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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沙拉酱对大鼠钙吸收及溶解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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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动物实验分析食用沙拉酱对大鼠体内钙吸收及溶解性的影响，通过体外实验分析其对蔬菜中钙溶解

性的影响，探究通过膳食蔬菜补钙的理想方法。钙代谢实验主要测量不同组别大鼠的身长、体重的变化及大鼠体内

钙的表观吸收率；分别给各组大鼠灌胃碳酸钙，比较分析大鼠胃内部钙的溶解率；用蔬菜作为钙的来源，测定并分

析钙溶解率。结果表明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为沙拉酱组>醋组>模型组（P<0.05）；灌胃30 min后,对照组大鼠胃

内钙的溶解率较低，沙拉酱组大鼠胃内钙的溶解性高于食醋组；体外模拟实验钙的溶解率为沙拉酱组>醋组>对照组

（P<0.05），沙拉酱更有助于蔬菜中钙的溶解。因此，食用沙拉酱比食醋更能提高钙的表观吸收率，沙拉酱对钙在

胃中的溶解有促进作用，且沙拉酱更能促进甘蓝中钙的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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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ayonnaise on Calcium Absorption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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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edible mayonnaise on calcium absorption and solubility in rats were analyzed by animal
experiments. The effects of calcium on the solubility of calcium in vegetables were analyzed by in vitro experiments, and the ideal
method for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through dietary vegetables was explored. The calcium metabolism experiment mainly measured
the changes of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rats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apparent absorption rate of calcium in rats. The calcium
carbonate was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to each group of rats, and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calcium in the stomach of rat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Vegetables were used as a source of calcium to determine and analyze calcium dissolution r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arent absorption rate of calcium in rats was in the mayonnaise group>vinegar group>model group (P<0.05). After 30 minutes of
gavage,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gastric calcium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mayonnaise group was larger. The solubility of
calcium in the stomach of the ra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vinegar group;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calcium in the simulated experiment
was in the mayonnaise group> vinegar group>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mayonnaise was more helpful for the dissolution of
calcium in vegetables. Therefore, eating mayonnaise can increase the apparent absorption rate of calcium more than vinegar,
mayonnaise can promote the dissolution of calcium in the stomach, andmayonnaise can promote the dissolution of calcium in cabbage.
Keywords:Animal experiment; in vitro experiment;mayonnaise; Calcium; absorption rate

钙是人体必需的矿物元素，参与人体的多种生理活动，可以说是“生命之本”[1]。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调查表明[2]，中国 9省(区)2000~2011年成年女性膳食中钙摄入量达到推荐值

的比例仅为 3.3%。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膳食问卷调查，发现钙、锌、维生素 A、维生素 C平均每

日摄入量均小于推荐值，其中，钙的摄入量占推荐值的百分比为 38.8%~61.3%[3]。儿童缺钙可导致

佝偻病，60岁以上女性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在 60%~70%。目前国内市场销售补钙产品很

多，但是补钙的最好来源是膳食，“药补不如食补”[7]。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乳制品的食用量较少,
蔬菜是我国居民补钙的主要物源，甘蓝、卷心菜等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摄取的蔬菜，不仅美味

而且富含大量的钙，由于蔬菜中含有较多植酸[4-6]，故蔬菜中钙的生物利用率非常低。每 100 g芥菜(又
叫雪菜或雪里蕻)的钙含量高达 230 mg，此外菠菜、油菜、卷心菜、洋葱、芹菜等不但钙的含量比较

高而且含有其他多种营养素，所以如果能提高蔬菜中钙的吸收率，那么就能够达到理想的补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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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为提高蔬菜中钙的利用率，食醋有利于机体对钙的吸收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症[8]，醋是

沙拉酱的主要组成成分之一，且蔬菜沙拉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喜爱，营养价值非常高[9]，中国传统的

凉拌、蒸煮等容易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沙拉酱不仅促进果蔬类中β-胡萝卜素吸收，而且对提高

HDL-C，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沙拉酱对钙吸收的影

响，分析沙拉酱在生物体内对钙溶解率的促进作用，寻找一种高效且营养的促进钙吸收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材料与试剂

选用6周龄SPF级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购于上海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

证号SCXK(沪)2013-0006，体重165 g~170 g，饲养环境温度24±2 ℃、湿度60%~70%，自由饮水进食。

沙拉酱: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醋:江苏恒顺醋液股份有限公司；紫甘蓝:上海市农工商超市。

奥美拉唑、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纯度>98%)、碳酸钙:日本东京化工株式会社；氧化镧、硝

