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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荧光法分别测定4种野生可食植物中的
色氨酸和酪氨酸
高向阳1，张凯歌1，孔欣欣2，游新侠2

(1.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2.郑州科技学院食品科学系，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为建立分别测定食品中酪氨酸和色氨酸的新方法，选择郑州地区的贼小豆、续断菊、车前草、火棘果野生

植物为样品，以6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水解，用分子荧光法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酸度条件下，样品中色

氨酸和酪氨酸测定的质量分数均值分别为1.37～2.63mg/g和7.98～25.83mg/g。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5.4%，色氨酸在

实验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方法检出限为0.011μg/mL、定量限为0.037μg/mL，回收率为93.5%～105%；酪氨酸在实

验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方法检出限为0.033μg/mL，定量限为0.11μg/mL，回收率为94.6%～100.5%。该方法操作简

便、灵敏、快速，可为食品新资源的开发提供科学参考，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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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in four edible plants wildly grown in Zhengzhou 
region, Sonchus asper, Plantago asiatica, Vigna minima and Pyracantha fortuneana. Samples were hydrolyzed with with 6 
mol/L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determined by molecular fl uorescence spectrometry.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in the wild plants were 1.37–2.63 mg/g and 7.98–25.83 mg/g, respectively, with 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equal 
to or less than 5.4% (n = 5). The proposed tryptophan standard curve show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0–0.10 μg/mL. The method exhibited a limit of detection of 0.011 μg/mL and 0.033 μg/mL and a limit of quantifi cation of 
0.037 μg/mL and 0.11 μg/mL for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respectively. The propose tyrosine standard curve displayed a linear range 
of 0.0–1.0 μg/mL. The average spike recovery rates of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in these four plants were 93.5%–105% and 94.6%–
100.5%, respectively. This method was simple, sensitive, rapid, and suitabl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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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断菊(Sonchus asper (L.) Hill.)俗名花叶滇苦菜，

菊目，苦苣菜属，可作为蔬菜凉调和炒食，味道鲜美。

车前草 (Plantago asiatical)为车前科植物，可药食两

用，有利水通淋、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祛痰、止泻之

功效。贼小豆(Vigna minima  Roxb.)又名山绿豆，豆

科豇豆属 (Vigna )一年生缠绕草本，产我国北部、东

南部至南部荒野、草丛或树林中。火棘果(Pyracantha 
fortuneana)又名救兵粮、火把果，属常绿灌木，产于我

国南方山区及丘陵地，广布于旷野、荒坡、路旁，果实

消积止痢，活血止血，根叶清热凉血、解毒[1]。酪氨酸

和色氨酸是人体不可缺少的氨基酸，色氨酸不能在体内

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2]。色氨酸是合成神经递质5-羟
基胺及其他生理活性物质的前体[3]，其含量对食品营养价

值高低有一定的影响。色氨酸、酪氨酸是用于肝、脑、

肾疾患，外科手术，严重烧伤，儿童药品等的主要成

分，其同步测定也越来越受到分析工作者的重视。

色氨酸和酪氨酸的测定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

谱法  [3-7]、荧光法 [8-17]、神经网络法[18]、毛细管电泳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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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表明，在强碱性水解条件下，只有色氨酸和酪

氨酸发荧光[14]，且荧光强度与其含量呈正比，但激发光

谱和荧光光谱重叠严重、方法成本较高、操作繁杂，在

食品中的应用尚未见到报道。本实验选择郑州地区的贼

小豆、续断菊、车前草、火棘果为样品，以6mol/L氢氧

化钠溶液水解，pH11.00时在激发光波长为220nm，发射

光波长为364nm条件下测定色氨酸；pH6.50时，在激发光

波长为220.0nm，发射光波长为293nm，样品水解液水浴

(80℃)30min的条件下测定样品中酪氨酸。该法是利用光

学分辨和化学分辨联用分析技术建立的一种连续测定食

品中色氨酸和酪氨酸的分子荧光法。

1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贼小豆、火棘果、车前草、续断菊  均采集于郑州市

区，由河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长山教授鉴定。

L - 色氨酸标品、 L - 酪氨酸标品 ( h i g h  p u r e ) 
WOLSEN公司；1.2mol/L、0.12mol/L盐酸溶液；6、1、
0.1mol/L氢氧化钠溶液。

