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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及其抗氧化性研究
张福平，郑绵青，吴美娟

(韩山师范学院生物系，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目的：优化提取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的 佳工艺条件并测定其体外抗氧化性。方法：采用L9(3
4)正交试验

法研究从革命菜中提取黄酮类化合物的 佳提取工艺，考察乙醇体积分数、浸提温度、浸提时间及料液比四因素

对提取效率的影响，并测定其体外抗氧化活性。结果：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的 佳提取工艺条件为乙醇体积分数

70%、浸提温度65℃、浸提时间3.5h、料液比1:30(g/mL)。在 佳工艺条件下，测得革命菜中黄酮类物质提取量为

31.88mg/g；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对羟自由基具有明显的清除作用，且随着黄酮质量浓度增加，清除能力增强；对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结论：革命菜黄酮类合物抗氧化活性明显，具有开发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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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traction of fl avonoids from Gynura crepidioides stems and leaves was optimized using an L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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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菜(Gynura crepidioides)又名野茼蒿、安南草

等，为菊科三七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1-2]。革命菜原产

于热带非洲，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海南、江西、湖

南、四川、云南等地，常生于荒地路旁、水沟边或灌丛

中[3]。革命菜风味独特，其嫩茎叶、幼苗，炒食甜滑可

口，味道极美。其营养成分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粗纤维、胡萝卜素、VC等成分 [4]。革命菜全草入药，

其性平，味道甘辛，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茼蒿

“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在《广西本草

选编》也有介绍：革命菜具有健脾消肿，清热解毒，治

感冒发热、痢疾、肠炎、尿路感染、营养不良性水肿、

乳腺炎等功效。近几年，革命菜以其丰富的营养，独特

的药理作用以及菜药兼用的特性博得人们的喜爱。黄酮

类化合物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界分布较广泛的一大类天

然酚性化合物，是一类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天然抗氧化

剂，是药用植物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有关黄酮类化

合物及其抗氧化性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成为研

究和开发利用的热点[5-14]。目前对革命菜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其营养成分分析、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等方面。而有

关于革命菜黄酮类物质含量的测定及抗氧化性方面的研

究，迄今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乙醇浸提法提取革命菜

中的黄酮类化合物，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选 佳提

取工艺条件，并对其抗氧化性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为革

命菜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野生新鲜革命菜植株采集于潮州市社光村路旁。摘

其茎叶洗净，置于6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烘干，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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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0目筛后用一定量石油醚浸泡8h，脱脂去杂，再经抽

滤、干燥，备用。

石油醚(30～60℃)、芦丁、无水乙醇、亚硝酸钠、氢

氧化钠、硝酸铝、硫酸亚铁、30%过氧化氢、5-磺基水杨

酸、抗坏血酸、Tris-HCl缓冲液、邻苯三酚、浓盐酸、磷

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均为分析纯。

FZ-102微型植物试样粉碎机 河北省黄骅市齐家务

振兴电器厂；ESJ 120-4型电子天平 沈阳龙腾电子有限

公司；101-A型数显式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阳光实验

仪器有限公司；HA-8型数显恒温水浴锅 江苏金坛市

亿通电子有限公司；SHZ-D(Ⅲ)型循环水式真空泵 巩

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WFJ 7200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

