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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豆生長期間脂氧化酵素
含量變化及品種問差異的探討1)

區 y 梅 2)

摘要

以輸光、 205

t::.

江國賓 2)

許祥是屯 2)

^GS 2日2 三輛毛互品神lÎ為拭材，探討 J.O屆氧化 M 呆在不|司之生長如j 闊的

唾化以泣品懂 tl垃先民的情][5

u

.;JE 'J"1IJ~ ~， 1 1:們手推匙行初步的利化工作。

以 205 拍檔 It(熟 JVl 的毛豆為原料從中學 l[X mi 氧化醉業正 JJiI以純化，結果 M 示毛 E 中至少含有
二揖脂氧化解乘之提柵門F 梨，其般 z曲作用之情鹼 l立分別在 pH 7 及 9

0

脂氧化酵 3社會 M 腦前眛之生長 l而 MI 梢。土升帕皮以絲光為最高， 205 次之而 ^GS 2921世低。
在成熟朗總光之脂氣化解黨合 fiï. 般的ij I 分別為 AGS 292 和 205 之 3.04 倍手I1 2 .4 2 倍。
綜合以上結果，就叫偏偏氧化酵乘之 .?i 潛而言，

^GS 292 和 2日5 兩毛豆品楠於成熟期探收，

fIIt較綠光品相適合冷凍加工。

之因于無多，例如:光輝、氧氧、水分含

一、前

-主『包

玄，

毛豆 (G坦旦旦且主主 Mer r.)
Soybeans) 為蟬 %75 科(

( Young
Papilionaceae )

量、做生物及酵輩的作用。其中脂氧化酵

素( lipoxygenase )為最主要引起圈子，但
可能亦有其它酵業畢與作用 (6j o
脂氧化酵幸廣泛存於植物組織中，但

大豆屬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1'l[J;從大豆品種

因植物種頓及品誼之不一樣會有不同的活

中，選擇適合兢菜用的，育成專但有摘取豆

性差異，豆擷植物為一豐富來暉，大豆尤

英，制取豆仁之宜用品種。毛豆營養豐

為含量最聾的植物 (2 ， 13 ， 15)

。脂氧化酵主主

% '且其中離氫酷和色

要作用於含有 cis-cis-l ， 4-pentadiene 之

氫酷含量比制和肉頓蛋白質問權時，因此

不飽和脂肪酸，在植物組織中主要受質為

硨國學者特美稱其為「植物肉」。目前毛

亞麻仁油酷 (linoleic

富，會蛋白質達 40

acid 18: 2) 和丟失E 麻

豆不僅可製成冷凍聶華及罐頭外銷，夏季

仁抽酷 (linoleic

聶菜缺乏時，更是一重要觀菜來暉，實為

物，進一步分解 J'!X 小分子的醒、聞、酸，

一極具發展潛力立園藝作物(1)。
脂肪氧化對於未體菁或親菁不足之冷

嚴重的問題

種不良影響:

。對於食品至少有三

1.碰 撞 盒品必需的脂肪酷。

，形成過氧化

引起不良氧味之產生，使組織產生吉
彈 (6 ， 13 ，凶， 15)

凍聶華， &1'聽期間的品質苦鹽，是一非常

(3 ,6,7,8 ,10)

acid .18 : 3)

。

毛互為畫灣一種具有高經濟價值的重
要觀菜，也是 一 種富含脂肪的東 方食品，
但有關毛豆的研究報告極少， 資 料缺乏。

2. 游離根破壞其它 成 分，如:蛋白宮、維

本實驗 ~IJ 臥毛主為材料，初步 揮 討生長期

它命。 3. 產生不良 氧 眛(1 5) 。造成脂肪氧化

間，種仁脂氧化酵章含自主捶化 情 形，以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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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一

各品缸間是否有所差具，以期找出一適宜

液，形成啊闢粉末 (Acetone powder) 。將

的毛豆品種和採l&時間，抽低加工後可能

粉末溶解於含有 5

產生品質努蠻的機會。

磷酸鍋 (NaH 2

PO

% NaCl 之

0.2

, )緩衝溶液

M pH 7.0

3 攪拌一小

時後，放入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二、、材料與方法

centrifuge , Hitachi Co.)

