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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娜1，2，徐玉娟1，肖更生1，吴继军1，余元善1，傅曼琴1*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农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10；
2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广东湛江 524000）

摘要：【目的】研究不同贮藏年份陈皮中黄酮类物质及其抗氧化活性的差异，为陈皮的品质鉴定及调控提供参考

依据。【方法】以贮藏1年（2017年产）、5年（2013年产）和15年（2003年产）的新会陈皮为研究对象，采用乙醇超声法提取

陈皮总黄酮，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总黄酮成分，并采用2,2'氨基-二（3-乙基-苯并噻唑啉磺酸-6）铵盐（ABTS）、

FRAP（铁离子还原/抗氧化能力）和DPPH（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法评价陈皮总黄酮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贮藏

15年间，陈皮总黄酮含量从3.93±0.07 mg RE/g显著增加到6.66±0.12 mg RE/g（P<0.05，下同），增长率为69.47%；不同

年份陈皮总黄酮的ABTS、FRAP和DPPH值均呈增长趋势，且年份间差异显著，以ABTS值最大，其次是FRAP值，

DPPH值最小。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的保留时间分别为7.8、17.7和19.4 min，且3种主要黄酮类物质成分含量随

陈皮贮藏时间的延长显著增加，其中橙皮苷含量在15年间增加2.61倍，川陈皮素含量增加62.74%，桔皮素含量增加了

55.50%；在贮藏1年和5年的陈皮中，3种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排序为川陈皮素>桔皮素>橙皮苷；而在15年陈皮中，其

含量排序为橙皮苷>川陈皮素>桔皮素。【结论】随着陈皮贮藏时间的延长，其总黄酮含量显著增加，抗氧化能力增强，

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3种主要的黄酮类物质含量递增。这一变化规律可为阐释陈皮“陈久者良”的科学内涵提

供理论依据，对研究陈皮陈化品质的形成及其调控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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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differences of flavono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tangerine peel in different stora-
ge years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identif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angerine peel.【Method】The
storage time was one year（produced in 2017），five years（produced in 2013）and fifteen years（produced in 2003）of Xin-
hui tangerine peel. The total flavonoids of dried tangerine peel were extracted by ethanol，and the total flavonoids were
analyz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otal flavones of tangerine peel
was evaluated by 2,2' amino-bis（3-ethylbenzothiazolin-sulfonate-6）ammonium salt（ABTS），FRAP（iron ion reduction/
antioxidant capacity）and DPPH（1,1-diphenyl-2-nitrophenylhydrazine）.【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flavo-
noid content of PC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3.93±0.07 mg RE/g to 6.66±0.12 mg RE/g in 15 years（P<0.05，the same
below）with a growth rate of 69.47%. The ABTS，FRAP and DPPH values of total flavonoids in tangerine peel in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showed growth，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various years was significant，in which the ABTS value was the
largest，followed by the FRAP value，and the DPPH value was the smallest. The retention times of hesperidin，nobiletin
and tangeretin were 7.8，17.7 and 19.4 min，respectively，and the content of three main flavonoid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extension of storage time of tangerine peel，among which the content of hesperidin，nobiletin and tangeretin in-
creased by 2.61 times，62.74% and 55.50% in 15 years，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three main flavonoids in the pre-
served tangerine peel for 1 year and 5 years were：nobiletin>tangeretin>hesperidin；and in 15 years of tangerine peel，the
order was hesperidin>nobiletin>tangeretin.【Conclusion】With the extension of aging time，the total flavonoid cont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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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陈皮（Pericarpium Citri Reticulatae，

PCR）是芸香科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e Blanco）及

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陈琳等，2015），是广东

道地药材，位居“广东三宝”之首。《绍兴本草》曾报道

“唯橘皮以陈久者佳”，中医理论也认为随着陈皮贮

藏年限的增加，其药用价值更高（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5）。陈皮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挥发油类、柠檬

苦素类、生物碱类、矿物质元素及其他营养物质（欧

立娟和刘启德，2006），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清除

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和抗肿瘤等功效（闫文莉，

2018）。因此，对不同贮藏年份陈皮进行黄酮成分分

析及其活性评价，对于阐释陈皮“陈久者良”的科学

内涵具有一定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目前的研究

主要从不同贮藏年限陈皮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探索等方面对陈皮“陈久者良”进行科学阐释

