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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滤分离茅岩莓黄酮工艺优化及其抑菌作用
张艳梅，唐浩国*，焦润玲，杨同香，向进乐，刘 琼
（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采用超滤技术对茅岩莓黄酮提取液进行分离，以膜通量和黄酮纯度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

验研究了超滤时间、料液质量浓度、料液温度、超滤压力对超滤效果的影响，确定最佳的分离工艺参数，并研究含

有60%黄酮的茅岩莓提取物的抑菌作用。结果表明，在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料液温度35 ℃、超滤压力0.2 MPa

条件下，初始膜通量为0.215 mL/（cm2·min），黄酮纯度由32.7%提高到60.1%。超滤后的黄酮提取物对4 种细菌

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对4 种细菌最小抑菌浓度值分别为沙门氏菌0.75 mg/mL、绿脓杆菌1.50 mg/mL、金黄色

葡萄球菌1.50 mg/mL、大肠杆菌3.00 mg/mL。其对4 种细菌最低杀菌浓度值分别为沙门氏菌0.75 mg/mL、绿脓杆菌

3.00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3.00 mg/mL、大肠杆菌3.00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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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Ultrafiltration Separation of Flavonoid from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and Its Bacteriostatic Activ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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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Food and Bioengineering,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of flavonoid from the crude extract of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FAG) by ultrafiltraion was 

optimized using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ultrafiltration time, feed 

concentratio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nd the responses were membrane flux and flavonoid purity. Furthermore, the 

bacteriostatic activity of FAG containing 60% flavonoid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ultrafiltration 

of the sample containing 0.5 mg/mL flavonoid at 35 ℃ was conducted at 0.2 MPa, the initial membrane flux was  

0.215 mL/(cm2·min), yielding an increase in FAG purity from 32.7% to 60.1%. After ultrafiltration, FAG exhibited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s on 4 kinds of bacteria with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values of 0.75, 1.50, 1.50 and 3.00 mg/mL  

and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 (MBC) values of 0.75, 3.00, 3.00 and 3.00 mg/mL for Salmonella,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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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岩莓又名藤茶、白茶等，学名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是张家界茅岩山原始森林

珍稀物种。茅岩莓药食两用，黄酮含量高，尤其是二

氢杨梅素含量丰富。目前，对茅岩莓黄酮化合物的提取

主要以溶剂浸提为主，以超声波或微波加以辅助[1-4]。常

用的分离茅岩莓黄酮方法主要有大孔树脂法和重结晶

法等。大孔树脂法操作复杂，而重结晶法存在试剂消耗

大、收率低的缺点，因此这两种方法均不合适工业化生

产[5-6]。近年研究表明，茅岩莓黄酮具抗氧化[7-10]、降血

脂、降血压、抗癌 [11]、抗血小板聚集及抗血栓作用。

因而对茅岩莓黄酮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很高的经济和药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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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滤是一种新兴的膜分离技术，其分离机理为筛

孔分离过程，以压差为推动力，利用高分子薄膜凭借各

组分在膜中传质的选择性差异对多组分流体物质进行分

离、提纯和富集，可以有效地除去提取液中蛋白质、多

糖、高分子单宁以及部分原花色素杂质[12]。本研究选取

茅岩莓叶为材料，用乙醇提取茅岩莓黄酮，并用超滤法

对其进行分离纯化。采用牛津杯抑菌实验法测定其对大

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

菌效果，通过本研究以评价茅岩莓黄酮作为天然抗菌剂

的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茅岩莓 张家界茅岩莓有限公司；二氢杨梅素标准品 

南京广润生物有限公司；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1 mL，

40 000万单位） 河南辅仁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70%乙醇

溶液、氢氧化钠、过氧化氢、牛肉膏、蛋白胨、琼脂、氯

化钠、盐酸等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实验菌种（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由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发酵

实验室提供。

1.2 仪器与设备

超滤膜（滤过相对分子质量10 000的聚砜膜） 上海 

泽权仪器设备有限公司；BT-300蠕动泵 保定兰格恒

流泵有限公司；旋转蒸发仪 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UV754N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佑科仪表仪器公

司；BSM系列电子精密天平 上海卓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循环水式真空泵 河南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

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HWS-

26电热恒温水浴锅 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LDZX-50KBS型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上海申安医疗器

