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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设计改造 Thermobifida fusca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促进己二酸生产

杨菊1,毛银1,黄晓强2,周胜虎1,邓禹1∗

1(江南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2(密歇根大学 计算医学与生物信息系,密歇根 安娜堡,48109)

摘　 要　 为提高生物合成己二酸的能力,基于计算酶设计对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活性口袋进行改

造。 基于蛋白质和底物分子结构模型,通过对 Ser 88、Leu 89、Ile 90、Pro 91、Ala 92、Val 93、Lys 95、Leu 96、Thr
161、Thr 246、Thr 249、Ile 250、Gln 253 和 Tyr 367 这 14 个位点进行突变设计,以引入氢键网络来增强突变酶与 5-
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的结合作用,继而提高酶促反应催化效率。 在 10 个设计(Des0 ~ Des9)中,Des0、Des3、
Des4 和 Des9 中底物的羧基可与设计的突变 Gln253Arg 和 Ile250Gln 形成氢键,且 Gln253Arg 可与突变 Leu89Ser
(Des0 和 Des9)或 Leu89Thr(Des3 和 Des4)以及非设计位点 Thr364 形成氢键。 为检验设计的合理性,该文通过

分子动力学模拟分析设计的氢键的稳定性。 结果表明,Des0 设计中的 4 个氢键在 16 ns 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中

始终比较稳定,表明 Des0 可能与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有较强的结合作用。 据此,可推测 Des0 设计有可能提

高催化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反应的活性,可对其进行后续实验验证。
关键词　 己二酸;理性设计;分子动力学模拟;氢键;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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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酸是一种重要的二元羧酸,广泛应用于医疗

卫生、食品、化工等行业[1] ,据统计,超过 60% 的己

二酸被用于生产尼龙类纤维(如尼龙 6-6) [2 - 3] 。 目

前,己二酸的大规模生产仍依赖化学合成,主要通

过硝酸对环己醇-环己酮的混合物(醇酮油)进行氧

化反应制取[4 - 5] 。 化学合成法存在着工艺流程长、
副产物(尤其是氮氧化物)排放多、产品收率低等问

题。 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寻找可替代化学合成己二

酸的新方法。 目前,全生物法合成己二酸已成为可

能[6] 。
本课题组于 2015 年发现天然菌株 Thermobifida

fusca B6 中存在一条全生物合成己二酸的代谢途径

(图 1),并且将该途径可移植到大肠杆菌中[7]。 该途

径涉及 5 个酶:β-酮硫解酶(β-ketothiolase)、3-羟酰

基-辅酶 A 脱氢酶 ( 3-hydroxyacyl-CoA dehydrogen-
ase)、3-羟基己二酰-辅酶 A 脱氢酶(3-hydroxyadipyl-
CoA dehydrogenase)、5-羰基-2-戊烯酰基-辅酶 A 还原

酶(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和己二酰辅

酶 A 合成酶( adipyl-CoA synthetase) [7]。 总体来讲,

该代谢过程能通过消耗 D-葡萄糖来合成己二酸,但
产量较低(0. 2 g / L) [8]。 其中,5-羰基-2-戊烯酰基-辅
酶 A 还原酶是该途径的限速酶,其催化 5-羰基-2-戊
烯酰基-辅酶 A(5-carboxy-2-pentenoyl-CoA)反应生成

己二酰辅酶 A(adipyl-CoA)的活性很低[7]。 目前,关
于改造 5-羰基-2-戊烯酰基-辅酶 A 还原酶以促进己

二酸合成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近年来,基于结构的计算酶设计方法被广泛应用

于改造天然酶以适应工业需要[9 - 14],甚至是从头设

计具有新功能的酶[15 - 17]。 T. fusca 5-羧基-2-戊烯酰-
辅酶 A 还原酶的结构尚未通过实验解析出来。 本研

究首先通过同源建模构建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结构模型并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基于酶 -配

体复合物的结构,通过计算酶设计方法来改造 5-羧
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结合残基,尝试引入氢

键网络来增强突变酶与目的底物 5-羧基-2-戊烯酰-
辅酶 A 的结合能力以提高酶催化效率,并通过分子

动力学模拟来检验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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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己二酸的生物合成途径

Fig. 1　 Biosynthetic pathway for producing adipic acid

1　 材料和方法

1. 1　 蛋白质序列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包含 385 个氨基

酸,其蛋白质序列为:
MSDFDLYRPTEEHEALREAIRSVAEDKIAPHAADVDEQ-

SRFPQEAYEALRASDFHAPHVAEEYGGVGADALATCIVIEEIA -
RVCASSSLIPAVNKLGSMPLILSGSDEVKQRYLPELASGEAMFS -
YGLSEREAGSDTASMRTRAVRDGDDWILNGQKSWITNAGISK-
YYTVMAVTDPDGPRGRNISAFVVHIDDPGFSFGEPERKLGIKG-
SPTRELIFDNVRIPGDRLVGKVGEGLRTALRTLDHTRVTIGAQ-
AVGIAQGALDYALGYVKERKQFGKAIADFQGIQFMLADMAM-
KLEAARQMVYVAAAKSERDDADLSFYGAAAKCFASDVAMEI-
TTDAVQLLGGYGYTRDYPVERMMRDAKITQIYEGTNQIQRVV-
MARQLLKK

1. 2　 同源建模

蛋白质数据库(protein data bank,PDB) [18] 中没

有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实验结构,因此

本文通过同源建模来构建其结构模型。 对上述序列

进行 BLASTp[19]搜索(采用默认参数),发现 PDB 中存

在多个同源结构。 因为计算酶设计过程中需要同时对

配体分子(FAD 和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进行建

模,所以本文选择包含了 FAD 和类似于 5-羧基-2-戊烯

酰-辅酶 A 配体的实验结构作为模板。 将上述蛋白质

序列提交到 SWISS-MODEL 服务器[20],搜索模板,结果

显示有超过 50 个结构模板可供使用。 本文选择分辨

率 1. 8Å 的晶体结构4L1F_A 作为模板建模[21],因为该

结构中包含了配体分子 FAD 和过硫化辅酶 A(CoA
persulfide,PDB 文件中对应名字为 COS,与目标底物 5-

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结构相似),并且与 5-羧基-2-戊
烯酰-辅酶 A 还原酶具有 46. 28%的序列相同性。
1. 3　 分子动力学模拟

本文使用 GROMACS 5. 4. 0 软件进行分子动力

学模拟研究[22]。 首先使用其中的 pdb2 gmx 模块构

建蛋白模型的拓扑文件,蛋白的力场选择 GRO-
MOS96 43A1 联合原子力场。 然后将蛋白-配体复合

物模型置于一个充满 TIP3P 水模型的十二面体盒子

中心,盒子边缘距离蛋白分子边缘为 1 nm。 向盒子

中添加适量的 Na + 以平衡体系电荷。 然后利用

grompp 模块完成体系的能量最小化。 先将体系至于

NVT(T = 300 K)条件下平衡 100 ps,然后置于 NPT
条件下平衡 100 ps。 在 NVT 和 NPT 过程中,对蛋白

和配 体 分 子 上 的 重 原 子 加 入 位 置 约 束 ( 1 000
kJ / mol) [23]。 最后,参考文献[24 - 25],执行无约束

分子动力学模拟,时长 16 ns。

2　 结果与分析

2. 1　 构建蛋白-配体复合物结构模型

由图 2 可知,本研究构建的 5-羧基-2-戊烯酰-辅
酶 A 还原酶模型(蓝绿色)具有典型的 α / β 折叠结

构。 因为该结构模型与模板 4L1F_A 处于相同的坐

标系,将 4L1F_A 中的 FAD 和 COS 配体分子复制到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结构模型中。 需要指

出的是,COS 并不能参与反应,它不是一个可以参与

反应的底物。 如图 3 所示,COS 与目的底物 5-羧基-
2-戊烯酰-辅酶 A 具有相同的母核结构,但其侧链不

同。 COS 的侧链为巯基,而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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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链为 5-羧基-2-戊烯酰基。 本文使用蛋白质设计

工具 EvoEF2[26]的配体生成模块将配体 COS 修改为

底物 5-carboxy-2-pentenoyl-CoA(图 2)。 考虑到 5-羧
基-2-戊烯酰基侧链具有较大的柔性,配体侧链生成

过程中对可自由旋转的二面角进行离散( - 180° ~
180°,间隔 30°离散),一共生成 20 726 个底物分子构

象。 放置过程中,同时计算出每个底物构象的内能及

其与蛋白质骨架的范德华排斥能(两者均为正值,越
小越好)。 接下来对所有构象分别按照 2 种能量由

低到高排序,共有 1 728 个构象,在 2 种能量排序中

都处于前 25% 。 最后,按照适当的均方根距离偏差

(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D,单位为 Å)对 1 728
个构象进行筛选去重。 本文采用的 RMSD 阈值为

0. 2 Å,筛选后得到 48 个底物分子构象;其中与酶骨

架排斥能最小的分子如图 2 所示。

图 2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模型

Fig. 2　 Structure model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
in complex with FAD and 5-carboxy-2-pentenoyl-CoA

注:蓝绿色为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粉红色球棍模型为

FAD 配体,浅蓝色球棍模型为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绿色棍状模型为结合残基

图 3　 三种辅酶 A 配体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three CoA ligands
注:过硫化辅酶 A(CoA persulfide,COS)为 PDB 结构 4L1F 中的配体;乙酰辅酶 A(acetyl-CoA)为推测的天然底物;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5-carboxy-2-pentenoyl-CoA)为目的底物

　 　 同源建模过程中搜索到的结构模板绝大部分被

注释为乙酰辅酶 A 脱氢酶(acyl-CoA dehydrogenase)。
其中与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序列最相近

为 Mycobacterium thermoresistibile 乙酰辅酶 A 脱氢酶

(PDB ID: 3PFD ) [27]; 两 者 的 序 列 相 同 性 达 到

73. 35% 。 据此推断,T. fusca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的天然底物也可能为乙酰辅酶 A 或其类似

物。 从图 3 可以看出,目的底物 5-羧基-2-戊烯酰-辅
酶 A 与乙酰辅酶 A 的侧链有较大差异,5-羧基-2-戊
烯酰基较长,有更强的柔性,且包含强极性的羧基。

从图 2 可知,侧链附近的结合残基大多数为疏水残

基。 因此,可推测这些疏水基团不能与 5-羧基-2-戊
烯酰基侧链很好地结合,从而导致酶催化 5-羧基-2-
戊烯酰-辅酶 A 反应的活性较低。
2. 2　 计算设计改造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选择与 5-羧基-2-戊烯酰-
辅酶 A 侧链直接接触(5Å 范围内)的氨基酸残基作

为设计位点。 这样的残基共有 15 个,分别为 Thr
161、Ile 90、Leu 89、Ser 88、Pro 91、Ala 92、Val 93、Lys
95、Leu 96、Ile 250、Gln 253、Thr 249、Tyr 367、Thr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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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lu 368(图 4)。 其中 Glu 368 为催化残基,设计过

程中不改变其残基类型。 此外,本文选择距离 5-羧
基-2-戊烯酰基 7Å 范围内的其他氨基酸残基作为侧

链重新安装的位点(未显示);这些残基的侧链构象

可改变,但氨基酸类型不变。 从图 4 可以看出,14 个

设计位点中只有 Ser 88、Lys 95、Thr 161、Thr 246、Thr
249 和 Gln 253 为亲水性残基,其余 9 个位点为疏水

性残基,并且所有残基均未能与 5-羧基-2-戊烯酰基

侧链的羧基官能团形成氢键或盐桥。

图 4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侧链 5Å 范围内的氨基酸残基

Fig. 4　 Amino acids within 5Å to the side chain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鉴于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与乙酰辅酶 A 的

差异(图 3),本研究尝试通过计算设计引入氢键网络

来稳定极性的 5-羧基-2-戊烯酰基。 设计过程通过计

算蛋白质设计工具 EvoEF2[26, 28] 完成。 每个蛋白质

设计位点均可在 20 种天然氨基酸类型中自由选择,
每个氨基酸的侧链构象取自 SHAPOVALOV 等[29] 开

发的蛋白质骨架依赖旋转异构体库 ( backbone-de-
pendent rotamer library);而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配体的空间结构从前面生成的 48 个构象中自由选择。
计算酶设计的过程相当于求解组合优化问题,即从每

个位点(包括配体分子)选择一种残基类型(或构象),
使得酶设计体系的整体能量达到最低。 由于需要搜索

的构象空间巨大,EvoEF2 采用模拟退火优化算法来搜

索低能量的氨基酸序列,但并不一定保证能取得全局

能量最低序列。 由于设计过程存在一定随机性,每次

设计的低能量序列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可以通过

多次独立运行 EvoEF2 计算程序来产生许多备选序列

进行分析。 EvoEF2 自动输出每个设计的结构和体系

能量(单位为 EvoEF2 energy unit,简记为 EEU)。
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生成 10 个不同的设计(记为

Des0 ~ Des9)作为对照,对天然序列(WT)的设计位

点的侧链构象进行重新安装,并计算其体系能量。 不

同设计的能量值存在一定差异,说明 EvoEF2 每次优

化求解的过程可能收敛于不同的解,但能量差异并不

大,说明 EvoEF2 优化算法收敛较好。 10 个设计的体

系能量( -1462. 58 ~ -1452. 97 EEU)明显低于 WT 的

能量( -1247. 53 EEU)。 这说明天然酶与底物 5-羧基-
2-戊烯酰-辅酶 A 的结合作用可能较弱,而通过设计产

生突变则可能引入一些有利的结合作用力。 从表 1 来

看,除了 92、95 和 246 位点十分保守(始终选择对应的

WT 氨基酸类型)之外,其余位点都是可变的(可能选

择非 WT 氨基酸类型)。
表 1　 基于计算改造 5-羧基-2-戊烯酰-辅酶 A

还原酶产生的 10 个设计

Table 1　 Ten designs for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the
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

设计
结构

88 89 90 91 92 93 95 96 161 246 249 250 253 367 能量
(EEU)

WT S L I P A V K L T T T I Q Y - 1 247. 53

Des0 A S T S - - - N A - V Q R G - 1 452. 97

Des1 A I A G - - - - C - N - I - - 1 456. 50

Des2 A T - A - T - - C - I D R G - 1 460. 81

Des3 A T - S - - - - D - I Q R G - 1 462. 58

Des4 - T - S - - - N C - I Q R G - 1 461. 60

Des5 - K - A - T - A D - - D I G - 1 455. 91

Des6 A - T S - T - S C - D - E - - 1 453. 95

Des7 A T C A - - - - C - S N R E - 1 461. 21

Des8 A V - A - - - - D - V - - G - 1 459. 83

Des9 A S - A - - - C L - I Q R G - 1 459. 83

　 　 注: - 表示设计选择的氨基酸类型与 WT 相同

仔细分析设计的结构发现 Des0、Des3、Des4 和

Des9 这 4 个设计中底物分子的羧基可与氨基酸残基

形成氢键(或盐桥)网络。 如图 5 所示,Des0 中形成

了如下氢键:R253 的胍基和 Q250 侧链的胺基可与配

体羧基的其中一个氧原子分别形成距离为 3. 0Å 和

2. 8Å 的盐桥或氢键,S89 的羟基可与 R253 的胍基形

成距离为 2. 6Å 的氢键,并且 R253 胍基可与 T364
(非设计位点)的羟基形成一个较弱的氢键(3. 7Å)。
Des9 中引入的氢键网络与 Des0 类似;形成氢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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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氨基酸残基完全相同,配体 5-carboxy-2-pentenoyl-
CoA 的羧基侧链构象稍有不同。 Des3 和 Des4 中,位
点 89 选择为苏氨酸(T);与 Des0 和 Des9 相比,Des3
和 Des4 中的 T89 取代 S89 与 R253 的胍基形成氢键。

图 5　 Des0 设计中的氢键网络

Fig. 5　 Hydrogen-bonding network in Des0

2. 3　 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检验设计的氢键网络

计算酶设计过程中假定蛋白质骨架固定不变,但
在实际酶反应过程中,酶、配体及其相互作用都可动态

变化。 本研究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来检验设计的氢键

在动态过程中能否稳定存在,以此来评估设计的优劣。
统计分析设计的氢键在整个动力学模拟过程中的变化,
氢键具有方向性,统计氢键一般考虑 3 个参数:XHY 键

角 α,HY 距离 d1 和 XY 距离 d2(图 6)。 在一定范围内,
α 越大、d1 和 d2 越小氢键越强。 通常认为α >130°,d1 <
2. 2Å,d2 <3. 2Å 可算作稳定的氢键[24 -25]。

图 6　 氢键及相关几何参数图示

Fig. 6　 Schematic of hydrogen bond and related
geometric parameters

　 　 对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进行统计分析表明,Des0
设计中构建的氢键网络较稳定。 Des0 中引入的 4 个

氢键统计结果如图 7 所示。

a ~ d-不同氢键的分析结果:第一列描述所要分析的氢键,第二列描述氢键距离随模拟时间的变化情况,
第三列描述氢键距离与角度的关系

图 7　 Des0 设计中引入的氢键在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中的统计结果

Fig. 7　 Statistical result of hydrogen bonds introduced in Des0 during 16 ns M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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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6 ns 的模拟过程中,5-carboxy-2-pentenoyl-
CoA 羧基的其中一个氧原子可以与 R253 的胍基以

及 Q250 的胺基形成稳定的氢键(图 7-a 和 b,d1 平均

值约为 2Å,α 平均值约为 160°)。 相较之下,S89 的

羟基与 R253 的胍基之间的氢键较弱,d1 平均值约为

3Å,α 平均值约为 110° (图 7-c)。 这可能是因为

T364 的羟基可竞争性地与 R253 的胍基形成较强的

氢键 (图 7-d, d1 平均值约为 2Å, α 平均值约为

170°)。 从图 5 来看,Des0 设计中 R253 可与 S89 形

成的氢键较强,而与 T364 的氢键较弱。 在动力学模

拟过程中,这 2 个氢键的强弱虽然发生了转换,但
R253 至少可与 S89 和 T364 其中之一形成较强的氢

键。 因此,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部分设计(如
Des0)中的氢键网络可以起到稳定 5-羧基-2-戊烯酰-
辅酶 A 柔性侧链的作用。 这些设计可用于进一步实

验验证。

3　 结论

菌株 Thermobifida fusca B6 中的野生型 5-羰基-2-
戊烯酰基-辅酶 A 还原酶(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为己二酸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决速酶。 其主

要原因是目标底物 5-羰基-2-戊烯酰基-辅酶 A 与其

天然底物乙酰辅酶 A 相比柔性更大、极性更强。 本

文尝试采用基于结构的计算酶设计方法对野生型 5-
羰基-2-戊烯酰基-辅酶 A 还原酶的结合位点进行改

造,试图通过设计引入氢键网络来更好地结合 5-羰
基-2-戊烯酰基-辅酶 A 的极性侧链,目的是降低酶促

反应的活化能以提高催化效率。 为检验设计的合理

性,本研究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来观察 10 个设计中

氢键网络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 Des0 设计中的氢键

网络很稳定,与野生型酶相比,可增强与 5-羰基-2-戊
烯酰基-辅酶 A 的结合作用。 因此,Des0 突变可用于

进一步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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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design of 5-carboxyl-2-pentenoyl-CoA reductase from
Thermobifida fusca to enhance adipic acid production

YANG Ju1,MAO Yin1,HUANG Xiaoqiang2,ZHOU Shenghu1,DENG Yu1∗

1(School of Bioengineering,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2(Department of Computational Medicine & Bioinformatics,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48109,US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biosynthesis of adipic acid, the active pocket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 was modified
using computational enzyme design. Based on the substrate binding model,fourteen residues including Ser 88,Leu 89,Ile 90,Pro 91,Ala
92,Val 93,Lys 95,Leu 96,Thr 161,Thr 246,Thr 249,Ile 250,Gln 253 and Tyr 367 wer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enzyme and 5-carboxy-2-pentenoyl-CoA and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 by introducing hydrogen
bonds network. In the 10 designs (Des0-Des9), the carboxyl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could form hydrogen bonds with Gln253Arg
and Ile250Gln in Des0, Des3, Des4 and Des9. And Gln253Arg could form hydrogen bonds with Leu89Ser (Des0 and Des9) or Leu89Thr
(Des3 and Des4) with Thr364. In order to test these designs, the stability of hydrogen bonds were analyzed by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
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hydrogen bonds designed in Des0 were stab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16 ns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
tion. It indicated that Des0 may have a strong binding effect with 5-carboxy-2-pentenoyl-CoA. Accordingly, we speculated that Des0 could
improve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f 5-carboxy-2-pentenoyl-CoA reductase, which should be verified by subsequent experiments.
Key words　 adipic acid;rational design;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hydrogen bond;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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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那西肽活跃链霉菌的高通量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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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活跃链霉菌(Streptomyces actuosus)发酵生产那西肽的强度,对 1 株已应用于工业化生产那西肽

的菌株 11-27 进行了恒温常压等离子体诱变(atmospheric and room temperature plasma,ARTP),并对最终获得的

高产突变菌株进行了工业化生产应用。 首先,根据那西肽的分子特征,建立了以 FeCl3 为络合显色剂的多孔板

高通量筛选方法。 应用 ARTP 诱变方法对菌株 11-27 进行诱变处理,最终获得了 1 株高产突变菌株 22-3B6,其那

西肽的效价相对出发菌株 11-27 提高了 13. 7% 。 对高产菌株进行遗传稳定性分析后,在 50 m3 工业生产罐上对

最优菌株进行了 16 个批次的发酵验证,结果表明诱变菌株 22-3B6 生产那西肽的平均效价较对照菌株提高了

10. 1% 。 该文所建立的高通量筛选方法能简单、快速地获得高产突变菌株,从而有效地降低了那西肽的工业化

生产成本。
关键词　 那西肽;活跃链霉菌;高通量筛选;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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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西肽(nosiheptide)又称诺西肽,是一类含有多

个噻唑环的硫多肽类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菌具有良

好的抑制作用[1 - 2],具有不易被分解、用量低、抑菌范

围广和不易残留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饲料行业中。
在动物细胞体内,那西肽能够持续地对肠道中的菌群

生态进行微调控,且具有促进动物生长的作用,被认

为是一种非常好的新型非吸收动物添加剂[3 - 4]。 目

前,那西肽主要以发酵法进行生产,其生产菌株主要

为活跃链霉菌( Streptomyes actuosus)、抗生素链霉菌

(Streptomyes antibiotics)和青灰色链霉菌( Streptomyes
glaucogriseus),以活跃链霉菌的生产效果最佳[5 - 6]。

那西肽是一种次级代谢产物,具有复杂的合成途

径。 已有研究针对其合成机制和作用功能进行解析,
另外,通过代谢工程等策略提高了那西肽效价[7 - 9]。
目前工业上提高那西肽效价的方法主要为诱变育种

和发酵过程优化[10 - 12]。 常用的诱变育种方法包括物

理诱变和化学诱变等方法。 刑新会等[13] 开发了一种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育种技术 ( atmospheric and
room temperature plasma,ARTP),该方法具有操作简

单、成本低、突变效率高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细菌、
放线菌、微藻、真菌、酵母等微生物。 ARTP 技术在阿

维菌素、盐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高产菌株的筛选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4 - 16]。 然而,在筛选过程中大

多数采用基于随机筛选或抗性平板的筛选方法,存在

工作量大、周期长、效率低及成本高等缺点[17 - 18]。 近

年来,具有自动化、规模化和微型化的优势的高通量

筛选方法(high-throughput screening,HTS)的兴起,为
那西肽等次级代谢产物高产菌株的高效筛选提供了

平台[19 - 20]。
依据那西肽的分子结构特性,其与 FeCl3 发生络

合反应生成的配合物,在 520 nm 可见光下能被快速

检测,基于此建立了一种高通量筛选方法。 本研究利

用 ARTP 诱变育种方法处理那西肽工业生产用菌株

活跃链霉菌 11-27,结合建立的高通量筛选方法筛选

高产那西肽突变菌株,并考察其遗传稳定性和在 50
m3 工业发酵罐中的生产性能。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菌株

活跃链霉菌 Streptomyces actuosus 11-27 为甘肃汇

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化生产那西肽用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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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主要试剂和仪器

玉米淀粉、α-淀粉酶、黄豆饼粉、玉米浆、蛋白胨、
豆油等,甘肃汇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他化学试剂,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ARTP 诱变育种仪,无锡思清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FE20K pH 计,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 FREE-
DOM EVO 移液工作站,瑞士 Tecan 公司;QPix 420 智

能挑菌仪,美国 Molecular 公司;Cytation3 酶标仪,美
国 BioTek 公司;Allegra X-15R 离心机,美国 Bekman
公司;Eppendorf 5424 高速离心机,美国 Eppendorf 公
司;高效液相色谱仪,Shimadzu Corporation 公司;50
m3 发酵罐,浙江科美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1. 1. 3　 培养基

固体培养基( g / L):可溶性淀粉 20,蛋白胨 5,
KNO3 1. 0, KH2PO4 0. 5, MgSO4 ·7H2O 0. 5, NaCl
0. 5,CaCO3 5,琼脂 20; pH 7. 0 ~ 7. 2,121 ℃ 灭菌

20 min。
种子培养基( g / L):玉米淀粉 20,黄豆饼粉 10,

玉米浆 20,(NH4 ) 2SO4 2,CaCO3 5;pH 6. 6 ~ 6. 8,
121 ℃灭菌 20 min。

筛选培养基(g / L):玉米淀粉 80,α-淀粉酶 0. 1,
黄豆饼粉 30,硫酸铵 2,NaCl 2;KH2PO4 0. 5,豆油 5,
CaCO3 5,121 ℃灭菌 20 min。
1. 2　 方法

1. 2. 1　 菌悬液制备

用无菌生理盐水从新鲜成熟的活跃链霉菌茄子

瓶斜面上洗下一定量孢子,加入玻璃珠,振荡 30 min
后经脱脂棉、漏斗进行过滤,梯度稀释,将孢子悬液浓

度调整至 106 ~ 107 个 / mL,取 1 mL 孢子悬液于 1. 5
mL EP 管中备用。
1. 2. 2　 ARTP 诱变

采用 ARTP 技术对出发菌株 11-27 进行诱变处

理。 取 10 μL 制备好的孢子悬液均匀涂布于无菌载

片表面。 然后将载片置于 ARTP 诱变育种系统的载

台上,在入射功率为 100 W、氦气流量为 10 SLM 条件

下,分别照射 0、20、40、60、80、100、120、140 和 160 s。
样品处理完毕后,用镊子将载片转移至装有 1 mL 无

菌生理盐水的 EP 管中振荡重悬 1 min,将附着在载

片上的孢子充分洗脱形成孢子悬液。
1. 2. 3　 致死率测定

将 ARTP 不同照射时间处理后的单孢子悬液进

行梯度稀释,取 10 - 4、10 - 5梯度的 0. 2 mL 孢子悬液

涂布在固体分离平板培养基上(每个梯度进行 3 组

重复),于温度为 28 ℃、湿度 50% ~ 60%的恒温培养

箱内培养 3 d,分别统计长出的菌落个数,按照公式

(1)计算致死率:

致死率 / % = U - T
U × 100 (1)

式中:U,对照组长出的平均菌落数;T,用 ARTP 技术

处理后长出平均菌落数。
1. 2. 4　 高通量筛选

应用 QPix 420 智能挑菌仪将成熟后的单菌落挑

选于含有 800 μL 液体培养基的 96 深孔板中,在 30
℃、22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28 h,以 10%的接种量转接

于含有 1 mL 液体筛选培养基的 48 深孔板中,在 30
℃、22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4 d 后,加入 1 mL 无水乙

醇 37 ℃保温 30 min,4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取一定

体积上清液,加入等体积无水乙醇,摇匀,取 120 μL
上述含有那西肽的样品液于 96 浅孔板中,再加入 80
μL 10 mmol / L 的 FeCl3 溶液,静置 10 min 后,用酶标

仪检测 520 nm 处的吸光值,吸光值越高表明那西肽

含量越高,挑取高于对照 5%以上的优势菌株复筛。
将孔板初筛选取的优势菌株接种试管斜面,于

28 ℃,湿度 50% ~ 60%培养 7 d,成熟后转接至摇瓶

种子液中,28 ℃、22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28 h,10%接

种量接入摇瓶发酵液中,于 28 ℃、220 r / min 条件下

培养 6 d,检测效价,挑取高于对照 10% 以上的优势

菌株。
将摇瓶复筛选取的优势菌株进行传代培养,并进

行遗传稳定性检测,将确定了遗传稳定性的高产菌株

砂土保藏。
1. 2. 5　 高通量检测

高通量检测那西肽含量是通过全自动移液工作

站将发酵液转移至 96 孔浅孔板中,加入 FeCl3 溶液,
用酶标仪检测 OD520处吸光值,吸光值越高表明那西

肽含量越高。
1. 2. 6　 液相检测条件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发酵液中那西肽的含

量。 色谱柱:Diamonsil C18(150 mm ×4. 6 mm,5 μm);
检测器:示差检测器;流动相:V(乙腈)∶ V[水(0. 025%
磷酸)] =50∶ 50;流速:1 mL / min;柱温:26 ℃。

2　 结果与分析

2. 1　 ARTP 诱变致死率曲线

ARTP 诱变育种技术中所用的等离子体射流能

打断细胞内 C-N 键、氨基键和 P-O 键,会导致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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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死亡,但少部分会通过自身修复系统而存活下

来,从而导致基因突变[21]。 活跃链霉菌经 ARTP 诱

变处理的致死率如图 1 所示,菌株致死率随诱变时间

的增加而增加,当处理时间为 30 s 时,菌株已经受到

明显损伤,致死率达 60% ;当处理时间从 30 s 增加至

40 s,致死率从 60%急剧增加到 90% ;当处理时间超

过 70 s 后,菌株的致死率接近 100% 。

图 1　 ARTP 诱变致死曲线

Fig. 1　 The lethality curve of ARTP treatment

研究报道 ARTP 诱变处理的致死率在 90% 以上

的突变效果较好[22]。 因此,本研究选取 40 ~ 60 s 间

之的时间作为后续的诱变处理时间。

2. 2　 高通量筛选方法的建立

目前,那西肽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高效液相色谱

法、分光光度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精准性高、范
围广,但并不适用于高通量筛选检测;分光光度法操

作步骤繁琐,处理时间长,检测方法存在准确度不高

和重复性较差等问题[23]。 那西肽为 sp 杂化化合物,
具有的羟基与 sp2 杂化的 C 原子相连,易与 FeCl3 发

生络合反应,生成的络合物在某一特定波长下具有较

大的响应值。 通过全波长扫描发现在,该络合物在

520 nm 可见光处的响应值更高。 为了选择出最合适

的 FeCl3 添加量(母液浓度为 10 mmol / L),比较了

200 μL 总反应体系中加入不同比例 FeCl3 溶液

(VFeCl3母液 ∶ V总体积,20∶ 200、40∶ 200、60∶ 200、80∶ 200、100∶
200、120∶ 200)对检测方法的影响,静置 10 min 后用酶

标仪检测 OD520(检测过程那西肽的终质量浓度分别

为 0、125、250、375、500、625 和 750 μg / mL)。 结果如

图 2 所示,当 FeCl3 的加入体积比例为 80∶ 200 时,检
测方法的线性化程度最佳, 其线性方程为: Y =
6. 770 3 × 10 - 4X + 0. 369 8,R2 = 0. 994 6。

FeCl3 加入体积与总体积之比;a-20∶ 200;b-40∶ 200;c-60∶ 200;d-80∶ 200;e-100∶ 200;f-120∶ 200

图 2　 总体系中不同 FeCl3 溶液体积比的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dding ratio of FeCl3 solution to the total system

2. 3　 高产菌株的高通量筛选

QPix 420 微生物智能筛选系统和移液工作站具

有准确、快速、灵敏、高通量和多参数同时分析等优

点,已应用于工业微生物的高通量筛选过程,从而实

现优良菌株的高效筛选[20]。 本研究应用 ARTP 诱变

处理那西肽工业生产菌株 11-27,共进行 3 轮次诱变

处理,构建了共有 14 400 株菌(96 × 150)的突变菌

库。 应用建立的高通量筛选方法从突变菌种库中筛

选出 125 株那西肽含量提高的突变菌株(图 3)。 继

续对这 125 株突变菌进行摇瓶复筛,以 10% 接种量

转接至 25 mL 筛选培养基中,30 ℃、220 r / min 条件

下培养 6 d,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那西肽量。 结果如

图 4 所示,其中有 6 株生产那西肽含量提升 10%以上

的突变株,分别为 16-7D8、10-2F3、12-6G8、19-1F9、22-
3B6、20-5D4,那西肽的效价较出发菌株 11-27 分别提

高了 10. 3%、11. 5%、12. 0%、10. 7%、13. 7%、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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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RTP 诱变初筛

Fig. 3　 Primary screening with ARTP mutation

图 4　 摇瓶复筛

Fig. 4　 Second screening in the shake flasks

2. 4　 高产菌株的遗传稳定性分析

为了验证突变菌株的遗产稳定性,对 ARTP 诱变

处理后获得的 6 株高产菌株进行连续传代 8 次,以工

业出发菌株 11-27 为对照。 对其中第 1 代、第 4 代和

第 8 代进行摇瓶发酵,检测突变菌株的发酵特性。 结

果如表 1 所示,传代至第 4 代时,突变体积累那西肽

的含量基本没大变化。 传至第 8 代时,所有突变菌株

积累的那西肽的含量与第 1 代和第 4 代的含量基本

相当。 摇瓶验证结果表明 6 株高通量筛选获得的突

变菌株具有稳定的遗传特性。
表 1　 突变菌株遗传稳定性

Table 1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mutant strains

菌株
效价 / (μg·mL - 1)

第 1 代 第 4 代 第 8 代

11-27 3 863 ± 32 3 816 ± 41 3 836 ± 34
16-7D8 4 260 ± 81 4 282 ± 30 4 292 ± 46
10-2F3 4 307 ± 21 4 283 ± 38 4 318 ± 42
12-6G8 4 327 ± 65 4 298 ± 45 4 302 ± 80
19-1F9 4 276 ± 24 4 263 ± 52 4 302 ± 57
22-3B6 4 392 ± 84 4 370 ± 66 4 413 ± 31
20-5D4 4 357 ± 63 4 331 ± 50 4 342 ± 73

2. 5　 高产菌株的生产发酵验证

将那西肽效价提高最显著的诱变株 22-3B6 继续

进行工业化生产验证。 菌株活化后在 50 m3 罐发酵

生产 16 批次,发酵 200 h 后,发酵液经预处理提取干

燥后检测效价,生产过程以原始菌株 11-27 为对照。
结果如图 5 所示,诱变菌株 22-3B6 生产 16 个批次的

那西肽的平均效价为 5 272 μg / mL,相比对照株 11-
27(4 788 μg / mL),其效价提高了 10. 1% ,生产过程

的转化效果提升明显。

图 5　 突变菌株 22-3B6 的生产验证

Fig. 5　 Industrial verification of mutant 22-3B6

3　 结论

那西肽是一类典型的可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含

硫类抗生素,由于其安全、低毒性、无残留和促生长等

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饲料添加剂中[24 - 25]。 目前,那
西肽的生产主要以活跃链霉菌发酵法生产。 近年来,
研究人员通过诱变育种、基因组重排、那西肽合成前

导肽的改造和发酵过程优化与控制等策略提高了那

西肽的效价[26 - 27]。 但由于筛选通量低和人工负担重

的限制,那西肽优良工业生产菌株的获得仍面临许多

挑战。
本研究基于那西肽分子杂化的特征,其与 FeCl3

形成的络合物在可见光 520 nm 处具有较明显的响应

值,构建了一种用于筛选那西肽高产菌株的高通量筛

选方法。 结合 ARTP 诱变育种技术,从 14 400 株突

变菌株中筛选出 6 株那西肽效价明显提高的突变菌,
检测该 6 株菌在合成那西肽方面具有较高的遗传稳

定性。 最终,将优良菌株 22-3B6 在 50 m3 发酵罐中

进行生产性能的验证,结果表明,与原始菌株相比,
22-3B6 积累那西肽的效价提高了 10. 1% 。 本研究应

用 ARTP 诱变技术和高通量筛选技术,高效、快速地

获得了高产那西肽的突变菌株,表明应用突变菌株能

有效降低那西肽的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近年来,通过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等生物信息学

技术解析了链霉菌合成那西肽的合成基因簇,并应用

代谢工程手段强化了菌株中那西肽的合成[28 - 29]。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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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为强化抗生素等次级代谢

产物的生物合成带来了机遇。 因此,在后续研究中,
可继续采取流式细胞分选、重离子诱变、基于代谢工

程和合成生物技术的理性改造以及基于微型反应器

优化发酵过程等策略进一步提高活跃链霉菌生产那

西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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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of Streptomyces actuosus
for high production of nosiheptide

ZHANG Xiaopeng1,2,CHEN Guicai2,YAN Fajie1,GUO Likun3,
ZENG Weizhu3,ZHOU Jingwen3∗

1(Gansu Huineng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 Ltd. ,Wuwei 733000,China)
2(Zhejiang Huineng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 Ltd. ,Haining 314422,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School of Bio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of nosiheptide by Streptomyces actuosus, the atmospheric and room temperature plasma
(ARTP) mutagenesis was carried out on an industrial strain 11 - 27, and then the obtained mutant was appli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Firstly, a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method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osiheptide, which could form
complex chromogenic reagent with FeCl3 . Arter the treatment of ARTP on strain 11 - 27, a high-production mutant 22 - 3B6 was ob-
tained, its production of nosiheptide was increased by 13. 7% . Genetic stabil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gh-titer strain had a stable per-
formance in nosiheptide production. Sixteen batches of fermentation of strain 22 - 3B6 in a 50 m3 fermenter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ro-
duction of nosiheptide was 10. 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strain 11 - 27. The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method established here
could obtain excellent performance mutant simply and quickly, thus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industrial cost of nassipeptide production.
Key words　 nosiheptide; Streptomyces actuosus;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atmospheric and room temperature plasma(ARTP); muta-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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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全营养流加发酵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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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营养流加主要是选择适当的全营养培养,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营养的补加,通过补加的营养来弥补菌

体因生长代谢而消耗的营养物质,同时也可以降低发酵培养基的浓度,避免富营养对于菌体活力的抑制。 因此,
采用全营养流加策略能够解决 L-谷氨酸发酵后期菌体活力不足和产酸能力下降等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最佳流

加条件为从发酵 2 h 开始流加,持续 24 h 流加体积分数为 60%的流加培养基。 在此条件进行 L-谷氨酸发酵,生
物量(OD600)达到了 66,提升了 29. 4% ,菌体转型时间提前了 2 h,L-谷氨酸产量为 168 g / L,提高了 22. 6% ,乳酸

含量为 3. 1 g / L,降低了 13. 8% ,丙氨酸含量为 2. 06 g / L,降低了 17. 6% ,糖酸转化率为 63% ,提高了 1. 5% 。 全

营养流加发酵对于加快菌体转型,提高菌体活力、谷氨酸产量及糖酸转化率均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L-谷氨酸;菌体活力;全营养流加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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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氨酸是有机体内氮代谢的基础氨基酸之一,在
生命体内物质代谢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 - 3]。 由

于其独特的生理功能,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
工、化妆品和饲料行业,成为了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氨

基酸产品[4 - 5]。 目前,生物素亚适量型菌株是谷氨酸

发酵较为普遍使用的菌株,具有发酵周期短、产酸稳

定、提取收率高和不易染菌等优点[6]。 但从整个发

酵周期来看,不难发现采用生物素亚适量工艺发酵

时,在发酵后期菌体活力和产酸速率会有大幅度的下

降,同时伴随着泡沫的大量产生。 这是由于菌体的生

产能力不仅取决于菌体本身的性能,还必须给予菌体

合适的环境,在发酵后期,培养基中养分不足以维持

菌体正常生理代谢和合成产物的需要时,菌体活力下

降,过早自溶[7],而谷氨酸菌体的衰老自溶使得菌体

蛋白和胶体物质析出,加剧泡沫的产生,降低氧的传

递效率[8 - 9]。 随着发酵液中溶氧的降低,谷氨酸脱氢

酶的活力下降,乳酸脱氢酶活力上升,胞内氧化还原

电势升高,在其共同作用下,谷氨酸发酵的代谢流流

向三羧酸(tricarboxylic acid,TCA)循环的还原臂途径

和乳酸合成途径,从而导致谷氨酸产量下降和杂酸产

量的上升[10]。
全营养流加主要是选择适当的全营养培养,在合

适的时间内进行营养的补加,通过补加的营养来弥补

菌体因生长代谢而消耗的营养物质,使其一直处于适

宜的生活环境中,从而提高菌体活力、防止菌体衰老,
进而使得代谢流充分地流向谷氨酸,避免杂酸的产

生;采取全营养流加时,可以相应地降低初始发酵培

养基浓度,解除初期培养基营养过丰富导致的营养中

毒、抑制菌体生长的问题,同时防止过高的渗透压对

菌体的抑制。
本研究以生物素亚适量型菌株黄色短杆菌 GDK-

9 为供试菌株,采用全营养流加的方式,通过对全营

养流加的时间、浓度及持续流加时间进行了探究,为
解决生物素亚适量型菌株发酵生产谷氨酸时由于菌

体活力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从
而提高菌体的产酸能力,进一步提高谷氨酸产量。

1　 材料与方法

1. 1　 菌种

L-谷氨酸生产菌:生物素亚适量型菌株黄色短杆

菌 GDK-9,天津科技大学代谢工程研究室保藏。
1. 2　 培养基

1. 2. 1　 活化斜面培养基

葡萄糖 2 g / L,蛋白胨 10 g / L,牛肉膏 10 g / L,酵
母粉 5 g / L,KH2PO4·3H2O 1 g / L,MgSO4·7H2O 0. 2
g / L,琼脂粉 25 g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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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种子培养基

葡萄糖 35 g / L,玉米浆干粉 15 g / L,豆浓 22
mL / L,K2HPO4·3H2O 3 g / L,MgSO4·7H2O 1 g / L,
蛋氨酸 0. 5 g / L,苏氨酸 1 g / L,丁二酸 1 g / L,FeSO4·
7H2O 5 mg / L, MnSO4 · H2O 5 mg / L, 微 量 元 素

[Na2 Mo4·2H2 O 2. 5 g / L,Al(SO4) 3·18H2 O,2. 25
g / L,NiCl2 ·6H2 O,1. 6 g / L,CaCl2 ·2H2 O,10g / L,
CuSO4·5H2 O,0. 4 g / L]2 mL / L,VB1 0. 5 mg / L,VB3

0. 5 mg / L,VB5 0. 5 mg / L,VB12 0. 5 mg / L,氯化胆碱

0. 1 g / L,甜菜碱 0. 1 g / L。
1. 2. 3　 发酵培养基

MnSO4·H2O 10 mg / L,MgSO4·7H2O 1. 8 g / L,
FeSO4·7H2O 5 mg / L,Na2HPO4 ·12H2O 3. 5 g / L,
KCl 1. 8 g / L,VB1 0. 5 mg / L,VB3 0. 5 mg / L,VB5 0. 5
mg / L,VB12 0. 5 mg / L,糖蜜 1. 2 g / L,玉米浆干粉 2. 5
g / L,豆浓 15 mL / L,微量元素溶液 2 mL / L,氯化胆碱

0. 1 g / L,甜菜碱 0. 1 g / L。
1. 2. 4　 流加培养基

MnSO4·H2O 10 mg / L,MgSO4·7H2O 1. 8 g / L,
FeSO4·7H2O 5 mg / L,Na2HPO4 ·12H2O 3. 5 g / L,
KCl 1. 8 g / L,VB1 0. 5 mg / L,VB3 0. 5 mg / L,VB5 0. 5
mg / L,VB12 0. 5 mg / L,豆浓 15 mL / L,微量元素溶液 2
mL / L,氯化胆碱 0. 1 g / L,甜菜碱 0. 1 g / L。
1. 3　 主要仪器

LDZH-100KBS 型全自动立式蒸汽灭菌器,天津

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 L 自动控制发酵罐,上海

保兴生物设备工程有限公司;SBA-40E 生物传感分析

仪,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

色谱仪,Agilent Technologies;KQ-C 高压蒸汽发生器,
上海奉贤协新机电厂;752 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

器厂;OLYMPUS 生物显微镜,日本 OLYMPUS 会社。
1. 4　 培养方法

1. 4. 1　 菌种活化

使用接种环每次从保藏在-80 ℃ 的甘油管中蘸

取 2 ~ 3 环菌液,然后均匀接种于 3 支一代斜面培养

基上,于 32 ℃培养箱中培养 12 h,之后再从培养好的

一代斜面培养基中取一环菌体接种于二代斜面培养

基上,于 32 ℃培养箱中培养 12 h。
1. 4. 2　 一级种子培养

将 3 支活化好的菌种斜面分别接种到 3 个 1 L
圆底烧瓶中,每个烧瓶中含有 100 mL 的种子培养基,
然后将其放置于 32 ℃,220 r / min 的摇床上,培养 6 ~
8 h。

1. 4. 3　 二级种子培养

将培养好的一级种子,通过发酵罐进样口接种到

含有种子培养基的 5 L 发酵罐中,通过流加氨水,pH
控制在 7. 0 附近,温度 34 ℃,溶氧维持在 30% ~
50% 。
1. 4. 4　 发酵培养

当 OD600达到 15 左右时,按体积分数为 20% 的

接种量接入含有发酵培养基的 5 L 发酵罐中。 发酵

过程中通过流加氨水,将 pH 控制在 7. 0 附近,通过

控制转速和通风量将溶氧稳定在 30% ~ 50% 。 初始

发酵温度为 34 ℃,每 4 h 提高 0. 5 ℃,提至 36 ℃
(16 h)后至发酵结束不变,发酵时间为 30 ~ 32 h。
1. 5　 检测方法

1. 5. 1　 pH 的测定

采用发酵罐自带的梅特勒 pH 电极进行测定,pH
6. 4 ~ 8. 0 时采用精密 pH 试纸辅助测定。
1. 5. 2　 残糖含量检测

每隔 2 h 取样,离心取上清液,将其稀释 100 倍,
用生物传感分析仪检测残糖含量。
1. 5. 3　 菌体量检测

每隔 2 h 取样,分别稀释 10、20、50、100 倍,用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量 OD600,其吸光值范围在0. 2 ~
0. 8,如超过量程后需换下一个稀释倍数。 按公式

(1)计算菌体生物量:
菌体生物量 = OD600 × 稀释倍数 (1)

1. 5. 4　 有机酸和氨基酸的测定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进行有机酸测定,首
先,取 1 mL 的发酵液置于 1. 5 mL 的离心管中,
12 000 r / min 离心 5 min,取其上清液并进行适当倍

数稀释,然后过 0. 22 μm 微孔滤膜,最后采用液相色

谱分 析 仪 进 行 含 量 检 测; 色 谱 柱 条 件: Bio-Rad
Aminex HPX-87H 色谱柱(300 mm ×7. 8 mm,8 μm),
0. 04 mol / L 硫酸缓冲液洗脱,柱温 32 ℃,流速 0. 4
mL / min,检测波长为 210 nm。

发酵液中氨基酸(副产物)含量采用氨基酸分析

仪进行检测,发酵液的预处理方式同上述有机酸测

定,稀释适当倍数后,然后过 0. 22 μm 微孔滤膜,最
后使用氨基酸分析仪进行定量检测;色谱条件:
LCAK06 / Na 色谱柱(4. 6 mm × 152 mm),体积分数

50%的乙腈溶液和 4. 1 g / L 的乙酸钠溶液为流动相,
进行同时洗脱,柱温 58 ℃,流速 0. 50 mL / min,检测

波长为 570 和 440 nm。
1. 5. 5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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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总蛋白定量测试盒进行测定[11 - 12]。
1. 5. 6　 糖酸转化率计算

按照公式(2)计算糖酸转化率:

糖酸转化率 / % = ρ × V
m × 100 (2)

式中:ρ,L-谷氨酸质量浓度,g / L;V,发酵液总体积,L;
m,总耗糖量,g。
1. 6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数据取 3 次实验的平均值。 单因素方

差分析之后 Dunnet t 检验来确定数据差异的显著性

(P < 0. 05)。

2　 结果与讨论

2. 1　 开始流加时间对 L-谷氨酸生产的影响

分别从发酵开始后的 0 h(延滞期)、2 h(对数生

长期)、8 h(稳定期)和 20 h(衰亡期)开始流加体积

分数为 30% 的流加培养基,通过对其菌体量和 L-谷
氨酸产量的测定,明确不同的起始流加时间对菌体生

长和 L-谷氨酸产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开始流加时间对于 GDK-9 生长的影响

Fig. 1　 Influence of the start time of feeding on the
growth of GDK-9

图 2　 开始流加时间对 L-谷氨酸产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he start time of feed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L-glutamic acid

由图 1 可知,策略 E 为不流加发酵,最大菌体量

为 51,菌体量在 20 h 开始出现明显下降。 采用全营

养流加策略后,策略 A、B、C 和 D 的最大菌体量分别

达到了 60、62. 2、52. 9 和 51. 3,与策略 E 相比分别提

高了 17. 6% 、22. 0% 、3. 7% 和 1. 2% ;菌体量出现明

显下降时间分别为 24、24、22 和 20 h,分别向后推迟

了 4、4、2 和 0 h。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策略 J(不流加

发酵)的 L-谷氨酸产量为 135 g / L,转型时间为 4 h。
采用全营养流加后,策略 F、G、H 和 I 的谷氨酸产量

分别为 153、160、142 和 137 g / L,提升了 13. 3% 、
18. 5% 、5. 2% 和 1. 5% ;转型时间分别为 2、2、4 和

4 h,分别提前了 2、2、0 和 0 h。
经过分析可知,0 和 2 h 开始流加,此时为菌体的

对数生长期,及时补充菌体消耗的必须营养物质使得

菌体一直处于最适生长状态,菌体生长速度加快,菌
体量大,菌体间竞争生物素,使得菌体细胞膜通透性

更好,进而转型时间提前,产酸速率提高;8 和 20 h 开

始流加,一方面因为在对数生长期没有流加,营养物

质大量消耗,菌体生长缓慢,另一方面又因为发酵培

养基中生物素亚适量,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单位

菌体利用的生物素高于策略 A 和 B,细胞膜通透性较

差,剩余的生物素不足以支持菌体继续增长,加上全

营养培养基中不含有生物素,因此菌体量不再增长,
最大菌体量相对较低、转型慢、产酸速率低。 发酵后

期,流加的全营养培养基补充了菌体代谢所需的必须

营养物质,进而使得菌体活力得到增强,产酸时间延

长,菌体下降速率减缓。 选择合适的时间开始流加才

能对菌体的增长和 L-谷氨酸产量起到积极作用,因
此,选择在 2 h 开始流加全营养培养基。
2. 2　 不同体积分数流加对 L-谷氨酸生产的影响。

为了探究全营养培养基的流加体积分数对菌体

发酵性能的影响,分别按全营养培养基体积分数为

20% 、40% 、60% 、80% 和 100% 配制流加液,通过发

酵罐自带的蠕动泵以 0. 1 r / min 的流加速度进行流

加,保证流加的稳定性,从而确定最佳的流加体积分

数,结果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 3　 不同流加浓度对于 GDK-9 生长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feed concentration
on the growth of GD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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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流加浓度对于 L-谷氨酸产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feed concentration on
L-glutamic acid production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策略 F 为不流加发酵,最大

菌体量为 42,发酵结束的菌体量为 32,菌体量下降幅

度为 10。 采用全营养流加发酵时,随着流加体积分

数的增加,菌体量和菌体增长速率先升高后下降,策
略 A、B、C、D、E 最大菌体量分别为 43. 1、48. 7、54. 1、
50. 5 和 45. 7,较策略 F 分别增加了 2. 6% 、16. 0% 、
28. 8% 、20. 2% 和 8. 8% ;发酵结束的菌体量为 34、
42. 1、50、46 和 38. 4,菌体量下降幅度分别为 9. 1、
6. 6、4. 1、4. 5和 7. 3,较策略 F 降低了 9% 、34% 、
59% 、55%和 27% 。 由图 4 可知,策略 L 的 L-谷氨酸

产量为 130 g / L,采用流加策略后,策略G、H、I、J、K 的

L-谷氨酸产量分别为 136、147、163、155 和 140 g / L,分
别提高了 4. 6%、13%、25. 3%、19. 2%和 7. 6%。

由上述结果可知,随着流加体积分数的提高,菌
体量和 L-谷氨酸产量均出现先升高后下降的现象,
这是因为随着流加体积分数的提高,补充的营养物质

逐渐能够弥补发酵液中营养物质的消耗,从而提高

菌体活力,大幅度缓解了菌体的衰亡速率。 当流加

的体积分数超过 60%时,底物抑制现象反而使菌体

内部各种酶的活力下降,从而导致菌体自身活力下

降,这时,全营养流加对于菌体的活力提升反而不

明显[13 - 15] 。 综上所述,最佳流加的体积分数为

60% 。
2. 3　 不同持续流加时间对 L-谷氨酸生产的影响

从 2 h 开始,用发酵罐自带的蠕动泵以 0. 1
r / min的恒定流速流加体积分数为 60% 的全营养培

养基,分别采取持续流加 8、16、24、30 h 和不流加的

策略,从而探究最佳持续流加时间。 图 5 和图 6 为持

续流加 8、16、24、30 h 和不流加时对发酵过程中菌体

量及 L-谷氨酸产量的测定结果。
如图 5 所示,随着流加时长的改变,不同策略间

菌体量差异较大,策略 E 为不流加发酵,最大菌体量

为 51,发酵后期菌体量为 38,较最大菌体量下降幅度

为 13;不同流加策略 A、B、C、D 的最大菌体量分别为

63. 2、66. 8、67 和 67. 3,较策略 E 分别提高了23. 9% 、
30. 9% 、31. 3%和 31. 9% ;发酵后期的菌体量分别为

53. 5、58. 5、61. 5 和 62,下降幅度分别为9. 7、8. 3、5. 5
和 5. 3,较策略 E 分别降低了 25. 4% 、36. 2% 、57. 6%
和 59. 2% 。 从图 6 可知,随着流加时长的增加,L-谷
氨酸产量及生产速率逐渐提高,策略 J(不流加发酵)
的最终 L-谷氨酸产量为 137 g / L,策略 F、G、J 和 I 的
L-谷氨酸产量分别为 142、158、170、171. 5 g / L,分别

提高了 3. 6% 、15. 3% 、24. 1%和 25. 1% 。

图 5　 流加时长对于 GDK-9 生长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flow time on the growth of GDK-9

图 6　 流加时长对于 L-谷氨酸产量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feeding time on L-glutamic acid production

通过分析发现,流加 8 h 时,全营养流加对于菌

体活力的提升仅能维持在对数增长期,对于稳定期的

延长及菌体衰老死亡的缓解并不能起到作用;持续流

加 16 h 时,稳定期出现延长,但衰亡期的 OD600的下

降速率与不流加发酵相比并没有明显下变化降;持续

流加 24 和 30 h 结果差距不明显,说明当流加超过

24 h后,全营养流加对于菌体发酵性能的提升效果大

幅下降,继续流加反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因此基本确

定流加 24 h 即可停止流加。
2. 4　 优化条件下的发酵验证

依据上述实验所得的最佳流加发酵条件为 2 h
开始流加,持续 24 h 流加体积分数为 60% 的全营养

流加培养基,在此优化条件下进行 3 批次的发酵验

证,结果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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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两种发酵方式对于 GDK-9 生长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two fermentation methods
on the growth of GDK-9

图 8　 两种发酵方式对于 L-谷氨酸产量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two fermentation methods on
L-glutamic acid production

由图 7 可知,采用全营养流加策略后,2 ~ 8 h 菌

体增长速度加快,最大菌体量为 66,相较于不流加发

酵的 53,提高了 26. 4% ;菌体量出现明显下降的时间

由原来的 20 h 推迟到了 24 h;流加发酵菌体量下降

幅度为 8,较不流加发酵(10)降低了 20% 。 表明全

营养流加通过补充菌体消耗的必需营养物质,起到了

加快菌体生长、维持菌体活力和缓解菌体衰老死亡的

积极作用。 由图 8 可知,不流加发酵开始产酸时间为

4 h,而全营养流加发酵通过及时补加菌体生长代谢

所消耗的营养物质,使得菌体活力提高,生长速度加

快,菌体间竞争有限的生物素,从而使得菌体细胞膜

通透性较不流加发酵更好,开始产酸时间提前到 2 h,
镜检发现此时部分菌体已经开始拉长、膨大转变为产

酸型菌株,菌体的产酸速率也比不流加发酵要高。 最

终,流加发酵的 L-谷氨酸产量为 168 g / L,相较于不

流加发酵的 137 g / L,提高了 23. 4% 。
在发酵过程中,代谢副产物也是影响菌体发酵性

能的一大因素[16 - 17],因此,本研究在优化条件下对其

发酵液中的乳酸、丙氨酸及糖酸转化率进行了测定分

析,结果如图 9 和表 1 所示。
通过对上述结果分析发现,采用全营养流加策

略,一方面及时流加的全营养培养基解决了发酵过程

图 9　 两种发酵方式对于可溶性蛋白、乳酸和

丙氨酸含量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two fermentation methods on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lactic acid and alanine

表 1　 两种发酵方式对糖酸转化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wo fermentation methods
on the conversion rate of sugar and acid

组别
发酵液
体积 / L

L-谷氨酸产量 /
(g·L - 1)

耗糖
量 / g

糖酸转
化率 / %

不流加发酵 4 137 891 61. 5
流加发酵 4 168 1 066 63

中必需营养物质缺乏的问题,提高了菌体活力,从而

提升了 TCA 循环的速率和通量,使得丙酮酸不会被

过多积累[18 - 19];另一方面,菌体活力的增加也缓解了

菌体的衰老死亡,发酵后期菌体量下降幅度降低,因
而产生的菌体蛋白也相对降低,经测定发酵液中的可

溶性蛋白含量由 18. 5 g / L 降低到了 14. 9 g / L,降低

了 19. 4% ,可溶性蛋白的减少使得泡沫不再大量产

生,保证了氧气的传递效率,降低了乳酸脱氢酶等酶

的活力,使得丙酮酸尽可能的流向谷氨酸[20]。 因此,
由丙酮酸生成的副产物乳酸和丙酮酸分别由不流加

发酵的 3. 6 和 2. 5 g / L 降低到了 3. 1 和2. 06 g / L,糖
酸转化率也从不流加发酵的 61. 5%提高到了流加发

酵的 63% 。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分析得出,最佳流加条件为从发

酵 2 h 开始流加,持续 24 h 流加体积分数为 60% 的

流加培养基。 在最佳流加条件下进行 L-谷氨酸发酵

验证,结果显示,在全营养流加条件下,菌体生长速率

及菌体量明显提高,OD600达到了 66,提升了29. 4% ,
菌体转型时间由 4 h 提前到 2 h,提前 2 h;由于转型

时间的提前及菌体活力的提升,稳定期时间延长了

4 h,产酸量也得到了提高,L-谷氨酸产量为 168 g / L,
提高了约 22. 6% ,副产物乳酸含量降低了 13. 8%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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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含量降低了 17. 6% ,糖酸转化率为 63% ,提高了

1. 5% 。 因此,全营养流加在提高菌体活力、加快菌体

产酸、缩短发酵周期、提高 L-谷氨酸产量、降低副产

物含量方面有积极作用,对于谷氨酸行业实现高效发

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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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chnology of total nutrient feeding fermentation of glutamic acid

LIU Jingyang1,LIU Yunpeng1,XU Qingyang1,2,3∗

1(College of Biotechnology,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2(Tianjin Engineering Lab of Efficient and Green Amino Acid Manufacture,Tianjin 300457,China)

3(National and Local United Engineering Lab of Metabolic Control Fermentation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ABSTRACT　 Total nutrient feeding mainly refers to feeding a suitable total nutrient medium at an appropriate time to supplement the nu-
trients consumed by bacterial growth and metabolism. Adopting the strategy of total nutrient feeding can als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fermentation medium to avoid the inhibition of eutrophication to the cell viability. Therefore, adopting a total nutrient feeding strategy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cell viability and decreased aci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late stage of L-glutamic acid fermentation.
Through experimental analysi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optimal feeding condition was to start feeding with a volume fraction of 60% for
24 h after 2 h of fermentation.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biomass reached 66, which was increased by 29. 4% , the transformation time of
the bacteria was advanced by 2 h, and the L-glutamic acid production reached 168 g / L, which was an increase of 22. 6% . The lactic acid
content was 3. 1 g / L, decreased by 13. 8% ; the alanine content was 2. 06 g / L, with a reduction of 17. 6% , and the sugar-acid conver-
sion rate was 63% , with an increase of 1. 5% . Total nutrient feeding ferment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cteria, improving the cell viability,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L-glutamic acid and sugar acid conversion rate.
Key words　 L-glutamic acid; cell vitality; total nutrient feeding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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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谷胱甘肽毕赤酵母工程菌的构建及能量调控
高宇豪1,2,3,吴勇杰5,朱亚鑫1,2,3,付静5,徐建国5,王松涛1,2,徐国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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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是生物体内重要非编码且含有巯基的三肽类物质,具有调节和保护等功

能,在医药、食品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目前,工业上主要通过高密度发酵生产 GSH,ATP 的供应往往成为

GSH 生产的限制因素。 该文以毕赤酵母 GS115 为出发菌株,整合串联表达来源于酿酒酵母的 Scgsh1 和 Scgsh2
基因,在添加氨基酸前体的条件下,GSH 质量浓度可达(302. 27 ± 5. 06) mg / L,较改造前提高 2. 88 倍。 之后优化

了柠檬酸钠的添加条件,摇瓶水平最高可达(371. 12 ± 8. 47) mg / L。 最后对工程菌的上罐发酵,通过控制乙醇质

量浓度优化葡萄糖的补料速率,实现两阶段高效合成 GSH,菌体生物量 OD600最高可达 257,发酵 68 h 时 GSH 产

量最高可达 2 000 mg / L。 该研究为 GSH 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策略参考。
关键词　 毕赤酵母;谷胱甘肽;异源表达;柠檬酸钠;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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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是一种三肽活性物

质,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具有保护和调

节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的作用[1]。 GSH 相对分子质

量为 307. 33,由谷氨酸、甘氨酸及半胱氨酸组成,在
各种生物的体内含量各不相同,其中在酵母和动物内

脏中含量较高。 GSH 在肝病、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

上都具有显著的疗效[2]。 GSH 的主要特征是其具有

一个 γ 酰胺键和一个巯基基团。 在大多数原核和真

核生物中由两步反应生成,第一步由谷氨酸和半胱氨

酸在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CS)的作用下生成

谷氨酰半胱氨酸,之后该产物再与甘氨酸在谷胱甘肽

合成酶(GS)的作用下反应生成 GSH,第一步反应的

酶是生成 GSH 的关键酶,受产物的反馈抑制,两步酶

皆是 ATP 依赖型,反应均需消耗 1 分子的 ATP[3]。
目前,GSH 合成方法有化学合成法、酶转化法和

发酵法。 化学合成法采用 3 种前体利用化学工艺合

成 GSH,成本高昂且对环境造成污染[4]。 酶法采用 3
种前体、ATP 及酶反应生成 GSH,此法核心是筛选出

具有高活性的合成酶,但成本高[5 - 7]。 发酵法是微生

物利用廉价的原料生产积累高浓度的 GSH,然后分

离纯化,成本低、纯度高、无污染,是目前生产 GSH 的

主要方法[8]。 通常采用诱变或者基因工程来提高酶

的活性,或通过优化发酵条件提高前体的利用[9 - 11]。
由于酵母中 GSH 含量较高,遗传背景清晰,所以经常

被用作生产 GSH 的优良宿主。 半胱氨酸是提高 GSH
的关键氨基酸,但在进行高密度发酵生产时,细胞通

过代谢合成的半胱氨酸远不能满足 GSH 合成的需

要[10]。 因此,外源添加半胱氨酸是一种有效策略,也
确实实现了 GSH 的大规模生产[12]。 然而当半胱氨

酸添加过量时,使得充当能量载体的 ATP 成为 GSH
生产的限制因素。

为解决此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在培养基中直接添

加能量代谢底物或是通过代谢改造提高胞内 ATP 的

再生来提高胞内 GSH 或是其余高耗能生物产物的积

累[13 - 16]。 GSH 的合成一个巨大的耗能反应,高密度

发酵的方式使 ATP 成为关键的限制因素。 毕赤酵母

是重组蛋白表达的优良宿主,由于其较易实现高密度

发酵且具有食品安全级状态,近些年来常用作生产高

附加值产物。 本实验为获得高产 GSH 的毕赤酵母菌

株,通过在毕赤酵母 GS115 中异源表达来自酿酒酵

母的 Scgsh1(编码 γ-GCS)和 Scgsh2(编码 GS)以增强

其合成路径,在添加前体物质的条件下获得了 G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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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量积累,之后对辅能量底物柠檬酸钠的条件进行

了优化,并进行放大发酵验证。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菌株、质粒及引物

菌株:Pichia pastoris GS115、Saccharomyces cerevi-
siae BY4741、 质 粒 扩 增 保 藏 菌 株 Escherichia coli
JM109。 均来自实验室, - 80 ℃保藏。

质粒和引物:pPIC3. 5K 来自本实验室保藏,构建

所用质粒皆为本课题组在此基础上构建。 Scgsh1 基

因 ( Gene ID: 853344 ) 和 Scgsh2 基 因 ( Gene ID:
854108)经 S. cerevisiae BY4741 基因组 PCR 扩增后获

取,载体构建成功后的阳性转化子经提取质粒送去天

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验证,测序结果与 NCBI 上
序列一致的重组质粒将用于后续菌株的构建。 所用

引物皆为金唯智生物科技公司合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中所用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序列 (5′-3′)
GAP-F CGAGCTCAGATCTTTTTTGTAGAAATG
GAP-R CGGGATCCATAGTTGTTCAATTG
GSH1F CAATTGAACAACTATGGATCCACCATGGGACTCTTAGCTTTGG
GSH1R CGCGGCCGCCCTAGGGAATTCTTAACATTTGCTTTCTATTGAAGGCT
GSH2F CGGGATCCACCATGGCACACTATC
GSH2R CGGAATTCCTAGTAAAGAATAATACTGTCCAAAC
G1F GAAGATTAAGTGAGAAGATCTTTTTTGTAGAAATGTCTTGGTG
G1R AAGGCGAATTAATTCGCGGCCGCTTAACATTTGCTTTCTATTGAAGGCT
TF ATTATTCTTTACTAGGAATTCTCAAGAGGATGTCAGAATGCCA
TR GATCTTCTCACTTAATCTTCTGTACTCTGAAGAGG
YZGF GTCCCTATTTCAATCAATTGAA
YZGR GCAAATGGCATTCTGACATCC
YZGGF TTAGTGGCTCATTACTAAG
YZGGR TTAGAATCTAGCAAGACCG

1. 1. 2　 酶和试剂

质粒提取试剂盒、胶回收试剂盒,上海捷瑞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限制性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Taka-
ra 公司;ATP 含量测定试剂盒,碧云天生物技术。
1. 1. 3　 培养基

LB 培养基(g / L):蛋白胨 10,酵母膏 5,NaCl 10;
固体另加 2 g / L 的琼脂。

YPD 培养基( g / L):葡萄糖 20,酵母膏 10,蛋白

胨 20;固体另加 2 g / L 的琼脂。
MD 培养基(g / L):葡萄糖 20,YNB 13. 4;固体另

加 2 g / L 的琼脂。

种子培养基为 YPD 培养基,摇瓶水平的发酵培

养基为 YPD 培养基。
YPDZ 培养基( g / L):在 YPD 培养基的基础上,

加入 Zeocin 使之质量浓度为 100 μg / L。
上罐 培 养 基 ( g / L ): 葡 萄 糖 50, 酵 母 粉 5,

(NH4)2SO4 11,K2HPO4 7,MgSO4 5,CaCl2 0. 5,KCl 0. 5。
1. 2　 实验方法

1. 2. 1　 质粒构建方法

构建以 PGAP为启动子、TAOX1 为终止子的组成型

表达菌株。 首先以 GAP-F / GAP-R 为引物扩增出基

因组上的 PGAP启动子序列。 采用 Sac I 及 BamH I 酶
切 pPIC 3. 5K 以去除 PAOX1片段并用 PGAP序列代替得

到组成型表达的质粒,将其命名为 pPICKT。 以 S.
cerevisiae BY4741 的基因组为模板,分别以 GSH1F /
GSH1R、GSH2F / GSH2R PCR 扩增出目的基因 Scgsh1
和 Scgsh2 片段连接至 pPICKT 中,构成 P1 和 P2 质

粒。 后用 G1F / G1R 和 TF / TR 分别扩增 P1 质粒上的

PGAP-Scgsh1 与 TAox1 片段,后采用诺唯赞 C113 多片

段同源重组连接试剂盒连接入 P2 质粒中,获得同时

含有 Scgsh1 和 Scgsh2 表达单元的质粒 pP-PGAP-Scg-
sh1-Scgsh2,即 P3 质粒。 以上构建质粒过程均转化至

大肠杆菌 JM109 感受态细胞中,在含有 100 mg / L的
氨苄青霉素 LB 抗性平板上进行筛选,获得的转化子

经菌落 PCR 验证及测序,得到正确的转化子。
1. 2. 2　 电转化及筛选方法

将质粒 pP-PGAP、P1 及 P3 均用 Sal I 线性化后采

用根据手册(Invitrogen)通过电转法将线性化质粒转化

至毕赤酵母,涂布于含有组氨酸缺陷型的 MD 平板,于
30 ℃下孵育 2 ~ 3 d。 将长出的菌落点至高质量浓度

G418(4 mg / mL)中,长出的较大的菌落并提交基因组

验证后即可获得含有高拷贝基因数的目的菌株。
1. 2. 3　 培养方法

摇瓶发酵:种子培养基及发酵培养基均为 YPD
培养基。 将菌株从甘油管挑至 YPD 平板上划线,30
℃培养 2 ~ 3 d,长出的单菌落挑至含有 10 mL 种子培

养基的摇瓶中,30 ℃培养 16 ~ 18 h,之后以适当的浓

度接种至发酵培养基中培养。
发酵罐发酵:将种子培养基培养 16 ~ 18 h,以体

积分数为 10%的接种量接入 100 L 发酵罐中。 待培

养基 pH 降至 5. 5 时,流加 50% 氨水使发酵过程的

pH 始终维持在 5. 5。 1 L 培养基中含有 10 mL
PTM1,待初始培养基中的糖降至 5 g / L 时,补加 700
g / L 的葡萄糖,使乙醇质量浓度始终在 3 g / 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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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酵液 OD600达到 250,即发酵 48 h 时,投料终浓度

为 10 mmol / L 氨基酸前体混合液。 定时取样,测生物

量、GSH 质量浓度、甘油、还原糖及乙醇质量浓度。
1. 2. 4　 发酵产物检测方法

生物量检测:取适量检测点的样品稀释至 OD600

值为 0. 2 ~ 0. 8,于 600 nm 处测取吸光度。
GSH 提取及检测:将发酵液进行 12 000 r / min 离

心 2 min 以收集菌体。 超纯水振荡悬浮 2 次以去除

培养基的影响。 采用 40%乙醇提取,30 ℃ 220 r / min
振荡孵育 2 h,8 000 r / min 离心 5 min,即得到富含

GSH 的上清液。 GSH 的检测采用 Alloxan 法[17]。
ATP 含量检测:取适量 16、20、24 和 28 h 样品,

离心后用 pH 6 的 Tris-HCl 溶液振荡悬浮 2 次,超声

破碎,上清液采用 ATP 检测试剂盒检测 ATP[18]。
甘油、乙醇、还原糖检测:离心后的上清液用

SBA-40D 检测乙醇质量浓度,使用西尔曼生物传感器

测甘油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Scgsh1 单独表达及 Scgsh1 与 Scgsh2 共表达对

毕赤酵母积累 GSH 的影响

2. 1. 1　 酿酒酵母 Scgsh1 和 Scgsh2 的克隆

为获得酿酒酵母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基因

Scgsh1 及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 Scgsh2,以酿酒酵母

BY4741 基因组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结果如图 1-a、
图 1-b 所示。 产物回收后送至天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测序,测序结果与 NCBI 上序列(Gene ID:853344、Gene
ID:854108)进行比对,序列完全一致,因此得到 Scgsh1
和 Scgsh2 的基因序列,按照 1. 2. 1 小节进行菌株构建。
2. 1. 2　 重组毕赤酵母的构建

将 pPIC3. 5KT、 pPIC3. 5KT-Scgsh1、 pPIC3. 5KT-
Scgsh1-Scgsh2 线性化电转至 GS115 中,使其整合在

his4 基因处,将其分别命名为 G1、G2、G3。 由于整合

至基因组的质粒带有卡那抗性基因而使目的菌株带

有 G418 抗性,且随着整合拷贝数的增加,菌株抗

G418 的能力越强。 为此,将在组氨酸缺陷型平板上

长出的单菌落点板至高质量浓度的 G418(4 mg / mL)
中,长出的转化子经提基因组验证正确后即为目的菌

株。 提取高抗 G418 菌株的基因组,分别采用 YZGF、
YZGR 和 YZGGF、 YZGGR 引物验证,验证结果如

图 1-c、1-d 所示,从 NCBI 数据库得知 Scgsh1 和 Scgsh2
大小分别为 2 037 和 1 476 bp,采用设计的验证引物从

G2、G3 基因组 PCR 理论应得到2 240 bp 和2 964 bp 片

段,电泳结果证明基因已整合入基因组中。

a-M-5 kb marker;1,2-Scgsh1 基因 PCR 扩增;b-M-5 kb marker;
1,2-Scgsh2 基因 PCR 扩增;c-M-5 kb marker;1,2-G2 菌株提基因组

验证引物验证;d-M-5 kb marker;1,2-G3 菌株提基因组验证引物验证

图 1　 目的基因的 PCR 扩增电泳图和重组菌基因组验证图

Fig. 1　 Electrophoresis map of the target gene amplified by PCR
and verification map of recombinant strain genome

2. 1. 3　 重组菌发酵特性评价

对 GS115、G1、G2、G3 进行摇瓶发酵,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菌株生长来看,菌株皆在 20 h 达到稳定期。
G1、G2、G3 最高生物量较对照 GS115 分别提高 6% 、
5. 61% 、10. 7% ,可能的原因是质粒的整合弥补了

GS115 组氨酸缺陷的影响,且毕赤酵母在好氧发酵过

程中胞内氧化压力较大,GSH 的过量合成也可协调

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 工程菌 G2、G3 在 30 h 的产量

达到最高,G2 菌株在发酵 30 h 后的 GSH 质量浓度为

(120. 47 ± 0. 61 ) mg / L,相较于 GS115 (61. 52 ±
0. 31) mg / L 提高了 1. 95 倍。 G3 菌株发酵 30 h 后的

GSH 质量浓度为(141. 96 ± 2. 15) mg / L,产量相较对

照提高 2. 31 倍。 工程菌 GSH 在细胞内的得率也获

得提高,G2、G3 最高达到 4. 48 和 5. 07 mg / OD,较对

照 GS115(2. 52 mg / OD) 分别提高 1. 77 倍和 2. 01
倍。 相比 G2 菌株而言,G3 菌株 GSH 产量的提高幅

度有限,其一可能是由于 Scgsh1 编码的 γ-GCS 是

GSH 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对 GSH 的合成起决定性

作用,GSH 的过量积累会对其造成反馈抑制[19]。 其

二可能是胞内 3 种前体的供应不足,导致 GSH 的合

成效率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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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物量;b-GSH 质量浓度;c-GSH 得率;d-添加氨基酸前体时菌株发酵结果

图 2　 重组菌株摇瓶发酵性能图

Fig. 2　 Fermentation performance by recombinant strain

　 　 为提高 GSH 的合成效率,在发酵 0 h 时添加了

终浓度为 10 mmol / L 的甘氨酸、半胱氨酸和谷氨酸的

混合液。 从图 2-d 中可以看出氨基酸前体的加入对

菌株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可能是前体物质中的半胱

氨酸对菌株有毒害作用所致,但前体的加入确实极大

程度提高了菌体合成 GSH 的能力,这也与文献报道

的一致[20]。 在发酵 30 h,G2、G3 菌株产量分别达至

(261. 66 ± 21. 7)和(302. 27 ± 5. 06) mg / L,较对照

(104. 96 ± 3. 19) mg / L 分别提高 2. 49 倍和 2. 88 倍,
且 G3 菌株胞内 GSH 得率提升至 11. 79 mg / OD,故以

G3 为目的菌株做后续实验。

2. 2　 辅能量底物柠檬酸钠对 G3 菌株积累 GSH 的

影响

外源添加氨基酸前体是提高 GSH 产量有效手

段,且上面实验结果也已证实。 但外源氨基酸前体的

过量添加会使得 ATP 成为主要的限制性因素。 从外

源直接添加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对于工业上的放

大发酵是不经济的。 在这里,我们外源添加廉价的辅

能量底物柠檬酸钠,探究能量对菌体合成 GSH 的影

响,结果如图 3-a、3-b 所示。
柠檬酸钠的加入对 G3 菌株的生长无明显影响,

对于菌株发酵产GSH有促进作用,对柠檬酸钠的添

a-柠檬酸钠添加时间优化;b-柠檬酸钠添加浓度优化;c-胞内 ATP 的变化曲线

图 3　 柠檬酸钠添加对胞内 GSH 和 ATP 含量影响图

Fig. 3　 Effect of sodium citrate addition on intracellular GSH and ATP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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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间及质量浓度进行优化,确定最佳添加时间为

12 h,添加质量浓度为 4 g / L,产量由(308. 97 ± 5. 51)
mg / L 提升至(371. 12 ± 8. 47) mg / L,提升 20. 1% ,得
率最高可达到 14. 41 mg / OD,较添加前提高13. 41% 。

之后探究了柠檬酸钠添加后对胞内 ATP 含量的

影响,结果如图 3-c 所示,添加柠檬酸钠后菌株 16 ~
28 h 内胞内的 ATP 的含量均比对照要高,这是由于

柠檬酸钠的加入,强化了三羧酸循环路径,从而提高

胞内 ATP 的含量。 其中在 ATP 含量 20 h 达到了最

高值,之后迅速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在此时期菌体生

长进入平台期,此时大量的 GSH 被合成,消耗了大量

的 ATP。 综上,摇瓶中柠檬酸钠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

解除了氨基酸过量情况下 ATP 不足的限制。
2. 3　 重组菌株上罐发酵验证

为进一步提高 GSH 产量,作者在 100 L 发酵罐

的培养条件下开展了毕赤酵母工程菌的罐上发酵实

验。 由于氨基酸前体溶液的添加对菌株生长有一定

抑制作用,在这里采用补料分批发酵的方式先提高菌

体生物量后单次补加前体混合液的两阶段合成

GSH。 发酵结果如图 4 所示,全程控制乙醇含量调控

补料速率,使乙醇含量始终在 3 g / L 以下。

图 4　 G3 菌株在 100 L 发酵罐水平的发酵性能

Fig. 4　 Fermentation profile of G3 in 100 L fermentor

酵母发酵产 2,3-丁二醇时,甘油是作为 NAD + 再

生的主要副产物存在[21]。 GSH 是胞内的协调氧化还

原平衡的物质,为此,我们在发酵过程中检测甘油的

含量,发酵液中甘油的含量始终在 0. 3 g / L,也就是说

甘油并不是 GSH 合成时的主要副产物。 G3 菌株菌

体生物量在 40 h 处于对数生长后期,在 48 h 到达生

长稳定期,此时的生物量 OD600达到 257,较摇瓶发酵

水平的生物量 OD600 (28. 4)提高 9. 05 倍,同时葡萄

糖在 16 h 时被迅速消耗尽,剩余量为 0. 36 g / L。
GSH 作为初级代谢产物伴随菌体生长积累,在投料

氨基酸前体混合液之前在 48 h 达到 728 mg / L。 在此

时投料氨基酸溶液,GSH 的合成效率迅速增加,在 68
h 时 GSH 的产量达至最高为 2 000 mg / L,较摇瓶水

平最高产量(302. 27 mg / L)提高了 6. 62 倍。 以上结

果显示,两阶段合成法对促进 GSH 的产生有显著作

用。 WANG 等[20]通过控制呼吸熵优化葡萄糖的补料

速率,实现生长与合成分开,使 GSH 含量显著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与之相似。

3　 结论

巴斯德毕赤酵母作为蛋白质表达的强大系统而

受到广泛的关注。 除蛋白质外,近些年还用于生产其

他增值产品,例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K2 等等,从而

证明了巴斯德毕赤酵母从单个基因的有效表达已扩

展到合成途径的表达, 以生产附加值高的化合

物[22 - 23]。 本研究以毕赤酵母 GS115 为宿主菌株,异
源整合表达来源于酿酒酵母 BY4741 的 Scgsh1 及

Scgsh2 基因,从而强化了 GSH 在毕赤酵母中的合成

路径,再添加前体氨基酸的条件下使 GSH 的产量由

(104. 69 ± 3. 19) mg / L 提升至 (302. 27 ± 5. 06 )
mg / L,且细胞内的得率也大幅提高。 之后为减轻氨

基酸前体过量时能量的限制,采用添加辅能量底物柠

檬酸钠的策略,GSH 产量进一步提升至(371. 12 ±
8. 47) mg / L。 为进一步提高 GSH 产量,采用了 100 L
发酵罐的放大发酵,并控制乙醇质量浓度优化补糖速

率,进而使 OD600 最高可达至 257,最高产量可达

2 000 mg / L,较摇瓶水平分别提高 9. 05 倍和 6. 62
倍。 综上可以看出 GSH 合成路径的强化及能量供应

对提升菌体内 GSH 的积累具有显著作用,同时也为

内源性代谢改造提升胞内能量供应促进 GSH 积累提

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 但本研究尚未解除 GSH 过量

积累对谷胱甘肽合成酶系的反馈抑制,今后将着重探

究调控胞内能量代谢及解除 GSH 对胞内合成酶系的

反馈抑制对 GSH 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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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energy regulation of engineered glutathione-producing
Pichia pastoris

GAO Yuhao1,2,3,WU Yongjie5,ZHU Yaxin1,2,3,FU Jing5,XU Jianguo5,WANG Songtao1,2,
XU Guoqiang1,2,3∗,ZHANG Xiaomei4,SHI Jinsong4,XU Zhenghong1,2,3

1(The Key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Ministry of Education,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2(School of Bio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3(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Cereal Fermentation 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4(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5(Wuxi Fuqi Pharmaceutical Co. Ltd. ,Wuxi 214100,China)

ABSTRACT　 Glutathione is an important non-coding sulfhydryl-containing tripeptide substance in the organism. It has functions such as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and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food and medical industries. Recently,glutathione is mainly produced
through high cell density fermentation in the industry,and the supply of ATP becomes a limiting factor for GSH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Pichia pastoris GS115 was used as the original strain to heterologously express Scgsh1 and Scgsh2 genes derived from Saccharomyces cerevi-
siae. With the addition of amino acid precursor, the GSH concentration reached (302. 27 ± 5. 06) mg / L, which was 2. 88 times higher
than before.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sodium citrate addition conditions, the highest GSH concentration in shake flask
reached (371. 12 ± 8. 47) mg / L. Finally, fermentation of the engineered strain was carried out in 100 L tank. By controlling the ethanol
concentration to optimize the feed rate of glucose, the two-stage efficient synthesis of glutathione was realized. The maximum biomass OD600

reached 257, an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GSH reached 2 000 mg / L at 68 h.
Key words　 Pichia pastoris;glutathione;heterologous expression;sodium citrate;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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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姜甜1,陆文伟1, 2,崔树茂1,张灏1, 2, 3,赵建新1, 2∗

1(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江南大学(扬州)食品生物技术研究所,江苏 扬州, 225004)
3(江南大学国家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静电喷雾干燥是新型微囊化益生菌的方法。 该文研究了静电喷雾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保护剂和微囊

化工艺,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得到保护剂组成为海藻糖 14% ,亚麻酸 10% ,CaHPO4 6% ,β-环糊精 11%
(均为质量分数),最佳静电喷雾微囊化工艺进风温度 80 ℃ ,物料泵流量 30 r / min,静电压 25 kV,存活率高达

89. 26% 。 乳双歧杆菌 BL03 菌粉扫描电镜图片显示,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包埋效果最好,包埋率高达 93. 3% 。
比较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干燥和乳化冷冻干燥 3 种微囊化方法,静电喷雾干燥模拟胃液作用 2 h,存活率超过

80% ;模拟肠液作用 4 h,存活率达到 75% ;25 ℃下储存 12 个月,活菌数存活率超过 70% ,均明显优于常规干燥

和乳化冷冻干燥,说明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方法适合包埋乳双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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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FAO / WHO(2002)的定义,益生菌是指由单

一或多种微生物组成的活菌,当摄入一定数量时,能
通过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而促进机体健康[1]。 活菌

数是评价益生菌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认为

摄入益生菌数量至少应在 106 ~ 107 CFU / g 才能在宿

主机体肠道中定殖并发挥益生功能[2]。 因此,如何

提高益生菌在制备和贮存期间以及在进入机体后的

存活率十分关键,益生菌的微囊化己被证明是提高益

生菌存活率和胃肠道耐受性最好的方法之一。 国内

外已有众多学者在利用微囊化技术提高益生菌的抗

逆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3]。 将双歧杆菌制成微

胶囊是最有效、最有前景的一种方法[4],良好的微胶

囊条件可使活性双歧杆菌安全通过外界环境、胃液等

不利因素到达肠道,从而增加肠道中有效双歧杆菌的

数量[5 - 6],同时可实现其在肠道中的精准缓释[7]。
微囊化技术是指利用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

作为壁材,将固体、液体或气体等芯材包埋在生物相

容性或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基质或壳体内的一类技

术[8]。 在食品加工领域,微囊化技术可显著提高益

生菌在加工过程中的存活数量,从而增强酸乳及其制

品、果汁和风味面包等的保健功能[9 - 10];在农业生物

技术领域,微囊化技术可用于生产兽用口服疫苗,刺

激动物机体产生黏膜免疫应答[11]。
目前,在食品行业中,研究和应用比较成熟的微

胶囊化技术有挤压法、乳化法和喷雾干燥法[12]。 但

是,挤压法囊径较大,规模化生产难度高;常规乳化法

对璧材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微囊化颗粒较大。 喷雾干

燥法是将芯材分散于囊壁材料的稀溶液中,再经较高

温度下溶剂迅速蒸发而使壁材析出成囊。 传统喷雾

干燥法存在 2 个缺点:一是蒸发温度高且暴露在有机

溶剂或空气中,活性物质易失活,特别是活性益生菌

原料;二是由于溶剂的快速除去,囊壁上易有缝隙,致
密性差,但这些缺陷在低温操作下可避免[13]。 鉴于

微囊化对益生菌活性的保护作用,结合挤压法、乳化法

和传统喷雾干燥法的优缺点,本文首次研究新型静电

喷雾干燥法制备微囊化益生菌,优化保护剂组成和微

囊化工艺,并与传统喷雾干燥法和乳化法进行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乳双歧杆菌 BL03(Bifidobacterium lactis BL03),
江南大学;海藻糖、胆盐,Amresco 公司;CaHPO4,中国

医药集团;麦芽糊精,罗盖特;MRS 培养基,北京奥博

星;胃蛋白酶(10 000 U / g)、胰蛋白酶(250 U / g),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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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Sigma 公司;亚麻酸,陕西晨明生物;阿拉伯胶,安
徽宏通生物;脱脂乳粉,新西兰恒天然;海藻酸钠,河
南优元生物; β-环糊精,华兴生物化工;解囊液:
Na2HPO4·12H2O 溶液 35. 8 g / L,柠檬酸溶液 10. 5
g / L,pH 7. 4,灭菌备用;无菌生理盐水:8. 5 g NaCl 稀
释到 1 000 mL,灭菌备用。
1. 2　 仪器与设备

PolarDry Model 050 Electrostatic Spray Dryer,Flu-
id Air; Smart Coater DII-29030SCTR、 SEM JCM-7000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 JEOL;数显生化培养箱,
金坛市新航仪器厂;238210 型超净工作台, 苏净集

团;分析天平,上海精密天平仪器厂;SPRAYDRIVER
SD204 喷雾干燥器,英国 Armfield;FD-1A-80 真空冷

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实验仪器;RC25C 低温高速离心

机,美国 Sorvall instruments DuPont; FE20 / EL20 pH
计,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mLS-3750 高压蒸汽

灭菌锅,日本 SANYO。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菌种活化

将乳双歧杆菌 BL03 菌种无菌接种于 MRS 液体

培养基中,37 ℃恒温培养 OD600至 3. 0 ~ 5. 0, 然后按

5% (体积分数)接种于 MRS 液体培养基中,37 ℃恒

温培养24 h,反复活化 2 ~ 3 次。
1. 3. 2　 纯菌泥的制取

经扩大培养的乳双歧杆菌 BL03,OD600在 8. 0 ~
10. 0,低温高速离心机离心 15 min(8 000 r / min,10
℃),弃上清液, 收集菌泥至三角烧瓶中,4 ℃冰箱中

保存。
1. 3. 3　 静电喷雾干燥

静电喷雾是通过在较低温度(室温至 90 ℃)的

惰性环境中(氧气体积分数 < 5% )产生静电雾化,先
将乳化液进行静电离子化处理,静电效应将极性水分

子和极性溶剂排斥到外表面,非极性的活性物质和赋

形剂聚集在核心内部,再在较低温度下进行水分和溶

剂蒸发干燥,从而形成微囊。
保护剂优化:制备微生物胶囊通常可采用海藻酸

盐作为成膜材料[14 - 15],海藻糖、亚麻酸、CaHPO4、β-
环糊精、阿拉伯胶也是常用的保护剂成分。 分别将不

同质量分数的上述物质加入到 5% 的麦芽糊精乳液

中开展保护剂单因素试验,纯菌泥与保护剂以一定比

例[m(菌泥)∶ m(保护剂) = 1∶ 2]进行乳化保护。 选

取保护效果较好的 4 种保护剂进行 4 因素 3 水平正

交试验设计,得到静电喷雾干燥复配保护剂。 喷雾条

件为:气体流速 30 Nm3 / h,进风温度 80 ℃,物料泵流

量 30 r / min,静电压 20 kV,雾化压力为 220 kPa。
喷雾参数优化:选取喷雾干燥可变参数进风温

度、物料泵流量、静电压为工艺参数,以存活率为响应

因子,设计 3 因素 3 水平正交试验。
1. 3. 4　 常规喷雾干燥

选取脱脂乳粉、麦芽糊精、阿拉伯胶为保护剂,纯
菌泥与保护剂以一定比例[m(菌泥) ∶ m(保护剂) =
1∶ 2]进行乳化保护,喷雾干燥条件为,进风温度 130
℃,物料泵流量 45 r / min。
1. 3. 5　 乳化冷冻干燥

选取脱脂乳粉、海藻糖、海藻酸钠为保护剂,纯菌

泥与保护剂以一定比例[m(菌泥)∶ m(保护剂) =1∶ 2]
进行乳化保护,1 000 r / min 乳化 10 min,低温真空冷冻

干燥,冻干条件: - 50 ℃预冷冻 2 h,逐步升温至 - 18
℃,干燥 24 h,再升温至 28 ℃,干燥 4 h,周期48 h。
1. 3. 6　 模拟胃液实验

向 MRS 培养基中加入质量分数 0. 5% 的胃蛋白

酶,调 pH 值至 2. 0,用 0. 22 μm 的微孔滤膜过滤备用,
分别接种优化后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

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冻干菌粉,37 ℃厌氧条

件下作用 0、1、2 h 后取样测定活菌数,计算存活率[16]。
1. 3. 7　 模拟肠液实验

向 MRS 培养基中加入质量分数 1. 0%的胰蛋白

酶和 0. 3%的胆盐,调 pH 值至 6. 5,用 0. 22 μm 的微

孔滤膜过滤备用,分别接种优化后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

冻干菌粉,37 ℃厌氧条件下作用 0、1、2、3、4 h 后取样

测定活菌数,计算存活率[16]。
1. 3. 8　 温度稳定性试验

将优化后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

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冻干菌粉置于 4、25 ℃
恒温恒湿生化培养箱中,控制相对湿度为 65% ,测定

0、1、3、6、9、12 月活菌数,计算存活率。
1. 3. 9　 微胶囊包埋率的测定

分别取 1 g 优化后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

干燥菌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冻干菌粉,加入

9 mL pH 7. 4 的解囊液中,37 ℃振荡完全崩解后,用
无菌生理盐水进行梯度稀释,稀释至活菌数在 30 ~
300 CFU / mL。 分别取 0. 1 mL 3 个梯度稀释的菌悬

液滴于平板上,倾注 MRS 液体培养基,缓慢混合均

匀,倒置在 37 ℃恒温条件下培养 72 h,观察菌落生

长情况并计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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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 1 g 优化后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

干燥菌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冻干菌粉,加入

9 mL 稀释液中,37 ℃振荡完全稀释后,用无菌生理

盐水进行梯度稀释计数,按公式(1)计算包埋率:

包埋率 / % = 1 -
C1

C0
( ) × 100 (1)

式中:C1,稀释液中的活菌数,CFU / g;C0,解囊液中的

活菌数,CFU / g。
1. 3. 10　 扫描电镜观察微胶囊益生菌

参考 MARESCA 等[18] 方法,将优化后的乳双歧

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

乳化冻干菌粉分别置于 Smart Coater 仪器中涂膜 2
min,再用 JCM-7000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100、
12 000 倍的扫描图像,加速电压 15 kV。

2　 结果与分析

2. 1　 保护剂对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微囊

化活菌数的影响

2. 1. 1　 单一保护剂对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乳双歧杆

菌 BL03 活菌数的影响

分别将不同质量分数的海藻酸钠、海藻糖、亚麻

酸、CaHPO4、β-环糊精和阿拉伯胶加入到 5% 质量分

数的麦芽糊精溶液中进行单因素试验,由图 1 可知,
海藻糖为 14% 、亚麻酸为 8% 、CaHPO4 和 β-环糊精

为 11%时静电喷雾干燥的乳双歧杆菌 BL03 的存活

率最高, 并且随着海藻糖、 β-环糊精、 亚麻酸和

CaHPO4含量的增加其存活率反而下降。 海藻糖在干

燥过程中会形成玻璃态,且黏度很大,质量分数高于

14%时黏度过高反而会影响分子扩散能力。 β-环糊

精为环状低聚糖,具有成膜性,当质量分数超过 11%
时会抑制极性物质迁移。

B1 -海藻酸钠;B2 -海藻糖;B3 -亚麻酸;B4 -CaHPO4;

B5 -β-环糊精;B6 -阿拉伯胶

图 1　 单因素保护剂对静电喷雾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single protectants on survival rate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B. lactis BL03

CaHPO4 中的 Ca2 + 在静电效应下能加快体系中

极性分子的迁移和干燥,但当阳离子数量显著高于阴

离子数量,离子间作用力破环,微胶囊化效果不理

想[19]。 当体系中添加一定量的亚麻酸时,有助于形

成 W/ O 的乳浊液体系,为双歧杆菌提供厌氧的

环境。
2. 1. 2　 复合保护剂对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乳双歧杆

菌 BL03 活菌数的影响

复合保护剂中的各成分在干燥中均发挥着各自

的作用,同时相互间又具有协同作用,只有在比例及

含量达到协调时,才能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20]。 选

取海藻糖、β-环糊精、亚麻酸和 CaHPO4 进行 4 因素 3
水平正交试验,设计复合保护剂正交试验如表 1 所

示。 由表 2 可知,实验组 6 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

喷雾干燥微囊化菌粉存活率最高,A2B3C1D2 组合存

活率高达 86. 37% ,各组分质量分数分别为海藻糖

14% ,亚麻酸 10% ,CaHPO46% ,β-环糊精 11% 。 通

过均值和极差分析,4 种保护剂的保护效果依次是海

藻糖 > β-环糊精 > CaHPO4 > 亚麻酸。 优化后的保护

剂能显著提高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微囊

化的存活率。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水平

因素

A(海藻糖) /
%

B(亚麻酸) /
%

C(CaHPO4) /
%

D(β-环糊精) /
%

1 12 6 6 5
2 14 8 11 11
3 16 10 16 17

表 2　 复合保护剂对静电喷雾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ompound protectants on survival
rate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B. lactis BL03

实验
序号

A(海藻
糖) / %

B(亚麻
酸) / %

C(CaHPO4) /
%

D(β-环
糊精) / %

存活
率 / %

1 1 1 1 1 64. 52
2 1 2 2 2 69. 31
3 1 3 3 3 52. 79
4 2 1 2 3 72. 74
5 2 2 3 1 80. 67
6 2 3 1 2 86. 37
7 3 1 3 2 71. 68
8 3 2 1 3 65. 72
9 3 3 2 1 68. 68
K1 62. 21 69. 65 72. 20 71. 29
K2 79. 93 71. 90 70. 24 75. 79
K3 68. 69 69. 28 68. 38 63. 75
R 17. 72 2. 62 3. 82 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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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静电喷雾干燥工艺对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

率的影响

选取进风温度、物料泵流量、静电压设计 3 因素

3 水平正交实验。 如表 3 所示,复合保护剂 6 为乳化

保护剂,考察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微囊化后的

存活率,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3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水平
A(进风

温度) / ℃
B(物料泵

流量) / ( r·min - 1)
C(静

电压) / kV
1 70 20 15
2 80 30 20
3 90 40 25

表 4　 静电喷雾干燥工艺对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on
survival rate of B. lactis BL03

实验
序号

A(进风
温度) / ℃

B(物料泵

流量) / ( r·min - 1)
C(静

电压) / kV
存活
率 / %

1 1 1 1 62. 14
2 1 2 2 71. 82
3 1 3 3 65. 35
4 2 1 2 73. 46
5 2 2 3 89. 26
6 2 3 1 76. 11
7 3 1 3 57. 57
8 3 2 1 60. 19
9 3 3 2 66. 52
K1 66. 44 64. 39 66. 15
K2 79. 61 73. 76 70. 60
K3 61. 43 69. 33 70. 73
R 18. 18 9. 37 4. 58

　 　 由表 4 可知,实验组 5 的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

喷雾干燥微囊化活菌数存活率最高,A2B2C3 组合时

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高达 89. 26% ,即进风温度

80 ℃,物料泵流量 30 r / min,静电压 25 kV。 通过均

值和极差分析,3 种工艺参数对活菌数存活率影响大

小依次是进风温度 > 物料泵流量 > 静电压。 喷雾干

燥过程中高温会对菌体结构如细胞膜、核糖体、核酸、
蛋白质等造成破坏,致使细胞死亡,通过加大喷雾干

燥物料流量,可使单位量的物料受热减少,降低菌体

的损伤[21]。
2. 3　 模拟胃液、肠液对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的影响

分别将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

乳双歧杆菌 BL03 菌粉在模拟胃液环境下处理 0、1、
2 h,其存活率如图 2 所示。 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乳

双歧杆菌 BL03 具有较强的耐受胃液能力,作用 2 h
的存活率超过 80% ,优于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
可能与微囊化包埋效果相关。

图 2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模拟胃液中的存活率

Fig. 2　 Survival rates of different microencapsulated
B. lactis BL03 at simulated gastric fluid

分别将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

乳双歧杆菌 BL03 菌粉在模拟肠液环境下处理 0、1、
2、3、4 h,其存活率如图 3 所示。 静电喷雾干燥微囊

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具有较强的耐受肠液能力,作用

4 h 的存活率达 75% ,明显优于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

干燥,可能与微囊化包埋效果相关。

图 3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模拟

肠液中的存活率

Fig. 3　 Survival rates of different microencapsulated
B. lactis BL03 at simulated intestinal fluid

叶贤江等[22]研究了双歧杆菌混凝胶微胶囊制备

和经人工模拟肠胃环境处理后,活菌数均保持原来的

数量级,平均存活率为 49. 8% ,远高于对照菌悬液

(0. 13% ),与 SHU 等[23]研究的微胶囊化两歧双歧杆

菌 BB01 研究结果相符,也与本研究中乳化干燥菌粉

研究结果相符,均明显低于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菌粉

存活率。
2. 4　 储存温度对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稳定

性的影响

分别将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

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4 ℃恒温恒湿环境下处理 1、3、
6、9、12 个月,其存活率如图 4 所示。 静电喷雾干燥微

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4 ℃下的稳定性优于常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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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干燥和乳化干燥,但稳定性差异不大。

图 4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4 ℃的稳定性

Fig. 4　 Stability of different microencapsulated B. lactis BL03 at 4 ℃

分别将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

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25 ℃恒温恒湿环境下处理 1、3、
6、9、12 个月,其存活率如图 5 所示。 静电喷雾干燥

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25 ℃下 12 个月存活率超

过 70% ,明显优于乳化干燥的 40% ,而与常规喷雾干

燥的稳定性差异不大,可能与微囊化包埋效果有关,
另外可能与喷雾干燥处理工艺有关。

图 5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25 ℃的稳定性

Fig. 5　 Stability of different microencapsulated B. lactis BL03 at 25 ℃

2. 5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的包埋率

分别将乳双歧杆菌 BL03 在静电喷雾干燥、常规

喷雾干燥和乳化干燥下进行微囊化处理,微囊化包埋

率如图 6 所示。 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包埋率高达

93. 3% ,明显高于乳化干燥的 57. 5% ,高于 HOLKEM
等[24]制备的双歧杆菌 BB-12 冻干微胶囊的包埋效率

(89. 71% )。 说明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包埋效果

很好。

图 6　 不同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的包埋率

Fig. 6　 Embedding rates of different microencapsulated B. lactis BL03

2. 6　 不同微囊化方法乳双歧杆菌 BL03电镜图片分析

观察乳双歧杆菌 BL03 在 100、12 000 倍下的静

电喷雾干燥菌粉、常规喷雾干燥菌粉和冷冻干燥菌

粉。 从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粉 100 倍

扫描电镜图像(图 7-a)可知,分布有大量较规则球状

颗粒,且大部分颗粒簇拥成团,说明微囊化包埋率较

好,单个细菌细胞包埋程度好,因为成团簇拥,推测菌

粉溶解性好。 图 7-b 是乳双歧杆菌 BL03 常规喷雾干

燥菌粉 100 倍扫描电镜图像,大小不一,球状形态,球
体直径相差较大,说明常规喷雾干燥微囊化包埋效果

不均一,大量菌体成团后才形成微囊化,影响单个菌

体细胞包埋效率。 图 7-c 是乳双歧杆菌 BL03 乳化冷

冻干燥菌粉 100 倍扫描电镜图像,成不规则碎石状,
大小不一,部分粘连,单个菌体细胞包埋效果不佳。

a-静电喷雾干燥组;b-常规喷雾干燥组;c-乳化冷冻干燥组

图 7　 三种干燥方式下乳双歧杆菌 BL03 的扫描

电镜图像( × 100)
Fig. 7　 SEM images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traditional spray drying and freeze drying B. lactis BL03

从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粉 12 000
倍扫描电镜图像(图 8-a)可知,微囊化球体表面光

滑,成膜性良好,无明显裂缝,密封性好,推测单个菌

体细胞微囊化保护效果很好,抗逆性环境干扰能力

强。 另外,推测球体凸起部分是双歧杆菌菌体形状。
图 8-b 是乳双歧杆菌 BL03 常规喷雾干燥菌粉 12 000
倍扫描电镜图像,成褶皱球形,表面凹凸不平,因为常

规喷雾干燥是微囊化表层水分蒸发后,内部水分迁移

至外层,导致内部结构塌陷,影响菌体微囊化保护效

果。 另外,从电镜图像(图 8-b)大小可推测多个菌体

细胞成团后才形成微囊化包埋。 图 8-c 是乳双歧杆

菌 BL03 乳化冷冻干燥菌粉 12 000 倍扫描电镜图像,
微囊化菌体表层有大量裂痕,不光滑,密封性不佳,菌
体微囊化保护效果差,逆性环境抵抗能力差。 在冷冻

干燥过程中,水由冰晶直接升华而失去水分,菌剂微

观结构呈现块状并有许多孔洞[25]。 另外,从电镜图

像(图 8-c)可观察到大量水珠状球体,从大小推测可

能是乳双歧杆菌菌体细胞,因此,其微囊化包埋效果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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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静电喷雾干燥组;b-常规喷雾干燥组;c-乳化冷冻干燥组

图 8　 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

乳化冷冻干燥扫描电镜图像( × 12 000)
Fig. 8　 SEM images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traditional spray drying and freeze drying B. lactis BL03

通过乳双歧杆菌 BL03 静电喷雾干燥菌粉、常规

喷雾干燥菌粉和乳化冷冻干燥菌粉扫描电镜图像分

析,其微囊化扫描电镜结构差异显著,进一步证明了

不同微囊化菌粉的抗逆性能力和包埋率差异。 静电

喷雾干燥菌粉外表面未出现裂纹,这对保护微球内部

菌体免受高温损伤及防止存储过程中细胞膜脂质的

过氧化有重要作用。

3　 总结

静电喷雾干燥是活性物质包埋保护的新型微囊

化技术,由于益生菌自身的特性,大部分益生菌的活

性会受制备过程、储存过程和人体胃肠道环境影响,
导致益生菌功能表达降低。 本文首次研究了静电喷

雾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微囊化保护剂,通过单因素

和正交试验,最优保护剂各组分质量分数分别为海藻

糖 14% ,亚麻酸 10% ,CaHPO4 6% ,β-环糊精 11% ,
静电喷雾微囊化乳双歧杆菌 BL03 存活率高达

86. 37% 。 在最优保护剂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优化

最佳静电喷雾微囊化工艺进风温度 80 ℃,物料泵流

量 30 r / min,静电压 25 kV,存活率高达 89. 26% 。
首次研究比较了静电喷雾干燥、常规喷雾干燥和

乳化冷冻干燥 3 种不同微囊化方法包埋乳双歧杆菌

BL03 的效果。 静电喷雾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在模

拟胃液、肠液和储存温度耐受下的活菌数存活率均高

于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冷冻干燥,模拟胃液作用 2 h
存活率超过 80% ,模拟肠液作用 4 h 的存活率达到

75% ,25 ℃下 12 个月存活率超过 70% ,平均提高了

45% ~75%左右。 优化保护剂和工艺后的静电喷雾

干燥乳双歧杆菌 BL03 包埋率高达 93. 3% ,明显高于

乳化干燥微囊化方法包埋率 57. 5% 。 首次通过扫描

电镜图像分析,乳双歧杆菌 BL03 菌粉的静电喷雾干

燥微囊化包埋效果明显优于常规喷雾干燥和乳化冷

冻干燥,同时,进一步证明了不同微囊化方法包埋乳

双歧杆菌 BL03 菌粉抗逆性等性能。 该研究说明新

型静电喷雾干燥微囊化方法适合包埋乳双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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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microencapsulated Bifidobacterium lactis BL03

JIANG Tian1,LU Wenwei1,2,CUI Shumao1,ZHANG Hao1,2,3,ZHAO Jianxin1,2∗

1(College of Food,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2(Institute of Food Bio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Yangzhou),Yangzhou 225004,China)

3(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Functional Food,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is a new microencapsulated probiotics method. The protectants and process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were determined using single factor design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 for Bifidobacterium lactis BL03. The optimized protectants
were 14% trehalose, 10% linolenic acid, 6% calcium hydrophosphate and 11% β-cyclodextrin. The optimized process for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microencapsules were as follows:inlet temperature was 80 ℃, pump flow was 30 r / min, electrostatic charge was 25 kV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89. 26%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s showed that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had the best effect of
microencapsulation. Embedding rate of microencapsules was 93. 3% for B. lactis BL03. Compared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with traditional
spray drying and freeze dry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was above 80% when treated with simulated gastric fluid for
2 hours, and reached 75% with simulated intestinal fluid after 4 hours. The survival rate was over 70% at the temperature of 25 ℃ after
12 months.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 wa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spray drying and freeze drying.
Key words　 electrostatic spray drying;Bifidobacterium lactis;probiotics;microencaps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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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表面微生物群落演替规律

邓祥宜,李继伟,何立超,张原源,黄国威,鲍晓龙,邱朝坤∗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科技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摘　 要　 为揭示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演替规律,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不同发酵时间火腿表面细

菌和真菌群落组成,并对物种相关性和微生物群落功能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宣恩火腿表面细菌群落多样性在

发酵过程中持续增加,共检出 11 个门和 96 个属;发酵前、中期,木糖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xylosus)占绝对优

势( > 98% ),发酵后期主要优势属为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沙雷氏菌属(Serratia)和甲基菌属(Methylobac-
terium)。 宣恩火腿表面真菌群落多样性相对稳定,共检出 3 个门和 8 个属;发酵前、中期的优势属为曲霉属(As-
pergillus)、未分类真菌 g_unclassified_k_Fungi(OTU7)和节菌属(Wallemia),发酵后期的优势属为曲霉属、未分类

真菌和酵母(g_unclassified_o_Saccharomycetales)。 物种相关性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曲霉属 Aspergillus cibarius 和木

糖葡萄球菌呈正相关,与其他细菌呈负相关;帚状曲霉(Aspergillus penicillioides)、未分类酵母与木糖葡萄球菌呈

负相关,与其他细菌呈正相关。 功能预测结果表明,细菌和真菌均对宣恩火腿中蛋白质、脂肪的降解有重要作

用。 该研究揭示了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表面微生物群落演替规律,可为人工接种生产火腿提供参考,以便进一

步改善火腿品质、缩短加工周期和提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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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恩火腿是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一带特产,其在乾

隆时期曾作为贡品,以宣恩县所产火腿最负盛名,甚
至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腿”之一[1 - 2]。 宣恩火腿一直

沿用传统工艺生产,微生物自然接种,在长达 1 ~ 2 年

的加工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质地和风味。 关于宣恩

火腿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脂肪等理化指标的变化规律

已有报道[2 - 4],但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的

变化规律有待揭示。
研究微生物群落的方法主要包括分离培养

法[5]、Biolog-ECO 微平板技术[6]、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法[7]、16S rRNA / 18S rRNA / ITS 基因克隆文库测序

法[8]和高通量测序法等。 高通量测序技术,又称下

一代测序技术,通过测定细菌 16S rRNA 序列、真菌

ITS 序列等,与对应的物种分类数据库进行比对,从
而确定微生物种类和丰度[9 - 11];其虽然不能获得纯

培养菌株,但一次可测得单个样本中数万条菌株序列

信息,故能以更高的灵敏度、准确度和相对低廉的价

格快速鉴定样本中的微生物种类和丰度,包括丰度很

低的种类[12 - 13]。

微生物在火腿发酵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火

腿的风味、品质和安全性密切相关,研究火腿发酵过

程中微生物群落组成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本文利

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同发酵期宣恩火腿表面的细

菌、真菌群落多样性进行研究,以期为宣恩火腿建立

工业化生产工艺作铺垫。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及取样

不同发酵期宣恩火腿表面(肉面)微生物样本,
于 2019 年 11 月湖北省思乐牧业集团有限公司采样。
宣恩火腿加工工艺流程[4, 14]:选腿(猪后腿)→修胚

→摊凉→腌制→洗腿→整形→烘腿→入库发酵→洗

霉→修割→验收。 自“入库发酵”开始计算发酵时

间,取样点为发酵前期(发酵 40 d,霉菌生长完全覆

盖火腿表面)、发酵中期(发酵 90 d,霉菌生长最旺盛

阶段)、发酵后期(发酵 570 d,霉菌生长消退;发酵

180 d 以上为发酵后期,但发酵 1 ~ 2 年能更好地保证

火腿中病毒失活,增加安全性和品质[15])。 采样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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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89. 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总则》规定,各阶段样本分别随机选取 20 个面

积约 5 cm ×5 cm 的取样区(肉面),用灭菌棉球反复

擦拭火腿表面(肉面)微生物,并清洗到 100 mL 无菌

水中,而后转移至无菌离心管,6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取沉淀备用。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GeneAmp® 9700 型 PCR 仪, 美 国 ABI 公 司;
QuantiFluorTM-ST 蓝色荧光定量系统,美国 Promega 公

司;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TruSeqTM DNA Sample
Prep Kit,美国 Illumina 公司;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 土壤 DNA 快速提取试剂盒,美国 MPbio 公司;
TransStart Fastpfu DNA 聚合酶,北京 TransGen 生物;
AxyPrep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美国 Axygen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微生物基因组 DNA 的提取及高通量测序

取沉淀样本,用土壤DNA 快速提取试剂盒提取总

DNA,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用 NanoDrop 2000 测

定 DNA 纯度和含量。 通过 PCR 扩增细菌 16S rRNA
V3 ~ V4 区,引物为 338F(5′-ACTCCTACGGGAGGCAG-
CAG-3′)、806R (5′-GGACTACHVGGGTWTCTAAT-3′),
扩增真菌 ITS1-ITS2 序列,引物为 ITS1F(5′-CTTGGT-
CATTTAGAGGAAGTAA-3′)、 ITS2R (5′-GCTGCGTTC-
TTCATCGATGC-3′);PCR 产物经电泳、回收、定量分

析后进行 Illumina MiSeq 测序[16],测序公司为上海美

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 3. 2　 高通量测序结果分析

MiSeq 高通量测序结果借助美吉生物云平台进

行分析,主要分析流程为:将测序原始序列进行拼接

和质控,按样本进行操作分类单元( operational taxo-
nomic unit,OTU)聚类分析和物种分类学分析,对数

据进行抽平处理;基于抽平后的 OTU 进行 Alpha 多

样性分析;基于分类学信息,在不同分类学水平上进

行群落结构统计分析;并对细菌、真菌优势种进行物

种相关性网络分析、系统发育分析(即进化分析);并
对群落功能进行预测。

OTU 分析使用 Usearch 平台 ( version 7. 0, ht-
tp: / / drive5. com / uparse / ),相似性在 97% 以上的序

列聚为一类,细菌比对 Silva 数据库(Release132, ht-
tp: / / www. arb-silva. de),真菌比对 Unite 数据库(Re-
lease 7. 2, http: / / unite. ut. ee / index. php);物种相关

性网络分析使用 Networkx 软件;系统发育分析使用

FastTree 软件 ( version 2. 1. 3, http: / / www. microbe-
sonline. org / fasttree / );功能预测分析使用 PICRUSt 软
件包 ( version 1. 1. 0, http: / / picrust. github. io /
picrust / ),细菌使用 EggNOG(evolutionary genealogy of
genes:Non-supervised Orthologous Groups,http: / / egg-
nog. embl. de / )数据库,真菌使用 MetaCyc( https: / /
metacyc. org / )数据库;样本与物种关系 Circos 图用

Circos-0. 67-7 ( http: / / circos. ca / ) 完成,其他图使用

Excel 软件、R 语言工具统计和作图。
1. 3. 3　 高丰度未知物种的进一步注释

高通量测序结果分析中,一些物种的分类无法确

定(no_rank / unclassified),挑选其中高丰度 OTU 代表

序列,在线比对NCBI 中的16S rRNA 或 ITS 数据库(如
果没有高度相似序列,则进一步比对 nr 数据库),并基

于查询的 16S rRNA 或 ITS 序列,用 MEGA7 软件通过

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发生进化树,以对物种进行更精

确的注释(Bootstrap 值设置为 1 000 次重复) [17]。

2　 结果与分析

2. 1　 样本序列统计

宣恩火腿样本测序信息见表 1。 经质控、拼接,
细菌 (含古菌) 16S rRNA 序列 V3 ~ V4 区共测得

134 721条序列,平均长度 426 bp;真菌 ITS1-ITS2 序

列共测得 111 395 条序列,平均长度 231 bp。 按最小

序列数抽平处理[18],获得抽平后的序列数为细菌

38 829条 /样本、真菌 36 268 条 /样本。

表 1　 样本信息和 Alpha 多样性指数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and Alpha diversity index

测序区 不同发酵期火腿 序列数(抽平后) sobs 指数 shannon 指数 simpson 指数 ace 指数 chao 1 指数 coverage 指数

细菌 / 古菌
(16S)

A(前期) 38 829 19 0. 016 2 0. 996 7 57. 781 5 30. 25 0. 999 7
B(中期) 38 829 64 0. 105 7 0. 976 2 80. 784 8 76. 75 0. 999 5
C(后期) 38 829 123 1. 618 3 0. 285 1 127. 637 0 125. 25 0. 999 7

真菌(ITS)
A(前期) 36 268 16 1. 470 0 0. 263 3 19. 776 8 17 0. 999 9
B(中期) 36 268 19 1. 186 5 0. 383 0 19 19 1
C(后期) 36 268 16 1. 588 3 0. 246 0 16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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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宣恩火腿微生物群落 Alpha 多样性分析

宣恩火腿表面微生物群落 Alpha 多样性指数见

表 1。 多样性指数中,sobs 指数、ace 指数和 chao1 指

数可显示群落物种的丰富度,数值越大代表物种丰富

度越高;shannon 指数和 simpson 指数综合反映群落

多样性, shannon 指数越大代表群落多样性越高,
simpson 指数越小代表群落多样性越高;coverage 指

数显示物种覆盖度,值越接近 1(即 100% )表明测序

越全面,越能代表样本真实物种组成情况[19 - 20]。
表 1 中,所有样本真菌和细菌测序的覆盖率

(coverage)指数均大于 99. 9% ,同时样品稀释曲线趋

于平缓(图 1),说明增加测序量只能发现极少量的物

种,即测序结果能很好地反应样本微生物多样性。 宣

恩火腿发酵过程中,细菌 (含古菌) 的 sobs、 ace 和

chao1 指数持续增加,显示物种丰富度不断提高;
shannon 指数持续显著增加,simpson 指数持续显著减

小,显示细菌多样性持续提高。 发酵过程中,真菌

sobs、ace 和 chao1 指数变化较小,显示真菌物种丰富

度变化相对较小;真菌的 shannon 指数先减小后增

大,simpson 指数先增大后减小,但变化幅度均较小,
显示真菌多样性波动较小,呈现微弱的先减小后增大

的趋势。 另外,比较 sobs 指数、ace 指数和 chao 1 指

数可发现:细菌物种丰富度整体大于真菌。 因此,在
发酵过程中,宣恩火腿表面细菌丰富度和多样性持续

增加,真菌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波动较小,且整个发酵

过程中细菌物种丰富度大于真菌。

图 1　 样品稀释曲线

Fig. 1　 Rarefaction curves of samples
注:A-b、B-b、C-b 依次为发酵前期、中期、后期火腿样本的细菌群落;

A-f、B-f、C-f 分别为发酵前期、中期、后期火腿样本的真菌群落

2. 3　 宣恩火腿微生物群落组成分析

2. 3. 1　 细菌(含古菌)群落组成分析

在 97%的相似水平上对宣恩火腿表面细菌 16S
rRNA V3 ~ V4 区测序结果进行 OTU 分析,通过 Venn
图展示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共有和独有的细菌(含

古菌)物种数如图 2-a 所示。 所有样本中共测得 133
个细菌 OTUs,其中发酵前期、中期、后期的火腿样本

依次测得 19、64、123 个 OTUs;说明宣恩火腿发酵过

程中,细菌群落丰富度逐渐增加,不断有新的细菌种

类参与发酵过程。
在门水平上,所有样本共检出 11 个门的细菌,除

1 个丰度很低的古细菌门(Euryarchaeota,广古菌门,
占比 < 0. 01% )外,其余 10 个为真细菌门,主要包括

厚壁菌门(Fir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拟
杆菌门(Bacteroide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等。
发酵前、中期,厚壁菌门占绝对优势( > 99% );发酵

后期,变形菌门占 69% ,而厚壁菌门下降到 27% (图
2-b)。 宣恩火腿表面细菌在属水平(共 96 个)、种水

平(共 125 个)上的组成分别见图 2-c 和图 2-d。 图 2-
d 为 Circos 图,是一种描述样本与物种之间对应关系

的可视化圈图,其不仅反映了每个样本的优势物种组

成比例,同时也反映了各优势物种在不同样本(分
组)中的分布比例[21]。 发酵前、中期,葡萄球菌属的

木糖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xylosus)占据绝对优势

( > 98% );发酵后期,沙雷氏菌属( Serratia)未知种

unclassified_g_Serratia(OTU61)占比最大,为 42. 2% ,
前期占优势的木糖葡萄球菌下降到 24. 9% ,根瘤菌

科未知属未知种 s_uncultured_Rhizobiales_bacterium
(OTU113)占 20. 8% ,甲基菌属的藤黄亚甲基杆菌

(Methylobacterium fujisawaense)占 3. 9% ,Solitalea 属

未培养菌 s_uncultured_bacterium_g_Solitalea 占 1. 9%
(OTU72),芽孢杆菌科未知种 s_unclassified_f_Bacil-
laceae 占 1. 6% (OTU37),其他占 4. 7% 。

综上,宣恩火腿发酵中,细菌群落丰富度不断增

加,各物种相对丰度呈动态变化,发酵前、中期主要为

木糖葡萄球菌,发酵后期的主要优势属为葡萄球菌

属、沙雷氏菌属和甲基菌属。
2. 3. 2　 真菌群落组成分析

在 97% 的相似水平上对真菌 ITS1-ITS2 测序结

果进行 OTU 分析,通过 Venn 图展示宣恩火腿发酵过

程中共有和独有的真菌物种数目信息(图 2-f)。 3 个

发酵期样本中真菌群落共测得 21 个 OTUs,其中发酵

前、中、后期的火腿样本依次测得 16、19、16 个 OTUs。
所有发酵期共有 OTUs 为 12 个,占 57% ;发酵前期没

有独有 OTUs,发酵中、后期分别独有 1、2 个 OTUs。
因此,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真菌种类较为稳定,57%
的种类在整个发酵期始终存在。

宣恩火腿真菌包括子囊菌门(Ascomycota)、担子



研究报告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37　　　

a-细菌 OTU 水平 Venn 图;b-细菌门水平相对丰度;c-细菌属水平相对丰度;d-细菌种水平 circos 图;
e-真菌种水平 Circos 图;f-真菌 OTU 水平 Venn 图;g-真菌门水平相对丰度;h-真菌属水平相对丰度

图 2　 宣恩火腿的微生物区系

Fig. 2　 The microbiota of Xuanen ham
注:A、B、C 依次为发酵前、中、后期的火腿样本

菌门(Basidiomycota)和未分类的门( unclassified_k_
Fungi)。 发酵过程中,子囊菌门占比持续增加,担子

菌门占比不断减少,未分类门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图 2-g)。 宣恩火腿表面真菌在属水平(共 8 个)、种
水平(共 12 个)上的组成分别见图 2-h 和图 2-e。 曲

霉属(Aspergillus)在发酵过程中较为稳定,发酵前、
中、后期占比依次为 37. 9% 、43. 2% 和 41. 0% ,但在

种水平上有物种更替,发酵前、中期 Aspergillus cibari-
us 占优势,而发酵后期帚状曲霉(Aspergillus penicil-

lioides)占优势;未分类真菌 s_unclassified _k_Fungi
(OTU7) 在发酵前、中、后期占比依次为 24. 3%、
46. 5%和 25. 6%;节菌属(Wallemia)在发酵过程中逐

渐下降,发酵前、中、后期占比依次为 37. 6%、9. 9%和

1. 5%;未分类酵母 unclassified _o _Saccharomycetales
(OTU20)由发酵前期未检出、中期占 0. 01%,到发酵后

期占 31. 1%,说明酵母是发酵后期优势类群之一。
综上,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真菌种类相对稳定,

但各物种相对丰度存在动态变化,发酵前、中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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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spergillus cibarius、未分类真菌(OTU7)、节菌属占

优势,发酵后期主要优势种为帚状曲霉、未分类真菌

(OTU7)、未分类酵母(OTU20)等。
2. 4　 物种相关性网络分析

2. 4. 1　 单因素网络分析

对宣恩火腿表面细菌、真菌优势种分别进行单因

素网络分析,当物种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合某一阈值

(P < 0. 05)时就用线连接,用不同颜色表示物种之间

正、负相关性[22],结果见图 3-a 和图 3-b。 细菌群落

中,木糖葡萄球菌与其他种类呈负相关,其他种之间

互为正相关(图 3-a)。 真菌群落中,曲霉属 Aspergil-
lus cibarius 和节菌属 s_unclassified_g_ Wallemia 呈正

相关;这两者与发酵后期占优势的帚状曲霉(A. pen-
icillioides)、巴恩曲霉菌(A. baarnensis)、三角山氏酵

母( Yamadazyma triangularis) 和未分类酵母 s _ un-
classified_o_Saccharomycetales(OTU20)均为负相关;
后 4 种真菌互为正相关(图 3-b)。 虽然发酵过程

中,未分类真菌(OTU7)丰度一直很高,但它与其他

种类真菌的丰度没有显著相关性,故未在图 3-b 中

显示。

a-细菌种水平单因素网络分析;b-真菌种水平单因素网络分析;c-细菌与真菌种水平双因素网络分析

图 3　 宣恩火腿微生物相关性网络分析

Fig. 3　 Network analysis for microbiota of Xuanen ham
注:节点大小与种的丰度成正比,红色连线代表正相关,绿色连线代表负相关;a 与 b 中节点颜色代表门类别,c 中节点颜色代表纲类别

2. 4. 2　 双因素网络分析

将主要细菌优势种和真菌优势种(作为其他因

子)进行双因素网络分析,结果见图 3-c。 曲霉属 As-
pergillus cibarius 与木糖葡萄球菌呈正相关,与其他细

菌呈负相关;帚状曲霉(A. penicillioides)、未分类酵母

(OTU20)与木糖葡萄球菌呈负相关,与其他细菌呈正

相关(图 3-c);其他主要真菌与细菌种类没有显著相

关性,故未在图 3-c 中显示。
2. 5　 进化分析

在种水平上对宣恩火腿主要细菌和真菌分别进

行进化分析,结果见图 4。 主要细菌种类来自厚壁菌

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等 4 个门(图 4-

a);主要真菌种类来自子囊菌门、担子菌门和未分类

的门(图 4-c)。 将 OTU 分析中没有成功注释到种的

OTU 代表序列,与 NCBI 数据库中相似度最高的序列

一起构建个性化系统发生树(图 4-b、4-d),以对物种

进行更精确的注释。
细菌(图 4-b)中,根瘤菌科未知种 uncultured _

Rhizobiales _ bacterium ( OTU113) 与 Methylobacterium
brachiatum 和 M. phyllostachyos 聚为一类,16S rRNA
序列一致度为 100% ,所以 OTU113 能进一步鉴定到

甲基菌属(Methylobacterium),可能为两者之一;同理,
芽孢杆菌科未知属未知种 unclassified _ Bacillaceae
(OTU37)可鉴定为 Corynebacterium tuberculostea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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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talea 属 未 知 种 uncultured _ bacterium _ Solitalea
(OTU72)可鉴定为 Oceanobacillus picturae,叶杆菌属

未 知 种 uncultured _ bacterium _ Phyllobacterium
(OTU84 ) 可鉴定为 Phyllobacterium myrsinacearum。
沙雷氏菌属未知种 unclassified_g_ Serratia(OTU61)
与未培养细菌序列 KF632521 聚为一类,序列一致度

100% ,其目前还不能鉴定到种;同理,肠杆菌科未知

属未 知 种 unclassified _ norank _ Enterobacteriaceae
(OTU124)不能鉴定到属。

真菌(图 4-d)中,未分类真菌 unclassified_Fungi

(OTU7)与未培养真菌 ITS 序列 KF221761 聚为一类,
序列一致度 99% ,其目前还不能进一步鉴定到门。
节菌属未知种 unclassified_Wallemia(OTU3、OTU4)分
别与 Wallemia sebi、Wallemia tropicalis 一致度达 99% ,
所以 unclassified_Wallemia 包括这 2 个种;酵母目未

分类种 unclassified_Saccharomycetales(OTU20)与嗜

糖假丝酵母(Candida glucosophila)、汉逊德巴利酵

母(Debaryomyces hansenii)聚在一起,但序列一致度

不高(分别为 93% 、83% ),故不能确定该酵母的

种属。

a-细菌种水平系统发生树及物种测序丰度图;b-细菌未分类 OTU 的进化分析;
c-真菌种水平系统发生树及物种测序丰度图;d-真菌未分类 OTU 的进化分析

图 4　 宣恩火腿主要微生物的进化分析

Fig. 4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major microorganisms of Xuanen ham
注:a ~ d 中,树枝长度为进化距离,分支节点处显示 1 000 次重复检验的置信值(% );a 和 c 中,进化树树枝颜色代表不同门,

右边柱状图展示的是物种在不同样本中的测序数(reads),A、B、C 依次为发酵前、中、后期的火腿样本

2. 6　 功能预测分析

通过 PICRUSt 对 16S rRNA 测序结果进行细菌

群落功能的预测,获得 OTU 对应的 COG 家族相对丰

度,结果见图 5。 忽略未知功能后,宣恩火腿表面细

菌功能主要包括氨基酸转运及代谢 (相对丰度

11. 2% ~11. 6% )、碳水化合物运输及代谢(7. 3% ~
8. 0% )、能量产生与转换(6. 4% ~ 6. 6% )、无机离子

转运及代谢 ( 7. 1% ~ 7. 5% )、脂类运输及代谢

(3. 4% ~ 3. 5% )等方面,这表明细菌群落对火腿蛋

白质、脂肪的降解有重要作用。
通过 PICRUSt 对 ITS 测序结果进行真菌群落的

功能预测,获得真菌 MetaCyc pathway 丰度(表 2)。
根据功能预测的丰度值,真菌群落主要功能包括有氧

呼吸、乙醛酸循环、脂肪酸 β 氧化、GDP 甘露糖生物

合成、三羧酸循环、鸟氨酸降解Ⅱ等途径。

表 2　 PICRUSt 推断的真菌 MetaCyc pathway 丰度(前 10)
Table 2　 Abundance of inferred MetaCyc pathways

by PICRUSt

排序 MetaCyc 途径 描述

MetaCyc pathway 丰度

发酵
前期

发酵
中期

发酵
后期

1 PWY-3781 有氧呼吸 170 495 179 527 171 301
2 GLYOXYLATE-BYPASS乙醛酸循环 81 441 83 034 79 124
3 PWY-7288 脂肪酸 β 氧化 82 535 73 634 57 755
4 PWY-5659 GDP 甘露糖生物合成 62 756 64 990 64 362
5 PWY-5690 三羧酸循环 61 357 62199 60 350
6 PWY-7111 丙酮酸发酵为异丁烷 57 640 57 450 56 243
7 PWY-7219 腺苷酸从头生物合成 57 059 57 076 57 077
8 PWY-7229 腺苷核苷酸从头生物合成途径Ⅰ 55 456 55 354 55 402
9 PWY-6606 鸟苷酸降解Ⅱ 58 261 60 523 44 212
10 NONOXIPENT-PWY 磷酸戊糖途径 53 435 54 031 50 906

　 　 其中,乙醛酸循环和脂肪酸 β 氧化都与脂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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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ICRUSt 推断的细菌 COG 功能相对丰度

Fig. 5　 Relative abundance of inferred bacterial COG
functions by PICRUSt

解密切相关,脂肪酸 β 氧化分解为乙酰 CoA 之后,在
乙醛酸体内生成琥珀酸、乙醛酸和苹果酸,从而进一

步代谢;鸟氨酸降解Ⅱ与蛋白质降解途径相关。 因

此,宣恩火腿表面真菌群落对脂肪、蛋白质的降解有

重要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发酵食品虽然种类繁多,但一般都具有各自相对

稳定的微生物生态系统[23]。 本文通过高通量测序技

术研究了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表面细菌和真菌的多

样性,揭示了群落演替规律。
实验中发现,宣恩火腿表面细菌主要为葡萄球菌

属(Staphylococcus)、沙雷氏菌属(Serratia)、甲基菌属

(Methylobacterium)(包括根瘤菌科未知属 g_norank_f
_Rhizobiaceae,其经进化分析也鉴定为甲基菌属)等;
其中,木糖葡萄球菌(S. xylosus)在发酵前、中期占绝

对优势( > 98% ),发酵后期下降到 24. 9% 。 有研究

表明,金华火腿发酵中葡萄球菌是优势细菌[24 - 25];云
腿主要优势细菌有表皮葡萄球菌(S. epidermidis)、肉
葡萄球菌 ( S. carnosus)、木糖葡萄球菌 ( S. xylosus)
等[26];木糖葡萄球菌能转换氨基酸,使得亮氨酸和其

他游离氨基酸含量增加从而提升火腿风味[27],发酵

后期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增加可能有利于火腿形成更

加丰富的风味。
本实验发现宣恩火腿表面真菌主要为曲霉属

(Aspergillus)、节菌属(Wallemia)、未分类真菌 unclas-
sified_Fungi(OTU7)和酵母;曲霉属在整个发酵过程

中均有较高丰度,节菌属在发酵中丰度逐渐降低,而
酵母仅在发酵后期占据优势。 有研究表明,霉菌和酵

母是众多火腿的优势真菌。 宣威火腿表面和内部主

要真菌为曲霉属、酵母和节菌属[7];云腿中的优势真

菌是青霉属(Penicillium)、曲霉属(Aspergillus)和酵

母[26];金华火腿发酵前期青霉属占优势,后期曲霉属

占优势,酵母菌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4];Istrian 火

腿中分离的真菌主要来自散囊菌属(Eurotium)、曲霉

属(Aspergillus)和青霉属(Penicillium) [28]。
以上结果显示,不同产地火腿的微生物群落组成

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属水平上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这

些微生物会分泌蛋白酶、脂肪酶等,促进蛋白质、脂肪

水解产生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同时代谢产生各种特

殊风味成分和保护火腿颜色等[29]。 本文通过功能预

测也发现,细菌和真菌均对宣恩火腿中蛋白质、脂肪

的降解有重要作用。
通过高通量测序研究微生物多样性时,常常会出

现因物种数据库序列信息不足而导致物种不能准确

注释的情况。 本研究中,未分类真菌 unclassified _
Fungi(OTU7)无法准确注释到门,进一步的进化分析

显示其与未培养真菌 ITS 序列的一致度为 99% 。 随

着时间的推移,物种注释的相关数据库会不断更新,
这种问题应该会逐渐解决。 后续试验中也可尝试利

用各种培养基对 unclassified_Fungi(OTU7)进行分离

培养和进一步鉴定。
本文对宣恩火腿发酵过程中表面细菌和真菌多

样性进行了研究,对细菌、真菌优势种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了分析,有利于了解主要微生物种类及共存关

系,可为后续研发宣恩火腿发酵剂和开展人工接种生

产火腿作参考,以便进一步改善火腿品质、缩短加工

周期和提升安全性。 本文没有研究火腿内部微生物,
虽然内部微生物会受到表面微生物的抑制,但其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24],后续可以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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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community succession pattern on the surface of
Xuanen ham during fermentation

DENG Xiangyi,LI Jiwei,HE Lichao,ZHANG Yuanyuan,HUANG Guowei,
BAO Xiaolong,QIU Chaokun∗

(College of Food &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Institute of Design and Sciences,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microbial community succession pattern of Xuanen ham during fermentation, high-throughput se-
quencing technology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y on the surface of Xuanen ham, network
and inferred functions of microbiota we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on the surface of Xu-
anen ham increased continuously during fermentation, a total of 96 genera belonging to 11 phyla were detected. During early and middle
stage of fermentation, Staphylococcus xylosus was dominant ( > 98% );and the most prevalent genera were Staphylococcus, Serratia and
Methylbacteria in the late stage of fermentation. The diversity of fungal community on the surface of Xuanen ham was relatively stable, 8
genera belonging to 3 phyla were detected in total. Aspergillus, g_unclassified_k_Fungi (OTU7) and Wallemia were prevalent genera dur-
ing early and middle stage of fermentation, while the most prevalent genera were Aspergillus, g_unclassified_k_Fungi (OTU7) and g_un-
classified_o_Saccharomycetales in the late stage of fermentation. The results of network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ominant species Aspergil-
lus cibarius in the early stage of ferment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aphylococcus xylose but negetively correlated with other bac-
teria, while the dominant species Aspergillus penicillioides and s_unclassified_o_Saccharomycetales in the late stage of fermentat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aphylococcus xylos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ther bacteria. The results of function prediction indicated
that bacteria and fungi bot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rotein and fat degradation of Xuanen ham.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microbial commu-
nity succession pattern on the surface of Xuanen ham during fermenta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ham production by artifi-
cial inoculation,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ham quality and flavor, to shorten the processing period and improve the safety.
Key words　 Xuanen ham;fermentation process;microbiota;bacterial diversity;fungal diversity;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function pre-
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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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生香酵母的分离筛选鉴定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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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获得米酒酿造中优良的生香酵母,通过嗅闻法初筛得到 6 株香气突出的菌株,通过测定菌株发酵米

酒过程中乙酸乙酯、β-苯乙醇、乳酸乙酯和乙醇的积累量,复筛获得菌株 11Z1,其积累量分别为(2. 883 ±
0. 260)、(0. 301 ± 0. 028)、(0. 080 ± 0. 008)和(37. 296 ± 1. 036)g / L。 经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菌株 11Z1
为 Cyberlindnera fabianii;对其发酵液进行风味物质分析,检测出主要风味物质共 21 种,包括醇类 5 种、酯类 3 种、
酸类 5 种、酚类 1 种、酮类 1 种、烷烃类 2 种和其他类 4 种,这些风味物质对增加酒的香气及形成酒体风格具有积

极作用。 此外,分别在培养基中添加风味前体物乙酸、L-苯丙氨酸和 L-乳酸,进一步探究其对菌株 11Z1 酿造米

酒风味物质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体积分数 0. 3%乙酸发酵 9 d、8 g / L L-苯丙氨酸发酵 4 d、体积分数 0. 4%
L-乳酸发酵 8 d,乙酸乙酯、β-苯乙醇及乳酸乙酯积累量分别达到最大,与未添加前体物相比分别提高了 160.
71% 、215. 48%和 144. 04% 。 综上,菌株 11Z1 具有突出的生香能力,展现出在米酒酿造中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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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具有蜜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净的特点,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1]。 米酒主体香气成分为乙酸乙

酯、乳酸乙酯和 β-苯乙醇[2],主要是由微生物在米酒

酿造过程中代谢产生。 用于酿酒的生香酵母具有产

生芳香化合物的能力,在酒的酿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生香酵母分泌的酯酶能使酵母代谢产生的醇

类和酸类物质发生反应生成多种具有香味的酯类物

质[3]。 β-苯乙醇则通过艾利希途径代谢调节而产

生[4]。 生香酵母多存在于酒曲或水果当中,其种类

多样,常见的生香酵母有异常毕赤酵母(Pichia anom-
ala) [5 - 6]、汉逊酵母(Hansenula) [7]、假丝酵母(Candi-
da) [8]、异常威克汉姆酵母(Wickerhamomyces anoma-
lus) [9] 和接合酵母(Zygosaccharomyces) [10] 等。 优良

生香酵母的筛选、研究不但可以应用于酒类酿造,对
酱油[11 - 12]、醋[13 - 15] 和腌菜[16] 等的发酵也具有积极

作用。
为得到米酒酿造中产香能力突出的酵母,通过嗅

闻法初筛得到产香味明显的纯菌株,再通过测定其发

酵米酒过程中乙酸乙酯、乳酸乙酯、β-苯乙醇和乙醇

的积累量复筛得到产香最突出的菌株,并对其进行形

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进一步探究其发酵米酒产生

的风味物质,及添加前体物对其发酵米酒中风味物质

形成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原料

籼米:市售,保存完好,无霉无蛀。
菌种来源:通过多种途径得到 11 种不同筛菌原

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原料样品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of raw material

编号 原料 来源 编号 原料 来源

1 融水重阳酒酒曲 实验室保存 7 酿酒曲块 网购

2 圆酒曲 实验室保存 8 高产优质白酒曲 市售

3 白酒曲 市售 9 酿酒曲块 实验室保存

4 香蜜甜酒曲 市售 10 葡萄 市售

5 绿衣观音土酒曲 网购 11 香霸复合功能菌 网购

6 甜酒曲 市售

1. 2　 试剂

孟加拉红培养基,广东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酵母粉、蛋白胨,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葡糖淀粉

酶、α-淀粉酶,沧州夏盛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L-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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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均为

生化试剂

乙酸乙酯、乙醇、β-苯乙醇、乳酸乙酯,均为色谱

纯,上海凛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L-乳酸(高纯),上
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乙酸(分析纯),成都市

科龙化工试剂厂;葡萄糖(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1. 3　 培养基

孟加拉红培养基( g / L):蛋白胨 5,葡萄糖 10,
KH2PO4 1,MgSO4 0. 5,琼脂 15,孟加拉红 0. 033,氯霉

素 0. 1。 115 ℃高压蒸汽灭菌 30 min。
酵母浸出粉胨葡萄糖琼脂( yeast extract peptone

dextrose,YPD)培养基(g / L):葡萄糖 20,酵母粉 10,
蛋白胨 20,琼脂 15,自然 pH。 115 ℃高压蒸汽灭菌

30 min。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otato dextrose agar,PDA)培

养基(g / L):马铃薯 200(去皮切块,加水煮沸 20 min,
收集滤液),葡萄糖 20,琼脂 15,自然 pH。 115 ℃高

压蒸汽灭菌 30 min。
种子培养基(g / L):葡萄糖 20,酵母粉 10,蛋白

胨 20,自然 pH。 每 200 mL 分装至 500 mL 三角瓶,
115 ℃高压蒸汽灭菌 30 min。

发酵培养基:籼米打粉,以 10 U / g 米添加 α-淀粉

酶,95 ℃液化 4 h,以 150 U / g 米添加葡糖淀粉酶,65
℃糖化 4 h,以料液比 = 1 ∶ 4( g∶ mL)补足水,每 200
mL 分装至 500 mL 三角瓶,105 ℃ 高压蒸汽灭菌 30
min。
1. 4　 仪器与设备

BX43 生物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有限公司;
Tpersonal 聚合链式反应仪,德国 Biometra 公司;DYY-
6D 型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ZXSD-R1430 生化

培养箱、ZWYR-C2402C 智城恒温培养振荡器、ZHJH-
C1112C 超净工作台,上海智城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LDZH-100KBS 立式压力灭菌器,上海申安医疗器

械厂;赛里安 456GC 气相色谱仪( TM-930 色谱柱:
25 m ×0. 53 mm,1 μm),荷兰赛里安仪器( scion in-
struments)公司;TRACE 1300-ISQQD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色谱柱 HP5-MS 30 m ×0. 25 mm,0. 25 μm),
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H2100R 医用离心机,湖
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1. 5　 实验方法

1. 5. 1　 种子培养

种子液:将菌落挑取一环接入种子培养基,30

℃、150 r / min 培养 18 h。
1. 5. 2　 初筛

取 5. 0 g 样品溶于 45 mL 无菌水中混匀,静置取

上层菌悬液,以 10 倍系列稀释制备 10 - 3、10 - 4、10 - 5、
10 - 6、10 - 7菌悬液,分别移取 100 μL 涂布于孟加拉红

平板培养基,30 ℃培养,分离、划线纯化出具有典型

酵母菌菌落特征的菌株,接种于 YPD 斜面培养基,4
℃保存备用。

将纯化得到的酵母划线于 PDA 平板培养基,30
℃培养 3 ~ 4 d,通过嗅闻法筛选出使平板具有明显香

味的菌株。
1. 5. 3　 复筛

将初筛得到的酵母以 10% (体积分数)的接种量

接种于发酵培养基,在 30 ℃、15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7 d,利用气相色谱仪测定乙酸乙酯、乳酸乙酯、β-苯
乙醇及乙醇的含量,取样平行测定 3 次。

样品处理:样品经 11 000 r / min、4 ℃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

GC 条件:初始温度 50 ℃,3 ℃ / min 升至 80 ℃,
保持 2 min,再以 5 ℃ / min 升至 180 ℃,保持 2 min,
进样口温度 180 ℃,检测器温度 210 ℃,进样量 0. 5
μL,分流比 20∶ 1。
1. 5. 4　 菌株的鉴定

1. 5. 4. 1　 形态学鉴定

将筛选出的菌株划线于 YPD 平板培养基,30 ℃
培养 3 d,观察菌落及其微观形态特征,参考《真菌鉴

定手册》 [17]进行形态学鉴定。
1. 5. 4. 2　 分子生物学鉴定

引 物: ITS1 ( 5′-GCATATCAATAAGCGGAG-
GAAAAG-3′), ITS4 ( 5′-GGTCCGTGTTTCAAGACGG-
3′)。

PCR 反应体系:预混酶 25 μL;引物 ITS1、ITS4 各

2 μL;菌液 2 μL;ddH2O 19 μL。 扩增条件:预变性 94
℃、5 min;变性 94 ℃、1 min;退火 55 ℃、1 min;延伸

72 ℃、1 min,循环 30 次;再延伸 72 ℃、10 min,4 ℃
保存。

取 PCR 扩增产物,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 电

泳条带切胶回收,送至广州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测

序。 测序结果提交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的 GenBank 数据库进行 BLAST 序列比对,使用软件

Mega 5. 0,并采用邻接法构建系统发育树。
1. 5. 5　 菌株发酵风味物质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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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筛得到的菌株的发酵液进行风味物质测定。
样品处理:4 ℃、11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

液和二氯甲烷各 30 mL 于 250 mL 三角瓶中,置于摇床

(100 r / min)萃取 60 min,继续加入 20 mL 二氯甲烷萃

取 30 min,最后加入 10 mL 二氯甲烷萃取 10 min。 萃

取结束后使用分液漏斗分液,收集下层溶液并减压浓

缩至 5 mL,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风味物质。
程序升温:40 ℃ 保持 5 min,以 5 ℃ / min 升至

