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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幽门螺杆菌便餐粉配方优化及其体外抑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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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轻化工大学ａ．生物工程学院；ｂ．化学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为制备抗幽门螺杆菌便餐粉，将实验室制备的高免蛋液（由 ＵｒｅＢ、ＢａｂＡ２和 ＦｌａＡ免疫产蛋

鸡后制备而成，含ＵｒｅＢＢａｂＡ２ＦｌａＡＩｇＹ）通过喷雾冷冻干燥技术获得高免蛋粉。在原有配方的基础上，

通过单因素实验研究木糖醇添加量、麦芽糊精添加量和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品质指标（休止角、堆

积密度、结块率、流动性、挂壁）的影响。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以口感评分为指标，通过正交试验设计获

得便餐粉最佳组合。通过间接Ｅｌｉｓａ法分析便餐粉的效价稳定性，将便餐粉与幽门螺杆菌菌液共培养，

测定ＯＤ６００值分析其抑菌效果。结果表明当麦芽糊精添加量为２０％、木糖醇添加量为１０％、高免蛋粉添

加量为１５％时，便餐粉的品质最佳，３７℃条件下，便餐粉效价在４个月内无显著性变化，６０ｍｇ／ｍＬ的便

餐粉可有效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成功研制出抗幽门螺杆菌便餐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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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幽门螺杆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ｐ）是胃炎、胃溃

疡、胃癌等多种疾病的致病因子。Ｈｐ感染率极高，在全

球感染率超过５０％以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感染率

也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感染率为３０％ ～５０％，而发展

中国家感染率高达８０％以上，并且感染人群偏向低龄

化［１］。幽门螺杆菌感染已于２０１５年被定性为传染性疾

病［２］。临床上治疗Ｈｐ的感染，多采用抗生素多联疗法，

但维持时间短，而且长期用药容易造成肠道菌群混乱和

耐药性的增加，从而导致治疗Ｈｐ的感染更加困难［３４］。

Ｈｐ的感染与其结构有着极大的关系［５６］，目前已经

熟知的致病因子主要有鞭毛、黏附素、脲酶、空泡毒素、

中性粒细胞激活蛋白（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ＮＡＰ）

等。鞭毛主要为Ｈｐ提供动力，使其可以快速穿过胃酸，

到达中性的粘液层；尿素酶通过将尿素分解形成氨和二

氧化碳，在菌体周围形成氨云保护层，从而可以抵御胃

酸对菌体的损伤，并有利于菌体定植胃黏膜上；当Ｈｐ到

达胃黏膜时，黏附素将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受体紧密结

合，继而损伤上皮细胞；空泡毒素可以使靶细胞发生空

泡化，细胞骨架重排，细胞死亡等形态学的改变。这些

致病因子的发现有利于对Ｈｐ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如Ｈｐ

血型抗原结合粘附素（Ｂｌｏｏ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ｔｉ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ｄｈｅ

ｓｉｏｎ，ＢａｂＡ２）、尿素酶Ｂ亚单位（ｕｒｅａｓｅＢｓｕｂｕｎｉｔ，ＵｒｅＢ）



和鞭毛蛋白Ａ亚单位（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ｎＡｓｕｂｕｎｉｔ，ＦｌａＡ）等作为

疫苗的应用已被建立。

卵黄抗体（Ｙｏｌｋ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ｇＹ）是鸟类在受到某种抗

原刺激时，在血液中形成特异性抗体，并将这些抗体转

移到卵黄中，其本质是卵黄免疫球蛋白。特异性 ＩｇＹ通

过直接与病原菌的靶点相结合，改变其整体结构，从而

达到抑制作用，此外在消化酶的作用下，一部分 ＩｇＹ被

分解成小肽（Ｆａｂ），被机体吸收进入血液后，可与血液中

的病原体黏附素结合，从而使其失去致病性。国内外研

究者已经对ＩｇＹ的优越性特性有了清楚的认识，已被广

泛应用于食品，疾病预防，免疫检测等多个领域［７９］。

但ＩｇＹ存在于卵黄液中，单纯的提取 ＩｇＹ，耗时耗

力，成本高，而且造成大量蛋白质资源的损失，甚至会污

染环境。此外，鸡蛋在贮存过程中，由于受外界湿度，温

度以及贮存方式等的影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１０］。

基于此，本文将高免蛋液（ＢａｂＡ２、ＵｒｅＢ和 ＦｌａＡ免

疫产蛋鸡制备）制备成高免蛋粉，与其他配料混合，开发

一种具有抗幽门螺杆菌功能的便餐粉，不仅对治疗和预

防Ｈｐ的感染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还能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３，３′，５，５′四甲基联苯胺 （３，３′，５，５′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ｙｌ