海尤尼柯仪器有限公司；数控超声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革命菜黄酮含量的测定

1.2.1.1 芦丁标准曲线的绘制

采用硝酸铝-亚硝酸钠溶液分光光度法制作芦丁标准

曲线[12]。硝酸铝-亚硝酸钠溶液作为显色剂，能与黄酮类

化合物生成橙黄色的铝络化物，在510nm波长处有 大

吸收[13]。具体操作如下：准确称取10mg芦丁标样，用体

积分数80%的乙醇溶液溶解并定容至50mL，摇匀后放置

于水浴锅加中热溶解，得质量浓度0.2mg/mL的芦丁标准

溶液，准确移取芦丁标准溶液0.0、2.0、4.0、6.0、8.0、
10.0mL置于25mL容量瓶中，标记。用80%乙醇溶液补

充至12.5mL，加入5%亚硝酸钠溶液0.7mL，摇匀，放置

5min；加入10%硝酸铝溶液0.7mL，摇匀，放置5min；加

入1mol/L氢氧化钠溶液5mL，摇匀，再用80%乙醇溶液稀

释至刻度。10min后以试剂空白为参照物对比，用分光光

度计在波长510nm处进行测定。以芦丁质量浓度为横坐

标，吸光度为纵坐标作图，绘制标准曲线，建立标准曲

线方程：y=11.006x+0.0029，R2=0.9998，芦丁标准溶液在

0～0.08mg/mL的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1.2.1.2 样品黄酮含量的测定  
将抽滤得到的提取液用蒸馏水定容至50mL，再用

移液管准确吸取1mL至25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

至12.5mL。加入5%亚硝酸钠溶液0.7mL，摇匀，放置

5min；加入10%硝酸铝溶液0.7mL，摇匀，放置5min；加

入1mol/L氢氧化钠溶液5mL，摇匀，用蒸馏水稀释至刻

度，10min后在510nm处测定其吸光度。将测得的吸光度

代入标准曲线方程求得提取液中黄酮质量浓度，计算黄

酮类物质提取量：

黄酮类物质提取量/(mg/g)= C× d×V
m

式中：C为提取液中黄酮质量浓度/(mg/mL)；d为稀释

倍数；V为提取液定容体积/mL；m为革命菜粉末质量/g。

1.2.2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条件优化

1.2.2.1 乙醇体积分数的影响

准确称取制备好的革命菜粉末1g若干份，分别用

50%、60%、70%、80%、90%的乙醇溶液，在料液比

1:20，70℃的浸提温度条件下提取2h，趁热抽滤，测提

取液吸光度。考察乙醇体积分数对提取率的影响。

1.2.2.2 浸提温度的影响

准确称取制备好的革命菜粉末1g若干份，用上述

得到的 佳乙醇体积分数，在浸提温度分别为50、55、
60、65、70℃，料液比1:20的条件下浸提2h，趁热抽

滤，测提取液吸光度。考察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1.2.2.3 浸提时间的影响

准确称取制备好的革命菜粉末1g若干份，用上述得

到的 佳乙醇体积分数、 佳浸提温度，在料液比1:20
的条件下分别浸提1.0、1.5、2.0、2.5、3.0、3.5h，趁

热抽滤，测提取液的吸光度。考察浸提时间对提取率的

影响。

1.2.2.4 料液比的影响

准确称取制备好的革命菜粉末1g若干份，用上述

得到的 佳乙醇体积分数、 佳浸提温度及 佳浸提时

间，在料液比分别为1:15、1:20、1:25、1:30、1:35、1:40
的条件下进行提取，趁热抽滤，测提取液的吸光度。考

察料液比对提取率的影响。

1.2.2.5 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以乙醇体积分数、浸提温

度、浸提时间、料液比进行四因素三水平L9(34)正交试

验，研究提取条件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并确定革命菜中

黄酮类化合物的 佳提取工艺条件。

1.2.3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性的实验

1.2.3.1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对羟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参考文献[14]方法测定。A0值的测定：在锥形瓶中

依次依次移取1mmol/L硫酸亚铁2.5mL和3mmol/L双氧水

2.5mL，混合均匀后加入3mmol/L水杨酸2.5mL。在37℃
的恒温水中反应15min后在分光光度计波长510nm处测其

A值，计为A0值；Ax值的测定：取革命菜黄酮粗提液1mL
于100mL容量瓶中，定容。分别取0.1、0.2、0.3、0.4、
0.5mL加入锥形瓶中，加蒸馏水至25mL，摇匀，放置

10min，再测定器吸光度Ax，计算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对

羟自由基的清除率：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 
A0－Ax

A0
×100 

1.2.3.2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
·) 

