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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化学

文冠果种仁冷榨油体内抗氧化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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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动物试验考察文冠果种仁冷榨油的体内抗氧化功能。以 3种不同剂量的文冠果种仁冷

榨油连续给小鼠经口灌胃, 30 d后颈椎脱臼处死,快速取出肝、脑组织并测定其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过氧化氢酶 ( 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GSH - PX)活力和丙二醛 (MDA )含量。结果表

明:文冠果种仁冷榨油试验组小鼠肝、脑组织中 SOD、CAT、GSH - PX等抗氧化酶活力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而 MDA含量却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试验说明适当剂量的文冠果种仁冷榨油具有显

著的体内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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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 idation effect of cold pressed o il of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seed in vivo

DENG H ong, FAN Xueceng, T IAN Z iq ing, GUO Yurong, CA IQ inghong
(Co llege of Food Eng ineering andNutritiona l Science, Shaanx iNormalUniversity, X i 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antiox idat ion effect in v ivo of co ld pressedXan 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seed o ilw as evalu

ated through an ima l exper iments. The rats w ere g iven co ld pressed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seed o il

by ora lw ith 3 different doses, the ratsw ere executed through cervical d islocation and the liver and bra in

t issuew ere removed quick ly after 30 days, and then the activities o fSOD, CAT and GSH - PX, andMDA

contents in liver and brain of rats w e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 ed that the activ ities of SOD, CAT and

GSH- PX for the co ld pressedXanthoceras sorb ifo lia Bunge seed oil group w ere h igher sign if icantly and

theMDA conten ts were low er sign ificantly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 l group. In a wo rd, appropriate dose o f

the cold pressed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seed o il had obv ious ant iox idative effect in v ivo.

Key words: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seed; cold pressed o i;l antiox idat ion effect in v ivo

文冠果为无患子科文冠果属落叶乔木或大灌

木,原产中国北方干旱寒冷地区,是中国北方地区很

有发展前途的珍稀木本油料和水土保持树种
[ 1, 2 ]
。

文冠果集中分布在内蒙、陕西、山西、河北、甘肃等

地,具有耐干旱、瘠薄,适应性强,根系发达,生长快,

结实早,寿命长, 种子含油量高,经济价值高等特点,

是珍贵的观赏兼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
[ 3, 4 ]
。

文冠果种子含油率 30. 8%, 种仁含油率达

66. 39%;文冠果种仁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4% ,其中亚油酸含量为 36. 9%
[ 5, 6]
。文冠果种仁

油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开发药用保健品,也可以

用于生产清洁燃料, 替代日益枯竭的石油矿物燃

料
[ 7, 8]
。

自由基及其诱导的氧化反应是导致生物衰老和

某些疾病的重要因素。活性氧自由基在体内大量积

累, 则诱发脂质过氧化反应, 引起组织损害和器官退

行性变化。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产物之一丙二醛

(MDA)含量能直接反映细胞膜被氧化的程度。而

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过

氧化氢酶 ( CAT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GSH - 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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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氧化与抗氧化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有效阻断

自由基引起的连锁反应,从而起到抗氧化、抗衰老作

用
[ 9- 14]

。

目前对文冠果油提取工艺的研究较多, 而对其

功能的研究则很少。本试验以不同剂量的文冠果种

仁冷榨油连续给小鼠灌胃, 研究其对小鼠体内抗氧

化酶活性及丙二醛含量的影响,为开发文冠果功能

性食用油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原料、试剂、仪器

文冠果种仁油: 文冠果籽购自内蒙瓮牛特旗林

场,人工破壳取仁, 冷榨制备文冠果种仁油, 冰箱冷

藏。基础饲料: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小白鼠:健康昆明种, 体重 18~ 22 g,雌雄各半,均由

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超氧化物歧化酶测试盒、过氧化氢酶测试盒、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测试盒、丙二醛测试盒均由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FS- 1电动匀浆机, DY89- 型电动玻璃匀浆机。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动物试验 取 40只昆明种雄性小鼠, 按体

重均衡随机分为 4组,每组 10只。各组分别为:正

常对照组,低剂量组 (文冠果种仁油 0. 11mL /( 20 g!

bw ) ) ,中剂量组 (文冠果种仁油 0. 22 mL /( 20 g!

bw ) ), 高剂量组 (文冠果种仁油 0. 33 mL /( 20 g!