（王福等，2015）。易伦朝等（2005）通过高效液相色

谱—二极管阵列检测（HPLC-DAD）技术对不同年份

的陈皮样品精油及黄酮类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份及不同处理的陈皮黄酮类物质无明显

变化。郑国栋等（2010）用HPLC对10批不同贮藏年

限广陈皮药材中的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等5种

黄酮类成分的变化规律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

明所选原料中橙皮苷含量均符合国家药典标准

（≥35 mg/g），且5种黄酮类物质含量随贮藏时间延长

均呈增加趋势。魏莹等（2016）在不同色谱条件下建

立了一种测定不同贮存年限（1~19年）广陈皮药材中

橙皮苷、川陈皮素、桔皮素和辛弗林含量的HPLC，该

方法操作简便、稳定、重复性好，并推测陈皮“陈久者

良”可能与上述4种活性成分含量变化无关，与其挥

发油含量减少而缓和燥性有关。Fu等（2017）使用

HPLC和双波长检测同时测定橙皮苷和5种多甲氧基

黄酮的含量，结果表明多甲氧基黄酮可用作评价陈

皮存储过程中质量变化的指标，较长的储存期可提

高陈皮质量；之后Fu等（2018）通过控制温度和湿度

交替储存条件研究陈皮总黄酮、总多酚和多酚分布

参数，结果表明，与自然环境条件相比，交替储存条

件加速陈皮褐变，增加酚类物质损失，总多酚、总黄

酮和橙皮苷含量下降，但5种多甲氧基黄酮和抗氧化

活性在整个储存期间均有所增加。段庆等（2019）通

过HPLC测定11种不同贮藏年限的新会陈皮提取物

中4种黄酮成分含量，并在11种陈皮样品中均检测到

这4种黄酮类化合物，得到贮藏时间越长橙皮苷含量

越高的结论，为陈皮“陈久者良”提供理论支撑。李

文东等（2019）测定19个不同陈皮样品中多甲氧基

黄酮川陈皮素和桔皮素含量，结果测得二者含量分

别为0.031%~0.968%和0.011%~0.546%，经方法学验

证后表明不同品种来源陈皮中多甲氧基黄酮含量有

明显差异。【本研究切入点】近年来，在研究陈皮“陈

久者良”科学依据的方向上虽然找到了一定依据，但

并未明确不同贮藏年份陈皮主要黄酮类化合物的具

体差异及陈皮贮藏时间对这些黄酮类化合物的影

响。【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2017、2013和2003年产的

新会陈皮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贮藏年份陈皮黄酮

成分与抗氧化活性的相关性及差异性，旨在进一步

完善陈皮“陈久者良”的科学理论依据，为其品质鉴

定及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2017、2013和2003年产陈皮（对应分别贮藏1

年、5年和15年）购自江门市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均

来自同一果园当年12月份所采茶枝柑的果皮。氢氧

化钠、硝酸铝、亚硝酸钠和无水乙醇为分析纯，甲醇

为色谱纯，均购自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总抗氧化

能力检测试剂盒［铁离子还原/抗氧化能力（FRAP）

法和2,2'氨基-二（3-乙基-苯并噻唑啉磺酸-6）铵盐

（ABTS）法］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1,1-二

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芦丁、橙皮苷、川陈皮

素、桔皮素和Trolox标准品均购自美国Sigma公司。

主要仪器设备：SQP电子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科

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RHP-100高速多功能粉碎

机（浙江永康市荣浩工贸有限公司）；HWS-26电热水

crease significantly，and oxidation resistance enhances. The total flavonoids of PCR and the ability to scavenge ABTS and
DPPH free radicals and the reducing ability of FRAP iron show an increasing pattern. The contents of hesperidin，nobile-
tin and tangeretin increases gradually. This study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tatement of

“aging is good”，and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study in the formation of aging quality of tangerine peel.
Key words：Pericarpium Citri Reticulatae；flavonoids；storage years；antioxidant；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

tography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901713）；Project of Nonprofit Industry（Agri-

culture）Research（201503142-03）；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2017A070702007）；Guangzhou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2017070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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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锅（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A-1000S水流抽

气机、N-1300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VF204A真空抽滤机（美国圣斯特公司）；DL-800B智

