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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性分析 

赵慧芳，王小敏，崔恩惠，阊连飞，吴文龙，李维林① 
[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江苏 南京210014] 

摘要：研究了光照、温度、pH值、氧化剂(H 0 )和还原剂(Na s0 )对黑莓(Rubus spp．)果实色素水溶液稳定性的 

影响。结果表明，黑莓果实色素为水溶性花色苷类化合物，对光和热有较好的耐受性，对pH、H 0 和 Na s0 较敏 

感，且耐还原性略强于耐氧化性。在小于 pH 4．0、温度低于50℃及避光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性较好，可作 

为食品色素添加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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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tability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 fruit ZHAO Hui—fang，WANG Xiao—min，CUI En— 

hui，LU Lian—fei，WU Wen—long，LI Wei—lin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J．Plant Resour．&Environ．2008，17(2)：50—55 

Abstract： e effects of light，temperature，pH value，oxidant(H2 O2)and reductant(Na2 SO3)on 

stability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were studied． 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gment 
from blackberry fruit iS water．soluble anthocyanins．The pigment iS resistive to light and heat．but it iS 

sensitive to pH value，H2 02 and Na2 SO3．The reduction resistance of the pigment is slightly stronger than 

the oxidation resistance of the pig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tability of the pigment iS bett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H lower than pH 4．0，temperature below 50℃ and darkness，and it can be used as a food 

add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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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为蔷薇科(Rosaceae)悬钩子 

属(Rubus L．)植物，原产北美⋯，是新兴的第三代小 

果类果树。黑莓果实柔嫩多汁、酸甜爽口、风味独 

特、色泽艳丽，其鲜果和加工产品受到欧美消费者的 

青睐。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6年 

开始黑莓引种与利用研究，至今已成功引进 19个黑 

莓品种，并在生产中得到逐步推广应用 j。黑莓果 

实中含有大量 的 V 、V 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 

酸 ，其中还含有大量的花色苷类物质，由这些花 

色苷类物质构成的天然食用色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国外很多学者已经对黑莓果实花色苷类成分的 

抗癌 和抗氧化作用 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 

有关黑莓果实色素稳定性的研究则较少。作者从黑 

莓成熟果实中提取、纯化得到黑莓果实色素，并对黑 

莓果实色素在光、热等条件下的稳定性进行了比较 

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一丰富的天然色素 

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黑莓品种‘Boysen’的单粒速冻果， 

于2007年 6月在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苗圃内采集新鲜成熟的果实，一18℃速冻保存。 

1．2 方法 

1．2．1 色素的提取方法 将速冻的黑莓果实用微 

波解冻，用搅拌机直接打浆后，按 1 g果浆加入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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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溶剂[ (80％乙醇)：I，(浓盐酸)=99：1]的比 

