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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没食子酸为对照品，探索白补药多酚 Folin-Ciocalteu 比色法的测定条件。研究结果表明，Folin-Ciocalteu
比色法测定白补药多酚含量的适宜条件为：Folin-Ciocalteu 试剂 1.5 mL、10% Na2CO3 溶液 6 mL、温度 40 ℃、反应
30 min，该法操作简单、精密度高、稳定性好、回收率高。并考察了白补药多酚和阳性对照 VC、BHT 的抗氧化活性，
结果显示，白补药多酚对 DPPH 清除率、总抗氧化能力、还原力均大于同浓度的 VC 和 B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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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conditions of Folin-Ciocalteu colorimetry with the polyphenol of Salvia scapiformis Hance
was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lin-Ciocalteu appropriate conditions were 1.5 mL Folin-Ciocalteu, 6.0 mL 10%
Na2CO3, 40 oC temperature, 30 min reaction time. The method was simple, good stability, high precision and recovery rate.
Moreove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lyphenol in S. Scapiformis and Vc, BHT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PPH
clearance rat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reducing power of polyphenol in S. Scapiformis were higher than Vc and BHT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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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补药（Salvia scapiformis Hance var. Hirsute Stib）又名地埂鼠尾草、翻天雷公，为唇形科植物
花径状丹参的全草，生于海拨 1201250 m 的山地、路旁，主产于贵州、广西等地。在民间用于强
筋壮骨，补虚益[1,2]。通过对白补药 75%乙醇提取浸膏进行显色反应，盐酸-镁粉实验、碘化铋钾实
验、三氯化铁实验、醋酐-浓硫酸试验和 TLC 检测显示白补药的乙醇提取物含酚酸类等化合物[3]。
多酚具有抗病作用、抗衰老、抗氧化、抗癌防癌等多种生物活性[4]。目前，白补药的研究不多，
尤其是对白补药中多酚含量测定方法及抗氧化活性还未见资料报道。植物多酚含量测定的方法通常
有：高锰酸钾滴定法[5]、酒石酸亚铁比色法[6]、Folin-Ciocalteu 法等[7,8]，比较而言，Folin-Ciocalteu
法（FC）操作简单、价格便宜、效率高、重现性好[9]。但由于不同植物来源的多酚成分的不同，其
比色条件也不尽相同[10-12]，故需对其显色条件进行优化，建立白补药的多酚测定方法。同时随着科
学的进步，合成抗氧化剂的危害渐渐凸现[13]。植物多酚作为一类贮存厚实、可再生的绿色资源，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本文采用贵州雷公山丰富的白补药资源为研究对象，贵州雷公山，位
于贵州省东南部，海拔 2178.8 m，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称为“现今人类留存最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
生态文明净地”，其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活性应有一定的本土性。通过建立高效，准确的测定白补药中
多酚含量的方法，及对清除 DPPH、总抗氧化能力、还原力的测定，为雷公山丰富的白补药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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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野生白补药（2015 年 7 月采于贵州雷公山）。取白补药全草洗净、晒干，粉碎、过 60 目筛；取
