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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超声波不同功率、料水比、超声时间进行单因素和正交试验，获得超声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

的最优工艺；从总抗氧化能力和清除羟自由基能力方面来评价火龙果花多糖的体外抗氧化能力。结果显示，超

声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最优工艺条件为：超声功率１８０Ｗ，料水比１∶５５，超声时间５０ｍｉｎ，在此条件下

白玉、红心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分别为６８．４９、７１．２３ｍｇ·ｇ
－１，二者之间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体外抗氧化

的结果显示，火龙果花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且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花

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在相同的质量浓度下，白玉火龙果花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均高于红心火龙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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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果为仙人掌科量天尺属 犎狔犾狅犮犲狉犲狌狊或蛇

鞭柱属犛犲犾犲狀犻犮犲狉犲狌狊，其花性微寒、味甘、入肺，

具有清热痰、除积热、止气痛、理痰火等功效，对

治疗脑动脉硬化、肺结核、支气管炎、颈淋巴结

核、腮腺炎、心血管疾病有明显疗效［１－２］。火龙果

花中包含多种活性成分，包括多糖、皂苷、植物甾

醇、黄酮等［３－７］，其中多糖是主要的活性成分［２］。

目前对火龙果花多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水和微波

辅助提取方面［３－４］，而有关超声波辅助提取多糖的

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分别渐次通过考察超声功

率、料水比、超声时间等３个单因素对火龙果花多

糖提取的影响，之后采用正交试验获得超声波辅助

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最优工艺条件，并检测多糖在

不同质量浓度下的总抗氧化能力和清除羟自由基能

力，研究结果将为火龙果花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火龙果花：品种为 “白玉火龙果”、“红心火龙

果”。２０１３年９月在莆田市忠门镇火龙果种植基地

采集，根据实验要求分别把新鲜的火龙果花６０℃

热风干燥后粉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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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９５％乙醇、苯酚、浓硫酸、葡萄糖

均为分析纯；总抗氧化能力、羟自由基检测试剂

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主要仪器：ＤＨＧ９１４３ＢＳⅢ电热恒温鼓风干

燥箱，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ＨＴ２００Ｂ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济宁恒通超声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Ｎｅｏｆｕｇｅ１８Ｒ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香港力康

生物医疗科技控股集团；Ｔ６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工艺　火龙果花→干燥

→粉碎→超声波处理→加热 （９０℃，１ｈ）→离心收

集上清液→乙醇沉淀→离心→冷冻干燥→多糖粗品。

１２２　火龙果花多糖的含量测定　采用苯酚硫酸

法测定火龙果花多糖［３］。

１２３　单因素试验

（１）超声波功率：精确称取２．０ｇ白玉火龙果

花粉末，在料水比１∶３５ （ｗ／ｖ）、超声波时间５０

ｍｉｎ的条件下进行试验，考察不同超声波功率

（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２００Ｗ）对火龙果花

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２）料水比：精确称取２．０ｇ白玉火龙果花粉

末，在超声波功率１８０Ｗ，超声波时间５０ｍｉｎ的

条件下进行试验，考察不同料水比 （１∶２５、１∶

３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ｗ／ｖ）对火龙果花多

糖提取量的影响。

（３）超声波时间：精确称取２．０ｇ白玉火龙果

花粉末，在超声波功率１８０Ｗ，料水比１∶３５（ｗ／ｖ）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考察不同超声波时间（２０、３０、

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１２４　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设计

Ｌ９ （３
３）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表１），对超声波

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条件进行优化。

表１　因素水平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狅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水平
因素

Ａ超声功率／Ｗ Ｂ料水比 Ｃ超声波时间／ｍｉｎ

１ １（１４０） １（１∶３５） １（４０）

２ ２（１６０） ２（１∶４５） ２（５０）

３ ３（１８０） ３（１∶５５） ３（６０）

１２５　火龙果花多糖的体外抗氧化作用的测定　

试验设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ｍｇ·ｍＬ
－１６个不

同质量浓度的多糖溶液，品种为白玉火龙果和红心

火龙果。体外抗氧化作用的测定参照检测试剂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因素试验

２１１　不同超声功率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

响　试验结果显示 （图１），随着超声功率的增加，

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超声功率为１８０Ｗ时，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最高，

为６６．８５ｍｇ·ｇ
－１，并与除１６０Ｗ外其他超声功率

下的提取量存在极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这主要是

因为当超声时间一定时，超声功率越大，机械剪切

和空化作用越强，多糖提取量逐渐增加。但当功率

过大易导致糖苷键的断裂，从而使多糖提取量降低。

所以超声功率选择范围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Ｗ。

图１　超声功率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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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犘＜０．０１）或显著 （犘

