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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孔树脂对脂蛋白的吸附研究
丁 勇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对大孔吸附树脂对低密度脂蛋白(LDL)的体外吸附过程进行研究。对 3 种大孔树脂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进
行小牛血清的脂蛋白吸附，通过比较 3 种树脂对 LDL 的吸附能力，选取出较适宜进行 LDL 吸附的大孔树脂 D113。
然后在吸附柱上进行动态吸附，并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吸附过程的描述。结果表明：模型的描述与实验结果相一致，
对吸附过程的设计和实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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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 of Lipoprotein onto Macroporous Resin
DI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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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in vitro adsorption process of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onto macroporous resin was investigated.
Lipoprotein from calf serum was used as the material to conduct adsorption experiments by 3 kinds of macroporous resins. The
optimal resin was screened in terms of adsorption capacity towards LD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croporous resin D113
exhibited the highest adsorption capacity. Meanwhile, dynamic adsorption process was also described using a mathematical
mode, which could well fit experimental data. Therefore, this model will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LDL
adsorption.
Key words：macroporous resin；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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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病居于威胁人类生命疾病之首。发生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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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影响。本实验拟研究化学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大

血管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动脉粥样硬化(atheoselorsis，

孔树脂对血脂蛋白的吸附，以筛选具有良好血液相容性

A s ) ，其发生与很多因素，如食物、生活习惯、人种

的树脂材料。

等有关，已证明人体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的升高以及由此而引起 LDL 进入血管
壁中并被氧化成氧化态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是其主要

1

材料与方法

多研究者的关注[5-6] 。包括大孔树脂、壳聚糖、纤维素、

试剂与仪器
LDL、HDL、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试剂
盒 上海申索佑福医学诊断用品有限公司；小牛血清(冷
冻存放于－ 24℃)；大孔树脂 D101、D418、D113
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
DD51-201 恒流泵 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数显
电热恒温水浴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BIORAD 505
酶标仪 美国 Biorad 公司。

肝素等吸附剂对 LDL 的吸附过程均见诸报道[7-8] 。

1.2

原因 [ 1 - 2 ] 。另一方面，高密度脂蛋白( h i g h d e n s i t y
lipoprotein，HDL)能阻止 As 的形成及恶化， 如果能有
效控制血中 LDL 水平而又不引起 HDL 的损失，不仅能
防止 As 的发生，而且对已形成的 As 有明显减轻作用 ，
进而有利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3-4] 。体外血脂净化法是
一种直接有效地降低血液中 LDL 的方法，因而受到了很

1.1

静态吸附

大孔吸附树脂是以苯乙烯或丙酸酯等单体相互交联

称取 0.1g 树脂放入试管，再将 1mL 小牛血清加入

聚合形成的多孔骨架结构。它的理化性质稳定，不溶

其中，放入水浴锅中，在 3 7 ℃下水浴恒温 1 h 。对于吸

于酸、碱及有机溶剂，不受无机盐类及强离子低分子

附效果好的大孔树脂进行不同时间吸附效果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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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吸附

1.3

附柱中，吸附柱内的树脂装填高度为 32mm，吸附柱浸
行取样分析。
方法

1.4

分别加入选取的 3 种大孔树脂 D101、D418 和 D113
0.1g 在 3 根试管内，将试管浸入 37℃的恒温水浴中，加
入血清 1mL，1h 后测定血清中 LDL、HDL、TC 和 TG
浓度，并计算吸附率。

式中：q 为单位质量吸附剂吸附量(mg/g)；q m 为单
位质量吸附剂饱和吸附量(mg/g)；C * 为吸附质质量浓度
(g/L)；b 为吸附平衡常数(L/g)。
由图 2 可得，q m =18.7mg/g，b=27L/g。在低浓度
下吸附过程吸附量与浓度成正比，如浓度较高的话，吸
附量与浓度相关不大。一般来说静态吸附需要较长的时
间，才能达到吸附的平衡。本实验因希望得到有利应

