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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类黄酮含量及其采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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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 6 种主要类黄酮化合物的分布及含量，以及果皮采后类黄酮含量的变化。通

过快速液相色谱法测定宫川温州蜜柑、衢州椪柑、哈姆林甜橙、常山胡柚和蕉柑果皮中橙皮苷、柚皮苷、新橙

皮苷、川皮素、橙黄酮、橘皮素的含量以及椪柑果实采后不同时期果皮中总黄酮含量。结果表明：5 种柑橘果

皮中，常山胡柚果皮中 6 种总黄酮总量最高，其主要类黄酮成分为柚皮苷和新橙皮柑；宫川温州蜜柑和哈姆林甜

橙果皮中主要为橙皮苷；衢州椪柑和蕉柑果皮中则主要为橙皮苷和川皮素；衢州椪柑采后随着果皮中叶绿素的降低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增加，果皮中总黄酮含量前期呈上升趋势，至 15d 后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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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yagawa Wase’ satsuma mandarin (Citrus unshiu Marc.), Quzhou ponkan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cv.

Ponkan), ‘Hamlin’ orange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Changshanhuyou tangelo (Citrus paradisi cv.Changshanhuyou) and

tonkan (Citrus tankan Hayata) peels were compared for differences in respective and total contents of 6 main flavonoid compounds

such as naringin, hesperidin, neohesperidin, nobiletin, tangeretin and sinensetin determined by rapid reso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Meanwhile, content changes of chlorophyll, carotenoids and 6 main flavonoid compounds in Quzhou ponkan

peel were measured during postharvest storag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5 species of citrus, Changshanhuyou tangelo peel

revealed the highest total content of 6 main flavonoid compounds and naringin and neohesperidin were predominant flavonoid

compounds in it. The predominant flavonoid compound in both ‘Miyagawa Wase’ satsuma mandarin and ‘Hamlin’

orange peels was hesperidin. Quzhou ponkan and tonkan peels both mainly contained hesperidin and nobiletin. There were a

decrease of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an increase of carotenoid content in Quzhou ponkan peel during postharvest storage. The

respective contents of 6 flavonoid compounds all exhibited an obvious increase followed by a slight decrease after 15 days of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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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是我国的主要水果之一，也是常用中药资源之

一，其全身是宝，均可入药。经研究发现柑橘果皮中

类黄酮类物质具有抗肿瘤以及保护心脑血管等多种保健

和医疗功能[1 -5 ]。

柑橘果皮中的主要黄酮类成分为黄烷酮类的柚皮

苷、橙皮苷、新橙皮苷，另外还含有少量的多甲氧基

黄酮，如川皮素、橘皮素、橙黄酮等，其中多甲氧

基黄酮含量虽少，却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1]。目前对柑

橘果皮黄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柚皮苷、橙皮苷上[6-7]，对

于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主要黄烷酮类和多甲氧基黄酮含

量综合研究还鲜有报道，对于果实采后类黄酮含量的变

化及其机理也少有研究。本实验通过对不同品种的柑橘

果皮中柚皮苷、橙皮苷、新橙皮苷、川陈皮素、橘

皮素、橙黄酮进行分析测定，研究不同品种柑橘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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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类黄酮化合物的分布和差异，以及采后椪柑果皮

中类黄酮化合物含量的变化，为柑橘果皮质量评价以及

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宫川温州蜜柑(Citrus unshu)、哈姆林甜橙(Citrus
s inens i s )、衢州椪柑(Ci trus  re t i cu la ta )、常山胡柚

