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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法测定黑莓种子中维生素E的含量 
汤飞云，方亮 ，陈剑，吕寒，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 (南京210014) 

摘 要 黑莓种子中合有丰富的维生素E，采用超声波提取，结合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一紫外检测法对黑莓种子中 

维生素E的含量进行测定，确定体积比50：50的乙腈 ：甲醇作为流动相，以维生素E质量浓度朋 jxg／mL)对峰面积 

r(mAO ·min)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Y=0．860 ，+0．596 6，相关系数为0．999 1，该方法维生素E的最低检出限 

为2 ng。通过本法对黑莓种子油稀释后样品进行测定，平均质量浓度1．820~g／mL，RSD=O．55％。得出黑莓种子 

中维生素E的含量为18．2 mg／lO0 g。vE平均加标回收率为99．88％，RSD<2％。结果证明，该方法具有简便、高 

效、结果准确、重复性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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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LC Determination of Vitarnin E Content in Blackberry Seeds 
Tang Fei-yun，Fang Liang ，Chen Jian，LQ Han，Wu Wen—long，Li Wei—lin 

Institute of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Academy ofScience(Nanjing 2l00141 
Abstract Blackberry seeds are rich in vitamin E．Combined with ultrasonic extraction，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1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ul仃aviolet detection are used to measure vitamin E content in blackberry 

seeds．The volume ratio Of 50 ：50 of acetonitrile：methano1 are determine as the mobile phase．W hile 

concentrations of vitamin E (gg／mL)on the peak area Y(mAU·min1 linear regression，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Y= 0．860 5X +0．596 6．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999 1．The lowest detection limit was 2 ng． 

Blackberry seed oil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this method．and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was 1．820 gg／mL． 

with RSD=0．55％．Then the content ofVitamin E in blackberry seeds was 18．2 mg／100 g．The average recovery 

with standard addition was 99．88％，while RSD<2％．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was simple，e衔cient，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Keywords HPLC；vitaminE：blackberry seed 

黑莓 (Rubus spp．)原产北美，为蔷薇科悬钩子 

属浆果类植物，是世界上新兴的4种小果类果树之 
一

， 其果实柔软多汁、营养丰富、色泽宜人，是加工 

饮料、果酱、果酒和罐头等产品的上佳原料。江苏省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于1986年开始进行黑莓的引种利用 

研究⋯，发现黑莓种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I 】，在 

生物体内主要表现为抗氧化作用，对预防衰老与人体 

免疫有着密切的关系。维生素E也称生育酚，因附着 

的氧杂萘基数和位置的不同分仅， ，)I， 四种。天然 

维生素E(简称VE)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被广泛应 

用于食品、化妆品、医药、保健品等诸多领域，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 

目前，关于维生素E的测定方法主要有薄层层析 

法、比色法、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H ]。前三 

种方法均存在样品处理繁琐、灵敏度低、准确性差、 

精密度低等缺点，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快速、准确、 

灵敏度和精密度高等优点 。国家标准中使用的维 

生素E提取方法为传统回流皂化提取法，其操作步骤 

较繁琐，浪费时间与试剂，温度对提取效率的影响较 

大，对于微量试验误差较大；而超声波提取法操作比 

较简单，提取效率高，维生素E损失少，成本低【9 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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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超声波提取，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一紫外 

检测法对黑莓种子中维生素E含量进行测定。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 

Dionex U一3000高效液相色谱仪，DAD检测器。 

1．2 试剂 

VE标准品：SIGMA公司，含量1>96％ (以 一生育 

酚计 )；乙腈、甲醇为色谱纯：TEDIA公司；其他试 

剂为分析纯。 

1-3 试验方法 

1．3．1 超声波提取方法 

准确称取1 g破碎干燥的黑莓种子粉末，置于50 mL 

的三角瓶中，加入15 mL的正己烷为分散剂，超声波提 

取15 min后，45 cC旋转蒸发除去正己烷，油脂样品用 

乙腈溶解转移至100 mL的容量瓶中，并用乙腈定容至 

刻度。在样品提取过程中，加入6c一生育酚标准液，同 

时作空白试验。过0．45 m滤膜，进入高效液相色谱 

分析。 

1．3_2 标准溶液配制f5 

精确称取0【一生育酚标准品0．010 0 g，用乙腈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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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容到10 mL容量瓶中，此标准储备液质量浓度为 

