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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对大鲵糖肽进行分析，使用 Sino Chrom C s反相柱和紫外可变波长检测器，并测 

定 大鲵糖肽 的羟基 自由基 清除能力 。结果表 明 ：大鲵糖肽组分 的最佳 液相色谱检测条件为 ：检测波 长 280 nm；流 

动相为 V(乙腈)：V (甲醇) ：V(0．1 三氟 乙酸) 一5：5：90；流速 1_0 mL／min；进样量 20 L。大鲵 糖肽在 

5．78 g／mL浓度 时 ，羟基 自由基 的清除率达 60．19 ，具有较好 的抗氧化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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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analysis and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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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lycopeptides from Andrias davidianus(ADGP)were analysed by HPLC． C18 column Sino Chrom (5／zm，4．6 mm 

×150 mm)and ultraviolet detector were used． The effect of ADGP on ·OH scavenging was studied by 2-deoxyribose oxida— 

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1 separated conditions were detection wavelength 280nm，mobile phase(aeeto— 

nitrile，methanol and water)at a volume ratio of 5：5：90，flow rate 1．0 mL／min，and sampling 2O gL each time．ADGP had 

6O．1 9 antioxidant activity at 5．78／lg／mL on·OH scave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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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俗称娃娃鱼 (Andrias davidianus)，是 世界 上现存 

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大鲵既是国家二类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 ，也是农业产业化 和特色农 业 的重 点开发 品种 ， 

具 有较大的开发 利用潜 力 。国外学 者对 两栖 类动 物皮 肤分 

泌物的研究 已长达 4O多年 ，报 道了 500多种活性 肽l1]。两 

栖 类动物皮肤 中含有 的 多种生 物 活性肽 是生 物活 性肽 的重 

要来 源 ]。作者利用高效液相 色谱 方法 (HPLC)对从大鲵皮 

肤粘液 中制备的 活性糖 肽进 行分 析 ，建 立 了较为 理想 的大 

鲵糖肽的 HPLC分离体系，同时，对大鲵糖肽的抗氧化活 

性 进行 了测定 。 

1 材料方法 

1．1 材料 、试剂 、仪器 

大鲵糖 肽 ，2009年 9月 由辽 宁省水 产 品加工及 综合 利 

用重点 开放 实验室提供 ，分子量≤ 4 000，含 糖量 占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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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比)。 

甲醇、乙腈、三氟乙酸(TFA)为色谱纯。 

P230高效 液 相 色 谱 仪 ，UV230+ 紫外 检 测 器 ，Sino 

Chrom C18(5 m，4．6 mm×150 mm)分 析柱 (大 连依利特 

分析仪器有 限公 司)。 

1．2 方 法 

1．2．1 色谱条件筛选 将 1 rng大鲵糖肽溶解于 l mL 

双蒸水中，进行全波长扫描确定检测波长。通过对 

流动相配 比的顺序优化法进行分离条件的选择_3]。 

1．2．2 大鲵糖肽 的 ·oH 清除活力测定 采用 改 

进 的 2一脱氧核糖(2一Deoxy-D—ribose)氧化方法L4]测 

定 OH清除活力。将 5 mmol／L FeSO4，5 mmol／L 

EDTA 和 5 mmol／L 2-Deoxy—D—ribose各 0．2 mL， 

与 0．2 mL不 同浓 度 的大 鲵糖 肽 混合 ，加 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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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 PB(PH 7．4)1．0 mL后 ，再加人 0．2 mL的 

5 mmol／L H2 O2，37℃保温 4 h后 ，加入 1．4 

TCA、0．5％ TBA各 1 mL。反应混合物置于沸水 

浴中煮沸 10 rain。测定 532 nm 处吸光值，抑制率 

按如下公式计算 ： 

抑制率(％)一 1二 主 二 x1ooZ。 
式中：C为标准液的吸光度值 ；CB为空 白液 

的吸光度值；S为样品反应液的吸光度值；SB为 

对照液的吸光度值。 

2 结 果 

2．1 波长的选择 

经全波长扫描，发现大鲵糖肽在 280 nm处有较强吸收 

峰，因此选定 280 nm作为 检测 波长 。 

2．2 流动相的组成对 分离效果 的影响 

采用混合液设计顺序优化实验方案。利用具有确定组成的 

多元混合溶剂的多重选择性 ，对一个分析任务进行分离条件的 

优化E 。首先选择 3种具有确定组成 的二元混合溶剂流动相 ， 

构成等边三角形的 3个顶点(图 1)，各点混合溶剂的体积分数 

组成如下： 
(zk／TFA) 

B (己腈) E C (甲醇 ) 

图 1 顺序优化模型 

Fig．1 M odeling for order optimizing 

A点 ， (0．1 TFA)一100， 

B点 ， (乙腈) ：V(0．1 TFA)一30：7O， 

C点 ， (甲醇) ：V(O．1 TFA)一40：60。 

在 A、B、C 3种流动相 中进行样 品分析 ，图谱见 图 2。 

fMinures、 

435 

图 2 A、B、C 3点顺序优化对应 的 HPLC图谱 

Fig．2 HPLC chromatogram of A ，B，C 

如图 2所示 ，在 A、B、C点 流动相组成下 ，不 能实 现 

样 品组分 的分离 ，因此可选择三角形各边上 的中点 (固定组 

成 的三元混合溶剂)以及 中心 点(固定组成 的四元混合 溶剂) 

