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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研究

刘金龙，陈根洪，

(湖北民族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小江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采用正交设计对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研究的结果 使用3次ZTC1+1除杂剂、每次加入0.1%活性炭共加3
次、使用90%乙醇的组合除杂效果最好。方差分析结果为除杂剂的使用次数、0.1%的活性炭使用次数、乙醇的

浓度的除杂效果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这对今后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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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 research result :Firest一retrieve rate of combination for orthogonality design is use Three eliminote impurity

reagent of ZTC 1+1; use three 0.1% active carbon powder;use 90% ethanol.Analyze result of the method and differenc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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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Gastrodia elata BL为上品中药和珍稀果蔬，
其含的天麻素具有调节大脑激素分泌，增强视神经的分

辩能力，减少心肌脂褐质，增强记忆力，防止老年痴

呆症川等功能。是生产药品和功能食品的原料。高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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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摇瓶培养基装载量也不宜过少，以兼顾表达产量

和培养效率。本实验还发现，发酵培养基中加入适量

葡萄糖可以加速菌体的生长，从而增加表达量。但加

入量过大，产物表达量会下降，杂蛋白含量增加。这

可能是过量葡萄糖加入后，发酵液中乙酸浓度急剧增

加，过量的乙酸对重组工程菌中外源基因表达产生了一

定的抑制作用。培养时间的选择对于收获最大量的表达

产物十分重要，一般情况处于菌体在处于生长稳定期的

阶段有最大的产物表达量，过早会减少收获量，过晚

会因为菌体破裂导致杂质增多，增加后期纯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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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麻素是生产天麻针剂需要的原料;也是生产高档天

麻饮食品需要的原料。但在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研究方

面少有报道，为此根据现有研究理论和目前己有的条件

在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方面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天麻由湖北省恩施州天麻研究所提供;

