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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荧光差异加标法快速测定蛋黄中VB2的含量
高向阳，张 娜，郭楠楠，岳希举，魏 龙

（郑州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为建立一种快速、简便定量测定生物样品中VB2的新型分析方法，以鸡蛋黄为样品，用分子荧光差异加

标法测定。结果表明：鸡蛋黄样品中VB2的含量为402 μg/100 g，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1.5%（n=6）；加标回收率为

92.0%～104%；检出限为5.76×10－3 μg/mL，定量限为1.92×10－2 μg/mL。该法在实验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测定，

扣除了背景干扰，不需绘制工作曲线和过柱去杂质，快速、准确、简便、实用，是适合VB2测定的新型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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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a new rapid and simple method for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riboflavin 

in biological samples, namely molecular fluorescence differential standard addi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boflavin content in yolk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was 402 μg/100 g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of less than 

or equal to 1.5% (n = 6). The recoveries of the analyte from spiked samples ranged between 92.0% and 104%. The limit 

of detection (LOD) of the method was 5.76 × 10-3 μg/mL and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was 1.92 × 10-2 μg/mL. This 

method was teste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without background interference and without the need to prepare a working 

curve and to remove impurities by column chromatography. It was rapid, accurate, simple, practical and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B2 in egg yo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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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黄含有丰富的ω-3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钙、

磷、铁等矿物质[1-2]和VB2，ω-3不饱和脂肪酸可减少脑血

栓的形成，有提高人体自身免疫的作用[3-4]。VB2又称核

黄素，紫外线照射下可光解为光黄素[5-6]，是动物和人体

维持正常机体功能的营养物质，因不会在人体蓄积，需

及时通过蛋黄、牛奶、黄豆、酵母等膳食进行补充。人

体缺乏核黄素时，代谢容易发生障碍[7]，所以，蛋黄是人

类良好的主要辅助食品。

目前，VB2的测定方法有核磁共振法[8-9]、高效液相

色谱法[10-14]、化学发光法[15-18]、电化学法[19-20]、离子色谱

法[21]、质谱法[22-24]、超临界流体色谱[25]、共振光散射法[26]、

分光光度法 [27]等。这些方法大多数仪器昂贵、成本较

高，需要配制5～7 个标准系列溶液用标准曲线法进行定

量，耗费时间且存在作图误差；由于标准溶液与样品试

液本底背景常存在较大差异，若试液本底对测定信号产

生无法排除的干扰，测定准确度会降低；标准曲线绘制

时的温度、湿度、大气压、仪器等测定条件与样品试液

测定时常有极大不同，当用之前绘制的标准曲线测定当

前的样品结果时，试液与标准溶液无法实现同步同条件

实时测定，不可避免会引入一定误差。因此，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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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重新绘制或者校正，过程繁琐，给工作带来不

便；如果不能及时扣除不同样品的不同本底，所有样

品使用同一个标准工作曲线，样品间的测定结果缺乏

可比性。

分子荧光法灵敏度高，是一种痕量分析技术，但用

于测定生物样品中VB2时，有基体共存蛋白质等背景的干

扰[28-30]，因此，减少荧光污染、扣除环境因素和试液背

景的干扰对准确、快速测定VB2具有重要意义。分子荧光

差异加标法测定VB2鲜见文献报道，鸡蛋黄基体成分复

杂，定量分析时，无论是采用传统的标准曲线法还是比

较法，均易受到共存蛋白质的干扰和各种荧光污染的影

响，带来一定的测定误差。分子荧光差异加标法是在完

全相同的试液背景条件下加入不同量的标准溶液后测定

被测物质，能有效的扣除背景，消除基体荧光和可能光

解等副反应的干扰。该法操作简便，快速准确，成本较

低，且无需绘制工作曲线和过柱除杂，工作效率得到极

大提高，适用于基体较为复杂的蛋黄等生物样品中VB2含

量的测定，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鲜鸡蛋，2016年11月购于郑州市好又多超市，及时

处理和测定。

VB2标准品（CAS编号83-88-5，纯度≥99%） 上海

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木瓜蛋白酶（食品级） 南宁

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低亚硫酸钠（分析纯） 天津

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YXQ-SG 41-280A高压蒸汽灭菌锅 开封大河机电厂；

