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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法优化糯高粱多糖提取工艺
及其抗氧化活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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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优化糯高粱多糖提取工艺，并分析其抗氧化活性，为糯高粱食品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

国窖红1号糯高粱籽粒为材料，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采用响应面法优化其多糖提取工艺，并测定所提取多糖清除

DPPH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的能力。【结果】建立了料液比（X1）、微波功率（X2）和提取时间（X3）与糯高粱多糖提取率

（Y）的回归模拟方程：Y=6.43277+0.26425X1+0.89398X2+0.35226X3-0.09537X1X2-0.14083X1X3-0.10898X2X3-1.39713X1
2-

1.35532X2
2-0.26889X3

2，回归方程模型极显著（P<0.01），R2=0.999885，方程拟合程度高。糯高粱多糖提取的最佳工艺

条件为：料液比1∶400、微波功率480 W、提取时间110 s，在此条件下，得到多糖平均值为6.48%，与预测值（6.68%）相

对误差为2.91%。糯高粱多糖的DPPH自由基清除率随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加先增后减，多糖质量浓度为0.4 mg/mL

时，清除率最高达54.38%，低于对照2,6-二叔丁基对甲酚（BHT）的清除率；羟基自由基清除率随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加

而增加，多糖质量浓度为0.10 mg/mL时达最大值（94.70%），高于相同质量浓度对照BHT的清除率。【结论】采用响应

面法优化的工艺条件可用于糯高粱多糖提取，且糯高粱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用于健康食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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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extraction
process for poly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he extracted polysaccharides

YIN Xue-wei，WANG Qiu-yue，LI Qing-hu，LU Yuan-yuan，WEI Ling，ZHANG Xiao-chun*

（Institute of Feature Crops，Chongq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Yongchuan，Chongqing 4021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optimize extraction process conditions of 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 and analyze its antioxidant activity，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lutinous sorghum food products.【Method】The experiment used glutinous sorghum Guojiaohong No.1 as the materials.
The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on the basis of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and the DPPH and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the polysaccharide was detected.【Result】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material-liquid ratio（X1），microwave power（X2），extraction time（X3）and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yield
（Y）of glutinous sorghum was Y=6.43277 + 0.26425X1 + 0.89398X2 + 0.35226X3-0.09537X1X2-0.14083X1X3-0.10898X2X3-
1.39713X1

2-1.35532X2
2-0.26889X3

2，the regression equ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respective variables and the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yield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compou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2=0.999885，the
equation was highly fitted. The optimal extraction process of 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s was solid-to-liquid ratio
1∶400，microware power 480 W，extraction time 110 s，the model-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ly measured values of poly-
saccharide yield were 6.68% and 6.48%，respectively，revealing a relative error of only 2.91% between them. The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of 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polysaccharide. Whe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was 0.4 mg/mL，the scavenging rate was up to 54.38%，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scavenging rate of control 2,6-di-tert.-butyl-4-methyl phenol（BHT）. The hydroxyl radical sca-
venging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ass concentration，and reached the maximum（94.70%）at the mass con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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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高粱（Sorghum bicolor L. Moench）

