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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酸钠铁合成工艺优化及表征
马怡璇，王文婷，吴姣娇，潘红春*，刘 红*

（西南大学药学院，重庆药物过程与质量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通过监测葡萄糖酸钠铁合成反应过程变化，得出pH值对产物的含铁量及产量有显著影响。采用控制反应

过程pH值来制备葡萄糖酸钠铁并考察比生成速率、含铁量、产率等参数，筛选出最优的反应工艺条件为控制反

应过程pH 11.0反应2 h。结果得最大含铁量为29.9%，产率提升至129.12%，粒径减小了58.77%，反应时间缩短了

33.33%。通过工艺结果比较，得出葡萄糖酸钠铁的合成是络合、分离再聚集的过程。表征分析验证了控制pH值条

件下生成产物确为葡萄糖酸钠铁复合物，且络合铁特征不变。结果发现控制反应pH值可有效优化葡萄糖酸钠铁的

制备工艺，实现高产量和高含铁量的统一，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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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onitoring the synthetic reaction of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pH value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ron content and yield of product. Under controlled pH conditions, specific production rate, iron content and 

yield of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were investigated. The maximum iron content of 29.9% and the maximum yield 

of 129.12% were obtained when the reaction proceeded for 2 h with pH controlled at 11.0. Meanwhile, a 58.77% reduction 

in the particle size of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as well as a 33.33% decrease in reaction time was found compared to 

that without pH control.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ynthetic reaction of sodium gluconate iron complex was a 

process involving complexation, separation and re-aggregation. The results of characterization confirmed the product under 

controlled pH condition to be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with no change in iron-chelating capacity. Therefor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pH control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d applicable approach toward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for achieving high yield and iron content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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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性贫血是世界上常见的营养性疾病之一，长

期以来主要以亚铁盐来进行治疗，但亚铁离子化学性质

不稳定，易产生内源性自由基造成生物体损伤 [1-3]。近

年来，糖铁（Ⅲ）复合物作为新型营养型补铁剂的研究



※工艺技术                            食品科学 2016, Vol.37, No.12  47

层出不穷，其不仅具有较高的络合稳定性，而且无游离铁

所致的胃肠道刺激作用和由细胞膜脂质过氧化造成的细胞

膜损伤，且当其释放铁之后，其糖配体具有多方面的生物 

活性[4-7]。相关研究如利用大枣、枸杞、金针菇、二色补血草

等提取多糖制备糖铁（Ⅲ）复合物的文献[8-10]屡见报道。葡

萄糖酸钠又称D-葡糖酸钠，由于其可调节人体内酸碱平衡，

具有恢复神经正常作用，可有效防止低钠综合症的发生[11]。

2012年，经我国卫生部许可，列入了新型食品添加剂目录，

由于其较好的稳定性和螯合性能、原料来源广泛的特点，备

受人们关注，一些新的制备技术与应用层出不穷[12]。

用D-葡糖酸钠作分子外壳有效吸附溶液中的金属铁

离子形成稳定的配合物，可制备成葡萄糖酸钠铁口服营

养型补铁剂[13-14]，其稳定性较高，无毒副作用且工艺操作

简便，而分析其动态反应过程是提高产量和优化工艺的

关键。提高比生成速率是获得高产量行之有效的方法之

一，对生产实践具有很大指导意义[15]，本研究运用比生

成速率、含铁量以及产率等来分析葡萄糖酸钠铁的络合

过程，通过与前期制备工艺进行比较，探讨pH值对葡萄

糖酸钠铁制备过程的重要性，并对其动态过程、工艺结

果、表征性质等进行研究，进一步优化葡萄糖酸钠铁的

制备工艺，提高其含铁量及产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D-葡糖酸钠（生物纯）、硅油、三氯化铁、无水碳

酸钠、氢氧化钠、硫酸亚铁铵、抗坏血酸、乙酸钠、邻

菲罗啉、乙醇、丙酮（均为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

试剂厂。

1.2 仪器与设备

DF-101s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郑州科丰

仪器设备有限公司；BIOTECH-5JG-9000A 5L全自动发

酵控制系统 上海保兴生物设备有限公司；UV-1800型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Nano 