180 ℃保持 5 min,再以 5 ℃ / min 升至 240 ℃保持 2
min;进样口温度 280 ℃;氦气流速 1 mL / min;进样量

1 μL;不分流进样。
质谱条件:离子源温度 300 ℃;传输通道温度为

280 ℃;电离方式为 EI 电离源;电子能量 70 eV;质谱

扫描范围 40 ~ 600 amu。
1. 5. 6　 香气前体物对菌株酿造米酒香气物质的影响

利用 GC 测定发酵液中乙酸乙酯、乳酸乙酯和 β-
苯乙醇的积累量,取样平行测定 3 次。

GC 条件:初始温度 40 ℃, 3 ℃ / min 升温至

70 ℃,保持 3 min,再以 10 ℃ / min 升至 180 ℃,保持

2 min,进样口温度 200 ℃,检测器温度 230 ℃,进样

量 0. 5 μL,分流比 20∶ 1。
1. 5. 6. 1　 乙酸对菌株酿造米酒乙酸乙酯积累量的影响

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 、0. 1% 、0. 2% 、
0. 3% 、0. 4% 和 0. 5% (体积分数)的乙酸(0. 22 μm
滤膜过滤),以体积分数 10% 的接种量接种,在 30
℃、15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10 d,每天测定发酵液中乙

酸乙酯积累量。
1. 5. 6. 2　 L-苯丙氨酸对菌株酿造米酒 β-苯乙醇积累

量的影响

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2、4、6、8、10 g / L 的

L-苯丙氨酸(灭菌前添加),以体积分数 10% 的接种

量接种、在 30 ℃、15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10 d,每天测

定发酵液中 β-苯乙醇积累量。
1. 5. 6. 3　 L-乳酸对菌株酿造米酒乳酸乙酯积累量的

影响

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 、0. 1% 、0. 2% 、
0. 3% 、0. 4% 、0. 5% (体积分数)的乳酸(0. 22 μm 滤

膜过滤),以体积分数 10% 的接种量接种,在 30 ℃、
15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10 d,每天测定发酵液中乳酸

乙酯积累量。
1. 6　 数据处理

利用 Origin 2018、Excel Microsoft 365 对实验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以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香酵母的初筛

从 11 种样品中分离纯化得到 20 株酵母菌,如表

2 所示,将其分别在 PDA 平板划线 30 ℃培养,经嗅闻

初筛得到香气突出的菌株 6 株,分别为 2Z1、10Z1、
10Z2、10Z3、11Z1 和 11Z6。

表 2　 原料中酵母菌分离纯化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strains from raw materials

来源编号 菌株编号 来源编号 菌株编号

1 1Z1、1Z2 8 8Z1、8Z2、8Z3

2 2Z1 10 10Z1、10Z2、10Z3、10Z4、10Z5

3 3Z1 11 11Z1、11Z2、11Z3、11Z4、11Z5、11Z6

5 5Z1、5Z2

2. 2　 生香酵母的复筛

将初筛得到的菌株以体积分数 10% 的接种量接

种到发酵培养基,在 30 ℃、150 r / min 条件下培养 7
d,使用气相色谱仪进行乙酸乙酯、β-苯乙醇、乳酸乙

酯和乙醇积累量测定,结果见表 3。

表 3　 初筛菌株发酵米酒香气物质及乙醇含量 单位:g / L
Table 3　 Aroma components and ethanol contents produced by screened strains

香气成分 2Z1 10Z1 10Z2 10Z3 11Z1 11Z6
乙酸乙酯 0. 043 ± 0. 003 0. 041 ± 0. 002 0. 686 ± 0. 068 0. 038 ± 0. 003 2. 883 ± 0. 260 2. 010 ± 0. 129
β-苯乙醇 0. 028 ± 0. 002 0. 072 ± 0. 006 0. 053 ± 0. 005 0. 084 ± 0. 008 0. 301 ± 0. 028 0. 013 ± 0. 001
乳酸乙酯 0. 064 ± 0. 007 0. 075 ± 0. 076 0. 170 ± 0. 015 0. 069 ± 0. 008 0. 080 ± 0. 008 0. 128 ± 0. 012
乙醇 39. 680 ± 1. 230 36. 736 ± 2. 929 27. 445 ± 2. 164 27. 561 ± 0. 536 37. 296 ± 1. 036 27. 935 ± 2. 563

　 　 由表 3 可知,发酵 7 d 的菌株 11Z1 发酵液中乙

酸乙酯积累量最高,达到(2. 833 ± 0. 260) g / L,其次

为菌株 11Z6 和 10Z2,其余菌株发酵虽产乙酸乙酯,

但积累量明显较低,均低于 0. 05 g / L。 徐丽萍[18] 从

沪型大曲中筛选出一株产酯汉逊酵母,经条件优化产

酯积累量可达到 1. 479 g / L,而菌株 11Z1 在未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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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产酯含量明显优于此菌株。 与其他发酵液相

比,菌株 11Z1 发酵液中 β-苯乙醇积累量最高,达到

(0. 301 ± 0. 028) g / L,积累量明显突出。 菌株 10Z2
发酵液中乳酸乙酯积累量最高, 达到 ( 0. 170 ±
0. 015)g / L,其次为菌株 11Z6,其余均相对较低。 菌

株 2Z1 发酵液中乙醇积累量最高,其次为菌株 11Z1、
10Z1、11Z6、10Z3 和 10Z2,最低仍可达到(27. 445 ±
2. 164) g / L;乙醇既可作为香气物质的前体物,又对

米酒发酵酒精度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综合分析,菌株

11Z1 发酵产乙酸乙酯、β-苯乙醇的能力均优于其他

菌株,且产乳酸乙酯及乙醇的能力较强,因此筛选出

菌株 11Z1 进行进一步研究。
2. 3　 菌株 11Z1 的鉴定

2. 3. 1　 菌株 11Z1 的形态学鉴定

将菌株 11Z1 在 PDA 平板中划线,30 ℃培养3 d,
观察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其结果如图 1 所示。 菌株

11Z1 菌落大且厚,湿润黏稠易挑起,质地均匀,边缘

整齐,呈乳白色,通过显微镜可观察细胞呈卵圆形,细
胞个体较大,直径约5. 53 ~ 10. 57 μm,出芽生殖,无

鞭毛及假丝。

图 1　 菌株 11Z1 的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400 倍)
Fig. 1　 Colony morphology and micromorphology of strain 11Z1

2. 3. 2　 菌株 11Z1 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菌株 11Z1 测序结果在 NCBI 进行 BLAST 比

对,并采用邻接法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如图 2 所

示。 根据 BLAST 比对,菌株 11Z1 与 Cyberlindnera
fabianii AMC CF002 ( KU962046. 1 ) 相 似 性 达 到

99. 83% ,且在系统发育树中聚于同一分支,可以确

定菌株 11Z1 为 Cyberlindnera fabianii。 此种酵母并

非常见的生香酵母,多存在于水果之中[19 - 23] ,国内

外对此种酵母生香性能的研究较少,深入研究具有

一定的价值。

图 2　 采用邻接法构建菌株 11Z1 与相关分类群系统发育树

Fig. 2　 Neighbor-joining phylogenetic tree of strain 11Z1 and related taxa constructed
注:Bar 表示每单位核苷酸替换数为 0. 02

2. 4　 菌株 11Z1 发酵主要风味物质分析

利用 GC-MS 对复筛得到的菌株 11Z1 的发酵液

进行发酵代谢风味物质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菌

株 11Z1 酿造米酒产生的主要风味物质共 21 种,包
括醇类 5 种、酯类 3 种、酸类 5 种、酚类 1 种、酮类 1
种、烷烃类 2 种、其他类 4 种,其中异丁醇、异戊醇、
正戊醇、苯乙醇、乙酸乙酯、乙酸苯乙酯、乳酸乙酯、
苯甲酸和 2-甲基丁酸都是酒类发酵中常见香味物

质[24 - 25] ,对增加酒的香气及酒体风格的形成具有

积极作用。

2. 5　 添加不同的前体物对菌株 11Z1 酿造米酒香气

成分的影响

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的前体物(乙酸、L-苯丙氨

酸和 L-乳酸),以体积分数 10% 的接种量接种菌株

11Z1,30 ℃、150 r / min 培养 10 d,研究前体物对菌株

11Z1 发酵米酒香气成分的影响。
2. 5. 1　 添加乙酸对菌株 11Z1 酿造米酒乙酸乙酯积

累量的影响

乙酸乙酯具有果香味,对酒的风味起着重要作

用。可尝试通过添加乙酸乙酯前体物来增加乙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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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 fabianii 11Z1 发酵主要风味物质

Table 4　 Main flavor compounds of C. fabianii 11Z1
种类 名称 气味描述 口感描述

醇类

乙醇 酒精味 酒精

异丁醇 威士忌 威士忌

异戊醇 威士忌、杂醇油、香蕉 果味白兰地

正戊醇 香脂、水果 发酵面包、谷物、果味酒

苯乙醇 花香、甜香、玫瑰 甜

酯类

乙酸乙酯 果香、甜香 水果冰淇淋

乙酸苯乙酯 花香、蜂蜜、果香 甜、蜜糖

乳酸乙酯 脂肪味 甜、菠萝味、奶油状

酸类

2-甲基丁酸 干酪味 略酸、牛奶、黄油、奶酪

苯甲酸 香脂味 /
水杨酸 微弱的酚醛坚果 /
3,4-二甲氧基苯甲酸酐 / /
棕榈酸 脂肪味 猪油、牛油、乳制品

酚类 2,4-二叔丁基苯酚 酚醛味 /

酮类
1-(3,4-二甲氧基苯基)
丙烷-1,2-二酮

/ /

烷烃类
十二烷 / /
十三烷 / /

其他

2-羟基苯并咪唑 / /
(Z)-11-二十烯酰胺 / /
1,2,3,4-四苯基萘 / /
N,N′-二苯甲酰氧基庚二酰胺 / /

　 　 注:“ / ”表示无描述

酯的含量。 本研究通过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 、0. 1% 、0. 2% 、0. 3% 、0. 4% 、0. 5% (体积分数)
的乙酸,每天测定发酵液中乙酸乙酯的积累量,研究

乙酸对菌株 11Z1 发酵米酒香气成分的影响,结果如

图 3 所示。

图 3　 外源添加乙酸酿造米酒过程中乙酸乙酯积累量

Fig. 3　 Accumulation of ethyl acetate during fermenting rice
wine with the addition of acetic acid

由图 3 可知,不添加乙酸进行发酵时,发酵 5 d
乙酸乙酯积累量达到最大值,为(3. 43 ± 0. 89) g / L。
加入 0. 1% 、0. 2% 、0. 3% 、0. 4% 、0. 5% (体积分数)
的乙酸进行发酵时,分别发酵 5、7、9、10 和 10 d 乙酸

乙酯积累量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3. 78 ± 0. 15)、
(7. 49 ± 0. 58)、(8. 95 ± 0. 28)、 (7. 69 ± 0. 55) 和

(1. 98 ± 0. 24)g / L,除添加 0. 5%乙酸外,乙酸乙酯最

高积累量均大于不添加时,依次提高了 10. 01% 、
118. 06% 、160. 71% 和 123. 84% 。 基本符合积累量

逐天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知,添加体积分数

0. 3%的乙酸,发酵 9 d 更加有利于乙酸乙酯的积累。
2. 5. 2　 添加 L-苯丙氨酸对菌株 11Z1 酿造米酒 β-苯
乙醇积累量的影响

微生物细胞中的艾利希途径可使 L-苯丙氨酸通

过氨基酸的转氨作用生成苯丙酮酸,再脱羧成苯乙

醛,而后生成 β-苯乙醇,或在脱羧酶作用下形成苯乙

胺,再 通 过 氧 化 形 成 苯 乙 醛, 进 而 生 成 β-苯 乙

醇[26 - 28]。 在发酵过程中可尝试通过添加 L-苯丙氨

酸,利用微生物代谢提升 β-苯乙醇的含量。 本研究

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2、4、6、8 和 10 g / L L-苯
丙氨酸,每天测定发酵液中 β-苯乙醇的积累量,研究

L-苯丙氨酸对菌株 11Z1 发酵米酒香气成分的影响,
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外源添加 L-苯丙氨酸酿造米酒过程中 β-苯乙醇积累量

Fig. 4　 Accumulation of β-phenylethanol during fermenting
rice wine with the addition of L-phenylalanine

由图 4 可知,不添加 L-苯丙氨酸进行发酵时,β-
苯乙醇积累量明显低于其他处理, 最大值达到

(0. 36 ± 0. 015) g / L,且发酵后每天的 β-苯乙醇积累

量并无明显变化。 当培养基中加入 2、4、6、8 和 10
g / L的 L-苯丙氨酸,分别在发酵 4、4、5、4 和 4 d 时,β-
苯乙醇积累量达到最高,分别为 (0. 96 ± 0. 05)、
(1. 07 ± 0. 01)、(1. 08 ± 0. 06)、 (1. 14 ± 0. 05) 和

(1. 09 ± 0. 04)g / L,基本符合先增加而后减少并趋于

稳定的趋势,与不添加相比,最大积累量分别提高了

166. 39% 、 197. 39% 、 199. 09% 、 215. 48% 和

201. 00% ,由此可知,添加 8 g / L的 L-苯丙氨酸,发酵

4 d 更加有利于 β-苯乙醇的积累。
2. 5. 3　 添加 L-乳酸对菌株 11Z1 酿造米酒乳酸乙酯

积累量的影响

酒中的乳酸乙酯具有消除水味、增加浓厚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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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酒的风味尤其是口感起着重要作用。 可尝试添

加乳酸乙酯前体物乳酸来增加乳酸乙酯的含量,本研

究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体积分数为 0% 、1% 、
2% 、3% 、4%和 5% 的 L-乳酸,每天测发酵液中乳酸

乙酯积累量,研究乳酸对菌株 11Z1 米酒发酵香气成

分的影响,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外源添加 L-乳酸酿造米酒过程中乳酸乙酯积累量

Fig. 5　 Accumulation of ethyl lactate during fermenting rice
wine with the addition of L-lactic acid

由图 5 可知,不添加 L-乳酸进行发酵时,发酵 4 d
乳酸乙酯积累量达到最大值,为(0. 08 ± 0. 009) g / L。
加入体积分数为 0. 1% 、0. 2% 、0. 3% 、0. 4%和 0. 5%
L-乳酸进行发酵时,分别在发酵 5、5、6、8 和 9 d 达到

最大值,积累量分别为 (0. 13 ± 0. 014)、 (0. 14 ±
0. 010)、(0. 16 ± 0. 014)、(0. 19 ± 0. 014)和(0. 16 ±
0. 008) g / L,与不添加相比最大积累量依次提高了

64. 21% 、75. 52% 、107. 08% 、144. 04% 和 103. 78% 。
基本符合积累量逐天上升达到最大值而后下降的趋

势。 由此可知,添加体积分数 0. 4% 的 L-乳酸,发酵

8 d更加有利于乳酸乙酯的积累。
目前消费者更加关注天然产品,欧洲国家法律规

定,从生产原料到最终产品都是“天然的”,才可以称

“天然”。 当前,市场上的乙酸、L-苯丙氨酸和 L-乳酸

基本上都是采用微生物发酵法或酶法生产[29 - 31],天
然且价格低,适用于生产。 采用菌株 11Z1 发酵米酒,
同时加入天然前体物或前体物产生菌,能达到提高米

酒香气成分含量的效果,可同时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风

味及产品“天然” 性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

3　 结论

从不同来源的酒曲及水果中通过嗅闻法初筛得到

6 株产香味突出的菌株,通过复筛得到产乙酸乙酯和

β-苯乙醇均突出且具有产乳酸乙酯和乙醇能力的菌株

11Z1,经鉴定菌株 11Z1 为 Cyberlindnera fabianii。

对菌株 11Z1 进行发酵风味物质分析,主要风味

物质共 21 种,包括醇类 5 种、酯类 3 种、酸类 5 种、酚
类 1 种、酮类 1 种、烷烃类 2 种和其他类 4 种,对增加

酒的香气,酒体风格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
分别在培养基中添加前体物乙酸、L-乳酸及 L-苯

丙氨酸,研究其对菌株 11Z1 发酵风味物质的影响,结
果表明,添加体积分数为 0. 3%的乙酸发酵 9 d,乙酸

乙酯积累量最高,达到(8. 95 ± 0. 28)g / L;添加 8 g / L
的 L-苯丙氨酸发酵 4 d,β-苯乙醇积累量最高,达到

(1. 14 ± 0. 05)g / L;添加体积分数为 0. 4% 的 L-乳酸

发酵 8 d,乳酸乙酯积累量最高,达到(0. 19 ± 0. 014)
g / L。 与不添加前体物相比,乙酸乙酯、β-苯乙醇和乳

酸乙酯最高积累量分别提高了 160. 71% 、215. 48%
和 144.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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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oma-producing yeast for rice wine

LI Zeyang1,2,WU Shihua1,2,LONG Xiufeng1,2∗,WU Jun3,YI Yi1,2

1(College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545006,China)
2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Processing of Sugar Resources,Liuzhou,545006,China)

3(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enter,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54500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aroma-producing yeast strains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rice wine brewing, olfactory method was
used to screen strains with aroma from 11 samples, and the accumulations of ethyl acetate, β-phenylethanol, ethyl lactate and ethanol
were determined to rescreen strains with outstanding aroma-producing 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mong the 6 strains obtained by
primary screening, strain 11Z1 exhibited outstanding aroma-producing ability. The accumulations of ethyl acetate, β-phenylethanol, ethyl
lactate and ethanol of strain 11Z1 were (2. 883 ± 0. 260), (0. 301 ± 0. 028), (0. 080 ± 0. 008) and (37. 296 ± 1. 036) g / L, respective-
ly. According to morphological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strain 11Z1 was identified as Cyberlindera fabianii. Moreover, the flavor com-
pounds of strain 11Z1 were analyzed, and 21 kinds of main flavor compound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5 alcohols, 3 esters, 5 acids, 1
phenol, 1 ketone, 2 alkanes and 4 other compounds. These flavoring substanc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aroma of wine and
forming wine body style. Besides, the effects of adding precursor substances of flavor substances in culture medium such as acetic acid, L-
phenylalanine and L-lactic acid on the formation of flavor compounds of strain 11Z1 were further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c-
cumulations of ethyl acetate, β-phenethyl alcohol and ethyl lactate reached the maximum after fermentation with 0. 3% (volume fraction)
acetic acid for 9 d, 8 g / L L-phenylalanine for 4 d, and 0. 4% ( volume fraction) L-lactic acid for 8 d, which have increased by
160. 71% , 215. 48% and 144. 04% ,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without adding precursor substances. In summary, strain 11Z1 has
outstanding aroma-producing ability, which shows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rice wine brewing.
Key words　 aroma-producing yeast;ethyl acetate;β-phenylethanol;ethyl lactate;precursor;flavor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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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离、纯化获得 1 株高产 β-葡聚糖的黄伞菌株 PA-008,为进一步提高该菌株中 β-葡聚糖的产量和产

率,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对培养基成分及液态发酵条件进行优化。 优化得到的发酵条件为:碳源为葡萄糖,
氮源为酵母浸出粉,发酵温度 25 ℃ ,初始 pH 值 6. 0。 同时,采用体外消化模型对黄伞菌丝体中主要营养物质

(氨基酸、矿物质、β-葡聚糖)的生物可利用率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黄伞菌丝体中的氨基酸及矿物质均有一定程

度的释放,且重金属矿物质(Pb、Cd、As)经体外模拟消化后均低于安全值,消化液中 β-葡聚糖含量为 41. 92 mg /
g,生物可利用率达 15. 50% ,实验所获数据为更科学和深入地评估黄伞菌株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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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葡聚糖作为多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多糖发挥生物学活性和功能的主要物质,如抗肿

瘤、免疫调节、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抗病毒及抗氧

化等,因此也被称为高效的生物反应调节因子[1 - 2]。
近年来,β-葡聚糖在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医药学等产

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3]。 工业化生产的 β-葡聚糖

主要来源于麦类作物和酵母[4 - 5],但由于麦类作物生

长周期长,酵母中 β-葡聚糖仅存在于酵母细胞壁中,
含量较低。 因此,寻找一种 β-葡聚糖产量高且生长

周期短的生物至关重要。
饮食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

要取决于在胃肠道中的利用率,消化过程导致大量营

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限制了它们

的最终生物可利用性[6 - 7]。 无论是子实体还是菌丝

体,黄伞多糖均为葡萄糖含量居多的 β 构型的多聚

体,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8 - 11]。 然而,野生黄伞子实

体生产量低,质量不均一,不易获得;同时人工栽培黄

伞子实体生产周期长、成本高,因而黄伞菌未得到全

面开发。 有研究指出,被人体吸收的 β-葡聚糖是其

发挥生物活性的主要物质[12],因此,有必要探究黄伞

菌株中 β-葡聚糖的生物可利用率。
综上,本研究旨在采用组织分离法获得 1 株具有

高产 β-葡聚糖特性的菌株,同时拟以菌丝体生物量、

β-葡聚糖产量、产率作为黄伞液态发酵条件优化的响

应值,并对最优组分进行体外模拟消化[13],探究消化

前后黄伞营养成分的变化及生物可利用率,以科学合

理地评价膳食营养素的摄入量。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菌株为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商家于

2017 年在山中采摘,选取黄色,伞形完整无外伤,表
面附有一层透明黏液,呈白色或黄褐色绒毛状的菌

株,加冰袋空运至雅安。 为排除试验过程中水对试验

的影响,本试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 2　 菌株分离及鉴定

1. 2. 1　 培养基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potato dextrase agar,
PDA); 综 合 PDA 培 养 基; 改 良 马 丁 培 养 基

(MMN) [14 - 15]。
1. 2. 2　 菌株的分离

采用组织分离法及重复转管纯化(至少 3 次)对
子实体进行分离培养,培养期间定时观察菌落形态,并
将疑似真菌菌丝体通过光学显微镜染色观察,将初步

判定为纯种的菌丝体扩大培养后经 40%甘油保种。
1. 2. 3　 菌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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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国真菌志》中第四十九卷,鳞伞属-多脂

鳞伞对样品进行形态学鉴定,并拍照记录。 同时进行

分子生物学分析,对测序结构构建 N-J 树,根据节点

上的自展值从而确定菌株的物种或其近源的物种。
1. 3　 β-葡聚糖产量的测定

依照 β-葡聚糖检测试剂盒的操作规程测定 β-葡
聚糖的产量[16]。 β-葡聚糖产量、产率按公式(1)(2)
计算:

m2 = m3 - m4 (1)

ωl / % =
m2

m1
× 100 (2)

式中:m1,菌丝体生物量,1 L 培养液中所含的菌丝体

干重,g / L;m2,β-葡聚糖产量,1 L 培养液中所含的菌

丝体中的 β-葡聚糖总量,g / L;m3,总葡聚糖产量,1 L
培养液中所含的菌丝体中的总葡聚糖产量,g / L;m4,
α-葡聚糖产量,1 L 培养液中所含的菌丝体中的 α-葡
聚糖总量,g / L;ωl,β-葡聚糖产率,% 。
1. 4　 液态发酵条件优化

1. 4. 1　 碳源优化

以综合 PDA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分别以单糖

(葡萄糖、半乳糖、甘露糖)、寡糖(蔗糖、麦芽糖、低聚

果糖)、多糖(可溶性淀粉、糊精)作为不同碳源,添加

量均为 20 g / L, pH 值自然 (培养基初始 pH 值为

5. 0),将预先活化的液体菌种分别以 200 μL 的接种

量接入装液量为 50 mL 含有不同碳源的培养基中。
培养参数:25 ℃、120 r / min、10 d。 计算不同碳源条

件下 β-葡聚糖产量、产率,每组试验做 3 个平行。
1. 4. 2　 氮源优化

以综合 PDA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分别以有机氮

(酵母浸出粉、胰蛋白胨、蛋白胨)和无机氮(氯化铵、
硫酸氨、硝酸钠)作为不同氮源,添加量均为 10 g / L。
1. 4. 3　 培养温度优化

以综合 PDA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设置培养温

度分别为 21、23、25、27 和 29 ℃。
1. 4. 4　 初始 pH 值优化

以综合 PDA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设置初始 pH
值分别为为 3. 0、4. 0、5. 0、6. 0、7. 0、8. 0 和 9. 0。
1. 4. 5　 最优发酵条件的确定及验证

根据单因素试验所得结果,以 β-葡聚糖产量、产
率为响应值,采用适当的正交试验,以此确定黄伞液

体发酵的最优条件,随后进行验证试验。
1. 5　 体外模拟消化

按照购买试剂说明书对酶活力进行测定,参考前

期研究配制的胃肠道消化液[10 - 11],对黄伞菌丝体

(20 g 干重)进行体外模拟消化,主要经过模拟口腔、
胃、小肠 3 阶段,模拟消化结束后,将残渣冻干,以获

得经体外模拟消化后残渣质量,上清液浓缩定容备

用。 以超纯水做空白对照,所有数据的处理均扣除空

白,以消除体外模拟消化液中矿物质、酶等对于实验

结果的干扰。
参照 GB 5009. 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灰分的测定》、GB 5009. 5—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和 GB 5009. 6—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的方法测定消

化前后黄伞残渣中的灰分、粗蛋白、粗脂肪含量,通过

公式计算其中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11];采用反向高

效液相色谱、ICP-MS、β-葡聚糖检测试剂盒测定原始

样品及消化液中游离氨基酸含量、矿物质含量及 β-
葡聚糖含量。
1. 6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均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当 P < 0. 05 则认为具

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菌种鉴定

2. 1. 1　 子实体形态学鉴定

黄伞子实体菌盖直径约 4. 35 cm,扁半球形,中
部凸起,表面微黏,呈姜黄色,并附有红褐色近似鳞片

状的微凸起物,中央处较为密集。 菌肉白色,菌褶直

生密集。 菌柄中生,长约 5. 15 cm,粗 1. 10 cm,粗细

较为均等,下部略有弯曲。
2. 1. 2　 菌落形态鉴定

如图 1-a 所示,在 25 ℃培养 7 ~ 15 d,不同培养

基中黄伞的生长形态几乎一致,菌丝呈现白色,紧贴

培养基生长。 对试验组织分离的 90 支斜面进行统

计,该菌株在改良 MMN 培养基和综合 PDA 培养基上

生长速度较快,在 PDA 培养基上生长较为缓慢,且大

多数在 PDA 培养基上基本不生长。 同时,对各培养

基的分离成功率进行统计,综合 PDA 培养基分离成

功率最高,可达 33. 33% ,如图 1-b 所示,可作为野生

黄伞的分离培养基。 改良 MMN 培养基的分离成功

率次之(23. 33% ),而 PDA 培养基为 6. 67% ,这可能

是由于培养基中营养成分较为单一,仅以葡萄糖和马

铃薯提取物作为菌丝体生长所需要的碳氮源,不能为

菌丝体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成分及生长因子。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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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培养基不便于作为食用菌的分离培养基。

a-黄伞的菌落形态;b-各培养基对黄伞分离成功率统计;
c-黄伞菌株(MF 687867)的系统发育学地位

图 1　 黄伞的分离鉴定

Fig. 1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 adiposa
节点上的数据表示 Bootstrap value,即自展支持率,用来检验

进化树分支可信度。 该值越接近 100,表明菌株之间差异越小

2. 1. 3　 分子鉴定

真菌 DNA 经 PCR 反应,电泳检测,在琼脂糖凝

胶电泳上得到单一条带,经 ITS1 / ITS4 序列扩增后,
与 DNA Marker 比较,在琼脂糖凝胶电泳上得到一条

大小约为 650 bp 的亮带,PCR 产物经纯化回收后,获
得一组由 644 个碱基构成的序列,将该序列在 NCBI
GenBank 中运用 Nucleotide BLAST 工具与现有数据

库中的 DNA 序列进行同源序列比对。 结果表明,该
菌株与鳞伞属的部分菌株序列相似性较高,可达

99%及以上,基于此建立系统发育树(图 1-c),最终确

定分离所得菌株为黄伞,将测序所得的菌株序列提交

到 GenBank,获得基因登陆号为 MF 687867(https: / /
www. ncbi. nlm. nih. gov / nuccore / MF687867)。
2. 2　 菌种的选择

对分离所获得的19 株菌进行 β-葡聚糖产量、产率

测定,其中,菌株 PA-008(来自综合 PDA 培养基)中 β-
葡聚糖产量、产率最高,分别为 2. 93 g / L 和24. 80%。
因此,选择菌株 PA-008 作为接下来的研究对象。
2. 3　 液体发酵条件的优化

2. 3. 1　 碳源对黄伞 β-葡聚糖产量和产率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黄伞对于碳源利用范围较广,在一

般的单糖和双糖培养基中均可生长。 单糖,尤其是葡

萄糖对于黄伞菌丝体的生长影响更为有利,但对于淀

粉类多糖的利用率极低,可能是因为单糖分子质量

小,可直接通过细胞膜被细胞吸收,而双糖、多糖等高

分子物质必须由细胞分泌的胞外酶分解为单糖后才

可以被细胞吸收[17]。
表 1　 液体发酵条件对黄伞 β-葡聚糖产量、产率的影响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liquid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on the yield of P. adiposa β-glucan

优化参数　
菌丝体生

物量 / (g·L - 1)
β-葡聚糖

产量 / (g·L - 1)
β-葡聚糖
产率 / %

碳源

葡萄糖 11. 83 ± 0. 55e 2. 93 ± 0. 13d 24. 80 ± 0. 12bc

半乳糖 9. 71 ± 0. 61d 2. 21 ± 0. 22c 22. 92 ± 3. 66b

甘露糖 9. 47 ± 0. 41d 2. 15 ± 0. 17c 22. 78 ± 2. 15b

蔗糖 9. 19 ± 0. 24d 2. 37 ± 0. 18c 25. 72 ± 1. 27bc

麦芽糖 6. 65 ± 0. 44b 1. 54 ± 0. 21b 23. 43 ± 4. 82b

低聚果糖 7. 87 ± 0. 26c 2. 49 ± 0. 33c 31. 56 ± 3. 58c

可溶性淀粉 3. 53 ± 0. 49a 0. 24 ± 0. 09a 6. 75 ± 2. 42a

糊精 3. 72 ± 0. 49a 0. 26 ± 0. 07a 7. 18 ± 2. 28a

氮源

酵母浸出粉 12. 15 ± 0. 69e 3. 00 ± 0. 14e 24. 80 ± 2. 28c

胰蛋白胨 10. 56 ± 0. 43d 2. 69 ± 0. 19d 25. 48 ± 1. 55c

牛肉膏 11. 70 ± 0. 54e 2. 42 ± 0. 27d 20. 81 ± 3. 19bc

氯化铵 8. 69 ± 0. 37bc 1. 36 ± 0. 16c 15. 70 ± 1. 70ab

硫酸氨 7. 76 ± 0. 56b 0. 93 ± 0. 13b 11. 91 ± 0. 87a

硝酸钠 1. 68 ± 0. 40a 0. 17 ± 0. 05a 10. 84 ± 3. 86a

培养
温度 /
℃

21 9. 97 ± 0. 36b 2. 21 ± 0. 11b 22. 21 ± 1. 10b

23 11. 02 ± 0. 23bc 2. 73 ± 0. 15c 24. 77 ± 1. 23c

25 11. 83 ± 0. 55c 2. 93 ± 0. 13c 24. 80 ± 0. 12c

27 10. 19 ± 0. 32b 2. 33 ± 0. 11b 22. 51 ± 1. 49b

29 7. 80 ± 0. 41a 1. 02 ± 0. 08a 13. 19 ± 0. 92a

初始
pH 值

3. 0 6. 86 ± 0. 25b 0. 81 ± 0. 12b 11. 80 ± 2. 09b

4. 0 9. 68 ± 0. 33c 2. 31 ± 0. 16c 23. 87 ± 0. 78c

5. 0 11. 83 ± 0. 54d 2. 93 ± 0. 13de 24. 80 ± 0. 12c

6. 0 12. 22 ± 0. 51d 3. 14 ± 0. 18e 25. 68 ± 0. 50c

7. 0 10. 46 ± 0. 33c 2. 62 ± 0. 22cd 25. 15 ± 2. 93c

8. 0 9. 52 ± 0. 48c 2. 28 ± 0. 14c 24. 08 ± 2. 69c

9. 0 3. 82 ± 0. 32a 0. 25 ± 0. 09a 6. 59 ± 2. 79a

　 　 注:表格中值均表示 3 次平行测试的平均值 ± 标准差。 同一组中
不同的字母表示具有显著差异(P < 0. 05)

　 　 对于黄伞中 β-葡聚糖产量、产率而言,碳源种类

对其影响较为显著,利于黄伞高产 β-葡聚糖的碳源

有葡萄糖(2. 93 g / L,24. 80% )、低聚果糖(2. 49 g / L,
31. 56% )、蔗糖(2. 37 g / L,25. 72% ),其中低聚果糖

明显有利于 β-葡聚糖的产生,但不利于菌丝体(7. 87
g / L)的生长,可见黄伞菌丝体对于不同碳源的利用

方式和利用率有着较大的差异。 显著性差异分析表

明半乳糖、甘露糖、蔗糖对于黄伞 β-葡聚糖产量、产
率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其中以蔗糖为碳源的培

养基组分中 β-葡聚糖产率最高,基于 β-葡聚糖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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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分别选用葡萄糖、蔗糖、低聚果糖作为后续正

交试验的影响因子。
2. 3. 2　 氮源对黄伞 β-葡聚糖产量和产率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黄伞对于有机氮的利用率远高于无

机氮,这与有关的报道一致[18]。 这可能是由于有机

氮在真菌细胞内可迅速参与多条合成代谢途径,而无

机氮成分过于单一,并且需要经过自身合成后才可以

供给使用。 在 3 种有机氮中,酵母浸出粉的 β-葡聚

糖产量最高(3. 00 g / L),而含有胰蛋白胨的培养基其

菌丝体生物量(10. 56 g / L)相较于其他 2 种有机氮源

略低,但其 β-葡聚糖产量、产率(2. 69 g / L,25. 48% )
均高于含牛肉膏的培养基,表明不同有机氮培养基的

菌丝体生物量与 β-葡聚糖产量、产率并不成正相关,
这与上述碳源的优化结论一致。 但在所选取的 3 种

无机氮中,菌丝生物量与 β-葡聚糖的产量呈正相关,这
可能是由于黄伞对于不同无机氮的利用方式及利用率

不同。 基于 β-葡聚糖高产的目的,分别选择酵母浸出

粉、胰蛋白胨、牛肉膏作为后续正交试验的影响因子。
2. 3. 3　 培养温度对黄伞 β-葡聚糖产量和产率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β-葡聚糖产量、产率在温度为 25 ℃
时达到最大值(2. 93 g / L,24. 80% ),同时 β-葡聚糖

产量、产率在温度为 2 ~ 25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且之后随着温度的升高,β-葡聚糖产量、产率逐渐降

低,在温度低于 25 ℃时,β-葡聚糖产量、产率随着温

度的升高逐渐升高。 基于此变化规律,为获得黄伞产

β-葡聚糖液态发酵最适温度,选择温度为 23、25 和

27 ℃作为后续正交试验的影响因子。
2. 3. 4　 初始 pH 值对黄伞 β-葡聚糖产量和产率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β-葡聚糖产量、产率在 pH 值为 6. 0
时达到最大值(3. 14 g / L,25. 68% ),通过显著性差异

分析,β-葡聚糖产量、产率在 pH 值在 5. 0 ~ 7. 0 没有

显著性差异,且之后随着 pH 值的升高,β-葡聚糖产

量、产率逐渐降低,在 pH < 6. 0 时,β-葡聚糖产量、产
率随着 pH 值的升高逐渐升高。 基于此变化规律,为
获得黄伞产 β-葡聚糖液体发酵最适初始 pH 值,选择

初始 pH 值为 5. 0、6. 0、7. 0 作为后续正交试验的影

响因子。
2. 3. 5　 正交试验优化

基于培养条件的单因素优化结果,其中碳源(葡萄

糖、蔗糖、低聚果糖)、氮源(酵母浸出粉、胰蛋白胨、牛
肉膏)、温度(23、25 和 27 ℃)、初始 pH 值(5. 0、6. 0 和

7. 0)对菌丝体 β-葡聚糖产量、产率影响显著,因此对

这 4 个因素进行正交试验优化,分别以 β-葡聚糖产量

(X)、β-葡聚糖产率(Y)为响应值进行无交互作用的正

交试验,且每组试验都在 120 r / min 转速恒温摇床振荡

培养 10 d,正交试验设计及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与极差分析

Table 2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and range analysis

试验号
1 2 3 4
A B C D

菌丝体生物量 /
(g·L - 1)

β-葡聚糖产量 /
(g·L - 1)

β-葡聚
糖产率 / %

1 1(葡萄糖) 1(酵母浸出粉) 1(23 ℃) 1(5. 0) 11. 66 3. 07 26. 33
2 1 2(胰蛋白胨) 2(25 ℃) 2(6. 0) 13. 74 3. 64 26. 45
3 1 3(牛肉膏) 3(27 ℃) 3(7. 0) 12. 29 2. 88 23. 44
4 2(蔗糖) 1 2 3 11. 81 3. 13 26. 46
5 2 2 3 1 9. 92 2. 47 24. 84
6 2 3 1 2 10. 74 2. 35 21. 93
7 3(低聚果糖) 1 3 2 9. 66 2. 98 30. 82
8 3 2 1 3 8. 21 2. 76 33. 60
9 3 3 2 1 9. 96 2. 78 27. 82

X

T1 3. 20 3. 06 2. 73 2. 77
T2 2. 65 2. 96 3. 18 2. 99
T3 2. 84 2. 67 2. 78 2. 92
R 0. 55 0. 39 0. 45 0. 22

影响程度 A > C > B > D

Y

T1 25. 41 27. 87 27. 29 26. 33
T2 24. 41 28. 30 26. 91 26. 40
T3 30. 75 24. 39 26. 37 27. 83
R 6. 34 3. 91 0. 92 1. 43

影响程度 A > B > D > C
　 　 注:T1、T2、T3 分别为各因素在同一水平下 β-葡聚糖产量或 β-葡聚糖产率的平均值;R 为 T1、T2 和 T3 各列 3 个数据的极差,即最大数减去最
小数,R 值的大小可显示各因素对 β-葡聚糖产量或 β-葡聚糖产率的影响程度

　 　 从表 2 的极差分析中可知,影响 β-葡聚糖产量 的各因素主要关系为:A(碳源) > C(培养温度)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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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源) > D(初始 pH 值);影响 β-葡聚糖产率的各因

素主要关系为:A(碳源) > B(氮源) > D(初始 pH
值) > C(培养温度)。 由此可知,碳源种类对于黄伞中

β-葡聚糖产量、产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此外,基于 β-葡
聚糖高产的目的,理论上最优发酵条件为 A1B1C2D2;以
β-葡聚糖产率为响应值理论上最优发酵条件应该为

A3B2C1D3。
2. 3. 6　 最优发酵条件的验证

综合 β-葡聚糖产量、产率的分析,为在单位时间

内获得更多 β-葡聚糖,因此选择最优发酵条件为

A1B1C2D2 或 A3B2C1D3。 对 2 种组合各做 2 次验证试

验,其中组合 A1B1C2D2 的菌丝体生物量、β-葡聚糖产

量、β-葡聚糖产率平均值分别为 13. 91 g / L、3. 74
g / L、26. 89% ,组合 A3B2C1D3 的菌丝体生物量、β-葡
聚糖产量、β-葡聚糖产率平均值分别为 9. 83 g / L、

3. 11 g / L、31. 64% ,均高于其他试验组,尽管培养基

组合为 A3B2C1D3 的 β-葡聚糖产率最高,但其菌丝体

生物量、β-葡聚糖产量均低于组合 A1B1C2D2,为在单

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的 β-葡聚糖,因此,选择黄伞液体

发酵条件的最优组合为 A1B1C2D2,即碳、氮源分别选

择葡萄糖、酵母浸出粉,培养温度为 25 ℃,初始 pH
值为6. 0,其余培养参数为:120 r / min、10 d。
2. 4　 黄伞菌丝体体外模拟消化前后宏量营养素的变化

2. 4. 1　 宏量营养素消化分析

由表 3 可知,经体外模拟消化后,菌丝干重为

15. 58 g,菌丝体消化率达 22. 10% ,尤以灰分、粗蛋

白的消化率最高。 尽管粗脂肪消化率达 33. 11% ,
但总体而言,黄伞菌株中粗脂肪含量较低。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氨基酸及矿物质的释放量和

可利用率。
表 3　 黄伞菌丝体体外模拟消化前后宏量营养素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macronutrients before and after simulated digestion of the mycelium of P. adiposa
样品 菌丝干重 灰分 粗蛋白 粗脂肪 总碳水化合物

黄伞菌丝体 / g 20. 00 ± 0. 04b 1. 20 ± 0. 02b 4. 06 ± 0. 08b 0. 69 ± 0. 05b 14. 05 ± 0. 15b

消化后黄伞菌丝体 / g 15. 58 ± 0. 62a 0. 72 ± 0. 01a 2. 63 ± 0. 09a 0. 46 ± 0. 01a 11. 77 ± 0. 53a

黄伞菌丝体消化率 / % 22. 10 ± 2. 94 40. 01 ± 0. 94 35. 32 ± 3. 52 33. 11 ± 4. 07 16. 19 ± 2. 89

　 　 注:表中数值均表示 3 次平行测试的平均值 ± 标准差;总碳水化合物 = 样品质量-(粗蛋白 + 粗脂肪 + 灰分)

2. 4. 2　 氨基酸消化分析

在被人体吸收之前,蛋白质必须经历一系列胃肠

道的酶促水解。 表 4 显示了黄伞菌丝体中可吸收的

氨基酸含量及其可利用率。 研究表明,黄伞比大多数

植物蛋白更具营养价值,其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

酸比值达 0. 607。 经模拟消化后,消化液中可部分释

放 17 种氨基酸,可吸收样品中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

氨基酸之比为 0. 582,即消化导致必需氨基酸的释放

低于非必需氨基酸,可能是由于在消化过程中,由于

消化酶和其他物质(如脂质、糖类等)的存在使氨基

酸发生不同程度的反应,从而放大了由不同氨基酸的

能力引起的差异[12]。 此外,尽管氨基酸均有一定程

度的释放,但游离氨基酸总量远低于总蛋白消化量,
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在消化过程中由于酶和胃液低

pH 的作用发生了水解,使肽链断开,但并未完全水解

成氨基酸。 在氨基酸中,Asp、Glu、Gly、Ala 和 Arg 引

起可口的味道[11]。
在这项研究中,Glu 含量似乎是在消化液中检测

到的 17 个氨基酸中最高的,这为黄伞菌丝体的工业

化应用提供了一定指导。 此外,消化后 Val 和 Leu 的

含量较高。研究指出,支链氨基酸由Leu,Ile和Val

表 4　 黄伞菌丝体体外模拟消化前后氨基酸分析

Table 4　 Amino acid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in vitro
simulated digestion of the mycelium of P. adiposa

氨基酸
黄伞菌丝体 /

[g·(100 g) - 1]
黄伞菌丝体消化

液 / [g·(100 g) - 1]
生物可

利用率 / %

必需氨基酸
(EAA)

Val 1. 177 ± 0. 052 0. 258 ± 0. 008 21. 935 ± 0. 241
Met 0. 409 ± 0. 025 0. 081 ± 0. 002 19. 725 ± 0. 654
Ile 0. 759 ± 0. 029 0. 109 ± 0. 003 14. 333 ± 0. 195
Leu 1. 062 ± 0. 057 0. 176 ± 0. 005 16. 542 ± 0. 43
Phe 0. 836 ± 0. 035 0. 119 ± 0. 002 14. 252 ± 0. 305
Lys 1. 080 ± 0. 086 0. 068 ± 0. 004 6. 31 ± 0. 143
Thr 0. 890 ± 0. 043 0. 146 ± 0. 019 16. 356 ± 1. 386

非必需氨基酸
(NEAA)

Tyr 0. 472 ± 0. 040 0. 041 ± 0. 008 8. 545 ± 1. 042
Asp 1. 370 ± 0. 015 0. 255 ± 0. 004 18. 621 ± 0. 11
Ser 0. 766 ± 0. 048 0. 059 ± 0. 006 7. 673 ± 0. 29
Glu 3. 621 ± 0. 041 0. 909 ± 0. 624 25. 107 ± 1. 438
Gly 0. 880 ± 0. 085 0. 138 ± 0. 008 15. 658 ± 0. 621
Ala 1. 034 ± 0. 093 0. 147 ± 0. 006 14. 243 ± 0. 7
Cys 0. 170 ± 0. 071 0. 006 ± 0. 001 3. 49 ± 1. 193
His 0. 387 ± 0. 047 0. 02 ± 0. 002 5. 14 ± 0. 188
Arg 0. 886 ± 0. 034 0. 012 ± 0. 002 1. 331 ± 0. 132
Pro 0. 653 ± 0. 052 0. 057 ± 0. 003 8. 734 ± 0. 199

必需氨基酸总和 6. 210 ± 0. 327 0. 956 ± 0. 044 15. 390 ± 0. 100
非必需氨基酸总和 10. 239 ± 0. 525 1. 643 ± 0. 102 16. 038 ± 0. 171

EAA / NEAA 0. 607 ± 0. 001 0. 582 ± 0. 009
　 　 注:黄伞菌丝体和黄伞菌丝体消化液中氨基酸含量单位均是
g / 100 g原始样品干重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56　　　 2021Vol. 47 No. 7 (Total 427)

组成,具有多种生理和代谢作用,在免疫和脑功能中

至关重要[19],这意味着黄伞菌丝体具有增强免疫功

能的潜力。
2. 4. 3　 矿物质消化分析

表 5 显示了黄伞菌丝体中 12 种矿物质的绝对含

量及其生物可利用率,由于矿物质溶解度是吸收的先

决条件,因此,矿物质的生物可利用率是为了量化溶

解在胃肠道环境中并被人体吸收的物质。 其中,Cu
的生物可利用率最高,达 56. 13% ,其次为 Mg,此外,
单价元素(如 K、Na)的生物可利用率也较高。 由于

培养基中 K 元素的添加,可能增加了黄伞菌丝体对

于 K 的摄入,在黄伞菌丝体及其消化液中,K 含量都

居于最高值,这种高 K 膳食的摄入可能有助于预防

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20]。 值得一提的是,尽
管黄伞菌丝体中存在重金属矿物质(Pb、Cd、As 等),
但其经体外模拟消化后均低于安全值。

表 5　 黄伞菌丝体体外模拟消化前后矿物质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minerals in the mycelium of
P. adiposa before and after in vitro simulated digestion

矿物
质

黄伞菌丝体 /
(mg·kg - 1)

黄伞菌丝体消化

液 / (mg·kg - 1)
生物可

利用率 / %
Pb 0. 21 ± 0. 03 ND ND
Cd 2. 06 ± 0. 05 0. 04 ± 0. 00 1. 95 ± 0. 05
As 0. 07 ± 0. 01 ND ND
Cu 92. 18 ± 10. 15 51. 47 ± 0. 75 56. 13 ± 5. 36
Zn 116. 34 ± 10. 38 25. 07 ± 0. 48 21. 66 ± 2. 34
Mn 82. 58 ± 9. 30 11. 74 ± 0. 20 14. 30 ± 1. 36
Fe 655. 49 ± 48. 78 173. 46 ± 11. 13 26. 60 ± 3. 68
Na 5 065. 13 ± 205. 24 1 528. 10 ± 97. 91 30. 23 ± 3. 16
Ca 638. 78 ± 55. 47 81. 81 ± 0. 64 12. 86 ± 1. 22
Mg 2 143. 89 ± 63. 80 1 048. 67 ± 68. 83 48. 98 ± 4. 67
K 36 784. 97 ± 86. 32 10 982. 08 ± 245. 96 29. 86 ± 0. 74
P 8 895. 73 ± 117. 76 1 471. 65 ± 49. 52 16. 55 ± 0. 78

　 　 注:ND 表示未检出;黄伞菌丝体和黄伞菌丝体消化液中矿物质含
量单位均是 mg / kg 原始样品干重

2. 4. 4　 β-葡聚糖含量分析

体外模拟消化后,消化液中 β-葡聚糖的含量为

(41. 92 ± 3. 42) mg / g,生物可利用率为 (15. 50 ±
1. 14)% ,尽管黄伞菌丝体中 β-葡聚糖含量很高,但
在人体消化环境中的生物可利用率较低,研究表明,
经胃肠道消化后,β-葡聚糖可能由于胃液中的低 pH
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解聚,随后被肠道微生物所利用。
同时,有研究报道,在人体实验中,不能被人体吸收的

β-葡聚 糖 高 达 88. 5% , 即 生 物 可 利 用 率 仅 有

11. 5% [21]。 因此,黄伞的食用有助于提高 β-葡聚糖

的生物可利用率,从而更有助于 β-葡聚糖发挥其生

理功能。 然而,在体外模拟消化过程中,样品粒径对

燕麦粉 β-葡聚糖的生物可利用率有很大的影响,粒
径越小越有助于 β-葡聚糖在胃部的消化吸收,但极

不利于在肠道的消化[12],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β-
葡聚糖的释放部位及其结构,进而确定 β-葡聚糖的

高效利用方法。

3　 结论

本试验以野生黄伞为供试材料,分离、筛选出 1
株具有高产 β-葡聚糖能力的菌株 PA-008(GenBank
登录号:MF 687867),优化工艺参数,确定其最优发

酵条件为:葡萄糖、酵母浸出粉为最优碳氮源,培养温

度为 25 ℃,初始 pH 值为 6. 0,其余培养参数为:120
r / min、10 d。 为工业化培养黄伞菌丝体提供理论依

据。 同时,采用体外消化模型确定了黄伞菌株中营养

物质的生物可利用率。 深入研究了黄伞菌株中氨基

酸、矿物质、β-葡聚糖的生物可利用率,从营养的角度

看,上述有关营养成分的释放和抗氧化活性的部分数

据为更科学和深入的评估黄伞菌株提供了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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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in vitro simulated digestion of Pholiota adiposa
with a high production of β-glucan

HAN Wanyun1,ZHANG Changyi1,GU Zepeng1,DUAN Xiaoyu1,SUN Qingjie2,
QIU Lizhong3,BIAN Xiliang3,WU Yinglong1,LIU Yuntao1∗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 625014,China)
2(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 266109,China)

3(Zhucheng Xingmao Corn Development Co. Ltd. ,Weifang 261000,China)

ABSTRACT　 A Pholiota adiposa strain PA-008 with a high β-glucan-producing property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MF687867) was
obtained by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yield of β-glucan of strain, single-factor and orthogo-
nal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design and optimize the medium composition and liquid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of PA-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of the strains of PA-008 were as follows:glucose, yeast powder,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25 ℃, initial pH value 6. 0. Meanwhile, an in vitro diges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bioavailability of the main nutrients (amino
acids, minerals, and β-glucans) in the P. adipo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degree of amino acids and minerals release
in the mycelium of the P. adiposa. And the release of heavy metal minerals (Pb, Cd, As) were lower than the safe value after in vitro sim-
ulated digestion. The β-glucose content in the digestive juice was 41. 92 mg / g, and its bioavailability reached 15. 50% . The above data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 more scientific and in-depth evaluation of the P. adiposa.
Key words　 Pholiota adiposa;β-glucose;liquid fermentation;in vitro simulated digestion;bio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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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物和环境因子对鱼源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动力学的影响

朱琳1,2,郭全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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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产品在贮运和加工过程中极易腐败,微生物是引起腐败的主要原因,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分别

是低温有氧贮藏海水鱼和淡水鱼时的特定腐败菌。 为探讨环境因子和底物对特定腐败菌的影响,以源自大黄鱼

和罗非鱼中的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为对象,探究不同底物、温度、pH 和 NaCl 影响下的菌体生长动态,采用

Gompertz 方程拟合生长曲线,定量分析对其最大比生长速率(μmax)和迟滞期(λ)的影响,并使用 Belehradek 方程

描述其 μmax与温度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底物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影响较为明显;而温度对其生长

影响最为显著,是影响腐败速率的决定性因素;pH 对腐败希瓦氏菌生长影响较大,pH 为 7 时其 μmax高于 pH 为 6
时,但对假单胞菌无明显影响,pH 为 4 和 5 时,两者均不生长;NaCl 含量对腐败希瓦氏菌生长有显著影响,随着

NaCl 含量的升高,其 μmax和 λ 降低。 该研究可为探究水产品腐败菌调控因子筛选、靶向抑菌和延长产品货架期

等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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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国水产品产量总计 6 480. 36 万 t,比
上年增长 0. 35% [1]。 较之畜禽类食品,水产品不仅

味道鲜美、脂肪含量低,还含有丰富的 DHA、EPA、牛
磺酸等营养成分,因而受到消费者喜爱[2]。 然而,水
产品具有高水分和高蛋白的特点,在贮运过程中极易

腐败变质,其中微生物是引起腐败的主要原因[3]。
鲜鱼在捕捞和运输过程中,微生物可通过鱼的腮部、
体表黏液、破损的表皮和肠道等侵入机体并不断增

殖,分解营养物质,产生胺类、酯类、硫化物等腐臭特

征的产物,导致鱼肉原有形态、色泽和风味产生劣

变[2,4]。 这一过程中,鱼体内只有部分适合生存和繁

殖的菌群参与腐败,并产生腐败臭味和异味代谢产

物,成为该产品的特定腐败菌[4 - 5]。
水产品中最常见的腐败菌包括腐败希瓦氏菌、明

亮发光杆菌、乳酸菌和假单胞菌[5 - 7]。 腐败希瓦氏菌

属于革兰氏阴性好氧菌,能够产生 H2S、三甲胺( trim-
ethylamine,TMA)及生物胺等[6],是大黄鱼[8] 和大菱

鲆[9]等海产品的特定腐败菌。 假单胞菌是冷藏罗非

鱼[10]和鲤鱼[11] 等淡水鱼的特定腐败菌。 腐败菌在

导致不同鱼类腐败的过程中,初始菌数和腐败速率是

影响产品货架期的主要因素,初始菌数主要与鱼类栖

息水域相关,而腐败速率主要由温度、pH、盐分和鱼

种类等因素决定。 水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常采用低温

处理、降低水分活性、酸化、降低氧化还原值和添加防

腐剂等措施调控目标微生物的生长活动[12],因此,选
择高效和针对性的控菌抑菌手段成为研究热点。

本文以源自有氧低温贮藏的大黄鱼和罗非鱼的

特定腐败菌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为对象,探究其

在底物、温度、pH 和 NaCl 影响下的生长动态,采用

Gompertz 方程拟合生长曲线,分析环境因子和强度对

其最大比生长速率(μmax)和迟滞期(λ)的影响,为深

入了解微生物生存的生态系统变化对细菌产生的胁

迫作用和响应机制提供基础,为靶向抑菌和延长产品

货架期等提供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 1　 原料与试剂

原料:腐败希瓦氏菌( Shewanella pulrefaciens)和

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p. )分别从大黄鱼和罗非

鱼中分离、筛选、鉴定并于 4 ℃斜面冷藏。
试剂:胰蛋白胨大豆胨肉汤 ( tryptone soybean

peptone broth TSB)、胰蛋白胨大豆胨琼脂( tryp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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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ybean peptone agar,TSA),英国 OXOID;NaCl,上海

市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1 mol / L HCl 溶液,深
圳市博材达科技有限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pH 计(pHS-3C),上海雷磁仪器厂;低温培养箱

(MIR-153,253),日本三洋公司;洁净工作台(SW-CJ-
1FB),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接种物的制备

取斜面保藏的菌株接入装有 4 mL 生理盐水的比

浊管中,当接种量达到 108CFU / g 时,依次进行 10 倍

梯度稀释至 102 ~ 103 CFU / g,然后接种到 TSB 和鱼块

中,鱼块接种方法参照文献[13]。
1. 3. 2　 实验设计

研究不同底物(TSB、大黄鱼、大菱鲆、鲤鱼和罗非

鱼)、pH(4、5、6、7)、NaCl 质量分数(0. 5%、2. 0%、
3. 5%)和温度(0、8、15、25 ℃)条件下腐败希瓦氏菌和

假单胞菌的生长曲线和动力学参数,于 TSA 上计数。
研究底物对菌株生长影响时,温度设定为 5 ℃,

腐败希瓦氏菌分别接种在 TSB、大黄鱼、大菱鲆和鲤

鱼鱼块上,假单胞菌接种在 TSB、鲤鱼和罗非鱼鱼块

上;研究 pH 和 NaCl 对菌株生长影响时,使用 1
mol / L HCl 溶液调整 TSB 的 pH 值为 4、5、6 和 7,调节

NaCl 质量分数为 0. 5% 、2. 0% 、3. 5% 和 5. 5% ,腐败

希瓦氏菌假单胞菌和接种在 TSB 中 15 ℃培养;研究

温度对菌株生长影响时,调整 TSB 的 pH 值为 7,NaCl
质量分数为 0. 5% ,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接种在

TSB 中分别于 0、8、15 和 25 ℃培养。
1. 3. 3　 生长曲线拟合

采用 Gompertz 方程[14]对细菌生长进行拟合。

lgN( t) = lgN0 + lg
Nmax

N0
×

　 　 　 exp - exp
μmax × 2. 718

lg Nmax

N0
( )

× (Lag - t) + 1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1)

式中:t,时间,h;N( t),t 时的菌数(CUF / g),初始菌数

N0(lgCFU / g),最大菌数 Nmax (CFU / g);μmax,最大比

生长速率,h - 1;Lag,延滞期,h,。
描述温度对 μmax的影响时采用 Belehradek 方程[15]:

μmax = bμ × (T - Tminμ) (2)

式中:T,摄氏温度,℃;Tmin,生长的最低温度,即在此

温度时最大比生长速率为零;b,常数。
1. 3. 4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17. 0 version)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差异法分析,当 P >
0. 05 时差异不显著。 实验数据用 SPSS (17. 0 ver-
sion)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并求得置信区间。

2　 结果与分析

2. 1　 底物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

将接种于不同底物的腐败希瓦氏菌增殖过程

中的生长数据进行拟合(图 1),生长动力学参数见

表 1。 结果显示,腐败希瓦氏菌在大黄鱼中生长的

λ 最长,在鲤鱼和大菱鲆中 λ 无明显差别;腐败希

瓦氏菌在鲤鱼中的 μmax最小,说明在鲤鱼中的腐败

速率最慢,在大菱鲆和大黄鱼中的腐败速率接近。

图 1　 底物对腐败希瓦氏菌生长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substrate on the growth of S. putrefaciens

表 1　 底物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

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substrate on the growth kinetic parameters
of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and Pseudomonas spp.

菌名 参数 TSB 鲤鱼 大菱鲆 大黄鱼 罗非鱼

腐败希瓦氏菌 μmax / h - 1 0. 104 0. 052 0. 084 0. 087 -
λ / h 15. 08 9. 78 9. 15 41. 62 -

假单胞菌 μmax / h - 1 0. 051 0. 055 - - 0. 057
λ / h 15. 08 35. 03 - - 40. 71

将接种于不同底物的假单胞菌生长过程中的数

据进行拟合,如图 2 所示,生长动力学参数见表 1。
结果显示,假单胞菌在鲤鱼和罗非鱼中的 μmax和 λ 均

无明显差异。 另外,在鲤鱼中,腐败希瓦氏菌与假单

胞菌的 μmax相当,说明 2 种菌株在鲤鱼中的腐败能力

相近,这与许振伟等[16]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鲤鱼鱼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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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假单胞菌的产量因子略大于腐败希瓦氏菌一致。

图 2　 底物对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substrate on the growth of
Pseudomonas spp.

2. 2　 pH 和 NaCl 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

的影响

分别接种腐败希瓦氏菌到 pH 为 4、5、6、7,NaCl
质量分数为 0. 5% 、2. 0%和 3. 5%的 TSB 中,于 15 ℃
培养,结果显示 pH 为 4 和 5 时,腐败希瓦氏菌不生

长。6个实验组(N1 ~ N6)的环境条件及生长曲线见

图 3,生长动力学见表 2。 在所有 NaCl 质量分数下,
pH 为 7 时的 μmax均大于 pH 为 6 时。 另外,NaCl 质
量分数对腐败希瓦氏菌的 μmax和 λ 影响显著,随 NaCl
分量分数升高,μmax整体呈下降趋势,λ 整体呈延长趋

势,说明 NaCl 质量分数在 0. 5% ~ 3. 5% ,腐败希瓦

氏菌的增殖力随 NaCl 质量分数升高而逐渐减弱。
表 2　 各组环境条件及其腐败菌生长动力学参数

Table 2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ir growth kinetic parameters

实验
组

菌名 pH 温度 /
℃

ω(NaCl) /
%

μmax /
h - 1

λ /
h

N1 6 15 0. 5 0. 148 3. 18
N2 7 15 0. 5 0. 309 10. 85
N3

腐败希瓦氏菌
6 15 2. 0 0. 072 10. 82

N4 7 15 2. 0 0. 176 6. 19
N5 6 15 3. 5 0. 089 32. 57
N6 7 15 3. 5 0. 145 32. 33
P1 假单胞菌 6 5 0. 5 0. 081 61. 34
P2 7 5 0. 5 0. 088 60. 51

图 3　 不同 NaCl 质量分数下 pH 对腐败希瓦氏菌生长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pH on the growth of S. putrefaciens under various NaCl concentrations

　 　 分别接种假单胞菌到 pH 为 4、5、6、7,NaCl 质量

分数为 0. 5% 的 TSB 中,于 15 ℃培养,pH 为 4 和 5
时假单胞菌不生长。 通过接种假单胞菌到 pH 为 6
和 7 的 TSB 中,温度和 NaCl 质量分数相同,对其生长

进行拟合得到图 4。 表 2 显示,在本实验条件下,pH
对假单胞菌的生长没有显著影响。

图 4　 pH 对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pH on the growth of Pseudomonas spp.

修艳辉等[17] 的研究发现,pH 和 NaCl 对腐败希

瓦氏菌的 μmax和 λ 有较大影响,在 15 和 25 ℃ 环境

下,pH≤5. 0 时腐败希瓦氏菌不生长,与本实验得到

的结果一致。 仪淑敏等[18] 的研究表明,铜绿假单胞

菌的最适生长 pH 均为 5,在 pH 2 ~ 5 下生长缓慢,在
pH 5 ~ 8 下生长良好,在 pH 8 以上生长缓慢。 与本

实验结果有差异,原因可能是本实验使用的假单胞菌

菌株分离自罗非鱼,而罗非鱼货架期终点时,假单胞

菌中以荧光假单胞菌为主,其占比远大于铜绿假单胞

菌[10]。 关于 pH 对荧光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的研究

则鲜有报道。
2. 3　 温度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

表 3 为不同温度条件下腐败希瓦氏菌(8、15、25
℃)、假单胞菌(0、5、10 ℃)的生长动力学参数,图 5
为其生长曲线。 结果显示,温度是影响腐败希瓦氏菌

和假单胞菌生长的重要因素,在本实验条件下,2 种

菌株的 μmax均随温度升高而明显增加;腐败希瓦氏菌

的 λ 随温度升高小幅缩短,假单胞菌的 λ 随温度升

高大幅缩短。 使用 Belehradek 方程描述温度和 2 种

腐败菌 μmax之间的关系,腐败希瓦氏菌:y = 0. 040 6x
+ 0. 055 5,R2 = 0. 983 5; 假单胞菌:y = 0. 016 2x +
0. 133 8,R2 = 0. 997 6。 结果表明,温度与腐败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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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和假单胞菌 μmax 之间线性关系的 R2 分别为

0. 983 5和0. 997 6,均处在 95% 置信区间内,表明该

置信区间内能较好描述温度与 2 种菌最大比生长速

率的关系。

表 3　 各组温度条件及其腐败菌生长动力学参数

Table 3　 Temperature conditions of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ir growth kinetic parameters

实验
设计

菌名 pH 温度 /
℃

ω(NaCl) /
%

μmax /
h - 1

λ /
h

S1 6 8 0. 5 0. 067 3. 87
S2 腐败希瓦氏菌 6 15 0. 5 0. 148 3. 178
S3 6 25 0. 5 0. 287 2. 899
S4 7 0 0. 5 0. 005 72. 47
S5 假单胞菌 7 5 0. 5 0. 052 15. 65
S6 7 10 0. 5 0. 227 0. 036

a-腐败希瓦氏菌;b-假单胞菌

图 5　 温度对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growth of S. putrefaciens
and Pseudomonas spp.

朱彦祺等[19]以冷藏大黄鱼特定腐败菌腐败希瓦

氏菌为研究对象,其在 5 ℃环境中生长趋势受到明显

抑制,当温度上升到 25 ℃时,腐败希瓦氏菌的 λ 显著

缩短,且温度与 λ 以及 μmax 均存在线性关系;李媛

惠[20]对鸡肉中的假单胞菌进行了研究,认为温度对

假单胞菌生长有一定的影响;范新光[21] 研究发现分

离自鲜切西兰花的假单胞菌 μmax随着温度的上升而

增大,λ 随温度的上升而减小。 本实验得到的结果与

前几位研究者一致。
2. 4　 底物、pH、NaCl 质量分数和温度等因子的相互

影响

由表 2 和表 3 可知,在温度为 15 ℃不变时,N1

(pH 6. 0,NaCl 0. 5% )和 N6(pH 7. 0,NaCl 3. 5% )在
不同的 pH 和 NaCl 质量分数条件下有相近的 μmax,但
λ 有显著差距。 另外,在 pH 6. 0 不变时,N3(15 ℃,
NaCl 2. 0% )、N5 (15 ℃,NaCl 3. 5% ) 和 S1 (8 ℃,
NaCl 0. 5% )在不同温度和 NaCl 质量分数条件下有

较为接近的 μmax,同时 λ 有差距。 其内在原因有待深

入研究,一方面,本实验需要重复进行更多的平行实

验来减小误差,从而加强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另一方

面,结果初步表明,腐败菌在增殖过程中,温度、pH 和

食盐等因子相互影响,使生长情况更加复杂。 例如,
温度升高导致腐败希瓦氏菌生长的 NaCl 质量分数范

围变宽,修艳辉等[16] 的研究发现 15 ℃时,腐败希瓦

氏菌的生长 /非生长界限为 NaCl≥7% ,25 ℃时,界限

升至 NaCl≥12% 。 另外,温度会影响水的电离,从而

影响底物的酸碱度。 盐浓度对于 pH 值也有影响,添
加 0. 2 mol / L NaCl 时,粪产碱菌(Alcaligenes faecalis)
的 pH 值生长范围变宽,温度升高,底物酸度也增加。
温度、水分活度和底物营养间存在一定关系,微生物

处在最适生长温度时,水分活度范围最广,营养物质

增多,微生物能够存活的水分活度范围变广[22]。

3　 结论

鱼源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的生长动态、抑制

效应与能源(如底物)、环境因子(如温度、pH)等紧

密相关。 本文基于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在不同

条件下的生长数据,拟合生长曲线,探究了环境因子

对两种腐败菌生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底物差异对腐

败希瓦氏菌影响较为明显,其在大黄鱼中生长的 λ
最长,在鲤鱼中的 μmax最小,假单胞菌在鲤鱼和罗非

鱼中的 μmax和 λ 均无明显差异;pH 对腐败希瓦氏菌

和假单胞菌影响较为显著,pH 为 4 和 5 时两者均不

生长,pH 为 7 时腐败希瓦氏菌生长速率高于 pH 为 6
时,而假单胞菌生长无明显差异;NaCl 质量分数对腐

败希瓦氏菌生长影响显著,在 0. 5% ~ 3. 5% ,腐败希

瓦氏菌的增殖能力随 NaCl 质量分数升高而逐渐减

弱;温度是影响腐败希瓦氏菌和假单胞菌生长的重要

因素,两种菌株的增殖均随温度升高而增强。 本研究

结果发现各项环境因子之间能够相互影响,因此对于

底物、温度、pH、NaCl 相互影响的效果与机制须进行

深入研究。
同时,基于水产品自身营养、风味特性和贮运条

件等考虑,在设定腐败菌调控因子及调控范围时,需
充分考虑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例如可考虑结合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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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和气调保鲜等物理方法,既能有效延长货架期,
又能减少对食品品质的不良影响,旨在为靶向抑菌和

延长产品货架期等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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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bstrat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growth kinetics of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and Pseudomonas spp. isolated from fish

ZHU Lin1,2,GUO Quanyou1∗

1(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Shanghai 200090,China)
2(University of Warwick,School of Life science,Coventry CV4 7AL,UK)

ABSTRACT　 Aquatic products are putrefactive, which is mainly resulted from microorganisms. At low temperature and aerobic storage,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and Pseudomonas spp. are the specific spoilage organisms of marine fish and freshwater fish, respectively. To in-
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ubstrat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pecific spoilage organisms, the growth kinetics of S. putrefaciens and Pseud-
omonas spp. isolated from large yellow croaker and tilapia respectively were analyzed in different substrate, temperature, pH, and NaCl
solution. The growth curve was fitted using Gompertz equation. The kinetic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n-
vironmental factors on maximum specific growth rate (μmax) and lag phage (λ). Then the Belehradek equation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μmax and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strate had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S. putrefaciens and Pseudo-
monas spp. ; while temperature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growth, which became the determining factor of spoilage rate; pH had an
influence on S. putrefaciens, which grew faster in pH 7 than in pH 6, while Pseudomonas spp. had similar growth rates in pH 7 and pH
6; neither of them could grow in pH 4 and pH 5; the growth of S. putrefaciens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NaCl solution nota-
bly, its μmax and λ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aCl concentr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screening of
spoilage bacteria regulatory factors, targeting bacterial inhibition and prolonging product shelf life.
Key words　 fish products;specific spoilage organism;environmental factors;Shewanella putrefaciens;Pseudomonas spp. ;growth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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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 B1 降解菌株的鉴定及降解产物研究

唐璎∗,邓展瑞,黄佳,杨晓楠

(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50)

摘　 要　 为开发有效降解黄曲霉毒素 B1 ( aflatoxin B1,AFB1 )的生物菌剂,筛选降解率高的菌株进行分离鉴定,
并分析降解产物,以前期筛选到 AFB1降解率高达 83. 5%的菌株 WTX1 为研究对象,通过形态学、生理生化特征

及菌株 16S rRNA 基因测序对菌株进行鉴定,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S / MS,UPLC-MS / MS)测定菌株各组分降解率,将降解液产物质谱图与软件中标准质谱库比对,
分析菌株降解 AFB1产物结构。 菌株 WTX1 被鉴定为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菌株降解 AFB1起主要作

用的是生长过程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 菌株 WTX1 降解 AFB1机制是破坏 AFB1的毒性结构即呋喃环二氢双键,
香兰素内脂环结构,达到脱毒效果。 较目前筛选到降解 AFB1的菌株,菌株 WTX1 更具有食品安全优势。
关键词　 黄曲霉毒素 B1;枯草芽孢杆菌;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产物分析;质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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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曲霉毒素是一类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且具有极

强致畸性、致癌性、生理代谢毒性的真菌毒素,它主要

为黄曲霉 ( Aflatoxin flavus) 和寄生曲霉 ( Aspergillus
parasiticus)在潮湿适宜的环境中产生聚酮反应生成

的次级代谢产物[1 - 2]。 黄曲霉毒素性质稳定,裂解温

度在 268 ℃以上,且在酸性及中性条件下稳定,在碱

性条件(pH 8. 5 以上)容易分解。 目前发现的 18 种

黄曲霉毒素中,以黄曲霉毒素 B1(aflatoxin B1,AFB1)
毒性最强,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定为 1 类致癌物[3]。
目前普遍应用于去除 AFB1的方式有物理法、化学法,
但设备投入成本高,破坏食品或饲料营养成分及口

感,产生有毒副产物。 生物去除法是目前 AFB1脱毒

方法的研究热点,其条件温和、特异性强、安全有效,
且副产物毒性小或者无毒。 今后生物降解法将逐步

取代化学及物理方法,用于工业化去除饲料及食品中

AFB1 污染[4 - 6]。
生物法去除 AFB1主要有降解、吸附、抑制 3 种模

式。 生物降解法去除 AFB1机制是微生物代谢产生的

酶或其他物质,破坏 AFB1 结构中的毒性位点,使

AFB1难与蛋白、核酸结合,达到脱毒的效果[7 - 10]。 国

内报道,以香豆素为唯一碳源,筛选到一株对 AFB1降

解率为 85. 7% 的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Stenotroph-

omonas sp. ),这是首次分离到能降解 AFB1的单胞菌

属菌株[11]。 RAKSHARAO 等[12] 筛选到 1 株 Bacillus
licheniformis CFR1,AFB1降解率为 93. 57% ,并通过检

测降解产物,证明 AFB1被降解为不同无荧光反应的

物质,且致变性减弱。 XIA 等[13] 通过研究 1 株枯草

芽孢杆菌 JSW-1 降解机制,发现起降解作用的是菌

株胞外蛋白或代谢分泌到胞外的酶类。 多数降解

AFB1菌株的降解机制是将 AFB1 转化为低毒性的

AFD1、AFD2和 AFD3,例如 SAMUEL 等[14]分离到 1 株

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 国内目前关于

生物降解 AFB1的应用研究较少,生物降解 AFB1的工

业化应用受降解菌株本身、菌株耐受度、降解产物毒

性等原因制约,生物降解 AFB1代谢过程及终产物研

究分析还欠缺,导致目前还未有大规模应用。
本研究团队从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中,以香豆素为

唯一碳源,从易存在黄曲霉毒素降解菌的牦牛粪中筛

选到耐受度好,降解率为 83. 5% ,可以在 pH 8. 5 条

件下生长的菌株 WTX1,经生理生化、核酸测序鉴定

为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提取菌株降解后

发酵液,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S / MS,UP-
LC-MS / MS)分析降解后副产物结构,研究菌株的代

谢机制,初步探究菌株 WTX1 降解 AFB1的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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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1. 1. 1　 菌株来源

2019 年 4 月 ~ 9 月采集青藏高原牦牛粪,实验室

前期分离出 1 株 AFB1降解率为 83. 5%的芽孢杆菌属

菌株 WTX1,该菌株 4 ℃保藏于营养琼脂斜面。
1. 1. 2　 实验主要试剂

(1)培养基与试剂。 胰蛋白胨大豆琼脂培养基

TSA(CM168)、胰蛋白胨大豆肉汤 TSB(CM301)、革
兰氏 染 液 ( CM1001 )、 葡 萄 糖 生 化 鉴 定 试 剂 盒

(M105)、 氨 基 酸 脱 羧 酶 系 列 生 化 鉴 定 试 剂 盒

(M005)、磷酸盐缓冲液(CM1022)、硫化氢生化鉴定

试剂盒(M035),北京陆桥技术公司;革兰氏阳性细菌

鉴定卡(LOT:2421354203),生物梅里埃公司。
(2)基因提取、扩增试剂。 细菌核酸提取试剂

盒、核酸多重 PCR 扩增试剂盒,北京卓成惠生生物科

技公司;核酸染料 SYBR Gold,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3)质谱试剂。 AFB1标准品,以色列 Fermentek;

甲醇、二氯甲烷、苯、HCl,均为色谱纯(GR),Sigma;乙
腈(色谱纯 GR),Thermo Fisher Scientific;NaCl(分析

纯 AR),科密欧。
1. 2　 仪器与设备

VITEK 2 COMPACT 30 全自动微生物生化鉴定

系统,生物梅里埃美国股份有限公司;QTRAP 4500
型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 UPLC-MS /
MS),SCIEX 公司;HF 1800 A2 生物安全柜、2720 型

PCR 仪、iBright CL750 智能成像系统,Thermo Fisher
Scientific;HF 1200 A2 型生化培养箱,BD 公司;CHEF
Mapper XA 脉冲场电泳仪, BIO-RAD 公司; Allegra
64R 高速冷冻离心机,贝克曼库尔特;PTY-623 电子

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菌株 WTX1 的鉴定

1. 3. 1. 1　 形态鉴定

将实验室前期从青藏高原牦牛粪中筛选到降

解 AFB1率为 83. 5% 的菌株 WTX1,在 TSA 琼脂平

板活化后,30 ℃培养 36 ~ 72 h,观察菌株 WTX1 单

菌落形态,用显微镜油镜观察革兰氏染色、芽孢染

色后的菌株。
1. 3. 1. 2　 菌株生理生化鉴定

采用微生物全自动生化鉴定系统及传统微生物

生化鉴定试剂盒,依据《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 [15],

《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 [16],对 WTX1 菌株进行生

理生化鉴定。
1. 3. 1. 3　 16S rRNA 分析及系统发育树建立

参考唐璎等[17] 的方法,采用细菌脱氧核酸提取

扩增试剂盒提取 WTX1 菌株 DNA,采用通用引物 27F
(5′-AGACTATGATCGTCGCACTG-3′),1541R(5′-AA
GGAGGTGTACCTGCC-3′)扩增细菌 16S rRNA 保守序

列,由北京卓成惠生生物科技公司提供。 PCR 反应

体系见表 1[17]:
表 1　 PCR 反应体系条件

Table 1　 PCR reaction system condition
PCR 反应体系 反应条件

模板 DNA 2 μL 阶段 温度 时间

引物 1 2 μL 1 预变性 94 ℃ 5 min
引物 2 2 μL 2 变性 95 ℃ 30 s
2 × Taq Master Mix 25 μL 55 ℃ 30 s
ddH2O(无菌) 19 μL 72 ℃ 2 min

3 延伸 72 ℃ 10 min
反应体系 50 μL 4 保存 12 ℃ 永久

循环 35 次

将 PCR 产物进行测序,测序结果提交到 NCBI 库
进行 BLAST 分析,将目标序列与搜索到的同源序列

在 GenBank 比对,用 MEGA 软件中的 N-J 法构建系

统发育树。
1. 3. 2　 发酵液中生物量测定

参考文献[17 - 18]的方法,取菌株 WTX1 以 107

CFU / mL 浓度接种于 TSB 液体培养基中,30 ℃恒温

振荡培养,每隔 6 h 测定菌株发酵液生物量(OD600)
值,以培养时间为横坐标,发酵液 OD600值为纵坐标,
测定发酵液中菌株生物量变化。
1. 3. 3　 菌株 WTX1 各组分降解机制研究

参考 GOMAA 等[19] 方法。 取 50 mL 菌株 WTX1
发酵液,4 ℃,8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分离上清液及

菌体。 再将菌体用无菌 PBS 洗涤、离心重复 3 次后

加入 50 mL 无菌 PBS,制备菌液浓度为 107 CFU / mL
的菌悬液。 用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菌悬液,低温超声

破碎 15 min 后,12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

液,经 0. 22 μm 滤膜过滤得到菌株胞内液。 将菌株

上清液、菌悬液、胞内液分别加入 AFB1 -TSB 溶液中

(100 mL,质量浓度 10 μg / mL),30 ℃避光孵育 24 h
后,分别检测 AFB1降解率。
1. 3. 4　 菌株 WTX1 降解率检测及产物分析

1. 3. 4. 1　 菌株降解率检测

将纯化的 WTX1 菌株,制备浓度为 107 CFU / mL
菌悬液(PBS,pH 7. 4),取 50 mL 接种于 10 μg /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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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B1 -TSB 培养液中,30 ℃液态发酵,避光发酵 72 h
后,离心收集上清液(12 000 r / min,15 min,4 ℃)。
取 1 mL 上清液,用等体积二氯甲烷涡旋振荡萃取 3
次,萃取液在 55 ℃条件下氮吹干燥。 用 1 mL 甲醇

(GR)溶解沉淀,0. 22 μm 有机相滤膜过滤,涡旋混

匀进样。 用 UPLC-MS / MS 方法检测上清液中残留

的 AFB1含量,测量菌株 AFB1降解率。 按公式[17,20]

(1)计算:

S / % = 1 - C
F( ) × 100 (1)

式中:S,AFB1降解率,% ;C,接种菌株发酵后样品中

残留 AFB1的峰面积;F,对照样品 AFB1的峰面积。
1. 3. 4. 2　 菌株 WTX1 降解产物分析

参考李文明[21]的方法。 取 30 ℃避光发酵 36 h
菌株 WTX1 发酵液,离心(8 000 r / min,15 min,4 ℃)
分离上清液。 上清液样品前处理同 1. 3. 4. 1 中步骤。
采用 UPLC-MS / MS 方法得到发酵上清液总离子流

图,再将总离子流图中峰值顶点的质谱图导入 NTST
MS search 2. 2 软件,查询菌株 WTX1 降解 AFB1的终

产物可能的结构,分析菌株的代谢过程,用 AFB1 -TSB
标准溶液作对照。
1. 3. 4. 3　 UPLC-MS / MS 条件

AFB1 -TSB 溶液:用 V(苯)∶ V(乙腈) = 96∶ 4稀释

AFB1标品,制备浓度为 200 μg 的溶液,加入 20 mL
TSB(调节 pH 中性)溶液中,水浴加热,挥发有机溶

剂,最终 AFB1 -TSB 溶液质量浓度为 10 μg / mL。
UPLC-MS / MS 条件:参考文献[17,22]的方法。

色谱,C18柱(100 mm × 2. 1 mm,1. 7 μm);柱箱温度

40 ℃;流动相(乙酸铵 /甲醇)液相色谱梯度洗脱,条
件见表 2。

表 2　 液相色谱梯度洗脱条件

Table 2　 Gradient elution conditions for liquid
chromatography

时间 /
min

进样量 /
μL

流速 /
(mL·min - 1)

A:乙酸铵
(0. 1%甲酸)

B:甲醇
(0. 1%甲酸)

0. 00 2 0. 2 90 10
1. 00 2 0. 2 90 10
1. 50 2 0. 2 10 90
4. 00 2 0. 2 10 90
4. 10 2 0. 2 90 10
8. 00 2 0. 2 90 10

参考唐璎等[17] 等方法。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电
喷雾电离 ( ESI + );检测方式:多反应监测模式

(MRM);气帘气(CUR):35 psi;碰撞气(CAD):medi-

um;离子化电压(IS):5 500 V;离子源温度:550 ℃;喷
雾气(GSI):55 psi;辅助加热器(GS2):60 psi。 MRM
参数见表 3。

表 3　 AFB1的质谱检测条件

Table 3　 Mass spectrum parameter of AFB1

目标物
保留时间 /

min
母离子
(m / z)

子离子
(m / z)

去簇电压
(DP)

碰撞能量
(CE)

AFB1 4. 71 313. 0
285. 1∗ 140 31
240. 9 140 49

　 　 注:∗为定量离子对

1. 4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重复 3 次,质谱图与 NTST MS search 2. 2 软

件中标准谱库比对[23]。

2　 结果与分析

2. 1　 菌株 WTX1 形态学及生理生化鉴定

实验室前期分离到 1 株 AFB1降解率为 83. 5%的

芽孢杆菌属菌株 WTX1,在 TSA 培养基上菌落呈乳黄

色,表面粗糙不透明,褶皱隆起,菌株为革兰氏阳性

菌,菌体中央或两侧有芽孢。 菌株 WTX1 形态特征

见图 1,传统微生物生理生化反应及微生物全自动生

化鉴定系统鉴定,菌株生理生化特征见表 4。 参考

BA 等[24]的方法,2 株枯草芽孢杆菌分离鉴定结果及

《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
微生物全自动生化鉴定系统结果,如表 5(95% 置信

为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初步鉴定菌株

WTX1 为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a-菌落;b-革兰氏染色;c-芽孢染色

图 1　 菌株 WTX1 形态学特征

Fig. 1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of WTX1

表 4　 菌株 WTX1 生理生化特征

Table 4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ain WTX1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GLU 产酸 + H2S -
GLU 产气 - V-P 实验 -
蛋白胨水 - 赖氨酸 +
甘露醇 + 鸟氨酸 +

苯丙氨酸 - 接触酶 -
乳糖 - 尿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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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菌株 WTX1 全自动生化鉴定系统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automatic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strain WTX1

鉴定信息
卡片:GP 批号:2421354203 到期:2021-8-11 12∶ 00　 CST

完成:2020-7-24 18∶ 29 CST 状态:最终 分析时间:6. 25 h

选中的微生物
95% 概率 Bacillus subtilis

生物编号:010000030420241 置信度:非常好的鉴定

SRF 微生物

区分不同细菌的测试:
分析消息:

不吻合的典型生化谱:Bacillus subtilis dMAL(97).
生化实验详情

2 AMY - 4 PIPLC - 5 dXYL - 8 ADH1 + 9 BGAL - 11 AGLU -
13 APPA - 14 CDEX - 15 AspA - 16 BGAR - 17 AMAN - 19 PHOS -
20 LeuA - 23 ProA - 24 BGURr - 25 AGAL - 26 PyrA - 27 BGUR -
28 AlaA - 29 TyrA - 30 dSOR - 31 URE + 32 POLYB + 37 dGAL -
38 dRIB - 39 ILATk - 42 LAC - 44 NAG - 45 dMAL - 46 BACI +
47 NOVO - 50 NC6. 5 + 52 dMAN - 53 dMNE - 54 MBdG - 56 PUL -
57 dRAF - 58 O129R + 59 SAL - 60 SAC ( + ) 62 dTRE - 63 ADH2 s +
64 OPTP +

2. 2　 WTX1 菌株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及系统发

育树构建

菌株 16S rRNA 保守基因,扩增出一条 1 500 bp
左右的基因片段,见图 2。 测序后序列运用 BLAST 程

序比对,在 GenBank 中下载与 WTX1 菌株同源性较

高的模式菌株序列。 采用 MEGA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

树,见图 3。 根据系统发育树结果,菌株 WTX1 与枯

草芽孢杆菌(B. subtilis) (登录号:FJ867641. 1)相似

度达到 99% ,结合 WTX1 菌株形态学特征、生理生化

特点,鉴定 WTX1 菌株为枯草芽孢杆菌(B. subtilis)。

图 2　 WTX1 菌株 PCR 16SrRNA 扩增产物

Fig. 2　 PCR amplification of 16S rRNA sequences of strain WTX1

2. 3　 菌株 WTX1 生物量与降解率动态变化

实验研究接种发酵 72 h 内菌株 WTX1 生物量变

化与降解率之间的动态联系,结果如图 4 所示。 菌株

以 107 CFU / mL 浓度接种,发酵时间 0 ~ 18 h,菌株生

物量增长缓慢,处于延滞期,降解率处于缓慢累积的

过程,发酵 18 h,降解率为 5. 34% ;发酵时间 18 ~

图 3　 菌株 WTX1 系统发育树

Fig. 3　 Phylogenetic tree of stain WTX1

42 h,菌株生物量大量增长,处于对数期,降解率增长

缓慢,发酵 42 h,降解率为 25. 2% ;发酵时间 42 ~ 54
h,菌株生物量增长缓慢,处于平衡期,降解率迅速增

长,发酵 54 h,降解率为 74. 4% ;发酵时间 54 ~ 72 h,
菌株生物量缓慢下降,处于衰亡期,降解率缓慢增长,
发酵 72 h,降解率为 86. 5% ;菌株降解率在平衡期迅

速增加,可能菌株降解 AFB1是生长达到平衡时产生

的次级代谢产物,研究进一步分离菌株,发酵上清液,

图 4　 菌株 WTX1 生物量与降解率动态变化

Fig. 4　 Dynamic change of biomass and degradation rate of WT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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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液,确定菌株降解 AFB1起主要作用的组分。
2. 4　 菌株 WTX1 各组分降解机制研究

通过提取活菌体、发酵上清液、胞内液,对质量浓

度为 10 μg / mL 的 AFB1溶液进行吸附实验,验证菌株

WTX1 吸附机制,结果如图 5 所示。 发酵上清液的降

解率最高,达到 77. 3% ,活菌体和胞内液降解能力较

弱,分别是 5. 3% 和 9. 3% 。 由此验证,菌株 AFB1降

解能力主要依赖菌株代谢分泌到发酵液中的酶或其

他胞外物质,不是菌体本身或者胞内代谢产物。

图 5　 菌株 AFB1降解功能组分

Fig. 5　 Degradation rate of AFB1 in each component of strain

2. 5　 菌株 WTX1 降解 AFB1 产物分析

收集菌株降解液,通过 UPLC-MS / MS 方法采集

降解上清液总离子流图,如图 6 所示,与 AFB1 -TSB
标准溶液总离子流图及质谱图作对比(图 7),扣除背

景影响,总离子流图中峰度较高的有 6 个峰。 提取降

解上清液总离子流图中 6 个峰顶的质谱图(图 8),导
入 NTST MS search 2. 2 软件作比对,根据保留时间与

总离子流顶点的质谱图比较,保留时间在9. 467 min
的物质是 AFB1。 其余产物 1 ~ 5 质谱图与 AFB1标准

物质谱图比较,综合碎片离子大小,产物1 ~ 5 与

AFB1之间有若干碎片离子为同一物质离子,如:39,
51,63,77 等。 由此判断,产物 1 ~ 5 与 AFB1 母体结

构有着较高的同源性,可能都为菌株 WTX1 降解

AFB1的产物。 由 NTST MS search 2. 2软件比对结果

可以得到,产物 1 ~ 5 可能的结构如图 8 所示,分别是

产物 1: C3 H4,m / z:40. 031 3;产物 2: C6 H6,m / z:
78. 046 9;产物 3:C7H8O2,m / z:124. 052 4;产物 4:C8

H6 O2, m / z: 134. 036 77; 产物 5: C11 H10 O4, m / z:
206. 0579 09。 WTX1 将大分子 AFB1降解为小分子物

质,AFB1结构中导致基因突变和致癌突变的呋喃环

二氢双键,以及致毒性的香兰素内脂环结构都被菌株

WTX1 破坏。 WTX1 降解 AFB1 产物很多,本实验只

研究了总离子流图中峰值较高的 5 种产物,后续实验

研究菌株 WTX1 降解 AFB1产物是否具有致突变性。

图 6　 菌株降解液总离子流图

Fig. 6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strain degradation fluid

a-AFB1标准物质总离子流图;b-AFB1标准物质质谱图

图 7　 AFB1标准物质总离子流图及质谱图

Fig. 7　 Total ion chromatogram and mass spectrum of AFB1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实验室前期筛选到的 AFB1降解率高达

83. 5%的菌株WTX1 为研究对象。 通过 16S rRNA 及

生化鉴定菌株 WTX1 是枯草芽孢杆菌。 与 ESHELLI
等[25]筛选到一株降解率达 96% 的平红球菌菌株相

比较,枯草芽孢杆菌为人及哺乳动物肠道益生菌,更
具有食品安全优势。 虽然菌株 WTX1 的降解率略低

于前者,实验将进一步优化发酵条件,提高菌株降

解率。
通过分析菌株各组分降解率,结合菌株生长曲

线,菌株降解 AFB1主要是生长过程产生的次级代谢

产物作用,可能是菌株代谢到胞外的酶或其他物质。
通过 UPLC-MS / MS 方法,采集降解液总离子流图,创
新结合 NTST MS search 2. 2 软件分析对比总离子流

峰顶质谱图,得到 WTX1 菌株降解 AFB1产生的 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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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物 1;b-产物 2;c-产物 3;d-产物 4;e-产物 5

图 8　 降解上清液提取质谱图及产物结构图

Fig. 8　 Mass spectrogram of degradation supernatant extraction and product structure

产物结构。 通过分析产物结构,菌株 WTX1 降解

AFB1机制是破坏 AFB1 起致基因突变和致癌突变的

呋喃环二氢双键结构,以及致毒性的香兰素内脂环结

构,达到脱毒效果。
国内生物降解 AFB1 研究多数为筛选可降解

AFB1菌株及优化发酵条件提高降解率,对降解产物

研究较少。 本研究首次利用质谱检测及 NTST MS
search 2. 2 软件分析的方法,研究菌株 WTX1 降解产

物,分析菌株降解产物,初步探究菌株降解机制。 生

物降解 AFB1脱毒,多数将 AFB1大分子降解为小分子

物质,并破坏 AFB1的毒性位点结构,实验将进一步研

究菌株 WTX1 降解产物对人及动物代谢的影响,以
备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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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an AFB1-dergrading strain and product analysis

TANG Ying∗,DENG Zhanrui,HUANG Jia,YANG Xiaonan
(Gansu Province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Aflatoxin seriously threatens human health and causes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and arouses widespread concern in food
safety. In order to develop effective biological bacterium agent against aflatoxin contamination,this study used preliminary screened strain
WTX1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FB1 degradation rate was up to 83. 5% . Through morphological,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16S rRNA system,the bacterial strain was screened as Bacillus subtilis. By UPLC-MS / MS determination of degradation
rate of strain component parts,the degradation liquid mass spectrum was analyzed by software. The secondary metabolites produced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egradation of AFB1 . The mechanism of AFB1 degradation by strain WTX1 is to destroy the
toxic structure of AFB1,namely,furan ring dihydrogen double bond and the lipid ring structure of vanillin to achieve the detoxification
effect. The experiment will further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the strain WTX1 on human and animal metabolism.
Key words　 aflatoxin B1;Bacillus subtilis;UPLC-MS / MS;degradation products;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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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蛋白-黄油乳液凝胶对低脂酸奶理化特性及品质的影响

李红娟1,刘婷婷1,邹璇1,赵树静1,李丹2,李媛2,李洪波1,于景华1∗

1(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300000) 2(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300000)

摘　 要　 乳液凝胶是一种新型的脂肪替代物,乳清蛋白和黄油是乳品中常用的原、辅料,利用乳清蛋白和黄油制

作的乳液凝胶在乳制品加工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制备不同蛋白和脂肪含量的乳清蛋白-黄油乳液凝胶颗粒

(whey protein-butter emulsion gel particles,WPI-EG),研究其对低脂酸奶理化特性及感官品质的影响,通过分析酸

奶的持水力、质构、流变、微观结构及感官评价等指标,评价 WPI-EG 在低脂酸奶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WPI-EG
(5. 5%蛋白质,7. 9%脂肪)改善了酸奶的质构特性,硬度、稠度、黏聚性及胶着度显著增加,持水力增强。 添加

WPI-EG 的实验组低脂酸奶的表观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低脂酸奶。 电镜结果显示,随着添加的 WPI-EG 中蛋白

质和脂肪质量分数的增加,酸奶网络结构更加紧密。 5. 5% PR 感官评价得分较高,具有较好的香气、润滑感和组

织状态 (酸奶中的 WPI-EG 添加量为 10. 9% )。 研究显示,特定蛋白和脂肪含量的 WPI-EG 在酸奶中能够作为

脂肪替代物和稳定剂,显著提升低脂酸奶的品质。
关键词　 乳清蛋白-黄油乳液凝胶颗粒(WPI-EG);脂肪替代物;低脂酸奶;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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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预防因摄入脂肪过多而出现的肥胖及其他

疾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低脂酸奶产品。 脂肪

对酸奶口感及质构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制作酸奶时

减少脂肪含量,会出现许多缺陷,如组织粗糙、黏稠度

降低、乳清析出等[1 - 2]。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通

常添加脂肪替代物来改善酸奶的品质[3 - 4]。 脂肪替

代物的作用是在保证食品优良的感官品质和安全性

的基础上,部分或全部代替脂肪,从而降低食物总热

量,以满足消费者对低脂、低热量健康饮食的追求。
目前市面上主要的脂肪替代物可以分为 3 大类:第 1
类是脂肪基质的替代物,如磷脂等;第 2 类是蛋白质

基质的替代物,如微粒化乳清蛋白等;第 3 类是碳水

化合物基质的替代物,如变性淀粉、菊粉等[5 - 6]。 这

3 种类别的脂肪替代物研究较多,但其口感及风味同

脂肪相比仍有待改进。
乳液凝胶是一种半固体材料,在食品工业中,可

添加到低脂食品中以改善产品的感官和质构[7]。 乳

液凝胶体系中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或蛋白质包覆的

脂肪颗粒构成三维网络结构。 乳清蛋白乳液凝胶的

形成主要有 2 种方式,一是加热法,在有利于蛋白质

聚集的溶液条件下,将蛋白质溶液加热到球状蛋白质

的热变性温度以上,蛋白质分子展开暴露出巯基和疏

水基团,此时二硫键和疏水作用促进蛋白质聚集,当
蛋白质浓度很高时,就会形成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并导

致凝胶形成[8]。 另一种是冷致法,在不利于蛋白质

聚集的条件下,一般选择 pH 和离子强度条件在蛋白

质分子之间产生强烈的静电排斥力,将蛋白质溶液加

热到球状蛋白质的热变性温度以上,冷却后蛋白质成

为未折叠状态。 此时改变蛋白质溶液的条件如 pH,
蛋白质间的斥力会降低,未折叠的蛋白质分子间发生

交联,最终形成凝胶[9]。 乳液凝胶的性质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添加盐离子、乙醇等均可以增强

凝胶强度[10 - 13]。 目前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制备乳液凝

胶方法的相关研究,但将乳清蛋白-黄油乳液凝胶颗

粒 ( whey protein-butter emulsion gel particles, WPI-
EG)作为脂肪替代物添加到乳制品中的研究很少。

本研究将不同蛋白质含量的乳清蛋白溶液经预

热、变性、冷却调酸,分别加入不同含量的黄油,最后

均质得到 WPI-EG。 将剪切后的凝胶颗粒制备低脂

酸奶。 通过测定酸奶的持水力、质构、流变、扫描电镜

和感官评价等指标,与全脂酸奶、脱脂酸奶及低脂酸

奶等进行比较,进而评价 WPI-EG 作为脂肪替代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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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脂酸奶中的应用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新西兰脱脂奶粉 (脂肪含量 2% , 蛋白含量

35% )、全脂奶粉(脂肪含量 27% ,蛋白含量25. 5% ),
新西兰恒天然有限公司;乳清分离蛋白(WPI 9410,
蛋白质含量 89% ),宏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油(脂
肪含量 99. 8% ),内蒙古华琳食品有限公司;x-11 型

发酵剂,丹麦科汉森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FJ200-SH 数显高速分散均质机,上海标本模型

厂;Bettersize2600 激光粒度分布仪,丹东百特仪器有

限公司;TA-XT plus 质构仪,英国 Stable Micro Sys-
tems;HAAKE MARS 60 动态流变仪,德国哈克;Lab-
1B-50E 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

公司;SU1510 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
1. 3　 试验方法　
1. 3. 1　 WPI-EG 的制备

按表 1 所示配方,制备 4 种不同蛋白和脂肪质量

分数的 WPI-EG。 将 WPI 粉末溶于蒸馏水中,在室温

下以 8 000 r / min 均质 3 min 使其完全溶解,得到的

WPI 溶液于 55 ℃水浴锅中水合 1 h,然后 90 ℃变性

20 min。 取出冷却至室温后用柠檬酸调 pH 至 6. 0,
加入 55 ℃的黄油后 10 000 r / min 均质 3 min,最终配

制成蛋白质质量分数为 1. 5% 、3. 5% 、5. 5% 、7. 5% ,
对应脂肪质量分数为 2. 2% 、5. 0% 、7. 9% 、10. 8% 的

4 种 WPI-EG[14]。
1. 3. 2　 酸奶制作

原料混合→搅拌→预热→均质→杀菌→降温→接种→
发酵→冷却→后熟

(1)原料混合:称取奶粉、蔗糖于食用烧杯中,加
入 WPI-EG、蒸馏水,充分搅拌。

(2)预热、均质、杀菌、降温:60 ℃ 预热 5 min,
8 000 r / min 均质 3 min,85 ℃ 杀菌 15 min,降温至

43 ℃。
(3)接种、发酵:加入发酵剂(0. 04 g / L),于42 ℃

恒温培养箱中发酵,酸奶 pH 约 4. 5 时取出。
(4)冷却、后熟:酸奶冷却至室温后放入 4 ℃冰

箱中后熟 12 ~ 24 h,即得成品。
不同蛋白质、脂肪质量分数 WPI-EG 添加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酸奶配方明细(均为质量分数)
Table 1　 Formula of different yoghurt samples

样品 WPI-EG / g WPI / g 黄油 / g 水 / g 奶粉 / g 水 / g 蔗糖 / g 酸奶中蛋白
含量 / %

酸奶中脂肪
含量 / % 总质量 / g

1. 5% PR 200. 00 3. 37 4. 31 192. 32 34. 30 230. 70 35. 00 3. 00 1. 00 500. 00
3. 5% PR 85. 71 3. 37 4. 31 78. 03 34. 30 344. 99 35. 00 3. 00 1. 00 500. 00
5. 5% PR 54. 55 3. 37 4. 31 46. 87 34. 30 376. 15 35. 00 3. 00 1. 00 500. 00
7. 5% PR 40. 00 3. 37 4. 31 32. 32 34. 30 390. 70 35. 00 3. 00 1. 00 500. 00

SMP(脱脂对照) 0 0 0 0 42. 90 422. 10 35. 00 3. 00 0. 17 500. 00
LFM(低脂对照) 0 3. 37 4. 31 0 34. 30 423. 02 35. 00 3. 00 1. 00 500. 00
WMP(全脂对照) 0 0 0 0 58. 80 406. 2 35. 00 3. 00 3. 18 500. 00
　 　 注:1. 5% PR = 1. 5%蛋白质,2. 2%脂肪 WPI-EG 添加酸奶;3. 5% PR = 3. 5% 蛋白质,5. 0% 脂肪 WPI-EG 添加酸奶;5. 5% PR = 5. 5% 蛋白质,
7. 9%脂肪 WPI-EG 添加酸奶;7. 5% PR = 7. 5%蛋白质,10. 8%脂肪 WPI-EG 添加酸奶;SMP = 脱脂奶粉制成的酸奶;LFM = 脱脂奶粉、WPI 和黄油
制成的低脂酸奶;WMP = 用全脂奶粉制作的酸奶。 配方中保证了所有酸奶的蛋白质含量为 3%

1. 3. 3　 持水力的测定[15]

酸奶后熟后取约 20 g 到 50 mL 离心管中。 以

4 000 r / min,4 ℃下离心 20 min,弃上清液后将离心

管倒置约 5 min。 持水力按公式(1)计算:

持水力 / % =
m1 - m2

m × 100 (1)

式中:m1, 离心后样品和离心管总质量,g;m2,离心管

质量;m,样品质量,g。
1. 3. 4　 质构测定

用质构仪测定酸奶的硬度、稠度、黏聚性和胶着

度。 探头型号为 A / BE,触发类型:自动-10 g,测前速

度 1. 0 mm / s,测试速度 1. 0 mm / s,测后速度 10. 0
mm / s,测定距离为酸奶高度的 80% ,数据采集率为

400 pps。
1. 3. 5　 流变测定

酸奶的流变特性参照先前测定频率扫描和剪切

扫描的研究方法[16]。 选择直径为 35 mm 的平板探

头,平板与底面的距离为 1 mm,测试温度设置为 25
℃,先将酸奶顺时针搅拌 15 次,再逆时针搅拌 15 次,
取 0. 2 mL 于平板上进行测定。 首先,频率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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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z,应变为 0. 5%。 然后进行样品测试:剪切扫描,剪
切速率从 0 / s 增大到 500 / s,扫描时间为 180 s;频率扫

描,应变固定在 0. 5%,频率从 0. 1 ~10 Hz 进行扫描。
1. 3. 6　 扫描电镜

取酸奶表层约 1 cm 以下的凝块,放入盛有体积

分数为 2. 5%戊二醛溶液的小烧杯中固定 4 h,然后

用 pH 7. 2 的磷酸盐缓冲液冲洗 3 次,每次约 15 min,
再分别用 30% 、50% 、70% 、90% 、100% 的乙醇梯度

洗脱,每次约 15 min,将酸奶凝块放入平板,封膜后扎

孔,放进 - 40 ℃冰箱中冷冻 12 h,取出后进行真空冷

冻干燥 12 h,样品镀金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17]。
1. 3. 7　 感官测评

由 10 位与乳品研究相关人员对酸奶进行感官评

分,评分指标有色泽、组织状态、黏稠度、润滑感、酸甜

感、香气。 感官描述及评分标准见表 2,实验结果以

雷达图展示。
表 2　 酸奶感官评定标准

Table 2　 Standard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yoghurt
感官描述 指标 评分范围(分)

色泽 色泽均匀,呈乳白色 9 ~ 10
色泽不不均匀,但整体呈乳白色 7 ~ 8
色泽不均匀,呈浅黄色 5 ~ 6
色泽不均匀,呈浅灰色或浅白色 3 ~ 4
颜色异常,有菌长出 1 ~ 2

组织状态 组织均匀细腻,表面光滑,无裂纹,无气泡,无乳清析出 17 ~ 20
组织均匀细腻,表面光滑,无裂纹,无气泡,乳清少量析出 13 ~ 16
组织粗糙,表面不光滑,无裂纹,无气泡,乳清少量析出 9 ~ 12
组织粗糙,表面不光滑,无裂纹,无气泡,乳清析出 5 ~ 8
组织粗糙,表面不光滑,无裂纹,无气泡,乳清析出严重 1 ~ 4

黏稠度 黏度适中,口感厚重 16 ~ 20
口感稍显稀薄 11 ~ 15
口感较稀或黏稠度很大有胶质感 6 ~ 10
口感很稀或胶质感过强 1 ~ 5

润滑感 很润滑,很细腻,无颗粒感 16 ~ 20
润滑,细腻,略有颗粒感 11 ~ 15
润滑性较差,有颗粒感 6 ~ 10
不润滑,有明显颗粒感 1 ~ 5

酸甜感 具有浓郁的酸味、甜味,无涩味 7 ~ 10
酸味、甜味较淡,无涩味 5 ~ 6
酸味、甜味较淡,涩味较淡 4 ~ 5
酸味、甜味较淡,涩味较浓郁 1 ~ 3

香气 奶香味浓郁,无酸臭味、糊焦味 16 ~ 20
奶香味稍淡,无酸臭味、糊焦味 11 ~ 15
奶香味适中或酸臭味、糊焦味较淡 6 ~ 10
无奶香味或酸臭味、糊焦味较浓 1 ~ 5

1. 3. 8　 统计分析

所有试验重复测定 3 次。 数据处理和显著性分

析使用 SPSS 23. 0,实验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组间差异,以 P < 0. 05 表

示差异显著。 使用 Origin 9. 0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WPI-EG 对酸奶持水力的影响

持水力的大小与凝胶网络的相互作用、微观结构

和施加外力的大小有关[18]。 由图 1 可知, SMP 和

LFM 酸奶的持水力显著低于 WMP 酸奶(P < 0. 05)。
WPI-EG 中蛋白和脂肪含量较低时,实验组酸奶样品

(1. 5% PR、3. 5% PR)持水力同 SMP 酸奶相比无显著

差异,且低于 LFM 酸奶,而 5. 5% PR 组持水力同其他

实验组相比显著提高,为 49. 07% 。 研究表明,酸奶

持水力大小主要同酸奶凝胶网络结构紧密程度及网

络间孔隙大小相关[19 - 20]。 WPI-EG 对持水力的改善

可能是由于乳清蛋白经过热处理后,变性程度增加,暴
露出更多的疏水基团和反应位点,因此 WPI-EG 颗粒

本身及其同酪蛋白之间更易发生交联[21],同对照相比

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络结构,从而增强酸奶持水力。
7. 5% PR 组酸奶持水力为 39. 87% ,低于 5. 5%

PR 组。 7. 5% PR 组中添加的 WPI-EG 蛋白质和脂肪

质量分数虽然高于 5. 5% PR 组,但 7. 5% PR 组的

WPI-EG 在酸奶中的添加量(8. 0% )低于 5. 5% PR 组

(10. 9% );另外,当 WPI-EG 中蛋白质和脂肪质量分

数分别达到 5. 5%和 7. 9%时,WPI-EG 颗粒在酸奶中

可能已经结合蛋白形成了具有足够强度的凝胶网络,
在此基础上 WPI-EG 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的轻微增

加对酸奶凝胶结构无明显影响。 因此,持水力实验结

果表明 5. 5% PR 组酸奶可显著提高酸奶的持水力,
提升酸奶品质。

图 1　 WPI-EG 对酸奶持水力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WPI-EG on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yoghurt

2. 2　 WPI-EG 对酸奶质构的影响

不同酸奶的硬度值如表 3 所示。 1. 5% PR 和

3. 5% PR 组无显著差异,实验组中 5. 5% PR 酸奶硬

度最高 (58. 89 g)。 在制备 WPI-EG 的过程中,对
WPI 进行了热改性处理,因此体系中蛋白存在许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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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位点,使得变性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交联增多。 较

高含量的变性乳清蛋白可改善与脂肪的相互作用,使
网络结构更致密,从而增加凝胶的硬度[22]。 研究表

明 WPI-EG 中脂肪含量的增加也可以增强酸奶的三

维网络结构[12]。 7. 5% PR 酸奶的硬度(48. 18 g)低
于 5. 5% PR 酸奶。 此结果表明,当 WPI-EG 中蛋白

质和脂肪含量达到一定浓度(蛋白质≥5. 5% ,脂肪

≥7. 9% )时,WPI-EG 的添加量对改善酸奶质构特性

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表 3　 WPI-EG 对酸奶质构特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WPI-EG on texture properties of yoghurt
样品 硬度 / g 稠度 / (g·s) 黏聚性 / g 胶着度 / (g·s)

D1. 5% PR 36. 94 ± 1. 46a 904. 32 ± 26. 72a - 40. 34 ± 2. 81a - 105. 25 ± 4. 98a

3. 5% PR 38. 61 ± 0. 87a 938. 47 ± 0. 73a - 47. 48 ± 0. 87b - 127. 81 ± 2. 33b

5. 5% PR 58. 89 ± 3. 08c 1 600. 82 ± 72. 92c - 74. 95 ± 4. 76c - 219. 98 ± 5. 36c

7. 5% PR 48. 18 ± 3. 41b 1 144. 65 ± 44. 81b - 52. 18 ± 1. 57b - 139. 55 ± 6. 33b

SMP 35. 58 ± 0. 97a 931. 43 ± 54. 54a - 37. 15 ± 2. 11a - 108. 03 ± 10. 74a

LFM 37. 15 ± 0. 16a 868. 36 ± 10. 86a - 40. 67 ± 2. 05a - 107. 32 ± 4. 05a

WMP 74. 25 ± 1. 46d 1 777. 81 ± 13. 10d - 103. 07 ± 5. 19d - 271. 52 ± 10. 09d

　 　 注:正文中黏聚性的数值以绝对值表示;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稠度是酸奶内部摩擦力大小的体现。 如表 3 所

示,WMP 酸奶的稠度值最高(1 777. 81 g·s)。 1. 5%
PR(904. 32 g·s)、3. 5% PR(938. 47 g·s)的稠度值

与 LFM 酸奶无显著差异。 实验组中 5. 5% PR 酸奶

的稠度最高(1 600. 82 g·s)。 样品稠度增大可能与

热变性乳清蛋白与黄油结合形成结构类似脂肪球的

乳清蛋白-黄油凝胶颗粒有关,颗粒的增多使样品内

部摩擦的几率增大。
黏聚性能够体现酸奶内部分子间作用力的强度。

1. 5% PR(40. 34 g)、SMP(37. 15 g)和 LFM(40. 67
g)酸奶的黏聚性无显著性差异。 添加 WPI-EG 的样

品中 5. 5% PR 酸奶的黏聚性最高(74. 95 g)。 此结

果表明,特定蛋白和脂肪含量的乳清蛋白-黄油乳液

凝胶颗粒能结合更多的水分和脂肪,限制体系中自由

的脂肪和水分在酸奶中的运动,从而提高酸奶的凝聚

力,即黏聚性增大。
胶着度值表示将样品破裂成能够被吞咽状态而

需要的力。 除 1. 5% PR 酸奶外,3. 5% PR、5. 5% PR
和 7. 5% PR 酸奶的胶着度均高于 SMP 和 LFM 酸奶。
TAMIME 等[23] 认为,当微粒化乳清蛋白用作脂肪替

代物时,其功能是模拟脂肪球。
此结果表明,添加 WPI-EG 的酸奶与 LFM 酸奶

相比虽然脂肪和蛋白质含量相同,但由于乳液凝胶形

成类似脂肪球的结构,具有一定弹性,因此其胶着度

高于 LFM 酸奶。
2. 3　 WPI-EG 对酸奶流变特性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所有样品都呈现出假塑性流体的特

征,即表观黏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降低。 剪切速

率在 0 ~ 50 s - 1时所有样品的表观黏度均明显下降,
而在 50 ~ 500 s - 1阶段下降缓慢。 WMP 酸奶的表观

黏度在 50 ~ 500 s - 1阶段较其他样品下降缓慢,添加

WPI-EG 实验组酸奶除 1. 5% PR 样品外,其余样品表

观黏度下降程度较 SMP 和 LFM 酸奶缓慢,并且随着

添加 WPI-EG 中蛋白质质量分数的增大,表观黏度随

剪切速率下降减缓,随着剪切速率增大,蛋白之间的

作用力被减弱,减小了分子间的摩擦力,表观黏度下

降,但随着 WPI-EG 中蛋白质、脂肪含量增加,增强了

酸奶网络结构中分子间的摩擦,提高了分子之间的成

胶性,因此酸奶的表观黏度下降减缓[24]。

图 2　 WPI-EG 对酸奶表观黏度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WPI-EG on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hurt

酸奶具有黏性和弹性特征。 当 G′ > G″时,表明

样品的弹性形变优于黏性形变,即样品体现出一定的

刚性[25]。 由图 3 可知,所有酸奶的 G′和 G″值都随着

剪切速率的增加而增加,WMP 酸奶的 G′和 G″值均高

于其他样品,1. 5% PR 酸奶 G′和 G″值低于 SMP 和

LFM 酸奶。 G′和 G″值描述酸奶的凝胶强度,除 1. 5%
PR 样品外,其他实验组酸奶样品 G′和 G″值均高于

SMP 和 LFM 酸奶,且 7. 5% PR 酸奶的黏弹性最高,
WPI-EG 以蛋白包裹脂肪的小颗粒形式存在,使凝胶

网络结构更为均匀细腻,增大了酸奶的凝胶强度。 而

5. 5% PR 酸奶的 G′值较高,这一结果与持水力和质

构结果相符,酪蛋白与热处理的乳清蛋白相互作用,
使得样品呈现出具有较好弹性的固体凝胶状态。
2. 4　 WPI-EG 对酸奶微观结构的影响

酸奶的微观结构是蛋白质聚集形成的三维网状

结构,由图 4 可看出 SMP 和 LFM 酸奶的网络结构较

松散,网状结构间孔隙较多,而 WMP 酸奶的网络结

构比较紧密。 表明在 WMP 样品中蛋白分子与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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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PI-EG 对酸奶黏弹性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WPI-EG on viscoelasticity of yoghurt

球相互结合,形成较大的聚集体且致密的网络结

构[26-27]。 此结果同 TORRES 等[6] 的研究一致,脂肪

球能增强蛋白质分子间相互作用,酸奶中脂肪含量

增加使网络结构更加紧密。 添加 WPI-EG 酸奶的微

观结构比 SMP 和 LFM 酸奶的微观结构更致密、更
规则,可能是变性乳清蛋白与酪蛋白之间的交联

增多。

图 4　 WPI-EG 对酸奶微观结构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WPI-EG on microstructure of yoghurt

蛋白质质量分数从 1. 5% 增加到 7. 5% 的 WPI-
EG 的酸奶,网络结构变得更紧密和牢固,7. 5% PR 组

三维网状结构更为粗壮,而 5. 5% PR 组酸奶的网状

结构紧密、平整、规则,这种结构有效提高了样品的硬

度、黏度和持水力。

2. 5　 WPI-EG 对酸奶感官的影响

如图 5 所示,SMP 和 LFM 酸奶的整体评分较低,
组织状态、黏稠度和润滑感较差,可能是由于脂肪含

量低导致乳清析出,WMP 酸奶的得分高于两者。 添

加 WPI-EG 酸奶的整体评分随着 WPI-EG 中蛋白质、
脂肪质量分数的增大而升高,5. 5% PR 酸奶和 7. 5%
PR 酸奶样品感官评分都较高,两者样品组织均匀细

腻,无乳清析出,黏度适中,口感润滑。 有研究发现,
变性乳清蛋白能够有效改善酸奶中风味物质的结合

和释放[28]。 本研究中,WPI-EG 通过热变性乳清蛋白

将黄油包裹,形成稳定的乳液凝胶颗粒,能够更有效

的保留脂肪中的脂溶性的风味物质,提升酸奶风味,
增加了酸奶的香气等感官评价指标。

图 5　 酸奶感官评分雷达图

Fig. 5　 Radar map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yoghurt

3　 结论

本研究发现 WPI-EG 是低脂酸奶中一种有效的

脂肪替代物和稳定剂。 添加 WPI-EG 生产的酸奶,各
项指标随着 WPI-EG 中蛋白质和脂肪质量分数的不

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实验组中添加含 5. 5%蛋白、
7. 9%脂肪的 WPI-EG 时酸奶的持水力、硬度、稠度、
黏聚性和胶着度最高,与低脂对照相比差异显著;
5. 5% PR 酸奶感官评分较高,尤其是香气和润滑性的

评价显著高于其他样品。 因此,在生产低脂酸奶过程

中加入特定蛋白、脂肪含量的 WPI-EG 能够显著提升

低脂酸奶品质,在酸奶生产中具有较好的实际意义和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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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hey protein emulsion gel on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quality of low-fat yoghurt

LI Hongjuan1,LIU Tingting1,ZOU Xuan1,ZHAO Shujing1,LI Dan2,LI Yuan2,
LI Hongbo1,YU Jinghua1∗

1(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000,China)
2(Miao Ke Landuo(Tianjin) Food Technology Co. Ltd. ,Tianjin 300000,China)

ABSTRACT　 Emulsion gel is a new type of fat replacer. Whey protein and butter are commonly used in dairy products and whey protein-
butter emulsion gel could be used as potential fat replacer in dairy industry. In this study, whey protein-butter emulsion gel particles
(WPI-EG) with different protein and fat contents were prepared,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WHC), texture, rheolo-
gy, microstructure and sensory evaluation of low-fat yoghurt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PI-EG (5. 5% mass fraction of protein
and 7. 9% mass fraction of fat) improved the texture properties of yoghurt. The hardness, consistency, cohesiveness and adhesivenes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WHC was also improved.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low-fat yoghurt added with WPI-EG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Microstructure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tein and fat contents in WPI-EG, the yo-
ghurt had a more compact network structure and smaller pores. The growp with 5. 5% of protein had a higher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 It
had a better aroma, lubrication and tissue state (WPI-EG in yoghurt was 10. 9% of mass frac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samples adding
WPI-EG. This study showed that WPI-EG with specific protein and fat content can be used as fat replacer and stabilizer in yoghurt. WPI-
E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ow-fat yoghurt.
Key words　 whey protein-butter emulsion gel particles (WPI-EG);fat substitute;low fat yoghurt;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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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母本西门塔尔杂交牛各部位肉品质与蛋白质功能特性的差异

赵改名1,茹昂1,郝婉名1,张桂艳1,田玮2,祝超智1∗,乃比江3,4,刘建明3,4

1(河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2(河南农业大学 牧医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3(伊犁综合试验站,新疆 伊犁,835000)4(伊犁州畜牧总站,新疆 伊犁,835000)

摘　 要　 为了研究西秦牛(西门塔尔牛 × 宁夏秦川牛)和西褐牛(西门塔尔牛 × 新疆褐牛)不同部位肉的差异

性,对选取的牛腩、霖肉、牛腱子、黄瓜条、肩肉和臀肉 6 个部位肉样从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和蛋白质功能特性等

多项指标进行探究。 结果表明:西褐牛的牛腩保水性较好,肩肉的水分含量较高(78. 75% )且脂肪含量较低(0.
4% ),霖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21. 74% )且剪切力值较高(6. 91 kg),牛腱子的胶原蛋白含量较高(22. 24% );西
秦牛的牛腩脂肪含量较高(5. 19% ),黄瓜条剪切力值较低(3. 76 kg)。 对肉中蛋白质功能特性进行研究,西褐牛

的牛腩蛋白质乳化能力较强(15. 67 mL / g),牛腱子蛋白质凝胶保水性较好(81. 71% ),臀肉蛋白质凝胶硬度较

高(226 g);西秦牛的肩肉蛋白质乳化稳定性较好(76. 34% ),霖肉蛋白质凝胶弹性较高(0. 61)。
关键词　 宁夏秦川牛;新疆褐牛;西门塔尔杂交牛;差异性研究;蛋白质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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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是世界上

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乳、肉、役兼用品种之一,是世

界第二大牛种,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先后从苏联、奥
地利、德国等国家引入[1]。 西门塔尔牛具有产乳、产
肉性能较高,抗病力强,耐粗饲等优点,故在饲养及改

良育种方面利用较多。 新疆是畜牧大省,截止 2018
年底,新疆地区共有 457. 20 万头牛,牛肉产量 41. 96
万 t,2018 年牛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6. 52% [2],截止

2017 年底,全区设计屠宰加工能力达到 400 ~ 800 万

头的规模化牛羊屠宰加工企业有 50 多家[3]。 新疆褐

牛是我国自主杂交改良和育种的乳肉兼用品种,其母

本为哈萨克牛,父本为瑞士褐牛、阿拉托乌牛和科斯

特罗姆牛,新疆褐牛拥有较高的产乳、产肉性能,且拥

有抗病力、强耐寒、耐粗饲、耐高温等特点。 新疆褐牛

育成虽然较早,但之后多年并未进行系统全面地选育

选种,存在近交衰退的现象,致使新疆褐牛的遗传品

质和整体生产性能下降[4],目前新疆地区选用西门

塔尔牛对新疆褐牛进行杂交选育,以提升其遗传品质

和生产性能,西门塔尔牛及高代杂种牛是新疆地区主

要利用的品种[5]。 宁夏作为我国唯一回族自治区,
“清真”品牌是宁夏的特色,宁夏清真牛肉在国内外

市场上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民族特色优势[6 - 7]。

秦川牛具有耐粗饲、抗逆性强、肉质好等优点,但也有

早熟性差、饲料报酬低、尖尻、后躯发育差、产肉率和

泌乳性能低等缺陷[8],且有研究发现 18 月龄秦川牛

剪切力较高(6. 09 kg),肌内脂肪含量较少,嫩度较

差[9],故通过杂交,不仅可以改善当地黄牛的不良体

型,提升生产性能[10 - 11],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肉质。
为了探究不同地区西门塔尔杂交牛肉质情况,为

后续精深加工及产品增值提供依据,对新疆和宁夏两

个地区西门塔尔杂交牛牛肉食用品质、营养品质和蛋

白质功能特性进行测定比较,为当地肉产品加工企业

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西秦杂交牛,宁夏夏华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排
酸 72 h,雄性,屠宰年龄为 18 m;西褐杂交牛,伊犁

福润德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排酸 72 h,雄性,屠宰

年龄为 18 m。 两种牛均选取牛腩、霖肉、牛腱子、黄
瓜条、肩肉和臀肉作为研究对象。 样品分割后经物

流(0 ~ 4 ℃)运抵实验室,放入 - 38 ℃冷冻保存。
乙醚、盐酸、浓硫酸、NaOH、硼酸、氯胺 T、对二甲

氨基苯甲醛、高氯酸、NaCl、L-羟脯氨酸、正丙醇、异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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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CuSO4、K2SO4、甲基红、亚甲基蓝、溴甲酚绿(均为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大豆油,中粮

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HI99163 便携 pH 计、HI8424 酸度计、EC-215 电

导率仪,德国 Hanna 公司;CU-420(HZW21)恒温水浴

槽、BPG-9156A 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MJ-BL25C3 搅拌机,广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TA. XT Plus 物性测试仪,英国 Stable Micro Systems 公
司;MinoltaCR-5 台式色差仪,日本 Konica Minolta 公

司;MODEL2000 沃布剪切力仪, 美国 G-R 公司;
35172BRUZ 拍打均质机,法国 AES Chemunex 公司;
X-64R 高速冷冻台式离心机, 美国贝克曼公司;
UV2600 紫外分光光度计,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3　 测定方法

1. 3. 1　 营养品质测定

水分含量测定:参照 GB 5009. 3—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蛋白质含量测定:参照 GB / T 5009. 5—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脂肪含量测定:参照 GB / T 5009. 6—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索氏提取法。
胶原蛋白含量测定:参照 GB / T 9695. 23—2008

《肉与肉制品羟脯氨酸含量测定》对肌肉中羟脯氨酸

含量测定。
1. 3. 2　 食用品质测定

1. 3. 2. 1　 肉色测定

肉色测定参考赵改名等[12] 的方法进行,用台式

色差仪测定肉样的 L∗(亮度)、a∗(红度)、b∗(黄度)
值,每个部位肉样测定 6 次,取平均值,重复3 次。
1. 3. 2. 2　 pH 测定

参照 GB 5009. 23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pH 值的测定》,使用便携式 pH 计,每个样品平

行测定 3 次。
1. 3. 2. 3　 保水性测定

解冻损失参考赵改名等[12] 的方法进行测定,肉
样解冻前后的质量分别记为 m1 ( g)、m2 ( g),按照公

式(1)计算。

解冻损失 / % =
m1 - m2

m1
× 100 (1)

蒸煮损失参考 LI 等[13]的方法进行测定,肉样在

85 ℃水浴锅中煮至中心温度 75 ℃,蒸煮前后的质量

分别记为 m3(g)、m4(g),按照公式(2)计算。

蒸煮损失 / % =
m3 - m4

m3
× 100 (2)

1. 3. 2. 4　 质构测定

质构测定:将肉样装入蒸煮袋后置于水浴锅中,
于 85 ℃热水中煮至中心温度达到 70 ℃,冷却至 25
℃,用刀修整肉块的边沿,找出肌纤维的自然走向,之
后用刀沿肌纤维的自然走向将肉样修整为 1. 5 cm ×
1. 5 cm ×0. 5 cm 肉块进行测定。 质构仪使用 P50 探

头,测前速率 2. 0 mm / s,测试速率 2. 0 mm / s,测后速

率 10. 0 mm / s,压缩变形率 50% ,探头 2 次测定间隔

时间 5 s,触发类型自动。 对样品的硬度、弹性、咀嚼

性进行测定。 每个部位肉样测定 10 ~ 15 次求平

均值。
剪切力测定:煮制条件同质构测定,将煮制好的

肉样修整为 1. 5 cm × 1 cm × 1 cm 肉块进行测定,使
用沃布剪切力仪沿着垂直于肌纤维自然走向方向切

割,测定其剪切力(kg),每个部位肉样测定 10 ~ 15
次求平均值。
1. 3. 3　 蛋白质功能特性测定

1. 3. 3. 1　 乳化特性

乳化能力测定:参考王复龙等[14] 的方法。 取 50
g 肉样放入组织捣碎机,捣碎后向其中加入 800 mL
(预先冷却至 0 ~ 4 ℃)0. 6 mol / L NaCl 溶液和 0. 05
mol / L K2HPO4 缓冲液,将匀浆物充分混合,倒入大烧

杯中,置于 4 ℃冰箱中静置 24 ~ 48 h,用纱布过滤,最
后取 20 支离心管分别标号 1 ~ 20,每支离心管中分

别加入 15 mL 上述匀浆物,并依次加入大豆油的毫升

数为 1、2、…、20 mL。 然后分别取离心管在匀浆机以

10 000 r / min 的转速搅拌 10 s,制得乳状液,整个过

程在冰水浴中进行,再使用电导率仪对乳状液的乳化

能力进行测定,每组实验平行测定 6 次。
乳化稳定性测定:参考王复龙等[14] 的方法。 选

择处于乳化崩解点时的离心管,用移液枪吸取乳化液

于离心管并称其质量 m5 ( g),盖子塞好后立即置于

80 ℃水浴锅中加热 30 min,然后冷却至 25 ℃,4 000
r / min离心 5 min,去除水分,然后称质量 m6(g),称取

离心管质量 m7(g)。 乳化稳定性按公式(3)计算,每
个肉样测定 3 次。

乳化稳定性 / % =
m6 - m7

m5 - m7
× 100 (3)

1. 3. 3. 2　 凝胶特性

凝胶的制备:参考赵改名等[12] 的方法。 取肉样

剔除可见脂肪和结缔组织后切成约 1 cm3 的小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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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00 g,加入 300 mL 的 0. 6 mol / L NaCl 溶液,用组

织捣碎机匀浆 30 s 后用纱布过滤去除结缔组织,在 4
℃、5 000 r / min 条件下离心 5 min,去除气泡,制好后

置于 4 ℃冰箱中备用。 将肌肉匀浆物倒入大烧杯中,
其中凝胶保水性的测定用 10 mL 离心管,凝胶质构的

测定用 25 mL 小烧杯。 保鲜膜覆盖大烧杯口后用皮

筋扎紧并编号,再把大烧杯置于水浴锅中加热,从 25
℃以 1 ℃ / min 速率升至 75 ℃,之后保温 20 min,取
出后冷却,随后均放置于 4 ℃冰箱中保存,测量前取

出凝胶在室温下放置 1 h 待测。
凝胶保水性测定:称 10 mL 离心管质量,记为

m8,取出制备好的凝胶置于 10 mL 离心管中,称其质

量,记为 m9;在 4 ℃、5 000 r / min 条件下离心 10 min,
取出去除水分,称其质量,记为 m10(g)。 凝胶保水性

按照公式(4)计算:

凝胶保水性 / % =
m10 - m9

m9 - m8
× 100 (4)

凝胶质构测定:条件同 1. 3. 2. 4 对样品质构进行

测定。
1. 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16. 0 版)进行 T 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利用 Origin
2018 软件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营养品质差异分析

由表 1 可知,西褐牛肩肉水分含量较高,西秦牛

牛腩水分含量较低。 水是肉中含量最多的成分,肉的

水分含量和保水性会直接影响到肉及肉制品的组织

状况和品质。 一般情况下,水分含量与保水性呈负相

关,水分含量越高,保水性越差[15],这与本次实验测

定结果大致相符(西褐牛肩肉保水性较差)。
表 1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水分含量、蛋白质含量测定结果

Table 1　 Moisture content and protein content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部位
水分含量 / % 蛋白质含量 / %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牛腩 72. 64 ± 0. 23dB 73. 41 ± 0. 34dA 20. 22 ± 0. 22bA 20. 45 ± 0. 43bA

霖肉 75. 25 ± 0. 03cB 76. 98 ± 0. 21bA 20. 71 ± 0. 20aB 21. 74 ± 0. 37aA

牛腱子 77. 61 ± 0. 01aA 77. 40 ± 0. 09bB 19. 53 ± 0. 03cA 19. 62 ± 0. 13cA

黄瓜条 76. 27 ± 0. 06bA 75. 69 ± 0. 09cB 18. 54 ± 0. 22eB 20. 26 ± 0. 18bcA

肩肉 76. 65 ± 0. 13bB 78. 75 ± 0. 03aA 19. 02 ± 0. 17dB 19. 79 ± 0. 35bcA

臀肉 75. 59 ± 0. 11cA 73. 65 ± 0. 27dB 18. 70 ± 0. 05eB 19. 95 ± 0. 26bcA

　 　 注:同部位不同种间上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同种不同部位上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下同)

西褐牛霖肉蛋白质含量较高,西秦牛霖肉蛋白质

含量次之,西秦牛黄瓜条和臀肉蛋白质含量较低。 肉

中蛋白质含量会影响肉品营养价值及风味[16],且会

影响热诱导凝胶的强度[17]。 西秦牛霖肉较高的蛋白

质含量 (20. 71% ) 有助于其形成硬度较高的凝胶

(216 g)。
肌内脂肪含量与肉的嫩度、剪切力、多汁性和风

味息息相关[18],肌内脂肪的沉积会使现有大理石花

纹变宽,大理石花纹更明显,但不会改变现有大理石

花纹的形状[19],且大理石花纹可以直接反映牛肉的

嫩度[20]。 由图 1 可知,西秦牛牛腩脂肪含量最高,西
褐牛肩肉脂肪含量最低。 从同一品种牛不同部位来

看,牛腩及臀肉脂肪含量平均值均高于其他部位,此
结果与郭同军[21] 的实验结果相似,这可能是由于牛

腩及臀肉运动量小,更易沉积脂肪。 不同品种间比

较,西秦牛脂肪含量平均值均高于西褐牛对应部位,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育肥方式及程度有关,一般认为

营养水平可以对肌内脂肪产生影响[22],且有研究报

道增加日粮营养水平可增加肉牛皮下脂肪的沉积,同
时提高肉牛各部位肌内脂肪的沉积[23 - 24]。

图 1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脂肪含量测定结果

Fig. 1　 Fat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meat of two cattle

肌内胶原含量与性质的变化影响着肉品的嫩度、
持水性能等肉品品质[25],图 2 显示,西褐牛牛腱子胶

原蛋白含量较高,西秦牛牛霖胶原蛋白含量较低。 西

秦牛对应部位肉的胶原蛋白含量均低于西褐牛,与此

相对应的西秦牛牛肉嫩度也较好,保水性较差。

图 2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胶原蛋白含量测定结果

Fig. 2　 Collagen content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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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食用品质差异分析

2. 2. 1　 颜色

消费者对肉的第一直观印象是色泽,会直接影响

到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故肉色是反映肉品质的重要指

标之一。 人们所观察到的肌肉颜色主要来源于肌红

蛋白,而肌肉颜色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肌红蛋白的含量

和其所处的状态[26] 。L∗值也与肌肉的表面纤维结

构排列有关,不同的排列结构导致对光的散射特性不

同。 由表 2 可知,西褐牛肩肉与牛腱子 L∗值较高,西
秦牛牛腱子与西褐牛臀肉 L∗值较低,西秦牛亮度平

均值均大于西褐牛对应部位亮度平均值,这与牛克

兰[27]的研究相符,低保水性组肉的 L∗值均显著高于

高保水性组。 此外,L∗值还与肌内脂肪含量呈显著

的正相关[28],这也与测定结果相符。

表 2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颜色测定结果

Table 2　 Color indexes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部位
L∗ a∗ b∗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牛腩 32. 31 ± 0. 18dB 36. 52 ± 0. 06eA 9. 65 ± 0. 31aA 4. 96 ± 0. 13cB 7. 52 ± 0. 20bA 4. 63 ± 0. 14dB

霖肉 33. 72 ± 0. 20cB 37. 82 ± 0. 22dA 8. 39 ± 0. 22bA 7. 14 ± 0. 11bB 7. 73 ± 0. 12bA 6. 35 ± 0. 07aB

牛腱子 27. 84 ± 0. 34 fB 39. 16 ± 0. 05bA 9. 83 ± 0. 15aA 9. 49 ± 0. 28aA 7. 33 ± 0. 20bA 5. 61 ± 0. 06bB

黄瓜条 34. 39 ± 0. 43bB 38. 76 ± 0. 19cA 6. 55 ± 0. 36cA 4. 83 ± 0. 06cB 4. 61 ± 0. 42cA 3. 72 ± 0. 05eA

肩肉 37. 31 ± 0. 31aB 44. 49 ± 0. 13aA 8. 57 ± 0. 03bA 7. 19 ± 0. 11bB 8. 16 ± 0. 10aA 5. 29 ± 0. 10cB

臀肉 31. 32 ± 0. 59eB 32. 40 ± 0. 26 fA 8. 49 ± 0. 45bA 3. 56 ± 0. 10dB 8. 30 ± 0. 24aA 4. 62 ± 0. 01dB

　 　 西秦牛与西褐牛牛腱子 a∗值较高,西褐牛臀肉、
黄瓜条和牛腩 a∗值较低,西秦牛臀肉、肩肉 b∗值较

高,西褐牛黄瓜条 b∗值较低,整体上看,西秦牛对应

部位肉的 a∗值和 b∗值均高于西褐牛。 肉色主要取

决于肉中氧合肌红蛋白和高铁肌红蛋白比例,氧合肌

红蛋白比例高从而 a∗和 b∗值较高[29],除此之外影

响牛肉肉色的因素有很多,如宰前因素包括品种、年
龄、日粮和宰后因素包括部位、肌浆蛋白、肉的成熟

等[30]。 西秦牛对应部位肉的 a∗值和 b∗值均高于西

褐牛的可能原因是 2 种西门塔尔牛杂交牛品种差异、
饲养方式或运动量等因素的不同。 有研究证明,品种

间差异会使肉色显著不同[31],日粮中补充 VA 会使

a∗、b∗和 L∗值显著降低[32]。 牛腱子 a∗值较其他部

位高的原因可能是牛腱子中氧化型纤维占比较高,则
肉色更加鲜红[33]。
2. 2. 2　 pH 值

pH 值直接反映肉中糖原酵解的速度与强度,其
变化主要由肉中糖原分解产生的乳酸累计所致[34],
由图 3 可知,西褐牛肩肉 pH 值较高,西褐牛臀肉 pH
值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不同部位肉的肌纤维特性与糖

酵解潜力不同[35],且仅西秦牛牛腩、肩肉和西褐牛牛

腱子、肩肉处在鲜肉 pH 参考标准最优品5. 8 ~ 6. 2 之

间,对于出现 pH 较低的现象,有研究发现在牛肉排

酸过程中,pH 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排酸前

72 h,pH 下降且在第 72 h 时降至最低,之后由于糖类

物质消耗完毕,乳酸生成结束,再伴随着乳酸生化分

解,其分解速率高于生成速率, pH 再开始缓慢升

高[36],所测样品部分部位肉 pH 较低可能由排酸时

间在 72 h 左右所致。

图 3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 pH 值测定结果

Fig. 3　 pH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ow cattle

由图 4 可知,西褐牛牛腩保水性较好,西秦牛黄

瓜条解冻损失最高,西秦牛肩肉蒸煮损失最高。 肉的

保水性与肉 pH 及蛋白质含量有关,一般情况下,肉
的 pH 越高,离蛋白质等电点越远,蛋白质的静电荷

效应越明显,保水性就越好[37] ,肉中蛋白质含量越

图 4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解冻损失、蒸煮损失测定结果

Fig. 4　 Thawing loss and cooking loss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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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水性也越好[38],二者会综合影响到肉的保水

性。 所以西秦牛黄瓜条较低 pH(5. 44)和蛋白质含

量( 18. 54% ), 决定了其保水性较差 (解冻损失

6. 69% 、蒸煮损失 33. 09% )。 西秦牛各部位肉的保

水性均较西褐牛的对应部位差,这可能是由于西秦牛

部位肉中蛋白质含量较西褐牛对应部位低而脂肪含

量较高,结合水的能力较弱。
2. 2. 3　 质构

肉的嫩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肉组成成分的

差异、宰前因素和宰后因素等,肉组成成分的差异主

要有肌纤维组成、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等的差

异[39 - 40]。 由表 3 可知,西褐牛牛腱子硬度最高,西秦

牛霖肉和牛腱子硬度较低;西褐牛黄瓜条弹性较大,
西秦牛牛腱子弹性较小。 一般情况下,肌纤维密度越

大,胶原蛋白含量越低,脂肪和水分含量越高,则肉的

硬度越低,嫩度越好。 除此之外,牛屠宰过程中的电

刺激及吊挂等技术也可改善牛肉硬度[41]。 西秦牛牛

霖、牛腱子和肩肉硬度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其胶原蛋白

含量较低(6. 96% 、11. 10%和 14. 48% ),脂肪含量较

高 ( 2. 46% 、 1. 22% 和 2. 07% ), 水 分 含 量 较 高

(75. 25% 、77. 61% 和 76. 65% ),或生产技术等因素

综合影响的结果。

表 3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质构测定结果

Table 3　 Structure indexes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cattles

部位
硬度 / g 弹性 咀嚼性 / g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牛腩 3 338. 13 ± 330. 64cA 3 561. 64 ± 307. 29dA 0. 68 ± 0. 01aA 0. 69 ± 0. 00bA 1 463. 97 ± 157. 23cA 1 675. 27 ± 156. 21bA

霖肉 1 816. 04 ± 140. 49dB 3 606. 76 ± 6. 38dA 0. 62 ± 0. 01bB 0. 68 ± 0. 00cA 725. 74 ± 66. 88dB 1 594. 72 ± 14. 57bA

牛腱子 1 678. 80 ± 126. 81dB 6 011. 84 ± 191. 62aA 0. 54 ± 0. 03cB 0. 66 ± 0. 01dA 539. 48 ± 41. 88dB 2 576. 29 ± 122. 59aA

黄瓜条 4 778. 55 ± 233. 76bA 4 785. 08 ± 142. 36bA 0. 61 ± 0. 01bB 0. 71 ± 0. 01aA 1 991. 83 ± 120. 31bB 2 439. 36 ± 102. 03aA

肩肉 2 005. 64 ± 61. 75dB 4 255. 78 ± 228. 15cA 0. 59 ± 0. 01bB 0. 61 ± 0. 00eA 739. 96 ± 26. 87dB 1 632. 93 ± 83. 30bA

臀肉 5 636. 17 ± 411. 81aA 3 132. 06 ± 43. 27eB 0. 70 ± 0. 04aA 0. 69 ± 0. 00bA 2 617. 74 ± 247. 10aA 1 363. 37 ± 7. 63cB

2. 2. 4　 剪切力

剪切力以切断肉品肌纤维的难易程度为判断标

准,是肉品嫩度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由表 3 可知,
西秦牛霖肉、肩肉及牛腱子咀嚼性较低,西褐牛牛腱

子、黄瓜条咀嚼性较高。 由图 5 可知,西秦牛黄瓜条

剪切力最低,西褐牛霖肉剪切力最高,且西秦牛的剪

切力值均低于西褐牛对应部位。 原因可能是西秦牛

育肥之后,肌内脂肪增多,加之胶原蛋白含量较

低[42],故西秦牛肉的嫩度较西褐牛好。

图 5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剪切力测定结果

Fig. 5　 Shear force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2. 3　 蛋白质功能特性差异分析

蛋白质的功能特性可定义为在食品加工、保藏和

消费期间影响蛋白质在食品体系中性能的物理和化

学性质[43],乳化特性和凝胶特性是其中重要功能特

性。 由表 4 可知,西褐牛牛腩乳化能力较好,西秦牛

黄瓜条、臀肉乳化能力较差;西秦牛肩肉乳化稳定性

较高,西秦牛臀肉乳化稳定性较差。 乳化特性是指 2
种以上互不相溶的液体,其中 1 种液体以微粒的形式

分散到另 1 种液体里形成均匀分散体系的性能。 乳

化稳定性与脂肪蛋白比、pH、盐浓度和可溶性蛋白数

量及类型等因素有关,其中盐溶性蛋白浓度越高,乳
化稳定性就越好[44],常青等[45] 研究发现 pH 通过影

响盐溶性蛋白溶解度从而影响蛋白质的乳化凝胶特

性,pH 值越高,越偏离肌肉蛋白等电点,保水性越好。
故西秦牛牛腩、肩肉及西褐牛肩肉较高的 pH 有助于

其拥有较好的乳化稳定性。
表 4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乳化特性测定结果

Table 4　 Emulsifying properties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部位
乳化性 / (mL·g - 1) 乳化稳定性 / %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牛腩 13. 00 ± 1. 79abB 15. 67 ± 1. 03aA 69. 89 ± 6. 52aA 64. 74 ± 1. 50abA

霖肉 14. 33 ± 1. 63aA 13. 50 ± 1. 05bA 59. 19 ± 3. 14bA 58. 38 ± 3. 85bcA

牛腱子 11. 67 ± 1. 63bA 12. 83 ± 0. 75bA 55. 96 ± 2. 64bB 66. 13 ± 4. 01aA

黄瓜条 7. 50 ± 1. 05cB 11. 67 ± 0. 82cA 56. 49 ± 1. 43bB 62. 35 ± 0. 63abA

肩肉 12. 67 ± 1. 21abA 10. 17 ± 0. 75dB 76. 34 ± 4. 65aA 67. 49 ± 1. 98aB

臀肉 8. 17 ± 0. 75cA 8. 67 ± 0. 82eA 50. 35 ± 6. 26bB 64. 31 ± 2. 62abA

由表 5 可知,西褐牛牛腱子凝胶保水性最好,西
褐牛霖肉和西秦牛牛腩、臀肉凝胶保水性较差;西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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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臀肉凝胶硬度较高,西秦牛黄瓜条凝胶硬度较低;
西秦牛霖肉凝胶弹性较高,西秦牛黄瓜条凝胶弹性较

低。 盐溶性蛋白质经热诱导形成网状结构,通过毛细

管力和电荷间相互作用固定水分,从而形成凝胶,且
盐溶性蛋白质含量越高,形成的三维立体网状结构

越均匀且孔洞小,保水性就越好[46] ,其中蛋白质中

肌球蛋白占比越大,有助于可形成更均匀致密的网

络结构[47] 。 所以西秦牛黄瓜条较低的蛋白质含量

(18. 54% )及较低的 pH(5. 54)导致了其凝胶硬度

较低。
表 5　 两种牛不同部位肉的凝胶特性测定结果

Table 5　 Gelatinization of mea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wo cattle

部位
凝胶保水性 / % 凝胶硬度 / g 凝胶弹性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西秦牛 西褐牛

牛腩 67. 76 ± 1. 50cA 75. 13 ± 4. 49bA 134. 49 ± 25. 70cA 99. 26 ± 10. 12cA 0. 41 ± 0. 02cB 0. 55 ± 0. 04aA

霖肉 74. 84 ± 2. 33bA 67. 34 ± 1. 00cB 216. 37 ± 31. 77aA 144. 95 ± 7. 66bB 0. 61 ± 0. 03aA 0. 47 ± 0. 05bB

牛腱子 72. 98 ± 2. 17bB 81. 71 ± 4. 05aA 120. 09 ± 11. 39cdA 138. 15 ± 6. 48bA 0. 52 ± 0. 02bA 0. 41 ± 0. 03cdB

黄瓜条 79. 79 ± 1. 00aA 79. 95 ± 1. 66abA 87. 77 ± 9. 50dB 132. 37 ± 13. 52bA 0. 30 ± 0. 02dB 0. 39 ± 0. 03dA

肩肉 74. 95 ± 2. 81bA 77. 68 ± 1. 17abA 180. 42 ± 14. 54bA 125. 78 ± 7. 18bB 0. 40 ± 0. 03cB 0. 46 ± 0. 02bcA

臀肉 68. 36 ± 2. 36cB 75. 46 ± 2. 43bA 121. 58 ± 13. 80cdB 226. 61 ± 2. 40aA 0. 40 ± 0. 02cA 0. 39 ± 0. 02dA

3　 结论

通过对宁夏与新疆两个地区西门塔尔牛杂交牛

牛肉理化特性比较发现,2 种西门塔尔牛杂交牛各部

位肉理化特性存在差异。 综合解冻损失与蒸煮损失

结果,西褐牛各部位肉保水性较好,熟肉制品出品率

较高。 就肉色而言,西秦牛肉色整体更加鲜红,其牛

霖、牛腱子和肩肉硬度较低,适于生产酱卤制品。 西

褐牛脂肪含量较低,适于生产肉松类产品,西秦牛嫩

度较好(尤其黄瓜条剪切力 3. 76 kg / cm2 ),适于煎

炸、烧烤。 就乳化凝胶特性而言,西秦牛牛腱子、肩肉

均适合生产肉糜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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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on of meat quality and protein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maternal Simmental hybrid cattle