pH6.50和pH11.00溶液：分别将1L纯水用盐酸或氢氧

化钠溶液调节pH值为6.50和11.00，备用。

50μg/mL色氨酸和酪氨酸标液：分别称取5.00mg色氨

酸和酪氨酸标品，加水溶解后定容于100mL容量瓶中，

摇匀。

1.00μg/mL色氨酸标液：吸取50μg/mL色氨酸标液

1.00mL于50mL容量瓶，用pH11.00的溶液定容，备用。 
氢氧化钠、浓盐酸均为分析纯，所用水为超纯水。

1.2 仪器与设备

Cary  Ec l ip se  300  瓦里安 (中国 )有限公司； 
Microprocessor pH Meter pH 211 意大利HANNA 
Insruments 公司；101-2-S-2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宁波

市机电工业研究设计院；1cm石英比色皿 美国瓦里安

中国有限公司；BT2248型电子分析天平 北京赛多利

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HHS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天津

市华北实验仪器公司；Waters-515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

2487紫外检测仪和色谱工作站) 美国Waters公司；玻璃

仪器用体积分数10%的硝酸浸泡过夜，用去离子水、超

纯水洗净后投入使用。

1.3 方法 
1.3.1 标准曲线的绘制

色氨酸标准曲线：分别吸取1.00μg/mL色氨酸标液 
0.00、0.50、1.00、1.50、2.00mL和2.50mL溶液于25mL容
量瓶中，用pH值为11.00的溶液定容，配制质量浓度分别

为0.000、0.020、0.040、0.060、0.080μg/mL和0.10μg/mL
色氨酸标准系列。在λex=220nm、λem=364nm、激发和发

射狭缝均为5nm、灵敏度档为600V的仪器工作条件下，

测定标准系列的相对荧光强度，以色氨酸的质量浓度为

横坐标，相对荧光强度为纵坐标做标准曲线。

酪氨酸标准曲线：分别吸取50μg/mL 酪氨酸标液

0.00、0.10、0.20、0.30、0.40mL和0.50mL于25mL容量瓶

中，用pH6.50的溶液定容，质量浓度分别为0.00、0.20、
0.40、0.60、0.80μg/mL和1.00μg/mL酪氨酸标准系列。在

λex=220.0nm、λem=293nm、激发和发射狭缝均定为5nm，

灵敏度档为600V的仪器工作条件下，测定标准系列的相

对荧光强度，以酪氨酸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相对荧光

强度为纵坐标做标准曲线。

1.3.2 样品的测定

依次用自来水、纯水洗净样品，剪碎，于55℃烘

箱中烘至质量恒定，用研钵研至全部过60目尼龙筛，存

于广口瓶中备用。称取10.00mg于水解管中，加6mol/L 
NaOH溶液10.00mL，封口后于110℃烘箱中水解20h，暗

处冷至室温，用纯水定量移至50mL容量瓶，定容、混匀

后抽滤3次，确保使用溶液澄清透明，样品各进行3次平

行测定。

吸取1.00mL抽滤清液于小烧杯中，加15mL水，用氢

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00，用pH11.00溶液定量移至

25mL容量瓶并定容，在与色氨酸标准曲线相同条件下测

定，由标准曲线或回归方程求得色氨酸的质量浓度。

吸取1.00mL样品抽滤清液于小烧杯中，加15mL水，

用盐酸溶液调节pH值至6.50，用pH6.50溶液定量移至

25mL容量瓶中并定容、摇匀，80℃水浴30min，冷却至

室温。在与酪氨酸标准曲线相同条件下测定，由标准曲

线或回归方程求得酪氨酸的质量浓度。按式(1)计算色氨

酸或酪氨酸的质量分数：

ρ × V × 25
ω = md

 (1)

式中：ω为样品中色氨酸或酪氨酸的质量分数/(mg/g)；
ρ样品为标准曲线上查得的样品抽滤清液中色氨酸或酪氨酸

的质量浓度/(μg/mL)；V为样品定容体积，50.00mL；md

为所取样品干基质量/mg。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全部采用Microsoft Excel数据处理软件处理。

