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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n—Ciocalteu比色法测定黑莓多酚的含量 

居正英 。赵慧芳。吴文龙’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摘 要：采用 Folin—Ciocaheu法测定黑莓提取液中总多酚含量，确定以没食子酸为标准的最佳测定条件。结果表明： 

在 5 mL的反应体 系中，吸取 0．5 mL样品，先加入 2．5 mL 0．1 mol／L Folin—Ciocahou试剂振荡后，再加入 2 mL 7．5％ 

Na2CO3溶液，摇 匀，25℃显色 120 min，在 765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没食子酸浓度在 5 mg／L～60 mg／L范围内与吸光 

度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此方法操作简单、稳定性及结果重现性好。利用 Folin—Ciocalteu法测定黑莓样品液中没食子 

酸的平均添加回收率达到 100．2％ ，RSD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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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Polyphenol in Blackberry by Folin-Ciocalteu Colorimetry 

JU Zheng-ying．ZHAO Hui—fang．WU Wen—long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total polyphenol(TP)content of blackberry was analyzed by Folin—Ciocaheu colorimetry．Using 

gallic acid as standard．the optimum conditions were achiev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2．5 mL 0．1 molJL 

Folin—Ciocalteu and 2 mL 7．5％ sodium carbonate solution were added to the 0．5 mL sample reacting 120 min 

in 25℃．there was a good line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rption value and Gallic acid with the concentration 

in 5 mg／L-60 mg／L in 765 nm．The method was simple，accurate with stable and repeated resuhs．It can be 

suggested as an appropriate method to measure the TP content in blackberry．Under this method．average 

recovery rate ofgallic acid in blackberry sample is 100．2％．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the method is 1．40％． 

Key words：blackberry；polyphenol；Folin-Ciocaheus method；recovery 

黑莓(Blackberry)为蔷薇科 Rosaceae)悬钩子属 

(Rubus L．)植物，原产北美f11，是当今风靡欧美的第三 

代小果类果树的重要成员。黑莓果实营养丰富，富含 

多酚类物质和花色苷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 嘲、清 

除 自由基【3】、抗癌}4】、抗突变阁、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 

2000年以来黑莓的抗氧化作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 

点圈，而黑莓多酚物质含量的测定可以较好的衡量黑 

莓果实的抗氧化能力。因此，建立快速准确测定黑莓 

果实中多酚类物质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总多酚含量的测定有纸层析、薄层层析、高效 

液相色谱、气液色谱一质谱联用、Folin—Ciocaheu试剂等 

多种方法㈣。其中纸层析、薄层层析在分离效果、速度 

和准确定量方面存在缺陷；气液色谱一 质谱联用用 

于植物酚类物质的分离测定速度快、灵敏度高，但该 

法需要衍生化处理，前处理比较麻烦；而高效液相色 

谱法费用较高，不适于大量的定量分析。比较而言， 

Folin—Ciocaheu比色法有价格低、操作方便等特点。为 

了建立一种简便、快速、准确地测定黑莓果实中多酚 

含量的光谱分析方法，本实验对 Folin—Ciocalteu比色 

方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稳定性、重现性、精密度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测定黑莓总多酚含量的Folin— 

Ciocalteu法。为黑莓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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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剂和仪器 

没食子酸标准品、Folin-Ciocalteu S试剂 (2 moIJL)、 

碳酸钠、乙醇为分析纯；EX一200A型电子天平：慈溪市 

天东衡器厂；HR2838PHILIPS搅拌机：飞利浦电子公 

司；TU一1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 

有限公司；PL一5一B型低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KQ—IOODE数控超声波清洗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的预处理 

取黑莓冻果400 g于微波炉中微波解冻，用搅拌 

机匀浆，备用。 

1．3．2 总多酚的提取 

称取4．000 g黑莓匀浆，用 120mL60％乙醇混匀， 

置于 50 Hz，40℃超声仪中超声提取40 min，提取完成 

后，4 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定容至 200 mL， 

此样品液备用。 

1．3．3 标准曲线的绘制 

1．3．3．1 没食子酸标准溶液配制 

准确称取0．5000 g没食子酸，用纯净水溶解，并 

定容至 1 000 mL，分别移取 1．0、2．0、3．0、4．0、5．0、6．0、 

7．0、8．0、9．0、10．0 mL到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定容。 

其中没食子酸的浓度分别为 5、10、15、2O、25、3O、35、 

40、45、50 mg／L。 

1．3．3．2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照 1．3．3．1方法配制各浓度的没食子酸溶液， 