ZS90型马尔文激光粒度仪 英国马尔文公司；200F3型

差示扫描量热仪 德国耐驰公司；IRPrestige-21型傅里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FE-20K实验室pH计、

EL104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上海）有限公司； 

DZF-6021型真空干燥箱 苏州江东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TGL-16M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 长沙湘仪离心机仪器有

限公司；78-1磁力加热搅拌器 江苏金坛市易晨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LH75G-4型超纯水机 重庆浪华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制备 

1.3.1.1 葡萄糖酸钠铁制备工艺

称取10 g D-葡糖酸钠溶于40 mL的超纯水中，室温

条件下搅拌加入1.18 mol/L的Na2CO3溶液40 mL，混匀后

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再缓慢滴加1.25 mol/L的FeCl3溶液

60 mL，并用5 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11.0。混合液于

100 ℃油浴条件下回流搅拌反应3 h，过滤并将滤液冷却

至室温。加入2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醇析4 h，4 000 r/min离

心10 min，倾去上清液，沉淀真空干燥，得到葡萄糖酸

钠铁粗制品[16-17]。10 mL超纯水溶解粗制品，加入2 倍体

积的无水乙醇再次醇沉，过滤并收集沉淀物，用10 mL的

无水乙醇、丙酮依次洗涤，真空干燥，得到葡萄糖酸钠

铁精制品。

1.3.1.2 不控制pH值对葡萄糖酸钠铁反应过程的监测

分别于0.5、1、1.5、2、3、4、5、6 h取样，以反应

液的pH值和所得样品的含铁量、产率和比生成速率[15]为指

标，监测当前工艺条件下葡萄糖酸钠铁6 h的反应过程，通

过监测结果来阐明葡萄糖酸钠铁产物的生成规律[18]。

1.3.1.3 控制pH值对葡萄糖酸钠铁反应过程的影响

调节140 mL混合液的起始pH 11.0，采用能监测和控

制pH值的发酵罐pH值自动控制系统，以5 mol/L的NaOH

溶液分别控制反应溶液的pH值为10.5、11.0、11.5，分别

于0.5、1、1.5、2、3、4、5、6 h取样，以所得样品的比

生成速率、含铁量、产率和反应时间为指标[18-21]，考察控

制不同pH值反应6 h过程内的产物变化情况，并对最优点

进行比较，筛选出最优的反应pH值控制条件。

1.3.1.4 不控制pH值与控制pH值（pH 11.0）的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6 h内不控制与控制pH值的反应过程，分析

不同时间所得产物的粒径和Zeta电位，得出葡萄糖酸钠

铁生成变化规律，并通过表征实验比较两种条件下获得

的络合产物性质。

1.3.2 样品指标测定与表征   

1.3.2.1 含铁量测定[22]

采用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铁量，在510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方程Y=0.197 66X＋
0.010 53（R2= 0.999 5）换算出样品的含铁量。

1.3.2.2 产率及比生成速率计算[18-19]

/%＝                  ×100
/g

/g
 （1）

/h－1＝
lnN2 lnN1

t2 t1
 （2）

式（2）中：N2为第2次取样时（t2）的葡萄糖酸钠铁

质量/g；N1为第1次取样时（t1）的葡萄糖酸钠铁质量/g；

t1、t2分别为第1次和第2次取样时间/h。

1.3.2.3 粒径及Zeta电位测定

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测定葡萄糖酸钠铁的粒径、

Zeta电位。

1.3.2.4 还原性实验

采用邻菲罗啉比色法 [ 2 3 ]对不控制和控制 p 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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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11.0）条件下所得葡萄糖酸钠铁产物进行还原性