酸、盐酸、乙醚:分析纯，国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纯乙炔:上海利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TAS-990F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H20508冷冻离心机，日本岛

津公司；MYP11-2A磁力搅拌器，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限公司；消化炉，长沙基隆仪器有限

公司；MARS6微波消解仪，美国CEM公司；FE20pH计，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大鼠钙代谢实验 将大鼠以基础饲料适应性喂养1周后，称重挑选体重无显著性差异的大鼠32
只。按照表1饲料配方的不同将大鼠分成四组：对照组、模型组、醋组和沙拉酱组。根据适应期间记

录的摄入量确定给与每只大鼠30 g的饲料以控制大鼠体重过快增长，记录每天摄入的饲料量。在模

型组、醋组和沙拉酱组的饲料中加入奥美拉唑抑制胃酸分泌，建立缺钙模型。喂养四周后将大鼠放

入代谢笼中进行为期3 d的钙代谢实验，记录3 d进食量并收集72 h粪便。测量四周后大鼠身长和体重

变化。将粪便烘干，恒重后磨成粉，称量0.2000 g进行微波消解，测量各组饲料及粪便中钙的含量并

根据以下公式[10]计算钙表观吸收率：钙表现吸收率(%)=(摄入钙-粪钙)/摄入钙×100
表 1 大鼠饲料配方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test diets for rats %
成分

Component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模型组

Model group
醋组

Vinegar group
沙拉酱组

Mayonnaise group
酪蛋白 20.00 20.00 20.00 20.00

L-半胱氨酸 0.30 0.30 0.30 0.30
玉米淀粉 52.95 52.89 52.39 51.68
蔗糖 10.00 10.00 10.00 10.00
大豆油 7.00 7.00 7.00 3.21
纤维素 5.00 5.00 5.00 5.00

矿物质混合物（AIN-93G） 3.50 3.50 3.50 3.50
维生素混合物（AIN-93G） 1.00 1.00 1.00 1.00

重酒石酸胆碱 0.25 0.25 0.25 0.25
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 0.00 0.00 0.00 0.00

奥美拉唑* 0.00 0.06 0.06 0.06
食醋 0.00 0.00 0.50 0.00
沙拉酱 0.00 0.00 0.00 5.00

注：*.奥美拉唑按照 30 mg/kg 体重・天计算[11]；按照丘比沙拉酱成分表进行能量换算，沙拉酱组与其他组能量基本一致。各组饲料量按

照玉米淀粉调整。混合矿物质中钙含量为 0.5%。沙拉酱和食醋的醋量相同。

Note: Omeprazol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30 mg/kg body weight per day[11].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ion table of Kewpie mayonnaise, the
energy of mayonnaise group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other groups. Feed quantity of each group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corn starch. The
content of calcium in mixed minerals is 0.5%. Mayonnaise and vinegar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vinegar.

1.3.2 大鼠胃内容物中钙溶解性分析 在同样条件下，大鼠自由进食适应环境一周，每天记录其生长

情况，挑选体重无显著性差异的大鼠 24只。根据灌胃物质不同将大鼠分三组：对照组、醋组和沙拉

酱组。配制碳酸钙[12]悬浮液：碳酸钙 25 mg（单纯钙量相当于 10 mg）用水悬浮调到 1 mL。灌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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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空腹 12 h，每只大鼠先灌胃 1 mL碳酸钙悬浮液，再分别灌胃相同质量（1 g）的去离子水(对照组)、
含 10%醋的稀释液（醋组）、沙拉酱（沙拉酱组）。保证沙拉酱组中醋的量与醋组相等。三组大鼠

分别在灌胃 30 min后用乙醚迷晕，开腹，取胃部[13]，将胃内容物移至离心管，加入 15 mL去离子水

离心（4 ℃，2000×g，30 min），离心过后分层，上清液为可溶性层、沉淀为不溶性层，分别取定量

的上清液、沉淀物、去离子水、醋、沙拉酱并对其中所含的钙进行质量分析,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胃内

部钙溶解率：溶解率(%)=溶液中钙的质量/总钙的质量×100
1.3.3 体外模拟实验中钙溶解性分析 模拟沙拉酱和醋与蔬菜的搭配方法，选用钙含量较高的紫甘蓝

作为钙的来源。将一定量紫甘蓝的可食部分打浆，根据加入物质不同分为三组：对照组、醋组和沙

拉酱组。称量 30 g浓浆，并稀释 10倍，向稀释后的甘蓝浆液中分别加入相同质量(15 g)的去离子水

（对照组）、含 10%醋的稀释液（沙拉酱含 10%的醋）（醋组）、沙拉酱（沙拉酱组）。各组均在

常温下进行磁力搅拌 30 min后，过滤去除残渣物质，记录滤液总体积，将滤液在 4 ℃条件下，2000×g,
离心 30 min，离心处理后记录上清液体积。移取 6 mL上清液进行消化处理，测量并分析钙含量并计

