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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和黄瓤西瓜中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组成比较

惠伯棣 1，李 京 2

(1.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3；2.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037)

摘   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红瓤和黄瓤西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组成。在实验中，首先应用紫外 - 可见光谱法

方法对红瓤和黄瓤西瓜果肉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进行测定。然后分别应用 C18-HPLC 和 C30-HPLC 对其中的类胡萝

卜素及其异构体组成进行测定。UV-VIS 测定结果表明：黄瓤与红瓤西瓜果肉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分别为：0.
3432mg/g 干重和 0.1167mg/g 干重。C18-HPLC 和 C30-HPLC 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在类胡萝卜素组成上存在巨大差异。

红瓤西瓜果肉中主要的类胡萝卜素为番茄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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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the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comparisons of carotenoid between red-flesh watermelon and

yellow-flesh watermelon. In practice, the carotenoids concents of the two kinds of watermelon were determined using ultraviolet-

visible spectrometry (UV-VIS). Their carotenoid composition was then assessed with C18- and C30-HPLC. The UV-VIS

detection showed that the carotenoids concents of the two kinds of watermelon are 0.3432 mg/g dw and 0.1167mg/g dw,

respectively. The data from C18- and C30-HPLC assessment suggested that the carotenoid compositions of the two kinds of

watermelon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major carotenoid of red-flesh watermelon is lycop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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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是我国消费者最喜爱的果品之一，含水量高达

94%，在所有果品中汁的含量位居前列。西瓜同时具有

独特的营养成分和公认的健康效果，因此备受关注。

类胡萝卜素是一类天然产物，在自然界有 7 0 0 多

种。其中的一些已被鉴定和证实具有防治疾病功能。西

瓜果肉细胞中存在着完整的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系统。

这一系统可从 C6 前体合成 C40 类胡萝卜素分子。类胡

萝卜素是西瓜果肉中主要的着色物质[1-2]。

西瓜有红瓤和黄瓤之分。对于二者的营养功能，

已有过研究和比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二者类胡

萝卜素的含量和组成，证明二者的不同，为进一步研

究开辟更广阔的领域。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西瓜果实    北京本地超市。黄瓤的品种为超小凤；

红瓤的品种为京欣一号。

萃取用丙酮、正己烷、乙醚均为分析纯试剂    北
京化工厂；用于 H P L C 分析的乙腈、甲醇、甲基叔丁

基醚(MTBE)、乙酸乙酯均为色谱纯试剂    迪马公司

(Dikma Technologies)。
1.2 仪器与设备

C18柱DiamonsilTM(5μm, 4.6mm × 25cm)、C30柱(YMC
Carotenoid S-5)、HPLC(Waters 1575 溶剂输送系统，

PDA-2996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Waters 公司；分光光度

计(SHIMADZU MultiSpec-1501)。
1.3 方法

1.3.1 西瓜果肉中番茄红素的萃取和含水量测定

从两种西瓜瓜瓤中心无籽部位各取两块 5g 重的果

肉。选其中的一块于研钵中加少 4ml 丙酮和 1g 石英砂研

磨，用滴管收集上清液。重复研磨萃取，直至瓜瓤残

渣为无色。合并上清液，用丙酮定容至 25ml。UV-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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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条件：见 1 . 3 . 3。组分鉴定：I .番茄红素；I I .β- 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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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红瓤西瓜萃取物的C18-HPLC色谱图

Fig.1   C18-HPLC chromatogram of red-flesh watermelon extract

图2   红瓤西瓜果肉中的类胡萝卜素组成

Fig.2    Carotenoid composition of red-flesh water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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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西瓜中番茄红素含量。再向溶液中加入正己烷和

乙醚(1 :1 ,  V/V)的混合溶液 2ml，振荡，混匀，分相，

收集上相，用于 HPLC 检测。将每种西瓜的另一块果肉

至于培养皿中，在 7 0℃下烘至恒重，计算其含水量。

1.3.2 西瓜果肉中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测定

测量西瓜果肉丙酮萃取液在 480nm 处的吸光度，并

根据下面公式计算其中总类胡萝卜素的含量[1]。

              A × y
 x=———————×100                                        (1)
               A1cm