能超声波清洗器（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JW-1042

离心机（安徽嘉文仪器装备有限公司）；Bio Tek

Gen5酶标仪（美国伯腾仪器有限公司）；UV1800紫外

分光光度计、LC-20AT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仪器

（苏州）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黄酮提取物制备 将3个年份的陈皮样品

打粉，分别称取陈皮粉95 g，按料液比1∶10加入90%

乙醇提取，50 ℃恒温水浴超声波1 h，减压抽滤后得

到滤液和滤渣。对滤渣重复上述操作提取2次，合并

滤液，旋转蒸发仪减压浓缩至浓缩液体积约100

mL；浓缩液冷冻干燥得陈皮黄酮提取物，置于干燥

器中保存备用。

1. 2. 2 总黄酮测定

1. 2. 2. 1 芦丁标准曲线 使用90%乙醇溶解21.30

mg芦丁标准品，并定容至100 mL，摇匀后得到芦丁

标准溶液浓度为0.2130 mg/mL。分别移取芦丁标准

溶液0、1、2、3、4、5、6和7 mL置于10 mL容量瓶中，并

用90%乙醇定容至刻度线，再分别量取5 mL各浓度

的芦丁标准溶液于试管中，加入1 mL 5%亚硝酸钠

溶液，混匀后静置5 min，加入1 mL 10%硝酸铝溶液

振荡混合，静置6 min，然后加入4 mL 1 mol/L氢氧

化钠溶液，振荡混匀，45 ℃恒温水浴10 min，冷却，

5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在505 nm波长下测

其吸光值（A），平行重复3次。以芦丁质量浓度为横

坐标、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所得线性回归

方程为y=4.7386x-0.003（R2=0.999）。

1. 2. 2. 2 黄酮提取物中总黄酮测定 分别称取

1.00 g不同年份的陈皮黄酮提取物，加入50 mL 90%

乙醇超声溶解、搅拌，得到黄酮提取液。分别取

2017、2013和2003年的黄酮提取液4、2和1 mL置于

10 mL容量瓶中，并用90%乙醇定容至刻度线，相当

于稀释2.5、5.0和10.0倍，然后加入1 mL 5%亚硝酸钠

溶液，混匀，静置5 min后加入1 mL 10%硝酸铝溶

液，振荡混匀，静置6 min，再加入4 mL 1 mol/L氢氧

化钠溶液，振荡均匀，45 ℃恒温水浴10 min，冷却，

5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在505 nm波长下分

别测其吸光值，最终的总黄酮含量以芦丁当量（mg

RE/g）表示，每种样品平行重复3次。

每克提取物中黄酮含量（mg/g）=（A+0.03）×稀

释倍数×50/（4.7386×1）。

陈皮中总黄酮含量（mg/g）=提取物冻干后总质

量×每克提取物中黄酮含量/陈皮样品总质量。

1. 2. 3 总黄酮抗氧化能力测定

1. 2. 3. 1 ABTS法 用双蒸水将Trolox标准液分别

稀释为0.1、0.2、0.4、0.8和1.0 mmol/L梯度溶液。按

照ABTS试剂盒说明进行试验，以标准品OD值为横

坐标、各OD值对应的标准品浓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

曲线。把样品的OD值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其对应的

标准品浓度。最终的总抗氧化能力以当量Trolox溶

液浓度表示。

1. 2. 3. 2 FRAP法 配制各浓度梯度（0.15、0.30、

0.60、0.90、1.20和1.50 mmol/L）的硫酸亚铁标准品溶

液。按照FRAP试剂盒使用说明进行试验，以标准品

OD值为横坐标、各OD值对应的标准品浓度为纵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把样品OD值代入标准曲线，计算

