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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的吸附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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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几种吸附树脂对决明子提取物溶液的吸附与洗脱性能 包括树脂的筛选 洗脱剂的选择 并

研究了提取物溶液的pH 盐离子浓度和决明子提取物的浓度对决明子提取物在AB-8 吸附树脂上的吸附影响 结

果表明 AB-8 吸附树脂对决明子提取物的吸附能力较强 洗脱能力为最好 其吸附性能和洗脱性能均优于其它几

种吸附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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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adsorption and deadsorption for anthraquinones from Semen cassiae with seven adsorption resins

NKA-9 X-5 AB-8 D-101 S-8 D3520 and D4006 was compared in this paper. Effects of pH, salt iron concen-

tr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nthraquinones from Semen cassia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B-8 resin exhibited

superior adsorption properties. The resin is easy to regenerate. AB-8 adsorption resin can be used packing material to separate

anthraquinones from Semen cass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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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决明子为豆科植物决明Cassia obtusifolia L.或

小决明 Cassia tora L.的干燥成熟种子 本品性微寒

甘 苦 咸 归肝 大肠经 有清热明目 润肠

通便之功能[1] 现代研究证明决明子蒽醌类物质作为决

明子中的主要功能成分之一 具有降血压 调血脂

保肝及抑菌等活性 决明子在我国资源丰富 不仅具

有广泛的药用价值 而且还是很好的保健食品 对许

多疾病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目前 决明子已被国家

卫生部确定为 既是药品又是食品 的极具开发潜力

的天然产物资源之一 受到人们广泛关注[ 2 ]

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分离方法主要有柱色谱法 薄

层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3 6 ] 这些方法的固定相主

要为硅胶 但以硅胶为固定相的分离方法所获得的蒽醌

类物质纯度低 且须反复分离 处理量小 从而使决

明子蒽醌类物质的收率降低 不适合工业化生产 为

了提高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纯度 作者采用几种树脂对

决明子蒽醌进行分离 考察了几种吸附树脂对决明子蒽

醌的吸附性能 同时探讨了各种因素对决明子提取液吸

附 分离效果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决明子Cassia obtusifolia L.(广东产 市售)

1.2 试剂与仪器

甲醇(AR) 氢氧化钠(AR) 盐酸(AR) 95% 乙醇

(A R ) 浓硫酸(A R ) 氯化钠(C R ) 醋酸镁等

标准品 1,8-二羟基蒽醌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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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52-AA旋转蒸发仪    上海沪西仪器厂 LGJ-10冷

冻干燥机    北京四环科学仪器厂 UV-1700紫外分光光

度计    岛津 HL-5恒流泵    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 SHZ-

88台式水浴恒温振荡器    江苏太仓市实验设备厂 JA2003

电子天平    上海民桥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NKA-9 X-5 AB-8 H-103 S-8 D3520 D4006

大孔树脂为天津南开大学化工厂产品 各种树脂的物理

性能见表 1

1.3 植物材料及样品制备提取方法

将决明子生药粗粉置于索氏提取器中 分别以石油

醚(3 0 6 0 ) 乙醚抽提 除去油脂后 再用正丁醇

提取 4 次 合并提取液 浓缩 回收有机溶剂 冷

冻干燥 得到决明子固体提取物

1.4 吸附树脂的预处理

预处理包括 以0.5BV 的乙醇浸泡树脂24h(1BV

为 1 个树脂床体积) 用2BV 的乙醇以2BV/h 的流速通

过树脂柱 并浸泡树脂4 5h 用乙醇以2BV/h 的流

速洗涤树脂 至流出液加水不呈白色混浊为止 再用

水以同样流速洗净乙醇 用2BV 的 5% HCl 溶液以4

6BV/h 的流速通过树脂层 并浸泡树脂 2 4h 而后用

水以同样流速洗至出水 pH 中性 用 2BV 的 2% NaOH

溶液以 4 6BV/h 的流速通过树脂层 并浸泡树脂 2

4 h 而后用水以同样流速洗至出水 p H 中性

1.5 总蒽醌含量测定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 1 , 8 - 二羟基蒽醌

2.50mg 用 0.5% 醋酸镁甲醇溶液溶解 定容至25ml 量

瓶中 分别精密移取该溶液0.5 1.0 1.5 2.0 2.5ml

并稀释定容至10ml 量瓶中 以0.5% 的醋酸镁甲醇溶液

为参比 于 5 1 0 n m 波长下测量吸光度 计算得吸光度

(A) 浓度(C)的回归方程为 A=42.75C+0.0019

r =0.9990 线性范围0.005 0.026mg/ml

样品的测定 准确称量一定量的干燥决明子提取

物 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样品溶液 精密移取上述溶液

2ml 加 FeCl3(40%)2.0ml 于沸水浴中水解20min 加

浓盐酸0.4ml 继续水解30min 冷却后用乙醚萃取至醚

层无色 合并醚提液 挥去乙醚 残渣用 0 . 5 % 醋酸

镁甲醇溶液溶解 过滤并定容于10ml 量瓶中 于510nm

树脂 极性 粒径范围(mm) 比表面积(m2/g) 平均孔径(nm) 孔隙率(%) 孔容(ml/g)