式中，X 为样品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g )；Y 为

样品溶液的体积( m l )；A 为样品在 4 8 0 n m 处的吸光

度；A1cm 为吸光系数，定义为在 1cm 光程长的比色杯中

1%(W/V)浓度溶质的理论吸收值，在此采用值为ε =2500。

1.3.3 C18-HPLC 法分析西瓜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的组成

首先采用 C18-HPLC 测定西瓜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的组

成。HPLC 条件：色谱柱：DiamonsilTM(5μm, 4.6mm ×

25cm)；流动相 A：乙腈 - 水(9 :1，V/V)；流动相 B：

乙酸乙酯；线性梯度洗脱：B在 15min内由 0增加至 100%
(V/V)；15～20min 内 B 保持在 100%；流速：1.0ml/min；
检测波长：450nm；PDA 光谱收集范围 260～600nm；

进样量：2 0μl 。
参照文献[3]～[6]，根据各组分的色谱行为(如：保

留时间)和光谱特征(如：最大吸收波长)对各组分定性。

根据色谱图中各组分的相对峰面积，由以下公式计算各

组分的含量：

 y=(A/B)x                                                                          (2)
式中，Y 为样品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克)；A 为

黄瓤西瓜番茄红素色谱峰面积；B 为红瓤西瓜番茄红素

色谱峰面积；X 为红瓤西瓜番茄红素含量。

1.3.4 C30-HPLC 法分析西瓜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的组成

鉴于 C 18-HPLC 法的局限性，在本项研究中，C 30-
HPLC 法也被用来测定西瓜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的组成。

C30-HPLC 条件：色谱柱：YMC Carotenoid S-5(4.6 ×

250mm)；流动相 A：乙腈 - 甲醇(3:1, V/V)；流动相 B：

甲基叔丁基醚(MTBE)；流动相 A 与 B 中分别加入 0.05%
(V/V)的三乙胺；线性梯度洗脱：B 在 8min 内由 0 增加

至 55%(V/V)；8～35min 内 B 维持 55%(V/V)；流速：

1.0ml/min；检测波长：475nm；PDA 光谱收集范围 260～
7 0 0 n m；进样量：2 0μl。

参照文献[7]～[10]，根据各组分的色谱行为(如：保

留时间)和光谱特征(如：最大吸收波长)对各组分定性。

根据色谱图中各组分的相对峰面积，由公式(2)计算各组

分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西瓜果肉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

红瓤瓜瓜瓤中心无籽部位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为

0.3432mg/g 干重。黄瓤瓜瓜瓤中心无籽部位的总类胡萝

卜素含量为 0.1167mg/g 干重。

根据已有的植物生理方面的知识，我们有理由相

信：西瓜中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可随个体生长条件而

异。同时，在一个个体中，向阳部分果肉中总类胡萝

卜素含量与向地部分的亦有明显差异。因此，本研究

中所得结果并不能准确代表二者的遗传差异。但是，可

以作为相对衡量与比较的指标。

2.2 不同西瓜果肉中的类胡萝卜素组成

图 1 为红瓤瓜萃取物的 C 18-HPLC 色谱图。其中，

峰 I 为番茄红素；峰 II 为β - 胡萝卜素。从图 1 可以看

出，番茄红素为红瓤西瓜的主要类胡萝卜素，占到总

类胡萝卜素组成的 94.7%，其余 5.3% 为β - 胡萝卜素(图
2)。组分 I 和 I I 的电子吸收光谱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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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组分Ⅰ和Ⅱ的电子吸收光谱图

Fig.3   Electronic absorption spectra of fraction Ⅰ and Ⅱ of red-
flesh watermelon

a.组分 I 的电子吸收光谱图；b.组分 II 的
电子吸收光谱图。溶剂：H P L C 流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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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条件：见 1 .3 .3。组分鉴定：I .叶黄素；

