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科学

78 2013, Vol.34, No.01

※基础研究

南瓜酒抗氧化活性及其与VC、多酚和
多糖含量的关系
张靖媛1，吴

昊1，王凤舞1，张宏斌2，王成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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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266109；2.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山东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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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DPPH自由基)法、羟自由基(•OH)体系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
2 •)体系

对南瓜酒的抗氧化活性进行研究，并分析南瓜酒中VC、多酚和多糖含量与抗氧化活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南瓜酒对DPPH自由基、•OH和O－
2 •均具有较强的清除效果，且呈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其清除效果优于相同用量
条件下的南瓜提取液；同时表明VC、多酚和多糖是南瓜酒的主要抗氧化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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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tioxidant potential of pumpkin wine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its scavenging activity against
DPPH, hydroxyl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s and analyzed for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tents of VC, polyphenols and
polysaccharides. Pumpkin wine had strong scavenging activity against DPPH, hydroxyl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s in a dosedependent fashion, and its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pumpkin extract at the same dose. Meanwhile,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VC, polyphenols and polysaccharides were the dominant antioxidant components in pumpkin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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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果蔬中富含的多酚、VC、类胡萝卜素及
VE等抗氧化成分具有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发生、抑制由
[1-4]

过量自由基引起的炎症、衰老等多种疾病的生理作用

。

南瓜果实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果胶、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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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糖化酶(80000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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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利华酶制剂技术有
邢台万达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南瓜酒(酒精度8.0%)为自酿。

氨基酸、多糖和生物碱等营养成分和活性成分[5-6]，具有多

抗坏血酸(VC)、草酸、2,6-二氯酚靛酚、福林酚、碳

种食疗保健作用和药用价值。目前，对新型南瓜精深加

酸钠、浓硫酸、苯酚、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邻菲

工产品——南瓜酒的研究多集中在加工工艺对其品质的

罗啉、硫酸亚铁、双氧水、邻苯三酚、盐酸、三羟甲基

影响

[7-9]

，对其抗氧化活性的研究较少。本实验采用1,1-二

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自由基法、羟自由基(•OH)法
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

－
2 •

)法对南瓜酒的抗氧化活性进行

测定，为南瓜酒的进一步开发和推广提供依据。

氨基甲烷(Tris)、邻苯三酚等均为国产分析纯；1,1-二苯
基-2-三硝基苯肼(DPPH)
1.2

美国Sigm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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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TGL-10B高速台式离心机、GL-20C冷冻离心机

2.0mL H2O2和9.0mL含有0.4、0.7、1.0、1.3、1.6mL样品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的水溶液，混匀作样品管(其中H2O2为最后添加)。将上述
各组加样摇匀后于37℃水浴60min，于510nm波长处测定

方法

1.3

吸光度。以1g/L的VC作为阳性对照。·OH清除率按式(2)

样品制备

1.3.1
1.3.1.1

计算。

南瓜提取液的制备

Aḋક AᤳӸ
清除率/% ＝ ×100
Aᤳ AᤳӸ

取新鲜南瓜10g，加入10mL 80%乙醇溶液研磨提
取，10000r/min冷冻离心15min，取上清液，残渣重复提
取2次，合并上清液定容至50mL。
1.3.1.2

式中：A样品为样品管在510nm波长处的吸光度；A损伤为

南瓜酒的制备

南瓜酒酿造工艺：南瓜→去皮籽→切片→热烫→打
浆→酶解→过滤→灭菌→调整→添加SO2→接种酵母菌→
发酵→过滤→除菌→成品。
操作要点：按质量分数0.16%和0.30%添加果胶酶
和糖化酶，50℃条件下酶解1.5h；添加蔗糖并用手持式
糖度计测定糖度，将初始糖度调整为18%，杀菌后添加
80mg/L的SO2，并接种已活化的酵母菌，接种量0.10%，
发酵温度25.8℃，于生化培养箱中发酵130h。
1.3.2

