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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工艺优化
肖卓炳1，郭瑞轲1，郭满满1，麻明友1，吴显明2，陈 上2

(1.吉首大学 林产化工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张家界 427000；2.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对金银花绿原酸进行超声波和微波双辅助提取研究。以绿原酸提取率为考察对象，研究超声温度、乙醇体

积分数、料液比、微波功率及辐射时间等因素对金银花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超声波和微波双辅助

提取技术得到的绿原酸提取率较单独采用超声波或微波辅助得到的绿原酸提取率高。以体积分数70%乙醇溶液为溶

剂、料液比1:15(g/mL)、50℃超声处理30min、微波功率400W、微波时间5min，得到的绿原酸提取率为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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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rrent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optimize the ultrasonic-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of chlorogenic 
acid from Flos Lonicerae.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 was investigated with respect to temperature, ethanol 
concentration, solid-to-solvent ratio, microwave power and irradiation time. The combined use of ultrasonic and microwave 
provided higher extraction effi ciency than their individuals. An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 of 5.93% was obtained 
when ultrasonication for 30 min followed by microwave irradiation at a power of 400 W for 5 min was used for the 
extraction of Flos Lonicerae with 70% ethanol at a solid-to-solvent ratio of 1:15 (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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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在我国分布较广，药用历史悠久 [1-2]，是国

家卫生部首批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60种中药之

一[3]。绿原酸是金银花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植物体在

有氧呼吸过程中经莽草酸途径代谢产生的苯丙素类化合

物。绿原酸具有抗肿瘤、抗菌消炎、抗病毒、增高白血

球、保肝利胆、降血压、延缓衰老作用及兴奋中枢神经

系统等多种药理作用[4-10]，对大肠癌、肝癌和喉癌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11]。绿原酸除可作医学用途外，还广泛用

于食品保鲜剂、食品添加剂、植物生长激素及一些高级

化妆品的添加剂等，是食品、药品、化妆品等工业的重

要原料[12-13]。

绿原酸提取方法主要有水提法[14]、醇提法[15]、微波

提取法[16-17]、超声提取法[18-20]等。前两种提取工艺操作虽

然简单，但提取率较低。近年来，超声波和微波技术在

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超声波在水

介质中所产生的机械振动及空化产生的微射流对细胞表

面产生冲击、剪切作用，能缩短提取时间、提高提取效

率[21]。微波是一种新型节能、无温度梯度的加热技术，

是一种非离子的电磁辐射，被辐射物质的极性分子在微

波电磁场中快速转向及定向排列，从而产生撕裂和相互

摩擦引起发热，使能量快速传递和充分利用，加速细胞

内有效成分的快速溶出[22]。

本实验以金银花为原料，以乙醇为溶剂，采用超声

波和微波双辅助技术提取绿原酸，研究相关因素对提取

率的影响，并筛选出最佳的提取工艺参数，以期为金银

花提取绿原酸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金银花 吉首市医药公司；绿原酸标准品 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无水乙醇为分析纯；蒸馏水为自制。

SK3200H型超声波清洗器 上海垒固仪器有限公

司；UV-160A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AUY120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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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天平 日本岛津公司；SF8213型医药不锈钢粉碎机 
上海科太粉碎设备厂；TDZ5-WS型台式离心机  赛

特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HH-4型数显恒温水浴锅 
常州国华有限公司；改制格兰仕微波炉 格兰仕电器实

业公司。

1.2 方法

1.2.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准确称取绿原酸标准样品10mg，用无水乙醇定容

至100mL，分别准确量取0、1、2、3、4、5、6mL于7个
25mL容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用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在波长329nm处测定吸光度，并以吸光度为纵坐

标，绿原酸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其标准曲

线方程为：y=0.0382x+0.124，R2=0.9991。
1.2.2 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金银花中绿原酸

将烘干后的金银花用粉碎机粉碎后过80目筛，称取

5g于250mL锥形瓶中，加入一定量体积分数70%乙醇溶

液作溶剂，浸泡12h，然后在50℃、超声功率200W条件

下超声30min，再在微波功率400W条件下微波辐射回流

5min后将提取物取出冷却、过滤，测定提取液吸光度，

然后由标准曲线计算出待测样品的绿原酸提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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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标准曲线绿原酸质量浓度/(μg/mL)；n为稀释

倍数；V为配成溶液体积/mL；m为金银花样品的质量/g。
1.2.3 单因素及正交试验

在固定工艺：溶剂体积分数70%乙醇溶液、料液比

1:15(g/mL)、超声功率200W、超声温度50℃、超声时间

30min、微波功率400W、微波时间5min的条件下，通过

单因素试验考察乙醇体积分数、料液比、微波功率、微

波时间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确定正交试验因素和水平见表

1，进行L9(3
4)正交试验优化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

辅助提取工艺。

表 1 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工艺优化L表 1 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工艺优化L9(3(3
4)正交试验)正交试验

因素与水平表因素与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their coded levels for orthogonal array designTable 1 Factors and their coded levels for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水平

因素

A 乙醇体积
分数/%

B 料液比
(g/mL)

C 微波
功率/W

D 微波
时间/min

1 60 1:10 200 1
2 70 1:15 300 3
3 80 1:20 400 5

2 结果与分析2 结果与分析

2.1 超声温度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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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声温度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图 1 超声温度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ultrasonic temperature on extracting rate of chlorogenic acidFig.1 Effect of ultrasonic temperature on extracting rate of chlorogenic acid