bw ) )。各组均饲以基础饲料,自由饮水。文冠果种

仁油试验组每天定时经口灌胃 1次, 正常对照组灌

胃等量的生理盐水,持续 30 d, 最后一次灌胃后禁食

24 h(可自由饮水 ) ,颈椎脱臼处死并迅速解剖取出

所需脏器, 用预冷生理盐水洗去血渍, 滤纸吸干水

分,按试剂盒要求进行组织匀浆,测定各指标
[ 9, 14]
。

1. 2. 2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以 X ∀ SD表示,试验

结果采用 DPS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和显著性 t检验。

1. 3 检测方法

1. 3. 1 肝、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测定 采

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试剂

盒给定的方法 )。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定义: 每毫克组织蛋白在

1 mL反应液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抑制率达 50%时所

对应的超氧化物歧化酶量为 1个超氧化物歧化酶的

活力单位 (U )。

1. 3. 2 肝、脑组织中过氧化氢酶活力测定 采用试

剂盒给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过氧化氢酶活力的定义:每克血红蛋白或每克

组织蛋白中过氧化氢酶每秒钟分解吸光度为 0. 5 ~

0. 55的底物中的过氧化氢相对量为 1个过氧化氢

酶的活力单位。

1. 3. 3 肝、脑组织中丙二醛含量的测定 采用试剂

盒给定的方法进行测定。丙二醛含量以每毫克蛋白

中所含丙二醛的纳摩尔数表示。

1. 3. 4 肝、脑组织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的测

定 采用试剂盒给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定义: 每毫克蛋白质,

每分钟扣除非酶反应的作用,使反应体系中谷胱甘肽

浓度降低 1 mol /L为 1个酶活力单位。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力的影响 (见表 1)

表 1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 SOD活力的影响

组 别
SOD活力 /U

肝 脑

正常对照组 197. 80 ∀ 10. 52 50. 90 ∀ 8. 96

低剂量组 191. 89 ∀ 15. 67 63. 45 ∀ 10. 26**

中剂量组 205. 68 ∀ 17. 84* 76. 48 ∀ 8. 67**

高剂量组 381. 99 ∀ 33. 67** 93. 57 ∀ 11. 34**

注: * 表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 有极显著差

异;下同。

由表 1可知,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组织超氧

化物歧化酶活力的影响结果为: 高剂量组与正常对

照组之间有极显著差异。中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

间有显著差异,而低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没有

差异。说明一定剂量的文冠果种仁油能提高小鼠超

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力的影响结果为: 低、中、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

间均有极显著差异。说明灌胃一定剂量的文冠果种

仁油能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 并且超氧化物

歧化酶活性增强的趋势与测定范围内灌胃的剂量成

正比关系。

2. 2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过氧化氢酶

活力的影响 (见表 2)

表 2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 CAT活力的影响

组 别
CAT活力 /U

肝 脑

正常对照组 479. 87 ∀ 18. 64 56. 71 ∀ 10. 58

低剂量组 480. 51 ∀ 21. 22 90. 45 ∀ 20. 28**

中剂量组 509. 30 ∀ 25. 62** 106. 29 ∀ 25. 22**

高剂量组 758. 15 ∀ 20. 89** 208. 58 ∀ 21. 23**

由表 2可知,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组织过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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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酶活力的影响结果为:中、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

组之间都有极显著差异, 而低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只有一定剂量的文冠果种

仁油才能提高过氧化氢酶的活力。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脑组织过氧化氢酶活力的

影响中,低、中、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均有极

显著差异,说明灌胃文冠果种仁油后活性升高,文冠

果种仁油具有抗氧化作用。

2. 3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丙二醛含量

的影响 (见表 3)

表 3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MDA含量的影响

组 别
MDA含量 / ( nmo l/m g)

肝 脑

正常对照组 12. 64 ∀ 4. 24 12. 66 ∀ 4. 34

低剂量组 4. 70 ∀ 3. 52** 10. 36 ∀ 2. 52*

中剂量组 1. 61 ∀ 0. 24** 8. 21 ∀ 0. 58*

高剂量组 0. 61 ∀ 0. 04** 3. 74 ∀ 0. 71**

由表 3可以看出, 小鼠肝组织中 3个剂量组的

丙二醛含量都比正常对照组要小,且在统计学上 3

个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具有极显著差异。说

明灌胃文冠果种仁油的小鼠肝组织中丙二醛含量明

显降低,文冠果种仁油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小鼠脑组织中 3个剂量组的丙二醛含量都比正

常对照组要小,且在统计学上低、中剂量组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均具有显著差异, 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有极显著差异。说明灌胃文冠果种仁油后小鼠

脑组织中丙二醛含量明显降低,文冠果种仁油具有

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2. 4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活力的影响 (见表 4)

表 4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

GSH- PX活力的影响

组 别
GSH - PX活力 /U

肝 脑

正常对照组 156. 28 ∀ 19. 87 90. 16 ∀ 18. 97

低剂量组 196. 95 ∀ 25. 22** 101. 03 ∀ 28. 97**

中剂量组 201. 46 ∀ 20. 57** 160. 89 ∀ 31. 22**

高剂量组 293. 20 ∀ 30. 56** 165. 16 ∀ 20. 28**

由表 4可知, 文冠果种仁油对小鼠肝组织、脑组

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的影响结果为: 低、中、

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均有极显著差异。说明

灌胃文冠果种仁油即可显著提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的活力,即文冠果种仁油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3 结 论

通过动物试验考察了文冠果种仁冷榨油的体内

抗氧化功能,结果表明, 文冠果种仁冷榨油可以显著

提高受试小鼠肝组织、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过

氧化氢酶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力,而显著降

低受试小鼠肝组织、脑组织中丙二醛的含量。所以,

文冠果种仁冷榨油具有显著的体内抗氧化活性。对

于文冠果种仁冷榨油提高抗氧化酶活力、降低丙二

醛含量的量效关系、作用机理和有效活性成分等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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