实验。精密称取0.1 g样品溶于纯水中，并定容至100 mL

容量瓶。分别精密吸取1 mL样品依次移入6 个相同型号

的50 mL容量瓶，并调节pH值为3、5、7各两瓶，分别

加入5 mL 10 g/L的抗坏血酸溶液和3 mL 1 g/L的邻菲罗

啉溶液，加纯水定容并摇匀，37 ℃水浴条件下进行还

原反应。以空白试剂为对照，取不同时间点的反应液在

51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考察样品5 h内还原性。

1.3.2.5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对D-葡糖酸钠、三氯化铁、葡萄

糖酸钠铁进行差热分析。实验条件为氮气氛，升温速率

10 ℃/min，测定量程30～500 ℃。

1.3.2.6 红外光谱分析

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测定D -葡糖酸钠、葡萄糖

酸钠铁的红外光谱。采用K B r压片，扫描波数范围

4 000～400 cm－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控制pH值对葡萄糖酸钠铁反应过程的影响

pH

/h
1

0
9.2

pH

9.6

10.0

10.4

10.8

11.2 A

1 2 3
/h

4 5 6

－0.8
－0.6
－0.4
－0.2

0.0

0.2

0.4

/%

0
70

/%

80

90

100

110

120

130 B

1 2 3
/h

4 5 6
24

25

26

27

28

29

A. pH值和比生成速率；B. 产率和含铁量。

图 1 不控制pH值条件下葡萄糖酸钠铁的反应过程变化曲线

Fig. 1 Reaction process curves of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反应溶液pH值从起始11.0迅速下降到10.3，0.5 h后

呈缓慢下降趋势（图1A）。含铁量随pH值的下降而缓慢

增大（图1B），约4 h时达最大值28.20%，然后缓慢减

小。产率先随pH值的下降而下降，1.5 h后回升而3 h时

又下降。可见整个变化趋势不稳定，铁离子与糖分子处

于络合、解离再络合的过程，产率两次降低可能是解离

后的糖分子溶于水导致产物产量减少，而随反应时间延

长糖分子又聚集，葡萄糖酸钠铁中含糖量增大而使产率

虚高，因此无法得到始终均一的稳定络合产物，难以选

择工艺最优点。如图1A所示，反应比生成速率在1 h达

到－0.271 8 h－1，然后随时间延长比生成速率下降，在

1.5～2 h回升并达到最大值0.273 7 h－1后，同图1B出现下

降上升的不稳定变化趋势，反应比生成速率偏低，说明

随着pH值逐渐降低反应微环境不再稳定。因此，考虑需

要控制pH值来维持最大比生成速率，这样可以缩短反应

时间，提高反应强度[18]。

2.2 控制pH值对葡萄糖酸钠铁反应过程的影响

－1.2

－0.9

－0.6

－0.3

0.0/h
－

1

0.3 A

0 1 2 3
/h

4 5 6

pH 11.5

pH 11.0
pH 10.5

10.5 11.0
pH

11.5
0.20

/h
－

1

0.24

0.28

0.32

0.36

0.40 B

图 2 不同pH值控制条件下比生成速率过程曲线（A）以及pH值对 

最大比生成速率的影响（B）

Fig. 2 Time courses of specific production rate with pH controlled at 

different levels (A) and effects of pH on maximal specific production rate (B) 

如图2A所示，在反应进行前2 h，pH 11.0的比生成

速率逐渐增大，高于其他条件下的比生成速率，2 h后

比生成速率逐渐下降到稳定状态，提前结束反应进程，

而pH值在10.5和11.5的比生成速率呈现上升下降的不规

则变化。比较控制不同pH值条件下的最大比生成速率，

如图2B所示，随着pH值升高，最大比生成速率迅速增

加，pH 11.0时达到最大值0.360 8 h－1，然后随pH值的升

高迅速减少，pH 11.5时为0.314 7 h－1。由此可见，控制

pH 11.0进行反应可获得最大比生成速率。

选取控制不同pH值条件下反应最大比生成速率为最

优点，进行葡萄糖酸钠铁含铁量、产率、反应时间、粒

径及Zeta电位5 个参数的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以不控

制pH值为对照，最大比生成速率为0.360 8 h－1时获得最

大含铁量和产率，反应时间缩短了33.33%，得出最优的

反应工艺条件为控制反应过程pH 11.0反应2 h，此时含铁

量可达到最大值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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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控制不同pH值条件下的最优点结果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best results at different controlled pH values