ZHAO Gaiming1,RU Ang1,HAO Wanming1,ZHANG Guiyan1,TIAN Wei2,
ZHU Chaozhi1∗,NAI Bijiang3,4,LIU Jianming3,4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China)
2(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China)

3(Yili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Station,Yili 835000,China)
4(Yili Prefecture Animal Husbandry General Station,Yili 835000,China)

ABSTRACT　 To analysis the meat qual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Xiqin cattle (Simmental cattle × Ningxia Qinchuan cattle) and Xihe cat-
tle (Simmental cattle × Xinjiang brown cattle), the selected brisket, flank, tendon, cucumber strips, shoulder and rump meat samples
were tested and their nutritional quality, eating quality and protein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risket
from Xihe cattle had better water reten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hybrid cattle; shoulder of Xihe cattle had a higher moisture content
(78. 75% ) and a lower fat content (0. 4% ); Xihe cattle’ s flank had a higher protein content (21. 74% ) and a higher shear force
(6. 91 kg) and its tendon had a higher collagen content (22. 24% ); Xiqin cattle’s brisket had a higher fat content (5. 19% ) and its cu-
cumber strips had a lower shear force value (3. 76 kg). The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protein in meat showed that the
emulsification ability of Xihe cattle’s brisket protein was stronger (15. 67 mL / g), the water retention of protein gel of beef tendon was
better (81. 71% ), and the hardness of protein gel of rump meat was higher (226 g); Xiqin cattle’ s shoulder meat protein had better
emulsification stability (76. 34% ), and the protein gel of flank meat had higher elasticity (0. 61).
Key words　 Ningxia Qinchuan cattle; Xinjiang brown cattle; Simmental hybrid cattle; difference research; protein function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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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与氯化钠模型反应中氯丙醇酯的消长规律

贾雪颖,黄明泉,张雨萌,张璟琳∗,孙宝国

(北京工商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北京实验室,北京,100048)

摘　 要　 为研究热加工过程中食用油与 NaCl 反应产生 3-氯-1,2-丙二醇酯(3-monochloropropane-1,2-diol ester,
3-MCPD 酯)和 2-氯-1,3-丙二醇酯(2-monochloropropane-1,3-diol ester, 2-MCPD 酯)的变化规律,分别建立食品和

煎炸油 2 个体系模型,考察食用油种类、NaCl 含量、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含水量和 pH 值等因素对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含量影响。 结果表明:2 种模型反应中,食用油种类、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和 NaCl 含量对 2-MCPD 酯

和 3-MCPD 酯的含量变化有着较大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在食品模型中,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含量随反

应温度的增加(100 ~ 190 ℃ )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5% 和 20% ,然而在煎炸油模型中,随反应温度的增加

(100 ~ 220 ℃ )两者呈现增加趋势,分别增加 7 倍和 8 倍。 另外,随 NaCl 含量和反应时间的增加,2 个模型反应

中的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含量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 这说明 2-MCPD 酯与 3-MCPD 酯虽然结构近似,但
消长规律不同。 该研究结果可为有效减少热加工食品中氯丙醇酯的含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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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丙醇(chloropropanol,CP)是丙三醇的羟基被 1
个或 2 个氯取代形成的化合物的总称[1],食品加工过

程中,单氯丙二醇的生成量通常是双氯丙醇的 100 ~
10 000 倍,而单氯丙二醇中 3-氯-1, 2-丙二醇 ( 3-
monochloropropane-1,2-diol, 3-MCPD)通常又是 2-氯-
1,3-丙二醇(2-monochloropropane-1,3-diol, 2-MCPD)
的数倍至 10 倍,因此以 3-MCPD 作为主要指标,可反

映食品加工中氯丙醇类物质的污染状况[2]。 然而,
食品中氯丙醇类化合物仅少数以游离的 3-MCPD 的

形式存在,大部分以其酯化的形式存在[3]。 研究表

明 3-MCPD 酯对肾脏[4]、大脑和潜在的神经系统具有

毒性[5-6],目前,已在饼干[5- 6]、面包[3]、咖啡[8]、食用

油[9]、人造奶油[10]等多种食品中检测出,其中污染水

平较 为 严 重 的 是 食 用 油, 含 量 普 遍 大 于 1 000
μg / kg[11]。 因食用油参与食品加工过程,所以食品易

被 MCPD 酯污染。 为了减少食品中的 MCPD 酯,有
必要通过模拟反应来确定其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

目前,考察 MCPD 酯变化规律的多集中在油脂

精炼,温度和时间对生成 3-MCPD 酯影响较大,在精

炼植物油的脱臭环节(1 ~ 1. 5 h,220 ~ 260 ℃)生成

的 3-MCPD 酯的量最多[12],同时 Fe3 + 的存在可以显

著促进 3-MCPD 酯的形成[13]。 此外,3-MCPD 酯的形

成还取决于油的 pH 值,pH 值从 1 增加到 4,3-MCPD
酯的生成量随之增加[14],当 pH 值增加到 8 时,3-
MCPD 酯的生成量随之减少[13]。 另一些研究考察了

不同加工条件下 3-MCPD 酯的变化规律,在油脂微波

加热模型中发现金属离子,酸性条件有助于 3-MCPD
酯的生成,3-MCPD 酯含量随 NaCl 的质量浓度增加

而增加[15]。 在菜肴模型中发现不同油脂对 3-MCPD
酯生成的影响不同[16]。 WONG 等[17] 以炸土豆条的

煎炸油为分析对象,连续 5 d 检测 3-MCPD 酯含量,
结果表明 3-MCPD 酯随着油炸时间的增加而减少,随
油温和 NaCl 增加而增加。

综上,影响 MCPD 酯生成的因素主要为食用油

种类、温度、时间、水含量、盐含量和 pH 值。 虽然 3-
MCPD 酯受到较多关注,但是研究发现 2-MCPD 酯在

食用油和奶粉中的含量可达到 3-MCPD 酯的 1 / 3 到

1 / 2[9 - 10],同时有文献对 2-MCPD 酯进行了毒性研

究[18 - 19],推测 2-MCPD 酯可能与 3-MCPD 酯毒性近

似,因此 2-MCPD 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对 2-
MCPD 酯在加工过程中的变化规律鲜有研究。 因此,
本实验建立了食品和煎炸油 2 个食品加工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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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食用油种类、温度、时间、水含量、盐含量和

pH 值等因素的影响,以期揭示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消长规律,为降低食品加工中 MCPD 酯的含量

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实验样品:菜籽油(编号 1)、玉米油(编号 2)、花
生油(编号 3)、棕榈油(编号 4)、大豆油(编号 5),特
级初榨橄榄油,超市。

试剂: 叔 丁 基 甲 基 醚 ( t-butyl methyl ether,
TBME)、乙醚、乙酸乙酯、正己烷、NaCl、NaOH、石油

醚、甲醇、甲苯、液体石蜡,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磷酸、苯硼酸、异辛烷,均为分析纯,百
灵威科技有限公司;3-氯-1,2-丙二棕榈酸酯(1,2-dis-
tearoyl-3-chloropropanediol, pp-3-MCPD)、 d5-3-氯-1,
2-丙二棕榈酸酯 ( d5-1, 2-distearoyl-3-chloropropane-
diol, d5-pp-3-MCPD)、2-氯-1,3-丙二硬脂酸酯(1,3-
distearoyl-2-chloropropanediol, pp-2-MCPD)、 d5-2-氯-
1,2-丙二棕榈酸酯(d5-1,2-distearoyl-2-chloropropane-
diol, d5-pp-2-MCPD),均为标准品,纯度 > 97% ,To-
ronto Research Chemicals 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T-403 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EF9697 Pipetman M 精密移液器,法国 Gilson 公司;
TSQ8000 三重串联四极杆气相质谱仪,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BF-2000 氮气吹干仪,北京八方世纪科技有

限公司;RE-52AA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溶液配制

pp-3-MCPD 溶液和 pp-2-MCPD 溶液均用甲苯稀

释至 10. 0 μg / mL; d5-pp-3-MCPD 和 d5-pp-2-MCPD
溶液均用甲苯稀释至 5. 0 μg / mL;甲醇钠溶液配制:
0. 25 g NaOH 溶解于 100 mL 甲醇中,摇匀至全部溶

解,放置于 - 22 ℃冰箱中;溴化钠溶液配制:600 g 溴

化钠与 3. 0 mL 磷酸定容于 1. 0 L 水中,移取 600 μL,
加入 350 μL 甲醇钠溶液,放置于 - 22 ℃冰箱中;乙
醚 /乙酸乙酯溶液配制:将 30 mL 乙醚与 20 mL 乙酸

乙酯混合放置于存储瓶中;苯硼酸溶液配制:称取

200 mg 苯硼酸溶解于 10 mL 丙酮中。
1. 3. 2　 模型反应建立

(1) 食品模型反应的建立。 分别称取 100 mg
油,10 mg NaCl,100 mg 水(总质量为 210 mg,质量不

足时用液体石蜡补齐),而在考虑 NaCl 为影响因素

时,总质量为250 mg,质量不足时用液体石蜡补齐。 放

入耐压管中,在 160 ℃下反应 30 min,通过改变同一因

素下的不同水平,确定不同因素对 2-MCPD 酯和 3-
MCPD 酯的影响程度,单因素实验条件如表 1 所示。

表 1　 食品模型反应的实验条件

Table 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for food model reaction

考察因素 因素水平

温度 / ℃ 100 130 160∗ 190
时间 / min 15 30∗ 45 60 75
pH 4 5 6 7∗ 8
食盐用量 / mg 5. 00 10. 0∗ 20. 0 30. 0 40. 0
水的含量 / mg 20. 0 40. 0 60. 0 80. 0 100∗

食用油种类 花生油∗ 大豆油 葵花籽油 玉米油 橄榄油

　 　 注:∗为不考察该因素时的条件(下同)

(2)煎炸油模型反应的建立。 分别称取 1 000
mg 油,10 mg NaCl,60 mg 水放入耐压管中(总计为 1
110 mg,质量不足时用液体石蜡补齐),在 160 ℃下反

应 30 min,通过改变同一因素下的不同水平,确定不

同因素对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影响程度,单因

素实验条件如表 2 所示。
表 2　 煎炸油模型反应的实验条件

Table 2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for frying oil model reaction

考察因素 因素水平

温度 / ℃ 100 130 160∗ 190 220 -
时间 / h 0. 5∗ 1 2 3 4 -
pH 4 5 6 7 8 -
食盐用量 / mg 5. 00 10. 0∗ 15. 0 20. 0 25. 0 -
水的含量 / mg 0. 00 20. 0 40. 0 60. 0∗ 80. 0 100
食用油种类 花生油∗ 大豆油 葵花籽油 玉米油 橄榄油 -

1. 3. 3　 MCPD 酯的前处理

模型反应结束后,拿出耐压管放至常温,加入

1. 0 mL 5. 0 mol / L NaCl 溶液和 1. 0 mL 正己烷,充分

振荡。 静置移取上层正己烷溶液至 10 mL 离心管,再
加入 1. 0 mL 正己烷至反应管,重复提取 1 次。 合并

2 次提取液旋蒸氮吹至干,加入 50. 0 μL 内标物 d5-
pp-3-MCPD,d5-pp-2-MCPD 和 600 μL 乙醚,摇晃直到

溶解。 样品在 - 22 ~ - 25 ℃下保持 15 min 后再加入

350 μL 甲醇钠溶液,在 -22 ℃条件下反应 16 h。 然后

取出反应液,加入600 μL 溴化钠溶液在 -22 ℃下停止

反应后氮吹至干。 加入正己烷 600 μL,振荡,在室温下

静置 5 min 后用吸管移去有机相,再用 600 μL 正己烷

清洗 1 次,随后移去有机相。 用 600 μL 乙醚 /乙酸乙

酯(体积比 3∶ 2)溶液提取 3 次,转移有机相然后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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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硫酸钠除去水,再加入 80 μL 衍生溶液,常温超声 5
min,氮吹至干,最后用 500 μL 的异辛烷复溶[20]。
1. 3. 4　 仪器分析条件

(1)气相色谱条件。 HP-5MS 毛细管柱(30 m ×
0. 25 mm,0. 25 μm);升温程序:初温 60 ℃,以 6
℃ / min升至 150 ℃,保持 2 min;再以 10 ℃ / min 升至

280 ℃,保持 5 min;载气 He,纯度 99. 999% ;流速 1. 0
mL / min;进样口温度 250 ℃;不分流进样,进样量

1. 0 μL。
(2)质谱条件。 EI 源,电子能量 70 eV;离子源温

度 280 ℃;传输线温度 280 ℃,选择反应扫描模式(se-
lective reaction monitoring, SRM)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MCPD 酯的保留时间和二级质谱参数

Table 3　 Retention times and m / z of native and stable
isotope labelled MCPDEs for GC-MS / MS analysis

化合物 保留时间 / min 母离子 子离子 碰撞能

d5-pp-3-MCPD 10. 31 150 93 12
201 150 8

pp-3-MCPD 10. 39 147 91 12
196 147 8

d5-pp-2-MCPD 10. 94 104 77 14
201 107 12

pp-2-MCPD 11. 20 104 77 14
196 104 14

1. 4　 MCPD 酯含量计算　
内标标准曲线建立:3-MCPD 酯和 2-MCPD 酯的

定量结果均以游离态 3-MCPD、2-MCPD 计算[21]。 换

算系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MCPD 酯及其同位素折算系数

Table 4　 Conversion coefficient of MCPDE and d5-MCPDE

化合物
MCPD 酯及其

同位素分子质量
MCPD 及其

同位素分子质量
换算系数

pp-3-MCPD 587. 36 115. 54 5. 314
d5-pp-3-MCPD 592. 39 110. 54 5. 126
pp-2-MCPD 643. 46 79. 08 5. 821
d5-pp-2-MCPD 643. 46 79. 08 5. 821

样品中 3-MCPD 酯或 2-MCPD 酯的含量计算(以
MCPD 计)如公式(3)所示:

X =
m1

m2
× 1 000 (3)

式中:X,试样中 2-MCPD 酯或 3-MCPD 酯的含量,
mg / kg;m1,试样色谱峰峰面积与内标物面积比值在

标准曲线上对应 2-MCPD 酯或 3-MCPD 酯的质量,
μg;m2,试样的取样量,mg。
1. 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 0 数据处理软件,应用方差分析

Duncan 检测进行显著性分析,以 P < 0. 05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利用 Origin 9. 0 软件绘制柱形图和折

线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检测方法验证

研究表明,特级初榨橄榄油中 MCPD 酯含量低

于检出限[22],因此本实验在 100 mg 特级初榨橄榄油

中添加不同质量浓度梯度的标准溶液 (相当于 3-
MCPD 或 2-MCPD 含 量 的 0. 000、 0. 026、 0. 052、
0. 104、0. 207、0. 311、0. 518、0. 725 和 0. 932 μg)进行

标准曲线绘制,结果如表 5 所示。 2 条标准曲线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0. 999 9 和 0. 999 8,线性良好;以信噪

比(S / N) = 3 确定 3-MCPD 酯和 2-MCPD 酯的检出限

分别为0. 002 1和 0. 003 2 mg / kg,以信噪比(S / N) =
10 确定定量限分别为 0. 004 3 和 0. 005 2 mg / kg。

表 5　 MCPD 酯的标准曲线、定量限及检出限结果

Table 5　 Standard curves LOD and LOQ of MCPDE

化合物 斜率 截距 R2 检出限 /
(mg·kg - 1)

定量限 /
(mg·kg - 1)

3-MCPD 酯 0. 171 7 0. 002 3 0. 999 9 0. 002 1 0. 004 3
2-MCPD 酯 0. 645 7 0. 002 6 0. 999 8 0. 003 2 0. 005 2

　 　 检测方法的准确度可以通过添加已知含量的标

准物来确定。 在 100 mg 特级初榨橄榄油中分别添加

3 个不同质量浓度标准溶液,重复进行 6 次,以回收

率对准确度进行评估,以相对标准偏差 (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对精密度进行评估,结果如

表 6 所示。 MCPD 酯的回收率为 90. 4% ~97. 7% ,相
对标准偏差为 2. 2% ~ 8. 8% 。 这说明该方法的准确

度和精密度良好。
表 6　 MCPD 酯的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Table 6　 Accuracy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MCPDE

化合物 加标量 / μg 实测平均
值 / μg

回收率
范围 / %

RSD / %
(n = 6)

0. 025 9 0. 024 5 94. 2 7. 7
3-MCPD 酯 0. 103 5 0. 096 9 93. 6 2. 3

0. 724 5 0. 655 1 90. 4 2. 5
0. 025 9 0. 023 5 90. 6 8. 8

2-MCPD 酯 0. 103 5 0. 094 8 91. 6 2. 2
0. 724 5 0. 707 9 97. 7 4. 0

2. 2　 食品模拟反应中 MCPD 酯的变化规律

如图 1 所示,不同种类的食用油中 3-MCPD 酯的

含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花生油和菜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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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MCPD 酯的含量差异不显著,而其他几种油中

2-MCPD 酯的含量差异显著。 棕榈油食品模型中 2-
MCPD 酯(1. 96 mg / kg)和 3-MCPD 酯(4. 55 mg / kg)
的含量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 4 种油。 棕榈油食品模

型 2-MCPD 酯含量是其他 4 种油的 3 ~ 24 倍,3-
MCPD 酯的含量为 2 ~ 13 倍。 实验结果与 ARISSETO
等[23]的结果一致,该实验用不同精炼油煎炸同批土

豆,结果表明,精炼棕榈油煎炸后的土豆 3-MCPD 酯

的污染较为严重。 在 5 种不同油脂的食品模型中,3-
MCPD 酯的含量为 2-MCPD 酯的 2 ~ 4 倍。 这与 ER-
MACORA 等[24]发现植物油中 3-MCPD 酯的含量为

2-MCPD 酯的 2 ~ 3 倍的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表

明所有精制油在加热处理后的 3-MCPD 酯含量均增

加,但 3-MCPD 酯的含量在不同的油中变化却不

同[13] 。 这些研究与本实验结果一致,说明食品中

MCPD 酯的污染程度与所使用植物油的污染程度高

度相关。

图 1　 不同食用油种类中 MCPD 酯的含量

Fig. 1　 Content of MCPDE in different types of edible oil

不同反应时间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2 所

示,3-MCPD 酯的含量随时间的延长具有显著性差

异,其含量最初是 1. 51 mg / kg,最后降低到 1. 22
mg / kg,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多而降低。 这说明 3-
MCPD 酯在长时间加热时不稳定并且分解,而 2-
MCPD 酯在 15、60 和 75 min 无显著变化,其分解速率

与合成速率大体相当,含量维持在 0. 62 mg / kg 左右;
然而在 45 min 显著升高,这可能与 3-MCPD 酯在降

解的时候转化为了 2-MCPD 酯有关, ERMACORA
等[25]在研究 3-MCPD 酯降解时,发现随着 3-MCPD
酯含量的降低,2-MCPD 酯含量增加。

不同含水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不同含水量条件下 3-MCPD 酯含量无显著性差异,而
2-MCPD 酯呈现先增加后下降趋势,最终含量与初始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2-MCPD 酯的变化可能是因为

随着含水量增加促进了甘油酯水解,增加了形成 2-
MCPD 酯的前体物所致。

图 2　 反应时间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rocessing time on the content pf MCPDE

图 3　 含水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water content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不同反应温度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4 所

示,在 100 ~ 160 ℃,2-MCPD 酯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在 130 ~ 160 ℃,3-MCPD 酯的含量无显

著性差异,160 ℃继续升温后两者含量开始下降,达
到 190 ℃时,3-MCPD 酯和 2-MCPD 酯含量与之前具

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2-MCPD 酯的含量较初始

含量减少了 5% ;3-MCPD 酯的含量减少了 20% 。 这

说明温度提高加速了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降

解,同时 3-MCPD 酯的降解速度大于 2-MCPD 酯。

图 4　 反应温度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processing temperatures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图 5 为不同 NaCl 含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随着 NaCl 的增加 3-MCPD 酯含量不断增加,从初始

的 1. 56 mg / kg 增加到 1. 66 mg / kg;而 2-MCPD 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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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减少,从初始的 0. 68 mg / kg 减至 0. 64 mg / kg。
说明在较短的时间内,NaCl 的存在对 3-MCPD 酯形

成的促进作用大于 2-MCPD 酯。 随着前体物的增加,
3-MCPD 酯的含量不断增加。 但总体来说,NaCl 对 3-
MCPD 酯与 2-MCPD 酯的影响均不明显,含量变化在

5. 8% ~ 6. 4% 。 但 2-MCPD 酯和 3-MCPD 酯含量随

着 NaCl 含量变化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但该

结论与煎炸面团的模型反应中的结果不一致,该研究

认为盐含量不会显著影响油炸面团中 3-MCPD 酯的

量[26],这可能与 NaCl 取值范围不同有关。

图 5　 NaCl 含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sodium chloride content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图 6 为不同 pH 值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3-
MCPD 酯含量在不同 pH 值(4 ~ 8)模型中无显著性

差异,然而 2-MCPD 酯含量在 pH 值 4 ~ 7 与 8 有显著

性差异,pH 为 8 时,2-MCPD 酯含量更低。 有研究表

明,酸性会促进 MCPD 酯形成[13],在酸性条件下,Cl -

的电离度比 H + 大,有利于 3-MCPD 酯的形成。 在油

中加入碳酸盐或碳酸氢盐会极大减少 3-MCPD 酯的

含量[27]。

图 6　 pH 值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f pH values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2. 3　 煎炸油模型反应中 MCPD 酯的变化规律

不同食用油种类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7
所示,不同种类的食用油中 2-MCPD 酯和 3-MCPD 酯

的含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两类 MCPD 酯

含量的变化规律与食品模拟反应中几乎完全一致,棕

榈油中 MCPD 酯含量最高,3-MCPD 酯含量为其他 4
种油的 2 ~ 14 倍,2-MCPD 酯为 3 ~ 24 倍。 不同模型

反应对不同食用油的影响程度是近似的,因此最终食

品中 MCPD 酯的含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原料中 MCPD
酯前体物的含量。

图 7　 不同食用油种类中 MCPD 酯的含量

Fig. 7　 Content of MCPDE in different types of edible oil

不同反应时间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8 所

示。 随着反应时间的变化,3-MCPD 酯的含量一直在

降低,从最初的 1. 792 mg / kg 降低到 1. 483 mg / kg。
2-MCPD 酯的含量先增大后逐渐减小,从最初 0. 726
mg / kg,加热 1 h 后升高到 0. 752 mg / kg,最后降低到

0. 715 mg / kg。 3-MCPD 酯的变化规律与 TURAN
等[26]的发现一致,他们在第 0 ~ 5 天的范围内研究了

油炸持续时间对 3-MCPD 酯的形成的影响,发现在

160 和 180 ℃的油炸温度下 3-MCPD 酯含量随时间

增加而下降。 2-MCPD 酯的变化规律与食品模型反

应中近似,含量随时间增加均表现为先小幅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但峰值所对应的时间点不同。

图 8　 反应时间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processing time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不同含水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9 所示。
2-MCPD 酯的含量无显著差异,而 3-MCPD 酯含量先

上升后缓慢下降至初始含量。 由图 9 可知,含水量达

到 20 mg 时,3-MCPD 酯含量最高,高出初始含量

11% 。 可能是低含量的水促进了甘油酯水解,甘油二

酯或单酯与 NaCl 结合更易产生 MCPD 酯;而当含水

量继续增加,NaCl 浓度降低,减少了产生 MCPD 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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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28]。

图 9　 含水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water content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不同反应温度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10 所

示。 3-MCPD 酯在 160 ℃时的含量为 1. 867 mg / kg,
而 220 ℃时的含量为 9. 302 mg / kg,是 160 ℃的 5 倍。
2-MCPD 酯也有相同的规律,100 ℃ 时含量为 0. 776
mg / kg,190 ℃时达到 1. 001 mg / kg 后迅速增加,220
℃时达到 3. 482 mg / kg。 190 与 220 ℃条件下,MCPD
酯的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这与油脂精炼

反应中的脱臭环节的条件近似,而脱臭已被认为是产

生 MCPD 酯的重要环节。 在温度低于 250 ℃ 时,3-
MCPD 酯的生成速率大于降解速率[27],随温度的上

升,3-MCPD 酯含量上升。

图 10　 反应温度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10　 Effect of processing temperatures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不同 NaCl 含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如图 11
所示。 随着 NaCl 含量的增加,MCPD 酯的含量呈现

增加趋势,且低含量与高含量 NaCl 所对应的 MCPD
酯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 2-MCPD 酯的含

量增加 3. 9% ,3-MCPD 酯的含量增加 9. 0% 。 说明

NaCl 对 3-MCPD 酯的影响多于 2-MCPD 酯,在相同条

件下更易生成 3-MCPD 酯。 LI 等[13] 发现随着 NaCl
质量浓度(72 ~ 144 g / L)的增加,3-MCPD 酯急剧增

加。 当 NaCl 质量浓度超过 144 g / L 时,3-MCPD 酯的

含量几乎没有明显变化。 然而本实验结果并没有发

现 3-MCPD 酯后面有平缓趋势,这可能与 NaCl 含量的

取值范围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模拟体系中,
NaCl 对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作用是相反的,而
煎炸油模拟体系中 NaCl 作用是近似的。 这可能是因

为油的比例不同造成的,煎炸模型体系中油的用量大,
所含有的前体物浓度大,使得在此模型条件下,随着

NaCl 的增加,MCPD 酯的生成速率占有主导地位,从而

含量也增加。 所以去除氯离子和减少前体物浓度是降

低 2-MCPD 酯和 3-MCPD 酯的一种重要手段。

图 11　 NaCl 含量对 MCPD 酯含量的影响

Fig. 11　 Effect of sodium chloride content on the content of MCPDE

3　 结论

通过对食品模型反应和煎炸油模型反应的研究,
发现油的种类、反应时间、温度和 NaCl 含量对 2-
MCPD 酯和 3-MCPD 酯的含量变化有着较大的影响。
其中,食品模型反应中 MCPD 酯的含量变化幅度较

小,而煎炸油模型反应中变化幅度较大。 由此推测,
外源性的煎炸油的迁移为食品中 MCPD 酯污染的主

要因素。 2-MCPD 酯和 3-MCPD 酯虽然结构近似,但
变化趋势并不完全一致。 在煎炸油模型反应中,随时

间增长,3-MCPD 酯含量不断下降,而 2-MCPD 酯含量

先增加后减少。 这可能是 3-MCPD 酯在降解时转化

为 2-MCPD 酯所致。 而食品模型反应中,随着 NaCl
含量增加,3-MCPD 酯含量增加,而 2-MCPD 酯含量减

少。 这可能是在生成 MCPD 酯时,优先生成 3-MCPD
酯,而非 2-MCPD 酯。 本实验可为 2-MCPD 酯和 3-
MCPD 酯的变化提供参考,同时 3-MCPD 酯和 2-
MCPD 酯的迁移变化有望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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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rocess parameters on 3-MCPD and 2-MCPD esters in model
reaction of edible oil and sodium chloride

JIA Xueying,HUANG Mingquan,ZHANG Yumeng,ZHANG Jinglin∗,SUN Baoguo
(Beijing Laborator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change regularities of 3-monochloropropane-1,2-diol esters (3-MCPDEs) and 2-mono-
chloropropane-1,2-diol esters (2-MCPDEs) during the thermal food processing,two reaction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 (GC-MS / MS) with a mild alkaline-catalyzed method. These factors were studied,in-
cluding edible oil type,NaCl addition,water content, heating temperature, heating time and pH val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dible
oil type, heating time,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NaCl content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generation of 2-MCPDEs and 3-MCPDEs in
both models. Interestingly, the content of 3-MCPDEs and 2-MCPDEs decreased 5% and 20% respectively in the food thermal reaction
model with heating temperature (100 - 190 ℃), while increased 7 and 8 times respectively in frying reaction model with heating tempera-
ture (100 - 220 ℃). There were also different change trends in the contents of 3-MCPDEs and 2-MCPDEs in both models with the in-
crease of NaCl content or heating time, although 3-MCPDEs and 2-MCPDEs have a similar structur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ducing MCPDEs in heat-processed foods.
Key words　 3-monochloropropane-1,2-diol ester;2-monochloropropane-1,3-diol ester;model reaction;heat processed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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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酶解物促 SD 大鼠皮肤创面愈合效果的研究

程敏君1,胡锦华1,唐雪2,杨亭亭1,周鹏1∗,胡炜3

1(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214122)2(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3(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威海,264200)

摘　 要　 目的:为探究海参酶解物(sea cucumber enzymatic hydrolysate,SCH)对 SD 大鼠皮肤创面愈合的影响,为
SCH 应用于创面愈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设立模型组、3 个 SCH 剂量组和阳性组,建立大鼠全层皮肤切除模

型,于术后第 4、8 和 12 天分批处死。 通过计算创面愈合率、进行组织切片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H&E)和
马松三色染色(Masson’s trichrome method,Masson),以及结合血液中白细胞介素-8( interleukin-8,IL-8)和白细胞

介素-10( interleukin-10、IL-10)、创面处羟脯氨酸(hydroxyproline,Hyp)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皮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的含量,综合分析 SCH 对创面愈合的影响。 结果表明:SCH 各剂量组的创面愈合率均高于模

型组;H&E 结果显示 SCH 可以调节炎性细胞浸润、促进血管新生,且中剂量组表皮恢复最快;IL-8 和 IL-10 结果

显示 SCH 可通过调节其分泌量来缩短炎症反应时间;Masson 染色观察到 SCH 显著促进创面处胶原纤维的生成,
且 Hyp 含量相应增加。 此外,SCH 促创面愈合机制可能与生长因子分泌量显著增加有关。 结论:SCH 具有促 SD
大鼠创面愈合的功效,中剂量组(0. 50 g / kg)的促愈合效果最佳。
关键词　 海参;酶解物;皮肤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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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是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具有高蛋白、低脂

肪和低糖的特点[1]。 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成熟海参

的个体差异较大,较小个体的海参只能作为低值产品

出售。 随着海参逐年上升的消费趋势和日益扩大的

养殖规模[2],小个体海参的高值化利用问题亟待解

决。 海参的个体大小与营养组成相关性不大[3],因此

利用小个体海参开发保健食品或药品是其高值化利用

的有效途径之一,如开发具备抗炎症[4]、抗凝血[5]、抗
真菌[6]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7] 等功效的口服液、功能

饮料和胶囊等。
目前,关于海参促伤口愈合的研究十分有限。 事

实上,机体在创面愈合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营养底物提

供创面处细胞的合成和能量需求[8]。 海参不仅富含

胶原蛋白,还富含具有调节机体炎症反应[9] 和免疫

修复作用[10]的精氨酸、支链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

素,具有良好的促伤口愈合的潜力。 但海参蛋白存在

溶解性不佳和消化吸收性较差等问题。
本研究以小个体海参为原料,通过酶解获得较小

的分子质量、易吸收的海参酶解物(sea cucumber hy-

drolysate,SCH),再开展动物实验对其进行功效验证,
探究 SCH 对创面愈合的影响,以期为海参资源的综

合高价值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海参,无锡天鹏海鲜市场;SD 大鼠(SPF 级、5 周

龄雄性),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有限公司;风味蛋白酶

(30 000 U / g)、水产蛋白酶(300 000 U / g),东恒华道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白药颗粒,云南白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庆大霉素,敖东药业集团延吉

股份有限公司;大鼠白细胞介素-8 ( interleukin-8,IL-
8)、白细胞介素-10( interleukin-10,IL-10)、羟脯氨酸

(hydroxyproline,Hyp)、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的 Elisa
试剂盒,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实验试剂

均为分析纯,上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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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仪器与设备

料理机(AD-G888),德国 GUGE 公司;凯氏定氮

仪(SKD-200),上海沛欧分析仪器有限公司;高效液

相色谱仪(Agilent 1260),美国 Agilent 公司;冷冻离

心机(Heraeus X1R)、酶标仪(Multiskan Sky),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冷冻干燥机(BTP),美国 SP
Scientific 公司;一次性活检打孔器(D = 10 mm),圣诺

图穿刺器材公司;等距平衡光拍摄支架,芯鲜数码公

司;佳能单反相机(EOS 80D),日本 Canon 公司;生物

显微镜(DM 2000),德国 Leica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海参营养组成中有机物含量和氨基酸分析

参考 GB 5009. 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蛋白质的测定》的凯氏定氮法测定粗蛋白含量;参考

GB 5009. 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

测定》的酸水解法测定粗脂肪含量;参考宋思暖等[11]

方法提取海参粗多糖,并用苯酚-硫酸法[12] 测定其含

量;参考 GB 5009. 1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氨基酸的测定》中酸水解法测定 16 种常见氨基酸的

组成;参考 DB 37 / T 2094—2012《水产品中羟脯氨酸含

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羟脯氨酸的含量。
1. 3. 2　 SCH 制备

将鲜参洗净弃内脏,剪碎匀浆。 匀浆物置于无菌

发酵罐中,料液比为 1∶ 4(g∶ mL),加酶量 10 000 U / g
(水产蛋白酶和风味蛋白酶按照 4∶ 6的酶活力比例混

合形成复合酶),温度 52 ℃。 酶解 1 h 后灭酶并冷

却,加入乙醇除杂[13],低温离心,保留上清液进行旋

蒸浓缩和冷冻干燥,获得 SCH 备用。
1. 3. 3　 SCH 的分子质量分布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样品的分子质量分布

情况,设定参数如下:色谱柱;TSK GEL 2000 SWXL
(300 mm ×7. 8 mm);流动相,V(含体积分数 0. 1%三

氯乙酸的乙腈) ∶ V (超纯水) = 40 ∶ 60;流速 0. 5
mL / min;柱温 30 ℃;检测波长 220 nm;体积 10 μL;
样品质量浓度 1 mg / mL;分析配件,2487 紫外检测器

和 GPC 分析软件。 以标准品细胞色素 C (Mw =
12 384 Da)、抑肽酶(Mw = 6 500 Da)、杆菌酶(Mw =
1 422 Da)、乙氨酸-乙氨酸-酪氨酸-精氨酸(Mw = 451
Da)和乙氨酸-乙氨酸-乙氨酸(Mw = 189 Da)为对照。
1. 3. 4　 动物实验分组及处理

1. 3. 4. 1　 动物实验分组

SD 雄鼠 90 只,分为 5 组(n = 18),包括模型组

(Vehicle)、SCH 低剂量(L-SCH)、中剂量(M-SCH)、

高剂量 (H-SCH) 组和阳性组 (云南白药颗粒,YN-
BY) [14]。 将 SCH 用生理盐水复溶,其中低、中、高剂

量按照 0. 25、0. 50 和 1. 00 g / kg 的蛋白含量进行配

制[15],过 0. 22 μm 膜,现配现用。 根据云南白药胶囊

说明书推荐剂量和动物药理试验换算法则[16],阳性

组的灌胃剂量为 0. 10 g / kg。 以上 5 组每天的灌胃体

积均为 0. 01 mL / g,模型组灌胃生理盐水,饲养期间

对大鼠体重进行记录并观察健康状况。
1. 3. 4. 2　 全皮层切除模型的建立

检疫期结束后适应性灌胃 5 ~ 7 d。 大鼠造模前

禁食 16 h,按 35 mg / kg 的注射剂量腹腔注射质量分

数为 1%的戊巴比妥钠进行麻醉。 除去大鼠背部毛

发,用医用酒精消毒,在脊柱中部两侧的相同位置,用
活检打孔器制作圆形伤口,制备全皮层切除伤口并视

为第 0 天。 术后,所有大鼠均接受 10 000 单位的硫

酸庆大霉素腹腔注射避免感染,同时用拍照装置拍摄

创面记录。 造模后第 1 天起,每日对大鼠进行灌胃,于
第 4 天、第 8 天和第 12 天分批取样(n = 6) [16]。 取样

前进行创面拍摄,心脏取血,切取两侧新生伤口组织置

于液氮中,结束取样后存于 - 80 ℃冰箱中备用。 本次

动物实验的伦理申请经过江南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认

可,审核编号为 JN. No20191015S1051122。
1. 3. 5　 伤口愈合率测定方法

采用等距平衡光拍摄装置对创面进行拍照,并用

直角尺对照记录。 用 Adobe Photoshop 2020 和 Image-
Pro Plus 6. 0 软件计算大鼠创面面积来计算愈合率,
按公式(1)计算伤口愈合率[18]:

伤口愈合率 / % =
S0 - S
S × 100 (1)

式中:S0,原始伤口面积,cm2;S,现存伤口面积,cm2。
1. 3. 6　 组织切片染色分析

苏木精伊红染色( hematoxylin-eosin,H&E)和马

森三色染色(Masson’ s trichrome method,Masson)是

组织病理学常用的分析方法,常用来观察皮肤中成纤

维细胞增值、血管新生和胶原纤维排列等情况[19]。
将皮肤组织用体积分数为 4% 的中性甲醛现配液固

定,石蜡包埋并切片,分别进行 H&E 和 Masson 染色,
在生物显微镜下观察并记录皮肤伤口的病理变化和

纤维新生情况。
1. 3. 7　 血液中炎症因子的 Elisa 分析

取待测血清在冰浴中解冻,根据 Elisa 试剂盒使

用说明书进行样本预处理并测定 IL-8 和 IL-10 的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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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组织中羟脯氨酸和生长因子的 Elisa 分析

取待测组织在冰浴中解冻,根据 Elisa 试剂盒使

用说明书进行样本预处理,测定和计算 Hyp、EGF、
VEGF 和 bFGF 的含量。
1. 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 软件里 One-Way ANOVA 方法下的

LSD 和 Du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方法对试验数据进

行分析,用不同的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 05);用 Origin 2017 软件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海参的营养组成

海参营养组成中的有机物主要是蛋白质、粗脂肪

和粗多糖。 通过实验测得,海参干基中蛋白质占比为

(49. 57 ± 0. 92)% ,粗脂肪为(5. 16 ± 0. 26)% ,粗多

糖为(4. 02 ± 0. 24)% ,可见海参营养物质中最主要

的有机物为蛋白质,约占总有机物的 85. 00% ,该结

果与高菲[20]测得的结果相似,故海参是一种富含蛋

白质的优质海产品。
海参的氨基酸组成及其含量如表 1 所示,海参中

氨基酸含量较高的依次为谷氨酸 ( Glu)、甘氨酸

(Gly)、天冬氨酸(Asp)、脯氨酸(Pro)、精氨酸(Arg)、
羟脯氨酸(Hyp)和丙氨酸(Ala),这 7 种氨基酸可占

总量的 66. 50% 。 其中, Pro 和 Hyp 总占比可达

14. 80% ,是胶原蛋白重要组成的氨基酸,且有文献报

道胶原蛋白是皮肤的重要组成基质[21]。 此外,Arg 是

条件必需氨基酸,含量为 6. 70% ,具有调节创面愈合

作用[9];缬氨酸 ( Val)、亮氨酸 ( Leu) 和异亮氨酸

(Ile)是支链氨基酸,总含量约为 15. 00% ,具备免疫

调节和机体修复的生理功能[10]。 故海参富含多种与

创面修复相关的营养物质,是一种潜在的具有促创面

愈合功效的食品。

表 1　 海参的氨基酸组成

Table 1　 Amino acid compositions of sea cucumber
氨基酸 含量 / % 氨基酸 含量 / %
Asp 10. 89 ± 0. 19 ValXZ 4. 77 ± 0. 12
Glu 15. 64 ± 0. 67 MetX 1. 62 ± 0. 08
Ser 3. 81 ± 0. 34 PheX 3. 52 ± 0. 08
HisY 0. 92 ± 0. 11 IleXZ 3. 91 ± 0. 13
Gly 12. 27 ± 0. 48 LeuXZ 5. 45 ± 0. 20
ThrX 4. 32 ± 0. 36 LysX 3. 65 ± 0. 40
ArgY 6. 72 ± 0. 41 Pro 8. 50 ± 0. 54
Ala 6. 15 ± 0. 38 Hyp 6. 30 ± 0. 05
TyrX 1. 56 ± 0. 52 ALL 100

　 　 注:X-必需氨基酸;Y-条件必需氨基酸;Z-支链氨基酸

2. 2　 SCH 的分子质量分布

SCH 的分子质量分布结果如图 1 所示, SCH 的

分子质量 < 2 000 Da 约占 97. 41% ,其中 < 1 000 Da
占 88. 70% ,180 ~ 500 Da 占 50. 80% , < 180 Da 占

19. 93% 。 已有研究报道,2 ~ 3 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

吸收效率最高且生理活性最强,可通过 PepT1 被小肠

黏膜直接吸收利用[22]。 由图 1 可知,经酶解后的样

品中 180 ~ 500 Da 的肽段含量最高,这其中主要为二

肽和三肽[23]。 因此,与未酶解的海参大分子蛋白相

比,SCH 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发挥生理功效。

图 1　 SCH 的分子质量分布图

Fig. 1　 Molecular mass distribution of SCH

2. 3　 SCH 对 SD 大鼠体重的影响

通过监测各组大鼠的体重变化,考察灌胃 SCH
的安全性。 由图 2 可知,饲养期间各组大鼠均在自由

生长,各组间体重没有显著差异(P > 0. 05)。 同时观

察到大鼠的摄食频率、粪便情况和毛发状态等,均无

异常,表明 SCH 对大鼠的正常生长没有副影响。

图 2　 各组大鼠的体重变化曲线

Fig. 2　 Body mass changing curves of rats in each group

2. 4　 伤口愈合率

通过监测大鼠创面愈合率分析 SCH 促创面愈合

的效果。 由图 3-a 可知,大鼠皮肤创面随着时间的延

长逐渐愈合,第 4 天创面均已结痂,在第 12 天时,肉
眼可见 SCH 各组和阳性组的伤口面积均小于模型

组,且部分出现了粉嫩的新生组织,尤以中剂量组最

为显著。 结合图 3-b 所示,第 4 天的 SCH 各组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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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愈合率均超过模型组,但不存在显著性 ( P >
0. 05);第 8 天中剂量组显著高于模型组(P < 0. 05);
第 12 天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阳性组显著高于模型

组(P < 0. 05)。 说明 SCH 可促进创面愈合,且愈合

速度与云南白药组无显著差异,尤其以中剂量组表现

效果最佳。

a-各时间段代表性图片;b-伤口愈合率

图 3　 SCH 对大鼠创面愈合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SCH on wound healing in rats
注:不同字母表示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下同)

2. 5　 H&E 染色病理分析

创面处炎性细胞状态、成纤维细胞增殖、血管新

生和再上皮化等状况[19]可以用 H&E 染色结果显示,
其结果如图 4 所示。

第 4 天模型组表现出炎性细胞浸润的特点,而
SCH 各组和阳性组的炎性细胞较少,且有大量血管

新生;第 8 天,各组创面均上皮化,其中模型组仍有大

量炎性细胞,而 SCH 各组和阳性组有少量毛囊和皮

肤附属器生成;第 12 天,SCH 各组和阳性组均有大量

皮肤附属器和毛囊形成,而模型组中较少。 其中,中
剂量组的胶原纤维和皮肤附属器排列紧密有序,新生

表皮较薄,重塑效果优于云南白药组。 说明 SCH 可

以调节创面处炎性细胞浸润程度,促进血管新生、成
纤维细胞增殖和再上皮化。
2. 6　 血清中炎症因子水平

通过测定大鼠血清中炎症因子的分泌量来表

征机体的炎症现象,其中 IL-8 可以通过促进炎性细

胞浸润[24]而延长炎症反应,相反的,IL-10 有抗炎功

C-炎性细胞;B-血管;F-成纤维细胞;E-表皮;G-皮肤附属器;H-毛囊

图 4　 第 4、8、12 天创面处 H&E 染色的代表性

显微镜图片( × 100)
Fig. 4　 Representative micrographs of H&E-stained

section of wounds on day 4, 8 and 12
图中“—”表示 100 μm(图 6 同)

能[25] 。 如图 5 所示,不同时期内 SCH 组的 IL-8 含

量均显著低于模型组(P < 0. 05),IL-10 含量显著高

于模型组(P < 0. 05),且存在剂量依赖性,这与图 4
中各组的炎症细胞浸润结果一致。 说明 SCH 可以

调节大鼠机体的炎症反应,从而影响创面愈合

速度。

图 5　 SCH 对大鼠血清中炎症因子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SCH on the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serum from rats

2. 7　 创面胶原纤维新生情况

胶原纤维的新生是创面愈合所必须的,而 Mas-
son 染色法可以将胶原纤维染成蓝紫色[19],所以对比

蓝紫色的密度和深度可以判断各时间段创面处胶原

纤维的含量。 如图 6 所示,随着时间的增加,蓝色区

域面积和密度越来越多,说明创面处新生了大量胶原

纤维。 第 4 天,SCH 中、高剂量组和阳性组中蓝色较

模型组多;第 8 天,SCH 各组和阳性组的胶原纤维含

量明显多于模型组;第 12 天,SCH 各组和阳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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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纤维大量合成,且对比 3 个 SCH 剂量组可知胶

原纤维合成具有剂量依赖性,此外,SCH 中剂量组

表现出有序的胶原纤维排列,甚至优于高剂量组和

阳性组。

图 6　 第 4、8、12 天创面处 Masson 染色的代表性

显微镜图片( × 100)
Fig. 6　 Representative micrographs of Masson-stained

section of wounds on day 4, 8 and 12

2. 8　 创面羟脯氨酸水平

Hyp 是胶原蛋白的特征氨基酸[21],其含量可用

于分析皮肤中胶原蛋白含量。 由图 7 可知,在第 4
天,SCH 各组的 Hyp 水平已经显著高于模型组(P <
0. 05),第 8 天和第 12 天也出现类似趋势,且存在剂

量依赖性。 此外,图 7 的结果和图 6 的结果显示相似

的趋势,表明 SCH 可以促进创面处 Hyp 合成分泌,促
进胶原形成。

图 7　 SCH 对大鼠创面中羟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SCH on the hydroxyproline content
in wound of rats

2. 9　 组织中生长因子水平

为探讨 SCH 对创面愈合的作用机制,从而测定

了创面处生长因子 VEGF、bFGF 和 EGF 的水平。 由

图 8 可知:3 个 SCH 剂量组中 VEGF 含量在 3 个时间

点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模型组(P < 0. 05);在第 4
天和第 8 天,3 组 SCH 的 EGF 和 bFGF 的分泌量显著

高于模型组(P < 0. 05),其中 SCH 中、高剂量组在第

12 天的含量继续显著高于模型组(P < 0. 05)。 此外,
对比 SCH 中、高剂量组的数据发现,除了第 8 天的

EGF 表达水平存在差异外,其余生长因子在 3 个时间

段的表达水平不存在显著性(P > 0. 05)。 以上数据

表明,在创面愈合过程中,SCH 可以上调创面处生长

因子 VEGF、bFEF 和 EGF 的表达水平,且 SCH 中剂

量组就可以达到与高剂量组相似的效果。

图 8　 SCH 对大鼠创面中生长因子含量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SCH on growth factors content in wound of rats

3　 讨论

皮肤的伤口愈合是一个繁杂的动态过程,需要多

种组织和细胞因子协同完成,此外还需要营养底物供

给来促进蛋白的合成。 有文献报道,羟脯氨酸、脯氨

酸和精氨酸可以促进胶原合成[26],支链氨基酸可以

促进蛋白合成和机体修复[27],小分子寡肽可以调节

机体炎症反应和促进生长因子分泌[28]。 本研究证实

SCH 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产品,同时含有丰富的羟

脯氨酸、精氨酸、脯氨酸、支链氨基酸和小分子寡肽,

从理论上提示 SCH 可提供创面愈合的营养需求,可
作进一步的功效验证探索。

云南白药是我国治疗外伤的常用药,据文献报

道,云南白药可抑制炎症、加速创面凝血,还可以促进

生长因子分泌加速肉芽形成和组织重塑[29]。 本研究

选用云南白药作为阳性对照,通过动物实验对 SCH
的促伤口愈合功效进行验证。 创面愈合会经历 4 个

阶段,主要涉及炎性细胞浸润、炎症因子释放、成纤维

细胞增殖、胶原沉积、肉芽组织形成和创面上皮化这

几个过程[30]。 本研究中 H&E 染色和血清中 IL-8、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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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平的结果显示,SCH 可同时上调 IL-10 和下调

IL-8 的含量,以减少创面处炎性细胞的浸润。 李林

等[15]发现,海参胶原低聚肽可以通过调节 IL-8 和 IL-
10 的分泌来减缓机体的炎症反应,这与本研究的结

果一致。 同时有研究表明,炎症反应主要出现在愈合

前中期,且适当的炎症反应是有利于创面愈合的,因
为很多生长因子来源于炎性细胞,但是过度的炎症反

应会延缓伤口愈合[31]。 故对比 3 个剂量组和阳性组

的抗炎效果,结果显示均减缓了炎症反应,但高剂量

组的抗炎性过于激烈,甚至超过阳性组,而中剂量组

显示适中的抗炎性。 此外 H&E 染色结果还显示,中
剂量组在愈合后期的重塑效果优于高剂量组和阳性

组,这可能与炎症的适度调节有关。 胶原是细胞外基

质的重要组分,而羟脯氨酸是胶原的特有氨基酸。
WANG 等[32]证实了来源于鲑鱼皮的胶原肽通过促进

胶原沉积加快剖宫产大鼠的伤口愈合。 本研究中检

测了创面处的 Hyp 水平,结果可知 SCH 可促进胶原

沉积,这可能与 SCH 原料中富含胶原肽有关。 同时

有文献报道,在伤口愈合后期,过多的胶原沉积会造

成增生性疤痕的形成[33]。 本研究中 Masson 染色结

果可见,在愈合后期,高剂量组的新生表皮较厚,而中

剂量组的新生表皮薄且皮肤附属器排列有序,说明高

剂量组可能存在胶原沉积过度的现象,而中剂量组的

胶原合成分泌量更适宜。 此外,生长因子的调控是创

面愈合中至关重要的,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VEGF 是一种特异性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

子,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的作

用[34]。 EGF 是促进细胞分裂的因子,可促进多种细

胞分裂并形成肉芽组织,同时增加肉芽组织中胶原合

成,对皮肤损伤有较好的促愈合作用[35]。 bFGF 是一

种碱性多肽,可以刺激胶原蛋白表达和细胞增殖,从
而促进损伤修复[36]。 本研究显示,3 个剂量组的

SCH 均可上调创面处 VEGF、bFGF 和 EGF 的表达,促
进肉芽组织的成熟和再上皮化,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同时对比 3 个剂量组促生长因子分泌的情况可知,
SCH 中剂量组可以获得与高剂量组相似的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制备的 SCH 具有促 SD 大鼠创

面愈合的功效。 此外,无论在调节炎症反应还是促胶

原合成的作用上,SCH 中剂量组均表现出最适性,同
时在刺激生长因子分泌的效果上,SCH 中剂量组已

经达到与高剂量组相同的作用,故在促创面愈合功效

上,SCH 中剂量组(0. 50 g / kg)表现最优,这为今后企

业的功能食品开发提供数据支撑。 对于 SCH 促创面

愈合机制的探索发现,SCH 通过调节创面处生长因

子的分泌量来促进伤口愈合,这可能与生长因子

VEGF、bFGF 和 EGF 的表达水平上调有关,因此可以

为进一步研究 SCH 促创面愈合的机制提供思路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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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a cucumber enzymatic hydrolysate on skin wound healing in SD rats

CHENG Minjun1,HU Jinhua1,TANG Xue2,YANG Tingting1,ZHOU Peng1∗,HU Wei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2(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3(Shandong Homey Aquatic Development Co. Ltd. ,Weihai 264200,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sea cucumber hydrolysate (SCH) on skin wound healing in SD rats was investigated, aiming to provide ba-
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CH in wound healing. A rat model of full-thickness cutaneous wounds was established in a model group, three
SCH dose groups and a positive group, and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in batches on the 4 th, 8 th and 12nd day after surgery. The effect of SCH
on wound healing wa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ults of wound healing rate, observation of tissues stained with
hematoxylin-eosin (H&E) and Masson’ s trichrome method (Masson), changes of interleukin-8 ( IL-8) and interleukin-10 ( IL-10) in
the blood, detection of hydroxyproline (Hyp),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and basic fi-
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in wound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ound healing rate of each dose group of SCH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model group. H&E results showed that SCH could regulate the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and promote angiogenesis, and the epider-
mis recovered fastest in the medium dose group.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L-8 and IL-10, SCH could regulate their secretion to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duration. Collagen fibers formation in the wound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SCH was observed in Masson’s trichrome
stained tissues, and Hyp content increased accordingly. In addition, the mechanism of SCH wound healing may be related to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growth factors secretion. The prepared SCH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wound healing in SD rats, with best performance observed
in the medium dose group (0. 50 g / kg).
Key words　 sea cucumber;hydrolysate;skin wou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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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香型白酒醇类活性成分抗幽门螺杆菌损伤胃黏膜上皮细胞活性的研究

罗丹,罗强,刘杰,刘志刚∗

(深圳大学 医学部,广东 深圳,518000)

摘　 要　 为研究酱香型白酒醇类活性成分(active alcohols, AAs)抑制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损伤胃黏

膜上皮(GES-1)细胞活性及潜在的机制,检测了 AAs 抑制 H. pylori 的最小半数抑菌浓度(50% minimun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50)及苯乙醇(AA-29)抑制 H. pylori 损伤 GES-1 细胞活性;分析了 AA-29 对 H. pylori 脲酶活性

的影响;通过 RT-PCR 分析了 AA-29 对 H. pylori 脲酶基因簇(ureA、ureB、ureE、ureH、ureI 和 nixA)、外膜蛋白基因

(babA)和毒力基因(cagA 和 vacA)转录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了 AA-29 对 cagA 和 vacA 表达的影响;
ELISA 及流式检测 AA-29 对 H. pylori 诱导的 GES-1 细胞 TNF-α、IL-1β、IL-6 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表明:AA-
29 活性最佳,可显著抑制 H. pylori 生长,其 MIC50(72 h)为 105. 2 μg / mL;100 μg / mL 的 AA-29 可显著抑制 H. py-
lori 的脲酶活性;RT-PCR 结果显示,AA-29 可抑制 H. pylori 脲酶基因簇中的 ureA、ureB、nixA 及 babA 和 cagA 的转

录及 cagA 的表达;AA-29 可抑制 H. pylori 诱导的 GES-1 细胞 TNF-α、IL-1β、IL-6 分泌及细胞凋亡。 酱香型白酒中

的醇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 H. pylori 活性,其中 AA-29 可通过抑制 H. pylori 脲酶相关基因的表达并抑制H. pylori
脲酶活性;AA-29 可降低 H. pylori babA、cagA 转录及 cagA 的表达以减轻 H. pylori 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损伤。
关键词　 酱香型白酒;幽门螺杆菌;脲酶;毒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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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香型是众多香型白酒中重要的香型之一,高温

制曲、高温堆积、高温发酵等独特的生产工艺使其富

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1 - 2]。 研究发现,酱香型白酒含

有有机酸、酚类化合物、醛类化合物、杂环类化合物及

川芎嗪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3 - 4]。 其中的酚类化合

物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的功能[5];杂环类

化合物———川芎嗪,具有扩张血管、抗血栓、抗血小板

凝集的生理活性,在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治疗

中受到广泛关注[6]。 此外,酱香型白酒中还富含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元素[3]。
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是一种可引起

慢性胃炎的革兰氏阴性细菌。 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

有 70%以上的人口曾感染过 H. pylori,H. pylori 感染

会诱发消化性溃疡、胃癌等[7]。 目前,最常见的 H. py-
lori 治疗方案多是采用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
hibitors,PPI)和抗生素(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治疗[8],
虽有一定的疗效,但成功率不尽人意,尚未见的 H. py-
lori 根治药物报道。

多种醇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 H. pylori 活性,有
助于抑制 H. pylori 感染[9]。 酱香型白酒中除乙醇外

还含有仲丁醇、异丁醇、正丁醇、异戊醇等多种其他醇

类化合物,而关于这些醇类化合物( active alcohols,
AAs)的抗 H. pylori 活性报道却十分缺乏。 本文评价

了酱香型白酒中醇类化合物的抗H. pylori活性,并对

其潜在的机制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酱香 型 白 酒 ( Moutai-flavor Baijiu ( liquor ),
MTL),贵州茅台集团;酱香型白酒中生物活性成分

(bio-active compounds in Moutai-flavor Baijiu, BAC),
参考文献[5]的方法提取获得;胎牛血清( fetal bovine
serum,FBS)、青-链霉素 、RPMI 1640,HyClone 公司;
PBS,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琼脂、布
氏肉汤,Oxoid 公司;ROS、TNF-α、IL-1β、IL-6 等试剂

盒,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CK-8 试剂,同仁公

司;cagA 和 vacA 抗体,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公司;
RNA prep pure Cell / Bacteria Kit,TianGen 公司;人胃

正常黏膜上皮细胞 GES-1 细胞株,ATCC (美国);
H. pylori标准菌株为 Sydney Strain 1 ( SS1) H. pyl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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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菌株,深圳大学医学院病原微生物系惠赠;其他

化合物、标准品均购于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低温高速离心机 (2K15 型),Sigma 公司;TE-

CAN infinite M200 多功能酶标仪,德国;三菱 C-31 厌

氧培养盒,日本三菱公司;CytoFLEX 流式细胞仪,美
国贝克曼公司;INCO2108 型 CO2 培养箱,德国 Mem-
mert;T100 Bio-Rad PCR 仪,美国。
1. 2　 实验方法

1. 2. 1　 体外抑菌试验

按文献方法复苏 H. pylori 并接种于哥伦比亚琼

脂固体培养基,于 37 ℃微需氧环境培养 72 h。 然后

转移 H. pylori 至布氏肉汤液体培养基,于 37 ℃微需

氧振荡(100 r / min)扩大培养。 挑起一部分培养 72 h
的 H. pylori 菌株,用无菌生理盐水清洗后,配成布氏

肉汤菌悬液;用标准比浊管比浊,校正菌液浓度相当

于1 × 108CFU / mL[10]。
用 PBS 作为溶剂溶解 BAC、MTL、乙醇及 AAs,将

培养的 H. pylori 菌液用 PBS 重悬至1 × 107 CFU / mL,
取 0. 1 mL H. pylori 的 PBS 混悬液加入配制好的

BAC、MTL、Ethanol 及 AAs 溶液中培养 72 h,观察生

长情况,H. pylori 生长抑制率为 50%所对应的浓度即

为 MIC50。
1. 2. 2　 脲酶法检测苯乙醇对 H. pylori 脲酶活性的影响

在布鲁氏肉汤培养基中加入 BAC、MTL、乙醇及

苯乙醇(AA-29),终质量浓度为 100 μg / mL,不加药

的肉汤培养基作为 H. pylori 空白对照。 分别取50 mL
培养基并加入 1 mL 浓度为 1 × 108 CFU / mL 的 H. py-
lori,37 ℃、微氧环境的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4 ℃离

心弃上清液,加入 3 mL 混合蛋白酶抑制剂的 PBS,随
后冰浴超声破碎至澄清,4 ℃下离心,取出上清液置于

透析袋中,PBS 透析除盐,得到的脲酶溶液加入等体积

的甘油后混合,再加入等体积的 50 mmol / L 的尿素溶

液,室温孵育 20 min 后加入根据参考文献[11]中的方

法配制的 Berthelot 显色液,室温显色 10 min,酶标仪测

635 nm 的 OD 值,按照公式(1)计算脲酶残余活性:

脲酶残余活性 / % =
OD样本 - OD空白

OD对照 - OD空白

× 100 (1)

1. 2. 3　 H. pylori 感染对 GES-1 细胞增殖及细胞凋亡

的影响

将 GES-1 细胞 (5 × 103 cells / mL,100 μL / well)
接种于 96 或(5 × 104 cells / mL,100 μL / well)接种于 6
孔板中培养过夜。 将 H. pylori (1 × 108 CFU / mL)与

100 μg / mL 的 BAC、MTL、乙醇及 AA-29 在布鲁氏肉

汤中 37 ℃、微氧孵育 12 h;随后分离 H. pylori 加入到

含有 GES-1 细胞的 96 或 6 孔板中,使 H. pylori 与

GES-1 细胞比例为 100∶ 1,培养箱中孵育 12 h 后使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收集包括上清液漂浮在

内的全部细胞,1 000 r / min 离心 5 min,用预冷的 PBS
洗 2 次,按 Annexin V-FITC / PI 试剂盒使用说明流式

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 ROS、TNF-α、IL-1β 及 IL-6 含量。
1. 2. 4 　 RT-PCR 检测 H. pylori 脲酶相关基因、H. py-
lori 毒力基因转录

将 H. pylori (1 × 108 CFU / mL)与 100 μg / mL 的

BAC、MTL、乙醇及 AA-29 在布鲁氏肉汤中 37 ℃振荡

微氧孵育 24 h,离心弃上清液,用 PBS 冲洗 3 次后,使
用 RNA prep pure Cell / Bacteria Kit 分离总 RNA[12]。
cDNA 的合成按试剂盒(SYBR@ PrimeScript TM RT-PCR
Kit)操作说明进行,引物如表 1 所示。

表 1　 H. pylori 脲酶相关基因

Table 1　 H. pylori urease related genes

基因 类型 序列

ureA Fwd 5′-TCATGGATGGAGGCTATCTGGA-3′
Rev 5′-TCCTTGAGCAGGTTGACGATTTC-3′

ureB Fwd TATACCGAGATGGCCTTTGG-3′
Rev 5′-CCATGAGACTTAGCCGCTTC-3′

ureE Fwd 5′-TTGGATTTCAGCGTGGATTATG-3′
Rev 5′-TCTTTGCCTTGCCTGGTTTT-3′

ureH Fwd 5′-AGATCCCAAAACCACCGACTT-3′
Rev 5′-ACGGCTCCATCCACTCCTT-3′

ureI Fwd 5′-CGTAGCGATCAACACGATTCC-3′
Rev 5′-AAAACACCCCAAGCCAACC-3′

nixA Fwd 5′-CATATGATCATAGAGCGTTTAATG-3′
Rev 5′-CTCGAGTTTCATGACCACTTTAAA-3′

cagA Fwd 5′-GTCATAATGGCATAGAACCTGAA-3′
Rev 5′-ATTCCCTAGGGCGTCTAAATAA-3′

babA Fwd 5′-AAACGACAAGAAAGAGATCAGT-3′
Rev 5′-CCAGCAAAAGGCCCATCAA-3′

vacA Fwd 5′-AAGCCTATCAAATCCTCCAAACG-3′
Rev 5′-TGGCGAGCAGTTATTATTCCCT-3′

1. 2. 5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将 H. pylori (1 × 108 CFU / mL)与 100 μg / mL 的

BAC、MTL、乙醇及 AA-29 在布鲁氏肉汤中 37 ℃振荡

微氧孵育 24 h,离心弃上清液,用 PBS 冲洗 3 次后,
按细菌蛋白提取试剂盒说明提取细菌总蛋白,West-
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毒素基因 cagA 和空泡毒素基因

vacA 的蛋白表达情况[13]。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GraphPad Prism 8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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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P <0. 05 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以 Mean ± SEM 表

示;对样本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方差齐时,用 One-
Way ANOVA 检验,并进行组间的多重比较;方差不齐

时,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先用 Kruskal-WallisHtest 比较

总的差异,再用 Mann-Whitney U 进行两组之间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酱香型白酒中醇类化合物对 H. pylori 菌落形

成的影响

天然产物中含有的多种醇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活

性,如从天然产物中分离出的广藿香醇在体内和体外

均具有抗 H. pylori 的作用[9]。 实验结果表明,酱香型

白酒中部分醇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抑制 H. pylori 增
殖活性。 其中二醇及芳香醇类化合物的抗 H. pylori
增殖活性更佳。 AA-29 能够显著抑制 H. pylori 增殖,
其 MIC50低于其他醇类化合物,且优于 BAC、MTL 及

乙醇组(表 2)。

表 2　 酱香型白酒中醇类化合物抗 H. pylori 增殖活性

Table 2　 Anti H. pylori proliferation activities of
alcohols in Maotai-flavor Baijiu

分组 化合物
MIC50 /

(μg·mL - 1)
分组 化合物

MIC50 /
(μg·mL - 1)

AA-1 乙醇 343. 2 AA-26 (Z)-3-壬烯-1-醇 143. 1
AA-2 正丙醇 332. 9 AA-27 1-壬-4-醇 223. 5
AA-3 2-丁醇 313. 2 AA-28 苯甲醇 141. 4
AA-4 2-甲基-1-丙醇 305. 8 AA-29 苯乙醇 105. 2
AA-5 正丁醇 308. 9 AA-30 二甲基乙醇 258. 1
AA-6 3-戊醇 279. 4 AA-31 苯丙醇 149. 8
AA-7 2-戊醇 274. 6 AA-32 乙基苯乙醇 154. 3
AA-8 3-甲基-1-丁醇 237. 3 AA-33 2-呋喃甲醇 133. 7
AA-9 1-戊醇 231. 1 AA-34 2,3-丁二醇 161. 3
AA-10 2-甲基-3-戊醇 209. 1 AA-35 1,3-丁二醇 169. 2
AA-11 2-己醇 220. 4 AA-36 1,4-丁二醇 154. 5
AA-12 2,3-二甲基-1-丁醇 192. 3 AA-37 2-丁烯-1-醇 152. 3
AA-13 2-甲基-1-戊醇 216. 5 AA-38 3-甲基 3-丁烯-1-醇 136. 5
AA-14 2-乙基-1-丁醇 203. 2 AA-39 (Z)-2-戊烯-1-醇 133. 5
AA-15 4-甲基-1-戊醇 208. 9 AA-40 3-甲基-2-丁烯-1-醇 142. 8
AA-16 3-甲基-1-戊醇 201. 3 AA-41 (Z)-3-己烯-1-醇 161. 3
AA-17 1-己醇 185. 8 AA-42 4-甲基-3-戊烯-1-醇 145. 6
AA-18 2-庚醇 178. 5 AA-43 环己醇 138. 4
AA-19 2,2-二甲基-1-戊醇 169. 3 AA-44 2-乙基-1-己醇 229. 2
AA-20 3-甲基-1-己醇 164. 1 AA-45 正辛醇 164. 1
AA-21 4-甲基-1-己醇 207. 5 AA-46 2-壬醇 167. 7
AA-22 4-庚烷醇 201. 4 AA-47 2-甲基 4-辛醇 181. 1
AA-23 1-庚醇 229. 3 AA-48 壬醇 159. 6
AA-24 3-乙基-2-戊醇 230. 8 AA-49 丙二醇 270. 6
AA-25 3-辛醇 242. 4 AA-50 (S)-2-辛醇 182. 4

Erythromycin1) - 3. 03 MTL2) - 309. 4
BAC - 353. 1

　 　 注:1)为阳性对照化合物;2)为 MTL 的整体质量浓度

2. 2　 AA-29 抑制 H. pylori 损伤 GSE-1 细胞

研究发现,H. pylori 毒力因子会破坏宿主细胞

线粒体和溶酶体,进而导致宿主细胞氧化损伤,H.
pylori 感染诱发慢性炎症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疾病和

胃癌的重要因素[14] 。 为了检验 AA-29 能否降低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损伤能力,通过 CCK8 方法检

测了 GES-1 细胞的增殖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H. pylori 使 GES-1 细胞数目降低

22. 6% ,说明 H. pylori 感染使细胞数目显著降低,对
其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而 AA-29 组细胞数目比 H.
pylori 高 15. 6% (P < 0. 01),说明 AA-29 处理抑制

了 H. pylori 损伤 GES-1 细胞能力。 类似的,BAC、
MTL 及 Ethanol 预处理均抑制了 H. pylori 损伤 GES-
1 细胞的能力。

1-H. pylori;2-乙醇;3-MTL;4-BAC;5-AA-29

图 1　 AA-29 抑制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损伤能力

Fig. 1　 AA-29 inhibits the damage ability of H. pylori to
GES-1 cells

研究报道,H. pylori 感染会损伤胃黏膜细胞,进
而诱发细胞凋亡[15]。 AA-29 处理能够抑制 H. pylori
损伤 GES-1 细胞能力,我们进一步检测 AA-29 预处

理能够抑制 H. pylori 诱导 GES-1 细胞凋亡,结果如图

2 所示。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H. pylori 组中 GES-1 细

胞总凋亡率增加 21. 4% (P < 0. 01),说明 H. pylori 感

图 2　 AA-29 抑制 H. pylori 诱导 GES-1 细胞凋亡活性

Fig. 2　 AA-29 inhibits H. pylori-induced apoptosis in GES-1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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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损伤 GES-1 细胞进而诱导其凋亡。 而 AA-29 组细

胞凋亡率比 H. pylori 低 14. 7% (P < 0. 01),说明 AA-
29 能够显著降低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损伤。 类

似的,BAC、MTL 预处理也降低了 H. pylori 诱导 GES-
1 细胞凋亡活性。

H. pylori 感染宿主细胞会诱发氧化损伤及炎症反

应[15]。 因此,检测了 H. pylori 感染对 GES-1 细胞 ROS
及 TNF-α、IL-1β、IL-6 等炎性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
为便于比较,将空白对照组中 ROS、TNF-α、IL-1β 及

IL-6 的含量设为 1,其他组含量为相对值。 如图 3 所

示,H. pylori 感染使 GES-1 细胞 ROS 含量增加 389%
(P < 0. 01),推测 GES-1 细胞数目下降及细胞凋亡增

加可能是由于 H. pylori 感染诱发 GES-1 细胞氧化应

激,进而造成氧化损伤导致的。 而 AA-29 显著降低了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氧化损伤能力。 相比于 H.
pylori 组,AA-29 组 ROS 含量减少49. 5% (P < 0. 05);
类似的,BAC 也显著降低了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氧

化损伤能力;而 MTL 及乙醇组 ROS 含量与 H. pylori 组
相比则无显著变化,我们推测,MTL 及乙醇未能显著降

低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氧化损伤能力。

1-H. pylori;2-乙醇;3-MTL;4-BAC;5-AA-29

图 3　 AA-29 抑制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氧化损伤及炎性损伤能力

Fig. 3　 AA-29 inhibits oxidative and inflammatory damage of GES-1 cells induced by H. pylori

　 　 进一步检测了 AA-29 能否抑制 H. pylori 诱发

GES-1 细胞炎症的活性。 如图 3 所示,H. pylori 感染

使 GES-1 细胞 TNF-α、 IL-1β、 IL-6 分泌增加 231%
(P < 0. 01)、359% (P < 0. 01)、410% (P < 0. 01);而
AA-29 显著抑制 H. pylori 诱发 GES-1 细胞炎症的能

力。 相比于 H. pylori 组,AA-29 组中 TNF-α、IL-1β 及

IL-6 分泌降低 38. 1% (P < 0. 05)、35. 1% (P < 0. 05)
及 49. 4% (P < 0. 05);类似的,BAC 也能够显著抑制

H. pylori 损伤 GES-1 细胞、诱发细胞炎性损伤的能

力。 而 MTL 及乙醇组中 TNF-α、IL-1β 及 IL-6 含量变

化不明显,推测 MTL 及乙醇未能显著抑制 H. pylori
诱发 GES-1 细胞炎性损伤的能力。
2. 3　 AA-29 抑制 H. pylori 脲酶活性

H. pylori 定植宿主细胞是 H. pylori 感染的关键步

骤,脲酶是 H. pylori 定植过程的关键蛋白。 脲酶还会

诱发宿主细胞炎症反应,甚至诱导肿瘤[16]。 如图 4

所示,相比于空白对照组,AA-29 组 H. pylori 脲酶活

性降低 20. 4% (P < 0. 05);BAC 预处理也显著降低

了 H. pylori 脲酶活性,相比于 H. pylori 组,其活性下

降 14. 7% (P < 0. 05);而 MTL 及乙醇预处理未显著

影响 H. pylori 脲酶活性。

图 4　 AA-29 抑制 H. pylori 脲酶活性

Fig. 4　 AA-29 inhibits H. pylori urease activity
注:H. pylori 空白对照组的脲酶活性设为 100% ,其他组脲酶活性为

相对值,与 H. pylori 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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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AA-29 抑制 H. pylori 毒力基因及脲酶相关基

因的表达

babA 是可特异性结合宿主细胞受体的 H. pylori
外膜蛋白,能够赋予 H. pylori 持久定植能力;空泡细

胞毒素 A ( vacA)因其在真核细胞中诱导空泡形成,
能够破坏细胞内吞作用、释放有机阴离子(HCO -

3 )、
抑制免疫细胞导致免疫耐受和慢性感染等[17]。 据报

道,高毒力的 H. pylori 菌株多具有细胞毒素相关基因

(cagA),参与 cagA 转运和宿主的炎症反应[18]。
RT-PCR 检测 H. pylori babA、cagA 及 vacA 基因转

录变化结果如图 5-a 所示。 AA-29 能够抑制 H. pylori
babA、cagA 的转录,但未显著抑制 vacA 转录。 此外,
BAC 对 babA、 cagA 及 vacA 转录也有较强的抑制能

力,且抑制活性高于 MTL 及乙醇组。 babA、cagA 及

vacA 编码的蛋白能够诱发炎症导致细胞损伤等,因
此,我们推测,AA-29 可通过抑制 H. pylori 相关毒力

基因的表达,减少 H. pylori 对 GSE-1 细胞的损伤

能力。

1-H. pylori;2-乙醇;3-MTL;4-BAC;5-AA-29

图 5　 AA-29 抑制 H. pylori 毒力基因及脲酶相关基因的表达

Fig. 5　 AA-29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H. pylori virulence
genes and urease related genes

H. pylori 脲酶蛋白主要由结构蛋白和辅助蛋白

组成,其中结构蛋白由 ureA 和 ureB 基因编码,构成

H. pylori 的脲酶原;ureE、ureF、ureG、ureH 和 ureI 则编

码了 H. pylori 的辅助蛋白,能够将镍离子转运到无活

性的脲酶原上并激活脲酶蛋白;nixA 蛋白则能独立的

将镍离子转运至胞内[19]。
为进一步验证 AA-29 抑制脲酶活性的功能是通

过抑制 H. pylori 基因簇的转录实现的,我们采用 RT-
PCR 方法检测 H. pylori 脲酶的 ureA、ureB、ureE、ureH、
ureI 和 nixA 基因转录情况。 结果如图 5-b、5-c 所示。
AA-29 可显著抑制 ureA、ureH 和 nixA 基因转录,但对

ureB、ureE 和 ureI 基因的转录无显著影响;乙醇组仅

抑制了 ureA 和 ureH 基因转录;BAC 和 MTL 均抑制了

ureA、ureH 和 nixA 的基因表达。
2. 5　 AA-29 抑制 H. pylori 毒力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ting 分析 H. pylori cagA、 vacA 的表

达,结果如图 6 所示。 AA-29 能够显著降低 H. pylori
中 cagA 的表达,与 RT-PCR 结果类似(图 6)。 推测

AA-29 可通过抑制 H. pylori 中相关毒力基因的转录

及毒力蛋白表达,从而抑制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

损伤。

1-H. pylori;2-乙醇;3-MTL;4-BAC;5-AA-29

图 6　 AA-29 抑制 H. pylori 毒力蛋白 cagA 和 vacA 的表达

Fig. 6　 AA-29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H. pylori virulence
proteins cagA and vacA

3　 讨论

胃上皮细胞是胃肠道黏膜机械屏障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对胃肠道黏膜通

透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H. pylori 感染首先是通过表

达 babA 等外膜蛋白黏附在胃肠道黏膜细胞上,再通

过表达 vacA 和 cagA 等蛋白诱发炎症和细胞损伤,进
而增加胃肠道黏膜通透性,利于其迁移。 定植是

H. pylori感染的第一步,H. pylori 定植宿主细胞后会释

放 cagA 和 vacA 等毒力因子诱发胃上皮细胞炎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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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损伤等,脲酶则在 H. pylori 的定植中起到关键性

的作用。 ureA、ureB、ureE、ureH、ureI 和 nixA 等基因编

码的蛋白在脲酶的形成和活化中至关重要。
本研究表明,酱香型白酒中的醇类化合物可抑制

H. pylori 生长;其中,AA-29 (苯乙醇)可通过抑制脲

酶结构基因、辅助基因(ureA、ureH、nixA)的转录实现

抑制 H. pylori 脲酶活性;此外,AA-29 还通过抑制

H. pylori相关毒力基因 babA 及 vacA 的转录,及 vacA
的表达发挥其抑制 H. pylori 对 GES-1 细胞的损伤能

力。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AA-29 可抑制 H. pylori 对
GES-1 的感染及诱导细胞氧化损伤及炎性损伤的

能力。
本研究说明酱香型白酒中的部分醇类化合物具

有抗 H. pylori 增殖,减轻 H. pylori 对胃黏膜细胞损伤

的活性,但大量研究显示酗酒会损伤胃肠道黏膜,酱
香型白酒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虽具有抑制 H. pylori 对
胃黏膜细胞损伤的活性,但仍不建议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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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alcohols in Maotai-flavor Baijiu against the damages in gastric
mucosal epi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LUO Dan,LUO Qiang,LIU Jie,LIU Zhigang∗

(Health Science Center,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00,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activit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active alcohols (AA) in Maotai-flavor Baijiu against the damages in
gastric mucosal epi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the minimum half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50) of AAs against the H.
pylori and the inhibition of H. pylori damage to GES-1 cells by phenethyl alcohol (AA-29) were detected. The influence of AA-29 on H.
pylori urease activity was analyzed by ELISA. Furthermore, RT-PCR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ranscription of H. pylori urease gene clus-
ters (ureA, ureB, ureE, ureH, ureI and nixA), outer membrane protein genes (babA) and virulence genes ( cagA and vacA) after the
AA-29 treatments.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AA-29 on the expression of cagA and vacA. ELISA and flow cytometric
detection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AA-29 on TNF-α, IL-1β, IL-6 expressions and apoptosis of GES-1 cells induced by H. pylori.
Results showed that AA-29 performed the most protective activity and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H. pylori. The MIC50(72 h) of
AA-29 was 105. 2 μg / mL; AA-29 (100 μg / mL)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urease activity of H. pylori; RT-PCR results showed that AA-
29 inhibited the transcription of H. pylori urease gene clusters (ureA, ureB, nixA) and outer membrane protein gene (babA) and viru-
lence gene (cagA). AA-29 also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cagA. AA-29 inhibited H. pylori-induced TNF-α, IL-1β, IL-6 secretion and
GES-1 cell apoptosis. The alcohols in Maotai-flavor Baijiu performed anti-H. pylori activity, and AA-29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H. py-
lori urease related genes and inhibited the H. pylori urease activity. AA-29 attenuated the damages induced by H. pylori in gastric epitheli-
al cells by inhibiting the H. pylori babA, cagA transcription and cagA expression.
Key words　 Moutai-flavor Baijiu;Helicobacter pylori; urease; virulenc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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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壳贻贝多糖对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结肠炎改善作用

姚丽文1,2,周宇芳2,孙继鹏2,王家星2,廖妙飞2,郑斌1,2,王芮3,邓尚贵1∗,相兴伟2,3∗

1(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与医药学院,浙江 舟山,316021)
2(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浙江 舟山,316021)3(浙江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310014)

摘　 要 　 为了探讨厚壳贻贝多糖(Mytilus coruscus polysaccharide,MP)对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odium sulfate,
DSS)诱导的结肠炎的改善作用,试验设置空白组、模型组和 MP 组(300 mg / kg),在日常饮用水中给予质量分数

3. 5% DSS 构建结肠炎模型,通过观察小鼠体态表征、肠道组织形态、测定肠道和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研究 MP 对

小鼠结肠炎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模型组相比,MP 组显著缓解了小鼠体重的降低、结肠长度的缩短(P < 0. 05),
并降低疾病活动指数,改善炎性细胞浸润、腺体水肿以及杯状细胞的减少,MP 组结肠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谷胱甘肽还原酶( f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以及血清中的 GSH-Px 活性显著

增高(P < 0. 05),血清中的 SOD 有所升高但无显著性差异。 结肠组织和血清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 含量显著降

低(P < 0. 05),白细胞介素-6 含量有所降低但无显著性差异。 该研究证明 MP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由 DSS 诱导

的结肠炎。
关键词　 厚壳贻贝多糖;结肠炎;葡聚糖硫酸钠;抗氧化;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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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ion bowel disease,IBD)是
以肠道炎症性细胞浸润、肠黏膜受损为主要表现的肠

道慢性炎症病变,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
tis,UC)和克罗恩氏病(crohn′s disease,CD) [1]。 目前

认为 IBD 是由遗传、免疫及环境等多个因素相互作

用所致[2]。 IBD 的发病较多缓渐,隐匿病史常为数月

或数年,亦有持续活动而不缓解者[3 - 4],缓解期与活

动期又容易反复交替,需长期维持治疗。 近年来 IBD
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带来重大医疗负担[5],而
有关治疗 IBD 的新药多从调节免疫及炎症反应方面

入手[6]。 多糖作为保健食品和药物的良好来源之

一,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魏江洲等[7] 发现海螵蛸

多糖缓解炎症的路径是加速溃疡组织的愈合,同时降

低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
表达。 日本研究人员在动物实验中发现,海带中的昆

布多糖能防止溃疡性结肠炎等炎性肠病[8]。
厚壳贻贝(Mytilus coruscus)是一种近海暖温性底

栖双壳软体动物[9],富含蛋白质、活性多糖和氨基酸

等多种营养成分,被誉为“海中鸡蛋” [10]。 其中多糖

是由 10 个以上的单糖以糖苷键连接而成的一类天然

高分子多聚物[11],在贻贝中的含量丰富。 研究表明

贻贝多糖具有调节免疫[12]、抗肿瘤[13]、抗衰老[14]、抗
氧化[15]、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16]和降血脂血糖[17]等

功能活性。 姚滢[18] 通过实验发现厚壳贻贝多糖

(Mytilus coruscus polysaccharide,MP)不仅能增加小鼠

脾淋巴细胞活性,而且能增强机体免疫和抗氧化作

用。 栾洁等[19] 研究发现 MP 可增强小鼠迟发型变态

反应及吞噬作用,调节小鼠的免疫功能,因此把 MP
作为预防和治疗炎性疾病的活性成分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
MP 具有抗氧化及免疫调节的作用,而结肠炎很

大程度上是与氧化过激或免疫失调等相关,但贻贝多

糖对结肠炎的改善作用尚未见报道[20 - 22]。 因此,通
过建立由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odium sulfate,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模型,研究 MP 对模型小鼠体重、
结肠组织病变以及血清和结肠组织中谷胱甘肽还原

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TNF-α 和白细胞介素-6
(interleukin-6,IL-6)水平的影响,探讨厚壳贻贝多糖

对结肠炎能否起到改善作用,以便为贻贝多糖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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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结肠炎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1. 1. 1　 材料

厚壳贻贝购买自浙江舟山东河市场。 去除外壳

后,将贝肉洗净剪碎后加入适量纯水匀浆,在匀浆液

中分别加入 20 g 木瓜蛋白酶和胰蛋白酶,在 50 ℃,
pH 7 的条件下酶解 6 h,酶解完成后于 95 ℃水浴中

进行酶灭活,在 10 000 r / min 条件下离心 10 min 后取

上清液,上清液经乙醇梯度醇沉[23],取沉淀,真空冷

冻干燥后得到贻贝粗多糖。
1. 1. 2　 实验动物

SPF 级 ICR 小鼠,雄性,4 周龄,体重(20 ± 1) g,
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小鼠给予

标准粮,自由采食饮水,温度(24 ± 1)℃,湿度(65 ±
5)% ,光暗周期 12 / 12 h,适应性饲养 1 周。 本研究遵

循的程序符合负责本单位动物试验委员会所制订的

伦理学标准,批准文号为 2019003。
1. 2　 实验试剂

DSS(分子质量 36 k ~ 50 kDa),美国加州 MP Bi-
omedicals 公司;小鼠标准粮,苏州双狮实验动物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 Mouse TNF alpha ELISA Kit、Mouse
IL-6 ELISA Kit,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GSH-PX、
SOD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乙醇等试验

试剂(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3　 实验仪器

902 型超低温冰箱,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IKA
T10 匀浆机,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icro21R 高速

冷冻离心机,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Synergy H1
全功能微孔板检测仪,美国 BioTek;BP211D 电子天

平,美国 Sartorius。
1. 4　 实验方法

1. 4. 1　 小鼠模型的制备

口服 DSS 诱导的结肠模型与人类发病机制极为

相似,许多研究均采用这一模型[24 - 25],本次实验也采

用这一模型来探讨厚壳贻贝多糖改善由 DSS 诱导的

结肠炎的机制。
将适应 1 周的小鼠,按平均体重无显著性差异分

为 3 组,每组 6 只。 空白组和模型组(DSS 组)每日灌

胃生理盐水,贻贝多糖组灌胃 MP[300 mg MP / ( kg
BW·d)],每日 1 次,2 周后 DSS 组和 MP 组日常饮

用水中加入质量分数 3. 5%的 DSS,连续 7 d,每隔 2 d

更换一次新配的 DSS 溶液[26]。
1. 4. 2　 测量指标和方法

1. 4. 2. 1　 疾病活动指数(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从 DSS 诱发结肠炎模型第 1 天起,每天记录小

鼠体重,观察粪便性状及肉眼血便情况[27],根据小鼠

的情况记录打分。 DAI 按公式(1)计算[28]:

DAI = 小鼠体重下降分数 + 粪便情况分数 + 便血情况
3 (1)

表 1　 DAI 评分标准

Table 1　 Disease activity index scoring system

体重下降 / % 大便性状∗ 大便隐血 / 肉眼血便 计分

0 正常 正常 0
1 ~ 5 糊状 隐血阳性 1
6 ~ 10 2
11 ~ 15 腹泻 肉眼血便 3
> 16 4

　 　 注:∗正常大便:成形大便;糊状大便:不黏附于肛门的糊状、半成

形大便;腹泻:可黏附于肛门的稀水样便

1. 4. 2. 2　 ELISA 法检测结肠和血浆内炎症因子的含

量及抗氧化指标

在实验的第 21 天,采集小鼠眼球处血液,4 ℃冰

箱保存一夜,低温 4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 后取上清

液,根据不同试剂盒的说明书检测血清中的 GSH-Px、
SOD、TNF-α 和 IL-6。 解剖后,取出肠道,剔除肠系

膜,拍照并记录结肠长度,分别取不同处理组的结肠

100 mg,加入 1 mL 无菌生理盐水,使用电动匀浆机将

肠道磨至黏液状,低温 4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取上

清液分装,保存在 - 80 ℃的冰箱中。 用 BCA 试剂盒

测定蛋白浓度,根据不同试剂盒的说明书检测肠道的

GSH-Px、SOD、TNF-α、和 IL-6。
1. 5　 统计与分析

数据应用 Graph Pad Prism10. 01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P <0. 05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 1　 MP 对结肠炎小鼠体态特征的影响

在给予除空白组以外的小鼠 DSS 造模的 7 d 内,
与空白组相比,DSS 组小鼠毛发微微发黄、杂乱,行动

迟缓,个别小鼠拉稀,肛门处可以明显观察到血便的

痕迹。 MP 组的小鼠少见血便,拉稀症状有所减轻。
结肠长度缩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项指标来衡

量炎症的严重程度[29]。 解剖后发现,小鼠的结肠明

显皱缩,结肠内容物发黑,以上现象可以表明,结肠炎

模型造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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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1-a 可以看出,在日常饮用水中加入 DSS
后,DSS 组小鼠随着时间变化呈现下降水平,而 MP
组小鼠虽然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体重下降比 DSS 组

平缓很多,情况相对良好。 图 1-b 反映了小鼠体重变

化、粪便松散程度以及粪便出血情况,可以看到 MP
组的 DAI 低于 DSS 组,证明经过给药处理后,小鼠

的生理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从图 1-c 和图 1-d
中发现饮用 DSS 后小鼠结肠长度都有一定程度变

短,但 MP + DSS 组结肠缩短的情况好于 DSS 单独

造模组,MP + DSS 组结肠长度与肉眼观察情况也均

显著好于 DSS 组(P < 0. 05)。 表明 MP 可以改善由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引起的结肠缩短。

a-体重变化;b-DAI;c-结肠形态;d-结肠长度

图 1　 MP 对结肠炎小鼠体重变化、DAI、结肠形态、结肠长度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MP on body weight change, disease activity index, macroscopic appearances
of colons and colon length of colitis in mice

注:∗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下同)

2. 2　 对结肠炎小鼠肠道组织形态的影响

通过苏木精-伊红(hematoxyin-eosin,HE)染色对

肠道组织进行评价,结果如图 2 所示。 空白组小鼠的

结肠组织表面上皮完整,隐窝无破坏,且无明显的炎

性细胞,腺体排列紧密规则,结构清晰(2-a);模型组

出现明显的肠壁增厚,固有层内存在大面积中性粒细

胞浸润,绒毛上皮细胞大面积坏死,肠腔可见坏死上

皮细胞以及坏死组织和炎性细胞浸润,黏膜上皮出现

较大溃疡,炎症程度明显高于正常组(图 2-b)。

a-空白组;b-模型组;c-MP:DSS + 300 mg / kg MP(下同)

图 2　 肠道组织切片 HE 染色

Fig. 2　 HE staining of intestinal tissue sections

　 　 而在 MP 组中,出现可见的隐窝结构,肠壁水肿

转为轻度,肠绒毛上皮完整,中性粒细胞浸润明显缓

解,炎性程度减轻(图 2-c),说明 MP 对肠道发挥保护

作用。
2. 3　 MP 对结肠炎小鼠肠道指标的影响

2. 3. 1　 MP 对结肠炎小鼠肠道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SOD 与 GSH 均是机体抗氧化系统中的重要成

员,可有效分解过氧化物、脂质过氧化物,中止脂质过

氧化反应,SOD、GSH 水平可反映机体清除氧自由基

的能力[30]。 GSH-Px 可特异催化 GSH 对 H2O2 的还

原反应使之变成水,有效维持细胞稳定性,保护细胞

结构[31]。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与空白组相比,DSS 组

的 GSH-Px 和 SOD 的水平显著下降(P < 0. 05),与
DSS 组相比,MP 组的 GSH-Px 和 SOD 水平显著升高

(P < 0. 05)。 结果表明 MP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DSS
诱导的肠道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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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SH-Px;b-SOD

图 3　 MP 对小鼠结肠抗氧化水平 GSH-Px 和 SOD 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MP on antioxidant levels of GSH-Px
and SOD in colonic tissue

2. 3. 2　 MP 对结肠炎小鼠肠道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细胞因子在 IBD 中起重要作用,包括致炎和抗

炎作用。 TNF-α 和 IL-6 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

映炎症的轻重程度[32]。 由图 4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
DSS 组小鼠结肠的促炎细胞因子 TNF-α 水平显著上

升(P < 0. 05),而 IL-6 无显著性变化,可能是因为

DSS 组的取样小鼠的炎症不是特别严重;与 DSS 组

相比,MP 组小鼠的结肠 TNF-α 和 IL-6 呈下降趋势;
与空白组相比,MP 组的 TNF-α 和 IL-6 水平无显著性

差异(P > 0. 05)。 总体上来说,MP 有利于改善小鼠

的炎症反应。

图 4　 MP 对小鼠结肠炎症细胞因子水平 TNF-α 和 IL-6 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n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6
in the serum of mice

2. 4　 MP 对结肠炎小鼠血清指标的影响

2. 4. 1　 MP 对结肠炎小鼠血清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由图 5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DSS 组 GSH-Px 水平

显著降低(P < 0. 01),SOD 水平虽然下降但未呈现出

显著性差异,而 MP 组与 DSS 组相比,血清中的 GSH-
Px 显著升高(P < 0. 01),SOD 则未呈现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与空白组相比,MP 组的 GSH-Px 和

SOD 水平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 05)。 从血

清水平可以证明,MP 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小鼠的抗

氧化能力。

a-GSH-Px;b-SOD

图 5　 MP 对小鼠血清中抗氧化水平 GSH-Px 和 SOD 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MP on antioxidant levels of
GSH-Px and SOD in mice

2. 4. 2　 MP 对结肠炎小鼠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由图 6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DSS 组小鼠结肠中

TNF-α 水平显著升高(P < 0. 05),MP 组小鼠 TNF-α
显著性下降(P < 0. 01),但 3 组的 IL-6 水平无显著性

差异,可能是因为空白组的小鼠体重较高,而 MP 组

的小鼠给药后预后不良。 从血清水平可以证明,MP
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小鼠的炎症反应。

3　 结论与讨论

从本次实验来看,MP 对大鼠的日常活动、饮水

进食、排便等各方面都有改善作用,与其余各组相比,
模型组 DAI 评分明显增高(P < 0. 05)。 分析给予

DSS 后一周内体重变化结果,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体重显著性下降(P < 0. 05);药物组体重下降,但下

降趋势未超过模型组,2 组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 05)。 通过各组实验大鼠的结肠组织 HE 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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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NF-α;b-IL-6

图 6　 MP 对小鼠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 TNF-α 和 IL-6 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n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6 in the serum of mice

结果,空白组结肠部分肠壁清晰,无炎性浸润,情况正

常;模型组结肠部分出现十分明显的炎性浸润,肠黏

膜破坏严重,炎症活动程度最重;MP 组与 DSS 组相

比,肠壁明显更完整,炎性浸润程度减轻,排列也更加

清晰,说明 MP 可以减轻小鼠的炎症反应。
在炎性肠病中通常炎性因子 TNF-α[33]、IL-6 等

表达会一起升高[34],表明调控这些炎症因子非常重

要。 通过在血清水平和结肠组织匀浆液水平测定

TNF-ɑ 和 IL-6 的表达水平,可以明显看到 MP 能够显

著降低 TNF-α 和 IL-6 表达,这表明 MP 可以通过调

节多种信号通路抑制促炎症细胞因子表达,对实验性

结肠炎产生免疫治疗作用,保护受损结肠组织。 通过

在血清水平和结肠组织匀浆液测定 GSH-Px 和 SOD
的表达水平,可以看到 MP 能一定程度的提高 GSH-
Px 和 SOD 表达,这能证明 MP 能增强机体抵抗氧化

过激引起的损伤,提升总抗氧化能力,减轻 IBD 中结

肠的损伤程度[35],有效改善机体的炎症受损状况,从
而提高免疫力,减缓机体的结肠炎症状,对治疗炎症

性疾病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目前,炎症性疾病临床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

激素类和免疫抑制剂[36],两类治疗药物虽能在短时

间内改善症状,但使用频率过高或周期长将会导致副

作用产生,长期服用后药效不佳[21]。 因此积极防治

溃疡性结肠炎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寻求有效且无副

作用或副作用低的治疗药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MP
具有抗炎作用,这将为防治结肠炎提供新的思路。 本

研究发现 MP 能抑制小鼠结肠炎的炎症因子表达和

降低炎症因子在血清的浓度,显著减少炎症细胞的浸

润和结肠组织结构的损伤,对小鼠结肠炎症能起到一

定的改善作用。 本研究可为预防肠炎的功能性食品

或保健品开发提供理论和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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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effect of mussel (Mytilus corusus) polysaccharide
on dextran sodium sulfate-induced colitis

YAO Liwen1,2,ZHOU Yufang2,SUN Jipeng2,Wang Jiaxing2,LIAO Miaofei2,
ZHENG Bin1,2,WANG Rui3,DENG Shanggui1∗,XIANG Xingwei2,3∗

1(College of Food and Pharmacy,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1,China)
2(Zhejiang Marine Development Institute,Zhoushan 316021,China)

3(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In this experiment, three groups:blank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Mytilus coruscus polysaccharide (MP) group (300
mg / kg) were set up to explore whether MP could improve colitis induced by dextran sodium sulfate (DSS). After 3. 5% DSS was given in
daily drinking water, the drug was administrated by gavage,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of MP on colitis in mice were studied by observ-
ing the body characterization of mice, intestinal tissue morphology, and determination of intestinal and serum cytoki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MP group could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weight loss of mice, the shortening of the colon
length (P < 0. 05), and reduce the disease activity index, improve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glandular edema and goblet cell cut
back.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glutathione reductase (GSH-Px) in the colon tissue of the
MP group and the GSH-Px activity in the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 05), and the SOD in the serum increased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content of inflammatory factor tumor necrosis factor-ɑ(TNF-ɑ)in colon tissue and serum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 05), and the content of interleukin-6(IL-6)was reduced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esults proved that
the Mytilus coruscus polysaccharide could improve the colitis induced by DS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Mytilus coruscus polysaccharide;colitis;dextran sodium sulfate;antioxidant;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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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钙制剂体外消化的稳定性比较及消化后的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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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酪蛋白磷酸肽(casein phosphopeptide, CPP)螯合钙(CPP-Ca)、酪蛋白磷酸肽 + CaCl2(CPP + Ca)
以及 L-天门冬氨酸钙(Ca L-ASP)在体外的消化吸收稳定性及其消化后的结构变化,将 CPP 与 CaCl2 进行螯合

后,对 3 种钙制剂进行体外消化,并通过扫描电镜,紫外光谱以及傅里叶红外光谱比较消化前后结构的变化。 结

果显示:经胃肠道消化后,Ca L-ASP 的结合钙含量最大,占总钙的 99. 44% ,但其基本结构已发生变化;CPP-Ca 中

结合钙含量占总钙的 97. 32% ,但其只有氨基发生改变;CPP + Ca 以混合物的形式进行消化后会生成新的肽钙复

合物,结合钙含量占总钙的 45. 7% ,且实验证实了 CPP 可有效防止 Ca2 + 沉淀。 研究结果为以肽钙复合物为主要

原料的补钙产品的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参考。
关键词　 钙制剂;螯合;体外模拟消化;紫外光谱;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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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在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

骨骼中主要的矿质元素,可参与人体新陈代谢[1 - 2],
且足量的钙摄入对维持儿童 /青少年正常骨密度、达
到高骨量峰值、减少骨折和降低老年骨质疏松风险至

关重要。 膳食营养调查显示[3],钙是一种比较短缺

的营养素,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膳食中的钙也只有约

30%被人体吸收并沉积到骨骼中。 现阶段由于人体

中钙的缺乏,钙制剂的研究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与重视。 从钙制剂的发展历程看,一般将其分为 4
个阶段:无机钙、有机酸钙、氨基酸螯合钙以及肽钙复

合物[4]。 氨基酸螯合钙和肽钙复合物结构稳定且具

有优良的吸收特性,但相比较肽钙复合物,氨基酸螯

合钙生产成本高,且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因而现阶段

肽钙复合物成为补钙的优选原料[5 - 6]。
酪蛋白磷酸肽( casein phosphopeptide, CPP)是

以牛乳酪蛋白为原料,经过酶水解、分离纯化得到的

一种生物活性肽,其特殊的簇磷酸丝氨酸结构具有螯

合钙的能力,是一种良好的矿物质载体[7 - 8]。 研究表

明 CPP 可有效阻止 Ca2 + 沉淀,其酪蛋白磷酸肽螯合

钙(CPP-Ca)也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对 Ca2 + 的吸收利

用[9 - 10]。 但 CPP 以何种形式摄入更稳定, CPP 与钙

源同时摄入人体后是以何种状态存在等问题仍需探

究。 L-天门冬氨酸螯合钙(calcium L-aspartate, Ca L-
ASP)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结构的有机钙,结构近似

于天然的二肽蛋白钙,一般可通过特异性载体蛋白钙

通道在小肠绒毛膜上皮进行主动转运,且可以螯合物

的形式持续解离出 Ca2 + 供机体利用,避免了血清中

Ca2 + 浓度过高所致的肾排 Ca2 + 量增加或高钙血

症[11]。 研究发现,Ca L-ASP 在肠道中可被充分吸收,
其吸收率为 90% [12]。 但是 CPP-Ca 与 Ca L-ASP 在胃

肠道消化的比较少之甚少。
膳食营养成分若想被机体利用,都要先经过胃消

化后再被小肠吸收。 由于临床试验以及动物实验具

有复杂性,因此利用体外消化模型来模拟机体胃肠道

消化,进而分析物质的抗消化性及结构变化已是食品

药品行业中比较成熟的方法[13 - 14]。 本文利用 CPP
制备 CPP-Ca,并利用体外消化模型,通过比较对胃肠

液的耐受性,确定并对比 CPP-Ca、CPP 和 CaCl2 的混

合物(CPP + Ca)以及 Ca L-ASP 最终钙结合量,以明

确消化后含钙量高、稳定性较好的钙制剂。 并且本实

验对消化前后的钙制剂均进行理化性质分析,研究其

消化前后结构的变化,探究不同钙制剂经胃肠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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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否可以维持结构稳定,为补钙产品的研发以及原

料选择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酪蛋白磷酸肽(CPP, 蛋白质≥80% ),上海麦克

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L-天门冬氨酸钙(Ca L-ASP),
上海励成营养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胃液、肠液,美国

Sigma 化学公司;CaCl2、KBr,均为分析纯,北京化工

厂;Tris-HCl 缓冲液,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
1. 2　 仪器与设备

ICAP6300 电感耦合高频等离子光谱仪,赛默飞

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水浴磁力搅拌器,德国

IKA 公司; Spectra Max i3 酶标仪,美国 MD 公司;
EQUINOX 55 红外光谱仪,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
Phenom ProX 型台式能谱扫描电镜,荷兰 Delmic 公

司;PL203 电子精密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HC-3018R 高速冷冻离心机,安徽中科中

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DHG-9145A 鼓风干燥箱,上海

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CPP-Ca 的制备

称取 5 g CPP,加入 250 mL 20 mmol / L Tris-HCl
缓冲液(pH 7. 6),按照 m(CPP) ∶ m(CaCl2) = 50∶ 7,
加入 25 mL 0. 25 mol / L CaCl2 溶液,混匀。 使 CPP 与

CaCl2 在 40 ℃ 条件下充分螯合 1 h。 待螯合完成,
4 000 r / min离心 10 min,按上清液和无水乙醇体积比

1∶ 6加入无水乙醇醇沉过夜。 次日,将样品 4 000
r / min离心 10 min 后取沉淀,50 ℃将其烘干得 CPP-
Ca[15 - 16]。
1. 3. 2　 CPP-Ca 中钙结合量及螯合物得率的测定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 CPP-Ca 干粉,采用 HClO4 和

HNO3 混合消化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ICP)测定钙结合量,并计算螯合前后

的得率。 钙含量参照 GB 5009. 268—2016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中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法进行检测。 螯合物得率按公式(1)计算:

得率 / % =
m1

m0
× 100 (1)

式中:m1,螯合物质量,g;m0,原料中 CPP 和 CaCl2 质

量之和,g。
1. 3. 3　 不同钙制剂在体外胃肠模拟体系中稳定性比较

以 CaCl2 为对照,比较 Ca L-ASP、CPP-Ca 以及

CPP + Ca 三种钙制剂的消化稳定性。 将干粉配成

5 g / L的溶液,用 6 mol / L 盐酸调 pH 至 2. 0,加入 2%
(体积分数)胃液 37 ℃水浴中酶解 2 h 后取出样品,
测定样品经胃液消化后液体中的结合钙含量

(mg / L)。 胃液消化后,继续用 6 mol / L NaOH 溶液调

pH 至 7. 6,加入 2% (体积分数)肠液,37 ℃水浴继续

酶解,2 h 后取出样品,测定样品经胃肠液共同消化

后液体中的结合钙含量(mg / L) [17 - 21]。
1. 3. 4　 不同钙制剂体外胃肠模拟消化后的结构表征

将胃肠液消化后的样品以 1 ∶ 6的体积加入无水

乙醇醇沉过夜,于 50 ℃条件下将样品烘干后用于后

续理化性质分析。
1. 3. 4. 1　 微观结构的观察

应用台式电子扫描显微镜对不同钙制剂及其消

化后样品进行结构分析。 使用双层导电胶将样品粉

末固定于电镜载物台上,用氮吹系统除去未粘牢的漂

浮颗粒,电子显微镜使用 15 kV 的激光电源,放大

500 倍后获取图像[22]。
1. 3. 4. 2　 紫外扫描分析

称取样品干粉各 1 mg 溶解于 pH 7. 6 的 Tris-HCl
中,应用酶标仪分析紫外光谱图的变化,设定扫描波

段为 230 ~ 500 nm。
1. 3. 4. 3　 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

称取样品干粉各 2 mg 混入 200 mg 干燥的 KBr
粉末,于玛瑙研钵中研磨均匀,红外压片机压片后,进
行红外光谱扫描,扫描范围 4 000 ~ 400 cm - 1,扫描 64
次,分辨率 4 cm - 1[23]。
1. 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Origin 8. 5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及作图,显著性水平为 P < 0. 05。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酪蛋白磷酸肽螯合钙螯合指标分析

按 1. 3. 1 制得 CPP-Ca,经 ICP 测得钙结合量为

118. 4 mg / g;经计算得率为 27. 97% 。
2. 2　 不同钙制剂体外胃肠模拟体系中稳定性结果分析

钙制剂在被人体吸收利用时需经过胃肠道消化

后进而再被小肠吸收,因此需通过评价其对胃肠液的

耐受性来确定钙制剂的稳定性[24]。 CaCl2 体外模拟

消化结果如图 1 所示,经胃液消化 2 h 后,游离钙含

量为 87. 12% ;再经肠液消化 2 h 后,游离钙含量大幅

度下降为 52. 07% ,沉淀钙含量占总钙的 47. 96% 。
结果表明,CaCl2 在经胃液消化后,钙大部分保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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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状态,而在胃肠液共同消化作用下,在肠道偏碱性

的条件下,有 47. 96% 的钙会生成沉淀,无法被人体

吸收。

图 1　 CaCl2 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形式钙含量的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lcium content
of CaCl2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CPP-Ca 体外模拟消化结果如图 2 所示,CPP-Ca
经胃液消化 2 h 后,游离钙占总钙的 74. 79% ,螯合形

式只占 25. 21% ,但再经肠液作用下,游离钙含量下

降至总钙的 2. 68% ,螯合钙占 97. 32% ;消化过程中

未产生沉淀。 结果表明:CPP-Ca 在胃部酸性条件下

受到破坏,Ca2 + 主要以游离形式存在;而在偏碱性环

境中,释放出的 Ca2 + 与 CPP 螯合,结合成螯合物,螯
合率逐渐恢复,但最终仍会有部分的 Ca2 + 未与多肽

螯合,可能是多肽在模拟胃肠消化体系中受到电解质

环境以及消化酶的破坏,从而导致了螯合率的下降。

图 2　 CPP-Ca 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形式钙含量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lcium content
of CPP-Ca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CPP 与 CaCl2 按照质量比 50∶ 7直接混合进行消

化。 消化结果如图 3 所示,经胃液消化后,游离钙占

总钙的 99. 07% ,再经肠液作用后,在偏碱性的肠道

环境中,游离钙含量下降至 54. 30% ,而剩余钙皆以

螯合钙形式存在,无沉淀产生。 结果表明,在肠道偏

碱性条件下钙会螯合生成新的 CPP-Ca。
Ca L-ASP 体外模拟消化结果如图 4 所示,Ca L-

ASP 经胃液消化后,游离钙占总钙的 98. 93% ,螯合

形式只占 2. 14% ,再经肠液消化,此时螯合钙占

图 3　 CPP + Ca 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形式钙含量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lcium content
of CPP + Ca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99. 44% ;消化过程中未产生沉淀。 结果表明,Ca L-
ASP 在酸性条件下会将大量 Ca2 + 释放出来,而在偏

碱性环境中,释放出的 Ca2 + 会与 L-ASP 结合成螯合

物形式。

图 4　 Ca L-ASP 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形式钙含量的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lcium content
of Ca L-ASP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以上结果表明,CaCl2 虽可释放大量 Ca2 + ,但在

偏碱性环境中,大部分会产生人体不易吸收的沉淀。
对比 CPP-Ca 与 CPP + Ca 两种钙制剂,经胃肠道消化

过程中,虽有部分游离钙存在,但皆无沉淀产生,表明

CPP 可防止 Ca2 + 沉淀,在碱性环境中也可结合生成

螯合物形式,但体外螯合的效果优于体内螯合;而
ASP L-Ca 在经胃肠道消化后螯合钙占比较大,推测

是由于其螯合稳定,在胃肠道消化后不会被其他阴离

子结合而损耗。
2. 3　 不同钙制剂体外胃肠模拟消化后的结构表征

2. 3. 1　 微观结构分析

钙制剂的微观结构可以了解消化前后其表面形

态结构的变化。 图 5 为 CPP-Ca 以及 CPP-Ca 经胃肠

道消化后钙制剂的扫描电镜图。 CPP-Ca 为多孔结

构,在经胃液消化后,复合物表面形状不规则,有孔

隙;但经肠液消化后,复合物表面附着小颗粒。
图 6 为 CPP、CaCl2 以及 CPP + Ca 肠道消化后钙

制剂的扫描电镜图。 CPP + Ca 是按照 CPP-Ca 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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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PP-Ca;b-CPP-Ca 胃消化;c-CPP-Ca 胃肠消化

图 5　 CPP-Ca 以及 CPP-Ca 胃肠道消化的扫描电镜图

Fig. 5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CPP-Ca and
CPP-Ca gastrointestinal tract digestion

例不经螯合而直接消化。 图中 CPP 呈球形,且有小

球附着在大球上,而 CPP + Ca 在酸性条件下,钙以游

离形式存在,无水乙醇无法沉淀。 但在肠液消化的碱

性环境中,CPP + Ca 扫描电镜图呈片状,表面为不光

滑,且有颗粒附着,推测可能是 Ca2 + 被 CPP 吸附。

a-CPP;b-CaCl2 胃消化;c-CPP + Ca 胃肠消化

图 6　 CPP、CaCl2 以及 CPP + Ca 胃肠道消化的扫描电镜图

Fig. 6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gastro intestinal
digestion of CPP, CaCl2 and CPP + Ca

图 7 为 Ca L-ASP 以及 Ca L-ASP 胃肠道消化后

钙制剂的扫描电镜图。 Ca L-ASP 是由细小的棱状结

构体聚集成团;在经胃液消化后,呈多层花朵式结构;
经肠液消化后,复合物呈片状有颗粒附着。

a-Ca L-ASP;b-Ca L-ASP 胃消化;c-Ca L-ASP 胃肠消化

图 7　 Ca L-ASP 以及 Ca L-ASP 胃肠道消化的扫描电镜图

Fig. 7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gastrointestinal tract
digestion of Ca L-ASP and Ca L-ASP

钙制剂经胃肠道消化后,电镜观察下的表面结构皆

发生了变化,但是具体的结合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本研

究进一步利用紫外光谱以及傅里叶红外光谱对不同钙

制剂胃肠道消化后的特性进行分析,明确其结合机制。
2. 3. 2　 紫外光谱分析

蛋白质、多肽可以通过生色团的紫外吸收变化进

一步推断出反应前后多肽构象的变化,因此可以通过

紫外光谱推测消化前后物质分子结构的变化[25]。 图

8 为 CPP-Ca 胃肠道消化后的紫外光谱,在 283 nm 处

CPP-Ca 有极强峰,这是肽链中芳香族氨基酸的特征

吸收峰,经胃液消化后波长为 282 nm,但再经肠液消

化后又红移至 283 nm,吸收强度消化后略微降低,说
明 CPP-Ca 在胃肠道消化过程中有分子或原子相互

作用,发生了电子跃迁和能量级的变化。

图 8　 CPP-Ca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的紫外扫描谱图

Fig. 8　 UV scanning spectrogram of CPP-Ca and its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diges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图 9 为 CPP + Ca 消化前后的紫外光谱,消化前

后紫外光谱明显发生变化。 结合上述体外模拟消化

试验结果推测 Ca2 + 与肽在消化过程中发生了相互作

用,产生新物质。 CPP + Ca 在 282 nm 处有一个明显

的吸收峰,且经消化后,吸收峰的波长和强度皆发生变

化,且强度由 0. 225 增强到 0. 400,推测 CPP 可能与

Ca2 + 结合生成了新的物质而导致其吸收峰产生变化。

图 9　 CPP + Ca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的紫外扫描谱图

Fig. 9　 UV scanning spectrum of CPP + Ca and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gastro intestinal digestion

图 10 为 Ca L-ASP 消化前后的紫外光谱,消化前

后紫外光谱明显发生变化。 280 nm 附近的吸收带是

与芳香族氨基酸残基的吸光度相对应,Ca L-ASP 在

284 nm 处有特征吸收峰,但经消化后,此处的特征峰

消失,表明其氨基酸结构被破坏;且其他相对应的特

征峰皆发生了红移,表明在消化过程中 Ca L-ASP 发

生取代作用或是因溶剂效应导致其特征峰移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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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合傅里叶红外光谱进行解析。

图 10　 Ca L-ASP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

的紫外扫描谱图

Fig. 10　 UV scanning spectrogram of Ca L-ASP and its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diges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2. 3. 3　 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

肽链上不同基团由于分子伸缩振动、变形振动在

红外光谱中会形成特征吸收峰,可以看出不同钙制剂

在消化前后分子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多肽与蛋白质

有许多仲酰胺(—CO—NH—)基团,它们的相关特征

谱峰彼此重叠,所以必然在 3 300、3 060、1 650、
1 550、1 290 cm - 1附近出现特征谱带[26 - 27]。 图 11 为

CPP-Ca 胃肠道消化后的红外扫描图, CPP-Ca 在

3 302. 06 cm - 1 处有明显的宽吸收峰,是由于 N—H
伸缩振动引起的特征吸收峰。 而经胃肠道消化后其

波数增加至 3 402. 35 cm - 1,说明在消化过程中 N—
Ca 发生了反应,导致电子云密度增大。 酰胺的 2 种

最重要的振动模式是酰胺-I 振动和酰胺-II 振动,酰
胺-I 振动主要由 C O 键的拉伸引起[28],酰胺-II 振
动归因于 N—H 键的变形和拉伸。 CPP-Ca 酰胺-I 带
的波数为 1 654. 89 cm - 1,且消化前后未发生变化,说
明消化过程未破坏 C O 键。 CPP-Ca 酰胺-II 带由

1 548. 80 cm - 1 经胃消化后波数减少至 1 541. 09
cm - 1,但后经肠液消化后又增加至1 548. 80 cm - 1,而
其酰胺-III 带与之类似,波数由1 240. 20 cm - 1减少至

1 222. 84 cm - 1,后再次增加至1 240. 20 cm - 1,说明

C—N 键在胃肠道消化后与消化前保持一致;此外,
CPP-Ca 在 1 448. 51 cm - 1处的吸收峰在消化前后波

数未发生变化,表明肽键中的 COO—键未变。 综上

所述,CPP-Ca 在消化前后 N—Ca 结构发生变化,其
他 C O、C—N、COO—等键基本不变。

CPP + Ca 的红外光谱如图 12 所示,表明 CPP 与

CaCl2 混合经胃肠道消化后会引起多肽结构的变化。
与 CPP + Ca 相比,胃肠消化后的 CPP + Ca 的光谱发

生了明显变化。 3 421. 64 cm - 1处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图 11　 CPP-Ca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的红外扫描谱图

Fig. 11　 Infrared scanning spectrogram of CPP-Ca and its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diges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移动到 3 400. 42 cm - 1,说明在肠液消化的碱性条件

下,N—Ca 取代了 N—H;酰胺 I 带的峰消化后由

1 629. 81 cm - 1移动到 1 645. 24 cm - 1,CPP + Ca 图谱

官能区中 1 398. 36 cm - 1处的特征吸收峰为多肽中羧

基离子的对称振动吸收峰,而在消化后此峰移到了

1 404. 15 cm - 1 处,说明羧基参与了肽钙复合物的形

成。 此外结合电镜、紫外分析,表明 CPP + Ca 经胃肠

道消化后会生成新的物质即酪蛋白磷酸肽螯合钙,且
发现氨基和羧基可能是钙离子结合位点。

图 12　 CPP + Ca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的红外扫描谱图

Fig. 12　 Infrared scanning spectrogram of CPP + Ca and its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diges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Ca L-ASP 经胃肠道消化后,红外图谱变化较大

(图 13),Ca L-ASP 在 3 412. 00 cm - 1处的波数不变,
说明在消化前后 Ca L-ASP 的 N—Ca 键未发生变化。

图 13　 Ca L-ASP 及其经胃肠道消化后钙制剂的红外扫描谱图

Fig. 13　 Infrared scanning spectrogram of Ca L-ASP and its
calcium preparation after diges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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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酰胺-I 带、II 带及 III 带的波数皆发生了改变。
红外光谱表明,Ca L-ASP 经胃肠道消化,官能团结构发

生了变化,不能以完整的形态到达小肠被人体吸收。

3　 结论

本文首先制备了 CPP-Ca,其钙结合量为 118. 4
mg / g。 其次,对比了 CPP-Ca、CPP 和 CaCl2 以及 Ca
L-ASP 的体外胃肠模拟体系中的稳定性,通过对钙结

合量的比较得出,经消化后,Ca L-ASP 的结合钙含量

最大,占总钙的 99. 44% ;而 CPP-Ca 在消化后结合钙

占总钙的 97. 32% ;CPP + Ca 以混合物的形式进行消

化后会生成新的肽钙复合物, 其结合钙占总钙

45. 7% 。 结果表明,钙制剂进入人体后在胃部酸性环

境中结构受到破坏,解离出 Ca2 + 。 但是若直接以

Ca2 + 形式进入人体后,在肠道环境中会有接近 50%
的钙产生沉淀,无法被人体吸收。 而 CPP-Ca、CPP 和

CaCl2 以及 Ca L-ASP 虽在酸性条件下受到破坏,但在

肠道碱性环境中再次结合以螯合物的形式被小肠吸

收,并且发现 CPP 和 CaCl2 在人体内会螯合生成新

物质。
本文以微观结构、紫外扫描和傅里叶红外光谱对

3 种钙制剂消化前后的结构进行表征。 结果表明,经
消化后 3 种钙制剂的微观结构皆发生变化,CPP-Ca
在消化前后 N—Ca 键发生变化,其他C O、C—N、
COO—等键基本不变;CPP 和 CaCl2 在消化后形成了

新的肽-钙复合物,而 Ca L-ASP 虽钙结合量保持最

大,但其氨基酸螯合钙结构基本发生改变。 综合而

言,所制备的 CPP-Ca 是一种结构较稳定的钙制剂。
如今,随着对钙制剂认识的不断深化,氨基酸螯

合钙以及肽钙复合物的钙制剂产品备受消费者的青

睐。 本文对 CPP-Ca、CPP 和 CaCl2 以及 Ca L-ASP 三

种钙制剂的抗消化性以及消化前后的结构进行比较,
为肽钙复合物这一新型钙制剂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

技术参考与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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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different calcium
preparations after digestion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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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tability and structur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digestion of including casein phosphopeptide calcium
complex (CPP-Ca), casein phosphopeptide + calcium chloride (CPP + Ca) and L-aspartate calcium (Ca L-ASP) were investigated. Case-
in phosphopeptide and calcium were chelat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anti-digestibility of calcium preparation was evaluated by in vitro sim-
ulated gastrointestinal digestion-dialysis. The structur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digestion were compar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ultraviolet spectroscopy and infrared spect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 L-ASP had the largest calcium-binding content after diges-
tion, which accounted for 99. 44% of the total calcium. However, its basic structure changed a lot from spectroscopic analysis. The CPP-
Ca accounts for 97. 32% of the total calcium, only the amino group changed. And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showed that a new type of che-
late was formed after digestion of CPP + Ca in the form of a mixture, and its combined calcium accounts for 45. 7% of the total calcium.
Casein phosphopeptides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ed calcium ion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ptide calcium complex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calcium supplement product.
Key words　 calcium preparation;chelation;simulated digestion in vitro;ultraviolet spectrum;infrared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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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植 8 号、皮瓜尔油橄榄叶提取物对高血脂小鼠降血脂功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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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探索了皮瓜尔油橄榄叶(Picual olive leaves, POL)和鄂植 8 号油橄榄叶(E planting No. 8 olive leav-
es, EP8OL)提取物对高血脂症小鼠体重、肝损伤、血脂脂质水平的干预作用。 通过高脂饮食建立高脂小鼠模型,
以健康小鼠为空白组,模型小鼠分为对照组、橄榄叶提取物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灌胃 4 周,测定各指

标。 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油橄榄叶提取物给高脂小鼠灌胃 28 d 后,小鼠的肝脏损伤减轻,体重、血清

中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均显著下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 实验表明,POL、
EP8OL 提取物能有效降低高脂小鼠体重,调节血脂水平,改善脂代谢紊乱,降低肝脏损伤程度。 2 种油橄榄叶提

取物作用效果趋于一致,是潜在降低高血脂的天然活性产物,在保健领域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应用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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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橄榄(Olea europaea L. ),属于木犀科(Oleace-
ae)木犀榄属品种之一,富含各种营养物质,为亚热带

常绿乔木,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 油橄榄距今

已有 4 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20 世纪中期,我国开始

进行油橄榄的引种栽培,主要种植于湖北、云南、甘
肃、四川等地区。 据统计我国已种植油橄榄 5. 3 万

hm2[1],油橄榄总资源超过 170 余份[2]。 在地中海国

家,橄榄叶的“煎服”常作为民间用药[3],研究证明油

橄榄叶提取物可增加动脉血液流速[4],具有降血糖、
抗氧化、降血压、抗微生物等作用[5],且油橄榄叶中

的抗氧化活性物质含量比油橄榄果、茎和树皮都

高[6]。 橄榄叶主要含有橄榄苦苷、多酚和黄酮等活

性物质[7]。 王洁等[8] 对橄榄叶中常见功效成分的作

用机制进行了总结,橄榄叶中的活性物质可抑制胆固

醇的生物合成、肠道吸收,并促进胆汁酸粪便排泄,从
而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对高血脂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高血脂是由于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含量偏低,总胆

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TCHO)和甘油三酯( triglycer-
ide, TG)含量偏高引起的血脂异常疾病。 研究表明,
高血脂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引起糖尿病、高血

压等诸多疾病,其中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发

病的主要原因[9 - 10]。 高血脂症患者同时患冠心病、
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几率均比正常人高[11]。 据统计,
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死于高血脂症及相关疾病的总人

数约为 1 800 万。 相关研究表明,将有更多的人死于

这类心血管疾病,且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导致死亡的

首要疾病[12]。 临床医学表明,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

通过药物治疗效果不甚理想,且对人体有一定的副作

用,而通过天然膳食调节的效果更佳。 橄榄叶提取物

能天然降压,清理血管,降低胆固醇,且没有严重的毒

副作用,是天然的降脂植物。 因此,橄榄叶提取物降

血脂的研究对高血压、高血脂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防

治具有一定意义,在保健功能产品开发领域具有较好

的市场价值和发展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材料、试剂

4 ~ 6 周龄的无特定病原体 (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雄性昆明小鼠 60 只,由重庆腾鑫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饲养于 SPF 级动物房。 实验小鼠同

室分笼,分装为 5 笼,每笼 6 只,室温控制在(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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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度适中。 经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所选择的

动物品种、等级、数量、规格合适。 实验中善待动物,
给予麻醉和镇痛处理,实验后给予安乐死,死后动物

无害化处理,没有对环境带来危害,实验符合动物实

验研究伦理标准。
皮瓜尔橄榄叶、鄂植 8 号橄榄叶,重庆江源油橄

榄开发有限公司基地。 普通饲料:主要含鸡肉、鱼粉、
豆粕、麸皮、玉米、面粉等;高脂饲料:含 18% (质量分

数,下同)脂肪、25% 蛋白质、1% 胆固醇、0. 2% 牛胆

盐,南京盛民科研动物养殖场。
TG 试剂盒、TCHO 试剂盒、HDL-C 试剂盒、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其余试剂

为国产分析纯级。
1. 2　 仪器和设备

LUX 多功能性酶标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
tific 公司;R1002VN 旋转蒸发仪,郑州长城科工贸有

限公司;ICEN-24R 高速冷冻离心机,杭州奥盛仪器有

限公司;BX43 生物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多孔

恒温水浴锅,郑州长城科工有限公司;过滤装置(漏
斗与滤瓶);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灌胃物质

取橄榄叶 100 g,置于粉碎机中粉碎成粉末状。
分别在称取 15、30、45 g 橄榄叶粉末于烧杯中,加入

200 mL 蒸馏水(粉末均匀分散于水中,不呈现块状或

糊状),置于 85 ℃的水浴锅中充分水浴50 min。 取出

过滤(若残渣过多,考虑抽滤)。 将滤液放于烧杯中

后转移至 500 mL 圆底烧瓶中进行旋转蒸发,蒸发至

100 mL(烧瓶中无沉淀物析出)。 最终分别制得质量

浓度为 150、300、450 g / L 的皮瓜尔油橄榄叶(Picual
olive leaves, POL)和鄂植 8 号油橄榄叶(E planting
No. 8 olive leaves, EP8OL)提取物为灌胃物质。
1. 3. 2　 诱导高脂小鼠模型

小鼠随机分为普通组和高脂饲料组,饲喂普通饲

料一周以适应环境。 普通组以普通饲料为食,高脂饲

料组参考文献[13 - 14]对小鼠高血脂体诱导的研究

为模型,借鉴文献[15 - 16]对的高脂饲料成分进行

配比,喂食 28 d 得到实验所需的高脂体小鼠模型。
1. 3. 3　 实验分组与灌胃

以健康小鼠为空白组(普通饲料 + 自来水),模
型小鼠分为对照组(高脂饲料 + 蒸馏水)、橄榄叶提

取物低剂量组(高脂饲料 + 150 g / L 提取物)、橄榄叶

提取物中剂量组(高脂饲料 + 300 g / L 提取物)、橄榄

叶提取物高剂量组(高脂饲料 + 450 g / L 提取物);每
日灌胃量为 0. 2 mL,灌胃周期为 4 周,灌胃期间均用

普通饲料投食,每周对小鼠进行 1 次称重并记录。
1. 3. 4　 实验小鼠取材

灌胃结束后,将小鼠绝食(不断水)24 h,并进行

解剖前称重,对小鼠经摘眼球取血后,将小鼠处死解

剖,将全部解剖完的小鼠尸体进行集中无害化处

理[17]。 血液用 2 mL 离心管收集,在 1 000 r / min 条

件下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并立即放于 4 ℃冰箱冷

冻保存,用于后续测定血清中 TCHO、TG、HDL-C、
LDL-C 含量;取出小鼠肝脏,剪下一小部分装入含有

体积分数 10% 福尔马林溶液的 2 mL 离心管中,于
4 ℃冰箱冷藏保存,用于后续制作苏木精—伊红(he-
matoxylin-eosin,HE)染色切片。
1. 3. 5　 血清生化指标测定

将小鼠已离心好的血清全部解冻,TCHO、TG、
HDL-C、LDL-C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测定。

96 孔板注射方法:取一个洁净的 96 孔板,将其

标注为空白孔、标准孔、样本孔,用 10 μL 移液枪吸取

蒸馏水注入 96 孔板的前 3 个孔作为空白孔,每个孔

2. 5 μL;在空白孔后 3 个孔每孔注入 2. 5 μL 校准品

作为标准孔;其余为样本孔,样本孔为实验组的 5 组

样品。 滴加顺序依次为空白组、低浓度组 (150 g /
L% )、中浓度组(300 g / L)、高浓度组(450 g / L)和对

照组,每组 5 个样品,每个样品滴加 3 个孔,做平行试

验,每个孔注入样品 2. 5 μL。
1. 3. 6　 肝组织病理学观察

取出肝脏组织,按照固定→脱水→浸蜡→包埋→
切片→脱蜡→复水→染色→烘干→封片→观察的步

骤进行制片,于 40 × 10 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小鼠

肝脏切片的组织细胞(主要观察主动脉周围),对小

鼠肝脏病理学形态进行分析。 剩余的组织存于自封

袋,于 - 80 ℃保存。
1. 4　 数据统计

实验数据全部来自于 3 次以上独立实验结果的

平均值,数据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使用 Ori-
gin 软件作图。 采用 SPSS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P <
0. 05 认为存在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橄榄叶提取物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体质量是一项可以衡量人和动物肥胖的指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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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8],是诱发

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19],肥胖与甘油三酯水平增

加、HDL-C 水平减少密切相关[20]。 因此,在控制体质

量的同时也能控制血清中胆固醇的水平,降低血脂水

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研究表明,油橄榄叶直

接喂食反刍动物,可使瘤胃细菌合成蛋白质量增

加[21]。
由图 1 可知,经灌胃处理后,与高脂对照组相比,

2 组小鼠的体质量增长速度明显降低,随着提取物浓

度的增加效果越明显。 经 EP8OL 灌胃的小鼠在 1 ~ 3
周的体质量无明显差异,第 3 周体质量呈现显著下降

趋势;经 POL 灌胃的小鼠在灌胃期内体质量显著低于

对照组,从第 2 周开始实验组的体质量增长趋于平缓。

图 1　 鄂植 8 号橄榄叶(a)、皮瓜尔橄榄叶(b)提取物对

小鼠体质量变化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EP8OL (a) and POL (b) on
body mass of mice

实验表明,EP8OL 和 POL 提取物均对高脂小鼠

的体质量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各剂量组的抑制效果一

致,其中 EP8OL 对降低小鼠体质量的作用效果明显。
2. 2　 橄榄叶提取物对小鼠血脂指标的影响

小鼠经饲喂高脂饲料后,血清中总胆固醇含量上

升显著,甘油三酯、LDL-C 含量上升,HDL-C 含量下

降。 说明饲喂高脂饲料后,小鼠脂类代谢失调,血清

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产生高脂血症。 经橄榄叶提取

物灌胃后,小鼠血脂显著降低,肝脏脂肪样变减少,组
织损伤减低。 POUDYAL 等[22] 发现橄榄叶提取物降

糖、降血脂作用与其较强的抗氧化能力有关,其机制

可能与其改善肝脏氧化应激水平有关[23]。
2. 2. 1　 血清中总胆固醇含量

人体胆固醇约 2 / 3 由肝脏进行内源性合成。 在

肝细胞中,通过 HMG-CoA 还原酶途径,在细胞内形

成胆固醇。 正常情况下,细胞内过多的胆固醇会外

流[24]。 若外流机制受损,胆固醇就会在细胞内蓄积,
导致人体内的脂类代谢失调,血清中的胆固醇水平就

会升高,从而产生高脂血症。
根据图 2 可知,空白组小鼠中总胆固醇含量最

低。 与对照组相比,低剂量组降低胆固醇含量效果最

佳,效果与浓度呈负相关,说明提取物的浓度过高并

不利于降低胆固醇。 2 种灌胃物质在抑制小鼠体内

的总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效果相似。

图 2　 橄榄叶提取物灌胃后小鼠总胆固醇水平

Fig. 2　 Total cholesterol level in mice after
gavage of olive leaf extract

实验表明,小鼠体内总胆固醇含量:低浓度组 <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对照组,说明降低高脂小鼠胆

固醇含量效果最佳的是 150 g / L 橄榄叶提取物,其中

POL 降低小鼠体内胆固醇水平更稳定,EP8OL 提取

物灌胃后小鼠血清胆固醇含量是 POL 提取物的数

倍,说明体内胆固醇的蓄积还可能与小鼠自身体质、
消化吸收有关。
2. 2. 2　 血清中甘油三酯含量

“甘油三酯”又称脂肪,是由食物脂肪与肝脏合

成的,由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形成,是血脂检查中比较

重要的一项指标。 轻度甘油三酯增高,可能是糖类食

物摄入过多、吸烟、肥胖等因素引起,重度的高甘油三

酯,多与糖尿病、肝病、慢性肾炎等有关。 研究表明,
高甘油三酯可引起细胞内质网应激反应[25],增加胞

内 Ca + 浓度,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26]。
由图 3 可知,各浓度组的甘油三酯含量均低于对

照组,说明油橄榄叶提取物能有效降低小鼠的甘油三

酯含量,中浓度组的降低效果最佳,但各浓度组降低

效果无显著差异,小鼠体内甘油三酯含量:中浓度组

< 低浓度组 < 高浓度组。 与正常小鼠(空白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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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EP8OL 高剂量和中剂量组小鼠甘油三酯含量更

低,而 POL 剂量组小鼠的甘油三酯含量均高于空白

组,说明同一剂量浓度下,EP8OL 降低小鼠体内甘油

三酯含量效果更好。

图 3　 橄榄叶提取物灌胃后小鼠甘油三酯含量

Fig. 3　 Average contents of triglyceride in mice after
gavage of olive leaf extract

2 种提取物均能降低高脂小鼠甘油三酯含量,随
灌胃物质浓度的升高,甘油三酯含量呈现先降低后升

高的趋势,但 POL 提取物灌胃组的小鼠体内甘油三

酯含量波动更大,而 EP8OL 组小鼠体内的甘油三酯

含量较平稳。
2. 2. 3　 血清中 HDL-C 含量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通俗地理解为“好”胆固

醇,血浆脂蛋白中,HDL 具有抗炎性反应作用[27],可
减少主动脉壁 VCAM-1、ICAM-1 的表达[28],减少代谢

性内毒素血症[29]。 可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节血脂水

平,减少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
根据图 4 可知,HDL-C 含量空白组高于对照组

和实验组,说明高脂饮食能影响小鼠体内的高密度蛋

白胆固醇水平。 2 组小鼠中空白组与对照组的 HDL-
C 含量差值为 0. 1 ~ 0. 11 mmol / L;3 个浓度组与对照

组间对比可得,一定浓度的橄榄叶提取物有利于提升

HDL-C 的含量,但提升并不显著,且在同一浓度下 2
种灌胃物质对小鼠体内 HDL-C 含量的影响波动范围

均在 0. 2 mmol / L。

图 4　 橄榄叶提取物灌胃后小鼠 HDL-C 含量

Fig. 4　 HDL-C content in mice after gavage of olive leaf extract

2 类物质在稳定 HDL-C 含量的最佳浓度不同,且
HDL-C 水平各组间比较平稳。 因此,EP8OL 和 POL 对

于小鼠体内 HDL-C 的血脂水平作用效果一致。
2. 2. 4　 血清中 LDL-C 含量

人或动物体内的 LDL-C 主要负责把胆固醇从肝

脏运送到各个组织,再由高密度脂蛋白将各处的胆固

醇送回肝脏代谢[30]。 但当低密度脂蛋白过量时,由
它携带的胆固醇便积存在动脉壁上,容易引起动脉硬

化,影响血脂水平,引发心血管疾病[31]。
根据图 5,鄂植 8 号组的正常小鼠 LDL-C 含量明

显高于实验组、略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

组,说明 EP8OL 提取物能显著降低小鼠体内的 LDL-
C 含量,其中油橄榄提取物浓度对小鼠体内 LDL-C
水平影响不大,中浓度组小鼠 LDL-C 含量最低;POL
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POL 能有效降低高脂

小鼠的 LDL-C 含量,其中高浓度组小鼠 LDL-C 含量

最低。 实验表明,橄榄叶提取物能有效降低小鼠体内

LDL-C 水平,EP8OL 作用效果更佳,能将小鼠体内

LDL-C 水平降低至正常小鼠以下。 因此,降脂效果与

小鼠个体体质、橄榄叶品种、提取物浓度有关。

图 5　 橄榄叶提取物灌胃后小鼠 LDL-C 含量

Fig. 5　 LDL-C content in mice after gavage of olive leaf extract

2. 2. 5　 橄榄叶提取物对小鼠肝组织病理学变化的影响

肝脏是脂肪摄取、氧化、脂肪酸代谢、胆固醇、磷
脂和脂蛋白的合成和分泌的重要器官,正常状态下,
脂类代谢在肝脏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当摄入脂质过

多时,会引起脂代谢紊乱,大量脂肪从脂库中出来,大
部分进入肝细胞。 肝内脂肪的增加超过了肝细胞将

其氧化利用和合成脂蛋白运输出去的能力,则使肝细

胞脂 肪 沉 积 及 肝 细 胞 变 性, 形 成 脂 肪 肝[32 - 33]。
DAY[34]提出的“二次打击”学说以脂质代谢异常、脂
质过氧化等被广泛接受。 研究表明,油橄榄叶除具有

抗氧化、抗菌、降脂作用外,对铅中毒的小鼠各项脏器

指标具有改善作用[35]。 因此,橄榄叶提取物对小鼠

肝组织的病变也具有一定的改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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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知,两大组的空白组小鼠肝脏细胞排列

整齐、紧密,形态正常,细胞以中心经脉为中心呈散发

状分布。 对照组肝细胞排列杂乱无序、松散,中心经

脉周围细胞排列杂乱,细胞界限不明显,细胞间隙较

大,肝损伤严重。 进行橄榄叶提取物营养干预后,低
浓度组肝细胞排列较为紊乱,比较松弛,细胞核大小

不一,细胞界限较为明显,低浓度组肝细胞形态总体

优于对照组。 300 g / L 中浓度组肝细胞排列有序,比
较紧密,细胞间隙比较明显,中心静脉周围的细胞呈

较有规律地排列,细胞呈有规律的散发状分布,肝细

胞总体形态有所缓解。 高浓度组肝细胞形态与空白

组小鼠肝细胞形态更相近,排列相对规整。 实验表明

EP8OL 可以有效缓解小鼠肝细胞损伤。 2 组空白组

小鼠的肝脏均未受到损伤,经灌胃后,2 组小鼠的肝

病变程度均随着提取物浓度的增强而变小,说明了较

高浓度的橄榄叶提取物对小鼠肝损伤病变有良好的

治疗作用,也对高血脂小鼠的肝脏病变有明显的抑制

和调节作用[36 - 37]。

1-空白组;2-对照组;3-低浓度组;4-中浓度组;5-高浓度组

图 6　 鄂植 8 号橄榄叶(a)、皮瓜尔橄榄叶(b)提取物对小鼠

肝组织病理学变化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EP8OL (a) and POL (b) extracts on liver
histopathology in mice

3　 结论

本实验中 2 种橄榄叶提取物对模型小鼠体质量

控制具有较好的效果,EP8OL 提取物降低小鼠体质

量的效果明显,POL 提取物也能有效地抑制小鼠体质

量的增长速率。
2 种橄榄叶提取物均能降低模型小鼠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LDL-C 的水平,并能提高小鼠 HLD-C 的含

量,使实验小鼠血清指标趋于正常水平,起到调节血

脂的作用,其降脂效果相似,总体效果趋于一致。 但

2 种橄榄叶提取物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LDL-C
水平,升高 HDL-C 水平的最佳浓度不同。 2 种橄榄

叶提取物能降低高脂饮食对实验小鼠肝脏组织的损

伤,随提取物浓度的增加,作用效果越显著。 因此,橄
榄叶能抑制高脂模型小鼠的肝脏病变,起到调节肝损

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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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extracts of E planting No. 8 and Picual olive leaves on
lowering blood lipid in hyperlipidemia mice

WANG Zhongming1,2,XIE Yuejie1,2,LI Yonghong1,WEI Huaheng1,XING Qiao1,
CHEN Cong1,CHENG Xinxian1,WANG Qiang1,2∗

1(College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Chongqing 400067,China)
2(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Lipid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Daily Chemicals,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icual olive leaves (POL) and E planting No. 8 olive
leaves (EP8OL) extracts on body weight, liver damage and lipid reduction in hyperlipidemia mice, so as to provide data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functional olive leave extract products. The hyperlipidemia m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feeding with a high-fat diet and the mic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including blank group, control group, low-dose group, medium-dose group and high-dose group. The inde-
xes were measured after four weeks of gavag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yperlipidemia mice after 28
days’ gavag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body weight, relieve liver damage and the levels of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HO)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in serum declined. Meanwhile, th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evel in
serum was rai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POL and EP8OL extracts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body weight and relieve liver
damage, improved lipid metabolism disorder and reduced the level of blood lipid for the hyperlipidemia mice. In addition,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olive leave extracts. They were potential natural activity products to improve hyperlipidemia.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POL and EP8OL extract shows th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the exploration value is also important in the area of
health care.
Key words　 E planting No. 8;Picual;olive leaves;hyperlipidemia mice;hypoli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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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花浸提物与消化蛋白酶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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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金花茶花浸提物对消化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首先研究了金花茶花浸提物对消化蛋

白酶活性的影响以及抑制动力学,其次采用荧光光谱法、紫外光谱法和圆二色谱法研究浸提物抑制消化蛋白酶

活性的机制。 结果表明,醇提物和水提物对胃蛋白酶( IC50 分别为 3. 194 和 3. 330 g / L;竞争抑制常数分别为

4. 518和 7. 641 g / L)和胰蛋白酶( IC50分别为 29. 131 和 56. 534 g / L;竞争抑制常数分别为 74. 571 和175. 832 g / L)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抑制类型为混合型抑制;金花茶花浸提物能降低胃蛋白酶(猝灭常数分别为1. 522和1. 205
L / g)和胰蛋白酶(猝灭常数分别为 2. 175 和 1. 392 L / g)的内源荧光,改变消化蛋白酶的二级结构。 因此,金花茶

花浸提物可通过改变消化蛋白酶的结构抑制其活性,该研究为金花茶花功能性食品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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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三大产能物质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在人体代谢过程中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当减少

其中一种能量物质的摄入时,机体必须通过摄入其他

两种能量物质获得热量补充[1]。 无论哪种产能物

质,当摄入量超过机体的正常消耗量时,多余的能量

就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可能导致肥胖,同时引

起心脑血管疾病、Ⅱ型糖尿病以及消化系统疾病等多

种慢性疾病[2]。 目前,通过高蛋白饮食代替高脂肪

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逐渐成为膳食减重策略之一,然
而,长期的高蛋白饮食会导致肝脏和血清中甘油三酯

含量增加[3 - 4]。 因此,有必要通过抑制多余蛋白质的

消化吸收来降低过度摄入高蛋白造成的不良影响。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在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过程

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常作为目标酶去探究小分子化合

物对蛋白质消化吸收的影响。 LIU 等[5] 以消化蛋白

酶为目标酶研究了儿茶素对乳蛋白生物活性和生物

利用度的影响;WANG 等[6] 研究发现,苦丁茶叶中的

苯丙素苷粗提物通过改变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和 α-
糜蛋白酶的极性和结构抑制酶的活性。 实验室前期

研究发现,金花茶花提取物对胰腺脂肪酶、胆固醇酶、
α-淀粉酶和 α-葡萄糖苷酶都具有潜在的活性抑制,
且能有效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脂肪的摄入[7 - 8],但金花

茶花浸提物对蛋白质消化酶(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

活性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探究了金花茶花

浸提物对消化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期为金

花茶花的科学开发和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金花茶花,广西防城港市嫦龙金花茶种植园圃。
胃蛋白酶(猪胃黏膜)、茶多酚( tea polyphenol,

TP)、Na-苯甲酰-DL-精氨酸-对硝基酰胺盐酸盐(Na-
benzoyl-DL-arginine-4-nitroanilidehydrochloride, BAP-
NA)、1 mol / L 福林酚,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胰蛋白酶(猪胰脏)、三氯乙酸,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上海麦

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1. 2　 仪器与设备

N-1100V-W 全自动旋转蒸发仪,东京理化器械

株式会社;FDU-1100 冷冻干燥机,东京理化器械株式

会社;Cary 1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安捷伦公

司;Varioskan Flash 多功能酶标仪,美国赛默飞世尔

科技公司;RF-5301PC 荧光光谱仪,德国 BRUKER 光

谱仪器公司;Chirascan 圆二色光谱仪,英国应用光物

理公司等。
1. 3　 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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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金花茶花浸提物的制备

金花茶花浸提物分为乙醇提物(Camellia nitidis-
sima Chi flower ethanol extract,CNEE)和水提物(Ca-
mellia nitidissima Chi flower aqueous extract,CNAE),
参考 ZHANG 等[8]的方法,并稍作修改。 乙醇提物提

取条件:称取 100 g 粉碎后的金花茶花并按照料液比

1∶ 25(g∶ mL)加入 2. 5 L 体积分数为 50%的乙醇,在
55 ℃下浸提 5 h,8 000 r / min 离心 30 min 后收集浸

提液,重复浸提 2 次,混合,在 37 ℃下旋转蒸发浓缩

并冷冻干燥得到醇粗提物。 水提物提取条件:称取

100 g 金花茶花粉末,按料液比 1∶ 30(g∶ mL)加入 3 L
蒸馏水,在 90 ℃下浸提 2 h,后续操作与醇粗提物相

同,得到水粗提物。 用 XAD1600 大孔树脂纯化粗提

物,分别收集醇提物和水提物洗脱液,然后经旋转浓缩

和冷冻干燥后获得了 CNEE 和 CNAE 用于后续实验。
1. 3. 2　 抑制率实验

胃蛋白酶的抑制实验参考 ZENG 等[9] 的方法并

稍作修改。 不同浓度的金花茶花提取物与胃蛋白酶

在 37 ℃ 反应 30 min,加入牛血红蛋白继续反应

10 min,再加入适量三氯乙酸,以 12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收集沉淀用碱性铜溶液溶解,并加入福林酚

溶液进行显色反应,测 A650 nm值。
胰蛋白酶的抑制实验参考 FENG 等[10] 方法并做

修改。 不同浓度的金花茶花提取物与胰蛋白酶在 37
℃下反应 30 min,再加入 BAPNA 溶液,反应 10 min
后,加入适量的三氯乙酸终止反应,测定 A410nm值。 胃

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抑制率计算如公式(1)所示: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抑制率 / % =

1 -
A样品蛋白 - A样品

A酶蛋白 - A酶
( ) × 100 (1)

1. 3. 3　 抑制动力学研究

参考 WANG 等[6]的方法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

抑制动力学进行探究。
1. 3. 3. 1　 提取物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抑制动力学

不同浓度的金花茶花浸提物与胃蛋白酶等体积

混合在 37 ℃下反应 30 min,然后加入不同质量浓度

(6、7、8、9、10 g / L)的牛血红蛋白溶液,在 650 nm 处

测定其吸光度值。
不同浓度的金花茶花浸提物与胰蛋白酶等体积

混合在 37 ℃下反应 30 min,然后加入不同质量浓度

(2、4、6、8、10 g / L)的 BAPNA 溶液,在 410 nm 处测定

吸光度值。
抑制类型采用 Lineweaver-Burk[11] 方程解析,以

1 / v 和 1 / [S]作图,根据公式(2)计算:
1
v =

Km

vmax
1 - [ I]

Ki
( ) 1

S + 1
vmax

1 - [ I]
K′i( ) (2)

式中:v 和 vmax分别为初始反应速度和最大初始反应

速度;Km、K i、K′i分别为米氏常数、竞争抑制常数和非

竞争抑制常数;[ I],抑制剂的浓度, g / L;S 为底物的

质量浓度,g / L。
1. 3. 4　 荧光特性分析

0. 1 mL 不同质量浓度的 CNEE 或 CNAE 溶液和3. 9
mL 0. 2 g / L 的胃蛋白酶或胰蛋白酶溶液迅速混合反应

30 min,在激发波长为280 nm,发射波长为290 ~500 nm,
狭缝宽度为 5 nm 的条件下测定其荧光强度。 荧光猝灭

由 Stern-Volmer[12]方程确定,如公式(3)所示:
F0

F = 1 + Kqτ0[Q] = 1 + KSV[Q] (3)

式中:F0,未加入 CNEE 或 CNAE 的荧光强度;F,已
加入 CNEE 或 CNAE 的荧光强度;Kq 和 KSV为生物分

子猝灭常数和猝灭常数;τ0 为荧光团的生命周期(无
猝灭剂);[Q]为 CNEE 或 CNAE 的质量浓度,g / L。
1. 3. 5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测定

设置 3 个实验组,第 1 组为消化蛋白酶组,分别

加入质量浓度为 5 g / L 不同体积(0. 2、0. 4、0. 6、0. 8、
1. 0 mL)的胃蛋白酶或胰蛋白酶,加入酸溶液或 Tris-
HCl 溶液补充至 4 mL。 第 2 组为金花茶花浸提物

组,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1 g / L 的不同体积(0. 1、
0. 3、0. 5、0. 7、0. 9 mL)的 CNEE 或 CNAE,再加入酸

溶液补充至 4 mL。 第 3 组为金花茶花浸提物 + 消化

蛋白酶组,将 0. 45 mL 5 g / L 的胃蛋白酶和 0. 7 mL
1 g / L的 CNEE 或 0. 8 mL 1 g / L 的 CNAE 混合;1 mL
5 g / L 胰蛋白酶和 0. 1 mL 1 g / L 的 CNEE 或 0. 15 mL
1 g / L 的 CNAE 混合。 在扫描波长范围为 190 ~ 500
nm,扫描精度为 1. 0 nm,测试温度为 298 K 的条件下

测定溶液的紫外光谱。 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做出

(金花茶花浸提物 +消化蛋白酶)-金花茶花浸提物的

紫外图谱,并分析曲线差异。
1. 3. 6　 二级结构的测定

采用圆二色谱法分析金花茶花浸提物与消化蛋白

酶反应前后二级结构的变化。 金花茶花浸提物与胃蛋

白酶和胰蛋白酶[1∶1(V/ V)]以 1∶ 1(g∶ L)的比例混合,添
加于5 mL 离心管中,振荡反应,在190 ~260 nm处扫描。
1. 3. 7　 统计学分析

所有的实验数据均用 SPSS 25. 0 软件处理,每次

实验重复 3 次,结果用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不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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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比较采用 LSD 进行方差分析,当 P < 0. 05 时表

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金花茶花浸提物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活性的

影响

由图 1-a1 和 b1 可知,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

酶和胰蛋白酶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强弱

顺序依次为:CNEE > CNAE > TP。 CNEE 和 CNAE 对

胃蛋白酶的 IC50分别为 3. 194 和 3. 330 g / L,其与周

培羽等[13]研究的低聚合度(2. 45)葡萄籽原花青素对

胃蛋白酶的 IC50值为 3. 160 g / L 的结果接近。 然而,
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酶的 IC50分别为 29. 131 和

56. 534 g / L,这说明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活性

的抑制能力强于胰蛋白酶。 综上可知,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
CNE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抑制强度大于 CNAE,

这可能是由于 CNEE 中黄酮和多酚含量高于 CNAE,
更易与消化蛋白酶的结合。

由图 1-a2 和 b2 可知,CNEE 和 CNAE 抑制胃蛋

白酶活性的 3 条曲线都交于第二象限, Vmax 随着

CNEE 和 CNAE 浓度的增加而减小,而 Km 值随着

CNEE 和 CNAE 浓度的增加逐渐增大,属于混合型抑

制,且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的竞争抑制常数分

别为 4. 518 和 7. 641 g / L。 图 1-a3 和 b3 所示,CNEE
和 CNAE 抑制胰蛋白酶活性的 3 条曲线都交于第三

象限,Vmax和 Km 值随着 CNEE 和 CNAE 质量浓度的

增加而减小,属于混合型抑制,且 CNEE 和 CNAE 对

胰蛋白酶的竞争抑制常数分别为 74. 571 和 175. 832
g / L。 上述结果表明,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和

胰蛋白酶相互作用过程中,CNEE 和 CNAE 可能与底

物结合位点和其他活性位点竞争性相互作用。 XIAO
等[14]研究单宁酸与胰蛋白酶相互作用中发现其抑制

类型为混合型抑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a1-金花茶花浸提物和茶多酚对胃蛋白酶的抑制率;a2-CNEE 对胃蛋白酶的抑制动力学图;a3-CNEE 对胰蛋白酶的抑制动力学图;
b1-金花茶花浸提物和茶多酚对胰蛋白酶的抑制率;b2-CNAE 对胃蛋白酶的抑制动力学图;b3-CNAE 对胰蛋白酶的抑制动力学图

图 1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抑制率和双倒数曲线

Fig. 1　 The inhibition rate and double countdown curve of CNEE and CNAE on gastric pepsin and trypsin

2. 2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荧

光猝灭效应

荧光猝灭可分为静态猝灭和动态猝灭 2 种类

型[15]。 如图 2-a1 和 b1 所示,胃蛋白酶在 340 nm 处

有最大发射波长,随着 CNEE 和 CNAE 浓度的增加,
胃蛋白酶在 340 nm 处的荧光强度逐渐下降,说明

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相互作用使酶结构发生了

改变同时产生了猝灭现象。 但是 CNEE 和 CNAE 都未

改变胃蛋白酶的最大发射波长,这表明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中色氨酸残基的微环境没有影响。 通过公

式(3)判定猝灭的类型,由图 2-a2 和 b2 以及表 1 可

知,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的荧光猝灭常数 KSV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即为静态猝灭。 ZENG 等[16] 和

REN 等[17]研究也发现,水飞蓟宾和芦荟大黄素能与胃

蛋白酶形成复合物,从而降低胃蛋白酶的荧光强度,猝
灭酶的内源荧光,影响酶的构象。 由图 3-c1 和 d1 可

知,胰蛋白酶在337 nm处有最大发射波长,随 CNEE 和

CNAE 浓度的增大胰蛋白酶的荧光强度下降,说明

CNEE 和 CNAE 与胰蛋白酶的相互作用使酶的结构

发生了改变并产生猝灭现象。 由图 3-c2 和 d2 以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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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知,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酶的荧光猝灭常数随

着温度升高而降低,这可能是在静态猝灭过程中,由于

温度升高,扩散速度降低,导致 CNEE 和 CNAE 与胰蛋

白酶碰撞猝灭量降低,进而使荧光猝灭常数下降[18]。

图 2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的荧光猝灭

Fig. 2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pepsin by CNEE and CNAE.
注:a1 和 a2 为 CNEE 对胃蛋白酶荧光图;b1 和 b2 为 CNAE 对胃蛋白酶荧光图;

a1 和 b1 中曲线(1→6)对应于 CNEE 和 CNAE 浓度为 0. 0、0. 1、0. 2、0. 3、0. 4 和 0. 5 g / L

图 3　 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酶的荧光猝灭

Fig. 3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trypsin by CNEE and CNAE.
注:c1 和 c2 为 CNEE 对胰蛋白酶荧光图;d1 和 d2 为 CNAE 对胰蛋白酶荧光图;

c1 和 d1 中曲线(1→6)对应于 CNEE 和 CNAE 浓度为 0. 00、0. 05、0. 10、0. 15、0. 20 和 0. 25 g / L

表 1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的荧光猝灭常数

Table 1　 Stern-Volmer quenching constants of CNEE
and CNAE on pepsin

浸提物 T / K KSV / (L·g - 1) R

CNEE
298 1. 522 ± 0. 340 9 0. 993 5
310 1. 276 ± 0. 224 2 0. 991 5

CNAE
298 1. 205 ± 0. 295 0 0. 992 8
310 0. 646 7 ± 0. 091 1　 0. 990 9

表 2　 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酶的荧光猝灭常数

Table 2　 Stern-volmer quenching constants of
CNEE and CNAE on trypsin

浸提物 T / K KSV / (L·g - 1) R

CNEE
298 2. 175 ± 0. 148 2 0. 992 1
310 1. 808 ± 0. 164 1 0. 993 7

CNAE
298 1. 392 ± 0. 172 0 0. 995 1
310 1. 363 ± 0. 120 2 0. 993 7

　 　 注:R 是 KSV值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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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知,CNEE 和 CNAE 通过静态猝灭机制猝

灭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内源荧光。 这与倪孟婷

等[19]和赵红辉[20] 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温度升高,
猝灭常数不断下降,槲皮素、山奈酚、芹菜素和芦丁等

均不能改变胰蛋白酶中色氨酸等微环境。
2. 3　 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相互

作用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由图 4-a1 和 a2 可知,胃蛋白酶在 210 nm 有较

强吸收峰,其体现了蛋白质的骨架和肽键结构;在
280 nm 处有弱吸收峰,其主要由色氨酸、酪氨酸和苯

丙氨酸引起。 当 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和胰蛋

白酶不发生相互作用时,曲线 A(E)与曲线 D(H)应

大致相同[21];然而,当 CNEE 或 CNAE 与胃蛋白酶发

生相互作用后,210 nm 处的峰值下降且发生小幅度

红移,说明 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发生了相互作

用且猝灭类型为静态猝灭;且 280 nm 处的峰值增加,
这可能是由 CNEE 或 CNAE 破坏了酶的结构,增加了

芳香族氨基酸亲水区域的暴露。 由图 4-b1 和 b2 可

知,与胃蛋白酶相比,CNEE 和 CNAE 与胰蛋白酶相

互作用后,280 nm 处的峰值增加幅度较小,在 210 nm
处无明显位移,这说明了 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酶

的猝灭类型为静态猝灭且 CNEE 和 CNAE 对胰蛋白

酶构象影响较小。

图 4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紫外光谱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CNEE and CNAE on the UV spectra of pepsin and trypsin

　 　 综上可知,不同浸提物都改变了胃蛋白酶和胰蛋

白酶的结构,猝灭类型为静态猝灭,这与荧光光谱结

果一致。 REN 等[17,22]在研究大黄素与胃蛋白酶和胰

蛋白酶的结合特性中也发现大黄素改变了消化酶的

构象,其对酶的猝灭类型为静态猝灭。
2. 4　 CNEE 和 CNAE 与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相互

作用的圆二色谱图

由图 5 中 a1、a2 和表 3 可知,胃蛋白酶在 200 nm
处有一个负峰,说明胃蛋白酶含有大量的 β-折叠和

无规则卷曲。 这与拟合结果胃蛋白酶含有 35. 1%无

规则卷曲和 35. 4% β-折叠的结果一致。 当 CNEE 与

胃蛋白酶以 0. 25∶ 0. 2 混合后,胃蛋白酶的 α-螺旋和

无规则卷曲分别下降了 0. 4% 和 4. 7% ,且 β-折叠和

β-转角分别提升了 10. 4% 和 0. 7% 。 当 CNAE 与胃

蛋白酶浓度比以 0. 25∶ 0. 2 混合后,胃蛋白酶中的 α-

螺旋和无规则卷曲相对于空白分别下降了 0. 2% 和

4. 5% ,β-折叠与 β-转角含量分别提升了 8. 3% 和

0. 3% ,这说明了 CNEE 和 CNAE 通过促进 α-螺旋和

无规则卷曲向 β-折叠与 β-转角转变而改变蛋白酶的

二级结构,且 CNEE 对胃蛋白酶二级结构的影响大于

CNAE。 由图 5-b1、b2 和表 3 可知,胰蛋白酶在 195、
205 和 222 nm 处有负峰,且通过拟合可知,胰蛋白酶

含有 6. 1%的 α-螺旋,16. 9% 的 β-转角,29. 6% 的无

规则卷曲和 51. 1%的 β-折叠。 当 CNEE 与胰蛋白酶

以0. 25∶ 1混合后,胰蛋白酶的 α-螺旋和无规则卷曲

分别下降了 0. 1%和 0. 7% ,而 β-折叠和 β-转角分别

增加了 1. 4% 和 0. 3% 。 在相同浓度下,CNEE 对胰

蛋白酶二级结构的影响比 CNAE 更显著。 当 CNAE
与胰蛋白酶以 0. 25∶ 1混合后,胰蛋白酶的 α-螺旋和

无规则卷曲分别下降了 0. 1% 和 0. 4% ,β-折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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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转角分别增加了 0. 7% 和 0. 3% 。 因此,CNEE 对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二级结构的影响大于 CNAE,
更容易与酶的活性位点相结合,促使胃蛋白酶和胰

蛋白酶分子结构发生改变。 刘婵[23] 研究发现没食

子儿茶素与胰蛋白酶相互作用后也增加了胰蛋白

酶中 β-折叠含量。

图 5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圆二色谱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CNEE and CNAE on the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a of pepsin and trypsin
注:a1-CNEE 对胃蛋白酶的圆二色谱的影响;a2-CNAE 对胃蛋白酶的圆二色谱的影响;b1-CNEE 对胰蛋白酶的圆二色谱;

b2-CNAE 对胰蛋白酶的圆二色谱。 其中 A、B、C 分别表示 CNEE 或 CNAE 与胃蛋白酶的比值为 0∶ 0. 2、
0. 15∶ 0. 2 和 0. 25∶ 0. 2;E、F、G 分别表示 CNEE 或 CNAE 与胰蛋白酶的比值为 0∶ 1、0. 15∶ 1和 0. 25∶ 1

表 3　 CNEE和 CNAE对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二级结构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NEE and CNAE on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pepsins and trypsin.

