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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优化野生猕猴桃中维生素 C 的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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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提取野生猕猴桃中的 VC袁优化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工艺袁本文以 VC 含量为评价指标袁先后考察提取液 pH 值尧料液比尧
超声提取时间对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效果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效果最好的工艺条件为提取液 pH 值 4尧料液比 1颐12尧
超声提取时间 35 min遥由此得到的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工艺稳定性良好袁可为今后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提供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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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xtract VC from wild kiwifruit and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VC from wild kiwifruit袁using VC content
as the evaluation index袁the effects of pH value袁solid -liquid ratio and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on extraction effect of VC in wild kiwifruit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extraction process for VC from wild kiwifruit was pH value of 4袁solid-liquid ratio of 1颐12袁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of 35 min.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VC from wild kiwifruit has good stability袁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extraction of VC
from wild kiwifrui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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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是人体需要量最大的一类维生素袁正常成人体内 VC

含量为 1 500~3 000 mg 遥由于人体缺乏古洛糖内酯氧化酶袁
[1]

不能自身合成 V 袁必须从食物中获取遥水果和蔬菜含有丰
[2]
C

富的 VC[3]袁人体所需 VC 的 98豫都来源于水果和蔬菜[4]遥野生
猕猴桃肉质饱满尧鲜嫩多汁袁营养丰富遥每 100 g 野生猕猴桃
鲜果中含有 100耀420 mg VC袁是苹果的 20耀80 倍袁是梨的 30耀

140 倍袁是柑橘的 5耀10 倍袁被人们称为野VC 之王冶 遥
[5]

容袁分别得到浓度为 0尧1.0尧3.0尧5.0尧7.0尧10.0 滋g/mL 的 VC 标
准系列溶液遥在 243 nm 处测定吸光度袁以 VC 标准溶液质量
浓度为横坐标尧吸光度为纵坐标袁绘制标准曲线遥

样品制备遥称取若干份 10.000 g 野生猕猴桃果肉至

1.2.2

研钵袁各加入盐酸溶液袁混合尧研磨袁转移至 250 mL 烧杯中袁
超声后离心袁上清液待测遥

1.2.3 野生猕猴桃中 VC 含量的测定遥取 1 mL 上清液袁在

目前 VC 的测定方法有铜磷钼蓝体系分光光度法[6]尧荧

243 nm 处测定吸光度袁得到样品中 VC 粗含量 m1 渊单位为

PDA冤[8]尧2袁6-二氯靛酚滴定法[9]尧高效液相色谱法[10]尧电位滴

蒸馏水 20 mL尧1 mol/L NaOH 溶液 8 mL袁静置 20 min 后定容袁

光分光光度法[7]尧高效液相色谱要二极管阵列器法渊HPLC定法[11]遥本试验研究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袁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野生猕猴桃中的 VC 含量袁为综合
开发野生猕猴桃资源奠定了基础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试验材料院野生猕猴桃袁采自宜宾县山区遥

试验仪器与试剂院紫外分光光度计渊岛津UV 2450 型冤曰

超声波 清洗 器渊 华泰 ps-60 型冤曰 台 式 低 速 离心 机 渊 北 利

mg/100 g袁下同冤遥另取 2 mL 上清液至 50 mL 容量瓶中袁加入
摇匀袁在 243 nm 处测定吸光度袁得到 243 nm 处干扰的物
质含量为 m2遥m1 与 m2 的差值为野生猕猴桃中 VC 的含量遥

单因素试验遥固定盐酸溶液 pH 值为 4尧料液比[质量

1.2.4

渊g冤与体积渊mL冤比袁下同]为 1颐7尧超声时间 20 min袁分别考察
盐酸溶液 pH渊1尧2尧3尧4尧5尧6冤尧料液比渊1颐1尧1颐3尧1颐5尧1颐7尧1颐10尧

1颐15冤尧超声时间渊0尧5尧10尧15尧20尧30尧40尧50尧70 min冤对野生猕
猴桃中 VC 提取的影响袁确定最佳因素水平遥

正交试验遥在 1.2.4 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之上进行 L9渊34冤

1.2.5

LD4-2A 型冤曰pH 计渊雷磁 PHS-3C 型冤曰分析天平渊赛多利斯

正交试验袁以优化野生猕猴桃中 VC 的提取工艺遥具体如表 1

含量 为 99.9%冤曰盐酸尧硫酸尧氢氧化钠袁均为分析纯曰蒸馏水袁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BS224S冤曰VC 标准品渊上海融禾医药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袁

