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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要 目的：研究黑摹果实挥发油的化学成分。方法：分别以水蒸汽蒸馆法和乙醚革取岳提取挥发油，得样品 I和 

Ⅱ。议气一质联JI1法分离和鉴定化学成分。通过标准圉讲对照确定化合精。面积归--4L法计算相对含量。结果：̂L 

样品J中鉴定了 l4个化合抽，其含量占总离子流的 33．24％。从样品Ⅱ中鉴定了39个化合抽，其音量占总离子流 

的91．53％。结论：从黑摹果实挥发油中共鉴定出了53个化合抽，其主要成分是 攘烯 一蒗烯、对一甲基羊乙嗣、 

月蛙怿、柠檬怿、问伞花烃、乙醴乙醋、甲置基次乙基乙畦醋和乙醴基甲醴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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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latile constituentsiafruit of btackberry(Rubus Sp．) 

Li Weilin(Li WL)，He Shanan(He SA)， Yin(Gu Y)，et al(Institute of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Ainese Academy of Sct ∞ ．Nanjing 210014) 

ABSTRACT OB$ECTIVE：To understand the chemical cormtituents of volatile oil from the Iruit of blackberry fRubus 

sp．L )．METItODs：The volatile oils w盯e extracted with steam distillation mad ether．Th components wca'e separated 

madidentified hy GC-MS and dueidsted 0Ilthe standardma端 spectral dats．The relative cc*ltents in percentage wPxe 

calculated with Area Normalization M ethod．REsUL'IS：14 compounds have hom iden tified．which represent 33 24％ of 

the total ion current in sample I；and 39 compounds have been identified，which represent 91．53％ of the total ion 

currelnt in sample 11．0叫忙 LlJsIONS：51 vohtile compound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fruit of blackberry．of which，口一 

pinene，8·pinene，p·methylacetph~ e．8·myreene，limonene，m．cymene ethyl acetate，methoxy sec—ethyl acetate and 

acetyl formic ethyl ester are the major chemical constituents． 

KEY WORDS blackberry(Rzgblg$sp)，volatile oll，GC-MS 

黑莓是蔷薇科悬钩子属[Rubus(sp．)L．] 

的一种浆果类果树，原产欧美，现已由本所在南 

京引种栽培成功。黑莓不但是一种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的新型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药用保 

健价值 0J。其果实挥发油的化学成分未见 

报道。找们采用GC．MS联用技术首次报道了 

黑莓果实中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1 样品及挥发油的提取 

黑莓果实采自本所黑莓丰产示范园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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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赫尔(Hul1)品种成熟的果实，带回实验室供 

提取挥发油。挥发油的提取采用两种方法：① 

水蒸汽蒸馏法：鲜果捣烂后经水蒸汽蒸馏，馏分 

以乙醚莘取，回收乙醚后得淡黄色精油(样品 

I)，得率为 1．0 ml-kg一1。⑦乙醚浸提法：鲜 

果捣烂后用乙醚在常温下反复浸提 3次，回收 

乙醚后得淡黄色浸膏(样品I／)，得率为0．19％。 

将样品I直接进样分析，样品Ⅱ以少许乙醚溶 

解后进样分析。所用乙醚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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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及分析条件 

MS—D300型 GC／MC联用仪。石英毛细 

管柱 FFAP(30 m×0．25 mm)，载气为氦气，入 

口温度 230℃，柱温在样品 I时 40℃(恒温 4 

m_n) 竺 21O℃
，样品Ⅱ时 65℃(恒温 1 

m|玎) n一 140℃ 220℃
，柱流 

量0．9 ml·min‘。，分流比 10：1，纸速 30 cm· 

h一1，E1源，电子能量 70 ev，加速电压 3 kV，电 

离电流 300 ，扫描速度 2 S，扫描质量范围35 

m·z～～350 m·z～，GC-MC接口温度 250℃。 

根据标准质谱 ～ 和有关文献 ～’ 确定所 

得各分离组分的化学成分和结构。按峰面积归 
一 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表1)。 

衰 1 黑莓果实挥发油化学成分及其相对百分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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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从黑莓果实中共鉴定了53个挥发性成分。 

其中水蒸汽蒸馏法所得精油(样品 I)中含有 

14个成分；乙醚萃取法所得浸膏(样品II)中含 

有39个成分。其主要成分是 a．蒎烯， ．蒎烯， 

对．甲基苯乙酮，月桂烯，柠檬烯，间伞花烃等。 

这些挥发性成分综合作用体现了黑莓果实特有 

的香味。本研究的结果为黑莓果实的综合利用 

和多层次开发提供了科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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