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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壳色素化学性质及结构的初步研究

李永祥 1，詹少华 2，樊洪泓 1，蔡永萍 1 ,*，林 毅 1

(1.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 皖西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安徽 六安      237012)

摘   要：以板栗壳为材料，首先优化了板栗壳色素的纯化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纯化色素的化学性质、紫外 -
可见光谱及红外光谱。硅胶柱层析表明，优化的色素纯化方法简便有效。紫外 - 可见光谱分析表明：(1)色素甲醇

溶液在紫外光区有两个明显的吸收峰，分别在 218nm 和 264nm 附近；(2)pH3.0、4.0 条件下，紫外光区在 218nm 和

264nm 附近有明显的吸收峰，可见光区在 480nm 附近有小的吸收峰；(3)pH5.0、6.0 条件下，紫外光区在 218nm 和

272nm 附近有明显的吸收峰，可见光区在 510nm 附近有小的吸收峰，中性及碱性条件下的光谱也具有相同特点。红

外光谱分析表明，色素的主要吸收波数为 3400、3145、3043、1715、1630、1400、1036 和 620cm-1。结合色

素的化学性质鉴定，初步推断板栗壳色素含有苯环及酚羟基，而不具有典型黄酮类色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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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optimized the purification method of pigment from chestnut shells, and then analyzed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ultraviolet (UV) spectrum and infrared (IR) spectrum. The results of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

phy indicated that the new method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The UV spectrum analysis showed that: (1) In methanol

solution, there are strong absorption peaks near 218 nm and weak absorption peak near 264 nm. (2) In pH 3.0 or 4.0

NaOH-HCl solution, there are apparent absorption peaks near 218 nm and 264 nm and small absorption peak near 480 nm.

(3) In pH 5.0 or 6.0 NaOH-HCl solution, there are apparent absorption peaks near 218 nm and 272 nm and small

absorption peak near 510 nm, so does the UV spectrum in alkaline solution. IR spectrum revealed that the main absorption

wave numbers of the pigment are 3400, 3145, 3043, 1715, 1630, 1400, 1036 and 620 cm-1.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hemical property analysis, it was concluded preliminarily that there are benzene ring and phenolic hydroxyl , but no

tipical flavonoids structure existing in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pi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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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分为天然色素和合成色素，天然色素是指

来源于天然资源的食用色素，而天然植物色素是天然色

素的主要部分[1]。植物色素按照化学结构，可分为类胡

萝卜素(多烯色素)类、黄酮类、四吡咯类、醌类、酚

类及其他类[1-2]，而不同色素之间化学结构的差异又决定

了其功能的多样性。近年来，随着食品工业发展和人

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天然色素具有的诸多优点，开发

新的天然色素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4]。板栗壳色素是从板

栗果皮中提取的一种天然色素，近年来研究较多[5-6]，但

大多数只研究了色素的提取方法及性质，有研究认为板

栗壳色素属于黄酮类色素[7-8]，但证据并不十分充分。本

实验首先优化板栗壳色素的提取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

纯化色素的化学性质、紫外 - 可见光谱及红外光谱，以

期为明确板栗壳色素化学结构提供实验证据。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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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试剂

成熟安徽油栗(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剥取

板栗壳，6 0 ℃烘干，磨粉备用。

无水乙醇、浓盐酸、浓硫酸、三氯甲烷、乙酸

乙酯、锌粉、镁粉、乙酸镁、三氯化铝、氢氧化钠、

铁氰化钾、香草醛、N a C l、K C l、C a C l 2、M g C l 2、

ZnSO4、NiCl2、AlCl3、CuCl2、FeCl3、Pb(CH3COO)2、

MnCl2 和 EDTA-Na2 等均为分析纯；甲醇为色谱纯；柱

层析用硅胶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TDL-60B 台式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HH-
S 恒温水浴锅    江苏国胜实验仪器厂；BS 210S 分析天

平、酸度计    北京赛多利斯有限公司；GZX-9140MBE
数显不锈钢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

备厂；TU-1800SPC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公司；NEXUS-870 红外光谱仪    美国尼高力