2 结果与分析2 结果与分析

2.1 水解料液比的确定

分别向5.00mg贼小豆样品中加入4.0～7.5mol/L 
NaOH溶液5.00mL进行水解，按实验方法测定。结果表

明： NaOH 在5.5～6.5mol/L范围内水解效果较好，实验

选用加6.0mol/L NaOH溶液5.00mL进行水解，水解料液比

为1.00:1.00(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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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酪氨酸测定条件的选择 
配制2.00μg/mL的色氨酸和酪氨酸标准溶液，由

λem=300nm按实验方法扫描的激发光谱可知，酪氨酸的最

佳λex为220m。在pH6.50溶液中，色氨酸和酪氨酸标液于

80℃水浴加热30min后，在λex=220.0nm处激发，分别读

取λem为290～302nm范围内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相对荧光强

度，如表1所示。 

表 1 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pH6.50)表 1 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pH6.50)

Table 1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at pH 6.5Table 1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at pH 6.5

荧光发射波长/nm 290 293 295 300 302
酪氨酸相对荧光强度 183.64 245.36 261.33 310.87 306.16
色氨酸相对荧光强度 2.83 1.10 3.45 9.48 17.15

由表1可知，在pH6.50，激发光波长为220nm，发射

光波长为293nm，80℃水浴加热的条件下，色氨酸发光

很弱，酪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是同浓度色氨酸的223倍，

因此，在此条件下测定酪氨酸，可认为色氨酸不干扰。

2.3 色氨酸测定条件的选择

分别吸取50μg/mL色氨酸和酪氨酸标液0.50mL于
50mL容量瓶中，分别用pH1.00～12.00的溶液定容，在

λex=220nm处激发，由225～800nm发射光范围内扫描的荧

光光谱可知：溶液的pH值为11.00时，0.50μg/mL色氨酸

在λem=362～366nm波长范围内有较大的发光强度，如表2
所示。

表 2 色氨酸和酪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pH11.00)表 2 色氨酸和酪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pH11.00)

Table 2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at Table 2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at 

pH 11.00pH 11.00

荧光发射波长/nm 362 363 364 365 366
色氨酸(0.50μg/mL)相对荧光强度

酪氨酸(10.50μg/mL)相对荧光强度

998.75
1.13

997.64
1.17

999.84
0.99

998.98
1.06

997.47
1.01

由表2可知，当λex=220nm时，在pH11.00溶液中，色

氨酸在λem=364nm时发光强度最大，酪氨酸几乎不发光。

0.50μg/mL色氨酸的相对荧光强度约为同浓度酪氨酸的

1000倍，在此条件下测定色氨酸，酪氨酸不干扰。

2.4 标准曲线

按照1.3.1节的方法分别绘制色氨酸和酪氨酸的标准

曲线，色氨酸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 =1345X + 1.2638，相

关系数r=0.9997；酪氨酸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 = 106.39X + 
3.1866，相关系数r=0.9994。
2.5 测定结果

对同一位置不同时间采集的样品，按照1.3.2节方法

处理并对各样品进行5次平行测定，按(1)式计算，检验无

可疑值后取其平均值报告，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样品中色氨酸的含量均小于酪氨酸，续

断菊和贼小豆中色氨酸含量高于车前草和火棘果。火棘

果中酪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样品。表4是某些粮食作物

中色氨酸的含量[16] 。

表 4 某些粮食作物中色氨酸含量表 4 某些粮食作物中色氨酸含量

Table 4 Tryptophan content in cereal grainsTable 4 Tryptophan content in cereal grains

品名 稻米  高粱 小麦    小米 荞麦杉  红豆 荞麦   绿豆 玉米  黄豆

色氨酸/(mg/g) 1.167  0.962 1.815   1.954 1.393    1.586 2.069  1.882 0.678  4.317

表3、4对比可知，续断菊和贼小豆中色氨酸含量仅

低于黄豆，高于或与其他几种粮食作物相近，车前草和

火棘果中色氨酸的含量高于玉米、高粱和稻米。酪氨酸

在植物性食品中的含量约为2～5mg/g[20]，所测样品尤其

是火棘果中酪氨酸的含量比较丰富。

2.6 测定精密度

4种样品按照1.3.2节方法处理并对各样品分别进行5
次平行测定，计算结果经检验无可疑值后报告，测定的

相对标准偏差RSD见表5。

表 5 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表 5 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n=5)=5)