亦称蜀黍，属禾本科高粱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自古有

“五谷之精”“百谷之长”的称誉，广泛分布于全国各

地，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因其独特的气候条件，是

我国糯高粱优势产区（程庆军等，2010；尹学伟等，

2014）。糯高粱籽粒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外，还富含

单宁、原花青素、黄酮、多糖等具有较强抗氧化能力

和抑菌活性的物质（Waniska，2000；吴丽等，2014）。

多糖是一类具有抗氧化、抗疲劳、抗病毒及调节免疫

细胞等多种生物活性功能的高分子化合物，作为构

成动植物生命基本物质，其还具有抗凝血、抗血栓、

降血糖、降血脂、延缓衰老等特性（吴笳笛，2008；吴

春华等，2011；许春平等，2014）。糯高粱籽粒是重要

的传统食用杂粮作物，有增强人体免疫、降低人体血

糖等功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糯高粱

为原料深加工制成的健康特色食品具有广阔的市场

和开发前景（段江莲等，2013）。因此，探讨我国南方

糯高粱籽粒中多糖的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对新

型食用高粱食品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

究进展】关于高粱多糖，Ramesh和Tharanathan（1999）

研究表明，温度对高粱多糖的提取具有较大影响，55

或100 ℃有利于多糖提取；Betts等（2015）研究认为，

高粱籽粒中除了富含淀粉外，还含有丰富的多糖，且

多糖组分间具有明显差异，基因型是影响高粱组分

比例的主要因素。在高粱抗氧化活性方面，前人主

要集中在酚类、醇类和原花青素等成分研究，王华等

（2007）研究得出高粱籽粒提取物总酚含量范围为

3.87%~38.87%，不同溶剂条件下提取物的抗氧化能

力存在明显差异；张国涛和王华（2011）研究发现，不

同种皮颜色高粱的甲醇提取物表现出显著不同的抗

氧化活性；Wu等（2011）研究表明，高粱糠原花青素

提取物不仅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还具有一定的

抑瘤作用；刘睿等（2013）研究表明，不同提取剂对高

粱种皮原花青素的提取及其抗氧化能力有一定影

响；刘禹等（2013）研究发现，不同溶剂对高粱米中多

酚和黄酮含量及抗氧化活性有明显影响，80%丙酮

提取物中的多酚和黄酮含量最高，表现出较强的抗

氧化能力；张慧芸等（2014）研究发现，高粱提取物中

含有丰富的总酚，微生物发酵不仅能增加总酚含量，

还使其具有更高的抗氧化活性，并因微生物种类不

同而存在差异。【本研究切入点】微波辅助响应面法

优化提取工艺技术具有低成本、高效等优点，目前广

泛应用于油菜籽（鞠兴荣等，2012）、绿豆（钟葵等，

2013）、燕麦麸（赵慧霞，2015）、藜麦（袁俊杰等，

2016）等作物的多糖提取，但未见用于提取高粱多糖

的研究报道，且关于高粱籽粒多糖抗氧化活性方面

的研究也未见相关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

响应面法优化微波提取糯高粱籽粒多糖的工艺条

件，并测定其抗氧化活性，为南方优质糯高粱食品的

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糯高粱品种为南方主栽品种国窖红1号（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选育），选取糯高粱籽

粒50 g，粉碎，过80目筛，烘干保存备用。主要仪器

设备：CEM MARS 6微波消解/萃取系统（美国CEM

公司）、SB-5200 DTD超声波清洗机（宁波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MAPADA V-1100D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上海美普达仪器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糯高粱多糖提取 精确称取试样2 g置于提

取容器中，加入20.0 mL 80%乙醇微波提取30 min；

过滤掉溶液，用80%乙醇清洗滤渣3~5次，将滤渣再

置于洁净的提取容器内，加入一定量纯净水进行微

波提取，提取2次，合并滤液待用。

1. 2. 2 单因素试验 选取料液比［1∶200、1∶300、

1∶400、1∶500、1∶600（g/mL，下同）］、微波功率（200、

250、300、350、400和450 W）和提取时间（20、40、60、

80、100和120 s）进行单因素试验，采用1.2.1方法进

行糯高粱多糖提取，每组重复3次，根据公式计算多

糖提取率：

糯高粱多糖提取率（%）=（c·V0·n）/（m·V）×100

式中，c为提取的样品液多糖质量浓度（mg/mL），

V0为样品液总体积（mL），n为稀释倍数，V为样品测

定液体积（mL），m为预处理糯高粱粉质量（g）。

1. 2. 3 响应面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结果的基

础上，采用Box-Behnken试验设计，以料液比（X1）、微

tration of 1.0 mg/mL，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clearing rate of the control BHT of the same mass concentration.【Con-
clusion】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ptimized by response surface can be applied to extraction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s has strong antioxidant activity，and can be developed into health-
care food.

