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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法制备交联玉米淀粉工艺

赵 晔 1，张焕容 2，彭何花 1，刘 雄 1 ,*
(1.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2.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为了提高交联淀粉的生产效率，选用玉米淀粉为原料，以三偏磷酸钠为交联剂，研究反应的 pH 值、交

联剂的用量、微波加热功率和加热时间 4 个因素对微波干法制备交联淀粉工艺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获

得微波干法制备交联玉米淀粉的 佳工艺参数：pH10.5、三偏磷酸钠用量为淀粉质量的 2.5%、微波功率 350W、

时间 5min。微波加热技术应用在交联淀粉制备中，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对工业干法制备交联淀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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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was used as cross-linking reagent to prepare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The effects of preparation process parameters such as pH,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amount and microwave power

and irradiation time on sedimentation volume of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were investigated by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array

method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values of these parameters for reaching the highest sedimentation volume of ross-

linked corn starch were pH 10.5,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amount accounting for corn starch 2.5%, and microwave power 350

W for an irradiation duration of 5 min. Our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ime consumption for cross-linking reaction of corn

starch is largely shortened by using microwave irradiation technique. Therefore, this technique has a promising potential for

industrial dry preparation of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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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淀粉是通过淀粉的醇羟基与交联剂的多元官能

团形成二醚键或二酯键，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淀粉分子

之间“架桥”在一起，生成具有多维空间网络结构的

淀粉衍生物[1]。交联后的淀粉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糊化稳

定性、对热、对酸的耐受力和较强的耐剪切性，因此

在食品工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2-4]。

目前生产交联淀粉的主要方法有湿法和干法，工业

制备通常采用湿法。但是湿法反应时间长、有废水产

生、得率较低。相对而言，干法制备工艺简单、反

应时间短、得率高且无污染，目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但干法制备交联淀粉要求的反应温度较高(140～
180℃)，传统的加热法存在升温慢、物料受热不均、交

联反应不均匀等缺点[1 ]。

微波是一种频率在 300～3 × 105MHz 的电磁波，用

微波辐射代替常规加热方法进行反应，有着内部加热、

清洁、节能和体系易控制等优点 [ 6 ]。近年来，微波辐

射逐渐应用到聚合反应中。由于微波频率与化学基团的

旋转振动频率接近，可以使分子构相发生改变，活化

某些基团，大大加快反应速度，所以用微波辐射代替

一般加热方法来加速聚合反应，可得到结构和性能都很

优异的高分子聚合物，其优势正被研究人员所认识 [ 7 ]。

近年来，有关微波法合成高吸水性淀粉树脂[ 8 -1 0 ]、

羧甲基淀粉[11]、羟丙基淀粉[12]的研究非常活跃，并取得

了一些进展，但对交联淀粉的微波合成方面的研究，目

前报道较少。 因此，本研究以玉米淀粉为原料，三偏

磷酸钠为交联剂，研究微波干法制备交联淀粉的工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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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探索一种清洁高效的交联淀粉生产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玉米淀粉    重庆大新药业公司。

三偏磷酸钠(食品级)；氢氧化钠、盐酸等(均为分

析纯 ) 。
101-2AS 电热鼓风干燥箱    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

厂；微波炉 WP700SL17    中国顺德格兰仕电器厂有限公

司；HH-6 数显恒温水浴锅    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司；

TDZ5-WS 多管架离心机    长沙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

司；CDE-220E 料理机    佛山市顺德区欧科电器有限公

司；JY1002 型电子天平    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SHZ-D(Ⅲ)循环水式真空泵    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PHS-
25 型数显 pH 计    成都易创美信仪器仪表公司。

1.2 方法

1.2.1 交联玉米淀粉的制备

交联剂选用三偏磷酸钠将质量为淀粉质量(干基)的
1%～3% 的三偏磷酸钠溶解于 100mL 水中，加入 100g 淀

粉搅拌，并用质量浓度为 5g/100mL 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 H 9～1 1，搅拌均匀后，放入干燥箱中干燥，温度控

制在 40～45℃，干燥至其水分质量分数为 8%～10%，

在粉碎机中稍加粉碎，也起到混合各物质的作用。然

后将其放入微波炉中加热，使其进行交联反应， 后

将反应后的淀粉调成一定比例的浆，对其进行中和、抽

滤、水洗、干燥，所得的白色粉末即为产品。其工

艺流程为：

交联剂溶液 +5g/100mL NaOH 溶液

                    ↓
淀粉→ 搅拌均匀→预干燥→粉碎搅拌→微波加热→调

浆→中和→抽滤、水洗→干燥→粉碎过筛→产品→检验

1.2.2 单因素试验设计

选用三偏磷酸钠的用量、反应 pH 值和加热时间 3
个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试验。反应条件如下：反应 pH
值：三偏磷酸钠的用量 1.5%、加热功率 350W、加热

