于生产加工成生防菌剂( 枯草芽孢杆菌%?"(%&E

&7))7'6%&%)&+根癌农杆菌%83,-'"(60,%7.,+%>-30#0)&和

球形红假单胞菌%5+-$-9)07$-.-#"))9+"0,-%$0)&能将

苹果腐烂直径分别减少 '1X+21X和 29X

#'R$

( 其

中"芽孢杆菌能产生耐热抗逆的芽孢"在稳定性方面

明显优于其他细菌"迄今己有 9 株枯草芽孢杆菌获得

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商品化生产应用许可(

细菌能破坏扩展青霉的菌丝体并抑制孢子的萌

发( 荧光假单胞菌 4)07$-.-#")<&7-,0)(0#)43PC/- $O

$$2 不仅能黏附在扩展青霉菌丝体上"还能定殖在扩

展青霉孢子上"致使扩展青霉生长受阻
#'1$

( 同时有

研究发现"细菌能产生抑菌代谢产物来破坏扩展青霉

细胞壁的完整性"改变细胞膜的渗透性并造成膜内物

质外泄以杀死病原菌( 假单胞菌 4)07$-.-#)"$"(0"0

43PC/- A=$$ 分泌的抑菌物质会造成扩展青霉菌丝生

长畸形+产孢能力下降"有效抑制苹果接种扩展青霉

后的发病率及其病斑直径的扩展( 进一步分析发现"

经 A=$$ 无菌发酵液处理后"扩展青霉细胞壁结构失

去完整性"胞内核酸和蛋白质大量渗漏"细胞代谢发

生紊乱"进而扰乱扩展青霉的正常生长
#'($

( 此外"细

菌能诱导病原菌细胞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提高与果实

自身抗性相关酶的活性以保护宿主水果( 蜡状芽孢

杆菌 ?"(%&&7)(0,07)43PC/- 5V$): 能诱导增强甜樱桃

中几丁质酶和
%

O$"'O葡聚糖酶的活性"使得扩展青霉

孢子的质膜完整性遭到破坏"造成菌丝体上蛋白质和

多糖 外 渗" 对 樱 桃 上 扩 展 青 霉 的 抑 制 率 高 达

R(X

#9%$

(

乳酸菌是广泛应用于发酵食品中的+被普遍认为

安全的一类细菌"它的代谢产物如有机酸+脂肪酸和

环二肽等能抑制腐败菌的生长"因此乳酸菌也是一类

重要的生防细菌( 清酒乳杆菌% D"(6-'"(%&&7))"@0%&对

扩展青霉的抑菌效果较好"抑制率能达到 :(X"当清

酒乳杆菌中乳酸和乙酸的含量为 :&)2

"

Z*L=和

2&:2

"

Z*L=时"分别能抑制 :1X和 :RX的扩展青

霉"推测乳酸和乙酸起主要抑菌作用
#9$$

( 关于乳酸

菌发酵液抑菌特性及稳定性方面的报道还不多见"为

真正实现其商业化应用"还需做大量的探究工作(

A>@?展青霉素的生物控制进展

'&2&$S吸附作用

作为新兴的毒素处理技术"生物吸附法是利用对

人体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吸附的"有着特异性强+成

本低廉和使用安全等优点"酵母及乳酸菌等被广泛应

用于果汁生产中( 将失活酵母菌粉添加到猕猴桃果

汁能最高清除其中 1$X的展青霉素"且不会引起果

汁色值+总糖+总酸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发生变化"成

品果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吸附动力学结果表明

失活酵母细胞对展青霉素的清除是通过单层及多层

的表面吸附来进行的
#92$

(

先前研究发现"微生物细胞主要借助细胞壁来完

成对展青霉素的吸附( 骆莹
#92$

对 9 株细胞及细胞壁

组成不同的酵母分别展开展青霉素吸附试验"在吸附

能力方面"失活酵母细胞与活细胞相比无显著差异'

胞壁受损的酵母细胞对展青霉素的吸附能力明显降

低"仅为完整细胞的 )%X'胞壁缺失的酵母原生质体

对展青霉素几乎失去吸附能力( 同时指出酵母细胞

受到破坏后"单一的完整酵母细胞壁无法对展青霉素

起吸附作用"证明细胞及细胞壁结构的完整性是细胞

吸附的重要前提( 近来研究表明"微生物细胞壁组分

在细胞吸附展青霉素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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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探究酿酒酵

母%*"((+",-./(0)(0,01%)%"0&对展青霉素的吸附机理"

发现参与吸附的主要官能团是 ",<和 E,<"它们

存在于酵母细胞壁的蛋白质和多糖上"这说明在吸附

展青霉素的过程中"细胞壁上的蛋白质和多糖起比较

重要的作用( 热灭活短乳杆菌 D"(6-'"(%&&7)',01%)

43PC/- 2%%2' 细胞壁肽聚糖层中的 \,"+",<和

E,<基团能起吸附展青霉素的效应
#99$

"因此"短乳

杆菌吸附展青霉素的能力受细胞壁肽聚糖结构及氨

基酸组成的影响(

微生物细胞形态和表面性质会显著影响其对展

青霉素的吸附效果( 当酿酒酵母细胞呈整体皱缩和

局部凹陷时"它对展青霉素的吸附能力明显下降
#9)$

(

微生物细胞表面性质包括细胞壁化学组成+体积+表

面积及其壁厚度等( 酵母吸附展青霉素能力的强弱

主要与
%

O$"'O葡聚糖和少量几丁质构成的细胞壁网

状结构有关"细胞壁中
%

O$"'O葡聚糖和几丁质的数量

越多"越有助于酵母细胞与展青霉素之间的结合( 细

胞壁结构受到破坏后"相应地"细胞壁体积+表面积和

壁厚度也会发生改变"且酵母细胞壁体积+表面积和

壁厚度的大小与展青霉素吸附率呈正相关( 此外"酵

母对展青霉素的吸附作用还受到吸附时间+吸附剂添

加量+反应温度和展青霉素初始浓度的影响
#92$

(

'&2&2S降解作用

生物降解不受菌体量的限制"只要微生物有活

性"就能持续发挥高效降解作用( 研究发现"起生物

降解作用的微生物主要包括真菌和细菌( 自 $((R

年"研究发现酵母发酵能去除 (%X 的展青霉素

后
#9:$

"学者将真菌降解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酵母菌

上( 近年来"研究表明乳酸菌能明显脱除溶液中的展

青霉素
#9R$

"成为利用细菌控制展青霉素含量方面的

重点研究对象(

关于微生物降解展青霉素的生理机制"研究表明

该降解过程需要微生物活细胞的存在( ;<5E?

等
#9'$

探究了不同状态的酿酒酵母对展青霉素清除率

的差异"发现完整酵母细胞能去除溶液中全部的展青

霉素"而失活酵母细胞和酵母原生质体对展青霉素的

清除率仅为 $(X和 ')X( 干酪乳杆菌 D"(6-'"(%&&7)

(")0%43PC/- A;W%$ 能去除溶液中 (RX的展青霉素"但

A;W%$ 热致死菌体仅能去除 2$X的展青霉素
#91$

(

由此证明微生物降解展青霉素效果的好坏依赖于它

自身的细胞活力(

在实际生产中"除某些发酵制品外"能降解展青

霉素的微生物不便于直接用做毒素的脱除( 为了加

快其商业应用"需要找到直接降解展青霉素的关键物

质并加以利用( 先前研究表明"展青霉素会诱导微生

物分泌相关酶蛋白"这些诱导酶能提高微生物自身代

谢和抗环境胁迫能力"并通过酶促反应来降解展青霉

素( \<@E等
#9R$

通过基于 /6V5n的定量蛋白质组学

分析发现展青霉素刺激会引起 '% 个蛋白的丰度发生

改变"其中"短链脱氢酶 % [!V4&的丰度在 29 和91 K

时分别增加了 )$ 倍和 2$ 倍"[!V4丰度的降低可能

与溶液中展青霉素含量的下降有关"若在酵母发酵时

添加蛋白合成抑制剂,环己酰胺"在阻挠酵母蛋白质

合成的同时也会间接影响酵母对毒素的降解( 同时"

运用 V6OY7\V技术发现 [!V4对应 LVE5的丰度在

29 K 时增加了 :: 倍"表明它相应的编码基因同样受

到展青霉素的强烈诱导"由此推测 [!V4参与了毒素

的降解过程(

运用生物降解技术之前"还必须明确毒素降解产

物的化学种类和毒性情况( 研究表明"展青霉素降解

产物主要有 2 种"即 I>4JaDMC3BF/-/,C,/I%!75&和 ;O

C4,FCI/JF"它们在毒性上均显著低于展青霉素( 海洋

红酵母 5+-$-)9-,%$%7. 9"&7$%30#7. 43PC/- '(9%19 能

将展青霉素降解为对大肠杆菌无毒的 !75

#9($

"推测

大肠杆菌可能以 !75为营养物质来促进其生长"相

较于展青霉素"!75不会抑制某些细菌和酵母菌的

生长"且 !75对植物体+人体肝细胞及淋巴细胞的毒

性要比展青霉素低得多( !"E?等
#)%$

基于高效液相

色谱法和 =\O6"G*T[ 分析发现"海洋酵母 A-$".0"0

-+.0,%43PC/- <A8T'9 能将绝大部分的展青霉素降解

为它的前体物质 =OC4,FCI/JF"=OC4,FCI/JF会转化为它

的同分异构体 2OC4,FCI/JF( 对大肠杆菌+植物体和人

食管上皮细胞来说"=L2OC4,FCI/JF并没有表现出毒

性
#)%$

(

9S小结与展望

真菌毒素污染事件频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度不断提升( 扩展青霉侵染和其次级代谢产物展青

霉素超标不仅成为我国水果及其制品出口的阻碍"还

会对消费者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因此"如何安全高效

地控制水果中扩展青霉的生长和水果制品中展青霉

素的残留"对于世界水果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控制扩展青霉和展青霉素的

方法"如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源上避

免污染"还会引起水果的理化性质和感官品质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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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安全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很难推广应用( 与传统

方法相比"生物方法因其成本低+操作简单及效果显

著的特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是一种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的新型处理技术"运用微生物贮藏采后果实及处

理水果制品是非常安全有效的( 近年来"研究者在控

制水果病害及毒素残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现

了一些既能有效抑制扩展青霉又能很好清除展青霉

素的生物拮抗菌(

目前"国内外关于微生物防治水果青霉病和控制

展青霉素污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微生物吸附或

降解展青霉素的体外实验( 关于直接将微生物用于

抑制扩展青霉生长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存在抑菌时间

短+水果表面黏附性差及拮抗菌安全性等问题"在水

果拮抗菌与扩展青霉间的相互作用+拮抗菌控制展青

霉素的生物合成及体内降解展青霉素机制这方面的

研究较少"不能系统全面地解读微生物调控扩展青霉

和展青霉素的作用方式"这限制了生物防治在水果采

后腐败及毒素控制方面的应用( 因此"未来研究工作

需要重点集中在生物防治机理的研究"加强预防扩展

青霉对水果的侵染"高度重视生物拮抗菌的发掘与利

用"寻找对展青霉素具有吸附作用的物质并进行纯化

与化学合成"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得到降解展青霉素

的酶等物质的表达基因( 进一步阐明微生物抑制扩

展青霉生长和降低展青霉素合成的机制"对于控制采

后水果青霉病及其制品中真毒毒素的污染具有极大

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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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9$$S孙悦" 刘佳伊"杜宏"等&朝鲜辣白菜中抗扩展青霉乳酸菌的