天麻素标准品由中国中医药研究所和中国药品检验所提

供。60-80目硅胶粉由湖北省恩施市红霞化学试剂商店

提供。大孔树脂由天津南开大学树脂生产厂提供。聚

酞胺由湖北民院环境与化工学院有机实验室提供。ZTC

1+1天然澄清剂由天津南开大学树脂生产厂提供。

1.2 药品 甲醇、乙醇、正己烷、氯仿、氨水、

丙 酮 。

1.3 仪器 层析柱、RE一旋转蒸发器、水循环真空

泵、电子天平、分液漏斗、PH一S酸度计、烘箱

粉碎机、日本津岛LC-6A高效液相色谱仪，SPD-6A紫

外可见检测器，C-R3A色谱数据处理仪，0-50ml点样

器、loml定量管、20ml容量瓶、烧杯、移液管、水
浴锅 。

1.4 天麻标准品储备溶液及样品溶液的配置 天麻素

标准品溶液配置精密称取25mg，置50ml容量瓶中，用

流动相(甲醇)溶解定容，摇匀，再吸取上述溶液5m1,

于100m1量瓶中摇匀即得。样品溶液的配置:精密称

取天麻提取物适量，用流动相配成0.5 g/L溶液，进样

10111测定。
1.5 浓度线性范围和最低检测限 精密取天麻标准品

储备溶液0.1,0.2,0.3,0.4,0.5,0.6ml，分别置

于20m1容量瓶中，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依本

方法进行测定，得到C(g/L)与峰面积A的线性方程为
A=一0.3725+9781.8C, R=0.9992，天麻素进样量在1-811

9，线性关系良好，当信躁比为3:1时，天麻素的最低

检测限为0.04311 g。天麻提取物加样回收率测定共3份，
分别置于50ml容量瓶中，各精密加入标准品3.4, 6.3,

7.3mg，用流动相溶解并稀释至刻度，进样1011 g，测定
平均回收率99.69%, RSD 0.48%。精密度实验:在线性测

定范围内取3种浓度的天麻素标准品，分别进样1011g,
重复测定5次RSD为0.46%证明方法精度良好。

1.6  ZTC1+1除杂剂配制 A组份:先用少量去离子
水搅成糊状，然后加入足量的去离子水，溶胀24h，搅

拌。配制成 1%的粘胶液备用。B组份:先用少量1%

的醋酸溶解B组份然后加入足量的1%的醋酸溶胀24h,

搅拌配制成 1%的粘胶液备用，若发现澄清剂分散不理

想，可用0.5%的醋酸配制成0.25%-0.5%浓度的溶液。

使用前摇匀;除杂方法 将提取液浓缩到生药:水=1:5

时，加入辅料，50̂ 800C时搅拌分散加入200mg/kg B

除杂剂，每隔30min间隔搅拌一次，可见小的絮状物。

2h后，同样方法加入100mg/kg A除杂剂。加料30-
60min后再搅拌一次。可见明显的絮状物，上液掖透

明，无乳光。提取液的分离;将溶液置入澄清罐中静

置4-6h虹吸上清液，纱布粗滤去除大的絮状物，然后

精滤，即得澄清液体或使用离心机滤除杂质，合并所

有的杂质干燥称量、检测天麻素。比较各个处理中杂

质含天麻素的量。并从杂质中减去天麻素的量将杂质换

算成纯杂质进行正交分析。

1.7 天麻素初提工艺设计 每个处理取干天麻300g粉

碎成60 80目粉末，按1份原料加8份70%乙醇置700C

RE一旋转蒸发器内水浴提取3次，随时补充被蒸发出的

液体，每次提取时间2h，然后离心过滤，合并3次提

取液，70℃浓缩成浸膏，加除离子水3倍量除去水不溶

物质，过滤，滤液在700C RE一旋转蒸发器内水浴浓

缩成浸膏完成水沉;将得到的浸膏加3倍的80%的乙醇

溶解离心过滤，过滤液在70 CRE一旋转蒸发器内水浴

浓缩成浸膏完成醇沉。浸膏供除杂研究。

1.8 麻提取液正交除杂设计[2]参考有关正交研究资料拟

定除杂剂使用次数、除杂剂加活性炭量(%)、水沉后进行

醇沉时的乙醇浓度(%)等3种因素，每种因素选择3个水平

(表1)按IA(30)正交试验表设计对天麻提取液除杂效果实验。

      表t 天麻提取液Lo(34)正交除杂因紊水平设计

Table 1   The orthogonality La(34) eliminate impurity factor

Standard design for extraction of Gastrodia elata BL

水平

  因素A

除杂剂使

用次数

  因素B

除杂剂加活

性炭量(%)

      因素C

水沉后进行醇沉时的

    乙醇浓度(%)

1 1 0.1 00.1

0.2 80

叩

    从天麻粗提取浸膏中分离天麻素的方差试验设计;

参考有关方差研究资料和分离材料、药品及相关的层析

柱分离技术资料拟定采用60̂ 80目硅胶粉柱层析、大孔

树脂柱层析、聚酸胺柱层析从天麻粗提取浸膏中分离天

麻素的方差试验。

1.9 大孔树脂提取原理及装柱方法[[3]大孔树脂是一类

不含离子交换基团的交联聚合物，具有网眼结构和很大

的比表面积，而且由于选用的骨架材料不同而有极性和

非极性之分。一般根据分离纯化物质的分子大小和极性

强弱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大孔树脂，通过物理吸附有选择

的吸附有机物质达到分离纯化的目的。与离子交换法相

比有独到的优越性。国外多用于废水的处理、化学工

业、临床检定和治疗领域。国内在医药工业中用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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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活性物质的提取特别是用于中草药化学成分的分离