所示遥

自制遥
1.2 试验方法
1.2.1

水平

标准曲线遥精密称取 VC 标准品 0.010 0 g袁用盐酸溶

1
2
3

液定容至 1 000 mL 容量瓶袁用盐酸溶液定容袁得到 10 滋g/mL
VC 标准应用液遥

精密吸取 VC 标准应用液至 10 mL 容量瓶袁盐酸溶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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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取液 pH 值渊A冤
3
4
5

因素
料液比渊B冤/g窑mL-1
1颐8
1颐10
1颐12

超声时间渊C冤/min
25
30
35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曲线以及线性范围

VC 溶液标准曲线如图 1 所示袁浓度在 0耀12 滋g/mL 的范

围内袁VC 在 pH 值=4 的盐酸溶液中的吸光度随浓度呈线性
变化袁线性方程为 y=0.059x+0.012 3袁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9 1袁
线性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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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袁超声时间在 30 min 之前袁随超声时间的增加袁野生

0.8
0.6

猕猴桃 VC 提取量增加袁超声时间在 30 min 时达到最高袁超

声时间超过 30 min 后袁随超声时间的增加袁野生猕猴桃 VC

y=0.059x+0.012 3
R 2=0.999 1

提取下降遥因此袁本试验确定超声时间 25~35 min 为正交试

0.4

验的考察水平遥
139

0.2
0

2

4
6
8
10
VC 标准溶液浓度/滋g窑mL-1

138

12

137

图 1 VC 溶液标准曲线

136

2.2 单因素试验

135

验设计袁考察盐酸溶液 pH 值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

134

VC 含量逐渐增加袁pH 值为 4 时 VC 含量达到最高值袁之后逐

图4

2.2.1 盐酸溶液 pH 值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根据试
从图 2 可以看出袁盐酸溶液 pH 值在 1耀4 之间袁野生猕猴桃

渐下降袁故本试验确定盐酸 pH 值 3耀5 作为正交试验的考察
水平遥

121

20

30

40

超声时间/min

50

60

70

超声时间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

正交试验

根据以上单因素试验得出盐酸的 pH 值尧料液比以及超

考察各因素的主次影响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各因素对野生猕猴桃中 VC 提取的影

119

响程度由大到小为超声时间跃料液比跃盐酸提取液 pH 值遥经

118

过直观比较各因素的 k 1 尧k 2 和 k 3 得出袁最佳工艺组合 为

A2B3C3遥由此表明袁紫外可见光光度法测定野生猕猴桃 VC 含

117

量的最佳试验条件院盐酸提取液 pH 值为 4尧料液比 1颐12尧超

116
2

1

3
4
盐酸提取液 pH 值

5

6

声提取时间 35 min遥

表 2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
k2
k3
R

图 2 盐酸溶液 pH 值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
2.2.2 料液比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根据试验设

计袁考察料液比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从图 3 可以

看出袁随着料液比的增加袁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逐渐增加袁当
料液比大于 1颐10袁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逐渐减少遥因此袁料液
比确定在 1颐8耀1颐12 之间为正交试验的考察水平遥
140
135
130

2.4

125

A
3
3
3
4
4
4
5
5
5
411.18
411.66
410.79
137.06
137.22
136.93
0.29

验证试验

B
1颐8
1颐10
1颐12
1颐8
1颐10
1颐12
1颐8
1颐10
1颐12
409.00
411.29
413.34
136.33
137.10
137.78
1.45

C
25
30
35
30
35
25
35
25
30
408.93
408.70
416.00
136.31
136.23
138.67
2.44

VC 含量/mg窑渊100 g冤-1
135.41
135.86
139.91
136.19
138.69
136.78
137.40
136.74
136.65

在盐酸提取液 pH 值为 4尧料液比 1颐12尧超声提取时间

35 min 的试验条件下提取野生猕猴桃 VC袁并用紫外可见光

120
115

10

声时间的考察水平袁进行正交试验袁得出试验的最优条件并

120

115

2.3

0

光度法测定袁测出野生猕猴桃中 VC 含量为 140.45 mg/100 g遥

1颐1

1颐3

1颐5

1颐7

料液比/g窑mL-1

1颐10

1颐15

3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超声提取野生猕猴桃中 VC 的最佳条

图 3 料液比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

件为 pH 值为 4 的盐酸提取液尧料液比 1颐12尧超声提取时间

2.2.3 超声时间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根据试验设

线性良好遥该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检测野

计袁考察超声时间对野生猕猴桃 VC 提取的影响遥从图 4 可
224

35 min遥标准曲线表明在浓度 0耀12 滋g/mL 的范围内袁R 2=0.999 1袁
生猕猴桃中 VC 含量提供参考遥

李 宁等院正交试验优化野生猕猴桃中维生素 C 的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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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遥本研究结果证实袁嗜水气单胞菌菌株存在毒力基因编