的抑制率

参考文献[14]方法测定。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的

测定：取两支试管各加入50mmol/L Tris-HCl缓冲溶液

(pH8.2) 4.5mL和蒸馏水4.2mL，混匀后在25℃水浴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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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20min，取出后立即加入预热过的3mmol/L邻苯三酚

0.3mL(空白管用10mmol/L HCl代替邻苯三酚)，迅速摇匀

后倒入比色杯，在420nm波长处测定光吸收值，每隔30s
读数一次，测定3min内每分钟吸光度的变化。加入样品

液后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的测定：以样品管取代自氧化

管。样品管测定时先分别加入0.04%、0.2%、1%、5%、

25%的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液，蒸馏水减少，再加

入邻苯三酚。其余步骤同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的测定。

计算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抑制率：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抑制率/% = 
ΔA0/Δt－ΔA/Δt

ΔA0/Δt ×100

式中：ΔA0/Δt为邻苯三酚自氧化时反应速率；ΔA/Δt
为加入样品液后邻苯三酚自氧化时反应速率，单位均为

吸光度每分钟的增值。

2 结果与分析2 结果与分析

2.1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 佳提取工艺条件的确定

2.1.1 乙醇体积分数单因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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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乙醇体积分数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图 1 乙醇体积分数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Fig.1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

由图1可见，乙醇体积分数70%时，样品提取液的吸

光度 大。在70%之前，测得的吸光度随乙醇体积分数

的增加而缓慢增大；在70%之后，测得的吸光度随乙醇

体积分数的增加反而减小。这是由于提高乙醇体积分数

可以增加提取剂对物料的渗透性，并可以提高黄酮类化

合物的溶解度，从而提高提取率。但随着乙醇体积分数

的继续升高，高浓度乙醇使细胞内的蛋白质凝固，总黄

酮不易析出[6]，故以70%的乙醇体积分数为 佳。

2.1.2 浸提温度单因素试验

由图2可见，在浸提温度60℃时，样品提取液的吸光

度 大。低于60℃时，吸光度随浸提温度的升高先减小

后增大；高于60℃之后，测得的吸光度随浸提温度的升

高反而减小。这是由于温度升高，加快了分子运动的速

度，促进黄酮类化合物的析出；但过高的温度会使蛋白

质及杂质沉淀，影响黄酮类化合物的析出[7]，故以60℃的

浸提温度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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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浸提温度对提取效果的效果图 2 浸提温度对提取效果的效果

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

2.1.3 浸提时间单因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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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浸提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图 3 浸提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Fig.3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

由图3可见，浸提时间3h样品提取液的吸光度 大。

浸提时间小于3h，吸光度随浸提时间的增加先升后降，

在2h处有一个较小的峰值；浸提时间3h时，样品提取液

的吸光度上升 为明显，达到顶峰；3h之后，吸光度缓

慢减小。故以3h浸提时间为 佳。

2.1.4 料液比单因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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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料液比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图 4 料液比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solid/solvent ratio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Fig.4 Effect of solid/solvent ratio on the yield of flavonoids

由图4可见，料液比1:35时，浸提就可以达到比较

好的效果。吸光度随提取剂用量的增加而增大；在料液

比1:35之后，随提取剂用量的增加，吸光度的增加不明

显。原因在于一定比率的料液比已将所含的黄酮类化

合物基本析出，再增加提取剂量也不会明显提高其提取

率，考虑到生产成本，故以1:35的料液比为 佳。

2.1.5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正交试验优化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优化革命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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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因素及水平见表1，试验设计及结

果见表2。

表 1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优化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表 1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优化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 1 Coded values and corresponding actual values of the Table 1 Coded values and corresponding actual values of the 

optimization parameters used in orthogonal array designoptimization parameters used in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水平

因素

A 乙醇
体积分数/%

B 浸提
温度/℃

C 料液比
(g/mL)

D 浸提
时间/h

1 60 55 1:30 2.5
2 70 60 1:35 3.0
3 80 65 1:40 3.5

表 2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优化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表 2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优化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le 2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matrix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Table 2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matrix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