反应体系
质量

浓度比
α-螺旋 /

%
β-折叠 /

%
β-转角 /

%
无规则
卷曲 / %

0∶ 0. 2 5. 9 35. 4 20. 5 35. 1
CNEE∶ 胃蛋白酶 0. 15∶ 0. 2 5. 7 44. 5 20. 5 31. 3

0. 25∶ 0. 2 5. 5 45. 8 21. 2 30. 4
0∶ 0. 2 5. 9 37. 7 20. 5 34. 9

CNAE∶ 胃蛋白酶 0. 15∶ 0. 2 5. 8 45. 6 19. 9 31. 0
0. 25∶ 0. 2 5. 7 46. 0 20. 8 30. 4

0∶ 1 6. 1 51. 1 16. 9 29. 6
CNEE∶ 胰蛋白酶 0. 15∶ 1 6. 0 52. 3 17. 0 29. 1

0. 25∶ 1 6. 0 52. 5 17. 2 28. 9
0∶ 1 6. 1 51. 1 16. 9 29. 6

CNAE∶ 胰蛋白酶 0. 15∶ 1 6. 1 51. 6 17. 0 29. 3
0. 25∶ 1 6. 0 51. 8 17. 2 29. 2

3　 结论

CNEE 和 CNAE 通过改变消化蛋白酶(酶蛋白酶

和胰蛋白酶)的结构进而抑制酶的活性且为可逆的

混合型抑制,其中 CNEE 和 CNAE 对胃蛋白酶的抑制

作用更明显。 静态猝灭是导致消化蛋白酶内源荧光

猝灭的主要原因。 CNEE 和 CNAE 与消化蛋白酶相

互作用的研究为金花茶花在保健品行业的应用提供

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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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properties between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flower extract and digestive protease

WU Qingxiao1,ZHANG Hailong1,QIN Xiaoming1,2∗,CHEN Suhua 1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 and Safety,Zhanjiang 524088,China)

2(Guangdong Provincial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for Subtropical Fruit and
Vegetable Processing,Zhanjiang 524088,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flower on protei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the effect of C. nitidissima
Chi flower extract on the digestive protease activity and the inhibition kinetics of digestive protease were studied using fluorescence spec-
troscopy, ultraviolet spectroscopy, and circular dichro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ethanol extract and aqueous extract of C. nitidissi-
ma Chi flower exhibited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on pepsin (IC50were 3. 194 and 3. 330 g / L; competition inhibition constant was 4. 518
and 7. 641 g / L, respectively) and trypsin activity (IC50were 29. 131 and 56. 534 g / L; competition inhibition constant were 74. 571 and
175. 832 g / L, respectively), and the inhibition types were mixed manner. The spectrum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C. nitidissima Chi
flower extract reduced the endogenous fluorescence of pepsin (quenching constant were 1. 522 and 1. 205 L / g, respectively) and trypsin
(Quenching constant were 2. 175 and 1. 392 L / g, 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changed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digestive protease. There-
fore, this study proved that the C. nitidissima Chi flower extracts could inhibit digestive protease activity by changing its structur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foods containing C. nitidissima Chi flower.
Key words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flower extract; pepsin; trypsin; kinetics;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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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提取、结构解析及抗氧化能力研究

顾欣∗,高涛,刘梦雅,丛之慧,张诚雅,肖乐艳,李迪,胡景涛

(重庆三峡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重庆,404000)

摘　 要　 为提高梁平柚柚皮的综合利用率,采用单因素实验与响应面实验优化酶法辅助提取梁平柚柚皮多糖的

工艺参数。 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和扫描电镜对梁平柚柚皮多糖的结构进行表征,并采

用体外抗氧化实验考察其抗氧化活性。 结果表明,酶法辅助提取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液料比

25∶ 1 (mL∶ g),提取 pH 6. 0,酶解时间 90 min,酶解温度 50 ℃ 。 此条件下,梁平柚柚皮多糖提取率为 5. 46% 。 梁

平柚柚皮多糖主要由核糖 (1. 18% )、葡萄糖醛酸 (1. 32% )、甘露糖 (4. 26% )、鼠李糖 (4. 72% )、葡萄糖

(11. 46% )、半乳糖(21. 48% )、半乳糖醛酸(23. 67% )和阿拉伯糖(31. 90% )等单糖组成;紫外光谱与红外光谱

分析表明,梁平柚柚皮多糖不含蛋白质与核酸,是一种具有吡喃糖环并由 β-糖苷键连接的酸性多糖;扫描电镜

结果表明,梁平柚柚皮多糖呈片状,并具有纤维状的结构。 此外,抗氧化结果表明,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梁平柚柚

皮多糖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具有剂量效应关系。 其 DPPH 自由基清除率、·OH 清除率和·O -
2 清除率的 IC50值分

别为 1. 71、1. 43 和 5. 37 mg / mL。 研究数据为梁平柚柚皮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　 梁平柚;多糖;响应面优化;结构鉴定;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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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柚主产于重庆市梁平区,有两百多年的栽培

史。 作为当地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其年产量高达九

万 t,但由于缺少有效的途径,柚子皮的利用率极其低

下[1 - 2]。 据报道,柚皮中含有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

多糖、黄酮和柠檬苦素等活性成分[3];梁平柚柚皮水

提液具有较好的·OH 清除率、·O -
2 清除率,以及抑

制小鼠脑、心、肝组织中的脂质过氧化作用[4 - 5],此为

梁平柚柚皮的综合利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多糖在柚皮中易与其他物质以化学键的方式相

结合,因此,提取多糖的前提需要破坏该化学键,使多

糖游离[6]。 目前常用的多糖提取方法有热水浸提

法、酶法、微波法、超声波提取法等[7]。 酶法提取作

为多糖提取的主要方法之一,因其具有反应条件温

和、提取效率高、产物活性强、成本低、节能环保等优

点,而被广泛用于植物多糖的提取[8]。
本实验以梁平柚柚皮为原料,采用复合酶法提取

柚皮多糖。 以提取率为指标,考察液料比、pH、酶解

温度、酶解时间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并采用响应面

实验确定其最佳工艺参数。 此外,采用液相色谱-质

谱联用、红外光谱、紫外光谱以及扫描电镜对其构成

和结构进行表征。 同时,并采用体外抗氧化实验考查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抗氧化活性,为梁平柚柚皮多糖的

提取及梁平柚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梁平柚,购于重庆市梁平区;果胶酶、纤维素酶,
山东圣斯德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1,1-二苯基-2-三硝

基苯肼(DPPH),阜阳曼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邻苯

三酚,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三氟乙酸、单糖标

品,美国 Sigma 公司。 其余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1. 2　 主要仪器及设备

UV-2450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

司;FTIR-650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天津港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ALPH1-2 / LD-Plus 冷冻干燥机,德国

CHRIST 公司;I-class UPLC,Xevo TQ-S micro 三重四

级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 Waters 公司;HITA-
CHI S-3400 扫描电镜,日本日立公司。
1. 3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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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酶法辅助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提取工艺优化

1. 3. 1. 1　 多糖提取

选取新鲜的梁平柚柚皮于 55 ℃条件下烘干,待
其干燥至恒重后粉碎并过 80 目筛。 按一定液料比称

取去离子水与柚皮粉末,溶解后加入 15 g / L 的复合

酶[m(果胶酶) ∶ m(纤维素酶) = 1 ∶ 1] [9],调节 pH
后,在一定温度下酶解一定时间,酶解完成后采用

Savag 法除去蛋白,再加入 3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进行

多糖提取,静置 24 h 后离心收集沉淀,并经冷冻干燥

后即得梁平柚柚皮多糖。
1. 3. 1. 2　 单因素实验

以液料比 25 ∶ 1 (mL ∶ g),pH 4,酶解时间 120
min,酶解温度 50 ℃ 为基础实验条件。 考察液料比

(10∶ 1、15 ∶ 1、20 ∶ 1、25 ∶ 1、30 ∶ 1、35 ∶ 1 (mL ∶ g)、pH
(4. 0、4. 5、5. 0、5. 5、6. 0、6. 5)、酶解时间(30、60、90、
120、150、180 min)和酶解温度(40、45、50、55、60、65
℃)对柚皮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1. 3. 1. 3　 响应面优化

采用 4 因素 3 水平的响应面分析方法, 以 A(液
料比)、B(pH)、C(酶解时间)、D(酶解温度)为自变

量,梁平柚柚皮多糖提取率为响应值,优化提取的最

佳工艺。 因素及水平编码见表 1。
表 1　 响应面试验设计因素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response surface test design

水平
A 液料比
(mL∶ g) B pH 值

C 酶解
时间 / min

D 酶解
温度 / ℃

- 1 20∶ 1 5. 0 90 45
0 25∶ 1 5. 5 120 50
1 30∶ 1 6. 0 150 55

1. 3. 1. 4　 多糖提取率的测定

提取得到的粗多糖样品放入 250 mL 容量瓶中,
用去离子水定容,并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其多糖含

量[10]。 以葡萄糖为对照制作标准曲线,其回归方程:
y = 0. 883 5x + 0. 025 6,R2 = 0. 991 6。 柚皮多糖提取

率按公式(1)计算:

多糖提取率 / % = c × 250 × 10 - 3

m × 100 (1)

式中:c,多糖溶液的质量浓度,mg / mL;m,梁平柚柚

皮质量,g。
1. 3. 2　 梁平柚柚皮多糖结构表征

1. 3. 2. 1　 单糖组成

根据文献所描述的方法,采用 PMP 柱前衍生结

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 /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 / MS)

对梁平柚柚皮多糖的单糖组成进行分析[11 - 12]。 称取

10 mg 样品于 20 mL 安瓿瓶中,加入 5 mL 三氟乙酸

(2 mol / L)溶液,N2 封管后在 100 ℃条件下水解 2 h。
水解完成后,取 1 mL 水解液并加入 1 mL 甲醇,于 70
℃条件下用 N2 吹干,重复 2 次后加入 1 mL NaOH
(0. 3 mol / L)溶液溶解残渣。 分别取 400 μL 的样品

水解液与单糖标准溶液于 5 mL 试管中,加入 400 μL
的 PMP 甲醇溶液,混匀,70 ℃反应 2 h,反应完成后

放置至室温,再加入 400 μL 的 HCl(0. 3 mol / L)溶液

调节 pH 至 6 ~ 7,加水 1 200 μL,再加入等体积的氯

仿萃取,涡旋混匀,静置后收集水相,重复 2 次。 将水

相用 0. 45 μm 水系滤膜过滤后供 UPLC-MS / MS
分析。

HPLC 条 件: Agilent EC-C18 色 谱 柱 (2. 7 μm,
2. 1 mm ×50 mm);流量 0. 4 mL / min;流动相 A 20
mmol / L 乙酸铵缓冲液(pH 7);流动相 B 乙腈;梯度洗

脱模式:时间梯度为 0、1、7、11、13、14. 5、14. 6、17
min,流 动 相 B 的 体 积 分 数 梯 度 为 14% 、 14% 、
18. 5% 、20% 、60% 、60% 、14% 、14% 。

质谱条件:ESI + 模式;喷雾电压 2. 0 kV;锥孔电

压 30 V;离子源温度 150 ℃;脱溶剂温度 500 ℃;脱
溶剂气体 N2 流速为 1 000 L / h;质谱扫描范围 m / z
170 ~ 800。
1. 3. 2. 2　 紫外光谱分析

称取一定量的梁平柚柚皮多糖溶于蒸馏水中,并
以蒸馏水为对照在 200 ~ 600 nm 波长范围内进行紫

外光谱扫描。
1. 3. 2. 3　 红外光谱分析

称取 1 ~ 2 mg 梁平柚柚皮多糖粉末,置于玛瑙研

钵中,加入 150 ~ 200 mg 干燥后的 KBr 晶体,研磨均

匀后压片,在 4 000 ~ 400 cm - 1 范围内记录其红外

光谱。
1. 3. 2. 4　 扫描电镜分析

用导电胶把梁平柚柚皮多糖固定在样品台上,送
进真空喷镀仪内进行喷金处理,随后在 12. 5 kV 下用

扫描电镜进行扫描,拍摄不同倍数下的外貌形态。
1. 3. 3　 梁平柚柚皮多糖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

1. 3. 3. 1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根据文献[13]报道的方法测定梁平柚柚皮多糖

的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称取 0. 020 1 g 的 DP-
PH,用体积分数 95%乙醇溶解并定容至 250 mL,DP-
PH 溶液和不同浓度的多糖溶液各取 2 mL 分别混合,
静置 30 min,在 517 nm 波长下测定其吸光度值。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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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自由基清除率按公式(2)计算: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 % = 1 -
A1 - A3

A2
( ) × 100 (2)

式中:A1,多糖样品溶液反应后的吸光度值;A2,无水

乙醇代替多糖溶液反应后的吸光度值;A3,无水乙醇

代替 DPPH 溶液反应后的吸光度值。
1. 3. 3. 2　 ·OH 清除能力的测定

采用 Fenton 反应体系模型[14],在 2 mL 多糖溶液

中,按顺序加入 2 mL 9 mmo1 / L 的 FeSO4 溶液、2 mL
9 mmo1 / L 的水杨酸-乙醇溶液、2 mL 8. 8 mmo1 / L 的

H2O2 溶液,混匀后 37 ℃水浴 30 min,在波长 51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 ·OH清除率按公式(3)计算:

·OH 清除率 / % = 1 -
A1 - A3

A2
( ) × 100 (3)

式中:A1,多糖样品溶液的吸光度值;A2,蒸馏水代替

样品溶液后的吸光度值;A3,蒸馏水代替 H2O2 后的

吸光度值。
1. 3. 3. 3　 ·O -

2 清除能力测定

根据文献[15]所描述的方法测定多糖的·O -
2

清除能力。 取 0. 05 mo1 / L,pH 8. 2 的 Tris-HCl 缓冲

液 4. 6 mL 置于试管中, 25 ℃恒温水浴 20 min,加入

10 mmo1 / L 的邻苯三酚 0. 4 mL,再加入供试液 1. 0
mL 混匀,25 ℃保温 4 min,再加 8 mmo1 / L 的盐酸溶

液 0. 1 mL 终止反应。 在 325 nm 波长下测定溶液的

吸光度值,·O -
2 清除能力按公式(4)计算:

·O -
2 清除率 / % = 1 -

A1 - A3

A2
( ) × 100 (4)

式中:A1,多糖样品溶液的吸光度值;A2,蒸馏水代替

样品溶液后的吸光度值;A3,蒸馏水代替邻苯三酚溶

液后的吸光度值。
1. 4　 数据处理

每组实验重复 3 次,结果采用 x ± SD 表示。 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 方差齐性时,组
间对比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 方差不齐性时,采用

Tamhane’s T2 检验。 响应面实验设计及方差分析采

用 Design-expert. 8. 0. 6 软件。 绘图采用 Origin 2018
软件,IC50 计算根据 Probit 回归模型,并采用 SPSS
23. 0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单因素实验结果及分析

如图 1-a 所示,液料比在达到 25∶ 1 (mL∶ g)时,
多糖的提取率最高;液料比 < 25∶ 1 (mL∶ g)时,提取

率随着液料比的增加而显著提高(P < 0. 05);液料比

>25 (mL∶ g)时,提取率随着液料比的增加而显著降

低(P < 0. 05)。 其原因在于,当液料比较低时,溶剂

量较少,溶液中的多糖溶解度容易达到饱和,导致多

糖不能完全渗出,从而提取率较低;随着液料比的增

大,多糖的溶出量提高;液料比 > 25∶ 1 (mL∶ g)时,复
合酶被过度稀释,对细胞壁的破坏作用不完全,导致

多糖的溶出量降低。 因此选择液料比为 25∶ 1 (mL∶ g)
更合适。

a-液料比;b-pH;c-酶解时间;d-酶解温度

图 1　 单因素实验结果

Fig. 1　 Results of single-factor experimental
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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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果胶酶和纤维素酶作用的 pH 范围分别在

3. 0 ~ 7. 0 和 4. 2 ~ 5. 2,因此选择 pH 4. 0 ~ 6. 5 的提

取体系进行单因素实验[16],结果如图 1-b 所示。 pH
4. 0 ~ 5. 0 时,多糖提取率随着 pH 的升高而显著提高

(P < 0. 05);pH 5. 0 ~ 5. 5 时,虽然多糖提取率随着

pH 的升高有提高的趋势,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pH >5. 5 时,多糖提取率随着 pH 的升高而显

著下降(P < 0. 05)。 综上,pH 5. 5 左右可以获得更

高的多糖提取率。
酶解时间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如图 1-c 所示。

酶解时间 < 120 min 时,多糖提取率随着酶解时间的

延长而显著提高(P < 0. 05)。 其原因在于随着酶解

时间的延长,果胶酶和纤维素酶对柚皮细胞壁的破坏

作用更加完全,使得柚皮多糖可以充分溶出。 酶解时

间在 120 ~ 150 min 时,多糖提取率随着酶解时间的

延长而显著降低(P < 0. 05)。 其原因可能是长时间

的酶解造成柚皮细胞中大量细胞质溶出,影响多糖的

溶出。 酶解时间 > 150 min 时,酶解时间对多糖提取

率的影响趋于平缓(P > 0. 05)。 综上,选择酶解时间

120 min 更合适。
酶解温度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如图 1-d 所示。

酶解温度 < 50 ℃,多糖提取率随着酶解升高而显著

提高(P < 0. 05)。 其原因在于随着酶解温度的升高,
柚皮粉软化,果胶酶和纤维素酶的活性增强,对柚皮

细胞结构的破坏程度逐渐加强,溶剂分子运动速度加

快,多方面作用下,溶剂与多糖的接触几率增加[17]。
酶解温度 > 50 ℃时,随着酶解温度的升高,多糖提取

率显著降低(P < 0. 05)。 其原因在于过高的温度使

得酶的活性降低,导致多糖提取率降低[18]。
2. 2　 响应面实验结果及分析

2. 2. 1　 响应面实验结果及方差分析

响应面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采用 Design-ex-
pert. 8. 0. 6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Y =
4. 78 + 0. 44A + 0. 11B - 0. 072C + 0. 79D + 0. 002 5AB
- 0. 43AC + 0. 45AD - 0. 097BC - 0. 22BD + 0. 015CD
- 0. 85A2 - 1. 15B2 - 0. 99C2 - 0. 50D2。 其中 A、B、C、
D 分别代表液料比、pH 值、酶解时间以及酶解温度,
Y 代表多糖提取率。

响应面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如表 3 所示,模型

P = 0. 000 6 < 0. 05,失拟项 P = 0. 168 36 > 0. 05,表明

该模型显著,可以很好地描述测试结果。 由各因素的

F 值可知,各因素对梁平柚柚皮多糖提取率的影响程

度由高到低依次为:D(酶解温度) > A(液料比) > B

表 2　 响应面分析的试验结果

Table 2　 Program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RSA

试验
序号

A 液料比
(mL∶ g) B pH 值

C 酶解
时间 / min

D 酶解
温度 / ℃

提取
率 / %

1 25∶ 1 6. 0 150 50 2. 67
2 25∶ 1 5. 0 120 45 1. 65
3 25∶ 1 5. 0 120 55 4. 15
4 25∶ 1 6. 0 150 55 3. 79
5 25∶ 1 6. 0 120 50 4. 56
6 25∶ 1 6. 0 120 45 2. 66
7 20∶ 1 5. 5 90 50 3. 07
8 30∶ 1 5. 0 120 50 3. 59
9 25∶ 1 6. 0 90 50 2. 82
10 25∶ 1 5. 0 90 50 2. 43
11 25∶ 1 5. 5 150 45 3. 01
12 25∶ 1 5. 5 120 50 4. 71
13 30∶ 1 5. 5 90 50 3. 72
14 30∶ 1 6. 0 120 50 3. 51
15 30∶ 1 5. 5 120 45 2. 60
16 20∶ 1 5. 5 150 50 3. 11
17 25∶ 1 5. 5 90 45 2. 70
18 25∶ 1 5. 5 120 50 4. 97
19 30∶ 1 5. 5 120 55 5. 46
20 25∶ 1 5. 5 90 55 3. 42
21 30∶ 1 5. 5 150 50 2. 05
22 25∶ 1 5. 5 120 50 4. 81
23 30∶ 1 5. 5 120 55 3. 37
24 25∶ 1 6. 0 120 55 4. 27
25 20∶ 1 5. 5 120 45 2. 31
22 25∶ 1 5. 5 120 50 4. 86
27 25∶ 1 5. 0 150 50 2. 67
28 20∶ 1 5. 0 120 50 1. 96
29 20∶ 1 6. 0 120 50 1. 87

验证 25∶ 1 6. 0 90 50 5. 11

表 3　 二次响应面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Table 3　 ANOVA for response surface quadratic
model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方差
来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 值 P 值 显著性

模型 26. 28 14 1. 88 6. 61 0. 000 6 ∗∗
A 2. 29 1 2. 29 8. 06 0. 013 1 ∗
B 0. 15 1 0. 15 0. 53 0. 476 6
C 0. 06 1 0. 06 0. 22 0. 648 4
D 7. 57 1 7. 57 26. 66 0. 001 4 ∗∗
AB 2. 50 × 10 - 5 1 2. 50 × 10 - 5 8. 81 × 10 - 5 0. 992 6
AC 0. 73 1 0. 73 2. 57 0. 130 9
AD 0. 81 1 0. 81 2. 85 0. 113 3
BC 0. 04 1 0. 04 0. 13 0. 719 9
BD 0. 20 1 0. 20 0. 70 0. 417 7
CD 9. 00 × 10 - 4 1 9. 00 × 10 - 4 3. 17 × 10 - 3 0. 955 9
A2 4. 68 1 4. 68 16. 48 0. 001 2 ∗∗
B2 8. 51 1 8. 51 29. 98 < 0. 000 1 ∗∗
C2 6. 41 1 6. 41 22. 59 0. 000 3 ∗∗
D2 1. 64 1 1. 64 5. 78 0. 030 6 ∗

残差 3. 97 14 0. 28
失拟项 3. 88 10 0. 39 16. 05 0. 168 3
误差 0. 097 4 0. 024
总合 30. 25 28

　 　 注:∗差异显著 P < 0. 05;∗∗差异极显著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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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 C(时间)。
2. 2. 2　 各因素交互作用的响应面分析及最佳工艺的

确定

根据响应面回归方程,利用 Origin 2018 软件绘

制各因素响应面分析图和等高线图(图 2)。 当等

高线呈圆形时表明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呈椭

圆形或马鞍形时则表示交互作用显著;其次,交互

作用的曲面坡度越大,其影响程度越高[19] 。 如图 2
所示,液料比所对应的曲面坡度强于 pH,证明液

料比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强于 pH。 由图 2 分析

可知,各因素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强弱依次为:酶
解温度 > 液料比 > pH > 酶解时间,其结果符合方

差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并采用 Design-expert. 8. 0. 6 软件

确定酶法辅助提取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最优工艺参数

为:液料比 25∶ 1 (mL∶ g),pH 6. 0,提取时间 90 min,
提取温度 50 ℃。 程序预测此条件下柚皮多糖提取率

达到 5. 11% 。 实际在此条件下获得的提取率为 5.
46% ,与程序预测值相比相对误差 < 5% ,优化参数准

确可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2. 3　 梁平柚柚皮多糖结构鉴定

2. 3. 1　 单糖组成分析

利用 PMP 柱前衍生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梁

平柚柚皮多糖的单糖组成,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梁平

柚柚皮多糖主要由核糖 ( 1. 18% )、 葡萄糖醛酸

(1. 32% )、甘露糖(4. 26% )、鼠李糖(4. 72% )、葡萄

糖 ( 11. 46% )、 半 乳 糖 ( 21. 48% )、 半 乳 糖 醛 酸

(23. 67% )和阿拉伯糖(31. 90% )组成。

表 4　 单糖组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onosaccharide composition

化合物名称 质量 / g 检测离子(m / z) 含量 / %
L-古洛糖醛酸 194. 140 525 -
D-甘露糖醛酸 194. 140 525 -
D-葡萄糖醛酸 194. 140 525 1. 32
D-半乳糖醛酸 194. 140 525 23. 67
D-甘露糖 180. 155 511 4. 26
D-葡萄糖 180. 160 511 11. 46
D-半乳糖 180. 160 511 21. 48
D-氨基葡萄糖 215. 500 510 -
D-氨基半乳糖 215. 500 510 -
L-鼠李糖 164. 160 495 4. 72
L-岩藻糖 164. 160 495 -
D-核糖 150. 130 481 1. 18
D-木糖 150. 130 481 -
L-阿拉伯糖 150. 130 481 31. 90

图 2　 各因素交互作用对柚皮多糖提取率影响的

响应面图和等高线图

Fig. 2　 Response and contour diagram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actors on the extraction rate

of pomelo peel polysaccharide

2. 3. 2　 紫外光谱及红外光谱分析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紫外吸收光谱如图 3-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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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60 和 280 nm 处无明显吸收峰,表明梁平柚柚皮

多糖中不存在蛋白质和核酸[20]。 柚皮多糖的红外光

谱如图 3-b 所示,在波数为 3 436 和 2 933 cm - 1处的

信号分别代表 O—H 和 C—H 的伸缩振动,此为糖类

物质的特征吸收峰[21 - 22];1 744 cm - 1 处的吸收峰可

能为乙酰基或羧酸酯中的 C O 的特征峰,表明样品

中可能含有糖醛酸[23 - 24];1 630 cm - 1 处的信号可能

为结合水的特征吸收峰[25 - 26];1 417 cm - 1处的信号可

能为羧基中 C—O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27];1 241 cm -1

处的吸收峰被认为是 C—O—C 的特征吸收峰[28];
1 000 ~1 200 cm -1 的几个吸收表明样品含有吡喃糖

环[29];此外,921 cm -1处的吸收峰表明样品主要由 β-
糖苷键组成[30]。 综上所述,梁平柚柚皮多糖是一种由

β-糖苷键连接,具有吡喃糖环的酸性多糖。

图 3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紫外光谱图(a)和红外光谱图(b)
Fig. 3　 UV(a) and IR(b) spectra of polysaccharide

from Liangping pomelo peel

2. 3. 3　 扫描电镜分析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扫描电镜图如图 4 所示,当柚

皮多糖放大 130 倍时,多糖为颗粒状且表面粗糙多

孔;当放大 500 倍时,可看到有光滑的片状和粗糙的

块状,许多小颗粒附着在上表面,有纤维状的结构;当
放大 1 000 倍时可看到梁平柚柚皮多糖呈片状结构,
有纤维状的结构。

a- × 130;b- × 500;c- × 1 000

图 4　 梁平柚柚皮多糖扫描电镜图

Fig. 4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of polysaccharide from
Liangping pomelo peel

2. 4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抗氧化活性鉴定

由图 5-a 可知,梁平柚柚皮多糖质量浓度在

0. 2 ~ 1. 2 mg / mL 时,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率随着

多糖浓度的升高而增强,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其 IC50为 1. 71 mg / mL。 ·OH 是一种强活性自由基,
可破坏细胞中的核酸、蛋白质和脂质,使细胞功能丧

失,因此对·OH 的清除作用是抗氧化能力的关键指

标[31]。 如图 5-b 所示,多糖质量浓度在 0. 2 ~ 1. 0
mg / mL 时,·OH 清除率随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其 IC50 为 1. 43 mg / mL。
·O -

2 是机体代谢产生的重要自由基,是抗氧化过程

中需要清除的主要自由基之一。 由图 5-c 可知,梁平

柚柚皮多糖对·O -
2 有一定的清除能力,但此能力与

Vc 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其预测得到的 IC50 为

5. 37 mg / mL。

a-DPPH 自由基;b-·OH;c-·O -
2

图 5　 梁平柚柚皮多糖抗氧化活性

Fig. 5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 from Liangping pomelo p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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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复合酶法常被用于短肽、黄酮、花色苷及多糖等

天然活性物质的提取[8,32]。 在多糖提取研究中,复合

酶法主要被用于植物多糖的提取,通过果胶酶与纤维

素酶可水解破坏细胞壁结构,从而产生细胞局部的坍

塌、溶解和疏松,可减少提取时来自细胞壁和细胞间

质的阻力,从而提高植物多糖提取率[33]。 但由于酶

活性受到温度、pH 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多糖提

取率易受到液料比、提取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本实验

选择以液料比、pH、酶解时间和酶解温度为自变量,
考察其对梁平柚柚皮多糖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复
合酶法提取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液料

比 25∶ 1 (mL∶ g)、pH 6. 0、酶解时间 90 min、酶解温度

50 ℃。 此条件下,多糖提取率为 5. 46% 。 郭文等[9]

对柚皮多糖的提取分级及分子质量分布研究中发现,
复合酶法提取蜜柚柚皮多糖的最佳工艺参数为:酶用

量1. 5% 、料液比 1 ∶ 25、酶解时间 120 min、酶解温度

50 ℃,提取率为 10. 39 g / 100 g。 对比分析后发现,等
比例混合的果胶酶与纤维素酶在柚皮多糖的提取中,
其最适液料比和最适酶解温度可能为 1∶ 25 和 50 ℃。
由于提取方法及提取率计算方法相同,推测两者提取

率间的差异可能是受原料差异的影响。 另外,由于多

糖提取率计算方法的不同,所以无法与其他研究进行

对比。
近年来,对于柚皮中的多糖成分已有了部分研

究。 与江飞凤等[12] 的研究相比,梁平柚柚皮多糖中

阿拉伯糖与半乳糖醛酸含量较高,葡萄糖含量较低;
在红外光谱中,梁平柚柚皮多糖在 1 744 cm - 1处存在

的吸收峰,可能是由于梁平柚柚皮多糖中半乳糖醛酸

中的 C O 所引起的。 另外,与 CUI 等[34] 对西柚柚

皮果胶的研究相比,梁平柚柚皮多糖中阿拉伯糖含量

较高,半乳糖醛酸含量较低;其红外光谱与酸法提取

的柚皮果胶更为接近;与林诺怡等[35] 对金柚幼果粗

多糖的研究相比,梁平柚柚皮多糖中阿拉伯糖含量较

高,但半乳糖含量较低。 相比较而言,梁平柚柚皮多

糖在结构方面与已报道的柚皮多糖存在一定差异。
自由基是指含有未配对电子的基团,它是人体内

正常代谢的产物。 一般情况下,人体内的自由基处于

动态平衡中,但平衡一旦被打破后,自由基会攻击邻

近分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等)以夺取电子。
所以,过多的自由基会导致细胞结构破坏、功能丧失,
造成细胞损伤或死亡[36]。 本实验通过测定 DPPH 自

由基清除率,·OH 清除率以及·O -
2 清除率来考察

梁平柚柚皮多糖的抗氧化活性。 结果表明,在一定浓

度范围内,柚皮多糖的抗氧化性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

关系。 与江飞凤等[12] 的研究相比,酶法提取的梁平

柚柚皮多糖在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与·OH 清除

能力方面略高。 与陈文娟等[5] 的研究相比,梁平柚

柚皮多糖的·O -
2 清除能力较弱,但 DPPH 自由基清

除能力较强。 造成这方面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原料及

提取方法的不同。 综上所述,梁平柚柚皮多糖具有较

好的抗氧化活性,可为梁平柚柚皮的综合利用提供一

条新的思路。

4　 结论

本实验以梁平柚柚皮多糖提取率为指标,采用单

因素实验与响应面实验对复合酶法提取梁平柚柚皮

多糖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 结果表明,在液料比25∶ 1
(mL∶ g),pH 值 6. 0,提取时间 90 min,提取温度 50 ℃
条件下,其多糖提取率最高,为 5. 46% ;此外,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程度为:D
(温度) > A(液料比) > B(pH) > C(时间)。 通过考

察梁平柚柚皮多糖的 DPPH 自由基清除率、·OH 清

除率、·O -
2 清除率来衡量其抗氧化性。 结果表明,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抗氧化性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

关系,其 DPPH 自由基清除率、·OH 清除率和·O -
2

清除率的 IC50值分别为 1. 71、1. 43 和 5. 37 mg / mL。
表明梁平柚柚皮多糖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可作为

天然的抗氧化剂来源,为梁平柚的综合利用提供一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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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extraction technology,structure analysi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Liangping pomelo peel

GU Xin∗,GAO Tao,LIU Mengya,CONG Zhihui,ZHANG Chengya,
XIAO Leyan,LI Di,HU Jingtao

(College of Bi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000,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Liangping pomelo peel, a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an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were used to optimize the enzymatic assisted extraction process parameters of polysaccharide from Liangping pomelo peel. The
structure of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ultraviolet spectru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was investigated. The optimum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the liquid-
solid ratio was 25∶ 1 (mL∶ g), the pH was 6. 0, the enzymolysis time was 90 min, and the enzymolysis temperature was 50 ℃ .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extraction rate of polysaccharide was 5. 46% . The monosaccharide composition showed that it was mainly composed of
ribose (1. 18% ), glucuronic acid (1. 32% ), mannose (4. 26% ), rhamnose (4. 72% ), glucose (11. 46% ), galactose (21. 48% ),
galacturonic acid (23. 67% ) and arabinose (31. 90% );the results of UV and IR spectra showed that it was acidic polysaccharide with
pyranose ring and linked by β-glucoside bond, and contained no protein and nucleic acid. The results of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howed that it had lamellar and fibrous structure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in vitro antioxidant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antioxidant ac-
tivities was dose-dependent in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range. And the IC50 of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were 1. 71,1. 43 and 5. 37 mg / mL,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angping pomelo peel.
Key words　 Liangping pomelo;polysaccharide;response surface optimization;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antioxidant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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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对马铃薯渣果胶结构特征及特性的影响

杨月娇,马智玲,白英∗

(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8)

摘　 要　 对酸处理提取(acid-treated extraction, ATE)、酶处理提取(enzyme-treated extraction, ETE)和盐沉析提取

(salt-treated extraction, STE)的马铃薯渣果胶抗氧化活性及其特性进行研究,发现 3 种提取方法中,STE 果胶提

取率最高。 流变特性结果显示,ATE 果胶具有最高的初始黏度。 结构特征表明,STE 多糖呈光滑致密的块状结

构;ETE 果胶呈不规则褶皱的形状;ATE 多糖呈棉絮片状,较其他 2 种其表面结构松软。 3 种多糖的单糖组成各

不相同,ATE 的果胶主要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以及少量的鼠李糖和木糖组成;ETE 的果胶主要的单糖组

成为葡萄糖和半乳糖;STE 的果胶主要的单糖组成为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 ATE 果胶(51 481 Da)分子质

量最大,其次为 ETE 果胶(14 593 Da)、STE 果胶(11 669 Da)。 抗氧化特性显示,ATE 果胶表现出较高的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STE 具有较高的清除·OH 和·O -
2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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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胶是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组织细胞壁之间的

天然糖类高分子聚合物,属于植物胶[1],具有预防慢

性疾病、抗肿瘤、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2]。
果胶是一种无毒、安全的天然食品成分[3],亲水性能

比较好[4],同时具有良好的凝胶性和乳化性[5],在食

品、纺织、医药、环境、生物等领域应用广泛[6]。 果胶

主要生产地为英、法、美、以色列和丹麦等国,亚洲地

区产量极少。 我国每年消耗果胶在 1 500 t 以上,其
中约 80%为进口[7]。 高质量高产量果胶的研究生产

已然势在必行。
马铃薯因其种植历史悠久、栽培简易、分布范围

广泛、产量大等特点,成为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 马

铃薯渣是马铃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营养物质丰

富的副产物,其主要成分是水,其余是细胞碎片和细

小的淀粉颗粒[8]。 马铃薯渣含有果胶、纤维素、氨基

酸、膳食纤维和少量的蛋白质[9]。 马铃薯渣的不当

处理会污染环境,并且造成资源浪费[10],因此可提取

马铃薯渣中的有效成分,应用于各个加工产业当中。
提取的先决条件是保证马铃薯渣中果胶的完整分子

结构,使用温和的手段将果胶从马铃薯渣中提取出

来。 已有研究表明,可使用微波法、沉淀法、酸法、碱
法等方法处理马铃薯渣[11],从中提取得到纯度较高

的果胶样品。 不同提取方法可能会得到不同性质、功

能和产率的果胶样品[12]。
本研究采用盐沉析提取 ( salt-treated extraction

STE)、酸处理提取(acid-treated extraction, ATE)和酶

处理提取(enzyme-treated extraction, ETE)3 种方法提

取马铃薯渣中的果胶,并比较了 3 种方法提取的果胶

的抗氧化活性、显微结构、单糖组成和分子质量及红

外功能团,为进一步提取、开发和利用马铃薯渣果胶

提供了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马铃薯渣,内蒙古康莱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耐
高温 α-淀粉酶(10 000 U / g)、碱性蛋白酶(100 000
U / g)、纤维素酶(100 000 U / g),和氏璧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半乳糖醛酸,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is,Amresco 公司;DPPH、单糖标品,sigma 公司;盐
酸、浓 H2SO4、无水乙醇、NaOH、Al2(SO4) 3、FeSO4,均
为国产分析纯。
1. 2　 仪器与设备

HH. S11-Ni2 恒温水浴锅,北京长安科学仪器厂;
T6 新世纪紫外分光光度仪,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

公司;AB 204-N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有限公司;pHS-3C 数显酸度计,杭州雷磁分析仪器



生产与科研应用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147　　

厂;GZX-9140 MBE 数显鼓风干燥箱,上海博迅实业

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FDU-2200 冷冻干燥机,日本

Eyela 公司;CL-21R 高速冷冻离心机、Haake RS6000
流变仪,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岛津 LC-10A 高效

液相色谱仪、Shimadzu GCMS-QP 2010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旋转蒸发仪,广州仪科实验室

技术有限公司;SEM 扫描电镜,德国 Sartorius 公司。
1. 3　 试验方法

1. 3. 1　 原料预处理

将马铃薯渣烘干,取一定量的马铃薯渣干样加入

蒸馏水混匀,用耐高温 α-淀粉酶去淀粉,用碱性蛋白

酶去蛋白,过滤,烘干粉碎,过筛得到样品备用。
1. 3. 2　 提取方法

1. 3. 2. 1　 酸法提取工艺

将预处理样品按料液比 1 ∶ 15( g∶ mL)的比例溶

解在蒸馏水中,调节溶液 pH 到 2,90 ℃反应 1 h 后过

滤取清液旋蒸,3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 后收集上清

液。 使用 4 倍体积的 95% (体积分数)乙醇沉淀上清

液,4 000 r / min 离心 20 min,收集沉淀,用 75% (体积

分数)乙醇洗涤沉淀物 3 次,并在 65 ℃下蒸发残余乙

醇,将样品溶解在蒸馏水中并冻干,获得 ATE 果胶。
1. 3. 2. 2　 酶法提取工艺

将预处理样品按料液比 1 ∶ 15( g∶ mL)溶解在蒸

馏水中,调节溶液 pH 到 5,按 5 mg / g 添加纤维素酶,
50 ℃下保存 4 h, 过滤取清液旋蒸,3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 后收集上清液。 使用 4 倍体积的 95% (体积

分数)乙醇沉淀上清液,4 000 r / min 离心 20 min,收
集沉淀,使用 75% (体积分数)乙醇洗涤沉淀物 3 次,
并在 65 ℃下蒸发残余乙醇,将样品溶解在蒸馏水中

并冻干,获得 ETE 果胶。
1. 3. 2. 3　 盐沉析法提取工艺

将预处理样品按料液比 1 ∶ 15( g∶ mL)溶解在蒸

馏水中,调节溶液 pH 到 2,90 ℃下反应 1 h,过滤取

清液旋蒸,3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 后收集上清液。
将上清液 pH 调节到 5,50 ℃ 下加入 150 g / L 的

Al2(SO4) 3沉析 40 min 取上清液,4 000 r / min 离心

20 min,收集沉淀,脱盐过滤,将样品溶解在蒸馏水中

并冻干,获得 STE 果胶。
1. 4　 试验指标及测定方法

1. 4. 1　 果胶得率

马铃薯渣果胶得率的测定采用重量法,果胶得率

按公式(1)计算:

果胶得率 / % =
m2

m1
× 100 (1)

式中:m1,样品马铃薯渣的质量,g;m2,干燥后得到的

果胶的质量,g。
1. 4. 2　 果胶单糖组成测定

取 2 mg 多糖,1 mL 的 2 mol / L 三氟乙酸水解 90
min,旋转蒸发仪蒸干。 残基加入 2 mL 双蒸水和 100
mg 硼氢化钠还原,加入冰醋酸中和,旋蒸后于 110 ℃
烘箱中烘干,加入 1 mL 乙酸酐于 100 ℃反应 1 h,冷
却后加入 3 mL 甲苯,减压浓缩蒸干,重复 4 ~ 5 次,以
除去多余的乙酸酐。 将以上处理后的产物用 3 mL 氯

仿溶解后转移至分液漏斗,加入少量蒸馏水充分振荡

后,除去上层水溶液,如此重复 5 次。 氯仿层以适量

的无水硫酸钠干燥,定容 10 mL,采用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测定乙酰化产物样品。
GC-MS 条件:Rxi-5 SIL MS 色谱柱(30 m × 0. 25

mm ×0. 25 μm);程序升温条件:起始温度 120 ℃,以
3 ℃ / min 升温至 250 ℃ / min,保持 5 min;进样口温度

为 250 ℃,检测器温度为 250 ℃ / min,载气 He,流速

为 1 mL / min。
1. 4. 3　 果胶分子质量组成测定

样品配制成 5 mg / mL 的溶液,进样量为 20 μL。
以不同分子质量的葡聚糖 (1 152,5 200,11 600,
23 800,148 000,273 000,410 000 Da)作为标准品,做
出标准曲线,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多糖的纯度及

相对分子质量。
1. 4. 4　 果胶 SEM 微观结构测定

取适量马铃薯果胶粉末,镀金后观察果胶的微观

结构,扫描功率为 15 kV,在放大 2 000 倍条件下

检测。
1. 4. 5　 果胶红外光谱检测

精密称取果胶样品,同 KBr 压制成片,空白对照

采用 KBr 粉末压片而成,分别置于 FI-IR 仪中进行

扫描。
1. 4. 6　 初始黏度测定

将不同方法提取的马铃薯果胶样品溶解于去离

子水中,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 的果胶溶液,混匀平

衡 12 h 后,使用 Haake RS6000 流变仪测定果胶初始

黏度,试验进行 3 次重复。
1. 4. 7　 果胶溶液抗氧化性质测定

1. 4. 7. 1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制备 10 mg / mL 的多糖溶液。 参考 LIM 等[13]的方

法测定马铃薯渣果胶样品的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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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2　 ·OH 清除能力测定

制备 10 mg / mL 的多糖溶液。 参考 CHEN 等[14]

的方法测定马铃薯渣果胶样品的·OH 清除能力。
1. 4. 7. 3　 ·O -

2 清除能力测定

制备 10 mg / mL 的多糖溶液。 采用 JIN 等[15] 的

方法,测定马铃薯渣果胶样品的·O -
2 清除能力。

1. 5　 统计分析

数据以均值 ±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 19 对均值

进行单因素 ANOVA 分析和最小显著差数法多重比

较,P < 0. 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方法的果胶提取率

采用 3 种提取方法得到的果胶提取率:STE >
ATE > ETE(图 1)。 STE 沉析是在 ATE 方法的基础

上,将醇沉的方式用适量硫酸铝沉析进行替换。 Al3 +

与果胶酸生成果胶酸铝,通过脱盐液进行脱盐,得到

果胶。 实验表明,盐析法较醇沉的方式更显著提高果

胶得率(P < 0. 05)。 ATE 果胶较 ETE 果胶得率高,
可能是温度对果胶产率有较大影响。 杭瑜瑜等[16] 在

菠萝皮渣果胶的盐析法提取及理化性质研究中发现,
如果温度过低,果胶分子热运动缓慢,不利于果胶向

溶液转移,温度过高会发生果胶分子解聚现象。 应姗

姗[17]在提取火龙果果胶时发现提取果胶所用酶的种

类、添加量及自身纯度对果胶提取率有很大影响。

图 1　 提取方法对马铃薯渣果胶得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extract methods on extraction rates
of potato residue pectin

注:组间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下同)

2. 2　 单糖组成

不同方法提取的马铃薯果胶的单糖组成如表 1
所示,STE 果胶主要的单糖组成为葡萄糖、半乳糖、阿
拉伯糖,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摩尔比为 1. 68 ∶
3. 53∶ 1. 00;ATE 果胶是一种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

伯糖以及少量的鼠李糖和木糖组成的果胶,葡萄糖、
半乳糖、阿拉伯糖、鼠李糖和木糖摩尔比为 28. 36 ∶
10. 12∶ 1. 00∶ 0. 26∶ 0. 19;ETE 果胶主要的单糖组成为

葡萄糖和半乳糖,葡萄糖、半乳糖摩尔比为 1. 65 ∶
1. 00。 3 种马铃薯果胶均含有葡萄糖和半乳糖,ATE
中的葡萄糖含量最高,STE 中的半乳糖含量最高。 单

糖组成和比例的变化与所用提取方法有关[18]。 酶处

理会改变多糖的单糖组成和摩尔比[19]。

表 1　 不同提取方法的马铃薯果胶的主要单糖组成

Table 1　 Main monosaccharide composition of potato pectin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指标 灰分 / % pH 酯化度 / % 半乳糖醛酸
含量 / %

单糖组成 / % ,mol
鼠李糖 阿拉伯糖 木糖 葡萄糖 半乳糖

STE 4. 12 ± 0. 01 4. 62 ± 0. 01 27. 6 ± 0. 02 52. 44 ± 0. 01 0. 0 13. 8 0. 0 27. 8 58. 4
ATE 3. 57 ± 0. 02 4. 25 ± 0. 01 34. 61 ± 0. 01 63. 82 ± 0. 01 0. 6 2. 1 0. 4 71. 4 25. 5
ETE 3. 77 ± 0. 02 4. 36 ± 0. 01 31. 27 ± 0. 01 58. 68 ± 0. 02 0. 0 0. 0 0. 0 62. 3 37. 7

2. 3　 分子质量

多糖的重量平均分子量(Mw)通常是评价多糖

质量的重要指标[20 - 21]。 经 Breeze GPC 软件计算,如
图 2-a 所示,STE 多糖有 1 个洗脱峰,分子质量为

11 669. 1 Da,主峰 Mw 为 11 669. 1 Da。 如图 2-b 所

示,ATE 多糖出现 3 个不同的峰,分子质量分别为

1 494 503、51 481 和 10 240 Da,主峰的 Mw 为 51 481
Da。 如图 2-c 所示,ETE 多糖有 2 个明显的峰,分子

质量分别为 1 122 173 和 14 593 Da,其中主峰 Mw 为

14 593 Da。 结果表明,ETE 和 STE 果胶的分子质量

比 ATE 果胶的小。 ATE 果胶是多相多糖,因为它们

有 2 个以上的分子量分布峰[22]。 此外,果胶分子质

量分布的多样性与提取方法有关系。
2. 4　 SEM 微观结构

图 3 为不同处理的马铃薯渣果胶的 SEM 分析结

果。 STE 果胶表面光滑、结构致密,呈大小较为均匀

的立体块状结构,因为现在工艺不能达到完全除盐,
表面有铝盐晶体附着;ATE 果胶结构疏松,表面有粗

糙感,呈棉絮片状,片层边缘卷曲;ETE 果胶表面为不

规则褶皱卷曲半紧密状态,褶皱光滑且连续,中间孔

洞大小不均。 由此可见,不同方法制备的马铃薯果胶

的微观结构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果胶提取剂的性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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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析方法极大影响果胶的微观结构。

a-STE;b-ATE;c-ETE

图 2　 马铃薯渣果胶分子质量图谱

Fig. 2　 Molecular weight of residue pectin

a-STE;b-ATE;c-ETE

图 3　 马铃薯渣果胶 SEM 扫描图

Fig. 3　 SEM micrographs of potato residue pectin

2. 5　 傅立叶红外光谱图

分析多糖结构特征和官能团,一般常用红外光谱

进行测定。 本实验红外光谱在波数 4 000 ~ 400 cm - 1

进行测定。 如图 4 所示,STE 特征峰在 3 324 ~ 600
cm - 1;ATE 特征峰在 3 450 ~ 765 cm - 1;ETE 特征峰

在 3 400 ~ 516 cm - 1。 3 200 ~ 3 600 cm - 1 附近峰

(STE: 3 530 cm - 1, ATE: 3 450 cm - 1, ETE: 3 400
cm - 1)表明有大量伸缩振动的羟基(O—H),此为糖

类化合物的特征峰[23];2 927 cm - 1附近吸收峰(ATE:
2 913 cm - 1,ETE:2 921 cm - 1)有 C—H 的弱拉伸振

动[24];2 500 ~ 3 200 cm - 1 (2 475 cm - 1)为羧酸氢键

振动;吸收谱带为 1 734 cm - 1 ( ATE:1 734 cm - 1,
ETE:1 756 cm - 1)代表酯化羧基官能团[25];1 651 ~
1 615 cm - 1 吸收谱带( STE:1 641 cm - 1,ATE:1 610
cm - 1,ETE:1 621 cm - 1 )可被认为有羧酸盐键的存

在[26],C O 双键伸缩振动[24];1 426 ~ 1 409 cm -1附

近吸收峰(STE:1 440 cm - 1,ATE:1 421 cm - 1,ETE:

1 432 cm - 1)存在 C—H 弯曲弱振动[24];1 350 ~ 1 450
cm - 1 区域的中等强度带 ( ATE:1 346 cm - 1, ETE:
1 367 cm - 1,1 320 cm - 1)对应于 CH2 和 C—OH 基团

的对称变形;1 070 cm - 1 吸收峰(ATE:1 024 cm - 1,
ETE:1 020 cm - 1 ) 代表 α-半乳糖中 C—O—C 振

动[27];917 cm - 1 附近吸收峰( STE:920 cm - 1,ATE:
903 cm - 1,ETE:916 cm - 1 ) 代表 β-糖苷键存在[28];
740 cm - 1附近吸收峰(ATE:765 cm -1,ETE:756 cm -1)
表明糖苷键中 C—O—C 弯曲振动[27];875 ~ 560 cm -1

处吸收峰(STE:600 cm - 1,ETE:572 cm - 1,516 cm - 1)
表明有糖结构存在[29 - 30]。

a-STE;b-ATE;c-ETE

图 4　 马铃薯渣果胶红外光谱图

Fig. 4　 Infrared spectra of potato residue pectin

2. 6　 黏度的测定结果

不同方法提取的果胶表观黏度如图 5 所示,相同

质量浓度下,3 种提取方法的表观黏度:ATE > ETE >
STE (P < 0. 05)。 3 种方法的分子质量大小排序为

ATE > ETE > STE,微观结构也对黏度有一定影响,网
络结构较强的果胶,表现出较高的初始黏度。 溶液黏

度还由有效颗粒浓度决定。 在 SEM 结果中发现 STE
有晶体结晶,导致样品溶解后实际果胶质量小于称量

质量,果胶浓度相对较低,所以 STE 果胶的黏度小于

其他 2 组。 同样,分子质量对果胶初始黏度也有影

响,分子质量越大,其表观黏度值也越高。 这与田玉

霞等[31]的苹果果胶分子质量越大黏度越高研究结果

相似。
2. 7　 果胶抗氧化活性测定结果

2. 7. 1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如图 6-a 所示,ATE 果胶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

力最高。 马铃薯渣果胶 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为:
ATE > ETE > STE(P < 0. 05)。 多糖对 DPPH 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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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提取方法对马铃薯渣果胶黏度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extract methods on viscosity of
potato residue pectin

的清除活性由其化学性质决定[32]。 有研究表明,多
糖的抗氧化活性与其平均分子质量(10 ~ 1 000 kDa)
和单糖(葡萄糖、甘露糖和半乳糖)组成有关,分子质

量越大,葡萄糖和甘露糖、半乳糖比例越高,物质抗氧

化活性越强[33]。 ATE 果胶的单糖组成结果显示,葡
萄糖和甘露糖占很大比例(表 1),并且其分子质量大

于其他两种果胶。

2. 7. 2　 ·OH 清除率

如图 6-b 所示,STE 多糖对·OH 的清除活性最

高。 马铃薯渣果胶清除·OH 活性顺序为:STE > ETE
> ATE (P < 0. 05)。 活性氧主要由·OH 和 H2O2 组

成。 过高的活性氧水平会攻击组织,导致氧化应

激[34]。 STE 多糖可能含有具有还原能力的半缩醛羟

基,阻止自由基的连锁反应。 衍生物多糖对·OH 的清

除作用还与取代基的类型、位置和程度有关[35]。
2. 7. 3　 ·O -

2 清除率

如图 6-c 所示,STE 多糖对·O -
2 的清除活性最

高。 马铃薯渣果胶对·O -
2 的清除能力为:STE >

ETE > ATE ( P < 0. 05 ) 。 ·O -
2 通过释放氢键中

的氢进行稳定,果胶中的吸电子基团越多,O—H
键的离解能越低,结合·O -

2 越多,代表清除·O -
2

活性越强 [15] 。 具体可能是果胶中游离羧基含量

高,清除·O -
2 活性强。 红外结果也显示 STE 果胶

中有羧酸存在。

a-DPPH 自由基;b-·OH;c-·O -
2

图 6　 提取方法对马铃薯渣果胶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extract methods on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potato residue pectin

3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提取方法(ATE、ETE、STE)对马铃

薯渣果胶的提取率、果胶的抗氧化活性和结构特征的

影响。 STE 果胶提取率最高,ATE 果胶清除 DPPH 能

力最强,STE 果胶对·OH、·O -
2 的清除能力较强。

同等质量浓度下,ATE 果胶初始黏度较高。 3 种方法

提取的果胶均有—OH 特征峰。 3 种果胶均含有葡萄

糖和半乳糖,酸法中的葡萄糖含量最高,盐法中的半

乳糖含量最高,ATE 果胶的分子质量最大。 STE 果胶

SEM 检测呈光滑致密的块状结构;ETE 果胶呈不规

则褶皱的形状;ATE 多糖呈棉絮片状,较其他 2 种其

表面结构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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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methods 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pectin from potato residue

YANG Yuejiao,MA Zhiling,BAI Ying∗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ohhot 010018,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alt-extraction (STE), acid-treated extraction (ATE), and enzyme-treated extraction (ETE) on the antiox-
idant activ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ctin from potato residue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Among different methods, the extraction
rate of pectin from STE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results of rheological properties showed that ATE pectin had the highest initial viscosity.
The STE pectin showed smooth and dense block structure, and ETE pectin exhibited an irregular fold shape;meanwhile, the ATE pectin
showed a cotton wadding sheet shape, 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ATE pectin was
softer than the other two. The monosaccharide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pectins was different. The pectin of ATE was mainly composed of
glucose, galactose, arabinose and a small amount of rhamnose and xylose;the main monosaccharide groups of ETE pectin were glucose and
galactose, and STE pectin mainly consisted of glucose, galactose and arabinose. The ATE pectin had the largest molecular weight (51 481
Da), reduced by the order of the ETE pectin (14 593 Da) and STE pectin (11 669 Da). The antioxidant properties showed that ATE
pectin showed higher DPPH scavenging ability, and STE had higher scavenging capacity of hydroxyl radical and superoxide anion.
Key words　 potato residue;pectin;extrac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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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宁夏贺兰山东麓不同子产区自然发酵对葡萄酒香气的影响,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技术对青铜峡、红寺堡及银川 3 个子产区自然和接种发酵的赤霞珠葡萄酒中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定性定量

测定,并采用显著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的统计学方法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3 个子产区的挥发性化

合物以酯类和醇类为主。 银川产区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在 3 个子产区中最高,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后

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分别为 339. 05 和 453. 90 mg / L,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后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分别

为 307. 01 和 379. 08 mg / L。 青铜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的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312. 8 mg / L)显著高于

接种发酵(296. 1 mg / L),自然苹乳发酵的葡萄酒中的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215. 78 mg / L)显著高于接种发酵

(202. 10 mg / L)。 对 3 个子产区葡萄酒中挥发性成分的聚类分析发现,对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影响程度从高

到低依次为产区、发酵阶段和发酵方式。
关键词　 葡萄酒;自然发酵;酒精发酵;苹果酸-乳酸发酵;挥发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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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的发酵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由酵母参与的

酒精发酵阶段和由乳酸菌参与的苹果酸-乳酸发酵阶

段。 在自然的条件下,即使不接种酵母和乳酸菌,葡
萄上的野生酵母和乳酸菌也能启动和完成酒精发酵

和苹乳发酵。 自然酒精发酵主要是非酿酒酵母和酿

酒酵母将葡萄中的糖转化为酒精并产生酯类、高级醇

和醛类等风味物质的生物化学过程[1],接种酒精发

酵则主要是由酿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完

成这一转化过程的,酒精发酵能够产生大量复杂的香

气物质,尤其对果香型葡萄酒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也
给陈酿型葡萄酒提供大量的香气前体物质。 自然苹

乳发酵是酒精发酵结束后,在多种乳酸细菌的作用下

将 L-苹果酸转化为 L-乳酸,产生双乙酰、乙偶姻等多

种风味物质的过程,接种苹乳发酵则主要由酒酒球菌

(Oenococcus oeni)完成这一过程的。 苹乳发酵能够改

善葡萄酒的口感和香气,使葡萄酒变得更加圆润饱

满,提升葡萄酒的感官品质[2]。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

优势,被业界公认为生产优质酿酒葡萄和葡萄酒的黄

金地带。 赤霞珠(Vitis vinifera L. Cabernet Sauvignon)
是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主栽品种,该品种酿制

的葡萄酒具有口感醇厚、香气浓郁的特点。 然而,目
前产区的葡萄酒酿造多依赖进口的商业菌株,商业菌

株的广泛使用使得葡萄酒的同质化问题愈加严重,不
利于本土特色葡萄酒的发展。 贺兰山东麓产区多样

化的葡萄种植区域蕴藏了丰富的酿酒微生物资源,这
些野生的酿酒微生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特色和风格的体现。 有一些研究表明,自然

发酵或使用分离于葡萄浆果、葡萄园和地窖的非酿酒

酵母等本土菌株与酿酒酵母进行混合发酵,在复杂性

和感官丰富度上对葡萄酒的感官轮廓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有助于改善葡萄酒的香气、酒体,保护特定

产区葡萄酒的感官典型性[3 - 5]。
本研究以贺兰山东麓青铜峡、红寺堡和银川 3 个

子产区的赤霞珠为原料,采用自然和接种发酵,对酒

精发酵和苹乳发酵后的葡萄酒中的挥发性化合物进

行了研究分析,以探索不同子产区的原料在自然和接

种条件下的发酵对葡萄酒挥发性化合物种类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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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研究有助于了解贺兰山东麓不同子产区的

风土特色,为自然发酵葡萄酒和地域风土特色葡萄酒

的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实验材料:2017 年份宁夏贺兰山东麓青铜峡、红
寺堡和石嘴山 3 个子产区的赤霞珠葡萄。

试剂:4-甲基-2-戊醇(色谱纯),日本 TCI 公司;
NaCl,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仪器设备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Agilent 7890B-7000D)、
DB-WAX 色谱柱(30 mm ×0. 25 mm,0. 25 μm),美国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进样器( PAL RSI 85),瑞士

CTC 公司;萃取头 CAR / PDMS / DVB(23 Ga,1 cm),
美国 Supelco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发酵实验设计

对采收的葡萄进行常规前处理,在该过程中不添

加 SO2。 酒精发酵每个子产区采用 2 个 180 L 控温不

锈钢发酵罐,装入约 130 L 除梗破碎后的葡萄醪,温
度控制在 25 ~ 28 ℃,每隔 12 h 打一次循环并测定温

度和比重值。 在酒精发酵结束采样后将 2 个罐的酒

进行混合,分装满于 20 L 不锈钢发酵罐中进行苹乳

发酵,温度设定为 18 ~ 20 ℃。 其中 2 个进行自然苹

乳发酵;另外 2 个接种法国诺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商业乳酸菌进行发酵,在此过程中,每隔 48 h 取

一次样用于苹果酸-乳酸细菌的分离和苹果酸的测

定。 酒精发酵和苹乳发酵结束后的葡萄酒分别取

样离心后,取上清液封装放入 - 20 ℃的冰箱冷冻保

存待测定。
1. 3. 2　 挥发性物质测定

(1)样品前处理

将冷冻在 - 20 ℃冰箱中的酒样取出放在装满冰

块的盒子中自然解冻。 配制内标:使用 12. 48 μL 4-
甲基-2 戊醇,定容到 10 mL。 解冻完成后,在 20 mL
顶空瓶中加 1. 5 g NaCl、5 mL 酒样、10 μL 4-甲基-2-
戊醇内标(2. 01 mg / L),密封顶空瓶。

(2)HS-SPME 条件

使用 1 cm 23 Ga DVB / CAR / PDMS 纤维(Supel-
co),萃取前 250 ℃老化 10 min。 在 250 r / min、40 ℃
下平衡 5 min,然后在 40 ℃,250 r / min 下萃取 30 min
后进样,进样口温度 240 ℃,解吸 10 min。

(3)GC 条件

使用 DB-WAX(30 mm × 0. 25 mm, 0. 25 μm,
Agilent) 色 谱 柱, 不 分 流 进 样, 载 气 高 纯 氦 气

(≥99. 999% ),起始柱温 40 ℃,恒温 5 min,然后依

次以 3 ℃ / min 升到 97 ℃,以 2 ℃ / min 升到 120 ℃,
以 3 ℃ / min 升到 150 ℃,以 8 ℃ / min 升到 220 ℃,保
持 10 min。

(4)MS 条件

EI 电离源:离子源温度 230 ℃,传输线温度 240
℃,轰击电压 70 eV,扫描范围 40 ~ 300 u。

(5)定性与定量分析

通过 NIST 2017 质谱库,按文献的保留指数(re-
tention index,RI)与计算 RI 对照定性。 将 C9 -C20烷烃

混合标准样品加入模拟酒,根据保留时间( retention
time,RT)和对应烷烃的 RI 来计算未知香气物质的

RI 值。 计算如公式(1)所示:

RI = 100 n + (N - n)
lg( ti - t0) - lg( tn - t0)
lg( tN - t0) - lg( tn - t0)[ ] (1)

式中:RI,计算化合物保留指数;n,n 个碳原子数

的正构烷烃的峰顶保留时间,min;N,n 个碳原子

数的正构烷烃的峰尾保留时间,min; t i,化合物保

留时间,min;t0,空气峰,平均流速下的死时间 u =
L / t0,min。

选用 4-甲基-2-戊醇做内标,对挥发性成分进行

相对面积定量分析。 计算如公式(2)所示:

物质的浓度 = 物质的峰面积
内标的峰面积

× 内标的浓度 (2)

1. 4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Office 2019 进行基本图表制作,采
用 R(3. 6. 2)统计分析软件的 agricolae、FactoMineR
和 pheatmap 程序包分别对挥发性化合物进行显著性

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酒精发酵及苹乳发酵过程控制

酒精发酵每隔 12 h 测定温度和比重值,当比

重下降到 0 . 992 左右时,通过品尝和残糖含量的

测定确定酒精发酵结束。 苹乳发酵开始后,每 2 ~
5 d测 1 次苹果酸含量的变化,以此来监测苹乳发

酵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3 个子产区自然发酵和

接种发酵葡萄酒的苹乳发酵均能完成,相对于接

种苹乳发酵,自然苹乳发酵的启动和完成相对

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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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青铜峡自然发酵葡萄酒;Q2-青铜峡接种发酵葡萄酒;
H1-红寺堡自然发酵葡萄酒;H2-红寺堡接种发酵葡萄酒;

Y1-银川自然发酵葡萄酒;Y2-银川接种发酵葡萄酒

图 1　 不同子产区自然发酵和接种发酵葡萄酒

苹果酸值含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malic acid during spontaneous and inoculated
fermentation in different sub-regions

2. 2　 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对葡萄酒挥发性

成分的影响

宁夏贺兰山东麓 3 个子产区自然和接种酒精发

酵的葡萄酒中,共鉴定出 42 种挥发性化合物,包括酯

类 23 种,醇类 10 种,萜烯类 2 种,醛酮类 4 种,3 种其

他挥发性化合物,仅乳酸异戊酯在红寺堡赤霞珠酒精

发酵后的葡萄酒中未检出。 与一些采用一种或几种

经筛选的酵母[6 - 7] 或乳酸菌[8 - 9] 菌株发酵对葡萄酒

香气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本研究采用的是自然发酵

的方式,并同接种发酵的葡萄酒进行比较。 3 个子产

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葡萄酒中各类挥发

性化合物的含量如图 2 所示。

Q-青铜峡产区;H-红寺堡产区;Y-银川产区;
1-自然发酵;2-接种发酵(下同)

图 2　 青铜峡、红寺堡和银川产区自然和接种酒精

发酵葡萄酒中各种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

Fig. 2　 Volatile composition of spontaneous and inoculated AF
wines in Qingtongxia, Hongsipu and Yinchuan sub-regions

注:每个产区自然发酵与接种发酵之间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下同)

2. 2. 1　 青铜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对

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青铜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的葡

萄酒中的挥发性化合物在种类及含量上均以酯类为

主,其次是醇类,还含有少量的萜烯类、醛酮类和其他

几类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2 可知,其他含量较低的挥

发性化合物以及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在自然酒

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的葡萄酒中均无显著性差异,
仅从均值来看,自然酒精发酵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化

合物(除醇类外)的含量及它们的总量均高于接种酒

精发酵的葡萄酒,说明该产区可能存在有利于形成葡

萄酒香气的优良酵母。
2. 2. 2　 红寺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对

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红寺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的葡

萄酒中,酯类物质在数量上虽然最多,但在含量上以

醇类为主,其次是酯类,同样还含有少量的萜烯类、醛
酮类和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2 可知,相对于另外

2 个产区,红寺堡产区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及它

们的总量均较低。 可能是因为红寺堡产区的葡萄所

积累的挥发性物质含量较低。
2. 2. 3　 银川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和接种酒精发酵对葡

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银川产区与红寺堡产区相似,自然酒精发酵和接

种酒精发酵的葡萄酒的挥发性成分在含量上以醇类

为主,其次是酯类,同样还含有少量的萜烯类、醛酮

类和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2 可知,银川产区自

然酒精发酵的葡萄酒中酯类、醇类和其他挥发性化

合物以及它们的总量均低于接种酒精发酵的葡萄

酒,但均无显著性差异。 银川产区葡萄酒各类挥发

性化合物及它们的总量仅从均值来看明显高于另

外 2 个产区,可能是由于该产区的葡萄原料积累的

挥发性物质较多。
2. 3　 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对葡萄酒挥发性

成分的影响

苹乳发酵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干红葡萄酒发酵过

程中改善香气结构的重要发酵环节,但也有研究表明

这一过程并不能对感官品质的改善起到重要作

用[10]。 本研究中,葡萄酒经苹乳发酵后,挥发性化合

物的种类基本没变,仅含量上有所变化,此产区酒精

发酵的葡萄酒中没有检出乳酸异戊酯,可能是由于该

物质本身含量较低,此产区葡萄酒挥发性化合物的含

量又总体相对较低,所以未检出。 3 个子产区自然和

接种苹乳发酵后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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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铜峡、红寺堡和银川产区自然和接种苹乳发酵

葡萄酒中各种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

Fig. 3　 Volatile composition in spontaneous and inoculated MLF
wines in Qingtongxia, Hongsipu and Yinchuan sub-regions

2. 3. 1　 青铜峡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对

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青铜峡产区自然和接种苹乳发酵后葡萄酒中挥

发性化合物在数量和含量上均以酯类为主,醇类次

之,还含有少量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3 可知,青
铜峡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葡萄酒中几

类挥发性化合物含量及它们的总量均无显著性差异,
但仅从均值来观察,青铜峡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后葡萄

酒中的醇类、萜烯类、醛酮类以及各类挥发性化合物

的总量均较接种苹乳发酵的葡萄酒高。 此外,几种

醇类物质中含量最高的苯乙醇在自然苹乳发酵葡

萄酒中的含量明显高于接种苹乳发酵葡萄酒,苯乙

醇是葡萄酒中一种重要的高级醇[11] ,它能给葡萄酒

带来玫瑰、花粉和香水香气。 自然苹乳发酵葡萄酒

中的挥发性化合物在总量和质量上相对接种苹乳

发酵葡萄酒更有优势,说明该产区可能存在利于本

土葡萄酒苹乳发酵和提高葡萄酒质量的优良苹乳

发酵菌株。
2. 3. 2　 红寺堡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对

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红寺堡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葡萄

酒中挥发性化合物在含量上以醇类为主,酯类次之,
还含有少量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3 可知,红寺堡

产区自然苹乳发酵的葡萄酒中的酯类(P < 0. 05)、萜
烯类(P < 0. 01)及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P < 0. 05)
均显著低于接种苹乳发酵的葡萄酒。
2. 3. 3　 银川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对葡

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影响

银川产区自然苹乳发酵和接种苹乳发酵葡萄酒

中挥发性化合物在含量上以醇类为主,酯类次之,还
含有少量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由图 3 可知,仅从均值

来观察,银川产区自然苹乳发酵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

化合物的含量及它们的总量均低于接种苹乳发酵的

葡萄酒,其中自然苹乳发酵的醇类(P < 0. 05)、萜烯

类(P < 0. 05)和醛酮类(P < 0. 01)显著低于接种苹

乳发酵葡萄酒。
2. 4　 各子产区葡萄酒挥发性成分的研究探讨

酯类和醇类物质在 3 个子产区葡萄酒中含量相

对较高,其次为醛酮类和其他挥发性化合物。 从 3
个子产区挥发性化合物的总量来看,银川产区最高

(339. 05 ~ 453. 89 mg / L), 其 次 为 青 铜 峡 产 区

(202. 10 ~ 312. 80 mg / L ), 红 寺 堡 产 区 最 低

(134. 00 ~ 175. 72 mg / L)。 银川产区葡萄酒中的醇

类总量、醛酮类总量和其他化合物的总量较另外 2
个产区高,青铜峡产区的酯类总含量较另外 2 个产区

高。 为了进一步探讨产区间 2 种发酵方式下 2 个发

酵阶段葡萄酒挥发性成分的差异,进一步对 3 个产区

2 种发酵方式、2 个发酵阶段葡萄酒中的挥发性成分

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2. 4. 1　 三个子产区苹乳发酵前后挥发性成分主成分

分析

分别对青铜峡、红寺堡和银川 3 个子产区苹乳发

酵前后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提取 2 个

主成分(Dim)。 由图 4 可知,酒精发酵后葡萄酒中挥

发性化合物的 Dim1 和 Dim2 分别为 42. 71% 和

28. 80%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 51% ,苹乳发酵后葡

萄酒挥发性化合物的 Dim1 和 Dim2 分别为 39. 50%
和 29. 56%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9. 06% 。 由葡萄酒

个体因子分布图可知,3 个产区的葡萄酒可实现较好

的产区分布。 且从挥发性成分的变量因子图和葡萄

酒的个体因子图的分布来看,与苹乳发酵前相比,苹
乳发酵后不同挥发性成分对不同产区葡萄酒的贡献

有所变化。
青铜峡产区酒精发酵后的葡萄酒分布在第四象

限,位于第四象限内的丁酸乙酯、月桂酸乙酯和葵酸

乙酯等挥发性化合物对该产区葡萄酒香气的贡献较

其他产区显著;红寺堡产区酒精发酵后的葡萄酒分布

在第二象限,位于第二象限内的苯甲醇、异丁醇和正

癸醇对该产区葡萄酒的香气贡献较其他产区显著;银
川产区酒精发酵后的葡萄酒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位
于第一象限内的己酸乙酯、乙酸苯乙酯、苯乙醇等挥

发性成分对该产区葡萄酒的香气贡献较其他产区显

著。 从酒精发酵后的主成分分析结果看,大多数挥发

性化合物对银川产区和青铜峡产区的香气贡献更明

显。 苹乳发酵结束后,挥发性成分的变量因子图和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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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酒精发酵(AF)后变量因子图;b-AF 后个体因子图;c-苹乳发酵(MLF)后变量因子图;d-MLF 后个体因子图

1-自然发酵;2-接种发酵;cf-重复

图 4　 酒精发酵后及苹乳发酵后挥发性成分变量因子图及个体因子图

Fig. 4　 Variable factor and individual factor graphs of volatile components after alcoholic and malolactic fermentation

萄酒的个体因子图的分布均有所变化,各类挥发性成

分对不同产区葡萄酒的贡献度也产生变化,其中,苹
乳发酵后对青铜峡产区葡萄酒贡献相对显著的挥发

性化合物数量明显增加,青铜峡产区苹乳发酵后的葡

萄酒分布在第一、二象限,位于一、二象限内的丁酸乙

酯、癸醛和辛酸异戊酯等挥发性化合物对该产区葡萄

酒的香气贡献较其他产区显著;与之相反,苹乳发酵

后对另外 2 个产区葡萄酒香气贡献较为显著的挥发

性化合物的数量明显减少,红寺堡产区苹乳发酵后的

葡萄酒香气分布于第三象限,乙酸己酯对其贡献较其

他产区显著;银川产区苹乳发酵后的葡萄酒分布在第

四象限,位于第四象限内的异戊醇、苯乙醇和乙酸苯

乙酯等挥发性化合物对该产区葡萄酒的香气贡献较

其他产区显著。 分析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各类挥发性

化合物在苹乳发酵前后,在几个产区葡萄酒中含量的

消长变化。
2. 4. 2　 三个子产区苹乳发酵前后挥发性成分聚类分析

对青铜峡、红寺堡和银川 3 个子产区苹乳发酵

前后的挥发性成分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验证 3 个

子产区在 2 种发酵方式下葡萄酒香气化合物的变

化。 实现不同发酵阶段、不同发酵方式及不同产区

的聚集。 由图 5 可知,对葡萄酒中挥发性成分影响

程度由强到弱的因素依次为产区、发酵阶段、发酵

方式。
挥发性化合物由上到下被聚为 4 大类,这 4 大类

化合物在相对含量上的差异较好地实现了青铜峡、红
寺堡和银川产区的分离,整体上,每个产区葡萄酒中

的挥发性化合物的相对含量相对其他产区相近。 每

个产区苹乳发酵前后挥发性化合物相对含量又存在

差异,可以较为直观地实现苹乳发酵前后 2 个发酵阶

段的分离,其中,青铜峡产区酒精发酵结束后的葡萄

酒中第一类以酯类为主的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相对

较高,苹乳发酵结束后的葡萄酒中第二类以醛酮类和

酯类为主的化合物含量相对较高;红寺堡产区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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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产区和银川产区而言,大部分挥发性化合物的

含量均较低,仅酒精发酵后以醇类为主的第三类化合

物在几个产区中含量相对较高;银川产区的葡萄酒中

以酯类和醇类为主的第四类化合物的相对含量较高,
此类挥发性化合物又分为两小类,可以很直观地观察

到苹乳发酵前后挥发性化合物在相对含量上的区别。

图 5　 不同产区 2 种发酵方式下苹乳发酵前后挥发性化合物聚类热图

Fig. 5　 Cluster heat map of volatile compounds of wines before and after MLF under two fermentation
treatment in three sub-regions

注:同一行代表同种物质在不同酒样中的含量,上方的聚类树根据不同酒样各类挥发性化合物含量

的相似度进行聚类,挥发性化合物含量由低到高用从蓝到红表示

　 　 由图 5 中各种物质颜色深浅变化可以观察到,3
个产区的葡萄酒苹乳发酵结束后大部分挥发性化合

物的含量降低,也有部分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升高,
其中乳酸乙酯、乳酸异戊酯、丁二酸二乙酯、正辛醇、
2, 4-二甲基苯甲醛和 2, 4-二叔丁基酚在 3 个产区自

然及接种苹乳发酵后的葡萄酒中普遍升高,这与之前

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符[12],但不同产区的部分

挥发性化合物的变化会略有不同。 例如,除上述物质

在苹乳发酵后上升外,青铜峡产区的葡萄酒中辛酸异

戊酯和异丁醇的含量在苹乳发酵后升高;红寺堡产区

的葡萄酒中正己酸乙酯和正己醇在苹乳发酵后上升;
银川产区的葡萄酒中 3-羟基丁酸乙酯、乙酸苯乙酯、
肉豆蔻酸乙酯、十六酸乙酯、正丁醇、苯甲醇、苯乙醇

和香茅醇的含量升高。 此外,与银川产区和红寺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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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同,青铜峡自然发酵的葡萄酒中苹乳发酵前后挥

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大多较对应阶段接种发酵葡萄酒

中挥发性化合物含量高。 可能是由于存在利于产生

更多挥发性物质的本土优良菌株。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贺兰山东麓产区 3 个子产区自然

和接种发酵的葡萄酒中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析,从 3
个子产区均鉴定出 42 种挥发性化合物,包括酯类 23
种,醇类 10 种,萜烯类 2 种,醛酮类 4 种,还有 3 种其

他挥发性化合物,其中,酯类和醇类的含量相对较高。
青铜峡子产区自然酒精发酵后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

含量(除醇类外)及总量均高于接种酒精发酵的葡萄

酒,自然苹乳发酵后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除酯

类外)及总量均较高于种苹乳发酵的葡萄酒。 红寺

堡子产区自然发酵和接种发酵的葡萄酒中各类挥发

性化合物在 3 个子产区中的含量均最低,该子产区自

然酒精发酵后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和总量均较

接种酒精发酵的葡萄酒低,自然苹乳发酵后葡萄酒中

绝大多数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均低于接种苹乳发酵

的葡萄酒。 银川子产区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化合物

的含量是 3 个子产区中含量最高的,该子产区自然酒

精发酵的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化合物及它们的总量

均低于接种酒精发酵的葡萄酒,银川子产区自然苹乳

发酵后的葡萄酒中各类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及它们

的总量均低于接种苹乳发酵的葡萄酒。 通过分析苹

乳发酵后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变化,发现乳

酸乙酯、乳酸异戊酯、丁二酸二乙酯、正辛醇、2, 4-二
甲基苯甲醛和 2, 4-二叔丁基酚在 3 个子产区自然和

接种苹乳发酵后的葡萄酒中普遍升高,但不同子产区

间的其他挥发性化合物含量的变化会有所不同。 总

体来看,青铜峡产区自然酒精发酵与自然苹乳发酵的

葡萄酒中大多数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均高于接种发

酵对应发酵阶段的葡萄酒,该产区可能存在可以产生

更多挥发性化合物的本土优良菌株。 此外,本研究发

现对葡萄酒中挥发性化合物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

为子产区、发酵阶段和发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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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ontaneous fermentation of Cabernet Sauvignon from different
sub-regions of Helan Mountain east foothill on wine aroma

JIN Gang2,3,4,ZHANG Xue1,GU Xiaobo1,WANG Hui2,Bai XueFei1,
ZHANG Zhong1,GE Yuzi1,MA Wen2,3,4∗

1(School of Agricultur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2(School of Food and Wine,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China)3(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rape and Wine,Ministry of Education,Yinchuan 750021,China)

4(Ningxia Grape and Win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enter,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For elucidating the effects of spontaneous fermentation on wine aroma in diversified Ningxia wine sub-regions,the volatile
components of Cabernet Sauvignon wines from Qingtongxia,Hongsibao and Yinchuan sub-regions fermented by either spontaneous or inocu-
lated microorganisms was examin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HS-SPME-GC-MS.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signifi-
cance analysi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olatile compounds in the three sub-regions
were mainly esters and alcohols. The total amount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Yinchuan samples was always the highest among the three sub-
regions.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compounds after spontaneous alcoholic fermentation and inoculated alcoholic fermentation reached 339. 05
and 453. 90 mg / L,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after spontaneous malolactic fermentation and inoculated malolactic fermentation were 307. 01
and 379. 08 mg / L,respectively. In Qingtongxia samples,the total amount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spontaneous alcoholic fermentation wine
(312. 8 mg / 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wine from inoculated fermentation (296. 1 mg / L),while the total amount of vola-
tile compounds in wine from spontaneous malolactic acid fermentation (215. 78 mg / 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oculated fermented wine
(202. 10 mg / L). Finally,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volatile compounds in wine was sub-region,
followed by fermentation stage. Fermentation method was the least important factor.
Key words　 wine;spontaneous fermentation;alcoholic fermentation;malolactic fermentation;volatile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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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湿环境对酒醅入窖理化指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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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高温高湿环境下,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入窖酒醅的理化指标变化情况,为热季酒醅安全入窖

提供基础数据。 将酒醅(温度 22. 4 ℃ ,含水量 55. 8% ,酸度 1. 7 g / mol)入窖于自建窖池内,并将窖池置于温湿度

可控环境里。 分别控制酒醅与近酒醅环境间的不同温差(0、4、8、12、16 ℃ )、近酒醅环境的不同环境湿度(60% 、
70% 、80% 、90% 、95% )用于模拟热季酒醅入窖环境,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检测不同窖池深度的酒醅含水量、
温度、酸度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在高温高湿环境中,窖池的酒醅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随着酒醅采样时刻增

加,窖池内酒醅的含水量、温度、酸度逐渐增加。 同一时间内,随着窖池深度增加,酒醅的含水量、温度、酸度呈下

降趋势。 经研究发现酒醅入窖后受高温高湿环境影响出现凝露现象,改变了入窖酒醅的理化指标,破坏酒醅入

窖条件,研究结果为热季酒醅入窖提供指导性思想。
关键词　 高温高湿;酒醅;窖池;入窖条件;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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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态发酵是中国白酒酿造独特工艺,酒醅入窖是

浓香型白酒酿制工艺中连接摊晾与发酵环节之间的

重要技术,适宜的入窖条件为窖池中微生物生长繁殖

及代谢活动提供环境,提高酒醅发酵的质量[1 - 2]。
在热季高温高湿的酿造环境中,酒醅在入窖后易

出现凝露现象,改变酒醅的理化指标,影响酒醅发

酵[3 - 4]。 凝露是指在高温、高湿的酿造环境中遇到低

温入窖的酒醅时,当入窖酒醅温度小于环境露点温

度,酒醅表面会发生水珠凝结现象,增加入窖酒醅的

水分[5 - 7]。 目前,国内外主要在电力、暖通、农业等方

面对凝露现象进行了研究[8 - 12]。 通过控制高压开关

柜[13]、空调、粮堆[14] 的内外温湿度,构建多场时空耦

合模型,防止发生凝露现象。 入窖的酒醅受高温高湿

环境影响,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窖池的酒醅水分、
温度、酸度等发生改变,破坏酒醅入窖条件。 酒醅入

窖水分影响酒醅的透气性、疏松度和溶氧量,入窖水

分过高易造成糖化发酵过快,酒醅的比热、黏度、导热

性增加,温度上升速率快,酒醅酸度增加;入窖水分过

低,酒醅发干影响糟醅正常发酵,酒质味苦糙辣[15]。
酒醅入窖温度直接影响酒质与产量,温度过高,影响

微生物的活力,阻碍发酵;温度过低,酒醅主发酵时间

过长[16]。 适宜的入窖酸度有利于糊化与糖化作用,
抑制有害杂菌的生长繁殖[17]。 国内学者研究了不同

香型酒醅的入窖条件[18]、糟醅的发酵机理[19]、温度

微生 物[20 - 21] 对 酒 质 的 影 响 等 问 题, 从 酿 造 环

境[22 - 23]、酒醅入窖的理化指标、发酵工艺等方面改善

酒体质量。
本文拟研究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入窖酒醅在 2 次

入窖时间间隔内的含水量、温度、酸度变化规律。 样

品采集于每次入窖后的酒醅,2 次入窖时间间隔为第 1
次酒醅入窖与第 2 次酒醅入窖的时间差。 通过控制不

同的入窖温湿度,研究入窖酒醅理化性质与入窖环境

的相互关系,为夏季酒醅入窖提供基础性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酒醅样品采集于宜宾某多粮浓香型酒厂,选取正

常生产的 2 口窖池进行采样。 样品采集时间 2020 年

6 ~ 8 月。 采样方法:把待入窖的酒醅放置于自建的

浓香型窖池中,把窖池置于温湿度可控环境内。 酒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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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窖后,每隔 20 min 取样 1 次,即酒醅入窖 0、20、40、
60、80 min 采样,共采样 5 次。 本实验采样于每次入

窖后的酒醅,采样时间为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酒醅

入窖实验模拟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窖池中酒醅每次入窖后模拟图

Fig. 1　 The simulation diagram of the glutinous rice in the
cellar every time it enters the cellar

实验时采用甑锅体积大小为 0. 4,根据自建浓香

型窖池尺寸计算得出酒醅入窖厚度为 23 cm 左右,故
分别选择采集距窖池表面 0、5、10、15、20 cm 共 5 种

不同距离的酒醅。 选取窖池区域 5 个位置作为采样

点,用符号 A1、A2、A3、A4、A5 表示,其中符号 A、B、C、
D、E 表示不同窖池深度,取平均值以提高实验数据

准确性。 如:酒醅第 3 次入窖后放置于窖池窖池 3 号

区域,待第 4 次入窖到来时,测量出第 3 次入窖酒醅

受窖池环境的影响的关系,采样点如图 2 所示。
试剂:0. 1 mol / L NaOH 溶液、1%酚酞溶液。

图 2　 酒醅取样点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sampling sites

1. 2　 仪器与设备

180 cm ×100 cm × 120 cm 浓香型窖池,自建;智
能无线温度测量仪器,自建;5. 0 m × 4. 0 m × 3. 0 m
温湿度可控环境,自建;FA2204 N 电子天平,上海菁

海仪器有限公司;RP-9050A 干培两用箱,上海双旭电

子有限公司;FLIR A615 红外热成像仪,美国菲力尔

公司;DT-8896 红外干湿计,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Testo6682 露点仪,北京中仪联众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酒醅温度测量

选用红外热成像仪对窖池内表层酒醅的测量点

进行测温,同时在 FLIR Tools + 软件中记录测量点不

同时刻的温度变化情况,取平均温度作为表层酒醅的

温度。 同时采用智能无线温度测量仪器分别测量测

量点不同深度酒醅的温度,同一层酒醅的平均温度作

为该层酒醅的最终温度。
1. 3. 2　 酒醅水分的测定

根据国家标准 GB 5009. 3—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对酒醅含水量采用直接干

燥法进行测定。
1)烘干蒸发皿。 将干净的蒸发皿放入干培两用

箱内,100 ℃烘 1 h 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进行称重,再
烘 30 min,再称重。 2 次称蒸发皿质量之差不超过

0. 005 g,即为蒸发皿的恒重。
2)烘干酒醅。 在 2 次入窖间隔时间(80 min)内,

在窖池内以不同时间、不同取样位置取出酒醅。 每个

时间点、每个位置取出 3 份酒醅,每份酒醅质量 5 g,
并进行标号记录。 将取出酒醅放入干培两用箱中,
100 ℃烘 8 h 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进行称重。 称完后

放入干培两用箱中进行复烘,每隔 1 h 取出冷却称

重,直到相邻 2 次烘干后质量差不超过 0. 005 g。 以

最后一次称重质量为酒醅与蒸发皿烘干后的质量,并
记录每份酒醅的烘干后的质量。

3)建立数学模型。 根据直接干燥法计算糟醅水

分含量,如公式(1)所示:

X / % =
m1 - m2

m3
× 100 (1)

式中: m1 ,干燥前酒醅与蒸发皿的质量; m2 ,干燥后

酒醅与蒸发皿的质量; m3 ,干燥前酒醅质量。
1. 3. 3　 酒醅酸度测量

酸碱滴定法测定:参照 DB 34 / T 2264—2014《固
态发酵酒醅分析方法》。
1. 3. 4　 窖池环境温湿度测量

将红外干湿计放置表层酒醅采样点位置,红外干

湿计与测量点位置的酒醅表面高度 3 cm 左右。 采用

以太网方式实时监测入窖后酒醅的近酒醅表面环境

的温湿度变化情况,以取样点时间前后 1 min 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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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取该段时间环境温湿度的平均值作为该采样时

间的环境温湿度值。
1. 3. 5　 窖池环境露点温度测量

把露点仪放置距离近酒醅表面高 3 cm 位置,测
量窖池内近酒醅环境的露点温度,并实时监测。
1. 4　 数据分析

采用 Origin Pro 9. 1. 0 与 Matlab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酒醅入窖水分变化

酒醅入窖的含水量是白酒固态发酵的主要控制

指标之一,是窖内物质物理、生化反应的纽带。 窖池

的酒醅水分适宜,不但为窖池中的微生物生存代谢提

供适宜条件,而且可以调节窖池内的发酵温度。 入窖

水分过高,会使酒醅糊化过度;入窖水分过低,会导致

好氧杂菌繁殖旺盛,影响酒的风味[24]。 采用控制酒

醅与近酒醅环境的温差方法研究热季酒醅在高温高

湿的环境中入窖后糟醅的水分变化情况。
2. 1. 1　 入窖酒醅与近酒醅环境间温差试验

试验时,酒醅温度为 22 ℃,含水量为 55% ,窖池

环境相对湿度为 85% ,改变窖池环境与酒醅间的温

差。 分别以 5 组不同的温差进行实验数据采集,每组

实验的温差分别为 0、4、8、14、16 ℃,不同窖池深度的

酒醅在 2 次糟醅入窖时间间隔内(约 80 min)的酒醅

含水量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 3　 不同温差时 2 次入窖时间内酒醅的含水量变化情况

Fig. 3　 Moisture changes of fermented grains in two pit
tim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由图 3 知,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酒醅的含水

量随温差与采样时间变化而变化,温差越大,采样时

间间隔越久,酒醅含水量越多。 同一温差下采集的实

验样本,表层的酒醅含水量最多,底层酒醅含水量最

少。 随时间变化,表层酒醅的含水量增加速度越快。

表层酒醅与近酒醅环境接触的面积最大,吸收近酒醅

环境中遇冷时析出的水蒸气。 而距表层酒醅 5、10、
15、20 cm 深度的酒醅受酒醅的通透性、密度、窖池环

境等其他因素影响,不同窖池深度的酒醅与近酒醅环

境之间的含水量浸入存在差异。 表层酒醅易于与近

酒醅环境接触,吸收近酒醅环境温度,近酒醅环境析

出的水蒸气降落到酒醅表面,增加酒醅的含水量。 表

层酒醅水分随着时间增加浸入到深层酒醅中,使得深

层的酒醅的含水量增加,但增量较缓较少。
酒醅与环境之间的温差与酒醅含水量关系如图

4 所示。 入窖的酒醅与窖池周围环境的温差为 0 ℃
时,酒醅的水分变化较缓。 入窖的酒醅与窖池周围环

境的温差为 8 ℃时,酒醅的水分增加明显。 当入窖的

酒醅与窖池周围环境的温差为 16 ℃时,窖池深度为

0 cm 的酒醅含水量增加了 31. 04% ,窖池深度为

10 cm的酒醅含水量增加了 27. 94% ,窖池深度为

20 cm的酒醅含水量增加了 22. 73% 。 在同一温差

时,环境相对湿度不变,采样时间间隔越久,窖池中酒

醅含水量越多。 窖池周围环境的温度与酒醅进行热

交换,低温的酒醅遇到高温的环境,酒醅吸收环境的

热量,导致近酒醅环境温度下降,环境中水分溶解量

下降,析出多余的水分降落到酒醅表面。 而在高温高

湿的环境中,窖池中的酒醅吸收近酒醅环境的温度,
近酒醅环境降温,环境中析出的水蒸气降落到酒醅表

面,窖池中酒醅表面温度也逐渐升高。
2. 1. 2　 不同近酒醅环境相对湿度试验

热季白酒酿造车间属于高温高湿环境,酒醅温度

为 22 ℃,水分含量为 55% ,窖池环境温度设定为

30 ℃。 以窖池环境温度为定量,改变窖池环境湿度,
以 60% 、70% 、80% 、90% 、95% 为相对湿度条件,分
别采集不同窖池深度的酒醅含水量试验数据。 不同

窖池深度的酒醅在 2 次糟醅入窖时间间隔内 (约

80 min)的酒醅含水量变化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知,入窖酒醅的含水量随环境相对湿度与

采集时间间隔变化而变化。 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
环境相对湿度越大、酒醅采样时间间隔越久,酒醅的

含水量增加越多。 同一环境湿度、采样时间,表层酒

醅的含水量增加越多。 酒醅的含水量与环境的相对

湿度差距越大,酒醅含水量增加越大。 酒醅在窖池中

深度越深,其酒醅含水量的增加量越少。 在温差一定

的情况下,高温高湿的近酒醅环境与入窖酒醅相接

触,酒醅吸收近酒醅环境温度,近酒醅环境的含水量

越高,环境的含水量更易达到饱和状态,析出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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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温差 0 ℃;b-温差 4 ℃;c-温差 8 ℃;d-温差 12 ℃;e-温差 16 ℃

图 4　 5 种不同温差的酒醅含水量变化图

Fig. 4　 Variations of moisture content in fermented grains with five differe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图 5　 不同相对湿度 2 次入窖时间内酒醅含水量变化情况

Fig. 5　 Changes of water content of fermented grains in
two cellars with different relative humidity

越快。 其他深度的酒醅受酒醅的物理性质、窖池环境

的影响,导致深层酒醅不易吸收环境中水分,酒醅含

水量变化较缓。
不同深度的酒醅随环境相对湿度与采样时间间

隔变化的酒醅含水量关系如图 6 所示。 酒醅入窖的

含水量与环境中相对湿度无明显差别时,酒醅的含水

量变化情况不受采集时间间隔的影响。 采样间隔时

间一定时,酒醅含水量随环境的相对湿度增大而增

加。 当环境相对湿度达到 95% 时,在 2 次入窖时间

间隔内,窖池深度为 0 cm 的酒醅含水量达到了

87. 68% ,窖池深度为 10 cm 的酒醅含水量达到了

85. 42% ,窖池深度为 20 cm 的酒醅含水量达到了

82. 76% 。 同一窖池深度的酒醅,采样时间间隔不变,
环境的相对湿度越大,酒醅含水量增加越快。 酒醅入

窖时的含水量为 55% ~ 58% ,环境的相对湿度可调

范围 60% ~ 95% ,酒醅入窖后与近酒醅环境进行水

分偏移,时间越久,酒醅的含水量增加越多。
2. 2　 酒醅温度变化

在热季高温高湿环境中,酒醅的入窖温度决定酒

醅发酵的质量。 入窖温度过高,造成酒醅发酵速率快

且升温猛,破坏酵母菌繁殖生存条件,同时淀粉损失

大,产出酒带有酸味、苦涩等异杂味[25]。 低温酒醅遇

到高温高湿的环境,酒醅与窖池环境发生热传递现

象,入窖后的酒醅出现回温现象。 实验时,入窖酒醅

温度为 22 ℃,环境温度设为 22、26、30、34、38 ℃共 5
种。 记录在不同环境温度下,2 次酒醅入窖时间间隔

内的窖池中酒醅温度变化情况。 入窖后的酒醅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80 min)温度变化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窖池酒醅温度随着近酒醅环境温度

增加而增加,酒醅与近酒醅环境的温差越大,窖池酒

醅的温度回升越快。 试验发现,上层酒醅温度比中

层、底层酒醅温度高,近酒醅环境温度 38 ℃时,酒醅

温度达到了最大值 30. 4 ℃。 酒糟在 2 次入窖时间间

隔内(80 min)受近酒醅环境影响产生回温,导致窖池

周围环境温度变化,酒糟最终达到另一个温度值 T。
该过程主要存在 2 种原因导致酒醅升温,一是酒醅中

微生物生长及糖化酶作用影响,该因素在酒醅入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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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cm;b-5 cm;c-10 cm;d-15 cm; e-20 cm

图 6　 5 种不同窖池深度的酒醅含水量变化图

Fig. 6　 Variation of water content of mash with five different pit depths

图 7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酒醅温度变化

Fig. 7　 Temperature change of fermented grains
within the time interval of two pit entry

后 80 min 内酒醅处于即将发酵阶段,升温较小,几乎

可以忽略;另一主要原因是低温入窖的酒醅遇到高温

的近酒醅环境所产生的热传导现象,增加了酒醅的温

度,这个主要原因有如公式(2)所示:
H = M × CP(T - T0) (2)

式中:M 为酒糟质量,g;T 为第 2 次酒糟入窖第 1 次

入窖酒糟的温度,℃;T0为酒糟入窖时初始温度,℃;
CP 为窖池环境比热容,J / ( kg·℃);H 为酒醅吸热

量,J。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忽略损失能量,酒糟吸收热

量近似等于环境释放放热,如公式(3)所示:
m CP,EΔT + mΔCHΔX = M CP(T - T0) (3)

式中:m 为近酒醅窖池周围气体质量,g; CP,E 为窖池

周围环境比热容,J / (kg·℃); ΔCH 为水蒸气潜热,
J / mol; ΔX 为空气绝对湿度变化,g / m3; ΔT 为温度变

化情况,℃。
在增加近酒醅环境温度同时,提高了窖池中的酒

醅与近酒醅环境的温差,增加二者之间热传导速率,
使其二者温差越大,窖池中的酒醅温度增长得越快。
由傅里叶导热定律[26]如公式(4)所示:

Q = - λ·S dt
dn (4)

式中:Q 为导热速率,W;λ 为导热系数,W / (m·℃);
S 为导热面积,m2;dt / dn 为温度梯度,℃ / m。

导热速率与导热系数、导热面积、温度梯度呈正

相关,在 2 次酒醅入窖时间间隔内,酒醅的导热速率

与温差相关。
2. 3　 酒醅酸度变化

入窖酒醅在一定的酸度条件下,能够抑制杂菌的

生长,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保
证窖池内糟醅发酵的正常进行。 酸度过高会抑制酵

母菌的活性从而影响出酒率,酸度过低则会导致杂菌

的大量繁殖,升温过快,影响糖化,进而影响酒体质

量[27]。 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入窖酒醅的酸度由酒醅温

湿度、窖池环境等因素决定。 表层酒醅易与空气接触,
水分增加量较大,为酒醅中好氧细菌提供适宜的生存

代谢环境,加快其代谢速度,导致酸度增加。 窖池深度

越深,酒醅水分含量增幅小且好氧细菌不易与空气接

触,无法充分提供适宜的代谢环境,酸度变化不明显。
表层入窖后的酒醅在 2 次入窖时间间隔内酸度变化如

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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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窖池深度与含水量的酒醅酸度变化

Fig. 8　 Variation of mash acidity with different pit
depth and water content

3　 结论

热季酒醅在 2 次入窖时间内易吸收近酒醅环境

的温湿度,改变窖池内酒醅的温度与水分,破坏了酒

醅入窖条件。 结果表明,窖池内酒醅的理化指标随酒

醅与近酒醅环境的温差、近酒醅环境温湿度变化而变

化。 温差越大,近酒醅环境温湿度越高,酒醅入窖的

温度与含水量增加越多。 在同一时间内,随着酒醅深

度的增加,酒醅的温度与含水量增加逐渐减缓,底层

酒醅增加量最少。 试验时, 酒醅温度最高上升

8. 4 ℃,含水量最大增加 30%左右。 酒醅入窖酸度与

入窖水分增加正相关,酒醅含水量增加将严重影响酒

醅发酵。 本研究揭示了热季酒醅在 2 次入窖时间间

隔内温度、含水量、酸度变化情况,对研究热季酒醅入

窖、发酵等工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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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fermented grains for pit entry

ZENG Xianglin2,TUO Xianguo1,2∗,ZHANG Guiyu1,2,3∗,FAN Tao1,2,3,
ZHAI Shuang2,CHEN Fei2

1(School of Auto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Yibin 644000,China)
2(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Yibin 644000,China)

3(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ABSTRACT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safe pit entry of fermented grains in hot season,the change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fermented grains were studi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it entry in high-temperature and high-humidity environment. The fermented
grains (22. 4 ℃,water content 55. 8% ,acidity 1. 7 g / mol) were put into the self-built pit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 The tem-
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ermented grains and nearly fermented grains (0,4,8,12,16 ℃),relative humidity of nearly fermented grains
(60% ,70% ,80% ,90% ,95% ) were controlled to simulate the environment of pit entry for fermented grains in hot season. The water con-
tent,temperature and acidity were measured in different positions of pit,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it entry. Under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the water content,temperature and acidity of fermented grains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am-
pling time. The water content,temperature and acidity of fermented grain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it depth at the same time point.
Influenced by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condensation appeared after the fermented grains entered the cellar,
which chang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fermented grains for pit entry and thus altered the pit entry conditions of fermented
grains. The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pit entry of fermented grains in hot season.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fermented grains;pit;entry conditions;cond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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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生物酸化浸米与浸米浆水的利用

张波1,谢广发2,3∗,李国龙4,孙国昌3,5,金建明4,朱炜俊2,刘菊2

1(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2(浙江树人大学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浙江 绍兴,312028)
3(绍兴黄酒学院,浙江 绍兴,312028)4(绍兴鉴湖酿酒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312000)

5(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312000)

摘　 要　 传统黄酒浸米工艺时间长,浸米浆水处理成本高。 该研究从黄酒自然浸米浆水中分离筛选出 65 株细

菌,通过产酸以及产生物胺实验得到 1 株适合用于生物酸化浸米的乳酸菌 D3,经过 16S rDNA 序列分析鉴定该

菌株为植物乳杆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 将 D3 应用于生物酸化浸米,与自然浸米相比,浸米浆水气味良好,
将浸米周期从 5 d 缩短为 3 d。 在浸米浆水循环回用过程中,随着乳酸菌的积累,总酸、pH、OD600值在后期基本保

持稳定,确定回用比例为 30% 。 将生物酸化浸米用于黄酒酿造,其发酵过程正常,所酿黄酒各项理化指标均符

合 GB / T 17946—2008《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绍兴黄酒)》的要求。 相对于自然浸米酿造的黄酒,生物酸化浸米

酿造黄酒的酒精度有所升高,感官品评得分略优于前者。 表明生物酸化浸米是米浆水循环利用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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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酒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最悠久酒种之一,千百

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流传至今[1]。 浸米是黄酒酿

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使大米充分吸水膨胀以便

于蒸煮,更能使米酸化,来调节发酵醪液的酸度,保障

黄酒发酵安全进行[2 - 3]。 传统浸米工艺时间长,所酿

黄酒生物胺含量高[4]。 浸米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米浆

水,含有大量的氮磷等有机质,直接作废水处理会给

黄酒企业以及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5 - 6]。 生产过程

中,因杂菌污染,经长时间浸米后得到的米浆水往往

会产生“白花”和异嗅味[7]。 这种米浆水直接回用会

给黄酒带来不良风味,且易引起发酵醪液酸败。
近年来,针对黄酒浸米浆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以

及米浆水的利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由于黄酒自然

浸米,米浆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复杂,毛青钟等[8] 通

过传统微生物培养方法,发现浸米浆水中含有细菌、
霉菌、酵母等微生物。 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

黄酒浸米浆水中的细菌群落结构,发现乳酸菌是浸米

浆水中的优势细菌,种类繁多且数量占据优势[9 - 12]。
其大量产酸为发酵提供酸性环境,抑制杂菌生长,保
证酵母正常代谢[13],而乳酸菌也是产生物胺的主要

微生物之一[14 - 15]。 因此如何在满足浸米产酸需求的

同时减少生物胺的生成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对

米浆水利用主要是将其作为黄酒生产投料用水,通常

会将米浆水经加热杀菌并冷却后再使用[16]。 然而加

热杀菌和冷却均会消耗大量的能源,用量较大时会使

酿制黄酒中的高级醇、乙醛等微量有害组分增加[17],
且氨基酸态氮和总酸含量大幅提高,对产品的安全性

和口感造成不利影响。 李海霞等[18] 将米浆水用于循

环浸米,使米浆水得到部分回用。 在实际生产中,米
浆水中乳酸菌多而有害杂菌少时,将老浆用于接种浸

米,有利于浸米生酸。 但由于自然浸米杂菌易生长繁

殖,用老浆接种浸米很容易产生异嗅味。
本研究模拟自然浸米过程中乳酸菌发酵产酸过

程,从浸米浆水中筛选出合适的乳酸菌进行生物酸化

浸米,以消除米浆水异嗅味并降低生物胺含量,进一

步将米浆水用于循环浸米和代替部分投料水使用。
在保证黄酒品质和安全前提下的米浆水循环利用,对
于减少废水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同时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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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实验材料

糯米、生麦曲、熟麦曲,取自绍兴某黄酒厂;安琪

活性干酵母。
1. 1. 2　 试剂与仪器

NaOH、NaCl、MgSO4、FeSO4、K2HPO4、CaCO3、Cu-
SO4、柠檬酸铵、邻苯二甲酸氢钾、酚酞、次甲基蓝、酒
石酸钾钠、5-磷酸吡哆醛,L-组氨酸,L-酪氨酸,L-鸟氨

酸等,均为分析纯,中国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LBI-250 恒温培养箱,上海龙跃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G180DS 灭菌锅,致微 (厦门) 仪器有限公司;
E200MV 电子显微镜,南京尼康江南光学仪器有限公

司;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UV—5500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

司;KA-1000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FE28 型

pH 计,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1. 1. 3　 培养基

MRS 培养基、GYP 培养基,按参考文献[19]配

制;米饭糖化液培养基:糖化液取自绍兴某酒厂,用
0. 1 mol / L NaOH 溶液调至 pH 为 6. 2 左右,加水稀释

糖度为 7 ~ 8°Brix,加 1%柠檬酸铵;液体脱羧酶培养

基,按参考文献[20]配制。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浸米浆水中乳酸菌的分离筛选

称取 100 g 糯米加 150 mL 水于 28 ℃ 浸米 3 ~
5 d,过滤得到米浆水,用无菌水梯度稀释到不同浓度

(10 - 1 ~ 10 - 3)并涂布于平板底部,GYP 培养基覆盖,
33 ℃条件下培养 3 d,根据有无透明圈来初步判断是

否为乳酸菌[21]。 挑取透明圈较大的菌落在 MRS 培

养基上进行划线纯化,并进行革兰氏染色[22]。
1. 2. 2　 乳酸菌生长和产酸能力测定

将纯化后的菌株用 MRS 培养基于 33 ℃活化 48
h,取活化菌液以 5% 接种量接种到米饭糖化液培养

基中,于 33 ℃静置培养 48 h,分别测定发酵液 OD600

值和总酸含量。
1. 2. 3　 低产生物胺乳酸菌的筛选

将浸米浆水中分离出的乳酸菌接种于液体脱羧

酶培养基,33 ℃培养 96 h 观察颜色变化。 然后离心

取上清液,采用 HPLC 法检测生物胺含量[20,23],同时

做空白对照。
1. 2. 4　 乳酸菌的分子鉴定

提取 DNA 后,进行 16S rDNA 扩增,PCR 产物经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由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序列测定,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数据库进

行比对,使用 MEGA7. 0 构建生物系统进化树[3, 13]。
1. 2. 5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循环回用浸米

生物酸化浸米:称取 100 g 糯米以料液比 1∶ 1. 5
(g∶ mL)加入水,接种体积分数为 5% 的乳酸菌种子

液,于 28 ℃浸米 3 d。 以自然浸米为对照,观察浸米

浆水的形态和品质,测定总酸、pH、OD600值。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循环回用浸米:称取 100 g 糯

米于 250 mL 三角瓶中(4 份),按照料液比 1 ∶ 1. 5
(g∶ mL),使用生物酸化浸米结束后,过滤静置澄清的

米浆水按照体积分数为 20% 、30% 、40% 、50% 的比

例代替自来水开始浸米 3 d。 完成第 1 次循环后,将
第 1 次浸米结束后的浸米浆水经纱布过滤静置澄清

后,按照回用比例用于第 2 次循环浸米,以此类推进

行生物酸化浸米浆水的循环回用实验,浸米结束后测

定 pH、总酸、OD600值等理化指标。
1. 2. 6　 生物酸化浸米米浆水回用酿酒实验

称取 1 kg 糯米,按照料液比 1∶ 1. 5(g∶ mL)加水,
接种体积分数为 5%乳酸菌种子液并搅拌均匀,于 28
℃浸米 3 d。 回用的浸米浆水 70 ℃保温 30 min。 采

用常压蒸煮方式蒸熟米饭后摊开冷却,按米水比 1 ∶
1. 15(g∶ mL)的比例向酒坛中加入投料水(浸米浆水

回用比例为 20% ),加入冷却的米饭,依次投入生麦

曲 130 g、熟麦曲 30 g、1. 5 g 活性干酵母(需先活化

20 min),均匀搅拌。 在 29 ℃条件下发酵,前 3 d 每

天调低 3 ~ 4 ℃,到第 4 天时温度调至 15 ℃,保持此

温度直至后酵结束。 前酵阶段定时开耙,后酵阶段静

置培养。 以自然浸米酿酒为对照,跟踪发酵过程中第

4、7、14、21 天的总酸、还原糖、酒精度的变化,黄酒理

化指标分析参考 GB / T 13662—2018《黄酒》 [24]。 感

官品评邀请国家黄酒评酒委员进行品评打分。

2　 结果与分析

2. 1　 适合生物酸化浸米的乳酸菌的筛选

2. 1. 1　 浸米浆水中乳酸菌的分离筛选

将黄酒自然浸米过程中第 3 ~ 5 天浸米浆水通过

稀释分离培养的方法涂布于 GYP 培养基上,在 33 ℃
恒温培养 72 h,挑选出透明圈较大的菌株进行划线分

离纯化,并经革兰氏染色为阳性的菌株,如图 1 所示,
共得到 65 株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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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菌株透明圈;b-革兰氏染色

图 1　 GYP 培养基中的菌株透明圈及革兰氏染色情况

Fig. 1　 Transparent circle and gram staining of
the strain in GYP medium

2. 1. 2　 菌株的生长和产酸实验

将上述 65 株菌接种于米饭糖化液培养基中,
33 ℃培养 48 h,分别测定其 OD600值和总酸,观察其

生长和产酸情况。 选取总酸 > 4 g / L, OD600 值 >
0. 500的菌株,共得到 20 株菌,这部分菌株的总酸和

OD600值如图 2 所示。 在相同培养条件下,B1、C6、
D3、F4、F6 菌株 OD600≥1. 0,且总酸≥5. 5 g / L,为生

物酸化浸米初筛菌株。

图 2　 部分菌株培养 48 h 后的 OD600值和总酸

Fig. 2　 OD600 and total acid of some strains cultured for 48 h

2. 1. 3　 菌株产生物胺实验

将挑选出的 20 株菌接种于液体脱羧酶培养基中

于 33 ℃培养 96 h,以未接种乳酸菌的培养基为空白

对照。 菌株产生物胺能力越强,培养基颜色越深,观
察液体脱羧酶培养基颜色变化,以“ + ”表示培养基

颜色深浅,结果如表 1 所示。 剔除液体脱羧酶培养基

颜色较深的 6 株菌株 B1、B4、E2、F6、G2、G5,剩余 14
株菌体培养液离心后使用反相 HPLC 上机检测生物

胺(腐胺、组胺、酪胺)含量进行进一步确认,其结果

如图 3 所示。 不同菌株产生物胺能力不同,其中产生

腐胺含量为 21. 30 ~ 114. 20 mg / L,产生酪胺含量为

10. 46 ~ 30. 81 mg / L,产生组胺含量为 1. 18 ~ 4. 58
mg / L。 生物胺总量在 33. 23 ~ 146. 74 mg / L。 产生物

胺量较低菌株有 A7、D3、F3。

表 1　 分离筛选出的菌株产生物胺能力对比

(液体脱羧酶培养基)
Table 1　 Comparison of biogenic amin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isolated and screened strains
菌株编号 产生物胺能力 菌株编号 产生物胺能力

A3 ++ D3 +
A5 ++++ D4 +++
A6 ++ E2 +++++
A7 + E3 ++
B1 +++++ E4 ++
B4 +++++ F3 ++
B5 +++ F4 ++++
C3 ++ F6 +++++
C5 ++ G2 +++++
C6 +++ G5 +++++

图 3　 分离筛选出的菌株产生物胺能力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biogenic amin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isolated and screened strains

2. 1. 4　 16S rDNA 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根据图 2 和图 3 综合分析,D3 的 OD600值和总酸

较高,且产生物胺能力较低,适合成为黄酒生物酸化

浸米的目标菌株。 目标菌株经 16S rDNA 扩增,琼脂

糖凝胶电泳后得到约 1 500 bp 扩增产物。 菌种测序

后经过 Blast 序列比对,MEGA7. 0 构建系统进化树,
结果如图 4 所示。 菌株 D3 与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NRPL B—14768 亲缘关系最近,可以确定 D3 菌株为

植物乳杆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
2. 2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的循环回用浸米

2. 2. 1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的品质及形态观察

接种乳酸菌 D3 种子液进行生物酸化浸米培养 3
d,以自然浸米为对照,观察浸米浆水的品质和形态。
自然浸米的浸米浆水气味不宜,有异嗅味和“白花”
状物质。 而生物酸化浸米浆水气味良好,表面无“白
花”,品质比较均一。 不同浸米方式米浆水的总酸和

pH 测定结果见表 2。 生物酸化浸米 3 d 已经使米浆

水总酸达到了 8. 43 g / L,而自然浸米 3 d 时总酸只有

4. 55 g / L,直到 5 d 才达到 8. 50 g / L。 说明生物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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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 16S rDNA 序列构建的系统进化树

Fig. 4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16S rDNA sequence

浸米能加快浸米进程,可有效缩短浸米时间 2 d。
表 2　 不同浸米方式的米浆水 pH 和总酸含量对比

Table 2　 pH and total acid content of rice water
in different ways of soaking rice

浸米方式 pH 值 总酸含量 / (g·L - 1)
自然浸米 3 d 4. 33 ± 0. 02 4. 55 ± 0. 01
自然浸米 5 d 3. 42 ± 0. 01 8. 50 ± 0. 03

生物酸化浸米 3 d 3. 45 ± 0. 01 8. 43 ± 0. 07

2. 2. 2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的循环回用浸米

生物酸化浸米 3 d 结束后的浸米浆水经纱布过

滤静置澄清后,按照体积分数为 20% 、30% 、40% 、
50%的比例替代自来水继续用于下一次生物酸化浸

米,浸米结束后测定pH、总酸、OD600 值。跟踪了9批

次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循环回用过程,观察其指标的动

态变化,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随着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循环回用次

数的增加,最初乳酸菌不断富集,所分泌的乳酸等使

得总酸含量升高,浸米浆水的 pH 降低,同时米浆水

中 OD600值逐渐增加,第 3 次循环回用时总酸、pH 和

OD600已基本趋于稳定。 对比自然浸米 5 d 的总酸为

8. 50 g / L,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回用比例为 20%的总酸

较低,达不到抑制杂菌的目的。 而 40% 和 50% 的

总酸则太高,不利于黄酒的酿造。 循环 3 次后米浆

水回用比例为 30%时总酸为 8. 52 g / L,与自然浸米

5 d 的总酸基本相近,因此确定最适宜米浆水回用

比例为 30% 。

a-pH;b-总酸;c-OD600

图 5　 黄酒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循环回用过程中 pH、总酸和 OD600值变化

Fig. 5　 Changes of pH,total acid and OD600 in the water recycling process of rice soaked by biological acidification of Chinese rice wine

2. 3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回用酿酒实验

浸米是黄酒酿造的第一步,采用生物酸化浸米能

够缩短浸米时间,提高浸米浆水酸度。 黄酒是最终发

酵产品,需通过黄酒酿造实验探讨生物酸化浸米对其

影响,进一步探讨生物酸化浸米的可行性。 称取1 kg
糯米分别采用生物酸化浸米 3 d 和自然浸米 5 d,然

后进行黄酒酿造实验,其中生物酸化浸米在酿酒投料

时以 20%浸米浆水来代替自来水进行投料,分别测

定发酵过程中第 4、7、14、21 天的总酸、酒精度、还原

糖的变化,结果如图 6 所示。 黄酒发酵过程中总酸

呈现先快后慢上升趋势,生物酸化浸米的起始酸度

高于自然浸米,但两者最终无明显差异,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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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料时酸度增加抑制了产酸杂菌的生长。 生物

酸化浸米酿酒的酒精度较高,一方面由于浸米时间

缩短减少了原料的淀粉损失,另一方面浸米水中较

丰富的营养物质有利于酵母的生长和发酵。 2 种浸

米方式对发酵过程和发酵结束后还原糖含量无明

显影响。

a-总酸;b-酒精度;c-还原糖

图 6　 不同浸米方式酿酒过程中的总酸、酒精度、还原糖对比

Fig. 6　 Total acid, alcohol content and reducing sugar during fermenta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ways of soaking rice

　 　 对后酵结束后压榨的黄酒进行理化指标测定和

感官品评,结果如表 3 所示。 对照 GB / T 17946—
2008《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绍兴黄酒)》 [25],所酿制

的黄酒符合绍兴黄酒国家标准中优等品要求。 生物

酸化浸米酿制的黄酒总酸、总糖和非糖固形物与自然

浸米酿造的黄酒无明显差异,酒精度和氨基酸态氮高

于自然浸米酿造的黄酒。 酒精度提高是由于浸米时

间缩短、浸米过程淀粉损失降低及米浆水中带入有利

于酵母生长的营养物质所致。 氨基酸态氮提高是由

于米浆水回用带入一定量的氨基酸所致,黄酒中氨基

酸态氮含量适当提高有利于酒的醇厚性。 经多名评

酒委员品评认为,生物酸化浸米所酿黄酒与自然浸米

所酿黄酒的感官质量无明显差异,且前者要略优于后

者。 同时,由于生物酸化浸米使用低产生物胺的菌株

D3,能降低黄酒生物胺含量 64. 3% ,对黄酒酿造的安

全性有着积极意义。
表 3　 不同浸米工艺黄酒后酵结束后指标测定

Table 3　 Indexes of Chinese rice wine after the fermentation
by different ways of soaking rice

指标
自然
浸米

生物酸
化浸米

绍兴黄酒国标
要求(优等品)

总酸 / (g·L - 1) 6. 52 6. 60 4. 5 ~ 7. 5
总糖(以葡萄糖计) / (g·L - 1) 15. 5 15. 2 15. 1 ~ 40. 0
酒精度(20 ℃) / % 17. 2 18. 2 ≥15. 5
氨基酸态氮 / (g·L - 1) 0. 69 0. 79 ≥0. 60
非糖固形物 / (g·L - 1) 35. 83 36. 12 ≥30
生物胺总量 / (mg·L - 1) 77. 25 27. 58
品评得分 81 84
　 　 注:正常发酵加饭酒压榨过滤后总糖多为 5 ~ 18 g / L,需用甜酒
(香雪酒)勾兑提高总糖,为准确比较,本实验未勾兑

3　 结论

传统的自然浸米时间长,浸米浆水处理成本高

昂。 本研究利用 GYP 透明圈和革兰氏染色从黄酒浸

米浆水中分离出 65 株细菌,并研究其生长产酸以及

产生物胺能力,获得了 1 株适合用于生物酸化浸米的

乳酸菌 D3,经过 16S rDNA 序列分析鉴定该菌株为植

物乳杆菌(L. plantarum)。
将其应用于生物酸化浸米,对比自然浸米,生物

酸化浸米浆水无不良气味,且缩短浸米时间 2 d。 将

生物酸化浸米浆水静置澄清后循环回用,随着乳酸菌

的不断积累,浸米浆水中的总酸升高,pH 降低。 循环

回用 3 次后基本保持稳定,参照自然浸米的总酸,确
定浸米浆水回用的比例为 30% 。

将生物酸化浸米(浸米浆水回用 20% 替代投料

水)和自然浸米用于黄酒的酿造实验,跟踪发酵过程

中第 4、7、14、21 天总酸、酒精度、还原糖的变化,发现

生物酸化浸米酿酒的酒精度要高于自然浸米酿造的

黄酒。 对后酵结束后压榨的黄酒进行各项理化指标

测定和感官品评,均符合 GB / T 17946—2008《地理标

志产品 绍兴酒(绍兴黄酒)》的标准。 因此生物酸化

浸米浆水回用于循环浸米和投料是可行的,且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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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acidification of soaking ric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rice
milk in Chinese rice win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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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brewing process of rice wine, the soaking of rice takes t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rice milk costs a lot af-
terward. In this study, 65 strains of bacteri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ice milk prepared naturally in traditional processing. A strain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D3 was potentially applicable for the biological acidification in the rice soak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acid
and biogenic amine. 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by 16S rDNA sequencing. L. plantarum D3 was applied to the bio-
logical acidification of soaking rice. Compared with the natural rice soaking, the biologically acidized water had a favorable flavor and de-
creased soaking time from 5 days to 3 days. The total acid, pH, and OD600 were basically stable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lactic acid in the
recycling process of rice soaking water, with a reusing ratio of 30% . The biologically acidizing rice was used in the rice wine brewing
process, and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was conducted smoothly. All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the rice wine were met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Shaoxing rice wine (GB / T 17946—2008). Compared with the rice wine brew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y soaked rice, the alcohol content of rice wine brewed with biological acidification insreased and the sensory evaluation was higher. The
sensory evaluation of the wine was scored even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soa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biologically acidizing soaking
rice is potentially a feasible way to recycle rice milk.
Key words　 Chinese rice wine;rice milk;lactic acid bacteria;biological acidification;biogenic 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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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和酵母菌发酵红枣汁工艺优化及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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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红枣汁为原料,探究酿酒酵母分别与发酵乳杆菌、干酪乳杆菌、短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复合发酵对红

枣汁品质的影响,并确定发酵工艺条件,以期得到一种新型红枣乳酸发酵饮品。 通过单因素试验,在 37 ℃条件

下发酵 60 h,对红枣汁发酵液的总酸度、总酚含量和抗氧化能力进行测定,确定酿酒酵母和乳酸菌的最佳组合及

最佳接种比例。 结果表明:酿酒酵母与发酵乳杆菌的接种体积比例为 1∶ 4时,红枣汁发酵液总酸度为 9. 897 g / L,
产酸率为 8. 31% ,总酚含量为 287. 81 mg / L,维生素 C 含量为 6. 83 mg / 100 mL,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
6-磺酸[2, 2′-azino-bis(3-ethylbenzothiazoline-6-sulfonic acid),ABTS]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1,1-二苯基-2-苦基苯

肼(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DPPH) 自由基清除率和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分别为 87. 37% 、89. 38% 和

76. 12% ;经酿酒酵母和发酵乳杆菌复合发酵的红枣汁品质优于发酵乳杆菌发酵的红枣汁品质及未发酵的红枣

汁;发酵后,发酵液中乳酸、柠檬酸、乙酸和富马酸含量显著增加,草酸、苹果酸、酒石酸和琥珀酸变化不明显;氨
基酸中的鲜味氨基酸和甜味氨基酸含量增加明显,表明红枣汁品质得到提升。
关键词　 红枣汁;发酵;乳酸菌;酵母菌;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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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枣,是中国本土的鼠李目鼠李科枣属植物果

实[1],富含可溶性糖[2]、蛋白质、酚酸类化合物、维生

素及矿物质[3],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抗疲劳和预防心

血管疾病等功能,被誉为果中补品王[4 - 5]。 据报道,
红枣中糖分质量分数达到 50% ~ 80% ,蛋白质质量

分数达到 2. 9% ~ 4. 0% ,维生素 C(VC)质量分数达

到0. 4% ~ 0. 6% [6]。 乳酸菌是一类可通过发酵消耗

糖类产生乳酸的细菌总称[7],具有维持胃肠道菌群

平衡、调节消化免疫系统和改善胃肠道功能等作

用[8]。
使用乳酸菌发酵红枣汁,可以提高发酵产物的总

酚含量和抗氧化能力[9 - 10],而由于乳酸菌是一种营

养缺陷型细菌,复合菌株发酵就成为提高产物功能的

一个重要途径。 将酵母菌和乳酸菌共同培养时,少量

的酵母菌会促进乳酸菌的生长[11 - 12]。 基于此理论,
李佩佩等[13]用酵母菌和乳酸菌复合发酵枸杞汁,发
酵产物中总酚含量、总酸度和抗氧化能力较单一乳酸

菌发酵时均有所提高。
本文以陕北红枣所制得的红枣汁为原料,以酿酒

酵母、发酵乳杆菌、干酪乳杆菌、短乳杆菌和植物乳杆

菌为发酵菌株,探究酵母菌与乳酸菌复合发酵对红枣

汁品质的影响,确定发酵工艺条件并对发酵液进行成

分分析,以期开发一种新型红枣汁乳酸发酵饮品。

1　 材料与仪器

1. 1　 试验材料

1. 1. 1　 红枣

陕北红枣,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
1. 1. 2　 发酵菌株

酵母菌: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SC),
法国帝伯仕公司;乳酸菌( lactic acid bacteria,LAB):
发酵乳杆菌(Lactobacillus fermentum CGMCC 1. 1880,
LF)、干酪乳杆菌( Lactobacillus casei CGMCC 1. 575,
LC)、植物乳杆菌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CGMCC
1. 908 7,LP),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短
乳杆菌(Lactobacillus brevis YM 1301,LB),云南省微

生物研究所。
1. 1. 3　 主要试剂

麦芽汁培养基、MRS 肉汤培养基、琼脂粉,北京

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酒石酸钾钠、无水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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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NaCl、NaOH、KH2PO4、Na2SO3、H2O2、H3PO4(色谱

级)、C2H3 N(色谱级),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3,5-二硝基水杨酸、福林酚、2,4-二硝基苯肼、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 ( 1, 1-diphenyl-2-picryl-
hydrazyl,DPPH)、2,2′-联氨-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
磺酸(2, 2′-azino-bis(3-ethylbenzothiazoline-6-sulfonic
acid),ABTS),美国 Sigma 公司。
1. 2　 试验仪器

Ultimate30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器,美国 Thermo
公司;SW-CJ-1F 超净工作台,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GSP—9080MBE 隔水式恒温培养箱,上海博迅实业有

限公司;L-8900 氨基酸分析仪,日本 HATACHI 公司;
PL203 电子天平,上海天呈实验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UV752 紫外分光光度仪,尤尼柯 (上海) 仪器有限

公司。

2　 实验方法

2. 1　 红枣汁的制备

取 1 kg 红枣,清洗后按 m(红枣) ∶ m(水) = 1∶ 3
将红枣置于清水中,蒸煮使其表皮破裂,冷却至 50 ℃
以下后,按照红枣和水总质量的 0. 1% 添加果胶酶,
在 50 ℃条件下酶解 5 h[14],再经灭酶、过滤,即制得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19%的红枣汁。
2. 2　 发酵菌株的活化

LAB 活化[15]:将 LF、LC、LB 和 LP 这 4 种 LAB
接种在MRS 固体培养基上,于 37 ℃培养箱中培养 24
h;之后挑一个单菌落转接到 MRS 肉汤中,在 37 ℃培

养箱中培养 24 h;再将 MRS 肉汤中的 LAB 转接到红

枣汁与 MRS 肉汤以 1∶ 2(体积比)比例混合的培养基

中,于 37 ℃培养箱中再培养 24 h,即得试验用 LAB
菌株。

SC 活化:按上述方法用麦芽汁培养基对 SC 进行

活化。
发酵菌株菌悬液制备:将上述培养菌株的液体培

养基摇匀,取 5 mL 于无菌离心管中,在 4 500 r / min
离心 15 min,撇去上清液后,用 0. 85%的无菌生理盐

水清洗、离心,再用生理盐水调整菌悬液浓度为

1 × 108 CFU / mL[16],调整后的菌悬液即作为本次试验

用发酵菌株。
2. 3　 红枣汁发酵

取 300 mL 红枣汁于 500 mL 锥形瓶中,在 105 ℃
条件下湿热灭菌 15 min,冷却后,分别将 SC 和 LF、
LC、LB、LP 的菌悬液按照体积分数为 2%的接种量接

入红枣汁中,在 37 ℃培养箱中培养 60 h 后,测定发

酵液的成分。
2. 4　 理化指标的测定

总酸:参照 GB 5009. 239—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17] 的方法进行测定,结果以

乳酸计。 产酸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

产酸率 / % =
m总酸

m还原糖消耗

× 100 (1)

式中:m总酸,发酵液中生成的酸的质量;m还原糖消耗,发
酵液中还原糖被消耗的质量。

可溶性固形物:参照 GB / T 12143—2008《饮料通

用分析方法》 [18],用折光仪法进行测定。
还原糖: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19]。

以葡萄糖溶液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以在 540 nm 波长

处所测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0. 624 1x + 0. 002 1,R2 = 0. 997 9。

总酚:采用福林酚法测定总酚的含量,总酚的含

量以没食子酸计,单位为 mg / L。 以没食子酸标准溶

液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以在 760 nm 波长处所测吸

光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0. 062 8x + 0. 032 7,R2 = 0. 988 5。

VC:采用 2,4-二硝基苯肼比色法测定[20],以不同

梯度 VC 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以在 500 nm 波长处所

测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y =
0. 024 2x + 0. 004 1,R2 = 0. 995 7,VC 含量单位为

mg / 100 mL。
有机酸:参考 GB 5009. 157—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有机酸的测定》 [21]和实验室现有方法略

有改进,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有机酸,色谱条件为:
Diamonsil C18柱(250 mm ×4. 6 mm);柱温为 30 ℃;紫
外检测波长为 210 nm;用磷酸调节 pH 至 2. 7 的 0. 01
mol / L 磷酸二氢钾溶液为流动相,色谱级乙腈为有机

相,V(磷酸二氢钾溶液) ∶ V(乙腈) = 96. 5∶ 3. 5;流速

为 0. 6 mL / min;进样量为 20 μL。 待测样品中有机酸

定量方法采用外标法。
氨基酸的测定:参照 GB 5009. 124—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22],用全自动

氨基酸分析仪对样品中氨基酸含量进行测定。
2. 5　 抗氧化能力的测定

2. 5. 1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23]

取 2 mL 不同质量浓度的样品溶液,加入 3 mL
0. 4 mmol / L 的 DPPH 溶液,避光静置 30 min 后,以无

水乙醇调零,在 517 nm 波长下测吸光值 A样。 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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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水乙醇代替 DPPH 溶液,充分混匀后,在 517 nm
波长测吸光度 A参照;对照组用 2. 0 mL 的 DPPH 溶液

与 3. 0 mL 无水乙醇混匀后在 517 nm 波长下测吸光

度 A空白。 按公式(2)计算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 % = 1 -
A样 - A参照

A空白
( ) × 100 (2)

2. 5. 2　 羟基自由基清除能力[23]

依次向各试管加入 2 mL 0. 006 mol / L FeSO4 溶

液,2 mL 不同质量浓度样品溶液和 2 mL 0. 006
mol / L H2O2 溶液,摇匀静置 10 min,再加入 2 mL
0. 006 mol / L 水杨酸溶液,充分反应 20 min 后,在 510
nm 处测得样品吸光度 A样;把水杨酸溶液换成蒸馏水

后测得在该样品浓度下的吸光度 A参照;把抗氧化剂

换成蒸馏水后,测得空白对照吸光度 A空白。 以抗坏

血酸为对照,按公式(3)计算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 % = 1 -
A样 - A参照

A空 白( ) × 100 (3)

2. 5. 3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能力[23]

取 3 mL 7. 4 mmol / L ABTS 溶液和 6 mL 2. 6
mmol / L K2S2O7 水溶液混匀,避光静置 12 h,再用无

水乙醇稀释 40 ~ 50 倍,调整 734 nm 波长处的吸光值

为 0. 7 ± 0. 02。 取各质量浓度下的样品 0. 2 mL,加入

0. 8 mL ABTS 溶液后混匀,避光静置 6 min,在 734 nm
波长下测吸光度 A样;对照组用无水乙醇代替样品溶

液后混匀,避光静置 6 min,在 734 nm 波长下测吸光

度 A对照。 按公式 (4) 计算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

除率: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 % = 1 -
A样 - A参照

A空白
( ) × 100 (4)

2. 6　 数据统计与处理

各组试验重复测定 3 次,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偏

差表示。 本试验用 Excel 2016 和 SPSS 23 分析试验

数据,采用 Duncan 新复极差分析法,P < 0. 05 为显著

相关,P < 0. 01 为极显著相关。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菌株发酵对红枣汁品质的影响