提取在医药工业中用于抗生素的分离，临床应用于内毒

素的辅助治疗。与传统的吸附剂相比大孔树脂具有选择

性好，吸附容量大，解吸附容易，机械强度好可以反

复使用和流体阻力小，交换速度快等特点尤其是其空隙

度大小、骨架结构均可按需要选择不同的原料合成条件

而改变，根据类似物吸收类似物的原理理论上它可以适

用于各种有机化合物的分离。大孔树脂使用前首先活

化;用过的树脂使用5%的NaoH加丙酮，浸泡5h，然

后用除离子水洗至中性重复使用，新的大孔树脂用95%

的乙醇浸泡待用。上柱方法:用70%乙醇溶解除杂浸

膏用70%的乙醇洗脱，柱子流速1 ml/min，收集洗脱液

置70℃真空干燥箱，烘干测定其天麻素含量，计算提

取物的纯度。

1.10 聚酞胺树脂提取原理及洗脱、装柱方法141 聚酞

胺树脂是由聚酞胺聚合的一类高分子物质，本研究选用

它是因为聚酞胺吸附层析法具有 “氢键吸附”原理，

即由于聚酞胺分子内有许多酞胺键可与酚轻基(或黄酮

体、蕙酿等)形成氢键因而对酚类化合物产生吸附作

用，所以聚酞胺层析法可应用于酚类、黄酮类、蕙酮

类等天然产物的分离，根据形成氢键的基团(梭基，轻

基)，含轻基越多越容易被吸附如蹂质类而且吸附化合

物主要是含轻基的酚类和含梭基酚酸盐。天麻的贰元为

酚类物质，它的糖普键上带的葡萄糖上5个轻基，因此

聚酞胺适合分离它，天麻提取物中含酸盐物质多，其

极性比天麻素大并被聚酞胺吸附不容易被洗脱而天麻素

先被洗脱从而将天麻素分离。聚酞胺树脂使用前首先活

化，其方法是用4%的氢氧化钠溶液加丙酮浸泡5h然后

用除离子水洗至中性备用。上柱方法用70%乙醇溶解，

除杂浸膏用70%的乙醇洗脱，柱子流速1 ml/min，收集

洗脱液置70℃真空干燥箱，烘干测定其天麻素含量，计

算提取物的纯度。

1.11 硅胶粉提取原理及洗脱、装柱方法[[51 硅胶粉是

具有酸性、吸附力较氧化铝稍弱的常用的吸附剂。可

以分离一些中性和酸性物质如有机酸、氨基酸、菇内

类、幽类等，它具有多孔性的硅氧环交链结构，其表

面有很多硅醇基能吸着多量水份，此种表面吸附的水称

为自由水，当加热至100℃能可逆的被除去，硅胶的活

性与含水量有关，含水量高则吸附力减弱，当自由水

含量高达17%以上时，吸附力降低，加热过高，吸附

力降低。在吸附层析中溶解样品用的溶剂最好就是洗脱

剂以免区带在溶剂和洗脱剂接住处受到搅乱。流动相的

性质对样品的吸附作用起重要作用，因为吸附剂对溶剂

也有作用，如果溶剂被强烈吸附就很难被样品置换，极

性溶剂与溶质竞争占据吸附剂表面位置的现象增强，使

吸附剂对溶质的吸附性相对减弱，因此，在选择流动

相时应同时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①被测物质的结构

与性质，极性大的化合物可以比较强的从溶液中被吸附

剂吸附，需要较大的溶剂才能推动(置换)被测物质的结

构不同，所具有的极性也不相同，饱和碳氢化合物一

般不被吸附或吸附不牢，当于其结构中取代一个功能基

后，则吸附性增强常见的基团按其极性大小由小到大的

顺序是:烷烃、烯烃、醚类、硝基化合物、二甲胺、

酷类、酮类、醛类、硫醇、胺类、酞类、醇类、

酚类、梭酸类。在判断物质极性大小时，有如下规律

可循:基本母核相同，则分子中基团的极性越大，整

个分子的极性也越大，极性基团增多，整个分子的极

性加大;分子中双键多，吸附力强，共辘双键多，吸

附力增大;化合物取代基的空间排列，对吸附性也有影

响，如同一母核中轻基处于能形成分子内氢键位置时，

其吸附力弱于轻基处于不能形成氢键的化合物;②吸附

剂的性能:通测定吸附剂的活度，判断吸剂急的性能其

活性分五级，分离极性小的物质，一般选用吸附活性

大一些的吸附剂，反之则相反。③流动相的极性，通

常极性小的溶剂对被分离混合物中的极极性小的物质性

小的物质亲合力强在层析过程中使它跑的较快，从而与

一些极性大的物质分离，同理，极性大的溶剂和中等

物质极性溶剂对极性大和中等极性的物质亲合力强，从

而与一些极性小的物质分离。一般情况下，物质的极

性、吸附剂的吸附性均己固定，所以主要问题是如何

选择极性不同的流动相，常用的流动相极性递增的顺序

是:石油醚、环己烷、四氯化碳、苯、乙醚、氯

仿、乙酸乙酷、正丁醇、丙酮、乙醇、甲醇、水。

选层析分离条件时，必须从吸附剂、洗脱剂、被分离

的物质三方面综合考虑。一般用亲水性吸附剂作层析分

离时，用极性较大的洗脱剂，如成分的亲脂性较强，

则应该选用吸附性强的吸附剂，极性较小的洗脱剂。参

考有关文献，我们选用60̂ 80目的硅胶粉用份环己烷:

份乙酸乙酷:份甲醇浸泡24h后装柱并选用该试剂做为

洗脱剂上柱后洗脱。上柱方法 用70%乙醇溶解除杂浸

膏用70%乙醇试剂洗脱柱子，流速1 ml/min，收集洗脱

液置70℃真空干燥箱，烘干测定其天麻素含量，计算

提取物的纯度。

1.12 干天麻经过检测含天麻素0.35%;供精制天麻素的

天麻浸膏经过检测含天麻素28.6%.

