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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亲水性成分的提取及物性

梁颖1。霍强1。王清清1，王元元2，蒋志文1

·药 学·

【摘要】目的：研究海藻亲水性成分提取工艺，并对这类亲水性物质的物性进行鉴定。方法：采用碱催化法，对海藻亲水性成分

进行提取。以得率作为考察指标，着重对影响石花菜亲水性成分提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考察，并对提取条件进行了优选。砖

杲：得到6种海藻亲水性提取物，其吸水率、重量损失、凝固点等有很大差别。结论：石花菜中提取的亲水性成分的综合性能在

6种海藻亲水性提取物中最为优良。

[关键词]海藻；凝固点；石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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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action of hydrophilic components from seaweed and its physicalproperties

LIANG Yin91，HUO Qiang‘，WANG Qing·qin91，WANG Yuan—yuanl，JIANG Zh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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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hydrophilie components from seaweed，and to analyze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s．Methods：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w鸽studied with alkali as catalyst．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the hydrophlie components from Gelidium amansii were considered，and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by

using yield 88 evaluation index．Results：Six hydrophilic extracts were obtained from seaweed and they had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major properties such觞sweUing ratio，weight loss and freezing point．Conclusions：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the obtained hydrophilie

components from Gelidium amansii were the best of the 6 hydrophilie extracts from seaw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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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主要由水、海藻多糖、蛋白质、维生素、叶绿

素等成分构成。作为多糖载体，不论食用还是生物

化学方面，海藻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现

阶段关于海藻的研究多限于养殖、提取方法、成分分

析、改性研究等方面¨。J。本文选取几种代表性的

海藻为研究对象，对海藻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

究，并对提取物的物性一并作了测定。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龙须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石莼(Ulva lactuca)、石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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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dium amansii)由山东威海购得。野生紫菜

(Porphyra tenera)福建产，超市购买。海石花菜产自

南宁，市场采购。日本产琼脂糖样品：伊那食品工业

(株)制。

1．2试剂 氢氧化钠(上海殷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2005年8月8日出厂)，盐酸(江苏省宜兴市第

二化学试剂厂，批号：051201)，硫酸(安徽省蚌埠市

生原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21 El出

厂)。

1．3仪器RE．5203型智能数字温控水浴锅(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PHBl000台式PH ORP计(四川

省成都贝斯达仪器有限公司)，DHG-9203A型电热

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FC204型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平)，高压锅(购于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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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实验方法