筛选与鉴定#8$&中国酿造"2%$("'1%:& !:9 0:1&

#92$S骆莹&酵母细胞去除猕猴桃果汁中展青霉素的机理研究及磁

性吸附剂的制备#!$&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

#9'$S;<5E?;KBJ"=#T/-"]W\C/>">3CF&7KD4/,CFCI4JPM3/J- JNMC3BO

F/- HD*"((+",-./(0)(0,01%)%"0IBP/-ZN>PL>-3C3/J-#8$&8JBP-CFJN

GJJI [,/>-,>C-I 6>,K-JFJZD"2%$("):%9& !2 '2: 02 ''$&

#99$S]5E?=/-Z"AW@6/C-F/"AW5EACKJ-Z">3CF&5->b/-4/ZK3/-3J

3K>CI4JPM3/J- L>,KC-/4LJNMC3BF/- HD3K>K>C3O/-C,3/̀>FC,3/,C,/I

HC,3>P/C,>FF4#8$&GJJI \J-3PJF"2%$)")%!$%9 0$$%&

#9)$S=W"A/-Z"]5E?8/C-ZBJ"=#W_/-">3CF&@NN>,3JNA>C43\>FF

TJPMKJFJZD",>FFbCFFMKD4/,CF43PB,3BP>C-I ,K>L/,CF,JLMJ4/3/J-

J- MC3BF/- CI4JPM3/J-#8$&7=J[ "->"2%$)"$%%1& !>%$':%9)&

#9:$S_WVV"W?<[ =G&[3CH/F/3DJNMC3BF/- 3J4BFNBPI/Ja/I>C-I 3J

D>C43N>PL>-3C3/J- #8$&8JBP-CFO544J,/C3/J- JN"NN/,/CF5-CFD3/,CF

\K>L/434"$(RR":%%$& !$%% 0$%'&

#9R$S\<@EAJ-Z"7@E?<BC/L/-"]5E? /̂CJ">3CF&_/JI>ZPCIC3/J-

L>,KC-/4L4JNMC3BF/- /- !"#$%$" 37%&&%0,.-#$%%!5- /6V5nO_C4>I

MPJ3>JL/,C-CFD4/4#8$&6Ja/-4"2%$R"( % 91 &&IJ/!$%&''(% *3JaO

/-4(%2%%91

#91$S;<@E? /̂C-ZN>-Z"]@#]C--/-Z"V5"[K>-ZY/">3CF&!>ZPCICO

3/J- JNMC3BF/- /- NPB/3+B/,>HDCFC,3/,C,/I HC,3>P/C43PC/- D"(6-'"E

(%&&7)(")0%A;W%$#8$&GJJI \J-3PJF"2%2%"$$2!$%R$9R&

#9($S;<WVB/DB"G@W[[E@Vd"]W6CJ">3CF&!>3Ja/N/,C3/J- JNLD,JO

3Ja/- MC3BF/- HD3K>D>C435+-$-)9-,%$%7.9"&7$%30#7.#8$&GJJI

\K>L/43PD"2%$)"$R(!$ 0)&

#)%$S!"E? /̂CJDC-"8#5E?]>/"=#\KB-4K>-Z">3CF&7C3BF/- H/JI>ZO

PCIC3/J- HDLCP/->D>C43A-$".0"0-+.0,%#8$&GJJI 5II/3/̀>4C-I

\J-3CL/-C-34&7CP35"\K>L/43PD" 5-CFD4/4" \J-3PJF" @aMJ4BP>Q

V/4. 544>44L>-3"2%$)"'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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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谷物浓浆饮料稳定性研究进展

李琪!李云龙"

!胡俊君!程哲!何永吉!李红梅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山西 太原"%'%%%%&

摘S要S谷物浓浆&,>P>CF+B/,>'是一种可以代餐的谷物饮品!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及能量的同时!也有利于

降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生率" 由于其本身固形物含量较高!在货架期易发生分层#析水沉淀等

现象!从而降低产品品质" 该文综述了谷物浓浆饮料的市场及研究现状!分析了影响谷物浓浆饮料稳定性的多

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方法!对谷物浓浆饮料的发展趋势及前景进行展望!为谷物浓浆饮料的生产及品质

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S谷物浓浆)稳定性)改善方法)低血糖生成指数

9%'%&65136/E6%''/4'+&)(*(+, /4./2%'+(55%6%&*Z-(5%

=#n/"=#AB-FJ-Z

"

"<W8B-+B-"\<@E?;K>"<@AJ-Z+/"=#<J-ZL>/

%#-43/3B3>JNGB-,3/J-CFGJJI JN[KC-a/"[KC-a/5ZP/,BF3BPCFW-/̀>P4/3D"6C/DBC- %'%%%%"\K/-C&

!78"9!:"S\>P>CF+B/,>/4C./-I JN,>P>CFH>̀>PCZ>3KC3,C- P>MFC,>L>CF4&#3,JBFI -J3J-FD3J

MPJ̀/I>4BNN/,/>-3-B3P/3/J- C-I >->PZDNJP3K>KBLC- HJIDHB3CF4JK>FM 3JP>IB,>3K>/-,/I>-,>JN

,KPJ-/,I/4>C4>44B,K C4I/CH>3>4&!B>3J/34K/ZK 4JF/I ,J-3>-3" /34YBCF/3DMPJ->3JH>I>3>P/JPC3>4B,K

C443PC3/N/,C3/J-" bC3>PMP>,/M/3C3/J- C-I J3K>PMK>-JL>-C/- 3K>4K>FNF/N>&6K/4CP3/,F>4BLLCP/m>43K>

LCP.>3C-I P>4>CP,K 43C3B4JN,>P>CF+B/,>" C-CFDm>43K>̀ CP/JB4NC,3JP43KC3CNN>,33K>43CH/F/3DJN,>P>CF

+B/,>&5-I /3CF4JMB34NJPbCPI 3K>/LMPJ̀>L>-3L>3KJI4NJP/3443CH/F/3D&TJP>J̀>P" 3K>I>̀>FJML>-3

3P>-I C-I MPJ4M>,34JN,>P>CF+B/,>CP>CF4JH>MPJMJ4>I&6K/4P>̀/>bMPJ̀/I>4C,>P3C/- P>N>P>-,>NJP

3K>MPJIB,3/J- C-I YBCF/3D/LMPJ̀>L>-3JN,>P>CF+B/,>&

;%, </6.'S,>P>CF+B/,>'43CH/F/3D'/LMPJ̀>L>-3L>3KJI'FJbZFD,>L/,O/-I>a

第一作者!硕士"研究实习员%李云龙副研究员为通讯作者"@OLC/F!F/DB-FJ-Z$2)c$2:&,JL&

SS基金项目!国家现代农业 %燕麦荞麦 & 产业体系建设专项 % \5V[O%RO@O2 &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院市 %县 & 共建 1 研发专项科研项目

%A\̂ 2%$1!2Â $$&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A?\2%$(6!$%+A?\2%$(G;2&

收稿日期!2%2%O%:O$("改回日期!2%2%O%RO$9

SS谷物作为中国传统的膳食来源"其胚乳中富含的

淀粉+蛋白质等可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胚芽中富含

的 G>+;- 等矿物质+_族维生素+维生素 @及不饱和

脂肪酸等"有多种抗氧化功效'麸皮中含有的膳食纤

维+酚酸等物质则提高了谷物的生理保健功效
#$$

(

坚持食用谷物对控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

的发生有一定作用"同时有利于控制体质量
#2$

( 早

餐为人一天的生命活动提供约 '%X的能量"但是随

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学生+上

班族等人群"对早餐极不重视"甚至有时不吃早餐(

这将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并引发一些慢性疾病( 有研

究显示
#'$

"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患脂肪肝和胆结石的

几率将大大增加( 谷物浓浆是一种较为浓稠的饮品"

通常作为代餐饮料出现"因其具有健康+方便+饱腹感

强等特点"适宜作为早餐食用
#9$

( n_*6922$,2%$$

)谷物类饮料*中"按照总固形物和总膳食纤维含量的

不同"将谷物类饮料%,>P>CFH>̀>PCZ>&分为谷物浓浆

%,>P>CF+B/,>&和谷物饮料%,>P>CF+B/,>H>̀>PCZ>&"通常

要求谷物浓浆的总固形物不低于$% Z*$%% Z%低糖和无

糖产品不作要求&"总膳食纤维不低于 %&' Z*$%%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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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浓浆是一个不稳定的食品体系"该体系包括

由淀粉+蛋白质等大分子形成的悬浊液+由油脂形成

的乳浊液以及由糖+可溶性盐等形成的真溶液
#:$

(

由于体系粒度较大+储藏条件变化等原因"谷物浓浆

在货架期内易出现析水沉淀+脂肪上浮等现象"导致

产品品质劣变"影响饮料风味及口感
#R$

( 此外"在加

工过程中"高温长时灭菌也会使蛋白质变性+聚集"并

形成沉淀
#1$

( 有效解决谷物浓浆的不稳定性问题"

是保证其货架期内品质的重要方面( 本文就此问题

综述了影响谷物浓浆稳定性的因素及改善谷物浓浆

稳定性的方法"展望了谷物浓浆的发展趋势"可为生

产品质较高的谷物浓浆饮料及设计相应的加工工艺

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

$S谷物浓浆饮料的市场及研究现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 年&提出"要鼓

励谷物饮料等高附加价值植物饮料的开发生产与加

工原料基地建设"这为谷物饮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谷物综合利用价值和附加值的

提升(

目前市场上的谷物浓浆产品主要有0谷粒谷力1

系列谷物浓浆+0中绿粗粮王1系列谷物浓浆代餐饮

料+0小岗本色1粗粮浓浆系列饮料等( 这些产品多

为豆类%红豆+绿豆+黑豆等&+核桃+花生等与燕麦复

配而成的谷物浓浆(

近年来"国内关于谷物浓浆饮料的研究逐渐增

多"主要集中在加工工艺及稳定性研究等方面( 加工

工艺方面"原料选择丰富"主要有糙米+大麦+青稞+荞

麦+燕麦+藜麦+小米+绿豆等'工艺主要有清洗+烘烤+

浸泡+磨浆+糊化+过滤+调配+均质+灭菌等"有的产品

则采用发酵工艺制成具有独特风味和营养物质的谷

物饮料产品
#($

"有的则通过谷物发芽制成富含
*

O氨

基丁酸的浓浆饮料
#$%$

"提高了产品的营养价值及保

健价值( 稳定性研究方面"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通过

添加适量的增稠剂+乳化剂和磷酸盐等"使得饮料体

系在一定的储存时间内保持稳定'有的研究则是利用

原料本身经过加工后的性质保持饮料体系的稳定

性
#$$$

(

2S影响谷物浓浆稳定性的因素

@>=?原料

淀粉是谷物浓浆饮料固形物中含量最高的成分(

人体可利用的淀粉是经糊化后的谷物淀粉"不同的谷

物淀粉糊化后具有不同的特性
#$2$

"而凝沉性对浓浆

饮料的稳定性具有一定影响( 直链淀粉含量是影响

淀粉糊沉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含量越高"淀粉糊越

易发生沉降
#$'$

( 张杰等
#$9$

比较了燕麦淀粉+小麦淀

粉+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的凝沉性"发现 9 种淀粉中"