例加入提取溶剂，25℃条件下提取 60 min，提取液 

抽滤后，残渣按上述条件重复提取 1次，重复提取时 

提取溶剂用量减半，提取液抽滤后合并，50℃减压 

浓缩，经大孔树脂纯化，50℃真空干燥后获得黑莓 

果实色素粉末。 

1．2．2 色素溶解性的分析方法 取 7份黑莓果实 

色素粉末，各 1．0 mg，分别加入 10 mL水、无水乙 

醇、甲醇、丙酮、正丁醇、乙酸乙酯、氯仿 7种溶剂，搅 

拌均匀后，放置 20 min，观察黑莓果实色素粉末的溶 

解情况 J。 

1．2．3 色素光谱特性的分析方法 精确称取黑莓 

果实色素粉末 100．0 mg，用纯净水溶解后定容至 25 

mL。测定色素溶液的pH值，以纯净水为空白对照， 

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扫描， 

记录吸收光谱及最大吸收波长(Amax) lO]。 

1．2．4 色素光稳定性的分析方法 称取黑莓果实 

色素粉末 100．0 mg，用纯净水溶解后定容至 100 

mL。取5 mL色素溶液，用 pH 3．0的柠檬酸 一磷酸 

二氢钠缓冲液稀释6倍，以5 mL水加缓冲液为空白 

对照，测定其在 514 nm处的吸光度 ，并计算色 

价  ̈。另取 18支具塞试管，分为 3组，每组 6支试 

管，各加入 5 mL色素溶液，分别放置在室外太阳光 

直射(光照度约6×10 lx)、室内散射光和避光条件 

下，每隔 1 h在514 nm处测定吸光度，共测 6次，计 

算色价及色素保存率。实验各重复3次。 

1．2．5 色素热稳定性的分析方法 精确称取黑莓 

果实色素粉末 100．0 mg，用纯净水溶解后定容至 

100 mL。取 5 mL色素溶液，用 pH 3．0的柠檬酸 一 

磷酸二氢钠缓冲液稀释 6倍，以5 mL水加缓冲液为 

空白对照，测定其在 514 nm处的吸光度，并计算色 

价。另取24支具塞试管，分为4组，每组 6支试管， 

分别加入 5 mL色素溶液，于避光条件下分别置于 

30℃、50℃、70℃和 100℃恒温水浴锅中，每隔 1 h 

在 514 nm处测定吸光度，共测 6次，计算色价及色 

素保存率。实验各重复 3次。 

1．2．6 pH对色素稳定性影响的分析方法 称取黑 

莓果实色素粉末 1．0 g，用纯净水溶解后定容至 50 

mL。取5 mL色素溶液，分别用柠檬酸 一磷酸二氢 

钠缓冲液(分别为 pH 2．2、pH 3．0、pH 4．0、pH 5．0、 

pH 6．0、pH 7．0和 pH 8．0)̈卜 、盐酸 一氯化钾缓 

冲液(pH 1．0)和醋酸 一醋酸钠缓冲液(pH 4．5)定 

容至 100 mL，以各缓冲液为空白对照，用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进行光谱扫描，记 

录吸收光谱及最大吸收波长(Amax)。在避光条件 

下，测定各色素溶液在最大吸收波长下的吸光度，并 

在 1、3、9及 20 h后各测定 1次，考察各色素溶液在 

20 h内pH的稳定性。实验各重复 3次。 

精确称取黑莓果实色素粉末 2份，各 100．0 

mg，分别用 pH 3．0的柠檬酸 一磷酸二氢钠缓冲液 

和纯净水溶解后定容至 100 mL，配制成 pH 3．0和 

pH 4．06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在直射光条件下按 

上述方法测定黑莓果实色素溶液在酸性条件下的光 

稳定性以及热稳定性。实验各重复 3次。 

1．2．7 色素耐氧化还原性的分析方法 精确称取 

黑莓果实色素粉末 500．0 mg，用纯净水溶解后定容 

至500 mL，备用。分别取 25 mL色素溶液，各加入 

25 mL体积分数 0．5％ ～2．0％的 H 0 溶液(氧化 

剂)或浓度为 60～200 mg·L 的 Na S0 溶液(还 

原剂)，使溶液 中 H 0 的终浓 度分别 为 0．25％、 

0．50％、0．75％和 1．00％，Na SO 的终浓度分别为 

30、50、70和 100 mg·L  ̈，混匀；对照为 25 mL 

色素溶液与 25 mL纯净水的混合液。每 15 min取 
一 定量溶液在 514 nm处测定吸光度，共测定 5次。 

实验各重复 3次。 

加入 H 0 溶液或 Na：S0 溶液 1 h后，每隔一定 

时间用移液管吸取 5 mL色素溶液，分别滴加少量的 

Na S0 、H 0 或柠檬酸溶液，观察黑莓果实色素溶 

液的颜色变化。 

1．3 数据处理 

用色价和色素保存率 2个指标衡量不同条件下 

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性。色价 = ( ·f)／W，式中： 

为峰值下的吸光度； 为取样量(g)；．厂为样品溶 

液的稀释倍数。色素保存率 =(E ／E。)×100％，式 

中：E。为处理前的色价；E 为处理后的色价。 

2 结果和分析 

2．1 黑莓果实色素的溶解性 

根据黑莓果实色素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情况可 

以判定，黑莓果实色素极易溶于水、乙醇和甲醇，微 

溶于丙酮、正丁醇和乙酸乙酯，不溶于氯仿，其在不 

同溶剂中的溶解性从大到小依次为甲醇、无水乙醇、 

水、丙酮、正丁醇、乙酸乙酯、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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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黑莓果实色素的光谱特性 

花色苷类成分在不同pH条件下表现出的光谱 

特性差异较大。实验测定的黑莓果实色素水溶液的 

pH值为4．06，其吸收光谱见图 1。由图 1可见，黑 

莓果实色素在可见光区(400～600 Flm)有 1个吸收 

峰，峰值波长(Amax)为 521 Flm，与有关文献和图 

谱-l ” 比较，发现这一峰值是花色苷类色素的特征 

吸收峰，说明黑莓果实色素属于花色苷类化合物。 

兽 

甚 

星 
D  

图 1 黑莓果实色素水溶液的吸收光谱 
Fig．1 Absorption spectrum of water solution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2．3 黑莓果实色素的光稳定性 

