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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中蕴藏着丰盛的资源。海洋生物小分子肽具有结构简单、毒副作用小、分子量小且容易被机体吸收等优点。因此，小分子肽有 

着非常大的研究和应用前景。本文主要综述了海洋生物小分子肷的抗氧化、降血压、护肤等功能特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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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l：_rhe ocean contains rich resources M arine biological small peptides ha～e the advanlages of simple stt’tlCt Llre．Im～toxic and side effects． 1ow molecular 

weight and easy absorption by the body Therefore small peptides have grea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lospects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flmctional properties 

of small peptides such as antioxidation bIood pressure lowering and ski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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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汁 积约 占地球总 积的 7I％， 这J 阔的 ： 】q 蕴藏着 
丰盛的资源I’I。这 海洋生物 期，} } 个封 闭的列 境中，极 

端的生仔条件会促使它们不惭进化， 进化过程巾义会产尘结构 
新颖，功能独特 的活性物顺[21。在人类小断探索海 物资源的 
今天，种类繁多，功能1 ‘的海洋生物 性肽也随之披技现。 

村“七j 白质的分 量人、结拗 朵、毒性较 人H 易破机 
体吸收的缺血，小分 j 肽有着结构简 、毒副作fH小、分f量小 
且容易傲机体吸收的优点I 。小分于肽j _仃种类多样性和极强的 
活性，JJI1之合成成本较低，使其在食- 医药和化妆 等行、 中 

的应川研究较为突出。 食 工、I I ，小分于Jj太可J、 』}{到天然无 
毒性的食 LI 防腐剂中： 医药_方面，小分子肽制成 J 降压药和治 

疗 血消恢埔的药物： 化妆品行业中，小分子肽作为味料添 加到 
化妆品的制造 l{】， 卜受起到修复或许代受损细胞，凋 细胞新 
陈代谢的作用，使皮肤饱满、光滑、何弹性【4_。 

L~IIlL，小分子肽仃符 {} 常大的研究乖fl嘘r玎前景，这{i耍离 
开小分 肽的功能特性。 

1海洋生物活性肽的功能特性 
酶水斛制备的海洋 物活性肽日̈  使川的酶不川，搿到的活 

性肽也 尽卡H同，活性从的功能特一H：也 此小一样。 目}ji_『，闻内 
外的一 鼍研r宄文献指}{|，海洋生物活性从的牛理活 』Jj能主要体 

现在抗氧化、降血压、护肤功效等方 』 。 
1_l抗钣化 

生物机体会存新 代谢的过程 t r产生 自由基。fI1] 自巾基 
(OH)和 氧阴离子 自lf】堆(·01一)等。过 多的自由基秘聚会对机体 
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诱发出 一些慢性疾璃。羟白[}{螭(OH)会直 
接损r~,fit胞 内的膜系统，导敛机体功能受坝；超氧 离 自由基 

(‘02一)会对体内的生物 人分了进行攻m ，导致细胞结ff!J和功能受损 
{ 

。 目前已经研发出多种抗氧化刺， BHA、BHT、PG、TBHQ[ 。 
但是，人 合成的抗瓴化荆存在着一’ 潸 问题。所以．人们一 

渴 能找到天然的抗 议化刺。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艾献表明，汁 多海洋生物 货r1埙酶解而 

成的活性肚 仃抗氧化的功能。研究 li 集巾在罗 m、乌贼 、 
牡蛎、 竹等物种。刘水等ll川伞面响心法优化罗非m仉鳞的抗氧 
化肽制衙 j 艺，得到的罗"鱼抗氧化肽能在最佳条什 ， 自由 

基(·0I{)的、=fJi除牢高达 82．29％。冗外．酶解海洋生物 rJ质后得 
到的牛物活性肽，其溶琦犁性好、流动忡增加．以后九 化妆 、医 
药和食 ] 、 卜的应川将会更多。 
I．2降m 

lII ，岛m压病 人普遍存在 ，预汁1 后高血 人数还会持 
续上升。造成高血压的原阂．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t(1 J ACE)催化 
非活 tel{Jflt静紧张素 I转换成活性血管紧张豢 II，缓激肌失活，致 

