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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嘌呤（Purine）是一种生物碱，可在人体内代谢为尿酸，当人体尿酸代谢紊乱时会诱发痛风，对人体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豆类及其豆制品的嘌呤含量较高（约为 1.581 mg·g-1），因此建立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检测方法
对于评价豆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保健价值具有现实意义。采用分光光度法即利用物质所特有的吸收光谱来测定其含量
的分析检测方法；同时比较皖黄 506 和 Williams82 两个品种的豆粉水解时间、水解温度和溶剂浓度对大豆籽粒总
嘌呤含量水解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总嘌呤含量在 267 nm 下与吸光度值呈显著正相关(R2=0.099 92)；在 100 ℃
条件下，35％（V/V）的高氯酸处理 30 min 时大豆籽粒总嘌呤水解效果最佳。该试验方法简单方便，成本低，可行
性强，重现性好，适用于大豆籽粒中总嘌呤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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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ine is a kind of alkaloid, which would be converted into uric acid by metabolic system. When the
metabolism of uric acid is disordered, gout would be triggered to damage health. Soybean and their derivative products
have high purine content (about 1.581 mg·g-1). Therefore, there is a meaningful thing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soybean seeds or their deriv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specific absorption spectrum
of the material, spectrophotometry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total purine in this study. At the same time,
we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hydrolysis time, hydrolysis temperature and solvent concentration of Wanhuang 506 and
Williams 82 on the hydrolysis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soybean seeds. As the result, the total purine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with absorbance value under 267 nm (R2 = 0.099 92) , and the best extraction conditions for purines in
soybean seeds was 35% (V/V) perchloric acid for 30 min under 100 ℃. The method is simple, convenient, low-cost,
feasible and reproducible. It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soybean seeds.
Key words: spectrophotometer; total purine content; soybean seed; determination method
大豆（Glycinemax (Linn.) Merr）俗称黄豆，一
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大豆属[1]，双子叶植物纲。大
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兼用农产品，种植已有近 5 000
年的历史[2]。大豆是一种物美价廉的营养食品，在
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然而，豆类