其对应的标准品浓度。最终的总抗氧化能力用当量

Trolox溶液浓度表示。

1. 2. 3. 3 DPPH法 称量39.40 mg DPPH标准品，

用适量90%乙醇溶解并定容至1 L，得到100 μmol/L

的DPPH溶液，避光保存备用。称量10.00 mg Trolox

标准品，用90%乙醇溶解并定容至100 mL，得到浓度

为0.1 mg/mL的Trolox标准溶液。分别移取2.0、2.5、

3.0、3.5、4.0、4.5、5.0、5.5和6.0 mL原液置于10 mL容

量瓶中并用90%乙醇定容，得到一系列不同浓度梯

度Trolox标准溶液。

试验分为空白组、样品组和对照组。空白组：

以90%乙醇为空白对照（零管），取6 mL 90%乙醇室

温避光保存 30 min。样品组：5 mL 100 μmol / L

DPPH溶液中加入1 mL Trolox标准液（样液），摇匀，

室温下避光保存30 min，517 nm处测定吸光值，每组

平行重复3次。对照组：取1 mL 90%乙醇加入5 mL

100 μmol/L DPPH溶液中，充分摇匀，室温避光保存

30 min后在517 nm处测定吸光值，平行重复3次。

DPPH自由基清除率（%）=
A0 - A1

A0
×100

式中，A0为1 mL 90%乙醇与5 mL 100 μmol/L

DPPH溶液的混合液在517 nm处的吸光值，A1为

1 mL标准品（样品）溶液与5 mL 100 μmol/L DPPH

溶液的混合液在517 nm处的吸光值。

以Trolox标准品浓度（mmol/L）为横坐标、自由

基清除率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把样品溶液OD值

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其对应的标准品浓度，最终的总

抗氧化能力以当量Trolox溶液浓度表示。

1. 2. 4 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测定

1. 2. 4. 1 标准曲线绘制 严格称取橙皮苷、川陈

皮素和桔皮素标准品各20.00 mg，分别置于100 mL

刘丽娜等：不同年份陈皮黄酮成分分析及抗氧化活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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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瓶中，加入甲醇超声溶解并定容、摇匀。准确量

取上述标准品溶液1、2、3、4和5 mL分别置于10 mL

容量瓶中，用甲醇定容至刻度线，摇匀，即得到质量

浓度分别为0.02、0.04、0.06、0.08和0.10 mg/mL的标

准品溶液，经HPLC分析。

色谱条件：Waters C18柱（4.6 mm×250 mm），流

动相为甲醇∶水，280和330 nm双波长检测，进样体积

10 μL，柱温40 ℃；梯度洗脱程序：0~10 min，40%~

60%甲醇；10~15 min，60%~80%甲醇；15~20 min，

80%~60%甲醇；20~25 min，60%~40%甲醇；25~30

min，40%甲醇；流速1.0 mL/min。

以标准品质量浓度（mg/mL）为横坐标、峰面积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表1的线性回归方程。

