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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海藻酸钠包埋法和壳聚糖交联法固定化鳞杯伞产生的 α-半乳糖苷酶，通过比较固定化酶

和游离酶的最适 pH、pH 稳定性、最适温度、温度稳定性、保存时间及两种固定化酶对豆浆中低聚糖
的水解作用及操作稳定性等，探究较适宜于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固定化载体。结果表明：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最佳硫酸铵饱和度为 80%；两种固定化方法酶活性保持率都达到了 50%以上，且固定化酶
的温度稳定性、pH 稳定性、保存时间相比游离酶都有提升；比较两种固定化酶，壳聚糖固定化酶的
温度、酸度稳定性及操作稳定性要优于海藻酸钠固定化酶，但保存时间和对豆浆中低聚糖的水解效率
要低于后者，两种固定化酶重复使用 3 次后低聚糖水解率在 85%以上，相比于海藻酸钠，壳聚糖更适
宜作为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固定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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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dium alginate embedding method and chitosan crosslinking method were used to immobilize α
-galactosidase from Clitocybe squamulosa. The optimum pH, pH stability, optimum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stability, storage time of immobilized enzyme and free enzyme were compared. The hydrolysis
on oligosaccharides in soymilk and oper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two immobilized enzymes are compa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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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saturation of ammonium sulfate was 80% for α-galactosidase from C.
squamulosa. The enzyme activity retention rates of the two immobilized methods were both more than 50%,
and the temperature stability, pH stability and storage time of immobilized enzyme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free enzyme. After comparing the two immobilized enzymes, the temperature, acidity stability
and operation stability of chitosan immobilized enzyme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sodium alginate immobilized
enzyme. But the hydrolysis efficiency of chitosan immobilized enzyme on soymilk oligosaccharide was
lower than the latter. The hydrolysis rate of oligosaccharide was more than 85% after the two immobilized
enzymes were reused for 3 times. Compared with sodium alginate, chitosan was more suitable to be the
immobilized carrier of α -galactosidase from C. squamulosa.
Key words: Clitocybe squamulosa; α-galactosidase; immobilization; sodium alginate; chitosan

α-半乳糖苷酶（α-Gal, EC 3.2.1.22）广泛存在

选择合适的固定化载体和固定化方法就显得尤为

于植物、微生物和动物中，是能催化水解 α-半乳

重要 [11]。所以开发固定化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用

糖苷键的酶类。由于豆类中含有无法被人类及其

于工业化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他单胃动物消化的半乳糖苷类低聚糖如水苏糖、
棉子糖、蜜二糖和毛蕊花糖等

[1-2]

本文以海藻酸钠和壳聚糖作为固定化载体，

，所以食用后会

比较了游离酶和两种固定化酶的理化特性；并且

[3]

在体内经厌氧发酵形成肠胃胀气 ，导致豆制品

以大豆低聚糖为水解底物，研究了两种固定化酶

的吸收率无法达到最大。α-半乳糖苷酶通过消除

的添加量、保存时间、操作稳定性对水解率的影

α-D-半乳糖，提高单胃动物的消化率，抑制肠胃

响，筛选出较为适合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固定

[4]

气胀 。此外，α-半乳糖苷酶通过切断甘露聚糖
主链上的半乳糖侧链来修饰天然半乳甘露聚糖，
以改善其溶解度和凝胶性能 [5] 。在纸浆和造纸工
业中，α-半乳糖苷酶与内切 β-1,4-甘露聚糖酶一起

化载体，为提高其使用价值提供资料。

1
1.1

用于增强软木牛皮纸浆的漂白效果 [6] 。α-半乳糖
苷酶与环糊精一起使用，可用于递送一些重要的
[7]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鳞杯伞干子实体：山西农业大学食用菌中心；

大豆：市售；海藻酸钠、壳聚糖（分析纯）：上海

健康化合物 。还有一些 α-半乳糖苷酶可以清除

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4-硝基苯基-α-D-半乳

B 血型细胞表面糖蛋白上的 α-半乳糖残留物，引

吡喃糖苷（pNPG）、二硝基水杨酸（DNS）：北京

[8]