及其制品在痛风患者的参考食谱中被归纳为含中等
嘌呤食物[4]，人体内的嘌呤代谢为尿酸并经肾脏进
行排泄，如果产生过多尿酸无法排出或尿酸排泄机
制被损坏，会导致体液变酸，影响人体细胞的正常
功能[5]。同时，尿酸偏高会引发痛风、血友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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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骨髓瘤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偏低则会引发
嘌呤氧化酶和嘌呤核苷磷酸化酶等遗传性缺陷等
[6]
。由于尿酸是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食用富含嘌呤
的食物会引起体内尿酸含量的增加[7]。因此建立大
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检测方法，对于优化人类健康饮
食结构具有一定意义。
目前已报道多种检测嘌呤含量的方法：侯晓蓉
等通过冬虫夏草中核苷类成分（腺苷、鸟苷、尿苷
和次黄嘌呤核苷）建立毛细管电泳定量分析方法，
然后测定青海产天然冬虫夏草和人工发酵虫草菌粉
的核苷类成分差异[8]。刘绮萍等通过反相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嘌呤类生物碱，同时分离测定了黄喋吟、
乌嗓吟、腺嗦吟、茶城和咖啡因等次生代谢物质[9]。
方妍等从色谱条件的选择和混合酸法优化两方面分
别提取鸡肉和鸡汤中嘌呤，建立了同时检测鸡肉和
鸡汤中腺嘌呤、鸟嘌呤、次黄嘌呤和黄嘌呤的高效
液相色谱检测方法[10]。黄栋玮等基于大孔树脂除杂
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的灵敏实时性，建立
一种鱼肉中鸟嘌呤含量的快速的检测方法[11]。张滋
慧建立了水产品嘌呤含量检测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法,对我国大宗水产品嘌呤含量进行了检测，同时探
究了嘌呤脱除方法以及烹饪方式对嘌呤含量的影
响[12]。任丽琨以海水鱼为研究对象，通过单因素及
响应面试验，确定适宜于海水鱼的嘌呤提取及检测
方法。同时以加工方式为辅助手段探究外源添加物大蒜素对其嘌呤含量的影响并对其脱除机理进行初
步探究，以期为完善海水鱼嘌呤值，建立适宜、简
便且操作性强的嘌呤脱除方法提供试验基础[13]。
吕铎等根据检测不同高氯酸浓度和水解温度对
大豆籽粒的水解效果，检测不同流动相对鸟嘌呤、
腺嘌呤、次黄嘌呤和黄嘌呤 4 种成分的分离效果，
建立了稳定准确的大豆种子中多组分嘌呤含量的高
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14]。本研究是在其已有的大豆
籽粒嘌呤提取方法的基础上，优化不同高氯酸浓度、
水解时间和温度对大豆籽粒的水解效果，通过分光
光度计法即利用物质所特有的吸收光谱来测定其含
量的分析检测方法。结果表明，在波长 267 nm 时总
嘌呤在 0.001～0.005 mg·mL-1 浓度范围内呈良好的
线性关系，R2=0.999 2；浓度为 35％的（V/V）高氯
酸溶液对 0.1 g 豆粉在 100 ℃条件下水解 30 min 为
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的最佳水解条件。试验结果与
前人[14]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结果相一致，此方法
准确可行。本研究与传统方法相比，豆粉检测样品
量为 0.1 g，
进样量减少到 1 µL，
测定时间缩短至 3～
5 s，该方法能够有效减少样品使用量，缩短总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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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可用于大豆单籽粒检测。综上所述，分光光
度计测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具有准确、快速、高
效等特点，且成本低，仪器小方便携带，便于日常
使用和市场监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大豆品种为皖黄 506 和 Williams
82，样品来自安徽农业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园。籽粒
经除杂烘干后采用电钻取粉，不伤害其种胚，仍具
有发芽能力。
分光光度法测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试验的
39 份野生大豆和 780 份栽培大豆（其中 116 份黑种
皮大豆和 664 份黄种皮大豆），所用材料均由安徽农
业大学大豆育种实验室提供。
1.2 试剂
腺嘌呤、鸟嘌呤、黄嘌呤和次黄嘌呤标品（宝
添公司，安徽），纯度均≥99%；高氯酸（HClO4）、
氢氧化钾（KOH）
、磷酸（H3PO4）
、氯化铵（NH4Cl）
和氨水；直径为 0.22 μm 滤膜；超纯水。
总嘌呤储备液的制备：用分析天平精确称取腺
嘌呤、鸟嘌呤、次黄嘌呤、黄嘌呤各 1 mg，混合后
加蒸馏水溶解，
若不溶可用 1 mL，1 mol·L-1 的 NaOH
溶解，用超纯水定容至 10 mL，置于 4 ℃冰箱保存
（嘌呤中的腺嘌呤、鸟嘌呤、次黄嘌呤和黄嘌呤含
量各不相同，因此总嘌呤储备液只是粗测的制备）
。
1.3 仪器
K5600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凯奥，北京）
、施力
特电钻、高精度分析天平、制冰机、光和恒温水浴
锅、移液枪（eppendorf，德国）
、4℃冰箱（格力，
中国）
、离心机。
1.4 样品水解处理条件的优化
参考前人研究方法[14-16] ，采用不同浓度高氯酸
溶液水解豆粉样品，进而对高氯酸最佳浓度和最适
水解时间水解温度进行优选。
1.4.1 高氯酸浓度的选择 准确称取 0.1 g 豆粉样
品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分别加入 2.5 mL 浓度为
35％（V/V）和 70％（V/V）的 HClO4 溶液。100 ℃
恒温水解 30 min，迅速冰浴冷却后加浓度为 60%
（V/V）的 KOH 溶液 1 300 µL ，然后调至 pH 值为
6.9～7.1，并定容至 15 mL；4 900 r·min-1 离心 15 min，
取上清液 5 mL，
用 H3PO4 溶液调节至 pH 值 2.9～3.0，
定容至 10 mL；取上清液 1.5 mL，12 000 r·min-1 离心
2 min；再取其上清液过 0.22 μm 滤膜过滤后待测。
1.4.2 水解温度和水解时间的选择 准确称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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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豆粉样品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 2.5 mL 浓度
为 35％（V/V）的 HClO4 溶液。100℃水解 30 min
和 60 min；90 ℃水解 30 min，迅速冰浴冷却后加
浓度为 60%（V/V）的 KOH 溶液 1 300 µL，然后调
至 pH 值为 6.9～7.1，并定容至 15 mL；4 900 r·min-1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 5 mL，用 H3PO4 溶液调节至
pH 值 2.9～3.0，定容至 10 mL；取上清液 1.5 mL，
12 000 r·min-1 离心 2 min；再取其上清液过 0.22 μm
滤膜过滤后待测。
1.5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用超纯水将配置好的嘌呤储备液稀释成梯度浓
度 0.001～0.005 mg·mL-1 的标准品溶液，用 0.22 μm
的微孔滤膜过滤，依次进样分析，制作标准曲线。
1.6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试验均设 3 次重复，取平均值，利用
SPSS19.0 分析系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嘌呤含量最适检测波长的确定
根据前人的文献报道[17]，腺嘌呤、鸟嘌呤、次
黄嘌呤和黄嘌呤分光光度计最大吸光波长分别为
261 nm、246 nm、254 nm 和 277 nm，而高效液相
色谱法对食品中嘌呤的检测波长为 254 nm[18]，本研
究通过分光光度计对总嘌呤含量标品进行扫描比较
分析显示在 265 nm 波长附近取得最大吸光值。
为了
进一步精确最适波长，在 265～270 nm 之间每隔 1
nm 进行重复测定，
获得总嘌呤含量最适检测波长为
267 nm。

