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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體在正常代謝過程中會產生自由基（free radical）與活性氧，而自由基在人類所

發生許多疾病的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換句話說，自由基所導致的氧化傷害對人體

健康有相當大的影響。正常生理狀況下，自由基在身體中維持平衡狀態，不會對身體造

成傷害，但當自由基不正常地累積時，就會使身體正常機能受到傷害並導致疾病，為了

維持體內自由基的平衡，人體中有一套抗氧化系統幫助我們清除多餘的自由基，包含許

多酶參與的酵素系統以及維他命C、E 等相輔相成的作用，建構起人體的保護網。

目前常用於分析抗氧化活性的方法很多，本文簡要介紹了幾種評估方法，包括清除

xanthine / xanthine oxidase所產生之超氧陰離子（superoxide anion radical，O2- ）的

作用、捕捉過氧化氫（H2O2）的能力測定、還原力測定、清除DPPH（α,α-diphenyl-

β-pricrylhydrazyl）自由基能力測定、硫代巴比妥酸（TBA）法和生物化學發光法清除

氧自由基能力評估等。

關鍵字： 抗氧化物、自由基、超氧陰離子、antioxidant、free radical、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壹、前言

隨著醫學科技的昌明，許多傳染性

疾病已被控制，但是在面對伴隨著年齡增

長而來的慢性疾病與老化時，現代醫學仍

然無法完全解釋這些現象的原因，更遑論

控制或解決了。化學家早在1900年便發

現自由基的存在，由於自由基具多變性，

其所引發的鏈鎖反應會造成人體極大的傷

害，病理學家試圖去解開各種疾病的病因

時，常發現自由基參與其中，而近年來更

結合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與臨床醫學的

研究，陸續發現對抗自由基的物質，使自

由基醫學的應用逐漸嶄露頭角。

貳、抗氧化物（antioxidants）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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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物是指能有效抑制或減緩自