1. 2. 4. 2 样品溶液液相分析 称取1 g黄酮提取

物，加入50 mL 90%乙醇超声溶解，得到提取液。分

别取1 mL提取液过0.22 µm微孔滤膜后进行液相分

析，色谱条件同1.2.4.1，每个样品重复3次。

1. 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0.0和OriginPro 8.5对试验数据进行

整理分析并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年份陈皮总黄酮含量的差异性分析

由图1可知，2017、2013和2003年陈皮的总黄酮

含量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以2003年陈皮

总黄酮含量最高，为6.66±0.12 mg RE/g；其次是2013

年陈皮，其含量为6.05±0.01 mg RE/g；2017年陈皮总

黄酮含量最低，为3.93±0.07 mg RE/g。2013年陈皮

总黄酮含量较2017年陈皮增加53.94%，而2003年陈

皮总黄酮含量较2013年陈皮增加仅10.08%，表明陈

皮在贮藏期间，总黄酮含量在前5年增加速度较快，

而在后10年增加幅度减小，也说明陈皮贮藏前5年是

其总黄酮产生的关键时期，可能与陈皮表面微生物

在陈皮贮藏早期进行频繁代谢活动有关（刘素娟等，

2017）。

2. 2 不同年份陈皮总黄酮的抗氧化活性分析

如图2所示，在贮藏1年、5年到15年间，陈皮总

黄酮的ABTS、FRAP和DPPH值均呈增长趋势，且年

份间差异显著，说明陈皮贮藏越久其抗氧化活性越

高；且3种方法中，ABTS值最大，其次是FRAP值，

DPPH值最小。

ABTS与氢过氧化物和过氧化物酶形成ABTS+，

而ABTS+与铁—肌红蛋白形成的混合物最大吸收波

长在820、734和650 nm处，氢供体存在时，混合物在

最大吸收波长处的OD值会下降；而抗氧化剂的抗氧

化能力直接影响OD值的下降程度，因此OD值的下

降程度能反映抗氧化能力（徐清萍等，2007）。由图2

可知，随着陈皮贮藏时间延长，陈皮总黄酮的ABTS

值显著增加，2017、2013和2003年的ABTS值分别为

4.85±0.08、9.56±0.04和18.50±0.26 mmol TE/g，2003

年陈皮总黄酮的抗氧化能力较2017年陈皮增强

2.81倍。

FRAP法原理为Fe3+-吡啶三吖嗪（TPTZ）在593

nm处有最大吸收峰，在抗氧化物质作用下还原为

Fe2+形式，呈蓝色且吸光值增大。FRAP值越大说明

抗氧化剂的还原能力越强（张方乐等，2009）。由图2

可知，陈皮总黄酮对铁离子的还原能力随贮藏时

间延长呈显著增长趋势，2017、2013和2003年的

FRAP值分别为0.92±0.03、2.81±0.03和12.46±0.42

mmol TE/g，说明2003年陈皮总黄酮的还原能力最

强，分别是2013和2017年的4.43和13.54倍。

DPPH是有机溶剂中具有单一电子的一种稳定

自由基，最大吸收波长为517 nm。自由基清除剂会

使DPPH的单电子被捕捉从而使其颜色变浅，在最大

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值也会下降，且呈线性相关，吸光

值的降低表明抗氧化性增强，以此评价试验样品的

抗氧化能力（杨秀梅等，2014）。由图2可知，随着陈

皮贮藏时间的延长，不同年份陈皮总黄酮对DPPH自

由基的清除能力显著增强，其中，2003年陈皮总黄酮

的清除能力最强，为2.45±0.01 mmol TE/g，是2013年

标准品
Standard
川陈皮素 Nobiletin
桔皮素 Tangeretin
橙皮苷 Hesperidin

线性回归方程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y=2E+07x-35795
y=2E+07x-51582
y=2E+07x-15969

R2

0.9962
0.9984
0.9991

表 1 标准品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Table 1 Standard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图 1 不同年份陈皮总黄酮含量比较
Fig.1 Total flavonoids contents of PCR in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贮藏年份陈皮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CR in different storage years（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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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1.40±0.01 mmol TE/g）的1.75倍，是2017年陈

皮（0.83±0.01 mmol TE/g）的2.95倍。以上结果表

明，陈皮抗氧化能力与陈皮贮藏时间密切相关，且贮

藏越久其抗氧化能力越强。

2. 3 HPLC分析不同年份陈皮中主要黄酮类物质

按照1.2.4.1的HPLC分析条件，对橙皮苷、川陈

皮素和桔皮素标准品及不同年份的陈皮样品进行定

性定量分析，将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标准品甲

醇溶解后高效液相混标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

3-A可知，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的保留时间分

别为7.8、17.7和19.4 min，最大吸收波长分别为283、

334和325 nm。在2017、2013和2003年贮藏的陈皮样

品中均能检测出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且为主

要黄酮类物质；在陈皮贮藏1~5年过程中，橙皮苷检

测峰高变化不明显，贮藏15年后，样品中橙皮苷检测

峰高明显增加；川陈皮素检测峰高在陈皮贮藏1~5年

中明显降低，贮藏5~15年的陈皮，其检测峰高降低不

明显；桔皮素在贮藏1~15年的陈皮中峰高变化呈稳

定降低趋势（图3-B）。

2. 4 不同年份陈皮中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的差异性

分析

如图4所示，不同年份陈皮中橙皮苷、川陈皮素

和桔皮素的含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三者的含量均显著增加。2017、2013和2003