参数
pH 对照（不控制

pH值）10.5 11.0 11.5
含铁量/% 25.27 29.90 24.76 27.55
产率/% 134.20 129.12 109.32 107.88

最大比生成速率/h－1 0.217 8 0.360 8 0.314 7 0.125 0
反应时间/h 4 2 1 3
粒径/nm 237.7 65.93 209.1 159.9

Zeta电位/mV －6.99 －17.92 －9.08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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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控制pH值条件下含铁量和产率变化曲线

Fig. 3 Curves of iron content and yield with pH control

如图3所示，监测了控制反应过程pH 11.0的产物含

铁量和产率的变化曲线，发现含铁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增

大，很快在1 h左右达到最大值，接着随时间延长缓慢

下降，而产率近似与含铁量呈反比，可能是由于长时间

的反应使糖分子逐渐聚集，葡萄糖酸钠铁中含糖量增大

而含铁量降低导致产率虚高[19]。对比不控制pH值所得产

物，含铁量最大增加8.53%，产率最大提升19.69%，整个

变化趋势相对稳定，无很大波动，说明铁离子与糖的络

合程度高，产物分布较为均匀，因此，选择含铁量和产

率都较高的控制pH 11.0反应2 h作为工艺最优点是有依据

的，可以缩短反应延滞期，减少反应时间，提高产量。

2.3 不控制pH值与控制pH值（pH 11.0）的对比分析

2.3.1 粒径和Zeta电位随时间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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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控制与控制pH值条件下粒径（A）以及Zeta电位（B）的变化