算其溶解率。再次取 5 mL上清液稀释 10倍后进行酸碱滴定，并测定上清液 pH。
1.3.4 原子吸收仪器工作条件 工作灯是钙空心阴极灯，火焰类型是空气－乙炔火焰，波长422.7 nm，

灯电流3.0 mA，狭缝0.50 nm，燃气流量2000 mL/min[14,15]。

1.4 数据分析

测定值通过平均值及标准偏差表示，采用 SPSS Statistics 21.0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 LSD法(1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被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钙标准曲线的制作

如图 1，钙标准曲线为以吸光度为纵坐标(Y)，浓度为横坐

标（X）的线性方程：y=0.0173x，R2=0.999，表明线性关系良好。

2.2 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及身长和体重的变化

由于钙摄入量对钙吸收率有一定影响，每天给予每只大鼠相同的饲料并且完全吃完。由图 2可
知，钙的表观吸收率在胃酸被抑制条件下，醋组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58.07%)与模型组(53.79%)
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醋对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有促进作用。Kishi M[16]等采用低钙饲

料饲喂卵巢切除大鼠来研究食醋对钙吸收影响，结果表明饲喂含有食醋的大鼠组，其钙的吸收明显

高于喂养不含食醋的对照组。沙拉酱组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62.61%)最高，且与醋组也有显著

性差异（P<0.05），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分别给予相等醋量的沙拉酱和食醋配制的饲料，沙拉

酱更能够提高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沙拉酱中钙的含量为 0.39 mg/100 g，忽略不计。模型组在

喂养含 0.06%奥美拉唑的饲料 4周后，对照组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63.17%)高于模型组(53.79%)，
表明药物对大鼠胃酸抑制效果明显且钙在胃内部的溶解性是影响钙表观吸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 2 四周后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

Fig.2 The apparent absorption rate of calcium（�� � � ,n＝8）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相比差异显著（P<0.05），图 3同。

Note: Values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and figure 3 is the same.

由表 2可知，喂食 4周后，各组饲料配方不同对大鼠的生长均有一定的影响。初始大鼠体重和

身长基本一致。对照组体重变化最大，模型组和醋组大鼠的体重，与沙拉酱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模型组大鼠身长显著低于其他组（P<0.05）；沙拉酱组大鼠的身长与醋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图 1 钙标准曲线
Fig.1 The standard curve of Calc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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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沙拉酱对大鼠体格增长有促进作用，是膳食补钙的良好选择。
表 2 大鼠摄入不同饲料对其体重、身长的影响

Table 2 The rats fed with different feed effect on the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femur (�� � �，n=8)
组别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模型组
Model group

醋组
Vinegar group

沙拉酱组
Mayonnaise group

最初体重/g 149.84±3.78 150.36±3.66 150.39±4.47 149.78±4.76
第 4周体重/g 270.77±3.79d 258.02±5.83c 264.54±3.79b 268.32±10.97a

最初身长/cm 14.28±0.92 14.31±0.87 14.33±0.64 14.25±0.48
第 4周身长/cm 21.65±0.69a 19.06±0.73c 19.98±0.73b 20.86±0.59a

注：同一行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ote:Values in the same row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 < 0.05).

2.3 大鼠胃内部钙溶解性分析

根据 2.2可知，抑制胃酸的模型组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比对照组低，表明胃内部钙的溶解

性对大鼠体内钙的表观吸收率影响较大。

由表 3可知，灌胃相同质量的碳酸钙和相同的醋量，沙拉酱组大鼠胃内容物的上清液中钙的质

量为 1.77 mg，高于醋组 1.24 mg，说明灌胃相同醋量的大鼠，沙拉酱对钙溶解性的影响较大，从而

使沙拉酱组上清液中离子钙充分游离，含量变高，从侧面解释了沙拉酱促进钙在大鼠体内转化吸收

的内因；醋组大鼠胃内容物的上清液中的钙的质量高于对照组 0.86 mg，说明了钙的溶解主要是由于

电离的氢离子的作用；大鼠胃内部总钙的质量，沙拉酱组（3.19 mg）与醋组(3.08 mg)和对照组(3.05
mg)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三组大鼠胃内部的钙并没有进入小肠。去离子水、食醋、沙拉酱中