年陈皮中橙皮苷含量分别为1.39±0.06、2.26±0.34和

5.02±0.07 mg/g，即2013年陈皮中橙皮苷含量是2017

年陈皮的1.63倍，2003年陈皮中橙皮苷含量是2013

年陈皮的2.22倍，2003年陈皮中橙皮苷含量较2017

年陈皮增加2.61倍；2003年陈皮中川陈皮素含量为

4.15±0.05 mg/g，较2013年（3.42±0.03 mg/g）增加

21.35%，是2017年（2.55±0.06 mg/g）的1.63倍，表明

在15年间陈皮中川陈皮素的含量变化相对于橙皮苷

的变化幅度小；2017、2013和2003年陈皮中桔皮素含

量分别为2.09±0.04、3.00±0.03和3.25±0.03 mg/g，

2013年桔皮素含量较2017年增加43.54%，2003年较

2013年增加8.33%，说明陈皮在贮藏期间，桔皮素含

量的增加速度先快后慢。

对于贮藏1年和5年陈皮，其主要黄酮类物质含

量排序为川陈皮素>桔皮素>橙皮苷；而对于15年陈

皮，其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排序为橙皮苷>川陈皮

素>桔皮素。

3 讨论

现代药理作用和临床研究均表明，陈皮黄酮有

抗氧化、抗肿瘤、抗炎和保护神经等生理作用，在医

药、保健食品、香精香料、日化品等领域具有很高的

应用价植（李柯柯和任顺成，2017；许珊珊等，2018），

因此，从陈皮中提取黄酮类物质已成为研究热点。

本研究以贮藏1年（2017年）、5年（2013年）和15年

（2003年）的陈皮为对象，提取总黄酮，研究其变化规

律及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不同年份陈皮的总黄酮

含量不同，2017、2013和2003年陈皮的总黄酮含量分

别为3.93±0.07、6.05±0.01和6.66±0.12 mg RE/g，随

图 2 不同年份陈皮总黄酮抗氧化能力的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PCR in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同一测定方法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贮藏年份陈皮间差异显
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of the same method indicat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torage years（P<0.05）

图 3 混合标准品（A）和不同年份陈皮黄酮提取物（B）的HPLC分析结果
Fig.3 HPLC chromatograms of a standard mixture（A）and samples of flavonoids extract（B）from PCR in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1：橙皮苷；2：川陈皮素；3：桔皮素
1：Hesperidin；2：Nobiletin；3：Tanger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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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贮藏年限的增加，陈皮中总黄酮含量逐渐增加，其

中陈皮在1~5年的陈化过程中，总黄酮含量显著增

加；在5~15年的陈化过程中，总黄酮含量增速变缓，

与林林（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Wang等（2016）研

究老化对陈皮的影响，提取来自代表性陈皮的游离

和结合酚类化合物，结果表明，在老化期间，结合的

酚类和类黄酮含量显著升高，且其抗氧化活性增加，

结合部分增强了老化陈皮的总效益，表现出更高的

酚类和类黄酮含量，以及更强的抗氧化活性。由此

可见，陈皮在陈化期间，其总黄酮含量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而增加，可为陈皮“陈久者良”的说法提供科

学理论依据。

本研究发现，陈皮贮藏时间由1年（2017年）到5

年（2013年）再到15年（2003年），总黄酮含量增加的

同时，其对铁离子的还原能力及对ABTS和DPPH自

由基的清除能力均呈递增趋势，表明总黄酮含量的

增加与其抗氧化活性有密切联系，与Berreca等

（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

化、抗菌等功效（Pernice et al.，2009），说明陈皮贮藏

时间越长，抗氧化能力越强（Kim et al.，2013）。

陈皮中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橙皮苷、桔皮

素和川陈皮素等，同样具有抑菌、抗氧化和抗肿瘤等

作用，不仅可用于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等，还可作为保健因子添加到饲料和食品中（王慧芳

等，2018）。本研究以3个贮藏年份的陈皮黄酮提取

物为对象，分析橙皮苷、桔皮素和川陈皮素的含量变

化规律，结果表明，陈皮陈化15年间，橙皮苷含量增

加2.61倍，川陈皮素含量增加62.74%，桔皮素含量增

加55.50%，3种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的增加速度由大

到小依次为橙皮苷>川陈皮素>桔皮素，与高蓓

（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陈皮在陈化过程中，

不同黄酮类物质含量会随陈皮贮藏时间的延长而发

生变化，因其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多种生物活性，即

陈皮的保健功效增强，为陈皮越陈越佳的说法提供

了科学依据。

4 结论

随着陈皮贮藏时间的延长，其总黄酮含量显著

增加，抗氧化能力增强，橙皮苷、川陈皮素和桔皮素3

种主要的黄酮类物质含量递增。这一变化规律可为

阐释陈皮“陈久者良”的科学内涵提供理论依据，对

研究陈皮陈化品质的形成及其调控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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