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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注射一抑制化学发光法测定原花青素的研究
刘步明，韩志萍，马亚军
（榆林学院化学系，陕西揄林７１９０００）

摘要：建立了测定葡萄籽提取物中原花青素的流动注射一抑制化学发光分析方法。本研究是将一
定量的原花青素标准液或样品液与５Ｘ１０～ｍｏｌ／ＬＨ２０２和３Ｘ１０～ｍｏｌ／ＬＫＩＯ‘溶液混合，注入到１
×１０＿５ｍｏｌ／Ｌ鲁米诺载流中，以记录到的峰高定量。在碱性条件下，原花青素对鲁米诺一Ｈ。Ｏ。一ＫＩＯ。
体系的化学发光有显著押制作用，其抑制程度的大小与原花青素的含量成线·胜关系。方法的线性范
围为０．４～２０．０ ｏｇ／ｍＬ，检出限为０．０５ ｐｇ／ｒｏＬ；ＲＳＤ为１．３％。采样频率为２４０次／ｈ。此法快速简

便，可方便地用于葡萄籽提取物中原花青素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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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花青素（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ＰＣ）属于缩合单宁

法［４３等，另外还有薄层层析法［“、Ｉ－ⅢＬＣ—ＭＳ法［ｓ１等。

ｔａｎｎｉｎ），主要由儿茶素和表儿茶素聚合

用流动注射一抑制化学发光法测定原花青素尚未见

而成的低聚混合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也存在于一

文献报道。本文利用原花青素还原，抑制鲁米诺体系

些饮料、蔬菜、水果和粮食中，与人类生活和健康密

的化学发光，在碱性条件下，其抑制程度与原花青素

切相关。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等于１９５１年首次发现了低聚原

浓度之间呈线性关系。依据此原理，建立了流动注射

花青素（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ｉｃ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ＯＰＣ’ｓ）的抗氧化

抑制化学发光法测定原花青素的新方法。该方法有

性能Ｉｔ］，而后又进一步发现葡萄籽中ＯＰＣ’ｓ的含量

操作简单快速、灵敏度高、检出限低、线性范围宽、自

远远高于松树皮，并实现了产业化［“。近年来，大量

动化程度高等优点。用于实际样品测定，结果令人满

事实证明，ＯＰＣ’ｓ不仅拥有强的抗氧化性能、清除自

意。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由基的能力和对人体微循环特殊改善的双重功效，
并以其高效、低毒、高生物利用率而著称。关于原花
青素的测定方法尚无统一标准，文献报道的有正丁
醇一盐酸法、香草醛一盐酸法Ｉ－３１及铁盐催化比色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仪器与试剂
ＩＦＦＬ－Ｄ型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仪（西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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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ＴＣＬ７８８Ａ型ＰＣ机；酸度

度也增大，采样环体积为４０止时达到最大，此后随

计；Ｐｌｕｓ４２０Ａ（美国ＯＲＬＯＮ公司）。

采样环体积的增加，发光强度减小且易产生双峰，这

０．１

原花青素标准溶液（ｏ．４ ｍｇ／ｍＬ）：准确称取
ｇ原花青素标准品（９９．５％，云南生物资源开发

可能是由于采样环体积太大，试剂和试样混合不均

匀缘故。故本试验选择采样环体积为４０止。

公司提供）用水溶解定容至２５０ ｍＬ容量瓶中，使用

２．１．２流速和反应管长度的影响

时用水稀释至所需浓度；１×１０１ ｍｏ！／Ｌ鲁米诺储

动体系中，流速太馒会导致最大发光信号出现在进
入流通池之前，流速太快会导致最大发光信号出现

备液：称取１．７７２ ｇ鲁米诺和４

ｇ

ＮａＯＨ，用水溶解

后转入１ Ｌ容量瓶中，摇匀，放置３ ｄ后使用；１×
ｍＬ

１０“ｔｏｏｌ／Ｌ鲁米诺工作液：移取鲁米诺储备１
于ｌ Ｌ容瓶中，用１ 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定容；０。１