钙的质量很少，忽略不计。

灌胃 30 min 后沙拉酱组大鼠胃内部，钙的溶解率（55.56%）大于醋组（40.41%）且差异显著

（P<0.05），表明灌胃相等质量的钙，沙拉酱对钙的溶解性的影响大于食醋；醋组大于对照组（27.85%）

且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食物随着胃的蠕动和幽门管的开闭推入小肠内，这个过程正常情况

下需要 1至 1.5 h，因此小肠对钙并没有吸收且对 30 min后胃内部钙的溶解率没有影响。由于沙拉酱

在乳化状态下与钙的接触面积大，沙拉酱在胃内部的停留时间长，食用香甜味沙拉酱能够促进β-胡
萝卜素吸收等[17]结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沙拉酱中含有食醋和沙拉酱在胃内部停留时间长和沙

拉酱的乳化作用使钙在胃部的分散性良好是沙拉酱能够促进大鼠胃内部钙的溶解率的重要原因。
表 3 各组大鼠胃内容物中钙的溶解率

Table 3 The quality and solubility of calcium in the stomach of rats in each group（�� � �, n＝8）
组别
Group

上清液中钙的质量/mg
The quality of calcium

in supernatant

下沉物中钙的质量/mg
The quality of calcium

in the sink

总钙的质量/mg
The quality of total

calcium
钙溶解率/%

Calcium dissolution rate
对照组 0.86±0.03a 2.25±0.03a 3.05±0.06a 27.85±0.54a
醋组 1.24±0.13b 1.74±0.08b 3.08±0.20a 40.41±1.93b

沙拉酱组 1.77±0.07c 1.42±0.06b 3.19±0.08a 55.56±1.43c
注：同一列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ote: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2.4 体外模拟实验中钙溶解性分析

由实验测得，甘蓝中钙的含量是 51 mg/100 g（可食部分）。上清液中钙的质量沙拉酱组为 7.39
mg，醋组 4.67 mg，对照组为 3.84 mg。

表 4 上清液总酸度和 pH
Table 4 Total acidity and pH of supernatant (�� � �, n=3)

指标
Index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醋组
Vinegar group

沙拉酱组
Mayonnaise group

总酸度% 0.01±0.00a 0.05±0.00b 0.05±0.00b

pH 6.35±0.08a 4.88±0.09b 4.80±0.04b
注：同一行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ote:Values in the same row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 < 0.05).

由表 4可知，离心过后，醋组和沙拉酱组，上清液的 pH值和总酸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但醋组和沙拉酱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由图 3可知，沙拉酱组钙的溶解率为 48.30%高于醋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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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的溶解率低于醋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本实验结果与胃内容物中钙溶解性分析结果

有一定的相关性。食醋能够提高蔬菜的溶解率，说明酸对胃内部钙溶解率有一定的影响；在总酸度

和 pH值相同时，沙拉酱比食醋更能够促进蔬菜中钙的溶解，可能源于沙拉酱在蔬菜中的分散性比

食醋高，分散性是影响蔬菜中钙溶解率的主要因素。

3 结 论

本文探讨了沙拉酱对大鼠体内钙表观吸收率的影响，

分析钙在大鼠体内和体外的溶解性，初步探究了沙拉酱促

进钙吸收的原因。钙的溶解性对钙的吸收率有一定的影响。

沙拉酱中的食醋成分是沙拉酱促进钙吸收的原因之一，而

沙拉酱比食醋促进钙吸收效果好源于其在胃中残留的时间

长及其乳化作用，乳化状态大大增加了其与胃内物质接触

的表面积，这种表面效应使得碳酸钙吸附性和活性大大增强，从而有效地与消化液接触，提高了溶

解率，近而提高机体的吸收率；沙拉酱中的脂质延长了胃排空时间，延长胃酸对钙化合物的分解时

间，从而间接促进钙的吸收；蔬菜更容易分散在沙拉酱中是沙拉酱比食醋更容易促进蔬菜中钙的溶

解率的主要原因。因此沙拉酱对通过蔬菜补钙这种方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若膳食中钙不足，还是应额外补充[18]。钙摄入可维持骨密度、减缓或阻止骨丢失[19]。研究表明，

对于健康儿童和青少年无需常规补钙，应增加由饮食中摄取，以满足每天的需要量。因此研究沙拉

酱对钙吸收的影响对补钙有重要的意义。沙拉酱提高了蔬菜中钙的利用率，是一种既营养又健康的

补钙方法。本文从表面现象进行了初探，沙拉酱对钙吸收的更深层次的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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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体外模拟甘蓝中钙的溶解率
Fig.3 Dissolution rate of calcium in vitro

simulation （�� � �,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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