在0．5 mL各浓度没食子酸标准溶液中加人 2．5 mL 

0．1 moI_／L Folin—Ciocaltou试剂，然后加入 2 mL 7．5％的 

Na2CO ，置于 25℃下反应 120 min后在 765 nm下测定 

吸光度值，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标准溶液浓度为横坐 

标，绘制的标准曲线。 

1．3．4 Folin—Ciocalteu法测定条件的优化 。01 

1．3．4．1 最佳波长的测定 

取50 mg／L没食子酸标准溶液及处理的样品液各 

0．5mL中加入 2．5mL0．1 mol_／LFolin—Ciocaltou试剂，然 

后再加人 2 mL 7．5％Na2CO3，25℃避光静置 120 min， 

用分光光度计在400 nm 900 nm波长范围内分别扫描 

没食子酸标准溶液与处理样品液的吸收光谱，确定其 

最大吸收波长。 

1．3．4．2 试剂浓度的优化 

Folin—Ciocaltou试剂浓度的确定 ：取 4支 10 mL具 

塞刻度试管，分别加入0．5 mL 50 mg／L没食子酸标准 

品溶液后，然后分别加入 0．08、0．1、0．12、0．2 mol／L的 

Folin—Ciocahou试剂各2．5 mL，混匀，最后依次加入2 mL 

7．5％的 NazCO 振荡混匀 ，25℃避光反应 120 min后 ， 

于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最高的反 

应体系的 Folin—Ciocaltou试剂浓度为最优浓度。 

Na：CO 溶液浓度的确定 ：取 4支 10 mL具塞刻度 

试管，分别加人 0．5 mL 50 mg／L没食子酸标准品溶液 

后，再分别加入2．5 mL 0．1 mol／L Folin—Ciocahou试剂 

后立即混匀，再分依次加入2 mL不同浓度 5％、7-5％、 

10％、15％的Na2CO3溶液混匀，25℃避光反应 120 min 

后，于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最高 

的反应体系的Na2CO 溶液浓度为最优浓度。 

1．3．4．3 显色温度与显色时间的优化 

在 10 mL具塞刻度试管中先加入0．5 mL 50 mg／L 

没食子酸溶液，再加入2．5 mL 0．1 mol／L Folin—Ciocahou 

试剂 ，然后加入 2 mL 7．5％的 Na2CO，振荡}昆匀 ，分别 

在室温(20 oC)、25、30、40℃下，分别反应 15、30、60、120、 

180 rain后在 765 nm下测定吸光度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Folin—Ciocaheu法测定条件的优化 

采用Folin—Ciocahou试剂法测定总多酚，其原理 

是酚酸类化合物分子上有极易氧化的羟基，Folin— 

Ciocalteu试剂中的钨钼酸可以将其氧化，自身被还原， 

在碱性条件下生成蓝色化合物。颜色的深浅与酚酸含 

量呈正比，此反应在一定条件下遵从Lambea—Beer定 

律，可测定酚酸总量⋯ 。 

Na2CO 控制着反应体系的酸碱环境及蓝色物质 

的生成，不同浓度的 Na CO，可能会影响体系的反应颜 

色，因此有必要对反应体系中Na：CO 的添加量进行研 

究。此外，对 Folin～Ciocaheu法测定黑莓样品液中多酚 

含量条件的优化中，主要从影响显色反应的4个因素： 

显色剂的用量、溶液的酸度 、显色温度 、显色时间方面 

进行优化。 

2．1．1 最佳检测波长的测定 

按照 1．3．4．1的方法测定没食子酸标准溶液与处 

理黑莓样品液在 400 nm～900 nm波长范围内进行全波 

长扫描得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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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没食子酸标准液加显色剂显色后全波长扫描谱 

Fig．1 The wavelength scanogram of Gallic acid after colorabl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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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nm 