1．4．1 样品的处理 海藻去沉渣洗净，用浓度

25％的NaOH水溶液浸泡5 h后，自来水冲洗2遍，

用0．1 mol／L HCI溶液浸泡30 min后，再用自来水

洗净备用。石花菜、海石花菜可不用酸碱处理。

1．4．2石莼提取实验将处理好的石莼5 g加入

反应器，加水200 ml，用NaOH调节至pH值为11，

于85℃水浴加热，反应4 h后取出，用纱布过滤，收

集的滤液用0．1 mol／L HCI中和至中性，干燥后得

样品。

1．4．3海带的提取实验将处理好的海带5 g加

入反应器，加水200 ml，用NaOH调节至pH值为

11，于85℃水浴加热，反应2 h后取出，用纱布过

滤，收集滤液用0．1 mol／L HCI中和至中性，干燥后

得样品。

1．4．4紫菜、龙须菜的提取实验将处理好的紫

菜、龙须菜各称取5 g海藻样品，加200 ml 12．5％的

NaOH溶液于85 cc水浴中加热处理1 h。用白纱布

过滤，蒸馏水洗涤3次，用0．1 mol／L HCI中和至pH

6．5左右，用去离子水洗2次。将水洗后的紫菜(龙

须菜)放在锥形瓶中，加200 ml蒸馏水，用棉花塞

塞住瓶口放高压锅中煮2 h。降温后，取出锥形瓶用

细纱布过滤，向滤渣中再加150 ml蒸馏水，同样条

件下煮l h。过滤，合并2次滤液。滤液经冷冻干

燥，得多糖粗品。计算产率。

1．4．5石花菜的提取实验精密称取2 g石花菜

干品9份，分别置于250 ml反应器中，添加适量的

蒸馏水，在反应时间50 rain，反应温度80℃的条件

下，分别加入NaOH，调整反应体系pH值进行反应，

反应结束后经过滤、中和、干燥后计算琼脂糖得率。

以得率最高的反应体系确立最佳pH值。精密称取

2 g石花菜干品6份，分别置于250 ml反应器中，添

加适量的蒸馏水，在反应时间30 min，反应体系最佳

pH值条件下，设定反应温度分别为50、60、70、80、

90、100 oC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经过滤、干燥后计

算琼脂糖产率。以得率最高的反应体系确立最佳反

应温度。精密称取2 g石花菜干品5份，分别置于

250 ml反应器中，添加适量的蒸馏水，在选定最佳反

应温度、pH值的条件下，反应时间分别设定为lO、

20、30、40、50 min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经过滤、干

燥后计算琼脂糖产率。以得率最高的反应体系确立

体系最佳反应时间。最后得出优选的提取工艺。

得率：鲞查丝燮塑重量×100％一。
提取物原料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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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吸水率测定称取样品0．20 g放入烧杯，

加纯净水浸泡24 h后，用滤纸吸干胶体表面的水分

称重，计算吸水后胶体与干样品的重量比【4|。

吸水率=篱鬈篇鬻舢％
1．4．7重量损失测定称取样品0．20 g放入烧

杯，加纯净水浸泡24 h后，将样品干燥称重，计算经

水浸泡后失去的重量与原样品的重量比。

重量损失=查查善姜蓑笺耋葛掣×too％
1．4．8凝胶凝固温度测定 1．5％胶液的配制：称

取一定量的实验样品粉末加蒸馏水，室温下溶胀1．

5 h，在压力锅中加热至0．05 kPa，恒压30 min，配成

1．5％的热溶液。取10 IIll倒人内径15 lllnl的试管

中，插入温度计，使水银球在液面下，胶液温度慢慢

下降至试管倾斜90。角，液面凝固不动时的温度为

凝固温度¨1。

2结果

2．1 海藻提取物及其性能石莼、海石花菜、海带、

紫菜、龙须菜和石花菜提取物见图1—6。各种藻类

提取物的性能见表l、2。

2．2石花菜提取工艺优选实验在石花菜提取工

艺的优选实验中，当反应体系中其它反应条件固定，

琼脂糖得率随反应体系pH值的升高而升高，达到

一定程度以后会缓慢下降(见图7)。当反应体系其

它反应条件固定，随反应温度升高，琼脂糖得率逐

渐增加，当反应温度超过85℃时，得率变小(见图

8)。当反应体系其它反应条件固定，随着时间的延

长，琼脂糖得率逐渐增加，加热时间超过30 min后，

随着时间的继续延长，琼脂糖的得率变化不大(见

图9)。经过优化，我们确立最佳提取条件为：反应

体系pH值11．5，反应时间30 min，反应温度78℃。

在最佳提取条件下，我们得到了与日本伊那食品工

业产品性能相近的琼脂糖样品，琼脂糖得率35％。

两种琼脂糖性能比较见表3。

表1 藻类亲水性提取物的物理性能及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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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石莼提取物图2海石花菜提取物图3海带提取物图4龙须菜提取物图5紫菜提取物图6石花莱提取物

表2藻类亲水性提取物性能

一未测定

表3本实验产品与日本产琼脂糖的性能比较

3讨论

3．1 海藻亲水性提取物性能鉴定及其影响因素

石莼的提取物得率很小，叶绿素含量高，不易溶出，

干燥后呈墨绿色。对纯净水吸水性很小，其重量损

失几乎是零。海石花菜极易溶于水，提取物得率几

乎近100％，呈乳黄色胶冻状，不易干燥。由于提取

物分子量太低，与水相混溶，其亲水率与重量损失都

无法测出。海带的提取物色素含量少，得率高，对纯

净水吸水性很小，其重量损失几乎是零。紫菜的提

取物色素含量稍高，胶强度也很小。由于分子量太

低，与水相混溶，其亲水率与重量损失无法测出。龙

须菜的提取物色素含量稍高，胶强度小，吸水率为干

重的50倍，重量损失接近10％，说明小分子量亲水

；：：

醴
嚣
媾10

：
O 0 10 20 30 40 50 60

反应时间(min)