分别用 SC 与单株的 LAB 发酵红枣汁时,对发酵

液的总酸度、pH、还原糖残糖量、总酚、VC 和抗氧化

能力进行测定。 由表 1 可知,与红枣汁相比,经 SC 和

LAB 发酵 60 h 的发酵液中总酸度、总酚含量和抗氧

化能力均提高,pH、还原糖和 VC 含量均下降。 4 株

LAB 中 LP 发酵液的总酸度和 VC 含量最高,分别为

8. 715 g / L 和 7. 19 mg / 100 mL;LF 发酵液的总酚含

量、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DPPH 自由基清除率

和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均最高,最高值分别为 251. 71
mg / L、78. 73% 、86. 19%和 72. 59% ;LAB 发酵液的总

酸度、总酚含量、VC 含量和抗氧化能力优于 SC。 LF
和 LP 的产酸率分别为 7. 03%和 6. 99% ,其产酸效果

较好。

表 1　 不同 LAB 和 SC 发酵的红枣汁发酵液成分比较

Table 1　 Components of jujube fermentation broth using different LABs and SCs
测定项目 SC LF LC LB LP 红枣汁

总酸含量 / (g·L - 1) 2. 671 ± 0. 033e 8. 236 ± 0. 113b 7. 353 ± 0. 093d 7. 681 ± 0. 102c 8. 715 ± 0. 063a 1. 692 ± 0. 008 f

pH 4. 19 ± 0. 01b 3. 60 ± 0. 01e 3. 67 ± 0. 01c 3. 63 ± 0. 01d 3. 56 ± 0. 01 f 4. 31 ± 0. 01a

还原糖残糖量 / (g·100 g - 1) 13. 506 ± 0. 096b 8. 768 ± 0. 058e 10. 062 ± 0. 046c 9. 833 ± 0. 122d 8. 037 ± 0. 033 f 18. 071 ± 0. 059a

总酚 / (mg·L - 1) 207. 15 ± 1. 93e 251. 71 ± 1. 88a 232. 38 ± 1. 12d 238. 88 ± 2. 13c 243. 69 ± 1. 55b 190. 65 ± 1. 22 f

VC / (mg·100 mL - 1) 4. 37 ± 0. 15d 6. 39 ± 0. 37c 5. 88 ± 0. 22c 6. 13 ± 0. 26c 7. 19 ± 0. 37b 9. 83 ± 0. 43a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 / % 61. 59 ± 0. 27e 78. 73 ± 1. 08a 72. 34 ± 0. 63d 76. 23 ± 0. 35b 73. 88 ± 0. 41c 49. 62 ± 0. 65 f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 % 72. 76 ± 0. 69d 86. 19 ± 0. 95a 80. 37 ± 0. 64c 84. 45 ± 1. 22b 81. 86 ± 0. 53c 57. 18 ± 1. 18e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 % 52. 84 ± 0. 44e 72. 59 ± 0. 45a 67. 38 ± 0. 86d 70. 18 ± 0. 59b 68. 82 ± 0. 79c 44. 72 ± 0. 54 f

　 　 注:a、b 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水平为 0. 05 的差异显著性,含有相同字母表示无显著差异(P >0. 05),不同字母表示有显著性差异(P <0. 05)(下同)

3. 2　 SC 与不同 LAB 复合发酵对红枣汁品质的影响

为探究 SC 与不同 LAB 复合发酵对红枣汁品质

的影响,按 2% (体积分数)的接种量、1 ∶ 1(体积比)
的接种比,分别用 SC 与 LF、LB、LC、LP 复合发酵红

枣汁,并测定在 37 ℃ 条件下发酵 60 h 的各项理化

指标。
3. 2. 1　 总酸度、pH 和还原糖残糖量的比较

SC 与不同 LAB 复合发酵对红枣汁发酵液总酸

度、pH 和还原糖残糖量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SC 和

LP 的发酵液中,还原糖残糖量、总酸度和产酸率分别

为 6. 897 g / 100 g、7. 877 g / L 和 5. 54% ;SC 和 LF 的

发酵液中还原糖残糖量、总酸度和产酸率分别为

7. 763 g / 100 g、7. 455 g / L 和 5. 59% ,发酵液中还原

糖残糖量和产酸率均高于 SC 和 LP 的组合。
3. 2. 2　 总酚含量和维生素 C 含量的比较

SC 与不同 LAB 复合发酵对红枣汁发酵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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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C 与不同 LAB 的发酵产物中总酸度、pH 和

还原糖残糖量的比较

Fig. 1　 Total acidity, pH and residual sugar content of reducing
sugars in different SCs and LABs fermentation products

酚和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SC 和 LF
的发酵液中总酚含量最高,为 275 . 71 mg / L;SC 和

LP 的发酵液中 VC 含量较 SC 和 LF 的发酵液高

0 . 5 mg / 100 mL,可能由于 SC 和 LP 的发酵液中总

酸度相对较高,对 VC 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图 2　 SC 与不同 LAB 的发酵产物中总酚和 VC 含量的比较

Fig. 2　 Content of total phenol and VC in fermentation

products of different SCs and LABs

3. 2. 3　 抗氧化能力的比较

SC 与不同 LAB 复合发酵对红枣汁发酵液抗氧

化能力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SC 和 LF 的发酵液中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DPPH 自由基清除率和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分别为 82. 65% 、 86. 37% 和

75. 26% ;SC 和 LP 的发酵液的 3 种自由基清除率分

别为 76. 47% 、87. 19%和 72. 25% 。 就抗氧化能力而

言,SC 与 LF 的组合优于 SC 与 LP 的组合。
与表 1 相比,复合发酵时,发酵液的总酚含量和

抗氧化能力均小幅优于单一菌株发酵。 综合图 1、图
2 和图 3 的结果分析,SC 和 LP 复合发酵时,发酵液

中总酸度、DPPH 自由基清除率最高,VC 含量相对较

高;而 SC 和 LF 复合发酵时,发酵液中还原糖残糖

量、总酚含量、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和羟基自

由基清除率均最高,产酸率相对较高。 从还原糖利用

率及发酵液抗氧化能力的角度考虑,SC 和 LF 为本试

验发酵红枣汁的最优菌株组合。

图 3　 SC 与不同 LAB 发酵产物抗氧化能力的比较

Fig. 3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fermented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SCs and LABs

3. 3　 SC 和 LF 接种比例对红枣汁发酵液的影响

为确定 SC 和 LF 复合发酵红枣汁的最佳接种比

例,按照 2% (体积分数)的总接种量,7 个不同的接

种比,在 37 ℃条件下发酵 60 h,测定红枣汁发酵液的

各项理化指标。
3. 3. 1　 SC 和 LF 接种比例对总酸度、pH 和还原糖残

糖量的影响

不同比例的 SC 和 LF 对发酵液总酸度、pH 和还

原糖残糖量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不同组发酵液中总

酸度和还原糖残糖量随着 SC 接种比例的增加而减

少,可能是因为此时酵母菌进行的酒精发酵在发酵过

程中占主导,消耗了大量的还原糖,并使乳酸菌的乳

酸发酵受到了抑制。 当 SC 与 LF 的接种比例为 1∶ 4
(体积比)时,发酵液中总酸度、还原糖残糖量和产酸

率分别为 9. 897 g / L、8. 19 g / 100 g 和 8. 31% ,可能是

由于少量的酵母菌会通过促进乳酸菌的生长来加快

乳酸发酵;进一步增加乳酸菌比例时,还原糖残糖量

有所提高,但总酸度和产酸率均下降,因此 SC 与 LF
在本次试验中的最适接种比例为 1∶ 4。

图 4　 SC 与 LF 接种比例对发酵液总酸度、pH 和

还原糖残糖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inoculation ratio of mixed SC and LF on the
total acidity, pH and residual sugar content of

reducing sugar in the fermentation br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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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SC 和 LF 接种比例对总酚含量和 VC 含量的

影响

不同比例的 SC 和 LF 对发酵液总酚和 VC 含量

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发酵液中总酚和 VC 含量均随

LF 接种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 LF 接种比例的

增加加快了发酵液中有机酸的生成速率,有利于 VC

和游离酚的稳定。 当 SC 和 LF 的接种比例由 1∶ 4变
为 1∶ 6时,总酚含量由 287. 81 mg / L 增长到 288. 67
mg / L,VC 含量小幅下降,当 SC 与 LF 的接种比例达

到 1∶ 4后,LF 接种比例的增加对总酚和 VC 的影响

变小。

图 5　 SC 与 LF 接种比例对发酵液总酚和 VC 含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the inoculation ratio of mixed SC and LF on the
content of total phenol and VC in the fermentation broth

3. 3. 3　 SC 和 LF 接种比例对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不同比例的 SC 和 LF 对发酵液抗氧化能力的影

响如图 6 所示。 发酵液的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

率、DPPH 自由基清除率和羟基自由基清除率随 LF
接种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在此条件下红枣汁发酵

液中的总酚和维生素含量均不断升高,提高了发酵液

的抗氧化能力。 当 SC 和 LF 的接种比例为 1∶ 4时,发
酵液的 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DPPH 自由基

清除 率 和 羟 基 自 由 基 清 除 率 分 别 为 87. 37% ,
89. 41%和 76. 12% ;而当 SC 和 LF 的接种比例由

1∶ 4变为1∶ 6时,发酵液对各自由基的清除率上升幅

度均小于 1% 。
再结合图 4 和图 5, SC 和 LF 的接种比例为

1 ∶ 4时,发酵液的总酸度和复合菌株的产酸率有最

大值且均大于单一 LAB 发酵的红枣汁,分别为

9 . 897 g / L和 10 . 02% ,总酚含量也有最大值,为
287 . 81 mg / L。 在此条件下进一步增加复合菌株

中 LF 的比例时,对发酵液的总酸度、产酸率、总酚

含量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均较小,因此本次复合

菌株发酵红枣汁的试验中确定的 SC 和 LF 的最佳

接种比例为 1 ∶ 4。

图 6　 SC 与 LF 的接种比例对发酵液抗氧化能力的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the inoculation ratio of SC and LF inoculation
on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the fermentation broth

3. 4　 红枣汁在 SC和 LF复合发酵过程中的成分分析

使用 SC 与 LF 比例为 1∶ 4的复合菌株在 37 ℃条

件下发酵红枣汁 60 h,每隔 12 h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发酵液中有机酸的含量。
3. 4. 1　 红枣汁发酵液在发酵过程中有机酸的变化

3. 4. 1. 1　 有机酸标品图及其标准曲线方程

各种有机酸出峰顺序如图 7 所示,保留时间、标
准曲线方程及相关系数见表 2。

图 7　 有机酸高效液相标品图谱

Fig. 7　 HPLC chromatograph of organic acids standards

表 2　 有机酸标准曲线方程

Table 2　 Standard curvilinear equation for organic acids

有机酸
编号

有机酸
名称

保留
时间 / min 标准曲线方程 R2

1 草酸 4. 452 y =2 425. 108 3x +12. 342 6 0. 992 1
2 乳酸 5. 124 y =1 758. 655 4x +191. 364 5 0. 985 7
3 苹果酸 5. 495 y =2 271. 890 8x +3. 563 0 0. 997 1
4 柠檬酸 6. 197 y =85. 253 6x +1. 932 56 0. 991 9
5 乙酸 6. 453 y =1 705. 278 0x +20. 442 1 0. 990 1
6 酒石酸 7. 221 y =4 240. 127 6x +28. 914 2 0. 982 5
7 琥珀酸 7. 855 y =1 729. 266 4x -15. 392 3 0. 989 7
8 富马酸 8. 653 y =1 617. 249 5x +23. 091 3 0. 998 9

3. 4. 1. 2　 红枣汁发酵过程中有机酸的动态变化

发酵过程中有机酸含量的变化如表 3 所示。 在

红枣汁中检测到 6 种有机酸,在发酵液中检测到 8 种

有机酸,表明草酸和乙酸由发酵产生。 苹果酸、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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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和琥珀酸的含量变化相对较小,表明苹果酸、酒石

酸和琥珀酸在发酵过程中稳定性相对较好[24];乳酸、
柠檬酸、乙酸和富马酸含量由发酵前的 1. 081、
0. 077 、0和0 . 083g / L分别增加到发酵后的6 . 923、

0. 368、1. 016 和 0. 311 g / L。 经发酵,这 4 种有机酸

的含量显著增加。 发酵液中有机酸的变化也基本符

合异型乳酸发酵的 LAB 在发酵过程中各类产物的生

化反应机理[25]。

表 3　 发酵过程中红枣汁发酵液有机酸的动态变化

Table 3　 Dynamic changes of organic acids in the jujube fermentation broth

类别
发酵时间 / h

0 12 24 36 48 60
草酸 / (g·L - 1) 0 ± 0e 0. 013 ± 0. 002d 0. 065 ± 0. 003c 0. 078 ± 0. 004b 0. 083 ± 0. 003b 0. 097 ± 0. 004a

乳酸 / (g·L - 1) 1. 081 ± 0. 009 f 1. 779 ± 0. 012e 3. 273 ± 0. 017d 4. 815 ± 0. 024c 6. 180 ± 0. 031b 6. 923 ± 0. 022a

苹果酸 / (g·L - 1) 0. 152 ± 0. 002e 0. 213 ± 0. 003d 0. 227 ± 0. 002c 0. 235 ± 0. 001b 0. 248 ± 0. 003a 0. 233 ± 0. 002b

柠檬酸 / (g·L - 1) 0. 077 ± 0. 003e 0. 135 ± 0. 005d 0. 173 ± 0. 002c 0. 354 ± 0. 003b 0. 382 ± 0. 005a 0. 368 ± 0. 004b

乙酸 / (g·L - 1) 0 ± 0 f 0. 171 ± 0. 003e 0. 463 ± 0. 011d 0. 634 ± 0. 015c 0. 879 ± 0. 023b 1. 016 ± 0. 009a

酒石酸 / (g·L - 1) 0. 213 ± 0. 002e 0. 219 ± 0. 004d 0. 233 ± 0. 003bc 0. 231 ± 0. 002c 0. 238 ± 0. 001a 0. 241 ± 0. 002ab

琥珀酸 / (g·L - 1) 0. 061 ± 0. 002c 0. 061 ± 0. 002c 0. 063 ± 0. 003bc 0. 065 ± 0. 002abc 0. 067 ± 0. 003ab 0. 068 ± 0. 001ab

富马酸 / (g·L - 1) 0. 083 ± 0. 001b 0. 073 ± 0. 002c 0. 065 ± 0. 003d 0. 078 ± 0. 004bc 0. 083 ± 0. 003b 0. 097 ± 0. 004a

3. 4. 2　 红枣汁发酵液在发酵前后氨基酸的变化

3. 4. 2. 1　 发酵前后红枣汁中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发酵过程中氨基酸含量的变化如表 4 所示。 在

红枣汁中共检测到 15 种氨基酸,其中必需氨基酸有

5 种,分别为赖氨酸、缬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和苏

氨酸,含量分别是 3. 47、12. 73、10. 13、17. 02 和 47. 58
mg / kg,氨基酸总量为 471. 29 mg / kg。 在发酵液中共

检测到 16 种氨基酸,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少量的异

亮氨酸,总氨基酸含量为 1 275. 45 mg / kg,氨基酸含

量在发酵前后有明显变化,其中赖氨酸、谷氨酸、丙氨

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丝氨酸、半胱

氨酸和脯氨酸这 10 种氨基酸含量经发酵后均有所增

加,其原因可能是发酵过程中红枣汁中的大分子蛋白

质被 LF 和 SC 分解为氨基酸,以及在发酵后期 LF 和

SC 失活而被降解成氨基酸[26];精氨酸、组氨酸、天冬

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和苏氨酸这 6 种氨基酸含量

均降低,其原因可能是在发酵过程中,这些氨基酸被

转化为风味物质。
3. 4. 2. 2　 发酵前后呈味氨基酸的变化

根据氨基酸的呈味,对发酵前后红枣汁的氨基

酸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8 所示。 发酵液中鲜味氨基

酸和甜味氨基酸含量分别由发酵前的 134. 93 和

264. 53 mg / kg 增长到发酵后的 564. 10 和 655. 79
mg / kg,苦味氨基酸和芳香味氨基酸含量变化较小。
表明经过 LF 和 SC 发酵,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红枣汁

的口感。

表 4　 发酵前后红枣汁中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Table 4　 Changes of amino acid content in the jujube
juice before and after fermentation

名称
氨基酸
类别

氨基酸
呈味

含量 / (mg·kg - 1)
发酵前 发酵后

赖氨酸(Lys) 碱性 鲜 3. 47 ± 0. 24 9. 22 ± 0. 18
精氨酸(Arg) 碱性 苦 16. 56 ± 0. 72 15. 23 ± 0. 54
组氨酸(His) 碱性 甜 13. 68 ± 0. 46 0. 67 ± 0. 04
天冬氨酸(Asp) 酸性 鲜 125. 15 ± 1. 46 39. 62 ± 1. 23
谷氨酸(Glu) 酸性 鲜 6. 31 ± 0. 15 515. 26 ± 2. 88
丙氨酸(Ala) 脂肪族类 甜 9. 86 ± 0. 37 16. 85 ± 0. 36
缬氨酸(Val) 脂肪族类 苦 12. 73 ± 0. 65 13. 68 ± 0. 22
异亮氨酸(ILe) 脂肪族类 苦 0 ± 0 2. 26 ± 0. 09
亮氨酸(Leu) 脂肪族类 苦 10. 13 ± 0. 47 14. 84 ± 0. 51
甘氨酸(Gly) 脂肪族类 甜 173. 35 ± 1. 83 439. 86 ± 2. 68
酪氨酸(Tyr) 芳香族类 芳香 6. 26 ± 0. 39 4. 83 ± 0. 12
苯丙氨酸(Phe) 芳香族类 芳香 17. 02 ± 0. 55 8. 62 ± 0. 19
苏氨酸(Thr) 羟基类 甜 47. 58 ± 0. 63 12. 37 ± 0. 33
丝氨酸(Ser) 羟基类 甜 2. 18 ± 0. 09 2. 53 ± 0. 18
半胱氨酸(Cys) 羟基类 芳香 14. 15 ± 0. 81 21. 22 ± 0. 74
脯氨酸(Pro) α-亚 甜 12. 86 ± 1. 03 183. 51 ± 2. 15
总氨基酸 471. 29 ± 9. 85 1 275. 45 ± 12. 44

图 8　 发酵前后呈味氨基酸的变化

Fig. 8　 Changes of delicious amino acids before
and after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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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以红枣汁为原料,确定了在 37 ℃条件下,
红枣汁经 SC 和 LF、LC、LB、LP 复合发酵 60 h 时的最

佳组合及接种比例为 V(SC) ∶ V(LF) = 1∶ 4。 与单一

LF 发酵的红枣汁相比,SC 和 LF 复合发酵的红枣汁

中,总酸度由 8. 236 g / L 提高到9. 897 g / L,产酸率由

7. 03% 提高到 8. 31% ,总酚含量由 251. 73 mg / L 提

高到 287. 81 mg / L,ABTS 阳离子自由基清除率、DP-
PH 自由基清除率和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分别由

78. 73% 、 86. 19% 和 72. 57% 提 高 到 87. 37% 、
89. 38%和 76. 12% ;与红枣汁相比,发酵液中各类有

机酸和氨基酸含量均有所提升,表明经过 SC 和 LF
发酵的红枣汁品质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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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jujube juice
fermentation by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yeast

LIANG Xin1,CHEN Siyu1,ZHAO Yu1,2,LEI Yu1,KONG Qianqian1,
WAN Xin1,ZHANG Baoshan1,2∗

1(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 and Nutritional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2(Research Center of Fruit and Vegetable Deep-Processing Techn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lactic acid bacteria(LAB) including Lactobacillus fermen-
tum, Lactobacillus casei, Lactobacillus brevis and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n the
quality of fermented jujube juice. The optimum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to obtain a novel jujube beverage. The optimum
combination of S. cerevisiae and LAB was obtai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at 37 ℃ for 60 h, according to the total acidity, total phenol con-
tent and antioxidant ability of the jujube fermentation broth. The result showed that when the inoculation volume ratio of S. cerevisiae to
L. fermentum was 1∶ 4, the total acidity of the jujube juice fermentation broth was 9. 897 g / L, the acid production rate was 8. 31% , the to-
tal phenol content was 287. 81 mg / L, and the vitamin C content was 6. 83 mg / 100 mL. The 2′-azinobis-3-thylbenzothiazoline-6-sulphonic
acid diammonium salt ( ABTS),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 ( DPPH) and ·OH scavenging rate were 87. 37% , 89. 38% and
76. 12% ,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quality of the jujube juice after the mixed fermentation of S. cerevisiae and L. fermentum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jujube juice fermented by L. fermentum as well as the unfermented jujube juice. After the fermentation, the content of lactic
acid, citric acid, acetic acid, fumaric acid as well as umami acids and sweet amino acid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content of ox-
alic acid, malic acid, tartaric acid and succinic acid didn’t chang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jujube juice;fermentation;lactic acid bacteria;yeast;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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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酸奶发酵及后熟过程中乳酸菌素的产生及其抑菌作用

吴小艳1,2,刘文星2,刘忠义1,2∗,李希宇1,2,付满1,李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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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揭示芒果酸奶在其发酵与贮运过程中抗菌物质的产生及抑菌作用机理,采用指示菌及抑菌培养试

验等方法,探讨了芒果酸奶中抗菌物质的种类及作用。 结果表明,在芒果酸奶正常发酵并经后熟 12 h 后,开始

有乳酸菌素产生。 乳酸菌素随着后熟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且对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抑

菌效果,乳酸菌素的抑菌作用随着胰蛋白酶、胃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的作用而消失。 此外酸奶发酵过程产生的

乳酸等有机酸对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 H2O2 对指示菌也有微弱的抑

制作用。 添加复配稳定剂对酸奶的抑菌作用没有显著影响,而添加芒果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酸奶的抑菌效

果。 综上,芒果酸奶中有机酸、H2O2 及乳酸菌素等物质共同起到抑菌作用。
关键词　 芒果酸奶;乳酸;乳酸菌素;抑菌作用;指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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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奶中含有大量活性乳酸菌,在酸奶的贮运和

分销过程中仍会进行新陈代谢,缓慢产酸并产生风

味物质,因而需要保证所有环节处于低温环境,以
抑制有害 微 生 物 的 生 长 繁 殖 和 延 缓 产 酸 的 速

度[1 - 2] ,从而保证酸奶的感官和安全品质,延长其

保质期。 但很多时候因成本高昂难以实现全程冷

链,而采用热处理杀菌方法将对酸奶风味产生不良

影响,乳酸菌素的出现给上述问题指出了解决方向

与途径[1 - 2] 。
乳酸菌素是由乳酸菌发酵产生的一类抗菌

素[3]。 国内关于乳酸菌素的相关研究起步于 1980 年

代,主要是以乳酸链球菌素的研究为主[4 - 5]。 由于乳

酸菌素具有安全性高等优点,在抑菌、防腐、保鲜等

方面成为研究热点,被公认为安全的纯天然微生物

防腐剂和抗菌剂[5] ,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的防腐保

鲜贮藏[6 - 7]和医药领域[8] 。 除了单独使用,乳酸菌

素还可与 纳 他 霉 素 等 其 他 食 品 防 腐 剂 联 合 使

用[9 - 10] 。 作为乳酸菌的次生代谢产物,乳酸菌素的

产生受到菌株生长、 pH、温度等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11 - 14] 。 然而,在酸奶正常发酵条件下,作为发酵

剂的乳酸菌是否会在酸奶生产及其贮运过程中产

生乳酸菌素仍未可知。

本研究以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对象菌,通过逐步排除实验,对芒果酸奶中可

能的抑菌物质进行了研究,确认了芒果酸奶发酵、后
熟及贮藏过程中所有的抑菌物质,为芒果酸奶的抑菌

和品质保证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酸奶发酵剂(嗜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
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北京川秀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大肠

杆菌(Escherichia coli)、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
cus aureus),赛莫尔科学实验用品有限公司;胰蛋白

酶、胃蛋白酶、木瓜蛋白酶、过氧化氢酶,食品级,河南

万邦实业有限公司;其他均为生化试剂或者分析纯。
1. 2　 仪器与设备

YB 游标卡尺,安冠龙仪器有限公司;SCIENTZ-
18 N 牛津杯,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PX-
250B-D 振 荡 培 养 箱, 上 海 博 远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BAS224S 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技有限公司;DL-6M
冷冻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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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发酵液的制备

酸奶的制作:将水和奶粉按质量比 1 ∶ 8混合溶

解,8% (复原乳质量分数,下同)的白砂糖和适量稳

定剂混合后加热溶解,待稳定剂完全溶解后再加入复

原乳中,在 60 MPa 下均质 10 min 后倒入圆底烧瓶中,
95 ℃灭菌 5 min[15],倒入烧杯冷却至 45 ℃左右,加入

5%的芒果酱,添加 1%酸奶发酵剂搅拌均匀后密封,43
℃下发酵 10 h 后取出,待冷却至室温后,在 1 000
r / min下搅拌 5 min,密封后置于 4 ℃冰箱中后熟 24 h,
发酵完成[16]。 然后继续置于 4 ℃冰箱中后熟 72 h。
不添加芒果酱及稳定剂的酸奶做为空白对照。

酸奶发酵液的准备:将后熟 0、12、24、36、48、60
和 72 h 的芒果酸奶,在超净工作台中分别取 30 mL
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并于冷冻离心机中在4 ℃,
6 000 r / min 下离心 30 min,收集上清液,置于4 ℃冰

箱中冷藏备用[17]。
1. 3. 2　 指示菌的培养

将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

别从菌种斜面上接种到营养琼脂培养基斜面中,37
℃恒温培养 24 h。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斜面细胞洗下

制成菌悬液,利用血球计数板计数,将菌悬液稀释至

浓度 106 CFU / mL[18 - 19],备用。 在 300 mL 营养琼脂

培养基(60 ℃左右)中添加 3 mL 稀释的指示菌菌悬

液摇匀,制成指示菌培养基。
1. 3. 3　 酸奶抑菌作用的测定

先在灭菌平皿中注入冷却至 50 ~ 60 ℃ 左右的

2. 0%的素琼脂,待凝固后,用无菌镊子取 4 个直径为

8 mm 的无菌牛津杯置于其中,再倒入含有指示菌的

培养基,凝固后用镊子拔去牛津杯。 在牛津杯孔中加

入 200 μL 前述酸奶发酵上清液,做好标记并迅速放

入 4 ℃冰箱中扩散 4 h,再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观
察是否有抑菌圈,并测量其直径的大小。
1. 3. 4　 酸抑菌作用排除实验

酸奶发酵过程产生乳酸等酸性物质会对一些细

菌有抑菌作用,为排除酸及其他酸性末端产物的干

扰[20],用 1 mol / L NaOH 溶液调整无细胞发酵液的

pH 值为 6. 0(对指示菌无抑制作用) [17],按 1. 3. 3 小

节的方法完成实验。
1. 3. 5　 H2O2 抑菌作用排除实验

乳酸菌代谢过程会产生 H2O2 等强氧化性物质,
对一些细菌也有抑制作用[21]。 为进一步排除干扰,
取 6. 0 mL 酸奶上清液,调节 pH 至 7. 0,加入 60 mg
过氧化氢酶,轻轻摇晃至溶解,37 ℃ 保温 2 h,再将

pH 调至 6. 0,用双层牛津杯法进行抑菌实验。
1. 3. 6　 蛋白酶验证实验

取 3 份 6. 0 mL 酸奶上清液,调节 pH 值为胰蛋

白酶、木瓜蛋白酶和胃蛋白酶作用的最适 pH 值

(7. 4、6. 0 和 2. 0),分别于 3 份酸奶上清液中加入

6. 0 mg 不同酶液,在适宜温度下(分别为 37、55 和

37 ℃ )反应 4 h 后调回原始 pH 值,测定酶处理后

与处理前的抑菌活性 [22] ,以确定酸奶排除过氧化

物作用后,剩余的抑菌物质是否为乳酸菌素。
1. 4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均进行 5 次平行实验,数据采用软件

SPSS 17. 0 的 One-way ANOVA 程序进行均值计算与

方差分析,P < 0. 05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数值以平

均值 ±标准差表示,采用 Origin 8. 0 软件作图。

2　 结果与讨论

2. 1　 水果酸奶的抑菌效果

后熟 0、12、24、36、48、60 和 72 h 的不同酸奶样

品上清液对指示菌的抑菌效果分别见表 1、表 2 和表

3。 所有酸奶样品对 3 种指示菌都有抑制作用,其中,
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菌效果尤为显著,而对大肠杆菌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则相对较弱 ( P <
0. 05),随后熟时间延长,抑菌效果先增强后趋于平

缓。 这可能是因为酸奶 pH 较低,随着后熟时间的延

长,pH 值不断降低,从而抑制杂菌的生长,这也是酸

奶被称作最安全食品之一的主要原因。 有研究表明

当 pH 降到 4. 0 左右时,在 4 ℃低温下,酸奶中大肠

杆菌等致病菌基本不能存活[23]。
2. 2　 酸对芒果酸奶抑菌效果的影响

分别取后熟 0、12、24、36、48、60 和 72 h 添加复

配稳定剂的芒果酸奶上清液,并将其 pH 调整至6. 0
进行抑菌实验,对指示菌的抑菌效果如图 1 所示。

表 1　 不同酸奶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制作用

Table 1　 Inhibition of different yogurt on B. subtilis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空白 稳定剂 果酱 果酱 +稳定剂

0 8. 95 ± 0. 25aA 8. 94 ± 0. 02aA 9. 01 ± 0. 08aA 8. 98 ± 0. 01aA

12 9. 28 ± 0. 42bA 9. 28 ± 0. 03bA 9. 35 ± 0. 03bA 9. 35 ± 0. 02bA

24 9. 59 ± 0. 02cA 9. 59 ± 0. 01cA 9. 68 ± 0. 03cB 9. 68 ± 0. 01cB

36 9. 76 ± 0. 31dA 9. 77 ± 0. 01dA 9. 80 ± 0. 01dB 9. 79 ± 0. 01dB

48 9. 88 ± 0. 03eA 9. 87 ± 0. 02eA 9. 93 ± 0. 02eB 9. 93 ± 0. 01eB

60 10. 06 ± 0. 08 fA 10. 06 ± 0. 06 fA 10. 10 ± 0. 10 fA 10. 10 ± 0. 00 fA

72 10. 17 ± 0. 06gA 10. 17 ± 0. 06gA 10. 27 ± 0. 06gA 10. 27 ± 0. 06gA

　 　 注: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有显著差异(P < 0. 05);同行大写字
母不同表示有显著差异(P < 0. 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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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酸奶对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

Table 2　 Inhibition of different yogurt on E. coli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空白 稳定剂 果酱 果酱 +稳定剂

0 8. 22 ± 0. 04aA 8. 21 ± 0. 02aA 8. 28 ± 0. 03aA 8. 29 ± 0. 02A

12 8. 59 ± 0. 02bA 8. 59 ± 0. 01bA 8. 61 ± 0. 02bA 8. 62 ± 0. 01bA

24 8. 66 ± 0. 01cA 8. 66 ± 0. 01cA 8. 69 ± 0. 01cB 8. 69 ± 0. 01cB

36 8. 71 ± 0. 02dA 8. 72 ± 0. 01dA 8. 74 ± 0. 01dB 8. 74 ± 0. 02dB

48 8. 82 ± 0. 01eA 8. 82 ± 0. 01eA 8. 85 ± 0. 02eB 8. 86 ± 0. 01eB

60 8. 87 ± 0. 02 fA 8. 87 ± 0. 02 fA 8. 89 ± 0. 02 fA 8. 89 ± 0. 02 fA

72 8. 91 ± 0. 01gA 8. 91 ± 0. 01gA 8. 94 ± 0. 01gB 8. 94 ± 0. 01gB

表 3　 不同酸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

Table 3　 Inhibition of different yogurt on S. aureus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空白 稳定剂 果酱 果酱 +稳定剂

0 8. 95 ± 0. 25aA 8. 94 ± 0. 02aA 9. 01 ± 0. 08aA 8. 98 ± 0. 01aA

12 9. 28 ± 0. 42bA 9. 28 ± 0. 03bA 9. 35 ± 0. 03bA 9. 35 ± 0. 02bA

24 9. 59 ± 0. 02cA 9. 59 ± 0. 01cA 9. 68 ± 0. 03cB 9. 68 ± 0. 01cB

36 9. 76 ± 0. 31dA 9. 77 ± 0. 01dA 9. 80 ± 0. 01dB 9. 79 ± 0. 01dB

48 9. 88 ± 0. 03eA 9. 87 ± 0. 02eA 9. 93 ± 0. 02eB 9. 93 ± 0. 01eB

60 10. 06 ± 0. 08 fA 10. 06 ± 0. 06 fA 10. 10 ± 0. 10 fA 10. 10 ± 0. 00 fA

72 10. 17 ± 0. 06gA 10. 17 ± 0. 06gA 10. 27 ± 0. 06gA 10. 27 ± 0. 06gA

图 1　 芒果酸奶中有机酸的抑菌效果

Fig. 1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organic acids in mango yogurt
注:点线图代表原液抑菌效果,柱形图代表酸排除后抑菌效果

　 　 排除了酸的抑制作用后,芒果酸奶仍对 3 种指示

菌有抑制作用,且其抑菌规律与酸共同作用时大致相

似。 其中,对枯草芽孢杆菌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大肠

杆菌次之,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尤为微弱

(P < 0. 05)。 随着后熟时间的延长,对 3 种菌的抑制

效果都呈显著增强趋势,但没有出现后期平缓的趋

势。 这说明芒果酸奶中除了酸起主要抑制作用,其他

物质也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且这些物质随着后熟时间

的延长,其含量不断提高。 CAI 等[20] 研究发现酸类

物质对一些细菌的生长有抑制作用,本实验所用混合

乳酸菌种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乳酸等酸

类物质,从而对指示菌产生抑制作用,同时随着芒果

酸奶后熟时间的延长,乳酸菌不断生长繁殖并产生大

量次生代谢产物,酸奶的酸度不断增大,pH 不断降

低,抑菌效果增强。
与未排除酸作用的酸奶相比,芒果酸奶的抑菌

作用减弱了很多(P < 0. 05),说明芒果酸奶中有机

酸起主要抑菌作用,尤其是前期。 但随着后熟时间

越来越长,有机酸的抑菌作用开始趋于平缓,这时,
芒果酸奶中其他物质开始逐步提高酸奶的抑菌

作用。
2. 3　 过氧化氢对水果酸奶抑菌效果的影响

分别取后熟 0、12、24、36、48、60 和 72 h 的添加

了复配稳定剂的芒果酸奶上清液,经过氧化氢酶处理

并将其 pH 调至 6. 0 后的抑菌结果如图 2 所示。 在

排除酸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排除过氧化物作用,后
熟时间为 0 和 12 h 的芒果酸奶对指示菌皆无抑制作

用,而后熟 24 ~ 72 h 的芒果酸奶抑菌效果规律与只

排除酸作用时结果一致,芒果酸奶仍对指示菌有抑制

作用,对枯草芽孢杆菌抑制作用最显著,大肠杆菌次

之,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最为微弱。 随后熟时

间延长,对 3 种菌的抑制效果都呈显著增强趋势,在
排除酸作用的基础上,抑菌作用进一步减弱,但仍有

效果。 有研究表明过氧化氢在合适条件下可以产生

活性单氧,有极强的生物致死作用[24],酸奶发酵过程

中,乳酸菌进行次生代谢也会产生少量的过氧化氢产

物,从而对指示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比图 1
和图 2 可知,酸奶中产生的过氧化氢的抑菌效果微弱,
这与酸奶中过氧化氢浓度较低及自身 pH 较低有关。
由图 2 可知,酸奶中除了酸、过氧化氢,还存在其他抑

菌物质,且该类抑菌物质是在水果酸奶后熟超过 12 h
才开始产生的。

图 2　 芒果酸奶中过氧化物和乳酸菌素的抑菌效果

Fig. 2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peroxide and lactobacillin
in mango yogurt

注:点线图代表原液抑菌效果,柱形图代表排除酸 +过氧化氢抑菌效果

2. 4　 蛋白酶处理对抑菌作用的影响

后熟 0、12、24、36、48、60 和 72 h 并添加了复配

稳定剂的芒果酸奶上清液,分别用胰蛋白酶、胃蛋白

酶、木瓜蛋白酶处理后的抑菌实验结果见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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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6。 经 3 种蛋白酶处理后,后熟 0 和 12 h 的芒果

酸奶抑菌作用没有变化,后熟 24、36、48、60 和 72 h
的酸奶,随着后熟时间的延长,抑菌作用下降趋势逐

渐明显。 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17, 25 - 28]有一定的

相似性,这说明混合乳酸菌在芒果酸奶发酵和贮藏过

程中产生了乳酸菌素,且是在后熟 12 h 后(生长总时

间 22 h)才产生抑菌效果。 表 4、表 5 和表 6 对比可

知,乳酸菌素对胰蛋白酶敏感度较高,胃蛋白酶和木

瓜蛋白酶次之。 赵鸭美[17]也发现不同类型的乳酸菌

素对不同蛋白酶的敏感程度不同。
本实验结果表明,芒果酸奶中乳酸等有机酸与乳

酸菌素以及过氧化氢起协同抑菌作用,其抑菌作用具

有累 加 的 效 果; 这 和 前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17,25,27 - 28]。 也有研究表明,乳酸菌素和纳他霉

素[9]、有机酸盐[29]也具有累加的协同抑菌作用。
表 4　 胰蛋白酶对芒果酸奶抑菌效果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papain on the bacteriostasis of mango yogurt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8. 95 ± 0. 25aB 8. 22 ± 0. 04aA 8. 22 ± 0. 04aA

12 9. 28 ± 0. 42bC 8. 59 ± 0. 02bB 8. 27 ± 0. 03bA

24 9. 58 ± 0. 01cC 8. 59 ± 0. 01cB 8. 39 ± 0. 00cA

36 9. 67 ± 0. 01dC 8. 62 ± 0. 01dB 8. 54 ± 0. 01dA

48 9. 79 ± 0. 01eC 8. 71 ± 0. 01eB 8. 61 ± 0. 01eA

60 9. 94 ± 0. 02 fC 8. 73 ± 0. 01 fB 8. 65 ± 0. 01 fA

72 10. 10 ± 0. 01gC 8. 76 ± 0. 01gB 8. 67 ± 0. 01gA

表 5　 胃蛋白酶对芒果酸奶抑菌效果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pepsin on the bacteriostasis of mango yogurt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8. 95 ± 0. 25aB 8. 22 ± 0. 04aA 8. 22 ± 0. 04aA

12 9. 28 ± 0. 42bC 8. 59 ± 0. 02bB 8. 27 ± 0. 03bA

24 9. 66 ± 0. 01cC 8. 60 ± 0. 01cB 8. 40 ± 0. 00cA

36 9. 69 ± 0. 00dC 8. 63 ± 0. 01dB 8. 54 ± 0. 01dA

48 9. 81 ± 0. 01eC 8. 72 ± 0. 01eB 8. 66 ± 0. 01eA

60 9. 96 ± 0. 01 fC 8. 74 ± 0. 01 fB 8. 66 ± 0. 01 fA

72 10. 12 ± 0. 01gC 8. 77 ± 0. 01gB 8. 68 ± 0. 01gA

表 6　 木瓜蛋白酶对芒果酸奶抑菌效果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trypsin on the bacteriostasis of mango yogurt

后熟
时间 / h

抑菌圈直径 / mm
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8. 95 ± 0. 25aB 8. 22 ± 0. 04aA 8. 22 ± 0. 04aA

12 9. 28 ± 0. 42bC 8. 59 ± 0. 02bB 8. 27 ± 0. 03bA

24 9. 61 ± 0. 01cC 8. 62 ± 0. 01cB 8. 41 ± 0. 01cA

36 9. 70 ± 0. 01dC 8. 64 ± 0. 01dB 8. 57 ± 0. 01dA

48 9. 83 ± 0. 01eC 8. 73 ± 0. 01eB 8. 69 ± 0. 01eA

60 9. 97 ± 0. 01 fC 8. 76 ± 0. 02 fB 8. 69 ± 0. 01 fA

72 10. 12 ± 0. 01gC 8. 78 ± 0. 01gB 8. 69 ± 0. 01gA

3　 结论

酸奶及芒果酸奶对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添加复配稳定剂

对酸奶的抑制作用没有显著性影响,而添加芒果酱则

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酸奶的抑菌效果。
芒果酸奶的抑菌物质主要来源于发酵过程中乳

酸菌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过氧化氢以及乳酸菌素,
但乳酸菌素的抑菌作用是在芒果酸奶后熟 12 h 才开

始体现出来。 芒果酸奶发酵过程产生的乳酸菌素对

胰蛋白酶、胃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敏感。
芒果酸奶的抑菌作用是乳酸菌素、有机酸及过氧

化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物质的抑菌效果明显具有

累加效应,且随着酸奶后熟时间的延长,抑菌物质浓

度不断升高,抑菌效果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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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bacteriostasis of lactobacillin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and ripening of mango yoghurt

WU Xiaoyan1,2,LIU Wenxing2,LIU Zhongyi1,2∗,LI Xiyu1,2,FU Man1,LI Ting2

1(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Beibu Gulf Universty,Qinzhou 535011,China)
2(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ing the production and antibacterial mechanism of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 in mango yogurt during its fer-
mentation and storage, the kinds and functions of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 in mango yogurt were studied using indicator bacteria and anti-
bacterial culture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ctobacillin was produced after normal fermentation and then 12 hours of ripening. The
content of lactobacillin increas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ripening time, and had antibacterial effect on Bacillus subtilis, Escherichia coli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The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lactobacillin disappeared with the action of trypsin, pepsin or papain. In addition, lactic
acid and other organic acids produced during yoghurt fermentation and ripening had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on Bacillus subtilis, Esche-
richia coli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hydrogen peroxide had a weak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se indicator bacteria. The addition of com-
pound stabiliz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yogurt, but mango jam enhanced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yogurt to
a certain extent. Organic acids, hydrogen peroxide and lactobacillin worbed together on bacteriostasis in mango yoghurt.
Key words　 mango yogurt;lactic acid;lactobacillin;bacteriostasis;indicator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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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对凡纳滨对虾热风干制品香气特性的影响

张迪1,吉宏武1,2,3,4∗,陈浩1,刘书成1,2,3,4,毛伟杰1,2,3,4

1(广东海洋大学 食品科技学院,广东 湛江,524088)2(广东省水产品加工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广东 湛江,524088)
3(广东省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524088)4(广东普通高等学校水产品深加工重点实验室,广东 湛江,524088)

摘　 要　 为研究脂质对凡纳滨对虾热风干制品香气特性的影响,通过有机试剂去除虾体中的甘油三酯或磷脂,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和感官评价分析脂质对虾干制品香气特性的影响,以气味活性值(odor activity val-
ue,OAV)为指标,筛选香气活性化合物,同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分析

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去除甘油三酯对虾干制品整体香气影响较小,烤香味、肉香

味和腥味的感官评分稍有减弱,而去除磷脂对主要香气特征有很大影响,烤香味、肉香味、腥味、焦糖香和甜香味

的感官评分均大幅度降低;虾干制品中鉴定出 16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吡嗪类、胺类、杂环类、醛类是其主要成分,
其中 3-乙基-2,5-二甲基吡嗪、2,5-二甲基吡嗪、三甲胺、3-(甲硫基)丙醛是贡献最大的 4 种物质;去除甘油三酯

和磷脂后,吡嗪类、胺类、杂环类、醛类的 OAV 值显著下降,而去除磷脂后下降幅度更大,且在去磷脂虾干制品中

2-戊基呋喃和 3-(甲硫基)丙醛未检出;PLSR 结果表明,18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脂质对虾干制品整体香气有较大影响,而磷脂对香气特性的作用远大于甘油三酯。 该研究为虾类特

征香气的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凡纳滨对虾;虾热风干制品;香气特性;感官分析;气质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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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纳滨对虾是我国大宗养殖的虾类品种之一,
2019 年全国养殖总产量为 181. 56 万 t,占对虾总产

量的 81. 13% [1]。 凡纳滨对虾由于含水量高,常温下

极易腐败,贮藏期短[2 - 3]。 虾干制品由于风味独特、
便于储运,不仅深受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内陆人群的喜

爱,同时也降低了生产过程中冷藏冷链所需成本和长

时间低温对产品品质的影响[4 - 6]。 因此,干制成为凡

纳滨对虾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 目前,虾类干制品质

量优劣局限于感官方法评价,缺乏客观定量评价指

标,且尚无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虾类干制品具有类

似特征香气,关键香气成分作为质量精准控制指标具

有无可替代性。
香气是复杂化学反应的产物,而脂质是重要的香

气前体物质。 脂质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虾体中脂质

含量约为鲜重 2% ~7% [7],主要存在 2 种形式,一种

为中性脂肪,主要为甘油三酯;另一种为磷脂,存在于

内脏、表皮组织和肌间结缔组织等部位[8 - 9]。 研究表

明,脂质对香气形成有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1)作为化合物的溶剂,在香气形成过程中

作为香气化合物富集或中间产物进一步反应的场所;
(2)脂类物质的自动氧化、水解、脱水及脱羧等反应,
形成醛、酮、醇、呋喃和内酯等香气化合物;(3)脂类

氧化分解产物进一步参与美拉德反应,形成更复杂的

香气物质[10 - 12]。 目前对虾类产品中香气物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挥发性成分的解析[13 - 15],而有关于虾体

中脂质对香气形成的影响鲜有报道。
本研究通过有机试剂去除虾体中的甘油三酯

或磷脂,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gas chromatogra-
phy-mass spectrometry,GC-MS)和感官评价分析脂质

对虾干制品香气特性的影响,以气味活性值( odor
activity value,OAV)为指标,筛选香气活性化合物,
同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re-
gression,PLSR)分析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之间

的相关性,以期为虾类特征香气的形成机制提供理

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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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Penaeus vannamei),平均体长 8 ~ 10
cm,广东省湛江市东风水产市场。 挑选色泽鲜亮、虾
体完整、无异味的活虾,加冰放置于泡沫箱,并于 2 h
内运送至实验室。 对虾基本营养成分为:水分含量

(76. 49 ± 1. 37)% ,粗蛋白含量(19. 55 ± 0. 74)% ,粗
脂肪含量 ( 4. 68 ± 0. 37 )% , 灰分含量 ( 1. 13 ±
0. 17)% 。

15-辛二 烯-3-酮 ( 纯 度 ≥ 99. 9% )、 麦 芽 醇

(纯度≥99% )、3-(甲基硫基)丙醛(纯度≥99. 9% )、
4-羟基-2,5-二甲基-3(2H)-呋喃酮(纯度≥99. 9% )、
2,5-二甲基吡嗪(纯度≥99% )、C5 ~ C25 正构烷烃,
美国 Sigma 公司;壬酸甲酯(色谱纯,纯度≥99. 9% ),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

析纯。
InertCap® Pure-WAX 石英毛细柱(60 m × 0. 25

mm,0. 25 μm),日本岛津公司;50 / 30 μm DVB / CAR /
PDMS 固相萃取头,美国 Supelco 公司;TLG-04A 型万

能粉碎机,北京天利恒诚科技有限公司;WFO-700 型

电热恒温干燥箱,日本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
QP2020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
FDU-21101 型真空冷冻干燥机,日本东京理化器械株

式会社。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样品制备

参考刘源等[10] 的方法,稍作改动。 取新鲜凡纳

滨对虾,加入液氮研磨成粉末。 取 10 g 粉末状样品,
加入 100 mL 石油醚搅拌萃取 2 h,重复操作 3 次,过
滤得到去除甘油三酯的全虾粉,按照同样的方法用体

积比为 2 ∶ 1的氯仿-甲醇混合溶液处理全虾粉,得到

去除磷脂的全虾粉。 将脱脂全虾粉用冷冻干燥机去

除有机试剂,得到脱脂虾粉,放入真空干燥器中备用。
取脱脂全虾干粉,按照新鲜虾中的水分含量加入

蒸馏水,并置于 4 ℃冰箱静置 24 h。 取新鲜的凡纳滨

对虾和脱脂全虾,放置于恒温鼓风干燥箱中,设置温

度为 85 ℃,干燥至水分含量为 10% ~ 13% 。 热风干

燥结束后,将虾干制品和脱脂虾干制品用万能粉碎机

打碎成粉末,然后进行后续检测。 虾干制品、去甘油

三酯虾干制品和去磷脂虾干制品分别用 DS、RtDS 和

RpDS 表示。
1. 2. 2　 挥发性物质的提取

采用固相微萃取 (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提取样品中挥发性物质[15]。 在萃取之前,先
将固相萃取头在气相色谱仪上预处理 30 min,老化

温度为 250 ℃。 装有样品的顶空瓶加入 2 μL 壬酸甲

酯溶液(溶于正戊烷,质量分数为 10 μg / g),并将其

置于恒温水浴锅上,在 75 ℃下萃取 35 min。 然后取

出萃取头并直接插进 GC-MS 进行解吸和分析。
1. 2. 3　 GC-MS 分析

GC 条件:色谱柱为 InertCap® Pure-WAX 石英毛

细柱(60 m ×0. 25 mm,0. 25 μm);载气(He)流速1. 0
mL / min;进样口温度为 250 ℃,SPME 解析 5 min;不
分流模式。 升温程序:色谱柱起始柱温为 40 ℃,保持

1 min,以 3 ℃ / min 的速率升至 100 ℃,保持 5 min,然
后以 5 ℃ / min 的速率升至 230 ℃,保持10 min。

MS 条件:E1 离子源;电子能量 70 eV;传输线温

度 280 ℃;离子源温度 230 ℃;扫描范围 m / z 20 ~
350。
1. 2. 4　 香气化合物定性方法

采用 MS、保留指数(retention index,RI)2 种方法

进行结构鉴定[16]。 由 GC-MS 检测到的风味物质通

过 NIST05 和 Wiley07 数据库串联检索得出,通过对

比化合物计算的 RI 与文献报道的 RI 值来定性。 化

合物的 RI 值根据 C5 ~ C20 正构烷烃在相同条件下

的出峰时间计算[15]。
1. 2. 5　 香气化合物定量方法

鉴定出的化合物,以壬酸甲酯作为内标物,每种

物质的计算方法如下:

ωi = f′ ×
Ai × ωs

As

式中:ωi,化合物质量分数,ng / g; f′,校正因子为 1;
Ai,待测组分峰面积;As,内标物的峰面积;ωs,内标物

的质量分数,ng / g。
1. 2. 6　 OAV 值的测定

参考李柯呈等[17]的方法稍作改动。 通过将浓度

除以其气味阈值来确定 OAV,为每种化合物的浓度

与其在水中的检测阈值的比率。 OAV≥1 的化合物

被确定为对虾热风干制品的香气活性化合物。 化合

物的阈值参考 GEMERT[18]的报道。
1. 2. 7　 感官分析

通过感官描述分析法对样品的感官属性进行分

析[19]。 选择 6 种感官描述词汇(烤香味、甜香味、肉
香味、腥味、焦糖香和烟熏味)对样品感官特征进行

量化。 6 种感官特征定义为:烟熏味(苯甲醛);甜香

味(麦芽醇);肉香味(3-(甲基硫基)丙醛);鱼腥味

(三甲胺);焦糖香(4-羟基-2,5-二甲基-3(2H)-呋喃

酮);烤香味(2,5-二甲基吡嗪)。 感官评分采用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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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 5 分制强度描述法 (0:没有味道;5:强烈的

味道)。
1. 3　 数据分析

感官评定及 GC-MS 结果(平均值以及标准偏

差)采用 SPSS 23 . 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设定 P <
0. 05为显著性差异;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的

PLSR 相关统计分析由 Unscrambler version 9 . 7 软

件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脱脂虾干制品的感官评价

采用感官描述分析法来评价 6 种气味特征属性,
3 种虾干制品的感官评分如图 1 所示。 虾干制品整

体呈现虾味浓郁、香气怡人的感官特性,在所有感官

属性中烤香味和肉香味评分最高,分别为 4. 5 和3. 6,
其次为甜香味(2. 3)、腥味(2. 2)、焦糖香(1. 8)、烟熏

味(1. 5)。 去除虾体中的脂质后,虾干制品整体香气

强度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去甘油三酯虾干制品中烤香

味、肉香味、腥味的感官评分稍有降低(P < 0. 05),而
焦糖香、甜香味、烟熏味无明显变化(P > 0. 05);而在

去磷脂虾干制品整体香气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其中烤

香味、肉香味、腥味、焦糖香、甜香味显著降低(P <
0. 05),烟熏味的感官评分无明显变化。 刘源等[10]研

究脂肪对鸭肉风味的影响,发现甘油三酯对整体风味

影响较小,而磷脂对鸭肉的特征性风味及肉香影响很

大。 FARMER[20]建立牛肉香气模拟体系,添加牛肉

甘油三酯并不影响整体香气,而加入牛肉磷脂时,牛
肉气味明显增强。 MOTTRAM[21] 研究了甘油三酯和

磷脂对牛肉香味形成的影响,发现磷脂对牛肉特征香

味的形成起关键作用。 通过对虾干制品进行感官分

析,可以看出甘油三酯对虾干制品整体香气影响较

小,而磷脂对主要气味特征有显著影响。

图 1　 不同脱脂虾干制品的感官评分

Fig. 1　 Sensory scores different defatted dried shrimp

2. 2　 凡纳滨对虾热风干制品中挥发性物质分析

2. 2. 1　 挥发性化合物的鉴定

采用 GC-MS 对虾干制品、去甘油三酯虾干制品

和去磷脂虾干制品中挥发性物质进行分析,得到 GC-
MS 总离子流图如图 2 所示。 去除甘油三酯和磷脂

后,全虾干制品的峰数和峰面积均显著减少,相比甘

油三酯,去除磷脂后降低幅度更大。 以壬酸甲酯为内

标物进行定量分析,分离鉴定出的挥发性化合物结果

如表 1 所示。 虾干制品、去甘油三酯虾干制品和去磷

脂虾干制品挥发性化合物总含量分别为 12 257. 12、7
634. 77 和 6 033. 14 ng / g,共检出挥发性化合物 65
种,包括吡嗪类 12 种、烷烃类 9 种、酮类 14 种、胺类 3
种、酯类 4 种、醇类化合物 9 种、醛类化合物 9 种、杂
环类 3 种、含硫类 2 种。

图 2　 不同脱脂虾干制品中挥发性成分总离子流图

Fig. 2　 Total ion current (TIC) chromatogram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different defatted dried shrimp

虾干制品中鉴定出 53 种挥发性化合物,其中吡

嗪类化合物含量最高,占总含量 48. 23% ,其次为杂

环类(26. 87% )、醛类(6. 96% )和酮类(6. 89% )。 去

甘油三酯虾干制品鉴定出 41 种挥发性化合物,其中

含量最高的 4 类物质分别为吡嗪类(44. 90% )、杂环

类(32. 78% )、酮类(6. 5% )和烷烃类(5. 93% )。 去

磷脂虾干制品鉴定出 38 种挥发性化合物,含量最高

的 4 类 物 质 分 别 为 吡 嗪 类 ( 36. 46% )、 杂 环 类

(34. 06% )、烷烃类(20. 03% )和胺类(4. 08% )。 虾

干制品中含量最高的物质有吡啶、2,3,5-三甲基吡

嗪、甲基吡嗪、三甲胺、2,3-二甲基吡嗪等,这些化合

物大部分属于低阈值香气物质;去除甘油三酯和磷脂

后挥发性化合物总量显著降低,分别减少了 37. 53%
和 50. 78% ,其化合物组成也发生较大变化,脱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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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中对香气有较大贡献的吡嗪类、杂环类和羰基化合

物数量和含量在不同程度上降低,而烷烃类化合物比

例大幅度提高。

表 1　 不同脱脂虾干制品中挥发性物质 GC-MS 分析结果

Table 1　 Volatile compounds in different defatted
dried shrimp by GC-MS

化合物 定性方法 RI
相对质量分数 / (ng·g - 1)

DS RtDS RpDS
吡嗪类(12)

3-乙基-2,5-二甲基吡嗪 RI, MS 1 437 297. 61 ± 5. 87a 192. 08 ± 4. 43b 126. 15 ± 7. 78c

2,5-二甲基吡嗪 RI, MS 1 317 149. 26 ± 6. 03a 84. 27 ± 1. 19b 23. 68 ± 0. 98c

2,3,5-三甲基吡嗪 RI, MS 1 397 2 880. 91 ± 43. 57a 1 843. 51 ± 22. 18b 797. 49 ± 12. 21c

2-甲基-3,5-二甲基吡嗪 RI, MS 1 484 324. 31 ± 6. 55a 278. 09 ± 7. 14b ND
2,3-二甲基吡嗪 RI, MS 1 343 420. 28 ± 12. 46a 234. 68 ± 9. 68b 48. 19 ± 1. 38c

2,3,5,6-四甲基吡嗪 RI, MS 1 468 396. 13 ± 10. 24a ND ND
2,6-二甲基吡嗪 RI, MS 1 337 170. 16 ± 9. 68a ND ND
2-乙基-5-甲基吡嗪 RI, MS 1 379 235. 24 ± 8. 67a 184. 09 ± 9. 19b ND
2-异戊基-6-甲基吡嗪 MS 1 497 270. 33 ± 9. 15b ND 670. 97 ± 20. 45a

甲基吡嗪 RI, MS 1 264 630. 45 ± 16. 64a 543. 28 ± 15. 78b 467. 88 ± 6. 27c

乙基吡嗪 RI, MS 1 330 87. 52 ± 3. 82a 67. 85 ± 7. 43b 65. 08 ± 8. 46b

乙烯基吡嗪 RI, MS 1 368 48. 97 ± 1. 98a ND ND
碳氢类(9)

十三烷 RI, MS 1 098 20. 46 ± 0. 86b 11. 38 ± 0. 67c 27. 41 ± 1. 28a

3,6-二甲基十一烷 RI, MS 1 396 63. 48b ± 4. 26c 74. 55 ± 3. 38a 65. 86 ± 6. 79b

2,4-二甲基己烷 RI, MS 1 496 335. 97 ± 9. 78b 121. 09 ± 7. 19c 446. 79 ± 10. 27a

十八烷 RI, MS 1 596 ND 14. 52 ± 8. 86b 34. 19 ± 2. 18a

正十一烷 RI, MS 1 644 13. 27 ± 1. 09b ND 89. 56 ± 4. 35a

正癸烷 RI, MS 1 696 74. 03 ± 2. 27b ND 129. 35 ± 9. 01a

4-甲基十二烷 RI, MS 1 760 53. 32 ± 5. 64a 43. 28 ± 2. 13b ND
环己烷 RI, MS 1 796 95. 86 ± 7. 88b ND 223. 38 ± 12. 27a

正戊烷 RI, MS 2 097 136. 68 ± 6. 55b 188. 09 ± 4. 28a 189. 89 ± 7. 16a

酮类 (14)
2-辛酮 MS 1 063 97. 55 ± 4. 11a 32. 76 ± 1. 85b ND
2-庚酮 MS 1 186 408. 9 ± 15. 55a 350. 76 ± 8. 09b 33. 65 ± 1. 25c

3-羟基-2-丁酮 RI, MS 1 278 78. 96 ± 4. 36a 22. 58 ± 1. 09b ND
2,3-已二酮 RI, MS 934 ND ND 33. 26 ± 1. 21a

2-丁酮 RI, MS 987 11. 26 ± 0. 43a ND ND
6-甲基-2,4-庚二酮 MS 1 040 ND 22. 58 ± 0. 98a ND
乙基酮 RI, MS 1 094 34. 42 ± 5. 87a ND ND
2-戊酮 MS 1 140 ND ND 18. 65 ± 0. 87a

3-己酮 MS 1 159 42. 59 ± 5. 64a 6. 53 ± 0. 38b ND
2,3-丁二酮 MS 1 140 5. 89 ± 0. 26b 68. 98 ± 1. 85a ND
2,3-戊二酮 RI, MS 1 592 83. 16 ± 4. 59a 17. 58 ± 1. 28b ND
(E)-3-辛烯-2-酮 RI, MS 2 016 63. 43 ± 5. 87a ND 45. 56 ± 3. 64b

2,3-辛二酮 MS 1 678 ND 12. 13 ± 0. 66a ND
6-甲基-5-庚烷-2-酮 MS 17. 86 ± 0. 84a ND 8. 18 ± 0. 27b

胺类(3)
三甲胺 RI, MS 702 402. 24 ± 15. 06a 297. 23 ± 10. 27b 237. 72 ± 8. 16c

二甲胺 RI, MS < 700 26. 89 ± 1. 22a 19. 74 ± 1. 19b ND
N-亚硝基二甲胺 RI, MS 8. 85 ± 0. 34b 55. 38 ± 1. 62a 9. 09 ± 0. 33b

酯类 (4)
2-甲基丁酸乙酯 MS 2 067 0. 44 ± 0. 08b 0. 61 ± 0. 05a 0. 17 ± 0. 01c

丁酸乙酯 RI, MS 804 4. 6 ± 0. 13a ND ND

续表 1

化合物 定性方法 RI
相对浓度质量分数 / (ng·g - 1)

DS RtDS RpDS
乙酸乙酯 RI, MS 885 0. 43 ± 0. 03a ND ND
2-甲基丁酸丁酯 RI, MS 2 417 ND ND 1. 18 ± 0. 09a

醇类 (9)
1-戊烯-3-醇 RI, MS 1 151 ND 10. 22 ± 0. 78b 19. 43 ± 0. 85a

1-戊醇 RI, MS 770 16. 54 ± 0. 23a 9. 85 ± 0. 55b 5. 85 ± 0. 09c

1-辛醇 RI, MS 1 072 ND ND 18. 24a

乙醇 MS 925 26. 83 ± 1. 88a 15. 26 ± 0. 95b ND
1-十醇 MS 1 238 ND ND 25. 12 ± 1. 01a

2-丙基-1-戊醇 MS 1 243 42. 56 ± 2. 86a ND 18. 29 ± 0. 99b

3-辛醇 RI, MS 1 397 ND 5. 13 ± 0. 89a ND
环辛醇 RI, MS 1 389 4. 38 ± 1. 03b ND 9. 12 ± 0. 69a

1-庚醇 RI, MS 1 461 2. 28 ± 0. 34b 26. 27 ± 1. 56a ND
醛类 (9)

苯甲醛 RI, MS 1 496 187. 66 ± 10. 66a 129. 84 ± 5. 73b 45. 97 ± 2. 15c

3-甲基丁醛 RI, MS 916 165. 2 ± 8. 17a 31. 86 ± 2. 01b ND
己醛 RI, MS 1 080 2. 56 ± 0. 38a 1. 84 ± 1. 22b 1. 28 ± 0. 06c

戊醛 MS 989 ND ND 19. 88 ± 0. 79a
3-(甲硫基)丙醛 RI, MS 1 432 83. 56 ± 4. 18a 10. 18 ± 0. 09b ND
2-甲基己醛 RI, MS 944 361. 23 ± 16. 27a 122. 09 ± 8. 15b ND
2-甲基丙醛 RI, MS 912 3. 83 ± 1. 22b ND 10. 29 ± 0. 99a

2-甲基丁醛 RI, MS 932 ND ND 9. 17 ± 0. 68a

丁醛 RI, MS 916 49. 35 ± 2. 54a 10. 21 ± 0. 32b 5. 59 ± 0. 07c

杂环类(3)
2-戊基呋喃 RI, MS 1 224 49. 88 ± 2. 19a 33. 65 ± 2. 88b ND
吡啶 RI, MS 1 181 3 219. 53 ± 25. 68a 2 458. 98 ± 43. 99b 2 054. 98 ± 50. 18c
2-氨基吡啶 MS 1 217 23. 51 ± 1. 05a 9. 87 ± 0. 88b ND
含硫类 (2) RI, MS
二甲基二硫 RI, MS 802 3. 24 ± 0. 05a 1. 54 ± 0. 09c 2. 19 ± 0. 08b

二甲基三硫 RI, MS 1 083 23. 27 ± 1. 51a 5. 07 ± 0. 67b ND

　 　 注:同一行中的不同字母表示样品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05);ND,未检出

2. 2. 2　 OAV 法确定香气活性化合物

香气是由挥发性化合物的浓度和阈值共同决定

的。 通常认为,OAV≥1 的化合物对整体风味有重要

贡献,被称为香气活性化合物,且 OAV 越高,该化合

物对整体香气贡献越大[21]。 通过内标法对挥发性化

合物进行定量计算,结合化合物的感觉阈值,筛选出

18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如表 2 所示。 全虾热风干制品

鉴定出 16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包括 3-乙基-2,5-二甲

基吡嗪、2,5-二甲基吡嗪、三甲胺、3-(甲硫基)丙醛、
2,3,5-三甲基吡嗪、2-戊基呋喃、2-甲基-3,5-二甲基

吡嗪、2,3-二甲基吡嗪、2,3,5,6-四甲基吡嗪、苯甲

醛、3-甲基丁醛、2-甲基己醛、二甲基二硫、2-辛酮、2-
庚酮、吡啶。 整体来看,虾干制品中主要香气成分有

吡嗪类、胺类、杂环类、含硫类、醛类、酮类化合物。 脱

脂后虾干制品中关键香气化合物数量在不同程度地

减少,去除甘油三酯后主要关键成分(OAV > 5)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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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而去除磷脂后仅鉴定出 8 种,有 2 种重要物质

(2-戊基呋喃和 3-(甲硫基)丙醛)未检出。 去磷脂虾

干制品中 OAV 总量下降(64. 08% ),且高于甘油三

酯(38. 9% ),这说明脂质对虾干制品香气成分的形

成有重要影响,且磷脂比甘油三酯影响更大。
表 2　 不同脱脂虾干制品中关键香气物质及对应 OAV
Table 2　 OAV of key aroma compounds in different

defatted dried shrimp

编号 化合物
阈值 /

(ng·g -1)
感官描述

OAV
DS RtDS RpDS

吡嗪类(6)
1 3-乙基-2,5-二甲基吡嗪 1 烤香味, 烟熏味 297. 61 192. 08 126. 15
2 2,5-二甲基吡嗪 0. 8 坚果香, 烤香味 186. 58 105. 34 29. 60
3 2,3,5-三甲基吡嗪 297 坚果香, 焦糖香 9. 70 6. 21 2. 69
4 2-甲基-3,5-二甲基吡嗪 60 烟熏味, 烤香味 5. 41 4. 63 < 1

5 2,3-二甲基吡嗪 300
坚果香, 烤香味,
肉香味

1. 40 < 1 < 1

6 2,3,5,6-四甲基吡嗪 180 咖啡香, 烤香味 2. 20 < 1 < 1
酮类 (2)

7 2-辛酮 39 植物类, 青草味 2. 50 < 1 < 1
8 2-庚酮 141 蔬菜, 果香 2. 90 2. 49 < 1

胺类 (1)
9 三甲胺 2. 4 青草味, 腥味 167. 60 123. 85 99. 05

酯类 (1)
10 2-甲基丁酸乙酯 0. 5 甜香味, 脂香味 < 1 1. 22 < 1

醛类(5)
11 苯甲醛 28 不愉快的气味, 金属味 6. 70 4. 64 1. 64
12 3-甲基丁醛 59 蔬菜, 果香 2. 80 < 1 < 1
13 戊醛 9 果香 < 1 < 1 2. 21
14 3-(甲硫基)丙醛 2 土豆味, 肉香味 41. 78 5. 09 < 1
15 2-甲基己醛 84 皮革味,烟熏味 4. 30 1. 45 < 1

杂环类 (2)
16 2-戊基呋喃 5. 8 土豆味, 果香, 金属味 8. 60 5. 80 < 1
17 吡啶 2000 不愉快的气味, 金属味 1. 61 1. 23 1. 03

含硫类 (1)
18 二甲基二硫 0. 6 硫味, 刺激性的气味 5. 40 2. 57 3. 65

吡嗪类及含氮杂环化合物是虾类产品中重要的

风味化合物,通常呈现烘烤香、坚果香、肉香味、爆米

花香、焦香味等风味特征,对虾类特征香气的形成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15]。 其中吡嗪类化合物由于其浓度

高和低风味阈值被认为是在许多虾类产品中重要的

挥发性成分,也是肉香味和烤香味的重要来源[6]。
吡嗪类化合物是全虾干制品最主要的关键香气物质,
占比 67. 03% ,其中 2,3,5-三甲基吡嗪虽然含量最

高,但由于其高阈值,对整体香气贡献不大,而 3-乙
基-2,5-二甲基-吡嗪的感觉阈值仅为 1 ng / g,在所有

化合物中 OAV 值最高(297. 61)。 脱脂全虾样品中

吡嗪类化合物数量和 OAV 总量均不同程度降低,其
中去除甘油三酯和磷脂后 OAV 总量分别减少

38. 63%和 68. 58% ,吡嗪类化合物主要由美拉德反

应和热解反应,通过特克雷尔氨基酸反应生成的,而
α-氨基羰基化合物是形成吡嗪的重要前体化合

物[23]。 在加热过程中,甘油三酯和磷脂参与氧化降

解反应,生成氢过氧化物。 氢过氧化物化学结构不稳

定,易分解生成烷氧基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进一步

与氨基酸结合,生成 α-氨基羰基化合物,而去除脂类

物质会减少 α-氨基羰基化合物的生成,使吡嗪类化

合物含量下降[24 - 25]。 因此,脂质对虾干制品中吡嗪

类化合物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除了吡嗪类化合物,虾干制品中还检出吡啶、呋

喃等杂环化合物,对虾类产品特征香气的形成有较大

贡献。 烷基呋喃对于肉类香气有贡献,如在烤虾香气

中有重要贡献的 2-戊基呋喃[15]。 呋喃的形成过程一

般为:含有共轭双键的脂肪酸在裂解后形成五元环,
烷氧自由基断裂后,丙烯基与氢过氧自由基结合,进
一步脱去羟自由基后形成稳定的五元环结构[26]。 虾

干制品中 2-戊基呋喃具有较高的 OAV 值,为49. 88,
去除甘油三酯后降低 32. 54% ,而在去磷脂虾干制品

中未检出,这说明磷脂对虾干制品中 2-戊基呋喃的

形成有决定作用。
醛类、酮类化合物通常具有甜香和类植物香的气

味,其中醛类物质因为阈值较低且含量高,所以对风

味的贡献较大[27]。 虾干制品关键香气物质中检出 4
种醛类和 2 种酮类, 包括苯甲醛、 3-甲基丁醛、
3-(甲硫基)丙醛、2-甲基己醛、2-辛酮、2-庚酮,其中

3-(甲硫基)丙醛的 OAV 值较高(41. 78),对整体香

气有重要贡献。 解万翠等[28]以南美白对虾虾头为原

料制备海鲜调味料, 检出醛类物质相对含量达

18. 87% 。 ZHANG 等[6]在南极磷虾美拉德反应产物

中检出 3-甲基丁醛、2-甲基丁醛、苯甲醛、3-(甲硫基)
丙醛、2-庚酮等羰基化合物,这些物质贡献了花果香、
青草味、烤土豆味、刺激性气味。 醛酮类化合物的主

要来源是不饱和脂肪酸或氨基酸在加热条件下发生

的氧化降解[27]。 脱脂虾干制品中醛酮类 OAV 值均

显著下降(P < 0. 05),同时发现在去磷脂虾干制品中

未检出3-(甲硫基)丙醛。 这说明脂质对虾干制品中

醛酮类化合物有重要影响,其中磷脂对 3-(甲硫基)
丙醛的形成有决定作用。

胺类是水产品中刺激性气味和腥味的主要来源,
在虾类产品中也较为常见[6,29]。 虾干制品中关键香

气物质中胺类只检出三甲胺,OAV 值为 167. 60,而去

除甘油三酯和磷脂后,OAV 值分别降低 26. 1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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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9% 。 含硫类化合物通常有硫味和刺激性气味,
对整体风味有不利影响[27]。 虾干制品关键香气成分

中含硫类检出二甲基二硫,OAV 值较低,对整体香气

贡献小,而脱脂后 OAV 值小幅度降低。 虾干制品中

其他挥发性化合物,如烷烃类、醇类、酯类等物质由于

感觉阈值较高,对整体香气贡献较小。
2. 3　 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分析关键香气物质对虾干制品感官属性的

贡献程度,以 18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含量为 X 变量,6
个感官属性(烤香味、肉香味、腥味、甜香味、焦糖香、
烟熏味)得分值为 Y 变量,建立 PLSR 分析模型,如图

3 所示。 模型中 2 个大小椭圆分别表示 100% 和

50%的解释方差[15],除了 2,3-二甲基吡嗪,X 和 Y 的

大部分变量位于 2 个椭圆之间,这说明该模型能很好

地解释大部分香气活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之间的相

关性。 其中对虾干制品的烤香味和肉香味与 3-乙基-
2,5-二甲基吡嗪、2,5-二甲基吡嗪、2,3,5-三甲基吡

嗪、2-甲基-3,5-二甲基吡嗪、3-(甲硫基)丙醛、2-戊基

呋喃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腥味与 2-辛酮、三甲胺、
吡啶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甜香味与 2-甲基丁酸乙酯、
2-庚酮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焦糖香与 3-甲基丁

醛、戊醛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烟熏味与 2,3,5,6-
四甲基吡嗪、苯甲醛、二甲基二硫之间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而 2-甲基己醛没有与之相关的感官属性。 由

GC-MS 结果可知,去磷脂虾干制品中 3-(甲硫基)丙
醛和 2-戊基呋喃未检出,说明磷脂对于关键化合物

的生成有重要作用,可能是其主要前体物质。

图 3　 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的 PLSR 相关性载荷图

Fig. 3　 PLSR correlation loadings plot of indicator variables of
volatile compounds and sensory attributes

注:数字 1-18 代表 18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如表 2 所示

PLSR 分析法在虾类产品中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泛。 ZHANG 等[6]采用 PLSR 法考察了挥发性化合物

与南极磷虾酶解液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感官属性之间

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3-乙基-2,5-二甲基吡嗪、2,5-二
甲基吡嗪、2,3,5-三甲基吡嗪、2-甲基-3,5-二甲基吡

嗪、2-乙基-6-甲基吡嗪、2-戊基呋喃和 3-(甲硫基)丙
醛与坚果和肉香气味呈正相关。 通过 PLSR 模型建

立挥发性化合物与感官属性的相关性,确定影响感官

属性的化合物,对于研究虾类特征风味的形成机制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3　 结论

虾干制品中主要感官特征为烤香味、肉香味,吡
嗪类、胺类、杂环类、醛类对其香气特征有重要贡献。
去除虾体中的甘油三酯后,虾干制品的整体香气强度

减弱,烤香味、肉香味、腥味的感官评分稍有下降,主
要香气活性化合物(OAV > 5)均有检出,吡嗪类、杂
环类、胺类、醛类等关键香气物质 OAV 值在一定程度

上下降;去除虾体中的磷脂后,香气特征发生显著变

化,烤香味、肉香味、腥味、焦糖香、甜香味的感官评分

大幅度下降,仅鉴定出 8 种香气活性化合物,关键香

气物质中 2-戊基呋喃和 3-(甲硫基)丙醛未检出,且
吡嗪类、杂环类、胺类、醛类的 OAV 值下降幅度要大

于甘油三酯。 由 PLSR 结果可知,2-戊基呋喃和 3-
(甲硫基)丙醛对于虾干制品烤香味和肉香味有重要

作用,因此磷脂影响了关键香气物质的生成,对虾干

制品特征香气的作用是甘油三酯无法替代的。 综上,
脂质对虾干制品整体香气有较大影响,而磷脂对香气

特性的作用远大于甘油三酯。 本研究的结果为虾类

特征香气的形成机制、虾干制品质量监控与风味改进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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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pids on the aroma attributes of hot-air-dried
shrimp (Penaeus vannamei)

ZHANG Di1,JI Hongwu1,2,3,4∗,CHEN Hao1,LIU Shucheng1,2,3,4,MAO Weijie1,2,3,4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88,China)
2(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 and Safety,Zhanjiang 524088,China)

3(Marine Foo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ence,Zhanjiang 524088,China)
4(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Processing of Aquatic Products of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Zhanjiang 524088,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lipids on the aroma attributes of hot-air-dried shrimp (Penaeus vannamei) was investigated. Triglycerides or
phospholipids in the shrimp were removed by organic reagents,aroma attributes of different defatted dried shrimps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sensory evaluation,and the key aroma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odor activity value
(OAV).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s among volatile compounds and sensory attributes were analyzed by partial-least-squares regression
(PLS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oval of triglycerides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overall aroma of dried shrimp, and the sensory scores
of roasted, meat-like and fishy odors slightly decreased. Meanwhile, the removal of phospholipids had a great effect on the main aroma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ensory scores of roasted, meat, fishy, caramel and sweet odors decreased remarkably. Sixteen key aroma com-
pound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dried shrimp, and pyrazines, amines, heterocycles and aldehydes were the main components. 3-ethyl-2,5-
dimethyl pyrazine, 2,5-dimethyl pyrazine, trimethylamine, 3-(methionine)propanal made the big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aroma of dried
shrimp. After removing triglycerides or phospholipids from shrimps, OAV values of pyrazines, amines, heterocycles, aldehyd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removal of phospholipids showed more OAVs decline than triglycerides. The PLSR result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most variables of 18 key aroma compounds and sensory attributes. In conclusion, lipids had a great effect on the aroma attributes
of dried shrimp, while phospholipids had a much greater effect on aroma characteristic than triglyceride.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rimp characteristic aroma.
Key words　 Penaeus vannamei;hot-air-dried shrimp;aroma attributes;sensory analysis;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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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对不同盐浓度下肌原纤维蛋白溶解性的影响

赵颖颖1,2,李三影1,2,田金凤1,2,扶磊1,2,贾丰鲜1,2,李可1,2∗,吴丽丽1,2,白艳红1,2

1(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2(河南省冷链食品质量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河南 郑州,450001)

摘　 要　 应用超声波处理(频率 20 kHz,功率 450 W,超声波强度 30 W / cm2,时间 0、3、6 和 9 min)不同 NaCl 浓度

(0. 2、0. 4、0. 6 mol / L)下鸡胸肉肌原纤维蛋白(myofibrillar protein, MP),分析 MP 的溶解度、浊度、粒径、电位及

二级结构,研究超声波处理对 MP 溶解特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随着超声波处理时间的增加,不同 NaCl 浓度下

的 MP 溶解度显著上升(P < 0. 05),电位绝对值显著增大(P < 0. 05),而浊度和粒径显著下降(P < 0. 05);超声波

处理能够促进二级结构由螺旋向折叠等转化,有助于 MP 溶解性的增加。 结果表明,超声波处理破坏 MP 有序结

构,降低 MP 聚集程度,减小 MP 粒径大小,同时增加蛋白之间静电相互作用,使 MP 体系均匀分散。 因此,超声

波处理部分改善了降盐水平下 MP 的溶解性,为超声波技术在低盐鸡肉制品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超声波;肌原纤维蛋白;氯化钠;溶解度;二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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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胸肉,脂肪含量低,蛋白质含量高,与植物蛋白

相比,鸡肉蛋白具有较高的消化率(0. 92) [1 - 2]。 鸡

胸肉肌原纤维蛋白(myofibrillar protein, MP)是肌肉

中主要的蛋白质,约占总蛋白含量的 50% ~ 60% [3],
由于在高盐溶液(0. 48 ~ 0. 67 mol / L NaCl)中易溶

解,又被称为盐溶性蛋白[4]。 过量摄入钠会增加患

高血压和心血管等疾病风险。 因此,如何降低加工肉

制品中的钠盐含量对于人体健康尤为重要。
高强度超声波作为一种绿色的食品物理加工技

术,被认为是安全、无毒、环保的。 低频高强度超声波

(频率 16 k ~ 100 kHz,超声强度在 10 ~ 100 W / cm2)
可用于改变食品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广泛应用于食品

加工[5 - 6]。 MARIANA 等[7] 报道了超声波处理可以

弥补肉糜中磷酸盐含量降低带来的缺陷。 CHO 和

ITO 等[8 - 10]研究报道了应用低频(20 kHz)超声波破

坏肌原纤维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前处理方法。 超声波

处理能有效促进脊椎动物肌肉 MP 溶解,能使 80%以

上的 MP 在极低离子强度溶液中溶解。 WANG 等[11]

研究了超声波对高盐浓度下鸡肉肌原纤维蛋白结构

和溶解度的影响,并观察到超声波处理对鸡肉肌原纤

维蛋白的表面疏水性,活性巯基和溶解度显著增加。
LIU 等[12]探讨了不同超声波功率对 MP 在水中的溶解

度和分散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超声波处理破坏和抑制

肌丝组装,增加了在 MP 水中的溶解性。
肉品加工中至少添加一定量盐,探讨超声波处理

时间和盐浓度对 MP 理化性质的影响十分有必要。
本试验主要通过对不同 NaCl 浓度下鸡胸肉 MP 进

行不同时间的超声波处理,测定 MP 的溶解度、浊
度、粒径、电位以及二级结构,分析超声波时间对 3
种盐浓度下 MP 溶解性的影响,为超声波技术在低

盐肉品加工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新鲜白羽鸡鸡胸肉,郑州丹尼斯超市。 剔除鸡胸

肉中结缔组织及多余脂肪,用真空袋分装,每袋

200 g,储存于 - 20 ℃,贮藏时间不超过 2 周。
NaCl、MgCl2、NaH2PO3、Na2HPO3 等均为分析纯,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二醇双(2-氨基

乙基醚)四乙酸(EGTA),北京华迈科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十二烷基硫酸钠,上海源叶生物有限公司;
牛血清白蛋白(纯度为 98% ),Sigma 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SZ-22A 绞肉机,广州旭众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XHF-D 高速分散器(内切式匀浆机),宁波新芝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vantiJ-26S XPI 大容量高速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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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美国 Beckman Coulter 公司;VCX-750 超声波

细胞破碎仪,美国 Sonic 公司;TGL-20KR 高速冷冻离

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TU-1810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Nano-ZS90 纳

米激光粒度仪,英国马尔文仪器公司;Vertex 70 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德国 Bruker 公司;PHSJ-3F 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Lab-1-50 冷冻

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MP 的提取

参考 ZHAO 等[13] 的方法提取。 将鸡胸肉提前

12 h 在 4 ℃ 冰箱解冻,切成 l ~ 2 cm 见方的小块,
3 000 r / min 绞碎 15 s,重复 4 次。 在 0 ~ 4 ℃条件下

提取 MP。 均 匀 绞 碎 的 鸡 胸 肉 ∶ 分 离 缓 冲 液

(10 mmol / L Na2HPO4 / NaH2PO4, 0. 1 mol / L NaCl,
20 mmol / L MgCl2,10 mmol / L EDTA,pH 7. 0) = 1 ∶ 4
(g∶ mL)比例均匀混合,6 000 r / min 转速下均质 3 次,
每次 30 s;混合物用 20 目筛网(孔径 0. 9 mm)过滤

后,2 000 × g 离心 15 min,收集沉淀物质,重复 2 次,
得到 MP 沉淀。 将沉淀物按 1∶ 4 (g∶ mL)的比例均匀

分散在 0. 1 mol / L NaCl 溶液中,2 000 × g 离心 15
min,重复 2 次,得到纯化的 MP。
1. 3. 2　 低频高强度超声波处理

将上述提取的 MP 分别用含 0. 2、0. 4、0. 6 mol / L
NaCl 的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 20 mmol / L Na2HPO4 /
NaH2PO4,pH 7. 0)稀释至质量浓度为 5 mg / mL 的

MP 溶液,取 70 mL 溶液于 100 mL 烧杯中进行超声

波处理。 13 mm 的超声波探头放入 MP 溶液液面下

25 mm 处,超声波参数为:频率 20 kHz,功率 450 W,
工作模式:超声 2 s,休息 4 s,超声波时间分别设定为

0、3、6 和 9 min。 利用冰水浴控制所有样品最终温度

低于 12 ℃。 参考 JAMBRAK 等[14] 的方法测定,超声

波强度为(30. 26 ± 2. 73) W / cm2。
1. 3. 3　 溶解度的测定

MP 的溶解度参考 ZHANG 等[15] 的方法进行测

定。 取 10 mL 离心管,加入 5 mL 处理后的 MP,然后

在 4 ℃下以 10 000 × g 离心 20 min,用双缩脲法测定

蛋白质浓度。 蛋白质的溶解度以离心后的上清液中

的蛋白浓度表示。
1. 3. 4　 浊度的测定

参考 LI 等[16]的方法,用相应盐浓度的磷酸盐缓

冲液将超声波处理后的各组 MP 样品稀释至 1
mg / mL,在 660 nm 处测定吸光度。 参比溶液为相应

盐浓度的磷酸盐缓冲液,平行测 3 次并取平均值。
1. 3. 5　 Zeta 电位的测定

参考张兴等[17]的测定方法,取 1 mL 样品于 Zeta
电位皿内,同时盖两边的盖子,保持左右液面等高,用
激光粒度仪测试 MP 的电位。
1. 3. 6　 平均粒径及粒径分布的测定

用相应盐浓度的磷酸盐缓冲液将超声波处理后

的 MP 样品调整至质量浓度 0. 5 mg / mL,使用激光粒

度仪测定样品的粒径,通过自带软件自动获取粒径,
每个样品重复 3 次。
1. 3. 7　 肌原纤维蛋白二级结构的测定

参考 LI 等[18] 的方法,稍加修改。 测定 MP 的傅

里叶变化红外光谱以获取 MP 二级结构信息。 MP 悬

浮液在冻干机中干燥 24 h,将冻干 MP 粉与干燥的

KBr 以 1∶ 150 的质量比充分混合研磨,再用压片机压

成 1 mm 厚的薄片。 压力为 10 kPa,压片时间 1 min,
然后在室温下,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 4 000 ~
400 cm - 1区域的所有光谱进行 64 次扫描分析。 利用

Peak Fit 软件提取 1 700 ~ 1 600 cm - 1区域的谱图进

行二阶导数峰值拟合以获得蛋白质二级结构的信息。
1. 4　 数理统计分析

使用 Origin 8 作图,使用 SPSS 20. 0 软件的方差

分析(ANOVA)用于溶解度、浊度、Zeta 电位、粒径数

据分析,对不同处理组进行 Duncan’ s 多重比较,P <
0. 05 时认为存在显著差异。 对二级结构数据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当 P < 0. 05 时判定 2 组(在同一

盐浓度下未超声处理对照组与超声 9 min 处理组)的
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每次试验重复 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溶解度测定

如图 1 所示,在不同盐浓度下,随着超声时间的

增加,MP 溶解度显著增大(P < 0. 05)。 当 NaCl 浓度

为 0. 2 mol / L 时,随着超声时间的延长,MP 溶解度从

0. 12 mg / mL 增加到 1. 41 mg / mL(P < 0. 05)。 由图 1
可知,超声波处理时间为 9 min、0. 2 mol / L NaCl 浓度

下 MP 溶解度比 0. 4 mol / L NaCl 下未超声的溶解度

高。 SALEEM 等[19] 研究鸡肌动球蛋白在 0. 1 mol / L
NaCl 中的溶解度也随着超声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这

些结果说明,在不同 NaCl 浓度下,超声波处理能够实

现 MP 的增溶。 在相同超声时间下,0. 6 mol / L NaCl 浓
度下的 MP 与其他离子浓度(0. 2、0. 4 mol / L)相比,溶
解度显著增大(P < 0. 05)。 主要是因为 MP 是盐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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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随着盐离子浓度( < 0. 8 mol / L)的增加,溶解度

增大[20]。 高强度超声波处理能够使蛋白质结构展

开,使更多的亲水性氨基酸处在外层,从而提高蛋白

质的溶解性[21 - 22]。 MP 溶解度增加的原因可能是超

声空化作用产生的剪切力和冲击力破坏了高度有序

的丝状肌球蛋白结构,降低了 MP 颗粒大小。 由于

MP 颗粒尺寸的减小,MP 颗粒比表面积的增加,可能

会增加水-MP 颗粒相互作用的能力,从而导致 MP 溶

解性的增加[23]。

图 1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溶解度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time on MP solubility
at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

注:字母不同表示不同样品间差异显著(P < 0. 05)(下同)

2. 2　 浊度测定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浊度的影

响见图 2。 在相同 NaCl 浓度下,随着超声时间增加

到 3 min,不同离子浓度下的 MP 溶液的浊度显著降

低(P < 0. 05)。 随着超声时间继续增加,MP 溶液的

浊度值降低不显著(P > 0. 05)。 结合图 2 和表 1 可

知,MP 浊 度 与 粒 径 变 化 趋 势 基 本 相 同, 这 与

SHANMMUGAM 等[24]研究超声波处理脱脂牛奶结果

类似。 由图 2 可知,未经超声波处理的 0. 2 mol / L
NaCl 浓度下 MP 溶液 A660值明显高于 0. 6 mol / L NaCl
浓度下 MP 溶液的 A660值。

图 2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浊度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time on MP
turbidity at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

注: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超声时间、不同盐浓度组

之间差异显著 (P < 0. 05);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盐离子浓度组、
不同超声时间差异显著 (P < 0. 05)(下同)

表 1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平均粒径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time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on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MP at different salt levels

超声波处理
时间 / min

平均粒径 / nm
0. 2 mol / L NaCl 0. 4 mol / L NaCl 0. 6 mol / L NaCl

0 3 819. 00 ± 724. 67Aa 1 656. 00 ± 98. 85Ba 513. 67 ± 6. 54Ca

3 2 216. 67 ± 125. 86Ab 898. 87 ± 21. 25Bb 303. 50 ± 5. 86Cb

6 1 996. 00 ± 44. 58Ab 556. 97 ± 33. 32Bc 260. 93 ± 8. 32Cc

9 1 656. 00 ± 98. 85Ab 438. 50 ± 23. 54Bd 253. 10 ± 14. 04Cc

　 　 注: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同行不同盐浓度差异显著(P < 0. 05);小
写字母不同表示同列不同处理时间差异显著(P < 0. 05)

TANG 等[25]研究超声波处理低盐浓度下罗非鱼

肌动球蛋白,其浊度的变化与本研究结果相同。 不同

离子浓度下的 MP 经过超声波处理后,与未超声波处

理组相比,浊度显著降低(P < 0. 05),表明高强度超

声波能够通过“空化效应”破坏氢键和疏水相互作

用,导致大的蛋白质聚集体破碎成小的蛋白质聚集

体[26]。 这些结果与 MP 溶解度增加相对应。
2. 3　 Zeta 电位

如图 3 所示,在相同超声波处理时间下,较高的

盐浓度(0. 6 mol / L NaCl) Zeta 电位的绝对值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介质的离子强度增加,导致双电层厚度

减小[27]。 WU 等[28]报道在 pH 为 7. 5 时,当 NaCl 浓
度从 0 增加到 0. 8 mol / L 时,猪肉 MP 的电位绝对值

降低。 随着超声波处理时间的增加,0. 2 mol / L NaCl
下 MP 的电位绝对值增加不显著(P > 0. 05),而 0. 4
mol / L NaCl 下 MP 的电位绝对值显著增加 ( P <
0. 05),电位值提升了 44% ,这可能是超声波处理导

致 MP 的展开,更多带负电的氨基酸暴露到 MP 的表

面,使蛋白质间的静电斥力增强,很难发生聚集,从而

增加了 MP 溶液体系的稳定性。

图 3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电位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time on MP
potential at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

2. 4　 平均粒径及粒径分布

蛋白质的粒径是影响蛋白质功能特性的因素之

一,也是蛋白质结构的宏观表现[29]。 由表 1 可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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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处理后 0. 2、0. 4、0. 6 mol / L NaCl 浓度下 MP 的

平均粒径分别从 3 819、1 656、513. 67 nm 降低到

1 656、438. 50、253. 10 nm(P < 0. 05),而随着超声时

间的增加,MP 的平均粒径降低不显著(P > 0. 05)。
粒径刚开始显著降低可能是由于超声提供的机械力

使得 MP 之间的非共价键作用被打断。 随着超声时

间的增加,平均粒径变化相对缓慢,可能是因为已经

打开的 MP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相对变弱[30]。 李雨枫

等[31]研究发现水洗提取的 MP 经过超声波处理后,
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表现为较小粒径的分散颗粒。

由图 4 所示,超声波处理不仅减小了 MP 的粒

径,而且提高了粒径分布的均匀性。 所有样品组均表

现出 2 个峰。 随着超声波处理时间的增加,粒径分布

图出现的 2 个峰值向小的粒径范围移动,且峰值范围

变窄。 表明超声波处理能够使 MP 溶液的粒径降低,
并缩小粒径的分布范围使其更集中,更均匀。

图 4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粒径分布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time on MP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LIU 等[32] 研究表明超声波处理 0. 5 mol / L NaCl
浓度的鲢鱼肌球蛋白,不仅减小了肌球蛋白聚集体的

粒径,而且提高了均匀度,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2. 5　 MP 二级结构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可用于测定蛋白质在任何物理状

态下的二级结构含量[33]。 该技术基于蛋白的酰胺 I
区(1 700 ~ 1 600 cm - 1),主要来自于 C O 基团的

伸缩振动[34]。 如图 5 所示,未经超声波处理的样品

和超声波处理 9 min 的样品在吸收区和峰形方面没

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可以看出未超声波处理的样品

组酰胺 I 带峰强高于超声波处理组。 张坤等[35] 利用

FTIR 研究高强度超声波处理对鹅胸肉肌动球蛋白二

级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照组酰胺 I 带峰强高于超

声组,峰强变化的原因之一是蛋白质的构象变化,这
是氢键和诱导效应共同影响造成的。

图 5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不同盐浓度下 MP 的 FTIR 光谱图

Fig. 5　 FTIR spectrum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time for MP at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图 6 显示了超声波处理不同盐离子浓度下 MP
的二级结构含量的变化。 与未超声样品相比,超声波

处理 9 min 的样品有序的二级结构减少,不同离子浓

度下 α-螺旋的含量分别降低了 40% 、33%和 29% ,β-
折叠、 β-转角、 无规卷曲的含量皆增加。 ZHANG
等[36]研究表明,α-螺旋结构通过肽链内部的氢键稳

定,β-折叠结构由肽链间的氢键稳定。 因此,α-螺旋

含量降低表明,超声处理使得部分分子内氢键断裂,

使蛋白有序结构被破坏,从而改变二级结构,使 α-螺
旋转化为 β-折叠、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从而增加了

MP 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张坤等[35] 研究发现超声波

处理使 α-螺旋降低、β-折叠增加,可能是因为超声波

的“空化效应”使 α-螺旋肽链伸展变为线性的 β-折
叠,从而引起肌球蛋白结构发生变化,使得肌球蛋白

与肌动蛋白结合作用发生变化,进而使肌动球蛋白的

构象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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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P 二级结构相对百分含量变化

Fig. 6　 Relative content change of secondary structure in MP
注:0. 2-0 和 0. 2-9 表示:0. 2 mol / L NaCl 条件下超声处理时间

0 min 和 9 min;0. 4-0 和 0. 4-9 表示:0. 4 mol / L NaCl 条件下

超声处理时间 0 min 和 9 min;0. 6-0 和 0. 6-9 表示:
0. 6 mol / L NaCl 条件下超声处理时间 0 min 和 9 min

3　 结论

低频高强度超声波(20 kHz,450 W,30 W / cm2)
处理能够有效改良不同盐浓度下 MP 的理化性质与

溶解性。 与未超声样品相比,超声波处理后 MP 溶液

溶解度显著上升(P < 0. 05)、浊度显著下降 (P <
0. 05)、粒径显著变小(P < 0. 05)、电位绝对值显著增

大(P < 0. 05)、二级结构呈现由有序结构(螺旋)向无

序结构(折叠等)转化的趋势。 这些结果表明超声波

处理促进了 MP 链展开,结构发生改变,使降盐水平

下 MP 溶液更加稳定,拥有更好的理化及溶解特性,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盐给肉制品带来的缺陷。
因此,该结果为超声波技术在低盐肉制品中的应用提

供一定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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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ultrasound treatment on the solubility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ZHAO Yingying1,2,LI Sanying1,2,TIAN Jinfeng1,2,FU Lei1,2,JIA Fengxian1,2,
LI Ke1,2∗,WU Lili1,2,BAI Yanhong1,2

1(College of Food and Bioengineering,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Zhengzhou 450001,China)
2(Henan Key Laboratory of Cold Chai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Low frequency and high-intensity ultrasound (20 kHz,ultrasonic power:450 W,intensity:30 W / cm2,ultrasonic time:0,3,
6 and 9 min) were applied to treat myofibrillar protein(MP) under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 conditions (0. 2,0. 4,0. 6 mol / 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ultrasonic treatment on MP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the solubility, turbidity, particle size, potential and sec-
ondary structure of MP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 the sonication time increases, both the solubility and the
absolute value of potential of MP under different NaCl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 05), while the turbidity and particle
siz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 05);Ultrasonic treatment could promote the conversion trend of secondary structure from helix to fold-
ing,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of MP solubili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ltrasonic treatment could destroy the ordered structure of
MP, promote the fragmentation of MP aggregates, and reduce MP particle size. At the same time,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and fluidity were
enhanced, making the system more diffuse. Therefore, ultrasonic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olubility of MP in low-salt or nor-
mal salt concentration,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sonic technology in low-salt chicken products.
Key words　 ultrasound;myofibrillar protein;NaCl;solubility;seconda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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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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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龙滩珍珠李为试材,分 5 个采收期采收果实,探讨不同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品质特性的影

响。 结果表明:随着采收成熟度增加,龙滩珍珠李果实好果率、含水量、出汁率、果皮 L∗和 b∗值、脆度和多汁性

评分、可滴定酸 ( titratable acidity,TA)、硬度、咀嚼性、弹性和内聚性均不断下降,整个采收期分别下降了

66. 67% 、4. 52% 、11. 62% 、12. 28% 、62. 10% 、36. 86% 、15. 86% 、23. 94% 、75. 68% 、79. 77% 、15. 12% 和 8. 33% ;
果皮 a∗值、果肉 a∗和 b∗值、外观色泽和甜味评分、可溶性固形物( total soluble solid,TSS)、可溶性糖含量(soluble
sugar content,SSC)、pH、固酸比、糖酸比均不断上升,整个采收期分别上升了 56. 32% 、725. 39% 、31. 54% 、108.
51% 、85. 80% 、41. 70% 、83. 87% 、4. 87% 、85. 31%和 143. 68% ;单果质量、酸味评分、感官总分、Vc 含量先升高后

下降,分别在第Ⅳ、Ⅲ、Ⅲ、Ⅱ采收成熟度时最高,分别为 18. 25 g、16. 13 分和 89. 20 分、6. 25 mg / 100 g。 该研究结

果可为龙滩珍珠李果实不同的生产目的选择适合的采收成熟度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龙滩珍珠李;采收成熟度;果实品质;质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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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滩珍珠李是广西农产品地理标志水果,具有晚

熟丰产、外观亮丽、口感上佳、营养丰富等优点而深受

消费者青睐[1 - 3]。 该品种既适合鲜食,也适合加工,
是一种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特色水果[4 - 5]。 近年来,
龙滩珍珠李作为广西贫困山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

产业,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得到大幅度提升[6]。 目前

龙滩珍珠李基本以鲜食为主,于每年 7 月底至 8 月中

旬成熟,果期短(通常不超过 20 d),成熟度不好控

制。 加之,在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至今没有一个

切实可行的与果实品质性状密切相关的采收成熟度

的标准,生产者一般根据经验盲目判断,几乎同时对

不同成熟度的龙滩珍珠李果实进行混杂采收,大大增

加了果实在贮运过程中的损坏,且严重影响了果实品

质,造成较高的经济损失,成为制约龙滩珍珠李产业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如何科学准确地判断

龙滩珍珠李适宜的采收成熟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收成熟度不仅能够确定水果的最佳采收期,也

是进行产品分级、贮藏保鲜以及加工利用的重要指

标。 大量研究表明,采收成熟度对果实品质、产量、后
期用途影响很大,若采收成熟度过低,果实尚未充分

成熟,个小,外观色泽欠佳,糖分和香气积累不足、风
味寡淡,且不能正常后熟,达不到最佳食用品质;若采

收成熟度过高,果实过分成熟甚至已启动衰老,果肉

变软,抗性下降,不利于贮运和销售[7 - 9]。 适期采收

可使果实达到应有的外观和风味品质,已在葡萄[10]、
火龙果[11 - 12]、枇杷[13]、百香果[14]、杏果[15]、梨[16 - 17]、
猕猴桃[18]、柑橘[19]、杨梅[20] 等多种水果中开展了研

究,但至今未见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品质影

响方面的研究报道,缺乏对龙滩珍珠李适宜采收成熟

度的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以龙滩珍珠李为研究对

象,分 5 个批次(成熟度)采收果实,综合评价不同采

收成熟度的果实好果率、外在品质、内在品质及质构

特性指标,探明龙滩珍珠李果实品质特性随着采收成

熟度变化的规律,明确果实采收标准及成熟度判断指

标并将其量化,为龙滩珍珠李果实根据采后不同用途

确定采收期及品质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5 年生龙滩珍珠李,采自广西河池市天峨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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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位于东经 107°04′01. 44″、北纬 25°03′07. 71″,海拔

862 m,栽培株行距为 4. 5 m × 5. 0 m,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果树 9 株,果园管理均为常规管理,且管理方法

相同。 将 9 株果树随机分成 3 组,即为 3 个重复,每
个重复 3 株,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8 月 3 日、8 月 10
日、8 月 17 日、8 月 24 日观察果实落果率、虫害率,并
在果树东南西北 4 个方向采摘果实,共采收 5 次,分
别记为采收成熟度Ⅰ、Ⅱ、Ⅲ、Ⅳ、Ⅴ(表 1)。 采收后

每 5 kg 为一箱置于带孔的瓦楞纸箱中,采果当天立

即运回广西果蔬贮藏与加工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每

次选择成熟度和大小基本一致、无损伤、无病虫害的

果实,测定果实品质特性指标。
NaOH、2,6-二氯酚靛酚钠盐、3,5-二硝基水杨

酸、酚酞、草酸、抗坏血酸、无水乙醇、葡萄糖、盐酸、亚
硫酸氢钠、酒石酸钾钠、苯酚,均为分析纯,广西南宁

泰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表 1　 不同成熟度龙滩珍珠李果实的采收时间及果实发育时间

Table 1　 Harvest date and development days of the
different maturity of ‘Longtan’ pearl plum

采收批次 1 2 3 4 5
采收期 7 月 27 日 8 月 3 日 8 月 10 日 8 月 17 日 8 月 24 日

盛花期后时间 / d 129 136 143 150 157
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1. 2　 仪器与设备

NH300 色差仪,深圳市三恩驰科技有限公司;
JYL-Y20 破壁打浆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PAL-1 数

显糖度计,日本 Atago 公司;6350 酸度计,上海任氏电

子有限公司;WGLL-230BE 电热鼓风干燥箱,天津市

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CT3 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 公

司;TU-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果实落果率、虫害率及好果率统计

(1)落果率。 肉眼观察并统计果实落果数量及

总果数,按公式(1)计算。

落果率 / % = 落果数量
总数量

× 100 (1)

(2)虫害率。 每个重复随机选取 50 个果实,用
手掰开观察虫害情况,按公式(2)计算。

虫害率 / % = 虫害果数量
观察总数量

× 100 (2)

(3)好果率,按公式(3)计算。
好果率 / % = 100% - 落果率 - 虫害率 (3)

1. 3. 2　 果实外在品质指标

(1)单果质量。 用电子天平称重法称取 30 个果

实质量,计算平均单果质量,重复 3 次。
(2)纵横径、果形指数。 用数显游标卡尺测定 30

个果实的纵径、横径,计算平均值,果形指数用纵径与

横径的比值表示。
(3)含水量。 按 GB 5009. 3—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直接干燥法[21]执行。
(4)可食率。 用电子天平称重 30 个果实的质

量,去核后称量果核质量,重复 3 次,按公式(4)计

算。

可食率 / % = 果实质量 - 果核质量
果实质量

× 100 (4)

(5)出汁率。 称取一定量的果肉,榨汁后称量果

汁质量,重复 3 次,按公式(5)计算。

出汁率 / % = 果汁质量
果肉质量

× 100 (5)

(6)色度值。 采用色差仪测定果皮和果肉色度

值,L∗表示亮度,a∗表示红绿色度,b∗表示黄蓝色度,
重复 6 次[22]。

(7)果实感官品质评价。 参照高伦江等[23]的方法,
略有改动。 挑选 8 名经过专门培训的科技人员对果实

感官品质进行评分,取平均值。 总分为外观色泽、脆度、
多汁性、甜味和酸味评分的总和,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2。

表 2　 龙滩珍珠李果实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2　 Sensory evaluation standard of ‘Longtan’
pearl plum

评分标准(分) 外观色泽 脆度 多汁性 甜味 酸味

0 ~ 3. 9 绿色 不脆 不多 无甜味 非常酸

4. 0 ~ 7. 9 着色 >1 / 4 有点脆 有点多 微甜 很酸

8. 0 ~ 11. 9 着色 >2 / 4 较脆 较多 较甜 较酸

12. 0 ~ 15. 9 着色 >3 / 4 很脆 很多 很甜 微酸或无酸

16. 0 ~ 20. 0 色泽艳丽,着色均匀 非常脆 丰富 非常甜 酸味适宜

1. 3. 3　 果实内在品质指标

(1)可溶性固形物( total soluble solid,TSS)。 用

糖度计测定,重复 3 次。
(2)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SSC)。

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24],重复 3 次。
(3)可滴定酸( titratable acidity,TA)。 采用酸碱

滴定法测定[24],重复 3 次。
(4)pH 值。 采用酸度计测定,重复 3 次。
(5)固酸比(TSS / TA)、糖酸比(SSC / TA)。 固酸

比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可滴定酸含量的比值表示,
糖酸比用可溶性糖含量与可滴定酸含量的比值表示。

(6)Vc 含量。 采用 2,6-二氯酚靛酚钠盐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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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24],重复 3 次。
1. 3. 4　 果实质构特性

采用 CT3 质构仪进行测定,包括果实硬度、咀嚼

性、弹性和内聚性指标。 将果实沿果腹线切成两半,
去核,去部分果皮(约 1 mm 厚度),测定果肉面质构

特性指标,测定条件:选用 TA39 探头,TPA 模式,距
离 1. 5 mm,触发力 5 g,测试速度 0. 5 mm / s,重复测

定 10 次,取平均值。
1. 4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绘制

图表,采用 DPS 软件进行邓肯新复极差法分析其差

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采收期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落果率、虫害率和好

果率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随着采收期的推延,龙滩珍珠李果

实落果率和虫害率不断增加,7 月 27 日、8 月 3 日和

8 月 10 日采收的果实落果率和虫害率之间的差异均

无显著差异;之后,落果率和虫害率呈直线上升,8 月

24 日测其落果率为 46. 67% ,果实已从树上落果,有
20%的果实发生了虫害(主要是果蝇危害),均极显

著高于其他采收期(P < 0. 01)。
表 3　 采收期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落果率、虫害率和

好果率的影响 单位:%
Table 3　 Fruit abscission rate, infestation rate and good

fruit rate of ‘Longtan’ pearl plum with different harvest time

指标
采收时间

7 月 27 日 8 月 3 日 8 月 10 日 8 月 17 日 8 月 24 日

落果率 0. 00 ± 0. 00cC 0. 00 ± 0. 00cC 3. 33 ± 0. 58cC 13. 67 ± 4. 04bB 46. 67 ± 7. 07aA

虫害率 0. 00 ± 0. 00cC 0. 00 ± 0. 00cC 3. 33 ± 1. 15cC 9. 33 ± 1. 15bB 20. 00 ± 4. 00aA

好果率 100. 00 ± 0. 00aA 100. 00 ± 0. 00aA 93. 33 ± 1. 53bB 77. 00 ± 3. 00cC 33. 33 ± 3. 79dD

　 　 注:同一指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不同大写

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 01)(下同)

好果率随着采收期的延迟不断下降,7 月 27 日

和 8 月 3 日采收时,果实几乎无落果和虫害果,好果

率为 100% ;之后呈极显著下降的趋势变化,至 8 月

24 日(第Ⅴ采收成熟度)好果率仅为 33. 33,果实损

失率高达 66. 67% 。
2. 2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外在品质的影响

2. 2. 1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大小和果形的

影响

由表 4 可知,龙滩珍珠李单果质量随着采收成熟

度的增加先缓慢升高,在第Ⅳ成熟度达到最大值

18. 25 g,与第Ⅲ成熟度的差异不大,但显著高于第Ⅰ
和Ⅱ成熟度(P < 0. 05),说明第Ⅰ和Ⅱ成熟度的果实

仍在小幅度的生长变大,至第Ⅲ和Ⅳ成熟度时基本稳

定;至第Ⅴ成熟度时,单果质量下降至 17. 72 g,这是

由于大量落果和虫害果而引起的。 果实纵径随着采

收成熟度的增加先升高,至第Ⅱ成熟度时达到最大

值,之后降低;前 4 个采收成熟度之间差异不明显,第
Ⅴ采收成熟度时显著下降。 果实横径在整个采收期

呈不断起伏变化,第Ⅱ、Ⅲ和Ⅳ采收成熟度时差异不

明显,均极显著高于第Ⅰ和Ⅴ采收成熟度 ( P <
0. 01)。 整个采收期果实的果形指数为 0. 84 ~ 0. 87,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说明果形变化幅度不大,呈圆形

或接近圆形。 从果实大小和果形考虑,果实的采收期

应为第Ⅲ至Ⅳ成熟度为宜。
表 4　 不同采收成熟度龙滩珍珠李果实大小和果形变化

Table 4　 Fruit size and shape of ‘Longtan’ pearl plum
with different harvest maturity

指标
采收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单果质量 / g 17. 21 ± 0. 21cB 17. 68 ± 0. 33bAB 18. 12 ± 0. 28abA 18. 25 ± 0. 17aA 17. 72 ± 0. 17bAB

纵径 / mm 28. 35 ± 0. 70bAB 28. 99 ± 0. 98aA 28. 80 ± 1. 33abA 28. 56 ± 1. 04abA 27. 71 ± 0. 81cB

横径 / mm 32. 66 ± 0. 73cB 34. 03 ± 0. 94aA 33. 41 ± 0. 86bA 33. 55 ± 1. 20abA 32. 75 ± 1. 05cB

果形指数 0. 87 ± 0. 02aA 0. 86 ± 0. 02abAB 0. 84 ± 0. 02cC 0. 85 ± 0. 03bAB 0. 85 ± 0. 02bBC

2. 2. 2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含水量、可食

率和出汁率的影响

果实水分与其风味和口感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

果实的新鲜度和脆度。 由表 5 可知,随着采收成熟度

增加,龙滩珍珠李果实含水量整体呈下降的变化趋

势,第Ⅰ和Ⅱ采收成熟度的果实含水量差异不大,第
Ⅲ至第Ⅴ采收成熟度的果实含水量差异也不大,但前

者显著高于后者(P < 0. 05)。 整个采收期果实可食

率在 96. 10% ~ 97. 20% ,各采收成熟度间差异不明

显,说明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可食率的影响

很小。 果实出汁率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不断下

降,在第Ⅴ成熟度时最小为54. 06% ,比第Ⅰ成熟度下

降了 7. 11% 。
表 5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含水量、

可食率和出汁率的影响 单位:%
Table 5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water content,
edible rate and juice yield of ‘Longtan’ pearl plum

指标
采收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含水量 89. 52 ± 0. 98aA 88. 16 ± 0. 56aAB 86. 13 ± 0. 65bC 86. 67 ± 0. 65bBC 85. 47 ± 0. 96bC

可食率 96. 10 ± 0. 75aA 97. 20 ± 0. 55aA 96. 38 ± 0. 58aA 96. 71 ± 0. 55aA 96. 40 ± 0. 64aA

出汁率 61. 17 ± 0. 58aA 59. 16 ± 0. 84bAB 57. 23 ± 1. 20cBC56. 47 ± 1. 30cC 54. 06 ± 0. 40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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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色泽的影响

色泽是评价果实外观品质、判断果实成熟度的一

个重要而又简易的依据,其形成是叶绿素、花青素、类
黄酮及酚类物质等色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5 - 26]。 由表

6 可知,随着采收成熟度增加,龙滩珍珠李果皮亮度

L∗值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第Ⅲ和Ⅳ成熟度间差异

不显著;果肉 L∗值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第Ⅴ成

熟度略有降低,说明果皮色泽不断加深,亮度值逐

渐下降,果肉变化则相反。 果皮和果肉红绿色度 a∗

值均不断升高,说明无论果皮还是果肉均逐渐由绿

色度向红色度转变,果实逐渐成熟。 果皮黄蓝色度

b∗值逐渐下降,而果肉 b∗值则逐渐上升,说明果皮

和果肉分别朝着蓝色度和黄色度方向变化。
由图 1 可知,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龙滩珍珠

李果皮色泽由浅绿—浅红—玫红—紫红不断加深,果
实逐渐成熟,与果皮色度值变化趋势一致。

表 6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色度值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fruit chromatic value of ‘Longtan’ pearl plum

采收
成熟度

果皮色度值 果肉色度值

L∗ a∗ b∗ L∗ a∗ b∗

Ⅰ 33. 32 ± 0. 38aA 9. 66 ± 0. 59dC 9. 75 ± 0. 20aA 47. 51 ± 1. 01cB 0. 85 ± 0. 18eE 19. 63 ± 1. 02dD

Ⅱ 31. 81 ± 0. 81bB 10. 24 ± 0. 65dC 6. 26 ± 0. 28bB 47. 70 ± 0. 67cB 2. 35 ± 0. 30dD 20. 04 ± 0. 48dD

Ⅲ 30. 43 ± 0. 51cC 12. 48 ± 0. 70cB 5. 40 ± 0. 46cC 48. 82 ± 0. 87bB 4. 58 ± 0. 43cC 21. 91 ± 0. 80cC

Ⅳ 30. 90 ± 0. 23cC 13. 56 ± 0. 74bB 4. 66 ± 0. 38dD 54. 40 ± 0. 67aA 5. 95 ± 0. 31bB 23. 60 ± 0. 40bB

Ⅴ 29. 23 ± 0. 49dD 15. 10 ± 1. 01aA 3. 70 ± 0. 29eE 53. 47 ± 0. 88aA 7. 04 ± 0. 39aA 25. 83 ± 0. 91aA

图 1　 不同采收成熟度龙滩珍珠李果实外观比较

Fig. 1　 Appearance of ‘Longtan’ pearl plum fruit with
different harvest maturity

2. 2. 4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感官品质的影响

由表 7 可知,龙滩珍珠李外观色泽和甜味评分随

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升高,说明随着果实不断成

熟,果皮着色逐渐均匀,口感不断变甜;不同采收成熟

度对外观色泽和甜味评分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

(P < 0. 05)。 果实脆度和多汁性评分随着成熟度的

增加而下降,前 3 个成熟度的果实脆度和多汁性评分

差异不大,第Ⅳ成熟度呈极显著下降(P < 0. 01),表
明随着采收成熟度增加,果实不断变软、水分减少,这
种变化在第Ⅳ采收成熟度之后更加明显。 果实酸味

评分和感官总分则是先升高后下降,第Ⅲ采收成熟度

时最高,分别为 16. 13 分和 89. 20 分,均表现为Ⅲ >
Ⅳ >Ⅱ >Ⅴ >Ⅰ,可见,第Ⅲ采收成熟度的果实感官

品质最佳。
2. 3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内在品质的影响

2. 3. 1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TSS 和 SSC
的影响　

TSS 和 SSC 是评价果实成熟度、口感及营养品质

的常规指标,其大小由果实生长期间积累的糖、酸、维
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多种物质决定。

如图 2 所示,龙滩珍珠李果实 TSS 随着采收成熟

度的增加而不断升髙,不同采收成熟度对 TSS 的影响

具有显著差异(P < 0. 05)。 前人在杏果[15]、梨[16 - 17]

和猕猴桃[18]等水果中研究也证明,随着成熟度增加,
果实 TSS 不断增加,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果实 SSC
变化趋势与 TSS 一致,也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增

加,除了第Ⅱ和Ⅲ采收成熟度间差异不显著外,均达

到差异极显著水平(P < 0. 01)。 整个采收期果实

SSC 不断上升,可能与叶片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可溶

性糖运输到果实以及果实内淀粉、有机酸等转化为可

溶性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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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感官评分的影响

Table 7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sensory score of ‘Longtan’ pearl plum
采收成熟度 外观色泽 脆度 多汁性 甜味 酸味 总分

Ⅰ 9. 25 ± 0. 60eD 19. 50 ± 0. 46aA 19. 31 ± 0. 53aA 10. 56 ± 0. 94eD 10. 56 ± 0. 86dD 69. 19 ± 1. 67eE

Ⅱ 14. 49 ± 0. 51dC 19. 44 ± 0. 18aA 18. 50 ± 0. 76bB 15. 13 ± 0. 64dC 14. 38 ± 0. 52bB 81. 93 ± 1. 27cC

Ⅲ 18. 11 ± 0. 45cB 18. 84 ± 0. 44aA 18. 13 ± 0. 74bB 18. 00 ± 0. 53cB 16. 13 ± 0. 52aA 89. 20 ± 1. 41aA

Ⅳ 18. 75 ± 0. 27bAB 15. 54 ± 1. 03bB 16. 63 ± 0. 44cC 18. 94 ± 0. 73bA 15. 69 ± 0. 65aA 85. 54 ± 0. 74bB

Ⅴ 19. 29 ± 0. 50aA 12. 31 ± 0. 65cC 16. 25 ± 0. 38cC 19. 63 ± 0. 35aA 12. 31 ± 0. 53cC 79. 79 ± 1. 10dD

图 2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TSS 和 SSC 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SS and
SSC of ‘Longtan’ pearl plum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 01)(下同)

2. 3. 2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TA 和 pH 的

影响

TA 和 pH 值反应了果实酸味,酸味是果实的主

要风味品质之一。 由表 8 可知,龙滩珍珠李果实 TA
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不断下降,说明果实成熟度

越髙,果实的酸味越低,与酸味感官评分结果一致;除
了第Ⅱ和Ⅲ采收成熟度间的差异不显著外,均达到差异

显著水平(P < 0. 05)。 果实 pH 值随着采收成熟度的

增加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第Ⅰ采收成熟度的果实 pH
值最低为 3. 49,显著低于其他采收成熟度,之后各采收

成熟度对果实 pH 值的影响不大。 果实成熟过程中,
一部分有机酸转化为糖,一部分作为呼吸底物被逐渐

消耗,因此 TA 下降,直接导致 pH 上升[10,15]。
表 8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TA 和 pH 的影响

Table 8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A
and pH of ‘Longtan’ pearl plum

指标
采收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TA/ % 0. 71 ± 0. 03aA 0. 65 ± 0. 02bB 0. 63 ± 0. 01bBC 0. 60 ± 0. 01cC 0. 54 ± 0. 01dD

pH 3. 49 ± 0. 04dC 3. 55 ± 0. 02cBC 3. 58 ± 0. 02bcB 3. 62 ± 0. 03abAB 3. 66 ± 0. 03aA

2. 3. 3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固酸比与糖酸

比的影响

固酸比和糖酸比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果实鲜食品质

和风味的重要指标。 从图 3 可知,随着采收成熟度增

加,龙滩珍珠李果实固酸比和糖酸比的变化趋势一致,
均不断升高,整个采收期分别从 14. 16 和 0. 87 升高到

26. 24 和 2. 12,分别升高了 85. 31%和 143. 68%;不同

采收成熟度对果实固酸比影响较大,均达到差异极显

著水平(P <0. 01);而糖酸比除了第Ⅱ和Ⅲ采收成熟

度间差异不显著外,也达到差异极显著水平 (P <
0. 01)。 在樱桃[27] 和枇杷[28] 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

成熟度增加,果实固酸比和糖酸比增加,果实风味由

酸甜转为浓甜,不同成熟度的果实品质差异显著,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

图 3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固酸比和糖酸比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SS / TA
and SSC / TA of ‘Longtan’ pearl plum

2. 3. 4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Vc 含量的影响

Vc 是衡量水果抗氧化、抗衰老能力和新鲜程度

等营养品质的重要指标,Vc 含量越高,水果营养价值

也越高[29]。 如图 4 所示,龙滩珍珠李果实 Vc 含量随

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先升高,至第Ⅱ采收成熟度时达

到最高为 6. 25 mg / 100 g,比第Ⅰ采收成熟度高

13. 84% ,极显著高于其他采收成熟度(P < 0. 01),这
可能是由于在第Ⅰ采收成熟度时,果实没有达到完全

成熟,营养物质继续积累引起的;之后 Vc 含量不断

下降,至第Ⅴ采收成熟度时 Vc 含量下降至 2. 27
mg / 100 g。 前人分别在梨[17]、杨梅[20]和樱桃[27]中的

研究也发现,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果实 Vc 含量

先增加后减少,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2. 4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质构特性的影响

果实质构特性直接影响果实的口感和用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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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 Vc 含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Vc content
of ‘Longtan’ pearl plum

质构分析仪 TPA 测试模式,模拟人体口腔咀嚼水果,
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反应水果的质地特性。 其中,硬度

指模拟牙齿压迫样品需要的最大力,直接反应了果实

的软硬程度;咀嚼性表示牙齿咀嚼样品达到可吞咽状

态所需要的能量,反映了果实对咀嚼的抵抗力;弹性

为样品被牙齿挤压后可恢复的高度;内聚性表示样品

的内部收缩力。 如表 9 所示,龙滩珍珠李果实硬度和

咀嚼性均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下降,且受采收成

熟度的影响较大,差异分别达到极显著(P < 0. 01)和
显著(P < 0. 05)水平;说明随着成熟度提高,果实质地

不断变软,咀嚼果实所需要用的能量随之减少,与杏

果[15]、梨[17]和猕猴桃[18] 研究结果一致。 这种变化可

能与果实细胞结构改变和物质成分降解有关[30 - 31]。
果实弹性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而下降,第Ⅰ和Ⅱ采收

成熟度的果实弹性差异不大,第Ⅲ、Ⅳ 和Ⅴ采收成熟度

的果实弹性差异也较小,前者显著高于后者(P <
0. 05);说明随着果实不断成熟,果实被挤压后能恢复

的高度不断变小,尤其第Ⅲ采收成熟度后的果实。

表 9　 采收成熟度对龙滩珍珠李果实质构特性的影响

Table 9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tan’ pearl plum

质构特性
采收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硬度 / g 735. 70 ± 44. 68aA 517. 90 ± 42. 96bB 412. 70 ± 61. 46cC 303. 50 ± 27. 03dD 178. 90 ± 30. 96eE

咀嚼性 / mJ 3. 51 ± 0. 59aA 2. 21 ± 0. 52bB 1. 82 ± 0. 41cBC 1. 38 ± 0. 30dC 0. 71 ± 0. 15eD

弹性 / mm 0. 81 ± 0. 07aA 0. 78 ± 0. 03aAB 0. 73 ± 0. 03bBC 0. 71 ± 0. 05bC 0. 69 ± 0. 07bC

内聚性 0. 65 ± 0. 04aA 0. 63 ± 0. 04abA 0. 63 ± 0. 03abA 0. 62 ± 0. 05abA 0. 59 ± 0. 06bA

　 　 果实内聚性随着采收成熟度的增加总体呈下降

趋势,整个采收期果实内聚性在 0. 59 ~ 0. 65 范围内

波动,不同采收成熟度对果实内聚性的影响很小。

3　 结论

本研究中第Ⅰ和Ⅱ采收成熟度的龙滩珍珠李果

实好果率为 100% ,随着采收期延迟,果实不断掉落

和发生虫害,因而好果率下降,至第Ⅴ采收期好果率

仅为 33. 33% ;随着采收成熟度增加,单果质量先缓

慢升高,至第Ⅳ成熟度达到最大,与第Ⅲ成熟度差异

不显著,第Ⅴ成熟度时下降;果形在整个采收期差异

不大;果实含水量和出汁率均不断降低,可食率无显

著变化;果皮 L∗、b∗值逐渐下降,而 a∗值及果肉 L∗、
a∗、b∗值均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果实外观、甜味评

分不断升高,脆度和多汁性评分不断下降,而酸味评

分和感官总分则先升高后下降,第Ⅲ采收成熟度时均

达最高;随着采收成熟度增加,果实 TSS、SSC、pH、
TSS / TA、SSC / TA 不断升高,TA 不断降低,Vc 含量则

先升高至第Ⅱ采收成熟度时达到最大值,之后不断下

降;果实硬度、咀嚼性、弹性和内聚性均随着采收成熟

度增加而下降,果实质地不断变差。
进一步分析表明,第Ⅰ采收成熟度的龙滩珍珠李

单果质量较低,果实仍在生长,果面色差,TSS、SSC、
pH、TSS / TA、SSC / TA 和感官评分最低,Vc 略低,TA
最高,果实营养物质尚未充分积累,口感风味较差,无
论鲜食还是贮藏均不宜采收。 随着成熟度增加,果实

充分成长,着色逐渐均匀,硬度较大,风味由酸甜转为

浓甜,第Ⅱ和Ⅲ采收成熟度的果实适合于鲜食,也适

合于长期贮运;第Ⅳ采收成熟度的果实适合于鲜食和

短途运输。 第Ⅴ采收成熟度的好果率很低,果实充分

着色,风味浓郁,但硬度变软,质地变差,物流不便,只
能用于产地即时消费。 本研究结果可根据不同的消

费目的、用途、销售区域半径和消费者喜好确定龙滩

珍珠李适宜的采收成熟度和最佳上市期,为优质龙滩

珍珠李生产提供明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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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he quality of ‘Longtan’ pearl plum
HUANG Zhanwen3,WANG Ying1,2,LI Mingjuan1,2∗,YOU Xiangrong1,2,

ZHANG Yayuan1,2,ZHOU Kui1,2,WEI Ping1,2,WEI Linyan1

1(Agro-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ning 530007,China)
2(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torage-processing Technology,Nanning 530007,China)

3(Flower Research Institute,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ning 530007,China)

ABSTRACT　 The ‘Longtan’ pearl plum was collected at five harvest stage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arvest maturity on the fruit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Longtan’ pearl plu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arvest maturity, the good fruit rate, water con-
tent, juice yield, L∗ and b∗ of a pericarp, sensory score of crispness and juiciness, TA, hardness, chewiness, springiness and cohesive-
ness were reduced. Besides, the whole harvest period decreased by 66. 67% , 4. 52% , 11. 62% , 12. 28% , 62. 10% , 36. 86% ,
15. 86% , 23. 94% , 75. 68% , 79. 77% , 15. 12% , 8. 33% , respectively. The a∗ of pericarp, a∗ and b∗ of pulp, sensory score of ap-
pearance and sweetness, TSS, SSC, pH, TSS / TA and SSC / TA were increased, and the whole harvest period increased by 56. 32% ,
725. 39% , 31. 54% , 108. 51% , 85. 80% , 41. 70% , 83. 87% , 4. 87% , 85. 31% , 143. 68% ,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single fruit
weight, the sensory score of sourness, total sensory score and Vc content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values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Ⅳ, Ⅲ, Ⅲ,Ⅱ harvest maturity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18. 25 g, 16. 13 points, 89. 20 points and 6. 25 mg / 100g,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harvest maturity of ‘Longtan’ pearl plum.
Key words　 ‘Longtan’ pearl plum;harvest maturity;fruit quality;textur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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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傅里叶近红外光谱和电子鼻技术的苹果霉心病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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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傅里叶近红外光谱技术(Fourier transform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FT-NIRS)和电子鼻技术分别

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对苹果霉心病的判别效果,以“红富士”霉心病苹果和健康苹果为试材,利用近红外光谱技

术,基于主成分分析建立 Fisher 判别和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神经网络模型;同时利用电子鼻

技术分别结合 Fisher 判别、MLP 神经网络和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 3 种化学计量学的方法建立判别模型。 根据建

模集和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综合考虑,基于主成分分析建立的 MLP 神经网络模型和电子鼻结合 MLP 神经网络

模型对苹果霉心病的判别效果最好,验证集中的正确判别率分别达到 87. 7% 和 86. 2% 。 说明电子鼻和近红外

光谱技术均可以较好地判别苹果霉心病。
关键词　 苹果;霉心病;近红外光谱;电子鼻;化学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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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霉心病是果树在开花期由多种真菌侵染导

致的病害,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是目前苹果急需解决

的常见病害之一。 2009 年,陕西省渭北地区苹果发

生大面积霉心病害,产区果实发病率达到 37% ,近年

来苹果霉心病的危害程度仍有上升趋势,特别是豫西

地区。 苹果霉心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内外学者

非常重视苹果霉心病的防治研究,努力从源头上控制

霉心病的发生[1 - 5]。 苹果感染霉心病后,果肉内部在

室温下会迅速腐烂,但从外表不易识别病果,给苹果

病果的筛选过程带来巨大不便。 目前,针对苹果霉心

病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低频磁共振法[6]、CT 成像法、生
物阻抗特性法[7]、计算机视觉法[8]、高光谱法[9]。 但

这些技术存在费时、检测成本高、需要专业人员操作

等不足。 因此,亟需一种快速无损检测技术及早地识

别苹果霉心病,保障苹果的贮藏和出口品质,进而提

升我国苹果的知名度。
近红外光谱和电子鼻技术是分析化学领域发展

产生的高新技术,具有操作简单、可重复性好、检测迅

速、不破坏样品等优点,目前在国内外果蔬品质检测

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外研究者多采用近红外

透射技术对苹果霉心病进行检测研究[10 - 16],此技术

可得到样品在红外光谱区独特的吸收特征,具有区分

病果的前提条件。 SHENDEREY 等[13] 肯定了近红外

光谱技术在检测苹果霉心病方面的潜力;苏东等[15]

在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苹果直径等因子,
提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可以较准确判定苹果霉心

病;雷雨等[16]对果蔬进行快速无损识别,证实了近红

外光谱对检测苹果霉心病有较高的准确度。 然而目

前鲜有使用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技术[17]。
电子鼻是一种分析、识别物品挥发性成分的仪

器,在桃[18]、猕猴桃[19]、葡萄[20 - 21]、石榴[22]、香蕉[23]

等水果品质检测、成熟度和货架期[24 - 26] 鉴定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 PAN 等[26]利用电子鼻正确识别了正常

草莓与病害草莓,同时可较好地区分草莓感染的 3 种

主要病原菌种类;惠国华等[27]研究发现,电子鼻系统

可以快速表征水果的腐败过程;李琦等[28] 证明电子

鼻可以对不同品质的苹果进行较好的分类;张鹏

等[29]利用电子鼻判别猕猴桃在保鲜过程中的品质,
说明电子鼻技术在水果病害的无损检测方面是可行

的;何金鑫等[30]利用电子鼻研究山核桃在氧化过程

中各指标的变化,发现电子鼻可以快速预测山核桃氧

化程度。 但目前尚未有电子鼻对苹果霉心病无损检

测的报道。
本研究分别利用傅里叶近红外光谱 ( Fo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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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FT-NIRS)和电子

鼻技术建立模型,比较不同方法识别苹果霉心病的准

确率,为近红外光谱和电子鼻技术判别苹果霉心病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仪器

试验材料:205 个陕西省白水县尧禾镇农家果园

采收的“红富士”健康苹果和疑似霉心病苹果,均由

当地有经验的果农分辨(霉心病苹果与健康果实相

比,着色更早、更易脱落、质量更轻,果实萼口大、萼筒

长且与果心相连的更易染病)。 要求果实完整、体型

一致、表面无明显的机械损伤。 在(0 ± 1)℃,相对湿

度 85% ~ 95% 的冷库保藏 5 d。 试验前,将苹果取

出,依次编号,于常温下(25 ± 1)℃下放置 24 h 备用。
仪器:MPA 型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Bruker

Optics 公司;PEN3 便携型电子鼻,德国 AIRSENSE
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近红外光谱采集

将待测苹果水平放置,在苹果赤道处标记 3 个待

测点,使用固体光纤探头采集待测苹果近红外光谱

值[31]。 近红外光谱仪分辨率设为 8 cm - 1,波数范围

为 12 000 ~ 4 000 cm - 1,扫描 64 次。
1. 2. 2　 基于主成分分析建立 Fisher 判别模型

以数字 0 和 1 分别代表健康果和霉心病果,随机

选取 40 个健康果和 10 个霉心病果作为 Fisher 判别

模型的验证集,剩余 155 个苹果作为建模集。 经原始

光谱提取的前 15 个主成分作为自变量。
1. 2. 3　 基于主成分分析建立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

参照袁鸿飞等[33] 的研究方法并稍作修改,基于

主成分分析建立 3 层感知器神经网络。 其中模型训

练集与测试集的相对数量比为 7∶ 3;模型的输入层单

位为 15,代表主成分个数;输出层单位数为 2,代表健

康果实和霉心病果实;优化算法选择调整的共轭梯

度,模型输出层的激活函数设定为恒等函数,模型隐

藏层单位数为 8,隐藏层的激活函数设定为双曲正切

函数。
1. 2. 4　 电子鼻信号采集

将样品放置于 1 000 mL 的玻璃烧杯中,密封后

将玻璃烧杯(25 ± 1)℃条件下静置于 1 h[30]。 随后使

用进样针顶空取样检测[32]。 内部空气流量与进样流

量均为 300 mL / min,电子鼻测定 60 s,采用第 59 s 时

的响应值进行数据分析。
电子鼻包含 S1(W2W,有机硫化物)、S2(W35,

芳香烷烃)、S3(W2S,乙醇)、S4(W1W,硫化氢)、S5
(W1S,甲烷)、S6 (W5C,烷烃)、S7 (W6S,氢气)、S8
(W3C,氨类)、S9(W5S,氨氧化物)和 S10(W1C,芳
香苯类)10 个传感器阵列。
1. 2. 5　 电子鼻结合化学计量法

在 Fisher 判别中,建模集由随机选取的 155 个样

本组成,其中正常苹果 123 个,霉心病苹果 32 个。 验

证集为剩余的 50 个样本。 因变量为第 59 s 时传感

器的响应值,其中数字 0 和 1 分别代表正常苹果和霉

心病苹果。 同时建立 4 层多层感知器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神经网络模型和 3 层径向基函数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神经网络[33],输出层激

活函数分别为 Sigmoid 和恒等函数;隐藏层激活函数

分别为双曲正切函数和 Softmax。
1. 3　 数据处理

用 SPSS 20.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 1　 近红外对苹果霉心病的判别结果分析

2. 1. 1　 健康苹果和霉心病苹果的近红外光谱图

选择近红外光谱范围为 12 000 ~ 4 000 cm - 1,由
图 1 可知,健康苹果和霉心病苹果的近红外光谱形状

相似,并出现了交叉重叠部分,很难直接从光谱图上

直观区分出健康苹果和霉心病苹果,因此需要结合主

成分分析区分霉心病苹果和健康苹果。

图 1　 健康苹果和霉心病苹果的近红外光谱图

Fig. 1　 Near infrared spectra of healthy apples and mildew apples

2. 1. 2　 主成分提取

将采集苹果的近红外光谱吸光度全部导出,共有

2 074 个数据点,形成 205 × 2 074 的数据矩阵。 由于

数据量大,计算复杂,因此利用 SPSS 20. 0 对原始光

谱进行主成分提取。 由图 2 可知,前 4 项、8 项、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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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 项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分别达到 99. 853% 、
99. 983% 、99. 992% 和 99. 997% ,考虑到主成分选取

过少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判别误差,为获较高的判别

率,选取前 20 个主成分进行下一步分析。

图 2　 原始光谱提取的前 20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

Fig. 2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first 20 principal
components extracted from the original spectrum

2. 1. 3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 Fisher 判别

原始光谱结合前 15 个主成分的 Fisher 判别函数

如公式(1)(2)所示:
健康苹果:Y0 = - 0. 602 - 0. 234X1 + 0. 404X2 + 0. 84X3 +

0. 426X4 + 0. 081X5 + 0. 238X6 + 0. 055X7 - 0. 198X8 - 0. 567X9 -
0. 107X10 + 0. 524X11 + 0. 374X12 + 0. 446X13 + 0. 161X14 -
0. 363X15 (1)

霉心 病 苹 果:Y1 = - 3. 076 + 1. 147X1 - 0. 543X2 +
0. 180X3 - 0. 734X4 - 0. 574X5 - 0. 266X6 + 0. 304X7 - 0. 262X8 +
1. 067X9 + 0. 272X10 + 0. 001X11 - 0. 549X12 - 0. 808X13 -
0. 814X14 + 0. 191X15 (2)

式中:X i 表示第 i 个主成分,i = 1,2,…,15
比较 Y0 和 Y1 的数值大小,如果 Y0 > Y1,则被判

为组 0(健康苹果),如果 Y0 < Y1,则被判为组 1(霉心

病苹果)。
经近红外光扫描后,得到的正常苹果和霉心病果

光谱曲线形状相近,难以直接区分,如果选取的主成

分数太少,可能会造成大的识别误差;如果选取的主

成分数太多,会加大检测难度。 由表 1 可知,随着主成

分数的增加,不同主成分数建立的苹果霉心病判别模

型的正确判别率亦随之增加,当主成分数选取 15 个

时,建模集预测准确率与选取前 20 个主成分相等,均
为 90. 3%,且原始光谱提取的前 15 个主成分建立的

Fisher 判别函数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为 72%,高于提

取的前 20 个主成分的准确率,因此主成分数选取前 15
个最为合适。 此外,霉心病苹果验证集的判别率达到

80%,而健康果验证集的判别率仅 70%。 说明模型准

确率可能与试验的霉心病苹果发病程度有关,若待测

苹果霉心病发病率低则不利于模型的验证。

表 1　 Fisher 判别模型对不同主成分数训练集和

验证集的判别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Fisher discriminant model for training sets
and validation sets with different principal component numbers

组别 主成分
健康苹果 霉心病苹果

样本数 误判数 正判率 / % 样本数 误判数 正判率 / %
预测准
确率 / %

PC1 ~ PC5 123 9 92. 7 32 22 31. 2 80. 0

建模集
PC1 ~ PC10 123 6 95. 1 32 19 40. 6 83. 9
PC1 ~ PC15 123 6 95. 1 32 9 71. 9 90. 3
PC1 ~ PC20 123 5 95. 9 32 10 68. 8 90. 3

验证集
PC1 ~ PC15 40 12 70. 0 10 2 80. 0 72. 0
PC1 ~ PC20 40 15 62. 5 10 0 100. 0 70. 0

2. 1. 4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

对训练集和测试集的预测准确率见表 2。 训练

集和测试集的总体判别准确率分别为 90. 5% 和

87. 7% 。 在测试集中,健康苹果和霉心病苹果的判别

准确率分别达到 89. 4%和 80. 0% 。
表 2　 MLP 神经网络模型对待测苹果训练集和

测试集的判别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LP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training and test sets

组别 类别
各类样
品总数

正确判别总数

健康苹果 霉心病苹果

预测准
确率 / %

健康苹果 116 109 7 94. 0
训练集 霉心病苹果 32 7 25 78. 1

合计 148 116 32 90. 5
健康苹果 47 42 5 89. 4

测试集 霉心病苹果 10 2 8 80. 0
合计 57 44 13 87. 7

2. 2　 电子鼻对苹果霉心病的判别结果分析

2. 2. 1　 Fisher 判别

Fisher 判别方程如公式(3)、(4)所示:
健康苹果:W0 = - 9 340. 922 + 13 555. 112S1 - 38. 575S2

- 4 136. 112S3 + 7 427. 488S4 - 3 245. 635S5 + 1 535. 012S6 +
79. 111S7 - 1 414. 401S8 + 2 286. 279S9 + 2 585. 537S10 (3)

霉心病苹果:W1 = - 9 300. 939 + 13 715. 232S1 -
39. 183S2 - 4 386. 051S3 + 7 361. 378S4 - 3 135. 557S5 +
1 541. 941S6 + 79. 825S7 - 1 425. 087S8 + 2 230. 113S9 +
2 650. 592S10 (4)

式中:Si 表示电子鼻第 i 个传感器,i = 1,2,…,10
比较 W0 和 W1 的计算结果,若 W0 > W1,则被判

为组 0(健康果),若 W0 < W1,则被判为组 1(霉心病

果)。 表 3 为模型对待测苹果的预测准确率结果,
Fisher 判别模型对建模集的总体预测准确率为

92. 3% ,对验证集的总体预测准确率为 74% ,准确率

相差较大;在验证集中,对病果的判别准确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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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远低于其他结果的准确率。 说明霉心病果的

Fisher 判别函数模型不稳定,可能与苹果自身的发病

程度低有关。
表 3　 Fisher 判别函数对待测苹果的判别结果

Table 3　 Result of Fisher discriminant function on apple test

组别 类别
各类样
品总数

正确判别总数

健康苹果 霉心病苹果

预测准
确率 / %

健康苹果 123 120 3 97. 6
建模集 霉心病苹果 32 9 23 71. 9

合计 155 129 26 92. 3
健康苹果 40 30 10 75. 0

验证集 霉心病苹果 10 3 7 70. 0
合计 50 33 17 74. 0

2. 2. 2　 MLP 神经网络

由表 4 可知,MLP 神经网络模型训练集总体判

别准确率为 87. 9% ,测试集的总体判别准确率为

86. 2% 。 但霉心病苹果测试集和训练集的判别结果

均较低,分别为 64. 7%和 68% 。
表 4　 MLP 神经网络模型对待测苹果的判别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MLP neural network model on apple test

组别 类别
各类样
品总数

正确判别总数

健康苹果 霉心病苹果

预测准
确率 / %

健康苹果 115 106 9 92. 2
训练集 霉心病苹果 25 8 17 68. 0

合计 140 114 26 87. 9
健康苹果 48 45 3 93. 8

测试集 霉心病苹果 17 6 11 64. 7
合计 65 51 14 86. 2

2. 2. 3　 RBF 神经网络

由表 5 可知,通过 RBF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训练

集的总体识别准确率为 86. 3% ,测试集的总体识别

准确率为 82. 4% ,但测试集中霉心病苹果识别准确

率仅为 50% ,远低于总体识别准确率。
表 5　 RBF 神经网络模型对待测苹果的判别结果

Table 5　 Result of RBF neural network model on apple test

组别 类别
各类样
品总数

正确判别总数

健康苹果 霉心病苹果

预测准
确率 / %

健康苹果 103 98 5 95. 1
训练集 霉心病苹果 28 13 15 53. 6

合计 131 111 20 86. 3
健康苹果 60 54 6 90. 0

测试集 霉心病苹果 14 7 7 50. 0
合计 74 61 13 82. 4

综上所述,电子鼻结合 Fisher 判别函数的建模集

的判别结果最好,但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均低于

RBF 神经网络和 MLP 神经网络。 根据建模集和验证

集的预测准确率综合考虑,电子鼻结合 MLP 神经网

络模型可以很好地对苹果霉心病进行判别。

3　 结论

本文实现了 FT-NIR 和电子鼻技术对“红富士”
苹果霉心病的快速、无损检测。

使用近红外原始光谱提取的前 15 个主成分建立

的 Fisher 判别函数模型的正确判别率达到最高,为
72% ;建立的 MLP 神经网络对苹果霉心病的正确判

别率为 87. 7% ,且 MLP 神经网络测试集中霉心病果

的检测准确率更加稳定,因此从验证的准确度和稳定

性两方面均可知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 MLP 神经网络

模型可以较好地判别苹果是否得霉心病。 但在实际

中,由于样品地域、环境、年份等具有局限性,不同品

种苹果霉心病发病率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若样品的发

病率普遍偏低,可能会对模型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

准确率下降,因此还需深入研究。
电子鼻可以较好地判别苹果霉心病。 从建模集

和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方面综合比较发现,电子鼻结

合 MLP 神经网络模型对苹果霉心病的判别效果最

好,其中训练集预测准确率可达到 87. 9% ,测试集的

预测准确率为 86. 2% 。 说明电子鼻结合化学计量学

的方法对识别苹果霉心病是可行的,为电子鼻应用于

苹果霉心病的无损检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技术思

路。 以后的研究还需针对不同苹果品种做进一步探

讨,并结合电子鼻中传感器的优化做进一步研究。
近红外原始光谱与电子鼻均可对苹果霉心病进

行很好的识别,考虑到仪器对苹果霉心病的识别准确

度以及使用中的效率问题和检测成本因素,FT-NIRS
比电子鼻检测苹果霉心病的效果更好。

目前苹果无损检测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应用,
如光谱检测技术、成像检测技术、仿生智能感官检测

技术等,本试验中只对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与电子鼻

检测技术进行了建模比较。 目前的无损检测技术只

能从一个方面区分霉心病苹果果实,不能完整地反映

霉心病与健康苹果果实理化品质的区别,随着多传感

器信息融合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应用,可在区分霉心

病苹果果实的同时很好地反映果实的理化性质,日后

苹果无损检测技术无疑会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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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structive detection of apple moldy core based on FT-NIR
and electronic nose technology

YANG Chenyu1,YUAN Hongfei1,2,MA Huiling3,REN Yamei1∗,REN Xiaolin4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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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ier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T-NIRS) and electronic nose technique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efficacy of apple
moldy core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metrics. With “Red Fuji” moldy core and healthy apples as raw materials, the near-infrared spec-
troscopy model of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 neural network and Fisher discriminan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anwhile, a discrimina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he electronic nose combined with Fisher discrimination, MLP neural net-
work and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neural network,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diction accura-
cy of the modeling set and the verification set, the MLP neural network model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 electronic
nose combined with the MLP neural network model had the best discriminating effect on the apple moldy core disease and the correct dis-
criminating rate of verification set reached 87. 7% and 86. 2% respectively. It shows that the electronic nose and near-infrared spectrosco-
py used for distinguishing apple mold core are feasible.
Key words　 apple;moldy core;FT-NIRS;electronic nose;chem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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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果渣的营养、保健成分及利用价值评价

周禹佳,樊卫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刺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550025)

摘　 要　 为了探究刺梨果渣的营养保健成分含量,评价刺梨果渣的利用价值,以‘贵农 5 号’刺梨果渣为材料,检
测刺梨果渣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和部分保健成分含量,并与苹果渣、蓝莓果渣、沙棘果渣、猕猴桃果渣、菠萝果渣、
柑橘果渣和甘蔗渣进行比较,分析刺梨果渣的利用价值。 试验发现刺梨果渣中富含总酚、VC、VE、磷、钙、铁、锌、
膳食纤维、粗纤维和氨基酸。 其中,总酚含量是菠萝果渣的 4. 4 倍,苹果渣的 3. 7 倍;VC 含量是菠萝果渣的 23. 8
倍,沙棘果渣的 20. 7 倍;VE 含量为沙棘果渣的 3. 8 倍,苹果渣的 1. 2 倍;磷的含量为菠萝果渣的 272. 5 倍,苹果