在太阳光直射、散射光和避光 3种不同光照条 

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色价和保存率均随时间 

延长而不断下降(表 1)，尤其是在太阳光直射条件 

下黑莓果实色素的降解速度最快，说明在该条件下 

色素最不稳定。在太阳光直射条件下照射6 h后色 

素溶液的色价从 41．29下降到 35．10，色素保存率 

也仅为85．01％；而在散射光条件下照射6 h后色素 

溶液的色价为 38．96，色素保存率为 94．36％；避光 

条件下保存6 h后色素溶液的保存率为96．85％，色 

素降解最少。由此可知，光照对黑莓果实色素的稳 

定性有显著影响，且光照强度为决定性因素，这与赵 

伯涛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太阳光直射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温 

度高于散射光及避光条件，照射2 h即达到30℃以 

上，因此，温度与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光稳定性有一 

定关系。太阳光照射6 h后黑莓果实色素的保存率 

还能达到85％，据此可认为，黑莓果实色素具有一 

定的光稳定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仍要尽量避免黑莓 

果实色素受到太阳光的长时间直射。 

2．4 黑莓果实色素的热稳定性 

温度对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色价和保存率均有 
一 定的影响，温度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影响越大 

(表2)。在 30℃条件下保存6 h，色素的损失最小， 

保存率仅降低了3．49％；在50℃和 70℃条件下保 

存6 h，黑莓果实色素的保存率分别降低了11．62％ 

和23．68％，且色素溶液的颜色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在 100℃条件下，4 h后色素溶液颜色即发生明显褐 

化，6 h后色素的保存率仅为 74．34％。从不同时间 

黑莓果实色素的保存率来看，处理初期(1 h)色素的 

降解幅度最大，而后降解速率较平缓。 

色素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时，一般加热过程不 

会超过 1 h。在 30℃、50℃、70℃和 100 oC条件下 

分别加热处理 1 h，黑莓果实色素的保存率依次为 

98．79％、95．18％、86．25％和 73．99％。结果表明。 

虽然温度尤其是长时间高温对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 

性有一定影响，但从食品加工角度来看，该色素具有 

较强的耐热性，能满足作为食品添加剂的要求。 

表1 光照条件对黑莓果实色素色价和保存率的影响 ’ 
Table 1 Effect of light condition on color value and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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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温度对黑莓果实色素色价和保存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olor value and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2．5 pH对黑莓果实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2．5．1 pH对黑莓果实色素的光谱特性和稳定性的 

影响分析 不同pH值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吸收 

光谱见图2。由图2可以看出，pH 1．0～pH 3．0，黑 

莓果实色素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均为 514 nIn，但随 

pH值的提高，同一波长下色素的吸光度明显下降； 

pH 3．0～pH 6．0，色素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均增大， 

且波峰越来越不明显；高于pH 6．0，色素溶液在可见 

光区域内无明显的特征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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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 

0．：j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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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一 ●一 pH 5．0；一口一 pH 6．0；～◇一 pH 7．0；一 0一 pH 8．0． 

图2 在不同pH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的吸收光谱 

Fig．2 Absorption spectrum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 (Rubus 
spp．)fruit under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颜色受 pH影响很大。在 

pH 1．0～pH 4．5的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为红 

色系，随 pH值增加，色素溶液的颜色越来越淡，红色 

渐变，吸收峰的吸光值从 0．749降到 0．103(表 3)； 

在 pH 5．0～pH 8．0的条件下，色素溶液由红色系变 

为蓝色系，且随 pH增大颜色越来越深，吸收峰的吸 

光值从 0．080上升至 0．218。 

由表 3还可以看出，不同 pH值的黑莓果实色素 

溶液在吸收峰处的吸光度在 20 h内的变化不明显。 

pH 1．0～pH 3．0，色素溶液 的吸光度 略有增加； 

pH 4．0～pH 8．0，吸光度略有降低。因而，黑莓果实 

色素在小于pH 4．0的条件下色泽较好且性质稳定， 

适合作为果汁饮料等产品的添加剂。 

表3 不同 pH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吸光度 】 
Table 3 The absorptanee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 
fru it under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 

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2．5．2 在酸性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的光热稳定性 

用纯净水溶解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为 pH 4．06，而黑 

莓原汁为 pH 3．0 18]。在太 阳光直射和70℃条件 

下，pH 3．0和 pH 4．06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稳定 

性见表4和表5。由表中数据可见，在太阳光直射和 

70℃条件下 ，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色价和色素保存 

率均随时间延长而下降，且 pH 3．0的色素溶液各指 

标的下降幅度均小于 pH 4．06的色素溶液，即前者 

的稳定性比后者强。在太阳光直射或70℃条件下 

处理 6 h后，pH 4．06的色素溶液保存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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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和76．31％，而pH 3．0的色素溶液保存率分 