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ＴＭＢ）单组份显色液（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

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鸡抗体（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新生胎牛

血清（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高免鸡蛋（四川轻化工大学生物

制药教研室实验室制备），Ｈｐ液体培养基、Ｈｐ选择性添

加剂（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他化学试剂均为

分析纯。

ＹＱＸＩＩ型微需氧培养箱（美国Ｇｅ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Ｈｐ

９１６０Ｂ型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琅实验设备有限公

司），ＹＣ３０００型喷雾冷冻干燥机（上海雅程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高免蛋粉制备

收集高免鸡蛋，清水洗净蛋壳，去蛋清留蛋黄，称重

放入６５℃烘箱杀菌４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备用。按照ＹＣ

３０００喷雾冷冻干燥机说明书进行物料器的安装，打开通

风循环通道，关闭出水孔，保持密闭状态，将制冷机的循

环泵打开循环１０ｍｉｎ后开始制冷，待物料器内的温度降

至－３５℃，安装进料设备，设定蠕动速度为２５ｒ／ｍｉｎ，保

持物料温度为－１５℃以下，结束进料后，打开冷井阀门，

关闭风机，关闭物料器两侧阀门，打开真空机及真空阀

门，至物料器内真空度小于１５０Ｐａ，冷井温度达－４０℃，

开始加热，设定温度为５０℃，工作数小时后，关闭加热，

物料温度在时间段内不再上升时关机取料，蛋黄粉称

重。

１２２ 便餐粉制作工艺

将燕麦米、糯米通过膨化工艺熟化；葛根洗净，加入

适量水，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中，１２１℃熟化２０ｍｉｎ后

立即取出，将其放置于１００℃烘箱中烘干后，放入粉碎

机中将其粉碎，过１００目筛网，即得葛根粉。将燕麦粉、

糯米粉，葛根粉，紫薯粉，脱脂奶粉，麦芽粉按照一定的

比例混合均匀，在以上配方的基础上，添加木糖醇，麦芽

糊精和高免蛋粉，即得便餐粉，参考马永轩［１１］等方法，通

过单因素和正交实验优化配方改善便餐粉的品质。

１２３ 便餐粉品质指标的测定

（１）休止角的测定：将洁净玻璃放置于水平实验台

上，将洁净的漏斗放置于铁架台上，垂直悬空，下端距离

玻璃面３ｃｍ，准确称取便餐粉３ｇ，缓慢倒入玻璃漏斗，

让其自然滑落，测定堆积物的直径和高度，各测量３次

取平均值，按照ｔａｎθ＝２×ｈ／ｄ求其休止角。

（２）堆积密度的测定：准确称量便餐粉２０ｇ，缓慢

倒入１００ｍＬ洁净量筒中，测定体积，重复三次求其平均

值，按照质量／体积即得堆积密度。

（３）结块率的测定：准确称量便餐粉 ３０ｇ，加入

６５℃的温水，搅拌至无干粉存在，静置冷却至室温，用

２０目筛进行过滤，滤渣用水洗净，吹风机吹干后，将干结

物块与筛网共同称重，总质量减去筛网质量即为结块

率，重复三次。

（４）管道流动性的测定：准确称量便餐粉３０ｇ，加

入６５℃的温水１０５ｍＬ，搅拌至无干粉存在，静置冷却至

室温，缓慢倒入鼻饲管中，记录５ｍｉｎ流出的总体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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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流动速率（单位时间流出的体积ｍＬ／ｍｉｎ），重复３次。

（５）管道挂壁的测定：准确称量便餐粉３０ｇ，加入

６５℃的温水１０５ｍＬ，搅拌至无干粉存在，静置冷却至室

温，缓慢倒入鼻饲管中，待其全部流出后，带鼻饲管称重，

总质量减去鼻饲管质量即为管道挂壁重量，重复３次。

１２４ 单因素试验设计

参照１２３的方法，分别测定木糖醇、麦芽糊精和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休止角、堆积密度、结块率、管

