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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化学方法对大鲵低聚糖肽的氨基酸组成、糖组成及糖肽连接方式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大鲵低聚

糖肽含蛋白量为 80.01%、总糖含量为 15.15%。其含有的氨基葡萄糖、葡萄糖醛酸、半乳糖醛酸及唾液酸分别为

3.39%、0.65%、2.45% 和 0.60%。其氨基酸组成中，苏氨酸的含量最高，达 13.1% ，其次是脯氨酸、丙氨酸、亮氨酸、精氨

酸、苯丙氨酸等。大鲵低聚糖肽的 β－消旋反应和血凝集反应，表明大鲵低聚糖肽中糖肽键以 O－连接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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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carbohydrates composition and glucosidic linkage of glycopeptides
prepared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was studied by chemical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s and total carbohydrate in glycopeptides were determined as 80.01% and 15.15%，respectively. The
glycopeptides contained 3.39% glucosamine，0.65% glucuronic acid，2.45% galacturonic acid and 0.60% sialic
acid.Amino acid composition of 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was rich in threonine，proline，alanine，

leucine，arginine and phenylalanine， lacking in tryptophan. According to β － elimination reaction and
hemagglutination，the linkage between the polysaccharide moiety and peptide of glycopeptides might belong to
O－glucosidic linkage.
Key words: glycopeptides of Andrias davidianus; amino acid composition; carbohydrates composition;

β－elimination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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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 ( Andrias davidianus) 是现存个体最大的两

栖动物，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在我国广泛分布，主

要产于长江、黄河及珠江中上游支流的山溪河流中，

尤以四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等省为多
［1］。大鲵

营养价值高，含有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氨基酸、微量

元素。其机体中含有 50 多种天然生物活性物。这

些生物活性物在食用、药物、化妆品、健康食品等方

面具有独特的研发价值
［2］。本实验室从大鲵体表黏

液中制备出大鲵低聚糖肽，通过小鼠抗疲劳实验，发

现其具有抗疲劳功能
［3］。大鲵低聚糖肽还具有良好

的吸湿性和较强的抗紫外线活性
［4］。本文对大鲵低

聚糖肽的氨基酸组成、糖组成及糖肽连接方式进行

了初步研究，以期为以后研究大鲵低聚糖肽活性提

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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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鲵低聚糖肽的基本组成

Table 1 The composition of 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成分 总糖 总蛋白 氨基葡萄糖 葡萄糖醛酸 半乳糖醛酸 唾液酸

含量( % ) 15.15 80.01 3.39 0.65 2.45 0.60

大鲵低聚糖肽 2010 年 11 月由辽宁省水产品

加工及综合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制备; 咔唑、无水乙

醇、四硼酸钠、间羟基联苯、乙酰丙酮、对－二甲基苯甲

醛、无醛乙醇、间苯二酚、硫酸铜、乙酸丁酯－丁醇( 体

积比 4∶1) 、盐酸、浓硫酸等试剂 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1.2.1 大鲵低聚糖肽基本组成测定 准确称取 0.5g
大鲵低聚糖肽，于 100mL 容量瓶中定容，制得大鲵低

聚糖肽溶液，备用。
1.2.1.1 蛋白含量测定 采用 Follin－酚法

［5］。取大

鲵低聚糖肽溶液 20μL，置于干净的试管内，加 5mL
Follin 甲液，置于 25℃ 水浴中 10min 后，加入 0.5mL
Follin 试剂乙，继续水浴 30min，于 500nm 处测量吸

光值。
1.2.1.2 糖含量测定 采用苯酚－硫酸法

［6］。取 0.1mL
大鲵低聚糖肽溶液，加入 1mL 6%苯酚溶液后，加 5mL
H2SO4，静置 20min，于 490nm 处测量吸光值。
1.2.1.3 盐酸氨基葡萄糖含量测定 采用乙酰丙酮