由基或自由基所產生之氧化鏈鎖反應之物

質。在人體內有兩大抗氧化系統，一是抗

氧化維生素系統，另一則是抗氧化酵素系

統。

一、抗氧化維生素系統

主要有類胡蘿蔔素（β-carotene）、

維 他 命 C 、 維 他 命 E 、 穀 胱 甘 肽

（glutathione, GSH）及輔酶Q10等。

β-carotene是維生素Ａ的前驅物，有

很好的抗氧化性，能透過提供電子抑制活

性氧的生成，達到清除自由基的目的，亦

能清除單線態氧（singlet oxygen,1O2），

減少光敏感作用1。Vitamin C（ascorbate-

抗壞血酸）是一種簡單的六碳化合物，

利用其分子上的OH•和自由基作用，其

OH•會釋放出一個H+和一個電子，自由

基得到電子後，成為較穩定的化合物，

而維生素C上的OH•將變成O•，但由於

其可產生共振，所以是能量較低，也較

無破壞性的自由基。維他命C上有兩個羥

基團可以和自由基反應，如果完全反應

後，會變成更為穩定的氧化態，然後會

被GSH-Px（glutathione peroxidase，穀

胱甘肽過氧化酶）還原，一再循環重複

利用；若單一羥基團參與反應的維他命

C，則每兩個會產生自身氧化還原反應，

一個會變成氧化型的維他命C，另一個則

被還原成起初的維他命C，如此不停循環

利用2。Vitamin E（tocopherol -生育酚）

包括α、β、γ、δ - tocopherol及α、

β、γ、δ - tocotrienol八種異構體（圖

一），其中α-tocopherol是已知生理活性

最高的一種。Vit Ｅ可中和過氧化自由基

（ROO·），使之變成ROOH，自己則變成

tocopherol dimers（二價體生育醇）或對

苯三酮（quinone），結束ROO·的自由基

鏈鎖反應，有效地抑制脂類過氧化作用，

另外還能保護膜磷脂中的不飽和脂肪酸，

穩定細胞膜結構，維持膜的正常功能3。

G S H是由穀胺酸（ g l u t a m i c 

acid）、半胱胺酸（cysteine）、甘胺酸

（glycine）組成的一帶有硫醇基（-SH）

之三肽，富含於細胞質、核仁、粒線體

中。它可以在GSH-Px的幫助下還原許

多體內過氧化的有機分子，如：GSH會

經GSH-Px，而被氧化成GSSG，同時將

過氧化氫轉換成氧和水，之後氧化態的

GSSG會再經由GSH reductase還原成

GSH。不過GSH 本身也可以不經酵素參

與，直接當作一抗氧化劑與體內的自由基

反應，產生GS·自由基，它可由其他抗氧

化劑如維他命C還原成GSH或是由兩分子

GS·自由基結合成GSSG，所以GSH也是

人體中一種重要的抗氧化劑。

輔酶Q10（ubiquinone）是粒線體細

胞呼吸傳遞鏈中不可或缺的電子轉運站，

負責催化磷酸還原反應，讓細胞能量供應

系統能夠快速恢復活化。輔酶Q10存在於

體內各部位，其中以心臟、肝臟、腎臟及

胰臟中最多，它的還原態（ubiquinol），

有抗氧化的功能，可以清除自由基，也有

助於維他命E的再生4，其反應機制如下：

α-TO· + CoQH2 →α-TOH + CoQH· 

CoQH· +α-TO·→ CoQ +α-T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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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Vitamin E之八種異構體

二、抗氧化酵素系統

主 要 有 S O D （ s u p e r o x i d e 

dismutase，超氧化物歧化酶）、CAT

（catalase，過氧化氫酶）、GSH-Px

等。先由SOD將超氧自由基轉化為過氧

化氫，再由CAT及GSH-Px轉化成對人體

無害的氧及水，其中內生性抗氧化物的作

用模式，大都是利用金屬離子（Mn2+、

Cu2+、Zn2+、Fe3+等）的價電子數改變來

中和自由基電子，使用此方法可以有效的

反覆利用體內的酵素5。

市面上所販售的抗氧化產品五花八

門，抗氧化途徑也多種多樣，要怎麼選

擇呢？一般人都會想，要用抗氧化能力最

強的，但是卻忘了，適當的組合也是很重

要，不同的抗氧化劑能對抗不同的自由

基，因此只選用一、兩種抗氧化劑是不周

全的。如維他命E是脂溶性抗氧化劑，而

維他命C是水溶性抗氧化劑，兩者對抗的

自由基種類當然不一樣，要說維他命E抗

氧化能力是維他命C的幾百、幾千倍都沒

問題，因為維他命C本來就無法對付維他

命E能抵擋的自由基種類，同樣的維他命

E也沒有維他命C有的能耐。因此，複方

抗氧化產品必定是較單方抗氧化劑效果為

佳，而且這樣的加成作用往往是很具經濟

效益的。

目前國際流行用ORAC（oxygen 

radical absorption capacity，氧自由基

吸收能力）來表示抗氧化能力，ORAC

是以每100公克食物中所能吸收自由基

的數量作為測量標準，所以我們可以

說，O R A C值越高，則抑制自由基的

抗氧化能力就越強。常見抗氧化劑的

ORAC如下︰維生素E-1350，維生素

C-1890，魚油-1600，蜂膠-1800，銀

杏葉提取物（GBE）-2100，葡萄籽提

取物（OPC）-2200，歐洲藍莓提取物

（VMA）-2400等。FDA建議每人每天應

從食物中攝取4000至6000 ORAC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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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支援人體的抗氧化能力。故在選擇抗