Himac

，以 17 ， 300

xg

的速度離心 20 分鐘，沈澱棄置，上請被留
H 毛豆品種

下，即為粗酵素(

三個毛豆品種:

1 綠光(

Crude

enzyme) 。以上

所有步驟，均在 4 C 立溫度下進行。
0

國脂氧化酵主活性主制定

Ryokkoh)

主要以 Surrey (1964) 提出之測定方

2. 205 (Tzu zu no ku)

法為依據 。 利用分光光度計(

3. AGS 292
其中綠光、 205 為商業品種，

AGS 292

則為臺南縣、善化鎮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AVRDC) 研究中崗未推廣之一優良品

Spectrophto-

meter 220 S , Hítachi Co.) 於 234 nm 測
定吸光值變化情形。

受質的配製則是將 157.2μd 純亞麻仁

種。

油酸 (Sigma

口毛豆芝種植及踩樣

Tween-20( 日本林純藥工業 J株式會社)和

本實驗中所有毛豆材料均在起蔬中心

Chemical Co.) , 157.2μd

10m .e 蒸餾水均勻混合，以1. 0m .e

0.1 Nf

種植，為一產量試驗中之三個品系，於民

NaOH 使其澄清，加入蒸餾水定量至 50

m .e,

國 75 年( 1986 年) 2 月 27 日播種，播種前

成為受質原被(

所有種于均先以 50 %蓋普丹可濕性粉劑泊、

再分別以 0.2M 揖酸納緩衝溶液 pH7.0 或 0.2

毒。

M Tris 緩衝溶液 pH9.0 稀驛五倍後，充氧

為顧及毛豆採收未iJ用之經濟控盒，於
種仁發育至直接可由豆英外觸摸得知時，

substrate stock) 。分析前，

二分鐘並靜置室溫下十分鐘，即可使用。
(到脂氧化酵素的純化

闢始探樣，至毛草成熟為止，共分三期提

取組酵素蔽，加入硫酸鑽成 25 %飽和

肢，分別於 4 月 28 日、 5 月 8 目和 5 月 19

溶液，攪拌一小時，離心取上層液，再加

日到亞蔬採樣，平均每期間隔1O ~11 天，

入硫酸錶成 50 %飽和溶液，攪拌一小時，

每次均以冰筒將毛豆帶間實驗室分析脂氧

離心取下層沈搬物，山 0.005 M 磷酸銅鱷

化酵章含量變化狀況。並將每一樣品進機

衝披 pH 7.4通析 24 小時，取出透析液，

取十粒毛豆，臥測微器 (micrometer) 測量

離心，取土層被加人 DEAE-cellulose 離

種仁之憂度、 寬 度 及厚 度

子交揖樹脂管柱 ， 以 相同的權衝被沖洗，

以得 知 各時期

毛草生長發 育之情形。

於 280nm 副其蛋白質 沖洗彼之吸光值，等

同脂氧化酵 素之抽取

吸光值升高再降回基線 後，用 o ~0.5M 之

由豆英 中制取豆仁，稱重後將其冷凍

NaCI 0.005

M 硝酸鋼 纜衝被沖洗。跑完

至一 20 C ， 然後和 -20 C 立丙嘲溶被(約

D EAE - cell ulose 管柱

1:2w/v) 一起放入高速攪碎機 ( W arning

蛋 白質 吸 光及 於 pH 7 和 pH 9 立條件下削

blendor) 中攪碎，抽氣過掘，去除丙闢榕

酵業活性，並分別收集在 pH 7 和 pH 9 具

0

0

，分別於 280

nm

t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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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酵素活性的郡的，加入硫酸錢 (50 ~

90

化情形

三個品糧的脂氧化酵業含量均隨生長

% ) ，離心取沈轍物，溶入 0.005 M 攝酷訥
緩衝披 pH 7.2( 含 0.03

M NaCl)' 加A. Se

而漸增，且未成熟毛豆之脂氧化酵素活性

pharose 6 B 一 100 膠分離管柱，副 O.D.280

均賴著性低於成熟之毛豆，此結果和 Rackis

及酵案活性，收集具有活性之酵素彼，用

et. a l. (1972) , Yao & Wei

去離子水透析 24 小時，取出進行冷凍乾燥

報告相似。

(1983) 作出的

以每克樣品所合脂氧化酵素之總活性

~p t辱酵素粉末。

為依攘，各個品疆生星期間脂氧化酵素含

三、結果與討論

量變化分別為: (圖一)