械厂；SW-CJ-IF型单人双面超净工作台 苏州净化设

备有限公司；PYX-DHS-X6-S型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QYC211型摇床培养箱 上海福

玛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标准曲线制作

茅岩莓黄酮主要为二氢杨梅素，此外还其他黄酮，

如杨梅素等，但含量很少。因此总黄酮含量以二氢杨梅

素计。标准曲线的制作方法参考文献[13-14]，于292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利用Origin 9作图，以标样的质

量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得到回归方程：

y=0.565 7x－0.024 9，相关系数R2=0.998 8。

1.3.2  茅岩莓黄酮提取液的制备及含量测定

将一定量的茅岩莓叶置于50 ℃烘箱烘干，干燥后的

叶碎成粉，过60 目筛，石油醚脱脂后密封保存备用。称取

10 g粉料装入圆底烧瓶，按1∶30的料液比倒入70%乙醇溶液

300 mL，连接冷凝回流装置，在75 ℃条件下浸提90 min，

抽滤，收集滤液；残渣倒入300 mL 70%乙醇溶液，再次

浸提。浸提液合并液用三层滤纸进行多次抽滤，将滤液于

45 ℃条件下真空浓缩至一定体积[15]，备用。将样品提取

液或超滤透过液稀释一定的倍数，按1.3.1节方法测定吸光

度，带入回归方程可计算样品提取液中黄酮的质量浓度。

1.3.3 超滤纯化黄酮粗提物工艺流程

一定质量浓度茅岩莓黄酮提取液→三层滤纸反复抽

滤→超滤→旋转蒸发浓缩→干燥→黄酮产品

1.3.4 超滤工艺参数分析及计算[16]

膜通量（Jw）是指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单

位时间内通过单位膜面积的液体量，计算如式（1）

所示：

t A
VJw/ mL/ cm2 min  （1）

式中：V为透过液体积/mL；t为超滤时间/min；A为
有效膜面积/cm2。

其中超滤后茅岩莓黄酮纯度计算如公式（2）所示：

/% M 100C V
 （2）

式中：C为超滤浓缩后黄酮的质量浓度/（mg/mL）；

V为透过液体积/mL；M为干燥后黄酮产品质量/mg。

1.3.5 单因素试验  

1.3.5.1 超滤时间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固定料液温度35 ℃、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超滤

压力0.2 MPa，作出膜通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图，分析超

滤时间对膜通量的影响，确定最佳超滤时间。

1.3.5.2 料液质量浓度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固定料液温度35 ℃、超滤压力0.2 MPa，料液质量浓

度依次为0.25、0.50、0.75、1.00 mg/mL，考察料液质量

浓度对膜通量及黄酮纯度的影响。

1.3.5.3 料液温度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固定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超滤压力0.2 MPa，

料液温度分别为25、30、35、40 ℃，考察料液温度对膜

通量及黄酮纯度的影响。

1.3.5.4 超滤压力对超滤效果的影响

固定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料液温度35 ℃，超滤

压力依次为0.10、0.15、0.20、0.25 MPa，考察超滤压力

对膜通量及黄酮纯度的影响。

1.3.6 正交试验设计及综合评分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选择料液质量浓度、料液温

度、超滤压力3 个因素进行正交试验，以膜通量和黄酮纯

度为评价指标，超滤时间为60 min。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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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for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水平

因素

A料液质量浓度/
（mg/mL）

B料液
温度/℃

C超滤
压力/MPa

1 0.25 30 0.15

2 0.50 35 0.20

3 0.75 40 0.25

L9（34）正交试验以膜通量、黄酮纯度为指标，对所

得的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使

各指标处于同一数量级上，设Yjmax对应100 分，Yjmin对应

0 分，按照式（3）计算各指标观测值的评分值Yij’：

100Yjmax−Yjmin

Yij YminYij’  （3）

式中：Yij为第i行第j列试验点的观测值；Yjmax为第j列
中试验点观测值的最大值；Yjmin为第j列中试验点观测值

的最小值[17]。

对2 个试验指标进行加权分配，膜通量和超滤后黄

酮纯度都是评价超滤效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将膜通量和

黄酮纯度的加权值wj分别设为w1=0.5、w2=0.5，且w1＋

w2=1；将膜通量和黄酮纯度按公式（3）进行加权评分，

加权综合评分值Y=0.5Y1＋0.5Y2。

1.3.7 抑菌实验

1.3.7.1 培养基的配制[18]