燕麦淀粉的凝沉性最差"即形成凝胶的能力较差( 周

小理等
#$)$

对比了苦荞淀粉+甜荞淀粉和大米淀粉+小

麦淀粉+绿豆淀粉的凝沉性"发现与其他 ' 种淀粉相

比"2 种荞麦淀粉糊化后于室温静置"91 K 内无上清

液析出"而其他 ' 种淀粉在 '% K 均有上清液析出"说

明荞麦淀粉糊化后不易沉降"凝沉稳定性优于小麦+

大米和绿豆淀粉( 各种谷物淀粉表现出不同的凝沉

性"因此"选择合适的原料并合理搭配进行谷物浓浆

饮料的加工是必要的(

另有研究显示
#$:$

"燕麦中含有大量的
%

O葡聚糖(

%

O葡聚糖是一种黏性多糖"可作为增稠剂使用( 在相

同浓度时"其表观黏度高于羧甲基纤维素( 同时"因

其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剪切稀化特性"用作食品天

然稳定剂的潜力巨大( 刘先隆等
#$R$

研究全谷物燕麦

浓浆的复合酶解"对燕麦进行挤压膨化耦合
'

O淀粉

酶前处理"随后采用中性蛋白酶和中温
'

O淀粉酶复

合酶解的工艺条件"得到的燕麦浓浆饮料中可溶性

%

O葡聚糖含量最高( 因此"当谷物浓浆中含有燕麦成

分或添加燕麦
%

O葡聚糖时"其稳定性可得到一定的

提高(

另一方面"脂肪也会影响谷物浓浆饮料的稳定

性( 若饮料中脂肪含量较高或未充分乳化"易出现脂

肪上浮现象"使产品分层"因此"应注意合理选用+搭

配原料"从而改善谷物浓浆的稳定性
#$1$

(

荞麦淀粉糊化后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燕麦因含有

大量
%

O葡聚糖而能在饮料体系中形成较为稳定的结

构"因此可考虑在谷物浓浆饮料中适当加入这 2 种原

料"在稳定产品结构的同时"减少乳化剂+增稠剂的使

用"更加突出浓浆产品的天然属性(

@>@?粒度

体系粒子粒径大小是影响谷物浓浆稳定性的重

要因素( 根据斯托克斯定律"球颗粒在流体中低速运

动时"其运动速度与粒子半径平方成正比"即体系中

粒子粒径越小"上浮或沉降速度越慢
#$($

(

均质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物料粒径的加工工艺"

主要通过改变均质温度+压力和次数等参数来影响物

料的粒径
#2% 022$

( 谷物浓浆中含有较多淀粉和不溶性

纤维素"如果仅用胶体磨进行处理"难以达到饮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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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细腻度"且在储存过程中更容易发生絮凝沉

淀
#2'$

( 而物料在均质处理时"在挤压+强冲击和失压

膨胀的三重作用下颗粒破碎"更加均匀地在液体中分

散
#29$

"从而实现快速乳化
#2)$

"得到更均一+口感更细

腻的物料( 理论上讲"乳化剂向油水界面迁移的速率

随均质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乳化效果也越好"但饮料

加工中物料多具热敏性"过高的加工温度会使蛋白质

变性+生物活性物质失活"降低产品品质( 谷物浓浆

加工中均质温度通常为 :) U1% f

#2) 02R$

( 一般情况

下"谷物浓浆的稳定性与均质压力呈正相关( 在谷物

浓浆的加工过程中"常用的均质压力为 $) U9% T7C"

且普遍采用分段均质
#2: 021$

( 涂清荣
#2R$

在研究米乳

饮料的稳定性时提出"2 次均质对稳定性的提升优于

单次均质"但如果 2 次均质压力过大时"稳定性反而

下降"原因可能是过高的压力导致物料粒径过小"饮

料体系的总界面积增大"自由能升高"体系开始趋向

于不稳定(

此外"李娟等
#2($

采用高压微通道微粉碎处理糙

米浓浆"通过在不同的操作压力 % '%+')+9% 和 )%

T7C&下分别粉碎 $ 次+2 次和 ' 次发现"') T7C粉碎

2 次是最经济且糙米粉碎粒径最小的操作条件"平均

粒径约为 29

"

L( 与干法粉碎%磨粉机&和湿法粉碎

%胶体磨&相比"高压微通道微粉碎技术能够更为有

效地降低体系粒径(

选用高效且经济的破碎技术是谷物浓浆加工的

关键步骤"加工过程应尽量降低物料粒度"超高压均

质及高压微通道微粉碎均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料粒度

并使物料均一的有效工艺"两者均需通过试验得到最

优操作条件( 许月
#'%$

在研究红豆浓浆工艺时"采用

2 次均质的方法"均质温度为 :) UR) f"压力为 2) U

'% T7C"使得红豆浓浆中淀粉+蛋白质+脂肪等大分

子均匀细化"乳化剂+稳定剂与浆料充分融合"相互交

联"最终得到较为稳定的红豆浓浆产品"无脂肪上浮+

结块及分层现象(

@>A?乳化剂和增稠剂

乳化剂和增稠剂是饮料中常用来提高稳定性的

食品添加剂( 乳化剂主要能够改善油水两相之间的

表面张力"形成均匀分散体或乳化体"而增稠剂可以

提高食品的黏稠度或形成凝胶"并兼有乳化+稳定作

用或使呈悬浮状态
#'$$

( 根据 ?_2R:%,2%$9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食品中

常用的乳化剂主要有单+双甘油脂肪酸酯+蔗糖脂肪

酸酯+改性大豆磷脂等"常用的增稠剂有瓜尔胶+海藻

酸钠+

%

O环状糊精+黄原胶+卡拉胶等( 但是单一使用

乳化剂或增稠剂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需要

对其进行复配"通过协同增效使其更好地发挥作

用
#2'" '2$

(

李婷等
#''$

在研究燕麦魔芋浓浆饮料的稳定性时

提出"采用纤维素酶将魔芋多糖水解为魔芋葡甘低聚

糖"解决了单独使用魔芋多糖时饮料黏度过大的问

题'同时"单甘脂和蔗糖酯的添加几乎不影响燕麦浓

浆的黏度和离心沉淀率( 此外"该研究还通过对饮料

体系的粒径和电位的研究指出"添加亲水胶体对燕麦

魔芋浓浆饮料稳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 个方面!

%$&稳定剂的添加使得粒子间电位升高"斥力增大"

减少了粒子间的聚集"从而减小了饮料体系的粒径"

沉降速度降低"相应地增强了稳定性'%2&魔芋胶和

卡拉胶形成的复合胶体的特殊结构有效降低了魔芋

胶与其他物质聚集形成大分子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

稳定性'%'&魔芋胶水解产生的小分子糖可以防止淀

粉回生导致的淀粉糊凝沉( 由此可见"亲水胶体的添

加通过改变浓浆饮料体系的粒径+电位及超微结构等

来影响体系的稳定性( 林小琴等
#'9$

在研究黑芝麻浓

浆饮料时"通过设计 7FC,.>33O_BPLC- 试验及 _JaO_>O

K-.>- 试验"以沉淀率和感官评分的综合评分为响应

值"得出用于黑芝麻浓浆的最优稳定剂组合为蔗糖酯

%&%'X%质量分数&"蒸馏单硬脂酸甘油酯 %&%RX"黄

原胶 %&%:X"此时黑芝麻浓浆综合评分最高"为

((&%:( 这与李婷
#''$

得到的结果似乎是相悖的"但是

从饮料主成分来看"相对燕麦"黑芝麻中的油脂更多"

而蔗糖酯和单硬脂酸甘油酯均为乳化剂"更适用于油

脂含量较高的黑芝麻浓浆"而燕麦浓浆中油脂含量较

低"故使用乳化剂效果不明显(

因此"根据原料本身的特性"选用适当的乳化剂+

增稠剂"通过试验确定复配比例及添加量"加入前应

先在热水中不断搅拌溶解"必要时可采用剪切等方式

使其充分溶于水"再将水溶液与其他物料混合均匀(

张东凤等
#1$

以荞麦米+小麦+燕麦+大豆+花生仁为原

料"分别对稳定剂及乳化剂设计正交试验"得到最优

复合稳定剂和复合乳化剂"然后以复合稳定剂添加

量+复合乳化剂添加量和均质压力为试验因素"以稳

定系数为响应值设计正交试验"得到复合稳定剂和复

合乳化剂分别添加 %&%$9X和 %&%)X"R) f下分别

以 9% 和 '% T7C均质 2 次"得到的谷物代餐饮料稳定

性最高"稳定系数为 ((&(:X( 李娟等
#2($

在研究糙米

浓浆时"通过对选定的 9 种稳定剂%海藻酸钠+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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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原胶和羧甲基纤维素钠&设计单因素试验和正交

试验得出"糙米浓浆中添加羧甲基纤维素钠 %&%)X+

黄原胶 %&$)X时"体系的离心沉淀率最低"稳定性

好( 复配改良剂的使用能够有效改善谷物浓浆的稳

定性"保持产品货架期内的品质(

@>B?磷酸盐

淀粉的老化是指糊化后的淀粉在冷却过程中"淀

粉分子间形成氢键并不断聚合"形成不溶性沉淀的过

程
#')$

( 老化形成的沉淀直接影响谷物浓浆饮料的外

观及稳定性"因此"如何有效地抑制或防止浓浆饮料

中淀粉的老化是保证其稳定性的重要方面( 磷酸盐

的添加能够有效防止淀粉老化"提高饮料的稳定性"

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2 个方面!%$&蛋白质在水溶

液中形成水溶胶"磷酸盐的加入可使其在脂肪表面形

成胶膜"乳化性能提高' % 2 &聚磷酸盐的亲水基团

7"

'O

9

可增加不溶物的表面电荷"从而增大斥力"减少

聚集
#':$

( 但是目前关于磷酸盐抑制淀粉老化的研究

多集中于面团+面条等方面"在谷物浓浆饮料领域的

研究较少(

陈丹硕等
#'R$

在研究青稞紫米谷物饮料时"使用

六偏磷酸钠和三聚磷酸钠 2 种磷酸盐与蔗糖脂肪酸

酯和结冷胶经正交试验得出"蔗糖脂肪酸酯对饮料稳

定性的影响最大"三聚磷酸钠次之"六偏磷酸钠再次

之"结冷胶最小"采用试验得出的最优抗老化剂配方

时"产品稳定性可达 $% 个月以上( 凌梦硕
#'1$

在研究

苦荞麦芽,小米复合谷物饮料的稳定性时"除对传统

的乳化剂和稳定剂进行筛选外"还对三聚磷酸钠+磷

酸二氢钠+焦磷酸钠和六偏磷酸钠 9 种磷酸盐进行了

试验( 结果表明"该饮料中添加不大于 %&%9X的磷

酸盐%除磷酸二氢钠外&时"饮料的稳定性都得到了

一定的提高"且六偏磷酸钠稳定效果最好(

以上都是针对非浓浆型谷物饮料中应用磷酸盐

的研究"其结果均表明适量的磷酸盐添加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谷物饮料的稳定性"这些研究对磷酸盐在

谷物浓浆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而谷物浓浆相比于谷

物饮料"淀粉含量和黏度都明显增大"这都给磷酸盐

应用于谷物浓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磷酸盐在谷物浓

浆中的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S展望

谷物浓浆饮料是一种适合作代餐饮料的谷物精

深加工产品"有研究显示
#'($

"降低早餐血糖指数和血

糖负荷可减轻餐后血糖反应"在目前健康饮食越来越

受重视的趋势下"健康且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谷物浓

浆饮料将受到更多关注( 目前已有研究者
#2($

进行了

糙米浓浆血糖生成指数%ZFD,>L/,/-I>a"?#值&的测

定工作"结果表明"糙米浓浆的 ?#值为 9%&21"属于

低 ?#食品"适于需要控制血糖及体质量的人群食用(

而粗粮普遍为中低 ?#食品
#9%$

"将粗粮加工为谷物浓

浆饮料不仅提高了其附加值"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

更加健康的膳食及代餐选择( 在谷物浓浆饮料的开

发过程中也应注重产品的健康性及适口性"如此才能

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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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超高压技术% BF3PCOK/ZK MP>44BP>"W<7&在食品领