Fig. 4 Changes in particle size (A) and Zeta potential (B) without or 

with pH control

如图4A所示，不控制pH值条件下粒径先随时间的

延长而减小，1.5 h时开始增大，2 h后又减小，4 h时达

到最大粒径276 nm左右后缓慢下降，发现其变化程度大

且粒径都偏大。控制pH值条件下粒径先随时间的延长快

速增大，1 h左右粒径达到最大粒径205 nm，然后随时间

延长下降并趋于稳定至65 nm左右，发现其变化趋势稳

定，并随含铁量的变化而变化，且粒径相对偏小。如图

4B所示，不控制pH值条件下Zeta电位先随时间的延长从 

－21.31 mV迅速下降，1 h后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不规则变

化，3 h达－11.65 mV然后缓慢下降至稳定趋势，发现其

变化程度大且数值都偏小。控制pH值条件下Zeta电位也

先随时间的延长而下降，1.5 h后回升并在2 h时达到最大

值－17.92 mV，然后下降至稳定趋势，说明控制pH值反

应体系更加稳定，络合程度较高。

结合表1中最优点所得结果发现，不控制pH值反应中

含铁量取最大值时，产率较小，粒径偏大；反之亦然，

则很难获得工艺最优点，且整个反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

过程，络合程度波动大，产物均一性不好，由于pH值不

断下降反应很难平稳进行，说明不控制反应pH值对产物

结构、生成速率以及反应微环境影响很大，从而影响产

物的含铁量及产量，因此，需控制反应过程的pH值。控

制pH 11.0反应2 h所得产物的含铁量和产率都较高，而粒

子的粒径（65.93 nm）相比减小了58.77%，Zeta电位绝对

值最大（17.92 mV），反应体系相对稳定，可选作工艺

所需最优点。

综上所述，葡萄糖酸钠铁反应过程是个络合、分

离再聚集的过程，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产物含铁量和

粒径增大，铁离子与糖分子高度络合，反应体系相对稳

定，然后随着长时间反应铁离子发生解离，含铁量下

降，随后糖分子开始发生凝聚，使产率虚高，直到最后

粒子趋于稳定，整个产物微环境不再变化。

2.3.2 还原性实验结果

pH pH 7

pH pH 5

pH pH 3

pH pH 7

pH pH 5

pH pH 3

0 50 100 150
/min

200 250 300
0.2

0.4

0.6

0.8

1.0

图 5 葡萄糖酸钠铁与抗坏血酸反应体系的吸光度-时间曲线

Fig. 5 A-t curves of the reaction system between sodium ferric 

gluconate complex and vitamin C

由图5可知，控制pH值和不控制pH值所得产物中的

铁皆可被还原剂还原，无明显区别，1 h左右几乎可全部

溶出，可见其具有良好的溶出还原性能，说明葡萄糖酸

钠铁作为口服补铁剂可被食物中的还原性物质（抗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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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将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后被机体吸收，有较好的生

物利用度，且因溶液中无游离的铁离子存在，所以应无

明显的消化道刺激作用。

2.3.3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75 150 225 300 375 450
/

e

d

c

b

a

a.控制pH 11.0；b.不控制pH值；c.  D-葡糖酸钠； 

d.三氯化铁；e.三氯化铁和D-葡糖酸钠（质量比2∶1）。

图 6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Fig. 6 DSC curves

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分析最优反应工艺条件下的葡萄

糖酸钠铁，结果如图6所示，D-葡糖酸钠在214.9 ℃有 

1 个明显的吸热峰，三氯化铁在65 ℃有一个明显的放热

峰，三氯化铁和D-葡糖酸钠物理混合也在65 ℃左右有 

1 个明显的放热峰，但在214.9 ℃左右没有吸热峰，可能

是由于糖量太少所致。而曲线a、b在270、320 ℃左右皆

有2 个新的放热峰，说明形成了新的物质葡萄糖酸钠铁，

两者的放热峰峰形较好，产物的热稳定性较高[24]，也反

映了控制pH值对产物性质没有影响。

2.3.4 红外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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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葡糖酸钠；b.控制pH值（pH 11.0）；c.不控制pH值。

图 7 红外光谱图

Fig. 7 IR spectra

用红外光谱仪分析最优反应工艺条件下的葡萄糖酸

钠铁，如图7所示，各曲线皆含有1 个—OH的伸缩振动

吸收峰（3 400 cm－1左右）和H—O—H的变形振动吸收

峰（1 640～1 400 cm－1处），铁离子未使D-葡糖酸钠的

结构发生明显改变。控制pH值条件下产物的结构特征

峰峰值位于820、652、538 cm－1处，不控制pH值条件

下产物的结构特征峰峰值位于816、654、538 cm－1处，

这与文献[25-26]报道的β-FeOOH的特征吸收峰均位于

900～420 cm－1范围内相一致，说明形成了新的物质葡萄

糖酸钠铁。而不控制与控制pH值（pH 11.0）条件下产物

特征峰的透光率大致相同，表明控制pH值条件对产物络

合铁特征无影响。

3 结 论

本实验以D-葡糖酸钠和三氯化铁为原料制备葡萄糖

酸钠铁，通过监测不控制pH值与控制pH值对反应过程的

影响，阐明葡萄糖酸钠铁产物的生成规律。特别运用比

生成速率，结合含铁量和产率得出最优的反应工艺条件

为控制反应过程pH 11.0反应2 h，与前期制备工艺相比，

含铁量获得最大值29.9%，产率提升至129.12%，粒径减

小了58.77%，反应时间缩短了33.33%。通过工艺结果对

比和表征分析，得出葡萄糖酸钠铁动态反应是络合、分

离再聚集的过程，也验证了控制pH值条件下生成产物

确为葡萄糖酸钠铁复合物，稳定性较高且络合铁特征不

变。本实验证明了pH值对产物含铁量及产量产生显著影

响，控制pH值可有效优化葡萄糖酸钠铁的制备工艺，其

也可应用于其他复合铁的制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为铁制剂的开发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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