细菌培养基：牛肉膏0 .5  g，蛋白胨 l  g，氯化钠

0.5 g，琼脂1.5～2 g，蒸馏水100 mL，pH 7.0～7.2。于

121 ℃的高压灭菌锅里灭菌20 min。

细菌液体培养基：不加琼脂，其余等同于牛肉膏蛋

白胨培养基，配好后分装于各个试管里，于121 ℃的高压

灭菌锅里灭菌20 min。

1.3.7.2 菌悬液的制备

在无菌操作条件下，将供试菌种接种于普通营养琼

脂斜面培养基上，37 ℃恒温培养24 h。分别挑取一环已

活化的菌置于10 mL的灭菌液体培养基内，37 ℃摇床培

养24 h制成菌悬液[19]，平板记数法测定菌悬液数量浓度，

调整其数量浓度为106～107 CFU/mL，现配现用。

1.3.7.3 抑菌圈的测定

用70%的乙醇溶液将超滤后的含有60%黄酮的茅岩莓

提取物分别配制成质量浓度为8、12、16 mg/mL的溶液，

用移液枪分别吸取各菌悬液100 μL，均匀涂布在倒好的

已灭菌培养基平皿上。在培养皿中放入无菌牛津杯，等

距离、均匀垂直放置5 个牛津杯。用移液枪取不同质量

浓度的黄酮溶液100 μL，加入标有记号的牛津杯中（1、

2、3号），以70%乙醇溶液作为阴性对照（0号），以稀

释10－3单位的庆大霉素注射液作为阳性对照（4号），

置37 ℃恒温培养箱培养24 h，测定抑菌圈直径[20]，重复

3 次，计算平均值。

1.3.7.4 黄酮提取物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的测定

在无菌条件下，取若干支灭菌试管分成4 组，每组

7 支，将1～5号试管内加入4 mL灭菌的液体培养基，1号

试管内加入4 mL黄酮溶液（12 mg/mL）充分混合后吸出

4 mL到2号试管中，依次稀释到第5管，5号试管充分混

匀后，吸出4 mL混合液丢弃，稀释后质量浓度分别为6、

3、1.5、0.75、0.375 mg/mL，6号试管只加入4 mL培养

基，作为不加黄酮的阳性对照，7号试管中加入4 mL黄酮

溶液，但不加菌悬液作为阴性对照[12]。然后分别向7 个试

管中加入100 μL各菌种的菌悬液。在37 ℃培养箱中培养

24 h。观察实验结果，以无细菌生长的最高药物稀释度为

该药物的MIC值。

1 . 3 . 7 . 5  黄酮提取物最低杀菌浓度（m i n i m u m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的测定

测出黄酮提取物MIC值后，将测定MIC值条件下的

各供试菌菌液分别倒入培养皿，加入一定量的培养基后

在37 ℃培养箱中培养24 h。观察菌落生长情况，以无菌

落生长的培养物的质量浓度作为MBC值[19]。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

2.1.1 超滤时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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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滤时间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ultrafiltration time on membrane flux

由图1可知，随着超滤时间的延长，膜通量逐渐下降，

在超滤的前35 min膜通量下降明显，45 min后膜通量趋向平

稳。这是因为超滤运行初期膜表面未受到污染和堵塞，阻

力较小，随着超滤过程的进行，膜表面迅速吸附蛋白质等

大分子物质，料液流速下降，透过液体积逐渐减少，导致

膜通量下降迅速。40 min后由于浓差极化现象的出现和凝胶

层的形成，膜通量趋于平稳[21-24]。从超滤效率和保护超滤

膜的角度考虑，超滤时间以45～55 min为宜。

2.1.2 料液质量浓度的确定

由图2和表2可知，随着料液质量浓度增加，黏度增

大，超滤通量下降，且质量浓度越高膜通量下降越快，

当料液质量浓度为1 mg/mL时，膜通量下降较为迅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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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料液中的多糖等大分子溶质更多地吸附积聚在膜

表面，导致传质阻力更大、膜的污染现象更为严重，随

着大分子物质不断增加，浓差极化更加严重，形成的凝

胶层逐渐变厚，致使超滤膜的透过率通量和下降，纯度

降低[25-26]。因此选择料液质量浓度为0.25～0.75 mg/mL，

做进一步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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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料液质量浓度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feed concentration on membrane flux

