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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超滤系统浓缩分离南瓜多糖

李 琳 1，朱 杰 1，傅晓琴 1，杨晓惠 1，别平平 1 , 2，李 冰 1 ,*
(1.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2.佛山市华昊华丰淀粉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      528000)

摘   要：为进一步推动南瓜作物的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生产，采用自行研制的全自动超滤浓缩中试系统对南瓜多糖溶

液进行超滤浓缩，分别考察超滤温度、超滤时间、超滤压力及进料液浓度对超滤膜通量的影响，发现膜通量随温

度和压力的增加而增大，随超滤时间和料液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对超滤膜的污染情况也进行研究，发现随膜使用

时间的延长，超滤过程将造成难以恢复的膜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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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processing of pumpkin and obtain a high value-added pumkin products, the ultrafiltration

of pumpkin polysaccharide (PP) solution was carried out using a self-designed pilot-scale ultrafiltration system, and the

permeation flux varying with temperature, time, pressure and feeding concentration was measured. Moreover, the membrane

pollution during the ultrafiltration was reveal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ermeation flux exhibited an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but a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time and feeding concentration, and a membrane pollution difficult to

recover may occur due to prolonged operat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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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作为“消渴药”在古医书中早有报道，而南

瓜多糖(pumpkin polysaccharides，PP)是南瓜中重要的活

性成分。临床实践证实，南瓜多糖是预防糖尿病的活

性成分，它直接参与了降血糖、调血脂等有关活动。

从南瓜中提取的南瓜多糖具有非常显著的降血糖作用[1-3]。

此外，南瓜多糖还具有一定的抗癌及升高血浆白细胞、

淋巴细胞的作用，可增强红细胞免疫吸附功能[4]。但目

前对南瓜多糖的应用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主要因为南瓜

中的南瓜多糖含量比较低，而且南瓜多糖的提取分离方

法还主要是传统的水提醇沉法，该方法存在生产过程中

能耗大、乙醇等试剂消耗较大，色素脱除不彻底，成

本高，效率低等问题。

超滤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分离过程，在分离过程无相

变，不添加任何化学试剂；可以在常温及低压下进行分

离，能耗低；溶液在超滤分离、浓缩过程中不发生质

变，可较好地保持物料的原有有效成分及其活性，产

品质量高；超滤设备操作工艺简单，操作简便，可实

现自动化操作[ 5 -7 ]。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采用超滤法

来分离纯化南瓜多糖，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不仅

成本有所降低，产率也有较大提高，如吴建中等[8]用采

用截留分子量 30kD 的超滤膜，超滤压力 0.100MPa、超

滤温度 25℃时，南瓜多糖截留率达到 94.5%，脱色率达

到 6 8 . 6 %。南瓜多糖的分子量较大，水溶液的黏度较

大，超滤浓缩分离时需要较大的操作压力，容易造成

浓差极化和膜污染，因而，目前对南瓜多糖的超滤分

离绝大部分都是实验室规模的，鲜见有南瓜多糖超滤分

离中试规模或生产规模的报导。为实现对南瓜多糖工业

化生产的要求，本研究采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全自动超

滤浓缩分离中试系统对南瓜粗多糖进行进一步的浓缩分

离，考察南瓜粗多糖对全自动超滤浓缩分离中试系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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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膜分离性能的影响，为南瓜多糖的产业化生产以及

全自动超滤分离系统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南瓜粗多糖    常州神马药业有限公司；3,5- 二硝基

水杨酸(分析纯)    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UV-2102 PCS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上海)
仪器有限公司；超滤浓缩中试系统    自制。

1.2 方法

1.2.1 南瓜多糖的超滤浓缩

采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全自动超滤浓缩中试系统进

行超滤。采有截留分子量为 30kD 的聚砜膜(PS)过滤，南

瓜粗多糖的最初进料体积为 10L，取不同超滤参数下的

滤过液，测定滤过液体积，计算膜通量来研究南瓜多

糖超滤浓缩分离过程膜的分离性能。

1.2.2 超滤操作条件的设定

为考察超滤时间、温度、压力及原料液浓度对膜

通量的影响，设定以下条件进行实验：操作温度的影

响：在 0 . 4 2 M P a 条件下，分别于 3 5、4 2、4 9、5 6、
66℃下超滤 15min后取样测定；超滤时间的影响：在 35℃、

0.44MPa 条件下进行超滤，分别于 5、10、15、20min
时取样测定；操作压力的影响：在 3 5℃条件下，分别

于 0.30、0.36、0.42、0.48、0.54MPa 下超滤 15min 后

取样测定；进料液浓度的影响：进料液的质量浓度分

别为 2.34、1.82、1.30、0.78、0.26mg/ml，于 35℃、

0.42MPa 条件下超滤 15min 后取样测定。

1.2.3 膜通量及截留率的计算

           Q
J = ———                                                                       (1)
     A·t