仪器公司。

1.3 方法

1.3.1 板栗壳色素纯化方法的优化

板栗壳色素的提取按照詹少华等的方法[10]，略加修

改 。

色素的萃取：向分液漏斗中按照 1:1:1 的体积比分别

加入三氯甲烷、乙酸乙酯和色素粗提液进行色素的萃

取。重复三次。

色素的纯化：向 10ml 离心管中加入萃取后的色素溶

液 8ml，然后滴加 1mol/L HCl，并注意观察，发现色

素溶液变混浊时停止滴加 HCl，放入 4℃冰箱充分沉淀

色素 1h，5000r/min 离心，取沉淀加 1mol/L NaOH 至沉

淀刚好溶解。重复酸沉 2 次。将溶解的色素溶液滴加

1mol/L HCl 调节 pH 至中性，然后加无水乙醇，边加边

摇动离心管，发现离心管内色素溶液变浑浊时即停止加

无水乙醇，将其放置于 4 ℃冰箱中进行充分醇沉 1 h ，

5000r/min 离心，取沉淀加蒸馏水至色素刚好溶解。重

复醇沉 1 次。

纯化色素的硅胶柱层析：选用 1cm × 50cm 层析柱，

60～100 目硅胶，湿法装柱，柱高 20cm。洗脱前先用

相应的洗脱液平衡过夜。加 0 .5ml 上述纯化色素溶液，

分别用双蒸水、1% NaOH 和 30% 乙醇进行洗脱。每 2min
收集一管，调节 pH10.0，定容至相同体积，510nm 波

长处测定吸光度。

1.3.2 色素的化学性质

不同金属离子对色素稳定性的影响：分别配制浓度

为 0.01mol/L 的 NaCl、KCl、CaCl2、MgCl2、ZnSO4、

NiCl2、AlCl3、CuCl2、FeCl3、Pb(CH3COO)2、MnCl2

和 EDTA-Na 2 盐溶液。取 12 支试管，各试管分别加入

上述新鲜配制的盐溶液 5ml，然后在 12 支试管中分别加

入 10% 色素溶液 40μl，充分摇匀并观察现象。

色素的化学性质鉴定参照文献[11]和[12]进行。

锌粉、镁粉反应：纯化色素的甲醇溶液加入锌粉

或者镁粉，滴加浓盐酸，观察颜色变化。

乙酸镁、三氯化铝荧光反应：纯化色素的乙醇溶

液滴加在滤纸上，干燥后喷 1% 的乙酸镁或 1% 三氯化

铝乙醇液，烘干后紫外灯下观察是否具有荧光。

三氯化铁反应：色素水溶液中滴加 2% 三氯化铁，

观察现象。

三氯化铁 - 铁氰化钾反应：配制 2% 三氯化铁和 2%
铁氰化钾溶液，使用时按照 15 : 1 体积混合。色素水溶

液中滴加三氯化铁 - 铁氰化钾试剂，观察现象。

氢氧化钠 - 盐酸反应：向色素水溶液中滴加 1% 氢

氧化钠溶液至碱性，观察颜色变化；向上述碱性色素溶

液中滴加 1 % 盐酸至酸性，观察颜色变化。

香草醛 - 盐酸反应：5% 香草醛(甲醇)- 浓盐酸按 5:1
体积配比配制。使用时取 5ml 试剂，滴加色素溶液，观

察现象。

乙酸镁反应：配制 1% 乙酸镁甲醇溶液，使用时取

5 m l 试剂于试管中，滴加色素溶液，观察现象。

1.3.3 色素的可见 - 紫外光谱特性

色素甲醇溶液的光谱测定：配制质量分数为 0.01%
纯化色素的甲醇溶液，以甲醇为对照，于 TU-1800SPC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在波长 200～800nm 扫描。

不同 pH 值条件下色素的光谱测定：先配制 1mol/L
的 NaOH 和 1mol/L 的 HCl，然后按照不同的体积比配制

pH 值为 3 至 12 的溶液各 5ml，分别加入 10 支试管中，

在上述各支试管中加入 20% 色素溶液 20μl，充分摇匀，

于波长范围 200～800nm 扫描吸收光谱。

1.3.4 板栗壳色素的红外光谱测定

样品制备：取纯化色素，6 0℃减压烘干，K B r 压
片，进行红外光谱扫描。

2 结果与分析

2.1 色素纯化方法的优化

由于三氯甲烷密度大于色素水溶液，乙酸乙酯密度

小于色素水溶液，用三氯甲烷和乙酸乙酯同时对色素进

行萃取时，三氯甲烷处于底层，色素水溶液处于中层，

而乙酸乙酯处于上层。此种萃取方法可以减少萃取时

间，提高萃取效率。

酸沉色素效率高，但沉淀的色素溶解性不理想；

醇沉法较浪费试剂，但色素溶解性好。在进行色素纯

化方法的设计时酸沉和醇沉相结合，先酸沉 3 次，再醇

沉 2 次，6 0℃减压烘干后，加双蒸水后，色素溶解性

良 好 。

采用三种洗脱剂对上述纯化色素进行硅胶柱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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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纯化效果。如图 1 所示，三种洗脱剂洗脱后均得到

一个明显的洗脱峰，表明改良的色素纯化方法简便有效。

图1   纯化色素硅胶柱层析

Fig.1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m of pi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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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色素的化学性质