离得到 遥

用鱼类产品的安全性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袁包括鱼的来源尧

的嗜水气单胞菌以及从 60%的健康鱼嗜水气单胞菌菌株分
[6]

码毒力因子遥这些菌株是危险的袁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遥食

根据前人研究袁一个气单胞菌属菌株可以同时携带编码

鱼的特性和加工方法遥新鲜的鱼经过适当的加热进行食用

几个毒力因子的基因 遥本文研究发现袁ahh1 基因存在于食

是低风险的袁然而如果食用生鱼袁不够熟或仅进行简单处理

[7]

用鱼类产品的 41%温和气单胞菌和 55%嗜水气单胞菌中遥

会增加食用风险遥食用鱼类产品含有嗜水气单胞菌对人类

外袁即使只有 aerA 基因袁茁-溶血性嗜水气单胞菌也表现出

功能不全的人遥

aerA 和 ahh1 基因被发现在 68%嗜水气单胞菌中存在遥此

是危险的袁特别是对敏感的人群袁例如儿童尧老年人和免疫

细胞毒性特性遥不同的是袁溶血性温和气单胞菌和非溶血性

本研究证实人类食用的鱼类产品存在 茁-溶血性嗜水气

嗜水气单胞菌没有携带 aerA 基因遥而分离来自于淡水鱼类

单胞菌遥此外袁研究发现袁所有这些菌株携带 ahh1 基因袁多

海洋鱼类分离得到的 89%嗜水气单胞菌发现存在气溶素基

血性嗜水气单胞菌溶血素基因和气溶素基因普遍存在于鱼

产品 53%的嗜水气单胞菌被发现含有 aerA 基因遥分离来自

因 aerA 和溶血素基因 hlyA遥同样的研究结果也证实袁新鲜
的鲑鱼尧鳟鱼鱼片和切片以及真空包装的熏制鳟鱼和鲑鱼
片中分离得到的嗜水气单胞菌都含有 aerA 基因袁而 92%的
样本含有 hlyA 基因[8]遥前人研究表明袁冷冻鱼分离得到的 茁-

溶血性嗜水气单胞菌株都含有气溶素基因 遥相反的结果
[9]

是袁寿司尧水生生物沙拉尧鱼肉酱和虾分离得到嗜水气单胞
菌没有发现溶血素基因和气溶素基因[8]遥本研究中袁茁-溶血
性嗜水气单胞菌检测结果都含有 ahh1 基因袁而 93%的样本
含有 aerA 基因袁其中 1 株从鲤鱼片和 1 株从带鱼片分离得
到的菌株均没有携带 aerA 基因遥

前人研究表明袁嗜水气单胞菌污染的鱼和鱼产品都可以
引发人体的腹泻[10]遥大多数情况下袁此类疾病与水产养殖产
品或冷藏食品直接食用息息相关遥此外袁有研究发现袁气单胞
菌属菌株与其他菌株相比较袁同时携带有 ahh1 和 aerA 基因
的菌株具有更高的细胞毒性滴度[11]袁从而证实 茁-溶血性嗜

水气单胞菌气溶素是一种重要的毒力因子遥嗜水气单胞菌
的致病性是多因素造成的袁可能取决于各种毒性因子的协同
效应遥在前人研究中袁发现所有分离来自鱼的嗜水气单胞菌
菌株含有 aerA渊100%冤和分离来自腹泻患者的菌株含有 hlyA

渊83%冤基因遥溶血素也是人类气单胞菌属感染的发病机理重
要组成成分遥前人研究表明袁从腹泻病人的粪便中分离出
6 个嗜水气单胞菌菌株都含有 茁-溶血性 ahh1 基因袁1/2 的
菌株同时含有气溶素编码基因[12]遥

考虑到免疫活性差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越来越多袁有
可能受到气单胞菌属感染潜在风险袁而且广泛的气单胞菌属
存在于环境中袁长期监测潜在致病性气单胞菌属有助于公

众健康遥本研究表明袁毒性嗜水气单胞菌的 PCR 鉴定方法相
比传统的微生物鉴定方法袁非常有用袁具有敏感尧快速的特

数 茁-溶血性嗜水气单胞菌携带 aerA 基因袁从而证实 茁-溶
类和鱼类产品中袁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潜在风险遥因此袁有
必要通过多重 PCR 检测技术进行快速有效的 茁-溶血性嗜
水气单胞菌的分离鉴定袁预防其对人体产生危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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