(Citrus paradisi)、蕉柑(Citrus reticulata)。其中宫川

温州蜜柑和哈姆林甜橙 2006 年 10～11 月采自浙江台州；

衢州椪柑、常山胡柚于 2006 年 11 月采自浙江衢州，蕉

柑于 2006 年 12 月采自福建东山县。

橙皮苷、柚皮苷、新橙皮苷、川皮素、橙黄酮、

橘皮素(纯度均为 98%)    美国 Ameritech 公司；无水乙醇

杭州双林化工厂；乙腈(色谱纯)    德国默克公司。

ASE300 加速溶剂萃取仪、Ultimate 3000 液相色谱

仪(配有 PDA 检测器)    美国戴安公司。

1.2 方法

1.2.1 样品处理

宫川温州蜜柑、哈姆林甜橙、衢州椪柑、常山胡

柚于采后当天运抵实验室取样分析，蕉柑于采后第 3 天

运抵实验室取样分析。衢州椪柑采收当天运抵实验室

后，经挑选取大小均匀，成熟度相对一致的果实于 20℃
贮藏，并于采后 0 、5 、1 0 、1 5 、2 0 、3 0 、4 0 d 分

别取样分析。每次取 3 个重复，每个重复取 10 个果实。

将柑橘果皮全部混合磨细，于－ 20℃贮存备用。每

个品种 3 个重复，每个重复取 1 0 个果实。

1.2.2 果实中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 8 ]测定果皮中橙皮苷、柚皮

苷、新橙皮苷、川皮素、橙黄酮、橘皮素的含量。

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称取制备好的样品 2.5g，加 5.0g 硅藻土搅拌混匀

后，放入 34mL 加速溶剂萃取仪萃取池中，仪器条件为

压力 1500ps i、提取液体积分数 80% 乙醇、提取温度

70℃、提取时间 10min。提取完毕后定容至 50mL，过

0.45μm 滤膜后上液相色谱仪测定，外标法[8]定量。

1.2.3 果皮中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总量的测定

果皮中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总量的测定按朱广廉

等 [ 9 ]的方法进行，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 6 种类黄酮总含量的分析

由图 1 可以看出，不同品种的柑橘果皮中 6 种黄酮的

总量也不同，其中常山胡柚果皮中黄酮总含量最高，然后

依次为衢州椪柑、蕉柑、宫川温州蜜柑和哈姆林甜橙。

图1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6种类黄酮化合物的总量

Fig.1   Total contents of 6 flavonoid compounds in various species
of citrus p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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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 3种黄烷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均含有柚皮

苷、橙皮苷、新橙皮苷 3 种黄烷酮类化合物，但不同

品种的主要黄烷酮类化合物种类有所差异，其中宫川温

州蜜柑、衢州椪柑、蕉柑和哈姆林甜橙中主要为橙皮

苷，常山胡柚中主要为柚皮苷和新橙皮苷。3 种黄烷酮

总含量以常山胡柚果皮中最高，其次为宫川温州蜜柑、

哈姆林甜橙、衢州椪柑和蕉柑，其中哈姆林甜橙、衢

州椪柑和蕉柑中黄烷酮类化合物含量无显著差异。

2.3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 3 种聚甲氧基类黄酮化合物的

含量分析

品种
                           黄烷酮类化合物含量/(mg/g)

柚皮苷 橙皮苷 新橙皮苷 总含量

宫川温州蜜柑 0.0106 ± 0.0006 6.6885 ± 0.09313 0.0087 ± 0.0004 6.7078 ± 0.1138
衢州椪柑 0.0161 ± 0.0014 5.0489 ± 0.1891 0.0061 ± 0.0005 5.0711 ± 0.2305
蕉柑 0.0153 ± 0.0013 4.7076 ± 0.1751 0.0075 ± 0.0006 4.7304 ± 0.2161

常山胡柚 5.9678 ± 0.1312 0.0452 ± 0.0027 2.7851 ± 0.06961 8.7981 ± 0.2460
哈姆林甜橙 0.0108 ± 0.0003 5.1243 ± 0.1553 0.0076 ± 0.0003 5.1427 ± 0.1901

表1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柚皮苷、橙皮苷和新橙皮苷的含量(x ± s)
Table 1   Contents of naringin, hesperidin and neohesperidin in

various species of citrus peel (x ± s)