＜０．０５），下同。

２１２　不同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随着料水比的增加，火龙果花多糖

的提取量呈先快速增加后缓慢下降的趋势。料水比

在１∶３５时，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极显著 （犘＜

０．０１）提高，并达到最高值，为６８．０８ｍｇ·ｇ
－１，

应该是增加加水量，使多糖易于溶出的原因。料水

比在１∶３５～１∶５５时，不同料水比下的提取量无

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提取溶液浓度已接近饱和。

所以料水比选择范围为１∶３５、１∶４５、１∶５５。

２１３　不同超声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超声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结果表明，随着超声时间的增加，火龙果花多糖的

提取量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超声时间在２０～５０

ｍｉｎ时，多糖提取量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升高 （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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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犾犻犱：犾犻狇狌犻犱狉犪狋犻狅狅狀 狆狅犾狔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犱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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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提取量最高时达到６６．６６ｍｇ·ｇ
－１，且极

显著 （犘＜０．０１）高于其他超声时间下的提取量。超

声时间在５０～６０ｍｉｎ时，随着时间增长多糖提取量

略有下降，但与５０ｍｉｎ时的提取量无显著差异。因

此，超声时间选择范围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

图３　超声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 狅犳 狌犾狋狉犪狊狅狀犻犮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狋犻犿犲 狅狀

狆狅犾狔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犱犲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狆犻狋犪狔犪犳犾狅狑犲狉狊

２２　正交试验

超声功率、料水比、超声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

提取的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２。比较各因素的极差结

果可知，犚犃＞犚犅＞犚犆，即超声功率是对火龙果花

多糖提取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是料水比，超声时

间的影响最小。对比犓 值可知，Ａ３Ｂ３Ｃ２为最优水

平，说明超声波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最优工艺条件

为超声功率１８０ Ｗ、料水比１∶５５，超声时间

５０ｍｉｎ。以白玉火龙果花为材料，在最优试验条件

下提取，３次重复的提取量分别为６７．３４、６９．４４、

６８．６９ｍｇ·ｇ
－１，平均为６８．４９ｍｇ·ｇ

－１，变异系

数为１．０６，试验结果显示最优工艺条件火龙果花

多糖的提取量最高，且工艺稳定，重复性好。

利用选出的最优工艺提取红心火龙果花多糖，

其多 糖 提 取 量 分 别 为 ７０．９５、７１．０６、７１．６８

ｍｇ·ｇ
－１，平均为 （７１．２３±０．３９）ｍｇ·ｇ

－１，显

著高于白玉火龙果花 （犘＜０．０５）。

表２　正交试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犳狉狅犿狅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试验号
Ａ超声功率

／Ｗ
Ｂ料水比

Ｃ超声时间

／ｍｉｎ

多糖提取量

／（ｍｇ·ｇ－１）

１ １４０ １∶３５ ４０ ４９．６９

２ １４０ １∶４５ ５０ ５５．８１

３ １４０ １∶５５ ６０ ６０．０７

４ １６０ １∶３５ ５０ ６７．９９

５ １６０ １∶４５ ６０ ５７．１７

６ １６０ １∶５５ ４０ ６３．５８

７ １８０ １∶３５ ６０ ６４．８７

８ １８０ １∶４５ ４０ ６７．４９

９ １８０ １∶５５ ５０ ６３．２３

犓１ １６５．５７ １８２．５５ １８０．７６

犓２ １８８．７４ １８０．４７ １８７．０３

犓３ １９５．５９ １８６．８８ １８２．１１

犚 ３０．０２ ６．４１ ６．２７

优水平 Ａ３ Ｂ３ Ｃ２

２３　火龙果花多糖的总抗氧化能力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 （图４），火龙果花多糖具有较强

的总抗氧化能力，且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其抗氧化

能力逐渐增强。在０．５～３．０ｍｇ·ｍＬ
－１质量浓度范

围内，红心火龙果花的总抗氧化能力与多糖浓度呈

线性关系，其拟合方程为狔＝１．８５８７狓＋０．７２６９，犚
２

＝０．９９０３。同时在相同质量浓度的条件下，白玉火

龙果花多糖的总抗氧化能力均高于红心火龙果花。

在质量浓度０．５ｍｇ·ｍＬ
－１时，２个火龙果品种间存

在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当质量浓度增加到１．０～

２．５ｍｇ·ｍＬ
－１时，２个品种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

（犘＜０．０１）水平，后随着浓度的继续增加２个品种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白玉和红心火龙果花多糖的总