表 2 不同料液质量浓度的超滤效果

Table 2 Results of ultrafiltration at different feed concentrations 

料液质量浓度/
（mg/mL）

初始膜通量/
（mL/（cm2·min））

黄酮纯度/%

0.25 0.217 44.88

0.50 0.215 60.21

0.75 0.196 42.51

1.00 0.182 37.21

注：此处黄酮纯度为最终纯度，下同。

2.1.3 料液温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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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料液温度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feed temperature on membrane flux

表 3 不同料液温度的超滤效果

Table 3 Results of ultrafiltration at different feed temperatures 

料液温度/℃ 初始膜通量/
（mL/（cm2·min））

黄酮纯度/%

25 0.190 40.62

30 0.202 55.59

35 0.215 60.21

40 0.220 57.16

由图3和表3可知，料液温度与膜通量呈正相关。黄

酮的溶解率随着料液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因此截留液中

黄酮含量减小，而透过液中黄酮含量增加。温度升高加

快了超滤膜的聚合物链节的微观布朗运动[27]，使单位时

间和单位体积形成小孔的可能性增加，导致膜的截留性

能下降，随着温度的升高，溶质的透过性增加，但对大

分子等杂质的截留率也有所降低，此时黄酮纯度就取决

于黄酮和杂质相对透过性能的变化程度，纯度在40 ℃时

略有下降，是因为杂质的相对透过性能增加的缘故。如

果仅考虑通量大小，理论上选择高温较好，但温度太高

会加速膜的老化，缩短膜的寿命，同时高温可能会导致

膜截留性能发生改变[28]。因此选取30～40 ℃做进一步正

交试验。

2.1.4 超滤压力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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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超滤压力对膜通量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pressure on membrane flux

表 4 不同超滤压力的超滤效果

Table 4 Results of ultrafiltration at different pressures 

超滤压力/MPa 初始膜通量/ 
（mL/（cm2·min））

黄酮纯度/%

0.10 0.182 37.65

0.15 0.196 46.56

0.20 0.215 60.21

0.25 0.220 50.99

由图4和表4可知，随着超滤压力的增大，膜通量

也随之增加，但当压力达到0.20 MPa时，膜通量增加的

趋势逐渐减缓。在操作压力较小时，超滤膜的透过通量

较小，被截留物形成的凝胶层较薄，膜的浓差极化作用

较弱，当压力升高到某一数值时，膜面上被截留的高分

子可溶性固形物质量浓度增加，浓差极化作用增强，此

时开始形成较厚的膜面凝胶层，此时超滤阻力除膜阻力

外，又增加了极化层阻力和凝胶层阻力，使得超滤阻力

增加[29-30]。因此选取超滤压力为0.15～0.25 MPa做进一步

正交试验。

2.2 正交试验结果

采用L9（34）正交试验表对超滤后膜通量和黄酮纯度

进行研究，利用DPS 8.05数据处理软件，试验结果及极

差分析见表5。

由表5可知，各因素对综合评分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超滤压力＞料液质量浓度＞料液温度，超滤工艺的最佳

工艺参数为A2B2C2，即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料液温

度35 ℃、超滤压力0.2 MPa，在试验中没有出现，采用

A2B2C2组合进行验证实验。在此条件下，初始膜通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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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 mL/（cm2·min），超滤后黄酮纯度达到60.1%，

综合评分为90.48。因此，此方案可行。

表 5 正交试验结果与极差分析

Table 5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with rang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试验号
A料液

质量浓度
B料液
温度

C超滤
压力

空列
初始膜通量/

（mL/（cm2·min））
黄酮

纯度/%
初始膜通
量评分

黄酮纯度
评分

Y综合
评分

1 1 1 1 1 0.205 45.52 33.33 0 16.65

2 1 2 2 2 0.216 57.07 85.71 79.22 82.47

3 1 3 3 3 0.219 50.50 100.00 34.16 67.08

4 2 1 2 3 0.213 60.10 71.43 100.00 85.72

5 2 2 3 1 0.218 55.96 95.24 71.60 83.42

6 2 3 1 2 0.210 52.48 57.14 47.74 52.44

7 3 1 3 2 0.209 48.83 52.38 22.70 37.54

8 3 2 1 3 0.198 50.94 0 37.17 18.85

9 3 3 2 1 0.208 55.10 47.62 65.71 56.67

K1 166.20 139.91 87.94 156.74

K2 221.58 184.74 224.86 172.45

K3 113.06 176.19 188.04 171.65

k1 55.40 46.63 29.31 52.24

k2 73.86 61.58 74.95 57.48

k3 37.68 58.73 62.68 57.21

极差R 36.17 14.93 45.64 5.23

较优水平 A2 B2 C2

因素主次 C＞A＞B

2.3 抑菌实验结果

2.3.1 茅岩莓黄酮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表 6 茅岩莓黄酮对供试菌的抑制效果（抑菌圈直径）