起 B→O 血型转换 。

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冰乙酸、

大型真菌中的 α-半乳糖苷酶因其来源安全、

氯化钙、戊二醇（50%）、柠檬酸、磷酸氢二钠、

产量高而备受关注。食用菌成为富含 α-半乳糖苷

甘氨酸、无水乙酸钠等均分析纯：天津市致远化

酶的食物来源具有很大的优势。鳞杯伞（Clitocybe

学试剂有限公司。

squamulosa）隶属于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
伞菌纲（Agaricomycetes），伞菌目（Agaricales），
未定科；鳞杯伞是野生台蘑中的营养价值极高的
一种，其质地柔嫩、风味独特，并含有活性较高

1.2

仪器设备
KQ5200 DE 数控超声波清洗机：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Multifuge XIR 高速冷冻心离心机：

的 α-半乳糖苷酶。但是该酶存在耐热性不好、成

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ZQPW-250 恒温振荡培

本较高等缺点，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而固

养箱：天津市莱玻特瑞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定化酶通常可以改善游离酶稳定性，使其可重复

UV-2550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美普达仪器有限

使用，减少生产成本

[9-10]

。然而不同的固定化载

体和固定化方法均会影响酶的固定化效率，因此

公司；DF-101S 磁力搅拌器：北京中兴伟业仪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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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实验方法