损伤管在510nm波长处的吸光度；A未损为未损伤管在510nm
波长处的吸光度。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 [17] 。在试管中加入6.0mL
pH8.2的Tris-HCl缓冲液，2mL含有0.4、0.7、1.0、1.3、
1.6mL样品的水溶液，(25.0±0.5)℃水浴平衡20min后，
加入0.6mL 7mmol/L的邻苯三酚准确反应3min，加入1mL
10mol/L HCl溶液终止反应，于420nm波长处测定吸光
照。O－
2 •清除率按式(3)计算。

采用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10]进行测定。

AiAj
清除率/% ＝ (1)×100
A0

多酚含量的测定
采用Folin-Ciocalteau法

[11]

进行测定，结果以没食子

度；A j为样品溶液本身的吸光度，以蒸馏水代替显色剂

多糖含量的测定

的吸光度。

采用苯酚-硫酸法[12]进行测定。

1.3.6

南瓜酒的抗氧化能力测定

1.3.5

(3)

式中：A0为空白对照液的吸光度；Ai为样品组的吸光

酸计。
1.3.4

O－
2 •清除率的测定

1.3.5.3

度。以1g/L的VC作为阳性对照。以蒸馏水作为空白对

VC含量的测定

1.3.3

(2)

数据统计

参考Shimada[13]、Brandwilliams[14]等的方法并改进。

采用Origin8.1和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所有样品均平行测定3次，测定结果以 x ±s表示；

将25mg/L的DPPH自由基醇溶液加入到2mL含有0.4、

相关性分析采用相关系数法，显著性界值为P＜0.05，极

0.7、1.0、1.3、1.6mL样品的水溶液中。于避光处37℃水

显著界值为P＜0.01。

1.3.5.1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

浴30min，于517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1g/L的VC作为
阳性对照。以蒸馏水作为空白对照。DPPH自由基清除率

2

结果与分析

按式(1)计算。
2.1

式中：A0为空白对照在517nm波长处的吸光度；A1为
样品在517nm波长处的吸光度。
1.3.5.2

南瓜酒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1)

·OH清除率的测定

采 用 邻 二 氮 菲 - 金 属 铁 离 子 - H 2O 2体 系 [15-16]。 取
pH7.4、0.2mol/L的磷酸缓冲液4.0mL和蒸馏水16.0mL于

DPPH㞾⬅⏙䰸⥛/%

A1
清除率/% ＝ (1)×100
A0

试管中，混匀作为空白管；取4.0mL磷酸缓冲液、3.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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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于试管中，混匀作为未损伤管；取4.0mL磷酸缓

0.6

0.8

1.0

1.2

1.4

1.6

ԧ⿃/mL

邻二氮菲(5.0mmol/L，以蒸馏水将50mmol/L邻二氮菲无
水乙醇溶液稀释)、2.0mL 7.5mmol/L的FeSO 4和11.0mL

VC
फ⪰䜦
फ⪰ᦤপ⎆

图1
Fig.1

南瓜酒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冲液、3.0mL邻二氮菲、2.0mL FeSO 4、9.0mL蒸馏水和

DPPH自由基是一种稳定的深紫色自由基，加入抗氧

2.0mL质量分数0.1%的H 2O 2于试管中，混匀作损伤管；

化剂后，抗氧化剂可与其反应生成无色的1,1-二苯基-2-三

取4.0mL磷酸缓冲液、3.0mL邻二氮菲、2.0mL FeSO 4、

硝基苯胺[18]。由图1可知，南瓜酒和南瓜提取液对DP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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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均具有清除作用，且在用量范围内呈明显的剂量