1.13 天麻素的收得率=天麻素的提取率X天麻素的纯

度。天麻提取分离的杂质量为通过检测换算的纯杂质量。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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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麻提取液IA(34)正交除杂因素试验结果 见表20

使用3

用90%

次除杂剂、每次加入0.1%活性炭共加3次、使

        表4 不同分离方法所得产品的天麻素纯度

Table 4                 Not alike sever method to effective composition

pureness

重复1(%)

of Gastrodia elata 131 -

乙醇的组合最好。见表3，方差分析结果为除杂

剂的使用次数、0.1%的活性炭使用次数、乙醇的浓度

对除杂效果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处理

硅胶粉柱层析

大孔树脂柱层析

聚酞胺柱层析

重复2(%) 重复3(96)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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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天麻提取液除杂因子L.(3̀)正交试验结果

The orthogonality L.a(34) eliminate impurity factor

562

experiment result of extraction of Gastrodia elata BL 裹5 不同分离方法所得产品的天麻素纯度方差分析

序号
A(次数)

除杂量g/1500ml/300g
重复1 重复2

Table 5  The method and difference analyze for not alike sever

  method to effective composition pureness of Gastrodia elata BL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om      Fo.oi

处理间 2      1238.2   619.1    16**   5.99     13.74

误差 6      232      38.7

总变异 8      1470.2

      表6 不同分离方法所得产品的天麻素纯度差异显著性

Table 6  The method and difference notable difference analyze

for not alike sever method to effective composition pureness of

一一17.016.8一一16.716.5
Gastrodia elate BL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内
j

凡J

‘
U

77

61

48

  1

  2

  3

  1

  2

  3

  1

  2

  3

98.6

102.4

99.0

32.8

34.13

33.0

1.13

  2

B(%)

  1

  1

  1

  2

  2

  2

  3

  3

  3

92.7

101.7

105.4

30.9

37.23

35.13

2.10

  3

C(%)

  3

  1

  2

  2

  3

  1

  1

  2

  3

97.1

1峨1<l.5

98.2

32.37

34.83

32.76

2.10

T总=299.8

柱层析种类

大孔树脂柱层析

聚酞胺柱层析

硅胶粉柱层析

1
2
3
4
5
6
7
8
9
KI
K2
K3
愉
凡
儿
R

  表3

Table 3

天麻提取液除杂因子L.a(34)正交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The method and difference analyze result of the

orthogonality Experiment L..(34) eliminate impurity factor for
              extraction of Gastrodia elata BL

方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估计值 F值 Fo.oi(9. 2)