1.3
1.3.1

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游离酶的提取

在室温条件下，将鳞杯伞干子实体粉碎成粉

pH 对酶活力的影响

最适 pH 的测定：
将游离酶或固定化酶与0.1 mol/L
不同 pH 的缓冲溶液（pH2.2、3.0、4.0、5.0、6.0、

末状。粉末和去离子水以 1∶10（w/v）的比例均

7.0、8.0、9.0、10.0）等体积混合，以去离子水配

匀混合。为获得更高的提取率，将浸提物在 4 ℃

制的 0.01 mol/L pNPG（pH7.0）为底物，按照 1.3.3

下浸泡保存过夜，然后在 4 ℃下 6 000 r/min 离心

的方法测定酶活。定义酶活力最高值为 100%，计

15 min。取上清液分别加入 20%、40%、60%、80%、

算相对酶活力。缓冲液的选择为：柠檬酸-磷酸氢

100%的硫酸铵进行蛋白质盐析确定最佳硫酸铵

二钠缓冲溶液（pH2.2~8.0），甘氨酸-氢氧化钠缓

添加量，4 ℃下静置过夜，
然后在 4 ℃下 6 000 r/min

冲液（pH9.0~10.0）。

离心 15 min，取沉淀透析后作为游离酶。
1.3.2

pH 稳定性的测定：将游离酶或固定化酶与
0.1 mol/L 不同 pH 的缓冲溶液等体积混合，常温

固定化酶的制备
取 49.5 mL

下孵育 2 h, 按照 1.2.3 的方法测定酶活。所有底

游离酶加入 0.5 mL pH4.6 1 mol/L NaAc-HAc 缓冲

物为 pH4.6 NaAc-HAc 配制而成的 0.01 mol/L

溶液，配制成 0.01 mol/L pH4.6 游离酶溶液，加入

pNPG，目的为遮蔽掉缓冲溶液的 pH 造成的影响，

1.25 g 海藻酸钠，混匀。用针管吸取滴入 0.2 mol/L

使酶活测定条件统一。

CaCl2 溶液中，室温静置 2 h。抽滤并用去离子水

1.3.6

1.3.2.1

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的制备

和缓冲液洗净，放置于缓冲溶液中 4 ℃备用。

温度对酶活力的影响

最适温度的测定：分别在 4、10、20、30、

称取 1.0 g 壳聚

40、50、60、70、80 ℃条件下按照 1.3.3 的方法

糖加入 2%醋酸溶液中，60 ℃超声辅助水浴搅拌

测定酶活。定义酶活力最高值为 100%，计算相对

至壳聚糖完全溶解。用针管吸取滴入 1 mol/L 氢

酶活力。

1.3.2.2

壳聚糖固定化酶的制备

氧化钠溶液中，放置 1 h，抽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

温度稳定性的测定：将游离酶或固定化酶分

至中性，放入 2%戊二醇中静置 3 h 进行交联，抽

别在以上温度下保温 2 h 后按照 1.3.3 的方法测定

滤并用缓冲液洗净。

酶活。定义 4 ℃酶活力为 100%，计算相对酶活力。

取 49.5 mL 游离酶加入 0.5 mL pH4.6 1 mol/L

1.3.7

保存时间对酶活力的影响

NaAc-HAc 缓冲溶液，配制成 0.01 mol/L pH4.6 游

将游离酶和固定化酶置于 4 ℃和常温（约

离酶溶液，称取 10 g 微球加入游离酶溶液中，放

15~29 ℃）下保存，每隔三天按 1.3.3 的方法测定

入摇床中 10 ℃ 200 r/min 震荡 16 h。抽滤并用

酶活。定义第一天的酶活力为 100%，计算相对活力。

缓冲液洗涤，放置于缓冲溶液中 4 ℃备用。

1.3.8

1.3.3

酶活力的测定

α-半乳糖苷酶活性测定方法是按照胡玉静 [13]

豆浆的制备

将大豆洗净浸泡一晚，大豆和水按照 1∶10
（w/v）的比例将大豆打浆过滤，4 000 r/min 离心

描述的方法用 pNPG 法，稍作修改进行测定的。

10 min，4 ℃保存备用。

反应体系由 0.1 mL 酶液或 0.1 g 固定化酶和

1.3.9

酶添加量对豆浆中低聚糖水解率的影响

0.01 mol/L 0.1 mL pNPG（pH4.6）组成，反应温

以 2.5、5、7.5、10、12.5 U/μL 固定化酶或游

度 40 ℃，反应时间 10 min，加入 0.5 mol/L Na2CO3

离酶进行实验，利用 DNS 法测定对豆浆中低聚糖

0.8 mL 终止反应。在 405 nm 波长处测定溶液的

水解的影响。酶和底物混合反应后，取 0.1 mL 混

吸光度。在分析条件下，每分钟释放 1 μmol/mL

合物加入 0.3 mL DNS 溶液，沸水浴 5 min 加入

对硝基苯酚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α-半乳糖苷酶活性

0.8 mL 去离子水，540 nm 下测吸光度值 [14]。

单位。重复检测 3 次。

1.3.10

1.3.4

固定化后剩余酶活

按照 1.3.3 的方法测定酶活，以游离酶活性定
义为 100%，计算固定化后的剩余酶活。
142

水解时间对豆浆中低聚糖的影响

以最佳酶添加量进行实验，分别在反应 2、4、
6、8、10、12 h 后利用 DNS 法测定对豆浆中低聚
糖水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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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由于载体与酶分子之间的结合位点有限，因

固定化酶的操作稳定性

以豆浆为底物，以最佳酶添加量以及反应时

此在固定过程中会损失掉一部分酶分子 [13]。两种

间进行实验，每次反应完成后，将固定化酶用去

固定化酶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回收率都在

离子水冲洗干净，再次重复以上方法，共反应 5 次。

60%左右，高于其它报道的固定化酶回收率 [16]。

1.4

数据分析

表1

所有数据均为 3 个重复样品的平均值，采用

Table 1

Excel 2016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1

硫酸铵添加量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游离

酶提取率的影响

酶固定化率

固定化酶酶活性保持

海藻酸钠

80.27±0.00

64.30±0.03

壳聚糖

74.99±0.01

58.34±0.02

pH 对酶活力的影响

2.3

硫酸铵添加量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游离酶

Effect of different immobilization methods on the
immobilization of α-galactosidase
%