吸附量 /(mg/g)

结果与分析
树脂吸附效果比较

2.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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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大孔树脂对血脂的吸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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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ree kinds of macroporous resins
towards LDL

图2

LDL 在 D113 上吸附等温线

Fig.2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of LDL onto D113 resin

吸附率 /%

树脂

(1)

用的结果，吸附时间取为 1 h 。

吸附前浓度－吸附后浓度
吸附率 /% ＝ ————————————× 100
吸附前浓度
2

77

qmbC*
q=——————
1+bC*

将血清用恒流泵以 0.1mL/min 打入直径为 2mm 的吸
入 37℃的恒温水浴中。每隔 30min 将吸附柱的流出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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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

HDL

TC

TG

D101

51

18

20

66

D418

43

9

17

60

D113

57

9

64

67

2.3

大孔树脂对血脂吸附的动态实验
通过恒流泵将血清打入吸附柱内，柱内装填的为

D113 树脂，在出口处每隔 30min 测定流出液的 LDL 浓

血脂浓度 /(mg/L)

度。采用数学模型描述吸附过程，可以对吸附过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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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的认识，本实验采用如下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其吸
LDL
HDL
TC
TG

原液
图1

Fig.1

D101

D418

D113

3 种大孔树脂吸附后血脂浓度

Change in serum lipoprotein profile before and after
macroporous resin adsorption

从表 1 和图 1 可见，3 种树脂中 D113 树脂对 LDL 的
吸附率最高达到 57%；其次为 D101 树脂达到 51%；D418
树脂的吸附率为 43%。对 HDL 的吸附量 D418 和 D113 相
同都为 9%，而 D101 达到 18%。由此可见 D113 有最大
的 LDL 吸附量同时对 HDL 的吸附较少，是较好的血脂
净化吸附剂。
2.2

大孔树脂对 LDL 的吸附等温线

附过程，结果和实 验数据 见图 3 。
采用多组分吸附动力学模型。
物料衡算式：
2
C
ρs 1 －ε q
C
C
—— + —— ——— —— +u —— =DL ——
ρL ε
t
Z
Z2
t

(2)

假设轴向扩散可忽略：
q
C
C ρs 1 －ε
—— + — ——— —— +u —— =0
t
ρL ε
t
Z

(3)

式中： ρs 为吸附剂密度( g / m 3 )； ρL 为原料液的密
度( g / m 3 )； ε为床层空隙率；u 为流动相线速度( m / s )；
D L 为组分在溶剂中的分子扩散系数(m 2 /s)；q 为单位质
量吸附剂吸附量(mg/g)。
吸附等温方程：
q=f(C)，如采用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传质速率方
程：( 设为 线性) 则为：

将血清用蒸馏水稀释后进行静态吸附 1 h ，得到
的吸附等温线见图 2，用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 9] 进行
拟合。

q
——=Kf ap(C－C*)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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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

同时对 HDL 的吸附量较低。1h 的静态吸附过程对 LDL

t = 0 时，q ( Z ，0 ) = 0 ，C ( Z ，0 ) = 0 ；

的吸附率最高可达到 57%，同时对 HDL 的吸附量仅为

t ＞ 0 时，C ( 0 ，t ) = C 0

9%。吸附等温线可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来描述，

方程可由有限差分法来解。将(1)式代人(4)式，对

在吸附柱中的吸附过程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描述，通

( 3 ) 、( 4 ) 式可用迎风格子法进行有限差分法求解，结果

过对物料衡算式、等温吸附方程和传质速率方程的联合

见图 3 。如考虑轴向扩散则对式( 2 ) 、( 4 ) 进行数值求解。

数值求解，发现数学模型与实验结果能较好符合，在

LDL 质量浓度 /(mg/L)

模型中考虑轴向扩散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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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抽向扩散计算曲线
考虑轴向扩散计算曲线
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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