域的应用研究始于 2% 世纪 1% 年代"$(1: 年日本京

都大学林立九教授将其应用于食品工业
#$$

( 超高压

技术是指将食品置于室温或较低温度下"施加 $%% U

$ %%% T7C压力"致使食品内部的生物大分子发生不

同程度的变化"比如蛋白变性+淀粉糊化等"最终改善

食品品质+风味和延长货架期
#2$

( 由于超高压处理

食品时只作用于食品组织中的非共价键"而对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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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价键没有影响"因此"可以有效保持食品本身的

营养品质( 5T5!"V等
#'$

研究表明"经 '%% T7C压

力处理"可以使 ) \GW*L=的孢子失活"说明超高压

技术对孢子活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刘旺
#9$

等利用超

高压处理亚麻籽胶和猪肉纤维蛋白的混合物"在 2%%

T7C时"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特性改善"其凝胶持水性

和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崔燕等
#)$

探究超高压

结合冷冻技术对南美白对虾肌原纤维蛋白的影响"发

现在 '%% T7C*L/- 的冷冻处理条件下"可以有效地保

持虾仁的优良品质(

蛋白质的凝胶特性对于食品品质具有极其重要

的影响"与食品本身的持水性+食品状态和产品得率

直接相关( 超高压处理可导致食品中的肌原纤维蛋

白结构+化学作用力等发生改变"从而使蛋白质变性

及凝胶化
#:$

( 在肌肉蛋白中"肌原纤维蛋白是最重

要的肌肉蛋白群之一"其包括肌动蛋白+肌球蛋白+肌

动球蛋白等"这些蛋白是形成凝胶的主要成分"也与

食品凝胶强度+质构+流变等密切相关
#R$

( 本文主要

从超高压对肌肉蛋白结构和凝胶特性的影响着手"详

细分析了超高压处理后肌肉蛋白的生化特性+化学作

用力的变化"以及超高压处理对持水性+质构+流变性

和热变性等凝胶特性的影响"为超高压技术在凝胶类

肉制品加工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S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生化特性的影响

=>=?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巯基含量的影响

巯基作为肌原纤维蛋白中活性最强的功能性基

团"可以形成弱次级键"用来维持蛋白的三级结构"对

蛋白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巯基包括蛋白表

面的活性巯基基团和内部隐藏的巯基基团( 肌原纤

维蛋白在超高压的作用下发生变性"其蛋白构象发生

改变"内部巯基集团暴露"表面活性巯基基团易发生

氧化形成二硫键"使肌原纤维蛋白中的总巯基含量减

少( 因此"通过测定总巯基和活性巯基含量变化的程

度可以判断肌原纤维蛋白氧化变性的程度
#1 0($

( 郭

丽萍等
#$%$

探究超高压结合热处理技术对猪肉肌原纤

维蛋白的影响"发现在同一温度下"随着压力不断的

上升%% U:%% T7C&"肌原纤维蛋白中总巯基含量显

著降低"说明超高压导致肌原纤维蛋白内部巯基暴露

发生氧化最终导致总巯基含量降低( 刘旺
#9$

等探究

超高压结合亚麻籽胶对猪肉肌原纤维蛋白的影响"发

现压力低于 $%% T7C时"随着压力升高"活性巯基含

量无显著变化"与 =#W等
#$$$

在 $%% T7C结合海藻酸

钠处理肌动球蛋白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压力较低未

能使肌原纤维蛋白中隐藏的巯基暴露'当压力在 $%% U

'%% T7C时"随着压力上升"活性巯基含量显著增加"

高压使肌原纤维蛋白发生变性"蛋白结构展开使内部

巯基暴露'在 9%% T7C时"活性巯基含量与 '%% T7C

时含量无显著性差异"可能在 '%% T7C时"蛋白内部

巯基已充分暴露( 闫春子
#$2$

等探究超高压对草鱼肌

原纤维蛋白的影响时发现"在 % U'%% T7C"随着压力

上升"活性巯基含量呈上升趋势"在 '%% T7C时活性

巯基含量达到最高( \<57=@5W等
#$'$

研究超高压

处理对肌原纤维蛋白的影响"显示在 '%% T7C时"活

性巯基含量达到最高"与闫春子等
#$2$

研究结果一致(

]5E?等
#$9$

研究 \C\F

2

和高压处理鸡胸肉肌原纤维

蛋白溶解度的影响时发现"高压处理促使未添加

\C\F

2

的肌原纤维蛋白中的总巯基含量显著降低(

主要因为高压处理后"更多隐藏的巯基暴露"从而使

巯基基团之间的距离减小"当氧存在时更有利于形成

二硫键( Ŵ@等
#$)$

研究高强度超声+超高压处理和

高压均质对肌原纤维蛋白理化和功能特性影响时发

现"' 种处理方式均会导致巯基含量的降低"但超高

压对肌原纤维蛋白的影响较小( ;<5E?等
#$:$

探究

高压改性对肌原纤维蛋白结构和胶凝性能影响"结果

表明"活性巯基含量与压力呈正相关"但总巯基含量

显著降低( 综上所述"在一定压力条件下"肌原纤维

蛋白活性巯基含量随着压力的升高而上升"而总巯基

含量随压力升高而降低(

=>@?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肌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影响蛋白质分子间及

蛋白质分子与溶剂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疏水

性变化主要由蛋白质构象改变引起"当蛋白在压力作

用下发生变性"其构象改变"内部隐藏的氨基酸残基

暴露在蛋白质表面"致使表面疏水性上升
#$%"$R$

( 郭

丽萍等
#$%$

研究发现"随着压力的增加"猪肉肌原纤维

蛋白表面的疏水性呈上升趋势"当压力 k2%% T7C

时"其表面疏水性显著增大( ;<5E?等
#$:$

发现表面

疏水性与压力呈正相关"随着压力的增大"蛋白去折

叠增加"疏水基团暴露"从而致使表面疏水性增加(

<@等
#$1$

探究高压加工提高低盐真胡麻鸡胸肉品质

的分子机理发现"当压力 j$%% T7C时"肌原纤维蛋

白表面疏水性无明显变化"可能由于压力不足"疏水

基团不能充分暴露'随着压力的增加 % 2%% U)%%

T7C&"其表面疏水性显著增加( l#==5T"E6@等
#$($

探究黄原胶对高压处理肌原纤维蛋白结构特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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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发现"经高压处理后"蛋白表面疏水性随着蛋白三

级结构的改变而增加'黄原胶的存在降低了高压对肌

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的影响( 其他相关研究也表

明高压可以使鱼糜肌原纤维蛋白表面疏水性显著增

加
#2%$

(

=>A?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 :&

@ \

F!"#&'%的影响

\C

2 g

O567C4>活性与肌球蛋白活性密切相关"作

为蛋白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反映蛋白的变性程

度"同时与凝胶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联系( 当蛋白质分

子间相互作用加强"肌球蛋白构象被破坏"肌球蛋白

内部巯基暴露被氧化而最终导致 \C

2 g

O567C4>活性

发生下降
#2$ 022$

( 廖彩虎等
#2'$

研究超高压解冻对不

同方式冻结的鸡肉品质的影响"发现当压力 j

$)% T7C时"\C

2 g

O567C4>活性显著下降"当压力 k

$)% T7C后"由于肌球蛋白在高压下被破坏"\C

2 g

O

567C4>活性变化不明显( 崔燕等
#)$

研究超高压协同

冷冻辅助脱壳对南美对虾肌原纤维蛋白理化性质的

影响"发现在压力为 2%% T7C"加压 $ L/-"\C

2 g

O56O

7C4>活性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但其他处理组 \C

2 g

O

567C4>活性均显著下降( \<@E?等
#29$

在研究中发

现"随着压力的上升"\C

2 g

O567C4>活性显著下降"当

压力为 $%% T7C时"\C

2 g

O567C4>活性仅保留 92X(

其他研究结果也表明高压条件下 \C

2 g

O567C4>甚至

会彻底失活
#2)$

( 综上所述"在超高压作用下"肌原纤

维蛋白 \C

2 g

O567C4>活性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S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化学作用力的影响

肌原纤维蛋白构象主要由各种化学作用力来维

持"如二硫键+氢键+范德华力+疏水相互作用+离子键

等化学作用力( 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形成的过程也就

是原肌原纤维蛋白变性重聚集的过程"各化学作用力

发挥不同的作用促进凝胶的形成( 在凝胶形成过程

中"由于蛋白质变性"蛋白质分子活跃"肌球蛋白因变

性折叠"其内部隐藏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和巯基暴露

出来"疏水基团在蛋白质分子间和分子间相互作用"

活性巯基被氧化为分子间或分子内新的二硫键"另外

离子键和氢健也产生作用"使局部的蛋白质发生聚

集"最终在各种化学作用力下形成凝胶致密的网状结

构
#2: 02R$

( 在蛋白质热凝胶的相关研究中"普遍认为

主要由氢键+疏水相互作用+静电相互作用等作用力

形成及维持蛋白质凝胶"但蛋白质变性后内部巯基暴

露"氧化产生的二硫键也有助于蛋白质凝胶的形成(

目前关于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形成过程

中化学作用力的研究已有较多相关报道( 一些研究

认为高压可使肌球蛋白和肌动球蛋白的解聚"还可使

肌原纤维蛋白的溶解度提高"因此高压处理可导致蛋

白质凝胶特性发生改变
#21$

( <]5E?等
#2($

研究高压

对罗非鱼肌肉蛋白凝胶质构和流变特性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在 2%% T7C时"在疏水性作用和氢键作用下

可以形成柔软的凝胶( 高压处理后"诱导肌动球蛋白

变性"结构发生变化"增加了表面疏水性"其形成凝胶

主要依靠疏水性作用和氢键"这种作用相对于热诱导

形成的蛋白质凝胶更有利于肌原纤维蛋白形成致密

的网状结构( 杨慧娟等
#'%$

研究超高压处理对低脂低

盐猪肉糜制品乳化凝胶特性的影响中发现"未经高压

处理时"其凝胶结构主要由二硫键和氢键来维持"随

着压力逐渐增加至 2%% T7C"氢键的比例逐渐增加"

离子键比例逐渐下降"凝胶的形成主要因为氢键的作

用"其次是二硫键和疏水相互作用"当压力增加至

2%% T7C时"疏水相互作用比例也显著性增加( <[W

等
#2:$

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压力的上升"总巯基含量显

著性下降"表面活性巯基含量变化不明显"表明肌原

纤维蛋白在高压下"内部巯基暴露"活性巯基氧化生

成二硫键( 郭丽萍等
#$%$

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随

着压力的上升"总巯基含量显著下降"二硫键含量显

著上升( 二硫键对于蛋白质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可使

蛋白质凝胶网状结构更为致密"凝胶强度增加( 综上

所述"肌肉蛋白经超高压处理后"肌球蛋白和肌动球

蛋白表面疏水性增加"内部巯基暴露氧化为二硫键"

从而疏水性作用+二硫键含量和氢键含量增加"在相

互作用下可改善肌原纤维蛋白的凝胶特性(

'S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性能的影响

A>=?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持水性的影响

持水性作为评价蛋白凝胶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对其嫩度+风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中低场核磁

共振%FJbN/>FIO-B,F>CPLCZ->3/,P>4J-C-,>"=GOETV&

可用于监测水的物理化学状态与蛋白质系统的流动

性和分布"利用低场核磁共振可以确定蛋白凝胶中水

分分布和流动性的变化( 核磁共振横向弛豫的水可

以分为 ' 个指数群体的再弛豫衰变"代表蛋白凝胶中

' 种不同类型的水分状态!结合水+不易流动水+和自

由水
#'$$

( 刘旺等
#9$

研究发现"肌原纤维蛋白持水性

随着压力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仪淑敏等
#'2$

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持水性随着压力的升高呈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9%% T7C时持水性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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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任云霞等
#''$