970CRT荧光分光光度计、PXSJ-216离子计 上海仪电

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SYZ-135型石英亚沸高纯水蒸 

馏器 金坛市杰瑞尔电器有限公司；BS-224S型电子 

天平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溶液配制

10 g/L木瓜蛋白酶用2.5 mol/L乙酸钠溶液配制，现用

现配；20 g/100 mL低亚硫酸钠溶液现用现配，保存于冰

水浴中，4 h内有效。25 μg/mL VB2标准储备液配制：准

确称取于真空干燥器中干燥24 h的VB2标准品50.0 mg，

置于2 L容量瓶中，加入2.4 mL冰乙酸和1.5 mL水，溶

解后定容，移至棕色试剂瓶中，加少许甲苯于表面，

4 ℃冰箱中保存。1 μg/mL VB2标准使用液配制：吸取 

25 μg/mL VB2标准储备液2.00 mL，置于50 mL棕色容量

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避光保存于4 ℃冰箱。所用水为

二次石英亚沸重蒸高纯水。

1.3.2 样品预处理

随机取鲜鸡蛋50 枚，用水清洗后，置于锅中加热煮

沸10 min，冷却后剥除蛋壳和蛋白，将蛋黄置于洁净磁

盘中用玻璃棒捣碎后，于60 ℃烘箱中烘干至恒质量。用

瓷研钵研碎后充分混匀，此为熟鸡蛋黄样品，保存于磨

口瓶中，置于4 ℃冰箱中保存、备用。

1.3.3 VB2含量测定

称取20 g（精确至0.000 1 g）熟鸡蛋黄于250 mL锥

形瓶中，加0.1 mol/L盐酸70 mL，混匀，用瓷坩埚扣盖瓶

口，于10.3×104 Pa压力锅水解30 min，冷却后用1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pH值至 5.5，加3 mL 10 g/L木瓜蛋白酶

溶液，39 ℃保温酶解16 h，干滤纸过滤除杂后用pH 5.5的

二次亚沸水定容至100 mL。取4 份10.00 mL过滤液分置

于25 mL刻度比色管中，于第1份和第2份提取液中分别加 

1 μg/mL VB2标准溶液1.00 mL和2.00 mL；第4份加入低

亚硫酸钠0.50 mL，将VB2还原为无荧光物质作为背景空

白，第3份不加标准溶液和低亚硫酸钠，为原过滤定容试

液。各管加水至15 mL后，加0.50 mL冰乙酸，加30 g/L高

锰酸钾溶液0.50 mL，混匀，放置2 min，氧化去杂质，滴

加3.0 g/100 mL的双氧水溶液至褪色，振摇使多余氧气逸

出后，加水定容至25 mL，在完全相同条件下进行3 次平

行测定，检验无可疑值后取平均值，按式（1）计算样品

中VB2的含量。

w
ρ V 2 V 1 I I0 V 1

I 2 I 1 m V 2
 （1）

式中：w为样品中VB2含量/（μg/g）；ρ为标准溶液

质量浓度/（μg/mL）；V标1、V标2分别为第1份、第2份

过滤液中加入的标准溶液的体积/mL；I标1、I标2分别为 

第1份、第2份加标过滤液的相对荧光强度；I样、I0分别

为第3份、第4份过滤液的相对荧光强度；m样为取样质 

量/g；V样1、V样2分别为样品过滤液定容总体积和测定时所

用体积/mL。

2 结果与分析

2.1 波长的选择

根据文献[28]选择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分别

为440 nm和525 nm。

2.2 盐酸体积的确定

称取20.0 g（精确至0.000 1 g）鸡蛋黄5 份分置于

250 mL锥形瓶中，分别加入0.1 mol/L盐酸50、60、70、

80、90 mL，搅拌均匀后，按1.3.3节方法水解、酶解、过

滤、氧化去杂质，定容至25 mL，平行测定3 次，取平均

值，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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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盐酸体积对鸡蛋黄样品相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hydrochloric acid volume on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由图1可知，加入0.1 mol/L盐酸70 mL进行水解，鸡

蛋黄样品相对荧光强度达到最大，为49.87。
2.3 酶解pH值的选择

称取20.0 g（精确至0.000 1 g）鸡蛋黄于250 mL锥形

瓶中，加入0.1 mol/L盐酸70 mL，按照1.3.3节方法进行

水解，水解液冷却后，滴加1 moL/L氢氧化钠溶液，分别

调pH值为4.500、5.500、6.500、7.500、8.500。然后按照

1.3.3节方法进行酶解和测定，平行测定3 次，取平均值，

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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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H值对鸡蛋黄样品相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H on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由图2可知，酶解液pH 5.500时，测得的相对荧光强