1 mg／mL，将。c一生育酚标准溶液用乙腈逐级稀释后配 

成质量浓度为1，3，5，10，20 Ixg／mL的 一生育酚标 

准工作溶液系列，分别进样20 L进行测定，每个浓 

度重复6次，记录色谱图，以质量浓度 (}．Lg／mL)对 

峰面积Y(mAU·min)进行线性回归。 

1．3-3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ODS柱 (250X4．6 mm，5 Ixm)，流动 

相为甲醇一乙腈，流速为1 mL／min，柱温30℃，进样 

量为20 L。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2．1．1 流动相选择 

采用乙腈 ：甲醇体积比分别为90：10，80：20， 

70：30，60：40，50：50为流动相对样品进行分离。 

发现随着甲醇浓度的升高，维生素E出峰时间推迟、 

峰形逐渐平缓，50％甲醇和98：2流动相得到谱图相 

似，并能与其它杂质峰很好地分离。这是因为对反相 

柱来说，乙腈是强洗脱剂，其含量越高，流动相的极 

性越小，洗脱能力越强，维生素E越易被洗脱，而其 

它杂质却被保留；随着甲醇含量的增加，流动相极性 

增强，对维生素E洗脱能力减弱。综合考虑，本试验 

选择体积tE5o：50的乙腈 ：甲醇为流动相。 

2．1．2 紫外检测波长的选择 

使用选定的流动相，将维生素E标准溶液进入高 

效液相色谱分析，使用紫外检测器，确定其最大吸收 

峰值在205 nm附近，这与Sanchez—Machado等人I 的研 

究结果相同。 

2．2 标准曲线的制定 

使用选定的流动相和检测波长，按照1．3．3方 

法使用的色谱条件，按照1．3．2方法配制不同浓度 

的维生素E标准溶液进行色谱测定，以标准品的浓 

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 ，以峰面积】，对标准 

溶液质量浓度 进行线性 回归分析，得 回归方程 

Y=O．860 5X+0．596 6，相关系数为0．999 1。 

2．3 最低检出限 

根据1．3．2方法配制不同浓度的维生素E标准溶液 

进行色谱测定，当标准品浓度为0．1 Ixg／mL，进样量为 

20 L时，色谱峰信噪~LS／N大于3，因此本方法维生 

素E的最低检出限为2 ng。 

2．4 重复性试验 

取按1．3．1方法制备的经乙腈稀释的同一批黑莓种 

子油样品6份，分别按照前述方法测定，测得结果分别 

为1．833，1．831，1．815，1．809，1．812，1．822 Ixg／mL， 

平均浓度1．820 Ixg／mL，RSD=0．55％。从而得出黑莓种 

子中维生素E的含量为18．2 mg／100 g。 

维生素E含量，|Lg．mL- 

图1 维生素E标准曲线 

0_0 5_0 10．0 l5-0 20-0 25．0 

图2 种子油样品HPLC图 

2．5 加标回收率 

表1 黑莓种子油样品加标回收率 

同2．3，取按1_3．1方法制备的经乙腈稀释的同一批 

黑莓种子油样品作为本底加入等量不同浓度的标准应 

用液，加入的不同vE标准品浓度G分别为1，2，4， 

8，16 tLg／mL，配成加标种子油样品，每种浓度6份， 

按照前述方法，测定加标种子油中维生素E浓度C 

及空白种子油样品的VE浓度Cn，提取回收率=(C 一 

cn)／C X 100％【】 ，5种不同浓度的加标种子油提取 

回收率见表1，VE平均提取回收率为99．88％，RSD 

<2％。说明用VE标准品作外标定量，重现性良好。 

3 结论 

1)本研究发现，在选择体积tL5o：50的乙腈 ：甲 

醇为流动相的条件下，。【一生育酚洗脱能力强，峰形尖 

锐，并能与其它杂质峰很好地分离。 

2)以维生素E质量浓度 (pg／mL)对峰面积 

y(mAU·min)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Y=0．860 5 

0．596 6，相关系数为0．999 1。本方法维生素E的最低 

检出限为2 ng。 

3)通过本法对黑莓种子油稀释后样品进行测定， 

平均浓度1．820 tLg／mL，RSD=0．55％。从而得出黑莓种 

子中维生素E的含量为18．2 mg／100 g。vE平均加标回 

收率为99．88％，RSD<2％。由测定数据的统计分析可 

知，该方法重现性好，回收率高，样品测定准确。 