渣的 21. 8 倍;钙的含量是菠萝果渣的 96. 7 倍,苹果渣的 14. 7 倍;铁的含量是菠萝果渣的 4. 1 倍,蓝莓果渣的 2.
7 倍;锌的含量是蓝莓果渣的 12. 0 倍,柑橘果渣的 2. 6 倍。 刺梨果渣含有十分丰富的营养成分和保健成分,具有

极高的利用价值和开发前景。
关键词　 刺梨果渣;‘贵农 5 号’;营养成分;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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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梨(Rosa roxburghii Tratt)为蔷薇科蔷薇属植

物,多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刺梨在贵州省的种植规

模达 230 万亩,据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刺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大学)调查,贵州省平均亩产

刺梨鲜果达 189. 5 kg。 据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统

计,2019 年贵州省刺梨鲜果年产量达 6. 6 万 t,贵州

省内刺梨的规模化产品加工企业已达 40 余家,每年

共需采收 4. 4 万 t 刺梨鲜果进行榨汁加工。 压榨刺

梨的出汁率约为 65% ,贵州省年均可产生 1. 5 万 t 刺
梨果渣。 大量的刺梨果渣被加工企业榨汁后直接丢

弃,没有得到高效利用。 刺梨果渣堆放时不仅容易发

生腐烂,产生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空气,还对土地造成

了空间浪费。 因此,探究刺梨果渣的营养保健成分及

其利用价值,能为更好地利用刺梨果渣提供重要依据,
有效缓解刺梨果渣的浪费,对增加刺梨加工副产物的

附加值,促进刺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先前已有了一些对刺梨果渣利用的研究。 梁欣

妍等[1]发现过 300 目的刺梨果渣能够有效降低小鼠

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过 60 目和 300
目的刺梨果渣都能提高小鼠组织中的抗氧化能力。
刺梨果渣可作为原料发酵制备刺梨果醋饮料,这不仅

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出的刺梨果醋还具有软化血

管、降血压等功效[2 - 3]。 将刺梨果渣代替部分的麸皮

做填充料能开发出具有刺梨风味的食醋,该方法不但

能降低麸皮的用量,还能增加食醋的风味[4]。 刺梨

果渣还能作为培养基培养平菇,为平菇提供充足的氮

源,促进平菇生长发育的同时,降低平菇的生产成

本[5]。 刺梨果渣的可溶性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对猪

油、胆酸钠、NO -
2 和葡萄糖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能有

效降低机体中胆固醇的含量,还能减少脂肪和亚硝酸

盐的吸收[6]。 刺梨果渣具有降低小鼠血脂的功效,
挤压超微粉碎处理的刺梨果渣效果更佳[7]。 刺梨果

渣还可用于制作软糖,外观和口感都较好[8]。 以上

研究均表明刺梨果渣具有一定的可利用性和开发前

景,但截止目前还没有对刺梨果渣中的营养保健成分

含量和利用价值评价有较详细的报道。
本研究以‘贵农 5 号’刺梨果渣为材料,测定刺

梨果渣中各营养成分的含量,与其他果渣进行比较,
分析并评价刺梨果渣的利用价值,为刺梨果渣的利用

提供重要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实验材料为‘贵农 5 号’刺梨果渣,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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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于刺梨榨汁加工企业;水解氨基酸标品、游离氨

基酸标品和试剂,德国曼默博尔公司北京分理处;营
养元素标准品,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中心;
高峰淀粉酶、蛋白酶、糖化酶、福林肖卡试剂,北京 So-
larbio 公司;乙醇、乙腈、甲醇、维生素标品、单糖标品

等,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乙腈和甲醇为

色谱纯,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1. 2　 主要仪器

D-37520 冷冻离心机,Thermo Fisher;SKD-200 凯

氏定氮仪、FT350 / FT355 纤维素分析仪,FOSS;TCPE-
9820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LC-15C;液相色谱

仪,日本岛津公司;UV-1100 分光光度计,美谱达;
A30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等,德国曼默博尔。
1. 3　 试验方法

1. 3. 1　 样品处理

将收集到的刺梨果渣于 80 ℃烘干至恒重,去除

种子后进行粉碎,过 40 目筛,密封,于 4 ℃冰箱中冷

藏保存。 测定磷、钾、钙、镁、铁、锰、铜、锌和硼这 9 种

元素含量时,样品处理参照 GB 5009. 268—2016,采
用硝酸与高氯酸(10 ∶ 1体积比)处理的湿式消解法。
测定膳食纤维的单糖组分及含量时,参照 GB 5009.
88—2014 的酶解法得到总膳食纤维残渣,并参照

NY / T 2016—2011 采用酸提取法处理样品。 测定游

离氨基酸的含量时,样品处理参照 GB / T 30987—
2014,称取适量样品沸水冲泡 10 min 后过滤。 测定

蛋白质氨基酸的含量时,样品处理参照 GB 5009.
124—2016,称取适量样品加入 6 mol / L 的盐酸于

110 ℃水解 24 h 后过滤脱酸。
1. 3. 2　 测定方法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参照文献[9]的蒽酮比色

法。 还原糖含量的测定参照 NY / T 2742—2015,使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可滴定酸含量的测定参

照 GB / T 12456—2008 酸碱滴定法。 粗蛋白含量的测

定参照 GB 5009. 5—2016 的凯氏定氮法。 粗脂肪含

量的测定参照 GB / T 14772—2008 的索式提取法。 粗

纤维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 T 5009. 10—2003 的酸碱水

解法。 淀粉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5009. 9—2016 的酶

水解法。 总酚含量的测定参照文献[10 - 11],采用

分光光度计法。 总黄酮含量的测定参照文献[11]中
的分光光度计法。 总膳食纤维(dietary fiber,DF)、可
溶性膳食纤维( soluble dietary fiber,SDF)、不可溶性

膳食纤维( insoluble dietary fiber,IDF)含量的测定参

照 GB 5009. 88—2014。 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

维、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含量的测定分别参照

GB / T 20806—2006、 NY / T 1459—2007、 GB / T
20805—2006。 果胶含量的测定参照 NY / T 2016—
2011、文献[12 - 13]的方法。 单糖组分及其含量的

测定参照文献[14 - 15]的柱前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

法,并进行适当改进。 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 T 5009. 86—2016,使用 2,6-二氯靛酚法。 维生

素 E 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 T 17812—2008,使用高效

液相色谱法。 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含量的测定参

照文献[16]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维生素 B12含量

的测定参照文献[17],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氮元

素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5009. 5—2016,使用凯氏定

氮法;磷、钾、钙、镁、铁、锰、铜、锌和硼元素含量的

测定参照 GB 5009. 268—2016,使用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 T 30987—2014 的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法。 蛋

白质氨基酸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5009. 124—2016
的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法。 所有的测定内容均进

行 3 次重复。
1. 4　 利用价值评价方法

将刺梨果渣中的营养成分含量与苹果渣、蓝莓果

渣、沙棘果渣、猕猴桃果渣、菠萝果渣、柑橘果渣和甘

蔗渣进行对比,评价刺梨果渣的利用价值。
根据 FAO / WHO[18] 提出的蛋白质评价方法,计

算实验材料的必需氨基酸 ( essential amino acids,
EAA) 与非必需氨基酸 (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NEAA)的比值,EAA 与总氨基酸( total amino acids,
TAA)的比值,当 EAA / NEAA 为 60% ,EAA / TAA 为

40%时,试验材料是优质的蛋白质。
1. 5　 数据处理

用 Excel 2003 版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刺梨果渣中主要营养成分和部分功效成分的含量

刺梨果渣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和部分功效成分含

量如表 1 所示,其中粗纤维和可溶性糖的含量最高,
分别达到了 40. 67 和 11. 43 g / 100 g DW。 刺梨果渣

中富含淀粉和粗蛋白,含量分别为 10. 04 和 6. 38
g / 100 g DW。 可滴定酸的含量较高,为 2. 46 g / 100 g
DW。 粗脂肪和还原糖的含量最低,分别为 1. 40 和

1. 27 g / 100 g DW。 刺梨果渣中的功效成分含量丰

富,总酚和总黄酮的含量分别为 2838. 36 和 273. 11
mg / 100 g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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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刺梨果渣中主要营养成分和部分功效成分的含量

Table 1　 Main nutrients and part of health-care composition content in the Rosa roxburghii pomace

成分
可溶性总糖 /

[g·(100 g DW) - 1]
还原糖 /

[g·(100 g DW) - 1]
可滴定酸 /

[g·(100 g DW) - 1]
粗蛋白 /

[g·(100 g DW) - 1]
粗脂肪 /

[g·(100 g DW) - 1]
粗纤维 /

[g·(100 g DW) - 1]
淀粉 /

[g·(100 g DW) - 1]
总酚 /

[mg·(100 g DW) - 1]
总黄酮 /

[mg·(100 g DW) - 1]
含量 11. 43 ± 0. 15 1. 27 ± 0. 04 2. 46 ± 0. 06 6. 38 ± 0. 05 1. 40 ± 0. 08 40. 67 ± 1. 39 10. 04 ± 0. 27 2 838. 36 ± 48. 43 273. 11 ± 4. 97

2. 2　 刺梨果渣中膳食纤维的组分及含量

刺梨果渣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十分丰富。 如表 2
所示,刺梨果渣中的总膳食纤维含量达到了 60. 40
g / 100 g DW,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有5. 21 g / 100 g DW,
不溶性膳食纤维有 56. 08 g / 100 g DW,不溶性膳食纤维

为主要成分,含量占总膳食纤维的 92. 85% 。 刺梨果

渣中中性洗涤纤维含量为 37. 01 g / 100 g DW,酸性洗

涤纤维的含量为 25. 88 g / 100 g DW。 膳食纤维的组

分中,纤维素的含量最高,为 20. 74 g / 100 g DW,占总

膳食纤维的 34. 34% ;其次为半纤维素,含量为 11. 10
g / 100 g DW,占总膳食纤维的 18. 38% ;木质素的含

量最低,只有 5. 06 g / 100 g DW,占总膳食纤维的

8. 38% 。 刺 梨 果 渣 膳 食 纤 维 中 的 总 果 胶 为

7. 52 g / 100 g DW,其中绝大多数为水不溶性的原果

胶,含量为 6. 09 g / 100 g DW,水溶性果胶含量较少,
为 2. 20 g / 100 g DW。

表 2　 刺梨果渣中膳食纤维的组分及含量 单位:g / 100 g DW
Table 2　 Dietary fiber component and content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成分 总膳食纤维 可溶性膳食纤维 不溶性膳食纤维 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总果胶 原果胶 水溶性果胶

含量 60. 40 ± 0. 74 5. 21 ± 0. 11 56. 08 ± 0. 33 37. 01 ± 0. 38 25. 88 ± 0. 52 20. 74 ± 0. 74 11. 10 ± 0. 80 5. 06 ± 0. 18 7. 52 ± 0. 28 6. 09 ± 0. 43 2. 20 ± 0. 03

　 　 如表 3 所示,刺梨果渣的膳食纤维中含有甘露

糖、葡萄糖醛酸、半乳糖醛酸、鼠李糖、葡萄糖、半乳

糖、木糖、阿拉伯糖和岩藻糖 9 种单糖,总含量为

15. 34 g / 100 g DW。 其中,半乳糖和半乳糖醛酸是含

量最多的单糖,分别为 3. 75 和 2. 46 g / 100 g DW,分
别占总单糖含量的 24. 45% 和 16. 04% 。 含量最少

的单糖是葡萄糖醛酸和岩藻糖,分别为 0. 37 和

0. 24 g / 100 g DW,分别占总单糖含量的 2. 41% 和

1. 56% 。 9 种单糖在刺梨果渣膳食纤维中含量的排

序为半乳糖 > 半乳糖醛酸 > 葡萄糖 > 阿拉伯糖 >
鼠李糖 > 木糖 > 甘露糖 > 葡萄糖醛酸 > 岩藻糖。

表 3　 刺梨果渣的膳食纤维中单糖的组分及含量 单位:g / 100 g DW
Table 3　 Component and content of monosaccharide in dietary fiber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成分 甘露糖 葡萄糖醛酸 半乳糖醛酸 鼠李糖 葡萄糖 半乳糖 木糖 阿拉伯糖 岩藻糖

含量 1. 06 ± 0. 09 0. 37 ± 0. 01 2. 46 ± 0. 08 1. 72 ± 0. 03 2. 29 ± 0. 15 3. 75 ± 0. 11 1. 70 ± 0. 01 1. 73 ± 0. 02 0. 24 ± 0. 00

2. 3　 刺梨果渣中维生素的含量

实验发现刺梨果渣含有极丰富的维生素。 刺梨

果渣中 VC、VE、VB1、VB2和 VB12的含量如表 4 所示,含
量最多的是 VC,达到了 366. 02 mg / 100 g DW,其次是

VE,含量为 6. 54 mg / 100 g DW,VB1 和 VB2 的含量最

少,分别为 0. 03 和 0. 02 mg / 100 g DW,刺梨果渣中

还含有 VB12,含量为 0. 06 mg / 100 g DW。
2. 4　 刺梨果渣中营养元素的含量

刺梨果渣中富含营养元素。 如表 5 所示,刺梨果

渣中含量最高的大量元素为磷和氮,分别为 1. 09 和

1. 02 g / 100 g DW;其次是钾和钙,含量分别为 0. 90
和 0. 87 g / 100 g DW;含量最低的大量元素是镁,含量

为 0. 18 g / 100 g DW。 刺梨果渣中铁和锰是含量最高

的 微 量 元 素, 分 别 达 到 了 148. 68 和

137. 37 mg / kg DW;其次为硼和铜,含量分别为 31. 14
和 29. 96 mg / kg DW;含量最低的是锌,为 23. 70
mg / kg DW。 刺梨果渣营养元素的含量从高到低排序

为磷 >氮 >钾 >钙 >镁 >铁 >锰 >硼 >铜 >锌。

表 4　 刺梨果渣中的维生素含量

单位:mg / 100 g DW
Table 4　 Vitamin content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成分 VC VE VB1 VB2 VB12

含量 366. 02 ± 14. 86 6. 54 ± 0. 05 0. 02 ± 0. 00 0. 03 ± 0. 00 0. 06 ±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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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刺梨果渣中营养元素的含量

Table 5　 Content of nutrient element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氮 /
[g·(100g DW) - 1]

磷 /
[g·(100g DW) - 1]

钾 /
[g·(100g DW) - 1]

钙 /
[g·(100g DW) - 1]

镁 /
[g·(100g DW) - 1]

铁 /
(mg·kg - 1DW)

锰 /
(mg·kg - 1DW)

铜 /
(mg·kg - 1DW)

锌 /
(mg·kg - 1DW)

硼 /
(mg·kg - 1DW)

1. 02 ± 0. 01 1. 09 ± 0. 02 0. 90 ± 0. 00 0. 87 ± 0. 03 0. 18 ± 0. 01 148. 68 ± 9. 86 137. 37 ± 2. 17 29. 96 ± 1. 20 23. 70 ± 0. 61 31. 14 ± 1. 28

2. 5　 刺梨果渣中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氨基酸的组分

与含量

如表 6 所示,刺梨果渣中的蛋白质氨基酸有 18
种,含量共有 5. 71 g / 100 g DW,未检测到天冬酰胺。
其中脯氨酸和谷氨酸的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 0. 82
和 0. 75 g / 100 g DW;其次为天冬氨酸和异亮氨酸,
含量分别为 0. 54 和 0. 43 g / 100 g DW;组氨酸和色

氨 酸 的 含 量 最 低, 分 别 为 0. 13 和

0. 02 g / 100 g DW。 刺梨果渣中含有 9 种蛋白质必

需氨基酸和 2 种半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的含量

为2. 26 g / 100 g DW,分别是苏氨酸、缬氨酸、甲硫

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色氨酸,赖氨酸

和组氨酸,其中组氨酸为婴儿必需氨基酸。 2 种半

必需氨基酸是半胱氨酸和酪氨酸。

表 6　 刺梨果渣中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氨基酸的组分与含量

Table 6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free amino acid and
protein amino acid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氨基酸组分
蛋白质氨基酸 /

[g·(100 g DW) - 1]
游离氨基酸 /

[mg·(100 g DW) - 1]

天冬氨酸 Asp 0. 54 ± 0. 02 12. 33 ± 0. 58
苏氨酸 Thr∗ 0. 14 ± 0. 01 5. 93 ± 0. 12
丝氨酸 Ser 0. 19 ± 0. 01 5. 00 ± 0. 00
天冬酰胺 Asn - 22. 33 ± 1. 15
谷氨酸 Glu 0. 75 ± 0. 01 29. 67 ± 1. 53
甘氨酸 Gly 0. 22 ± 0. 00 -
丙氨酸 Ala 0. 31 ± 0. 02 5. 10 ± 0. 36
半胱氨酸(Cys) 2 0. 36 ± 0. 01 -
缬氨酸 Val∗ 0. 36 ± 0. 01 15. 40 ± 0. 85
甲硫氨酸 Met∗ 0. 16 ± 0. 01 1. 90 ± 0. 14
异亮氨酸 Ile∗ 0. 43 ± 0. 00 7. 27 ± 0. 46
亮氨酸 Leu∗ 0. 36 ± 0. 01 4. 20 ± 0. 20
酪氨酸 Tyr 0. 30 ± 0. 02 1. 93 ± 0. 12
苯丙氨酸 Phe∗ 0. 29 ± 0. 02 1. 35 ± 0. 09
组氨酸 His∗ 0. 13 ± 0. 00 13. 00 ± 0. 00
色氨酸 Trp∗ 0. 02 ± 0. 00 3. 47 ± 0. 15
赖氨酸 Lys∗ 0. 38 ± 0. 01 13. 33 ± 3. 21
精氨酸 Arg 0. 14 ± 0. 00 75. 50 ± 0. 71
脯氨酸 Pro 0. 82 ± 0. 01 32. 00 ± 1. 41
EAA 含量 2. 26 ± 0. 04 65. 85 ± 2. 38
TAA 含量 5. 71 ± 0. 30 243. 28 ± 11. 49

　 　 注:∗表示人体必需氨基酸(EAA),其中组氨酸为婴儿必需氨基
酸。

刺梨果渣中检测到了 17 种游离氨基酸,含量共

有 243. 28 mg / 100 g DW,未检测到甘氨酸和半胱氨

酸。 其含量最多的游离氨基酸是精氨酸和脯氨酸,分
别达到了 75. 50 和 32. 00 mg / 100 g DW;其次是谷氨

酸和 天 冬 酰 胺, 含 量 分 别 为 29. 67 和 22. 33
mg / 100 g DW;甲硫氨酸和苯丙氨酸是刺梨果渣中含

量最少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分别为 1. 90 和 1. 35
mg / 100 g DW。 刺梨果渣的游离氨基酸中含有 9 种

人体必需氨基酸和 1 种半必需氨基酸(酪氨酸),9 种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为 65. 85 mg / 100 g DW。
2. 6　 刺梨果渣中的蛋白质营养评价

如表 7 所示,刺梨果渣中的 EAA 含量达到了

2. 26 g / 100 g DW,NEAA 含量为 3. 45 g / 100 g DW,
EAA / NEAA 为 65. 51% , EAA / TAA 为 39. 58% 。 根

据 FAO / WHO[18],蛋白质中的 EAA / NEAA 为 60% ,
EAA / TAA 为 40%是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刺梨果渣已

经非常接近优质蛋白质的要求,不仅能满足人体的正

常生理需求,还具有极高的蛋白质可利用率。
表 7　 刺梨果渣中蛋白质氨基酸分类的含量与比值

Table 7　 Content and ratio of protein amino acid
composition in the pomace of R. roxburghii

TAA /
[g·(100 g DW) - 1]

EAA /
[g·(100 g DW) - 1]

NEAA/
[g·(100 g DW) - 1]

EAA / NEAA/
(% DW)

EAA/ TAA /
(% DW)

5. 71 2. 26 3. 45 65. 51 39. 58

2. 7　 刺梨果渣与 7 种果渣中主要营养保健成分含量

的对比

刺梨果渣中的主要营养保健成分含量与几种常

见果渣(苹果渣、蓝莓果渣、沙棘果渣、猕猴桃果渣、
菠萝果渣、柑橘果渣和甘蔗渣)的对比如表 8 所示。

刺梨果渣中含有丰富的总酚,其含量高于苹果

渣、蓝莓果渣和菠萝果渣,达到了菠萝果渣的 4. 4 倍,
苹果渣的 3. 7 倍,蓝莓果渣的 1. 4 倍。 刺梨果渣由于

总酚含量较高,可用于抗衰老型保健品的开发。 此

外,刺梨果渣中还富含 VC 和 VE,VC 含量是菠萝果渣

的23. 8倍,沙棘果渣的 20. 7 倍,苹果渣的 16. 3 倍;VE

的含量为沙棘果渣的 3. 8 倍,苹果渣的 1. 2 倍。 丰富

的维生素含量使刺梨果渣作为食品开发时能为人体

提供充足的维生素,满足人体需要,还能作为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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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刺梨果渣与 7 种果渣主要营养成分含量的比较

Table 8　 Compare of main nutrition and health-care component content of Rosa roxburghii and 7 fruit pomace

果渣
类型

可溶性总糖 /
[g·(100g
DW) - 1]

粗蛋白 /
[g·(100g
DW) - 1]

淀粉 /
[g·(100g
DW) - 1]

粗脂肪 /
[g·(100g
DW) - 1]

粗纤维 /
[g·(100g
DW) - 1]

总膳食纤维 /
[g·(100g
DW) - 1]

总酚 /
[mg·(100g
DW) - 1]

总黄酮 /
[mg·(100g
DW) - 1]

VC /
[mg·(100g
DW) - 1]

VE /
[mg·(100g
DW) - 1]

蛋白质氨基酸 /
[g·(100g
DW) - 1]

磷 /
[g·(100g
DW) - 1]

钙 /
[g·(100g
DW) - 1]

铁 /
(mg·kg - 1

DW)

锌 /
(mg·kg - 1

DW)
刺梨果渣 11. 43 6. 38 10. 04 1. 40 40. 67 60. 40 2 838. 36 273. 11 366. 02 6. 54 5. 71 1. 09 0. 87 148. 68 23. 70
苹果渣 9. 5 ~ 22. 6 4. 4 ~ 5. 6 0. 48 ~ 5. 3 1. 3 ~ 6. 2 10. 5 ~ 15. 34 60. 21 ~ 69. 59 460 ~ 770 1 390 22. 4 5. 5 4. 947 0. 05 0. 059 158. 0 15. 4
蓝莓果渣 - 6. 64 - 0. 007 - 26. 15 1 974 7179 - - - - 0. 19 54. 19 1. 98
沙棘果渣 0. 893 16. 67 - 14. 52 12. 72 - - 694 17. 7 1. 71 13. 2 0. 31 0. 56 218. 3 52. 5
猕猴桃果渣 57. 7 4. 51 - - - 25. 8 - - - - - - - - -
菠萝果渣 - 4. 7 - 0. 26 9. 53 ~ 15. 05 14. 37 642 - 15. 41 - - 0. 004 0. 009 36. 0 -
柑橘果渣 - 8. 00 - 2. 35 14. 9 - - - - - 8. 57 0. 13 0. 83 67. 57 8. 96
甘蔗渣 - 2. 43 - 0. 7 44. 7 - - - - - - 0. 08 0. 33 2 089. 74 17. 53
　 　 注:表中苹果渣的数据来源自[19 - 25];蓝莓果渣的数据来源自[26 - 28];沙棘果渣的数据来源自[29 - 36];猕猴桃果渣的数据来源自
[37 - 38];菠萝果渣的数据来源自[39 - 44];柑橘果渣的数据来源自[45 - 48];甘蔗渣的数据来源自[49 - 52]

保健品进行开发。 蔡金腾等[53] 测得刺梨鲜果的 VC

含量为 2 087. 80 mg / 100 g DW,远大于刺梨果渣。 这

可能是因为压榨和烘干处理使刺梨果渣损失了部分

VC。 汪东风等[54]也发现果实采后的储藏温度越高,
时间越久,越不利于食物中维生素的保留,且果实的

加工、预处理也会损失一些维生素。 因此,之后对刺

梨果渣的加工和利用时,需要考虑刺梨果渣的制备方

式和储存环境对维生素含量的影响,低温真空保存更

益于刺梨果渣维生素的保留。
刺梨果渣中还含有丰富的磷、钙、铁和锌元素,其

中磷的含量远远高于苹果渣、沙棘果渣、菠萝果渣、柑
橘果渣和甘蔗渣,达到了菠萝果渣的 272. 5 倍,苹果

渣的 21. 8 倍,甘蔗渣的 13. 6 倍,柑橘果渣的 8. 4 倍,
沙棘果渣的 3. 5 倍;钙的含量高于苹果渣、蓝莓果渣、
沙棘果渣、菠萝果渣、柑橘果渣和甘蔗渣,达到了菠萝

果渣的 96. 7 倍,苹果渣的 14. 7 倍,蓝莓果渣的 4. 6
倍,甘蔗渣的 2. 6 倍;8 种果渣中除无猕猴桃果渣铁

含量的数据外,其余果渣铁的含量从大到小排序为甘

蔗渣 >沙棘果渣 > 苹果渣 > 刺梨果渣 > 柑橘果渣 >
蓝莓果渣 >菠萝果渣,刺梨果渣中铁的含量为菠萝果

渣的 4. 1 倍,蓝莓果渣的 2. 7 倍;刺梨果渣中锌的含

量高于苹果渣、蓝莓果渣、柑橘果渣和甘蔗渣中的含

量,是蓝莓果渣的 12. 0 倍,柑橘果渣的 2. 6 倍。 刺梨

果渣由于富含磷、钙、铁、锌,不仅能作为食品开发为

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元素,满足人体生长需求,还能

作为营养元素的保健品开发。 刺梨果渣中含有十分

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含量大于蓝莓果渣、猕猴桃果渣

和菠萝果渣,与苹果渣的含量相差不大,达到了菠萝果

渣的4. 2 倍,猕猴桃果渣的2. 3 倍,蓝莓果渣的2. 3 倍。
麦麸是公认的膳食纤维良好的来源之一,其总膳食纤

维含量通常为35 ~50 g / 100 g DW[55],刺梨果渣中的膳

食纤维含量高达 60. 4 g / 100 g DW,高于麦麸中的膳食

纤维含量,因此刺梨果渣可同样作为提取膳食纤维的

良好来源。 刺梨果渣中的淀粉和粗纤维含量较高,淀
粉含量达到了苹果渣的 1. 9 倍;粗纤维为沙棘果渣的

3. 2 倍,菠萝果渣的 2. 7 倍,苹果渣的 2. 6 倍。 研究显

示,刺梨果渣中含有苹果渣和沙棘果渣中未检测到的

色氨酸,其蛋白质 TAA 和 EAA 含量均大于苹果渣(2.
08 g / 100 g DW[21] )。 刺梨果渣中粗蛋白的含量大于

苹果渣、猕猴桃果渣、菠萝果渣和甘蔗渣,可溶性总糖

含量高于沙棘果渣,粗脂肪含量大于蓝莓果渣、菠萝

果渣和甘蔗渣。 SKINNER 等[56] 的研究显示,苹果渣

是优良的果胶提取原料,刺梨果渣膳食纤维中的果胶

含量与苹果渣中的平均含量相差不大,因此刺梨果渣

也可作为果胶的提取原料。 对比陈成花等[26] 的研究

发现,刺梨果渣中膳食纤维的单糖组分比蓝莓果渣的

种类多,且刺梨果渣中的鼠李糖、半乳糖、木糖和阿拉

伯糖的含量都比蓝莓果渣中的含量高。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刺梨果渣中的营养成分

和部分保健成分普遍优于苹果、蓝莓、猕猴桃和菠萝

等果渣。 刺梨果渣富含总酚、VC、VE、磷、钙、铁、锌、
膳食纤维、粗纤维和氨基酸,营养成分十分丰富,具有

优良的保健效果。 参考苹果、蓝莓和猕猴桃等果渣的

利用,刺梨果渣可大量用作食品、保健品或饲料的开

发。 在食品开发上可用于食醋、饼干、果冻、果酱、面
包、刺梨饼等。 由于刺梨果渣含有丰富的总酚、VC、
VE、磷、钙、铁和锌元素,刺梨果渣还能用于保健品的

开发。 刺梨果渣用作饲料开发时,以一定的比例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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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饲料混合代替普通饲料,既能为饲料加工厂节约成

本,也能生产绿色无污染健康饲料,为动物提供充足

的营养,改善动物健康。 此外,刺梨果渣因为含有较

高的膳食纤维,可用作优良的膳食纤维提取原料。 刺

梨果渣丰富的总酚含量使其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性,在
之后的加工利用中还可作为提取酚类的优良原料。
刺梨果渣还可用于提取果胶,作为酸奶、糖果和果酱

加工中的凝胶剂。 刺梨果渣在食品、保健品和饲料等

方面的应用能解决大量刺梨果渣被加工厂遗弃的问

题,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可持续化发展,还能延长刺梨

产业的加工链,提高刺梨产品的综合利用。 综上所

述,刺梨果渣营养成分十分丰富,还有优良的保健效

果,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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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and health-care composition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pomace and its utilization potential

ZHOU Yujia,FAN Weiguo∗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ili,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nutrient, health-care content and evaluate the utilization value of Rosa roxburghii pomace, as well as pro-
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R. roxburghii pomace, the mai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and part of health-care components in
R. roxburghii pomace of " Guinong no. 5" were investigated. R. roxburghii pomace was compared with the pomace of apple, blueberry,
sea-buckthorn, kiwi, pineapple, citrus and sugarcane, and its utilization value was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R. roxburghii pomace
was rich in total phenol, vitamin C, vitamin E, phosphorus, calcium, iron, zinc, dietary fiber, crude fiber and amino acids. The total
phenol content was 4. 4 times that of pineapple pomace and 3. 7 times that of apple pomace. The content of vitamin C was 23. 8 times that
of pineapple pomace, 20. 7 times that of sea-buckthorn pomace. Besides, the content of vitamin E was 3. 8 times that of sea-buckthorn
pomace and 1. 2 times that of apple pomace respectively. The phosphorus content was 272. 5 times that of pineapple pomace, 21. 8 times
that of apple pomace. the calcium content was 96. 7 times that of pineapple pomace, 14. 7 times that of apple pomace. The iron content
was 4. 1 times that of pineapple pomace and 2. 7 times that of blueberry pomace. The zinc content was 12. 0 times that of blueberry pom-
ace and 2. 6 times that of citrus pomace. R. roxburghii pomace contains rich nutrition and health-care components, which has a high utili-
z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 words　 Rosa roxburghii pomace;‘Guinong No. 5’;nutrients;util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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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A 和 GC-MS 结合 PLSR 分析宁红茶中的风味物质

岳翠男1,2,秦丹丹3,蔡海兰1,2,李琛1,2,王治会1,2,李文金1,2,杨普香1,2∗,吴华玲3∗

1(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所,江西 南昌,330202)2(江西省茶叶质量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330202)
3(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为了探究宁红茶香气感官特征、挥发性化合物组成及其分子感官基础,采用定量描述分析(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alysis,QDA)与顶空固相微萃取-气质联用(headspace-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HS-SPME-GC-MS)相结合,对 8 份典型宁红茶的香气特征及挥发性化合物进行分析,之后利用

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筛选对其香气特征具有重要贡献的挥发性成分。 结果表明,
宁红茶香气可由筛选出的 8 个香气术语及其定义进行表征,其香气特征以果香为主,甜香和花香为辅,其中花香

和甜香相关性大,焙烤香和果香相关性大,辛香与清香相关性大。 鉴定出 74 个共有挥发性成分,以醇类含量最

高,酯类、酸类、醛类、酮类次之,各宁红样品之间的挥发性成分含量差异性较大。 最终筛选出 16 个对宁红茶香

气特征具有重要贡献的化合物,分别为香叶醇、反式-橙花叔醇、苯乙醇、苯甲醛、芳樟醇、α-紫罗酮、β-水芹烯、罗
勒烯、β-紫罗酮、橙花醇、棕榈酸乙酯、3-糠醛、苯甲醇、己酸、反式-3-己烯酸和水杨酸甲酯。 实验结果为进一步研

究宁红茶香气物质前体、生化过程和品质定向调控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宁红茶;香气特征;挥发性物质;气质联用;偏最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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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红是我国独特且最早的传统工夫红茶之一,创
始于清道光年间,江西修水古称义宁州,所产红茶称

宁州工夫红茶,简称“宁红”,历史上修水、武宁、铜鼓

三县为同一个县因此这三个县所产红茶均称宁

红[1]。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宁红是历史上最

早支派,早于祁红九十年,先有宁红,后有祁红,宁红

祁红并称世界之首” [2]。 宁红茶品质特征描述主要

包括条索紧结圆直,锋苗挺拔,色乌光润,内质香高持

久似祁红,滋味醇厚甜和,汤色红亮,叶底红匀等词

汇[1 - 2],这些术语尚不能准确的表达其内质特征,同
时关于影响其品质特征的化学成分尚未见报道。

香气是茶叶品质的重要贡献因子,消费者闻香而

识茶[3 - 4]。 定量描述分析法(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alysis,QDA)可以对产品的特征特性进行全面描

述、定义和评价,从而让消费者更加准确的了解产品

的特点[5 - 6],目前相关学者已采用定量描述分析法对

兰花香绿茶[7]、板栗香绿茶[8]、工夫红茶[9] 等的香气

进行了准确定义与评价。 香气成分的测定可通过气

相色谱质谱(GC-MS)进行定性和定量[10],目前已成

为茶叶香气研究的重要手段,相关学者使用该方法测

定了祁红[11]、川红[9]、滇红[12]、闽红[13] 等的香气含

量,并分析出了其主要呈香物质。 基于此,本研究拟

采用感官评价方法与 GC-MS 相结合对宁红茶的香气

特征与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筛选出对宁红

茶香气具有重要贡献的挥发性成分,以期为宁红茶的

加工品质调控提供数据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供试的 8 份宁红茶样品分别采购于修水县内的

4 个茶厂,茶样制作的鲜叶采用不同的芽叶等级,制
作工序为宁红传统工夫红茶加工工序,分为萎调→揉

捻→发酵→干燥→提香。 每个样品用相同规格的专

用铝箔袋包装,置于 - 4 ℃的冰箱中备用。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感官定量描述分析

香气术语及定义的产生:称取 3 g 茶样放于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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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注入 150 mL 沸水,冲泡 5 min 后沥出茶汤,之
后由 6 名具备评价资格的茶学专业人员组成的评价

小组对茶汤进行香气描述,记录香气术语,之后对术

语进行讨论与定义,并结合相关文献删除重复的与描

述不清晰的词汇[14 - 15],最终筛选出的香气术语及定

义见表 1。
样品感官评价:茶汤制备方法与上述相同,评价

小组依据建立的香气术语及定义,采用 1 ~ 15 的强度

尺度对宁红茶样进行感官评价,强度尺度 1 ~ 3 为极

弱、3 ~ 5 为较弱、5 ~ 7 为弱、7 ~ 9 为中、9 ~ 11 为强、
11 ~ 13 为较强、13 ~ 15 为极强,评价人员在最能反映

样品感官强度的位置进行标记。
表 1　 香气术语及定义

Table 1　 Terms and definitions of aroma
术语 定义

甜香
香气带有甜感,包括蜂蜜香、焦糖香、红糖香等,典型代表为 4-羟基-2,
5 二甲基-3(2H)-呋喃酮

花香
似鲜花的香气,包括兰花香、玫瑰香、紫罗兰香、水仙花香、茉莉花香、
栀子花香等,典型代表为 (R)-芳樟醇

果香
似成熟水果散发出的香气,包括桃子、苹果、香蕉、菠萝、柑橘等,典型
代表为苯乙醛

焙烤香
与烘焙有关的香气,包括锅巴香、烤面包香、咖啡香等,典型代表为 2,
5-二甲基吡嗪

辛香
包括薄荷味、冬青味、姜味、胡椒等辛辣刺鼻的气味,典型代表为水杨
酸甲酯

木香 包括松香、干草味、樟木香、树脂味等,典型代表为 α-松油醇

清香 清新纯净,类似黄瓜刚切断后所散发的气味

异气
包括肥皂味、药味、鱼腥味、泥土味、金属味、霉味、陈味、烟熏味、焦气、
不良发酵味等

1. 2. 2　 挥发性物质测定

样品前处理:采用 HS-SPME 法萃取样品的挥发

性物质,称取 1. 5 g 粉碎后的茶样,转移至 20 mL 顶

空进样瓶中,加入 20 μL 癸酸乙酯(0. 02 mg / mL),加
入沸蒸馏水 5 mL。 HS-SPME 的萃取条件:在 60 ℃恒

温条件下振荡 15 min,振荡速度为 450 r / min(5 s 开,
2 s 关),50 / 30 μm DVB / CAR / PDMS 萃取头( sigma
公司)插入样品顶空部分,顶空萃取 60 min,于 250 ℃
下解析 5 min,然后进行 GC / MS 分离鉴定。 萃取头

Fiber 萃取前在 Fiber Conditioning Station 中老化 2 h,
采样前后分别在 Fiber Conditioning Station 中加热解

吸去杂 10 min。
GC / MS 分 析 条 件: 采 用 Agilent 7890B-5977B

(GC-MS)PAL RSI 120 进行挥发性物质分析。 色谱条

件:DB-WAX 毛细管柱(30 m × 0. 25 mm × 0. 25 μm,
Agilent J&W Scientific,Folsom,CA,USA),载气为高纯

氦气(纯度不小于 99. 999%),恒流流速 1. 0 mL / min,

进样口温度 260 ℃,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 1. 5 min。
程序升温:40 ℃保持 3 min,以 4 ℃ / min 升至 220 ℃,
保持 10 min。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EI),离子

源温度 230 ℃,四极杆温度 150 ℃,质谱接口温度

280 ℃,电子能量 70 eV。 检测器电压:901V,扫描方

式为全扫描模式(SCAN),质量扫描范围:m / z 20 ~
650。 每个样品重复 3 次。

GC / MS 定性:将各色谱峰的质谱图在鹿明生物自

主研发的 LUG 数据库 Lumingbio 进行相似度比对,获
得定性化合物。 GC / MS 定量:采用内标癸酸乙酯定量

分析香气成分,各挥发性成分含量按公式(1)计算:
挥发性成分含量 / (μg·kg - 1) =

　 　 挥发性物质峰面积 × 癸酸乙酯质量(μg)
癸酸乙酯峰面积 × 样品质量(kg) (1)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Origin 2018 制作雷达图与百分比图,采用

SPSS 19. 0 进行因子分析,采用 J. Craig Venter Institu-
te 研发的 Multiple Experiment Viewer 4. 9. 0 进行热图

分析,PLSR 采用 The Unscrambler Version 9. 7 进行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宁红茶香气特征分析

2. 1. 1　 香气特征的剖面分析

对宁红茶香气感官定量描述分析结果进行剖面,
如图 1 所示。 宁红茶的香气分属性中以果香强度最

强,甜香和花香次之,说明宁红茶的主要呈香表征为

以果香为主,甜香和花香为辅,这是宁红茶的典型感

官特性。 这与前人所报道的宁红茶具有“苹果香”、
甜香高长、内质香高持久、以及具有类似祁红香气等

的描述相符合[1 - 2]。

图 1　 香气特征剖面图

Fig. 1　 Aroma profile of tea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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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为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是样本分散程

度的一个归一化量度,数值越大说明离群点越多,样
本之间的差异性越大[16]。 3 个典型感官属性中,果
香和甜香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分别为 16. 9% 和

19. 1% ,花香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大,为 31. 3% ,可以

看出果香和甜香在宁红茶香气中的强度差异性相对

较小,而花香的差异性相对较大,离群点多,也从侧面

说明了宁红茶的果香和甜香品质特征较为稳定,为其

基础性香型,而相对来说花香的改良潜力更大,在宁

红茶制作中,可以通过改良其花香强度,来进一步提

升宁红茶品质。 焙烤香、木香、辛香、清香对宁红茶的

香气强度具有贡献,但整体强度相对较弱,此 4 种香

气分属性中,焙烤香的变异系数为 24. 2% ,说明样本

的焙烤香存在差异性,但离群点不多;辛香和清香的

变异系数均为 31. 9% ,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木香

的变异系数达到 82. 7% ,原因在于宁红茶大部分样

本木香强度较弱,但 No. 3 和 No. 4 样品的木香强度

较强,产生了分散的离群点。 异气的变异系数为

36. 7% ,说明宁红茶样本的异气差异性较大,存在制

作不良的问题,异气包括大量对茶叶品质存在负面影

响的香气类型,如发酵味、烟味、焦糊味等[14],在制作

宁红茶时,应尽可能减少异气的产生,提升其他香型

的强度,以发挥宁红茶的品质特征。
2. 1. 2　 香气特征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指标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

系出发,把一些信息重叠、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

结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

方法,与主成分分析相比,其重在解释原始变量之间的

关系,经提取公因子,使潜在因子实际意义更加明确[17]。
对宁红茶香气感官评价结果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图 2。

图 2　 因子分析的载荷图

Fig. 2　 Loading diagram of factor analysis

前 3 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累计方差贡献

率达到 78. 5% ,说明因子分析的前 3 个因子可以解

释宁红茶香气特征的 78. 5% 的信息,能够代替 8 个

香气分属性进行分析。 第 1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35. 8% ,主要表征甜香、花香和清香;第 2 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为 25. 6% ,主要表征果香、焙烤香、木香和辛

香;第 3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17. 1% ,主要表征异

气,由此可以看出,8 个香气分属性在各因子中均有

贡献,说明宁红茶的香气感官品质可用此 8 个分属性

进行评价,能够代替其 78. 5% 的感官变异。 在因子

分析中,2 个变量之间的距离越近,说明两者之间的

相关性越大,在因子分析中同一圆圈内的变量即表示

相关性较大。 宁红茶的花香和甜香之间、焙烤香和果

香之间、辛香与清香之间相关性较大,木香和异气距

离其他香气分属性均较远,与各分属性之间相关性不

大,这是宁红茶的典型感官特性。 与毛世红等[15] 对

中国工夫红茶风味研究的结论一致,即花香和甜香间

呈显著正相关,原因在于工夫红茶中很多挥发性成分

的呈香特性既有甜香又有花香,异气、辛香与其他香

气分属性相关性不显著。
2. 2　 宁红茶挥发性化合物含量分析

2. 2. 1　 挥发性化合物含量的描述统计

对宁红茶样品的挥发性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进行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 3 和图 4。

图 3　 挥发性成分占总香气成分的百分比

Fig. 3　 Percentage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total aroma components

8 个宁红茶样品中共检测到 74 个共有挥发性成

分,包括醇类 20 种、醛类 9 种、酮类 8 种、酸类 6 种,
酯类 12 种,萜烯类 3 种、碳氢化合物 9 种和杂环类 7
种。 醇类含量最高,占样品挥发性成分总量的 58% ~
70%,其次为脂类,占比 10% ~ 16% ,再其次是酸类

(5% ~17% )、醛类(4% ~7% )、酮类(2% ~5%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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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合物(3% ~ 4% )、杂环类(1% ~ 4% )和萜烯类

(1%左右)。 王秋霜等[18] 鉴定国内名优红茶的香气

成分,鉴定出约 60 种香气化合物,主要包含醇类、酯
类、醛类、酮类和烯类、烷烃类等,认为醇类是国内名

优红茶香气中最主要的物质,其次是酯类和醛类;罗
学平等[19]对红茶香气成分进行鉴定,发现主要成分

包含醇类、醛类、酯类、酮类、烃类、酸类等,其主要的

香气贡献成分是醇类化合物,相对含量在 45. 97% ~
63. 78% ;雷攀等[20] 对不同区域祁红的香气进行分

析,共鉴定出 50 多种挥发性化合物,主要为醇类、酸

类和醛类, 分别占香气相对总量的 30. 52% ~
49. 13% 、22. 84% ~ 38. 52% 和 10. 37% ~ 16. 15% 。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宁红茶的香气成分也以醇类

含量为最高,且比其他工夫红茶的占比更大,其他类

型的香气成分含量占比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宁红茶品

质特征与其他红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2. 2. 2　 挥发性化合物的热图分析

宁红茶样品检测的 74 个共有挥发性成分的热图

分析结果见图 4。

图 4　 各样品挥发性成分热图分析

Fig. 4　 Heatmap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each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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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每个茶样挥发性物质热图的颜色深浅对比看,
No. 5 和 No. 4 的挥发性成分香气含量明显较高,其次

为 No. 7 和 No. 2,再其次为 No. 3、No. 6 和 No. 1,最后

是 No. 8。 其中 No. 5、No. 4、No. 7 和 No. 2 的挥发性

成分大部分高于均值,呈红色,而 No. 3、No. 6、No. 1
和 No. 8 大部分低于均值,呈绿色。 挥发性成分中含

量最大是香叶醇,其次为苯乙醇,之后是苯甲醇、芳樟

醇、反式芳樟醇氧化物和水杨酸甲酯。 在对无性系红

茶的挥发性化合物的分析中发现中国类型茶树鲜叶

制作的红茶以香叶醇居多,阿萨姆类型的以芳樟醇居

多,而大吉岭、云南红茶属于中间型[21]。 中国红茶

中,祁红和福建红茶的香叶醇含量高,两广地区红茶

芳樟醇及其氧化物含量高。 按香气特征,红茶可分为

3 种类型,第 1 种是以芳樟醇及其氧化物占优势型,
第 2 种是中间型,以芳樟醇和香叶醇为主,第 3 种类

型是以香叶醇占优势型[21]。 综合来看,宁红茶在主

要香气成分含量上和我国其他工夫红茶相近,在分类

上属于第 3 种。 其中香叶醇的呈香特性为玫瑰花香、
甜香,苯乙醇的呈香特性为玫瑰花香、蜜香,苯甲醇为

芳香、果香,芳樟醇及反式芳樟醇氧化物呈花香、木
香,水杨酸甲酯呈清香、花香[22 - 23]。 从含量较大的挥

发性成分呈香特性来看,基本呈现甜香、花香、果香等

特征,和前面宁红茶感官评价结果较为一致。 从每个

挥发性成分在各茶样中的热图来看,整体的颜色差异

性较大,变异系数为 19. 8% ~ 117. 7% ,其中呈果香

和甜香的丁酸二甲基苄基原酯、β-水芹烯、柠檬醛、双
戊烯、香叶醇、苯甲醇等的变异系数相对较低,均在

30%以下,呈典型花香、清香和木香等的芳樟醇、反式

芳樟醇氧化物、β-柏木烯、β-紫罗酮和(Z)-2-戊烯-1-
醇等的变异系数在 30% 以上,与前面宁红茶的香气

分属性变异较为一致,说明宁红茶的香气特征以及差

异是由挥发性化合物的组成所决定的。
2. 3　 宁红茶香气特征关键贡献化合物的筛选

以宁红茶挥发性化合物为 X 变量,香气感官分

属性为 Y 变量,采用 PLSR 对宁红茶样品的挥发性成

分与香气感官分属性进行多自变量多因变量(PLS2)
分析。 所建立的 PLSR 模型提取的 3 个主成分,解释

了 92%的交叉验证方差,说明该模型能够成功地反

映样品的整体信息。 挥发性化合物与香气感官指标

的相关性载荷图见图 5。
有 5 个感官指标和 46 个化学成分落在 2 个椭圆

(R2 = 0. 5 和 R2 = 1. 0)之间,分别代表 50%和 100%
的解释方差, PLSR 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指

图 5　 各变量在 PLSR 上的载荷分布

Fig. 5　 Load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s on PLSR

标[24]。 说明此 46 个挥发性化合物决定了宁红茶样

品的香气特征,分别为 5-甲基-2-乙酰基呋喃、2-正戊

基呋喃、反式-橙花叔醇、正己醇、橙花醇、糠醇、苯甲

醇、香叶醇、芳樟醇、苯乙醇、百里酚、β-环柠檬醛、
(E, E)-2,4-庚二烯醛、3-糠醛、苯甲醛、2,5-二甲基

苯甲醛、柠檬醛、正己醛、反式-3-己烯酸、苯甲酸、己
酸、正戊酸、β-紫罗酮、α-紫罗酮、2-环戊烯酮、2-庚
酮、植酮、香叶基丙酮、1-甲基萘、奥苷菊环、β-水芹

烯、罗勒烯、β-柏木烯、二氢猕猴桃内酯、3-己烯酸乙

酯、庚酸乙酯、棕榈酸乙酯、正己酸乙酯、(Z)-2-戊烯-
1-醇、Z-3-己烯-1-醇、(Z)-己酸-3-己烯酯、水杨酸甲

酯、羟基丙酮、呋喃酮、二氢芳樟醇、茉莉酮。 根据

PLSR 模型中各挥发性成分在主成分上的载荷值来提

取关键贡献成分,其中有 16 个挥发性化合物的载荷

值在 0. 7 以上,分别为 α-紫罗酮、香叶醇、反式-橙花

叔醇、β-水芹烯、罗勒烯、苯乙醇、苯甲醛、芳樟醇、β-
紫罗酮、橙花醇、棕榈酸乙酯、3-糠醛、苯甲醇、己酸、
反式-3-己烯酸、水杨酸甲酯,说明这 16 个挥发性化

合物对宁红茶香气的贡献最大。 16 个挥发性化合物

中 α-紫罗酮、香叶醇、反式-橙花叔醇、β-水芹烯、罗勒

烯、苯乙醇、苯甲醛、芳樟醇、β-紫罗酮、橙花醇、棕榈

酸乙酯、3-糠醛、苯甲醇和水杨酸甲酯的呈香特性主

要包括果香、花香、甜香、木香、清香和奶香等不同类

型[25 - 26],对宁红茶的品质特征均具有正贡献,这些成

分是宁红茶果香、甜香和花香的基本构架;而反式-3-
己烯酸和己酸的呈香特征为刺激的乙酸试剂味和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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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油气味等[14 - 15,27],对宁红茶的品质特征具有负贡

献,可能是部分样品异味产生的主要来源。 王秋霜

等[18]对国内的名优红茶香气进行分析,发现水杨酸

甲酯、橙花醇、芳樟醇、氧化芳樟醇是最主要的呈香物

质;毛世红等[15]对工夫红茶的香气成分进行风味组

学分析,发现橙花叔醇、苯甲醛、苯乙醛、芳樟醇、苯乙

醇、(E)-β-紫罗兰酮环氧化合物、水杨酸甲酯、苯甲

醇、脱氢芳樟醇、香叶醇、棕榈酸甲酯和芳樟醇氧化物

是其基本香气骨架。 李小嫄等[14] 对国内工夫红茶的

香气成分进行分析,发现橙花醇、罗勒烯、芳樟醇及其

氧化物、月桂烯、橙花叔醇、香叶醇、柠檬烯、香叶基丙

酮、反-2-壬烯醛、1-辛烯-3-醇、苯乙醇、水杨酸甲酯、
α-萜品醇、β-环柠檬醛、异丁醛为关键呈香成分。 与

本研究发现的宁红茶在香气关键贡献成分上主要成

分基本相同,而 β-水芹烯、棕榈酸乙酯、3-糠醛、己酸、
反式-3-己烯酸与目前已报道的结果存在差异,其原

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宁红茶感官特性与挥发性成分进行分

析,主要结论如下:(1)采用定量描述分析法建立了

宁红茶的香气描述系统,包括 8 个描绘词及其定义,
该系统可以解释宁红茶香气变异的 78. 5% 信息,其
典型感官特性为以果香为主,甜香和花香为辅,变异

系数显示果香和甜香在宁红茶香气中的强度差异性

相对较小,其他 6 个属性的差异性较大,说明改良潜

力较大。 各香气分属性中花香和甜香之间密切相关,
焙烤香和果香之间密切相关,辛香与清香之间密切相

关,木香和异气与其他各分属性之间无相关性。 (2)
GC-MS 共鉴定出 74 个共有挥发性成分,其中包括醇

类 20 种、醛类 9 种、酮类 8 种、酸类 6 种,酯类 12 种,
萜烯类 3 种、碳氢化合物 9 种和杂环类 7 种,以醇类

含量最高,之后依次为酯类、酸类、醛类、酮类、碳氢化

合物、杂环类和萜烯类。 热图分析显示各样品之间的

挥发性含量差异性较大,其中以香叶醇含量最高,按
照文献[21]中的分类,宁红茶属于以香叶醇占优势

型的工夫红茶。 (3) PLSR 模型结果显示提取的 46
个挥发性成分变量能够解释宁红茶香气变异的 92%
信息,说明此 46 个挥发性化合物决定了宁红茶样品

的香气特征,依据载荷贡献最终筛选出了 16 个关键

贡献挥发性化合物,分别为 α-紫罗酮、香叶醇、反式-
橙花叔醇、β-水芹烯、罗勒烯、苯乙醇、苯甲醛、芳樟

醇、β-紫罗酮、橙花醇、棕榈酸乙酯、3-糠醛、苯甲醇、

己酸、反式-3-己烯酸和水杨酸甲酯。 其中反式-3-己
烯酸和己酸为负贡献,其他 14 种为正贡献。 因此,在
宁红茶加工过程中,应最大可能的增加正贡献的挥发

性化合物的含量,减少负贡献化合物的含量,进一步

研究将集中在加工过程中宁红茶关键贡献香气成分

的代谢途径及其调控机制,为宁红茶的品质定向调控

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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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vor compounds in Ning black tea by QDA and GC-MS combined with PLSR
YUE Cuinan1,2,QIN Dandan3,CAI Hailan1,2,LI Chen1,2,WANG Zhihui1,2,

LI Wenjin1,2,YANG Puxiang1,2∗,WU Hualing3∗

1(Jiangxi Sericulture and Tea Research Institute,Nanchang 330202,China);
2(Jiangxi Key Laboratory of Tea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Nanchang 330202,China);

3(Tea Research Institute,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volatile compounds composition and molecular sensory basis of Ning black tea. In
this study, QDA combined with HS-SPME-GC-M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roma characteristics and volatile compounds of eight typical
Ning black tea samples, and then PLSR was used to screen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which had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aroma char-
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oma of Ning black tea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eight aroma terms and their definitions. The aro-
ma characteristics of Ning black tea were mainly fruity, supplemented by sweet-smell and floral. Among them,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lo-
ral and sweet-smell was larg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oasted and fruity was larg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icy and freshly was
large. Seventy five common volatile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 among which alcohols were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esters, acids, alde-
hydes and ketones. The differences in volatile components among Ning black tea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 Finally, sixteen compounds
which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aroma characteristics of Ningblack tea were identified, namely, trans nerolidol, phenylethanol, ben-
zaldehyde, linalool, α-ionone, β-carvone, ocimene, β-ionone, nerol, ethyl palmitate, 3-furfural, benzyl alcohol, hexanoic acid, trans-
3-hexenoic acid and methyl salicylate. This experiment provides a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n aroma precursor, biochemical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Ning black tea.
Key words　 Ning black tea;aroma characteristics;volatile components;GC-MS;PL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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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味指纹谱的肉脯加工阶段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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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江苏 泰州,225300)2(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3(广西科技大学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广西 柳州,545006)

摘　 要　 应用气相离子迁移谱(gas chromatography-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 GC-IMS)对肉脯不同加工阶段的挥

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进行分析,构建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 GC-IMS 风味指纹图谱,实现

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判别分析。 采用 GC-IMS 对肉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原料肉、拌料肉、发酵肉、半成品肉和成

品肉的 VOCs 进行检测和分析,对选取的 GC-IMS 图谱特征区域信号进行主成分分析,并结合 k 最近邻(k nearest
neighbor,kNN)模式识别方法对不同加工阶段的肉脯进行分类识别。 结果表明,肉脯在加工过程中主要的 VOCs
为醇类、醛类、酸类、酮类、杂环化合物、芳香烃以及酯类,GC-IMS 风味指纹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能够有效区分

各加工阶段的肉脯样品,为研究加工工艺对肉脯风味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技术,也为肉制品的品质鉴别

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气相离子迁移谱;猪肉脯;风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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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 肉脯作为我国传统的烤肉制品,因其便

于携带、营养价值高、食用方便等特点,逐渐受到广大

消费者的青睐[1 - 2]。 猪肉脯为片状肉制品,通常以精

选的猪后腿肉为原料,经过切片、腌制、烘烤、切片、包
装等工序而制成其颜色呈棕红色,具有口感丰富、咸
甜适中、芳香浓郁、耐贮藏以及便于运输等特点。 肉

脯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常伴随美拉德反应、脂质氧化、
Stercker 降解等一系列化学反应[3],进而引起肉脯产

品风味组成的变化[4],而每个阶段的工艺变化对最

终产品的风味品质均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肉脯的风

味信息与其品质息息相关,其风味成分的变化可作为

表征肉脯加工过程的标志性成分。 当前,在传统食品

工业现代化与消费需求增加的趋势下,如何分析、鉴
定肉脯加工过程中特有挥发性风味物质组成,保持肉

脯品质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实现企业产品现代化数字

生产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企业未来立足于市场

行业的基石[5]。
目前,部分学者对肉脯的风味物质组成进行了研

究报道,如使用电子舌和气相离子迁移谱( gas chro-

matography-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 GC-IMS)技术研

究不同含盐量对干腌猪肉风味的影响[6];使用 GC-
IMS 技术对肉脯不同加工阶段样品的风味成分进行

了分析,并对不同阶段肉脯风味物质差异性进行了统

计学分析[7];微波干燥技术对猪肉脯风味品质的影

响[8];对肉脯的加工工艺进行了设计与优化,并获得

特殊风味的猪肉脯[9 - 10];使用气质联用设备对肉脯

加工过程中的风味物质成分进行检测,并对各加工阶

段样品的特征风味差异进行了分析,发现加工工艺对

肉脯风味成分具有较大的影响[11]。 当前国内外相关

学者主要着重于肉脯加工工艺研究,而对加工过程中

的风味成分研究报道较少,且现有的部分研究仅仅分

析了不同加工阶段的风味物质差异,未能找出猪肉脯

风味形成的规律,尤其是对猪肉脯最终风味起到决定

性的特征化合物。 另外,由于相关分析设备(如气质

联用)存在操作繁杂、耗时久以及环境要求高等缺

点,当前部分企业仍采用简单的感官评价方法作为肉

脯品质评价手段,因此,借助新技术开发一种简便、快
速、高效的特征风味指纹分析方法显得很有必要。

GC-IMS 技术是气相色谱和离子迁移谱两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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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用的分析检测技术[12],其在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痕量检测方面具有装置简

便、便携、高灵敏度、无须样品处理等优点[13]。 目前

该技术已经在肉制品的种类判别[14]、 新鲜度检

测[15 - 16]、真伪鉴别中得到广泛应用[17 - 18],而在肉制

品烘焙过程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的动态变化研究较少。
本研究采用 GC-IMS 技术研究肉脯在不同加工阶段

的风味成分组成差异,以获得肉脯在不同加工阶段的

标志性特征指纹图谱,并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对肉脯

的各个加工阶段进行判别分析,以期实现加工阶段的

智能化识别,为该技术应用于肉脯加工过程控制提供

理论依据,也为相关肉制品企业的现代化生产提供新

的品控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和设备

当天宰杀的新鲜猪后腿精瘦肉、蔗糖、味精、胡椒

粉、鱼露和鸡蛋等,均购于当地麦德龙连锁超市。
FlavourSpec® 1H1-00128 型 GC-IMS 分析仪(配

CTC 顶空自动进样装置、LAV 分析软件及 GC × IMS
Library Search Software 定性软件),德国 G. A. S 公司;
20 mL 顶空进样瓶,宁波哈迈仪器科学有限公司;62-
0174 型不锈钢刀片,美国 GEM 公司。
1. 2　 样品制备与采集

依据已有文献关于猪肉脯加工工艺流程的报

道[19],可将不同加工阶段的肉制品划分为 5 个类型

(图 1),分别为原料肉、拌料肉、发酵肉、半成品肉脯

以及成品肉脯。 试验中,每个不同加工阶段各采集

10 个样品,共获得 50 个样品,不同阶段样品具体制

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肉脯加工工艺流程图

Fig. 1　 Process flow chart of dried pork slices

(1)生肉片:从当地市场上购买当天宰杀的新鲜

猪后腿精瘦肉,储存于 4 ℃保温箱内并迅速运回实验

室后迅速剔除碎骨、软骨以及肥肉,并沿着猪肉纹理

方向采用不锈钢刀片将猪肉切成厚度为 2 mm 的肉

片备用。
(2)拌料肉和发酵肉:参照双鱼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靖江)公开的猪肉脯配料比例进行制备[19],具
体操作为:在质量为 1 kg 的肉片中加入 125 g 蔗糖,
4. 7 g 味精,0. 3 g 胡椒粉,鱼露 82. 08 g 和鸡蛋清液

25. 9 g,拌匀后(即拌料肉),于 4 ℃的环境中发酵 0.
5 h 后备用(即发酵肉)。

(3)半成品:将发酵后的肉片在 80 ℃热风干燥

箱中烘干 5 h 后备用。
(4)成品:半成品肉片在 180 ℃烤箱中烘烤 90 s

后即可得到棕红色肉片,冷却至室温后备用。
1. 3　 检测条件

顶空进样器条件:分别称取 2 g 肉脯样品置于 20
mL 顶空进样瓶中密封,通过自动顶空进样方式进样,
每个样品重复测量 2 次,进样体积 200 μL,孵化温度

80 ℃,孵化时间 30 min,进样针温度为 85 ℃,孵化器

转速 500 r / min。
GC-IMS 条件:SE-54-CB-1 型非极性石英毛细管

柱(15 m ×0. 53 mm, 1 μm),载气为高纯度 N2(纯度

≥99. 999% ),载气流速控制程序为:起始流速 2
mL / min,保持 2 min,8 min 内线性增加至 15 mL / min,
接着 10 min 内线性增至 100 mL / min,最后 10 min 内

线性增至 150 mL / min,分析时间为 30 min。
IMS 条件:3H 电离源(6. 5 keV),漂移气为 N2,对

应流速为 150 mL / min,漂移管温度 45 ℃,正离子化模

式,漂移管长度 9. 8 cm,管内线性电压 400 V / cm。
1. 4　 数据处理

采用仪器配备的 Laboratory Analytical Viewer
(Version 2. 2. 1)结合 Gallery Plot 插件实现 GC-IMS
指纹谱的可视化分析;采用 GC × IMS Library Search
(内置 NIST2004 与 IMS 数据库)软件进行特征化合

物的鉴定;采用 MATLAB R2009a 软件实现主成分分

析和 k-近邻(k-nearest neighbour, kNN)算法,以便进

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加工阶段肉脯风味成分变化

为了直观考察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 GC-IMS 二

维谱图差异,以原料新鲜猪肉为参比,应用差分可视

化方法对比分析其他样品之间的指纹谱图差异(图
2),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信号强度的差异,红色区域表

示待测样品 VOCs 信号强度比参比图谱强(即原料

肉),蓝色区域则与之相反,而白色区域则表示差异

较小。 由图 2 可知,在拌料肉中,随着相应调味料的

添加,样品产生的 VOCs 信号强度得到一定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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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应 VOCs 物质种类未有明显变化(见图 2 实线矩

形框);在发酵前后,拌料肉与发酵肉的 VOCs 种类相

似度较高,仅保留时间在 600 ~ 800 s 对应的 VOCs 含

量存在差异,且发酵后样品的信号强度更高(见图 2
虚线矩形框),该现象源于低温短时发酵引起的风味

物质变化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弱极性、低分子量

的 VOCs 引起的[17];在经历烘干和烘烤工序后,在保

留时间 100 ~ 1 000 s 有新的 VOCs 物质产生,成品肉

的风味物质在数量方面明显多于半成品,而半成品的

风味物质多于烘干前的发酵肉,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

高温工艺使得猪肉样品内部发生美拉德、脂质氧化等

一系列反应[4,20],使得 VOCs 的种类明显增多,最终

形成肉脯产品特有的风味。

图 2　 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 GC-IMS 差谱图

Fig. 2　 Difference spectra of preserved meat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2. 2　 GC-IMS 指纹图谱分析

为了更好地提取原始图谱中可用的特征变量,采
用 LAV 软件对图 2 中有效特征峰进行选取,最终共

选了 54 个特征区域用以表征样品的风味信息,并将

每个区域信号进行排列,结果如图 3 所示,图 3 中右

侧 Y 轴为不同加工阶段肉脯样品编号(每一行为一

个肉脯样品指纹谱,每个样品做 2 个平行),X 轴对应

已选取的 54 个特征区域编号。 由图 3 可知,新鲜肉、
拌料肉、发酵肉的 VOCs 种类十分相似,编号 15 ~ 18
对应的化合物未在新鲜肉中出现,而在拌料肉和发酵

肉中开始产生,原因可能是相关调料的添加导致对应

物质的产生;发酵肉中含 27 种 VOCs 物质,随后在半

成品阶段肉脯受到加热脱水的影响,VOCs 的种类增

加至 43 种,后期成品肉再经过高温烘烤作用,最终

VOCs 种类达到 54 种,该结果表明工艺过程的进行促

进了肉脯风味物质的形成。 根据保留时间和迁移时

间,通过软件 GC × IMS Library Search 对所选信号区

域进行化合物识别,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部分挥发

性有机物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故最终 54 个区域定

性结果共包含了 37 种物质。

图 3　 不同加工阶段的肉脯特征风味图谱排列图

Fig. 3　 Characteristic flavor map library of dried pork slic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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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肉脯所有 GC-IMS 挥发性物质的定性结果

Table 1　 Qualitative results of all GC-IMS volatile
compounds in dried pork slices

类型 序号 化合物名称 保留时间 / s 漂移时间 / ms

醇类

1 芳樟醇 1 001. 419　 1. 221 8
2 1-辛烯-3-醇 727. 293 1. 163 1
6 正戊醇 320. 506 1. 252
7 正戊醇(二聚体) 319. 431 1. 516 7
13 丙醇 161. 188 1. 10 9
16 正丁醇 216. 411 1. 166 5
19 正丁醇(二聚体) 217. 059 1. 397 2
20 异丁醇 194. 389 1. 17
24 正己醇 482. 889 1. 325 8
34 2-甲基丁醇 280. 939 1. 249 6
39 3-甲基-2-丁醇 226. 795 1. 231 2

芳香烃
22 苯乙烯(二聚体) 536. 579 1. 441 8
31 苯乙烯 537. 313 1. 403 9

醛类

3 正己醛 359. 190 1. 263 7
4 正己醛(二聚体) 355. 017 1. 559 8
8 戊醛 242. 658 1. 196 5
10 戊醛(二聚体) 242. 361 1. 418 3
14 异丁醛 146. 957 1. 096 1
17 异戊醛 210. 420 1. 182 6
18 异戊醛(二聚体) 209. 772 1. 406 3
21 庚醛 536. 775 1. 339 7
25 苯乙醛 857. 966 1. 254
26 正辛醛 771. 190 1. 408 8
27 苯甲醛 669. 453 1. 147 2
28 3-甲硫基丙醛(二聚体) 549. 706 1. 087 6
30 3-甲硫基丙醛 549. 339 1. 393 3
43 异丁醛(二聚体) 156. 123 1. 283 8
48 庚醛(二聚体) 536. 838 1. 694 8

酸类
29 正戊酸 549. 592 1. 217 3
32 异戊酸 489. 647 1. 230 3

酮类

5 2-己酮 341. 508 1. 190 3
9 2,3-戊二酮(二聚体) 242. 775 1. 295
11 2-戊酮 235. 211 1. 121 2
12 2-戊酮(二聚体) 234. 899 1. 370 7
15 2-丁酮 176. 574 1. 243 7
23 2-庚酮 513. 989 1. 260 2
35 3-羟基-2-丁酮 256. 620 1. 232
36 3-羟基-2-丁酮(二聚体) 255. 949 1. 331 1
38 2,3-戊二酮 238. 515 1. 232 5
42 2,3-丁二酮 170. 806 1. 148 7
44 2-己酮(二聚体) 340. 089 1. 497 8
49 2-庚酮(二聚体) 514. 729 1. 632 5

杂环化
合物

45 2-甲基吡嗪 397. 561 1. 375 4
46 糠醛(二聚体) 405. 527 1. 350 7
47 糠醛 400. 319 1. 093 4
50 2-乙基吡嗪(二聚体) 568. 004 1. 501 5
51 2,6-二甲基吡嗪 601. 052 1. 117
52 2-乙基吡嗪 569. 893 1. 121 6
53 2,3,5-三甲基吡嗪 794. 950 1. 168 1

酯类

33 丁酸乙酯 359. 288 1. 215 5
37 丙酸乙酯 260. 643 1. 159 3
40 乙酸乙酯(二聚体) 183. 738 1. 336 6
41 乙酸乙酯 184. 788 1. 093 6
54 2-甲基丁酸甲酯 319. 859 1. 181 7

　 　 注:序号同图 3 所选取的特征标记编号一致

2. 3　 判别分析

为实现不同加工阶段肉脯样本的判别,将选择的

54 个特征区域的峰面积作为表征变量,组成 50 × 54
的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得到的主成分数按累计贡

献率的大小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取前 2 个主成分得分

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GC-IMS 特征变量的主成分分析图

Fig. 4　 PCA diagram of GC-IMS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由图 4 可知,前 2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89. 21% ,表明所选取的主成分数能够表征原始数据

的绝大部分有效信息。 不同加工阶段的肉脯样品分

布在不同的区域,且各自均有其归属区域。 新鲜肉、
拌料肉和发酵肉样品之间存在归属边界不明确的现

象,表明对应 VOCs 组成相似;而半成品、成品肉样品

均有自己的归属区域,且与其他加工阶段样品的分布

区间较远,表明其对应的风味成分差异显著。 为进一

步分析选取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绘制得分

矩阵的基础上同时对载荷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见
图 4 中带编号直线),图中数字编号即对应选取特征

区域的编号。 肉脯样品的风味成分产生主要出现在

半成品与成品阶段,且成品肉脯的特征成分最多,这
与图 2 结果一致。 半成品肉脯的主要成分为醛类物

质,如编号 18、28 和 36 化合物,对应的物质分别为异

戊醛、3-甲硫基丙醛和异丁醛,其他还包括一些酮类、
醇类等物质;仅通过单独的几个特征变量即可实现半

成品、成品肉脯的快速区分,如编号 15 和 37,对应物

质分别为 2-丁酮和丙酸乙酯。 新鲜肉、拌料肉以及

发酵肉 3 个阶段样品间的 VOCs 较少,且特征变量距

离坐标原点较近,重要程度较低,不能很好地区分这

3 个阶段肉脯样品。 因此,需要借助化学计量学方法

进行判别分析。
主成分分析仅显示了样本在空间的分布情况,为

实现不同加工阶段肉脯样品的数字化判别,需要进一

步建立判别模型。 以前 2 个主成分得分矩阵为变量,
采用有监督 kNN 模式识别方法进一步研究区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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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C-IMS 特征变量有监督模式识别结果

Fig. 5　 Pattern recognition results of PCA diagram of
GC-IMS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加工阶段肉脯样品的可行性,由于各阶段的样本数量

较少,故未将样本划分为校正集和预测集,仅将全部

样品用于建立模型以便观察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归

属分布,从而验证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结果如图 5 所

示。 kNN 模式识别方法的识别正确率为 100% ,没有

出现样品误判现象,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前 3 个阶

段肉脯样品的决策边界高度非线性,故采用非线性模

式识别方法(即 kNN 算法)可获得较好的判别效果。
上述结果表明,依据 GC-IMS 风味指纹谱,结合化学

计量学方法区分不同加工阶段肉脯样品具有一定的

可行性。

3　 结论

本研究采用 GC-IMS 技术对不同加工阶段肉脯

的 VOCs 进行分析检测,构建了肉脯在不同加工阶段

的特征指纹图谱,实现了该技术在烘焙肉制品中的应

用扩展。 试验中不同阶段肉脯样品共检测出了 37 种

VOCs,主要分为醇类、醛类、酸类、酮类、杂环化合物、
芳香烃以及酯类等 7 类挥发性物质成分,以选取的特

征区域峰面积为表征变量,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成功

实现了对不同加工阶段肉脯的分类,表明基于 GC-
IMS 风味指纹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区分肉脯加工过

程中的风味品质,为肉制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提

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前景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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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analysis of dried pork slice processing
stages based on flavor fingerprints

LIU Ping1,JIA Xinyi1,QI Xingpu1,CHEN Bin2,CHEN Tong3∗

1(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angsu Agri-animal Husbandry Vocational College,Taizhou 225300,China)
2 (School of Food and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3(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in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of dried pork slices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 (GC-IMS), and the GC-IMS fingerprints of dried pork slic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were
also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dried slices. GC-IMS was used to detect and analyze the flavor components
of raw meat, mixed meat, fermented meat, semi-finished meat and finished meat in the process of dried pork being proces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selected GC-IMS characteristic values for future extraction and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and the
k-nearest neighbors (kNN)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lassify and identify dried pork slic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VOCs pre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preserved meat were alcohols, aldehydes, acids, ketones, heterocyclic
compounds,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esters. GC-IM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 methods could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dried
pork slice samples at each processing stage, which provides a new analysis technology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processing technolo-
gy on the flavor of preserved meat, and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quality identification of meat products.
Key words　 gas chromatography-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GC-IMS);dried pork slice;flavor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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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ChERS-超滤净化结合 GC-QQQ 测定酿酒大曲中多种农药残留量

曹栩菡1,黄小军2∗,叶麟2,潘才惠2

1(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2(四川国检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泸州,646000)

摘　 要　 酿酒过程中曲药使用比例较高,曲药中的农药残留可能会部分迁移至酒中,大曲中农药残留量的高低

会影响成品酒中的农药残留量。 实验采用超滤净化结合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法 (ultrafiltration purification
combined with-chromatography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GC-QQQ) 对酿酒大曲中可能存在的 23 种有机

磷农药进行同时检测。 样品经乙腈提取,QuEChERS-超滤净化后进行 GC-QQQ 测定。 结果表明:在 10 ~100 μg / L
范围内,23 种农药的质量浓度与其峰面积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 0. 999;三水平试验回收率在 85%
~106% ,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10% ;23 种农药的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在 0. 002 ~0. 035 和0. 007 ~0. 118 mg / kg。 该

方法简单、快速、重现性好、稳定性高,可满足酿酒大曲中 23 种农药残留的检测要求。
关键词　 超滤净化;气相色谱-质谱法;酿酒大曲;有机磷农药;农药残留

第一作者:硕士,讲师(黄小军工程师为通讯作者,E-mail:331547275@ qq. com)
收稿日期:2020-12-09,改回日期:2021-01-15

　 　 酿酒大曲可以为白酒的酿造提供营养物质、香味

成分,以及为微生物种群提供相关的生物酶,是浓香

型和酱香型白酒重要的糖化发酵动力。 常用的大曲

原料有小麦、大麦和豌豆[1],原料经粉碎、加水拌和,
压制成块状,天然接种,多菌种混合自然发酵而

成[2]。 在制曲时为防止有害菌的生长,制曲原料中

有时会适当添加中草药。 但无论是小麦、大麦、豌豆

还是中草药,在种植过程中为防治病虫害几乎都会使

用到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虽然在制作过程中原料

和辅料经过清洗可减少部分农药残留,但仍会有农药

残留,而曲药中的农药残留可能会部分迁移至酒中,
影响酒的质量。 目前,有关酒类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检

测研究已有很多,检测对象多为成品白酒[3]、葡萄

酒[4 - 5]、黄酒[6] 和啤酒[7]。 虽然大型酒厂已将原料

农药残留作为一项严控指标,但目前对白酒曲药中的

农药残留检测分析尚少见报道。
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7]、气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6]、高效液相色谱法[9]、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8]、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法[10]、超高效

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11]、气 /液相色谱-高分辨质

谱法[4]等。 在农药残留检测中,样品前处理技术的

选择十分重要,常用处理方法为:固相萃取法[12]、固
相微 萃 取 法[13]、 液-液 萃 取 法[14] 及 QuEChERS

法[15 - 16]等。 QuEChERS 法具有经济环保、操作简便、
适用范围广等优点,但净化效果要相比固相萃取色谱

法差,尤其是多组分同时监测时,杂质净化不彻底会

造成离子干扰,影响定量准确性。
因此在利用 QuEChERS 法作为农药残留样品的

前处理技术时,十分有必要结合一种更为有效的净化

方式。 超滤是一种加压膜分离技术,膜孔径介于微滤

和反渗透之间,通过膜表面的微孔结构对物质进行选

择性分离,在食品饮料、化工电子和生物环境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17 - 18]。 在一定压力下,小分子物质

可穿过一定孔径的特制薄膜,而大分子物质不能透

过,从而将两者分开。 农药的分子质量一般小于 500
Da,将超滤管应用到农药残留检测的前处理,截留物

质的分子质量范围为 1 × 103 ~ 1 × 105 Da[19],可以满

足农药与食品中蛋白质及其他大分子杂质分离的目

的[20]。
本文采用 QuEChERS 法结合超滤净化柱对样品

进行前处理,再结合气相色谱法-三重四级杆质谱法

(ultrafiltration purification combined with-chromatogra-
phy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GC-QQQ) 测

定酿酒大曲中 23 种有机磷农药残留,以期快速、简
便、准确地掌握大曲中农药残留情况,为提升白酒酿

造品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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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仪器

酿酒大曲试样,酒企提供;QuEChERS 提取包、m-
PFC 超滤净化柱 (复杂基质),北京绿棉科技有限公

司;丙酮、二氯甲烷、乙腈、乙酸乙酯 (均为色谱纯),
德国默克公司;乙二胺-N-丙基硅烷化硅胶 (primary-
secondary amine, PSA)、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 胶

(C18),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品(100 μg / mL):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灭线磷、甲拌磷、氧乐果、特丁硫磷、氯唑磷、甲基

毒死蜱、乐果、甲基嘧啶磷、毒死蜱、甲基对硫磷、倍硫

磷、马拉硫磷、杀螟硫磷、对硫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

磷、杀扑磷、丙溴磷、硫环磷、三唑磷,环氧七氯 B,农
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所有溶液均采用超

纯水配制。
7890B—7000C 气-质联用仪(配备 Agilent7696A

自动进样器),美国 Agilent 公司;MiLL-Q 纯水机,美
国 Millipore 公司;T10 高速均质仪,德国 IKA 公司;
TD5A-WS 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
MPEva GS 平行浓缩仪,睿莱博仪器(广州)有限公

司;XS204 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上海) 有

限公司;JL-721DTH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中国南京科

捷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样品前处理

1. 2. 1. 1　 提取

振荡法提取:称取粉碎并过筛后的试样 5 g (精
确至 0. 1 mg) 于 50 mL 聚丙烯具塞离心管中,加 10
mL 超纯水后涡旋混匀,静置 30 min,加入 10 mL 乙

腈提取溶剂、QuEChERS 提取包 (含 6 g 无水 MgSO4、
1. 5 g 醋酸钠) 及 1 颗陶瓷均质子,盖上离心管盖,剧
烈振荡 1 min,4 200 r / 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待净

化[21]。
超声波法提取:称取粉碎并过筛后的试样 5 g

(精确至 0. 1 mg) 于 50 mL 聚丙烯具塞离心管中,加
10 mL 超纯水后涡旋混匀,静置 30 min,加入 10 mL
乙腈提取溶剂,盖上离心管盖,超声萃取 20 min,
4 200 r / 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待净化。

均质法提取:称取粉碎并过筛后的试样 5 g (精
确至 0. 1 mg) 于 50 mL 聚丙烯具塞离心管中,加 10
mL 超纯水后涡旋混匀,静置 30 min,加入 10 mL 乙腈

提取溶剂,均质提取 1 min,4 200 r / min 离心 5 min,

取上清液待净化。
1. 2. 1. 2　 净化

国家标准 QuEChERS 净化法:移取 6 mL 上清液

加到含 1 200 mg MgSO4、400 mg PSA 及 400 mg C18的

15 mL 塑料离心管中,漩涡混匀 1 min,4 200 r / min 离

心 5 min,准确吸取 2 mL 上清液,待用[21]。
超滤净化柱法:移取 1 mL 上清液,从超滤净化柱

顶部加入,缓慢推动柱塞杆,使上清液缓慢通过净化

材料,即净化完成,待用。
1. 2. 2　 空白实验

除不加试样外,按照 1. 2. 1 小节中方法进行空白

试验。
1. 2. 3　 标准储备液与工作液的配制

混合标准溶液:吸取一定量的农药标准品于 10
mL 容量瓶中,用乙腈定容至刻度。 混合标准溶液质

量浓度为 5、10、50、100、500、1000 μg / L。
内标溶液:将质量浓度为 100 μg / mL 的环氧七

氯 B 标准溶液,用乙酸乙酯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100
μg / L 的内标溶液。

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液:空白基质溶液按 1. 2. 1 小

节中方法处理后于 40 ℃水浴中氮气吹至近干,分别

加入 1 mL 相应质量浓度的混合标准溶液,复溶,过滤

(0. 22 μm 有机滤头),上机测定。 基质混合标准工

作溶液现用现配。
1. 2. 4　 气相色谱-质谱条件

1. 2. 4. 1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安捷伦 VF1701 (30 m × 250 μm,0. 25
μm);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 40 ℃,保持 1 min,以 40
℃ / min 升至 120 ℃,再以 5 ℃ / min,升至 240 ℃,再
以 12 ℃ / min,升至 300 ℃保留 6 min;载气:氦气,纯
度≥99. 99% ,流速 1. 0 mL / min;进样方式:2 层夹层

进样,气隙 0. 2 μL,样品进样 1 μL,内标进样 1 μL,
脉冲不分流,0. 75 min 后打开隔垫吹扫阀。
1. 2. 4. 2　 质谱条件

EI 源,电子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 280 ℃,传输

线温度 280 ℃;碰撞气为氮气,纯度≥99. 999% ;溶剂

延迟 3 min;数据采集模式,MRM。
1. 3　 数据处理

利用 MassHunter(B. 06. 00. SP01)软件进行数据

采集及处理,Excel 2016 计算测试数据回收率和相对

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2　 结果与分析

2. 1　 样品前处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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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提取溶剂的选择

提取溶剂是影响目标物提取效率及基质效应的

重要因素。 分别采用丙酮、二氯甲烷、乙腈作为酿酒

大曲中 23 种农药残留的提取溶剂,按 1. 2. 1 小节的

样品预处理方法,分别加入 10 mL 丙酮、二氯甲烷、乙
腈,考察不同溶剂对 23 种目标农药的提取效率。 结

果表明,丙酮、二氯甲烷、乙腈溶剂均可以将样品中的

农药提取出来,其中以乙腈对绝大多数目标物的提取

效果较好(85% ~ 100% ),可能是因为乙腈极性较强

且分子较小,受基质的干扰最小(图 1-a)。 因此选择

乙腈为目标物提取溶剂。
2. 1. 2　 提取方式的选择

为了提高有机溶剂对目标农药的提取效率,选用

常用的振荡法、超声波法、均质法 3 种提取方式(按
1. 2. 1 小节进行样品前处理)。 如图 1-b 所示,均质

法的回收率(82% ~ 102% )高于振荡法和超声波法。
但由于均质的剪切力过强[22],易将大曲试样中的色

素等物质一同萃取出来,给后续净化工作增加困难。
超声波提取与振荡提取回收率接近,但超声波提取需

要时间较长且提取过程不易控制,振荡法操作简单。
因此选择剧烈振荡的提取方式。

a-提取剂对回收率的影响;b-提取方式对回收率的影响;
c-净化方式对回收率的影响

图 1　 不同条件对提取效率的影响

Fig. 1　 Recoveries of 23 pesticides in Daqu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s
注:各编号对应农药见表 1

表 1　 MRM 模式下各种农药保留时间、特征离子对、碰撞能量及优化条件下测得的 23 种农药的线性方程、回归系数(n =3)
Table 1　 In MRM mode, the various pesticides’ retention time, characteristic ion pair, and collision energy; Linear

equations an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23 pesticides obtained under optimized conditions

编号 农药名称
保留时间 /

min
特征离子对

定量离子对 定性离子对

碰撞能量 /
eV 线性方程　 　

线性范围 /
(μg·L - 1) R2

1 敌敌畏 8. 493 109. 0 / 79. 0 184. 9 / 93. 0 5、10 y = 5. 923 437x 5 ~ 1 000 0. 999 983 91
2 甲胺磷 10. 216 141. 0 / 95. 0 141. 0 / 79. 0 5、15 y = 3. 158 751x 5 ~ 1 000 0. 999 702 73
3 乙酰甲胺磷 15. 174 136. 0 / 94. 0 136. 0 / 42. 0 10、5 y = 0. 925 526x 10 ~ 1 000 0. 999 157 69
4 灭线磷 15. 968 157. 9 / 97. 0 157. 9 / 114. 0 15、5 y = 5. 347 103x 5 ~ 1 000 0. 999 475 06
5 甲拌磷 17. 053 260. 0 / 75. 0 130. 9 / 128. 9 5、25 y = 7. 208 919x 5 ~ 1 000 0. 999 796 88
6 氧乐果 18. 305 155. 9 / 110. 0 109. 0 / 79. 0 5、15 y = 1. 350 733x 10 ~ 1 000 0. 999 552 79
7 特丁硫磷 18. 534 230. 9 / 175. 0 230. 9 / 129. 0 10、20 y = 4. 709 122x 5 ~ 1 000 0. 999 753 85
8 氯唑磷 20. 374 161. 0 / 119. 1 161. 0 / 146. 0 5、5 y = 4. 665 327x 5 ~ 1 000 0. 999 538 95
9 甲基毒死蜱 20. 907 285. 9 / 92. 9 287. 9 / 92. 9 20、20 y = 2. 410 762x 5 ~ 1 000 0. 999 482 11
10 乐果 20. 970 86. 9 / 46. 0 142. 9 / 111. 0 15、10 y = 2. 430 968x 5 ~ 1 000 0. 999 144 11
11 甲基嘧啶磷 21. 908 290. 0 / 125. 0 232. 9 / 151. 0 20、5 y = 2. 744 148x 5 ~ 1 000 0. 999 462 27
12 毒死蜱 22. 450 196. 9 / 169. 0 198. 9 / 171. 0 15、15 y = 3. 743 108x 5 ~ 1 000 0. 999 777 63
13 甲基对硫磷 22. 881 262. 9 / 109. 0 232. 9 / 109. 0 10、10 y = 1. 348 361x 5 ~ 1 000 0. 999 598 11
14 倍硫磷 23. 404 278. 0 / 109. 0 278. 0 / 169. 0 15、15 y = 12. 399 687x 5 ~ 1000 0. 999 151 61
15 马拉硫磷 23. 406 126. 9 / 99. 0 172. 9 / 99. 0 5、15 y = 5. 256 401x 5 ~ 1 000 0. 99 9438 28
16 杀螟硫磷 23. 619 277. 0 / 260. 0 277. 0 / 109. 0 5、20 y = 1. 642 481x 10 ~ 1 000 0. 999 654 18
17 对硫磷 24. 370 290. 9 / 109. 0 138. 9 / 109. 0 10、5 y = 1. 326 791x 5 ~ 1 000 0. 999 512 76
18 甲基异柳磷 24. 445 199. 0 / 121. 0 241. 1 / 199. 1 10、10 y = 11. 285 852x 5 ~ 1 000 0. 999 878 63
19 水胺硫磷 24. 971 135. 9 / 108. 0 135. 9 / 69. 0 15、30 y = 5. 351 115x 5 ~ 1 000 0. 999 257 96
20 杀扑磷 26. 487 144. 9 / 85. 0 144. 9 / 58. 1 5、15 y = 7. 660 234x 5 ~ 1000 0. 999 288 94
21 丙溴磷 26. 589 207. 9 / 63. 0 338. 8 / 268. 7 30、15 y = 0. 685 399x 10 ~ 1 000 0. 999 243 46
22 硫环磷 27. 646 196. 0 / 140. 0 168. 0 / 140. 0 10、5 y = 0. 893 456x 10 ~ 1 000 0. 999 832 61
23 三唑磷 29. 770 161. 2 / 134. 2 161. 2 / 106. 1 5、10 y = 1. 856 967x 10 ~ 1 000 0. 999 24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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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净化条件的比较

分别采用国家标准法和超滤净化柱净化 2 种净

化方式对试样进行净化处理,考察不同净化方法对酿

酒大曲中 23 种目标物提取效率的影响。 如图 1-c 所

示,国家标准法(80% ~92%)和超滤净化柱法(84% ~
103%)均有较好的回收效率,但超滤净化柱法极大地

简化了实验流程,批处理样品更为简便快捷。
2. 2　 特征离子的选择

根据丰度和质荷比优化 MRM 条件,优化后的特

征离子及碰撞能量见表 1,MRM 总离子流图见图 2。

图 2　 大曲基质中 23 种有机磷农药残留混标气相色谱谱图

Fig. 2　 Mixed standard gas chromatogram of 23 kinds of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residues in Daqu

2. 3　 方法性能指标考察

2. 3. 1　 线性关系

　 　 在优化实验条件下,以 1. 2. 2 小节的方法配制混

合标准工作溶液,上机测定。 以目标物与内标物的相

对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以目标物与内标物的相对峰面

积比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各目标物线性关

系,以R2≥0. 99 为判断指标,确定各目标物的线性范

围,具体参数见表 1。 由表 1 可知所有目标物的 R2

均达到 0. 999 以上,表明 23 种农药均具有很好的线

性关系,能够很好的满足分析要求。
2. 3. 2　 回收率、检出限与定量限

目前国家未对酿酒曲药农药残留制定限量标准,
但曲药大多以谷物为主要原料,本实验参照 GB / T
27404—2008[23],结合 GB 2763—2019 中谷物类农药

残留限量[24],选取 3 个质量浓度水平(0. 05、0. 1、0. 2
mg / kg),以酿酒大曲为基质做加标回收试验,每个质

量浓度做 6 次平行,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RSD)。 由表 2 可知,结果表明 23 种目标物的回收

率在 85% ~ 106% ,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10% 。 以

0. 05 mg / kg 添加水平为依据,采用特征离子质量色

谱图信噪比 S / N≥3 计算检出限和以 S / N≥10 计算

定量限。 结果显示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在 0. 002 ~
0. 035 mg / kg 和 0. 007 ~ 0. 118 mg / kg, 满 足 GB
2763—2019 中对谷物类农药残留检测的要求。

表 2　 23 种农药平均回收率、检出限和定量限(n =6)
Table 3　 Average recouery rate,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and limits of quantitation of the 23 pesticides

农药名称
检出限 /

(mg·kg - 1)
定量限 /

(mg·kg - 1)
0. 05 mg / kg 0. 1 mg / kg 0. 2 mg / kg

回收率 / % RSD / % 回收率 / % RSD / % 回收率 / % RSD / %
敌敌畏 0. 004 0. 013 100 6. 5 98 3. 2 98 1. 0
甲胺磷 0. 020 0. 066 95 5. 3 94 2. 5 99 2. 4
乙酰甲胺磷 0. 033 0. 111 100 5. 1 104 3. 2 100 0. 6
灭线磷 0. 007 0. 024 94 5. 8 90 3. 3 94 2. 0
甲拌磷 0. 008 0. 025 94 7. 9 92 3. 2 95 1. 6
氧乐果 0. 029 0. 096 106 5. 2 102 1. 7 100 0. 6
特丁硫磷 0. 007 0. 025 97 5. 9 94 2. 9 98 1. 9
氯唑磷 0. 010 0. 032 93 6. 1 92 2. 2 95 2. 2
甲基毒死蜱 0. 010 0. 033 97 5. 9 94 2. 6 96 2. 3
乐果 0. 012 0. 042 102 5. 4 104 3. 4 99 2. 0
甲基嘧啶磷 0. 014 0. 046 94 4. 7 90 2. 9 94 2. 0
毒死蜱 0. 009 0. 029 97 6. 8 94 4. 3 97 2. 7
甲基对硫磷 0. 026 0. 087 90 9. 6 94 2. 5 95 2. 3
倍硫磷 0. 002 0. 007 90 5. 8 90 3. 3 97 2. 1
马拉硫磷 0. 010 0. 032 93 5. 8 94 2. 1 100 1. 8
杀螟硫磷 0. 022 0. 073 91 7. 4 92 3. 6 100 2. 3
对硫磷 0. 024 0. 081 89 6. 1 88 3. 7 95 1. 9
甲基异柳磷 0. 004 0. 014 90 6. 1 90 3. 3 95 1. 8
水胺硫磷 0. 007 0. 022 97 6. 6 94 4. 5 100 2. 3
杀扑磷 0. 011 0. 037 91 6. 5 85 4. 0 97 3. 2
丙溴磷 0. 035 0. 118 98 7. 6 94 4. 0 95 2. 8
硫环磷 0. 027 0. 089 97 9. 7 90 6. 4 95 3. 0
三唑磷 0. 017 0. 058 92 7. 8 90 5. 9 97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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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实际样品检测

利用优化后的实验方法检测了 10 组酿酒大曲,
大部分曲药未检出农药残留,只有 1 组样品中检出毒

死蜱(0. 013 mg / kg)和马拉硫磷(0. 020 mg / kg),检
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实样测试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actual samples

检测结果 /
(mg·kg - 1)

大曲种类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毒死蜱 N. D N. D N. D N. D N. D 0. 013 N. D N. D N. D N. D
马拉硫磷 N. D N. D N. D N. D N. D 0. 020 N. D N. D N. D N. D
　 　 注:N. D 表示未检出

3　 结论与讨论

采用 GC-QQQ 法对酿酒大曲中可能存在的 23 种

有机磷农药进行同时检测,对样品前处理方法进行了

优化,以乙腈为提取剂获得了较好的回收率;提取方

式上,振荡法操作简单、快速,对 23 种目标农药的回

收率与超声波法接近,在试样提取过程控制上优于均

质法和超声波法;考查了国家标准法、超滤净化柱 2
种净化方式,国家标准[21] 中采用的净化方式是试样

经提取、离心后取上清液加入无水硫酸镁、PSA 和

C18。 其中无水硫酸镁为干燥剂,主要目的是去除提

取液中的水,以保证其他净化物的吸附效果。 PSA 和

C18作为净化物,由于 PSA 中含 2 个氨基,提供了更大

的离子交换容量,能通过氢键萃取极性化合物,经
PSA 净化后的样品极性化合物保留度较高,且能有效

去除样品基质中的有机酸、色素和糖类杂质;C18的有

效成分是硅胶键合的十八烷基,具有疏水性,主要是

去除脂肪和非极性物质。 2 种净化方式对目标农药

的回收效率接近,但超滤净化柱法批处理样品更为简

便快捷。
在前处理优化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了 QuECh-

ERS-GC-QQQ 对酿酒大曲中可能存在的 23 种有机磷

农药进行同时检测的方法。 方法前处理简单、快速,
23 种有机磷农药的检出限、定量限和回收率均能满

足农药残留分析检测技术[21] 要求,可用于酿酒大曲

中多种农药残留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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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ChERS-application of ultrafiltration combined with GC-QQQ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multiple pesticide residues in liquor-making Daqu

CAO Xuhan1,HUANG Xiaojun2∗,YE Lin2,PAN Caihui2

1(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hemical Technology,Luzhou 646000,China)
2(Sichuan Nation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o. Ltd. ,Luzhou 646000,China)

ABSTRACT　 High dosage of Daqu used in the winemaking process will lead to pesticide residues in it partially migrate to the wine.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level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 finished wine.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realize a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23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s in liquor-making Daqu by ultrafiltration combin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
try (GC-QQQ). Th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by acetonitrile,followed by QuEChERS--ultrafiltration,and then determination by GC-QQQ.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re wa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and peak area of the 23 pesticides within the
range of 10 - 1 000 μg / L,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greater than 0. 999. Furthermore,at three addition levels,the rate of re-
covery of sample addition ranged from 85% to 106%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all less than 10% . Besides,the limits of de-
tection and quantitation of the 23 pesticides were 0. 002 - 0. 035 mg / kg and 0. 007 - 0. 118 mg / kg, respectively. To sum up, the proposed
method in our study is simple and rapid in operation with good reproducibility and high stability, which can meet the detection requirement
of 23 pesticide residues in liquor-making Daqu.
Key words　 ultrafiltration purification;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Daqu;organophosphorous pesticide;pesticide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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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酸适配体识别-时间分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检测

牛奶中培氟沙星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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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氟沙星(pefloxacin,PEF)广泛用于畜禽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常造成兽药残留,影响人体健康。 因此,
有必要对其构建有效快速的检测方法。 实验采用溶剂热法合成具有时间分辨特性的荧光纳米材料 NaYF4 ∶ Ce /
Tb,并基于分子对接辅助设计 PEF 适配体的互补链。 纳米金与发光纳米材料分别修饰在适配体、互补链上,通
过碱基互补配对诱导 2 种纳米材料间发生时间分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
gy transfer,TR-FRET),基于此原理构建基于生物传感 PEF 的新型检测方法。 在最佳条件下,测得 PEF 的时间分

辨荧光强度在质量浓度 0. 2 ~ 20 μg / kg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y = 1 567. 3x + 3 956. 3,R2 = 0. 974 2 ),检测限为

0. 15 μg / kg,测得牛奶中兽药残留加标回收率为 73. 81% ~ 99. 86% ,表明该方法可用于实际食品样品中 PEF 的

检测。
关键词　 培氟沙星;时间分辨荧光;核酸适配体;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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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氟沙星(pefloxacin,PEF)是一类人工合成的氟

喹诺酮类抗生素,对阴性菌和阳性菌表现出抗菌活

性[1],常应用于渔业、畜牧业等[2],当其含量超过阈

值时,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1 - 3]。 2015 年 9 月,我
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停止食品动物中使用 PEF、洛
美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4 种兽药[4]。 目前,针对

PEF 等氟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微生

物法[5]、免疫分析法[6 - 8]、色谱法[9 - 10]、色谱-质谱联

用法[11 - 13]以及其他新型检测方法等[14 - 17]。 但这些

方法存在灵敏度低、特异性差、设备昂贵、样品预处理

复杂且检测费时、成本高等缺陷,不能较好地满足现

场快速检测样品的要求[18 - 19]。 因此,建立高效、快速

及可靠的检测方法,不仅有利于减少检测成本,也可

满足动物食品现场快速检测的需求。
核酸适配体(aptamer,Apt)是通过指数富集筛选

配体系统进化技术从人工构建的寡核苷酸文库中筛

选出来的一段对靶标物质有高亲和力并能够特异性

识别的单链寡核苷酸序列[20 - 22],因其与抗体有相似

之处,又称“化学抗体” [23]。 适配体可以特定的三维

构象结合靶标而检测目标物质[24],具有亲和力高、特
异性强、靶分子范围广、易于制备和修饰、稳定性好等

显著优点[25]。 近年来,基于抗体抗原的酶联免疫法

检测氟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的方法多有报道,樊晓博

等[26]制备了恩诺沙星抗体,建立了检测多种畜禽产

品中 12 种氟喹诺酮药物的方法。 CHEN 等[27] 建立

了间接竞争性酶联免疫分析法,可同时检测动物可食

组织中的 24 种喹诺酮类药物。 虽然,基于抗体的检

测具有特异性高、操作简单、可同时处理多批样品及

实现快速检测等多项优势,但依然存在靶标的抗体难

以制备、无法多次重复测定、对检测操作环境要求高

等问题[18]。 Apt 具有可体外合成、特异性高、专一性

强等良好特性,可弥补基于抗原抗体的酶联免疫法检

测靶标的缺陷。 目前基于 Apt 检测恩诺沙星[28 - 29]、
氧氟沙星[30]报道较多,其他氟喹诺酮类兽药的检测

报道较少[31]。 此外,核酸适配体技术结合时间分辨

荧光(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TRF)分析技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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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体系,有利于消除样品及环境中荧光物质对检测

的影响,进一步提高检测的灵敏性[9,24]。
因此,基于 Apt 和 TRF 的优势,即核酸适配体可

特异性识别靶标 PEF 以及可体外合成、长期保存,
TRF 材料可消除样品及环境中荧光物质对检测结果

影响。 本文拟利用适配体生物识别 PEF 的特性,合
成 TRF 纳米材料 NaYF4:Ce / Tb 并构建时间分辨荧光

共振能量转移 (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TR-FRET)模式,建立一种可应用于牛

奶样品中准确、高效并可完成 1 ~ 2 h 的 PEF 兽药残

留检测的新型荧光分析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Y(NO3) 3·6H2O、Ce(NO3) 3·6H2O、Tb(NO3) 3

·5H2O、环丙沙星、达氟沙星、亲和素、氨苄青霉素钠

盐,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O-磷酸乙

醇胺 (O-phosphorylethanolamine, AEP),梯希爱 (上

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氯金酸、PEF、恩诺沙星,
上海市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二醇、戊二

醛水溶液(体积分数 25% )、NaCl 等,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中国上海);磺胺甲恶唑,华夏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农业硫酸链霉素,石家庄通泰生化总厂;
纯牛奶,本地超市。

PEF 适配体序列参考 REINEMANN 等[31] 的报

道, 为 5′-biotin-ATACCAGCTTATTCAATTAGTTGTG-
TATTGAGGTTTGATCTAGGCATAGTCAACAGAGCAC-
GATCGATCTGGCTTGTTCTACAATCGTAATCAGTTAG
-3′;PEF 适配体及互补链(complementary deoxyribonu-
cleic acid,cDNA)序列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合成。
1. 2　 仪器与设备

激光粒度仪(ZSN3600),英国马尔文仪器有限公

司;荧光光谱仪(FLUOROMAX-4CP),美国 HORIBA
公司;双束紫外分光光度计(SDPTOP UV2800PC),上
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小型高速离心机

(5424),德国 Eppendorf 股份公司;真空干燥箱(BZF-
50),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纯水 /超纯水一体机

(Direct-Q),美国 Millipore 公司;水热合成反应釜

(YH-50),上海越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适配体与靶标 PEF 分子对接分析

根据 ZYKER[32] 的方法,使用基于 web 服务器

Mfold 工具、3 dRNA 工具、AutoDock 软件和 Discovery
Studio 软件进行分子对接分析,从而确定适配体互补

链 cDNA 的序列。
1. 3. 2　 制备 NaYF4:Ce / Tb 纳米颗粒

参考 TU 等[33]方法合成 NaYF4:Ce / Tb 的纳米材

料。 在圆底烧瓶中加入 1. 0 mmol AEP 及一定化学计

量比的 NaCl、Y(NO3) 3·6H2O、Ce(NO3) 3·6H2O 和

Tb(NO3) 3·5H2O,并与含有适量 NH4F 的乙二醇溶

液溶解后老化 30 min,转移至高压反应釜于 180 ℃反

应 4 h,取出自然冷却至室温。 洗涤后于 60 ℃真空干

燥箱干燥 10 h,固体颗粒室温避光封闭保存。
1. 3. 3　 亲和素修饰 NaYF4:Ce / Tb 纳米颗粒的制备

利用经典戊二醛法偶联亲和素与 NaYF4:Ce / Tb
表面的氨基[34]。 称取一定量纳米颗粒分散于磷酸缓

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中与适量戊二醛

水溶液反应,洗涤后加入一定量亲和素于 37 ℃连续

过夜,反应后用 PBS 洗涤 3 次。 最后重悬于 PBS 中,
4 ℃保存备用。
1. 3. 4　 组装 Apt-NaYF4:Ce / Tb 纳米颗粒

将定量的适配体加入亲和素化纳米颗粒悬浮液

中,于 37 ℃缓慢振荡孵育 3 h,反应结束后用 PBS 离

心洗涤 3 次,重悬于 PBS 中,4 ℃保存备用。
1. 3. 5　 制备纳米金

将氯金酸溶液和超纯水加入圆底烧瓶进行磁力

搅拌煮沸,加入 4 mL 柠檬酸钠。 反应保持沸腾持续

搅拌 20 min,得到酒红色溶液,冷却后待用。
1. 3. 6　 构建基于 TR-FRET 检测 PEF 的方法

在检测体系中,以一定浓度荧光探针检测不同浓

度的 PEF 溶液。 在 1 mL 结合缓冲液(100 mmol / L
NaCl,20 mmol / L Tris-HCl,2 mmol / L MgCl2,1 mmol / L
CaCl2,pH 7. 6)中加入靶标 PEF 并与荧光检测探针

于 21 ℃ 振摇孵育 1 h,反应后测定溶液的 TRF 强度。
设定测定条件为:激发波长 252 nm,延迟时间 0. 1
ms,检测时间 1 ms。
1. 3. 7 　 基于 TR-FRET 检测 PEF 测定牛奶样品中

PEF
将此检测方法应用于实际食品样品中 PEF 的定

量检测,并对此方法的分析性能进行探索。 牛奶样品

处理具体步骤如下:将 PEF 标准品用纯牛奶进行溶

解,在室温 4 000 × g 离心 20 min,去除牛奶样品的上

层脂肪层,将加标的牛奶样品用结合缓冲液进行 10
倍稀释,加以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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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检测原理

检测 PEF 的原理如图 1 所示。 首先分别将能特

异性识别 PEF 的适配体与 NaYF4 ∶ Ce / Tb 连接、将
cDNA 与纳米金连接获取 2 种材料,后将这 2 种材料

通过核酸序列互补杂交获得检测探针。 检测探针中

的纳米金与 NaYF4 ∶ Ce / Tb 距离靠近时引起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现象,导致检测体系中荧光信号淬灭;加入

靶标 PEF 时,靶标 PEF 会与 cDNA 竞争结合适配体,
但适配体会优先与靶标 PEF 特异性结合,使得纳米

金与荧光材料脱离,引起检测体系中荧光信号恢复,
最终通过检测时间分辨荧光强度与 PEF 浓度进行线

性分析,测定靶标 PEF 的浓度。

图 1　 基于核酸适配体识别-时间分辨荧光检测 PEF 原理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EF based on aptamer
recognition-TRPL detection

2. 2　 适配体与 PEF 分子对接分析

根据步骤 1. 3. 1 描述的工具模拟获得 PEF 适配

体的二级预测结构(图 2-a)。 利用 AutoDock、Discov-
ery Studio 软件对适配体和 PEF 进行分子对接,其关

键结合位点如图 2-b 所示,主要集中在适配体的茎环

及长茎区域(图 2-a 红框示意)。 因此根据碱基互补

配对原理,设计得到适配体互补链 cDNA 序列为 5′-
TTA CGA TTG TAG A-3′。
2. 3　 纳米材料及其表面功能化的表征

本实验采用溶剂热法,以 AEP 为表面活性剂和

封端剂,在控制纳米颗粒材料生长的同时,使纳米颗

图 2　 适配体二级结构预测图(a)与适配体与

PEF 分子对接示意图(b)
Fig. 2　 Second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diagram of aptamer(a)

and docking diagram of aptamer with PEF molecular(b)

粒材料表面氨基功能化,得到 TRF 纳米颗粒材料

NaYF4 ∶ Ce / Tb。如图 3-a 所示,该荧光材料的衰减时

间为(8. 96 ± 0. 09) ms。 在 252 nm 波长紫外激发下,
纳米材料 NaYF4 ∶ Ce / Tb 的荧光为绿色,NaYF4 ∶ Ce /
Tb 的荧光光谱如图3-b 所示,在 543、583 和 620 nm
处有较强发射谱峰,最大发射波长为 543 nm,因此本

实验选取发射波长 543 nm 处荧光作为检测信号。 本

实验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仪以及紫外分

光光谱仪(UV-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UV-vis)对荧

光纳米颗粒的形貌、晶型结构以及亲和素修饰的完成

度进行表征。 由图 3-e 可知,透射电镜图表明合成的

荧光纳米颗粒形貌基本呈球状,分散均匀。 利用 X
射线衍射技术对荧光纳米颗粒结构进行分析,图 3-c
得出采用溶剂热法制备的荧光纳米材料具有纯立方

相结构。 由图 3-d 可看出,NaYF4 ∶ Ce / Tb 在亲和素修

饰后280 nm 处的吸收度较修饰前减弱,表明亲和素

修饰 NaYF4 ∶ Ce / Tb 完成。
2. 4　 实验条件优化

TRF 纳米材料与纳米金因适配体与 cDNA 的互

补配对而拉近,发生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导致荧光淬

灭,加入靶标 PEF 后荧光恢复,从而完成 PEF 目标物

质的检测,因此,本实验条件优化主要针对纳米金与

互补链比例以及适配体与互补链比例,结果如图 4-a
所示。 当 cDNA∶ 纳米金为150∶ 1时,NaYF4 ∶ Ce / Tb 的

荧光强度在543 nm 处的荧光减弱,淬灭效果最优且

趋于稳定,因此选择 cDNA ∶ 纳米金最佳比例为

150∶ 1。 图 4-b 表明,当 cDNA 加入量为 140 pmol 时
荧光淬灭最强,选择探针组装最佳用量为 140 pmol。
但随着 cDNA 浓度逐渐增大,荧光强度呈现先上升后

又下降的趋势,原因可能是反应体系后期受到纳米金

表面空间条件的限制,过量的 cDNA 会直接与适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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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间分辨荧光材料寿命图;b-时间分辨荧光光谱;c-X 射线衍射图;d-亲和素功能化前后 UV-Vis 光谱图;e-透射电镜图

图 3　 NaYF4 ∶ Ce / Tb 纳米材料及功能化表征

Fig. 3　 NaYF4 ∶ Ce / Tb functionalized characterization

碱基互补配对结合而导致荧光强度又降低。

a-cDNA 与纳米金比例优化;b-适配体与互补链比例优化

图 4　 实验条件优化

Fig. 4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2. 5　 特异性分析

基于适配体特异性结合靶标 PEF 的特点,选取

PEF 及其他 6 种抗生素(质量浓度均为 1 mg / mL),包
括磺胺甲恶唑、农用硫酸链霉素、氨苄青霉素钠、环丙

沙星、达氟沙星和恩诺沙星,离心取上清液测定其荧

光强度,判断建立的基于 TRF 结合纳米金法检测

PEF 的特异性。 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在相同浓度

下,7 种抗生素所引起的荧光强度的变化明显不同,
其中 PEF 的相对荧光强度远高于磺胺甲恶唑、农用

硫酸链霉素和氨苄青霉素钠的强度。 如果设定 PEF
响应值为 100% ,则 PEF 的同属氟喹诺酮类兽药环丙

沙星、达氟沙星、恩诺沙星的相对荧光强度分别为

PEF 的 9. 73% 、12. 57% 和 12. 71% ,相较于 PEF,环
丙沙星、达氟沙星、恩诺沙星引起的荧光信号变化较

小,基本可以忽略。 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选择性良

好,可应用于实际检测。

图 5　 本方法特异性分析

Fig. 5　 Specificity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detection

2. 6　 建立 PEF 检测方法的工作曲线

在优化的最佳试验条件下,将不同质量分数的

PEF 加入反应体系中,如图 6-a 所示,随着 PEF 添加

量的增加,相对荧光强度逐渐增加。 因此可利用 PEF
添加量与相对荧光强度进行线性回归拟合,3 倍信噪

比法测得检测限。 如图 6-b 所示,当 ω ( PEF)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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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 20 μg / kg 时,相对荧光强度与 ω(PEF)正相关,
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 567. 3x + 3 956. 3 ,相关系

数为 R2 = 0. 974 2,检测限为 0. 15 μg / kg。

a-PEF 不同添加量体系的荧光强度;b-测定 PEF 的工作曲线

图 6　 建立检测 PEF 的标准曲线

Fig. 6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curve for detection of PEF

2. 7　 在纯牛奶中的 PEF 检测回收率

为验证本方法在实际样品中应用的准确性,将此

法用于检测牛奶样品中的 PEF。 采用步骤 1. 3. 7 进

行样品预处理后,向牛奶样品中分别加入 1、5、15
μg / kg 的 PEF 标准品液,每个添加量平行样品测定 3
次。 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PEF 加标回收率在

73. 81% ~ 99. 86% ,表明本法检测牛奶中 PEF 准确

性较好,可应用于实际样品的测定。
表 1　 牛奶中 PEF 的加标回收测定结果

Table 2　 Recovery of PEF added in milk

样品基质 PEF 质量

浓度 / (μg·kg - 1)
PEF 加标质量

浓度 / (μg·kg - 1)
PEF 测定质量

浓度 / (μg·kg - 1)
回收率 / %

0
1 0. 897 ± 0. 064 89. 70 ± 0. 064
5 4. 993 ± 0. 076 99. 86 ± 0. 076

15 11. 072 ± 0. 103 73. 81 ± 0. 103

2. 8　 与其他方法的比较

本方法构建的 PEF 检测体系得到的 PEF 检测限

为 0. 15 μg / kg,线性范围为 0. 2 ~ 20 μg / kg,测得牛

奶中 PEF 残留加标回收率为 73. 81% ~ 99. 86% 。 与

表 2 中其他方法相比,本方法具有线性范围较宽、检
测灵敏度较高的特点。 同时,基于此研究基础上,可
以拓宽至建立多种靶标同时检测的体系,达到现场低

成本快速检测的目标,可以更加有效地应用于食品中

兽药残留检测。
表 2　 常见检测 PEF 的方法

Table 2　 Common methods for the detection of PEF

样品 检测方法
检测限 /

(μg·kg - 1)
线性范围 /
(μg·kg - 1)

参考
文献

鸡蛋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2 - [35]
水产品 胶体金免疫技术 4 - [36]
- 酶联免疫吸附法 0. 1 0. 2-376 [37]
牛奶 可视化蛋白芯片法 0. 02 0. 1-9 [38]
　 　 注:“ - ”表示引用的论文中未提及相关内容

3　 结论

本文采用溶剂热法合成了氨基化的荧光纳米颗

粒(NaYF4 ∶ Ce / Tb),利用靶标 PEF 与 cDNA 竞争结合

适配体的原理,使得淬灭的荧光恢复达到检测 PEF
的目的。 在最优的实验条件下,PEF 的检测线性范围

为 0. 2 ~ 20 μg / kg,相关系数 R2 为 0. 974 2。 采用本

方法对实际样品牛奶中的 PEF 进行加标试验,PEF
的加标回收率在 73. 81% ~ 99. 86% ,结果表明本方

法准确度较高。 另外,利用本方法检测 PEF 时,从样

品制备至完成检测共需 1 ~ 2 h,所需检测时间短,可
用于实际样品的检测。 本研究建立了基于分子亲和

识别的新型荧光发光检测方法,该方法的准确度较高

且成本低,但本研究还有需完善和发展的空间。 由于

适配体具有特异性且可体外合成,在检测中可尝试改

变适配体来检测多种靶标物质。 本方法中利用的适

配体与 cDNA 连接实现荧光淬灭原理可延伸到建立

广谱性的适配体探针,以此拓宽本方法检测目标范

围,从而达到现场低成本快速检测的目标,更好地应

用于兽药残留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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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efloxacin residue in milk based on aptamer recognizing and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assay
SONG Yaning1,HU Chaoqiong1,HUO Qiuyu1,WANG Lijun1,2,

CHEN Xianggui1,2,HUANG Yuku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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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floxacin (PEF) is widely us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diseases,which is frequently cau-
sing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food and thus affecting human health.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and rapid detection
method for PEF. NaYF4:Ce / Tb nanomaterial with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properties was synthesized by using the solvent hot method in
this study. Simultaneously,complementary strand (cDNA) of PEF aptamer was designed by computer aided molecular docking. Gold nano-
particles and luminescent nanomaterials were modified onto aptamer and cDNA respectively. Thereby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TR-FRET) between these two nanomaterials was induced in case of complementary base pairing.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the novel detection method of PEF in milk was constructed. Under the optim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he linear range of detection was
0. 2 - 20 μ / kg (y = 1 567. 3x + 3 956. 3,R2 = 0. 974 2 ). The recovery rates were 73. 81% -99. 86% .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s-
ent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the detection of PEF in the practical milk sample.
Key words　 pefloxacin;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aptamer;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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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煎炸用油制备河豚鱼汤挥发性风味成分的差异性

李晓朋1,2,曾欢1,2,林柳1,2,陶宁萍1,2∗,徐逍3,丛建华3

1(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学院,上海,201306) 2(上海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201306)
3(江苏中洋生态鱼类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226600)

摘　 要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挥发性风味物质,
利用相对气味活度值结合主成分分析确定其特征风味成分。 结果表明,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挥发性

风味物质种类与相对含量差别较大,5 种不同鱼汤中共检出 69 种挥发性物质,其中清汤,猪油、大豆油、花生油、
橄榄油煎炸后熬煮制得鱼汤分别检测出 46、30、38、32、32 种。 主成分分析能较好地区分不同组鱼汤,清汤的特

征风味物质为庚醛、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 癸二烯醛、三甲胺;猪油煎炸后熬煮制得鱼汤的特征风

味物质为己醛、庚醛、反-2-辛烯醛、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反-2-十一醛、2-戊基呋喃;大豆

油、花生油、橄榄油煎炸后熬煮制得鱼汤的特征风味物质为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
关键词　 煎炸用油;河豚鱼汤;挥发性物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相对气味活度值;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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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鱼肉丰腴鲜美,鱼皮胶质浓厚,与长江刀鲚、
鲥鱼并称“长江三鲜”,自古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说

法。 近年来随着控毒技术的日渐成熟,养殖河豚的毒

素含量逐渐降低,甚至无毒[1]。 2016 年 9 月,我国颁

布了河豚产品购销的新政策,有限解禁了养殖暗纹东

方鲀和红鳍东方鲀。 根据 2020 年渔业年鉴统计显

示,2019 年我国养殖河豚产量共计 27 384 t,其中淡

水养殖 9 911 t,主要为暗纹东方鲀,销售对象由出口

日韩逐渐转向国内, 吃河豚不再是少数人的专

享[2 - 3]。 目前国内养殖河豚主要以冻品形式销售,其
原料利用率与附加值较低。 因此,合理开发与综合加

工利用河豚鱼资源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养殖暗纹东方鲀最适宜制作成白汁河豚鱼汤,将

鱼进行煎炸经熬煮形成乳白浓汤,味道鲜美,滋味醇

厚,深受消费者喜欢,其关键步骤主要为煎炸和熬煮。
在煎炸过程中,油与食物接触发生脂质氧化,蛋白质

发生变性、聚合、水解,美拉德反应等多种化学反应,
使食物颜色加深并产生香味[4]。 水煮的过程能使肌

纤维束破裂、肉质变软,促进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等物

质降解溶出,使汤汁具有良好的风味[5]。 李金林

等[6]研究发现,不经油煎的鱼煮制后仅有浓浓的鱼

腥味,而煎炸后熬煮鱼汤具有脂香、清香、瓜果香、醇

香、甜味等令人愉悦的香味,表明油煎是控制脂肪适

度氧化并形成风味化合物的重要条件。 脂肪酸组成

和油脂类型是影响食物介质氧化降解产生挥发性成

分的重要因素,不同煎炸用油产生的挥发性风味物质

不尽相同,其对鱼汤整体风味的贡献也存在差异[7]。
猪油在食品加工中被普遍使用,用于增香;大豆

油、花生油为中国传统的烹饪用油;橄榄油因其较好

的保健功能也在消费者中广泛使用。 目前国内外对

鱼汤的风味特性研究相对较少,未见不同煎炸用油对

鱼汤挥发性成分影响的研究,本实验以暗纹东方鲀为

研究对象,选用猪油、大豆油、花生油、橄榄油 4 种烹

饪用油煎炸河豚制备鱼汤,对其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

比较,为合理选择烹饪用油以及河豚鱼汤的标准化生

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试剂

暗纹东方鲀,质量(201 ± 4. 95)g,长(22 ± 1. 31)
cm,江苏中洋生态鱼类股份有限公司;猪油,河北大

红门盛全油脂有限公司;大豆油、橄榄油,益海嘉里粮

油食品有限公司;花生油,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C6 ~ C30正构烷烃标准品,美国 Supelco 公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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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色谱纯),美国 Sigma-Aldrich 公司。
1. 2　 仪器与设备

C21-WT2112T 美的电磁炉,广州美的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HWS-24 恒温水浴锅,上海-恒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7890B / 5977A 型 GC-MS 联用仪,美国 Agilent
公司;固相微萃取手柄、50 / 30 μm DVB / CAR / PDMS
萃取头,美国 Supelco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河豚鱼汤的制备

将锅于电磁炉 1 400 W 加热模式下预热 1 min,
在锅中加入 40 g 食用油(鱼质量的 10% ),加热 1 min
使油温升至 140 ℃左右,将河豚鱼 400 g 放入锅中正

反两面各煎 2 min,随后加入 1 600 g 沸水(鱼水质量

比为 1∶ 4) 在 500 W 加热模式下继续加热 2. 5 h 后,
将鱼汤冷却至室温后过 100 目滤网备用。 将河豚鱼

不加油不经煎炸直接熬煮制备称为清汤。 将猪油、大
豆油、花生油、橄榄油煎炸后熬煮制备的河豚鱼汤分

别简称为猪油鱼汤、大豆油鱼汤、花生油鱼汤、橄榄油

鱼汤。
1. 3. 2　 挥发性风味成分萃取

采用固相微萃取法对鱼汤中风味物质进行提取,
准确称量 5. 0 g 鱼汤样品于 20 mL 顶空瓶中迅速旋

紧瓶盖,将经过老化处理的 50 / 30 μm DVB / CAR /
PDMS 萃取头插入顶空瓶中于 65 ℃ 水浴中吸附 30
min,随后在 GC-MS 进样口解吸 5 min。
1. 3. 3　 GC-MS 条件

色谱条件:HP-5MS 弹性毛细管色谱柱(30 m ×
0. 25 mm,0. 25 μm);采用不分流模式进样,载气 He,
流速 1. 0 mL / min;升温程序:起始温度 40 ℃,保持 3
min,以 5 ℃ / min 升至 240 ℃,保持 15 min。

质谱条件:电子电离源;解吸时间 5 min;解吸温

度 250 ℃;电子能量 70 eV;灯丝发热电流 200 μA;离
子源温度 230 ℃;四极杆温度 150 ℃;传输线温度

280 ℃;检测器电压 1. 2 kV;质量扫描范围 m / z 30 ~
350。

定性分析:挥发性物质通过 NIST 2008 和 Wiley
质谱库中标准物质的图谱比对定性确认,仅报道正反

匹配度均大于 800 的物质。 并通过正构烷烃(C6 ~
C30)计算各挥发性化合物的保留指数( retention in-
dex,RI),与文献报道进行比对。 RI 按公式(1)计算:

RI = Rt(x) - Rt(n)
Rt(n + 1)

+ n( ) × 100 (1)

式中:Rt(x), 被分析组分的保留时间, min; Rt(n),

Rt(n + 1), 碳原子数为 n 和 n + 1 的正构烷烃保留时

间,min。
定量分析: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根据色谱图保

留峰面积计算各个香气成分的相对含量,每个样品重

复 3 次取平均值。
1. 3. 4　 特征风味的确定与分析

采用相对气味活度值(relative odor activity value,
ROAV)法[8]来衡量挥发性成分对风味的贡献,其中

ROAV≥1 为特征风味成分,对样品总体风味起关键

性作用;0. 1≤ROAV < 1 为重要风味成分,对样品总

体风味具有重要的修饰作用。 选择样品中总体风味

贡献最大的组分 ROAVstan = 100,其他挥发性物质

ROAV 则按公式(2)计算:

ROAV =
Ci

Cstan
×
Tstan

Ti
× 100 (2)

式中:C i,各个挥发性组分的相对含量;Ti 为各个挥发

性组分的气味阈值,μg / kg;Cstan和 Tstan,对样品总体

风味贡献最大组分的相对含量和气味阈值。
1. 3. 5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挥发性风味测定试验结果

数据处理和 ROAV 值计算,采用 SPSS 25. 0 软件中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和 Duncan 多重比较法

进行处理与分析,结果以 x ± s 表示,P < 0. 05,差异显

著。 采用 SPSS 25. 0 软件进行特征挥发性物质的主

成分分析,采用 Origin 2018 软件对主成分图谱进行

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河豚鱼汤的挥发性成分

使用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SPME-GC-MS)分别对不同鱼汤样品的

挥发性风味成分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5 种鱼

汤样品中共检测出 69 种挥发性物质,可分为醛类、醇
类、烃类、含氮含氧类、芳香族、酯类、酸类 7 个类别,
其中清汤、猪油鱼汤、大豆油鱼汤、花生油鱼汤、橄榄

油鱼汤分别检测出 46、30、38、32、32 种挥发性物质。
各类挥发性组分的数量见图 1-a,各类挥发性组

分占总挥发性组分的相对含量见图 1-b。 不同处理

组鱼汤中醛类物质的种类与相对含量均最高,为其主

体风味成分。 河豚鱼未经煎炸直接熬煮的清汤中挥

发性物质种类最多,其烃类物质和醇类物质种类与相

对含量均高于其他处理组。3种植物油煎炸河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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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挥发性成分及相对含量(x ± s,n =3)
Table 1　 Volatile compon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in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x ± s, n =3)

保留时间 /
min RI 名称 CAS 号

鉴定
方法

相对含量 / %
清汤 猪油鱼汤 大豆油鱼汤 花生油鱼汤 橄榄油鱼汤

醛类

5. 36 795 己醛 66-25-1 MS,RI 0. 58 ± 0. 03c 24. 50 ± 0. 34a 1. 19 ± 0. 06b 1. 12 ± 0. 05b -
8. 43 895 庚醛 111-71-7 MS,RI 0. 71 ± 0. 02c 2. 17 ± 0. 07a 0. 53 ± 0. 01d 1. 10 ± 0. 05b -
10. 23 953 反-2-庚烯醛 18 829-55-5 MS,RI - 1. 09 ± 0. 03a　 0. 33 ± 0. 02b - -
13. 50 1 057 反-2-辛烯醛 2 548-87-0 MS,RI - 1. 57 ± 0. 03c　 1. 61 ± 0. 07b 1. 98 ± 0. 01a 1. 66 ± 0. 04b

14. 89 1 104 壬醛 124-19-6 MS,RI 22. 91 ± 0. 38a 22. 82 ± 0. 71a 9. 14 ± 0. 28d 17. 16 ± 0. 58b 13. 32 ± 0. 83c

17. 91 1 197 癸醛 112-31-2 MS,RI 1. 60 ± 0. 32a 1. 59 ± 0. 07a 0. 96 ± 0. 02c 1. 29 ± 0. 05b 0. 91 ± 0. 08c

19. 52 1 254 反-2-癸烯醛 3 913-81-3 MS,RI 0. 70 ± 0. 01e 5. 71 ± 0. 44b 3. 40 ± 0. 18d 4. 59 ± 0. 14c 6. 01 ± 0. 26a

20. 75 1 310 十一醛 112-44-7 MS,RI 0. 56 ± 0. 04b 1. 28 ± 0. 38a　 1. 00 ± 0. 06a 1. 14 ± 0. 17a 1. 02 ± 0. 14a

21. 24 1 318 反,反-2,4-癸二烯醛 25 152-84-5 MS,RI 0. 39 ± 0. 01e 3. 32 ± 0. 19d　 30. 81 ± 2. 35a 16. 87 ± 0. 53c 26. 77 ± 0. 96b

22. 27 1 359 反-2-十一烯醛 2 463-77-6 MS,RI 0. 77 ± 0. 12d 8. 15 ± 0. 83a　 4. 89 ± 0. 28c 5. 97 ± 0. 63b 6. 97 ± 0. 72b

23. 43 1 412 十二醛 112-54-9 MS,RI 0. 45 ± 0. 04c 0. 76 ± 0. 06b　 0. 90 ± 0. 08a - -
25. 95 1 510 十三醛 10 486-19-8 MS,RI 0. 41 ± 0. 01a - 0. 37 ± 0. 05a 0. 39 ± 0. 03a -
28. 33 1 613 肉豆蔻醛 124-25-4 MS,RI 1. 51 ± 0. 29a - 0. 94 ± 0. 04b 1. 12 ± 0. 13b 0. 93 ± 0. 07b

30. 60 1 716 十五醛 2 765-11-9 MS,RI 1. 12 ± 0. 02a - 0. 35 ± 0. 01c - 0. 51 ± 0. 01b

32. 76 1 818 十六醛 629-80-1 MS,RI 20. 20 ± 0. 87a - 4. 14 ± 0. 37d 7. 80 ± 0. 39c 11. 83 ± 0. 52b

36. 30 1 997 (Z)-9-十八碳烯醛 2 423-10-1 MS,RI 5. 12 ± 0. 75a - 1. 09 ± 0. 04c - 1. 46 ± 0. 07b

36. 38 2 001 (Z)-13-十八碳烯醛 58 594-45-9 MS,RI 4. 52 ± 0. 55a - 1. 02 ± 0. 21c 1. 50 ± 0. 17b 0. 98 ± 0. 02c

36. 76 2 022 十八醛 638-66-4 MS,RI 12. 07 ± 0. 33a - 0. 81 ± 0. 03d 1. 32 ± 0. 08c 2. 21 ± 0. 24b

醇类

10. 98 1 067 反-2-辛烯醇 18 409-17-1 MS,RI - 1. 03 ± 0. 06 - - -
17. 63 1 188 二氢香芹醇 38 049-26-2 MS,RI - 0. 98 ± 0. 07 - - -
24. 40 1 443 2-十二烷基丙烷-1,3-二醇 10 395-09-2 MS - 0. 17 ± 0. 00 - - -
28. 13 1 602 2-十四烷醇 4 706-81-4 MS 0. 59 ± 0. 03 - - - -
28. 22 1 606 雪松醇 77-53-2 MS,RI 0. 42 ± 0. 01 - - - -
32. 51 1 806 2-十六烷醇 14 852-31-4 MS,RI 1. 16 ± 0. 04 - - - -
33. 25 1 843 香叶基香叶醇 24 034-73-9 MS 1. 86 ± 0. 05 - - - -
34. 05 1 882 1-二十醇 629-96-9 MS 0. 70 ± 0. 03 - - - -

烃类

2. 09 < 600 正己烷 110-54-3 MS - - - 3. 39 ± 0. 36 -
3. 14 < 600 庚烷 142-82-5 MS - 3. 48 ± 0. 07 - - -
5. 32 791 正辛烷 111-65-9 MS,RI - 1. 97 ± 0. 16 - - -
9. 38 928 正丁基环戊烷 2 040-95-1 MS,RI - 0. 47 ± 0. 01 - - -
13. 43 1 052 2,6,10-三甲基十二烷 3 891-98-3 MS,RI - 0. 45 ± 0. 04 - - -
20. 53 1 291 十三烷 629-50-5 MS,RI 0. 32 ± 0. 01 - - - -
22. 63 1 372 α-蒎烯 3 856-25-5 MS,RI - 0. 86 ± 0. 03 - - -
23. 17 1 393 十四烷 629-59-4 MS,RI 1. 03 ± 0. 04c 0. 69 ± 0. 02e 0. 87 ± 0. 02d 1. 15 ± 0. 09b 1. 20 ± 0. 07a

25. 08 1 472 环十二烷 294-62-2 MS,RI 0. 46 ± 0. 01b - 3. 14 ± 0. 14a - -
25. 48 1 488 7-十四碳烯 10 374-74-0 MS,RI - 0. 10 ± 0. 00b 0. 18 ± 0. 01a - -
25. 57 1 492 2,3,5,8-四甲基癸烷 192 823-15-7 MS,RI 0. 22 ± 0. 01 - - - -
25. 66 1 497 十五烷 629-62-9 MS,RI 2. 74 ± 0. 12a 0. 52 ± 0. 05b 0. 46 ± 0. 08b 0. 43 ± 0. 03c 0. 42 ± 0. 02c

25. 90 1 505 α-法呢烯 502-61-4 MS,RI - - - - 1. 39 ± 0. 19
28. 02 1 591 十六烷 544-76-3 MS 0. 63 ± 0. 04 - - - -
28. 68 1 628 1,4-二苯丁烷 719-79-9 MS,RI 0. 16 ± 0. 01c - 0. 18 ± 0. 02b 0. 24 ± 0. 02a -
30. 25 1 699 十七烷 629-78-7 MS 2. 45 ± 0. 21a - 0. 33 ± 0. 01c - 0. 44 ± 0. 06b

32. 39 1 799 十八烷 593-45-3 MS 0. 33 ± 0. 03 - - - -
34. 64 1 912 2-苯基十三烷 4 534-53-6 MS,RI 0. 53 ± 0. 07 - - - -
41. 67 2 699 二十七烷 593-49-7 MS 1. 46 ± 0. 09 - - - -

含氮、含氧类

1. 58 < 600 三甲胺 75-50-3 MS 2. 11 ± 0. 25d 0. 59 ± 0. 13e 3. 13 ± 0. 54b 3. 37 ± 0. 18a 2. 52 ± 0. 23c

11. 33 987 2-戊基呋喃 3 777-69-3 MS,RI - 4. 62 ± 0. 25a 1. 39 ± 0. 11c 1. 24 ± 0. 06b 0. 58 ± 0. 01d

芳香族

4. 50 762 甲苯 108-88-3 MS,RI - 0. 24 ± 0. 02 - - -
7. 19 868 乙苯 100-41-4 MS,RI 0. 76 ± 0. 02b - - - 0. 84 ± 0. 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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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保留时间 /

min RI 名称 CAS 号
鉴定
方法

相对含量 / %
清汤 猪油鱼汤 大豆油鱼汤 花生油鱼汤 橄榄油鱼汤

7. 44 865 对二甲苯 106-42-3 MS,RI 0. 44 ± 0. 01b - - - 0. 67 ± 0. 05a

13. 39 1 053 丁苯 104-51-8 MS,RI - - 0. 14 ± 0. 01b - 0. 46 ± 0. 02a

13. 59 1 057 十八烷基乙烯基醚 930-02-9 MS - 1. 02 ± 0. 07 - - -
17. 29 1 176 萘 91-20-3 MS,RI - - - 0. 27 ± 0. 01b 0. 80 ± 0. 05a

18. 22 1 203 二氢香芹酚 619-01-2 MS,RI - 2. 48 ± 0. 23 - - -
25. 92 1 507 4-羟基-3-叔丁基-苯甲醚 121-00-6 MS,RI - 0. 45 ± 0. 02 - - -
26. 04 1 516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128-37-0 MS,RI - 6. 28 ± 0. 34 - -

28. 95 1 637
2,6-双(1,1-二甲基乙
基)-4-(1-氧丙基)
苯酚

14 035-34-8 MS,RI 0. 32 ± 0. 01c - 0. 39 ± 0. 02b 0. 39 ± 0. 02b 0. 44 ± 0. 01a

酯类

12. 48 1 022 1-甲基-4-(1-甲基乙烯基)
环己醇乙酸酯

10 198-23-9 MS,RI - 0. 63 ± 0. 02a - - 0. 46 ± 0. 01b

33. 85 1 872 邻苯二甲酸正丁异辛酯 84-78-6 MS,RI 0. 99 ± 0. 13a - 0. 36 ± 0. 04d 0. 75 ± 0. 09c 0. 81 ± 0. 07b

34. 94 1 927 棕榈酸甲酯 112-39-0 MS,RI 0. 82 ± 0. 11a - - 0. 63 ± 0. 15b -
38. 32 2 105 g-棕榈内酯 730-46-1 MS,RI 0. 32 ± 0. 01c - 0. 81 ± 0. 03b 1. 33 ± 0. 24a -
41. 97 g-十八烷基内酯 502-26-1 MS 0. 36 ± 0. 01b - 0. 53 ± 0. 04a - -
46. 28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27 554-26-3 MS 2. 13 ± 0. 19c - 7. 76 ± 0. 89a 3. 30 ± 0. 43b 0. 94 ± 0. 05d

酸类
31. 60 1 763 肉豆蔻酸 544-63-8 MS,RI 0. 84 ± 0. 06b - 1. 11 ± 0. 12a 1. 06 ± 0. 08a -
35. 27 1 954 (Z)-11-十六碳二烯酸 2 416-20-8 MS,RI - - 1. 17 ± 0. 29c 1. 68 ± 0. 14b 2. 24 ± 0. 32a

35. 66 1 967 棕榈酸 57-10-3 MS,RI 0. 31 ± 0. 01d - 2. 95 ± 0. 26b 3. 00 ± 0. 31a 1. 36 ± 0. 14c

35. 93 2 143 油酸 112-80-1 MS,RI 0. 89 ± 0. 01c - 0. 42 ± 0. 01d 1. 45 ± 0. 22a 1. 11 ± 0. 05b

39. 01 2 168 顺式-十八碳烯酸 506-17-2 MS,RI 0. 53 ± 0. 02d - 3. 48 ± 0. 16c 5. 59 ± 0. 89a 5. 11 ± 0. 73b

39. 33 2 187 硬脂酸 57-11-4 MS,RI 0. 51 ± 0. 02d - 7. 72 ± 1. 21a 7. 35 ± 0. 96b 3. 61 ± 0. 27c

　 　 注:MS,采用 MS 对照鉴定确认;RI,采用保留指数比对鉴定确认; - ,未检出该物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图 1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河豚鱼汤中挥发性物质

数量(a)及相对含量(b)
Fig. 1　 Numbers of volatile compounds belong to different

chemical classes (a) and relative content of volatile compounds
(b) in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后熬煮制备而成的鱼汤中挥发性物质的种类与相对含

量也有差异性,其酸类物质相对含量高于其他处理组。
猪油煎炸河豚鱼熬煮形成的鱼汤中挥发性物质的种类

最少,且数量和相对含量和其他处理组差异较大。
2. 2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各类挥发性成

分的比较分析

2. 2. 1　 醛类

醛类物质因其较低的阈值而对风味具有较大的

贡献。 醛类物质的生成与甘油三酯的自动氧化降解

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中碳碳双键的氧化降解有

关[9]。 饱和醛类物质主要来源于 n-6 或 n-9 不饱和

脂肪酸的氧化降解,其中 C6 ~ C12饱和醛类物质阈值

较低,对风味贡献较大[10]。 在 5 种鱼汤中共检测出

18 种醛类物质,与清汤相比,河豚鱼经过煎炸后熬煮

制成的鱼汤增加了 2 种醛类物质,分别为反-2-庚烯醛

和反-2-辛烯醛,通常表现为青草味、甜味与水果味,这
2 种醛阈值较低,对鱼汤风味有一定的贡献作用。

己醛主要通过亚油酸在自动氧化过程中生成的

13-氢过氧化物断裂生成,在适宜的浓度下表现为清

香、草香和脂香味[11]。 己醛在猪油鱼汤中的相对含

量(24. 5%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史亚静等[12]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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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油中有较高含量的己醛,猪油鱼汤中高含量的己

醛可能与此有关。 庚醛具有油脂氧化的味道,也有报

道称其与鱼腥味有关[13],冯媛等[14] 在海鲶鱼汤中检

出一定量的庚醛,本实验在除橄榄油鱼汤外的样品中

均检出此物质。
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十一醛、反,反-2,4 癸

二烯醛、反-2-十一醛在 5 种鱼汤中均被检出,但相对

含量差异较大。 壬醛通常表现出清香与脂香,但在浓

度过大时也会表现出较重的动物油脂味[15],其在清

汤中相对含量(22. 91% )最高,可能对风味产生不良

影响。 壬醛、癸醛常被认为是淡水鱼肉中土腥味的主

要成分[16],在经煎炸后熬煮的鱼汤中的相对含量与

清汤相比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王清等[17] 研究发

现,油炸过程可降低鱼肉中壬醛、癸醛的含量,与本实

验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煎炸过程对于鱼汤风味的改善

具有一定的效果。 反-2-癸烯醛通常表现为青草味、
脂香味,其含量虽不高,但阈值极低,即使痕量存在也

会产生很强的风味物质重叠效应[18],对河豚鱼汤风

味具有重要贡献。 反-2-癸烯醛在煎炸后熬煮的 4 种

鱼汤中相对含量显著提高。 反,反-2,4-癸二烯醛主

要由亚油酸的 13-氢过氧化物断裂生成,通常表现为

脂香味、青草味、炸土豆味,其在清汤中相对含量

(0. 39%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组,而在猪油鱼汤中相

对含量(3. 32% )显著低于其他经过油炸后熬煮的鱼

汤。 赵梦瑶[19]研究发现,反,反-2,4-癸二烯醛的含量

与亚油酸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河豚鱼肉中脂肪含量

较低,猪油中亚油酸含量较植物油低,这可能是不同

鱼汤中反,反-2,4 癸二烯醛相对含量差异显著的原

因。 LI 等[20]在草鱼汤烹制过程中也检测出反-2-癸
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与反-2-十一醛,这可能与

鱼肉在油煎或水煮的过程中发生了脂肪酸的酶解氧

化和自动氧化有关。
在除了猪油鱼汤的其他 4 种不同鱼汤样品中,检

出含量较高的长链饱和醛类物质有肉豆蔻醛、十五

醛、十六醛、(Z)-9-十八碳烯醛、(Z)-13-十八碳烯醛、
十八醛等,其中肉豆蔻醛具有淡油脂味与花香,十六

醛具有特殊的果香,(Z)-13-十八碳烯醛具有脂肪味、
油脂气,对风味也有一定的贡献[21 - 22]。 通过对比发

现,猪油鱼汤中长链饱和醛类物质几乎未被检出,这
可能与使用的猪油含抗氧化剂有关,其抑制了部分长

链饱和醛类物质的生成。 橄榄油鱼汤中十五醛、十六

醛、(Z)-9-十八碳烯醛、十八醛的相对含量高于另外

2 种植物油鱼汤,可能与橄榄油中更高含量的多不饱

和脂肪酸有关。
2. 2. 2　 醇类

醇类物质(包括饱和醇、不饱和醇和环状醇)一

般是通过 n-3 和 n-6 不饱和脂肪酸的酶促氧化分解

和羰氨类物质的还原形成[23]。 在 5 种鱼汤样品中共

检出 8 种醇类,在清汤中检出 5 种(4. 72% ),猪油鱼

汤中检出 3 种(1. 69% ),3 种植物油鱼汤均未检出醇

类物质。 且已检出物质均有较高的阈值与较低的含

量,对鱼汤的风味贡献较小。
1-辛烯-3-醇具有类似蘑菇和泥土的气味,对鱼腥

味有贡献,是淡水鱼体内普遍存在的挥发性风味物

质,且在鱼皮中含量较高[24]。 但 1-辛烯-3-醇在 5 种

鱼汤中均未检出,这可能因为本实验所用河豚鱼养殖

技术较为成熟,当越冬后均在洁净流水池中养殖,池
中无泥土,腥味物质经由体表吸附的过程得到抑制,
且在宰杀后去除外表皮。 蒋晨毓等[25] 研究发现,草
鱼块经油爆过后,醇类物质含量明显下降。 游刚

等[26]研究发现,方格星虫肉经过水煮与煎炸后,醇类

物质含量与新鲜生样相比均有显著降低。 本实验中

河豚鱼经过煎炸后熬煮的鱼汤中醇类物质种类与相

对含量均显著降低,原因可能是鱼在煎炸过程中发生

了脂质氧化和美拉德反应,酶促氧化和羰氨还原受到

抑制,因此醇类物质含量减少[27]。
2. 2. 3　 烃类

烃类主要来源于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分解,自由

基反应以及饱和脂肪酸的热脱羧作用[28 - 29]。 在 5 种

鱼汤样品中共检出 19 种烃类物质,由于其气味阈值

较高,对样品整体风味贡献小于其他化合物。 在清汤

中共检出 11 种烃类物质(10. 34% ),而在经过煎炸

后熬煮的鱼汤中烃类物质种类与相对含量均显著降

低。 烷烃类的沸点与煎炸温度接近,在煎炸过程中其

大量挥发导致鱼汤中含量较少[30]。
猪油鱼汤中的烃类物质在煎炸后熬煮的鱼汤样

品中种类与相对含量较高,可能与在油煎及水煮过程

中发生了饱和脂肪酸的热脱羧作用有关。 部分烯烃

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可形成醛和酮,对风味有增强

作用,也是产生鱼腥味的潜在因素[31]。 在猪油鱼汤

中检出微量的 α-蒎烯,其在煎炸鱼肉中也被检出[17],
对土腥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2]。 在橄榄油鱼汤中

检测出一定量的 α-法呢烯,具有柑橘等果香,其检出

可能与橄榄油自身存在某种物质有关。
2. 2. 4　 含氮、含氧及芳香族化合物

含氮、含氧化合物大多来源于氨基酸与还原糖之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256　　 2021Vol. 47 No. 7 (Total 427)

间的美拉德反应和氨基酸的热降解,此外,还可由美

拉德反应中间产物中的二羧基化合物进一步与脂质

的降解产物经醇醛缩合、醛胺聚合生成,大多数具有

肉香味[33]。 呋喃是一类重要的风味化合物,可由多

种途径产生,如碳水化合物的热降解、氨基酸与还原

糖间的美拉德反应以及脂质氧化[34]。 2-戊基呋喃是

研究最普遍的挥发性呋喃,由亚油酸氧化过程中亚油

酸甲酯氢过氧化物降解生成,具有类似火腿的香味和

植物芳香,其阈值较低,对鱼汤的风味具有重要贡

献[35 - 36]。 2-戊基呋喃仅在清汤样品中未检出,可能

与河豚肉中脂肪含量较低有关[37],煎炸是生成 2-戊
基呋喃的关键步骤。 在 5 种鱼汤样品中均检测出一

定量的三甲胺,其阈值较低并具有强烈的鱼腥味,对
鱼汤的整体风味有不良影响。 猪油鱼汤中检出的三

甲胺相对含量最低,可能使猪油鱼汤中腥味减弱。
芳香族化合物在水产品中通常表现出不良的风

味,在 5 种鱼汤中检出的芳香族化合物阈值较高且相

对含量较低,对鱼汤的风味影响较小。 在猪油鱼汤中

检出较高含量的 2,6-二叔丁基对甲酚(6. 28% ),其
通常作为动植物油的抗氧化剂被广泛使用,鱼汤中此

物质可能来源于猪油,较高含量的 2,6-二叔丁基对

甲酚可能会抑制鱼汤熬煮过程中的脂质氧化过程,进
而影响部分挥发性风味物质的生成。

2. 2. 5　 酯类、酸类

酯类物质一般由羧酸和醇通过酯化反应生成,短
链酸生成的酯具有水果香味、而长链酸生成的酯具有

轻微的油脂味[38]。 在 5 种鱼汤中检出的酯类均为长

链酯,阈值高相对含量低,对鱼汤风味贡献较小。 酸

类主要由甘油三酯脂肪酸的降解,或者高级脂肪酸变

为低级脂肪酸生成,其中短、中链酸的阈值较低,长链

酸的阈值较高。 5 种鱼汤中检出的酸类均为长链酸,
且相对含量较低,对风味贡献较小。 肉豆蔻酸、棕榈

酸、硬脂酸在 3 种植物油鱼汤中含量均显著高于清

汤,推测 3 种酸含量的增加与在煎炸和水煮过程中植

物油的甘油三酯脂肪酸降解有关。 橄榄油鱼汤中酯

类、酸类物质相对含量在 3 种植物油鱼汤中最低,张
东等[39]发现橄榄油中富含天然抗氧化剂—角鲨烯,
可能对酯类、酸类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猪