Table 5 Precision of the method (Table 5 Precision of the method (n=5)=5)

测定组分 样品及采样日期 测定平均值/(mg/g) RSD/%

  
色氨酸

续断菊2012.1.11
有穗车前草2012.4.12
贼小豆2011.12.29
火棘果2011.12.16

2.00
1.86
2.10
1.54

5.3
3.9
3.2
5.2

酪氨酸

续断菊2012.4.7
有穗车前草2012.4.12
贼小豆2011.12.29
火棘果2011.12.16

15.23
7.983
13.70
25.83

3.3
2.9
5.4
4.5

由表5可知，样品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不大于5.4%。

2.7 回收率实验

表 6 回收率测定结果表 6 回收率测定结果

Table 6 Average recovery rates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Table 6 Average recovery rates of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in spiked samplesin spiked samples

测定组分 样品及采样日期
加标前测定
均值/(mg/g)

加标量/
(mg/g)

加标后测定
均值/(mg/g)

平均
回收率/%

色氨酸

续断菊2012.1.11 2.00 2.00 3.87 93.5
有穗车前草2012.4.12 1.92 2.00 3.94 101
贼小豆2011.12.29 2.10 2.00 4.23 105
火棘果2011.12.16 1.54 2.00 3.37 96.5

酪氨酸

续断菊2012.4.7 15.23 10.0 24.69 94.6
有穗车前草2012.4.12 7.983 10.0 18.032 100.5
贼小豆2011.12.29 13.70  10.0 23.49 97.9.
火棘果2011.12.16 25.83 10.0 35.78 99.5

表 3 样品中色氨酸和酪氨酸的含量表 3 样品中色氨酸和酪氨酸的含量

                    Table 3 Contents of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in                     Table 3 Contents of tryptophan and tyrosine in Sonchus asperSonchus asper, , Plantago asiaticaPlantago asiatica, , Vigna minimaVigna minima and  and Pyracantha fortuneana                     Pyracantha fortuneana                     mg/
g

采样日期
续断菊均值 车前草均值 贼小豆均值

(2011.12.29)
火棘果均值

(2011.12.16)2011.12.02 2012.1.11 2012.3.25 2012.4.7 2011.12.6 2011.12.6 2012.4.12
色氨酸 2.63 2.00 2.43 1.92 1.37 1.55 1.86 2.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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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3.2节操作，对样品各进行5次平行加标回收实

验，取平均值报告，如表6所示。

表6表明，色氨酸加标回收率为93.5%～105%，酪氨

酸加标回收率为94.6%～100.5%。

2.8 对照测定

按文献高效液相色谱法[6]对2012年4月7日采集、处

理后的续断菊干基样品进行5次平行测定，酪氨酸的测定

结果依次为15.43、15.55、15.36、15.15、15.52mg/g，均

值为15.40mg/g，RSD为1.0%。与表5本法的测定结果比

较，通过F检验和t检验表明，两种方法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结论的置信度为95%。

2.9 检出限和定量限 
分别用0.20μg/mL的酪氨酸和色氨酸标液各进行12次

平行测定，按3倍标准偏差计算酪氨酸的方法检出限为

0.033μg/mL，按10倍标准偏差计算的定量限为0.11μg/mL；
色氨酸的检出限为0.011μg/mL，定量限为0.037μg/mL。

3 结  论 3 结  论 

贼小豆、续断菊、车前草和火棘果等是天然植物性

食品资源，测定其色氨酸和酪氨酸的含量，对食品新资源

和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实验用分子

荧光法，在不同pH值溶液中连续测定样品中的色氨酸和

酪氨酸，在色氨酸和酪氨酸的荧光光谱的研究[21]基础上，

通过光学分辨和单因素分析，对酸度和波长等测定条件进

行优化，建立了分子荧光法连续测定野生植物中色氨酸和

酪氨酸的分析方法，该法操作简单，用于实际样品的测

定，色氨酸加标回收率为93.5%～105%，酪氨酸加标回收

率为94.6%～100.5%，样品测定的RSD小于5.5%，结果令

人满意，测定方法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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