  A

  B

  C

误差

2498.99

2517.995

2504.645

    0.3

1249.495  37863.48*   8.02

1258.998  38151.科*

125.323   37949.17*

  0.033

2.2 从天麻浸膏中分离天麻素的纯度的试验方差结果

见表4，大孔树脂柱层析分离天麻素的效果最好其次为

聚酞胺柱层析，硅胶粉柱层析分离天麻素的效果差。见

表5，方差分析3种柱层析在分离天麻素的效果上呈极

差异显著。见表6大孔树脂柱层析分离天麻素的效果与

聚酞胺柱层析相比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与硅胶粉柱层析

分离天麻素的效果相比也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聚酞胺柱

层析与硅胶粉柱层析分离天麻素的效果相比达到了极显

著水平 。

的提纯工艺具有较高的价值。目前在这方面未见报道。

本研究，除杂剂的使用次数、0.1%的活性炭使用次数、

乙醇的浓度对除杂效果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使用3次

除杂剂、每次加入0.1%活性炭共加3次、使用90%乙

醇的组合除杂效果最好。其对研究天麻素的提纯有参考

价 值 。

3.2 文中天麻素的提取纯度不是很高这是洗脱剂的选择

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3.3 天麻提取液中有多种与天麻素极性很接近的物质很

不容易分离，这是今后重点解决的问题。

3.4 所用本除杂方法除去的杂质中天麻素很少，即

除杂中天麻素的损失

素0.0015g。但本研c$R>ap\
  每百克干杂质中仅含天麻

在实验室条件下做的距生产

3 结果与讨论

使用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深入地研究，本研究仅可作

为参考。

3.5 天麻中的淀粉和多糖含量高，其多糖是有效成

分，其淀粉是优质淀粉可开发新的药品和保健饮食品。

因此，建议在提取天麻素的同时也将天麻多糖，天麻

淀粉作为产品生产，不仅降低天麻素的生产成本而且丰

富天麻产品。

3.1 天麻素是一种附加值高、用途范围宽、国际市场

用量大的医药中间药体和生产保健食品的原料，研究它

参考文献:

[1] 金文珊.天麻的化学和药理研究概况重要研究与信息田].

万方数据



X工艺技术 侣昆后己价匀乌禅 2005, Vol. 26, No. 9   333

预设应力对板栗微波爆壳的影响研究

            王 武，，张 莉2，方红美’，陈从贵‘

(1.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安徽合肥
    2.哈尔滨商业大学轻工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230009;

150001)

摘

效果，

要:本文研究了预设应力对板栗微波爆壳的影响。研究表明，对板栗进行渗盐与切口，可获得较好的爆壳

  其适宜的工艺条件为:板栗~称重分级~2% NaCl溶液浸泡7h~切口~微波处理(满功率750W，连续

加热时间20s)~分离壳衣、仁~栗仁。

关键词:微波;切口板栗;爆壳;工艺

Study on Technology of Shelling of Cut Chinese

              WANG Wu'，ZHANG Lie, FANG Hong-mei', CHEN Cong-gui'

(1.School of Bi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2.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The microwave shelling technology of cut Chinese chestnut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chestnuts' dipping in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and then being cut could improve its shelling effect under the microwave.

The optimized technology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raw chestnut~weighing and classifying~dipping in 2%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at normal temperature for 7 hours~cutting~treating by microwave for 20 seconds (750W)~  removing the

shell and inner cover~ chestnut kernel.

Key words: microwave; cut Chinese chestnut; shell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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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栗，俗称栗子，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林作物，素

有 “干果之王”、“人参果”的美誉川。板栗营养丰

富，果实中富含淀粉、糖、氨基酸、蛋白质以及钙、

磷、铁和多种维生素，不含胆固醇且脂肪含量仅1%左

右，具有现代生活所期求的营养结构，也被1992年第

一届世界栗业大会誉为高热量、高蛋白质、低脂肪、

不含胆固醇的健康食品[21。目前，我国板栗种植面积在

66.7万hm以上，年产量近60万吨，占世界板栗总产量

的60%111，同时每年因贮藏造成的霉烂等损失占总产量

的30%左右，浪费极大[41，推进板栗深加工进程是板栗

产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脱壳去衣是板栗深加工的头道工序，一直是制约板

栗加工的技术难题。目前，国内外开发的板栗脱壳去

衣方法主要有手工法、化学法、火烧法、碾滚压法、

蒸汽压差法、机械法、真空法[41等，这些方法各有优

势，但也存在栗仁品质损耗，壳衣去净率低，效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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