法
［7］。取大鲵低聚糖肽溶液 0.5mL，置于干燥的具塞

比色管中，加水至 5.0mL，然后加 1.0mL 乙酰丙酮溶

液，摇 匀，于 沸 水 浴 中 加 热 25min，取 出，冷 却。加

对－二甲基苯甲醛溶液 1.0mL，摇匀，60℃水浴 1h，放

置冷却，于 525nm 处测量吸光值。
1.2.1.4 半乳糖醛酸含量测定 采用硫酸咔唑法

［8］。
取大鲵低聚糖肽溶液 1.0mL，置于干燥的具塞比色管

中，冰水浴中加入四硼酸钠－硫酸溶液 5.0mL，混匀

后，沸水浴加热 20min，取出后立即冷却至室温，加

0.15%咔唑溶液 0.2mL，摇匀，在室温下保持 2h，在

530nm 处测量吸光值。
1.2.1.5 葡萄糖醛酸含量 采用间羟联苯法

［9］。取

大鲵低聚糖肽溶液 0.5mL，加入试管中，置冰水浴中，

加入 4.5mL 四硼酸钠－硫酸溶液，继续冷却，充分振

荡，将试管置于沸水浴中加热 10min，立即放入冰水

浴中冷却，加入 0.05mL 0.15%间羟基联苯溶液，充分

振荡，静置 20min，在 525nm 处测量吸光值。
1.2.1.6 唾液酸含量测定 采用间苯二酚法

［10］。取

大鲵低聚糖肽溶液 1.0mL，置于干净的试管内，加间

苯二酚 － 盐 酸 溶 液 ( 分 别 量 取 2% 间 苯 二 酚 溶 液

2.5mL，0.1mol /L 硫酸铜溶液 62.5μL，25% 盐酸溶液

20mL，加水稀释至 25mL，混匀。实验前 4h 内配制)

1mL，沸水浴 30min，取出置冰浴 3min，加乙酸丁酯－
丁醇液( 乙酸丁酯－丁醇的体积比 4 ∶1 ) 2mL，充分混

匀，室温放置 10min，在 580nm 处测量吸光值。
1.2.2 大鲵低聚糖肽氨基酸组成分析 将大鲵低聚

糖肽干燥至恒重，取一定量样品在 6mol /L 盐酸中，

在 110℃条件下消化 24h，脱酸后，用水定容至 5mL，

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上测定样品中氨基酸的组成。
1.2.3 β－消旋反应测定糖肽键连接方式 准确称取