图7琼脂糖得率与反应体系pH值的关系 图8琼脂糖得率与反应体系温度的关系 图9琼脂糖得率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性物质的量偏多。石花菜的提取物得率30％以上，

呈乳白色凝胶状，胶质好，干燥物中有少量色素残

存。吸水率为干重的40倍，作为亲水性凝胶材料，

其吸水率明显偏高，说明提取物的分子量偏低。重

量损失接近10％，说明小分子量亲水性物质也不可

忽视。在石花菜提取工艺的优化实验中，反应温度

对琼脂糖得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反应温度过高和过

低都不能得到亲水性提取物。这可能是因为温度过

高引起琼脂糖过渡水解。催化剂用量对得率的影响

虽不大，但对提取物的性能有显著影响，催化剂用量

过多，提取物成胶困难，弹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随

催化剂量的增加，得率提高，但达到一定阈值后由于

降解过渡，小分子量亲水性成分溶于水而使得率下

降。反应时间延长对得率的影响也不大，这也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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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灵颗粒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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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胃灵颗粒剂的提取工艺。方法：以80％醇浸出物得率和总黄酮提取量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设计筛选胃灵

颗粒剂最佳提取工艺。结果：最佳提取工艺为药材饮片以9倍水提取3次，每次50 rain。结论：所优选胃灵颗粒剂提取工艺条

件稳定可行。

[关键词]工艺学，药学；胃灵颗粒；提取工艺；正交设计；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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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Weiling granules

ZHANG Jian-junl，YU Chnn“2，CHEN Zhi-“I《

(1．Guangdong Irm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l加挹静幻H Guangdong 510095；

2．Guang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4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creen and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Weiling granules．Memods：The extraction yield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80％alcohol extractive were been鼬the investigative indexes．the best extraction technique was evaluated by orthogo皿l

experimental desigTt．Results：The optimized extraction technique was that the decoction pieces were added with 9 times of water，

extracting three times for 50 minutes every time．Conclusions：The optimum extraction was simple，reasonable and usefu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technology，pharmaceutical；Weiling granules；extraction technique；orthogonal design；flavonoids

胃灵颗粒是由源出《太平圣惠方》，录自《袖珍

方》卷二中的金铃子散加减而来‘1|，方由蒲公英、蛇

舌草、茵陈等药味组成，具有清热祛湿、疏肝理气和

胃镇痛之功效，主治外感湿热，肝郁气滞，气郁化火

等引起的湿热气滞胃痛症。由于方中多味药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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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成分为黄酮类，故以总黄酮和浸出物提取率

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其提取工艺进行

优选，选择最佳提取工艺，为生产工艺参数的确定提

供实验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仪器与试剂UV-2501 PC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仪(日本岛津)，Sartorius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瑞

士)，药材(广东省药材公司中药包饮片厂)，芦丁对

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0080-9705)，

因为较长时间的反应只引起多糖的部分水解，对产 剂外，发达国家利用其易食性、吸水性、药物缓释性

率却无大影响。经优化反应条件，我们得到了低吸 等作为药剂配合材料，设计生产新型肠吸收性药剂

水率的琼脂糖提取物，重量损失也有所下降。 和食管损伤患者易吞咽型药剂"J。在今后的研究

3．2提取物与参照样品物性比较及成因 本实验 中，我们将对海藻多糖的应用性进行深人研究。

提取的琼脂糖与日本产琼脂糖相比，色泽稍差，原因 【参考文献]

是只经过初步脱色处理，但可降低生产成本而不影 [1]孙杰，王艳杰，朱路英，等-石花菜醇提取物抑菌活性和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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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点和重量损失方面差别不大。 自然科学版，2002，20(4)：324—327．

3．3海藻亲水性提取物的应用性海带多糖除了 [4]Jeong Hoon KIM，Sang Jun SIM，Dong Hyun LEE，et a／．

传统工业中用于食品添加材料、药剂配合材料外，发Preparati。n
and properties of PHEA／Chitosan composite hydr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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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计生产可再生性高分子材料。琼脂糖除了传 。。；花莘翕，淼≥l；l；：；8—101．⋯⋯⋯～⋯⋯
统工业用于细菌培养基材料，分子量测定用生化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