道流动性和挂壁量的影响。

１２５ 正交实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以木糖醇、麦芽糊精和高

免蛋粉的添加量为因素，通过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设计 Ｌ９

（３３）正交表，见表１，测定每组配方的休止角、堆积密度、

结块率、管道流动量以及挂壁量，并将每组配方冲调后

随机邀请人员进行品尝打分，评分标准见表２，对配方进

行优选。

表１ 正交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　　素

Ａ麦芽糊精
添加量／％

Ｂ高免蛋粉
添加量／％

Ｃ木糖醇
添加量／％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 ２０ １５ １５

３ ３０ ２０ ２０

表２ 评分标准

项目 标　　准

气味

（２５％）

具有燕麦葛根香味，无生涩味２０～２５分；具有燕麦
葛根香味且有少许生涩味１０～１９分；有异味１０分
以下

色泽

（１５％） 颜色均匀一致１０～１５分；颜色不均匀１０分以下

口感

（３０％）
口感润滑，无涩口感２０～３０分；口感润滑且有少许
涩口感１０～１９分；入口有杂质，涩口１０分以下

冲调性

（３０％）
无结块现象 ２０～３０分；有少许结块现象 １０～１９
分；大量结块１０分以下

１２６ 便餐粉效价稳定性测定

优选出最佳配方后，将便餐粉用全自动包装机包装

后，分别放入－２０℃、４℃、３７℃、６５℃，通过间接 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便餐粉和高免蛋粉的 ＯＤ４５０值，具体如下：用 ｐＨ

＝９６的磷酸盐缓冲液将ＵｒｅＢ蛋白稀释至１０ｕｇ／ｍＬ作

为包被液，加入９６孔板，每孔 １００μＬ，４℃静置 １２ｈ，

ＰＢＳＴ洗涤，每次３ｍｉｎ，重复三次；加入５％脱脂奶粉于

３７℃封闭１５ｈ，ＰＢＳＴ洗涤同上；将便餐粉和高免蛋粉

稀释２５００倍后加入 ９６孔板，每孔 １００μＬ，３７℃孵育

２ｈ，ＰＢＳＴ洗涤同上；加入二抗（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鸡抗

体），每孔１００μＬ，３７℃反应１ｈ，ＰＢＳＴ洗涤同上；加入

ＴＭＢ单组份显色液，每孔１００μＬ于暗处显色５ｍｉｎ；最

后加入１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终止反应，酶标仪４５０ｎｍ测定吸

光度，Ｐ／Ｎ＞２１为阳性（见公式１）。

Ｐ／Ｎ＝（Ａ待测样品 －Ａ空白对照）／

　　　（Ａ待测阴性对照样品 －Ａ空白对照）
（１）

１２７ 便餐粉体外抑菌实验

Ｈｐ的培养：按照 Ｈｐ固体培养基的配方灭菌后，冷

却至５０℃左右，加入 １／１００的 Ｈｐ选择性添加剂（含

１ｍｇ／ｍＬ头孢磺啶，０５ｍｇ／ｍＬ两性霉素，１ｍｇ／ｍＬ万古

霉素，２ｍｇ／ｍＬ甲氧苄啶），７％的胎牛血清，于超净工作

台凝固３０ｍｉｎ，取－８０℃保存的Ｈｐ菌种５０μＬ涂布于

培养基上，于微需氧培养箱（８５％Ｎ２，１０％Ｏ２，５％ＣＯ２）

中培养５～７天，挑取单菌落于 Ｈｐ液体培养基中，３７℃

微需氧培养５～７天，调整Ｈｐ菌液浓度为１０８ＣＦＵ／ｍＬ，

备用。

将便餐粉溶于 Ｈｐ灭菌液体培养基中，０２２μｍ滤

膜过滤除菌，将其与等体积浓度为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Ｈｐ菌液

混合，调整便餐粉的浓度分别为２０ｍｇ／ｍＬ、４０ｍｇ／ｍＬ和

６０ｍｇ／ｍＬ，最后均加入１／１００的 Ｈｐ选择性添加剂，７％

的胎牛血清，放入３７℃微需氧条件培养。每隔１２ｈ在

超净工作台收集样品２００μＬ，６００ｎｍ测定吸光度。

１２８ 统计学方法

结果以 珋ｘ±ｓ表示，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组间差异显著性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评估。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单因素试验结果

２１１ 麦芽糊精对便餐粉品质指标的影响

（１）麦芽糊精添加量为２０％和２５％的休止角显著

低于１０％、１５％和３０％（４４３８±０１４°、４３８５±０１６°ｖｓ

４７１５±０２５°、４７５６±０２１°、４５６６±０２３°，Ｐ＜００５），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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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小写字母表示００５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图１ 麦芽糊精添加量对便餐粉休止角的影响