研究超高压对添加变性淀粉的鸭肉

肌原纤维蛋白的影响"发现随着压力的增加"肌原纤

维蛋白凝胶持水性呈上升趋势"在 9%% T7C时达到最

大值"随后继续升高压力"持水性呈下降趋势( 分析

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在超高压作用下持水性上升的原

因"可能是因为高压使蛋白变性"蛋白发生解聚"导致

溶解性进一步升高"从而可以与更多的自由水结合形

成结合水"持水性上升( 随着压力继续升高"持水性

下降"可能因为过高压力使蛋白完全解开"致密的网

状结构彻底被破坏"无法保留更多水分"致使持水性

下降( ?V"[[#5等
#'9$

探究高压对猪肉肌纤维蛋白

功能特性的影响中应用低场核磁共振技术发现加压

会导致肌原纤维蛋白水结合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蛋白

和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低压促进了蛋白质的水

合作用"随后在高压下水的流动性增加"从而使其重

新分配( A@等
#'$$

探究
(

O卡拉胶和高压协同处理对

低盐鱼糜凝胶品质影响中利用低场核磁技术发现超

高压可诱导凝胶网络结构致密有序"降低凝胶水迁移

率"捕获更多水分子"最终导致横向弛豫时间的减少(

在 \<@E

#')$

研究中也得到相似结果"经超高压处理

后蛋白凝胶 6

22

值明显下降"表明超高压处理削弱了

水的迁移率"增加了保水性( 相关研究
#': 0'R$

报道"蛋

白凝胶形成的网状结构越致密"其持水性也越高"凝胶

强度也越大( 可能是因为高压使蛋白构象发生改变"

内部隐藏巯基暴露"氧化生成更多的二硫键"促使网状

结构更加致密"可以保留更多水分"从而持水性上升"

凝胶强度增大(

A>@?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质构特征的影响

质构特征的主要参数包括咀嚼性+硬度+弹性+内

聚性+黏聚性+回复性等( =W"等
#22$

研究发现"随着

压力的升高"马鲛鱼鱼糜凝胶硬度呈上升趋势( 陈燕

婷等
#'1$

研究带鱼鱼糜蛋白凝胶质构特征时发现"与

对照组相比"经超高压处理的蛋白凝胶"其硬度+咀嚼

性显著上升"弹性和黏聚性略优于对照组"随着压力

继续增加"弹性+咀嚼性+硬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粘聚性呈下降趋势( 王苑等
#'($

研究结果表明将

鸡肉肌原纤维蛋白与大豆分离大白按照 $i$混合形

成的凝胶在 $%% T7C高压下"经合适的加热时间和温

度"其形成的凝胶硬度+弹性比未经高压处理的对照

组显著提高( 任云霞等
#''$

研究发现"提高压力可显

著增加凝胶蛋白的硬度+弹性和咀嚼性( T5等
#9%$

探

究高压和氯化钙对含有刺槐豆胶的肉蛋白凝胶性能

影响中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不同压力处理的蛋白质

构参数在 $%%+2%% T7C差异显著"但是较高的压力

%'%%+9%% T7C&明显降低了蛋白凝胶的硬度和咀嚼

度"反而对蛋白凝胶的粘聚性和弹性影响不大(

;<5E?

#9$$

等探究高压加工对猪肉僵化过程影响"发

现高压处理对肉质构的影响显著%4j%&%)&( 与对

照组相比"当高压处理在 % U9%% T7C"硬度+黏聚性+

咀嚼均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种类的肌原纤

维蛋白形成的凝胶"经超高压处理后质构特征变化存

在一定的差异( 对于不同种类的肌原纤维蛋白凝胶"

可以选取合适的压力参数和工艺条件"以此获得更好

的质构特征(

A>A?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流变特性的影响

流变特性是用来描述蛋白凝胶性能的一个重要

指标"其中存储模量%Vq&测量值代表弹性部分的存

储能量"反映了蛋白凝胶变形后恢复原形状的能力"

存储模量越大"凝胶变形后恢复原形状的能力越强'

损耗模量%Vz&测量值代表粘性部分"损耗模量反映

了蛋白凝胶抵抗流动的能力"损耗模量越大"越不易

流动'3C-

$

值代表在蛋白形成凝胶过程中黏性肌球蛋

白溶液向弹性肌球蛋白凝胶的转变
#92$

( 存储模量+损

耗模量和 3C-

$

值在 2% U1% f范围内可以作为肌肉蛋

白凝胶形成能力的主要指标
#9'$

( ;<5?E等
#$:$

研究发

现"与未加压的肌原纤维蛋白相比"加压后样品的 Vq

和 Vz变化趋势相似"均随压力的增大而减小( 这与

\5E!"等
#99$

研究结果相似"高压处理鱼糜在凝胶化

过程中 Vq也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减少( 与对照相比"

在 $%% T7C时"肌原纤维蛋白 Vq和 Vz无明显变化'在

2%% T7C时"肌原纤维蛋白的 ?q和 ?z显著性降低"可

能由于肌球蛋白严重变性所致'在 '%% T7C时"Vq和

Vz进一步下降%4j%&%)&"可能由于肌球蛋白和肌动

蛋白不断变性所致( 当压力在 9%% U)%% T7C时"Vq

和 Vz无明显变化%4k%&%)&"说明蛋白分子的变性基

本完成( ]@#等
#9)$

研究高压高温对猪肉糜凝胶特性

和蛋白质构象的影响中发现"蛋白凝胶过程中肌球蛋

白的变性对于凝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达

到一定温度后"蛋白变性全部结束"主要靠蛋白的疏

水性互作用和二硫键来维持蛋白凝胶的三维网状结

构( 黄群等
#9:$

在探究超高压对低盐海藻鸡肉糜品质

的影响的过程中发现"在加热过程中"低盐海藻鸡胸

肉糜体系的 Vq随着压力的上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可能因为过高的压力抑制了三维网状结构的形

成'同时也发现"经高压处理后"3C-

$

值变化显著"在

$%% U2%% T7C时"3C-

$

值降低'在'%% U)%% T7C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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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上升( 因此"适当的超高压可以改善肉蛋白

凝胶的 Vq+Vz和 3C-

$

值"提高蛋白凝胶质量(

A>B?超高压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热变性的影响

差示扫描量热技术% I/NN>P>-3/CF4,C--/-Z,CFJP/LO

>3PD"![\&已经广泛应用于蛋白变性的相关研究中(

是一种在程序设置的温度条件下"测量试样和参照物

之间的热量差和温度的关系的研究方法( ![\技术

可以测量热试样力学的稳定性参数"且可以进一步核

实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模型( 蛋白质凝胶性能与致密

的空间构象密切相关"当蛋白变性"空间结构发生变

化"导致热和力等物理参数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

化( 在蛋白凝胶相关研究中"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影

响下"![\可连续测量复杂体系下的总热焓值和热熵

值的变化"因此在凝胶特性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9R$

(

;<5E?等
#$:$

采用 ![\测量高压改性对肌原纤维蛋

白结构和胶凝性能的影响中发现"在 $%% T7C时"与

对照组相比"峰 $ 的
&

W降低了$9&:%X"峰 2 降低了

99&'RX"表明肌球蛋白变性和肌动蛋白均已变性"但

肌动蛋白变性程度较大( 在 2%% T7C时"峰 $ 的
&

W

急剧下降%:%&9%X&"峰 2 的
&

W下降了 )%&R%X"超

过一半的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发生了严重变性"说明

高压处理可以引起肌肉蛋白的降解和肌动蛋白解聚(

'%% T7C时"峰 $ 的
&

W降低%:$&12X&"峰 2 消失"$

个新的峰出现%峰 %&(

&

W的减少被认为是结构破坏

导致变性的标志"峰 2 的消失表明肌动蛋白已完全变

性( 峰 % 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高压诱导的聚合物形成(

在 9%% T7C时"峰 % 的
&

W急剧增加"峰 $ 消失"说明

高压诱导的聚合物进一步形成"肌球蛋白完全变性(

在 )%% T7C时"仅存在峰值 %"

&

W进一步增加"说明

高压诱导的聚合物进一步增加( 结果表明肌球蛋白

具有更高的耐压能力"肌动蛋白对高压处理的敏感性

更强( 张小燕等
#91$

探究差示扫描量热法及其在猪肉

凝胶机理中的变化发现经 ![\升温后"没有出现肌

球蛋白的变性"表明之前的高压处理已使蛋白变性完

全"在 :%% T7C时"凝胶结构已基本形成( 叶韬等
#9($

探究不同处理条件下鲢鱼糜凝胶水分状态和微观结

构的特征"运用 ![\分析鱼糜凝胶中的水分状态分

布发现"高压处理降低了凝胶的冰点温度"显著提高

了结合水含量"减少了自由水的含量"减弱水分的流

动性"从而增强凝胶的持水性(

9S展望

超高压加工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具有其他加

工技术无法取代的优点"如卫生+无污染+能源消耗

少"可最大程度保存食品的风味和营养物质等"备受

青睐( 目前超高压对肌肉蛋白以及凝胶的影响已有

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关于超高压对肌肉

蛋白生化特性+化学作用力变化与凝胶的形成的研究

尚不深入( 超高压诱导肌肉蛋白形成凝胶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过程"通过调控超高压的强度以及作用时

间"或搭配其他相关技术或者添加剂"可以对肌肉蛋

白及凝胶性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寻找合适的加工工

艺条件来提高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特征"对于改善肉制

品以及相关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超高压技

术还存在一些不足"超高压技术应用的条件和一些限

制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食品经超高压处理

后组分变化及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尚不明确"而且超

高压设备昂贵+投资成本高+设备耗材使用寿命短也

是一大问题( 我国超高压技术起步晚"与国外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抓住机会"紧跟国际潮流"与国际

相接轨"与国内市场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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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E?="[WE!";<W;">3CF&@NN>,34JNK/ZK MP>44BP>NP>>m/-Z

%<7G& J- I>-C3BPC3/J- JN-C3BPCFC,3JLDJ4/- >a3PC,3>I NPJLMPCb-

%C06"90#"07)0#)%)& #8$&GJJI \K>L/43PD"2%$R"22(!2)2 02)(&

#2)$S;<"W5"=#E ="=#5E? A">3CF&7KD4/,J,K>L/,CFMPJM>P3/>4JN

-C3BPCFC,3JLDJ4/- NPJL 3KP>CIN/- HP>CL % G0.%960,7)4MM&& /-O

IB,>I HDK/ZK KDIPJ43C3/,MP>44BP># 8$&GJJI \K>L/43PD" 2%$9"

$):!9%2 09%R&

#2:$S<[Wd"<]5E?8"AW\">3CF&\KC-Z>4/- ,J-NJPLC3/J- C-I /-

4BFNKDIPDFZPJBM4JNC,3JLDJ4/- JN3/FCM/C%U,0(+,-.%)#%&-6%(7)& J-

KDIPJ43C3/,MP>44BP>3P>C3L>-3#8$&GJJI \K>L/43PD"2%%R"$%'%2& !