油鱼汤中未检出酸类,其原因可能是猪油中多为饱和

脂肪酸,且添加了一定量的抗氧化剂,使脂肪酸和甘

油三酯较稳定,不易发生降解。
2. 3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特征挥发性成分

分析

河豚鱼汤的风味是多种物质协同作用的总体体

现,计算出各种挥发性成分的 ROAV,如表 2 所示,以
此确定了鱼汤中的特征挥发性物质。

表 2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挥发性物质的 ROAV 值及气味描述

Table 2　 ROAV and odor description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化合物名称
气味阈值[40 - 42] /

(μg·kg - 1)
气味描述

ROAV
清汤 大豆油鱼汤 猪油鱼汤 花生油鱼汤 橄榄油鱼汤

己醛 5 青草味、脂香味 0. 51 0. 05 10. 34 0. 09 -
庚醛 3 鱼腥味、哈喇味、烤鱼片味 1. 03 0. 04 1. 53 0. 15 -
反-2-庚烯醛 13 青草味、甜味、新鲜水果味 - 0. 01 0. 18 - -
反-2-辛烯醛 3 青草味、甜味、柑橘、黄瓜、肉汤味 - 0. 12 1. 11 0. 27 0. 14
壬醛 1 脂香味、青草味 100. 00 2. 08 48. 14 7. 12 3. 48
癸醛 0. 1 青草味 69. 89 2. 17 33. 58 5. 34 2. 39
反-2-癸烯醛 0. 3 蜡香味、脂香味、蘑菇味 10. 12 2. 58 40. 16 6. 35 5. 24
十一醛 5 脂香味 0. 49 0. 05 0. 54 0. 09 0. 05
反,反-2,4-癸二烯醛 0. 07 脂香味、炸土豆味 24. 39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反-2-十一醛 5 蜡状、柑橘皮、略带肥皂味 0. 68 0. 22 3. 44 0. 50 0. 36
十二醛 2 肥皂、蜡质、柑橘 0. 97 0. 10 0. 81 - -
十三醛 10 肥皂、蜡质、柑橘、柚子 0. 18 0. 01 - 0. 02 -
肉豆蔻醛 14 脂肪、椰子、木质、水果味 0. 47 0. 02 - 0. 03 0. 02
反-2-辛烯醇 40 脂肪、甜水果味 - 0. 05 - - -
三甲胺 2. 4 鱼腥味、哈喇味、烤鱼片味 3. 84 0. 30 0. 76 0. 58 0. 27
2-戊基呋喃 6 水果香、青草香、火腿香 - 0. 05 1. 62 0. 09 0. 03
萘 6 香樟木、草药味 - - - 0. 02 0. 04
　 　 注: - ,未检出;气味描述来源于 http: / / www. perflavory. com / index. html

　 　 由表 2 可知,清汤中有 6 种特征成分(ROAV≥
1),分别为庚醛、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

癸二烯醛和三甲胺,对整体风味具有重要修饰的物质

为己醛、十一醛、2-十一醛、十二醛、十三醛和肉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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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猪油鱼汤中有 9 种特征成分,分别为己醛、庚醛、
反-2-辛烯醛、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 癸

二烯醛、2-十一醛和 2-戊基呋喃,对整体风味具有重

要修饰的物质为反-2-庚烯醛、十一醛、十二醛、三甲

胺;大豆油鱼汤、花生油鱼汤和橄榄油鱼汤中具有 4
种相同的特征成分,分别为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

和反,反-2,4 癸二烯醛,对整体风味有重要修饰作用

的物质为反-2-辛烯醛、2-十一醛、三甲胺。
对表 2 中样品整体风味轮廓有重要影响的 15 种

挥发性物质(ROAV≥0. 1)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Table 3　 Eigenvalues of PCA an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1 8. 446 07 56. 307 11 56. 307 11
2 6. 511 5 43. 410 35 99. 717 46
3 0. 034 59 0. 230 61 99. 948 07
4 0. 007 79 0. 051 93 100

利用这 15 种挥发性物质在前 2 个主成分上的双

图如图 2 所示,主成分分析可很好地区分不同煎炸用

油制备的河豚鱼汤样品。 大豆油鱼汤、花生油鱼汤、
橄榄油鱼汤在得分图上距离较近,表明 3 种植物油煎

炸制备的河豚鱼汤挥发性物质组分和相对含量相似

度较高;清汤、3 种植物油鱼汤以及猪油鱼汤之间距

离较远,样品之间区分度较高,不同鱼汤样品之间风

味差异较大。 5 种不同鱼汤中共有的特征成分有 4
种,分别为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 癸二

烯醛。 庚醛、三甲胺赋予清汤一定的鱼腥味;反,反-
2,4癸二烯醛赋予3种植物油鱼汤浓郁的脂香;己

图 2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河豚鱼汤中挥发性

物质的主成分双图

Fig. 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biplot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醛、反-2-癸烯醛和 2-戊基呋喃赋予猪油鱼汤浓郁的

脂香与肉香。

3　 结论

应用 SPME-GC-MS 对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

鱼汤的挥发性物质进行分析,在 5 种鱼汤中共鉴定出

69 种挥发性物质,包括醛类、醇类、烃类、含氮含氧

类、芳香族、酯类、酸类 7 个类别。 煎炸过程可降低鱼

汤中壬醛、癸醛的相对含量,使鱼汤不良风味减弱,并
使反-2-癸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相对含量增加,
生成 2-戊基呋喃赋予鱼汤浓郁的脂香。 不同煎炸用

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挥发性风味物质种类与相对含

量有较大差异,结合 ROAV 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煎炸用油制备的河豚鱼汤中,特征挥发性物质差

异较大,主成分分析能较好地区分不同组鱼汤,其中

清汤的特征挥发性物质为庚醛、壬醛、癸醛、反-2-癸
烯醛、反,反-2,4 癸二烯醛、三甲胺;猪油鱼汤的特征

挥发性物质为己醛、庚醛、反-2-辛烯醛、壬醛、癸醛、
反-2-癸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反-2-十一醛、2-戊
基呋喃;大豆油鱼汤、花生油鱼汤、橄榄油鱼汤的特征

挥发性物质为壬醛、癸醛、反-2-癸烯醛、反,反-2,4-癸
二烯醛。 庚醛、三甲胺赋予清汤一定的鱼腥味;反,
反-2,4 癸二烯醛赋予 3 种植物油煎炸熬制鱼汤浓郁

的脂香;己醛、反-2-癸烯醛和 2-戊基呋喃赋予猪油鱼

汤浓郁的脂香味与肉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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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compounds of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LI Xiaopeng1,2,ZENG Huan1,2,LIN Liu1,2,TAO Ningping1,2∗,

XU Xiao3,CONG Jianhua3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2(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quatic-Product Processing & Preservation,Shanghai 201306,China)

3(Jiangsu Zhongyang Group Limited by Shared Ltd,Nantong 226600,China)

ABSTRACT　 The volatile compounds of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were identified by headspace solid-phase mi-
cro-extraction (HS-SPME)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Relative odor activity values (ROAV)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 flavor substances of puffer fish s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ypes and relative content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were quite different. A total of 69
volatile substances were detected in five different puffer fish soups, 46, 30, 38, 32, 32 were detected in broth and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lard, soybean oil, peanut oil and olive oil, respectively. Puffer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frying oils could be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ed using PC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ptanal, nonanal, decanal, 3-heptylacrolein, (E,E)-2,4-decadienal and trimethylamine were
the characteristic flavor substances of broth; hexanal, heptanal, (E)-2-octenal, nonanal, decanal, 3-heptylacrolein, (E,E)-2,4-decadi-
enal, (E)-2-undecenal and 2-pentylfuran were the characteristic flavor substances of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lard; nonanal, decanal, 3-
heptylacrolein and (E,E)-2,4-decadienal were the characteristic flavor substances of fish soup prepared with peanut oil, bean oil, olive
oil.
Key words　 frying oils;puffer fish soup;volatile compounds;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relative odor activity val-
ues (ROAV);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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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共晶溶剂-分散液液微萃取在食品及环境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林志豪1,2,3,张耀海1,2,3,焦必宁1,2,3∗,韩科1,2,3,秦艳1,2,3

1(西南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柑桔研究所,重庆,400712)2(农业农村部柑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重庆,400712)
3(农业农村部柑桔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重庆,400712)

摘　 要　 深共晶溶剂因具有蒸汽压低、毒性低、可设计性好、可回收性好、环保和制备廉价等优点而深受科研工

作者的青睐,并逐渐应用于萃取分离领域。 文章介绍了深共晶溶剂的性质和深共晶溶剂-分散液液微萃取方式,
综述了该技术在食品和环境污染物检测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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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前处理是检测分析技术的重要环节,快速简

单、环保、微型化是方向发展。 分散液液微萃取技术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DLLME)集采

样、萃取和浓缩于一体,具有简单、廉价、快速、富集倍

数高、有机溶剂或离子液体( ionic liquid,IL)用量少

等特点[1]。 但是传统的 DLLME 需要使用三氯甲烷、
四氯乙烷、芳香烃类 IL 等毒性大和环境不友好的液

体作为提取溶剂。
深共晶溶剂(deep eutectic solvents,DESs),包括

天然 深 共 晶 溶 剂 ( natural deep eutectic solvents,
NaDESs),当构成 DESs 的化合物是初级代谢物(有机

酸、糖、氨基酸或胆碱衍生物) 时,DESs 就被称为

NaDESs,在室温下呈液态,由氢键供体 ( hydrogen
bond donor,HBD)和氢键受体(hydrogen bond accep-
tor,HBA)合成,具有毒性低、性质可调、可回收和对

环境友好等优点[2]。 DESs 代替传统的有机溶剂和

IL,可以避免毒性大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制备来源广

泛且廉价,因此被称为“21 世纪的新型绿色溶剂” [2]。
DESs 与 DLLME 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

势,形成萃取和浓缩一体化的绿色环保新技术,具有

操作简单、回收率高、富集倍数高、预处理微型化等特

点。 2015 年,KHEZELI 等[3] 和 KARIMI 等[4] 最早将

DESs 与 DLLME 相结合,建立了深共晶溶剂-分散液

液微萃取技术(deep eutectic solvents-bas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DESs-DLLME),并分别应

用于水样中多环芳香烃和食用油中 Pb、Cd 元素的分

析检测。 此后,关于 DESs-DLLME 技术在检测污染

物方面的研究相继出现,如图 1 所示。 本文简要介绍

DESs 的性质,重点对 DESs-DLLME 不同模式间的优

劣进行分析比较和综述其在食品及环境污染物检测

中的应用,以期为 DESs-DLLME 的发展和应用提供

参考。

图 1　 DESs-DLLME 技术近 6 年来出版文章数量趋势、
被引频次趋势和各国出版文章数量分布

Fig. 1　 Th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ci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 various countries regarding

DESs-DLLME in the past six years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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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共晶溶剂与分散液液微萃取联用技术概述

1. 1　 DESs-DLLME 的原理

DESs-DLLME 的原理是 DESs 在分散剂(或借助

外部条件达到分散的目的)的作用下形成细小的液

滴,均匀分散在含有目标物的样品溶液中,形成样品

溶液-分散剂-DESs 乳浊液体系,目标物不断地被萃

取到 DESs 相中并快速达到平衡。 经离心、冷却或凝

固后,目标物被富集在离心管顶部或底部 DESs 相

中,利用注射器取出含目标物的 DESs 相并进行仪器

分析。 图 2 阐述了 DESs-DLLME 的操作步骤。

图 2　 DESs-DLLME 的操作过程

Fig. 2　 Flow chart of DESs-DLLME

对 DESs-DLLME 而言,科学选择萃取剂和分散

剂可以提高提取效率。 萃取剂的选择应满足与水相

比,密度有差异、对目标物亲和性高和有优良的色谱

行为。 常用的萃取剂主要有以氯化胆碱 ( choline
chloride,ChCl)等季铵盐为 HBA 合成的亲水性 DESs
和以薄荷醇或百里香酚为 HBA 合成的疏水性 DESs。
而分散剂的选择要同时满足溶于 DESs 和样品溶液,
才能保证可在样品溶液中分离 DESs 液滴,常用的分

散剂主要有乙腈、表面活性剂、甲醇、丙酮、四氢呋喃

(tetrahydrofuran,THF)、IL、DESs。
1. 2　 DESs 的性质

DESs 最突出的性质是饱和蒸汽压低、极性范围

广、性质可调等。 (1)熔点由分子结构对称性、氢键

和范德华力决定,DESs 中阳离子和阴离子之间微弱

的晶体格能导致熔点降低,HBD 的比率决定 DESs 的

熔点。 (2)密度是 DESs 的一个非常重要物理参数,
决定其在萃取目标物基质中的扩散性和溶解度。 大

部分 DESs 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而 HBD 的结构对

密度有显著影响,一般情况下,相同组分 HBA / HBD

的比值越大,密度越小。 (3) DESs 的高黏度归因于

组分分子间强大的氢键网络,受 HBD 类型、盐类型以

及它们的摩尔比影响,可通过加水和升高温度降低

DESs 黏度(η),且 ηDESs > ηIL > η有机溶剂。 (4)DESs 的

电导率与分子流动性呈线性关系,随温度升高而升

高。 DESs 电导率低(室温下 < 2 mS / cm),组分的摩

尔比对 DESs 的电导率影响较大。 (5)表面张力与黏

度相似,受 DESs 组分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温

度呈线性关系,随 HBA 浓度增大而减小。 (6)DESs
的极性范围广,取决于其组成及 HBD 的分子结构,随
温度升高而减小和通过加水增加极性。 (7)与有机

溶剂和 IL 相比,合成 DESs 的各组分毒理特性较低,
甚至无毒,且可生物降解,但 DESs 的毒性缺乏系统

试验支撑[5 - 6],需要深入调查研究。
目前主要研究的 DESs 可分为 3 大类:亲水性

DESs、准疏水性 DESs 和疏水性 DESs,按 HBD 和

HBA 的构成不同可分为 4 种类型,即金属 + 有机盐、
金属盐水合物 + 有机盐、HBD + 有机盐和锌 / AlCl3 +
HBD,其中由 HBD +有机盐组成的 DESs 作为提取溶

剂应用较多[7 - 9],多用于污染物分析检测。 因此,可
以通过改变 DESs 的性质来满足不同检测需要,扩大

应用范围。
1. 3　 DESs-DLLME 的模式

传统 DESs-DLLME 技术以 DESs 作为萃取剂,在
分散剂的作用下进行扩散和有序排列,形成 DESs /样
品溶液 /分散剂的萃取体系。 以 ChCl 为 HBA 的

DESs 为例:Cl - 形成的氢键指向外部亲水体系,其他

疏水性基团互相作用构成疏水性内核,样品溶液中不

同极性的成分吸附于 DESs 的不同部位或进入疏水

性内核被 DESs 萃取。 目前,研究人员对传统 DESs-
DLLME 技术进行了改进,例如当 DESs 密度小于水

时,借助空气或超声波辅助提高萃取效率[10 - 11],与目

标物衍生法相结合[12 - 13] 和借助外部条件(温控、沸
腾等)而达到不需要使用分散剂[14 - 15]。 LI 等[5] 总结

了近 年 来 DESs-DLLME 的 应 用。 本 文 将 DESs-
DLLME 分为 3 种模式:传统 DESs-DLLME,温控、超
声波、振荡、微波、涡旋、空气、泡腾辅助 DESs-DLLME
和原位 DESs-DLLME( in situ-DESs-DLLME)。

在 3 种模式中,传统 DESs-DLLME 是最简单的模

式。 在三元溶剂萃取体系(DESs-样品溶液-分散剂)
中,不需要外界能量加速萃取,通过人工震荡或搅拌,
离心后将含有目标物的 DESs 相从样品溶液中分离。
但传统 DESs-DLLME 存在萃取目标物单一、提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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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等问题,因此研究人员相继开发了空气辅助(air-
assisted,AA) [16 - 17]、泡腾辅助( effervescence-assisted,
EA) [18]、 温 控 辅 助 ( temperature-controlled-assisted,
TCA) [19]、振荡辅助( shaker-assisted,SA) [20 - 21]、微波

辅助(microwave-assisted,MA) [22]、涡旋辅助( vortex-
assisted,VA) [23 - 24]、超声波辅助( ultrasound-assisted,
UA) [25 - 26]DESs-DLLME 模式。 这些模式通过借助外

界能量提高 DESs 在样品溶液中的溶解度,增大 DESs
液滴与目标物的接触面积,从而达到提高提取效率的

效果。 in situ-DESs-DLLME 包含 3 种模型:(1)基于

DESs 的原位溶剂形成微萃取(deep eutectic solvents-
in situ solvent formation microextraction,DESs-ISFME),
该模式不需要预先合成 DESs,在样品溶液中同时加

入 HBA 和 HBD,在外界能量条件下形成 DESs,集
DESs 合成、萃取、含靶物的 DESs 相于一体,极大地缩

短了萃取时间;(2)基于 HBA 或 HBD 与目标物形成

DESs 的原位溶剂微萃取(HBA or HBD-target-in situ
solvent formation microextraction,HT-ISFME),该模式

对于目标物具有非常高的选择性,尤其适用于复杂基

质中目标物的提取;(3)基于 DESs 的原位分解萃取

(deep eutectic solvents-in situ solvent decomposition mi-
croextraction,DESs-ISDME),该模式利用分解的不同

组分分别充作萃取剂和分散剂的作用而达到微萃取

平衡。 目前,采用 in situ-DESs-DLLME 模式的研究中

均不需要分散剂,3 种 DESs-DLLME 模式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DESs-DLLME 的 3 种模式

Table 1　 Modes of DESs-DLLME
模式 萃取剂 分散剂 萃取方式 冰浴

传统 DESs-DLLME DESs(萃取金属元素时需
加入螯合剂) 有机溶剂、IL、DESs — 有时

空气、泡腾、温控、超声波、震荡、
微波、涡旋辅助 DESs-DLLME

DESs(萃取金属元素时需
加入螯合剂,有时不用)

有机溶剂、IL、DESs(有时
候不需要分散剂)

能量(温控、超声波、微波、涡
旋、震荡、空气、泡腾) 有时

原位 DESs-DLLME DESs(萃取金属元素时需
加入螯合剂,有时不用) 不用

能量(温控、超声波、震荡、微波
、涡旋、空气、泡腾) 有时

注:—代表文中未提及(下同)

2　 深共晶溶剂-分散液液微萃取在污染物检

测中的应用

2. 1　 DESs-DLLME 在农兽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

农兽药残留污染的准确分析检测是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的保证,简单可靠、灵敏度高和应用研究范

围广的低成本检测技术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FARA-
JZADEH 等[16]最早将 AA-DESs-DLLME 结合气相色

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 gas chromatography-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GC-FID)应用到果汁和蔬菜中 9
种农药的检测:190 μL 准疏水性 DESs(ChCl∶ 4-氯苯

酚 = 1∶ 2,全文均为摩尔比)和 5 mL 样品溶液混合

后,注入流速为 300 mL / min 的空气 1 min,冰浴 2
min,离心后取 DESs 相进行仪器分析;在最佳条件

下,该方法的富集倍数为 247 ~ 355,检出限为 0. 24 ~
1. 4 μg / L,回收率为 49% ~ 71%。 该方法以空气代替

分散剂的使用,成本低,操作简单,提取时间短,为今后

DESs-DLLME 在农药中的应用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传统 DESs-DLLME 技术中,多使用 IL 或有机

溶剂作为分散剂。 最近,科研人员已将 DESs 作为分

散剂或不使用分散剂。 TORBATI 等[27] 以准疏水性

DESs(ChCl ∶ 丁酸 = 1 ∶ 2) 为萃取剂,亲水性 DESs
[ChCl ∶ 苯酚 ( phenol, Ph) = 1 ∶ 3] 为分散剂,利用

DESs-DLLME 结合气相色谱-质量选择检测器(mass
selective detector,MS)测定干茶叶中 6 种除草剂,最
佳条件下,富集倍数高达 350 ~ 445,检出限为 2. 6 ~
8. 4 ng / kg,回收率为 70% ~ 89% 。 通过减少或不使

用有机试剂,让 DESs-DLLME 技术更加绿色可持续,
有望成为未来前处理技术中的新技术。

最初的 DESs-DLLME 技术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基

质(以果汁、水体、食用油为代表),近年来,该技术已

开始应用于复杂基质(以果蔬、蜂蜜和土壤为代表)。
NASSER 等[28] 采用 DESs-DLLME 结合 GC-MS 检测

蜂蜜中 8 种有机硫代磷酸盐农药,以三元相 DESs(氯
磷酸胆碱∶ 二氯乙酸∶ 癸酸 = 1∶ 1∶ 1)为萃取剂可极大

降低 DESs 黏度,增加提取效率,乙腈为分散剂,最佳

条件下富集因子为 82 ~ 98,检出限为 0. 05 ~ 0. 10
ng / g,回收率为 82% ~ 98% ,符合农药残留检测

标准。
在 DESs-DLLME 中,离心耗时且必不可少,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可将含有目标物的 DESs 相沉积在离

心管顶部或底部。 最近的研究表明可以在 DESs-



综述与专题评论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263　　

DLLME 中加入磁性材料,原位形成磁性 DESs(mag-
netic deep eutectic solvents,MDESs),在外部磁铁的作

用下实现无离心分离,减少萃取时间。 PIAO 等[29] 提

出 in situ-MDESs-DLLME,并结合 HPLC-UV 检测大米

中 5 种三嗪类除草剂:以 DESs(四丁基氯化铵∶ 乙二

醇 = 2∶ 1) 为萃取溶剂,涡旋辅助萃取后加入磁性

FeCl3 和羰基铁粉,合成 MDESs,利用磁铁的作用直

接将 MDESs 从样品溶液中分离;最佳参数条件下检

出限为 1. 49 ~ 3. 10 ng / g, 回收率为 84. 9% ~
117. 5% 。 该方法绿色高效,且简化了萃取分离步骤。
而 JOUYBAN 等[30] 在萃取装置方面进行优化,提出

DESs-DLLME 结合 GC-MS 测定农民尿液和血浆中 10
种杀虫剂:利用特制双层玻璃容器,以 DESs(薄荷醇∶
苯乙酸 = 3∶ 1)为萃取溶剂,在氮气流的作用下,分散

成微小液滴和实现对目标物的萃取富集,最后在外部

冷水循环中凝聚。 在最佳参数条件下,富集因子高达

158 ~ 485,检出限为 2 ~ 36 ng / L,回收率为 79% ~
97% ,该方法可实现无分散剂、无离心、无冰浴,适用

于快速检测。
DESs-DLLME 同样适用于兽药检测。 JI 等[31] 首

次将 UA-DESs-DLLME 结合 HPLC-UVD 测定果汁中

3 种磺胺类药物:以疏水性 DESs(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 2-辛醇 = 1 ∶ 2) 为萃取剂,最佳条件下检出限为

0. 02 ~ 0. 05 μg / mL,回收率为 88. 09% ~ 97. 84% 。
该研究不需要使用分散剂,且和 QuEChERs( quick,
easy,cheap,effective,robust and safe extraction proce-
dure)、固相萃取( solid phase extraction,SPE)等方法

进行比较,操作过程简单、快速、环保,在食品基质的

同类物质分析检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SHISHOV 等[18]利用优化的 EA-DESs-DLLME 结

合 HPLC-MS / MS 测定牛肝中酮洛芬和双氯酚酸:以
准疏水性 DESs(薄荷醇∶ 甲酸 = 1∶ 40)为萃取剂,目标

物被萃取到 DESs 相中,然后加入 Na2CO3 溶液,DESs
发生原位分解,薄荷醇萃取目标物,甲酸与 Na2CO3

作用产生 CO2,促进目标物与薄荷醇的充分结合。 在

最佳条件下,富集因子为 22 ~ 23,检出限为 0. 1 ~ 0. 3
μg / kg,回收率为 92% ~ 108% 。 与标准的前处理技

术相比,该方法可以显著缩小提取时间,技术指标均

满足检测要求,在今后兽药的检测应用中具有潜在的

价值。 同时 YU 等[32]以疏水性 DESs(癸酸∶ 甲基三辛

基溴化铵 = 2∶ 1)为萃取溶剂,利用盐析辅助(salting
out-assisted,SOA)-DESs-DLLME 结合甲醇溶液反萃

取,首次结合胶束电动毛细管色谱(micellar electroki-

netic capillary chromatography,MECC)测定牛奶、蜂蜜、
水样中 6 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 最佳参数条件下,富
集因子高达 531 ~ 858,检测限为 0. 006 ~ 0. 010
μg / mL,回收率为 87. 8% ~114. 1%。
2. 2　 DESs-DLLME 在真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真菌毒素及其次生代谢物常见于食品中,例如:
黄曲霉毒素和展青霉素,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当前,
DESs-DLLME 技术主要用于食用油、大米和果汁中真

菌毒素的分析检测,但研究报道甚少。 ALTUNAY
等[26]首次提出 UA-DESs-DLLME 结合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仪(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UV-Vis)
测定果汁中展青霉素:以亲水性 DESs(四丁基氯化铵

∶ 2,3-丁二醇 = 1∶ 3)为提取剂,丙酮作为分散剂,最佳

条件下检出限为 2. 2 μg / L, 回收率为 90. 2% ~
106. 9% 。 同时该方法同 QuEChERs、基质分散固相

萃取(matrix solid phase dispersion,MSPD)相比,精密

度和回收率更好, 线性范围不及 MSPD, 但优于

QuEChERs。
HE 等[33 - 34]对 UA-DESs-DLLME 进行了优化,结

合 HPLC-荧光检测器( fluorescence detection,FLD)测
定大米和食用油中 4 种黄曲霉毒素:以亲水性 DESs
(ChCl∶ 丙二酸 = 1∶ 2)作为萃取剂,不需要分散剂和

衍生 化, 在 最 佳 条 件 下, 检 出 限 为 0. 000 5 ~
0. 06 μg / kg,回收率为 72. 05% ~ 113. 64% 。 与 GB
5009. 22—2016 和欧盟标准相比,该方法更加简单、
灵敏、高效,可作为食品基质中检测黄曲霉毒素的新

方法。
2. 3　 DESs-DLLME 在食品添加剂检测中的应用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广泛存在,但过量食用会对

人体健康产生一定潜在危害。 LIU 等[35] 首次应用

UA-DESs-DLLME 结合 HPLC-UV 测定食用油中叔丁

基对苯二酚抗氧化剂,以亲水性 DESs(ChCl∶ 乙二醇

= 1∶ 2)作为萃取剂,不需要分散剂,最佳条件下检测

结果与传统方法相当。 GE 等[36] 以疏水性 DESs(DL-
薄荷醇 ∶ 癸酸 = 2 ∶ 1) 为萃取剂,应用 in situ-DESs-
DLLME 结合 HPLC-光电二极管检测器( diode array
detector,DAD)测定水样中对羟基苯甲酸酯等 4 种防

腐剂。 最佳条件下,检出限为 0. 6 ~ 0. 8 ng / mL,回收

率为 84. 8% ~108. 7% ,提供了一种用于在水溶液中

检测防腐剂的新方法。 最近,FARAJI [37]建立涡旋辅

助 DESs-DLLME-HPLC 方法测定饮料、果冻、巧克力

糖果中 5 种合成着色剂,以疏水性 DESs(苄基三乙基

氯化铵∶ 薄荷醇 = 1∶ 4)作为提取剂,富集倍数为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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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检出限为 0. 01 ~ 0. 08 μg / L,回收率为 90% ~
97% 。

近年来,工业染料违法添加到食品中的现象时有

发生,科研人员为此开展了有关研究。 SHI 等[38] 采

用 in situ-DESs-DLLME 结合荧光分光光度计( fluores-
cence spectrophotometer,FLS)测定面条、鱼丸、蘑菇和

纸杯中荧光增白剂 52,以 4-羟基苯甲酸-2-乙基己酯

为萃取剂,在涡旋辅助条件下和目标物原位形成

DESs,最佳条件下,检出限为 0. 045 μg / L,回收率为

82 ~ 113% 。 同时 OZAK 等[39]以疏水性 DESs(薄荷醇

∶ 香豆素 =1∶ 1)作为萃取剂,不需要分散剂,应用 UA-
DESs-DLLME 结合 HPLC-UV 测定香料中 4 种苏丹红

染料。 优化相应参数,检出限为 0. 25 ~ 0. 35 μg / g,回
收率为 85. 55% ~ 99. 29%,该方法简单省时,价格低

廉,环保,适合于快速检测大量样品。
2. 4　 DESs-DLLME 在重金属元素检测中的应用

重金属元素由于排放或处理不当,容易对环境造

成污染。 DESs-DLLME 常与石墨炉原子吸收(graph-
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GFAAS)、电
热原子吸收(electrothermal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
etry,ETAAS)、火焰原子吸收(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FAAS ) 等 联 用 检 测 重 金 属 元 素。
YILMAZ 等[40]提出 UA-DESs-DLLME-FAAS 测定水样

中 Cr3 + 和 Cr6 + ,以亲水性 DESs(ChCl∶ Ph = 1∶ 3)为萃

取剂,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sodium diethyldithio-
carbamate,NaDDTC)为螯合剂,THF 为分散剂,优化

相应参数条件,该方法富集因子为 20,检出限为 5. 5
μg / L,回收率为 97% ~ 109% 。 SOROURADDIN等[41]

合成黏度可调的三元相 DESs(薄荷醇∶ 山梨醇∶ 扁桃

酸 = 1∶ 2∶ 1),且可用作螯合剂,甲醇为分散剂,结合

DESs-DLLME-FAAS 测定牛奶中 Cd2 + 、Cu2 + 、Pb2 + ,最
佳条件下回收率为 88. 8% ~ 104. 7% ,检出限为

0. 38 ~ 0. 42 μg / L。
近年来,DESs-DLLME 技术开始集中于复杂基质

中重金属元素的检测。 TEKIN 等[21] 应用 SA-DESs-
DLLME 结合开槽石英管( slotted quartz tube,SQT)-
FAAS 测定菩提茶中 Co 元素,以亲水性 DESs(ChCl∶
Ph = 1∶ 2)为萃取剂,(Z)-3-溴代-5-((p-对甲基苯胺)
甲基)苯酚为络合剂,THF 作为分散剂,在最优条件

下,检出限为 2. 0 μg / L,回收率为 97. 1% ~ 100%,
FAAS 的检测能力提高了约 67 倍,与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所测结果相当。 HABIBOLLAHI 等[24] 利用

VA-DESs-DLLME 结合 GFAAS 测定土壤和蔬菜中

Cd、Pb 和 Hg 元素,以 DESs(1-癸基-2,3-二甲基咪唑

氯∶ 十一醇 = 1∶ 2)作为萃取剂,二乙基二硫代磷酸盐

作为螯合剂,不需分散剂,含有目标物的 DESs 相在

冰浴中凝固。 优化相应参数,富集倍数高达 114 ~
172,检出限为 0. 01 ~ 0. 03 g / kg,回收率为 91% ~
110% ,与浊点萃取(cloud point extraction,CPE)、SPE
和传统 DLLME 相比,该方法线性范围广、简单、省时

节能。
最近有研究建议将磁性碳纳米管(magnetic car-

bon nanotubes,MCNTs)加入到 DESs 中合成磁性纳米

流体(magnetic nanofluid,MNF),利用 MCNTs 的超顺

磁性和大比表面积等优势,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无离心

萃 取 过 程。 SHIRANI 等[17] 提 出 AA-DESs-MNF-
DLLME 结合 ETAAS 测定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中 Cd、
Pb、Cu、As 等重金属元素:以 DESs(ChCl∶ 硫乙酰胺 =
1∶ 2)和 MCNTs 合成 MNF 作为萃取剂,不需要分散剂

和螯合剂,在外磁铁的作用下,DESs-MNF 从溶液中

分离。 优化相应参数,富集因子高达 635 ~ 644. 5,检
出限为 3 ~ 5. 5 μg / L,回收率为 94. 4% ~ 101. 4% ,该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操作过程简单、高通量、低溶剂消

耗等优点,可应用于各种复杂基质中多种重金属元素

的同时分析检测。
2. 5　 DESs-DLLME 在其他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TORBATI 等[10]最早应用 AA-DESs-DLLME 检测

水样中 4 种芳香胺,在 10 mL 样品溶液中,加入 65
μL 亲水性 DESs(ChCl∶ 正丁酸 = 1∶ 2)和 15 μL 氯甲

酸乙酯衍生剂,针筒来回抽吸溶液后形成乳浊液后离

心冰浴,转移上层凝固相并用乙腈溶解,取 1 μL 溶液

上 GC-MS 分析。 该方法富集因子高达790 ~ 940,检
测限为 1. 8 ~ 6. 0 ng / L,回收率为79% ~ 94% 。 与传

统 DLLME 和顶空固相微萃取(Headspace-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HS-SPME)相比,该方法线性范围更

广,富集倍数显著高于其他方法,这可能由于针筒来

回抽吸使 DESs 分解成更微小的液滴,与目标物接触

面积更大,萃取效率更高。
NAEBI 等[42] 首次在 50 mL 水样或饮料中添加

0. 69 g ChCl 和 2. 8 mL 油酸,在超声波辅助下原位形

成疏水性 DESs,并对 2 种抗氧化剂污染物( irganox
1010 和 irgaphos 168)进行萃取,不需要离心即可和

溶液分层,最后进行 HPLC-DAD 分析。 优化相应参

数,富集因子高达 435 ~ 488,检出限为 0. 03 ~ 0. 09
ng / mL,回收率为 74% ~83% 。 研究人员将该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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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DLLME 和 IL-DLLME 相比,该方法具有更好的

富集倍数和回收率,且不需要使用有机溶剂和离心,
更符合环保节能的要求。

DESs-DLLME 同样可用于检测气体污染物。
ZHANG 等[43]应用 VA-DESs-DLLME 结合 HPLC-DAD
测定 3 种样品(鸭血、猪血、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
样品溶液中先加入 2,4-二硝基苯肼进行衍生化,后
利用疏水性 DESs(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4-氰基苯酚 =
1∶ 1)进行萃取,不需要分散剂;最佳条件下检测限为

0. 2 μg / L,回收率为 83. 1% ~ 104. 4% 。 同其他前处

理方法相比,该方法操作简单、成本低、提取时间短、
且 DES 相与高效液相色谱流动相匹配良好。

3　 结论和展望

与传统有机溶剂相比,DESs 的优势在于蒸汽压

低、热稳定性好、性质可调等性质;与 IL 相比,DESs
更加廉价环保,DESs-DLLME 技术已广泛被应用于重

金属元素和化合物的分析检测,表 2 总结了 DESs-
DLLME 在食品和环境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然而,
目前 DESs-DLLME 仍存在一些局限:(1) DESs 的黏

度较大,可能导致萃取效率较低,有时需借助辅助条

件如涡旋,超声波等方式[5] 或合成三元 /四元相

DESs[44 - 45],导致成本和步骤增加,且常用的疏水性

DESs 种类偏少[46];(2)有关不同 DESs 的萃取机理、
动力学数据模型和稳定性研究较少,例如部分亲水性

DESs(ChCl∶ Ph)在萃取前后可能会发生分解,性质发

生变化[47];(3) DESs 的基因毒性研究缺乏,缺少系

统的毒理学试验,限制 DESs 的应用[6, 48]。 因此,为
了促进 DESs-DLLME 的应用,今后应加强以下研究:
(1) 针对不同基质中不同目标物的性质,在加强

DESs 的毒性试验研究基础上,研发新的环保廉价、无
毒、适用性更广更强、可生物降解的商用 DESs;(2)
研究不同 DESs-DLLME 模型在不同基质中的提取机

理,优化提取工艺和技术参数,完善动力学数据模型,
如应用集萃取、浓缩于一体的新型磁性纳米流体检测

重金属元素[17],将 DESs 和磁性纳米管结合起来,简
化操作步骤,提高萃取效率;(3)加强与不同的前处

理方法相结合,例如 DESs-DLLME-SPE[49] 和 QuECh-
ERs-MA-DESs-DLLME[50]等技术,推广到更多复杂基

质的应用;(4)研发微型、可自动化的 DESs-DLLME 技

术,并加强与不同检测器和仪器之间的联用。 综上,
DESs-DLLME 为食品及环境污染物的检测提供新途

径,在缩短萃取时间、减少溶剂用量、节约操作成本和

保持目标分子质量等方面比常规萃取技术具有竞争性

优势。 DESs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相信 DESs-DLLME
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将会更加环保、自动化、微型化。

表 2　 DESs-DLLME 在食品和环境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Table 2　 Application of DESs-DLLME in the analysis of contaminants in food and environment

分析物(种类) 样品 萃取剂-DESs 类型 分散剂 前处理方法 仪器方法 富集倍数 检出限 回收率 / % 参考文献

农药

三嗪类除草剂(5) 大米 亲水性 DESs ([N4444]Cl∶ 乙二醇 = 1∶ 2) 250 μL — VA-DESs-DLLME HPLC-UV — 1. 49 ~ 3. 10 ng / g 84. 9 ~ 117. 5 [29]
有机硫代磷酸盐农药(8) 蜂蜜 准疏水性 DESs(ChCl∶ 二氯乙酸∶ 癸酸 = 1∶ 1∶ 1) 60 μL 乙腈 1. 3 mL DESs-DLLME GC-MS 82 ~ 98 0. 05 ~ 0. 10 ng / g 82 ~ 98 [28]
有机磷农药(2) 果汁 亲水性 DESs(ChCl∶ Ph = 1∶ 2) 408 μL THF 560 μL UA-DESs-DLLME HPLC-UV 119. 3 ~ 169. 9 0. 070 ~ 0. 096 ng / mL 87. 3 ~ 116. 7 [25]
有机氯农药(4) 可可豆 疏水性 DESs(N, N-二乙醇氯化铵∶ 特戊醇 = 2∶ 1) 80 μL 乙腈 2 mL DESs-DLLME GC-ECD 74 ~ 92 0. 011 ~ 0. 031 ng / g 74 ~ 92 [51]
新烟碱类杀虫剂(4) 食用油 疏水性 DESs(ChCl∶ 乙二醇 = 1∶ 2) 50 μL — UA-DESs-DLLME HPLC — 3. 2 ~ 5. 3 μg / L 81. 9 ~ 98 [52]

兽药

氟喹诺酮类抗生素(6) 牛奶、蜂蜜、
水样

疏水性 DESs (癸酸∶ 甲基三辛基溴化铵 = 2∶ 1) 200 μL — SOA-DESs-DLLME MECC 531 ~ 858 0. 006 ~ 0. 010 μg / mL 87. 8 ~ 114. 1 [32]

磺胺类(3) 果汁 疏水性 DESs (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2-辛醇 = 1∶ 2) 800 μL — UA-DESs-DLLME HPLC-UVD — 0. 02 ~ 0. 05 μg / mL 88. 09 ~ 97. 84 [31]
四环素(3) 水样 疏水性 DESs (甲基三辛基氯化铵∶ 壬酸 = 1∶ 2) 400 μL — VA-DESs-DLLME HPLC-UV 31 ~ 43 0. 5 ~ 2. 0 ng / mL 77. 5 ~ 87. 6 [23]
非甾体抗炎药(2) 牛肝 准疏水性 DESs(薄荷醇∶ 甲酸 = 1∶ 40) 1. 25 g — EA-DESs-DLLME HPLC-MS / MS 22 ~ 23 0. 1 ~ 0. 3 μg / kg 92 ~ 108 [18]

毒素

黄曲霉毒素(4) 食用油 亲水性 DESs (ChCl∶ 丙二酸 = 1∶ 2) 30 μL — UA-DESs-DLLME HPLC-FLD — 0. 000 5 ~ 0. 003 μg / kg 72. 05 ~ 113. 54 [34]
黄曲霉毒素(4) 大米 亲水性 DESs (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丙二酸 = 1∶ 2) 2 mL — UA-DESs-DLLME HPLC-FLD — 0. 01 ~ 0. 06 μg / kg 78. 93 ~ 113. 64 [33]
展青霉素 果汁 亲水性 DESs([N4444]Cl∶ 2,3-丁二醇 = 1∶ 3) 500 μL 丙酮 250 μL UA-DESs-DLLME UV-Vis — 2. 2 μg / L 90. 2 ~ 106. 9 [26]

食品添加剂

赤藓红
血液、尿液、
片剂、糖浆

疏水性 DESs (四丁基溴化铵∶ 正辛醇 = 1∶ 2) 200 μL — UA-DESs-DLLME UV-Vis 40 3. 75 μg / L 90 ~ 100 [53]

苏丹红(4) 香料 疏水性 DESs (薄荷醇∶ 香豆素 = 1∶ 1) 200 μL — UA-DESs-DLLME HPLC-UV — 0. 25 ~ 0. 35 μg / g 85. 55 ~ 99. 29 [39]
叔丁基对苯二酚 食用油 亲水性 DESs (ChCl∶ 乙二醇 = 1∶ 2) 400 μL — UA-DESs-DLLME HPLC-UV — 0. 02 μg / mL 98. 5 ~ 112 [35]
防腐剂(4) 水样 疏水性 DESs(DL-薄荷醇∶ 癸酸 = 2∶ 1) 500 μL — in situ-DESs-DLLME HPLC-DAD — 0. 6 ~ 0. 8 ng / mL 84. 8 ~ 108. 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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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分析物(种类) 样品 萃取剂-DESs 类型 分散剂 前处理方法 仪器方法 富集倍数 检出限 回收率% 参考文献

合成着色剂(5) 饮料、果冻、
巧克力糖果

疏水性 DESs (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薄荷醇 = 1∶ 4) 300 μL - VA-DESs-DLLME HPLC 95 ~ 100 0. 01 ~ 0. 08 μg / L 90 ~ 97 [37]

重金属元素

Cr3 + 、Cr6 + 、有机 Cr 水样 亲水性 DESs (ChCl∶ Ph = 1∶ 3) 450 μL THF 450 μL UA-DESs-DLLME FAAS 20 5. 5 μg / L 97 ~ 109 [40]
Co 菩提茶 亲水性 DESs (ChCl∶ Ph = 1∶ 2) 600 μL THF 1 000 μL SA-DESs-DLLME SQT-FAAS - 2. 0 μg / L 97. 1 ~ 100 [21]
Cd2 + 、Cu2 + 、Pb2 + 牛奶 疏水性 DESs (薄荷醇∶ 山梨醇∶ 扁桃酸 = 1∶ 2∶ 1) 100 μL 甲醇 1. 5 mL DESs-DLLME FAAS - 0. 38 ~ 0. 42 μg / L 88. 8 ~ 104. 7 [41]
Ni2 + 、Co2 + 水样、果汁 亲水性 DESs (ChCl∶ 对氨苯酚 = 1∶ 1) 125 mg 甲醇 1. 0 mL DESs-DLLME FAAS 24. 0　 24. 2 0. 30 μg / L　 0. 22 μg / L 95. 8 ~ 96. 6 [44]

Cd、Pb、Hg 土壤、蔬菜
亲水性 DESs(1-癸基-2,3-二甲基
咪唑氯∶ 十一醇 = 1∶ 2) 50 μL - VA-DESs-DLLME GFAAS 114 ~ 172 0. 01 ~ 0. 03 g / kg 91 ~ 110 [24]

其他污染物

芳香胺(4) 水样 亲水性 DESs (ChCl∶ 正丁酸 = 1∶ 2) 65 μL - AA-DESs-DLLME GC-MS 790 ~ 940 1. 8 ~ 6. 0 ng / L 79 ~ 94 [10]
抗氧化剂污染物(2) 水样、饮料 疏水性 DESs(ChCl∶ 油酸 = 1∶ 2) - UA-in situ-DESs-DLLME HPLC-DAD 435 ~ 488 0. 03 ~ 0. 09 ng / mL 74 ~ 83 [42]

甲醛
鸭血、猪血、
室内空气

疏水性 DESs (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4-氰基
苯酚 = 1∶ 1) 150 mg - VA-DESs-DLLME HPLC-DAD - 0. 2 μg / L 83. 1 ~ 104. 4 [43]

参 考 文 献

[1] 　 张琰,张耀海,焦必宁. 离子液体-分散液液微萃取在食品及环境

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J] . 食品科学,2015,36(5):250 - 259.
ZHANG Y,ZHANG Y H,JIAO B N. Application of ionic liquid-dis-
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tam-
inants in foods and environment:A review[ J] . Food Science,2015,
36(5):250 - 259.

[2] 　 PAIVA A,CRAVEIRO R,AROSO I,et al. natural deep eutectic sol-
vents-solvents for the 21 st century[ J] .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2014,2(5):1 063 - 1 071.

[3] 　 KHEZELI T,DANESHFAR A,SAHRAEI R. Emulsification liquid-
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An extraction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enzene,toluene,ethylbenzene and
seven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from water samples[J] . Jour-
nal of Chromatography A,2015,1 425:25 - 33.

[4] 　 KARIMI M,DADFARNIA S,SHABANI A M H,et al. Deep eutectic
liquid organic salt as a new solvent for liquid-phase microextra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gandless extraction and preconcentraion of
lead and cadmium in edible oils[J] . Talanta,2015,144:648 - 654.

[5] 　 LI G Z,ROW K H. Utiliza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 in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J] . TrAC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
istry,2019,120. DOI:10. 1016 / j. trac. 2019. 115651.

[6] 　 LOMBA L,ZURIAGA E,GINER B. Solvents derived from biomass
and their potential as green solvents[ J] . Current Opinion in Green
and Sustainable Chemistry,2019,18:51 - 56.

[7] 　 LOOW Y L,NEW E K,YANG G H,et al. Potential use of deep eu-
tectic solvents to facilitate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utilization and con-
version[J] . Cellulose,2017,24(9):3 591 - 3 618.

[8] 　 TORRES-VALENZUELA L S,BALLESTEROS-GÓMEZ A,RUBIO
S. Green solvents for the extraction of high added-value compounds
from agri-food waste[J] . Food Engineering Reviews,2020,12(1):
83 - 100.

[9] 　 SMITH E L,ABBOTT A P,RYDER K S. Deep eutectic solvents
(DES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 J] . Chemical Reviews,2014,114
(21):11 060 - 11 082.

[10] 　 TORBATIM,MOHEBBI A,FARAJZADEH M A,et al. Simultane-
ous derivatization and air-assiste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solidification of lighter than water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llow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An efficient and
rapid method for trace analysis of aromatic amines in aqueous sam-
ples[J] . Analytica Chimica Acta,2018,1 032:48 - 55.

[11] 　 OZAK S S, YILMAZ Y. Ultrasound-assisted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sol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of Sudan dyes
in spice samples[ J] .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2020,236:118 353 - 118 360.

[12] 　 JOUYBAN A,FARAJZADEH M A,KHOUBNASABJAFARI M,et
al. Derivatization and deep eutectic solvent-based air-assisted liq-
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of salbutamol in exhaled breath conden-
sate samples follow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 J] .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2020,
191:113 572 - 113 578.

[13] 　 NOROUZI F,KHOUBNASABJAFARI M,JOUYBAN-GHARAMA-
LEKI V,et al. Determination of morphine and oxymorphone in ex-
haled breath condensate samples: Application of microwave en-
hanced three-component deep eutectic solvent-based air-assiste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and derivatization prior to gas chroma-
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 J ] .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2020,1152:122 256 - 122 262.

[14] 　 ABDI K,EZODDIN M,PIROOZNIA N. Temperature-controlled liq-
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using a biocompatible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microextraction of palladium from catalytic con-
verter and road dust samples prior to ETAAS determination[J] . Mi-
crochemical Journal,2020,157:104 999 - 105 005.

[15] 　 JIA L Y,HUANG X,ZHAO W F,et al. An effervescence tablet-as-
siste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the solidifica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trobilurin fungicides in water,
juice,wine,and vinegar samples by HPLC[ J] . Food Chemistry,
2020,317:126 424 - 126 430.

[16] 　 FARAJZADEH M A, DABBAGH M S, YADEGHARI A.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gas-assisted dispersive liquid-phase microex-
traction combin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 and 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ome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
and vegetable samples [ J] .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17,
40(10):2 253 - 2 260.

[17] 　 SHIRANI M,HABIBOLLAHI S,AKBARI A. Centrifuge-less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magnetic nanofluid-linked air-agitated liquid-



综述与专题评论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267　　

liquid microextraction coupled with electrothermal atomic absorp-
tion spectrometry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cadmium,lead,
copper,and arsenic in food samples and non-alcoholic beverages
[J] . Food Chemistry,2019,281:304 - 311.

[18] 　 SHISHOV A,GERASIMOV A,NECHAEVA D,et al. An efferves-
cence-assist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decomposition: Determination of ketoprofen
and diclofenac in liver [ J ] . Microchemical Journal, 2020, 156:
104 837 - 104 843.

[19] 　 FARAJZADEH M A,HOJGHAN A S,MOGADDAM M R A. De-
velopment of a new temperature-controlled liquid phase microex-
traction using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extraction and preconcentra-
tion of diazinon,metalaxyl,bromopropylate,oxadiazon,and fenaza-
quin pesticides from fruit juice and vegetable samples followed by
gas chromatography-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 J] .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2018,66:90 - 97.

[20] 　 BÜNYAMIN D,ADIL E,NAIL A. Determination of paracetamol in
synthetic urea and pharmaceutical samples by shaker-assisted deep
eutectic solvent microextraction and spectrophotometry[ J] . Micro-
chemical Journal, 2020, 154. DOI: 10. 1016 / j. microc. 2020.
104645.

[21] 　 TEKIN Z,UNUTKAN T,ERULAS F,et al. A green,accurate and
sensitive analytical method based on vortex assisted deep eutectic
solvent-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balt
by slotted quartz tube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 J] .
Food Chemistry,2020,310:125 825 - 125 831.

[22] 　 TORBATI M,FARAJZADEH M A,MOGADDAM M R A,et al.
Development of microwave-assisted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com-
bined with lighter than water in syringe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
croextraction using deep eutectic solvents:Application in extraction
of some herbicides from wheat[ J] . Microchemical Journal,2019,
147:1 103 - 1 108.

[23] 　 DI X,ZHAO X J,GUO X L.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as a
green extractant for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deter-
mination of tetracyclines in water samples[J] .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20,43(15):3 129 - 3 135.

[24] 　 HABIBOLLAHI M H, KARIMYAN K, ARFAEINIA H, et al.
Extr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and vegetables
irrigated with treated municipal wastewater using new mode of dis-
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the solidified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llowed by GFAAS[J] .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2019,99(2):656 - 665.

[25] 　 HEIDARI H,GHANBARI-RAD S,HABIBI E. Optimization deep
eutectic solvent-based ultrasound-assiste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
tion by using the desirability function approach for extraction and
preconcentration of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s from fruit juice
samples[J] .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2020,87:
103 389 - 103 395.

[26] 　 ALTUNAY N,ELIK A,GÜRKAN R. A novel,green and safe ultra-
sound-assisted emulsification 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alcohol-based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determination of patulin in
fruit juices by spectrophotometry[ J] .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2019,82:103 256 - 103 264.

[27] 　 TORBATI M,FARAJZADEH M A,MOGADDAM M R A,et al.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homogeneous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coupled with in-syringe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per-

formed in narrow tube;Application in extraction and preconcentra-
tion of some herbicides from tea[J] .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19,42(9):1 768 - 1 776.

[28] 　 NASSER M,MOHAMMADALI T,ALI F M,et al.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osphocholine chloride-based three-component
deep eutectic solvent:Application in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
extrac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organothiophosphate pesticides[ J] .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2020,100 (6 ):
2 364 - 2 371.

[29] 　 PIAO H L,JIANG Y X,QIN Z C,et al. Application of an in-situ
formulated magnet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rice [ J] . Talanta, 2021, 222: 121 527 -
121 533.

[30] 　 JOUYBAN A,FARAJZADEH M A,AFSHAR MOGADDAM M R.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solidifica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 droplets for analysis of pesticides in farmer u-
rine and plasma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 J] .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2019,1 124:114 - 121.

[31] 　 JI Y H,MENG Z R,ZHAO J,et al. Eco-friendly ultrasonic assiste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ulfonamides in fruit juices
[J] .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20, 1 609: 460 520 -
460 529.

[32] 　 YU K L,YUE M E,XU J,et al. Determination of fluoroquinolones
in milk,honey and water samples by salting out-assist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com-
bined with MECC [ J] . Food Chemistry, 2020, 332:127 371 -
127 377.

[33] 　 HE T T,ZHOU T,WAN Y Q,et al. A simple strategy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determination of aflatoxins in rice samples
[J] . Food Analytical Methods,2020,13(2):542 - 550.

[34] 　 HE T T,ZHOU T,WAN H,et al. One-step deep eutectic solvent
strategy for efficient analysis of aflatoxins in edible oils[J] .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2020,100 (13):4 840 -
4 848.

[35] 　 LIU W,ZHANG K D,YU J J,et al. A green ultrasonic-assisted liq-
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the
HPLC-UV determination of TBHQ in edible oils[J] . Food Analyti-
cal Methods,2017,10(9):3 209 - 3 215.

[36] 　 GE D D,WANG Y,JIANG Q,et al. A deep eutectic solvent as an
extraction solvent to separate and preconcentrate parabens in water
samples using in situ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J] . Journal of
the Brazilian Chemical Society,2019,30(6):1 203 - 1 210.

[37] 　 FARAJI M. Determination of some red dyes in food samples using a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based Vortex assist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coupled with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J] .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2019,1 591:
15 - 23.

[38] 　 SHI Y Y,LI X,SHANG Y,et al. Effective extraction of fluorescent
brightener 52 from foods by in situ formation of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 J ] . Food Chemistry, 2020, 311: 125 870 -
125 876.

[39] 　 OZAK S S,YILMAZ Y. Ultrasound-assisted hydrophobic deep eu-
tectic solvent based sol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of Sudan dyes in
spice samples[J] .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Molecular and Bio-
molecular Spectroscopy,2020,236:118 353 - 118 360.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268　　 2021Vol. 47 No. 7 (Total 427)

[40]　 YILMAZ E,SOYLAK M. Ultrasound assisted-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on emulsification 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combined with
microsample injection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for va-
lence speciation of chromium ( III / VI)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J] . Talanta,2016,160:680 - 685.

[41] 　 SOROURADDIN S M,FARAJZADEH M A,DASTOORI H. Devel-
opment of a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a ternary deep eutectic solvent as chelating agent and extraction
solvent for pre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milk samples[J] .
Talanta,2020,208:120 485 - 120 492.

[42] 　 NAEBI M,JAMSHIDI M A,FARAJZADEH M A,et al. In-process
prepared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homogeneous liquid-liquid mi-
croextra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irgaphos 168 and irganox 1010
in polypropylene packed drinks[J] .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20,43(14):2 850 - 2 857.

[43] 　 ZHANG K,LIU C,LI S Y,et al. A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
vent based vortex-assiste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for the de-
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from biological and indoor air samples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J] . Journal of Chroma-
tography A,2019,1589:39 - 46.

[44] 　 SOROURADDIN S M,FARAJZADEH M A,OKHRAVI T. Devel-
opment of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using as complexing agent and extraction solvent:
Application for extraction of heavy metals[ J] . Sepa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0,55(16):2 955 - 2 966.

[45] 　 ALOTHMAN Z A,HABILA M A,YILMAZ E,et al. A novel deep
eutectic solvent microextraction procedure for enrichment, separa-
tion and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palladium
at ultra-trace level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 J] . Measurement,
2020,153:107 394 - 107 398.

[46] 　 FLORINDO C,BRANCO L C,MARRUCHO I M. Quest for green-
solvent design:From hydrophilic to hydrophobic ( deep) eutectic
solvents[J] . Chemsuschem,2019,12(8):1 549 - 1 559.

[47] 　 SHISHOV A,GORBUNOV A,MOSKVIN L,et al. Decomposi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 based on choline chloride and phenol in aque-
ous phase[J]. Journal of Molecular Liquids,2020,301:112 380 -
112 384.

[48] 　 CELEBI A T,VLUGT T J H,MOULTOS O A. Structural,thermody-
namic,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aqueous reline and ethaline solu-
tions from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J] .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2019,123(51):11 014 - 11 025.

[49] 　 MARYAM S,HAKIM F,HAMIDREZA S, et al. Sustainable and
green microextraction of organophosphorus flame retardants by a no-
vel phosphonium-based deep eutectic solvent[ J] . Journal of Sepa-
ration Science,2020,43(2):452 - 461.

[50] 　 FARAJZADEH M A,SOHRABI H,MOHEBBI A,et al. Combination
of a modified quick,easy,cheap,efficient,rugged,and safe extraction
method with a deep eutectic solvent based microwave-assisted dis-
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Application in extraction and
preconcentration of multiclass pesticide residues in tomato samples
[J].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19,42(6):1 273 -1 280.

[51] 　 ASGHAR M,AFSHAR M M R,ALI F M,et al. A three-phase sol-
vent extrac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deep eutectic solvent-base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for extraction of some or-
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cocoa samples prior to gas chromatogra-
phy-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 J] .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20,43(18):3 674 - 3 682.

[52] 　 王素利, 郭振幅,庚丽丽. 基于低共熔溶剂的液-液微萃取技术

测定食用油中的新烟碱类杀虫剂[J / OL]. 食品科学,2020.
WANG S L,GUO Z F,GENG L L. The liqu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determination of new
neonicotinoid insecticide in edible oil[J / OL]. Food Science,2020.

[53] 　 YUVALI D,SEYHANEYILDIZI M,SOYLAK M,et al. An environ-
ment-friendly and rapid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based on new
synthesized hydrophob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for separation and
preconcentration of erythrosine (E127) in biological and pharma-
ceutical samples [ J] .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2021,244:118 842 - 118 847.

Applica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taminants in food and environment

LIN Zhihao1,2,3,ZHANG Yaohai1,2,3,JIAO Bining1,2,3∗,HAN Ke1,2,3,QIN Yan1,2,3

1(Citrus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 &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Chongqing 400712,China)
2(Laboratory of Quality an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for Citrus Product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Chongqing 400712,China)
3(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ing Center for Citrus and Seedl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Chongqing 400712,China)

ABSTRACT　 Deep eutectic solvents(DESs) have been favor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ers due to their unique properties, such as low va-
por pressure, low toxicity, good designable structures, good recyclability,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cheap, and gradually applied in the
fields of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In the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s and the modes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dispersive liquid-liq-
uid microextrac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recent applications of this techniqu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taminants in foods and the envi-
ronment were emphatically reviewed.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futur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ique are also pro-
posed.
Key words 　 deep eutectic solvents ( DESs); natural deep eutectic solvents ( NaDESs );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DLLME);environment poll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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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多糖作为一种食物来源,往往以膳食纤维的形式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有效抗肾脏损伤是其重

要的作用之一。 目前对于肾脏病的预防与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对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辅助治疗肾脏病的

研究报道较少。 该文从食品角度简述了植物多糖对糖尿病肾损伤、缺血再灌注肾损伤、重金属肾损伤、化学性肾

损伤和药物性肾损伤的干预效果,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多糖发挥抗肾损伤的作用机制,进一步

对植物多糖抗肾损伤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研发干预肾损伤的功能性食品提供参考。
关键词　 肾损伤;植物多糖;氧化应激;炎症;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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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肾脏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慢性肾脏病已

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 中国肾脏疾病

数据显示,我国 18 岁以上成人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

为 10. 8% [1]。 2016 年,40 岁以上人群中,肾脏患病

率高达 18. 7% ,且呈逐年升高趋势,这引起人们的广

泛关注。 长期的肾损伤可导致肾脏组织纤维化,进而

发展成尿毒症等终末期肾病,严重危及人类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面对如此严峻的流行病学现状,如何有效防治肾

脏病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冯哲等[2] 系统总结了

目前对于急性肾损伤的防治策略:对肾脏进行替代治

疗、扩容治疗,使用利尿剂、升压药、血管扩张剂、镇静

剂以及他汀类药物进行干预。 对于慢性肾损伤的防

治策略主要以控制血压、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和疾病特异性干预为主。 低剂量的肼苯哒嗪也可阻

止急性肾损伤转化为慢性肾损伤,防止肾纤维化[3]。
然而在治疗过程中,具有肾毒性的药物(如癌症治疗

药物)、滥用药物、抗生素和放射造影剂等均对肾脏

有明显毒性,不可避免会带来严重副作用,对肾脏造

成二次伤害。 多糖作为一种疗效显著、毒副作用小的

食品成分,在治疗肾脏病方面备受关注。 植物多糖是

发挥作用的有效成分之一,因其来源广泛,种类繁多,

生物活性丰富,已经成为食品抗肾损伤领域的研究热

点。 大量研究表明,植物多糖对肾损伤具有明显干预

作用,植物多糖丰富的生物活性,如抗氧化活性[4],
抗肿瘤活性[5 - 6],降血糖、降血脂活性[7],抗病毒活

性[8],免疫调节[9],抗辐射保护作用等,能有效减缓

或抑制肾脏病进程。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植物多糖在

抗肾损伤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求食品治

疗肾损伤的有效成分提供参考。

1　 植物多糖对肾损伤的干预效果

多糖又称为多聚糖,是由 10 个以上的单糖通过

糖苷链连接而成的直糖链或支糖链的多聚糖,广泛分

布于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动物、植物、微生物中[10]。
其中植物多糖以资源丰富、方便易得及生物活性丰富

等特点,成为了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 目前,具有抗

肾损伤活性的植物多糖已被广泛发现,研究表明,植
物多糖对多种类型肾损伤具有干预作用,以下主要介

绍植物多糖对糖尿病肾损伤、缺血再灌注肾损伤、重
金属肾损伤、化学性肾损伤及药物性肾损伤的干预

效果。
1. 1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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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近年被认为是一种伴随着代谢

紊乱的炎症性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死率。 研究证实植

物多糖对 DN 具有干预效果,主要通过降血糖、降血

脂、抗氧化、抗炎等对 DN 进行干预。 付婷婷等[11] 发

现黄精多糖具有降血糖作用,可降低 DN 大鼠尿蛋白

含量,抑制纤维化因子的表达,对糖尿病大鼠肾脏具

有保护作用。 ZHAO 等[12] 指出枸杞多糖可改善早期

DN,延缓 DN 进程,减轻肾脏炎症反应,且枸杞多糖

的预防效果强于治疗效果。 黄连多糖[13]、马齿苋多

糖[14]可提高肾组织中抗氧化酶活性,降低肾组织氧

化产物含量及血清中炎症因子的含量。 柴胡多糖在

抑制炎症因子的同时,抑制 Toll 样受体 4 ( Toll-like
receptors 4, TLR4)、高迁移率族蛋白 ( 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HMGB1) 的过度表达,中断 HMGB1-
TLR4 途径,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改善

DN[15]。
此外,植物多糖可提高胰岛素的分泌,对肾小球、

肾小管、肾皮质具有保护作用。 牛心柿叶多糖可抑制

肾脏组织中促生长因子的表达,调节其下游通路。 通

过修复肾小球过滤功能,减少尿蛋白含量,减少肾小

球基底膜细胞增生,有效保护 DN 小鼠肾脏[16]。 毛

明锋等[17] 指出,红芪多糖能够降低肾脏组织中 α 平

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的表

达,抑制细胞纤维化,减轻肾小管间质损伤。 郭福团

等[18]的研究表明,桑枝多糖可激活组蛋白去乙酰化

酶(SIRT1)蛋白的下游因子,调节肾皮质中 SIRT1 蛋

白表达,增强机体抗氧化系统能力,提高线粒体的呼

吸链复合物 I、III 的活性,对 DN 小鼠肾皮质具有保

护作用。
1. 2　 缺血再灌注肾损伤

肾脏缺血再灌注( ischemia-reperfusion,I / R)会使

细胞中营养成分和氧气缺乏,破坏肾脏组织,使肾脏

功能完全丧失,进而导致急性肾衰竭。 缺血使肾小管

上皮细胞改变,引起间质微血管病变和管周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并产生大量活性氧,造成机体氧

化应激。 植物多糖对 I / R 的肾脏具有保护作用,可通

过清除过量自由基和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和炎

症反应,修复缺血造成的细胞损伤。 CONG 等[19] 研

究了川续断根中的多糖(WRDAP-1)对 I / R 的干预作

用,体外实验显示 WRDAP-1 可降低 I / R 大鼠血清中

尿素氮、肌酐和乳酸脱氢酶水平,显著提高血清和肾

脏中抗氧化酶的活性从而提高抗氧化防御系统,表明

WRDAP-1 对 I / R 具有干预作用。 王虹等[20] 采用夹

闭大鼠双侧肾动脉的方法建立 I / R 动物模型,表明黄

芪多糖通过下调肾组织中 TLR4、NF-kB mRNA 表达,
抑制 TLR4 / NF-kB 信号通路对 I / R 进行干预作用。
此外,LI 等[21]从党参茎中分离得到党参多糖,主要由

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和少量甘露糖组成,其可以

抑制肾脏中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的释放,降低乳酸脱氢酶、谷草转氨酶以及尿

素氮、肌酐水平,改善了 I / R 诱导的肾功能损害。
LIU 等[22]研究发现人参多糖可改善 I / R,抑制诱导缺

氧转录因子的表达,修复因缺氧造成的肾小管上皮细

胞坏死,减轻 I / R 诱导的肾脏氧化损伤的发展。
1. 3　 重金属性肾损伤

重金属性肾损伤主要由环境中的镉、铅、锌等重

金属经呼吸或误服进入体内,从而在肾脏积聚,诱发

细胞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凋亡进一步损伤肾

小球、肾小管功能。 植物多糖对重金属诱导的肾损伤

具有干预作用,可通过提高机体内抗氧化系统能力,
抑制细胞凋亡。 沈蓉[23]的研究表明了蕨麻多糖对镉

源性小鼠肾损伤的保护作用,一方面多糖的抗氧化活

性可提高染镉小鼠体内抗氧化系统能力,改善肾脏细

胞中氧化还原状态。 另一方面多糖的抗凋亡作用可

恢复线粒体功能,通过抑制内源性及外源性 2 条凋亡

途径,阻止肾脏组织细胞凋亡坏死。 蒋平[24] 认为黄

精中的药效成分(多糖、皂苷、挥发油、木质素、氨基

酸和微量元素等)可恢复血清肌酐和尿素氮水平,降
低镉在小鼠肾脏中的含量,修复肾小管、肾小球的结

构和功能。
1. 4　 化学性肾损伤

化学性肾损伤是指化学毒物诱导的肾损伤,这些

化学毒物通常包括乙醇、CCl4、甘油等。 化学毒物在

肾脏组织中积聚,进而造成肾小管间质纤维化,逐渐

发展成慢性肾功能衰竭。 研究表明植物多糖对化学

性肾损伤具有干预作用,可通过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

基,增强抗氧化能力,抑制炎症反应,有效保护化学毒

物诱导的肾损伤。 WU 等[25] 研究了青钱柳多糖对

CCl4 诱导小鼠肝脏和肾脏的影响,结果表明青钱柳

多糖能明显改善小鼠肾脏肿胀,减少细胞损伤,降低

肝脏和肾脏器官指数,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改善抗氧

化状态,减少氧化应激来改善肝肾功能和结构,从而

保护肝脏和肾脏免受 CCl4 的损伤。
1. 5　 药物性肾损伤

一些药物如阿霉素、阿昔洛韦、林可霉素静滴等,
经由肾脏代谢排泄时会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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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肾脏炎症反应发生。 严重时可导致肾内血流动力

学改变,形成肾结石堵塞肾小管功能。 植物多糖能减

缓血管钙化,减轻药源性肾损伤。 樊小宝等[26] 探究

了金川石斛多糖对多柔比星肾损伤的干预作用,发现

其可降低大鼠血清中肌酐、尿素氮及尿蛋白水平,减
少肾脏细胞纤维化。 金川石斛多糖能够通过抑制

PI3K / Akt / HIF-1α 信号通路的激活,改善多柔比星肾

病大鼠肾功能。 陈浩然[27]指出海带多糖对阿霉素诱

导的肾损伤具有干预作用,海带多糖能够降低肾损伤

的标志物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尿素氮、肌酐水平,同
时抑制炎症因子和炎症蛋白的表达,改善电解质代谢

紊乱状态,进而阻止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结构稳定,
恢复肾脏细胞功能。

2　 植物多糖对肾损伤的作用机制

正常情况下,肾脏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维持

电解质和水的稳态。 肾损伤后,肾功能急剧下降,肌
酐、尿素氮以及代谢废物等在体内积聚,引起血压升

高、血管阻塞以及代谢速率减慢进而导致心、肝、肺等

器官功能衰竭。 植物多糖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方

面发挥其对肾脏的保护作用,一方面通过抑制氧化应

激,调节代谢紊乱,抑制炎症反应,减少线粒体功能障

碍,调节信号通路直接作用于肾脏组织,修复受损肾

脏细胞;另一方面通过阻止血管钙化,调节肠道菌群,
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于肾脏组织微环境,进而恢复

和保护肾功能。
2. 1　 植物多糖直接作用于肾脏组织

2. 1. 1　 抑制氧化应激

肾损伤中最普遍的诱导因素是氧化应激,研究表

明,多种植物多糖可以通过清除体内过量自由基,调
节细胞内抗氧化酶活性,维持细胞内抗氧化系统平

衡。 多糖通过与靶细胞结合调节细胞内活性氧的平

衡,抑制脂质过氧化等来减轻氧化应激造成的肾脏组

织细胞损伤,减少肾脏细胞纤维化。
研究表明,体剂量为 500、1 000、2 000 mg / kg 的

党参多糖可提高肾阴虚大鼠体内抗氧化酶活性,提高

其抗氧化能力,作用效果与用药剂量成正相关[28]。
150、300 mg / kg 的苦瓜多糖可减轻 2 型糖尿病大鼠

体内氧化应激引起的肾脏损伤[29]。 而 150 mg / kg 的

松藻硫酸多糖对肥胖大鼠的肾毒性指数及其组织学

均有恢复作用[30]。 植物多糖通过上调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和超氧化物

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的活性,下调丙

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促进抗氧化酶的

合成。 多糖与自由基螯合减少过量的自由基,进一步

增强机体抗氧化以及清除氧化产物的能力,有效保护

肾脏免受高脂肪饮食,高血糖等介导的氧化损伤。 正

常情况下,机体内的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处于氧化-抗氧化的动态平衡之中。 一旦刺激

因素打乱了这种动态平衡,就会导致细胞内 ROS 过

量积聚,损伤细胞结构和功能,造成氧化应激。 当归

多糖干预 D-半乳糖所致肾脏损伤后,可抑制肾脏细

胞糖基化终末端产物,减缓机体细胞衰老,维持细胞

内 ROS 的动态平衡,减轻 D-半乳糖所致肾脏的氧化

应激损伤[31]。
过多自由基和 ROS 的积聚也会导致机体脂质过

氧化,诱发机体代谢系统紊乱,进而使血清中肌酐、尿
素和白蛋白等代谢产生的蛋白质废物水平升高,使肾

小球过滤功能下降,植物多糖可抑制或缓解这个过

程。 褐藻硫酸多糖能下调血清中肌酐、尿素和白蛋白

水平,抑制脂质过氧化,调节代谢紊乱,从而增加肾小

管扩张和肾小球凝结,改善大鼠肝、肾和胰腺损

伤[32]。 当归多糖可降低机体脂质过氧化物和 MDA
含量,修复膜蛋白,恢复细胞膜的完整性,使受体、酶
和离子通道激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恢复正常[33]。
2. 1. 2　 调节代谢紊乱

植物多糖可通过调节肾脏代谢紊乱,促进代谢产

物的排出,改善肾脏细胞循环微环境,恢复肾脏功能。
当肾脏受到损伤时,肾脏组织不能维持基本功能,发
生代谢紊乱,最先发生的是机体水、电解质和酸碱平

衡失调。 方晴[34]证实了海带多糖可显著降低血清中

尿素氮、肌酐水平,改善 Ca2 + 、Mg2 + 等电解质及蛋白

质代谢紊乱状态。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1c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1c, SREBP-
1c)以及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α(acetyl CoA carboxylase
α,ACCα)是调节脂质代谢的关键活性酶,脂质代谢

紊乱也是导致糖尿病发病的一个关键因素[35]。 三七

多糖能够通过减少大鼠血清中 IL-1β、IL-6 和 TNF-α
等炎症因子的含量,抑制炎症反应,并且通过下调

SREBP-1c 以及 ACCα 的水平,调节机体脂质代谢紊

乱,明显改善糖尿病肾病大鼠的肾脏损伤[36]。
代谢紊乱发生后,各种代谢产物积聚,植物多糖

可促进白细胞、乳酸等代谢产物的排出,抑制肾脏细

胞的炎症反应。 蔡淑敏等[37] 研究发现,芦荟多糖对

脓毒症大鼠肾脏有保护作用,其可减少血管内的白细

胞聚集和红细胞瘀滞,加快氧输送以及乳酸等有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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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产物的流通,改善肾脏细胞循环微环境,从而恢复

其肾器官功能,发挥其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2. 1. 3　 抑制炎症反应

植物多糖具有抗炎作用,可调节炎症蛋白和细胞

因子的释放,改善炎症性贫血,减轻肾小球、肾小管等

组织的炎症反应。 生长转化因子 β1 (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能刺激体外培养系膜细胞

分泌纤维黏连蛋白,从而导致细胞外基质大量积聚,
引起肾脏组织纤维化,逐渐发展成肾小球硬化[38 - 39],
植物多糖的抗炎作用能不同程度地延缓或阻止肾小

球硬化。
大量研究证实,在 I / R 小鼠模型中,桑枝多糖能

抑制血清中促炎症因子(IL-1β、IL-6、TNF-α)的释放,
同时提高抗炎症因子 IL-10 水平,增强其抗炎效应,
从而发挥其对 I / R 小鼠的保护作用,且多糖浓度越高

作用效果越明显[40]。 桑枝多糖还可通过改善大鼠心

肌相关酶、肾功能,减轻血管内皮炎症反应,降低尿蛋

白排泄率,延缓肾功能损害[41]。 HAN 等[42]也证实了

桑叶水提取物(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等)能显

著降低血清中游离脂肪酸含量,降低胰岛素和糖化血

清蛋白含量,减轻肾脏损害,表明桑叶多糖与其他成

分间的协同作用可缓解糖尿病诱导的肾损伤,其发挥

作用的机制可能与植物多糖的抗炎活性有关。
糖尿病肾病发展到中后期炎症反应加剧,出现肾

性贫血,植物多糖可结合相关蛋白,增加肾脏细胞铁

离子的储存,减少铁离子的输出,改善肾性贫血症状。
当归多糖能够改善肾脏组织炎症微环境[43],枸杞多

糖通过降低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及
肾皮质中糖基化终末产物 (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和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II, Ang
Ⅱ)含量,减少内皮细胞损伤,从而减少炎症因子

(MCP-1、ICAM-1、TGF-β、TNF-α)的释放[44]。 进一步

加强肾小球过滤功能,延缓蛋白尿的出现,减轻糖尿

病肾脏组织炎症损伤和肾性贫血症状。
2. 1. 4　 减少线粒体功能障碍

植物多糖的抗氧化作用可恢复线粒体功能,抗凋

亡作用可抑制线粒体细胞凋亡,维持线粒体稳态。 其

中抗凋亡作用主要通过 2 种途径实现:一是内在凋亡

途径,主要由线粒体介导;二是外在凋亡途径,由死亡

受体介导[45]。 线粒体受损时,线粒体形态改变,膜通

透性改变,细胞色素 c 释放到细胞质中,进一步触发

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线粒体靶向治疗可能预防肾脏

发病和疾病进展。 黄芪多糖作用于顺铂诱导的小鼠

急性肾损伤时,通过线粒体介导的内在凋亡途径抑制

细胞凋亡[46]。 降低了细胞通透性,减少了细胞膜过

渡孔的开放,抑制了细胞色素 c 释放到细胞质中,从
而减少线粒体空泡化,使线粒体形态恢复正常。
2. 1. 5　 修复 HK-2 细胞损伤

植物多糖和化学修饰过的多糖可修复人肾近端

小管上皮细胞(human kidney-2,HK-2)损伤,通过阻

碍细胞周期,抑制晶体的成核、聚集和粘附,加强受损

细胞的清除,从而抑制肾结石的形成。 一旦肾上皮细

胞受损,细胞表面会分布表达透明质酸、磷脂酰丝氨

酸等负电荷分子[47],这些分子进一步损伤细胞,加重

肾脏结石形成的危险,多糖可修复这些损伤。 黄芪多

糖[48]和硒化黄芪多糖具有修复活性,能修复损伤的

HK-2 细胞,清除·OH 和 DPPH 自由基,减少活性氧

积聚,抑制草酸钙晶体的生长,诱导草酸钙二水合物

的形成,提高晶体的绝对电位,抑制晶体的聚集。
HAN 等[49]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黄芪多糖,尤其是分

子质量为 4. 72 kDa 的多糖,通过在表面覆盖晶体,阻
断晶体与细胞受体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细胞粘附,
促进二水草酸钙纳米晶体对受损细胞的内吞作用,预
防肾结石的形成,表明植物多糖对肾脏细胞损伤具有

修复作用。
2. 1. 6　 调节信号通路

2. 1. 6. 1　 HMGB1-TLR4 信号通路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可以识别

组织损伤时产生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
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 [50],HMGB1 是一种

高度保守的非组蛋白核蛋白[51],其与 TLR4 结合,激
活下游信号通路,引发局部炎症,导致糖尿病肾病。
柴胡多糖有抑制 TLR4 过表达的趋势,且能明显抑制

HMGB1 的表达,下调其下游信号通路 NF-kB 通路,
显著降低促炎性细胞因子( IL-6、TNF-α)的水平,通
过抑制 HMGB1-TLR4 信号通路的活性,减轻了反馈

过程, 防止了糖尿病小鼠肾脏 损 伤 的 发 生[15]。
TLR22 也是 TLRs 家族中的一员,其接头蛋白髓样分

化因子(MyD88)和 Toll 样接头蛋白 1(TRIF)及其下

游通路相关蛋白的激活可引起免疫性肾损伤。 当归

多糖孵育点带石斑鱼头肾白细胞后,可激活 TLR22,
并下调接头蛋白 MyD88 基因的表达,上调 TRIF 基因

的表达,TRIF 被激活后,其激活下游通路蛋白,从而

激活转录因子 IRF3,MHCⅡ-β 与 TNF-α,促进细胞免

疫因子释放,进而发挥免疫调节功能[52]。
2. 1. 6. 2　 TGF / Smads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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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肾脏中,TGF-β1 可促进纤维细胞生长,增加细

胞外基质含量,最终导致肾脏硬化[53]。 Smad 分子是

参与 TGF-β1 信号传导的一族蛋白,在肾病的发展

中,Smad2、Smad3 被认为是起主要作用的蛋白[54],而
Smad7 的表达则可以抑制 TGF-β1 信号通路[55]。 黄

芪多糖对糖尿病大鼠肾脏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主要

是抑制 TGF-β1 的下游因子 Smad2、Smad3 的表达,同
时增加了 Smad7 因子的蛋白表达和生物活性[53]。 可

溶性大豆多糖通过下调 TGF-β 和抑制 Smad3 蛋白磷

酸化,同时降低 α-SMA 的表达,阻止肾脏纤维化进

程[56]。 其下调 TGF-β1 是通过减少 TGF-β1 引起的

纤维化标志物: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和 α-平滑肌动蛋

白的表达抑制 TGF-β1 的 mRNA 表达水平。 结缔组

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是
TGF-β 通路的下位蛋白,参与调控 TGF-β 受体与配

体的表达,结合其他蛋白共同保证了信号传导的顺利

进行。 当归多糖作用于糖尿病肾病大鼠的肾脏时,不
仅抑制了 TGF-β 本身的表达,而且抑制了 TGF-β 通

路的下路蛋白 CTGF 的表达,阻止 TGF-β 受体与

TGF-βⅠ,TGF-βⅡ配体的结合,阻止了肾小管上皮细

胞向纤维化细胞转换[57]。 表明植物多糖可以通过抑

制 TGF / Smad 信号通路的传导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

小鼠肾脏的功能。
2. 1. 6. 3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
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

p38 MAPK 信号通路是 MAPKs 信号通路的成员

之一,通过它可以控制细胞的生长和凋亡。 一些促炎

症因子如 TNF-α 和 IL-6 等都可以激活 p38 MAPK 信

号通路,继而引发炎症反应[58]。 陈伟等[59] 发现黄芪

多糖通过下调血清中乳酸脱氢酶及炎症因子、IL-1β、
TNF-α 水平,使细胞中磷酸化 p38 MAPK 蛋白水平降

低,抑制 p38 MAPK 信号通路的激活,减轻缺氧复氧

肾小管上皮细胞的炎症反应。 P38 MAPK 信号通路

可以激活核转录因子,与下游目的蛋白结合,进一步

加重肾脏细胞损伤。 山药多糖能显著降低肾内组织

醛糖还原酶水平,抑制 p-p38 MAPK 与核转录因子结

合,调控下游目的蛋白 p-CREB 蛋白的高表达,减少

细胞外基质积聚,减轻糖尿病肾病小鼠的肾脏纤维化

程度[60]。 虎杖多糖通过降低血清中肌酐、尿素氮水

平,下调 p38 MAPK mRNA 水平,抑制 TNF-α、 p38
MAPK、p-p38 MAPK、 p-ATF2 蛋白表达, 阻止 p38
MAPK / ATF2 TNF-α 信号通路的激活,同时减少脂质

运载蛋白(NGAL)和肾损伤分子-1(kidney injury mol-

ecule 1,KIM-1) mRNA 在肾组织的表达,抑制炎症因

子 IL-1β,IL-6 的产生,减少炎症反应,表明虎杖多糖

对庆大霉素诱导的急性肾损伤有保护作用[61]。
2. 1. 6. 4　 多种信号通路联合

大量研究表明,细胞内的多条信号转导通路对改

善肾脏组织细胞损伤有协同作用。 在高糖诱导的肾

小管上皮细胞 NRK-52E 细胞模型中,褐藻多糖硫酸

脂[62] ( fucoidan, FPS)通过抑制蛋白激酶 C( protein
kinase C, PKC)涉及的信号通路和 TGF-β 信号通路

来减缓肾纤维化过程。 FPS 通过下调 PKC-α、PKC-
β2 表达,抑制细胞内的 PKC 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

抑制 PKC 调节和信号转导等不同的生物功能的表

达,同时下调 TGF-β1 和 P-选择素的表达,有效缓解

高糖产生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此外,海带多糖也

可通过调节 TGF-β 信号通路抑制 Smad3 表达,同时

抑制 MAPKs,NF-kB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预防阿霉素

诱导的小鼠急性肾损伤[63]。 海带多糖显著抑制了阿

霉素诱导的急性肾损伤小鼠肾脏中 p-p65、 p-p38、
p-erk1 / 2和 p-jnk 的增强,降低细胞因子和间质标记

物脱蛋白的蛋白水平,增加足细胞结构标记物的蛋白

水平。
2. 2　 植物多糖作用于肾脏组织微环境

除了直接作用于肾脏细胞外,植物多糖还可调控

肾脏细胞的微环境,通过改善机体血管钙化,调节肠

道菌群,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方面间接预防或修复肾细

胞损伤。
2. 2. 1　 阻止血管钙化

导致慢性肾病患者高死亡率的因素之一是血管

钙化等心血管类疾病,植物多糖能通过抑制血管钙化

减缓肾功能衰竭进程。 在腺嘌呤诱导的慢性肾功能

衰竭小鼠模型中,海带多糖能够减轻钙磷盐在主动脉

沉积,降低主动脉碱性磷酸酶活性,以及血清中甲状

旁腺素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3 (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23 ) 的含量,有效减缓主动脉钙化水

平[34]。 血管平滑肌细胞是主动脉血管膜的重要组成

成分之一,当机体出现炎症或代谢紊乱时,血管平滑

肌细胞逐渐转分化为类成骨细胞,激活成骨细胞相关

蛋白的表达,成骨细胞能够主动沉积羟基磷灰石,并
加深血管钙化程度。 HUANG 等[64] 的研究进一步表

明了紫菜多糖可通过降低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软骨

细胞相关因子、骨桥蛋白和骨钙素的表达,从而使羟

基磷灰石晶体附着于细胞表面而减少其进入细胞的

数量,有效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损伤向成骨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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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显抑制主动脉钙水平。 同时紫菜多糖也可抑制

血清肌酐、血清磷和血清尿素氮水平。
2. 2. 2　 调节肠道菌群

植物多糖可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失调,保护菌群

的多样性,影响免疫系统变化,通过肾、肠间的相互作

用治疗糖尿病肾病。 柴胡多糖增加了肠道有益菌群

的数量,保护了菌群的多样性,因而对肠道菌群的生

态失调具有调节作用[65]。 多糖被肠道间的微生物菌

群分解为可直接消化吸收的单糖组分,通过代谢循环

到达肾脏宿主细胞,进而与宿主细胞结合,改善糖尿

病肾病。
2. 2. 3　 提高机体免疫力

植物多糖能够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

活巨噬细胞,诱导巨噬细胞极化,进而激活细胞内多

种信号通路,增强巨噬细胞的增殖和吞噬活性,提高

机体免疫力[66 - 67],改善免疫性肾损伤。 体外对大黄

花鱼原代头肾巨噬细胞的实验表明,黄芪多糖和黄芪

多糖脂质体均能抑制 ROS 的产生,促进 NO 的生

成[68]。 体内实验也表明,两者均能提高血清总蛋白

和白蛋白含量,提高血清非特异性免疫酶、碱性磷酸

酶和溶菌酶活性,增强头肾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 表

明黄芪多糖可改善大黄花鱼肾细胞的损伤,其机制可

能与植物多糖可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炎症反应

有关。

3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使得肾脏功能严重受损,肾脏疾病发病率逐年升

高。 目前治疗肾损伤的策略主要为连续性肾脏替代

治疗[69],但易出现出血、血栓、血液感染等并发症从

而严重影响治疗效果。 一些治疗糖尿病肾病的药物

如二甲双胍[70]虽然可以抑制葡萄糖的吸收,但可能

导致肾脏功能衰退者乳酸中毒。 而植物多糖可以减

少乳酸在体内堆积,促进 CO2、H2O,无机盐,尿素等

代谢产物的排出,植物多糖还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

性,与靶细胞作用的时间长,代谢产物更易于分解等

优点,这可能成为替代传统的减阻聚合物环氧乙烷的

新选择[37]。 基于植物多糖具有疗效显著、来源广泛

且毒副作用小等特点,更多的研究者们聚焦于其抗肾

损伤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的研究表明,
植物多糖对糖尿病肾病、缺血再灌注肾损伤、重金属

肾损伤、化学性肾损伤及药物性肾损伤等具有明显的

干预作用。 植物多糖抗肾损伤的作用机制也呈现多

样化,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抑制氧化应激,调节代谢紊

乱,抑制炎症反应,减少线粒体功能障碍,调节信号通

路直接作用于肾脏组织,修复细胞损伤。 另一方面通

过阻止血管钙化,调节肠道菌群,提高机体免疫力等

作用于肾脏组织微环境,影响其他器官进而恢复和保

护肾脏形态和生理功能。
由于肾脏病的诱发因素众多,发病机制十分复

杂,目前植物多糖抗肾损伤更全面的机制仍不明确。
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结合现代研究技术,如
红外光谱、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高效阴离子交换

色谱及气相色谱分析-质谱法等,进一步明确植物多

糖发挥抗肾损伤活性的单糖组成、分子结构及修饰方

法,为多糖的构效关系提供新思路;(2)可把植物中

的多糖与其他有效成分(黄酮类、生物碱、皂苷、萜
类、醌类、酚类、生物酶、蛋白组分等)联合起来,采用

体内、体外实验相结合的方式,为开发抗肾损伤的功

能性食品奠定实验基础;(3)把植物多糖作为一种治

疗潜在或轻度肾功能损伤患者的药物替代物或辅助

治疗剂,在多组学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从脂质和蛋白

质代谢角度去探索植物多糖对肾损伤的防御机制,同
时为深度开发利用药食同源类植物治疗肾损伤的有

效成分提供科学依据。 植物多糖作为一种有效抗肾

损伤的生物大分子,目前的研究还不成熟,仍需要广

大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继续进行深入探索,以期

推动其在食品保健品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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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白酒酿造属于典型的多菌种固态发酵模式,因特殊的开放式酿造工艺使得参与发酵的微生物种类

极其复杂,然而传统分离培养技术限制了对复杂微生物体系的深入研究。 基因组学以其通量高、规模大等特点

为解析复杂多样的生物体基因组提供了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对传统白酒固态发酵微生物及其表达调控的研究,
最终揭示微生物与功能代谢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本文主要综述了基因组学关键技术及其在白酒酿造基础研

究中的多方面应用,总结多组学联合技术在白酒酿造基础研究中的应用现状,为实现高产优质、现代化酿造白酒

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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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是我国特有的传统饮料酒种,酿造工艺复

杂。 根据其发酵原料、糖化发酵剂种类、生产工艺等

不同,可分为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清酱香型等十

几种香型。 白酒的酿造属于典型的多菌种固态发酵

模式,发酵微生物是其酿造核心动力,微生物群落结

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白酒的风味与质量,对解析白酒

风味成分及其发酵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白

酒自然发酵的开放式酿造致使其中的微生物结构极

其复杂,使得解析微生物及其风味代谢机理成为了白

酒酿造基础研究领域中的重难点之一。 基因组学技

术以其通量高、规模大等特点为复杂多样的微生物研

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1],能够对参与酿造的微生

物基因组进行深度测序,成为架起酿造复杂微生物与

风味成分之间的第一道桥梁。
近年,基因组学研究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食

品微生物的研究中,针对白酒酿造中复杂的微生物,
基因组学也为揭示其中的许多“未知因素”提供了有

效方法。 如邓杰等[2]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解析浓香

型白酒的微生物群落,结果表明该方法优于其他分子

生物学技术,能更加完整和准确地鉴别微生物群落、
功能菌等;近 2 年,研究者们采用基因组学策略解析

酱香型白酒制曲、制酒等发酵过程中参与的微生物菌

群结构多样性、微生态多样性特征等,揭示了酱香白

酒酿造过程中不为人知的菌群结构及资源,为解析传

统白酒酿造过程中微生物来源、生态结构等提供了科

学依据[3 - 6]。 上述研究表明,基因组学技术能够从基

因水平揭示白酒酿造微生物组成、结构、功能、代谢机

制等信息,为传统白酒的现代化酿造和转型升级提供

科技支撑。 本文主要概述基因组学的关键技术及其

在白酒酿造基础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并介绍多组学方

法在该领域的应用现状。

1　 基因组学关键技术概述

自 1896 年美国生物学家Walter Gilbert 提出基因

组研究的 3 个重要技术领域以来[7],基因组学技术日

趋完善,包括基因组测序、测序数据处理、基因预测与

注释等,解析微生物序列、物种结构、功能组成等信

息。 在白酒酿造基础研究领域中,基因组学技术同样

为研究传统白酒酿造微生物提供了有效方法,是解析

复杂风味物质及微生物代谢机制的前提。 图 1 总结

了传统研究技术与基因组学技术在解决微生物问题

方面的差异。
1. 1　 基因组测序

基因组学的核心技术是基因组测序,高通量测序

是目前最普及的测序技术,以其产出通量高,工作量

小,信息量大等特点能够实现快速测序,包括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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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宏基因组、16S rRNA 等多种方法[8]。 微生物

全基因组测序的应用可实现对单个细胞或生物体遗

传物质信息总和的分析,如 WU 等[9]利用 Illumina 平

台解析某酒厂生产过程中地衣芽孢杆菌 GMCC3963
全基因组序列,结果表明该测序方法对序列区域覆盖

度高,覆盖约 200 倍基因组的 888 Mb 成对末端数据。
微生物宏基因组测序以微生物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
常用于解析白酒发酵酒醅、酒糟、窖泥等群体微生物。
如 GUO 等[10]利用 Illumina 平台对浓香型白酒发酵窖

池中的微生物群落进行宏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样品

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16S rRNA 与 ITS
测序是常用的扩增子测序方法,可用于鉴定样本中的

细菌或真菌,比较复杂环境中微生物的系统发育和分

类,探索微生物群落组成信息。 如罗方雯等[5]利用 ITS
及 16S rDNA 引物测序解析茅台镇不同主酿区域生产

用大曲样品真菌及细菌结构多样性特征,并首次检出

酱香型白酒酿造环境中的特点酵母属等微生物,丰富

了白酒酿造微生物资源。

图 1　 传统研究技术与基因组学技术在解决微生物研究问题方面的差异

Fig.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research and genomics techniques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icrobial research

1. 2　 原始数据处理

DNA 或 RNA 有上千个碱基长序列,而高通量测

序技术存在碱基读取短(200 ~ 300 bp)、可靠性低、易
引入错误率等问题,为获得完整的微生物基因组信息,
测序时需将 DNA 或 RNA 分割成小片段,并于测序后

利用软件将其拼接成完整序列及质量控制。 根据不同

的数据类型,可采用相应的拼接及质控软件,在传统白

酒酿造微生物基因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是 Fast Length
Adjustment of Short Reads(FLASH) [11] 软件,将测序产

生的 paired-end reads 快速拼接为 DNA 片段,并在此基

础上利用 Trimmomatic[12] 软件对序列进行质量控制,
以得到高质量且完整的微生物基因序列信息。
1. 3　 基因组注释

通过分析处理获得微生物序列信息是基因组学

研究的难点之一。 近年,已建立多种分析方法,包括

基因组分装(binning)、基因组样本比较及分类、基因

组结构及功能注释等[13]。 其中,核心技术是通过基

因组注释获得微生物基因序列的结构和功能信息,主
要分为 2 步:第 1 步是基因组结构注释。 预测基因组

结构,搜索基因组中开放阅读框(ORF) [13],以获得微

生物基因功能信息,常在 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
otechnology Information)平台上采用 Basic Local Align-

ment Search Tool (BLAST) [14]比对定位已知基因并

确定基因信息。 第 2 步是基因功能注释。 包括基因

功能注释、非编码 RNA 注释等。 该方法主要通过与

各种功能数据库,如 SWISS-PROT(注释性蛋白序列

数据库) [15]、GO(描述分子功能、生物过程和细胞成

分的数据库) [16]、COG(同源蛋白组群数据库) [17]、
KEGG(基因、蛋白质、化学物质组成的数据库资

源) [18]比对序列及捕获基因的功能信息。
1. 4　 基因组网络结构

基因组网络指获得微生物基因组信息并聚类后

构建相邻基因间的连接关系,以网络图的方式组织可

视化基因组信息,研究基因组内的微生物系统发育关

系,探讨微生物的遗传特征及多样性等[19]。 如,
JIANG 等[20]基于基因同源关系和位置信息创建了构

建基因组网络的方法,称为基因组拓扑网络(Genome
Topology Network, GTN),用于研究密切相关的微生

物基因组之间的结构变异,但该方法仅限于对完整基

因组的研究;面对占绝大多数不完整的基因组,邓
啸[19]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以分析绝大部分不完整

基因组。 地衣芽孢杆菌作为白酒酿造过程中的高温

优势菌株,对其基因组拓扑网络的研究同样重要,如
郭静等[21]利用拓扑网络结构研究地衣芽孢杆菌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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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相互作用(PPI),结果表明 PPI 网络在环境胁迫

下的拓扑结构非常稳定,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对维持

细胞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为解析白酒

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微生物提供了方法参考。

2　 基因组学策略解析酿造微生物群落结构及

多样性特征

2. 1　 解析酿造微生物群落结构

　 　 众所周知,微生物对白酒的质量、风味起着决定

性作用,然而白酒酿造微生物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
拮抗、竞争[22]等种间关系,以整体协作的方式推动着

白酒发酵的进行,因而有必要系统解析微生物的群落

结构。 基因组学技术具有快速解析的优势,被应用于

解析白酒发酵微生物群落结构、优势菌种、未知菌种

等信息。 表 1 总结了基因组学在传统白酒酿造微生

物群落结构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表 1　 基因组学在传统白酒酿造微生物群落结构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Table 1　 Research status of genomic technology in Baijiu microbial community
研究者及年份 试验对象 分析目的 研究结果

任爱容等[23]

(2020)
不同主酿区生产
用酱香型大曲

细菌
群落结构

利用基因组学技术解析茅台镇不同主酿区域细菌菌群结构,结果表明各主酿区域微生物具
有其特点及共性,充分证明了茅台镇产酱香白酒的整体优势及生态结构的稳定性。

张艳[24]

(2015)
酱香型白酒酿
造酒醅

乳酸菌
群落结构

利用基因组学技术解析酱香型白酒发酵中乳酸菌菌群结构,结果表明样品中乳酸菌的优势
菌种不同,并与其他微生物属存在相关性,为白酒酿造中乳酸菌群的研究提供数据。

WANG 等[25]

(2019)
酱香型
大曲、窖池

细菌
群落结构

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解析茅台酒发酵过程细菌群落结构,结果表明样品中的优势微生物随
发酵时期的变化及差异性,为后期研究发酵过程微生物动力学变化提供参考数据。

勾文君等[26]

(2019)
洋河酒
窖泥

细菌
群落结构

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解析不同窖龄的窖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结果表明样品中微生物群落
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差异性,以此利用微生物群落组成特征判定窖泥质量及功能预测。

王雪山[27]

(2018)
清香型
白酒酿造酒醅

细菌
种群结构

利用宏基因组学研究技术解析白酒新老酒厂中微生物群落,结果表明发酵环境引起发酵微
生物演替并与风味物质相关,为认识微生物群落与代谢物间的相关性研究提供基础。

刘芸雅[28]

(2015)
绍兴麦曲及
黄酒发酵液

细菌 / 真菌
群落结构

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解析黄酒发酵过程中细菌、真菌群落结构,获得不同发酵阶段微生物
群落组成及变化趋势,为后续发酵机理及风味形成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获得群落中微生物信息以后,则需利用生物信息

学手段对所获得的测序数据进行群落结构解析,分析

思路如图 2 所示。

图 2　 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思路总结

Fig. 2　 The idea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2. 2　 解析酿造微生物多样性特征

与以往解析多样性方法相比,基因组学技术凭借

其直接、快速、深入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解析

白酒酿造微生物多样性信息。 常利用聚类反应产出

样本中物种数目,了解微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常见

的丰度估计方法有 α-多样性和 β-多样性等。 如王雪

山等[27]为考察清香型白酒发酵过程中新、老酒厂的

微生物种群演替差异,通过高通量测序及 α-多样性

解析,表明不同环境酒醅中细菌多样性随时间变化规

律差异较大;LI 等[29] 利用宏基因组测序考察经代谢

芳香成分的酵母菌株强化的大曲对发酵微生物群落

多样性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基于操作分类单元的所

有稀疏曲线都趋于饱和,序列很好的表示了物种的多

样性。 此外,考察发酵环境、原料和人工等因素对白

酒酿造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样很重要,如黎瑶依

等[30]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解析茅台镇酱香型白酒各

生产主酿区域的环境真菌菌群多样性,结果表明酿造

环境中标志性真菌随酿造时空径向变化而变化,且主

要微生物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持酿造微生态的关键。
基因组学技术被证明可以高效的解析内在、外在因素

对复杂微生物群落及多样性的影响,为了解白酒工业

化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提供科学方法。

3　 基因组学解析酿造微生物功能基因及其特征

解析白酒主体香成分一直以来是研究者关注的

热点,目前,浓香型、清香型白酒的主体香已明确,而
酱香型白酒的主体香至今仍不清晰,对白酒风味成分

的认识仍为欠缺,主要存在 2 大问题:一是对白酒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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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微生物的功能基因认识不清晰;二是对其代谢机制

认识不清晰。 基因组学被认为是对以上研究有利的,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风味和其他功能基因解析

两方面。
3. 1　 产风味物质的微生物功能基因解析

解析风味产物是白酒酿造研究中的突破点之一,
以基因表达、特征风味化合物为导向解析微生物代谢

物机理的策略为基因调控酶,酶参与调控代谢途径及

产物,以该思路可正向、逆向解析微生物功能基因。
如 LIU 等[31]曾以该思路为导向解析绍兴机械化黄酒

发酵醪微生物,经 Illumina 平台测序、基因预测及图

谱构建了一个风味代谢网络,实现注释基因 ID、酶与

微生物群的网络连接,以此解析产生风味物质的功能

基因,该方法的应用从“源头”加深对白酒风味的认

识。 类似的研究还有 LI 等[32] 从茅台风味大曲中分

离到嗜热菌 Laceyella sacchari FBKL 4. 010 菌株,利用

全基因组解析及功能注释发现其具有风味成分四甲

基吡嗪形成的关键基因,为研究菌株的产香功能提供

参考。 上述研究表明,基因组学可应用于挖掘功能基

因,深度解析白酒酿造过程中的功能贡献微生物,实
现对其根本性认识,为白酒工业化高质量生产的研究

指明方向。
3. 2　 产其他特征物质的微生物功能基因解析

酱香型白酒的特殊酿造环境使微生物具有高渗、
高温等环境胁迫特征[33],基因组学技术则是深入认

识微生物特殊功能的重要手段。 如 LU 等[34] 利用基

因组技术从酱香型白酒酿造过程发现 1 株酵母具有

强化代谢通路的基因组系统,并结合转录组技术明确

其共碳化功能的基因机理,该研究为提高菌株的育种

策略提供了研究基础。 WANG 等[35]从某窖泥菌株全

基因组中解析到调控乙醇合成己酸的相关基因,而己

酸可再转化为白酒关键风味物质己酸乙酯,该研究为

调控白酒生产过程中风味物质己酸乙酯的生物合成

研究提供方向。

4　 基因组学策略溯源酿造微生物及酿造产物

白酒酿造微生物多样性特征明显且来源较为

复杂,然而目前对绝大多数酿造环境微生物及特殊

产物来源的认识尚为缺乏。 基因组学技术对微生

物基因组的深度测序和功能解析,可溯源白酒酿造

过程中有益、有害微生物及产物以期在白酒生产过

程中达到“扬长避短”,调控优质白酒工业化酿造的

目的。

4. 1　 追溯酿造过程微生物来源

对于白酒开放式酿造过程中外界微生物是如何

运动并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人们知之甚少,也是为

何 1975 年茅台易地生产失败的原因。 BOKULICH
等[36]曾利用分子生物学结合统计学方法跟踪监测食

品发酵生产建筑周围的有益、有害微生物,以实现对

食品发酵过程中微生物迁移方向及影响因素的认识,
该研究为追溯白酒酿造过程中复杂微生物来源提供

了思路,而宏基因组学技术则是其中的关键手段之

一。 在白酒的酿造的研究中,WANG 等[37] 利用基因

组学技术解析浓香型白酒生产过程中微生物来源,统
计分析特征微生物及环境限定微生物,结果表明大曲

是好氧菌和兼性好氧菌的主要来源,而发酵窖泥则是

发酵厌氧菌的缓释源。 该方法追溯到了发酵过程中

微生物群落的来源,为控制白酒酿造过程中复杂微生

物提供了方向。
4. 2　 追溯酿造过程中产物来源

清晰认识白酒酿造微生物代谢产物及其来源是

实现优质白酒可控性生产的基础,对产物的溯源有助

于完善白酒发酵代谢物的系统性研究。 卢建军等[38]

将基因组序列与功能数据库比对,获得白酒发酵代谢

产物正丙醇的代谢途径及参与其中的酶,故而通过酶

搜索到关键微生物信息,以此溯源功能物质正丙醇。
在另一项研究中,LI 等[32]首先通过 GC-MS 解析到菌

株 FBKL 4. 010 产生最丰富的风味成分是四甲基吡

嗪,再以物质、酶、基因为核心思想,逆向研究发现

FBKL 4. 010 菌株中四甲基吡嗪代谢的关键基因并明

确其代谢途径,为其他未确认功能基因的识别提供了

指导。

5　 GWAS 及多组学结合技术在白酒酿造中的

应用现状

　 　 基因组学技术可实现对白酒酿造微生物更深入

的认识,以及后来兴起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也为研究微生物遗传性

状基因及其演变提供了手段,然而单方面的研究并不

能完全揭示生物体的生命现象,因此需要应用多组学

结合技术帮助我们解析白酒酿造微生物的整个生命

过程。
5. 1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应用现状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是利用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

在基因范围内寻找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起初是用于研究复杂疾病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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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地被应用

于包括白酒酿造在内的多个领域中,发现影响性状表

达的基因,探索微生物演变情况,优化菌种资源。 如

张伟平[39]为降低黄酒发酵过程中尿素的积累,利用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定位酿酒酵母的氮源代谢及尿素

积累相关基因,结果表明该技术能够从差异众多的基

因组中找到关键基因。 JACKSON 等[40] 在菌株基因

组的基础上进行关联分析,解析酿酒酵母的遗传变异

基因,对千余株酿酒酵母的 SNPs 进行主成分分析,
探索其演化和起源情况,为研究菌株性状的遗传结构

和遗传缺失的来源提供了参考。
5. 2　 多组学方法在白酒酿造发酵基础领域中的应用

GWAS 仅针对基因层面,多组学结合技术则以核

酸组、蛋白组、代谢组的结合实现从本质、表象、结果

3 方面揭示单一组学难以揭示的生命现象。 近几年,
对白酒酿造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别利用各组

学研究微生物差异表达基因、发酵微生物间相互作

用、解析代谢产物等。 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多组学

技术研究白酒酿造微生物越来越多的被应用,2015
年,LU 等[34]从白酒生产环境中分离到 1 株茅台酒酿

造用菌株 MT1,结合基因组及转录组技术比较分析

菌株的 SNPs、插入和缺失基因等,发现其关键编码酶

的功能基因,由此确定该菌株的多碳利用性及共化机

理。 2017 年,XU 等[41] 利用基因组结合转录组技术

研究酱香型白酒酿造酵母 Zygosaccharomyces bailii
MT15 的发酵特性及其对特征风味的贡献,比较发现

其产特征风味的功能基因及其表达水平,以此确定

MT15 菌株的风味贡献基因及机制。 多组学结合技

术相比单组学可较全面研究白酒酿造中微生物基因、
表达、调控、代谢物间的关系,以准确、快捷、可见的方

式为白酒酿造过程中未知的微生物问题“解谜”。

6　 总结与展望

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微生物的研究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如前文所述,基因组学已形

成一套固有的分析技术体系,对研究微生物及其风味

代谢物具有重要意义,可实现对酿造过程微生物及其

代谢等的多方面认识。 随着科学研究技术的发展,基
因组学用于解析白酒酿造微生态已逐渐成为一大热

门,但仍存在研究主要集中于解析群落微生物结构及

多样性,未能充分解析基因组数据,同时对多组学技

术的应用不全面等问题。 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白酒酿造微生物开展深入研究:(1)充分利用基因组

数据,从微生物结构及多样性的基因解析层面上升到

对微生物的基因挖掘中;(2)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密不可分,对于庞大的基因组数据来说,生物信息学

是基因组研究中强有力的手段,数字化及功能化应协

同跟上;(3)整体性利用多组学结合技术,提高对白

酒酿造微生物的多层次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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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asic research field of Baijiu brewing

YU Jingjing,HUANG Yongguang∗

Key Laboratory of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and Bio-Pharmacy of Guizhou Province,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Liquor and Food Engineering,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Chinese Baijiu brewing belongs to typical multi-strain solid fermentation. Microbial species that involved in fermentation a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due to its unique open fermentation brewing process. However, research of complex microbial system was limited by
the traditional isolation and cutivation techniques. Genomic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hroughput and large scale, provides a mechanical
means for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microbial genomes, which can realize the research on the microorganism of traditional Baijiu solid fer-
mentation and its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d further reveal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organism and functional metabolites. In
this paper, the fundamental technologies of genomics, the applications of genomics and multi-omics in the basic research field of liquor-
making were summarize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high yield and quality modern Baijiu.
Key words　 Baijiu brewing;genomics;micro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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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lant polysaccharides against kidney
injury and it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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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Medicin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4 (Research Center for Quality
Control of Natural Medicin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

ABSTRACT　 As a kind of food resource, the plant polysaccharides have many beneficial effects on human body in the form of dietary fi-
ber,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anti-kidney damage agent. At present,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idney disease are mainly based on
drug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research on the supplementary treatment of kidney diseases using health products and functional foods. In
this review,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lant polysaccharides on diabetic kidney injury, ischemia-reperfusion kidney injury, heavy metal
kidney injury, chemical kidney injury, and drug-induced kidney injury from the food point of view were briefly reviewed, and the mecha-
nisms of polysaccharides against kidney injury from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aspects were mainly discussed. Finally,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plant polysaccharides against kidney damage have further prospect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fo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kidney injury.
Key words　 kidney injury; plant polysaccharides; oxidative stress; inflammation; signal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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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赤霉烯酮内酯水解酶的鉴定、改造及应用

张振霞,徐炜,吴昊,张文立,光翠娥∗,沐万孟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214122)

摘　 要　 玉米赤霉烯酮(zearalenone,ZEN)及其衍生物是世界范围内污染最严重的一种真菌毒素,对人类生命和

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传统的物理和化学脱毒方式因存在脱毒不彻底、破坏食品质构以及导致营养

成分流失等弊端而无法满足实际生产应用。 近年来,生物酶法降解真菌毒素因微生物来源广泛、酶反应条件温

和以及脱毒效率高等诸多优势而逐渐被研究和报道。 特别地,玉米赤酶烯酮内酯水解酶( lactonase)因具有较

高的 ZEN 降解活力、明确的脱毒机理、不可逆的脱毒过程和阐明的晶体结构等优点而被广泛研究。 文章对微

生物来源的内酯水解酶的基因挖掘、性质鉴定、分子改造以及应用探索方面进行了综述。 旨在阐明目前内酯

水解酶在玉米赤霉烯酮脱毒工业应用中存在的优势与挑战,并为其未来在玉米赤霉烯酮生物降解方面的研究

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玉米赤霉烯酮;内酯水解酶;性质鉴定;分子改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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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赤霉烯酮(zearalenone,ZEN),又被称为 F-2
毒素,是一种非甾体雌激素类霉菌毒素,主要由粉红

镰刀菌 ( Fusarium roseum)、禾谷镰刀菌 ( Fusarium
graminearum)、三线镰刀菌(Fusarium tricinctum)等镰

刀菌属微生物在其次级代谢过程中产生[1]。 研究表

明,ZEN 具有一个二羟基苯甲酸内酯结构,并且根据

其内酯环结构中 C-1 和 C-6 处的官能团的不同,ZEN
还具有 5 种结构衍生物:α / β-玉米赤霉烯醇(α / β-
zearalenol, α / β-ZOL),α / β-玉米赤霉醇(α / β-zearal-
anol, α / β-ZAL)和玉米赤霉酮( zearalanone, ZAN),
这些衍生物可由 ZEN 经代谢转化产生也可在自然界

中直接产生,其中 α-ZOL 和 α-ZAL 具有比 ZEN 更高

的毒性[2]。 ZEN 主要存在于发霉的玉米、小麦、大麦

等谷物及其副产物中,是世界污染范围内最广泛的一

种霉菌毒素[3],其具有和 β-雌激素类似的酚二羟基

内酯结构,因此进入人和动物体后可竞争性的与机体

内的雌激素受体结合,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殖毒

性[4]、基因毒性[5]、致癌毒性[5]和免疫毒性[6]。
鉴于 ZEN 污染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健康隐

患,ZEN 的快速有效的脱毒方法受到越来越广泛的

关注和研究。 目前,ZEN 的脱毒方法整体上可分为

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 3 大类。 而物理法和化学法

往往存在脱毒不完全,造成某些小分子营养物质丢

失,产生二次污染物和脱毒效率低等缺陷[2, 7 - 10]。 生

物酶法脱毒因具有反应过程不可逆、反应条件温和、
无二级污染物产生、价格低廉等诸多优势,逐渐成为

研究的热点。 目前报道的具有降解 ZEN 能力的生物

酶主要有 3 种:过氧化物酶、漆酶和内酯水解酶。 其

中,过氧化物酶可氧化断裂 ZEN 分子中的二酚羟基

苯环结构实现脱毒效果。 该酶目前已经在大肠杆菌、
毕赤酵母和酿酒酵母中成功表达,但过氧化物酶降解

ZEN 的机理目前仍不明确,且脱毒过程需要过氧化

氢的参与[11 - 13]。 漆酶是一种多铜酶,可氧化 ZEN 分

子中的双酚结构实现脱毒,但主要用于降解黄曲霉毒

素,对 ZEN 显示了一个较低的活力[14 - 15]。 相比之

下,内酯水解酶具有脱毒机理明确,降解活力较高,反
应无需介质等优势,展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综

述了近些年用于 ZEN 脱毒的内酯水解酶的性质鉴

定、分子改造和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未来

ZEN 生物脱毒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1　 内酯水解酶的性质鉴定

2002 年,TAKAHASHI-ANDO 等[16] 将来自粉红

粘帚菌(Clonostachys rosea IFO 7063)的内酯水解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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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基因 ZHD101 克隆并成功在大肠杆菌中表达,首次

报道了内酯水解酶 ZHD101 催化 ZEN 降解脱毒的机

理(图 1),发现内酯水解酶首先催化 ZEN 分子中的

内酯键断裂,打开环状结构,然后自发脱羧形成完全

无毒的降解产物,并释放一分子二氧化碳。 此后,
ZHD101 在 ZEN 脱毒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并且成功在

大肠杆菌[16]、毕赤酵母[17]、酿酒酵母[18] 和罗伊氏乳

杆菌[19]等多种宿主中实现异源表达。 此外,为了更

好地满足工业应用的要求,一些其他微生物来源的内

酯 水 解 酶 如: 来 源 于 Phialophora americana 的

ZHD607[17],Neurospora crassa 的 ZENC[20],Rhinoccla-
diella mackenziei 的 zhd518[21],Cladophialophora banti-
ana 的 CbZHD[22]以及 Gliocladium roseum 的 ZENG 也

逐渐被挖掘和研究(表 1)。

图 1　 内脂水解酶降解玉米赤酶烯酮的反应示意图

Fig. 1　 Reaction mechanism of ZEN degrading by lactonase

表 1　 不同微生物来源的 ZEN 内酯水解酶性质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operties of ZEN-degrading lactonase from different microorganisms
微生物来源 GenBank 登录号 分子质量 / kDa 表达宿主 最适 pH 最适温度 / ℃ 酶活力1) / (U·mg - 1)

Clonostachys rosea IFO 7063

AB076037 30 L. reuteri Pg4 NR2) NR NR[19]

AB076037. 1 28 P. pastoris GS115 9. 0 ~ 10. 0 37 ~ 45 4976. 5[23]

AB076037 30 E. coli BL21(DE3) 10. 5 37 ~ 45 NR[18]

AB076037 30 S. cerevisiae 9. 0 ~ 10. 0 37 ~ 45 NR[16]

Rhinoccladiella mackenziei
XM_013418296. 1 29 E. coli BL21(DE3) 8 40 207[21]

KIX06614. 1 29 E. coli BL21(DE3) 8. 6 45 1. 27[24]

Neurospora crassa XM_958243. 3 29 P. pastoris GS115 8 45 530. 4[20]

Cladophialophora batiana XP_016613277. 1 NR E. coli BL21(DE3) 8 35 0. 688[22]

Gliocladium roseum
HQ825318 28 P. pastoris GS115 NR NR NR[25]

GQ8490122 28 E. coli BL21(DE3) NR NR NR[26]

KR363960. 1 29 E. coli BL21(DE3) 7 38 315[27]

Phialophora americana KIW70607 28 P. pastoris X33 8. 0 35 4940[17]

　 　 注:1)以 ZEN 为底物进行的酶活力测定;2) NR,未见报道

1. 1　 pH 对内酯水解酶的活力影响

考虑到工业应用的要求,饲用酶大多被期望具有

一个中性或偏酸性的最适 pH,并能够在酸性条件下保

持较高的酶活力,以耐受动物体胃肠消化道中酸性环

境的影响。 然而,目前已报道的内酯水解酶在降解 ZEN
时普遍具有一个偏碱性的最适 pH(8 ~10),且在偏酸性

甚至中性条件下酶活力显著下降(如表 1 所示),这对于

内酯水解酶的工业应用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最早鉴定的来自粉红粘帚菌(Clonostachys rosea

IFO 7063)的 ZHD101 最适 pH 为 9 ~ 10,当 pH 下降

为 5. 5 时,残余酶活力仅为 34% [18];来自 R. mackenz-
iei 的 RmZHD 的最适 pH 为 8. 6,在 pH 7. 0 时残余酶

活力仅剩 50%左右[24],这对其工业应用造成了极大

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挖掘的深入,一些

耐酸性更强的内酯水解酶也逐渐被发现和研究。 如

来 自 C. bantiana 的 CbZHD[22]、 P. americana 的

ZHD607[17] 以 及 R. mackenziei 的 zhd518[21] 均 在

pH 8. 0条件下展现最高酶活力,且在中性条件下的

残余酶活力均在 75% 左右;来源于 G. roseum 的

ZENG 的最适 pH 为 7. 0,这是目前鉴定的唯一一个

在中性条件下表现最高酶活力的内酯水解酶,但其在

pH 6. 0 的条件下,残余酶活力也仅为 50% 左右[27]。
尽管一些内酯水解酶已经被报道可在中性和弱酸性

条件下保持较高酶活力,其仍然无法很好地耐受动物

体胃肠消化液的复杂酸性环境。 因此,在未来,继续

挖掘寻找新型内酯水解酶,通过分子改造或酶固定化

等手段提高酶的耐酸性将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1. 2　 温度对内酯水解酶的活力影响

工业酶的热稳定性是影响酶应用的重要性质之

一。 在工业应用中,酶的热稳定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工

业生产中酶的用量、酶的催化效率以及酶催化产品被

微生物污染的概率[28]。 此外,酶是一种生物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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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但其在饲料工业加工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受高

温、高压的造粒工艺等过程,严重影响酶的活性和稳

定性。 因此,较高的耐热性对内酯水解酶的工业应用

至关重要。
目前所鉴定的内酯水解酶几乎都展示了一个较

低的最适反应温度(35 ~ 45 ℃)和较弱的热稳定性

(温度高于 50 ℃时,酶活性会骤降甚至完全失活)。
例如:最早鉴定的内酯水解酶 ZHD101 的最适温度仅

为 37 ~ 45 ℃,并且其在 50 ℃保温仅 6 min 后,便完

全失活[24]。 WANG 等[21] 发现 zhd518 的最适温度为

40 ℃,热稳定性相比 ZHD101 略有提高,但该酶在 50
℃保温 10 min 后的残余酶活力也仅剩 10%左右。 BI
等[20]发现来自 N. crassa 的 ZENC 在 55 ℃保温 1 min
后可保持较高的酶活力(90% 左右),而当实验温度

提高至 60 ℃后 ZENC 会迅速失活。 来自 R. mackenz-
iei 的 RmZHD 在 45 ℃展示了一个最高的酶活力,在
50 ℃和 55 ℃ 下保温 10 min,6 min 后仍分别具有

80%和 40%左右的残余酶活力,是目前报道的热稳

定性最优越的内酯水解酶[24],但仍然无法满足工业

造粒 70 ℃左右的高温条件。 可见,目前降解 ZEN 的

内酯水解酶的最适温度以及热稳定性仍是限制其工

业生产和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1. 3　 底物特异性

众所周知,ZEN 在自然界具有 5 种结构衍生物

(α / β-ZOL,α / β-ZAL,ZAN),这些衍生物既可由 ZEN
代谢转化而来也可在自然界中直接产生,研究发现尽

管 ZEN 在发霉谷物中的含量最高,其衍生物 α-ZOL
和 α-ZAL 却具有比 ZEN 更高的毒性[29]。 并且在发

霉谷物中,ZEN 及其衍生物往往复合存在。 因此,具
有一个较宽的底物谱对于实现内酯水解酶的工业应

用至关重要。 然而,研究发现,大部分内酯水解酶在

降解 ZEN 时,展示了一个较强的底物特异性和较窄

的底物谱,同等条件下其对毒性更高的 α-ZOL 的降

解活力通常仅为其对 ZEN 降解活力的 40%左右[30]。
2016 年,XU 等[29]解析了 ZHD101 的晶体结构,并从

从结构入手,发现相对于 ZEN,α-ZOL 的 C6’位基团

由酮基变为羟基,提高了内酯环结构的灵活性,使得

底物空间位阻增大,从而导致内酯水解酶催化三联体

的空间构型改变,酶活力降低。 这为改变内酯水解酶

的底物特异性,拓宽底物谱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在未来,蛋白质工程和分子改造手段,将成为拓宽内

酯水解酶的底物谱,提高其工业实用性非常具有潜力

的方法。

2　 内酯水解酶的分子改造

尽管目前已经有大量可降解 ZEN 的内酯水解酶

被挖掘、鉴定和研究,但它在底物特异性、热稳定性、
耐酸性方面仍然无法满足工业应用的要求。 鉴于此,
基于内酯水解酶的氨基酸序列和晶体结构,采用蛋白

质工程手段,改变其底物特异性,提高耐酸耐高温能

力,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
2. 1　 内脂水解酶的晶体结构物特异性

2002 年 TAKAHASHI-ANDO 等[16]提出内酯水解

酶 ZHD 属于 α / β 水解酶。 2012 年 PENG 等[31] 首次

阐明了 ZHD 的晶体结构(如图 2),发现 ZHD 为同源

二聚体,且单体间不存在二硫键。 ZHD 由催化中心

域和帽子域两部分组成,其中催化中心域的中央是 8
个平行链组成的 β 折叠(β1-β8),侧面环绕着 7 个

α 螺旋(α1-α4 和 α9-α11);帽子域位于 β-折叠的 C
端边缘上,由 4 个 α 螺旋(α5-α8)组成,其中长而弯

曲的 α8 螺旋,跨过了 β-折叠顶部的催化中心域。
ZHD 的催化三联体为 S102-H242-E126,并且 H242
与 S102,E126 间均以氢键连接。 底物结合口袋位

于中心域和帽子域深处,比邻催化三联体的位置,
可与底物 ZEN 产生互补性的牢固结合。 这种互补

性的底物结合口袋,也表明内酯酶 ZHD 在降解 ZEN
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29] 。 随后,来自 C. batiana 的

CbZHD[22]和来自 R. mackenziei 的 RmZHD[30]的晶体

结构也逐渐被解析和报道,并且两者的晶体结构均

和 ZHD 保持较高的相似性。
2. 2　 拓宽底物谱

研究表明发霉的谷物中除了含有大量 ZEN,往
往还含有比 ZEN 毒性更高的衍生物,如 α-ZOL 和 α-
ZAL。 而目前报道的内酯水解酶都展现了一个较强

的底物特异性,其降解 α-ZOL 的活力通常仅为其降

解 ZEN 活力的 40%左右,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工业

生产中的应用。 随着 ZHD 晶体结构的阐明,通过分

子改造拓宽内酯水解酶的底物谱吸引了广泛的注意。
随后,XU 等[29] 解析了 ZHD101 分别与底物 ZEN 和

α-ZOL 的复合晶体结构 ( PDB 登录号:3 WZL 和 3
WZM),发现与 ZEN 相比,α-ZOL 的内酯环位置更向

催化中心域偏移,内酯环可通过疏水相互作用对亲水

性的 H242 侧链咪唑产生排斥力将 H242 推远,破坏

催化三联体结构,使得内酯水解酶对α-ZOL的降解

活力降低,随后通过饱和突变,成功地获得了一个突 变体 V153H,该突变体对 α-ZOL 的降解活性提高了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288　　 2021Vol. 47 No. 7 (Total 427)

图 2　 ZHD101 的三维空间结构及部分区域的点突变研究

Fig. 2　 Crystal structure of lactonase from ZHD101 and relevant mutagenesis studies

3. 7 倍,且其对 ZEN 的降解活力基本保持不变。 在此

基础上,ZHENG 等[30] 报道了 RmZHD 及其与不同底

物复合的晶体结构(PDB,5XO7 和 5XO8),并采用相

似的方法,利用突变体与 α-ZOL 内酯环间形成的氢

键,将底物向外拉出,使催化三联体构象恢复,获得

了突变体 Y160H,使得 RmZHD 对 α-ZOL 的降解活

性提 高 了 70% 左 右; 之 后, WANG 等[21] 通 过 将

zhd518 与 ZHD101 进行序列比对和结构分析,获得

突变体 N156H,将 zhd518 对 α-ZOL 的降解活力提

高了 3. 3 倍。 可以发现,尽管目前在改变内酯水解

酶底物特异性,拓宽底物谱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研

究,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类似。 未来,依托生物信

息学通过理性设计进一步改变活性口袋大小或改

变活性口袋微环境,实现酶底物特异性的精准调

控,甚至通过“关键氨基酸”突变实现一酶多用将是

研究的重点。
2. 3　 增强热稳定性

目前, 已鉴定的内酯水解酶, 如 Zhd101[16]、
Zhd518[21]、 ZEN-jjm[26]、 Zlhy-6[25]、 ZENC[27]、
Rmzhd[24]和 Cbzhd[22],普遍具有一个较差的热稳定

性,在温度高于 50 ℃条件下孵育几分钟酶活力便大

幅降低甚至完全失活,远远无法满足饲料生产造粒过

程中的温度要求。 因此,通过分子结构改造提高酶的

热稳定性十分必要。 许中霞等[32] 为了提高 ZHD101
的热稳定性,通过半理性设计和分子改造在其分子中

温度因子 B-factor 较高,柔性变化较大的区域分别引

入了 7 对二硫键,发现突变体 D143C / P181C 在 50 ℃
加热处理 2 min 后的残余活性是野生型的 2 倍,且室

温下酶活力损失小于 10% ,结构分析显示突变体

D143C / P181C 对稳定螺旋 α1、α2、α3 和酶活力关键

氨基酸 W183 的位置,减少摆动,起重要的作用。
ZHANG 等[27] 通过以结构为基础的序列分析,在

ZENG 的帽子域和核心催化域间的 Loop 环上,获得

了 3 个 突 变 体 H134F / S136F, H134I / S136I 和

H134L / S136L,其中 H134L / S136L 在 53 ℃保温 5 min
后的残余酶活力比野生型提高 40% 左右,且室温下

突变体酶活力损失较小。 以上研究基于晶体结构和

序列信息为内酯水解酶的热稳定性改造提供了一定

的思路。 目前随着新型研究技术和策略的快速发展,
研究者也应瞄准生物信息学,数据库和计算模拟等新

技术(如:Rosetta,RMSF,FireProt 等),以期获得热稳

定性更优越的突变体,更好服务内酯水解酶的工业

应用。

3　 内酯水解酶的应用研究

ZEN 广泛存在于发霉的玉米,大麦,小麦等谷物

及其副产物中,是公认的世界污染范围内最严重的的

霉菌毒素之一。 近年来,研究者们在利用微生物所产

游离酶直接脱毒,固定化酶提高脱毒稳定性以及构造

转基因植物从源头预防 ZEN 的产生等方面进行了一

定的探索与研究(图 3)。

图 3　 ZEN 降解酶的应用流程

Fig. 3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ZEN lactonase in
different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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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微生物产酶直接用于发霉谷物中 ZEN 的降解

作为饲用酶,内酯水解酶不仅要在实验室单一反

应体系中还要在发霉饲料、谷物等复杂反应体系中,
以及动物胃肠道中实现较好的脱毒效果,才能满足工

业应用要求。 为了脱除啤酒中的 ZEN,XIANG 等[23]

将重组酶 ZHD 用于麦芽汁的脱毒,发现在麦芽汁发

酵前添加 ZHD,可以在 12 min 内脱除 90%的 ZEN,而
在麦芽汁发酵过程中由于酿酒酵母的存在和发酵温

度条件的变化,ZHD 的脱毒效果大大降低。 王壬丰

等[33]将 ZHD101 在食品级宿主马克斯克鲁维酵母发

酵,并将发酵液直接用于霉变玉米脱毒,反应 12 h
后,ZEN 基本完全消失。 BI 等[20] 将 ZENG 发酵粗酶

液直接用于被 ZEN 污染的酒糟可溶物(DDGS),玉米

副产物和玉米糠的脱毒,结果发现:充分反应 24 h 后

DDGS 的脱毒率可达到 71% ;相同条件下充分反应

48 h 后,玉米副产物中 ZEN 的降解率达到了 89% ;而
对于玉米糠,反应仅 3 h,ZEN 降解率即可达到 88% ,
反应 6 h 降解率可达到 94. 7% 。 可见,尽管游离酶可

以直接用于 ZEN 脱毒,但其活性仍受到发酵,反应体

系和物料种类等因素的制约。 2010 年,诺唯赞公司

对来自 Streptomyces coelicolor 的漆酶进行了专利申

请,并已实现商业化酶制剂生产。 该酶主要用于降解

黄曲霉毒素,对 ZEN 也显示出一定的降解活力,但目

前专门针对 ZEN 降解的内酯水解酶的商业化酶制剂

还未见推出。
3. 2　 利用固定化技术提高酶的稳定性

生物酶在胞外储存的不稳定性和对环境较差的

耐受性极大的限制了其在工业的应用。 而固定化酶

相比于游离酶具有更高的利用率,更好的稳定性以及

对环境的耐受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限制。 同

一种酶的固定化效果根据固定化方法和载体的选择

的不同也会有所差异。 HE 等[34] 以稻壳为载体对来

自 Aspergillus niger FS10 的 ZEN 降解酶 ZDE 进行固

定化,发现在 90 ℃条件下,固定化酶相比于游离酶仍

能保持 70%的残余酶活力,在 4 和 25 ℃条件下保存

1 个月后,固定化酶的活性仍能分别保持在 90% 和

70%左右,并且,其在人工猪胃肠消化液中的模拟实

验中也展现了较好的脱毒效果。 王浩宇等[35] 采用乳

化凝胶化法对 ZEN 降解酶 ZLHY6 进行微胶囊包埋

处理,包埋后的 ZLHY6 的最适温度和 pH 范围都略

有提高,且在 50 ℃条件下保温 4 h,酶活力基本没有

变化,猪胃肠液的体外模拟实验显示,该包埋酶在 4 h
胃液消化和 2. 5 h 肠液消化后,仍具有 61%的残余酶

活力。 通过不断优化固定化方法和载体的选择,固定

化技术在提高游离内酯水解酶的耐热性和耐酸性等

方面显示出来很好的应用前景。
3. 3　 利用转基因植物预防 ZEN 的产生

1999 年,利用转基因植物灭活霉菌毒素的策略

首次被提出。 2004 年,TAKAHASHI-ANDO 等[18] 首

次将绿色荧光蛋白(EGFP)与 ZHD101 融合得到 eg-
fp-zhd101,并用荧光强度表征酶量,为探求经济有效

降解 ZEN 的方法,其将融合蛋白转入水稻叶子中,发
现即使在较低的 pH 下,水稻悬浮细胞仍表现出对

ZEN 较高的降解能力。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者

们关注到 ZEN 对于植物中的危害以及寻求更加新型

高效的降解方式[36 - 37]。 如 HIGA-NISHIYAMA 等[38]

评估了该水稻模型子代对真菌毒素进行脱毒的可行

性,发现一代叶子中提取的粗酶液和二代水稻种子均

具有显著的 ZEN 降解能力。 之后,IGAWA 等[39] 将

融合蛋白 egfp-zhd101 转入玉米中,构建转基因玉米

脱毒模型,发现玉米种子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储存环

境、水分活度和温度条件下,对 ZEN 的脱毒活性几乎

不变,且种子通过在 28 ℃的 ZEN 溶液中浸泡 48 h 后

的霉菌毒素总量不到野生型的 10% 。 尽管转基因植

物均显示出较好的 ZEN 脱毒效果,ZEN 降解产物对

人体的潜在毒性以及转基因作物潜在的负面影响,如
对营养特性的影响和存在过敏原的风险,仍需要进行

系统深入的实验和评估。

4　 总结和展望

近年来,ZEN 对世界农作物的污染程度不减反

增,内酯水解酶因其较高的 ZEN 降解活力,明确的脱

毒机理,阐明的晶体结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依

托生物信息学和数据库的迅速发展,ZEN 内酯水解

酶的发现也从费时费力的微生物直接筛选向基因挖

掘转变,大量内酯水解酶被不断挖掘和鉴定,并尝试

在不同工程菌宿主中进行异源发酵表达。 为满足内

酯水解酶工业应用的要求,采用蛋白质工程手段,通
过理性设计进行分子改造,改变内酯水解酶的底物特

异性,拓宽底物谱,提高热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也不

断被探索。 此外,化学修饰方法,非理性设计与高通

量筛选手段结合,以及快速发展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如:Rosetta, RMSF 等)等手段也将为内酯水解酶的

分子改造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在应用方面,采用不同

方法和载体的固定化酶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游离酶在

应用过程对环境耐受性差的缺陷,为工业应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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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转基因植物脱毒模型在 ZEN 降

解方面也展示了一定的潜力,但考虑到转基因作物潜

在的负面影响,其应用还需长期和深入的评估和研究。
未来,持续挖掘性质更优越的内酯水解酶,通过分子改

造,定向进化,不断拓宽内酯水解酶底物谱,提高其热

稳定性,寻找最优的固定化方法和载体,更好的满足工

业应用的要求,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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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aralenone-detoxifying lactonase:Identification,mod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ZHANG Zhenxia,XU Wei,WU Hao,ZHANG Wenli,GUANG Cui’e∗,MU Wanm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Zearalenone and its derivatives are the most widely-existed mycotoxins around the world, causing huge safety hazards and
economic losses to humans.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toxification methods cannot meet the demand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due to their incomplete detoxification, destruction to food texture, and loss of nutrients. In recent years, biological and enzymatic degrada-
tion of mycotoxins has gradually been studied and reported due to its wide range of microbial sources, mild enzyme reaction conditions and
high detoxification efficiency. Particularly, the lactone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due to its high ZEN degradation activity, clear detoxifi-
cation mechanism, irreversible detoxification process and elucidated cryst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actone
in terms of gene mining, characterization, molecular mod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The purpose is to clarify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the zearalenone-detoxifying lactone,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its future research on
zearalenone biodegradation.
Key words　 zearalenone;lactonase;characterization;modific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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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酵作为一种古老的食品加工技术,不仅能延长食品的保存时间,而且具有改变食品特性的功能。 随

着近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发酵制品的潜在健康价值逐渐显现,在防治糖脂代谢性疾病方面的效应也受到更多关

注。 该文从调节神经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和肠道菌群失调 5 个方面阐述发酵制品对

糖脂代谢性疾病的作用机制,评估其作为保健品或药剂的潜力,为今后将发酵制品用于防治糖脂代谢性疾病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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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脂代谢性疾病是一类与糖脂代谢紊乱密切相

关的复杂疾病,包含Ⅱ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高
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非酒精性脂肪肝[1]。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过多摄入高热量食物

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糖脂代谢性疾病已经成为

我国主要的慢性疾病。 2019 年数据显示,我国糖尿

病患者人数高达 1. 164 亿[2],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分

别为 28. 1% 和 5. 2% [3]。 2018 年数据显示,我国心

血管患病人数高达 2. 9 亿,其中高血压患者人数达

2. 45 亿[4]。 糖脂代谢性疾病的核心特征为糖和脂代

谢的损伤,病理机制与神经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
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和肠道菌群失调有关。 糖脂代

谢性疾病的主要防治方式包括药物、饮食、运动等。
发酵是一种古老的生产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

过程中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运用发酵技术通常是

为了延长食品的保存时间。 发酵导致微生物的产物

(有机酸、乙醇等)增加,这些产物具有一定的抑菌作

用。 同时发酵过程也会改变食品的某些特性,包括外

观、质地、风味等。 发酵还应用于生产和炮制中药,可
以达到增强药效、降低毒性和产生新功效的目的。 面

食、肉类、水果、牛奶、蔬菜和中药的发酵制品已有上千

年的历史[5],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关注

发酵制品的潜在健康价值。 现代发酵工业可以精准控

制发酵过程,提高发酵产物中活性成分的含量和生物

利用度,产生有益于人体的新化学成分和微生物的次

生代谢产物。 其中活性成分通常包括多酚、黄酮、生物

活性肽、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等,
这些活性成分有抗衰老、抗肿瘤、抗氧化、抗炎等药理

作用。 因此,发酵制品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近年来,不乏有研究证实发酵制品具有改善糖脂

代谢性疾病的作用[6],但是并未见到有相关系统的

报道。 本文对具有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作用的发酵

制品进行综述,旨在分析发酵制品发挥有益作用的可

能机制,评估其作为保健品或潜在药剂的潜力,期望

为今后糖脂代谢性疾病的理论及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1　 糖脂代谢性疾病的病理机制

糖脂代谢性疾病的发生与神经内分泌紊乱、胰岛

素抵抗、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和肠道菌群失调密切

相关。 中枢神经系统有特异的神经元可以感知代谢

底物的变化,这些神经元能通过血脑屏障与瘦素、胰
岛素等细胞因子相互作用,调节体内糖脂代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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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作用于肝脏、脂肪、肌肉、大脑等效应器官,其
对糖和脂代谢均有调节作用,如果胰岛素信号通路受

损或受阻,就会导致全身糖脂代谢紊乱[8]。 葡萄糖

和脂质毒性都可以通过氧化应激损害血管内皮细胞、
胰岛细胞、肌肉和脂肪细胞的胰岛素受体,从而引起

广泛的心脑血管疾病和胰岛素抵抗[9]。 炎症信号分

子通过广泛交织的免疫网络参与调节代谢器官,如肝

脏、脂肪、肌肉等[10]。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

统,生理功能都与肠道菌群相关联。 已有研究证实通

过调整菌群结构和其产生的代谢物(如 SCFAs)能综

合调节肥胖、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糖脂代谢性疾

病[11]。 糖脂代谢性疾病是全身性的慢性疾病,故其

发生和发展不是单一器官或组织异常造成,而是多方

面失调导致的。 氧化应激会导致器官组织脂质过氧

化(lipid peroxidation,LPO),从而影响胰岛素与受体

结合,加重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炎症也能通过产生的

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加重胰岛素抵抗的程度[12];另
外代谢性炎症还能通过激活巨噬细胞间接激发氧化

应激[13];相对而言,氧化应激可通过增高活性氧( re-
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水平抑制 NO 的生物活

性,间接加重代谢性炎症反应[14];神经内分泌紊乱表

现为下丘脑等调控代谢的神经系统失调,从而错误的

调节外周器官受体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加重全身的

胰岛素抵抗,相反胰岛素抵抗会导致胰岛素通过血脑

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形成负反馈,造成神经内分泌系

统的紊乱[15];糖脂代谢性疾病中,肠道菌群结构的改

变和 SCFAs 的含量变化均会造成代谢性炎症、胰岛

素抵抗和神经内分泌紊乱的加重[16]。 由此可见,糖
脂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是上述 5 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

影响造成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糖脂代谢性疾病发病机制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hogenesis of
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2　 发酵制品对糖脂代谢性疾病的作用机制

2. 1　 调节神经内分泌紊乱

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代谢感应神

经元,最初被称为葡萄糖敏感神经元。 大脑中的代谢

感应神经元能感应微环境中葡萄糖和脂肪酸水平的

变化而对机体产生相应的改变。 随后的研究发现,这
些神经元能对循环营养物质(葡萄糖、脂肪酸等)、激
素(胰岛素、瘦素等)和外周器官(脂肪组织、胰腺、肠
道等)的其他信号作出反应,通过下丘脑释放信号分

子作用于各级靶器官、组织和细胞从而调节全身的糖

脂代谢。 糖脂代谢性疾病患者的代谢感应神经元受

到破坏,大脑将无法正确感应外周与代谢有关的信

号,身体的能量平衡和葡萄糖稳态也随之失衡[17]。
在宏观层面上,调节代谢感应神经元下游的相关

内分泌激素、营养物质和信号靶点对调节改善糖脂代

谢性疾病至关重要。 如果发酵制品可以调节这些指

标,则能对糖脂代谢产生积极影响。 一项用食用乳酸

菌饮料干预肥胖儿童的研究正好验证了这一观点,其
研究发现食用乳酸菌饮料能通过的降低食欲和进食

量,升高酪酪肽( peptide YY,PYY)和胰高血糖素样

肽( glucagon-like peptide,GLP-1)的水平能改善肥胖

儿童的肥胖程度[18]。 另外,ALFEREZ 等[19] 研究发

现发酵羊奶可以通过提高瘦素水平和降低胃饥饿素

水平进而降低食欲和增加饱腹感,从而改善贫血恢复

期肥胖。 在微观层面上,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内与糖脂

代谢相关的基因表达是改善糖脂代谢的有效途径。
近期也有研究证实,发酵食品可以调节这些基因的表

达改善糖脂代谢。 发酵麦芽补充剂被证实可以通过

上调下丘脑厌食基因原皮质醇 ( anorexigenic gene
proopiomelanocortin,POMC) /可卡因和苯丙胺调节的

转录本(cocaine and amphetamine-regulated transcript,
CART)的表达,从而减少能量摄入,降低的肥胖程

度[20]。
2. 2　 调节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是血糖和血脂的调节器。 胰岛素的受体

主要是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包括激活 PI(3)K 和下

游 PTDINS(3,4,5)P3 依赖性蛋白激酶,RAS 和 MAP
激酶级联,以及 CBL / CAP 和 TC10 的激活。 这些途

径协同作用于囊泡运输、蛋白质合成、酶激活和失活

以及基因表达的调控,从而调节糖、脂和蛋白质代谢,
增加肌肉和脂肪中的葡萄糖摄取,并抑制肝脏葡萄糖

的产生[21]。 以上通路出现缺陷时就会导致机体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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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从而产生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是糖脂代谢性疾病的共同特征之一。 因

此,改善胰岛素抵抗是防治糖脂代谢性疾病的目标

之一。 现有治疗胰岛素抵抗的药物主要是二甲双

胍和噻唑烷二酮。 发酵制品含有类黄酮、小分子肽

等具有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的成分。 研究发现发

酵制品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抵抗改善糖脂代谢性

疾病(表 2)。

表 1　 调节神经内分泌紊乱的发酵制品

Table 1　 Fermented products for regulating neuroendocrine disorders
发酵制品 发酵菌种 拉丁文学名 模型 发现 参考文献

酸奶饮料 植物乳酸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肥胖儿童
↓食欲、进食量
↑PYY、GLP-1 [18]

发酵山羊奶
保加利亚乳杆菌、
嗜热链球菌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sub. Delbrueckii,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es

贫血肥胖 Wistar 大
鼠

↓食欲
↓脂联素
↑瘦素、虹膜素、NEFA

[19]

发酵大麦 酿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肥胖 SD 大鼠
↓能量摄入、瘦素
↑POMC、CART 表达显著

[20]

　 　 注:↑升高;↓降低(下同)

表 2　 调节胰岛素抵抗的发酵制品

Table 2　 Fermented products for regulating insulin resistance
发酵制品 发酵菌种 拉丁文学名 模型 发现 参考文献

红曲发酵颗粒 红曲霉菌 Monascus 糖尿病 SD 大鼠
↓肝脏 LPO 显著
↓胰岛素、血糖、胰岛素评分
↓SOD、CAT、GSH-Px

[22]

Chungkookjang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胰腺切除糖尿病
SD 大鼠

↑异黄酮苷元和小肽
↑胰岛素分泌、胰腺 β 细胞
↑IRS2 表达

[23]

酸奶 嗜热链球菌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es
肥胖非酒精性
脂肪肝和代谢
综合征女性患者

↓胰岛素抵抗、
↓血脂、肝内脂质
↓炎症生物标志物、氧化应激、LPS

[24]

发酵大豆酱 米曲霉 Aspergillus oryzae 肥胖小鼠

↑制品类黄酮
↓胰岛素抵抗
↑骨骼肌中 AMPK
↓MAT 通透性

[25]

　 　 在宏观层面上,改善机体各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

性可以有效缓解胰岛素抵抗,从而改善糖脂代谢性疾

病。 如发酵制品可以改善各组织器官对胰岛素的敏

感性,进而可以有效缓解糖脂代谢疾病。 研究也证实

了上述观点,PYO 等[22] 用富含泛醌的红曲干预高果

糖高脂肪饮食诱导的Ⅱ型糖尿病大鼠,结果发现大鼠

的胰岛素抵抗指数降低,高血糖的状态也得到缓解。
另外该实验还显示了红曲干预还可以降低肝脏 LPO,
缓解氧化应激,增强了胰岛素与受体的结合,从而改

善糖尿病。 在微观层面上,增强胰岛素作用的相关信

号转导通路可以促进胰岛 β 细胞增殖,促进胰岛素

分泌,从而改善胰岛素分泌受损和胰岛素抵抗,达到

缓解糖脂代谢性疾病的作用。 实验研究也证实了发

酵制品可以产生上述影响。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发酵的 Chungkookjang 可以通过激活 cAMP-
CREB 通路,提高胰岛素受体底物 (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IRS)2 的表达,从而促进胰岛 β 细胞增殖,
促进胰岛素分泌,改善胰岛素抵抗进而改善糖脂代谢

性紊乱[23]。 此外,由于糖脂代谢性疾病本身病理机

制的复杂性,如脂质过氧化、炎症、氧化应激等均是导

致胰岛素抵抗的原因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上述病理因

素的指标也可以有效缓解糖脂代谢。 研究也证实了

发酵制品可以通过缓解炎症、氧化应激等病理因素的

指标来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缓解糖脂代谢。 如最近

研究发现酸奶可以通过降低血脂、炎症、氧化应激和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来改善胰岛素抵抗,
从而改善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24]。 另

