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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丁聚醣之製備及其於農業之應用 
葉文彬 

 

摘  要 
幾丁聚醣(Chitosan，或甲殼素、殼聚醣、幾丁酸)是一種葡萄糖胺

【(1,4)-2-amino-2-deoxy-β-D-glucan】所聚合而成的多醣體，為幾丁質(Chitin)

經過化學法、生化發酵法或微生物提煉法進行脫乙醯(Deacetylation)反應後

所得之產物，通常幾丁質脫乙醯度達 40%以上，可溶於稀酸溶液者稱為幾

丁聚醣。 

幾丁聚醣是自然界中陽離子型高分子聚合物，結構中富含氨基，容易

成膜具有生物活性、生物相容性、生物黏著性與無毒性，已知之應用領域

非常廣泛，應用效果與其脫乙醯度、分子量、處理時間及濃度有關，在農

業之應用，可作為植物產生抗菌物質之誘發劑、種子包覆劑、促進生長、

提高產量、增加園產品採收後品質及作為土壤改良劑，惟需注意避免與鹼

性溶液混合使用。由於幾丁聚醣原料重要來源是生物資源(蝦、蟹殼等漁業

加工廢棄物)，善加應用此種自然的寶貴資源，除了可解決廢棄物問題，減

少對環境之衝擊，或許田間栽培時使用幾丁聚醣，對生產優質安全之園產

品有所助益。 

 

前  言 
幾丁質(chitin)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甲殼動物(蝦、蟹)的外殼、節肢動

物(如昆蟲)的外甲皮、軟體動物(烏賊)的外殼和內骨骼及真菌等微生物的細

胞壁中，其結構類似纖維素，為自然界中含量次高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在 1811 年法國學者 Henri Braconnot 以稀氫氧化鈉溶液加熱處理菇類時，

發現有不溶於水的物質，稱為”fungine”，到 1823 年 Odier 也從昆蟲堅硬的

表皮中分離出類似物質，將之命名為幾丁質。在 1859 年 Rouget 更進一步

發現，幾丁質於高濃度氫氧化鈉溶液加熱後，發現其產物可溶於有機酸，

直至 1894 年該產物被 Hoppe-Seyler 正式命名為脫乙醯殼多糖(幾丁聚醣：

Chit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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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年來科技快速的進步與發展，幾丁質的研究從如何自上述來源

提煉外，更多的研究投入其衍生物之應用，其中最廣為研究與應用者為幾

丁聚醣與葡萄醣胺(Glucosamine)。幾丁聚醣又稱為甲殼素，為幾丁質經過

化學法、生化發酵法或微生物提煉法，進行脫乙醯(Deacetylation)反應後所

得之產物，通常幾丁質脫乙醯度達 40%以上，可溶於稀酸溶液者稱為幾丁

聚醣。 

幾丁聚醣已知之應用領域非常廣泛，其應用效果與其脫乙醯度、分子

量、處理時間及濃度有關，在農業之應用，可作為植物產生抗菌物質之誘

發劑、種子包覆劑、促進生長、提高產量、增加園產品採收後品質及作為

土壤改良劑。 

 

內  容 
(一)幾丁聚醣製備及品質分析方法 

一般而言，幾丁質與幾丁聚醣之差別在於脫乙醯之程度，幾丁質是高

度乙醯化的聚葡萄醣胺，幾丁聚醣則是高度脫乙醯的聚葡萄醣胺。幾丁聚

醣為幾丁質衍生物之ㄧ，由於幾丁質分子鏈間有許多氫鍵，結構很緊密，

一般大量生產之方式採用高溫強鹼之化學法進行脫乙醯處理，即以高濃度

鹼液(40%之 NaOH，W/V))加熱(130°C)處理 1 小時，可得脫乙醯之幾丁聚

醣，脫乙醯之程度隨處理時間、溫度與鹼液濃度而不同，利用此法處理所

需之時間較短、效率高，但需高濃度鹼液，有造成環境污染之虞。採用生

化發酵法或微生物提煉法，雖對環境影響較低，但作用時間長且效率低，

較不實用。 

目前相關研究指出幾丁聚醣之分子量與脫乙醯度為影響其品質與效

果之重要因子，一般脫乙醯度愈高的幾丁聚醣，在抗菌之生理活性表現愈

明顯，然幾丁質大多是自蝦蟹外殼加工萃取，品質差異相當大，來源或純

化過程中的酸、鹼處理條件不同，使幾丁聚醣之分子量與脫乙醯度差異頗

大。因此分子量與脫乙醯度為檢測幾丁聚醣之重要指標，常用之分子量檢

測方法有：(1)黏度平均法：幾丁聚醣溶於有機酸後，黏度取決於其分子量，

分子量高則黏度亦高，以毛細管黏度計測幾丁聚醣黏度，將測得黏度代入

Mark-Houwink 方程式，計算黏度平均分子量(Maghami and Robert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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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優點為操作簡單，但所測得之分子量精確度不夠。(2)光散射法(Light 