):% 0):9&

#2R$S胡飞华&梅鱼鱼糜超高压凝胶化工艺及凝胶机理的研究#!$&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

#21$S\<@G6@=8\"\W=#"=#8&@NN>,34JNK/ZK MP>44BP>J- L>C3!5P>O

/̀>b#8$&T>C3[,/>-,>"$((R"9:%'& !2$$ 02':&

#2($S<]5E?8"=5#d"<[Wd">3CF&\KC-Z>4/- 3>a3BPCFC-I PK>JFJZ/,CF

MPJM>P3/>4JNZ>F4NPJL3/FCM/CLB4,F>MPJ3>/-4/-IB,>I HDK/ZK MP>4O

4BP>C-I 4>33/-Z#8$&GJJI \K>L/43PD"2%%R"$%9%2&!R9: 0R)'&

#'%$S杨慧娟&超高压处理改善低脂低盐猪肉糜制品乳化凝胶特性

研究#!$&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R&

#'$$SA@6"!5#<"=#E=">3CF&@LMFJDL>-3JN

(

O,CPPCZ>>-C- C-I K/ZK

MP>44BP>MPJ,>44/-ZNJPYBCF/3D/LMPJ̀>L>-3JNP>IB,>I EC\F4BP/L/

Z>F4#8$&8JBP-CFJNGJJI 7PJ,>44/-ZC-I 7P>4>P̀C3/J-" 2%$(" 9'

%(& !$9 %R9&

#'2$S仪淑敏" 马兴胜"励建荣"等&超高压诱导鱼糜凝胶形成中水分

特性及凝胶强度的相关性研究 #8$&中国食品学报"2%$)"$)

%R& !2: 0'$&

#''$S任云霞" 李亚楠"张坤生&超高压对添加变性淀粉的鸭肉肌原

纤维蛋白的影响#8$&食品研究与开发"2%$2"''%$$& !$% 0$9&

#'9$S?V"[[#5""=[@Ed"_"=WT5V6">3CF&6K>>NN>,3JNK/ZK MP>4O

4BP>J- 3K>NB-,3/J-CFMPJM>P3/>4JNMJP. LDJN/HP/FFCPMPJ3>/-4#8$&

GJJI \K>L/43PD"2%$:"$(:!$ %%) 0$ %$)&

#')$S\<@E "̂\<@E\";<"WA">3CF&@NN>,34JNK/ZK MP>44BP>MPJ,>44O

/-ZJ- 3K>3K>PLCFZ>FF/-ZMPJM>P3/>4JN,K/,.>- HP>C43LDJ4/- ,J-3C/O

-/-Z

(

O,CPPCZ>>-C-#8$&GJJI <DIPJ,JFFJ/I4"2%$9"9%!2:2 02R2&

#':$Sd"\T"d"\_"[W[A5=?">3CF&#LMPJ̀/-ZNB-,3/J-CF/3DJNbKJF>

>ZZMJbI>PHD3K>CII/3/J- JNZ>FC3/->"FC,3J4>"C-I MBFFBFC- #8$&

8JBP-CFJNGJJI [,/>-,>"2%$$"R:%(& ![)%1 0[)$)&

#'R$S;<@E?<"<5ET"A5E?<">3CF&6K>>NN>,3JNMP>44BP>OC44/43>I

K>C3/-ZJ- 3K>bC3>PKJFI/-Z,CMC,/3DJN,K/,.>- HC33>P4#8$&#--J̀CO

3/̀>GJJI [,/>-,>Q@L>PZ/-Z6>,K-JFJZ/>4"2%$1"9)!21% 021:&

#'1$S陈燕婷" 林露"高星"等&超高压对带鱼鱼糜凝胶特性及其肌原

纤维蛋白结构的影响#8$&食品科学"2%$("9%%2$& !$$) 0$2%&

#'($S王苑&不同处理方式对肌原纤维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混合凝

胶特性的影响#!$&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R&

#9%$ST5G"\<@E\"[WE?">3CF&@NN>,34JNK/ZK MP>44BP>C-I \C\F

2

J- MPJM>P3/>4JN4CF3O4JFBHF>L>C3MPJ3>/- Z>F4,J-3C/-/-ZFJ,B43

H>C- ZBL#8$&#--J̀C3/̀>GJJI [,/>-,>C-I @L>PZ/-Z6>,K-JFJO

Z/>4"2%$2"$9!'$ 0'R&

#9$$S;<5?E<"75E8"]W;&#- >̀43/ZC3/J- JN3K>>NN>,34JNK/ZK MP>4O

4BP>MPJ,>44/-ZJ- 3K>MPJ,>44JNP/ZJP/- MJP.#8$&T>C3[,/>-,>"

2%$1"$9)!9)) 09:%&

#92$S\5"A" #̂56";<"W?">3CF&6K>L>,KC-/4LJNK/ZK MP>44BP>O/-O

IB,>I Z>F4JNPCHH/3LDJ4/- #8$&#--J̀C3/̀>GJJI [,/>-,>C-I @O

L>PZ/-Z6>,K-JFJZ/>4"2%$2"$:!9$ 09:&

#9'$S]WT" #̂"E?A"\<@E8">3CF&VK>JFJZDC-I L/,PJ43PB,3BP>JN

LDJN/HP/FFCPMPJ3>/-OMFC-3F/M/I ,JLMJ4/3>Z>F4!@NN>,3JN>LBF4/J-

IPJMF>34/m>C-I L>LHPC->3DM>#8$&8JBP-CFJNGJJI @-Z/->>P/-Z"

2%$$"$%:%9& !'$1 0'29&

#99$S\5E!"!"<@VV5E;_"_"V!@Vy5[ 58">3CF&@NN>,3JNK/ZK

MP>44BP>J- P>IB,>I 4JI/BL,KFJP/I>4BP/L/Z>F4#8$&GJJI <DIPJO

,JFFJ/I4"2%$)!$R: 0$1R&

#9)$S]@#="=#A"]5E?\">3CF&6K>PLCFZ>FMPJM>P3/>4C-I MPJ3>/-

,J-NJPLC3/J- JNMJP. HC33>P4C4CNN>,3>I HDK/ZK MP>44BP>C-I 3>LO

M>PC3BP># 8$&#-3>P-C3/J-CF8JBP-CFJNGJJI 7PJM>P3/>4" 2%$(" 22

%$& !$ 9(2 0$ )%%&

#9:$S黄群"王希希"艾明艳"等&超高压对低盐海藻鸡肉糜品质的影

响#8$&食品科学"2%$1"'(%$(& !(: 0$%2&

#9R$S黄晓毅" 韩剑众"王彦波"等&差示扫描量热技术 %![\& 在肉类

研究中的应用进展#8$&食品工业科技"2%%("'%%(&!')' 0')R&

#91$S张小燕"何军波"张如意"等&差示扫描量热法及其在猪肉凝胶

机理探索中的应用#8$&肉类工业"2%$9%$2& !$1 02%&

#9($S叶韬"戴慧敏"林琳"等&不同处理条件下鲢鱼糜凝胶水分状态和

微观结构的特征#8$&南方水产科学"2%$("$)%2&!$%9 0$$$&



食品与发酵工业
G""!5E!G@VT@E656#"E#E!W[6V#@[

%#"$$

!"!"'()*#$+(*!%%,(-.)#%&&

!"#!$%&$'(()*+&,-./&$$ 0$1%2*34&%2)%21

引用格式!张庆霞&植物源防腐剂的抑菌机理及其在生鲜湿面保鲜中的应用 #8$&食品与发酵工业"2%2%"9: %2$&!'$% 0'$:&

;<5E?n/-Za/C&5-3/L/,PJH/CFL>,KC-/4LC-I CMMF/,C3/J- JNMFC-3MP>4>P̀C3/̀>4/- NP>4K b>3-JJIF>4MP>4>P̀C3/J-#8$&GJJI

C-I G>PL>-3C3/J- #-IB43P/>4"2%2%"9:%2$&!'$% 0'$:&

植物源防腐剂的抑菌机理及其在生鲜湿面保鲜中的应用

张庆霞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9)$$($&

摘S要S生鲜湿面虽深受消费者喜爱!但由于其水分含量高!极易腐败变质!严重制约了其工业化生产!添加防

腐剂是解决该问题的常用方法之一"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植物源防腐剂的开发应用成

为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植物源防腐剂主要

有香辛料#中草药提取物#植物精油#茶多酚#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亚麻籽粉#荸荠皮#葡萄籽和柠檬提取物" 该

文综述了上述植物源防腐剂独立处理或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对生鲜湿面防腐保鲜效果及品质的影响!将植物源防

腐剂的抑菌机理概括为破坏细胞壁和细胞膜体系#破坏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结构及干扰细胞内能量代谢过程 '

个方面!并指出了目前植物源防腐剂的开发及其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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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植物源防腐剂)抑菌机理)生鲜湿面)防腐保鲜)应用分析

!0+(2(56/)(&*2%51&0('2 &0.&33*(5&+(/0/43*&0+36%'%6K&+(K%'

(046%'1<%+0//.*%'36%'%6K&+(/0

;<5E?n/-Za/C

%<>-C- #-IB43PDC-I 6PCI>lJ,C3/J-CF\JFF>Z>";K>-ZmKJB 9)$$($"\K/-C&

!78"9!:"SGP>4K b>3-JJIF>4CP>NC̀JP>I HD,J-4BL>P4' KJb>̀>P" /34K/ZK LJ/43BP>,J-3>-3F>CI4

3JNC434MJ/FCZ>" 3KB4KC44>P/JB4FDP>43P/,3>I /34/-IB43P/CFMPJIB,3/J-&5II/-ZMP>4>P̀C3/̀>4/4J->JN

3K>,JLLJ- L>3KJI43J4JF̀>3K>MPJHF>L&]/3K 3K>>-KC-,>L>-3JNM>JMF>{4CbCP>->44JNK>CF3KDI/>3

C-I NJJI 4CN>3D" 3K>I>̀>FJML>-3C-I CMMF/,C3/J- JNMFC-3MP>4>P̀C3/̀>4KC4H>,JL>C- /LMJP3C-33P>-I

/- NP>4K b>3-JJIF>4MP>4>P̀C3/J-&53MP>4>-3" MFC-3MP>4>P̀C3/̀>4B4>I NJPNP>4K b>3-JJIF>4MP>4>P̀CO

3/J- /-,FBI>4M/,>4" \K/->4>K>PH4>a3PC,34" MFC-3>44>-3/CFJ/F4" 3>CMJFDMK>-JF4" ZFD,/-/- HC4/,MJFDO

M>M3/I>" NFCa4>>I L>CF" C-I 3K>>a3PC,34NPJL=&0-(+",%)67'0,-)" M>>F" ZPCM>4>>I C-I F>LJ-&6K/4CPO

3/,F>4BLLCP/m>43K>>NN>,34JN3K>4>MFC-3MP>4>P̀C3/̀>4" /-I/̀/IBCFFDJP/- ,JLH/-C3/J- b/3K J3K>P3P>C3O

L>-34" J- 3K>MP>4>P̀C3/J- C-I YBCF/3DJNNP>4K b>3-JJIF>4&6K>HC,3>P/J43C3/,L>,KC-/4LJNMFC-3MP>O

4>P̀C3/̀>/44BLLCP/m>I /- 3KP>>C4M>,34! I>43PJD/-Z,>FFbCFFC-I ,>FFL>LHPC->4D43>L" I>43PJD/-Z3K>

43PB,3BP>JNMPJ3>/- C-I Z>->3/,LC3>P/CF" C-I /-3>PN>P/-Zb/3K 3K>MPJ,>44JN>->PZDL>3CHJF/4L /-

,>FF4&_>4/I>4" 3K>>a/43/-ZMPJHF>L4C-I NB3BP>I>̀>FJML>-3I/P>,3/J- CP>I/4,B44>I 4JC43JMPJ̀/I>

P>N>P>-,>NJP/-IB43P/CFMPJIB,3/J- JNNP>4K b>3-JJIF>4&

;%, </6.'SMFC-3MP>4>P̀C3/̀>' C-3/L/,PJH/CFL>,KC-/4L'NP>4K b>3-JJIF>4' MP>4>P̀C3/J-' CMMF/,C3/J-

C-CFD4/4

第一作者!硕士"副教授%通讯作者"@OLC/F!mKYa$$%$c$2:&,JL&

SS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R2$%2$$%2$:&

收稿日期!2%2%O%RO$2"改回日期!2%2%O%RO22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SS面条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主食"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东汉年间便有记载(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生鲜湿面因新鲜+口感劲道"面香味浓郁"且