一定量白补药粉末以 1:10 置于索氏提取器中，用石油醚回流处理（60 ℃）15 h，脱脂、脱色，备用。
仪器：UV-25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销售公司）
；FA1004 电子天平（上海良平仪器仪表
有限公司）；WH-300 超声波清洗机（济宁万和电子设备有限公司）；RE 52-99 旋转蒸发器（上海亚
荣生化仪器厂）等。
1.2 试 剂
没食子酸标准品(纯度≥ 98%)、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 (DPPH·)、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
(BHT)、FoIin-CiocaIteu (FC)试剂均购于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抗坏血酸(Vc)、无水
乙醇、磷酸钠、磷酸氢二钠、三氯乙酸、碳酸钠、铁氰化钾、磷酸二氢钠、钼酸铵、硫酸、三氯化
铁、石油醚等均为国产分析纯。
1.3 方 法
1.3.1 白补药多酚供试液及对照品的制备 参考赵二劳等的方法[14]，稍作修改。称取 2.0007 g 脱脂、
脱色白补药粉末于锥形瓶中，以料液比(g·mL-1) 1:10 加入 60%的乙醇溶液浸泡 30 min，超声提取 3
次，每次 40 min，设定超声功率 270 w，60 ℃，合并提取液并浓缩至 40 mL。取 5.0 mL 提取液于
50 mL 容量瓶，定容，得白补药多酚供试液，备用。
称取 150 mg 干燥至恒重的没食子酸，用去离子水溶解，定容于 100 mL 的容量瓶中，精密移取
5.00 mL 于 50 mL 的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定容，得 150 μg·mL-1 的没食子酸标准溶液。
1.3.2 多酚测定波长的选择 准确移取对照品和白补药多酚供试液各 1.0 mL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
中，参照何志勇等研究[15]，依次加入 12.0 mL 去离子水、1.5 mL FC，充分摇匀，静置 8 min，加入
浓度为 10% Na2CO3 溶液 6.0 mL，混匀，用去离子水定容，室温下避光反应 2 h，在 200800 nm 波
长范围内进行光谱扫描确定测定波长。在 763 nm 处二者均有最大吸收，故确定 763 nm 为多酚测定
波长。
1.3.3 白补药多酚测定方法的研究 以吸光度为考察指标，分别考察 FC 试剂与 10% Na2CO3 溶液用量、
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得出适宜白补药多酚测定的显色条件。
1.3.4 福林酚比色法评价
(a) 稳定性实验：精密移取 1.3.1 供试液 l.0 mL 于 25 mL 容量瓶内，按最佳显色条件显色，于
40 ℃条件下避光分别放置 0.5、1.0、1.5、2、2.5、3 h，测定吸光度，计算 RSD 评价该分析方法在
3 h 内的稳定性。
(b) 精密度实验：精密移取 1.3.1 供试液 1.0 mL 于 25 mL 容量瓶内，按最佳显色条件显色，测
定吸光度，重复测定 5 次，计算 RSD。评价试验方法的精密度。
(c) 加标回收实验：精密移取 1.3.1 供试液 1.0 mL 于 5 个 25 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不同体积
的没食子酸标准溶液，在最佳显色条件下避光显色，测定吸光度，计算平均回收率及 RSD，以评价
该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3.5 标准曲线的建立 分别准确移取 150 μg·mL-1 的没食子酸标准溶液 0.0、0.3、0.6、0.9、1.2、1.5
mL 于 6 个 25 mL 容量瓶中，加入 12.0 mL 去离子水，在 2.1 最佳显色条件下显色，测定吸光度，将
其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0.0919 x+0.0381，相关系数是 R=0.9996，没食子酸浓度在 1.89.0
μg·mL-1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1.3.6 白 补 药 多 酚 抗 氧 化 活 性 测 定 将 白 补 药 多 酚 提 取 液 浓 缩 后 稀 释 成 6 个 不 同 浓 度 ， 采 用
DPPH· 法、磷钼络合物法、还原力法测定白补药多酚的抗氧化活性。
1.4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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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PSS 19.0进行数据处理。试验均为3次重复。