Key words：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s；extraction process；antioxidant activity；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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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功率（X2）和提取时间（X3）3个因素为自变量，多糖

提取率（Y）为因变量进行响应面分析，优化糯高粱多

糖提取工艺。响应面试验因素水平设计见表1。

1. 2. 4 糯高粱多糖抗氧化活性分析

1. 2. 4. 1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参照Atoui

等（2005）的方法测定。取1.0 mL不同质量浓度的多

糖水溶液，加入3.0 mL 0.005%甲醇DPPH溶液，30

min后于517 nm波长下比色。空白组用蒸馏水代替

样品，对照组用2,6-二叔丁基对甲酚（BHT）代替，每

个样品重复3次。

DPPH自由基清除率（%）=（1-A1）/A0×100

式中，A1为样品组吸光值，A0为对照组吸光值。

1. 2. 4. 2 羟基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采用2-脱氧

核糖法（Halliwell et al.，1987）测定。精确量取1.0

mL不同质量浓度的多糖溶液，加入20 mmol/L磷酸

缓冲液（pH 7.4，含0.1 mmol/L氯化铁、0.1 mmol/L

EDTA和2.8 mmol/L脱氧核糖）、0.1 mL抗坏血酸和

0.5 mL 20 mmol/L过氧化氢，于37 ℃水浴90 min。

空白组用蒸馏水代替样品，对照组用BHT代替，每个

样品重复3次。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1-A1）/A0×100

式中，A1为样品组吸光值，A0为对照组吸光值。

1. 3 统计分析

利用Excel 2003和Design-Expert V8.0进行数据

处理并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单因素试验结果

2. 1. 1 料液比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1

可知，在微波功率300 W、提取时间60 s的条件下，随

着料液比的减小，糯高粱多糖提取率总体呈先升高

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料液比在1∶200~1∶400时多糖提

取率增加缓慢，1∶400之后，多糖提取率急剧下降，然

后略有增加。在料液比为1∶400时，多糖提取率显著

高于其他料液比的提取率（P<0.05，下同），因此确定

最佳料液比为1∶400。

2. 1. 2 微波功率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由

图2可知，在料液比1∶400、提取时间60 s的条件下，

随着微波功率的增加，糯高粱多糖提取率呈先升高

后趋于平稳的变化趋势；当微波功率在200~300 W

时，多糖提取率的变化幅度不大，300 W后多糖提取

率急剧升高，300 W的多糖提取率与微波功率350和

400 W的多糖提取率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400 W后

保持平稳，450 W的多糖提取率与400 W间差异不显

著（P>0.05）。因此，确定400 W为糯高粱多糖的最

佳微波提取功率。

2. 1. 3 提取时间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如

图3所示，在料液比1∶400、微波功率400 W的条件

下，不同提取时间的糯高粱多糖提取率差异显著，随

提取时间的延长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提取

时间在40 s后多糖提取率急剧增加，100 s后缓慢下

降，可能由于提取时间过长引起部分多糖降解（和法

涛等，2015）。因此，确定最佳提取时间为100 s。

2. 2 糯高粱多糖提取条件的响应面优化结果

2. 2. 1 回归模型的建立及其显著性检验 采用Box-

Behnken设计方法对糯高粱多糖的提取条件进行优

化，结果见表2。通过对表2试验数据进行多元回归

拟合，建立料液比（X1）、微波功率（X2）和提取时间

图 1 料液比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solid-to-liquid ratio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图2和图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figure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
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图 2 微波功率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microware power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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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与糯高粱籽粒多糖提取率（Y）的二次回归模拟