固定化方法

结果与分析

2

不同固定化方法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固定化效果的影响

2.3.1

最适 pH

提取率的影响如图 1 所示，当硫酸铵饱和度为

pH 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如图 2 所示，游离

20%时，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提取率低于 10%，

酶的最适 pH 是 3.0，且 pH2.2~5.0 条件下酶活力

随着硫酸铵饱和度的增大，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

在 50%以上，但在 pH7.0 时已经检测不到酶活；

的相对活性增加，当硫酸铵饱和度为 80%时，酶

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的最适 pH 是 5，与游离酶相比

的提取率达到最大。

活性范围由 pH7 增加到了 pH9.0，且在 pH4.0~7.0

α-半乳糖苷酶作为一种蛋白质，可以利用常
规提取蛋白质的方法将其提取

[13]

。硫酸铵盐析是

条件下酶活力在 50%以上；壳聚糖固定化酶的最
适 pH 与游离酶一样，在 pH3.0 时催化性能最好，

蛋白质提取的常用方法之一，鳞杯伞 α-半乳糖苷

在 pH9.0 时仍有些许酶活。研究结果表明，经固

酶在 80%的饱和度下提取率最高。

定化后，酶对碱性条件的耐受力得到了提升，使
其在碱性条件下也能发挥作用。

图1

硫酸铵添加量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游离酶提取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mmonium sulfate supplementation on
extraction rate of α-galactosidase from Clitocybe squamulosa

2.2

不同固定化方法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固

定化效果的影响

图2
Fig.2

2.3.2

pH 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

Effect of pH on immobilized enzyme activity

pH 稳定性

固定化酶的 pH 稳定性如图 3 所示，游离酶

不同固定化方法对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固定

在 pH3.0 时稳定性最好，且在酸性条件下酶活性

化效果的影响如表 1 所示，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的

比较稳定，在 pH2.2~6.0 范围内酶活力可以达到

固定化率和酶活力回收率分别为 80.27%和

80%以上；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的 pH5.0 时酶活力

64.30%，壳聚糖固定化酶的固定化率和酶活力回

最高，与最适 pH 相同，且在 pH3.0~7.0 范围内酶

收率分别为 74.99%和 58.34%，前者的固定化率

活力在 40%以上，但在 pH4.0 及以下条件下酶活

和酶活力回收率均大于后者，但相差不大。

力没有游离酶高；壳聚糖固定化酶的 pH3.0 时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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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最高，活性范围最大，且在 pH2.2~8.0 范围
内酶活力在 40%以上。在 pH 介于 2.2~4.0 时，壳
聚糖固 定化 酶的稳 定性 要高于 海藻 酸钠固 定 化
酶。研究结果表明，壳聚糖固定化拓宽了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 pH 稳定性。
pH 在酶促反应中是重要因素之一 [17]，对于任
意一种酶都有其最适反应 pH 及稳定性，pH 过高
或过低 可能 会影响 酶的 空间结 构或 与底物 的 结
合，从而影响酶的反应速率，因此只有在酶的最

图4
Fig.4

温度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immobilized enzyme activity

适条件下才能表现最大反应速率。游离酶的最适

65.8%，但在 40 ℃时已检测不到活性，海藻酸钠

pH 是 3.0，随着 pH 的不断增大，游离酶和固定

固定化酶和壳聚糖固定化酶都是在 40 ℃下比较

化酶的活性损失也在增加，但是无论是海藻酸钠

稳定，海藻酸钠固定化酶在 50 ℃时失活，壳聚

固定化酶还是壳聚糖固定化酶，其最适 pH 和稳

糖固定化酶在 50 ℃下仍能保持 40%以上的活性，

定性范围和都比游离酶的范围大。这表明经过固

在 60 ℃时失活。研究表明两种固定化酶的温度

定后，酶分子稳定性得到了提高

[18]

。这是由于酶

在固定过程中与载体多位点结合 [19]，构象更加稳

稳定性要优于游离酶，且相比于海藻酸钠固定化
酶，壳聚糖固定化酶稳定性更好。
温度对酶的催化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20]，酶的