1. 205 由第一期的 27.09 O.D./min/g' 第
二期的 248.150.D./min峙，增加到第三期

H 各生星期毛豆大小之測定
將毛豆樣品分為三個生長期:

第一期:於豆英外剛可觸摸到種子。

的 466.84

O.D./min/g

0

2. 綠光由第一期的 56.090.D./min峙，

第二期:介於第一期和成熟期之間。

第二期的 117.65 O.D./min 峙，突增到第三

第三期:成熟期。

期的 1128 .43

三個毛豆品種，不論在種仁的長度、

3. AGS

O.D .l min/g

292 由第一期的 4 1. 23

寬度或厚度上，均隘生長而有漸增的趨

勻，第二期的 134

勢。(衷一)

三期的 37 1. 07

一、

Table

O.D./min/g
O.D .l min/g

The síze of young soybean in various growth
旦旦旦在

Cultivar

Ryokkoh

AGS29 2

&:

Length
(cm)

Width
(cm)

Thickness
(cm)

Stage 1

1. 208

0.852

0.463

Stage 2

1. 361

0.960

0.619

Stage 3

1. 542

1. 069

0.766

Stage 1

1. 137

0.791

0 . 463

Stage 2

1. 285

0.884

0.684

Stage 3

1. 548

1.070

0.905

1. 118

0.752

0.409

1. 369

0.950

0.610

1. 512

1. 011

0.717

Growth Stage

呵。

4a-

a e
σb

cu

-inL

41、

nυ
向4

Ed

σbσb

cucu
&
ee
•• aa

，上升到第

0

各生長期毛立大小樹定結果

1.

O.D./min

再相互比較三品種脂氧化酵素上升的

(二j 間一品種不同生長期脂氧化酵業含量變

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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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生星期不同品種問酵業變化情形

三、

表

2.

Table

The activity of lipoxygenase in each growth stage of various
cultivars.
Growth stage

Cultivars

Stage 2
Activity ( t.A bs/ml/g)

Stage 1
』kh

訓

-n
JKnAEU
RA
o2
FG2

3

Stage

臼

SO

56.09

117.65

1128.43

41. 23

134.0 。

37 1. 07

27.09

248.15

466.84

幅度，發現綠光增加最多，

205 次之，

AGS

292 上升之
1200

|幅度最小。
固不同品種同一生長期脂氧

化酵素含量變化情形
三個品種脂氧化酵章含

酵素之糖、活性為依撮，可得

F

知如下結果: (表二)
1.第一期:綠光脂氧化酵
素含量最高，約為 56.090.DI
292 居中 4 1. 23

minl g , AGS

o

au

。

同樣以每克樣品所含脂氧化

的
(凶\-E\
且〈 圳、

量，於各生長期互有消長。

hHE--u
<

400

O.D./min 句， 205 最偉 27.09

O.D./min/g
2. 第二期:

0

205 脂氧化酵

素含量最高;

248.15 O.D./

minl g , AGS

292 和維光相差

不大，分別 為 134 . 00
min /g 和 11 7.65
g

O.D./
O.D./minl

3

Stage

圖一、各品種生長期間脂氧化酵 素含量變化情軍

。

3. 第三期 :綠光脂氧化酵

素含量激增 至 1128.43

2
Growth

O.DI

mm勻，為三品 種主冠 ， 各

為 205 及 AGS 292 之 2 .42 及

Fig. L The activity of lipoxygenase'in each
cultivar of various growth stage.
。一-0

Ryokkoh

企-可!l 205

口一一口

AGS292

叮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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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二、以 DEAE-cellulose 官位純化毛耳之脂氧化酵素

Fig. 2 DEAE-cellulose chromatography of lipoxygenase
from young soybeans.
3.04 倍， 205 攻之; 466.840.D./min佑，