外还有一项最新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实验用发酵

的大豆酱干预肥胖小鼠。 发酵大豆酱可以分别通过

改善小鼠的肠系膜脂肪组织(mesenteric adipose tis-
sue,MAT)通透性和增强脂联素介导的 AMPK 通路,
分别降低肝脏和肌肉中的代谢性炎症,从而缓解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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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胰岛素抵抗,达到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的目的[25]。
2. 3　 调节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作用的产生与高浓度的自由基有关,它
可以明显破坏细胞结构,进而影响细胞的正常功

能[26]。 氧化应激与糖脂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 在糖

脂代谢性疾病中,机体糖化蛋白的氧化降解和促炎脂

肪因子分泌增多会诱导自由基过度产生。 氧化应激

会导致相关细胞器和酶的损伤,增加脂质过氧化和产

生胰岛素抵抗[27]。 它还会导致脂肪组织变性,产生

全身低级别的炎症。 研究发现,氧化应激还可以促进

血管平滑肌增殖、肥大和胶原沉积导致血管壁增厚、
管腔狭窄,还会损伤内皮细胞功能,从而降低血管的

收缩活性[28]。 REN 等[29] 研究发现二甲双胍通过

AMP 依赖的蛋白激酶 ( 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 /沉默信息调

节因子 (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2, SIRT1)-FoxO1
途径降低氧化应激作用,改善了糖尿病肾脏疾病,可

见调节氧化应激能有效改善糖脂代谢。
补充外源性抗氧化剂可以有效改善氧化应激。

常见的抗氧化剂有维生素、植物及其活性成分和具有

抗氧化潜力的药物及杂合物[30]。 用于生产发酵制品

的果蔬、中草药等材料通常含有具有抗氧化性的活性

成分,如多酚、黄酮、大豆蛋白等。 这些活性成分通常

存在于细胞质中,存在着提取困难的问题。 研究表明

发酵可以增加这些活性成分的释放,从而提高发酵制

品的抗氧化活性[31 - 32]。 发酵制品中具有抗氧化活性

的成分还存在着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口服生物利用度

低的问题。 研究表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产生的酶有

利于这些大分子的活性物质降解为更容易被人体吸

收的小分子物质,提高生物活性[33]。 实验研究也证

实发酵制品可以通过提高其活性成分的含量和生物

利用度增强抗氧化活性,进而增强其调节糖脂代谢的

能力[6,34 - 35]。 并且,发酵制品可以通过调节氧化应

激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表 3)。
表 3　 调节氧化应激的发酵制品

Table 3　 Fermented products that regulate oxidative stress
发酵制品 发酵菌种 拉丁文学名 模型 发现 参考文献

发酵非洲刺槐豆饲料 芽孢杆菌 Bacillus 糖尿病 Wistar 大鼠
↓AST、ALT、ALP、MDA 水平
↑GST、CAT、GSH、TP 和维生素 C 含量

[36]

葛根发酵提取物 黑曲霉菌 Aspergillus niger 高血脂昆明小鼠
↑制品总酚酸含量
↑抗氧化活性

[37]

发酵番木瓜制剂 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糖尿病前期人群
↓人体红细胞溶血敏感性
↑糖尿病前期患者 TAS
↑自由基清除活性

[38]

泡菜 植物乳酸菌 L. plantarum 动脉粥样硬化小鼠
↑主动脉 NO、BH4
↓ROS、ADMA
↑eNOS 表达

[39 - 40]

发酵大豆提取物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肥胖 C57BL / 6 小鼠
↓PEPCK、G6 Pase
↓FAS、HMG-CoA 和 ACAT
↑SOD、GSH-Px 和 CAT

[41]

　 　 注:总蛋白(total protein,TP);血管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四氢
生物蝶呤(tetrahydrobiopterin,BH4);不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ADMA)

　 　 糖脂代谢紊乱状态下葡萄糖自动氧化以及糖基

化终产物的产生引发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造成脂质

过氧化肝脏、组织器官损害,从而有助于糖脂代谢性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因此,通过抗氧化剂治疗改善氧

化应激是改善糖脂代谢紊乱的有效策略。 大量研究

证实了发酵制品可以通过改善氧化应激,降低器官组

织损害,从而调节糖脂代谢。 其中,发酵大豆被证实

可以通过提高谷胱甘肽-S-转移酶 ( glutathione-S-
transferase,GST)、 还原型谷胱甘肽 ( L-glutathione,
GSH)和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的活性改善大鼠

的氧化应激,降低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
草转氨酶(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 MDA) 的 活 性, 从 而 改 善 肝 损

伤[36]。 另外一项用发酵葛根干预高血脂小鼠的实验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表明发酵葛根可以通过改善氧

化应激,调节高脂血症引起的器官组织脂质过氧化,
从而改善糖脂代谢[37]。 临床研究也有得到相似的结

果。 一项用发酵木瓜制剂干预糖尿病前期患者的临

床中,发现发酵木瓜制剂通过改善氧化应激,可显著

降低人红细胞对自由基诱导溶血的敏感性,进而降低

血红蛋白氧化速率,从而更好地改善糖尿病前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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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生理指标[38]。 还有实验研究发现发酵制品可

以通过改善氧化应激从而间接地调节糖脂代谢性疾

病。 如从韩国泡菜中分离出 3-(4-羟基-3,5-二甲氧

基苯基) 丙酸 (3-(4-hydroxyl-3, 5-dimethoxyphenyl)
propionic acid,HDMPPA)可以通过增加 eNOS 表达和

改善氧化应激维持 NO 的生物利用度,从而抑制血管

炎症反应来发挥其血管保护作用,调节心血管疾

病[39 - 40]。 另外,氧化应激会增强胰岛素抵抗程度,造
成糖脂代谢异常,因此缓解氧化应激可以有效改善胰

岛素抵抗,从而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 研究证实发酵

制品可以通过改善氧化应激,间接改善胰岛素抵抗从

而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 LEE 等[41] 研究证实发酵大

豆通过上调参与抗氧化防御系统关键酶的表达,包括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水平,
并通过诱导脂质和糖代谢降低 MDA 水平,保护胰腺

β 细胞免受氧化应激影响,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调

节糖脂代谢性疾病。
2. 4　 调节代谢性炎症反应

炎症是机体对各种病理过程(如病原体入侵、组
织损伤和刺激物)的重要生理反应。 代谢性炎症具

有与经典炎症反应不同的性质。 代谢性炎症是由代

谢细胞中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低级别炎症。 代谢性

炎症通过肝脏、脂肪、肌肉等代谢组织或器官中的炎

症激酶 JNK( c-jun N-terminal kinase,JNK)、IKK( in-
hibitor of κ kinase, IKK) 和 PKR ( protein kinase R,
PKR)抑制胰岛素的功能,并通过这些或其他机制破

坏营养和能量代谢[42]。 调节代谢性炎症相关基因和

通路的表达可以有效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包括

NF-κB信号通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
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PPAR)、白介素

(interleukin,IL)受体、肿瘤坏死因子( tumour necrosis
factor,TNF)等[43]。

发酵制品中含有包括小分子活性肽、多酚、黄酮、
多糖等具有抗炎作用的活性成分。 研究发现,发酵制

品可以通过调节代谢性炎症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

(表 4)。 肝脏、肌肉等器官组织中的促炎症因子是加

重代谢性疾病的诱因之一,降低这些炎症因子的水平

对于缓解糖脂代谢性疾病至关重要。 如果发酵制品

可以降低这类炎症因子的水平,则表明其可以通过改

善代谢性炎症调节糖脂代谢。 JOUNG 等[44] 研究证

实了上述观点,发酵油松提取物通过降低小鼠肝脏、
附睾脂肪组织和股四头肌中的炎症因子(TNF-α、IL-
1β、IL-6 和 IL-12)的表达水平,从而达到减轻代谢性

炎症,调节糖脂代谢的作用。 另外还有几项研究系统

探索了发酵制品通过调节炎症因子的基因表达水平

参与调节糖脂代谢性疾病。 发酵大豆可以通过降低

炎症因子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TNF-
α 和 IL-6 表达,最终达到缓解慢性代谢性炎症改善

糖脂代谢性疾病的目的[45]。 推测大豆中的可溶纤维

是调节肝脏基因表达和减少体内促炎细胞因子的关

键降脂成分。 姜黄素苹果酒可显著降低炎症基因表

达,包括 PPARγ、CC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α(CCAT /
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alpha,C / EBP α)、脂肪酸结

合蛋白 4 (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4, FABP4)、 IL-
1β、TNF 和趋化因子,从而降低肌肉、肝脏、脂肪等

组织中的代谢性炎症,起到缓解糖脂代谢性疾病的

作用[46] 。

表 4　 调节代谢性炎症反应的发酵制品

Table 4　 Fermented products for regulating metabolic inflammation
发酵制品 发酵菌种 拉丁文学名 模型 发现 参考文献

发酵的油松提取物
乙酰丁酸乳杆菌
乳杆菌
嗜酸乳杆菌

Lactobacillus sakei
L. plantarum
Lactobacillus brevis

肥胖 C57BL / 6 J
小鼠

↓肝重、GTT
↑肝脏脂质代谢有关的基因表达
↓TNF-α、IL-1β、IL-6 和 IL-12 表达

[44]

meju 发酵大豆纤维
霉菌
乳酸杆菌
酵母

Aspergillus oryzae
Tetragenococcus halophilus
Zygosaccharomyces rouxii

肥胖 C57BL / 6 J
小鼠

↓CRP、TNF-α 和 IL-6 表达 [45]

姜黄苹果酒 木醋杆菌 Acetobacter xylinum 高胆固醇 SD 大鼠
↓PPARγ、C / EBPα、FABP4、
TNF-α、IL-1β 表达
有机酸和姜黄素含量高

[46]

发酵松针提取物 枯草芽孢杆菌 B. subtilus RAW 264. 7 细胞
↑提取物酚类、黄酮类
↑抗氧化、抗炎活性调节
NF-κB 信号通路

[47]



综述与专题评论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297　　

　 　 分析还发现其抗肥胖效果与发酵饮料中高含量

的有机酸和姜黄素有关。 此外,代谢性炎症并非单独

影响糖脂代谢,代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能相互协同进

而造成糖脂代谢紊乱。 因此调节其共有的信号通路

有助于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 研究证实发酵制品可

以调节代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改善糖脂代谢。 发酵

松针饮料通过调节 NF-κB 信号通路对脂多糖诱导的

RAW 264. 7 巨噬细胞产生了抗氧化和抗炎特性,从
而达到调节糖脂代谢的目的[47]。
2. 5　 调节肠道菌群

人的肠道内密集地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群

落。 肠道菌群的组成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压力、疾病和药物使用的影响。 肠道生态

系统的失调与肠道相关疾病如 IBS、皮肤炎症、心血

管疾病、癌症、肥胖、心理健康、关节炎和 2 型糖尿病

有关。 肠道菌群参与了机体大多数生理病理过程,包

括糖脂代谢。 肥胖、糖尿病等糖脂代谢性疾病发病机

制与肠道微生物密切相关。 肠道菌群通过改变葡萄

糖和脂肪酸代谢,肝脏脂肪酸储存、GLP-1、IL-22、toll-
like 受体和免疫系统的调节,进而改善代谢紊乱[11]。
SCFAs 是肠道菌群发酵膳食纤维的最终产物,包含乙

酸、丙酸、丁酸等[48],其在代谢、信息传递、免疫稳态、
神经通路和癌症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糖脂代谢方面,
SCFAs 可为人体各组织提供能量,维持肠上皮细胞功

能、葡萄糖稳态和胰岛素敏感性,影响糖、脂代谢。 与

此同时,作为糖异生底物的 SCFAs 也能增加宿主的

能量收获,从而改善 2 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和其

他代谢性疾病[49]。 据此发酵制品的研究也都是基于

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和增加结肠内 SCFAs 含量进

行的。 也有不少研究证实了发酵食品可以通过调节

肠道菌群结构和增加粪便中 SCFAs 的含量,从而调

节糖脂代谢性疾病(表 5)。
表 5　 调节肠道菌群的发酵制品

Table 5　 Fermented products that regulate gut microbiota
发酵制品 发酵菌种 拉丁文学名 模型 发现 参考文献

葛根发酵液 短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 breve 肥胖 C57BL / 6 J 小鼠
↓MCP-1、IL-6 和 TNF-α 表达
肠道菌群丰度改善

[51]

发酵苦瓜多糖 植物乳酸菌 NCU116 L. plantarum 糖尿病 Wistar 大鼠
↑粪便 SCFA
肠道菌群结构改善

[52]

酸奶
干酪乳杆菌 Q14 Lactobacillus casei 糖尿病 Wistar 大鼠

↑粪便醋酸盐和丁酸盐
↑GLP-1、PYY 表达
肠道菌群结构改善

[53]

发酵胡萝卜汁 植物乳杆菌 NCU116 L. plantarum 糖尿病 Wistar 大鼠

↑制品乳酸、粪便 SCFA
↑LDL 受体、CYP7A1、GLUT-4、
PPAR-α、PPAR-γ 表达
胰腺和肾脏的抗氧化能力恢复

[54]

　 　 在宏观层面上,临床及动物实验表明糖脂代谢性

疾病的肠道菌群结构发生改变,其中厚壁菌门与拟杆

菌门比例增加,益生菌的比例降低,SCFAs 的含量降

低[50]。 因此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机构和增加其产生

SCFAs 菌的含量是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的有效途径。
最新研究也证实发酵食品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从

而调节糖脂代谢性疾病。 在肥胖小鼠的模型研究中,
发酵葛根被证实可以通过促进小鼠肠道中乳球菌和

瘤胃球菌的富集,进而增强抗肥胖和抗炎的作用[51]。
在糖尿病大鼠模型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研
究证实植物乳酸菌发酵的苦瓜多糖通过富集肠道内

拟杆菌、卢氏小球藻、口状杆菌等益生菌和促进 SC-
FAs 的产生,增强了其抗糖尿病作用[52]。 在微观层

面上,肠道菌群是通过调节血糖水平、胰岛素抵抗、抗
炎活性和 GLP-1 分泌等多种机制改善糖脂代谢性疾

病的。 发酵酸奶被证实可通过选择性富集产生 SC-
FAs 的细菌,增加 SCFAs 浓度后,增加下游 PYY 的表

达,从而改善糖尿病大鼠的糖脂代谢[53]。 另外,肠道

益生菌产生的 SCFAs 可以作用于全身,包括脑、肝、
胰、肠上皮细胞、脂肪、肌肉等与糖脂代谢相关的器官

组织,通过调节器官组织的氧化应激、降低代谢性炎

症及脂质代谢全面调节糖脂代谢性疾病。 因此发酵

制品通过肠道菌群调节糖脂代谢性疾病的机制是多

元的。 LI 等[54]发现发酵萝卜汁通过改变大鼠肠道菌

群结构,进而增加肠道 SCFAs 的含量,影响了肠道激

素释放,上调 LDL 受体、CYP7A1、葡萄糖转运体 4
(recombinant glucose transporter 4,GLUT4)、PPAR-α
和 PPAR-γ 脂质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恢复胰腺和肾

脏的抗氧化能力等一系列指标,最终改善了大鼠的糖

尿病。



食品与发酵工业 FOOD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298　　 2021Vol. 47 No. 7 (Total 427)

发酵制品可以调控糖脂代谢性疾病患者的肝脏、
胰脏、脑、肠道、脂肪和肌肉组织的功能,在宏观上表

现为增强肝脏抗氧化活性,降低脂肪组织的分化和细

胞的大小,修复胰岛 β 细胞,增加血清胰岛素、瘦素

水平,抑制食欲,增加肠道益生菌丰度和粪便 SCFAs
水平;微观上表现为上调参与抗氧化防御系统关键酶

(CAT,GSH-Px,SOD)、代谢性炎症相关基因(TNF-α,
IL-1β,PPAR-γ)、胰岛素受体底物( IRS2)、丘脑食欲

调节基因(POMC,CART)和肠道能量代谢相关激素

(GLP-1,PYY)的表达,进而从神经内分泌紊乱、胰岛

素抵抗、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和肠道菌群失调 5 个

方面综合调控糖脂代谢性疾病,如图 2 所示。

图 2　 发酵制品调控糖脂代谢性疾病机制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chanism of fermented products regulating 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3　 结语

发酵制品可以改善糖脂代谢性疾病,并通过神经

内分泌、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和肠道菌

群等 5 个方面综合进行糖脂代谢性疾病的调控,但各

机制之间的作用关系仍缺乏更多的验证。 食品和中

药通过发酵具有更好的抗糖脂代谢紊乱的作用,这与

发酵过程中增加了多酚、黄酮、小分子活性肽、可溶性

膳食纤维等活性成分的含量有关。 可见,研发对糖脂

代谢性疾病治疗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的发酵制品具

有很好的前景。 但是现有的发酵制品成分复杂,制备

工艺的可控性差,为了明确活性成分与疾病的相互作

用关系,必须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阐明发酵转化的反

应机理,这也是未来发酵制品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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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echanism of fermented products in
regulating 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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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ncient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ermentation can not only extend the shelf life of food, but also change the char-
acteristic of foo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potential health value of fermented product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its effec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lu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have also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echanism of fermented products on 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from five aspects: regulating neuroendocrine disorders, insulin resist-
ance, oxidative stress, metabolic inflammation, and gut microbiota. Simultaneously, the potential of fermented products as health care
products or drug for improving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s also reviewed,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on 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
Key words　 fermented products;glycolipid metabolic diseases;neuroendocrine; insulin resistance;oxidative stress;metabolic inflamma-
tion;gut microb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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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血糖是多种慢性病的共同危险因素,调节血糖也是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手段。 单宁作为一种天然活性

物质,广泛存在于植物中,具有良好的血糖调节活性。 该文简述了植物单宁的分类、提取方法及具有的生物学活

性功能,重点梳理了植物单宁的血糖调节活性作用机制。 植物单宁血糖调节活性作用机制可分为:抑制 α-葡萄

糖苷酶和 α-淀粉酶的活性,影响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分解,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率;促进葡萄糖转运蛋白 4 的表

达,提高体内葡萄糖转运能力,改善胰岛素抵抗;通过激活酪氨酸激酶活性,影响酪氨酸蛋白磷酸化水平,促进细

胞对葡萄糖摄取能力等。 但目前抑制糖异生、促进糖元酵解方面研究较为匮乏,这可能成为单宁血糖调节活性

研究的一个新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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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宁,又称植物鞣质,是一种有鞣革性能的复杂

混合物。 单宁在植物界中广泛存在,具有抗氧化、收
敛、螯合等多种功能,在多领域均有应用,特别是在医

药领域,抗肿瘤、降脂、降血糖等特性逐渐被发现,开
发前景广阔[1]。 糖尿病作为慢性病之一,越来越多

的人饱受其害,国际糖尿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Di-
abetes Federation, IDF)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大约有 4. 63 亿成年人(20 ~ 79 岁)患有糖尿病,该病

的医疗支出每年大于 7 600 亿美元,其治疗费用占成

人平均每年总支出的 10% [2]。 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手段是控制血糖,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对非糖尿病人

群分为两种,一是预防糖尿病前期人群发展成糖尿病

病人,二是避免血糖正常人群发展成糖尿病前期人

群。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占用率,还能降低

疾病负担,促进公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非糖尿病

病人调节血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饮食、身体活动、服
用具有血糖调节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等。

近些年单宁在工业领域的研究广泛,比如利用其

吸附性能净化水质[3],利用其抗菌性延长食品保

存[4]等。 在医药领域,单宁抗癌抗肿瘤的研究比较

多,且不断有新的进展[5],但关于其降血糖作用的综

述较匮乏,因此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单宁调节血糖的相

关实验及进展。

1　 单宁简介

单宁存在于某些植物的干、皮、根、茎、叶、果实及

果壳中,味涩略酸,可溶于水、乙醇、丙酮等,分子质量

约为 500 ~ 3 000 Da,分子结构见图 1[6]。 单宁中存

在大量酚羟基,化学结构中含有数个酚羟基的苯核,
因此活性较强,按照结构不同可以分为水解单宁、缩
合单宁和复合单宁三大类,水解单宁又包括棓单宁和

鞣花单宁,含有酯键,在强酸、强碱或某些酶的作用下

可水解生成酸类和醇类;缩合单宁又称原花青素,核
心结构是黄烷醇,不易水解;因复合单宁的结构中含

有酯键和黄烷醇,被认为是前两类的复合物[7 - 8] 。
根据单宁加热到 180 ~ 200 ℃时所得的产物可分为

(1)没食类单宁,加热所得产物中含焦棓酸(焦性没

食子酸),大部分水解类单宁具有焦棓酸类的特性,
如橡椀、栗木等所含的单宁;(2)儿茶类单宁,加热

所得产物中含焦儿茶酚,大部分缩合类单宁具有焦

儿茶酚的特性,如坚木、栲树皮等所含的单宁。

2　 植物单宁的提取与制备

植物单宁的提取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浸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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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解单宁;b-缩合单宁

图 1　 水解单宁和缩合单宁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hydrolysable tannin
and condensed tannin

微波辅助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超临界 CO2 萃

取法和酶转化提取法,对于不同的植物,其最佳提取

率参数条件也不同。 浸提法利用有机溶剂溶解单宁,
成本低,适合工业生产,是最常使用的提取技术;微波

辅助提取法的原理是使细胞热膨胀破裂,主要用于实

验室样品预处理;超声波辅助提取法通过破坏细胞壁

提高单宁提取率,和超临界 CO2 萃取法一并得到医

药、食品领域的青睐;从目前研究看,酶转化法耗时

长,产率低,实际应用还需研究[9]。 另外还有超高压

提取法、膜技术提取法、半仿生提取法、发酵法等提取

方法,均可以大大提高单宁提取率,但同时存在不足

之处,如发酵法耗时长等[10]。 通常提取到的单宁是

粗单宁,可以通过活性炭吸附法、大孔树脂吸附法、膜
分离法等进行纯化,活性炭吸附法成本低,但纯化能

力有限;大孔树脂吸附及膜分离法使用较多,但大孔

树脂吸附仍需再生处理;而采用膜分离法得到的单宁

纯化效率及品质较高[11]。
单宁具有抗氧化、收敛、螯合、抑菌、除垢等多种

作用,可用作鞣革、墨水制造、纸张、丝绸、锅炉除垢、
媒染剂、啤酒和葡萄酒的澄明剂、橡胶的凝结剂等,在
食品、日化、水、农业、传统工业等领域得到了有效且

广泛的应用[12]。 同时,单宁也拥有多种生物学活性,

对于葡萄糖代谢及血糖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3　 单宁的调节血糖作用

单宁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在细胞水平、动物水平都

有研究,以脂肪细胞、小鼠、大鼠、幼猪为实验对象,结
果表明单宁可以降低血糖含量。

有研究者用 3T3-L1 细胞证明单宁可以促进葡萄

糖转运[13],其葡萄糖摄取实验结果显示,添加去除单

宁的大花紫薇提取物的 3T3-L1 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

量与对照组细胞无显著差异,但与添加大花紫薇提取

物组的吸收量相比显著下降,另外添加 20 mg / L 单宁

酸的 3T3-L1 细胞的葡萄糖摄取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并且与添加大花紫薇提取物组的吸收量无显著差异,
同等作用时间下,多项对比说明单宁的存在加速了

3T3-L1 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 此外,随着胰岛素作

用浓度的增大,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呈先增加后减

少的趋势,而单宁对葡萄糖摄取量的影响和胰岛素相

似,在单宁质量浓度为 40 mg / L 时,葡萄糖摄取量达

到顶峰,说明高浓度的单宁不一定促进葡萄糖的吸

收,单宁剂量需适当。 这与另一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对

应之处,幼猪在食用含单宁的高粱经一段时间后,高
单宁含量组动物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低于低含量单

宁组,表示与单宁含量高的高粱品种相比,幼猪对单

宁含量低的高粱品种的利用率更高[14]。 TEIXEIRA
等[15]也发现含单宁的高粱可以降低成年犬摄入食物

的能量利用率。
魏海峰等[16]、曲萌等[17] 采用链脲佐菌素建立糖

尿病大鼠模型,探究单宁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单宁

显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改善其肾脏功能和

形态学异常,这可能与抑制肾脏多(二磷酸腺苷-核
糖)多聚酶的表达有关。 另有研究发现一种摩洛哥

菊科植物的鞣质、聚果榕单宁均可以降低糖尿病大鼠

的高血糖水平,改善肝脏、胰腺病变,提高心脏和肾脏

的 SOD 水平,提高心脏、肾脏、肝脏的过氧化氢酶水

平[18 - 19]。
虎杖是一种具有活血止痛功效的中药,临床应用

广泛。 实验发现虎杖鞣质经浸提纯化后,灌胃给四氧

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小鼠,其空腹血糖含量降至 6. 85
mmol / L,表明虎杖鞣质具有降血糖作用[20]。 采用溶液

浸提和超声波辅助提取油茶果壳中的鞣质,以 400 mg /
kg 的剂量连续灌胃糖尿病小鼠8 d后,该组小鼠的空腹

血糖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小鼠[21]。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单宁具有降低血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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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且还会影响食物利用率[22 - 23]、缓解器官组织病

变[24]、提高机体抗氧化水平等[25]。

4　 单宁的血糖调节机制

根据糖的来源和去路,单宁对血糖的调节可分为

两个部分。 一部分调节是在食物被分解成葡萄糖前,
抑制食物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比如抑制 α-葡萄糖

苷酶和 α-淀粉酶的活性;另一部分调节是在食物被

分解成葡萄糖后,加速葡萄糖的摄取、储存,抑制葡萄

糖的生成。 后者又可以分为胰岛素作用和糖代谢两

个部分,比如促进胰岛素信号分子的表达,调节糖代

谢过程中酶的表达等。
4. 1　 单宁抑制食物分解及吸收率

4. 1. 1　 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

α-葡萄糖苷酶是分解碳水化合物最后一步的关

键酶,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就可以延缓碳水化

合物的释放,降低机体血糖值[26],因此,α-葡萄糖苷

酶被认为是糖尿病候选药物的重要靶标[27]。 实验显

示单宁是良好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18]。
体外实验显示,葡萄籽提取物(主要成分是缩合

单宁)可以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 CHEN 等[29]

用 4-硝基苯基-a-D-吡喃葡萄糖苷(4-nitrophenyl-α-D-
glucopyranoside,PNPG)作为底物,与 α-葡萄糖苷酶、
葡萄籽提取物作用 15 min 后,于 405 nm 波长处测量

吸光值,结果显示普通提取法和微波萃取法得到的提

取物都可以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并且与阿卡

波糖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性无显著差异。 疏花卫

矛中分离的缩合单宁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水平

(IC50值约为 0. 083 μg / mL)远高于阿卡波糖( IC50值

约为 1 345 μg / mL),并且老鼠经口服可以显著降低

体内血糖含量,提示缩合单宁有良好的降血糖作

用[30]。 生物活性分析显示,香榧仁提取物的 α-葡萄

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 IC50 = 0. 14 mg / mL)高于阳性

对照品阿卡波糖(IC50 = 1. 29 mg / mL),发挥抑制性的

物质主要是黄酮和缩合单宁[31]。 莲蓬壳提取物对 α-
葡萄糖苷酶的抑制能力(IC50 = 15. 18 μg / mL)远高于

阿卡波糖( IC50 = 1 290 μg / mL),而缩合单宁也是莲

蓬壳提取物中发挥抑制作用的成分之一[32]。
夏栎[33]、欧洲栗[34]、坚木[35] 中的单宁粗提物都

表现出良好地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坚木单宁

洗脱分离出的 2 种组分的抑制力是阿卡波糖的 10 倍

以上,经鉴定包括水解单宁、缩合单宁、没食子酸及其

他物质,在夏栎中分析得到发挥作用的主要成分是栗

木鞣花素。 单宁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机理还未明

确,像水蒿根中的提取物[36]、齐墩果酸和熊果酸[37]、
2,4-二羟基-5-甲基苯乙酮 3[38] 的衍生物等是通过与

α-葡萄糖苷酶结合,改变了 α-葡萄糖苷酶的二级结

构,进而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而柿单宁[39]能改变

α-葡萄糖苷酶的 α-螺旋、β-折叠、β-反折叠含量,因
此,单宁是通过与 α-葡萄糖苷酶结合影响酶结构从

而达到抑制性。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在治疗糖尿病领域已经得

到临床应用,如伏格列波糖、阿卡波糖,但由于其伴有

胃肠道副作用,因而具有局限性。 开发天然来源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是今后的研究热点[40],而具有

抑制活性的单宁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4. 1. 2　 抑制 α-淀粉酶的活性

在早年的研究中,皮马印第安人传统主食包括玉

米、青豆、黄白皮、牧豆树和橡子,外国学者发现食用

这些食物后的志愿者体内血糖指数(glycemic index,
GI)均较低,这些食物的淀粉消化率比面包低得多,
其中橡子的淀粉消化率最低[41],推测是橡子中的单

宁减缓淀粉的消化率,使得 GI 较低,这对后来单宁降

低血糖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有实验表明

柿单宁可以降低淀粉的酶解率,其抑制作用随着直链

淀粉含量的增加而增强,并且等量的柿单宁对低、中、
高含量直链淀粉引起血糖升高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说明柿单宁还通过抑制直链淀粉分解来降低淀粉消

化率,从而延缓血糖值的升高[39]。
α-淀粉酶是机体吸收碳水化合物的关键酶,研究

发现单宁可以抑制其活性,达到降低血糖的目的。 甲

醇溶液提取柿单宁后烘干制成粉末加入反应体系,通
过测量可溶性淀粉中低聚糖的释放率,分析柿单宁是

否能抑制 α-淀粉酶的活性,结果显示,柿单宁能抑制

α-淀粉酶的活性且呈剂量依赖性,适宜 pH 为 5 ~
8. 5,另外在同等用量下,柿单宁抑制 α-淀粉酶的活

性(IC50 = 1. 70 g / mL)远高于五倍子酸、儿茶素[42]。
坚木单宁也可以抑制 α-淀粉酶的活性[28],但有实验

表示相同浓度的虎杖单宁可以抑制 α-D-葡萄糖苷

酶、蔗糖酶等的活性,并不会抑制 α-淀粉酶的活性,
极高浓度的虎杖单宁对 α-淀粉酶的影响也微乎其

微[43]。 两者实验结果是不同的,推测不同原材料的

单宁提取物中的单宁含量差异大,或者单宁种类不

同,对 α-淀粉酶的影响不同。
单宁抑制 α-淀粉酶活性的作用机制可能是与 α-

淀粉酶发生相互作用,改变 α-淀粉酶的结构。 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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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分析,柿单宁的存在可以增加 α-淀粉酶中的 α-
螺旋含量,降低 β-转角含量[39],这与单宁对 α-葡萄

糖苷酶的作用相似。 因此,单宁作为良好的 α-淀粉

酶抑制剂,可以有效控制血糖,通过延缓碳水化合物

的吸收调节血糖水平。
4. 2　 单宁对胰岛素信号分子的调节

4. 2. 1　 促进葡萄糖转运蛋白 4 的表达

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抵抗是引起糖尿病的

主要病因,激素是血糖调节的重要途径,胰岛素是降

低血糖的唯一激素。 LIU 等[13] 研究显示,单宁对胰

岛素受体缺陷细胞的葡萄糖摄入量没有影响,会通过

胰岛素的介导刺激葡萄糖转运。 葡萄糖转化成糖原

储存是血糖水平降低的途径之一,葡萄糖转运蛋白 4
(glucose transporter 4,GLUT4)是胰岛素介导的肌糖

原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蛋白,也是维持机体血糖稳态的

重要因子[44]。 在乙醇造成的大鼠骨骼肌细胞胰岛素

抵抗中,GLUT4 受到下调[45]。 在脂肪细胞中添加

GLUT4 的阻断剂细胞松弛素,发现单宁 + 阻断剂组

的葡萄糖摄取量比单宁组的葡萄糖摄取量显著下降,
经免疫染色观察,发现未添加阻断剂组细胞周围的

GLUT4 含量明显高于含阻断剂组[13]。 由此可见,单
宁可以通过提高 GLUT4 的水平增加脂肪细胞的葡萄

糖摄取量,进而调节血糖水平。
在胰岛素向 GLUT4 传递信号的过程中,涉及到

胰岛素受体底物蛋白-1 (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IRS-1)、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
nase,PI3K)、Akt、aPKC(atypical PKC,非典型蛋白激

酶 C)等蛋白[44]。 Western-blot 也显示单宁处理 3T3-
L1 细胞后,胰岛素受体和 Akt 磷酸化增加[13]。 另外

在没食子酸缓解高果糖饮食诱发的大鼠胰岛素抵抗

中,大鼠肝脏内的胰岛素受体( insulin receptor,IR)、
IRS-1、PI3K、Akt / PKB、GLUT2 含量均增加[46]。 这为

单宁调节血糖的分子水平研究提供了方向。
4. 2. 2　 促进酪氨酸蛋白磷酸化水平

酪氨酸激酶既可以作为胰岛素受体,又可以作为

酶发挥作用。 在探究单宁对葡萄糖摄取量影响的实

验中,加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后,葡萄糖摄入量减少,
说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影响了单宁的活性,提示酪氨

酸激酶参与了单宁对血糖的调节。 酪氨酸磷酸酶与

酪氨酸激酶共同调节酪氨酸蛋白磷酸化水平,蛋白酪

氨酸 磷 酸 酶 1B (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1B,
PTP1B)是酪氨酸磷酸酶家族成员之一,对胰岛素信

号转导进行负调节,是近年来抗糖尿病药物研发的重

要机制之一[47]。 MUTHUSAMY 等[48] 证实了菊苣中

的单宁是通过抑制 PTP1B 的活性促进 3T3-L1 细胞

对葡萄糖的摄取,另外土肉桂的嫩枝粗提物具有抗高

血糖的活性,用不同溶剂从其中分别萃取出 4 种物

质,正己烷萃取得到的原花青素含量最高为 561. 1
mg / g,对 PTP1B 的抑制力最强,高于对照组乌索

酸[49],说明单宁可能抑制 PTP1B 活性来降低血糖

水平。

5　 展望

从已有研究看,单宁在细胞、动物水平具有明确

的降低血糖的作用,但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不足,尤其

是胰岛素信号分子、糖代谢方向及其分子机制还有很

大的探究空间。 目前报道的单宁调节血糖的途径并

不是单一的,主要有 3 个调节机制:抑制 α-葡萄糖苷

酶和 α-淀粉酶的活性,影响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分解,
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率;促进 GLUT4 的表达,提高

体内葡萄糖转运能力,改善胰岛素抵抗;激活酪氨酸

激酶活性,影响酪氨酸蛋白磷酸化水平,促进细胞对

葡萄糖摄取能力。 除此以外,葡萄糖在机体内的代谢

也会影响血糖水平,如糖酵解、糖异生、糖原的合成与

分解,干预糖异生和糖原分解的过程均可以延缓机体

血糖水平的升高,但单宁对糖酵解、糖异生途径的影

响研究较为有限。 HUANG 等[46] 实验发现没食子酸

可以促进胰岛素抵抗小鼠肝脏中糖酵解限速酶己糖

激酶和磷酸果糖激酶、糖原合成酶的表达,抑制肝脏

糖异生过程中 1,6-二磷酸果糖激酶的表达,单宁同

样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对糖异生、糖酵解可能也有

影响,这也是接下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此外,单宁是

抗营养因子[50],具有较强的胃肠副作用,在调节血糖

同时还具有抑制酶活性等功能,导致机体不适,因此

需明确合适的剂量范围,使单宁在调节血糖的同时不

会对机体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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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glucose regulating activity of tannin
GENG Xueying,GUO Cang,MI Shengquan∗,ZHANG Yanzhen,GUO Junxia,CHEN Wen

(College of Health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3, China)

ABSTRACT　 Hyperglycemia is a common risk factor of many chronic diseases, plasma glucose regulating is also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hronic diseases. As a natural active substance, tannins widely exist in plants and have an outstanding activity on
plasma glucose regulating. The classification, extraction and bioactive functions of plant tannins were briefly described,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of plasma sugar regulating the activity of plant tannins. Plant tannins can delay carbohydrate absorption by inhibiting the activi-
ties of α-glucosidase and α-amylase, improved insulin resistance by promoting the expression of glucose transporter 4 and improving the
transport capacity of glucose, affect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yrosine protein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cells to uptake glucose by activa-
ting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However, there were few reports on the inhibition of gluconeogenesis and the promotion of glycolysis, indica-
ting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the study of blood glucose regulation activity of tannin.
Key words　 tannin;plasma glucose;α-glucosidase;α-amylase;glucose transporter 4;tyrosin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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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菜孢子叶的生物活性物质及其在食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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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裙带菜属于褐藻门植物,营养价值高,是海洋中的经济褐藻之一。 人们食用的部分多为其叶与梗,孢子

叶是其繁殖器官,因含较多纤维物质,食用口感较差,在加工过程中常作为废料被丢弃,造成资源浪费。 研究发

现,孢子叶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多糖、多肽、褐藻多酚、岩藻黄素等,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降血脂等

生理功效,是功能性食品开发的良好原料。 文章绍了裙带菜孢子叶生物活性物质的功能特性及提取方法,并对

其在食品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裙带菜孢子叶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裙带菜;孢子叶;生物活性物质;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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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带菜(Undaria pinnatifida) 隶属于褐藻门、褐
子纲、海带目、翅藻科、裙带菜属,亦称“海荠菜”,是
一种大型经济褐藻[1]。 主要分布于韩国、中国、日
本,是亚洲最常食用的海藻之一,在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国家也越来越受欢迎。 我国裙带菜的产量位居

世界第三,2019 年中国海藻年产量为 256 万 t,其中

裙带菜产量 20. 24 万 t[2],主要分布在渤海地区的旅

顺、大连,濒临黄海的烟威地区以及浙江的嵊泗群岛

等,除自然生长外,大连还有较大规模的人工养殖裙

带菜。 如图 1 所示,裙带菜外形因像芭蕉叶扇和裙

带,故取其名,叶片扁平,中部有隆起的中肋,叶片从

中间至边缘逐渐变薄,常形成多数羽状裂片。 其柄为

圆柱状,在裙带菜的繁殖季节,叶柄侧旁会着生出一

种木耳状、厚而富含胶质的重叠褶皱结构,称为孢子

叶,俗称“耳朵”,多出现在成熟的裙带菜中,内含孢

子囊群。 近年来,随着对藻类的开发利用,裙带菜较

高的营养价值逐步被发现,有“天然螺旋藻”的美称,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

孢子叶是裙带菜的繁殖器官,生长在裙带菜的茎

部,靠近假根处,因含有较多的纤维素,质地较硬,不
能满足人们的饮食需求。 2019 年孢子叶的年产量约

为 1. 5 万 t[2],大多在加工过程中被视为废料而丢弃,
导致资源浪费且造成环境污染。 裙带菜孢子叶营养

物质含量极其丰富,干物质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可达

图 1　 裙带菜形态图[4]

Fig. 1　 Morphology of Undaria pinnatifida

52. 52% ,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5];蛋白质含量

约为 16. 37% ,具有不同的生理活性,氨基酸涉及种

类较为广泛,含有 18 种氨基酸,其中必需氨基酸占到

蛋白质的 39. 27% ,符合 WHO / FAO 的理想蛋白质模

式[6]。 同时, 裙带菜孢子叶中粗脂肪含量约为

2. 22%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其中,n-3 脂肪酸

和 n-6 脂肪酸占脂肪酸总量的 45. 49% [7]。 钠、钾、
钙等矿物质含量较丰富。 此外,裙带菜孢子叶还含多

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良好的营养和保健功效,逐渐

成为研究的热点。 本文对裙带菜孢子叶生物活性物

质的功能特性及提取方法进行了综述,并对其在食品

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为裙带菜孢子叶的综合

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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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裙带菜孢子叶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1. 1　 多糖

1. 1. 1　 生理功效

裙带菜孢子叶多糖按组成成分可分为 3 类:褐藻

糖胶、褐藻酸钠及膳食纤维。 褐藻糖胶的化学本质是

含岩藻糖的硫酸化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
抗病毒、免疫调节、抗凝血等生理活性。 褐藻酸钠是

由 β-1, 4-D-甘露糖醛酸和 α-1, 4-L-古洛糖醛酸不规

则地连接起来的天然多糖分子,可减缓脂肪、糖和胆

盐的吸收,具有降血脂和降血糖的功效,在肠道中还

能抑制有害金属的聚集。 此外,孢子叶中还富含膳食

纤维,主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戊聚糖、木质素、果
胶等,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与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均

较高,分别为17. 78% 和 20. 22% [5]。 膳食纤维能抵

抗人体胃肠道中酶的消化,并能选择性地刺激肠道有

益菌群的生长,还具有降血糖、降血压以及提高免疫

力的作用[8]。
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多糖对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转

移以及凋亡具有重要意义。 LEE 等[9] 采用酶法将从

裙带菜孢子叶中制备的高分子质量半乳岩藻聚糖降

解成低分子质量多糖组分,研究证实其主要由 α-岩
藻糖和 β-半乳糖组成,并通过抑制 Akt / GSK-3β / β-
catenin 通路诱发细胞周期受阻和死亡,最终诱导人

前列腺癌细胞株 PC-3 的外源性和内源性凋亡,从而

发挥对前列腺的抗癌作用。 YOU 等[10] 通过醋酸铜

水解和膜分离技术获得了低分子质量的岩藻聚糖硫

酸酯,发现其可能通过改变分子构象提高了硫酸基团

的结合特性,使得抗癌活性显著提升。 岩藻聚糖硫酸

酯主要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激活

免疫细胞、促进细胞因子分泌等来达到抗癌效果,但
由于其分子质量大,结构多样化,溶解性较差、不易吸

收,在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行业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研究表明,岩藻聚糖硫酸酯的生物活性与其分子质量

有关,在一定分子质量范围内,低分子质量多糖因溶

解性好、黏度低、容易吸收、生物利用度高等优点,比
大分子多糖具有更好的生物活性,因此,低分子质量

的岩藻聚糖硫酸酯成为抗肿瘤制剂的重要研发对象。
从裙带菜孢子叶中提取的多糖具有较好的抗炎

功效,对机体修复具有显著作用。 KIM 等[11] 探讨了

低分子质量(5 k ~ 30 kDa)的岩藻聚糖硫酸酯在脂多

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 RAW264. 7 细胞炎

症中的关键作用,结果表明其可抑制有丝分裂激活蛋

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

通路和氧化应激作用,对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IL-1 和 TNF-α 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并能够阻断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
cies,ROS)的表达。 SONG 等[12]从孢子叶中分离出一

种低分子质量的岩藻聚糖硫酸酯,RAW264. 7 细胞能

显著抑制 LPS 诱导的炎症因子 NO 和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 E2,PGE2)的产生,以及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和环氧

合酶 2(cyclooxygenase-2,COX-2)的表达。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从裙带菜孢子叶中提取的岩

藻聚糖硫酸酯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是一种极具潜

力的天然抗氧化剂资源。 PARK 等[13] 从裙带菜孢子

叶中制备获得 89、35、17 和 6 kDa 的岩藻聚糖硫酸

酯,发现低分子质量的岩藻聚糖硫酸酯对 B16BL6 黑

色素瘤细胞黑色素生成的抑制作用更强,并表现出对

超氧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较好的清除能力。 奚倩

等[14]研究发现,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多糖能够降低氧

化损伤小鼠体内的血清和脑组织中的丙二醛(malon-
dialdehyde,MDA)水平,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
oxide dismutase,SOD)活力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水平,从而恢复机体

的抗氧化能力。
对裙带菜孢子叶多糖的抗病毒活性研究主要集

中于抗 I 型、抗 II 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Ⅰ
virus, HSV-1;herpes simplexⅡvirus, HSV-2)和流感

病毒。 KIM 等[15]利用酶法降解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多

糖,得到一种由半乳糖、甘露糖以及岩藻糖组成的分

子质量较低的甘露聚糖,对 HSV-1 有很强的抗病毒

活性,半数抑制质量浓度仅为 2. 64 μg / mL,作用机制

是能够竞争性地结合宿主细胞表面上的受体,抑制病

毒进入宿主细胞,从而发挥抗病毒作用。 SYNYTSYA
等[16]从裙带菜孢子叶中获得一种分子质量约为 9
kDa 的 O-乙酰基硫酸化岩藻聚糖,通过小鼠实验模

型发现该多糖对禽流感病毒(H5N3 和 H7N2 亚型)
具有防御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减少病毒复制和增

加抗体产生。
此外,裙带菜孢子叶多糖还有降血脂、抗凝血、抗

糖尿病、免疫调节等功效。 KIM 等[17] 采用纤维素酶

提取孢子叶多糖,发现一种由海藻酸盐和岩藻聚糖硫

酸酯组成的复合膳食纤维,1. 7% 的添加量能显著降

低大鼠的体重及脂肪组织的积累,并改善血脂水平,
包括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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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等[13]从孢子叶中采用超高压辅助酶法提取的

岩藻聚糖硫酸酯具有抗凝血活性,发现其与降低的分

子质量和合适的硫酸基浓度有关。 KIM 等[18] 报道了

从孢子叶制备的岩藻聚糖硫酸酯粗品及其 2 个组分

(5 kDa 和 5 k ~ 30 kDa)在 200 mg / mL 质量浓度下可

显著抑制非糖尿病小鼠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引起的

高血糖,同时,还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水平

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郑桂青等[19] 采用水提醇沉法

从裙带菜孢子叶中提取粗多糖,经 DEAE-琼脂糖阴

离子交换柱层析分离后,发现 UPP-2 和 UPP-3 组分

具有显著的免疫增强作用。
1. 1. 2　 提取方法

多糖提取主要有热水浸提、酸碱提取、酶提取、超
声提取法等[20]。 热水浸提法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之

一,但存在多糖提取率低、耗时长、所需温度高等问

题。 丛娅奇[20]利用酶解法提取孢子叶多糖,添加纤

维素酶 0. 42% ,果胶酶 0. 12% ,木瓜蛋白酶 0. 12% ,
料液比 1∶ 20,温度控制在 50 ℃,酶解时间为 4 h,多
糖提取率可达 13. 4% ,多糖总量达到 69. 6% 。 此法

作用条件温和、提取时间短、提取的多糖纯度高,但生

产成本高,温度不易控制。 单独使用提取率较低,可
以适当结合热水提取法等其他方法共同使用。 SONG
等[12]在优化超声功率、超声时间以及乙醇添加与否

等因素基础上探索了超声波提取法,结果表明,提取

时间 6 h,多糖产率可达 25. 33% ,并且具有较好的抗

炎活性。 PARK 等[13]探究了超高压辅助酶处理提取

孢子叶岩藻聚糖硫酸酯的方法,裙带菜孢子叶粗多糖

与 β-葡聚糖酶在 40 ℃以 100 MPa 压力处理 24 h,获
得了相对分子质量较低(600 k ~ 800 kDa)的岩藻聚

糖硫酸酯。 该处理方法降低了硫酸基、岩藻糖和半乳

糖含量,提高了葡萄糖含量,且能有效改善岩藻聚糖

硫酸酯的抗凝血活性。 此法能耗较低、生物活性物质

破坏程度较小,虽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表 1 列举了各种多糖提取方法

的特点和机制。
目前采用上述方法获取的多糖成分较复杂,多需

进行分离纯化。 常见的分离纯化方法有色谱法、膜分

离法、超滤法等。 色谱分离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

种高效便捷分离方法,裙带菜孢子叶多糖通常是带负

电荷的硫酸酯化多糖,因此常采用离子交换色谱进行

纯化,根据不同组分与固定相之间的离子交换能力差

异,即不同组分的电荷性质差异来实现分离[18]。 SYNY-
TSYA 等[16]用稀酸提取法从孢子叶中获得粗多糖,先

用 CaCl2 沉淀去除海藻酸盐后,继而采用 DEAE-纤维

素柱层析进行纯化,结果表明,该糖组成以 β-D-半乳

吡喃糖和 α-L-岩藻吡喃糖(44. 6% 和50. 9% ,摩尔百

分比)为主,还含有少量的木糖 (4. 2% ) 和甘露糖

(0. 3% )。 SKRIPTSOVA 等[21]采用DEAE-葡聚糖阴离

子交换柱层析法对孢子叶粗多糖进行分离纯化,得到

2 个分子质量在 30 k ~ 80 kDa 的 F1 和 F2 组分,其中

F1 为硫酸甘露聚糖,F2 是硫酸半乳糖苷。
表 1　 多糖提取方法的特点与机制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method

方法 特点 机制

热水
浸提法

提取时间长、提取率低、
能耗较高,但对多糖结构
破坏小

高温状态下,细胞质壁分离,
多糖物质被溶解

酸碱
提取法

提取率较热水浸提法高,
但多糖化学结构易被破
坏,且容易导致环境污染

多糖提取液中的蛋白质与酸
或碱的水溶液发生变性反应
产生沉淀而被除去

酶提
取法

作用条件温和,但成本
高,单独使用多糖提取率
低,通常与热水提取结合

在最适酶活状态下对原料水
解,促进多糖物质溶出

超声波
提取法

快速、成本低,常作为辅
助手段与其他方法结合

超声波产生的能量使细胞壁
破碎,加速多糖溶入溶剂中

超高压
提取法

提取率高、能耗低,非热
处理,最大程度保留生物
活性物质及其结构特性

采用 100 ~ 800 MPa 压力增
加传质速率,增强细胞通透
性和生物活性物质的扩散

1. 2　 多肽及游离氨基酸

1. 2. 1　 多肽的生理功效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从裙带菜中提取出生物活

性肽,发现其具备特殊的生理功效,可以广泛应用在

多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逐渐成为研究热潮。 SU-
ETSUNA 等[22]采用胃蛋白酶水解裙带菜,经透析、离
子交换色谱、凝胶色谱和反向高效液相色谱纯化后,
获得 4 个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四肽,对自发性高

血压大鼠具有降压作用,氨基酸序列分别为 Ala-Ile-
Tyr-Lys、Tyr-Lys-Tyr-Tyr、Lys-Phe-Tyr-Gly、Tyr-Asn-Lys-
Leu。 于慧等[23]通过响应面试验对裙带菜蛋白酶解工

艺进行了优化,发现复合蛋白酶是裙带菜蛋白酶解的

最适用酶,其酶解液具有较好的 Fe2 + 螯合能力和 DP-
PH 自由基清除能力。 同时,该团队利用多酶酶解技术

从孢子叶中制备了抗肿瘤多肽,发现其对人胃癌细胞

(SGC7901)、胰腺癌细胞 ( SW1990) 和结肠癌细胞

(LS180)体外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24]。
1. 2. 2　 游离氨基酸的呈味特性

在确定裙带菜孢子叶副产物的风味属性方面,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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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氨基酸组成比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更有意义,因为游

离氨基酸是孢子叶酶解产物中的主要活性风味成分,
这些活性成分的分布和相对丰富度影响着风味质量。
李裕博[25]利用风味蛋白酶对裙带菜孢子叶水煮提糖

后副产物进行酶解,结果表明,在 50 ℃、pH 6. 5、底物

质量分数 2% 、加酶量 7. 31% 、酶解 18 h 的条件下,
酶解产物中游离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其中丙氨酸、
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含量较高,酶解液具有甜味和鲜味

特性。 李红艳等[5]也报道了孢子叶中的鲜味氨基酸

(谷氨酸、天冬氨酸)和甜味氨基酸(甘氨酸、丙氨酸)
占氨基酸总量的 38. 03% ,赋予了裙带菜孢子叶浓郁

的海藻鲜味。
1. 2. 3　 提取方法

上述研究中多肽和游离氨基酸都是通过酶法水

解制备的。 酶解法提取的生物活性成分提取率与纯

度都较高,作用条件相对温和,使物质化学结构和功

能性质得到更好的保存,并避免了污染物的产生,因
而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方法[22]。 但采用酶解法从海藻

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时,常因海藻细胞壁结构和组成

的复杂性影响提取效率。 褐藻细胞壁的结构模型见

图 2。 植物细胞壁主要由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组成,而
海藻细胞壁组分因分类不同而存在差异。 裙带菜属

于褐藻,其细胞壁主要由海藻酸、岩藻聚糖硫酸酯等

组成,它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网络结构,并有蛋

白质、蛋白多糖、多酚、金属离子以及其他细胞壁组分

镶嵌其中[8]。

图 2　 褐藻细胞壁结构模型[8]

Fig. 2　 Structure model of the brown seaweed cell wall

由于细胞壁多糖中海藻酸的含量超过 70% ,使
用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难以充分水解。 褐

藻胶裂解酶可使海藻酸盐或其聚合物水解成低分子

质量( < 10 kDa)的低聚糖,并降低体系的黏度。 SA-

TO 等[26] 的研究先使用褐藻胶裂解酶水解裙带菜细

胞壁多糖,再选用动物蛋白酶、植物蛋白酶、微生物来

源蛋白酶等 17 种蛋白酶进行催化水解,从中筛选出

蛋白酶 S“Amano”作为制备裙带菜降血压肽的工具

酶,并通过超滤和反向高效液相色谱纯化后,发现肽

段 Val-Tyr、lle-Tyr、Phe-Tyr、lle-Trp 对高血压小鼠具

有明显的降血压效果。 图 3 是裙带菜生物活性肽的

制备流程。

图 3　 裙带菜生物活性肽的制备流程

Fig. 3　 Preparation process of bioactive peptides from
Undaria pinnatifida

1. 3　 褐藻多酚　
1. 3. 1　 生理功效

褐藻多酚属于褐藻类的次生代谢产物,是一类多

羟基酚类化合物,也被认为是间苯三酚的衍生物,结
构复杂。 因其分布较广泛、种类多样化,成为多酚研

究的主要方向。 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多酚含量约为

13. 34 mg / g,并具有抗氧化、抗炎、降血糖等多种生理

活性[5]。 TONG 等[27]报道了裙带菜孢子叶的多酚提

取物具有较好的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还原能力,
尤其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较强,质量浓度为 5
mg / mL时清除能力超过没食子酸,主要活性成分为原

儿茶酸和丁香酸。 同时研究发现,该多酚提取物对

α-葡萄酶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有助于预防和改善高

血糖症。 EDA 等[28]研究表明裙带菜孢子叶水提物中

的酚类物质含量较高,约为 120 μmol PGEq / g 干重,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清除能力。 JIANG
等[29]发现紫外线 A 能诱导裙带菜孢子叶多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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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氧化鱼肌原纤维蛋白的作用,从而改善马鲛鱼肌

原纤维蛋白凝胶的性质。 DONG 等[30] 发现孢子叶多

酚对 H2O2 诱导的 RAW264. 7 细胞具有较好的抗氧

化活性,同时通过免疫印迹的方法研究了多酚的抗炎

途径,发现多酚对 COX-2 表达没有产生影响,但是明

显抑制了 iNOS 表达,表明多酚是通过 RAW264. 7 细

胞中的 iNOS 调节途径来抑制 LPS 诱导的炎症, 且效

率更高。
1. 3. 2　 提取方法

近年来,随着多酚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取工艺也

不断优化。 溶剂萃取法是较为经典的提取方法,利用

溶解度的差异来提取多酚物质,乙醇水溶液是溶剂萃

取法中使用最广泛的溶剂。 但由于褐藻多酚常和藻

类细胞壁中的其他组分相结合,导致常规方法提取效

率较低。 DONG 等[30]采用高温结合溶剂萃取法提取

裙带菜孢子叶中的褐藻多酚,高温可以提高多酚的溶

解度,破坏细胞壁的交联结构,促进小分子质量化合

物等耐热生物活性成分的释放,提高萃取效率。 经响

应面工艺优化,在加热温度为 170 ℃,加热时间为

5. 2 h,乙醇体积分数为 52% 时,多酚得率为 10. 7
mg GAE / g样品干重。 但该方法对温度要求较严格,
温度过高,易导致酚类物质转化为醌类而损失。

另外,由于褐藻多酚结构复杂、易氧化,纯化较难

进行,学术界对其深入研究较欠缺,限制了多酚相关

产业的发展。 目前的分离纯化方法主要以凝胶、树
脂、硅胶等柱色谱为主,再结合高效液相色谱获得单

体化合物。 JIANG 等[29]采用 50%乙醇水溶液从孢子

叶中提取多酚,经硅胶柱色谱纯化后,通过超高效液

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法鉴定得到 9 种小分子质

量的酚类化合物,包括 3,5-二羟基苯酚、3,4-二羟基

苯甲醛、5-乙酰氧基-2-羟基苯甲醛、对苯二酚、对苯二

酚乙酸酯、4-羟基苯甲醛、C8H8O3、1-(3-甲氧基-4-羟
基苯基)乙烯酮、4-甲氧基苯酚。
1. 4　 岩藻黄素

1. 4. 1　 生理功效

岩藻黄素是一种海洋类胡萝卜素,广泛存在于进

行光合作用的藻类、贝壳类动植物组织中。 裙带菜孢

子叶中的岩藻黄素含量约为 0. 51 mg / g,高于鼠尾藻

(0. 45 mg / g)和海黍子(0. 26 mg / g),抗氧化、抗癌、
抗炎等多种生理功效,具有优良的功能食品开发价

值[5]。
岩藻黄素最初是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使用,

后来发现岩藻黄素具有抗氧化作用,是一种天然的抗

氧化剂。 FUNG 等[4]研究了新西兰产裙带菜的岩藻黄

素含量及抗氧化活性,发现在整个生长季节中,孢子叶

中的岩藻黄素含量均很高,约为 0. 9 ~ 1. 5 mg / g,但经

热烫、烘干等热处理加工后,裙带菜的 DPPH 自由基

清除能力和铜离子还原抗氧化能力显著降低,主要由

于岩藻黄素高温下易氧化分解所致。 纪晓林[31] 研究

发现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岩藻黄素具有较好的清除

DPPH 自由基、羟基自由基的能力,IC50值分别为 3. 88
μg / mL 和 34. 9 μg / mL, 对脂肪酶的抑制率达到

54. 33% 。 此外,还能有效防止 RAW264. 7 细胞氧

化。 医学研究表明,肿瘤、炎症等与 ROS 引发的脂质

过氧化有密切联系,而岩藻黄素的抗氧化作用,也使

其表现出良好的抗炎、抗癌等功效。 CHOI 等[32]发现

裙带菜孢子叶中的岩藻黄素能有效抑制角叉菜胶引

起的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和 SOD 活性的降低,
减轻其诱导的足肿胀小鼠组织中 NF-κB、p65 和 IκBα
的降解。 表明岩藻黄素具有抗炎特性,并显示了其治

疗炎症患者疾病的潜力。
1. 4. 2　 提取方法

目前,岩藻黄素的提取方法主要为有机溶剂萃取

法、微波萃取法、超声波提取法、酶解提取法、双水相

提取法等[31]。 溶剂萃取法是最常用的岩藻黄素提取

方法,常用的溶剂有甲醇、乙醇、丙酮、石油醚、甲苯、
正己烷等。 此法简单易行,对实验条件要求不高。 然

而,这些溶剂大多不适合用于提取食品成分或营养物

质,因为在高温下有机溶剂的去除会导致岩藻黄素和

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部分降解[3]。 此外,用有机溶

剂萃取法获得的岩藻黄素的提取率差异较大。 微波

萃取法是利用微波对萃取溶剂和物料的加热作用,破
坏物质氢键和溶解迁移,提取所需物质。 XIAO 等[33]

对微波辅助萃取岩藻黄素工艺进行了优化,微波功率

300 W,以乙醇为提取溶剂,固液比为 1 ∶ 15(g∶ mL),
提取温度为 60 ℃,提取时间为 10 min 的条件下,岩
藻黄素的得率为 109. 3 mg / 100 g 干重。 相较溶剂萃

取法该法提取效率更高,色素的稳定性也保持较好。
后采用高速逆流色谱纯化岩藻黄素,其纯度可达

90%以上,并实现快速、高效和大制备量分离的特点。
纪晓林[31]研究了有机溶剂结合超声波、酶解的

复合工艺与双水相提取工艺分别提取孢子叶中的岩

藻黄素, 复合工艺得到的岩藻黄素的提取率为

0. 75 mg / g,双水相提取法的岩藻黄素的提取率高达

2. 65 mg / g,提取纯度也相对较高。 双水相提取法是

一种较新颖的提取方法,成本低、处理量大。 采用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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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和磷酸钾两种溶剂进行提取,依据岩藻黄素在两相

之间的选择性分配,待物质进入双水相体系后,由于

表面性质、电荷作用等,使其在两相中浓度不同而达

到分离的目的。
1. 5　 其他活性物质

除上述物质外,裙带菜孢子叶中的脂肪酸与矿物

质含量也较丰富。 李红艳等[5] 以乙醚萃取脂质,气
相色谱分析了孢子叶的脂肪酸组成,发现其以多不饱

和脂肪酸为主,还有少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n-
3 脂肪酸具有抑制血栓形成、降血压、降甘油三脂、延
缓动脉粥样硬化、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等作用。
BOULOM 等[7] 研究发现新西兰产裙带菜孢子叶中的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冬季最高,C18 ∶ 2n-6 (亚油

酸)和 C20∶ 4n-6(花生四烯酸)分别占总脂肪酸含量

的 6%和 14% ,且 n-6 / n-3 脂肪酸的比例为 2. 32,优
于孢子叶的叶片和中脉,是功能性食品中脂质的良好

来源。
矿物质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必不可少的物

质,裙带菜孢子叶富含钾、钠、钙,其中钾的含量远高

于钠,有助于改善人体钾钠平衡。 钙不仅是人体骨骼

组织的重要成分,并参与机体的能量代谢。 此外,还
有一定量的碘和铁,碘是维持人体甲状腺正常功能所

必需的元素,铁能够增强人体肌肉的强度,还具有运

输氧气、缓解贫血等功效[5]。

2　 裙带菜孢子叶在食品中的应用研究

裙带菜的孢子叶由于口感较硬,人们主要将其晒

干或盐渍后食用,产品以孢子叶丝、孢子叶片为主,原
料大部分出口日本等国家,亦有少部分原料在打捞时

直接将其割断作为垃圾扔掉,总体利用率不高。 但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消费者健康意识的逐步提高,裙
带菜孢子叶中的功能活性成分不断得到开发和认可,
其本身的特点具有功能性食品开发潜力,有着较为广

阔的功能性食品应用前景。
TONG 等[27]将裙带菜孢子叶粉添加到蔬菜提取

物中,发现 20% 的添加量能使 DPPH 自由基清除能

力提高 17. 27% ,5% 的添加量能使 ɑ-葡萄糖苷酶活

性抑制了 98. 26% ,表现出较好的抗氧化剂增强剂的

效果。 启航等[34] 以裙带菜孢子叶为主要原料,采用

酶解、脱腥工艺,辅以添加砂糖、奶粉及增稠剂、乳化

剂等食品添加剂,制成裙带菜孢子叶饮料,该饮料不

仅味道独特可口,而且具有保健功能的褐藻糖胶和膳

食纤维的含量得以提高,降血脂、降血糖、改善胃肠道

效果也得以显著提升。 韩建升等[35] 以孢子叶为原

料,通过切片、去除黏液、冷冻、杀菌制备成孢子叶即

食食品,既较好保存了孢子叶原有的营养价值,又易

于人体消化吸收,便于产业化生产。 利用裙带菜孢子

叶开发的功能性食品不仅提高了其附加值,也减少了

其对环境的污染,可开创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鉴
于孢子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较高,从中提取的多

糖、多酚、岩藻黄素等活性成分在功能性食品中的应

用也越来越多。
丛娅奇[20]将从裙带菜孢子叶中提取的多糖生物

活性部分用于加工含片,通过感官评定的方法确定了

主辅料的配比,制成了一款具有保健效果同时口感较

好的含片。 吕占祥等[36]将采用对孢子叶黄酒进行开

发,通过酶解辅以水提醇沉工艺从孢子叶中获得了岩

藻聚糖硫酸酯粗品,将其添加到黍米黄酒,发现该保

健酒具有降血压、降血脂、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功

效。 而采用水提醇沉法制备孢子叶多糖过程中,水
煮、过滤后残留的孢子叶渣经研究发现仍有部分生物

活性物质保留,除了多糖以外,还有蛋白质、多酚等化

合物。 孙昊[37]将裙带菜多糖提取物及其副产物为功

能性原料替代部分面粉分别加入到以曲奇饼干为代

表的烘焙食品中,结果表明,2 种曲奇饼干中的总糖

和总酚含量有所提高,0. 5% 的添加量不仅能抑制曲

奇饼干的脂质氧化,而且保持了曲奇饼干的品质。 李

裕博[25]以裙带菜孢子叶水煮提糖后的副产物为原料

通过酶解工艺制备了海鲜调味料,该调味料呈味氨基

酸和挥发性风味成分比重增加,呈现出较好的风味。
JIANG 等[29]将从裙带菜孢子叶中提取的褐藻多

酚添加到鲭鱼糜中,经紫外线照射后,鱼糜的持水力

和破断力显著提高,凝胶中总巯基和游离胺的减少使

蛋白质间形成了更均匀分布的交联结构,增强了鱼糜

蛋白质网络结构的形成,从而提高了鲭鱼糜的凝胶性

能。 曾惠[38] 将裙带菜多酚应用于大菱鲆的防腐保

鲜,研究发现随贮藏时间延长,大菱鲆菌落数明显降

低,减缓了鱼肉的腐败变质,对高蛋白鱼类的保藏研

究起到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岩藻黄素最初在食品中仅作为着色剂使用,后来

研究发现其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效果甚至优于维

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纪晓林[31]采用电子自旋共振波

谱技术研究了孢子叶中的岩藻黄素对食品体系中脂

质自由基的清除活性,结果表明,岩藻黄素质量浓度

为 100 ng / mL 时,加速氧化 3 h,在鱼油以及玉米油体

系中自由基清除率分别为 64. 46%和 57. 4% ,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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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增加到 300 ng / mL 时,加速氧化 10 min,在亚油

酸和亚油酸盐体系中脂质自由基清除率为75. 24%和

66. 9% 。 SASAKI 等[39] 将从裙带菜中提取的岩藻黄

素添加到鸡胸肉中,200 mg / kg 的添加量既能抑制鸡

胸肉烹调后在低温储藏期间脂质氧化反应的发生,还
能改善肉质的颜色与外观,延长产品货架期。 国外推

出了含岩藻黄素的保健品,除定位于减肥功效外,还
将其添加到馅饼、黄油等焙烤食品中,增加产品色泽

与功能性。 表 2 是裙带菜孢子叶及其提取物在食品

中的应用。

表 2　 裙带菜孢子叶及其提取物在食品中的应用

Table 2　 Application of Undaria pinnatifida
sporophyll and its extract in food

裙带菜孢子叶
及其提取物

应用 主要作用 来源

孢子叶
孢子叶丝、孢子叶片
蔬菜、饮料

即食
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

[5,27,34 - 35]

多糖 含片、酒 降血压、降血脂、抗肿瘤 [20,36]

提糖副产物 饼干、海鲜调料 抗氧化、提高鲜味 [25,37]

多酚 鱼糜、鱼肉
提高持水力和胶凝性、
防腐保鲜

[29,38]

岩藻黄素
油、鸡肉
馅饼、黄油

抗氧化、延长货架期
减肥、降血糖、改善色泽

[31,39]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工业废料的裙带菜孢子叶中含有

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并在食品工业中具有广阔的开发

利用空间。 近些年,国内外对孢子叶的研究多集中于

多糖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研究对其多肽、
多酚、岩藻黄素、脂肪酸等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具有抗

肿瘤、抗氧化、抗炎、抗凝血等多种生理功效。 但目前

这方面研究仍较少且不够深入,常因提取率低,分离

纯化较难进行而限制了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今

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及分离纯化技

术的研究,找到适合工业化应用的提取分离方法,不
断提高生物活性物质的产率。 同时,孢子叶中其他生

物活性物质如精油、糖蛋白等也不断被研究发现,实
现对其生物活性的探索将促进孢子叶资源的有效利

用。 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

点不再仅满足于食物的基本营养需求,而是不断渴求

能够获得健康益处的功能性食品。 裙带菜孢子叶含

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天然的生物活性物质,在海藻功

能性食品的研发、生产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是一类

重要的海藻功能性食品配料,其开发利用将是今后长

时间内海藻功能食品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孢子叶

在食品中的应用虽然也有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我国

目前对其加工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精深加工及产业

化应用还比较落后,未来的研究重点应加大生物活性

物质的功能开发、结构鉴定及作用机制等方面研究的

力度,拓宽裙带菜孢子叶的应用领域。 基于裙带菜孢

子叶的研究现状,加深对其开发利用,不仅能减少藻

类资源浪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利

用,而且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优化和改善人们的膳

食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保
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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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ctive substances of Undaria pinnatifida sporophyl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ood
YAN Chengcheng,LIU Haimei,ZHAO Qin,NIU Lihong,JIANG Bangzhi,

LIU Yulin,YAN Qing,YU Hui∗
(School of Food Engineering,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

ABSTRACT　 Undaria pinnatifida belongs to Phaeophyta,which has high nutritional value. It is an economical brown algae in the ocean.
Most of the edible parts are their blade and midrib. Sporophyll,which is its reproductive organs,is often discarded as castoff during pro-
cessing resulting in waste of resources because they contain more fibrous substances and have poor taste. It is found that sporophyll is the
most nutritious part of U. pinnatifida, which contains many bioactive substances, such as polysaccharides, polypeptides, brown algae
polyphenols, fucoxanthin, etc. It has good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tion, lowering blood lipids. It
has excellent development value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This article tells about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raction methods of bioac-
tive substances from U. pinnatifida sporophyll are reviewed. Moreover, their application in food are analyzed and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
vide valuable data for the utilization of U. pinnatifida sporophyll.
Key words　 Undaria pinnatifida;sporophyll;bioactive substances;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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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酵素开发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易媛1,左勇1,2∗,黄雪芹1,杨建飞1,徐佳1,马倩2,胡琨2

1(四川轻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宜宾,644000)2(四川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610101)

摘　 要　 食用植物酵素是指以果蔬、谷物、中药材等植物类为原材料,经过多种有益微生物发酵,富含特定生物

活性成分的产品。 该文对食用植物酵素发酵的微生物多样性、发酵技术和营养成分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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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食用植物酵素是以数十种蔬果为原料,利用

高浓度的糖进行腌制,在酵母、乳酸菌等微生物的发

酵下形成的褐色、黏稠性饮料[1]。 广义上的食用植

物酵素也指一些传统的发酵食品,如泡菜、纳豆、味增

等[2]。 食用植物酵素中不但含有发酵原料所固有的

营养物质,还含有发酵所产生的醇类、酚类、有机酸、
细菌素等[3],赋予了酵素良好的风味和清洁肠道、解
酒护肝、抗氧化、抗菌、消炎等功效[4 - 6]。

随着食用植物酵素消费热、学术热、投资热的

兴起,市场上的酵素产品越来越多,但由于存在原

料种类繁多、工艺各异、功效不明确等问题,导致食

用植物酵素的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国内食用植物

酵素还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和深入人心的本土酵素品牌。 本文对食用植物

酵素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以期为开发功能性食用

植物酵素产品,提升产品品质以及实现其工业化生

产提供参考。

1　 食用植物酵素的微生物多样性

食用植物酵素的制备涉及丰富的植物原料,其微

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度因原料和加工环境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导致酵素发酵机理复杂,发酵过程不易控

制[7]。 在高糖环境下,随着发酵的进行,部分微生物

如酵母、乳酸菌快速生长成为优势菌群,为产品提供

典型的感官特征[8]。 但以传统方法制备酵素,易受

病原菌污染,存在产品安全性差、质量不稳定、难以实

现工业化生产等问题,对酵素微生物的结构和组成进

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9]。
食用植物酵素中微生物的多样性分析,可采用传

统培养法、高通量测序技术、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

态性分析、DNA 宏条形码、寡核苷酸配型技术等方

法[10]。 邸鹏月等[11] 采用宏基因组技术分析桑葚酵

素中微生物的多样性及群落动态变化,发现乳杆菌属

是整个发酵过程中的优势菌,魏斯氏菌属、片球菌属、
明串珠菌属以及汉逊酵母主要作用于发酵前期,随着

发酵过程中 pH 的降低,其含量减少,但醋酸杆菌属

在整个发酵时期较稳定存在。 CHIOU 等[12] 利用 16S
rRNA 基因的 454 焦磷酸测序,研究发现 kôso 发酵期

间,变形杆菌是起始菌群的优势门,发酵 3 d 后,双歧

杆菌、白串珠菌、乳球菌和乳酸菌占细菌总数的 96%
以上;7 d 后,未定义的“乳酸菌 1”在的细菌总数中占

了 50%以上,但未定义的“乳酸菌 1”似乎是一个难

培养的菌种,迄今尚未分离。 传统食用植物酵素菌落

结构复杂,发酵机理不明确,对酵素不同发酵阶段的

微生物多样性进行分析,能为研究酵素发酵机理、筛
选优良优势菌种、实现工业生产由自然发酵到接种发

酵的技术转变打下基础。

2　 食用植物酵素的制备技术

工业生产食用植物酵素一般需要经过原料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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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分调整、主发酵、后处理等多个步骤,其典型发 酵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食用植物酵素发酵工艺流程

FIG. 1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edible plant Jiaosu

　 　 食用植物酵素产品的质地、风味以及所获得的生

物活性物质,主要受微生物类型和发酵基质(如温度

和 pH 条件)2 个因素影响[13 - 14]。 若从菌种选育、原
料配方、发酵条件、产品稳定性着手,对食用植物酵素

的微生物类型和发酵基质进行控制,能提高产品品

质,实现食用植物酵素的标准化、现代化生产。
2. 1　 原料配方优化

市场上的食用植物酵素往往由几十种甚至上百

种果蔬、中药材制成,当某些成分混合在一起,可能会

相互作用形成沉淀,或发生氧化分解,导致营养物质

的丢失或减少[15]。 此外,一些物质“过量”可能会产

生副作用,比如高浓度的不溶性纤维会产生沙粒感、
多酚含量过高会产生苦味和涩味[16]。 食用植物酵素

的配方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功能特性,因而原料配方的

优化有利于提高目标生物活性成分的含量和感官属

性[17]。
FERNANDES 等[18]利用食品添加剂来提高杂粮

饮料的稳定性和功能性。 研究表明,大麦、燕麦、荞麦

和红米的最佳复配比例分别为 3. 34 ∶ 3. 98 ∶ 2. 48 ∶
0. 26(质量比),低聚果糖 7. 5% 、车前草壳 0. 10% 、黄
原胶 0. 04% 、瓜尔胶 0. 06% (均为质量分数)是提高

杂粮饮料性能的最佳选择,适用于开发低血糖指数杂

粮饮料。 王乃馨等[19]对牛蒡酵素饮料的原料配比和

饮料配方进行了优化:牛蒡 20. 00% 、山楂48. 24% 、
枸杞 10. 72% 、苹果 3. 92% ,其他水果蔬菜 17. 12%
(均为质量分数);饮料最佳配方为:酵素添加量

13. 65% ,白糖添加量 15% ,蜂蜜添加量 2. 95% (均为

质量分数),该条件下酵素饮料的感官得分最高,风

味良好。 张旭普等[20]为促进糙米酵素中酿酒酵母和

植物乳杆菌快速生长,以活菌数为指标对传统糙米酵

素发 酵 培 养 基 组 分 进 行 了 优 化, 最 佳 成 分

(g / 100 mL)为:蜂蜜 3. 38、糙米 10. 71、NaCl 0. 24、小
麦芽 0. 25、大麦芽 0. 50、(NH4 ) 2SO4 0. 50和茶叶粉

0. 025,最终的活菌数为优化前的 9. 37 倍。
2. 2　 发酵菌种的选育

自然发酵可能会受腐败菌和病原微生物污染,使
酵素的感官风味、营养物质和流变特性不可预测[21]。
优势菌种的选育有利于改善基质本身的微生物体系,
加速和控制发酵进程,促进微生物安全性,改善产品

质地[22]。 因此,发酵菌种的选育是食用植物酵素发

酵工艺中的重要环节。 目前,工业生产食用植物酵素

多使用商业菌株,但商业菌株存在代谢灵活性低、对
原料的适应性差、缺少特异性等弊端[23]。 从原料中

筛选适应于特定植物基质的本地微生物,可以延长产

品货架期、改善产品性能,使其感官特性标准化,是解

决上述缺陷的关键技术[24 - 25]。
LIAO 等[26]基于生产甘露醇和双乙酰的能力,从

芒果皮和芒果肉中筛选出 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
MPL18 和 MPL39,作为混合发酵剂发酵芒果汁。 与

未发酵的芒果汁相比,发酵后的芒果汁总糖降低、甘
露醇和双乙酰含量升高、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增

加、有机酸的种类增多;MICHALAK 等[27]从天然发酵

的卷曲甘蓝中筛选出 3 株发酵能力最佳的菌株作为

混 合 发 酵 剂, 分 别 是 Lactobacillus paraplantarum
G2114、 L. plantarum 332 和 Pediococcus pentosaceus
2211,有效促进了样品酸化,并提高活菌数、抗氧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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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抑菌活性;王海英[28] 从自然发酵的番木瓜酵素

中筛选出 2 株优势植物乳杆菌 L8 和 L2,以及 2 株毕

赤酵母 Y2 和 Y13,用于复合发酵番木瓜酵素。 结果

表明,复合发酵产酸和抗氧化能力均优于自然发酵。
2. 3　 发酵条件优化

发酵条件的优化是提高酵素品质的有效手段。
通常以功效酶活力、感官品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或

抗氧化活性等为指标,采用正交设计和响应面法,对
影响食用植物酵素品质的料液比、初始糖度、菌种接

种量、发酵时间、发酵温度等条件进行优化,得到最适

发酵条件。
HASSANI 等[29] 采用响应面法对高粱籽粒的预

处理条件进行了优化:浸泡度 41% ,发芽温度 27 ℃,
发芽 7 d。 在此条件下,增加了发芽谷物的淀粉酶活

性及部分生物活性成分;李凡等[30] 以白首乌为原料,
先接种 0. 2%的梅山酵母,30 ℃下振荡发酵 24 h,再
接种 3% 比例为 1 ∶ 1(体积比)的嗜酸乳杆菌和植物

乳杆菌,37 ℃静置发酵 36 h,最后于 4 ~ 8 ℃低温后

发酵 12 h 产香,此发酵条件下的酵素含有大量益生

菌和功效酶;KOH 等[31] 以发酵时间、菌株存活力、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以及感官评价为指标,利用响应

面法得到最佳工艺,当南瓜泥浓度约为 40% ,接种量

为 8 lg CFU / mL,接种温度为 35 ℃时,产品具有较高

的益生菌存活率、抑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和良好的感

官品质;洪厚胜等[32] 优化了多菌种发酵葡萄果渣酵

素的工艺条件,结果表明当发酵初始 pH 5. 0、糖添加

量 8% 、活菌接种量 12% (体积分数)、超声时间 60
min 时,葡萄果渣酵素气味独特、口感滋味良好,多酚

含量、原花青素浓度及抗氧化能力较高。
2. 4　 产品的稳定性研究

食用植物酵素可分为活菌型酵素和非活菌型酵

素两类。 非活菌型酵素需在发酵完成后采用巴氏灭

菌、超高温瞬时灭菌或微波灭菌等方法对酵素进行灭

活,而活菌型酵素需要在储存、零售和消费的整个过

程中有严格的冷链条件以保证益生菌的活性。 食用

植物酵素的功能特性主要来源于酵素中的益生菌以

及益生菌发酵后所产生的各种生物活性成分,因此在

货架期期间,需要维持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和益生菌的

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食用植物酵素的发

展[32]。
为保持益生菌活性,VIVEK 等[34] 对喷雾干燥的

Sohiong 益生菌果粉在储藏期间的物理稳定性进行了

评价,结果表明喷雾干燥技术对植物乳杆菌在长时间

贮藏后的存活率(106 cells / g)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RÙA 等[35]研究了草本提取物对 6 种益生菌型乳酸菌

生存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瓜汁中抗氧化成分与植物

酚提取物的协同作用,提高了益生菌乳酸菌在 4 ℃冷

藏条件下的存活率;BATISTA 等[36] 通过添加葡萄糖

氧化酶来增加益生菌酸奶的性能,与市售酸奶相比,
葡萄糖氧化酶酸奶的乳酸和益生菌培养物活性适宜,
pH 值较低,双乙酰、共轭亚油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值较高。 此外,微胶囊化和纳米胶囊化技术也可用于

保护益生菌免受酸性介质的伤害[37]。

3　 食用植物酵素的生物活性成分

果蔬中含有生物活性营养分子,如营养素、维生

素、矿物质、纤维等,以及非营养植物化学物质,如酚

类化合物、类黄酮、生物活性肽等。 乳酸菌发酵能使

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结构和类型发生变化,生成生物活

性肽、短链脂肪酸或多糖等分子,并将酚类化合物转

化为具有附加生物价值的分子[38]。 食用植物酵素作

为功能性食品,对其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
3. 1　 有机酸

在微生物作用下,食用植物酵素通过发酵能产生

乳酸、乙酸、山梨酸和醋酸等有机酸,有利于产品维持

酸性,防止腐败微生物和致病菌的生长,提高产品安

全性[39],并且能赋予产品独特的风味与口感[40],因
此将有机酸作为食用植物酵素发酵的一项指标具有

重要意义。
蒋增良等[41]对葡萄酵素中有机酸种类、含量及

其体外抗氧化性能进行了研究。 葡萄酵素中含有酒

石酸、乙酸、柠檬酸、丙酮酸、莽草酸和富马酸,并以前

3 种为主;MUYANJA 等[42] 研究了 Bushera 酵素发酵

过程中产生的有机酸,主要包括乳酸、琥珀酸、丙酮

酸、DL-焦谷氨酸、甲酸和柠檬酸,其中乳酸含量最高;
方晟等[4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了百合酵素自然

发酵过程中有机酸种类,其中以乳酸和醋酸为主,且
含有草酸、L-酒石酸、L-苹果酸、莽草酸、柠檬酸及琥

珀酸,这些有机酸是影响百合酵素抗氧化活性的重要

因素。
3. 2　 多酚类化合物

食用植物酵素发酵过程中的水解反应可以增加

酚类化合物和类黄酮的数量,提高其抗氧化活性[44]。
NG 等[45]检测了发酵金线莲中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有
总酚、抗坏血酸、生育酚等,并表明乳酸发酵后其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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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性的增加可能与总酚类化合物的增加有关;高庆

超等[45]分析了不同黑果枸杞酵素发酵前后活性成分

及抗氧化活性的变化,结果表明 4 种不同配方酵素的

总黄酮、总酚含量和 SOD 酶活性均升高,但花青素含

量下降,综合发酵之后的各项活性成分指标来看,干
果黑枸杞单独发酵的质量水平较好;ÁLVAREZ 等[47]

研究了日本葡萄糖酸杆菌发酵草莓对其非花青素含

量的影响,共鉴定出 44 个非花青素酚类化合物,其中

5 种为首次报道:单没食子酸二葡萄糖、5-羟基阿魏

酰己糖、二氢山奈酚己糖苷、山奈酚新橙皮苷和菊苣

酸。 在发酵过程中,大部分酚类化合物的含量增加,
浓度最高的是儿茶素、香豆蔻酰己糖苷及没食子酸葡

萄糖苷。
3. 3　 其他活性成分

除上述生物活性物质,食用植物酵素中还含有多

糖、维生素、生物活性肽、氨基酸和蛋白质等营养物

质。 OKADA 等[48]从酵素中发现了 3 种经发酵生成

的糖类,鉴定为 β-D-吡喃果糖-(2→6)-D-吡喃葡萄

糖、海带二糖和麦芽糖,其中 β-D-吡喃果糖-(2→6)-
D-吡喃葡萄糖是一种新的糖,具有较低的甜度和消化

率;KANCABAS 等[49]发现 boza 可以被认为是良好的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抑制肽的来源,而 ACE 抑制肽具有降血压和清

除自由基等生理功能;WANG 等[50] 量化了康普茶中

具有保肝作用的功能成分,发现 D-蔗糖酸-1,4-内酯

可能是在康普茶中具有保护肝脏功能的关键功能

成分。

4　 总结与展望

尽管我国食用植物酵素行业起步较晚,但随着科

研人员的不懈努力,食用植物酵素的研发已经取得一

定的进展。 高品质食用植物酵素的开发与酵素的配

方、发酵微生物、发酵条件、产品稳定性及所含成分息

息相关。 有机酸和总酚含量是评价酵素品质的主要

指标,但酵素中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的种类因产品原

料不同而差异比较明显,目前仍缺乏明确的标准;工
艺方面主要研究了通过配方优化、发酵剂筛选、发酵

条件优化来提高产品的功能特性和感官品质,但食用

植物酵素原料丰富,发酵微生物多样,导致发酵工艺

各异,缺乏标准化。 综上所述,食用植物酵素的工业

化发展还存在部分问题亟待解决。
食用植物酵素的混菌发酵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

制备工艺和品质优化是酵素新产品开发的关键点和

难点。 为持续提高食用植物酵素品质、推动酵素产业

发展,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酵素产品,后续研究应

针对以下方面:(1)基于传统的自然发酵工艺,探究

菌群结构与变化、微生物组功能及代谢产物动态变

化,进而进行其功能优化调控。 (2)对酵素自然发酵

菌种进行选育和鉴定,以及优化发酵工艺,开发具有

典型风味及高营养价值的食用植物酵素。 (3)开发

新兴技术,提高活性物质稳定性。 (4)制定相关标

准,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质量控制,推进产业良性发

展。 随着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科研的有序开展,
食用植物酵素产业将得到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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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key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ible plant Jiaosu

YI Yuan1,ZUO Yong1,2∗,HUANG Xueqin1,YANG Jianfei1,XU Jia1,MA Qian2,HU Kun2

1(School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Yibin 644000,China)
2(School of Life Science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101,China)

ABSTRACT　 Edible plant Jiaosu refer to the products with specific biological active ingredients, which are made from fruits, vegeta-
bles, grain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other plants and fermented by a variety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from the aspects of microbial diversity,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edible plant Jiaosu.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 problems existed in edible plant Jiaosu industry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is forecas-
ted,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ible plant Jiaosu industry.
Key words　 edible plant Jiaosu;functional food;microbes;fermentation process;nutritional ingre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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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蒸汽爆破技术是指将物料在高温高压的蒸汽下处理一段时间,然后在 0. 01 s 内瞬时泄压实现“爆破”,
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做功,蒸汽以冲击波的形式作用于物料,改变其结构组成的一种物理化学处理技术。 通过气

相蒸煮过程的热化学作用以及蒸汽爆破阶段的物理做功,原料致密有序的结构被打破,酶及化学试剂的可及性

增加,易于后续反应的进行。 蒸汽爆破技术以其安全、高效、环保等特点,在食品领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该文

介绍了蒸汽爆破技术的原理、优缺点及影响因素,概述了其发展历史,并分别总结了蒸汽爆破技术在植物性原料

以及动物性原料中的应用现状,最后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了展望,以期为蒸汽爆破技术在食品领域进行更广阔的

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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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爆破技术(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简称

“汽爆”,是一种绿色环保、高效、低能耗、经济的新型热

加工技术,同时也是一种不使用有毒化学物质、投资少

的物理化学预处理方式[1 - 3]。 最初的蒸汽爆破技术由
MASON 于 1925 年提出,用于生产纤维压缩板[4]。 通

过蒸汽爆破过程中的热反应和物理撕裂作用,纤维素

晶体结构被破坏,半纤维素被降解,故蒸汽爆破技术自

提出以来主要用于木质纤维素材料(如麦秸、玉米秸

秆)的加工、改变纤维材料的结构、促进纤维素的水解

等,提高了纤维素对化学试剂和酶的可获得性[5 - 6]。
蒸汽爆破技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破坏物

料致密的结构,并改变其化学组成[7],近年来,蒸汽

爆破技术的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木质纤维素的处理、
秸秆发酵生产乙醇、对动物饲料进行加工等,其在食

品领域作为一种有效的预处理加工方式而逐渐受到

关注,可用于促进食品营养成分的溶出、对食品成分

进行改性等,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8 - 9]。 本文对蒸汽

爆破技术的原理、优缺点、影响因素、发展历史、在动

植物原料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在食品领

域的发展前景作出展望,以期为蒸汽爆破技术在食品

工业中进一步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蒸汽爆破技术的原理、优缺点及影响因素

1. 1　 蒸汽爆破技术的原理

蒸汽爆破技术是指将原料封闭于高温高压(160 ~
260 ℃、0. 69 ~4. 83 MPa)的环境,过热饱和水蒸气在

较高压力的作用下强制进入食品原料,并填满细胞孔

隙,保温保压一段时间后,瞬间(0. 008 75 s 内)将压

力释放至大气压,细胞中的过热液体迅速汽化并向外

做功,体积急速膨胀,细胞破裂形成多孔结构[10]。
蒸汽爆破处理技术主要分为 2 个过程:气相的蒸

煮过程和蒸汽降压爆破过程[11 - 12]。 第一阶段,原料

在高温高压水蒸气的作用下发生热化学反应,蒸汽进

入原料内部,降低其内部的连接强度和黏度,有利于

后续的机械性分离。 不同的原料在此阶段会发生不

同的反应,对于木质纤维素材料,会发生半纤维素的酸

性自水解作用,同时还会发生苷元物质的脱糖基作

用[13 - 14]。 第二阶段,由于瞬间释压,原料中液体与水

蒸气介质同时发生绝热膨胀,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做功,
膨胀的气体以冲击波的形式作用于软化的原料使其变

形,结构发生改变,并释放出小分子物质[15 - 16]。
1. 2　 蒸汽爆破技术的优缺点

蒸汽爆破技术是一个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
其优点是有效打破了原料细胞中营养物质的抗提取

屏障,有利于活性成分的提取、高分子物质降解为生

物活性更强的小分子物质;同时,处理过程中使用的

是水蒸气,避免了化学处理的污染残留,是食品领域



综述与专题评论

2021 年第 47 卷第 7 期(总第 427 期) 323　　

中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预处理技术[17],表 1 展示了

蒸汽爆破技术与传统热压技术(如高压水蒸气预处

理等)的区别[4, 18 - 19]。 然而,蒸汽爆破技术也存在一

些缺点:蒸汽爆破的过程中由于基质组成较复杂,且
反应处于高温高压下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20],处理

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新的副产物或造成目标产物的降

解;同时,目前的设备难以实现既能瞬时(0. 01 s 内)
弹射泄压又能连续进料;此外,蒸汽爆破后的物体相

对密度降低,体积有所增大。
表 1　 蒸汽爆破技术与传统热压技术的区别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echnology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蒸汽爆破技术 传统热压技术

处理时间 短,一般几分钟 长,一般几十分钟至几小时

释压时间 短,0. 008 75 s 内 较长,一般需要几分钟完成释压

释压是否
有爆响声

有明显爆响声,有冲击波产生 没有爆响声

热功转换
效率

高,爆出过程近似于绝热膨胀 低,热能无法有效转换为机械能做功

物料爆出
温度

低,一般为 55 ~ 60 ℃,爆出后
物料明显降温

较高,一般为 100 ℃左右,需要在
室温下进行冷却

物料一致性 较好 较差,存在夹生现象

1. 3　 蒸汽爆破技术的影响因素

影响汽爆处理效果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一般包

括蒸汽压力(温度)、保压时间、物料形态、物料含水

量[21]。 蒸汽爆破裂度因子 logR0 可由公式(1)[22]表示:

R0 = t·e
T - 100
14. 75 (1)

式中:t,保压时间,min;T,蒸汽温度,℃。
然而此公式只反映了汽爆中蒸煮过程的强度,而

没有体现爆的过程,在此基础上,YU 等[11] 提出了爆

破功率密度(explosion power density,EPD),来描述爆

破阶段的绝热膨胀做功,EPD 定义如公式(2)所示:

EPD =
ΔHs + ΔHl + ΔHm

t × V (2)

式中:ΔHs、ΔHl、ΔHm 分别代表爆破过程中的蒸汽焓

降(J)、液态水焓降(J)、固体物料焓降(J);t,爆破时

间,s;V,汽爆反应器的容积,m3。 焓降的外在表现为

物料喷出后温度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热功转换量;爆破

时间和汽爆反应器的容积是设备的固有参数,与设备

本身的结构有关[19]。 由公式(2)可见,在爆破反应器

容积一定时,爆破时间越短,焓降越大,爆破功率密度

越大,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效率越高。裂度因子和爆

表 2　 处理因素对蒸汽爆破效果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treatment factors on steam explosion
因素层次 因素种类 原料种类 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内因 物料含水量 玉米秸秆
蒸汽温度 198 ℃,保压时间 5 min,玉米秸秆葡萄糖酶解得率随含水量(20% ~100% )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在含水
量 40%拥有最大的葡萄糖酶解得率

[23]

甘蔗渣
蒸汽压力 2. 0 MPa,保压时间 60 s,随着物料含水量的增加(0 ~ 75% ),甘蔗渣的比表面积先增加后下降,在含水
量 25%时达到最大,且随着含水量的增加,汽爆后甘蔗渣表面的孔隙和裂缝增加

[24]

牛膝
蒸汽压力 1. 5 MPa,保压时间 60 s,随着牛膝含水量的增加(0 ~ 20% ),汽爆时蒸汽渗透效率增加,牛膝多糖得率
先增加后趋于平稳,并于含水量 10%时获得最大多糖得率

[25]

黑豆壳
蒸汽压力 1. 0 MPa,保压时间 80 s,随着水分含量的增加(9% ~ 19% ),黑豆壳可溶性膳食纤维提取率先上升后
下降,并于含水量 15%达到最大值,当含水量 >15% ,黑豆壳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在高温高压下被破坏,可溶性
膳食纤维提取率下降

[26]

物料形态 玉米芯渣
玉米芯渣经硫酸浸泡预处理再蒸汽爆破,具有比单独蒸汽爆破处理更大的比表面积和孔隙,其纤维素转化率比
单独蒸汽爆破处理高约 10% [27]

玉米秸秆
30%水和 2%CaO 复合处理 1 d 后进行蒸汽爆破处理,与单独的汽爆处理相比,玉米秸秆规则的表面破坏更严
重,出现碎片和卷曲,其木质素降解率提高 10. 3% ,酶解糖化后总糖得率提高 12. 3% [28]

小麦秸秆、
柠条

先汽爆处理,再经过 0. 1 mol / L NaOH 处理的小麦秸秆与柠条表面破坏严重,与单独蒸汽爆破处理相比,具有更
多的褶皱与更明显的网络结构,酶可及性增加,葡聚糖转化率高于单独汽爆处理与单独碱处理

[29]

外因 蒸汽压力 亮叶杨桐叶片 保压时间 1 min,随着蒸汽压力(0. 5 ~3. 0 MPa)增加,亮叶杨桐叶片上的小孔隙越多,芹菜素含量先上升后下降。 [30]

麦麸
爆破时间 120 s,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加(1. 0 ~ 3. 7 MPa),麦麸纤维规则的表面破坏程度越发严重,碎片含量增
加,酶解后葡萄糖、阿拉伯糖、还原糖含量先增加后减少,均于 1. 0 MPa 达到最大值

[31]

鸭羽毛
保压时间 1 min,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加(1. 4 ~ 2. 0 MPa),蒸汽爆破辅助碱法处理组的鸭羽毛溶解率和角蛋白得
率先增加后轻微下降,并于 1. 8 MPa 分别达到最大值 65. 78%和 42. 78% [32]

油菜籽
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加(0. 4 ~ 1. 2 MPa),榨出的菜籽油中多酚含量逐渐上升,于 1. 0 MPa 达到最大值,是未汽爆
组的 52. 63 倍,当压力增加到 1. 2 MPa,菜籽油多酚由于热降解作用以及与蛋白质的结合作用,含量下降

[33]

保压时间 橙皮 蒸汽压力 0. 8 MPa,随着保压时间(3 ~11 min)的延长,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先上升后下降,在 7 min 时达到最大值。 [34]

牛骨
蒸汽压力 1. 2 ~ 2. 0 MPa,随着保压时间的增加(100 ~ 900 s),牛骨蛋白质含量随之下降,钙离子释放率随之上
升,牛骨硬度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35]

米糠
蒸汽压力 2. 1 MPa,随着保压时间的增加(0 ~ 300 s),米糠粕的氮溶解指数增加,当保压时间达到 120 s 后增加
趋于平缓,保压时间为 300 s 时的氮溶解指数是未汽爆处理的 2. 2 倍,米糠蛋白溶解性提高

[36]

柑橘皮 蒸汽压力 10. 0 MPa,随着保压时间的增加(15 ~ 480 s),柑橘皮精油提取率先增加后下降,在 240 s 达到最大值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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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功率密度共同表达了蒸汽爆破过程[4]。

2　 发展历史

早期的蒸汽爆破技术大多指的是热喷放式蒸汽

爆破技术和螺杆挤压式蒸汽爆破技术[19,38]。 热喷放

式蒸汽爆破技术是指将汽爆反应器下的阀门快速开

启,将蒸汽与物料一起喷入接收仓内的一种技术,物
料喷出后温度比较高,放气时间可达数十秒,该技术

最主要的缺点是爆破时功率密度不足,由于泄压时间

长导致先后放出的物料泄压时所处的压力不一致,存
在“夹生”现象[39]。 螺杆挤压式蒸汽爆破技术是指利

用螺杆向压力仓进料,通过管壁和螺杆形成密封仓,
当物料到达出料口的时候由于挤压应力的消失导致

此处压力减小,物料发生膨胀,但是此技术在泄压放

料的时候也没有短促的爆炸响声,不具有“爆”的特

征,功耗大且效果有限[4]。
由于以上技术泄压时间长,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做

功的效率低,实际上没有体现“爆”的过程。 在此基

础上,瞬间弹射蒸汽爆破技术应运而生。 此技术设备

主要包含三大部分:蒸汽产生器、爆体、接收仓。 其中

爆体引入了一种活塞阀门驱动系统,当保压时间结

束,活塞在拉爆气缸的作用下,向下作爆出运动,解除

爆体的密封状态,在毫秒内将物料和蒸汽一起弹射出

来[4]。 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瞬间弹射蒸汽爆破装

置的结构及活塞爆破的过程。

图 1　 瞬间弹射蒸汽爆破装置示意图[40]

Fig. 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instant catapult steam explosion

图 2　 活塞爆破过程示意图[4]

Fig. 2　 The diagram of piston explosion process

与传统的蒸汽爆破技术和热水蒸煮相比,瞬间弹

射蒸汽爆破技术的优点为处理时间短、爆出速度快、
出料温度低、物料一致性好。

3　 蒸汽爆破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

3. 1　 在植物性原料中的应用

3. 1. 1　 对膳食纤维进行改性

膳食纤维按溶解性的不同可以分为水溶性膳食

纤维与水不溶性膳食纤维,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在调

节代谢功能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衡量膳食纤

维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标,具有增强糖耐量、降低胆固

醇等生理功能[41 - 43],因此通常需要对植物原料进行

改性以提高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 蒸汽爆破处理

打破了物料致密的机械结构,使组织变得松散,促进

了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溶出[7]。 WANG 等[44]利用响应

面优化了蒸汽爆破技术提取甘薯渣中可溶性膳食纤

维的工艺,结果显示当蒸汽的压力为 0. 35 MPa,保压

时间为 121 s,颗粒度为 60 目时,甘薯渣中的可溶性

膳食纤维含量为 22. 59% ,比对照组增加 18. 78% ,同
时蒸汽爆破处理增加了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持水力、持
油力与溶胀能力。 LIANG 等[45]发现苹果渣经蒸汽爆

破处理后其水溶性膳食纤维表面变得粗糙、多孔、疏
松,处理组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对照组高 4. 76
倍。 WANG 等[34] 发现橘皮经过酸浸泡-蒸汽爆破处

理后,其可溶性膳食纤维对铅、砷、铜 3 种有毒阳离子

的结合能力明显提高,与对照组相比,其可溶性膳食

纤维分子质量更小、热稳定性更高。
3. 1. 2　 促进多酚、黄酮类物质的提取

蒸汽爆破技术可以破坏细胞壁,使其形成多孔结

构,由刚性有序的状态变为粗糙无序的状态,增加其

比表面积以及溶剂的可达性,有利于游离酚类物质的

溶出[46];还可以通过破坏酚类化合物的羟基与多糖

糖苷键氧原子形成的氢键、酚酸和多糖之间形成的酯

键,释放出结合酚类物质[47]。 LI 等[48]将苦荞麸皮在

1. 5 MPa 压力下处理 60 s 后,其游离酚和结合酚的含

量显著增加,且结合酚的含量是对照组的 2 倍,蒸汽

爆破处理还增强了苦荞麸皮酚类物质抑制 Caco-2 和

HepG2 细胞增殖的能力。 张棋等[49]将粉葛经过蒸汽

爆破处理后,总黄酮提取量是未经处理粉葛的 2. 32
倍,同时抗氧化活性得到显著提高,清除 DPPH 自由

基的半抑制浓度 IC50值降低了 67% 。
3. 1. 3　 对蛋白质进行改性

蒸汽爆破处理能使细胞壁表面形成蜂窝状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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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状结构,使其表面碎片增加,变得柔软多孔,传质

阻力降低,提高了原料的蛋白提取率,同时蒸汽爆破

处理能诱导蛋白质构象改变,从而改善其功能特

性[36]。 张燕鹏[22]研究发现豆粕经过 1. 8 MPa、180 s
蒸汽爆破处理后,其蛋白质提取率从未处理的50. 5%
增加至 65. 7% 。 ZHANG 等[50] 发现山茶籽粕经过蒸

汽爆破处理后,利用碱法提取得到的蛋白质中 α-螺
旋、无规则卷曲、β-转角含量下降,β-折叠含量上升,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发生改变,其溶解性、起泡性、乳化

性均高于未汽爆处理的蛋白质。
3. 1. 4　 制备抗消化淀粉

抗消化淀粉(抗性淀粉)指的是不能在小肠中被

消化吸收,但在结肠中能被微生物发酵而发挥有益生

理作用的一类淀粉,具有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控
制糖尿病、预防结肠癌等作用[51]。 蒸汽爆破处理可

使支链淀粉降解,生成较多分子链较短的直链淀粉,
同时淀粉表面出现裂纹,表现出不规则的团块状,在
经过 4 ℃低温储藏后,汽爆处理后的淀粉分子重排形

成结构更紧密的重结晶碎片[52]。 LI 等[53] 对甘薯渣

抗性淀粉的制备工艺进行了响应面优化,发现蒸汽爆

破压力 2. 1 MPa,保压时间 56 s,压热处理时间 26
min,所制备的抗性淀粉的抗消化性可达 37. 73% ,红
外扫描光谱的结果显示,没有出现新的化学基团,表
明所制备的抗性淀粉安全性较高。
3. 1. 5　 促进油脂的提取

蒸汽爆破处理可以改变油料种子完整、规则、紧
凑的结构,使其表面产生缝隙,降低其传质阻力,提高

产油率[54]。 YU 等[55]发现对亚麻籽进行蒸汽爆破处

理后,其亚麻籽油得率显著高于未处理组,榨出的亚

麻油中的生育酚、植物甾醇、多酚和黄酮含量显著增

加,氧化稳定性也增强,对其挥发性特征物质进行分

析发现,蒸汽爆破处理后其特征挥发性成分吡嗪的含

量达到 68. 25% ,具有浓厚的亚麻籽油的独特香味,
油品质量较好。
3. 2　 在动物性原料中的应用

世界人口的增长带来肉类消费的剧增,然而大量

的肉类消费将带来羽毛、骨头等副产物的增加。 我国

拥有丰富的羽毛资源,每年生产羽毛类副产物约 70
万 t,除去服装纺织行业、饲料行业对羽毛的利用,还
有约 81%的羽毛被丢弃或焚烧,对环境造成了一定

的污染[19]。 羽毛中含有丰富的角蛋白,其含量可达

90%左右,然而角蛋白质地坚硬,拥有稳定的空间结

构,分子链排列整齐,难溶于水,如果没有经过合适的

处理,其生物利用率较低,只能被丢弃,经济价值低下

且浪费严重[19, 56]。 蒸汽爆破处理能破坏羽毛纤维紧

密、规则的结构,削弱角蛋白各化学键能,形成新的非

共价键,提高羽毛溶解率以及角蛋白得率,图 3 展示

了蒸汽爆破处理降解羽毛角蛋白的机制。 ZHANG
等[40]研究发现蒸汽爆破处理能破坏鸭羽毛的纤维结

构,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大,羽毛表面的孔隙增多,同时

角蛋白的二硫键、β-折叠含量减少,羽毛的胃蛋白酶

消化率增加,当蒸汽压力为 1. 8 MPa, 保压时间为

1 min时,爆破处理后的羽毛胃蛋白酶消化率约为

91% ,比对照组高约 9 倍。

图 3　 蒸汽爆破处理降解羽毛角蛋白机制示意图[19]

Fig. 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feather keratin degradation
by steam explosion treatment

猪蹄壳也是一种富含角蛋白的肉类加工副产物,
我国猪肉消费量巨大,每年产生约 2. 1 万 t 的猪蹄

壳,然而由于猪蹄壳富含角蛋白,难以降解,其利用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57]。 SHEN 等[57]将猪蹄壳进行蒸汽

爆破处理,在 0. 5 ~ 2. 3 MPa 的蒸汽压力下保压 5 ~
30 min,此时蒸汽的温度可达 155 ~ 225 ℃,猪蹄壳发

生水解液化反应,生成水相产物,将其冷冻干燥制成

酪蛋白胨替代物,并以此作为替代氮源制备微生物培

养基,结果显示,酵母菌和米曲霉在此培养基上的生

长优于在含有酪蛋白胨培养基上的生长。
骨头是肉类生产加工的另一代表性副产物,我国

骨头资源丰富,但由于骨头质地坚硬,其利用受到了

限制,所以在进行深加工利用之前需要进行预处理,
将其粉碎或者液化。 蒸汽爆破处理能通过加压使骨

胶原蛋白变性、降解,使骨胶原蛋白形成的有序致密

网状结构被破坏,骨骼软化易于破碎,同时,水蒸气进

入骨骼孔隙,在瞬间泄压时蒸汽的热能换为机械能做

功,粉碎骨骼[35]。 张舒晴等[35] 对牛骨进行蒸汽爆破

处理,发现随着蒸汽压力以及保压时间的增加,固态

牛骨的硬度逐渐下降,蛋白质含量显著减少,其红外

光谱图上的峰逐渐清晰,有机物和水的吸收峰逐渐减

小,接近于羟磷灰石红外光谱图。 而蒸汽爆破处理后

的液态牛骨(可以过 18 目筛、直径 < 1 mm 的固体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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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径随汽爆压力和保压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小,钙
释放率随之增加,蒸汽爆破处理后的牛骨既可以用于

羟磷灰石的制备,又可以用于制作高钙类食品。 秦晓

洁等[58]利用蒸汽爆破技术处理牦牛骨粉,结果显示

1. 5 MPa、30 min 条件处理后,牦牛骨粉比常规球磨

法处理得到的样品粒径更小,蛋白质溶解度和钙离子

释放度更高,汽爆处理得到的牦牛骨粉溶解性和稳定

性更优。 SHEN 等[59]对鸡胸软骨进行蒸汽爆破预处

理(1. 4 MPa、120 s),随后用木瓜蛋白酶进行酶解并

通过膜分离得到硫酸软骨素,结果显示,汽爆处理后

得到的硫酸软骨素回收率和总得率最高,分别为

92. 15% 、18. 55% 。

4　 展望

蒸汽爆破技术以其绿色、高效、低能耗等优点在

食品领域逐步受到关注,然而由于蒸汽爆破技术最初

用于造纸制浆以及木质纤维素的处理,其发展也一直

围绕植物性原料,同时,在瞬间弹射蒸汽爆破技术提

出之前,传统的汽爆技术保压时间长,在高温高压下,
动物性原料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且在处理过程中容

易产生严重焦糊味,实用性不高,因此以往汽爆技术

在动物性原料上的应用较少。 近年来,随着瞬间弹射

蒸汽爆破技术的提出,物料的维压时间缩短,同时可

以实现 0. 01 s 内的瞬时泄压,热功转换效率高,爆出

后物料温度较低,约为 60 ℃,产物没有焦糊味,因此

近年来汽爆技术开始应用在动物性原料,但研究数量

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汽爆技术对各种原料成分作用

效果的机理研究还不够深入,例如汽爆处理可以提高

原料的抗氧化性,提高其 DPPH 自由基清除率等,促
进其结合酚酸的解离,增加游离酚酸的含量,但结合

酚酸的降解规律尚未阐明。 汽爆处理能直接从鸡骨

原料制备获得鸡骨高汤,其工艺参数得到优化,但还

未对汽爆过程中鸡骨组分的解离、降解、迁移规律进

行研究。 因此对蒸汽爆破技术的发展作出以下展望:
增加对动物性原料的汽爆处理研究,以提高肉品生产

过程中副产物的经济价值;深入探讨蒸汽爆破技术对

各种原料成分的作用机理,并从分子作用方式以及化

学键的层次解释其原因,揭示蒸汽爆破技术对各原料

组分的作用规律;研究蒸汽爆破技术对相关有毒有害

物质的降解作用,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对蒸汽爆破

技术处理过程中是否产生新的副产物进行研究;将蒸

汽爆破技术与多种处理手段联合运用,并研究是否存

在协同作用;研制能够处理大批次原料的蒸汽爆破装

备,提高机器的生产力,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大规模应

用。 此外,应研究如何实现瞬时弹射泄压的同时,完
成自动连续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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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CHEN Xiaosi1,HE Zhifei1,2,WANG Zefu1,XU Xiong1,LI Hongjun1,2∗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6,China)
2(Chongq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Food,Chongqing 400716,China)

ABSTRACT　 Steam explosion is a kind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treatment technology, which processes the material under high tempera-
ture and high-pressure steam, and then releases the pressure within 0. 01 s to achieve “blasting”. When pressure is released instantly,
heat energy is converted into mechanical energy, and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material will be changed in the effect of the
steam in the form of the shock wave. The dense and ordered structure of materials is broken by the thermochemical re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gas phase and in the steam blasting stage, increas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enzymes and chemical reagents and making it easier to sub-
sequent chemical reactions.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has a broad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the food industry because it is safe, highly effi-
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incipl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eam explo-
sion technology, summarized the history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in the materials of plant and animal, respec-
tively. At last, the prospect of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is mad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ts wider application in the food in-
dustry.
Key words　 steam explosion technology; principle; influencing fact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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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豚鱼肉质鲜嫩,味道鲜美,享誉古今中外。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吃河豚的

习惯,但河豚鱼的内脏、表皮、卵巢等部位含有河豚毒素,因食用河豚鱼导致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因此,有效消

减控制河豚毒素对河豚鱼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该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河豚鱼食用历史和消费现状,对养殖河豚

鱼深加工制品种类做详细阐述,重点探讨了河豚毒素消减方法和消减机理的研究情况,以期对河豚毒素的消减

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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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鱼肉质鲜美,但内脏等组织中含有剧毒河豚

毒素 ( tetrodotoxin, TTX),是一种非蛋白类神经毒

素[1],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海洋生物毒素,属于氨基

全氢喹唑啉化合物,毒性极强,通过选择性阻断 Na +

通道,对中毒者造成神经和四肢麻痹,严重者可致呼

吸衰竭甚至死亡[2]。 TTX 最初是由日本学者 Yoshi-
zumi Tahara 从河豚鱼的卵巢中发现[3],因而命名为

河豚毒素。 但 TTX 不仅存在于河豚鱼体内,还广泛

存在于蝾螈[4]、海星[5]、双壳类和腹足类[6]、斑胸鲷

(Pleurobranchaea maculata)腹足类、斑鸠[7]、螃蟹、青
蛙、海蛞蝓、星鱼、蓝环章鱼、丝虫等动物体内[8] 以及

细菌[9] 如鳗利斯顿氏菌属(Listeria anguillarum)、不
动杆菌属 ( Acinetobacter) [10]、假单胞菌属 ( Pseudo-
monas) 、交替单孢菌属( Alteromonas)、芽孢杆菌属

(Bacillus)、希瓦氏菌属(Shewania)等[11]。 这些动物

和细菌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12]、红海海域[13]

和大西洋[14] 的温带水域。 日本、越南、中国东南沿

海、意大利[15]、葡萄牙[16]、西班牙、南米格尔岛(亚速

尔群岛)、摩洛哥海岸、马德拉岛和葡萄牙大陆海岸

等相关水域也有存在[14]。

1　 河豚鱼的食用历史和消费现状

据《山海经》中记载,我国食用河豚鱼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17],尽管那时已有

因食用河豚鱼中毒的事情发生,但河豚鱼的美味依旧

吸引着人们屡次冒险尝试。 至唐朝时期,宫廷中开始

有食用河豚鱼的记载,到了宋朝民间食用河豚之风更

甚,因而还引得众多文人墨客留下诸多墨宝,如“河
豚常出于春末,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为

羹,云最美”;“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剩买蒌蒿

荻笋,河豚已上渔舟”等等。 除中国外,日本也是河

豚鱼消费大国,且食用河豚鱼的历史悠久。 据考古资

料显示,出土文物中发现两千多年前日本绳文时代就

有河豚鱼的鱼骨出现,可以推定日本至少在绳文时代

就食用过河豚鱼。 直到 1200 年前的奈良·平安时

代,才开始有相关史料记载。 当时丰臣秀吉出兵朝

鲜,军中常发生士兵食用河豚鱼中毒死亡的事件。 为

了避免此类情况继续发生,丰臣秀吉在军中颁布了禁

止食用河豚鱼的禁令[18]。
由于河豚鱼含有毒性,烹饪操作不规范或误食毒

素含量较高的内脏组织会引起中毒,为了保证消费者

的食用安全,我国从 1990 年开始禁止食用河豚鱼。
原卫生部在 1990 年公布的《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
中第三条明确规定: “河豚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

场” [19]。 20 世纪末,随着人工养殖河豚鱼技术的发

展,人工养殖河豚鱼毒性较低甚至达到无毒水平[20]。
2016 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

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 的通知 (农办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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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3 号),根据声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放上述

2 个品种的河豚鱼加工经营[21]。 2016 年 9 月,中国

渔业协会审批并通过了我国第一批河豚鱼养殖基地,
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和广州地区的 12 家单位

通过审核。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河豚养殖业基本形成

了工厂化和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养殖的河豚鱼能达到

低毒甚至无毒水平。 生产企业可以从养殖到餐饮实

现对河豚流通的全链条监控,以确保让消费者放心食

用[19]。 根据 2018 年《中国渔业年鉴》显示 2017 年河

豚鱼养殖产量相比 2016 年同比增长 6. 13% ,达 24
403 t[22]。 2019 年仅扬中地区日销河豚就达到 10 万

t 以上,民间每年还有以河豚为主题的烹饪餐饮比

赛,赛事期间每周接待游客可达 12 万人次,在增加餐

饮营业额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文化产业的发

展[23]。

2　 养殖河豚鱼的加工利用现状

自晋代开始,民间就有烹制河豚鱼的方法,最初

是选用简单蒸煮的方法,后来逐渐出现添加荻芽做成

的羹汤,其中以腹部的肉做得羹汤最为鲜美,称之为

“西施乳”,而后又有河豚面、炖河豚、河豚酱等不同

的河豚类菜肴出现[17]。 自我国 2016 年河豚鱼有条

件解禁后,河豚鱼菜品种类和式样也不断创新,如河

豚饺子、河豚肝刺身等[23]。 近些年来,随着食品加工

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的兴起,市场上又出现了很多河

豚鱼相关的深加工产品,经过精深加工的河豚鱼,售
价高达数百美元,是直接出口河豚鱼的 10 多倍,有河

豚鱼干[24]、河豚鱼肉松、河豚鱼肉丁、河豚鱼酒、河豚

鱼皮、河豚鱼油、河豚鱼浓汤、河豚鱼饮品等与河豚相

关的调味品和调味酱料以及功能性食品等[26 - 30],如
表 1 所示。

表 1　 河豚鱼不同部位制成的加工产品

Table 1　 Processing products mad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puffer fish

河豚鱼部位 普通加工产品 精深加工产品

鱼肉
浓汤,罐头,调味品,鱼肉酱,
生鲜预制品,鱼肉干,鱼肉松,
鱼粉,自热食品

鱼酒,功能性口服液

肝脏 浓汤,鱼肝酱 鱼油

鱼鳍 浓汤 鱼酒

鱼骨 — 鱼酒

鱼皮 布丁,保健饮料,即食鱼皮
功能性食品,凝冻食品,胶原
蛋白肽,胶原寡肽,鱼皮明胶

卵巢 生鲜预制品 鱼油

　 　 河豚鱼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性气味物质,如醛、烃、
芳香类以及含硫含氮化合物,还有氨基酸、核苷酸等

滋味活性成分。 有研究表明,100 g 河豚鱼肉的鲜味

强度相当于 0. 37 g 味精产生的鲜味[25],不管是做成

加工食品还是制成调味品都能充分发挥其鲜味特点。
由于以猪、牛等哺乳动物为来源的胶原蛋白易受

到口蹄疫、疯牛病等多种感染性疾病的威胁,因而鱼

皮等水产品的胶原蛋白是替代它们的较好来源。 河

豚鱼皮中胶原蛋白含量较高,提取率相较于其他动物

胶原蛋白的提取率更高[26]。 任俊凤[27] 先将河豚鱼

皮制成冻干粉末,采用盐溶液浸泡法去除非胶原蛋白

杂质,然后利用水浴浸提(65 ℃,12 h)结合木瓜蛋白

酶酶解法(5 000 U / g,45 ℃,2 h)制备胶原蛋白肽,该
方法工艺操作简单、胶原蛋白肽得率高,提取的胶原

蛋白生物活性高。 以河豚鱼皮为原材料制备得到的

胶原蛋白肽和胶原寡肽有很好的生理功效和加工特

性,可以起到调节生物体内酶和激素的作用,改善矿

物质的运输和吸收,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抗肿

瘤等功效,广泛应用于食品和化妆品领域[28,30]。
河豚鱼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河豚鱼的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较高,尤其富含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
hexaenoic acid,DHA)和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
noic acid,EPA),能阻止胆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积,预防

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和改善

思维能力,预防老年性痴呆,有健脑、益脑作用[31]。
有研究显示,河豚肝脏中 DHA 和 EPA 分别占脂肪酸

总量的 1 / 3 和 1 / 15,为常见淡水鱼的 2 倍左右[32],是
生产鱼油等保健食品的优质加工原材料。 但由于生

产鱼油的原料是毒素含量较高的河豚肝脏或卵

巢[29],因此为了保证制品的食用安全性,河豚鱼油的

生产需要严格控制 TTX 的含量。

3　 河豚毒素的消减技术

随着河豚销售市场的开放和人工养殖河豚鱼产

业的发展,国内的河豚鱼需求将会逐渐增加[33]。 不

管是河豚的烹饪食品还是精深加工河豚鱼水产品及

相关功能性食品等,河豚鱼组织中 TTX 的有效去除

和毒性消减都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河豚毒素的消减

技术主要分为 3 类,分别是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
3. 1　 物理法

物理消减 TTX 的方法主要原理是利用热力等方

法破坏 TTX 结构达到减毒的效果。 刘庆营[34] 利用

高温 120 ℃,15 min,热力消减河豚鱼肉中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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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荣等[35]将腌制后的河豚鱼 100 ℃蒸煮1 h制成

安全可使用的河豚鱼粉。 传统烹制河豚鱼前去除毒

素的步骤中有腌制揉搓和高温蒸煮操作,能够去除

TTX 的原因主要有 2 方面,一方面腌制揉搓及蒸煮

过程中可以使 TTX 溶出,减少组织中毒素含量;另
一方面在高温蒸煮过程中,TTX 会转化成毒性较低

的同系物,有研究表明,100 ℃加热 20 min 时,TTX
会转化成脱水河豚毒素,其毒性是 TTX 的 1 / 500,加
热到 6 h 时,脱水河豚毒素会进一步转化成毒性更

低的河豚酸[36] 。 此外,还有利用双氧水结合光催化

剂的方法,将 UV + Au 掺杂氧化铅-改性氧化石墨烯

结合双氧水催化的方法消减 TTX,反应时间 60
min,消减率达 95% [37] ,但是具体的消减机理尚不

清楚。
3. 2　 化学法

化学方法消减多是利用 pH 碱化以破坏 TTX 的

结构来降解毒性。 利用 Na2CO3 和 NaOH 碱性试剂去

除河豚鱼中的 TTX,20 ℃下,鱼肉块浸泡 1 h 即可消

减至无毒状态。 或者在 40 ℃,pH 为 7. 0 的条件下,
用不同浓度半胱氨酸溶液与 TTX 抽提液混合 15 min
亦可消减毒性[38]。 采用热碱法(在 pH > 7,121 ℃条

件下)与河豚卵巢作用 15 min,可消除卵巢中的毒

素,制备抗炎症药物[39]。 除此之外,TTX 在一些介质

中还可能与无机盐发生基团或静电结合,向 modified
seawater medium(MSWM)添加 TTX,混合作用 1 d 即

可去除 TTX 的毒性。 MSWM 中含有的 P-1 metal so-
lution 和硼酸成分对 TTX 的毒性消减起到主要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硼酸在溶液中电离出负离子和带正电

荷的 TTX 相结合而降低了毒性[40]。
3. 3　 生物法

利用生物发酵法消减 TTX 历史已久,早在 1951
年,日本中北部地区的民间食用河豚鱼卵巢就采用米

糠发酵的方法。 先用盐腌制卵巢半年,再加入米糠、
酱油、红辣椒等调料发酵数年[41],在长时间的发酵和

腌制过程中,TTX 的毒性会有所降低。 有研究者认

为,毒性降低的原因可能有 2 点:一是长时间的发酵

和腌制过程可能使 TTX 溶解并扩散到容器中,浓度

被稀释,从而使得卵巢中的毒性降低[40, 42 - 44]。 有相

关研究指出河豚内脏中含有大量的油脂,经过盐腌制

后会盐析出 TTX-脂肪复合物,析出的成分会被米糠

吸收,因而使得内脏中 TTX 含量降低[45];二是发酵

过程中可能有微生物参与作用。 向未灭菌和热灭菌

的河豚卵巢中添加一定量的 TTX,25 ℃条件下密封

储存 24 个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卵巢中的 TTX 含量

有所下降,灭菌卵巢中 TTX 含量从 41 MU / g 下降到

25 MU / g;未灭菌卵巢中 TTX 含量从 51 MU / g 下降到

25 MU / g。 通过小鼠生物法检测毒性变化,两者在储

存 24 个月后毒性降低没有显著性差异,且发酵过程

中 pH 值一直保持酸性状态,也排除了碱化可能导致

毒性降低的可能,说明卵巢中没有微生物参与发酵消

减 TTX。 但由于米糠的添加,米糠中的微生物发酵会

分解卵巢中的蛋白等物质,产生氨基酸等共存物,这
些共存物可能会起到延缓毒性的作用[46]。 有研究发

现,有机盐、葡萄糖、有机酸和氨基酸等共存物质可延

缓小鼠的死亡时间。 综上,SHIMADA 等[47]排除了卵

巢中微生物参与作用的可能。
但在米糠发酵卵巢制品中,人们分离出了多种菌

群,其中,乳酸菌群是最优势的菌群,随着发酵过程的

进行,发酵品中菌的种类也会逐渐减少[48]。 随着研

究的推进,人们发现微生物也有参与消减 TTX 的可

能。 向 100 mg / L 的 TTX 溶液中添加 40 g 酒曲,在
30 ~ 35 ℃摇床转速为 50 r / min 条件下,混合 48 h 后

的消减率高达 90% [49]。 为进一步探究微生物对 TTX
的消减作用部位及机理, TU 等[50] 首次发现乳酸菌

胞外多糖( exopolysaccharides, EPS)可以消减 TTX,
提取 EPS 结合 Cu2O 与 TTX 混合 40 min,HPLC 检测

消减情况。 实验分成 3 组,分别是 Cu2O 组,Leuconos-
toc mesenteroides N3,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N05 和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PN04 三株菌的 EPS 组,和胞

外多糖结合 Cu2O 均可有效消解 TTX,消减率分别

为 34. 38% , 5. 96% ~ 28. 99% , 7. 19% ~
37. 81% [50] 。 EPS 能够有效消减 TTX 的原因可能是

直接与毒素结合也可能是降低毒素活性或阻碍了活

性部位的结合。 研究发现,L. mesenteroides 和 L. rh-
amnosus 的 EPS 结合 Cu2 + 后,消减 TTX 的能力更好,
是因为 L. mesenteroides 和 L. rhamnosus 的 EPS 是长链

结构且都有功能基团(O—H,N—H),可与铜结合形

成复杂紧密的结构,可通过氢键与 TTX 相结合(如图

1)。 根据 FTIR 红外的结果,L. plantarum 的 EPS 被甲

基化,可使得氧的电荷密度呈负值和 TTX 羟基中的

氢相互作用结合,从而减少溶液体系中的 TTX 含量。
综上所述,TTX 的化学性质很稳定,普通的烹饪

加工手段很难有效去除毒素。 现有消减 TTX 的方法

可分为 2 类,一种是通过减少 TTX 和浓度来减少毒

素的摄入;另一种是通过消减降低 TTX 的毒性。 减

少 TTX 浓度主要是通过揉搓或浸煮物理方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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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PS 和 Cu 及 TTX 结合;b-EPS 和 TTX 相结合

图 1　 EPS 与 TTX 的结合方式

Fig. 1　 The combination of EPS and TTX

通过化合物结合的方式生成 TTX 复合物使其从溶液

体系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到消减目的。 降低 TTX 的

毒性主要采用高温或碱性条件,破坏 TTX 化学结构

或将其转化成毒性更低的同系物;或者通过离子结合

阻碍 TTX 正电荷基团的作用位点从而降低其毒性。
相对而言,通过高温蒸煮和碱液浸泡来消减 TTX 的

方法更易操作,但会限制河豚鱼加工产品的种类,不
利于资源再生综合利用。 而利用生物发酵方法消减

TTX 虽能达到减毒的目的,但耗时长不利于工业化生

产。 当前国内外学者 TTX 的消减作用机理方面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今后有必要探索和开发更多

可有效消减 TTX 的方法并解析其作用机制,这些基

础研究对河豚鱼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4　 展望

目前国内市场只有养殖红鳍东方鲀和暗纹东方

鲀可以有条件的合法化食用,河豚鱼加工产品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其加工副产物内脏组

织的丢弃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因

而 TTX 毒性的控制是河豚精深加工及加工副产物的

无害化处理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未来,在 TTX 消减技术的开发及 TTX 消减机理

研究上的还应继续拓宽广度和深度。 探索 TTX 的有

效控制方法和 TTX 消减机理,有利于推进河豚鱼综

合利用,促进河豚鱼在食品、医药等行业的产业化发

展,优化我国水产品结构。 对河豚鱼加工废弃物的无

害化处理技术的研究,可减少环境污染,对河豚鱼加

工副产物的二次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

值,也为今后相关海洋类毒素的消减提供理论支撑和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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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rocessing of cultured puffer fish and reduction
technology of tetrodotoxin

YE Jingqin1,2,3,XIAO Ye1,2,3,LU Yikuan1,2,3,XIE Qingchao1,3,LU Ying1,2,3∗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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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boratory of Quality & Safety Risk Assessment for Aquatic Products on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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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ffer fish is well-known at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 the freshness and tenderness, and people lived in southeast coast-
al areas of China and Japan have the habit of eating puffer fish since ancient times. However, poisoning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for eat-
ing tissues and organs (guts epidermis, and ovaries, etc. ) containing tetrodotoxin of puffer fish by mistake cook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effective reduc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n tetrodotoxin for puffer fish industry. In this article, the history and
consumption status of puffer fish in China, and deep-processed products of cultured puffer fish were elaborated. Besides, methods or
mechanisms of tetrodotoxin reduction were detailed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duction and control of tetrodotoxin.
Key words　 puffer fish processing;puffer fish products;tetrodotoxin;safe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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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

———基于武汉市消费者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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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了解植物基人造肉市场快速发展背景下国内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购买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武

汉市 202 位消费者调研数据为样本,构建了消费者人造肉食品购买意愿研究模型。 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感知体

验和感知信任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显著,但感知有用性并未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价格制定、技术风

险和口感风味等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感知特性间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作用。 其中,价格制定对消费者感知

特性影响最为显著,技术风险和口感风味对消费者感知特性影响次之。 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一线城市

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购买意愿及关切。 研究结论可为人造肉生产商更好地研发产品,为零售企业激发消费端

的购买热情提供借鉴。
关键词　 人造肉;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特性;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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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0 年 9 月份“美国人造肉第一股” Beyond
Meat 官宣在中国嘉兴投资建厂后,国内人造肉市场

迎来快速发展,肯德基、汉堡王、德克士等多家快餐连

锁品牌相继加入人造肉产业并推出多款人造肉食品。
以肯德基为例,其推出的植世代系列下的 2 款人造肉

产品(牛肉芝士汉堡和黄金鸡块)已于 2020 年 10 月

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和武汉等 6 座城市的

200 多家门店开售。 虽然人造肉食品的问世一度引

发消费者热议,但由于人造肉技术进入公众视野时间

较短,普通消费群体的认知可能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而

并没有实际消费经历。 国内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

接受度如何是当前人造肉研发企业及零售端共同关

注的问题,围绕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购买意愿展开

相关调研十分必要。
为更好了解零售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本研究首

先梳理了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接受度的相关文献。
已有研究相对集中于欧、美国家消费群体对人造肉产

品接受度的讨论[1]。 在意大利,年轻、接受高等教

育,具备人造肉相关知识和期望减少肉类消费的群体

更愿意接受人造肉产品[2]。 技术安全性是爱尔兰消

费群体对人造肉食品的重要关注点[3]。 与城镇消费

者更容易接纳人造肉产品不同,爱尔兰乡村消费者普

遍担心人造肉市场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冲击。 对德国

消费者的调查发现,伦理和情绪反对导致消费者对人

造肉产品全球推广的担忧[4]。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和

美国,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也表现出不同兴趣。 如

SLADE[5]对加拿大消费者的调查发现,当产品售价相

同,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传统肉汉堡。 相比之下,美国

消费者似乎对人造肉食品有着较强的兴趣并愿意尝

试[6]。 但过高的预期价格,有限的产品口味,以及对

产品非天然的担忧等因素可能是阻碍消费者对人造

肉食品的接受态度。 在美国消费群体中,男性、政治

自由、肉食群体对人造肉产品更容易接受。 由此可以

发现,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人造肉的接受程度存在不

同,即便同一国家不同消费群体对人造肉的接受度和

消费意愿也存在差异。 尽管一些国家消费者对人造

肉产品的态度表现为可接受,但对于人造肉产品替代

传统肉类食品仍存在不安心理,这在德国、加拿大、美
国的消费群体以及爱尔兰农民身上均能体现。

目前该领域研究存在 2 个层面的空白:(1)由于

人造肉产品在国内市场推出时间较短,国内学者对中

国市场零售端消费者人造肉产品的购买意愿缺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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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认知[7];(2)已有对影响消费者人造肉产品接受

度的研究多从影响消费者接受度的直接因素进行探

讨,这可能导致对消费者产品购买意愿的内在机理分

析不足。 现实中,消费者面对新研发食品时,其购买

意愿的影响因素可能较为复杂,价格、口感、添加剂使

用等因素虽然能够影响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购买

意愿[6],但也许并非是影响购买意愿的直接因素。
我们借鉴消费者行为理论所提出的感知有用性、感知

信任等成熟概念[8 - 9],引入消费者感知体验这一变

量[10],构建消费者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研究模型,探
索消费者感知特性对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并研究价

格制定、口感风味、技术风险等产品属性对消费者购

买意愿的间接影响,以期为人造肉厂商和零售企业提

供借鉴。 鉴于当前植物蛋白肉的生产技术较为成熟,
且零售端的人造肉产品几乎为植物蛋白肉产

品[11 - 14],因而本文对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的研究将

聚焦于植物蛋白肉产品的消费者购买意愿。 为便于

表述,本文使用“人造肉”一词代表植物蛋白肉产品。

1　 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

本研究模型的构建主要探讨了人造肉产品属性

对消费者感知特性的影响,以及消费者感知特性与产

品购买意愿的关系。 在结合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并

充分考虑市场中消费者对新食品关切的基础上,本文

将人造肉产品属性划分为价格制定、口感风味和技术

风险 3 个维度;将消费者感知特性划分为感知信任、
感知体验和感知有用性 3 个维度。
1. 1　 产品属性对感知特性的关系假设

1. 1. 1　 价格制定

ORZECHOWSKI[15] 认为,技术水平低下和生产

成本过高使当前人造肉商业化生产难以实现。 以中

国市场为例,盒马鲜生 2020 年 8 月销售的某品牌人

造肉饼 226 g 一盒的定价为 59. 9 元人民币,这一定

价远高于市场中同等质量的传统牛肉或猪肉馅产品

价格。 此外,快餐连锁品牌肯德基售卖的人造肉汉堡

也比传统牛肉汉堡价格高出不少。 较高的产品价格

定位可能对消费者的感知特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人造肉产品价格制定对消费者感知信任有

显著正向影响。
H2:人造肉产品价格制定对消费者感知体验有

显著正向影响。
H3:人造肉产品价格制定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有显著正向影响。
1. 1. 2　 口感风味

人造肉产品在口感上与动物肉相比存在较大的

差异。 与动物肉鲜嫩多汁、富有弹性的口感不同,人
造肉产品纤维结构的紧密性和黏弹性相对较差。 此

外,人造肉在生产环节还需解决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

的豆腥味对口感风味的影响。 然而,现阶段通过技术

手段增强人造肉食品纤维结构并改善产品口感的技

术相对有限[16]。 口感风味若处理不当,可能影响消

费者对产品的感知。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人造肉产品口感风味对消费者感知信任有

显著正向影响。
H5:人造肉产品口感风味对消费者感知体验有

显著正向影响。
H6:人造肉产品口感风味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有显著正向影响。
1. 1. 3　 技术风险

与天然食物相比,消费者对于人造食品的质量安

全往往有着更高的敏感性[17]。 虽然人造肉技术可以

有效解决肉类食品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但新技术的使

用可能导致人造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其他未知

有害物[18 - 20],并且这种技术风险可能在短期食用后

并不会显现[21]。 新技术下的食品质量安全可能引发

消费者不安[22]。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7:人造肉产品技术风险对消费者感知信任有

显著负向影响。
H8:人造肉产品技术风险对消费者感知体验有

显著负向影响。
H9:人造肉产品技术风险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有显著负向影响。
1. 2　 感知特性对购买意愿的关系假设

依据已有研究,我们发现感知信任、感知有用性

和感知体验这 3 个感知变量在不同情境下能够对消

费者购买意愿产生不同影响。 首先,感知有用性的概

念最早由 DAVIS 等[8] 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
用于分析用户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 感知信任最

早由 MAYER 等[9]引入消费者购物领域,并被后续研

究者证实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食品购买意愿[23]。
在另一研究情境中,崔筱婷等[10] 发现服务体验、感官

体验、趣味体验是跨境电商平台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直

接影响因素。 在人造肉市场中,消费者的这些已有感

知特性将会如何影响其购买意愿有待进一步考察。
因此我们的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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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消费者感知信任对其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
H11:消费者感知体验对其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
H12:消费者感知有用性对其人造肉产品购买意

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图 1 所示的消费者人

造肉产品购买意愿研究模型。

图 1　 消费者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研究模型

Fig. 1　 Research model of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of plant-based meat products

2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2. 1　 研究设计

2020 年 10 月中旬,在肯德基推出植世代系列 2
款人造肉新品后,我们第一时间对在武汉 2 家门店

(光谷天地店和街道口店)购买人造肉产品的消费者

进行了实地调查。 选取武汉肯德基人造肉食品消费

者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相对其他人

造肉餐饮品牌或零售端超市,肯德基拥有较为庞大的

消费群体,且消费群体可能来自不同收入阶层,这使

得调查样本在选择上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在肯德基

第一批推出人造肉产品的 6 个城市中,武汉是其中之

一,相比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 4 个传统一线城

市,武汉地处华中,其经济发展位列全国 15 个新一线

城市第 4 位,能较好反映当前一线城市消费者的偏

好;同时光谷天地和街道口 2 家门店是第一批销售人

造肉产品的门店,这 2 家门店消费者是我们利用最小

成本即可接触到的群体。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我们

限定受访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的肯德基人造肉产品消

费者。
考虑到年龄、收入、学历等问题涉及受访者个人

隐私,相比个人基本信息,消费者更愿意对其购买并

食用人造肉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因而我们在设

计问卷时将各变量的测量题目放置于人口统计学变

量之前让受访者进行回答。 问卷设计包含 2 部分内

容。 第一部分是对各构面的测量,测量题项均采用李

克特七点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

赋值 1 ~ 7 分;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
所有构面的测量题项提取于已有文献或成熟问卷,且
通过相关领域专家的评审。 此次实地调研一共发放

问卷 230 份,收集有效答卷 20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 8% 。 各构面的测量题项详见表 1。
表 1　 测量题项与信度检验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 and reliability test

变量 测量项
题目信度 组成信度

STD SMC CR

价格制定

(PS)

PS1 目前人造肉产品定价合理 0. 703 0. 494
PS2 目前人造肉定价高于同等重量的牛羊肉 0. 660 0. 436 0. 740
PS3 希望人造肉产品价格制定与普通肉类价格相近 0. 728 0. 530

口感风味

(TF)

TF1 人造肉口感缺少动物肉的鲜嫩多汁 0. 732 0. 536
TF2 人造肉口感缺少动物肉的耐嚼性 0. 724 0. 524 0. 790
TF3 人造肉口感与动物肉口感存在差别 0. 782 0. 612

技术风险

(QR)

QR1 人造肉在生产中会使用非法添加剂以增加口感 0. 904 0. 817
QR2 人造肉在生产中会出现未知的有害物 0. 863 0. 745 0. 919
QR3 长期食用人造肉产品存在一定的风险 0. 899 0. 808

感知体验

(PE)

PE1 购买和食用人造肉产品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0. 635 0. 403
PE2 购买和食用人造肉产品增加了我的乐趣 0. 618 0. 382 0. 783
PE3 购买和食用人造肉产品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0. 728 0. 530

感知有

用性(PU)

PU1 零售端对人造肉产品的介绍让我对该产品

有更深入的了解
0. 715 0. 511 0. 783

PU2 购买和食用人造肉产品能够让我吃到更健康的食品 0. 792 0. 627
PU3 人造肉产品增加了我对食品的选择 0. 707 0. 500

感知信任

(PT)

PT1 我相信目前市面上推出的人造肉产品是营养健康的 0. 778 0. 605
PT2 我相信目前人造肉的生产技术是安全的 0. 656 0. 430 0. 776
PT3 我相信目前市场上对人造肉的宣传是真实的 0. 760 0. 578

购买意愿

(PI)

PI1 我愿意主动尝试人造肉产品 0. 596 0. 355
PI2 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购买人造肉产品 0. 614 0. 377 0. 696
PI3 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增加购买人造肉

产品的频率
0. 759 0. 576

2. 2　 实证分析

2. 2. 1　 信度和效度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

检验。 研究用因子载荷( standard deviation,STD)考

量各测量题项信度,用建构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考量模型的组成信度。 信度指标的检验结果如

表 1 所示,STD 值均大于 0. 6,CR 值也能够达到 0. 7
的水平,模型信度较高,量表稳定性较好[24]。

其次是对问卷效度的检验,分为聚合效度和区别

效度检验。 聚合效度的检验用到平均变异数萃取值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AVE 值在 0. 36 ~
0. 5 为可接受,AVE >0. 5 为理想[25]。 通过计算发现

模型的 AVE 值均符合要求,量表聚合效度良好。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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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效度的检验需对构面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比较。
如表 2 所示,对角线加粗字体为 AVE 的算术平方根,
下方三角区域的数据为构面的皮尔森相关。 对角线

AVE 的开根值均大于该构面与其他构面的相关系

数,表明构面间区别效度良好。
表 2　 量表效度检验

Table 2　 Scale validity test

变量
聚合效度 皮尔森相关与区别效度

AVE 1 2 3 4 5 6 7
1 价格制定 0. 487 0. 698
2 口感风味 0. 557 0. 127 0. 746
3 技术风险 0. 790 - 0. 128 - 0. 158 0. 889
4 感知体验 0. 438 0. 191 0. 155 - 0. 221 0. 662
5 感知有用性 0. 546 0. 184 0. 099 - 0. 199 0. 198 0. 739
6 感知信任 0. 538 0. 265 0. 196 - 0. 302 0. 301 0. 300 0. 733
7 购买意愿 0. 436 0. 163 0. 080 - 0. 234 0. 211 0. 171 0. 254 0. 660

　 　 注:对角线上黑色加粗字体为 AVE 的算术平方根,其余未加粗的

为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2. 2. 2　 假设检验

运用 AMOS21. 0 软件,对模型进行标准化路径分

析,得到模型的主要配适度指标,如表 3 所示。 模型

各项配适度指标整体相对较好,达到理想值状态,符
合对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一般要求[24]。 假设检验的

汇总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模型拟合度指标

Table 3　 Model fitting index
适配度 CMIN DF CMIN / DF RMSEA TLI GFI AGFI CFI TLI
标准 < 5 < 0. 08 > 0. 90 > 0. 80 > 0. 80 > 0. 90 > 0. 90

测量值 280. 496 173 1. 621 0. 056 0. 926 0. 883 0. 843 0. 939 0. 926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Table 4　 Summary of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假设 路径 是否验证

H1 产品价格制定→感知信任 支持

H2 产品价格制定→感知体验 支持

H3 产品价格制定→感知有用性 支持

H4 产品口感风味→感知信任 支持

H5 产品口感风味→感知体验 支持

H6 产品口感风味→感知有用性 不支持

H7 产品技术风险→感知信任 支持

H8 产品技术风险→感知体验 支持

H9 产品技术风险→感知有用性 支持

H10 感知信任→购买意愿 支持

H11 感知体验→购买意愿 支持

H12 感知有用性→购买意愿 不支持

3　 研究发现

根据假设检验结果,本研究模型对消费者人造肉

产品购买意愿的解释能力 R2 达到 66. 2% ,为较高解

释水 平。 此 外, 模 型 对 消 费 者 感 知 信 任 ( R2 =
64. 9% )、感知体验 ( R2 = 64. 8% ) 和感知有用性

(R2 = 34. 7% )等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也都在中等或

较高水平。
首先,分析产品属性对消费者感知特性的影响。

在产品属性中,价格制定对消费者的感知特性影响最

大,且 产 品 价 格 制 定 对 消 费 者 的 感 知 信 任

(β1 = 0. 628,P < 0. 001)、感知体验(β2 = 0. 489,P <
0. 001)和感知有用性(β3 = 0. 507,P < 0. 001)均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品技术风险的影响次之,其对消

费者感知信任(β7 = - 0. 249,P < 0. 001)、感知体验

( β8 = - 0. 226, P < 0. 01 ) 和 感 知 有 用 性

(β9 = - 0. 179,P < 0. 05)也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
这种影响对消费者感知特性产生了负向的作用。 口

感风味的影响在 3 种产品属性中影响偏弱,但也对消

费者的感知信任(β4 = 0. 191,P < 0. 01)和感知体验

(β5 = 0. 185,P < 0. 01)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阐释消费者感知特性对人造肉产品购买

意愿的影响。 结果发现,消费者感知特性对其购买意

愿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消费者感知体验、
感知信任和感知有用性。 其中,消费者感知体验对于

产品 的 购 买 意 愿 影 响 最 为 显 著 ( β11 = 0. 611,
P < 0. 001)。 据悉,肯德基多家门店为吸引消费者购

买人造肉新产品,在正式推出产品前,举行了新品试

吃活动,引来大批消费者的围观。 这无形中给了潜在

消费者良好的体验感,当消费者购买和食用人造肉产

品能获得诸如心情愉悦、内心满足等较好体验感时,
其购买意愿会显著提升。 消费者的感知信任影响次

之,且感知信任也能显著影响其购买意愿 ( β10 =
0. 262,P < 0. 05)。 当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质量安

全和商家宣传产生足够信任感时,消费者更倾向于购

买人造肉产品。 但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并不显著(β12 = 0. 017,P =
0. 877)。 这反映出当前消费者可能认为人造肉产品

不是一种必需品,即虽然新产品的推出能够增加消费

者的短期购买热情,但从长期来看,消费者可能对人

造肉产品成为传统肉类的替代品存疑。 这从侧面反

映出当前消费者认为人造肉产品的有用性相对不足,
普通消费者对人造肉产品的接纳可能需要一个较长

过程。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国内 202 位人造肉产品消费者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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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感知信任和感知

体验是直接影响消费者人造肉产品购买意愿的重要

因素。 此外,价格制定、技术风险和口感风味等因素

通过消费者的感知特性间接影响其购买意愿。 其中

价格制定对消费者感知特性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产

品技术风险和口感风味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论可为人造肉厂商和销售企业提供

一些参考借鉴。 人造肉厂商首先应从源头上尽可能

降低产品成本,如通过在国内建厂和研发低成本替代

技术等手段,降低人造肉本地化生产在原料、人工、进
口关税等方面的成本压力,推进人造肉规模化生产;
其次,应通过研发更高级的提纯技术除去人造肉中的

豆腥味,改善人造肉产品的口感风味;此外,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加强市场自律,不
违法使用添加剂,守好健康牌,收获消费者信任。 为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增加产品长期受欢迎程度而

非一次性购买或体验,市场零售端一方面应在销售环

节尽可能降低产品价格,使人造肉食品的价格接近传

统肉类;另一方面,零售企业可通过宣讲、优惠、试吃

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体验,增强其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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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ing inten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nt-based meat pro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nsumers in Wuhan

SHEN Cong1,WEI Mingxia1∗,SHENG Yilo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lant-based meat market,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a research model of consumers’ plant-based meat purchasing intention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202 consumers in Wuhan as a sampl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uch as consumers’ perceived experi-
ence and perceived trus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while perceived usefulness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Product properties such as price setting,technical risk, and flavor indirectly affect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by influencing consumers’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 Price setting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nsumers’ perception char-
acteristic, followed by technical risk and flavor. This research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and concern to purchase
plant-based meat products in first-tier cit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lant-based meat manufacturers to better
develop products and for retail companies to stimulate consumers’ purchase enthusiasm.
Key words　 plant-based meat product;consumer;product property;perceived characteristic;purchase intention



邮发代号：2-331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802/TS      国外代号：M350      定价：50.00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工商广登字第20170155号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