II.番茄红素；III.非极性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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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黄瓤西瓜萃取物的C18-HPLC色谱图

Fig.4   C18-HPLC chromatogram of yellow-flesh watermelon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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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的异戊二烯支路途径

Fig.7     Pathway of carotenoid biosynthesis

               3,5- 二羟基 -3- 甲基戊酸 (MVA, C6)
                   

初始阶段
        其他类异戊二烯化合物，如：

                           甾醇类、萜烯类、角鲨烯等。

              拢牛儿拢牛儿焦磷酸 (GGDP, C20)

八氢番茄红素的形成
           其他类异戊二烯化合物，如：

                                        萜烯类、叶绿素、蒽醌(辅酶 Q)等。

                  八氢番茄红素 (Phytoene, 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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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胡萝卜素 (b-Carotene, C40)
氧化(羟基化或酮基化)
                    叶黄素 (Xanthophylls, C40)

→

→

a.组分 I 的电子吸收光谱图；b.组分 II 的电

子吸收光谱图。溶剂：H P L C 流动相。

图6   组分Ⅰ和Ⅱ的电子吸收光谱图。

Fig.6   Electronic absorption spectra of fraction Ⅰ and Ⅱ of
yellow-flesh watermelon

黄瓤西瓜果肉萃取物的 C18-HPLC 色谱图见图 4。图

4 显示：黄瓤西瓜果肉萃取物中含有较多种类的类胡萝

卜素，可以鉴定出的化合物包括：叶黄素(组分 I )、番

茄红素(组分 II)及其他弱极性类胡萝卜素(组分 III)。其中

番茄红素的比例比红瓤西瓜明显减少，已经不是其中主

要的类胡萝卜素类物质了，只占总类胡萝卜素类物质的

12.16%(图 5)。图 6 为组分 I 和 II 的电子吸收光谱图。

在西瓜果肉细胞中存在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合成系

统。类胡萝卜素在细胞内的生物合成沿次生代谢产物合

成中的异戊二烯代谢途径进行 [ 1 1 ]，见图 7。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红瓤西瓜果肉细胞含有丰富的

八氢番茄红素去饱和酶，而缺少β - 胡萝卜素环化酶。

从而使代谢途径停留在番茄红素阶段，很少向β- 胡萝

卜素进行转化。相比之下，黄瓤西瓜果肉细胞中类胡

萝卜素生物合成的情况较红瓤西瓜复杂。图 4 表明，黄

瓤西瓜果肉细胞中番茄红素环化酶和氧化酶较活跃，从

而使β - 胡萝卜素和叶黄素比例有所上升[11]。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采用 C30-HPLC，对西瓜果实

萃取物进行分析。

由图 8 可以看出，红瓤西瓜中的番茄红素主要为反

式异构体，仅含有少量的顺式异构体。众所周知，全

反式异构体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结构状态。全反式异构

图5   黄瓤西瓜果肉中的类胡萝卜素组成

Fig.5    Carotenoid composition of yellow-flesh water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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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条件：见 1 .3 .4。组分鉴定：I .β- 胡萝

卜素；II .全反式番茄红素；III .5Z- 番茄红素。

图8   红瓤西瓜果肉萃取物的C30-HPLC色谱图

Fig.8   C30-HPLC chromtogram of red-flesh watermelon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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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条件：见 1 . 3 . 4。组分鉴定：I .全反式番茄红素。

图9   黄瓤西瓜果肉萃取物的C30-HPLC色谱图

Fig.9   C30-HPLC chromatogram of yellow-flesh watermelon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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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子吸收光谱的最大吸收峰在 438nm 的组分；b.电子吸

收光谱的最大吸收峰在 443nm 的组分；c.电子吸收光谱的

最大吸收峰在 448nm 的组分。溶剂：HPLC 流动相。

图10   黄瓤西瓜中具环类胡萝卜素的电子吸收光谱图

Fig.10      Electronic absorption spectra of cyclic carotenoids from
yellow-flesh watermelon