时间 2min，pH 值选定范围为 9.0、9.5、10.0、10.5、
11.0；三偏磷酸钠用量：pH10.0、加热功率 350W、加

热时间 2min，三偏磷酸钠用量选定范围为 1%、1.5%、

2 %、2 . 5 %、3 %；加热时间：三偏磷酸钠的用量为

1.5%、pH10.0、加热功率 350W，加热时间选定范围

为 1 、2 、3 、4 、5 m i n 。

另外，反应温度也是影响交联反应极为重要的因

素，本实验用微波加热控制功率在大 ( 7 0 0 W ) 、中

(350W)、小(200W)3 个条件下，因此，在单因素试验

中不予设计。

1.2.3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选取各

因素范围，并考虑微波加热火力，进行 L 9( 3 4)正交试

验。因素水平设计见表 1 。

水平 A pH B 加热时间 /min C 加热功率 /W D三偏磷酸钠用量 /%
1 9.5 3 200 1.5
2 10.0 4 350 2.0
3 10.5 5 700 2.5

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in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for optimiza-
tion of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1.2.4 交联度(沉降积)的测定[5]

根据交联淀粉交联度与沉降积呈线性负相关，即沉

降积越小，交联度越大。采用沉降积来表示交联度的

大小。具体方法：准确称取 0.5g 绝干样品于 100mL 烧

杯中，用移液管加 25mL 蒸馏水制成 2g/100mL 的淀粉

溶液。将烧杯置于 82～85℃水浴中，稍加搅拌，保温

2 mi n，取出冷却至室温。将两支刻度离心管分别倒入

10mL 糊液，对称装入离心沉降机内，开动沉降机，缓

慢加速至 4000r/min。用秒表计时，运转 2min，停转。

取出离心管，将上层清液分别倒入另两支同样体积的离

心管中，读出体积值，即为沉降积。对同一样品进行

两次平行测定。

沉降积 /mL=10 － V
式中：V 为上层清液的体积 / m L。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

2.1.1 反应 pH 值对交联度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反应 pH 值是影响交联反应的主要因

素之一。在 pH10.0 以下，随着反应 pH 值的增加，交

联淀粉的沉降积不断减小，说明交联淀粉的交联性能越

好，这是因为在碱性强的条件下，淀粉分子的羟基活

图1   反应pH值对交联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reaction pH on sedimentation volume of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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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在三偏磷酸钠用量低于 2% 时，交联

淀粉的沉降积随着三偏磷酸钠用量的增加而不断减小，

说明其交联度不断提高，这是因为在淀粉量一定时，提

高三偏磷酸钠用量的比例有益于加强淀粉网络结构的化

学键的联结；但当三偏磷酸钠用量超过 2% 时，交联度

变化明显减弱，可能的原因是淀粉分子的醇羟基大部分

已经与交联剂的二元官能团结合后，即使再增加三偏磷

酸钠用量也无醇羟基与之反应。因此，综合考虑，三

偏磷酸钠的用量可以控制在 1.5%～2.5%。

2.1.3 加热时间对交联度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小于 3min)，
反应时间的延长，可以使得更多的三偏磷酸钠与淀粉分

子反应，提高了反应效率和淀粉的交联度。但随反应

时间进一步延长，会加速淀粉分子的热裂解，降低淀

粉交联度。特别是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裂解速度更

快，反应效率随之下降。综合考虑，加热时间的范围

可以确定在 3～5min。
2.2 交联淀粉制备的正交试验

从表 2 可以看出：影响交联反应所得样品交联度的

几个因素中，反应 pH 值的影响 大，当 pH 值较大时，

沉降积较低，所得交联淀粉的交联度也越高；相反，

沉降积较高，所得交联淀粉的交联度也较低。

从极差分析中可以知道，微波条件下用三偏磷酸钠

干法制备交联淀粉的工艺中，影响交联度的 4 个因素重

要性大小顺序为反应 pH 值＞加热功率＞三偏磷酸钠用量

＞加热时间。 佳制备条件为反应 pH10.5、加热功率

350W、三偏磷酸钠用量 2.5%、加热时间为 5min。
在 佳制备条件进行了验证实验，制备的交联淀

粉沉降积为 0.42mL，说明在此条件下可获得交联度较

高的淀粉。

3 结  论

3.1 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采用微波加热技术用干法制备

交联淀粉的工艺条件，影响交联度的 4 个因素重要性大

小顺序为反应 pH 值＞加热功率＞三偏磷酸钠用量＞加热

时间。 佳工艺参数：pH10.5、三偏磷酸钠用量 2.5%
(以淀粉质量为基准)、微波炉功率 3 5 0 W、加热时间

5min，制备的交联淀粉沉降值为 0.42mL。

3.2 采用微波加热技术，大大提高了干法制备交联淀

粉的时间，传统工艺要在 140～180℃条件下 1～4h 完成

交联反应，而微波加热只需几分钟就可达到一定的效

果，大大提高了交联淀粉的生产效率。因此，微波加

热技术生产交联淀粉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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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加热时间对交联反应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heating time on sedimentation volume of
cross-linked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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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能增强，使交联反应的效率增强[1]；当 pH ＞ 10 时，

交联度又随 pH 值的增大而降低，这是因为过碱性条件

使淀粉容易发生凝胶和糊化，或多或少影响交联反应的

进行，也影响产品质量。综合考虑，选定 p H 值的范

围为 9.5～10.5。

2.1.2 交联剂(三偏磷酸钠)用量对交联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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