在制作过程中不经煮熟也没有用酸浸泡"保留了面条

的原始风味及营养价值
#$$

"从而深受人们喜爱( 但

生鲜湿面含水量大"水分活度高"微生物易于生长繁

殖"导致其货架期极短"严重制约了其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 目前"生鲜湿面在我国虽然销量很大"但大多

来自小作坊"质量参差不齐"生产卫生与安全难以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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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鲜湿面的防腐保鲜技术有热杀菌+非热杀菌+

添加防腐剂等不同的方法"其中添加防腐剂因不需要

设备+成本低+简便高效而被广泛应用( 防腐剂按来

源不同分化学防腐剂和天然防腐剂"化学防腐剂可能

会对人体产生潜在的危害(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

饮食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化学防腐剂的接

受度逐渐降低"天然防腐剂的开发成为食品科学研究

的热点之一( 天然防腐剂是从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

代谢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天然物质"安全无毒"符合人

们对食品健康+安全的消费理念( 按来源不同"天然

防腐剂可分为植物源+动物源和微生物源 ' 类( 我国

植物资源丰富"为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的开发提供了宝

贵的物质基础( 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的植物来源主要

有香辛料+中草药+果蔬+野生植物及其他来源
#2$

(

目前"许多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的抗菌活性和安全性已

经通过实践得已证明"并在果蔬+水产品及肉制品等

食品中被广泛应用
#'$

( 植物源天然防腐剂在生鲜湿

面防腐保鲜中也有应用"但研究相对较少"更缺乏系

统性的分析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对植物源天然防腐

剂的抑菌机理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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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植物源防腐剂在生鲜湿面保鲜中的应用分析

=>=?香辛料

香辛料不仅可用于食品调味"其防腐作用也很早

就被古人所利用( 目前"香辛料的抑菌活性在食品+

医学和化妆品等行业均有研究"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9$

(

$&$&$S香辛料独立处理应用分析

目前"香辛料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主要

有超微细粉碎产品和粗提物 2 种形式( 吴迪等
#)$

将

干辣椒粉碎后过 $%% 目筛"与小麦粉混合制作生鲜

面"发现在最佳工艺条件下%辣椒粉+水+盐添加量分

别为 %&:X+''X+$&%X&制作的辣椒生鲜面"在 9 f

条件下的保鲜期比空白组延长了约 )% K( 洋葱皮中

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具有抑菌+镇痛及提高免疫

力等多重功效
#:$

"洋葱皮水提物在生鲜面保鲜中也

有应用( 张译心等
#R$

发现洋葱皮水提物对生鲜面具

有较好的保鲜效果"用洋葱皮水提物和面制作的生鲜

面"刚制成时菌落总数仅为空白组的 2*'"9 f冷藏存

放第 ) 天时微生物仍低于国家限量值"而空白组此时

微生物已明显超标(

香辛料对生鲜湿面虽有较好的保鲜效果"但对生

鲜湿面的蒸煮品质也有不良影响( 相关研究发现"香

辛料的添加使生鲜湿面的蒸煮损失率和断条率加

大
#)"R$

"且蒸煮损失率随香辛料添加量的提高而增

大
#)$

"因此应合理控制香辛料的添加量(

$&$&2S香辛料与其他防腐剂复合处理的应用分析

香辛料与其他天然防腐剂复合处理在鲜湿面防

腐保鲜中也有应用( 毛汝婧
#1$

研究发现"桂皮+花

椒+草果+姜+胡椒 ) 种香辛料乙醇提取物对鲜湿面均

有一定的保鲜效果"桂皮+花椒+草果和乳酸链球菌素

复合保鲜液%质量浓度分别为 )+)+2&) 和 ) LZ*L=&可

使鲜湿面保质期达到 '9&1) I%煮后湿面冷水冲淋2% 4

后在复合保鲜液中浸泡 $ L/-"然后于通风橱中吹干进

行真空包装"'R f储存&"高于正交试验各组结果(

我国香辛料种类繁多"但目前在生鲜湿面防腐保

鲜中的应用还较少( 香辛料作为一种常用调味品用

于生鲜湿面的保鲜"不仅能延长其货架期"还能改善

其风味"丰富其品种"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是今后

开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草药

我国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其中上千种中草药

具有抗菌作用( 作为天然的抗菌剂"中草药提取物具

有低毒+高效+广谱抗菌性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食品保鲜中"受到越来越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
#($

(

$&2&$S中草药提取物独立处理的应用分析

在中草药对生鲜湿面防腐保鲜方面"周其中

等
#$% 0$$$

将虎杖+黄苓和苦参 ' 种中草药提取液按

$i$i$的质量比混合"发现 ' 种中草药混合液可有效

抑制生鲜湿面中细菌和霉菌的生长"抑菌效果随其添

加量的增加而增强"但添加量过高对面条风味有一定

影响"结合感官评分"最佳添加量为 $&) LZ*.Z'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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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取液还有助于改善面团的流变学特性"使面团

稳定时间+形成时间增加"弱化度降低"从而有利于提

高面条的嚼劲'不足之处是提取液只适用于生鲜湿面

短时间贮藏保鲜"长时间保鲜效果欠佳"其作用机理

尚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2&2S中草药提取物与其他防腐剂复合处理的应用

分析

在中草药提取物与其他防腐剂的复合应用方面"

周柏玲等
#$2$

研究了中草药提取液+溶菌酶和酸对杂

粮鲜湿面的保鲜效果"结果表明"三者复合处理具有

协同增效作用"将鲜湿面煮后经水洗+复合保鲜液中

浸泡 ) L/-+通风橱中吹干%$% L/-&后进行真空包装"

常温下可存放 $2% I 以上"抑菌保鲜效果显著(

虽然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但目前中草药在生鲜

湿面保鲜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在利用其抑菌保鲜功效的同时"针对不同人

群"开发出药食同用的营养保健面条(

=>A?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

植物精油潜在的生物活性如抗菌+抗氧化性+抗

炎等药理功效使其在食品+医药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应

用价值
#$'$

"是人类开发绿色天然防腐剂的重要原料(

相比其他植物源防腐剂"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在生鲜

湿面防腐保鲜中研究较多(

$&'&$S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独立处理应用分析

研究表明"许多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能显著抑制

鲜湿面中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生长"延长鲜湿面的

货架期( 目前"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主要以气相熏蒸

的形式应用于鲜湿面杀菌保鲜中( 影响植物精油及

单离香料防腐保鲜效果的因素主要有精油及单离香

料的浓度和种类+微生物种类+作用时间等 %表 $&(

相关研究发现"单离香料抑菌效果相对优于植物精

油"单离香料和精油对霉菌的抑菌效果优于细菌"这

种抑菌效果的差异可能与精油主要成分含量+挥发性

和作用靶点的不同相关
#$9$

(

表 =?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

"&)*%=?!33*(5&+(/0/43*&0+%''%0+(&*/(*'&0.('/*&+%'3(5%'(046%'1<%+0//.*%'36%'%6K&+(/0

植物精油及

单离香料种类
污染微生物 处理方式及方法 抑菌保鲜效果 参考文献

迷迭香精油 细菌

气相熏蒸!设定浓度

%+%&$%+%&$)+%&2%+

%&2)

"

=*L=

浓度为 %&$%

"

=*L=时"鲜湿面在 9 和 2) f贮藏条件下的保质期均明

显延长"随着浓度的增加"保质期有所延长"但并无显著差异"并且会

对面条风味有所影响

#$)$

植物精油!山苍

子油+丁香油+迷

迭香油+甜橙油+

牛至油+姜油'单

离香料!肉桂醛+

百里香酚+柠檬

醛+茴香脑

革兰氏阴性

杆菌+革兰氏

阳性球菌+革

兰氏阳性芽

孢 杆 菌+ 青

霉+黑 曲 霉+

黄曲霉+酵母

菌

气相熏蒸!

,

测定各

精油及单离香料对

各种微生物的最低

气态抑菌浓度"选取

2 种抑菌效果较好

的抑菌剂复配"研究

其联合抑菌效果'

-

研究复配物对生鲜

湿面抑菌保鲜效果

,

$% 种精油及单离香料对 R 种微生物均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

百里香酚和肉桂醛分别对细菌和霉菌抑菌效果最佳"'两者复配抑菌

效果具有相加作用"当百里香酚与肉桂醛复配比例为 2i'"总体积分数

为('&R)

"

=*=时"能完全抑制上述 R 种微生物的生长"抑菌效果显著'

-

复配物对鲜湿面中的细菌+霉菌抑菌效果显著"随复配物浓度增大"

抑菌效果增强"当复配物体积分数为 $%%

"

=*=时"鲜湿面在 21 f贮

藏) I后霉菌数仅为 )% 个*Z"'R f贮藏 $2 K 后菌落总数仅为 :&) o

$%

9

\GW*Z

#$:$

植物精油!迷迭

香油+茶树油+芳

樟油+甜橙油+姜

油+香柠檬油'单

离香料!百里香

酚+茴香脑+丁香

酚+柠檬醛

金黄色葡萄球

菌+枯草芽孢

杆菌+大肠杆

菌+青霉+黄曲

霉+黑曲霉

气相熏蒸!方法同上

,

$% 种精油及单离香料对 : 种微生物均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百里

香酚综合抑菌效果最好"其次是茶树油和芳樟油"但百里香酚抑制霉

菌效果不如茴香脑"茴香脑与百里香酚复配抑菌效果具有协同增效作

用"当两者复配比例为 $i2"体积分数为%&%:2 )

"

=*L=时"能完全抑

制上述 : 种微生物的生长"抑菌效果显著'

-

复配物对生湿面中的细

菌+霉菌抑菌效果显著"随复配物浓度增大"抑菌效果增强"当复配物

体积分数为 %&2%

"

=*L=时"对生湿面中细菌抑菌率可达 (:&2%X

%'R f贮藏 $2 K& "霉菌含量仅为 $% \GW*Z%21 f贮藏 R I&

#$R 0$1$

$&'&2S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与其他保鲜技术复合处

理应用分析

相比其他植物源防腐剂"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与

其他技术复合处理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研究较

多( 周小伟等
#$)$

研究了迷迭香精油与微波复合处理

对鲜湿面保质期的影响"发现在 1%% ]功率下将面

粉微波处理 '% 4后制成鲜湿面"再用体积分数为

%&$%

"

=*L=的迷迭香精油对其进行气相熏蒸"可使

鲜湿面在 2)+9 f下的保质期分别从单独微波处理的

:9 K+$R I 延长至 9 I+29 I"同时"湿面的酸度降低(

谢佩文
#$1$

先用热处理将鲜湿面水分降到 2)X左右"

再用茴香脑与百里香酚复配物对其进行气相熏蒸"结

果表明"茴香脑与百里香酚复配物与热处理复合处理

具有互补增效作用"能明显延长鲜湿面的保质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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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香料体积分数为 %&%)

"

=*L=时"经热处理的鲜

湿面在 '% f贮藏 1 I"霉菌数和菌落总数均 j$%

\GW*Z( 吴克刚等
#$($

发现糖醇%山梨糖醇和海藻糖

质量比例 'i2"添加量为 :X制作生鲜湿面&+热处理

%$%) f 加热生鲜湿面 1 L/-&及复配精油气相熏蒸

%百里香酚与肉桂醛复配"体积分数为 %&%)

"