AG8

292 最少，僅 37 1. 07

O.D .l min/g

0

由於本實驗的目的除了欲選擇一適合

( 1981

)、 Kitamura (1984) 及 Vernooy

Gerritsen

(1984) 等報告顯示大豆中至少

含有三種脂氧化酵葉之異構酵萃，分別稱
0 其特性依最適作用

加工的毛豆品種外，亦需找出一適當的踩

為 L-1' L-2 和 L-3

l仗時期，以獲得最佳之經濟效盎。因此根

pH 值可分為兩類~ Ël P pH 9.0 的 L-l 及 pH

據本研究結果顧示，選擇脂氧化酵素含量

6.0 一 7.0 的 L-2 和 L

少的毛豆晶撞，於成熟期探 l仗，是最佳之

以 pH7.0 和 pH9.0 兩種受質溶液，制定

組合。 AGS 292 為脂氧化酵素含量最少的

DEAE-cellulose 離于交接樹脂之蛋白質

品種， 205 則稍高，但相差不大，所以 AG8

沖洗披酵素活性，由圖二可發現於 225 及

292 和 205 二個毛豆品種，於成熟期探杖，

234 號試管各出現了酵業活性高盔 E

不但能適於加工，誠少劣變機會立外，尚

E2

能濃得最佳之經濟利益。
往後的實驗，當 可朝向選取更成熟的

~ (4 , 5 , 12)

J

O 本試驗

1 與

0

分別取 E

1

鐘沈澱至 50 ，...__

'

E 2 附近之酵案被用硫酸

90%

' 再經 由 8 6B-100 膠

豆仁，做較聾的生長 期分析，探討毛豆長

分離管柱作進一步純化而得到 部分純化主

成黃豆之生長期間脂 氧化酵素含量變化情

酵素液。(國三、四)

形，以對毛豆生長期 間脂氧化酵素含量變

經由純化結果，顯示毛豆 中脂氧化酵

化情形，有一全盤且 謀入立了解。

業也有異構化酵業存在，而 毛 豆生長期

{國脂氧化酵素之純化

間，脂氧化酵素異構酵素之含量變化情形

選取適合加工的 205 品種之成熟毛豆，

做進一步的酵素純化工作。蟑 Hildesbrand

如何，本試驗目前正在探討之中。

毛豆生長期間脂氧化酵幸含量煚化及品種間差異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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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三三、以 Sepharose 68-100 純化 DEAE-cüllulose

E1

numb ll:

r

闢間、以 Sepharose 68-100 純化 DEAE-cellulosc
恥之脂氧化酹且在

之脂氧化酵來

Fig. 3 Sepharose 68-100 chromatography o[
lipoxygena~e from E 1 peak of DEAE
cellulose column .

Fig. 4. Sepharose 6B-1 日 o chromatography of
lipoxygenase from E空 peak of DEAE
ccllulose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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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 ion of Activity Changes and
Variations of Lipoxygen ase
Among Soybean Cultivars During Growth

Andi O. Chen

Shyang-chw en Sheu

Kwo-bing Jiung 1)

Summary
Ryokkoh , 205 and AGS 292 were three cultivars of soybeans
chosen for this study. Young soybeans were sampled at three
different growing stages. The changes of lipoxygenas e activity and
the variations among these three cultivars of young soybeans were
investigated . Lipoxygena se was puri位ed from the young soybeans of
205 cultivar at mature stag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types of lipoxygenas e isozymes exist in young soybeans ,
and the optimum pH for these two lipoxygenas es were pH 7 and 9 ,
respectively . The lipoxygenas e activity in young soybeans was
increasing with the growth of plants. Among these three cultivars ,
the increasing rate of lipoxygenas e activity in Ryokkoh was the
highest whi1 e that in AGS 292 was the lowest. Furthermor e , the
‘

lipoxygenas e activity of Ryokkoh at mature stage was the highest
and about 3.04 and 2.42 times those of AGS 292 and 205 ,
respectively .
In brief , to reduce the possib詛ity of lipoxygenas 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processed young soybeans. the two young soybean
cultivars "AGS 292" and 1! 205 TT picked in mature s tage should be
more suitable for

process虹19

than Ryokkoh.

1) Associate professor , gr且 duate students , Dept. of Food Scienc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National Chung H 自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