定，减弱了外部溶液变化对酶分子构象的影响。

化学本质是蛋白质，温度过高会使酶的蛋白结构
发生变化，导致酶变性；过低会抑制酶的活性。游
离酶的最适温度为 50 ℃，这与 S. J. Prashanth[21]
等的报道一致，许多从真菌中提纯的 α-半乳糖苷
酶热稳定性都较差 [22-24]。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也
和它们一样，表现出较差的热稳定性。但两种固
定方法都使酶的温度稳定性范围有所扩大，符合
更多工业化应用的需求。当温度大于 50 ℃时，
固定化酶的 pH 稳定性

酶活力损失较大，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温度过高使

pH stabil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

酶变性，也可能是由于固定化后的扩散限制 [25]导

图3
Fig.3

温度对酶活力的影响

2.4
2.4.1

致的。

最适温度

温度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如图 4 所示，游
离酶的最适温度为 50 ℃，60 ℃时未检测到活
性，说明其已失活；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的最适温
度与游离酶相同，也是 50 ℃，在 60 ℃时比游离
酶活性高 20%左右，70 ℃时失活；壳聚糖固定化
酶的最适温度为 60 ℃，在 60 ℃时比海藻酸钠固
图5

定化酶和活性游离酶都高，70 ℃时失活。研究结

Fig.5

果表明，海藻酸钠固定化酶比壳聚糖固定化更易
达到最适温度。
2.4.2

温度稳定性

2.5

固定化酶的温度稳定性

Temperature stabil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

保存时间对酶活力的影响
保存时间对酶活力的影响如图 6A~B 所示，

固定化酶的温度稳定性如图 5 所示，游离酶

在 4 ℃下游离酶保存 15 d 后相对酶活力降到 60%

在 20 ℃以下比较稳定，在 30 ℃时相对活性为

左右；海藻酸钠固定化酶 15 d 后相对活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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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持在 90%以上；壳聚糖固定化酶 15 d 后相

时间。

对活力稍差，但仍保持在 80%以上。在常温下游

酶制剂中的酶活会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而逐

离酶保存 15 d 后相对酶活力降到 40%以下；海藻

渐损失。在常温下保存的酶无论是游离酶还是固

酸钠固定化酶常温下 15 d 后仍可以保持在 75%以

定化酶，酶活损失都比 4 ℃下严重，但固定化后

上；壳聚糖固定化酶 15 d 后相对活力保持在 70%

的酶活性明显比游离酶损失的少，说明两种固定

以上。 研究结果表 明，固定化 酶可以有效 地减

方法均可以减少酶的流失，延长鳞杯伞 α-半乳糖

少酶的损失，延长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保存

苷酶的保存时间。

A：4 ℃保存对酶活力的影响；B：常温保存对酶活力的影响
A: Effect of 4 ℃ storage on enzyme activity. B: Effect of storage at room temperature on enzyme activity
图6
Fig.6

保存时间对酶活力的影响

Effect of storage time on enzyme activity

酶添加量对豆浆中低聚糖水解的影响

2.6

使单位体积下的酶浓度比游离酶高，增加了酶与

酶添加量对豆浆中低聚糖水解的影响如图 7

底物的结合概率，所以当固定化酶的添加量加大

所示，随着游离酶浓度的增加，大豆低聚糖的水

时，大豆低聚糖的水解率并不像游离酶那样有明

解率提高，当游离酶添加量到 2.5 U/μL 后，继续

显的增大。

添加游离酶对大豆低聚糖的水解率不再有影响，
说明 7.5 U/μL 已经达到了游离酶的足够量；当海
藻酸钠固定化酶的添加量为 2.5 U/μL 时，大豆低
聚糖的水解率可以达到 85%，增加到 5 U/μL 后可
以达到 95%以上，7.5 U/μL 时大豆低聚糖水解率
达到最大，继续添加海藻酸钠固定化酶大豆低聚
糖水解率不再增加；当壳聚糖固定化酶的添加量
为 2.5 U/μL 时，大豆低聚糖的水解率已经达到