y 是在 267nm 处测定的最大吸光值量，x 为 267nm 处测
定的最大吸光值量所对应的浓度。
图 1 大豆总嘌呤标品含量的标准曲线
Figure 1 Standard curve of soybean total purine content

2.2 总嘌呤线性回归方程和标准曲线的建立
按照 2.1 确定好的最适波长条件，配置 5 种不
同浓度梯度的标准品溶液（0.001 mg.mL-1 、0.002
mg·mL-1、0.003 mg·mL-1、0.004 mg·mL-1 和 0.005
mg·mL-1 的标准溶液）依次进样，不同标准样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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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267 nm 的吸光值分别为 OD267 =0.231、0.488、
0.782、1.068 和 1.372，以吸光值对相应浓度绘制
OD 值-浓度曲线，总嘌呤含量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
为 y=286.29x–0.070 8 (R2=0.099 9 2)。
表 1

不同高氯酸浓度对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测定结果的
比较
Table 1 Compare of different perchloric acid concentrations on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soybean seeds
品种名称

HClO4
浓度/%

豆粉含
量/g

水解温
度/℃

皖黄 506

35

0.1

100

30

1.68±0.05

70

0.1

100

30

1.64±0.06

35

0.1

100

30

1.51±0.11

70

0.1

100

30

1.45±0.14

Williams82

水解时 总嘌呤含
间/min 量/mg·g-1

表 2 大豆籽粒总嘌呤最适水解时间和温度条件（高氯酸浓
度为 35% (V/V) ）
Table 2 The most optimal length of bath time and temperature
for extract total purines in soybean seeds (under the
35% (V/V) of perchloric acid )
品种名称