别为 85．03％和79．65％。因此，在生产中应尽可能 

考虑在酸性条件下(小于 pH 4．0)应用黑莓果实色 

素。 

表4 太阳光直射对黑莓果实色素溶液(pH 3．0和prI 4．06)色价和 
保存率的影响 ) 
Table 4 Effect of sunlight on color value and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ent solutions(pH 3．0 and pH 4．06)of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表5 70℃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pH 3．0和pH 4．06)色价和保 

存率的变化 ’ 
Table 5 Changes of color value and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 ent 

solutions (pn 3．0 and pn 4．06)of blackberry (Rubus spp．)fruit 
under 70℃ conditi0n l 

’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2．6 氧化剂和还原剂对黑莓果实色素稳定性的影 

响 

2．6．1 H 0 对黑莓果实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氧化 

剂 H 0 对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表 

6)。由表6可见，H 0 浓度越高，处理时间越长，影 

响越大，色素的保存率也越低，色素溶液颜色变浅， 

直至无色。处理75 min后，色素的保存率分别只有 

20．14％ ～10．44％，明显低于对照。从降解变化规 

律看，色素溶液在加入H 0 的前 15 min内降解最 

快，45 min后降解变慢，这与高梁泡(R．1ambertianus 

Ser．)红色素和木莓(R．swinhoei Hance)果实红色素 

的耐氧化性相似 。 

表6 不同浓度H2O2对黑莓果实色素保存率的影响 ’ 
Table 6 Effect of different H2 02 concentrations on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 (Rubus spp．)fruit ’ 

H 0 浓度／％ P i 。 
H，0，conc． ————————————————————————————————————— 

l5 min 30 min 45 rain 60 min 75 rain 

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2．6．2 Na，SO 对黑莓果实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还 

原剂 Na sO 对黑莓果实色素的稳定性也有显著影 

响。Na sO 浓度越高，色素的保存率越低；但随时间 

的延长，各处理组色素的保存率无明显变化。由表7 

可见，处理 15 min后，各处理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 

保存率分别只有 18．76％ ～28．74％，此后，色素保存 

率的变化幅度不大，表明加入 Na SO 后，黑莓果实色 

素在 15 min内快速降解。 

表7 不同浓度 Na2SO3对黑莓果实色素保存率的影响 ’ 
Table 7 Effect of different Na2 SO3 concentrations on preservation 

rate of pigment from 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2．6．3 黑莓果实色素的耐氧化还原性能的可逆性 

分析 加入氧化剂 H O 1 h后，黑莓果实色素溶液 

变为粉白色，滴入少量还原剂Na sO 或柠檬酸溶液， 

颜色没有变化，说明H O 对黑莓果实色素的影响效 

应是不可逆的，黑莓果实色素的耐氧化性能较差。 

加入还原剂 Na SO，1 h后，黑莓果实色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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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色变为浅咖啡色，滴加少量 H 0。溶液，颜色变 

为红色，且红色先加深 ，1 h后逐渐变淡，3 h后溶液 

颜色变为浅咖啡色；滴人少量柠檬酸溶液，颜色变为 

桃红色，并能维持数天。加入还原剂 Na SO 24 h 

后，色素溶液颜色变为深咖啡色，滴加少量 H。0。溶 

液后颜色略变红，但 10 rain后迅速变成深咖啡色；加 

入还原剂 Na SO 40 h后再滴加 H 0 ，溶液颜色不 

能变为红色，但滴加柠檬酸后仍可使色素溶液变为 

红色，且在8 h内褪色。由此可见，还原剂 Na：SO，对 

黑莓果实色素的影响效应在一定时间内是可逆的。 

此外，加入 Na sO，后黑莓果实色素溶液的 pH值显 

著升高，而滴加柠檬酸能使色素溶液的 pH值降低， 

因此滴加柠檬酸能使受 Na：SO，影响而褪色的色素溶 

液变成红色。综上所述，黑莓果实色素的耐还原性 

略强于其耐氧化性。 

3 结 论 

通过以上实验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黑莓果实色素属水溶性色素，其主要成分为 

花色苷类化合物。 

2)黑莓果实色素溶液具有一定的光稳定性，但 

在太阳光直射和散射光条件下有一定的降解，因此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黑莓产品或以黑莓果实色素为 

添加剂的相关产品应避光保存。 

3)黑莓果实色素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但长时 

间高温对黑莓果实色素破坏较大，在实际生产中可 

采用瞬时高温处理，需长时间处理时温度应尽量不 

要高于50 clC。 

4)在不同 pH条件下，黑莓果实色素溶液呈现 

不同的颜色。小于 pH 4．0的黑莓果实色素溶液性 

质稳定，适合用于果汁饮料等产品的添加剂。 

5)黑莓果实色素的耐氧化性和耐还原性均较 

差，且其耐还原性稍强于耐氧化性，在实际应用中， 

黑莓果实色素及其产品应尽量避免接触氧化剂和还 

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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