图7
Fig.7

98.17%±0.03%，继续增加壳聚糖固定化酶的添加

酶添加量对豆浆中低聚糖水解的影响
Effect of enzyme dosage on hydrolysis of
oligosaccharides in soybean milk

量对大豆低聚糖的水解率影响不大。研究结果表
明，相同添加量时固定化酶对豆浆中低聚糖水解
效果优于游离酶，添加量为 2.5 U/μL 时，海藻酸
钠固定化酶更优一些。
酶浓度和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也有很大的影
[26]

2.7

水解时间对豆浆中低聚糖的影响
水解时间对豆浆中低聚糖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在 2 h 时游离酶降解低聚糖的水解率为 56.77%±
0.88%，4~6 h 内水解率上升速度较快，6 h 时水

，随着游离酶添加量增多，大豆低聚糖水解

解率达到最大；海藻酸钠固定化酶在 2 h 时水解

率增大，当到达 7.5 U/μL 时，再添加游离酶水解

率就达到了 98.93%±0.02%，4 h 时达到最大值；

率也没有升高，说明 7.5 U/μL 已到达足够的游离

壳聚糖固定化酶在 2 h 时水解率为 83.33%±0.36%，

酶用量；可能是由于酶固定化后将游离酶富集，

4 h 时达到最大值。研究结果表明，固定化酶催化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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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所需时间少于游离酶。
在酶促反应中，反应时间的延长可以使酶与
更多的底物结合，使酶促反应更加彻底。两种固
定方法使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在 2 h 时对低聚糖
的水解率达到 80%以上，比游离酶所需催化时间
少，可能由于相同时间内固定化后的鳞杯伞 α-半
乳糖苷酶与底物结合概率更大，催化反应快速地
图9

发生。

Fig.9

3

固定化酶的操作稳定性

Operational stabil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

结论
本实验以鳞杯伞为原料提取 α-半乳糖苷酶，

确定了最佳硫酸铵饱和度为 80%，并以两种固定
化方式对其进行固定，海藻酸钠固定化率和固定
化酶酶活性保持率均优于壳聚糖。两种固定化酶
的温度稳定性要优于游离酶，且相比于海藻酸钠
图8
Fig.8

2.8

水解时间对豆浆中低聚糖的影响

Effect of hydrolysis time on oligosaccharides
in soybean milk

固定化酶的操作稳定性
固定化酶的操作稳定性如图 9 所示，以豆浆

为底物时，海藻酸钠固定化酶在重复两次后的低
聚糖水解率为 97.51%±0.85%，重复三次后水解率
为 84.83%±0.16%，重复第五次时低聚糖水解率降
为 29.27%±1.41%；壳聚糖固定化酶在重复两次后
的活性为 98.38%±0.38%，重复第五次时低聚糖水
解率仍在 60%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壳聚糖固定
化酶的操作稳定性优于海藻酸钠固定化酶，说明
这种固定方法使壳聚糖与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
结合更加牢固。
游离酶与底物反应后不能重复利用，而固定

固定化酶，壳聚糖固定化酶稳定性更好；4 ℃和
常温下保存 15 d 后海藻酸钠固定化酶相对酶活最
高，约提高 30%；水解 4.0 h 时的两种固定化酶大
豆低聚糖水解率均达到 100%；添加量为 2.5 U/μL
时，壳聚糖固定化酶大豆低聚糖的水解率最高；
重复使用 3 次后，壳聚糖固定化酶大豆低聚糖的
水解率高于海藻酸钠固定化酶。与游离酶相比，
固定化酶能够有效改善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的稳
定性，缩短水解时间，并且能够重复使用，且相
比于海藻酸钠，壳聚糖更适宜作为鳞杯伞 α-半乳
糖苷酶的固定化载体，为鳞杯伞 α-半乳糖苷酶工
业化应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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