=*L=&

三者复合处理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可使生鲜湿面具有

更长的货架期(

植物精油及单离香料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不但

有利于延长鲜湿面的保质期"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鲜湿

面贮藏期的品质( 周小伟
#$:$

研究发现"面粉微波处

理后制成的鲜湿面"经精油气相熏蒸后"无论是在常

温 2) f还是在冷藏 9 f条件下贮藏"鲜湿面的整体

感官评分+湿度+白度均优于空白组"而酸度则得以有

效控制(

=>B?茶多酚

茶多酚是从茶叶中提取的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对

多种食源性致病菌均有较好的抑制效果"近年来在食

品贮藏保鲜中被广泛应用
#2%$

(

$&9&$S茶多酚独立处理应用分析

目前"茶多酚主要以溶于和面用水中的方式在生

鲜湿面杀菌保鲜中得以应用( 喻凤香等
#2$$

将 %+

%&2X+%&9X+%&:X的茶多酚溶于和面用水中"用米

糠面粉混合粉%米糠过 9% 目筛+添加量 '%X&制作即

食型米糠方便湿面"结果发现"%&9X的添加量能有效

控制其酸败"%&:X的添加量能有效延缓其褐变过程(

胡思等
#22 02'$

将 %&'X+%&:X+%&(X+$&2X的茶多酚

溶于小麦粉和面用水中"制成生鲜面"发现茶多酚可

有效延长生鲜面的保质期"且保鲜效果随茶多酚添加

量的增加而增强"添加量为 %&'X时抑菌效果并不明

显"添加量增大至 %&:X时抑菌效果已显著增强"但

添加量超过 %&(X后抑菌效果增加不显著( 添加量

为 %&(X时"生鲜面在 9+2) f贮藏条件下保质期分

别由 (&$ I+1&) K 延长至 $R&% I+'%&) K 左右'面条

的拉断力+硬度和咀嚼性等质构参数随添加量的增加

先增加后减小"在添加量为 %&(X时均达到最大( 但

由于茶多酚极易溶于水"具有强亲水性"使面条蒸煮

损失率升高(

$&9&2S茶多酚与其他技术复合处理应用分析

目前"茶多酚与其他保鲜剂复合处理在水产和畜

肉等制品中均有研究"但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方面"

还未见报道( 但张珂
#29$

研究了茶多酚与醇溶蛋白相

互作用对生鲜面品质及保鲜效果的影响"发现茶多酚

与醇溶蛋白相互作用对生鲜面的蒸煮品质+质构特性

及保鲜效果均有一定的影响!当固定茶多酚添加量为

%&(X"醇溶蛋白添加量为 %+%&'X+%&)X+%&RX+

$&%X五个浓度梯度时"生鲜面蒸煮损失率均高于空

白组"且随醇溶蛋白添加量的增大蒸煮损失率逐渐降

低'醇溶蛋白添加量为 %&)X时"面条的拉断力+硬度

和咀嚼性最低"且明显低于空白组"高于或低于%&)X

时"面条的硬度和咀嚼性都高于 %&)X组( 这可能是

由于 %&(X茶多酚和 %&)X醇溶蛋白混合时结合率最

大"产物对面条拉断力+硬度和咀嚼性有降低作用'茶

多酚与醇溶蛋白结合对生鲜面抑菌效果弱于单纯添

加茶多酚"其具体作用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除了抑菌作用"茶多酚还可吸附食品中的异味"

保护食品中的维生素及色素"此外"还具有防癌+降血

压+抗衰老等保健功能( 但目前"茶多酚在生鲜湿面

防腐保鲜中的研究还较少"未来值得深入研究(

=>N?其他植物源防腐剂

$&)&$S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

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是从大豆球蛋白中分离提

取的一种阳离子肽"具有性质稳定+高效抗菌性等特

点
#2)$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枯草芽孢杆菌+

肠炎沙门氏菌及大肠杆菌等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

阴性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

( <"W等
#2R$

研究发

现"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能有效抑制黑曲霉和青霉菌

的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并能提高鲜湿面条的感官评

分"2&% LZ*L=的添加量可使鲜湿面条在 9 f条件下

保藏 9 I( 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作为一种良好的天然

防腐剂应用于鲜湿面条的贮藏保鲜中"不仅能显著抑

制鲜湿面中致病菌的生长"延缓其腐败变质"延长其

保质期"还能改善其感官品质及质构特性"提高其营

养价值
#2)$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S荸荠皮提取物

荸荠皮提取物含有甾醇类+黄酮类+酯类和有机

酸类等抑菌物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

芽孢杆菌+李斯特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均具有抑制作

用
#21$

"可有效延长食品的货架期( 姚晓玲等
#2($

发现

荸荠皮提取物对保鲜面团抑菌效果良好"添加量为

%&)X时"面团的保质期长于添加量为 %&'X的山梨

酸钾和添加量为 %&%2X的乳酸链球菌素"且对面团

的色泽+气味和组织结构几乎没有影响(

作为药食兼用的食物"荸荠深受消费者喜欢( 我

国荸荠资源丰富"据报道"我国荸荠产量占世界总产

量的 ()X以上
#'%$

"研究发现荸荠皮的抑菌效果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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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肉
#'$$

"因而将荸荠皮提取物作为防腐剂用于生

鲜湿面的保鲜"市场潜力巨大(

$&)&'S亚麻籽粉

亚麻籽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同时也具

有一定的抑菌功效
#'2$

( Ŵ等
#''$

将亚麻籽粉以 %X+

:X+(X+$2X+$)X的添加到鲜湿面中"发现亚麻籽

粉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其抑菌作用随浓度的增加而

增强"(X或更高质量分数的亚麻籽粉可显著降低鲜

湿面在贮藏过程中的霉菌数"有效延长鲜湿面的保

质期(

$&)&9S葡萄籽$柠檬提取物

葡萄籽提取物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安全无

毒"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保鲜领域
#'9$

( 柠檬提取物具

有较强的生物活性"能有效抑制真菌+细菌及病毒的

生长繁殖"且没有毒副作用
#')$

( !@=E"_#=@等
#':$

发现葡萄籽+柠檬提取物在一定程度上均能抑制通心

面中微生物的生长(

我国植物资源丰富"许多植物提取物具有抑菌抗

菌等生物活性( 按抑菌活性成分的不同"植物提取物

可分为生物碱类+有机酸类+挥发油类+黄酮类+多酚

类+多糖类+皂苷类与单宁类 1 大类
#'R$

( 但是目前植

物源防腐剂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研究多是对植

物提取物抑菌特性及保鲜效果的研究"对抑菌成分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也缺乏按抑菌成分的不同进行的系

统分类研究(

2S植物源防腐剂的抑菌机理

目前国内外对植物源防腐剂的抑菌机理研究还

不够深入"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 ' 个方

面
#'"'RO'($

!

@>=?破坏细胞壁和细胞膜体系

通过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完整性和细胞膜的通

透性与流动性"使细胞壁和细胞膜的结构被破坏"营

养物质和代谢产物无法正常穿过细胞膜"从而使微生

物失去营养而停滞生长( 许多学者通过实验证实了

上述抑菌机理( 张添菊
#'($

通过研究麝香草酚+肉桂

醛+绿原酸 ' 种植物防腐剂对单增李斯特菌细胞膜通

透性及损伤情况的影响"研究了植物防腐剂的抑菌机

理"结果发现"' 种防腐剂均使细胞膜上蛋白质缺失"

细胞膜上离子通道被打开"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变并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菌体内重要蛋白及细胞液发生

泄露( 陈琛等
#9%$

发现茶多酚的抑菌机理是破坏细菌

细胞膜的结构+增强细胞膜的通透性"导致细胞内容

物外泄"从而达到杀菌抑菌的目的(

@>@?破坏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结构

通过破坏微生物细胞膜的结构"小分子的防腐剂

穿过细胞膜与细胞内的极性物质结合"使蛋白质合成

受阻"!E5无法复制"遗传物质及遗传因子的合成改

变"从而影响微生物体内功能性蛋白或酶的活性"抑

制其生长( W=5E"][d5等
#9$$

和 ?V5!#[5V等
#92$

发现多酚类植物防腐剂进入受试细胞后"能够抑制

!E5和 VE5的合成"降低细胞遗传物质的表达(

@>A?干扰细胞内能量代谢过程

通过抑制微生物的呼吸作用"使所有的合成代谢

活动受阻"动态膜结构不能维持"代谢方向趋于水解"

最终导致细胞自溶( 相关研究发现"萜类植物防腐剂

可能是通过影响微生物的呼吸作用而起到抑菌作用

的"而植物精油可通过破坏线粒体的膜等造成线粒体

结构异常"破坏细胞的能量代谢从而达到抑菌杀菌的

目
#9'$

( 此外"植物源防腐剂还可以通过干预微生物

细胞信号的传导过程使能量代谢过程受到干扰(

尽管植物源防腐剂的抑菌机理总的来讲可总结

为以上 ' 个方面"但其抑菌机制却十分复杂( 不但不

同防腐剂的抑菌机理不尽相同"同一防腐剂的抑菌机

理也可能不是通过单一方面起作用的"且随其浓度不

同"同一防腐剂的抑菌机理也可能不尽相同( 王海

涛
#99$

发现大豆异黄酮是通过破坏金黄色葡萄球菌细

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抑制其呼吸代谢"同时还通

过抑制酶的活性来进一步抑制菌体蛋白质+!E5和

VE5的合成来实现抑菌的目的( 陈帅等
#9)$

研究发

现"不同浓度的肉桂醛抑菌机理不尽相同!低浓度的

肉桂醛是通过与细胞内的蛋白等因子相结合"抑制遗

传物质的聚合"阻止细胞的分化而起到抑菌作用'半

致死浓度的肉桂醛是通过抑制细胞内三磷酸腺苷蛋

白酶的活性"影响细胞的供能及生物膜的合成而达到

抑菌的目的'致死浓度的肉桂醛是通过抑制细胞膜上

酶的活性"调节细胞膜流动性"破坏细胞的正常代谢

而达到抑菌作用的(

'S结语与展望

生鲜湿面的防腐保鲜是当前面条工业化生产面

临的重大挑战( 添加防腐剂是解决该问题的常用方

法(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植

物源天然防腐剂的开发成为食品科学的研究热点之

一( 香辛料+中草药提取物+植物精油+单离香料+茶

多酚+大豆球蛋白碱性多肽+亚麻籽粉+荸荠皮+葡萄



综述与专题评论

!"!"年第#$卷第!%期!总第#%&期"

%#'$$

籽和柠檬提取物等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独立处理或与

其他技术相结合对生鲜湿面均具有良好的杀菌保鲜

效果( 因此"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的开发应用将会成为

未来生鲜湿面防腐保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是目前"植物源天然防腐剂的开发及其在生鲜

湿面防腐保鲜的应用还存在以下问题!%$&有些植物

源天然防腐剂的抑菌机理尚不明确"对生鲜湿面防腐

保鲜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保鲜效果的研究"缺乏对保鲜

机制的深入探讨'%2&目前研究或投入使用的大部分

植物源防腐剂为粗提物"为成分不明确的混合物"对

其主要抑菌有效成分的研究还不够清楚'%'&国内外

针对植物提取物中各类有效成分的提取工艺与配方

暂时还未得到完善"提取过程或多或少会对其有效成

分造成破坏"导致提取效率降低"也会有一些不需要

的化合物掺杂"使提取纯度降低"对植物提取物的稳

定性与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
#'R$

'%9&植物源防腐剂间

及其与其他防腐剂和防腐保鲜技术协同增效作用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强这

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外"还应对其现有标准或规定

等内容不断地进行补充+完善"以推动植物源天然防

腐剂在生鲜湿面防腐保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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