试验号 A B C D 吸光度 黄酮提取量/(mg/g)
1 1 1 1 1 0.207 23.13

2 1 2 2 2 0.210 23.50

3 1 3 3 3 0.252 28.25

4 2 1 2 3 0.238 26.75

5 2 2 3 1 0.233 26.13

6 2 3 1 2 0.278 31.25

7 3 1 3 2 0.223 25.00

8 3 2 1 3 0.252 28.25

9 3 3 2 1 0.269 30.25

K1 0.669 0.668 0.737 0.709
K2 0.749 0.695 0.717 0.711
K3 0.744 0.799 0.708 0.742
k1 0.223 0.223 0.246 0.236
k2 0.250 0.232 0.239 0.237
k3 0.248 0.266 0.236 0.247
R 0.027 0.043 0.010 0.011

影响因素 B＞A＞D＞C
优条件 A2B3C1D3

由表2可知，各因素对黄酮提取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B浸提温度＞A乙醇体积分数＞D浸提时间＞C料液比。可

得 佳提取工艺条件为A2B3C1D3，即乙醇体积分数70%、

浸提温度65℃、料液比1:30、浸提时间3.5h。
2.2 验证实验

按 佳组合A2B3C1D3的条件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见

表3。

表 3 验证实验结果表 3 验证实验结果

Table 3 Validation of optimal extraction parametersTable 3 Validation of optimal extraction parameters

试验号 吸光度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1 0.282
2 0.280 0.283 0.003 1.06
3 0.286

验证实验测得总黄酮吸光度平均值为0.283，大于表

2中所有结果，且变异系数仅为1.06%，由此证明实验得

出的 佳方案有效。由吸光平均值0.283，可计算得黄酮

类物质提取量为31.88mg/g。

2.3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活性试验

2.3.1 对·OH的清除作用

R2 = 0.9275

72

76

80

84

88

0.00104 0.00208 0.00312 0.00416 0.0052

/(mg/L)

/%

图 5 革命菜黄酮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图 5 革命菜黄酮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

Fig.5 Hydroxyl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flavonoids from Fig.5 Hydroxyl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flavonoids from 

Gynura crepidioidesGynura crepidioides

由图5可知，革命菜黄酮对·OH具有明显的清除作

用，且随着黄酮质量浓度的增加清除能力增强。

2.3.2 对O2
－
·的抑制率

表 4 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测定表 4 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测定

Table 4 Inhibition of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by flavonoids from Table 4 Inhibition of pyrogallol autoxidation by flavonoids from 

Gynura crepidioidesGynura crepidioides

间隔Δt/s Δ30 Δ30 Δ30 Δ30

空白 0 0 0 0

邻苯三酚 0.242 0.246 0.25 0.254

黄酮 0.273 0.278 0.283 0.287

由表4可知，革命菜黄酮粗提物对O2
－
·具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计算得黄酮对O2
－
·抑制率为32.05%。

3 结论与讨论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单因素及正交试验确定了革命菜黄酮类化合

物提取的 佳工艺条件：乙醇体积分数70%、浸提温度

65℃、料液比1:30、浸提时间3.5h，革命菜黄酮类物质提

取量为31.88mg/g。各种因素对提取效果影响的主次顺序

依次为浸提温度＞乙醇体积分数＞料液比＞浸提时间。

采用本方法提取革命菜的黄酮类物质，其提取率为

槲寄生总黄酮提取率的1.7倍[7]，桑叶总黄酮提取量的17.3

倍[8]，麦冬总黄酮提取量的3.6倍[10]，这说明革命菜含有

较高的黄酮类物质，但比野生艾草总黄酮的提取量少了

2.312%[11]，在革命菜黄酮提取方法中，采用微波_超声辅助

协同提取工艺能否提高其提取率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革命菜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性的实验结果表明，其

对·OH具有明显的清除作用，且随着黄酮质量浓度的增

加清除能力增强；对O2
－
·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革命

菜黄酮类合物抗氧化活性明显，具有开发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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