方程：Y=6.43277+0.26425X1+0.89398X2+0.35226X3-

0.09537X1X2-0.14083X1X3-0.10898X2X3-1.39713X1
2-

1.35532X2
2-0.26889X3

2。由表3可知，糯高粱多糖提

取率与各自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回归方程模型

极显著（P<0.01，下同），复合相关系数R2=0.999885，说

明该试验误差小，预测值与实测值间有较好的相关

性，方程拟合程度高，可用该回归方程对糯高粱多糖

提取率进行预测。从回归方程的偏相关系数可知，

各因素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排序为X2（微波

功率）>X3（提取时间）>X1（料液比），且均为正效应。

2. 2. 2 响应面分析及优化 响应面图是各试验因素

交互作用下得到的一个三维空间曲面，从二元线性

回归方程结果可知，3个因素中的任意两个因素间交

互作用均达极显著水平。从图4~图6可知，料液比与

提取时间的曲线最陡，说明这两个因素间的交互作

用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影响最大；料液比与微波功

率的曲张最平滑，响应值变化差异较小，对多糖提取

率的影响较小。上述结果与方差分析结果（表3）表

现一致。

2. 2. 3 验证试验结果 通过对试验数据分析优化

可知，糯高粱多糖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料液比

1∶400.56、微波功率480.46 W、提取时间111.59 s，在

此条件下，预测糯高粱多糖提取率最大值为6.68%。

为进一步验证该响应面结果的可靠性，在料液比

图 3 提取时间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xtrac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

ly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表 2 响应面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le 2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ults for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试验编号
Test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因素 Factor
X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X2

0
0
1
-1
-1
-1
1
1
0
0
1
-1
0

X3

-1
1
0
0
-1
1
-1
1
-1
1
0
0
0

多糖提取率（%）Extraction yield
实测值（Y1）

Measured value
4.83
5.22
4.74
3.16
3.44
4.38
5.45
5.96
4.03
4.99
4.39
2.43
6.43

预测值（Y0）
Predicated value

4.82
5.24
4.74
3.15
3.45
4.38
5.46
5.95
4.01
5.00
4.41
2.43
6.43

表 3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regression model

来源
Source
X1

X2

X3

X1X2

X1X3

X2X3

X1
2

X2
2

X3
2

模型 Model
误差 Error
总离差
Total dispers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0.5585939
6.3935709
0.9927205
0.0363733
0.0793329
0.0475079
4.4616198
4.1985958
0.1652538
15.126442
0.001732
15.128175

df

1
1
1
1
1
1
1
1
1
9
3

12

均方
Mean square
0.5585939
6.3935709
0.9927205
0.0363733
0.0793329
0.0475079
4.4616198
4.1985958
0.1652538
1.68072
0.00058

F

967.2973
11071.5203
1719.0589
62.9863

137.3780
82.2678

7726.0290
7270.5597
286.1642
2910.4360

P

<0.0001
<0.0001
<0.0001
0.0042
0.0013
0.0028

<0.0001
<0.0001
0.0004

<0.0001

图 5 料液比与提取时间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响应面
Fig.5 Response surface plot of the effects of solid-liquid ratio

and extrac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lysac-
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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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料液比与微波功率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响应面
Fig.4 Response surface plot of the effects of solid-liquid ratio

and microware power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ly-
sac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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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微波功率480 W、提取时间110 s条件下进行

试验，所得糯高粱多糖的平均值为6.48%，相对标准

偏差为0.11%，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为2.91%，说明该

响应面结果可靠。

2. 3 糯高粱多糖的抗氧化能力分析结果

2. 3. 1 糯高粱多糖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糯高粱多糖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效果见图7，当糯