知，在实验用量范围内，南瓜酒和南瓜提取液对O－2 •清除

效应关系。在用量为0.4～1.3mL时，南瓜酒对DPPH自由

率呈剂量效应关系。当用量为0.4mL时，其清除率分别为

基清除率随用量增加明显增大，增幅为53.83%，当用量

32.62%和23.09%，用量增加到1.6mL时，清除率分别为

进一步增加至1.6mL时，南瓜酒对DPPH自由基清除率增

49.40%和43.73%，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但均未超过VC对

幅不明显，仅为5.10%，但超过了相同用量下VC对DPPH

O－
2 •的清除率。

自由基的清除率。当用量0.4mL时，南瓜提取液对DPPH

邻苯三酚在碱性条件下，能迅速自氧化释放出O－
2 •，

自由基清除率为9.17%，当用量为1.6mL时，清除率达到

并生成一系列有强烈光吸收的中间产物。由图4的南瓜酒

20.32%，增幅为11.15%。由此可见，南瓜酒对DPPH自由

和南瓜提取液在O－
2 •清除体系中的动力学曲线可知，在

基清除效果明显优于南瓜提取液。

3min的反应时间内，加入南瓜提取液的体系其吸光度始

南瓜酒对•OH的清除能力

2.2

终高于加入南瓜酒的体系，说明加入南瓜提取液的体系
VC
फ⪰䜦
फ⪰ᦤপ⎆

噝OH⏙䰸⥛/%

50

中邻苯三酚自氧化产物颜色深，O－
2 •浓度较高，进一步说
明南瓜酒对O－
2 •清除能力优于南瓜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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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酒对•OH的清除作用

图2
Fig.2

फ⪰ᦤপ⎆
फ⪰䜦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 OH是已知活性最强的氧化剂，在很多缓冲溶液

图4
Fig.4

吸光度随时间变化的动力学曲线

Dynamic changes in the absorbance of pumpkin wine and
pumpkin extract over time

中，只要产生 • OH就会与缓冲溶液反应，并且可以和所
有细胞成分反应，对机体危害极大 [19] 。由图2可知，在

南瓜酒清除不同自由基能力的比较

2.4

0.4～1.0mL用量范围内，南瓜酒对•OH清除率随用量增加

80

明显增大，增幅为24.87%，继续增加用量，清除率增幅
⏙䰸⥛/%

变缓，在南瓜酒用量超过0.7mL时，对•OH清除率明显高
于VC。南瓜提取液在整个实验用量范围内对•OH清除率
呈缓慢上升趋势，增幅均小于南瓜酒。由此可见，南瓜
酒对•OH清除能力优于南瓜提取液和VC。

40
20
0

南瓜酒对O－
2 •的清除能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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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O－2g

南瓜酒对3种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Comparison of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against
DPPH, hydroxyl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s

由图5可知，在相同的1.0mL用量条件下，南瓜酒
对DPPH自由基、•OH、O－
2 •的清除率明显不同，分别为
69.68%、36.46%、46.95%，其对不同自由基清除效果依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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ԧ⿃/mL
图3

Fig.5

gOH

次为DPPH自由基＞O－
2 •＞•OH。
2.5

南瓜酒对O－
2 ·的清除作用

南瓜酒中VC、多酚、多糖与抗氧化能力及不同抗

氧化测定方法间的相关性分析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

经测定，南瓜酒中VC、多酚和多糖含量分别为

O 2 •是一种有氧激发的自由基，正常情况下，细胞

6.75、71.47、10.21mg/L。由表1可知，南瓜酒对DPPH自

内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抗氧化酶类

由基、 •OH、O－
2 •的清除效果与VC、多酚和多糖含量之

可以及时将其清除，因此对机体无有害影响。病理条件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0.05)，其中南瓜酒对DPPH自由

－
2•
－
2•

下，由于O

的生成过多和机体抗氧化酶类活性下降，

导致体内O 大量积累而对细胞造成损伤

[20-21]

。由图3可

基清除效果与VC、多酚和多糖含量以及对•OH清除效果
与多糖含量之间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表明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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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抗氧化作用与其中的VC、多酚和多糖含量之间存在