使血压 卜"i 。目前mI所卜流通的抗高廊压药人都足人工合成的 

成药，如【f】箭 『太j脯酸、依邮 利等。这 人 合成的约物 KlfJ]j】}{ 

Jf{会仃一定 瞍的剐作用 此， 找火然降 弱足人们的迫切 
需求。 

目前，人 已经能从脚 海洋生物蛋I't几丘中制备出降Ifltl lJA。 

降IfiI压肽址 种抑制 m管紧张隶转换酶(ACE)的活性物埙，通过 
抑制 ACE的活性 ，使血 降。Suesuna等l qJ最开始从沙 ]‘鱼和 

带鱼的酶 物 【f]发现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成@(ACEI)。 接 卜 
柬的数十年 ]，人们开始 更多的海洋等i物r 找 ACEI，发现牡 
蛎 、虾、蟹、 怆衄、海参、讲带策等的酶 物中，郜存_疗：ACEIt 1。 

血管紧张 粜转换酶-D~f'J~I(ACEI)是川 术治疗高【fI=L压的 霞要药 
物，海洋生物活性肽抗高 胍I]j(因其来源 生物体l本身．所以相 
对比人工合成的降JlI 药， 『坨点在于对人体组织亲和力鬯高，药 
效更持久。 时，抗高血压肽分子量小， 卜吸收， 且刈人体屯 

仃何毒副作川，安令可靠 。f}I目前暂时还没_f『能推 出市场，广泛 
使用。海洋 t@ if；性肽抗 _f1【 肽还需要 彩的临床试验f【J圩技， 

才能更好地造槲群众。 
1-3护H天特性 

何研究指⋯，胶原多Ilkil改善皮肤弹悱，延缓皮肤 岂．原 

I，[=l在于胶 多fJj(能够促进 人体细胞内皮肤 纤维细胞胶原 透明 
顷酸(HA)的合成i“” 裴新茱 等发现皎原 杉肽能有效延缓 D一 乳 

糖引起的皮肤衰老。海洋胶原多肽有着人彩故海洋生物活性肽的 
特点，性能濉和、分子量小、 易吸收、攻个=性高、毒剐作用小， 
足应用于化妆品仃 的一人新原料。目前 化妆品领域 卜，海洋 
生物活性肽还仃待开发， 待学者II’]能够 『J『j速这 一领域的探索， 

带来天然成分的化妆品。 

2结论 
总的来说，[]Lj1_『针对海洋 物小分子肽的应川研宄还比较少， 

还没有 多的 艾献记载，仙足．海洋牛物种类 多，是非常优秀的 
白质来溯．能够水解成功能 同的小分 足。凶此，海洋生物 

小分亍肽 今后的研宄价值flI 用前景会 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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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Zhanguo；Xia． WeiI ]研究了以二溴海因作为反应底物， 
同时也是溴代试剂，可 以在特定位置发生溴代反应，但是该反应 

应用范围较窄，效率低，目前还未能得到广泛应用。 

一 

卧

+ 

二溴海因作为主要作为杀菌、灭藻剂的用途较多，作为溴代 

试剂，人们也进行了研究，但是作为溴化试剂，转化率较低，该 
溴化试剂价格便宜，如果能将反应的效率提高，将会在溴代有机 
反应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2结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化工工作者社会责任的提高，溴代化工工 

艺将会在科研和生产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工艺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本文重点综述 了近年 国内外在溴代试剂在化工合成方面的新进 

展，为绿色溴代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从中可 以看 出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溴代试剂进行了广泛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来讲，各种溴代试剂仍存在各自的 
优缺点，如反应的选择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需对溴代反应不 
断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坚信随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新型 

高效环保的溴代试剂在今后会研制成功。原料成本低廉，工艺条 
件温和、环保、安全，溴原子利用率高，对装备无特别要求的溴 
代试剂，具有更好的产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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