在化学发光流

在进入流通池之后，都不能被光电倍增管完全检测；
同时由于该体系是一个快速化学发光反应，为了避
免在进入流通池前化学发光强度达到最大值，故反

ｍｏｌ／ＬＨ２０２储备：移取３０％Ｈ２０２１０．２１ ｍＬ于１

应管长度应尽可能的短。综合考虑，本文选择流速为

Ｌ容量瓶中，加水定容；５×１０～ｍｏｌ／Ｌ Ｈ。Ｏ。标准

４

液：移取０．１ｍｏｌ／ＬＨｚ０２储备液５ｍＬ和１×１０１

２．２反应条件的选择

ｍｏｌ／ＬＥＤＴＡ溶液１０ｍＬ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

２．２．１反应介质的影响鲁米诺的氧化发光反应

定容；３×１０～ｍｏｌ／Ｌ Ｈ２０２溶液；１×ｉ０－２ｍｏｌ／Ｌ

在碱性介质中进行，且介质的ｐＨ值会影响氧化剂

ＥＤＴＡ溶液。

的电极电位，即影响其氧化能力，从而会影响化学发

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高沸去离子水。

ｍＬ／ｒａｉｎ，反应管长为６

ｅｍ。

光强度。本文在固定其他化学试验条件下，试验不同
ｐＨ值对化学发光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图２），ｐＨ

１．２试验方法

值在１０～１４范围内，△，随着ｐＨ值的增加面增加，
当ｐＨ值为１２．８～１３．２时达到最高且稳定，此后
△Ｊ随着ｐＨ值的增加开始减小，同时本文考察了
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０３、ＮａＯＨ—ＮａＨｚＰ０４和ＮａＯＨ３种介质
对化学发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ｐＨ为１３的
ＮａＯＨ—Ｎａ。ＣＯ。介质中，反应发光强度最大。故本文
选择用值为１３的ＮａＯＨ—Ｎａ。ＣＯａ作为反应介质。
ａ．鲁米诺溶液．ｂ．样品溶被｝ｃ．双氧水溶液Ｉ
Ｐ．蠕动泵ｆＶ．注射阀ＩＦ．流通池

诺浓度在１×１０＿５ ｍｏｌ／Ｌ时有较大的发光强度，当其

、ｖ．废物；ＰＭＴｆ光电倍增管ｆＲ．计算机采集

浓度大于１ ＸＩＯ－５ ｍｏｌ／Ｌ时出现双峰，耳发光强度显

图１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流路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图１可知，分别流经ｂ，ｃ通道的Ｈ。Ｏ。和
ＫＩＯｔ溶液混合后进入采样环，在载流的推动下进入
流通池，与由ｄ通道流入的Ｌｕｍｉｎｏｌ因扩散而发生
化学反应，产生一定波长的光辐射，其化学发光强度

山由计算采集并处理。当去离子水经ａ通道进入采
样环时测得的峰高为Ａ。，当样品溶液经ａ通道进入

采样环时测得的峰高为出，二者的差值△Ａ（△ｍ
＝Ａｓ一山）与样品浓度成线性关系，据此进行定量
测定。

著下降。故选择鲁米诺的浓度为１×１０“ｔｏｏｌ／Ｌ。
２．２．３

Ｈ２０２和ＫＩＯ。浓度的影响这２种氧化剂

的浓度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发光信号的强度，在原花
青素和鲁米诺浓度不变下，不同浓度的Ｈ２０：和
Ｋ１０。对发光强度的影响如图４所示。试验结果表
明，随着ＨｚＯｚ、ＫＩＯ。溶液浓度的增加，相对发光强
度存在一个极值。当ＫＩＯ。溶液浓度在２．８×１０＿３～
３．２×１０～ｍｏｌ／Ｌ、Ｈ２０２浓度为５×１０＿３ ｍｏｌ／Ｌ范
围内时，发光强度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此浓度，发
光强度均减小。故选择Ｈ：Ｏ。浓度为５×１０～ｍｏｌ／Ｌ、
Ｋ１０４溶液为３×１０－３ ｔｏｏｌ／Ｌ。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流动注射参数的选择
２．１．１