（２）随着麦芽糊精添加量的增大，便餐粉的各组堆

积密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２所示。

图２ 麦芽糊精添加量对便餐粉堆积密度的影响

（３）随着麦芽糊精添加量的增加，便餐粉的结块率

从２６７０％±１１０％降低到１５２６％ ±０８８％各组之间

呈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如图３所示。

图３ 麦芽糊精添加量对便餐粉结块率的影响

（４）随着麦芽糊精添加量的增大，便餐粉的流量从

（１３０３±００５）ｍＬ／ｍｉｎ升高到（１８６５±００４）ｍＬ／ｍｉｎ，

如图４所示。

（５）麦芽糊精添加量从１０％增加到１５％时，挂壁

量从（２７８±０５２）ｇ增加到（２９９±０６７）ｇ当添加量

超过２０％时，挂壁量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５所示。

图４ 麦芽糊精添加量对便餐粉流动性的影响

图５ 麦芽糊精添加量对便餐粉挂壁的影响

２１２ 高免蛋粉对便餐粉品质指标的影响

（１）高免蛋粉添加量从５％增加到２０％时，休止角

由４６３２±０４２°增加到４８６６±０５５°（Ｐ＜００５），添加

量大于２０％时，粉体休止角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６所示。

图６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休止角的影响

（２）随着高免蛋粉添加量从１０％增加到１５％，堆

积密度由（０４３±００４）ｇ／ｍＬ降低为（０３５±００３）ｇ／ｍＬ

（Ｐ＜００５），添加量超过１５％时，各组堆积密度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如图７所示。

（３）随着高免蛋粉添加量的增加，结块率由

１９３４％±０５４％增加到 ２６５３％ ±０４４％，１５％的与

２０％的结块率呈现显著性差异（２０７１％ ±０５２％ ｖｓ

２４３４％±０５６％，Ｐ＜００５），添加量超过２０％时，各组

结块率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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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堆积密度的影响

图８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结块率的影响

（４）高免蛋粉添加量为１０％时，流量为（１６５７±

０１９）ｍＬ／ｍｉｎ，显著高于５％、１５％、２０％和２５％的流量

（Ｐ＜００５），如图９所示。

图９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流动性的影响

（５）高免蛋粉添加量低于１５％时，各组挂壁量无

显著性差异，２０％的挂壁量显著高于 １５％（（２７５±

０１９）ｇｖｓ（２２４±０１４）ｇ，Ｐ＜００５），添加量超过

２０％时，各组挂壁量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１０所示。

２１３ 木糖醇对便餐粉品质指标的影响

（１）随着木糖醇的增加，休止角４６４３±１２３°降低

至４００１±１０９°，各组之间呈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如图１１所示。

（２）随着木糖醇添加量的增加，各组堆积密度并无

图１０ 高免蛋粉添加量对便餐粉挂壁的影响

图１１ 木糖醇添加量对便餐粉休止角的影响

显著性差异，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木糖醇添加量对便餐粉堆积密度的影响

（３）木糖醇添加量为 １０％时，结块率最小为

６７０％±００６％，与１％、５％、１５％和２０％添加量呈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木糖醇添加量对便餐粉结块率的影响

（４）木糖醇添加量为１０％和１５％的流量显著高于

１％、５％和 ２０％的流量 （（１９７４±１１５）ｍＬ／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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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６±１２２）ｍＬ／ｍｉｎｖｓ（１０４４±０８８）ｍＬ／ｍｉｎ、

（１２５１±０８８）ｍＬ／ｍｉｎ、（１２３３±０８３）ｍＬ／ｍｉｎ，Ｐ＜

００５），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木糖醇添加量对便餐粉流动性的影响

（５）随着木糖醇添加量的增加，各组挂壁量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木糖醇添加量对便餐粉挂壁的影响

２２ 正交实验结果

三个因素对便餐粉综合得分的影响顺序为：高免蛋

粉＞麦芽糊精＞木糖醇，最佳组合为 Ａ２Ｂ２Ｃ１，即麦芽糊

精添加量为２０％，高免蛋粉添加量为１５％，木糖醇添加

量为１０％，见表３。

表３ 正交实验结果

实验号
Ａ麦芽糊精
添加量／％

Ｂ高免蛋粉
添加量／％

Ｃ木糖醇
添加量／％ 评分

１ ３ ３ １ ８１３０
２ １ ２ ３ ８６７０
３ ３ １ ３ ８１６０
４ １ ３ ２ ７８４０
５ ２ ３ ３ ８４８０
６ ３ ２ ２ ８８３０
７ ２ ２ １ ８９６０
８ ２ １ ２ ８６２０
９ １ １ １ ８５２０
Ｋ１ ２５０３０ ２５３００ ２５６１０
Ｋ２ ２６０６０ ２６４６０ ２５２９０
Ｋ３ ２５１２０ ２４４５０ ２５３１０
ｋ１ ８３４０ ８４３０ ８５４０
ｋ２ ８６９０ ８８２０ ８４３０
ｋ３ ８３７０ ８１５０ ８４４０
Ｒ ３５０ ６７０ １１０