高粱多糖质量浓度在0.2~0.4 mg/mL时，随着质量浓

度的增加，其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逐渐升高，当

多糖质量浓度为0.4 mg/mL时，DPPH自由基清除率

达最大值（54.38%），之后继续增加多糖质量浓度，

DPPH自由基清除率呈下降趋势；在同一质量浓度

下，糯高粱多糖的DPPH自由基清除率均低于对照

BHT的清除率，表明糯高粱多糖具有一定的DPPH自

由基清除能力，但弱于BHT。

2. 3. 2 糯高粱多糖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从

图8可看出，糯高粱多糖的羟基自由基清除率随多糖

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升高，质量浓度在0.02~0.06 mg/

mL时，多糖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率升高较快，当质

量浓度为0.10 mg/mL时达最大值（94.70%），高于相

同质量浓度条件下对照BHT的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表明糯高粱多糖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较强。

3 讨论

目前，常用的多糖提取方法有煎煮法、浸提法、

回流提取法等，但这些方法均存在提取成本高、提取

率低、提取时间长及提取温度高等问题。因此，发展

一种快速、有效提取多糖的方法成为必要。在近20

年间研究者们提出了“绿色化学”的观点，对环保型

提取技术越来越重视，而微波辅助提取是近几年新

发展起来的技术，在天然化学产物提取方面的应用

逐渐增多（鞠兴荣等，2012；袁俊杰等，2016；王永立

等，2017）。微波可使多糖的链构象形成更均匀分布

的网络结构，增强多糖溶液的稳定性，具有效率高、

耗时短、消耗提取溶剂少、温度和耗能低等优点，在

实际大规模生产中也可行，是很有应用前景的多糖

提取方法（王胜男等，2019）。响应面试验设计是一

种正交优化试验设计方法，可分析多个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及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已广泛应用于

优化提取条件（赵慧霞等，2015；李静等，2017；王波

等，2018）。本研究采用响应面法优化微波提取糯高

粱多糖的工艺条件，结果表明，糯高粱籽粒含有丰富

的多糖，在料液比1:400、微波功率480 W、提取时间

110 s的优化条件下，获得多糖提取率达6.48%。Ra-

mesh和Tharanathan（1999）通过高温方式（55或100 ℃

温度）对糯高粱籽粒中的淀粉进行酶解、清除，从而

得到多糖。本研究的提取方法用时较短，提取率较

高，是提取糯高粱多糖的高效方法。

DPPH自由基是一种十分稳定的自由基，其稳

定性来自共振稳定作用及3个苯环的空间障碍；羟基

图 8 糯高粱多糖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Fig.8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glutinous sor-

ghum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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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糯高粱多糖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Fig.7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glutinous sorghum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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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微波功率与提取时间对糯高粱多糖提取率的响应面
Fig.6 Response surface plot of the effects of microware power

and extrac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polysac-
charides from glutinous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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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是一种重要的活性氧，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其

可与大多数有机物发生反应而氧化分解为二氧化碳

和水。因而，不同的自由基反应体系中多糖抗氧化

作用不同（张燕等，2019）。本研究结果显示，糯高粱

多糖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为54.38%，对羟基自

由基的清除率为94.70%，表明糯高粱多糖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活性。糯高粱多糖质量浓度在0.4 mg/mL

时，DPPH自由基清除率达最大值，浓度大于0.4 mg/

mL后，清除率下降，可能由于高粱多糖中含有丰富

的X链（85%~86%的β-葡聚糖残基连接支点）和Y链

（93%~94%的β-葡聚糖残基连接支点）β-葡聚糖，该

物质在其酸解和酶解过程产生结晶颗粒（Onwurah，

2001），随着糯高粱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加，反应液出

现混浊，透光率轻微下降，导致其活性趋于降低。本

研究明确了糯高粱籽粒含有丰富的多糖并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能力，但一种天然抗氧化多糖成分复杂，通

常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因此，关于高粱多糖的成分物

质、结构分布、含量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深

入了解糯高粱多糖的抗氧化机理。

4 结论

采用响应面法优化的工艺条件（料液比1∶400、

微波功率480 W、提取时间110 s）可用于糯高粱多糖

提取，且糯高粱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用于

健康食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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