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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大鲵饮品，是以大鲵活性肽

为原料，分别与牡蛎多糖、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

反应生成两种反应物，进而再与黑加仑冻干粉、

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柠檬冻干粉

和果胶合理配比，获得色泽、性状及口感较佳的

大鲵肽饮品，同时具有可快速解酒、明显减轻乙

醇对肝组织急性损伤、抗疲劳及抗氧化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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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大鲵饮品，其特征在于所用原料及质量百分比如下：产物A  0.1  ~  10%、产物B 

0.1  ~  10%、黑加仑冻干粉0.1  ~  10%、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0.1  ~  10%、蓝莓冻干粉0.1  ~ 

10%、柠檬冻干粉0.01  ~  0.6%、果胶0.1  ~  2%，水余量；

所述产物A是取大鲵活性肽与牡蛎多糖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再取混合物

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115℃高压锅中热反应1h，经喷雾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  ~9g：500ml；

所述产物B是取大鲵活性肽与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

再取混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50℃反应0.5h，经冷冻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  ~9g：500ml；

所述黑加仑冻干粉、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及柠檬冻干粉均为鲜果榨汁去

渣提取果汁，将果汁冷冻干燥制成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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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饮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饮品，尤其是一种口感好，可快速解酒、明显减轻乙醇对肝组织急

性损伤、抗疲劳及抗氧化的大鲵饮品。

背景技术

[0002] 大鲵属于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科，是我国特有的珍稀两栖动物。中医认为大鲵

性甘平，具有补气、养血、益智、滋补、强壮等功效。研究表明，大鲵肌肉中含有粗蛋白为

17.15%，水分为84.04%，粗脂肪为1.73%，灰分为0.66%。因此，大鲵肌肉具有较高的蛋白含

量。大鲵蛋白质经过蛋白酶水解可以获得具有生物活性的大鲵活性肽，不同的酶解方法可

以获得不同的生物活性的大鲵肽。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610314751.X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大鲵活性肽及用

途”，其大鲵活性肽是按照如下步骤制备：

a.  将大鲵肉匀浆，向匀浆中加入1~3倍体积pH  7~8的0.01~0.1M磷酸缓冲液及与匀浆

重量比为0.1~1%的复合酶，酶解12~48  h；所述复合酶为海洋碱性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按活

力单位比为7:3比例混合；

b.  离心取上清，采用截留分子量为4000  Da以下用物理吸附法制备的胰蛋白酶固定超

滤膜分离器分离，取透过超滤膜的液体；

c.  通过Sephadex  LH-20分子筛层析柱，按每管1ml收集层析产物，取第30~36管层析产

物进行冷冻干燥；

d．将c步骤所得到的冷冻干燥物制备成10~50mg/ml的去离子水溶液，8000  rpm、4℃条

件下离心10  min，用0.22  µm水膜过滤，得到上样上清液；

e.  使用ddH2O  配制5%甲醇缓冲溶液，通过孔径0.45  µm水膜抽滤，通过超声波除气作

为高效液相色谱柱流动相A，使用ddH2O  配制95%甲醇缓冲溶液，通过孔径0.45  µm油膜抽

滤，通过超声波除气作为高效液相色谱柱流动相B；使用流动相A和流动相B进行梯度洗脱，

洗脱条件：流速为1ml/min，洗脱梯度分配：0~20min，流动相A100%；20 .5~40min，流动相

A50%，流动相B50%；40.5~60min,  流动相B100%；将上液上清液注入C18柱高效液相色谱仪进

样口，收集紫外检测波长280  nm的吸收峰；

f.  挥发收集物中的甲醇后真空冷冻干燥，得到大鲵肽制品。

[0004] 该专利申请说明书公开了所制备的大鲵活性肽可清除自由基、提高机体免疫力及

促进皮肤纤维原细胞增殖。

[0005] 但是，实践中发现大鲵活性肽所含有的苦味氨基酸较多（甜味氨基酸为6.58mg/g，

苦味氨基酸为7.71mg/g），口感较腥，影响了大鲵活性肽产品的开发。

[0006] 黑果腺肋花楸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如花青素、多酚、黄酮和β-胡萝卜