综上所述，采用超声波提取，结合反相高效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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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流体萃取茉莉花净油的分析及在卷烟中的应用 
刘丽芬水，李学衫，孔祥勇。刘煜字。端李祥 

云南瑞升烟草技术 (集团 )有限公 司 (昆明 650106) 

摘 要 采用同时蒸馏萃取和气相色谱／质谱法对茉莉花(Jasminum sambac(Linn．)Aiton)超临界流体萃取净油 

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离鉴定，并进行了卷烟加香试验。结果表明：该提取物中共鉴定出56种组分，其主要成分 

为棕榈酸、邻 苯二 甲酸二 丁酯、z，z，Z一9，12，15一十八烷三亚 乙基 国胺一1醇 、硬 脂酸、顺式一9一二十三烯 、正 

二十三烷和角鲨烯等；该提取物具有增加卷烟甜润感、烟香丰富性、透发性，改善卷烟木质气。 

关键词 菜莉花；超临界萃取：挥发性成分：烟用香料 

Extraction of Absolute Oil frOm Jasmine with Supercritical Fluid and 

Analysis of the Compounds and Application in Cigarette 
Liu Li—fen ，Li Xue-shan，Kong Xiang-yong，Liu Yu-yu，Duan Li—xing 

Yunnan Reascend Tobacco Technology(Group)Co．。Ltd．(Kunming 650 1 06) 

Abstract The volatile compositions in the Absolute Oil abstracted from iasmine by supercritical fluid with 

simultaneous distillation and extraction equipment fSDE)were isolated and indentified by capillary GC—MS 
method．56 peaks were isolated．The relative contents of constituents were determined by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The main volatile compositions were；9，12，l5-Octadecatrien．1-ol，(ZZ _；n．Hexadecanoic acid；Dibutyl 

phthalate；Octadecanoic acid；9-Tricosene，(Z)_．Tricosane and Squalene．The experiments with the perfume as 

cigarette flavor were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ffensive odor of cigarette smoke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smoking quality of cigarett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ds jasmine；extraction；volatile composition；tabacco flavor 

茉莉花 (Jasminum sambac Ait)属木樨科茉莉 

花属，原产于印度和阿拉伯一带川。目前我国大面 

积栽培茉莉花的主要有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 

我国栽培茉莉花面积居世界之界，约占全球种植面 

积的2／3 。是一种兼观赏与经济价值于一体的香花 

植物。通常采用石油醚浸提鲜花制取浸膏，得膏率 

0．25％一0．35％。浸膏通常呈蜡脂状的固体，具有清 

香的茉莉香气；用乙醇萃取浸膏制取净油 ，得油率 

40％～55％。净油通常是具有优美茉莉香气的红棕色 

液体。精油是采用蒸气蒸馏法从茉莉的花中提取，为 

色谱一紫外检测法对黑莓种子中维生素E的含量进行测 

定，具有简便、高效、结果准确、重复陛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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