图2 黑莓样品液加显色剂显色后全波长扫描图 

Fig．2 The wavelength scanogram of blackberry sample after 

colorable reaction 

由图可知：没食子酸对照品溶液和黑莓样品溶液 

与Folin—Ciocaheu试剂反应显色全波长扫描结果显示 

在 700 nm～770 nm之间均有明显的吸收峰，因此采用 

没食子酸标准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765 nm作为黑莓样 

品液的最佳检测波长。 

2．1．2 试剂浓度的优化 

按照 1．3．4．2方法对 Folin—Ciocahou试剂浓度进行 

优化的试验结果表明：显色反应 2 h后各反应液的吸 

光度随着 Folin—Ciocaltou浓度的不同存在差异，当 

Folin—Ciocahou浓度大于等于 0．1 mo]／L时吸光度为 

0．400左右，此时反应体系的显色反应较充分且趋于稳 

定，根据测定总多酚的原理可知，黑莓样品液中的酚 

酸类化合物分子上有极易氧化的羟基已完全被氧化， 

生成蓝色化合物。因此在利用 Folin—Ciocalteu法测定 

黑莓样品液时本着节约的原则选择 Folin—Ciocahou试 

剂浓度为 0．1 mol／L。 

对在不同浓度 Na CO 溶液下进行反应所测定的 

吸光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5％、7．5％ 

Na CO 的反应体系中所测定的吸光度无明显差异，然 

而 10％、l5％Na2C0，反应系所测吸光度与5％、7．5％ 

Na CO 反应体系所测的吸光度有明显的差异且当 

Na：CO 浓度为 7．5％时可测得最大吸光度，说明7．5％ 

Na CO，可提供显色反应所需的最适 pH，故选择 

Na CO 7．5％作为最佳浓度。 

通过不同Folin—Ciocaltou试剂浓度与不同 Na2CO3 

溶液浓度的两因素正交试验结果分析可知：0．08 mol／L 

Folin—Ciocaltou试剂浓度与5％与7．5％碳酸钠进行组 

合所测吸光度无显著差异，但与 10％、l5％Na2CO 组合 

所测定的吸光度有显著的差异。此外，0．1 mol／LFolin— 

Ciocahou试剂与 0．08 mol／L Folin—Ciocahou试剂时与 

各浓度碳酸钠之间的组合所测定的吸光度值无显著 

的差异性，故从Folin—Ciocaltou试剂量的量取及实验误 

差角度考虑 ，最终选 2．5 mL 0．1 mol／L Folin—Ciocahou 

试剂与 2 mL 7．5％碳酸钠为最佳组合，作为 Folin— 

Ciocalteu法测定总多酚含量的试剂用量的选择。 

2～1 3 显色温度与显色时间的优化 

按照 1．3．4-3的方法对 Folin—Ciocaheu法的显色温 

度与显色时间优化，结果如图3所示。 

图 3 不同温度下没食子酸溶液加显色剂后显色不同时间所测定的 

吸光度 

Fig．3 The optical densities of the Gallic acid solution after 

colorable reaction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time 

试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温度下，多酚与显色剂 

在 45 min内吸光度增大 ，显色反应迅速 ，反应液的颜 

色变监且蓝色逐渐加深，在45 min以后吸光度的值趋 

于稳定，且在随后的4 h甚至更长时间保持稳定。为保 

证反应完全 ，将显色反应时问定为 120 min，由图 3可 

知显色反应温度对显色效果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相对 

低温的条件下，显色反应缓慢，吸光度小，但随着温度 

升高，多酚与显色剂充分反应所需的时间缩短，吸光 

度也有增加，但是反应体系在40℃中并不能较长时间 

的保持稳定性，随着时间延长，反应体系颜色变浅，吸 

光度下降。这表明生成的蓝色物质在高温下不稳定， 

容易分解褪色。此结果与何莎莉㈣的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由图 3可知 ，多酚与显色剂在 25℃下的反应完成 

后稳定性最好 ，从节约实验室资源的角度考虑可将 

Folin—Ciocaheu法测定黑莓样品液 的温度确定为 

25℃，避光反应 120 min在 765 nm处测定吸光度，以计 

算黑莓样品液中总多酚的含量。 

2．2 Folin—Cioca|tou比色方法的评价 

2．2．1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照 1．3．3．2的方法绘制标准曲线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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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0O 

0．1O0 

0．000 

O 5 1O 15 2O 25 30 35 4O 45 5O 55 60 65 

没食子酸浓度／(mg／L) 

图 4 没食子酸的标准曲线 

Fig．4 Standard curve of gal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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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知，回归方程为 Y=0．009 2X+0．004，相 