素等，其中维持机体健康的花青素和多酚在已知植物中含量最高。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物

质，具有很强的保健功效，但是其味道酸涩，口感不佳。常规采用热烫处理脱涩，破坏了其活

性物质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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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口感好，可快速解

酒、明显减轻乙醇对肝组织急性损伤、抗疲劳及抗氧化的大鲵饮品。

[0008]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大鲵饮品，其特征在于所用原料及质量百分比如

下：产物A  0.1  ~  10%、产物B  0.1  ~  10%、黑加仑冻干粉0.1  ~  10%、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

0.1  ~  10%、蓝莓冻干粉0.1  ~  10%、柠檬冻干粉0.01  ~  0.6%、果胶0.1  ~  2%，水余量；

所述产物A是取大鲵活性肽与牡蛎多糖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再取混合物

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115℃高压锅中热反应1h，经喷雾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  ~9g：500ml；

所述产物B是取大鲵活性肽与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

再取混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50℃反应0.5h，经冷冻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  ~9g：500ml；

所述黑加仑冻干粉、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及柠檬冻干粉均为鲜果榨汁去

渣提取果汁，将果汁冷冻干燥制成的粉末。

[0009] 本发明以大鲵活性肽为原料，分别与牡蛎多糖、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反应生成两

种反应物，进而再与黑加仑冻干粉、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柠檬冻干粉和果胶

合理配比，获得色泽、性状及口感较佳的大鲵肽饮品，同时具有可快速解酒、明显减轻乙醇

对肝组织急性损伤、抗疲劳及抗氧化等功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实施例1：

本发明的大鲵饮品，所用原料及质量百分比如下：产物A  9%、产物B  4%、黑加仑冻干粉

8%、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5%、蓝莓冻干粉9%、柠檬冻干粉0.03  %、果胶0.5  %，水余量；

产物A是取大鲵活性肽与牡蛎多糖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再取混合物溶于

去离子水中，置于115℃高压锅中热反应1h，经喷雾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5g：500ml；

所述产物B是取大鲵活性肽与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

再取混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50℃反应0.5h，经冷冻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6g：500ml；

所述黑加仑冻干粉、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及柠檬冻干粉均为鲜果榨汁去

渣提取果汁，将果汁冷冻干燥制成的粉末。

[0011] 大鲵活性肽是按照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610314751 .X的发明专利申请所公开的

方法制备，牡蛎多糖是按照中国专利号为ZL201610603766.8的发明专利所公开的方法制

备。

[0012] 实施例2：

本发明大鲵饮品，所用原料及质量百分比如下：产物A  0.1  %、产物B10%、黑加仑冻干粉

0.1  %、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10%、蓝莓冻干粉0.1%、柠檬冻干粉0.6%、果胶0.1  %，水余量；

所述产物A是取大鲵活性肽与牡蛎多糖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再取混合物

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115℃高压锅中热反应1h，经喷雾干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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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  g：500ml；

所述产物B是取大鲵活性肽与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

再取混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50℃反应0.5h，经冷冻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9g：500ml；

所述黑加仑冻干粉、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蓝莓冻干粉及柠檬冻干粉均为鲜果榨汁去

渣提取果汁，将果汁冷冻干燥制成的粉末。

[0013] 大鲵活性肽及牡蛎多糖同实施例1。

[0014] 实施例3：

本发明的大鲵饮品，所用原料及质量百分比如下：产物A  10%、产物B  0.1  %、黑加仑冻

干粉10%、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0.1  %、蓝莓冻干粉10%、柠檬冻干粉0.01%、果胶2%，水余量；

所述产物A是取大鲵活性肽与牡蛎多糖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再取混合物

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115℃高压锅中热反应1h，经喷雾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9g：500ml；