体得到能量后，能级发生跃迁，分子弯曲转化为顺式

异构体。红瓤西瓜果肉中存在的少量顺式异构体与番茄

红素所具有的生物学功能有关。由于 5Z- 番茄红素的电

子吸收光谱特征与全反式番茄红素的一致，故在此未显

示二者的电子吸收光谱。

图 4 表明，C18-HPLC 对黄瓤西瓜果肉萃取物的分离

不够理想。因此，尝试 C 3 0-HPLC 法是十分有意义的。

图 9 为黄瓤西瓜果肉萃取物的 C30-HPLC 色谱图。图中的

组分 I 为全反式番茄红素。

图 9 中在保留时间 6～18min 内出现了多个被分离的

组分。它们的吸附性质与具环的类胡萝卜素(如β- 胡萝

卜素)相似。据此，判断这些组分是一些具有环状结构

的类胡萝卜素分子。

根据其电子吸收光谱，这些组分可分为 3 组：第

一组组分的电子吸收光谱的最大吸收峰在 438nm，见图

1 0 a ；第二组组分的电子吸收光谱的最大吸收峰在

443nm，见图 10b；第三组组分的电子吸收光谱的最大

吸收峰在 448nm，见图 10c。
在考虑黄瓤西瓜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组分的电子吸收

光谱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决定类胡萝卜素光谱

性质的结构特征是共轭双键的发色团。随着这一发色团

碳链长度的增加，成键π - 电子变得更容易被激发到激

发态能级，而产生跃迁所需的能量也比较小，所以分

子的光谱会红移。换言之，随着分子中共轭双键数的

逐渐增加，类胡萝卜素分子的最大吸收波长也显著向长

波方向移动。其次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分子的末端基团。

在ε端基中，环上的双键是孤立的，并不与多烯主链

相共轭。因而在γ,γ- 胡萝卜素与ε,ε胡萝卜素中的发

色团只是简单的中央非环式九烯链。这些化合物的光谱

与非环式九烯类胡萝卜素的相似。如果分子一端上的γ

环或ε环留下了一个共轭的十烯发色团，那么，它的

光谱与非环式十烯化合物的光谱相似。最后，需要考

虑的是分子的末端基团β环。β - 环类胡萝卜素与团上

具有相同数目共轨双键的非环式类胡萝卜素相比，其最

大吸收峰发生了紫移。对于β,ε - 胡萝卜素，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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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胡萝卜素(β,β-Carotene)

图11  高等植物细胞中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途径中环化反应过程示意图

Fig.11    Diagram of cyclization in process of carotenoid biosynthe-
sis of higher plants

链孢红素(Dihydro-ω,ω-Carotene)

α - 玉米胡萝卜素(Dihydro- ε,ω -Carotene)

番茄红素(ψ,ψ-Carotene)

β- 玉米胡萝卜素(Dihydro- β,ψ -Carotene)

ε-胡萝卜素(ε,ε-Carotene)

α-胡萝卜素(β,ε-Carotene)

γ-胡萝卜素(β,ψ-Carotene)δ -胡萝卜素(ε,ψ -Carotene)

环的双键并不构成发色团的组成部分。它是单环的发色

团(β环加上 9 个共轭双键)，其最大吸收峰与具有相同

发色团的单环化合物的相似[1]。
图 11 为高等植物细胞中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途径中

环化反应过程示意图[11]。根据上述的光谱分析结果可以

作如下推测：黄瓤西瓜果肉细胞中有三类具环类胡萝卜

素：(1)双ε端基类胡萝卜素；(2)β,ε端基类胡萝卜素胡

萝卜素；(3)双β端基类胡萝卜素。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

来看，黄瓤西瓜果肉细胞中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过程中

环化酶的活性和种类与红瓤西瓜的明显不同。因此导致

了多种具环类胡萝卜素的形成。

3 结  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黄瓤与红瓤西瓜果肉中的总类

胡萝卜素含量差别明显。二者在类胡萝卜素组成上也存

在显著差异。红瓤西瓜果肉中主要的类胡萝卜素为番茄

红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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