若要从植物中提取活性成分，需要破碎细胞壁或

打通溶剂进入细胞内的通道。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纤维

素、半纤维素及木质素，而超声波和微波能很好的降低

纤维素的结晶度和聚合度，打开结晶区，同时使半纤维

素部分水解，并除去木质素的包裹，打通溶剂进入细胞

内的通道，使提取时间缩短，提高绿原酸的提取率。由

图1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绿原酸提取率逐步上升，

当温度升高至50℃时，达最大值，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上

升，绿原酸的提取率开始下降，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是：低温时绿原酸类物质的溶解度较小，而在温度较高

时的溶解度较大，所以升高温度绿原酸的提取率增加。

但绿原酸的邻二酚羟基结构不稳定，温度过高时易氧化

分解而使提取率下降。另一方面，在水介质中，超声波

产生的微射流对细胞表面产生冲击、剪切，这需要密度

与内压比高，在爆破时能形成一定高温与强压梯度的气

泡，温度较高时不利于气泡的生成，也造成提取率下

降。因此，选择50℃为适宜提取温度。

2.2 料液比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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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料液比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图 2 料液比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

由图2可知，料液比1:5(g/mL)时的绿原酸提取率最

低，随着料液比的降低，绿原酸提取率上升，当料液比

降到1:15(g/mL)时，绿原酸提取率达到了最大。当料液比

继续降低时，提取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降低料液比，

提高了提取过程的传质推动动力，但料液比过小，使溶

剂升高到相同的温度所需要的时间亦变长，即在相同的

微波加热时间内，溶剂量大的体系温度较低，将影响溶

质在溶剂中的扩散，从而降低了提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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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乙醇体积分数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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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乙醇体积分数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图 3 乙醇体积分数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Fig.3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

由图3可知，乙醇体积分数对绿原酸提取率影响较

大，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加，绿原酸提取率逐步上

升，但乙醇的体积分数70%时，绿原酸提取率达最大

值，乙醇的体积分数再增加，提取率反而下降。因此，

乙醇的体积分数为70%较适合。

2.4 微波功率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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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微波功率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图 4 微波功率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microwave power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Fig.4 Effect of microwave power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

由图4可知，随着微波功率的增大，绿原酸提取率也

随之增大，在功率为400W时，绿原酸提取率达到最大，

随着微波功率的进一步提高，绿原酸提取率反而下降，这

可能是因为微波功率增大而导致温度升高，不稳定的绿原

酸的邻二酚羟基结构被氧化分解而使提取率下降。由于离

子液体溶液吸收微波的能力较强，因此用小功率即可将样

品中的绿原酸萃取完全，功率过大使绿原酸降解，并且浪

费能源，增加了成本。因此最优的提取功率400W。

2.5 微波辐射时间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5.2

5.4

5.6

5.8

6.0

/%

/min

图 5 微波辐射时间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图 5 微波辐射时间对绿原酸提取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microwave irradia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Fig.5 Effect of microwave irradia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chlorogenic acidchlorogenic acid

由图5可知，当微波辐射时间从1min延长到5min，绿

原酸提取率逐渐增加，并于5min达到了最大值，当微波

辐射时间超过了5min时，绿原酸的提取率反而下降。这

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增加，体系温度会不断升高，由于乙

醇溶液沸点较低，体系温度的不断升高将导致爆沸，溶

剂气化回流量加大，最终导致提取溶剂与药材的有效接

触时间减少，使绿原酸的提取率下降。实验观察到当微

波辐射至7min时溶液开始沸腾，考虑到连续辐射时间长

易暴沸，且溶剂挥发较多，辐射时间取5min较适宜。

2.6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对提取绿原酸的乙醇体积

分数、料液比、微波功率、辐射时间等因素按表1进行

L9(3
4)正交试验。由表2结果和极差分析可知，各因素影

响的主次顺序为B＞A＞C＞D，最佳条件为B2A2C3D3，即

正交试验的最佳工艺条件为微波功率400W、溶剂乙醇体

积分数70%、料液比1:15(g/mL)、辐射时间5min。

表 2 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工艺优化L表 2 金银花中绿原酸超声微波双辅助提取工艺优化L9(3(3
4)正交试验)正交试验

设计及结果设计及结果

Table 2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matrix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Table 2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matrix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

试验号
因素

提取率/%
A B C D

1 1 1 1 1 5.23
2 2 1 2 2 5.67
3 3 1 3 3 5.64
4 1 2 2 3 5.72
5 2 2 3 1 5.81
6 3 2 1 2 5.65
7 1 3 3 2 5.44
8 2 3 1 3 5.49
9 3 3 2 1 5.41
k1 5.463 5.513 5.457 5.483
k2 5.657 5.727 5.600 5.587
k3 5.567 5.447 5.630 5.617
R 0.194 0.280 0.173 0.134

2.7 验证实验

按正交试验的最佳工艺条件，在微波功率400W、

溶剂乙醇体积分数70%、料液比1:15(g/mL)、辐射时间

5min条件下进行验证实验，得到金银花绿原酸提取率为

5.93%。

3 结 论3 结 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金银花绿原酸提取率随料液比、

乙醇体积分数、微波功率和微波时间的增加而存在一

最佳值。超声波和微波双辅助提取金银花绿原酸的最

优工艺条件为在常压体积下，金银花粒度80目，预浸泡

12h，料液比1:15(g/mL)、乙醇体积分数70%、50℃超声

30min、微波功率400W、微波时间5min，金银花绿原酸

提取率达到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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