所述产物B是取大鲵活性肽与黑果腺肋花楸冻干粉按相同质量百分比混合得混合物，

再取混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置于50℃反应0.5h，经冷冻干燥所得，

所述混合物与去离子水的用量比为1g：500ml；

实验例1：

分别以色泽、性状、腥味、口感4个角度对大鲵饮品进行感观评定（表1）。对照品为各组

分比例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但产物A及产物B只是原料混合，不进行后续加热反应。经培训、

考核、再培训选出10位感官评定员按照表1所列感官评分标准进行评分。结果如下：本发明

实施例1获得的大鲵饮品口感细腻饱满，协调柔和，酸涩适中，无腥味，有水果香气，色泽清

透，均匀一致，澄清液体，平均得分95分。对照的样品：口感淡薄，酸涩适中，有轻微腥味，有

淡淡的水果香气，色泽稍暗，均匀一致，澄清液体，有少许沉淀，平均得分83分。

[0015] 表1 感官评分标准

实验例2  ：

利用单宁测定试剂对本发明实施例1产物B及对照品中产物B（同实验例1未经加热反

应）的单宁含量进行测定。

[0016] 单宁测定试剂为钨酸钠25g，磷钼酸5g，溶于200ml水中，加入磷酸12.5ml，回流2 

h，冷却至室温，并稀释定溶至250ml。取单宁酸50mg，用蒸馏水配制成0.1mg/ml的单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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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分别取不同量的标准溶液置于50ml的容量瓶中，加入2.5ml的单宁测定试剂及5ml的

饱和碳酸钠溶液，加水稀释至50ml，充分混合，并于30min后测定650nm处测吸光度。

[0017] 取样品3g，加水定容至250ml，1h后过滤，取2ml测定650nm处测吸光度。产物B、对照

品产物B的可溶性单宁含量分别为1.80和6.67mg/g。

[0018] 实验例3：

将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大鲵饮品冻干，得到大鲵饮品粉。取大鼠60只，禁食6h，随机分成

对照组及大鲵饮品组、大鲵肽组，每组20只。用生理盐水灌胃空白对照组。分别灌胃相同体

积生理盐水溶解的大鲵饮品粉及大鲵活性肽（同实施例1），按0.3g/kg·d·w灌胃30min后

按12.0g/kg·d·w给予酒精，酒精事先进行稀释使用。以翻正反射消失为醉酒指标，计算醉

酒耐受时间及醉酒维持时间，具体结果如表2。

[0019] 表2大鲵饮品对大鼠抗醉作用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服用本发明大鲵饮品组的大鼠的醉酒耐受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及大鲵

活性肽组，而醉酒维持时间与对照组及大鲵活性肽组相比明显缩短，两组数据相比均有显

著性差异（p<0.01）。因此，本发明大鲵饮品可用于快速解酒，减少醉酒时间，缓解醉酒症状。

[0020] 实验例4：

将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大鲵饮品冻干，得到大鲵饮品粉。选昆明种小鼠50只，随机分成

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和硫普罗宁阳性对照组（50mg/kg·d），大鲵饮品低浓度（50mg/kg˙

d）、高浓度（150mg/kg˙d）剂量组，每组10只，于12h黑暗，12  h光亮的塑料饲养箱内饲养，室

温（20±2）℃，湿度40%~60%，自由采食和饮水。各给药组每天灌胃1次，连续2周，空白对照组

和模型对照组给予同样量的生理盐水。于每次给药3h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各组均灌胃56度

商品二锅头16mL/（kg˙d），各组均于末次给药后禁食不禁水。

[0021] 小鼠于末次给药后16h，断头取血，在30min内，3500r/min，离心5min后得上层血清

备用。快速处死小鼠取肝脏，并在肝左叶组织取约0.3g放冰冷的生理盐水中漂洗，取出后用

滤纸将水吸干，制成10%肝组织匀浆液（生理盐水的体积总量是组织块体积的9倍），制备好

的10%的肝组织匀浆液在低温低速离心机中以2000r/min左右离心10~15min，将离心好的匀

浆保留上清液弃沉淀进行生化指标测定。血清中谷草转氨酶（AST）与谷丙转氨酶（ALT）活

性，肝脏组织中丙二醛（MDA）含量，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活性，蛋白质含量均按试剂盒的要