S-8 极性 0.3 1.25 100 120 28.0 30.0 0.78 0.82

NKA-9 极性 0.3 1.25 250 290 15.5 16.5 46 50

AB-8 弱极性 0.3 1.25 500 600 13.0 14.0 42 46 0.73 0.77

X-5 非极性 0.3 1.25 500 600 29.0 30.0 50 60 1.20 1.40

H-103 非极性 0.3 0.6 1000 1300 8.9 12.5 62 66 1.25 1.29

D3520 非极性 0.3 1.0 480 520 8.5 9.0 65 70 2.10 2.15

D4006 非极性 0.3 1.0 400 440 6.5 7.5 43 48 0.73 0.77

表1   几种大孔树脂的物理性能

Table 1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ome macroporous resins

波长下测量吸光度 计算总蒽醌含量(以1,8-二羟基蒽醌

计)

1.6 静态吸附量和吸附率的测定

用50%甲醇-水溶液配制浓度为1.59mg/ml的决明子

提取物溶液 待用

所用的吸附树脂经过充分洗涤后 分别准确称取

1.0g 树脂 放入50ml 磨口三角瓶中 分别加入30ml 上

述决明子提取物溶液 于恒温振荡器中摇动至吸附平

衡 按 1 . 5 所述的方法 根据测定的标准曲线 分别

测定吸附前后溶液的浓度 并按下式计算树脂的吸附量

和吸附率

C0 起始浓度(mg/ml) E 吸附率(%)

Ce 平衡浓度(mg/ml) q 吸附量(mg/g) W 树脂干

重(g) V 溶液体积(ml)

1.7 动态吸附及洗脱

量取一定体积的吸附树脂 装入玻璃层析柱中

用乙醇洗至流出液加水不混浊为止 然后 用水洗至

流出液不含乙醇 将滤清的提取物水溶液通入树脂柱

中 以 3 B V / h 的流速进行吸附 待流出液有色时停止

吸附 再通入蒸馏水 以同样速度洗至中性 最后用

70% 乙醇以2BV/h 的流速洗脱 用薄层层析(TLC)法检测

泄漏点 收集洗脱液 真空浓缩后 冷冻干燥 得

固体提取物

吸附树脂在分离植物有效成分时 主要是利用吸附

的可逆性(解吸) 由于树脂的极性不同 对它吸附作用

力强弱不同 解吸难易也会不一样 因此 实际生产

上不仅希望树脂吸附量大 还要求解吸率高 以保证

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回收 选择适宜的洗脱剂 对已吸

附的树脂进行解吸 按下式计算解吸率( % )

                
Ca V1

E 0= 100%

         
(C0 Cb)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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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0 原液浓度(mg/ml) Ca 洗脱液中提取

物的浓度(mg/ml) V1 洗脱液的体积(ml) V2 吸附液

的体积(ml) Cb 吸附液中提取物的浓度(mg/ml) E0

解吸率(% )

1.8 不同因素对吸附的影响

根据上述动态吸附的操作步骤 分别讨论溶液的

p H 值 盐离子浓度和决明子提取液的初始浓度对动态

吸附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2.1 树脂的选择

选用七种吸附树脂 进行静态吸附实验和乙醇解吸

实验 比较它们的吸附量 吸附率以及解吸率的大小

溶液的初始浓度为1.59mg/ml pH8.0 结果见表2

树脂 吸附率(%) 吸附量(mg/g) 解吸率(%)

H-103 90.2 250.8 82.1

S-8 79.7 128.8 79.7

NKA-9 78.9 98.0 75.9

X-5 91.8 269.6 83.8

AB-8 93.7 250.4 90.3

D4006 86.3 173.7 80.5

D3520 83.8 101.2 79.5

表2   吸附剂对蒽醌的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adsorbent on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anthraquinones

