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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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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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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主要由水、海藻多糖、蛋白质、维生素、叶绿

（Ｇｅｌｉｄｉｕｍ ａｍａｎｓｉｉ）由山东威海购得。野生紫菜

素等成分构成。作为多糖载体，不论食用还是生物

（Ｐｏｒｐｈｙｒａ ｔｅｎｅｒａ）福建产，超市购买。海石花菜产自

化学方面，海藻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现

南宁，市场采购。日本产琼脂糖样品：伊那食品工业

阶段关于海藻的研究多限于养殖、提取方法、成分分

（株）制。

析、改性研究等方面¨。Ｊ。本文选取几种代表性的

１．２试剂

海藻为研究对象，对海藻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

司，２００５年８月８日出厂），盐酸（江苏省宜兴市第

究，并对提取物的物性一并作了测定。

二化学试剂厂，批号：０５１２０１），硫酸（安徽省蚌埠市

１材料与方法

生原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 Ｅｌ出

１．１材料龙须菜（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 ｌｅｍａｎｅｉｆｏｒｍｉｓ）、海带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石莼（Ｕｌｖａ ｌａｃｔｕｃａ）、石花菜

氢氧化钠（上海殷祥生物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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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０８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１．药学系，２．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安徽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市场）。

［作者简介］梁颖（１９６５一），女，讲师．

［

参

文

考

献

】

【１］张涛。周华东．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研究进展［Ｊ］．重
庆医学，２００７，３６（２４）：２５６８—２５７０．

［２】

ＦＣ２０４型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平），高压锅（购于

张鹏飞，张运，张梅，等．颈动脉粥样斑块应变及应变率分
布的初步探讨［Ｊ］．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３（８）：５７３—
５７６．

样硬化的意义［Ｊ］．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２（６）：３８１—
３８２．

［５］张梅。张运，高月花，等．超声检查对颈动脉粥样硬化血管

重构的研究［Ｊ】．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２，ｌｌ（４）：２２９—
２３１．

［６】Ｍｏｄａｒｅｓｉ ＫＢ，Ｃｏｘ ＴＣＳ，Ｓｕｍｍｅｒ，ＰＥ，甜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ａ－

［３］欧志红。郑丽，粱颖。等．颈部动脉粥样硬化的彩超检查及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１№ｓｏｎａｌｌｃｅ

其与脑梗死相关性的探讨［Ｊ］．中华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０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ｐｌｅｘ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ｒｎｅａａｕｒｉｎｇ ｃａｒｏｔｉｄ

（２）：１４６—１４７．

ｓｔｅｎｍｉｓ［Ｊ］．Ｂｒ Ｊ Ｓｕｒｇ，１９９９，８６（１１）：１４２２—１４２６．

．

［４］刘芳，杨浣宜，张红叶，等．超声检测高血压病患者颈动脉粥

ａｒｔｅｒｙ

６２３

１．４实验方法
１．４．１

１．４．６吸水率测定称取样品０．２０ ｇ放入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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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纯净水浸泡２４ ｈ后，用滤纸吸干胶体表面的水分

吸水率＝篱鬈篇鬻舢％

称重，计算吸水后胶体与干样品的重量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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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７重量损失测定称取样品０．２０ ｇ放入烧

反应器，加水２００ ｍｌ，用ＮａＯＨ调节至ｐＨ值为１１，

杯，加纯净水浸泡２４ ｈ后，将样品干燥称重，计算经

于８５℃水浴加热，反应４ ｈ后取出，用纱布过滤，收

水浸泡后失去的重量与原样品的重量比。

集的滤液用０．１

ｍｏｌ／Ｌ

重量损失＝查查善姜蓑笺耋葛掣×ｔ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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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凝胶凝固温度测定

入反应器，加水２００ ｍｌ，用ＮａＯＨ调节至ｐＨ值为

取一定量的实验样品粉末加蒸馏水，室温下溶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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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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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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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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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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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的热溶液。取１０ ＩＩｌｌ倒人内径１５ ｌｌｌｎｌ的试管

提取物原料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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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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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１００

ｈ，在压力锅中加热至０．０５ ｋＰａ，恒压３０ ｍｉｎ，配成

中，插入温度计，使水银球在液面下，胶液温度慢慢

得样品。

２

５

１．５％胶液的配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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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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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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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测定

表３本实验产品与日本产琼脂糖的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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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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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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都不能得到亲水性提取物。这可能是因为温度过

呈乳白色凝胶状，胶质好，干燥物中有少量色素残

高引起琼脂糖过渡水解。催化剂用量对得率的影响

存。吸水率为干重的４０倍，作为亲水性凝胶材料，

虽不大，但对提取物的性能有显著影响，催化剂用量

其吸水率明显偏高，说明提取物的分子量偏低。重

过多，提取物成胶困难，弹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随

量损失接近１０％，说明小分子量亲水性物质也不可

催化剂量的增加，得率提高，但达到一定阈值后由于

忽视。在石花菜提取工艺的优化实验中，反应温度

降解过渡，小分子量亲水性成分溶于水而使得率下

对琼脂糖得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反应温度过高和过

降。反应时间延长对得率的影响也不大，这也许是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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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灵颗粒提取工艺研究
张建军１，余纯Ｌ２。陈志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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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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灵颗粒是由源出《太平圣惠方》，录自《袖珍

要有效成分为黄酮类，故以总黄酮和浸出物提取率

方》卷二中的金铃子散加减而来‘１｜，方由蒲公英、蛇

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其提取工艺进行

舌草、茵陈等药味组成，具有清热祛湿、疏肝理气和

优选，选择最佳提取工艺，为生产工艺参数的确定提

胃镇痛之功效，主治外感湿热，肝郁气滞，气郁化火

供实验依据。

等引起的湿热气滞胃痛症。由于方中多味药材的主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仪器与试剂ＵＶ－２５０１ Ｐ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０６
［作者单位］１．广东省中医研究所。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９５；２．广州中医药
大学，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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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建军（１９７９一），男，博士，主管中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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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们将对海藻多糖的应用性进行深人研究。

本实验

提取的琼脂糖与日本产琼脂糖相比，色泽稍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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