品种
                  聚甲氧基类黄酮化合物的含量/(mg/g)

川皮素 橘皮素 橙黄酮 总含量

宫川温州蜜柑 0.1198 ± 0.0039 0.0648 ± 0.0023 0.0089 ± 0.0005 0.1935 ± 0.0056
衢州椪柑 2.2865 ± 0.06751 0.8755 ± 0.0183 0.2507 ± 0.0079 3.4127 ± 0.0566
蕉柑 2.1985 ± 0.05291 0.5043 ± 0.0161 0.1378 ± 0.0026 2.8406 ± 0.0522

常山胡柚 0.0653 ± 0.0021 0.0265 ± 0.0017 0.0059 ± 0.00045 0.0977 ± 0.0009
哈姆林甜橙 0.2538 ± 0.0078 0.0328 ± 0.0007 0.0095 ± 0.00031 0.2961 ± 0.0096

表2   不同品种柑橘果皮中川皮素、桔皮素和橙黄酮的含量(x ± s)
Table 2   Contents of nobiletin, tangeretin and sinensetin in

various species of citrus peel (x ± s)

由表 2 可以看出，衢州椪柑和蕉柑果皮中的聚甲氧基

类黄酮化合物含量较多，分别为 3.4127、2.8406mg/g，而

宫川温州蜜柑、常山胡柚和哈姆林甜橙中的 3 种聚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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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类黄酮化合物含量较少，尤其是常山胡柚果皮中，川

皮素、橘皮素和橙黄酮总含量仅为 0.0977mg/g。在 5 种

柑橘果皮中川皮素、橘皮素和橙黄酮含量均为川皮素＞

橘皮素＞橙黄酮。

2.4 椪柑采后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的变化

由图 2 、3 可以看出，衢州椪柑果实采后，果皮

叶绿素总量不断下降，类胡萝卜素总量不断升高，至

采后 15d 后变化趋于平缓，果皮中 6 种黄酮类化合物含

量 1 5 d 前均呈上升趋势，之后有所下降。

3 结  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黄酮类化合物的成分和含量在不

同品种柑橘果实中的分布情况有较为显著的差别，这与

庞瑞等[6]在其他柑橘品种中的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在

5 个柑橘品种中，常山胡柚果皮中 6 种黄酮类化合物的

总含量最高，并主要以柚皮苷和新橙皮苷为主，占 6 种

类黄酮化合物总含量的 98.4%；宫川温州蜜柑和哈姆林

甜橙果皮中主要以橙皮苷为主，分别占 6 种黄酮化合物

总含量的 96.9% 和 94.2%；而衢州椪柑和蕉柑果皮则主要

以橙皮苷和川皮素为主，分别占 6 种黄酮化合物的 86.5%
和 91.2%。椪柑和蕉柑中 6 种黄酮化合物含量分布相一

致，均为橙皮苷>川皮素>橘皮素>橙黄酮>柚皮苷>新橙

皮苷。由于椪柑和蕉柑果皮含有较多的聚甲氧基类黄酮

化合物，而聚甲氧基类黄酮化合物又具有抗肿瘤等重要

生理功能[1]，因此具有较高的综合利用价值。根据以上

结果还可以对不同品种的柑橘果皮进行不同深加工，如

从胡柚果皮中提取柚皮苷和新橙皮苷，从椪柑和蕉柑果

皮中提取橙皮苷和川皮素。

衢州椪柑果实采后叶绿素含量下降，胡萝卜素含量

不断上升，至采后 15d，二者变化趋于平缓；6 种黄酮

总含量也呈上升趋势，至 15d 后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果

实的次生代谢有关，其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上

结果也说明椪柑果皮的质量在果皮完全变黄的初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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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衢州椪柑采后果皮中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化

Fig 2   Content changes of chlrorophyll and carotenoid in Quzhou
ponkan p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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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衢州椪柑采后果皮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变化

Fig.3   Content changes of 6 flavonoid compounds in Quzhou
ponkan fruit pe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