2

结果与讨论

2.1 白补药多酚测定方法的确定
2.1.1 10% Na2CO3 溶液用量的确定 取供试液和对照品各 1.0 mL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依次加
入 12.0 mL 去离子水，1.5 mL FC，摇匀，静置反应 8 min，再加入不同体积（1.0、2.0、3.0、4.0、
5.0、6.0、7.0、8.0 mL) 10%Na2CO3 溶液，摇匀，定容，避光显色反应 2 h，测定吸光度，实验结果
见表 1。
表 1 10% Na2CO3 用量对吸光度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10% Na2CO3 on the absorbance
样品/ A
对照品/A
Na2CO3（mL）
Sample
CK
1.0
0.232±0.020d
0.350±0.017d
2.0
0.325±0.015c
0.462±0.036c
ab
3.0
0.386±0.024
0.543±0.032ab
a
4.0
0.420±0.016
0.592±0.016a
ab
5.0
0.402±0.028
0.557±0.037ab
ab
6.0
0.375±0.014
0.548±0.023ab
7.0
0.386±0.027ab
0.516±0.040bc
b
8.0
0.374±0.013
0.502±0.044bc

a、b、c、d分别代表5%水平下的显著性差异。a:将全部平均数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然后在最大
的平均数上标上字母a；b:将该平均数依次与其以下各平均数相比，凡差异不显著的都标字母a，直至
某一个与之相差显著的平均数则标以字母b；c:再以标有b的最大平均数为标准，与以下各未标记的
平均数比，凡不显著的继续标以字母b，直至某一个与之相差显著的平均数则标以字母c。如此重复
下去，直至最小的一个平均数有了标记字母为止。
由表1知，随着10% Na2CO3溶液体积的增大，供试液、对照品吸光度均增大，当10% Na2CO3溶
液体积增至4.0 mL时，吸光度增至最大，随后吸光度缓慢下降。根据FC试剂与多酚物质在碱性环境
下显色的原理，Na2CO3溶液的用量对多酚与FC的显色反应有较大的影响[16]，Na2CO3溶液用量不足
多酚物质的显色不完全，吸光度偏低。对供试液、对照品显色反应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10% Na2CO3
溶液用量为4.0 mL（FC体积与10% Na2CO3溶液的体积比为1:4）时与1.0、2.0、3.0、5.0、6.0、7.0、
8.0 mL时的吸光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合分光光度法原理，可认为当FC的体积与10%
Na2CO3溶液的体积比为1:4时，显色较完全，故选择FC与10% Na2CO3溶液最佳比为1:4。
2.1.2 Folin-Ciocalteu 用量的确定 精密移取供试液和对照品各 1.0 mL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加
入 12.0 mL 的去离子稀释，都加入不同体积的 FC 试剂，混匀后静置反应 8 min，加入体积为 FC 试
剂体积 4 倍的 10% Na2CO3 溶液，定容，避光反应 2 h 测定吸光值，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Folin-Ciocalteu 用量对吸光度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Folin-Ciocalteu on the absorbance
样品/A
对照品/A
FC（mL）
Sample
CK
0.5
0.355±0.015c
0.418±0.016c
1.0
0.406±0.014b
0.512±0.016b
1.5
0.467±0.026a
0.600±0.016a
2.0
0.456±0.020a
0.579±0.013a
2.5
0.458±0.024a
0.592±0.014a

由表 2 可知，FC 用量从 0.5 mL 增至 1.5 mL 时，供试液、对照品吸光度均增大并至最大值，FC
用量从 1.5 mL 增至 2.5 mL 时吸光度趋于平衡。这是因为随着 FC 试剂用量增加，多酚显色反应逐渐
完全，吸光度增大。对供试液、对照品显色反应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FC 为 1.5 mL 时与 0.5 mL、
1.0 mL 的吸光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与 2.0、2.5 mL 时的吸光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故选用 6.0 mL 10% Na2CO3 与 1.5 mL FC 作为最佳的显色剂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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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显色剂反应温度与时间的确定 精密移取供试液 1.0 mL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加入 12.0
mL 的去离子水稀释，加入 2.1.2 得出最佳显色剂用量，以温度（30、40、50、60 ℃）及时间（10、
30、60、90、120、150 min）为变量避光放置，测定其吸光值，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温度、时间对吸光度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on the absorbance
时间/ min
Time
10
30
60
90
120
150

温度/℃ Temperature
30 ℃
0.384±0.014c
0.426±0.020b
0.442±0.022ab
0.459±0.012a
0.459±0.014a
0.457±0.014a

40 ℃
0.433±0.016b
0.480±0.007a
0.490±0.020a
0.477±0.014a
0.481±0.011a
0.492±0.018a

50 ℃
0.458±0.007d
0.482±0.012c
0.436±0.017b
0.420±0.009ab
0.414±0.005a
0.408±0.016a