大鲵低聚糖肽样品 5mg，溶于 3mL 蒸馏水中，然后将

样品 溶 液 分 成 两 等 份，各 1.5mL。其 中 一 份 加 入

1.5mL 蒸馏水; 另一份加入 1.5mL 0.4mol /L NaOH 溶

液，反应 2h 后，两份溶液分别在 200～400nm 范围内进行

紫外光谱扫描，得到 β－消除反应前后紫外扫描图
［11］。

1.2.4 血细胞凝集法测定糖肽键连接方式 采用专

一性识别－Galβ1－3 GalNAc α－O－Ser /Thr 结构的凝

集素( CAL，海绵凝集素) ，进行三组 B 型血红细胞凝

集实验。第一组在血红细胞悬液中加入凝集素; 第

二组血红细胞悬液; 第三组在血红细胞悬液中加入

凝集素和大鲵低聚糖肽。室温孵育 30min 后显微镜

下观察血红细胞凝集现象。
1.2.5 红外光谱测定 取一定量的大鲵低聚糖肽干

粉与 KBr 混合压片，在 400～4000cm －1
范围内进行红

外光谱扫描。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鲵低聚糖肽基本组成分析

经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大鲵低聚糖肽的基本组

分，结 果 见 表 1。大 鲵 低 聚 糖 肽 中 总 糖 含 量 为

15.15%，总蛋白含量为 80.01%。其中盐酸氨基葡萄

糖、葡萄糖醛酸、半乳糖醛酸和唾液酸含量分别为

3.39%、0.65%、2.45%和 0.60%。葡萄糖醛酸具有抗

肿瘤、抗凝血、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是刺参酸性

粘多糖的主要成分
［12］。唾液酸具有提高人体免疫

力、抗痴呆、提高记忆力和智力的作用，是燕窝的主

要功能成分
［13］。因此，组成大鲵低聚糖肽的糖成分

对人体具有保健功能。
大鲵低聚糖肽的氨基酸组成见表 2。由表 2 可

知，大鲵低聚糖肽中所含的 18 种氨基酸中除色氨酸

未测出外，人体其它 7 种必需氨基酸 ( 苏氨酸、缬氨

酸、甲硫氨酸、苯丙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

和组氨酸( 婴儿所必需的氨基酸) 的含量均较高。其

中必需氨基酸中苏氨酸含量最为丰富，高达 13.1%。
其次是天冬氨酸 /酰胺( Asx) 和谷氨酸 /酰胺( Glx) 分

别为 11.2%和 12.5%。而丝氨酸含量最低为 0.2%。
精氨酸为人体半必需氨基酸，有良好的降血压

作用。苯丙氨酸是人体内肾上腺素、甲状腺和黑色

素合成的原料。组氨酸对婴幼儿也属于必需氨基

酸，在新生儿及儿童生长发育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它具有抗溃疡和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幼儿缺

乏组氨酸将导致贫血
［14］。由此可见，大鲵低聚糖肽

具有潜在的多种保健功能。

2.2 大鲵低聚糖肽键特征分析

β－消旋反应是一种鉴定糖肽键中是否存在 O－
连接糖肽键的常用方法，O－连接糖肽键在碱作用下

很容易断裂。糖肽键在用碱处理时，与 O－糖肽键连

接的丝氨酸生成 α－氨基丙烯酸，苏氨酸生成 α－氨

基丁烯酸，这种不饱和氨基酸的形成，在 240nm 波长

处紫外吸收增强
［15］。其 β－消旋反应前后大鲵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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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肽的紫外吸收图谱如图 1。由图 1 可见，在 240nm
处 β－消旋反应后大鲵低聚糖肽的紫外吸收显著增

强，说明大鲵低聚糖肽中存在 O－连接糖肽键。
表 2 大鲵低聚糖肽氨基酸组成

Table 2 Amino acid composition of 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氨基酸
摩尔百

分含量( % )
氨基酸

摩尔百

分含量( % )

苏氨酸 Thr 13.1 苯丙氨酸 Phe 4.7
丝氨酸 Ser 0.2 组氨酸 His 2.6
脯氨酸 Pro 8.9 赖氨酸 Lys 5.3
甘氨酸 Gly 2.4 精氨酸 Arg 6.5
丙氨酸 Ala 8.5 甲硫氨酸 Met 2.5
缬氨酸 Val 5.7 半胱氨酸 Cys 1.2

异亮氨酸 Ile 3.6 天冬氨酸 /酰胺 Asx 11.2
亮氨酸 Leu 8.0 谷氨氨酸 /酰胺 Glx 12.5
酪氨酸 Try 3.1 色氨酸 Trp －

图 1 大鲵低聚糖肽 β－消除反应前后紫外扫描图

Fig.1 The glycopeptides UV spectrum before and
after β－elimination reaction

注: 1.β－消旋反应; 2.未进行 β－消旋反应。

从图 2－A 可以看出，在血红细胞中加 CAL，血红

细胞出现凝集现象。因为血细胞表面受体与凝集素

结合。图 2－B 为对照组，血红细胞未发生凝集现象。
图 2－C 为在血红细胞中加 CAL，同时加入大鲵低聚

糖肽，可以看出血红细胞未发生凝集现象。这是因

为大鲵低聚糖肽与凝集素结合，阻碍了凝集素与血

红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鲵

低聚糖肽中存在 O－连接糖肽键。

图 2 血红细胞凝集现象测定

Fig.2 Assay of hemagglutination
注: A.加入凝集素; B.不加凝集素;

C.加入大鲵低聚糖肽与凝集素。

2.3 大鲵低聚糖肽红外光谱分析

从大 鲵 低 聚 糖 肽 红 外 光 谱 看 ( 图 3 ) ，3275.2、
1653.3、1454.9cm －1

显 示 结 构 中 存 在 酰 胺 官 能 团;