　　各组的品质指标的测定，见表４。通过ＳＰＳＳ１７０软

件分析评分与五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休止角，结块率

与评分呈显著性负相关（Ｐ＜００５），流动性与评分呈极

显著性负相关（Ｐ＜００１），见表５。

表４ 各组品质指标测定

实验号
休止角

／°
堆积密度

／（ｇ／ｍＬ）
结块率

／％
流动性

／（ｍＬ／ｍｉｎ）
挂壁

／ｇ

１ ４３８ ０３４３ １４２ １５２ ２２３

２ ４２３ ０３３４ １５２ １６９ ２４４

３ ４４６ ０３３８ １６４ １５９ ２４１

４ ４３６ ０３５８ １６２ １５１ ２１４

５ ４３７ ０３３１ １５３ １５２ ２３３

６ ４１５ ０３２３ １２８ １８４ ２２２

７ ４２３ ０３４２ １３７ １７２ ２０９

８ ４２７ ０３３７ １４５ １７４ ２１７

９ ４３７ ０３１６ １５８ １６２ ２３１

表５ 得分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指标 休止角／° 堆积密度 结块率 流动性 挂壁

评分 －０７６５ －０５６９ －０６７６ ０８１３ －００９４

　　：相关性显著（Ｐ＜００５）；：相关性极显著（Ｐ＜００１）

２３ 便餐粉效价稳定性检测

连续测定 ４个月同一批次的高免蛋粉及便餐粉

ＯＤ４５０值，如图１６与图１７所示。高免蛋粉和便餐粉在

４℃和３７℃时的各组ＯＤ４５０值无显著性差异，在６５℃时

的ＯＤ４５０值均显著低于４℃和３７℃（Ｐ＜００５）。经Ｐ／Ｎ

计算，高免蛋粉在６５℃条件下２个月后效价已成阴性

（Ｐ／Ｎ＜２１），而便餐粉效价在４个月检测期内均为阳

性（Ｐ／Ｎ＞２１）。

图１６ 温度对高免蛋粉效价影响

２４ 便餐粉体外抑菌

随着便餐粉浓度的增加，同一时刻的 ＯＤ６００值逐渐

降低（Ｐ＜００５），当便餐粉浓度达６０ｍｇ／ｍＬ时，在７２ｈ

内，各组的ＯＤ６００值无显著性差异，如图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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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温度对便餐粉效价的影响

图１８ 便餐粉体外抑菌结果

３ 讨 论

目前高免蛋液干燥的方法主要是热风喷雾干燥，许

多研究者利用此干燥方法获得的高免蛋粉可以代替抗

生素治疗某些疾病［１２］，但在此过程中，高温会影响 ＩｇＹ

的活性。在本研究中，采用喷雾冷冻干燥生产的高免蛋

粉，在常温下４个月内保持高效价，并且所得的产物为

粉末状，复水性好，乳化性强（未发表数据）。说明喷雾

冷冻干燥更适合高免蛋液的工业化生产，与其他研究者

得出结论一致［１３１４］。

通过膨化技术获得的膨化粉稠度高，更有利于便餐

粉口感的调节，但遇水容易形成糊化层，不易溶解，形成

结块［１１］。市场上的粉剂产品多采用添加食品添加剂的

方法加快粉剂溶解，众所周知，食品添加剂的副作用众

多。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整配方的添加量优化便餐粉的

冲调性和溶解性，单因素实验发现麦芽糊精和木糖醇可

以降低便餐粉结块率，可能是破坏了糊化层的形成，高

免蛋粉由于油脂含量高结合膨化粉糊化层的形成，导致

结块率提高。通过正交实验得出高免蛋粉，木糖醇和麦

芽糊精对便餐粉品质的影响程度，并且得出了休止角、

结块率、流动性与综合得分的相关性，为便餐粉的进一

步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他粉剂产品的研发提供

了新的思路。

通过持续监测高免蛋粉和便餐粉的 ＯＤ４５０值，我们

发现，高免蛋粉与便餐粉在低温环境下，效价可维持更

长时间，所以此便餐粉适于低温保存，并且在６５℃的条

件下，便餐粉的效价可维持４个月以上，而高免蛋粉仅

能维持２个月左右，推测便餐粉中的配料对 ＩｇＹ存在保

护作用，体外抑菌实验表明便餐粉可抑制Ｈｐ的生长，并

且当浓度达到６０ｍｇ／ｍＬ时，即可在时间段内达到完全

抑制的效果。说明了制备出的便餐粉具有治疗Ｈｐ感染

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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