60 ℃
0.461±0.014d
0.474±0.011c
0.436±0.021b
0.423±0.014ab
0.408±0.022a
0.383±0.010a

由表 3 可得温度、时间对白补药多酚显色反应的影响。30 ℃时，反应时间在 1090 min 内，随
着时间的增加吸光度增大，溶液变蓝并且加深，90 min 后吸光值变化趋于平稳，表明显色反应基本
完全。40 ℃时，反应时间在 1030 min 内，随着时间的增加吸光度增大，且 30 min 后，吸光度变化
不大，说明显色反应完全。5060 ℃时，随着反应时间从 10 min 增至 30 min 时，吸光度增至最大，
30 min 后吸光度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在较高的温度下多酚氧化速度加快，导致吸光度减小。通过对
多酚的稳定性及实验效率的考虑，选择显色温度为 40 ℃，并对 40 ℃下不同反应时间进行差异分析，
30、60、90、120、150 min 吸光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0 min 吸光度与 10 min 时吸光度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故确定显色温度为 40 ℃下，避光放置 30 min。
2.1.4 精密度、稳定性、加标回收率试验 精密度试验结果显示：RSD 为 1.07%，说明仪器精密度良
好。稳定性实验结果显示：按最佳条件显色后，待测液在 3 h 内吸光度变化不大，RSD 为 0.94%，
表明该显色条件在 3 h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加标回收率平均值为 99.40%，RSD 为 1.75%，说明该方
法可靠。
2.1.5 白补药中多酚含量 称取 5 份 2 g 经脱脂、脱色的白补药粉未，按 1.3.1 操作得白补药多酚供试
液，根据最佳显色条件，即 FC 试剂用量为 1.50 mL，10% Na2CO3 用量为 6.0 mL，在 40 ℃反应 30 min，
测得白补药提取液吸光度，并代入回归方程计算白补药中多酚含量。由此计算出白补药中多酚的平
均含量为 23.78 mg·g -1。
2.2 白补药多酚抗氧化能力
2.2.1 白补药多酚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参照文献[17]，稍作修改，吸取1.0 mL浓度分别为，10、
30、60、90、120、150 μg·mL-1白补药多酚提取液于6个10 mL容量瓶，分别加入3.0 mL 0.1 mmol·L-1
DPPH·乙醇溶液，用无水乙醇定容，摇匀，室温下避光放置30 min，在517 nm处测定吸光度。取1.00
mL 60%乙醇代替样品，在517 nm处测定吸光度A0为对照样，按公式（1）计算清除率。并与样品同
浓度的Vc和BHT溶液作阳性对照。
( A0  As )
(1)
K (%) 
 100 %
A0
测定结果见图1。

图 1 白补药多酚、Vc 和 BHT 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
Fig.1 Scavenging of polyphenol, Vc and BHT for DPPH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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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知，在选定的浓度范围内，白补药多酚提取液、Vc和BHT溶液均对DPPH·自由基均有一定
的清除率且随着质量浓度增加而增大，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顺序为：白补药总多酚＞Vc＞BHT。
差异性分析表明，白补药多酚、Vc和BHT质量浓度对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均有极显著差异（P
＜0.001）。以白补药多酚质量浓度、Vc和BHT质量浓度与DPPH·自由基清除率进行线性回归，白补
药多酚回归方程分别为：y= 0.3013 x+47.904(r = 0.9816)、Vc回归方程分别为：y=0.3209 x+33.616
(r = 0.9852)、BHT回归方程分别为：y=0.1950 x+23.7(r =0.9905)。由此求得DPPH·自由基清除率50%
时所需白补药多酚、Vc和BHT质量浓度，即半抑制质量浓度EC50分别为6.96 μg/mL，51.06 μg/mL，
134.87 μg/mL。说明白补药多酚对DPPH·自由基有很强的清除能力。
2.2.2 总抗氧化能力的测定结果 参照文献[18]，稍作修改，分别取不同浓度的白补药多酚提取液0.1 mL
于10 mL容量瓶中，加入1.0 mL磷钼试剂（0.6 mol/L硫酸，28 mmol/L磷酸钠和4 mmol/L钼酸铵)，再
用蒸馏水定容，混合均匀，于95 ℃水浴中加热90 min。冷却至室温后，在695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吸光度越大，则总抗氧化能力越强。并与样品同浓度的Vc和BHT溶液作阳性对照。测定结果见图2。