氧化產品時不應過於局限和單一，而應該

是全面抗氧化，多種產品搭配使用，多種

途徑多管齊下，才能達到最佳之抗氧化效

果。

參、常見抗氧化活性的評估方法

抗氧化活性的評估方法隨著科學技

術的發展和設備的更新而不斷的發展和改

變。一些過程繁瑣，準確性不高的評估方

法逐漸被淘汰，下面介紹一些常見的抗氧

化活性評估方式。

一、 清除xanthine/xanthine oxidase 

所產生之超氧陰離子的作用

以hypoxanthine與xanthine oxidase

混合後，hypoxanthine會被xanthine 

oxidase轉變成uric acid，同時供給水溶

液中的O2分子一個電子產生superoxide

（O2
-），O2

-進而與氧化型cytochrome C

（Fe3+）反應，形成還原型cytochrome C

（Fe2+），後者於可見光550nm下可測的

吸收值。由吸收值的變化即可推測O2
-的

濃度，此法稱為cytochrome C法。在實驗

過程中，若加入不同濃度的抗氧化劑觀察

其抑制吸收值的程度，即可推測抗氧化劑

清除O2
-之能力，進一步測定其IC50的濃

度6。

二、捕捉過氧化氫的能力測定

其原理為H2O2在230 nm波長時有最

大吸光值，若與抗氧化劑反應時，其吸光

值將會降低，因此其吸光值愈低，表示抗

氧化劑捕捉過氧化氫的能力愈強7。

三、還原力測定

抗氧化劑會將赤血鹽（K3Fe(CN)6）

還原成黃血鹽（K4Fe(CN)6），黃血鹽再

與Fe3+作用，生成普魯士藍，在700 nm

波長測定吸光值，以檢測普魯士藍之生成

量，作為抗氧化劑的還原力，吸光值愈

高，表示抗氧化劑還原力愈強8。

K3Fe (CN)6 + Sample → K4Fe (CN)6 + 

Sample-oxide

3K4Fe (CN)6 +4 Fe3+ → Fe4 [Fe (CN)6] 3+ 

12K+

四、清除DPPH（α,α-diphenyl-

β-pricrylhydrazyl）自由基能

力測定

脂質在自行氧化的過程中會產生自由

基而造成脂質酸敗，由抗氧化劑與DPPH

自由基的反應式（DPPH•+AH（抗氧化

劑）→ DPPH+HA•），可知抗氧化劑在

清除DPPH時會提供氫給DPPH 自由基，

進而達到抑制氧化鏈鎖反應之進行。抗氧

化的研究上，常使用DPPH來評估抗氧化

物的供氫能力。DPPH之甲醇溶液在517 

nm下有較強的吸光值，被抗氧化物還原

時吸光值會降低，吸光值愈低，表示抗氧

化物的供氫能力愈強9。

五、 硫代巴比妥酸（2-thiobarbituric 

acid，TBA）法

不飽合脂肪酸linoleic acid或linolenic 

acid可被FeCl2氧化而產生過氧化脂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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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id peroxide），過氧化脂質於加熱

狀態下可被分解產生過氧化脂質代謝產

物MDA，MDA在高溫下可與TBA試劑反

應，形成紅色化合物，可在532 nm可見

光下測定吸光度，此吸光度的強度與過

氧化脂質的量成正比，此稱TBA法。實

驗過程中加入抗氧化劑，由吸光度的減

少程度，即可知其抑制脂質過氧化的作

用。本實驗法可用tetramethoxypropane

（TEP）當標準品，作成標準曲線10。

TBA法是測量脂肪酸，細胞膜和生物

組織脂質過氧化的最古老也是應用最多的

方法。

六、 生物化學發光法清除氧自由基

能力評估

生物化學發光法測定氧自由基清除作

用時，一定濃度範圍內發光強度（CL）

與氧自由基數量呈量效關係。清除氧自

由基的物質則可以降低CL，根據CL的下

降則可以判斷某物質清除氧自由基的能

力11。流動注射化學發光技術具有靈敏度

高、測定快速、操作簡單和重複性好等優

點，因此常用於抗氧化活性藥物的篩選。

肆、結論

抗氧化劑目前在醫學界、預防醫學，

甚至化妝品、食品等方面都已受到廣泛運

用。我們可預測自由基清除物和避免自由

基產生的物質將成為治療或預防疾病的新

主流。抗氧化能力的分析技術很多，但其

基本原理則大同小異，因抗氧化能力是許

多抗氧化物質綜合反應的結果，所以抗氧

化能力的分析一般都是以待測樣品與指標

抗氧化物質和自由基替代物混合反應後之

結果來推算待測物之抗氧化能力，不同的

分析方法是針對消除某特定自由基為標的

或廣泛以消除數種自由基為標的之差別而

已。因此，在比較抗氧化劑活性能力時要

特別注意其完整性，如：在不同細胞內不

同之抗氧化劑活性強度可能不盡相同；且

不同之抗氧化劑清除不同自由基的效力也

不見得一樣。所以抗氧化能力雖然是一種

很好的指標，其分析方法也很多，但所代

表的意義卻不盡相同，需視樣品的特性及

其產生抗氧化能力的原因才能選擇出適合

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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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metabolism, free radical and reactive oxygen arise 

normally. Free radic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human diseases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oxidation induced by free radicals has high impact on human health. 

Under normal physiology, stable and balanced free radicals will do no harm to human 

body. However, abnormal accumulation of free radicals will affect regular human body 

functions and resulted in diseases. To keep free radicals in stability, an antioxidant 

system to remove excessive free radicals exists in human body. Along with the 

system composed of several enzymes and Vitamin C and E, all these interactions to 

build up the protection shield for human against diseases. 

Currently, various methods are available for antioxidant activity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 following methods: scavenging of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O2
- · 

caused by xanthine / xanthine oxidase, measurement of H2O2 capturebility, restore 

ability, elimination of DPPH（α, α-diphenyl-β-pricrylhydrazyl）free radicals, TBA 

method and Biochemical luminesc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