所对应 的流动相 ，进行上述样品分析 。各点组成如下 ： 

D点 ， (乙腈 )： (0．1 TFA)一15：85， 

E点 ， (甲醇)： (0．1 TFA) 一20：80， 

F点 ， (乙腈)：V(甲醇 )：V(0．1 TFA) 一 15： 

j 

{ 

图 3 D、E、F、G、H顺序优化对应 的图谱 

Fig．3 HPLC chromatogram ofD， EI F， G， H 

由图 3可以看到，在 D、E、F、G点流动相组成下， 

样品组分不能完全分离。但通过 7个点的图谱分析，可以 

看出 F、G两点虽 然没有 将样 品组 分完全 分 离开 ，但其 重 

合峰较少 ，并且样 品各 组分都 有显 现，因此应在 两点之 间 

去寻求实现样品组分完全分离的最佳混合溶剂的配比，经 

试验确定 ，H 点可获较好 的分离结果 。 

H 点 的 组 成 为 ：V(乙 腈 )：V(甲 醇 )：V(0．1 

TFA)一5：5：90。从 图 3中可见 ，H 点 流动 相组成 下 ， 

大鲵糖肽 中各成分已经达到 了较好 的分 离效果 。 

2．3 流速对分离度的影响 

按已选定的检测条件 考察不 同流 速对样 品各组分 分离 

效果的影响 ，结果 表明 ：随着 流速 的增大 ，样 品的保 留时 

间逐渐缩小，分离度降低，柱压升高；随着流速减小，保 

留时间延长，分 离度增大 ，但流速小于 0．2 mI ／min时，保 

留时间过 长，且 色谱峰 变宽 。为缩 短 分离时 间，且 保 留 良 

好 的分辨率 ，选择流速为 1．0 mL／min。 

2．4 大鲵糖肽 的 ·0H清除活力 

测定各浓度大鲵糖肽的 ·OH 的清除率结果 如图 4。由 

图 4可知 ，在 0．58～5．78“g／mL内，随糖肽溶液浓度的增 

加 ，对羟 自由基 的清除率也 随之 增加 ，当溶 液 中活性 肽 的 

浓度 为 5．78,ug／mL时 ，对 ·0H 的 清 除 率 达 到 62 。 

Yang等『6 从高 原蛙 类 的皮 肤 中提取 了多个 家 族 的抗 氧化 

肽，确立了在两栖动物中存在新的皮肤抗氧化系统。从大 

鲵皮肤黏液中制备的糖肽具有抗氧化活性，是两栖动物中 

存在新皮肤抗氧化系统 的补充证据 。 

m ∞博m0 

一 ￡： 



2010年第 3期 金 桥 等：大鲵糖肽组分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 29 

70 

60 

50 

40 

30 

20 

10 

3 讨 论 

目前 ，有关 活性 多肽和 蛋 白质类 药物在 临床 治疗 和 制 

药工业 中的应用 取得 了快速 发展 ，因此 ，建 立一 套完 整 的 

活性 多肽分 离纯 化技 术具 有重 要 意义 。该试 验利 用 高效液 

相 色谱 ，通过混 合液 顺序 优化 方法 ，实现 了大鲵 糖肽 的有 

效分离 。与其他 分离 纯化 方法 相 比，高效液 相色 谱纯 化体 

系具有 分辨 率 和 回收率 高 、操 作 简 便 、重 复 性 好等 优 势 ， 

可使用挥发性体 系如水 溶三 氟乙 酸(TFA)、乙腈 (CAN)等 

作为流动 相 ，纯 化产 物 不 必脱 盐 ，大大 简 化 了操 作 步 骤 。 

虽然纯化 的蛋 白质 会发生 变性 ，但 通过 HPLC能 得到 该蛋 

白的结构特征及疏水性等信息，并可将其精确地与其他蛋 

白相区分 ]。甘一如等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纯化经 

化学合成 的活性 多肽药物 胸腺素 n 。吴亚 丽等[9 对高 效液 

相色谱法在降血 压肽 分离与 纯化 中的应用 进行 了研究 ，并 

对其分离条件进行 了优 化 。肖向红等『】0]建 立 了东 北林 蛙皮 

肤 活性抗菌肽的高效液相色谱 纯化 体系 。 

两栖动物皮肤分泌物中主要含有四大类生物化学成分，即 

生物胺、蟾蜍配基 、生物碱、多肽与蛋白质_11]。其 中多肽的种 

类和数量特别丰富，因此 ，两栖类生物又被称为生物活性多肽 

资源的巨大贮存库 。当前有关两栖 动物皮肤 黏液的研究有 

很多报道 ，但多集 中于 蛙类 两栖动 物活性 抗菌肽 的研究_] ， 

有关大鲵皮肤活性物质的研究未见报道。在此研究 中，大鲵糖 

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结果表 明，大鲵皮肤活性糖肽具有清除羟 

自由基的作用 ，并且呈明显的量效关系。这些结果既丰富了两 

栖动物皮肤分泌物的研究 ，也为大鲵糖肽的利用提供了基础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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