Table 6 Inhibitory effect of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flavonoids 

on bacteria 

mm

菌种
黄酮提取物质量浓度/（mg/mL）

阳性对照
阴性
对照8 12 16

大肠杆菌 10.85±0.65 13.52±1.54 15.26±0.90 24.91±1.67 0

沙门氏菌 15.16±1.16 17.65±0.97 20.04±1.20 17.63±1.74 0

绿脓杆菌 12.19±0.49 14.34±0.22 18.34±1.58 22.78±2.23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44±0.98 14.52±0.54 19.30±1.70 19.38±1.59 0

注：表中数据为“ ±s”，n=3。。

超滤后的茅岩莓黄酮提取物对各供试菌的抑制效果

见表6。各质量浓度的茅岩莓黄酮提取物对供试菌均具

有抑制作用，抑菌圈直径随着黄酮提取物溶液质量浓度

的增大而增大，但不呈正比例关系。其中，对沙门氏菌

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

菌，对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最弱。

2.3.2 茅岩莓黄酮提取物对各种菌的MIC

由表7可知，超滤后的茅岩莓黄酮提取物溶液对黄酮

对各供试菌的MIC分别为：沙门氏菌0.75 mg/mL、绿脓

杆菌1.50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1.50 mg/mL、大肠杆

菌3.00 mg/mL。

表 7 茅岩莓黄酮提取物对各种细菌的MIC

Table 7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flavonoids againstbacteria

菌种
黄酮提取物质量浓度/（mg/mL） 阳性

对照
阴性
对照6 3 1.5 0.75 0.375

大肠杆菌 － － ＋ ＋ ＋ ＋ －

沙门氏菌 － － － － ＋ ＋ －

绿脓杆菌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

注：＋.有细菌生长，－.没有细菌生长。下同。

表 8 茅岩莓黄酮提取物对各种细菌的MBC

Table 8 Minimum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s of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flavonoids against bacteria

菌种
黄酮提取物质量浓度/（mg/mL）

6 3 1.5 0.75 0.375
大肠杆菌 － － ＋ ＋ ＋

沙门氏菌 － － － － ＋

绿脓杆菌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由表8可知，超滤后的茅岩莓黄酮提取物溶液对黄酮

对各供试菌的MBC分别为沙门氏菌0.75 mg/mL、绿脓杆

菌3.00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3.00 mg/mL、大肠杆菌

3.00 mg/mL。

3 结 论

采用超滤法对茅岩莓黄酮粗提液进行了纯化，

研究了截留相对分子质量为10 000的聚砜膜对茅岩莓

黄酮提取液的纯化效果，考察了料液质量浓度、料液

温度、超滤压力对膜通量和黄酮纯度的影响，通过

单因素和正交试验对超滤工艺进行优化，确定了最

佳的工艺条件：料液质量浓度0.5 mg/mL、料液温度

35 ℃、超滤压力0.2 MPa。在此条件下初始膜通量为 

0.215 mL/（cm2·min），茅岩莓黄酮化合物的纯度由

32.7%提高到60.1%。

采用牛津杯法研究了超滤后茅岩莓黄酮提取物的

抑菌作用。结果显示，各质量浓度的黄酮提取物对供

试菌均具有抑制作用，对沙门氏菌的抑制作用最为明

显，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对大肠杆菌

的抑制作用最弱，其对4 种细菌MIC值分别为沙门氏菌 

0.75 mg/mL、绿脓杆菌1.50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

1.50 mg/mL、大肠杆菌3.00 mg/mL。超滤后的茅岩莓黄

酮提取物对黄酮对各供试菌的MBC值分别为：沙门氏

菌0.75 mg/mL、绿脓杆菌3.00 mg/mL、金黄色葡萄球菌

3.00 mg/mL、大肠杆菌3.00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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