豆粉含
量/g

水解温
度/℃

水解时
间/min

总嘌呤含
量/（mg·g-1）

皖黄 506

0.1

100

30

1.68±0.05

0.1

100

60

1.59±0.07

Williams82

2.3

0.1

90

30

1.20±0.02

0.1

100

30

1.51±0.11

0.1

100

60

1.50±0.14

0.1

90

30

1.19±0.03

确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测定方法的最适水
解条件
2.3.1 高氯酸浓度 分别用 35％、70％（V/V）的
HClO4 溶液水解豆粉样品，用 267 nm 波长对样品进
行测定。0.1 g 皖黄 506 豆粉，100 ℃水解 30 min 时，
分别用 2.5 mL 的 70 %、35 % （V/V） 的 HClO4 溶
液水解豆粉样品，皖黄 506 总嘌呤的含量分别为
（1.64±0.06） mg·g-1 和（1.68±0.05）mg·g-1；相同
的条件下，用 2.5 mL 的 70 %、35 % （V/V）的 HCLO4
溶液水解豆粉样品，Williams 82 总嘌呤的含量分别
为（1.45±0.14）mg·g-1、
（1.51±0.11）mg·g-1（表 1）
。
由此可知，35％（V/V）的 HClO4 溶液水解豆粉样品
更加充分，
同时在试验过程中发现浓度过高的 HClO4
中和样品时会产生大量的沉淀物和氯气，对后续的
试验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应防止操作过程中浓度
过高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综上所述，高氯酸的
浓度为 35 % （V/V）是总嘌呤测定的最佳条件。
2.3.2 水解时间和温度 取 0.1 g 豆粉，用浓度为
35％（V/V）的 HClO4 溶液进行处理（表 2）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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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 30 min 时，皖黄 506、Williams 82 大豆籽粒的
总嘌呤含量分别为（1.68± 0.05）和（1.51±0.11）
mg·g-1；100 ℃水解 60 min 时，皖黄 506、Williams
82 大豆籽粒的总嘌呤含量分别为（1.59±0.07）和
（1.50±0.14）mg·g-1。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水解时
间为 30 min 比水解时间 60 min 的大豆籽粒总嘌呤
含量提取更充分。90 ℃水解 30 min 时，皖黄 506
和 Williams 82 的 大 豆 籽 粒 总 嘌 呤 含 量 为
（1.20±0.02）和（1.19±0.03）mg·g-1，可知水解温
度在 100 ℃时嘌呤含量提取的更为充分。综上所
述，提取大豆籽粒总嘌呤的最适水解条件为 100 ℃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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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 30 min。
2.4 分光光度法测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的相对
标准偏差分析
在高氯酸浓度为 35 % （V/V）
，豆粉样品量为
0.1 g，水解时间 30 min，水解温度为 100 ℃条件下，
对大豆品种皖黄 506 和 William 82 籽粒进行总嘌呤
提取，3 次重复，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SD）
，发现
2 个大豆品种的 RSD 值在 0.6%到 1.8%之间
（表 3），
表明分光光度计测定大豆总嘌呤含量该方法的稳定
性较好。

表 3 不同大豆总嘌呤含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different soybeans

品种名称

重复一/(mg·g-1)

重复二/(mg·g-1)

重复三/(mg·g-1)

平均值/(mg·g-1)

相对标准偏差/%

皖黄 506

1.67

1.60

1.65

1.64±0.03

1.80

williams 82

1.54

1.56

1.55

1.55±0.01

0.60

图 2 不同类型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小提琴图
Figure 2 Violin plots of total purine content in soybean seeds from different types

2.5 不同进化类型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方差分析
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实验室已有的 39 份野生大
豆和 780 份栽培大豆（其中 116 份黑种皮大豆和 664
份黄种皮大豆）的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测定结果
显示野生大豆总嘌呤平均含量为 1.62 mg·g-1，栽培大
豆总嘌呤平均含量为 1.37 mg·g-1，为了更好地研究野
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总嘌呤含量的分布规律，利用 sm
和 vioplot 包构建了小提琴图。结果显示：栽培大豆
和野生大豆的总嘌呤含量呈近似正态分布，栽培大
豆的多数个体分布在（1.37±0.20）mg·g-1；而野生大
豆含量多数个体分布在（1.62±0.18）mg·g-1 范围内。
对比两者的分布情况，栽培大豆的最小值、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均低于野生大豆籽粒含量
参数，栽培大豆总嘌呤平均含量显著降低且两者差
异极显著，说明进化过程中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受