求进行测定。结果如表3所示。

[0022] 表3 大鲵饮品对乙醇诱导肝损伤小鼠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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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饲喂大鲵饮品组的ALT、AST明显小于乙醇模型组（p<0.01）。大鲵饮品低剂量

及高剂量组与乙醇模型组肝组织中MDA含量相比显著下降（p<0.01）。大鲵饮品低剂量及高

剂量组SOD含量均高于乙醇模型组肝组织中的SOD含量。

[0023] 实验例5：

选昆明种雄性小鼠24  只，3～4  周龄，体重（16±2）  g，随机分成实验一组、实验二组和

对照组，每组8  只。每天灌胃1次，连续15d，实验一组灌胃大鲵活性肽、实验二组灌胃大鲵饮

品冻干粉，灌胃量均为1.6mg  /kg  体重，对照组灌服相同体积生理盐水，每天灌胃剂量

0.1mL  /16g  体重。在末次灌胃30min  后，给小鼠尾部负重5%的铅丝，在恒温水槽中进行游

泳，水槽深度为40cm  左右，水温在（30±2）℃。小鼠游泳力竭后取出测定生化指标，记录从

小鼠开始进入水中至头部全部没入水中10s 不浮出水面的时间，即为游泳时间。

[0024] 对小鼠肝糖元进行测定。取出小鼠肝脏，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用滤纸吸干后准确

称量0.1g  肝脏，加入2mL  TCA  匀浆，将匀浆在5000r  /min  条件下离心20min，取1mL  上清

液，再加入4mL  蒽酮试剂，沸水浴中煮沸10min，取出后用水冷却，于620nm  测吸光度。在葡

萄糖标准曲线上查出样品液的糖含量。以1mL蒸馏水为对照。

[0025] 对小鼠肌乳酸的测定。取出小鼠后腿肌肉0.1g，用生理盐水匀浆，将匀浆5000r  /

min  离心20min，取1mL  上清液，加入蒸馏水至5mL，加入20%  硫酸铜1mL，加入氢氧化钙粉末

约0.5g，振摇1min，静置10min，以3000r  /min  离心10min，取上清0.5mL，加入浓硫酸3mL，充

分混匀后，置于沸水浴中5min，然后放入冷水中3min。加入0.5%对羟联苯溶液0.15mL，充分

混匀后，置于沸水浴中5min，然后放入冷水中冷却后，于510nm  测定吸光度。在乳酸标准曲

线上查出样品液的乳酸含量。

[0026] 灌服大鲵饮品对小鼠游泳时间及肝糖元、肌乳酸的影响见表4。

[0027] 表4

结果表明：灌服大鲵饮品的小鼠游泳时间达到110min，极显著高于对照组64.2min（P  < 

0.01）。

[0028] 实验例6：

将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大鲵饮品冻干，得到大鲵饮品粉。将大鲵饮品粉及大鲵肽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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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去离子水配成0.4  mg/ml浓度的溶液，分别取2ml不同浓度样品溶液于试管中，加入2ml所

配置的DPPH溶液（0.004g  DPPH粉末加到50mL容量瓶，用95%乙醇定容，4℃下避光保存），混

合均匀，室温避光30min。在10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于517nm下测定吸光度Aj，同时测

2ml不同样品溶液加2ml的95%乙醇的吸光度Ai，2mlDPPH加2mL蒸馏水的吸光度A0。

[0029] DPPH自由基清除率（%）=[A0-(Aj-Ai)]/A0×100%

式中：A0空白对照的吸光值；  Aj样液的吸光值；Ai本身的吸光值

结果如表5。

[0030]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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