3063.8cm －1
显示有咪唑环官能团; 2962.3、1402.3cm －1

为羟基特征峰。红外光谱图反映了蛋白质结构中的

肽键、咪唑环以及糖链上的羟基。

图 3 大鲵低聚糖肽的红外图谱

Fig.3 FT－IR spectrum of 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3 结论
对大鲵低聚糖肽含有的氨基酸进行了研究，发

现它的氨基酸种类较丰富，其中必需氨基酸中苏氨

酸含量最为丰富。对它的糖组成进行的研究表明，

它的糖成分基本组成为氨基糖、酸性糖以及中性糖

等。同时，发现大鲵低聚糖肽中存在 O－ 连接糖肽

键。具有 O－连接糖肽键的糖肽，往往具有免疫活

性，因此大鲵低聚糖肽在保健食品开发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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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以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研究对象，探讨胡桃醌对微生物不同阶段生长及形态特征的影响，为胡

桃醌抑菌机理的研究奠定基础。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和平板计数法绘制生长曲线，通过透射电镜观察菌体形态

特征的变化。结果: 大肠杆菌的迟缓期和对数期受到胡桃醌的抑制作用明显; 处于对数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胡桃醌

的抑制作用更为敏感。透射电镜的结果表明，最低抑菌浓度下的胡桃醌作用大肠杆菌 2h，菌体即出现细胞质壁分离现

象，细胞质分布不均匀; 8h 后，细胞壁破坏严重，内溶物流出。胡桃醌作用金黄色葡萄球菌 4h，菌体细胞吸水膨胀，部

分细胞隔膜已被破坏。8h 后，菌体互相粘连，细胞与细胞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结论: 胡桃醌的抑菌效果主要表现在细

菌生长的对数期，并可能通过破坏菌体的细胞壁或细胞膜结构来抑制细菌的生长。
关键词:胡桃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MIC，细菌形态

Study on the effect of juglone on inhibiting bacterial growth
WU Zhao－xia1，2 ，JIN Nan1 ，ZHANG Min1 ，ZHANG Xuan1

( 1.Food Science College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2.Institute of Food Nutrition，Quality and Safety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effect of juglone on S.aureaus and E.coli growth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so as to discover the antibacterial mechanism of juglone. Method : The UV
spectrophotometer and enumeration platecount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rmine cell growth curves.Observations of
bacteria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ndu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 TEX) .Resul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rowth of E.coli in lag phase and log phase we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juglone.While for
S.aureaus，its growth in log phase was more sensitive to juglone.Result from observation by TEX showed that the
cytoplasm was concentrated and the cell was plasmolysed 2 hours after adding juglone to cultivative medium at
minimum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 MIC) .The cell wall was damaged seriously and the contents were leaked out
after 8 hours.While for S.aureus，the cells absorbed water to expand，and part of the cell membrane was destroyed
4 hours after adding juglone to cultivative medium at MIC.Eight hours later，bacterial were adherent and boundaries
tended to be illegible.Conclu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juglone might influence bacterial growth at logarithmic
stage.Also，it might inhibit growth of bacteria through damaging cell wall or cell membrane.
Key words: juglone; Escherichia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MIC; bacteria 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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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醌( 5－羟基－1，4－萘醌) 是从核桃楸中提取

出来的一种萘醌类活性物质，具有明显抑菌和抗癌

作用
［1－5］。同时对害虫

［6］、微生物
［7］

等显示卓越的影

响，其生物活性探讨也倍受注目
［8－9］。胡桃醌的抗菌

收稿日期:201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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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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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可应用于天然防腐剂方面
［10］。目前，国内对胡

桃醌的研究内容包括胡桃醌检测方法、抑菌作用、抑
制植物病原菌的生长、杀虫、杀螨、抗肿瘤、对某些人

类病原菌的作用效果及机理、安全性等方面。该物

质对食品中常见细菌和真菌的作用机理研究报道的

很少，其抑菌防腐的机理仍不明确。本研究将以大

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做为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

氏阳性菌的代表进行抑制细菌生长作用的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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