抗氧化能力分别达到１２．６２、１１．５０Ｕ·ｍＬ－１。

２４　火龙果花多糖清除羟自由基能力比较

火龙果花多糖的清除羟自由基能力见图５，结

果表明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火龙果花多糖清除羟

自由基能力逐渐增强。在质量浓度为０．５～２．０

ｍｇ·ｍＬ
－１、０．５～３．０ｍｇ·ｍＬ

－１时，白玉和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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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火龙果花多糖的总抗氧化能力

犉犻犵．４　 犃狀狋犻狅狓犻犱犪狀狋犮犪狆犪犮犻狋犻犲狊狅犳 狆狅犾狔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犱犲狊犳狉狅犿

犳犾狅狑犲狉狊狅犳狋狑狅狆犻狋犪狔犪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火龙果花的清除羟自由基能力分别与多糖浓度线性

相关。其拟合方程分别为狔＝１２２６．４狓－２６４ （犚
２＝

０．９９９８）；狔＝９５３．２５狓＋１０４．７ （犚
２＝０．９９４８）。

在质量浓度０．５ｍｇ·ｍＬ
－１时，白玉火龙果花的清

除羟自由基能力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红心火龙果

花，在浓度范围１．０～２．５ｍｇ·ｍＬ
－１时，白玉火

龙果花极显著 （犘＜０．０１）高于红心火龙果花，多

糖质量浓度增加到３．０ｍｇ·ｍＬ
－１时，白玉、红心

火龙 果 花 多 糖 的 清 除 羟 自 由 基 能 力 分 别 为

５７４４．９０、５７００．１２Ｕ·ｍＬ－１，且二者间无显著

差异。

图５　火龙果花多糖的清除羟自由基能力

犉犻犵．５　犎狔犱狉狅狓狔犾狉犪犱犻犮犪犾狊犮犪狏犲狀犵犻狀犵狅犳狆狅犾狔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犱犲狊犳狉狅犿

犳犾狅狑犲狉狊狅犳狋狑狅狆犻狋犪狔犪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把超声波技术应用到火龙果花多糖的提

取中，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进行条件优化，获得最

佳的提取条件为超声功率１８０Ｗ、料水比１∶５５、超声

时间５０ｍｉｎ，白玉、红心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分别

为６８．４９、７１．２３ｍｇ·ｇ
－１，平均为６９．８６ｍｇ·ｇ

－１，比

热水［３］、微波辅助提取［４］分别高出２５．０４％、６．４８％。

再者超声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方法的用时为

１１０ｍｉｎ，比热水法
［３］缩短了７０ｍｉｎ。

总抗氧化能力是指整体抗氧化能力的总和。根

据多糖提取量和质量浓度计算出火龙果花的总抗氧

化能力，白玉火龙果为２８８．２２～３７４．９７Ｕ·ｇ
－１，红心

火龙果为２７２．９３～３１８．７９Ｕ·ｇ
－１。张名位等［８］检测

的华南１１种蔬菜类型５２种主要蔬菜原汁的总抗氧

化能力为６６．９～２２５．８Ｕ·ｍＬ
－１，如果按１ｇ蔬菜产

生１ｍＬ原汁的结果与火龙果花的总抗氧化能力对比

显示，白玉火龙果花的总抗氧化能力是１１种蔬菜类

型的１．２８～４．３６倍，红心火龙果是１．２１～３．７１倍。

羟自由基毒性强、危害大，往往很难消除。计算

结果显示火龙果花清除羟自由基能力不低于

１．３×１０５ Ｕ·ｇ
－１，远高于１２种市售食用花卉（金银

花、茉莉花、花卉红花、栀子、厚朴花、花卉玫瑰花、迭

迭香、野菊花、菊花、丁香、花卉槐花、勿忘我）的清除

羟自由基能力（７２４．９～１１１０．９Ｕ·ｇ
１）［９］，也远高于

１１种蔬菜类型５２种主要蔬菜原汁
［８］的清除羟自由基

能力（５２４．０～６０５６．４Ｕ·ｍＬ
－１）。

综上可知，超声波法的多糖提取量高于热水

法，提取时间缩短１／３，且多糖具有较强的生物活

性，所以超声波辅助法是未来火龙果花多糖工业化

生产可采用的理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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