酚类化合物的一个特点是与金属离子发生络合，生

成沉淀[11]。从表 1 可见，所有参试二价和三价金属离子

均与色素发生反应生成沉淀，证明色素为酚类化合物。

如表 2 所示，纯化色素的锌粉、镁粉反应无新颜

色出现；乙酸镁、三氯化铝荧光反应无荧光出现，表

明板栗壳色素不具有典型黄酮类色素结构。三氯化铁、

三氯化铁 - 铁氰化钾反应的实验结果表明该色素含有酚羟

基。氢氧化钠 - 盐酸反应类似 Borntrager 阳性反应，但

乙酸镁反应无新颜色出现，表明该色素不具有典型蒽醌

类色素的结构。香草醛 - 盐酸反应无新颜色出现表明该

色素不具有间苯二酚结构。

金属离子 Na+ K+ Ca2+ Mg2+ Zn2+ Ni2+ Cu2+ Al3+ Fe3+ Pb2+ Mn2+ EDTA-Na2

现象 无沉淀 无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墨绿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无沉淀

表 1   不同金属离子对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etal ions on stability of pigment

化学反应类型 现象

锌粉、镁粉反应 无颜色变化

乙酸镁、三氯化铝荧光反应 无荧光

三氯化铁反应 草绿色颜色出现及沉淀生成

三氯化铁 -铁氰化钾反应 有新颜色出现

氢氧化钠 -盐酸反应 Borntrager阳性反应

香草醛 -盐酸反应 无新颜色出现

乙酸镁反应 无新颜色出现，有沉淀出现

表 2   色素的化学性质鉴定

Table 2   Chemical property analysis of pigment

2.3 色素的紫外 - 可见光谱测定

从图 2 可见，色素甲醇溶液在紫外光区有两个明显

的吸收峰，分别在波长 218nm 和 264nm 附近，在此可

以解释为色素分子的 K 带和 B 带吸收。由色素甲醇溶液

的吸收光谱图初步推测色素分子化学结构含有苯环。一

般认为，典型黄酮类化合物在波长 240～400nm 内有两

个吸收带 [ 1 3 ]，而板栗壳色素光谱不具有这一特点，结

合色素化学性质鉴定，推测本色素不具有典型黄酮类色

素的结构。

图2   色素甲醇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Fig.2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of pigment in methano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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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H3.0、4.0条件下色素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Fig.3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pigment under pH 3.0 and 4.0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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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色素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的紫外 - 可见光谱特性

(图 3～5)，可见：(1)在 pH3.0、4.0 条件下，色素在紫

外光区有两个明显的吸收峰，分别在 218 和 264nm 附近，

可见光区在 480nm 附近有一个小的吸收峰；在 pH5.0、
6.0 时，紫外光区吸收峰在 218nm 和 272nm 附近，可见

光区在 510nm 附近有小的吸收峰；(2)中性及碱性条件下

(pH7.0、8.0、9.0、10.0、11.0 和 12.0)，色素紫外光

区吸收峰在 218nm 和 272nm 附近，可见光区在 510nm 附

近有吸收峰。色素溶液由酸性变为碱性时，紫外光区

和可见光区的两个吸收峰发生红移，且色素溶液颜色在

酸性和碱性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可以解释为酚羟基氧

化为羰基的结果。

图4   pH5.0、6.0条件下色素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Fig.4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pigment under pH 5.0 and 6.0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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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碱性条件下色素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Fig.5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pigment in alkaline solution

3
2.5

2
1.5

1
0.5

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18nm

吸
光
度

波长(nm)

272nm

510nm

2.4 板栗壳纯化色素的红外光谱测定

从图 6 可见，板栗壳色素的主要吸收波数有 3400、
3145、3043、1715、1630、1400、1036 和 620cm-1。

其中 3400cm-1 为 O-H 伸缩振动；3145 和 3043cm-1 为不饱

和 C-H 键伸缩振动；1715 和 1624cm-1 为 C=O 伸缩振动；

1036cm-1 为 C-O 键伸缩振动。

图6   板栗壳色素的红外光谱

Fig.6     IR spectrum of pi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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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实验首先优化了板栗壳色素的提取、纯化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色素的化学性质，紫外 - 可见吸收

光谱及红外光谱，得出以下结论：(1)优化的板栗壳色素

提取方法，经硅胶柱层析检验，三种洗脱条件下均呈

单峰，表明色素纯度较高，且方法简便有效；( 2 )色素

的化学性质实验表明，色素为酚类化合物，而不具有

典型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3)色素甲醇溶液的紫外 - 可
见吸收光谱在波长 240～400nm 内没有明显的两个吸收

带，表明其不具有黄酮类化合物的特征；(4)红外光谱分

析分析表明，纯化色素的主要吸收波数有 3400、3145、
3043、1715、1630、1400、1036 和 620cm-1。

综合分析(2 )、(3 )、(4 )的实验结果，认为板栗壳色

素为含有苯环及酚羟基的酚类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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