关系数 R 为 0．999 3，结果表明：没食子酸浓度在 0～ 

60 mg／L范围内与吸光度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通过 

回归方程、稀释倍数及测得的吸光度可计算出样品液 

的浓度，进一步计算出不同黑莓样品中的多酚含量。 

2．2．2 稳定性试验 

按照 Folin—Ciocahou法对黑莓样品液中的显色反 

应进行稳定性试验，于25 反应分别放置 0、0．5、1、 

1．5、2、3、4、5、6、7 h隔时测定其吸光度分别为 0．104、 

0．106、0．107、0．107、0．110、0．110、0．113、0．114，相 对标 

准偏差(RSD)为0．352％，表明该方法在 7 h内有较好 

的稳定性。 

2．2．3 重复性试验 

按照 Folin—Ciocaltou法对 4份不同的黑莓样品液 

的总多酚含量进行显色反应重现性，4份样品液中所 

测得的黑莓果中总多酚的含量为2．699、2．676、2．690、 

2．677 mg／g，其相对标准偏差 RSD为 1．124％，说明该 

方法在测定黑莓处理液具有较好的重现性。 

2．2．4 精密度实验 

按照 Folin—Ciocaltou法对同一黑莓处理样品液进 

行 6次总多酚含量的测定，根据所测定的分光光度值 

计算样 品中总多酚的含量的结果为 2．659、2．636、 

2．661、2．663、2．661、2．663 mg／g，相对标准偏差 RSD为 

1．051％，说明此方法具有很高的精密度 ，能够达到样 

品分析要求。 

2．2．5 黑莓中多酚含量的测定 

黑莓中多酚含量的测定如表 1。 

表 1 黑莓中多酚含量的测定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 about 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 in blackberry 

取黑莓冻果，按照方法 1．3．1、1．3．2制备黑莓样品 

溶液 ，将样品溶液稀释 5倍后 ，按照 1．3．4所述方法测 

定吸光度，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黑莓中多酚的含量： 

TP(mg／g)=C~V／(1 000xm)x1O0％ 

式中：V为黑莓样品液的总体积；C是由吸光度 

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稀释后黑莓样品液中的多酚 

的浓度，(mg／L)；m为称取的黑莓匀浆 4．000 g，由此， 

计算出黑莓果实中多酚的平均含量及 RSD分别为 

2．646 mg／g，1．29％。 

2．2．6 加样回收试验㈣ 

在黑莓的样品液中分别加人不同量的没食子酸 

标准溶液，分别测定其总多酚的含量 ，并计算其回 

收率。 

回 ％ = 塑  

按照测定黑莓中多酚的方法进行测定黑莓样品 

处理液的加标回收试验，由表可知，5次加标回收试验 

的最低回收率为 98．5％，最高回收率为 101．8％，平均 

回收率为 100．2％，其相对标准偏差 RSD为 1．40％。表 

明该方法准确可靠，此法可用来对黑莓处理样品液进 

行总多酚含量检测。 

表 2 没食子酸添加样回收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gallic acid recovery experimentation in 

blackberry sample 

样品号 加样量／lag 总检出量／ g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RSD／％ 

3 结论 

以没食子酸为标准对照品的Folin—Ciocalteu法测 

定黑莓果实多酚含量的最佳条件为：在 5 mL的反应体 

系中，加入 0．5 mL样品液，2．5 mL 0．1 mol／L的 Folin— 

Ciocaltou试剂，2 mL 7．5％的 Na2CO3溶液，显色温度 

25℃，反应时间 120 min，检测波长为 765 nm。在此条 

件下，没食子酸浓度在0～60 mg／L范围内与吸光度存 

在较好的线性关系。 

利用优化后 Folin—Ciocahou方法测得 Boysen品 

种黑莓冻果的总酚含量为2．646 mg／s(RSD为 1．29％)。 

在加样回收试验中，没食子酸的平均回收率为 100．2％ 

(RSD为 1．40％)。 

此总多酚含量的检钡4方法具有操作过程简单 、便 

捷、灵敏度高、稳定性好、精密度高、准确可靠等优点， 

建立的测定黑莓果实总多酚含量的Folin—Ciocalteu法 

的最佳条件，为测定黑莓果实总多酚含量的测定提供 

了可靠的方法，同时也为高效开发利用黑莓资源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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