式中：J 为膜通量(ml/cm2·min)；Q 为渗透量(ml)；
t 为过滤时间(min)；A 为膜面积(cm2)。

1.2.4 超滤膜污染情况的考察

在超滤过程中，由于浓差极化以及溶质或胶体粒子

与膜表面的相互作用，溶质或胶体粒子可能在膜表面沉

积，堵塞膜孔，导致膜污染。要保证超滤过程持续、

高效地进行，便需对过程中的膜污染情况进行考察及分

析。本实验中，将分别经 5、10、15、20min 和 25min
超滤的膜组件用清水清洗，分别测量清洗后清水的膜通

量，考察膜的污染情况。

1.3 超滤中试系统

1.3.1 系统简介

课题组研制的超滤浓缩分离系统是一种具有多回路

自动控制功能的高性能机电一体化设备。该系统由原料

过滤回路、超滤回路、清洗回路以及热交换回路组成。

该系统的控制子系统具有人机操作接口、动态模拟、在

线显示等功能，采用工业级计算机(上位机)和 PLC(下位

机)分级控制的全自动控制方式，利用多传感器实现了

对温度、压力、流量等过程参数的实时在线测量和对

控制结果的实时反馈，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自动化程

度和超滤效率。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控制电控阀门来实现

自动化生产，并对管道和膜组件的清洗以及各回路的温

度进行自动控制。

1.3.2 系统主要性能参数

所研制系统的主要性能参数如下：操作压力：0.0～
0.55MPa 可调；系统温度：0～60℃可调；过滤回路流

量：0～20L/min 可控；清洗回路流量：0～20L/min 可

控；热交换回路流量：0～2 0 L / mi n 可控。

所研制的系统流程见图 1。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瓜多糖超滤浓缩分离过程影响膜分离性能的因素

研究

2.1.1 超滤温度的影响

图1   超滤中试系统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pilot-scale ultrafil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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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超滤温度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ultrafiltration temperature on permeation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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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随着超滤温度的提高，超滤膜通量



35※工艺技术 食品科学 2009, Vol. 30, No. 22

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高温使得多糖溶液的黏度降

低，传质系数增大，根据 Fick 扩散定律，温度的提高

会引起膜渗透通量的变大，从而导致膜通量的增大。但

是，随着膜通量的不断增加，膜表面沉积的大分子物

质也越来越多，出现浓差极化和膜污染，影响了膜通

量的进一步增大。表现在图 2 中，即为 5 5℃后膜通量

增幅的逐渐减小。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增加，超滤膜发

生膨胀现象，导致膜孔径减小，此时膜通量反而有所

减少，表现在图 2 中，即为 6 0 ℃后膜通量的小幅度

降 低 。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过高的温度并不利于超滤的

进行。实际生产中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对

超滤温度进行选择。本实验中最适的超滤温度为 55℃。

2.1.2 超滤时间的影响

超滤膜通量随着超滤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在超滤

的初段时间(5～15min)膜通量下降速度较快，而在超滤

的后段时间(15～25min)里膜通量下降速度减慢(图 3)。其

原因在于：随着超滤时间的增加，发生了浓差极化，

膜表面形成大分子凝胶层，对溶液分子向膜下的运动产

生阻力；同时，随着超滤时间的延长，膜的污染情况

也越来越严重，膜孔堵塞，从而导致膜通量的下降。

因此，为了提高浓缩分离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进

行一段时间的超滤操作之后，应该对膜进行清洗，以

恢复膜的通透量。

2.1.3 超滤压力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超滤的膜通量随着操作压力的增大而

增加，但增加趋势逐渐减小。压力增大意味着膜分离

过程推动力的增大，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引起超滤膜通量

的增大；但由于膜孔的大小已选定，分子量大于 30kD
的南瓜多糖分子或其他一些大分子杂质被截留了下来，

而分子量相对较小的多糖、杂质或小分子糖类等以及水

分子则可透过膜，膜通量的增大使得膜表面的多糖浓度

也增大，由此引起的浓差极化和膜污染就越明显，结

果导致膜通量变化曲线的斜率逐渐降低即膜通量的增加

趋势越来越不明显。

另外，实验中还发现，随超滤压力的增加，截

留率显著减小，从 0.3MPa 时的 83.2% 减小到 0.54MPa
时的 7 3 . 5 %。说明在实际生产中，超滤压力不宜选择

过高，否则不但会降低截留率，还会给设备造成较大

负 担 。

2.1.4 原料液质量浓度的影响

由图 5 可知，随着原料液质量浓度倍数的增大，即

多糖浓度的不断增大，超滤膜通量持续下降，且下降

趋势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当料液质量浓度较小时，膜

面不易形成覆盖层，膜通量较大；随质量浓度的增加，

膜面阻力层增大，膜孔堵塞现象严重，膜通量显著降

低。因此，选择一个合理的原料液质量浓度对于超滤过

程的顺利进行及过程经济性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图3   超滤时间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ultrafiltration time on permeation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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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超滤压力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ultrafiltration pressure on permeation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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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原料液质量浓度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feeding concentration on permeation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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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滤膜的污染情况

为考察超滤过程对膜污染的影响，测定了不同使用

时间后膜的清水通量，结果见图 6。从图 6 可以发现，

随着膜使用时间的延长，其清水通量不断下降，从未

使用前的 0.1950ml/cm2·min 下降到了使用 25min 后的

0.1409ml/cm2·min，下降幅度达 27%(图 6)。这说明随

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膜污染渐趋严重，清水膜通量随

之降低。待膜通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便应进行清洗

等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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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超滤系统浓缩分离时膜污染情况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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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超滤时间对清水膜通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ultrafiltration time on permeation flux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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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利用自行研究的中试超滤浓缩系统对南瓜多糖进行

浓缩，分别考察并分析了超滤温度、时间、压力对超

滤主要性能指标(膜通量)的影响，发现随温度升高和压

力增大，膜通量增大，过滤能力增强；而超滤时间和

料液浓度则起相反的效果；对膜污染情况进行的研究表

明，随膜使用时间的延长，清水膜通量下降，说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