scattering)：以折射儀測幾丁聚醣溶液折射率變化情形，再以光散射儀測定

散射光子數目，代入公式計算平均分子量，但會因幾丁聚醣高分子聚集之

影響而高估其分子量。(3)膠體穿透層析法：利用分子量大者滯留時間較

短，反之小者滯留時間較長之原理，定出幾丁聚醣之分子量。脫乙醯度之

檢測方法相當多，常用者則有： (1)膠體滴定法 (Colloid titration)：以

0.1%toluidineblue 為指示劑，以滴定量推算幾丁聚醣之脫乙醯度。(2)直接

滴定法 (Direct titration) 。 (3) 分光光度計法 ( UV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4) 氣相層析法：已呈色法測定幾丁聚醣中葡萄糖胺含量，推算

脫乙醯度。(5)高效液相層析法(HPLC)：將幾丁聚醣以前處理分解成葡萄糖

胺或 N-乙醯葡萄糖胺單體，再以 HPLC 分析個別含量，即可得幾丁聚醣之

脫乙醯度。提它如比色法、熱分析法、核磁共振光譜分析及紅外線光譜法。 

(二)幾丁聚醣於農業之應用 

 1、植物產生抗菌物質之誘發劑：研究報告指出植物防禦機制常伴隨酵

素反應，幾丁聚醣處理植物時，植物細胞會產生大量之酵素或抗菌物

質 ， 包 括 幾 丁 酵 素 (Chitinase) 、 β-1,3 葡 萄 聚 醣 水 解 酵 素

(β-1,3-glucanase)、豌豆素(Pisatin)、幾丁聚醣酵素(chitosanase)、蛋白

酵素(Proteinase)、酚類化合物(phenolic compounds)、合成木質素類物

質(lignin-like material)、形成植物殺菌素(phytoalexins)等，此類酵素或

抗菌物質經由幾丁聚醣處裡誘導產生，有利植物宿主的抗病力及生長

作用。 

2、種子包覆劑或消毒：種子以幾丁聚醣處理使成為薄膜包覆，可以抑制

種子病原菌，提高發芽率、出苗率，使幼苗整齊壯碩，促進生根增加

植物對土壤中肥料的吸收利用，促進生長、提高產量，已廣泛應用於

小麥。 

3、增加園產品採收後品質：幾丁聚醣處理使園產品外表形成半透膜，改

變水分與氣體交換速率，形成高二氧化碳、低氧環境，可以減緩園產

品基質之消耗，且不會有異味產生。另幾丁聚醣能與果實細胞壁的中

膠層鍵結，維持果實硬度，並且降低使細胞壁分解之聚半乳糖醛酸酵

素(polygalacturonases)及果膠分解酵素(pictinase)，延長貯藏期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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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幾丁聚醣溶液添加 0.5%鈣離子，對園產品採收後貯藏品質有加成

之效果。  

4、作為土壤改良劑：研究指出幾丁聚醣於土壤中能促進放射線菌的增

殖，產生拮抗作用抑制有害之絲狀菌，且幾丁聚糖可產生凝集作用，

可改善土壤團粒作用，達到土壤改良之目的。 

 

結  語 
製備高品質之幾丁聚醣需要穩定來源之蝦、蟹殼，脫乙醯度、分子量、

處理時間與濃度會影響其生理活性，採收前處理之作用不一定是將病原菌

殺死，也可能誘導植物產生數種抗菌物質，達到對病原菌抑制或抵抗之效

果；採收後處理可使原產品表面形成半透性膜，阻隔貯藏環境病原菌危

害，降低呼吸作用與基質消耗，達到延長貯藏等功效。幾丁聚醣於園藝作

物之實際效果會和理想中有所差別，與環境、植物賀爾蒙等因素有關，另

使用需注意避免與鹼性溶液混用，以避免因凝結降低效果。綜言之，幾丁

聚醣是自然之寶貴資源，可視為對環境友善之產品，其於農業仍值得積極

開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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