２．２．２鲁米诺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图３），鲁米

采样环体积的影响在最佳化学反应条件

下，研究１０～２００止，的采样环体积对测定结果的影
响。结果表明，开始随着采样环体积的增加，发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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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ＥＤＴＡ浓度的影响为了消除金属离子的

干扰，Ｈ２。２中加入ＥＤＴＡ进行掩蔽。试验表明，Ｅｎ
ＴＡ浓度小于１．５×１０＿３ｍｏｌ／Ｌ时，反应的发光强度
基本不变，高于此浓度时，反应的发光强度略有下
降，故选择１×１０。ｔｏｏｌ／Ｌ的ＥＤＴＡ。

刘步明等流动注射一抑制化学发光法测定原花青紊的研究

第２期

５０
７０

蟛４０

鹄６０

蔼３０

霎３０
警２０

饕２０

罢１０

醴５０

蠢４０
ｌＯ

０
０

０ ５

Ｊ

０

ｌ ５

浓度，Ｘ １０叫ｔｏｏｌ·Ｌ“

圈２
Ｆｉｇ．２

圈３鲁米诺的浓度对相对发光强度的影响

ｐＨ值对相对发光强度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２．３标准曲线、精密度及检出限
在选定的最佳试验条件下，原花青素浓度与化
学发光强度的减小值成良好线性关系，为了提高测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ｕｍｉｎ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匀，称取适量（相当于原花青素１６０ ｍｇ）溶解，定容
于１００ ｒｒ儿容量瓶中，过滤后待测。

３．２样品测定

定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标准曲线按原花青素浓度分

取样品溶液２ ｍＬ，按试验方法测定（表１）。

ａ、ｂ两段绘制，其线陛回归方程为：

表１样品中原花青素的测定结果及方法回收率

＝３７３．５２Ｃ一１８．０４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ｕｓｕｈ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ａ：原花青素浓度为０．４～９．０ ｐｇ／ｍＬ时，△Ａｆ

！鲤！生！！！！！！翌！！登！ｚ

ｒ一０．９９９ ３

ｂ：原花青素浓度为９．ｏ～２０．０，“ｇｌｍＬ时，△山

样品表示量样品含量／２嘧＿１／害焙一，鼍铲等

＝３８３．８５Ｃ一８５４．２８ ｒ＝０．９９５ ７

根据ＩＵＰＡＣ建议，计算出方法的检出限为
ｐｇ／ｍＬ。由上可以看出，ａ段的ｒ＝Ｏ．９９９ ３，准
确度较高，故在实际用中应以０．４～９．０．ｇ／ｍＬ浓
０．０６

度为最佳。

１－Ｇｒａｐｅ

２．４干扰试验

ｓｅｅｄ（瑞士中草药有限公司）Ｉ ２－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四川大力

天然产物公司）

在最佳的试验条件下，本文考察了可能存在的

建立的鲁米诺一Ｈ。Ｏｚ—ＫＩＯｔ体系在碱性条例下，

药物赋型剂对原花青素测定的影响（测量误差在

对原花青素的化学发光有显著抑制作用，其抑制程

３％以内）。结果表明，２０倍的滑石粉、糊精、硬脂酸

度的大小与原花青素含量成线性关系，检出限为

镁、淀粉、羟基纤维不干扰；可见药物中常用的添加

０．０５

剂均不干扰本法对原花青素的测定。
７０

麟
萎竺

觏

ｐｇ／ｍＬ，ＲＳＤ为１Ｉ ３％，此法快速，简便，可方
便地用于葡萄籽提取物中原花青素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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