从上述的实验结果可见 AB-8 H - 1 0 3 等弱极性

和非极性树脂较极性树脂的吸附性能好 而H-103 树脂

的吸附量比 AB- 8 树脂的吸附量大 根据吸附分离的原

理 比表面积是决定吸附剂的吸附量的因素之一 比

表面积越大 吸附量就越大[7] 从上述的实验结果还可

看出 AB-8 树脂的吸附率和解吸率都比H-103 树脂的吸

附率和解吸率高 这是由于平均孔径和极性决定了吸附

剂的吸附速率 AB - 8 树脂的极性可能与蒽醌的极性相

近 所以比非极性的H-103 树脂容易吸附 在实际应用

中 在和吸附量相差并不显著的情况下 吸附速率在

选择吸附剂的过程中往往起决定作用 因为 吸附的

时间在生产中处于主要地位 由于具有疏水性骨架结构

的树脂在水体系中的吸附行为主要是以物理吸附为主

因此增加树脂与吸附质之间的接触面积更有利于吸附作

用的发生(即树脂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对吸附更有利)

这是因为比表面积增加 表面张力随之增大 吸附量

提高 被吸附物是通过树脂的孔径扩散到树脂孔内表面

而被吸附的 只有当孔径足够大时 比表面积才能充

分发挥作用 所以 树脂吸附能力的大小与蒽醌类物

质的分子量和构型有关 孔径大小直接影响不同大小分

子的自由出入 从而使树脂吸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吸附量 比表面积和孔径三者的关系 并不是在

比表面积高的前提下 孔径越大越好 这主要是因为

孔径太大便失去了选择性 同时 孔径大 比表面积

高 势必使孔体积增大 到一定程度树脂强度便下降

而且 孔体积增大还会引起体积比表面积(即1ml 湿树脂

所具有的比表面积)下降 孔容的大小直接影响树脂的

体积比表面积 孔体积增大引起体积比表面积下降 反

而使吸附量下降 对于树脂 D3250 由于其孔容大 所

以它的吸附量较小 而树脂AB- 8 孔容小 体积比表面

积大 因而吸附量较大 本文研究AB- 8 吸附树脂的动

态吸附和洗脱性能

2.2 AB-8 树脂的动态吸附

将浓度为1.59mg/ml pH为8.0的溶液通入装有60ml

AB-8 树脂的玻璃层析柱 吸附流速为3BV/h 测定流

出液中决明子溶液的浓度 直至树脂吸附饱和为止 绘

制吸附曲线 结果如图 1 所示

吸附流出液的体积(BV)

 图 1    AB-8树脂对蒽醌的吸附曲线

Fig.1    The adsorption curve for anthraquinones with AB-8 resin

从图 1 上可以看出 60ml AB-8 树脂吸附此浓度的

决明子溶液 从第八个树脂床体积起有泄漏 但饱和

吸附可达14BV 即 60ml AB-8 树脂达到饱和吸附时可吸

附1335.6mg(14601.59)决明子蒽醌类物质 由于在动态吸

附过程中被吸附的蒽醌类物质在树脂上的分布从上到下

梯度降低 因而 在实际中可以采用串联吸附的方式

使树脂的吸附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2.3 不同因素对吸附的影响

2.3.1 溶液 pH 值对 AB-8 吸附树脂吸附能力的影响

决明子提取液的 p H 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在吸附

分离过程中的影响十分显著 吸附过程中吸附质以分子

状态被吸附剂吸附 因此 要达到较好的分离效果必

须使吸附质保持分子状态 考察在不同 p H 值的溶液中

进行的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吸附实验 结果见图 2

图 2 的结果表明 pH 值为 8.03 时 树脂对决明子

蒽醌类物质的吸附效果最好 吸附量达210.56mg/g 当

pH 值超过 8.03 时 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吸附量

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条件下 决明子蒽醌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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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持了分子状态 同时又不会形成佯盐(佯盐的结构

为 R O H +)和以氢键的方式被吸附

2.3.2 盐离子浓度对AB-8 吸附树脂吸附能力的影响

无机盐可降低有机质的水溶性 可以增加很多有机

化合物对吸附剂的亲和力 本实验考察加入 N a C l 后

吸附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吸附的影响

准确称取100.0mg AB-8树脂5份 置于100ml具塞

的锥形瓶中 加入含盐量不同的决明子溶液 50 m l 于

室温下振荡24h 平衡后测定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

的吸附量 结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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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H值对吸附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pH on the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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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盐离子浓度对吸附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salt ion concentration on the adsorption

0 2 4 6 8 10 12 14

从图3可见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1.5 6.5mg/ml)