度最大，为49.97。实验选择pH 5.500为最佳酶解条件控

制酸度。

2.4 低亚硫酸钠溶液加入的体积

称取20.0 g（精确至0.000 1 g）鸡蛋黄于250 mL锥形

瓶中，按1.3节操作定容至100 mL后，分别置于6 个25 mL

的比色管中加10.00 mL鸡蛋黄过滤液，按1.3.3节方法氧化

去除杂质，分别加入0.10、0.20、0.30、0.40、0.50 mL和

0.60 mL 20 g/100 mL低亚硫酸钠溶液，定容至25 mL，混匀

后，平行测定3 次，取平均值，测定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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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亚硫酸钠体积对鸡蛋黄样品相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Na2S2O4 volume on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由图3可知，10.00 mL鸡蛋黄过滤液加入0.50 mL低

亚硫酸钠较为合适。

2.5 VB2标准溶液体积的确定

称取20.0 g（精确至0.000 1 g）鸡蛋黄于250 mL锥形

瓶中，按1.3.3节水解、酶解、过滤、定容后，分别置于

8 个25 mL试管中各加10.00 mL过滤液，在3、4、5、6、

7、8号管中分别加入1.00、2.00、3.00、4.00、5.00 mL和

6.00 mL 1 μg/mL VB2标准使用液，1号和2号管不加标准

溶液，以下按照1.3.3节方法操作，定容至25 mL混匀，各

管平行测定3 次，取平均值，代入公式计算鸡蛋黄VB2含

量然后和GB/T 5009.85—2016《食品中核黄素的测定》[28]

测定结果对照，如表1所示。

表 1 鸡蛋黄中VB2含量

Table 1 Selection of optimal standard solution volumes added to 

analyte samples

方法 1、2号管加标量/mL VB2含量/（μg/100 g）

国标法 402

分子荧光
差异加标法

1.00、2.00 403

2.00、3.00 398

3.00、4.00 394

4.00、5.00 398

5.00、6.00 389

由表1可知，加标1.00、2.00 mL测得含量和国标法结

果最接近，因此，本实验选择1 μg/mL VB2标准使用液添

加量1.00、2.00 mL为最佳差异加标体积。

2.6 加标回收率

称取20.0 g（精确至0.000 1 g）鸡蛋黄，按照1.3.3节

方法操作，用1 μg/mL VB2进行加标回收率实验，各加标

质量浓度分别进行3 次平行测定，由表2可知，样品的加

标回收率为92.0%～104%。

表 2 加标回收率

Table 2 Analyte recoveries from spiked yolk

样品
VB2质量浓度/
（μg/mL）

加标量/
（μg/mL）

加标后测得量/
（μg/mL） 回收率/%

1
0.323

1.00 1.243 92.0

2 2.00 2.404 104

3 3.00 3.172 95.0

2.7 检出限和定量限

取0.1 μg/mL  VB2标准溶液进行11 次平行测定，

计算出标准偏差，按3  倍标准偏差得V B 2检出限为 

5.76×10－3 μg/mL，按10 倍标准偏差计算的定量限为

1.92×10－2 μg/mL。

2.8 测定结果对照

按1.3.3节方法和国标法[28]第一法对照分析，各进行

6 次平行测定，检验无可疑值后，取平均值，结果如表3

所示。

由表3可知，平行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1.5%；

2 种方法按文献[31]进行F检验和t检验，结果表明：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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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95%时，分子荧光差异加标法和国标法的精密度、

平均值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3 分子荧光加标法和国标法测定鸡蛋黄中VB2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of VB2 contents in yolk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ed method and the first method described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方法
VB2含量/

（μg/100 g）
平均值/

（μg/100 g）
标准偏差/

（μg/100 g）
相对标准
偏差/%

国标法
第一法

396

402 6 1.5

398

405

402

412

401

分子荧光
差异加标法

406

402 4 1.0

398

404

405

398

403

3 结 论

利用差异加标新技术在最佳条件下测定鸡蛋黄样

品中VB2含量为402 μg/100 g，相对标准偏差为1.0%

（n = 6），加标回收率为9 2 . 0 %～1 0 4 %，检出限为 

5.76×10－3 μg/mL，定量限为1.92×10－2 μg/mL。该法

与国标法对照测定，样品测定结果经过F检验和t检验表

明：2 种方法间的精密度和平均值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该方法只需用2 个加标质量浓度不同的试液，在条件完

全相同下测定同体积试液的发光信号，即可按公式快速

获得测定结果，无需绘制工作曲线和过柱去杂质。差异

加标法扣除了样品试液中背景发光值以及质量浓度差异

所可能带来的干扰，克服了标准曲线法的诸多缺点，实

现了待测试液与标准溶液的同步实时测定，提高了测定

准确度和工作效率，简便、快速，是适合蛋黄等较为复

杂生物样品中VB2测定的新型分析技术，该技术不但适用

于分子荧光分析，也适用于分子磷光、化学发光、生物

发光和原子荧光、原子发射光谱等其他定量分析发光体

系，有较强的创新性、实用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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