到人工选择作用，见图 2（a）
。此外，在试 780 份大
豆种质资源中总嘌呤含量的测定结果显示，黑种皮
大豆和黄种皮大豆中总嘌呤平均含量分别为 1.46
mg·g-1 和 1.35 mg·g-1。同样对比两者的分布情况，黄
种皮大豆总嘌呤含量的最小值、下四分位数、 中位
数、上四分位数以及最大值均较黑种皮大豆总嘌呤
含量低。核密度估计亦显示，较黄种皮而言，黑种
皮概率密度函数分布峰值对应总嘌呤含量较高且
P=2.66×10-8 差异极显著，说明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
与种皮颜色显著相关，见图 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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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光光度计测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方法的
建立
目前对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检测方法的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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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于其提取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19-21]。测定嘌
呤含量的方法及条件也在进一步的探索中，无法满
足痛风患者和高尿酸血症者的需求，因此建立稳定
准确的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测定方法具有一定意
义。
本试验通过分光光度计明确 267 nm 为大豆籽粒
总嘌呤含量检测的最适波长，通过皖黄 506 和
Williams82 两个品种比较不同水解时间、水解温度、
溶剂浓度对大豆籽粒总嘌呤水解效果的影响，结果
表明，
在波长为 267 nm 的条件下，
35％浓度的
（V/V）
高氯酸、水解时间 30 min 和温度 100℃时水解效果
最佳。
本试验较前人研究方法具有以下改进优势：
（1）
从材料方面，试验所用的大豆籽粒样品量相比前人
减半，电钻取 0.1 g 样品量后的大豆仍有育种能力，
节省了取样时间。
（2）从试验角度考虑选用浓度为
35% （V/V）的高氯酸，浓度过高的 HClO4 在提取
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沉淀物，对试验后续操作造成
了不良影响；
（3）从药品层面上，高浓度的酸需要
高浓度的碱来中和，药品使用上会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
（4）从操作安全上，HClO4 在高温煮沸时易发
生爆炸，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5）水解
时间减半，提取效率提高。
（6）在仪器选择上，超
微量分光光度计进样少，测定速度快、成本低，具
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等优势，可用于生命科学、
食品检验和市场监控等多个领域。
在前人的结果上进一步的探索发现，水解时间
分别为 30 min 和 60 min 时，水解时间 30 min 大豆
籽粒总嘌呤提取更加充分，因此本试验选择水解时
间 30 min。在离心的过程中，前人研究的两次离心
都需要用 50 mL 离心管，离心时间较长[22]。本试验
第一次离心与前人研究的步骤相同，第二次离心用
移液枪吸取 1.5 mL，放在 2.5 mL 的小离心管中
12 000 r·min 离心 2 min，小离心机转速高，可一次
离心 24 个样品，大量的节约了时间，提高大豆籽粒
总嘌呤的提取效率。
本试验选用分光光度计法代替传统的高效液相
色谱法检测大豆籽粒中总嘌呤的含量[23]。对于仪器
选择来说，高效液相色谱法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对
其自身及其材料的探索，色谱柱对其规格和日常维
护都有严格要求，检测波长的选择，流动相中缓冲
液的选择，流动相的流速，柱温都需要进一步的确
定[24-26]，本研究方法出峰时间迅速，可靠性和稳定
性极好，操纵简便，价格便宜体积小，更适合日常
大豆加工过程中，各个阶段产品（豆腐、面筋、豆
浆、发酵豆腐乳和豆腐花粉）等总嘌呤的粗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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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监控作用。
3.2 大豆籽粒总嘌呤检测方法在大豆种质创新中
的应用
将此方法用于实验室已有的种质资源，对 2018
年 780 份栽培大豆籽粒进行总嘌呤含量测定，测定
的平均大豆总嘌呤含量与宋洁等 [27]研究的结果相
似，刘少林[16]也检测黑龙江的大豆嘌呤含量为 1.30
mg·g-1 左右，说明此检测方法准确可行。39 份野生
豆的总嘌呤平均含量为 1.62 mg·g-1，栽培豆的总嘌
呤平均含量为 1.37 mg·g-1。可知大豆在进化的过程
中总嘌呤含量越来越低，同时也符合人工的选择。
2018 年黄种皮和黑种皮大豆的总嘌呤含量分别为
1.35 mg·g-1 和 1.46 mg·g-1，数据显示两者的总嘌呤
含量有显著差异，则从本试验可得出大豆的总嘌呤
含量与大豆的种皮颜色有一定的关联性，为后人研
究总嘌呤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借鉴，同时，根据痛风
患者的需求，应尽量避免多食用黑种皮大豆品种。
3.3 分光光度计测定大豆籽粒总嘌呤含量方法的
应用
本试验采用分光光度法对市场上主要的豆制品
进行总嘌呤含量测定，发现腐竹、豆皮、水豆腐和
豆浆的总嘌呤含量分别为 1.28 mg·g-1、1.10 mg·g-1、
0.46 mg·g-1 和 0.35 mg·g-1。研究结果表明，干豆类
嘌呤含量显著高于豆制品。荣胜忠等[28]曾研究得出
豆制类总嘌呤含量豆粉>腐竹>豆皮>干豆腐>水豆
腐>豆浆。与本研究总嘌呤含量：腐竹>豆皮>水豆
腐>豆浆相同，由此可见，此测定方法可靠性很强。
正常人每天摄入总嘌呤含量的范围 600～1 000 mg，
则痛风患者每天摄入总嘌呤的含量为 100～150
mg。根据上文检测腐竹的总嘌呤含量，痛风患者每
天食用的腐竹不能高于 117 g，豆皮不能高于 136 g，
水豆腐不能高于 326 g，豆浆不能高于 428 g。根据
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正常人或痛风患者对于豆制
品的食用要适当的搭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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