随着盐浓度的升高 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

降低 将增加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吸附 超过

这一范围 即盐浓度过大 吸附量反而下降 这是因

为当NaCl 的浓度超过0.65% 时 提取液中过量的无机盐

使原来澄清的提取液析出大量的沉淀 从而导致树脂的

吸附容量呈下降的趋势 故 NaCl 浓度以 0.65% 较适于

AB- 8 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吸附

2.3.3 决明子提取液的初始浓度对AB-8 吸附树脂吸附

能力的影响

准确称取100.0mg AB-8树脂6份 置于100ml具塞

的锥形瓶中 然后加入不同浓度的决明子提取液 50ml

于室温下振荡 24h 平衡后测定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

质的吸附率 结果见图 4

0 0.5 1 1.5 2 2.5 3 3.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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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原液初始浓度与吸附率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 between origin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adsorption rate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由图 4 可知 决明子提取液的浓度是影响树脂吸附

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吸附树脂的吸附容量不是很大

一般来说 在低浓度下进行才比较有利 如果原液浓

度偏高 决明子蒽醌类物质与吸附剂分子之间的亲和力

减弱 使得决明子蒽醌类物质随吸附液过早流出 从

而导致泄漏早 处理量小 树脂的使用周期短 树脂

再生次数增多 如果原液浓度偏低 耗时增加 工作

效率低 也不可取 根据图 4 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吸

附溶液的初始浓度以1.592mg/ml 为宜

2.3.4 流速对AB-8 吸附树脂吸附能力的影响

将浓度为1.592 mg/ml pH8.0的决明子提取液通过

装有200ml AB-8 树脂的玻璃层析柱中 考察不同流速对

树脂吸附量的影响 结果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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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流速对吸附量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flow rate on the adsorption

图 5 的结果说明 流速过大 会使树脂的工作吸

附量下降 提早泄漏 且树脂层压头损失增加 耗能

增多 这是因为流速过大时 树脂尚未及时吸附决明

子蒽醌类物质 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已随吸附液流出 因

此 由图 5 可知 A B - 8 树脂对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吸

附 以 3 B V / h 的流速为佳

2.4 AB-8 树脂的脱附性能

2.4.1 洗脱液的选择

树脂吸附决明子蒽醌类物质以后 可采用对决明子

蒽醌类物质溶解度较高的溶剂如甲醇 乙醇作脱附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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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工业生产时 甲醇的毒性较大 环境污染严重

选用乙醇作为解吸剂 大孔吸附树脂主要是通过表面的

范德华力进行物理吸附 用极性有机溶剂作脱附剂 被

吸附的决明子蒽醌类物质有可能比较容易脱附下来

树脂经动态吸附达到饱和后 分别选用 3 0 % 的乙

醇 5 0 % 的乙醇 7 0 % 的乙醇 9 0 % 的乙醇进行脱附

实验 当脱附的流速是 2 B V / h 时 用 4 倍体积的 7 0 %

乙醇洗脱 即可使解吸率达到93.3 4 % 因此 脱附的

流速选用 2B V / h 实验结果见表 3

洗脱剂浓度(%) 解吸率(%)

30 42.34

50 61.12

70 93.34

90 97.89

表3   洗脱剂浓度对解吸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desorption concentration on the desorption rate

从表 3 可以看出 70% 的乙醇和90% 的乙醇解吸效

果好 解吸率达到 9 0 % 以上 但由于 9 0 % 的乙醇挥发

性大 回收率低 造成的溶剂浪费大 所以 选用

7 0 % 的乙醇作为洗脱剂

2.4.2 解吸曲线

由于提取液中除含决明子蒽醌类物质外 尚有大量

的有机和无机杂质 先用 2BV 去离子水洗涤 再用 70%

乙醇洗脱 当解吸流速为2BV/h 时 分别用0.5 1.0

1.5 2.0 2.5 3.0 3.5 4.0BV 的脱附剂进行解吸

测定其解吸液中的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浓度 实验结果

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可以看出 当用 4BV 的脱附剂进行解吸时

解吸液中的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浓度已经很低 可以结

束该解吸过程 故用 4BV 的脱附剂基本上可将决明子蒽

醌类物质从树脂上解吸下来

3 结  论

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 通过静态和动态吸附性能比

较 A B - 8 吸附树脂对决明子提取物的吸附能力较强

洗脱能力为最好 其吸附性能和洗脱性能均优于其它几

种吸附树脂 最佳的决明子提取物的分离条件是 上样

溶液的pH 为 8.03 溶液的初始浓度为1.592mg/ml 流

速为 3 B V / h 解吸剂为 7 0 % 的乙醇溶液 解吸流速为

2BV/h 本文首次将吸附树脂用于决明子蒽醌类物质的

分离 为树脂法成功地应用于中药决明子功能成分的分

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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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B-8树脂的解吸曲线

Fig.6     The desorption curve of AB-8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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