图 2 白补药总多酚、Vc和BHT的总抗氧化能力
Fig.2 Th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polyphenol, Vc and BHT

从图2知，白补药多酚、Vc和BHT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大，其吸光度值也增大，说明抗氧化能力增
大，并且质量浓度与总抗氧化能力呈量效关系。在所给定浓度范围内（10150 μg·mL-1），在150 μg·mL-1
时，总抗氧化能力最强，白补药多酚、Vc和BHT三者的吸光度分别为：1.097、0.663、0.551，白补
药多酚总抗氧化能力是Vc的1.6倍，是BHT的2倍。差异性分析表明，白补药多酚、Vc和BHT质量浓
度对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均有极显著差异（P＜0.001）。
2.2.3 白补药多酚还原力的测定结果 根据陈磊等[19]的研究，稍作修改，分别取1.0 mL不同浓度的白
补药多酚提取液于离心管中，顺次加入0.2 mol/L磷酸盐缓冲溶液（PH=6.6）1.0 mL、1%铁氰化钾溶
液1.0 mL，置于55 ℃水浴中保温20 min后，迅速冷却，加入10%三氯乙酸溶液1.0 mL，均匀混合后在
3500 r·min-1离心10 min，分别取其上层清液1.0 mL置于10 mL容量瓶中，加入1.0 mL蒸馏水及0.2 mL
0.1%的FeCl3溶液，均匀混合，静置10 min后，在700 nm下测定吸光度，吸光度越大，则还原力越强。
分别用与样品溶液相同浓度的Vc和BHT溶液作为阳性对照。测定结果见图3。

图 3 白补药总多酚、Vc和BHT的还原力能力
Fig.3 The reducing power capacity of polyphenol, Vc and BHT for DP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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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知，白补药多酚、Vc和BHT对Fe3+ 均有较强的还原能力，且还原能力在所给定浓度范围内
（10-150 μg·mL-1）随样品浓度的增大而增强。三者还原能力大小序为：白补药总多酚＞Vc＞BHT。
在150 μg·mL-1时，还原力最大，白补药多酚、Vc和BHT三者的吸光度分别为：0.782、0.637、0.497，
白补药多酚还原力是Vc的1.2倍，是BHT的1.6倍。差异性分析表明，白补药多酚、Vc和BHT质量浓
度对还原力的影响均有极显著差异（P＜0.001）。说明白补药多酚有较强的还原能力。

3

结 论

本研究确定了白补药多酚的 FC 法显色的最佳测定条件：FC 比色法测定白补药多酚含量的适宜
条件为：FC 试剂 1.5 mL，10%Na2CO3 溶液６mL、温度 40 ℃、反应 30 min，没食子酸浓度在 1.89.0
μg·mL-1 的范围内与吸光度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 R=0.9996，平均回收率为 99.40%，RSD
为 1.75%，说明该方法可靠、简便，可用于白补药中多酚含量测定。并首次测定了贵州雷公山野生
白补药多酚的平均含量为 23.78 mg·g-1。
通过白补药多酚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总抗氧化能力、还原能力测定，并与抗氧化剂Vc、
BHT作阳性对照，结果显示白补药总多酚、Vc、BHT的抗氧化活性顺序为：白补药总多酚＞Vc＞BHT。
白补药多酚对DPPH·自由基半抑制质量浓度EC50为6.96 μg·mL-1，清除率顺序为：白补药总多酚＞Vc
＞BHT。白补药多酚还原力是Vc的1.2倍，是BHT的1.6倍，总抗氧化能力是Vc的1.6倍，是BHT的2
倍。研究结果显示雷公山白补药多酚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活性，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抗氧
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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