的体系往往很难全面体现其生物学意义，需要多种体系

显著相关性，即南瓜酒的抗氧化作用与其中所含的VC、

相互补充，来研究其在不同体系的真实效应 [22]。南瓜酒

多酚和多糖有关。为明确各成分在清除自由基时是否存

作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系，评估其抗氧化活性也是如

在干扰，进行了偏相关性分析，由表2可知，P＞0.05，

此。本实验采用DPPH自由基法、•OH法、O2－•法对南瓜

说明3种成分在清除DPPH自由基、·OH及O－
2 ·时不存在

酒的抗氧化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南瓜酒对3种自

显著相关性，即VC、多酚和多糖清除自由基时没有表现

由基均表现出较强的清除效果，且清除能力明显优于新

出增效作用。

鲜南瓜提取液，说明南瓜发酵成南瓜酒，能有效提高其

表1
Table 1

抗氧化活性和功能性。

南瓜酒活性物质与抗氧化活性的相关性

对南瓜酒中活性成分与其抗氧化能力的相关性进行

Correlation between active components and radical scavenging

分析后发现，VC、多酚和多糖与DPPH自由基、•OH和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成分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OH清除能力

O－
2 •清除能力

O－
2 •清除能力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南瓜酒清除DPPH

VC
多酚
多糖

0.987**
0.973**
0.958**

0.930*
0.860*
0.932**

0.876*
0.834*
0.870*

自由基和O－
2 •时，VC、多酚和多糖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 极显著相关(P＜0.01)；*. 显著相关(P＜0.05)。下同。

清除•OH时，VC和多糖起主要作用。对其他果蔬和果
蔬汁中VC和多酚与抗氧化活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23-25]
与本实验相一致。多酚的抗氧化性与其化学结构密切相

表2
Table 2

南瓜酒抗氧化活性与各活性物质的偏相关性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active components and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成分

项目
r
P
r
P
r
P

VC
多酚
多糖

DPPH自由基
•OH清除能力
清除能力
0.989
－0.627
0.094
0.569
0.994
0.467
0.067
0.690
－0.995
0.587
0.065
0.601

关，其主要的活性结构包括羟基、甲基化、聚合度、糖
苷化等 [26]，南瓜酒中究竟是多酚的哪一种或几种活性结
构对其抗氧化活性做出了贡献，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O－
2 •清除
能力
0.369
0.760
0.428
0.718
－0.487
0.676

注 ：r. 偏相关系数 ；P＞ 0.05 表示差异不显著。

柳红[27]对南瓜提取物多糖清除•OH和O－
2 •的研究得出了与
本实验一致的结果。对不同来源的多糖抗氧化活性研究时
发现，多糖分子上的还原性醛羟基和羟基可使具有高度氧
化性的自由基还原，阻止自由基的连锁反应[27]，说明这2种
结构是使多糖表现出抗氧化能力的重要结构。芮海云等[28]
研究白芨多糖的抗氧化性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即
硫酸酯化的白芨多糖能有效抑制反应体系中O－
2 •的产生，
提示化学修饰使原来包裹在内的羟基裸露出来。

表3
Table 3

不同抗氧化性测定方法的相关性分析

南瓜酒中除VC、多酚和多糖几种生理活性成分含量

Partial Correlation among scavenging activity of pumpkin

wine against DPPH, hydroxyl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s

与其抗氧化活性密切相关外，其他成分如自由氨基酸、

方法

DPPH自由基法

•OH法

O－
2 •法

肽类和美拉德反应产物等对其抗氧化活性是否做出了贡

DPPH自由基法
•OH法
O－
2 •法

1
0.754
0.930**

0.754
1
0.566

0.930**
0.566
1

献，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

结 论

－
2

由表3可知，DPPH自由基法与O •法分析结果具有极
显著正相关性(P＜0.01)；DPPH自由基法与•OH法分析结

南瓜酒对DPPH自由基、•OH、O－
2 •均具有较强的清

果、•OH法与O－
2 •法分析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4

除能力，且清除效果呈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南瓜酒的

和0.566，不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P＞0.05)。

抗氧化活性明显优于相同用量条件下的南瓜提取液；
VC、多酚和多糖是南瓜酒的主要抗氧化活性成分。

3

讨

论

抗氧化活性的研究方法分为体内实验和体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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