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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叶总黄酮的微波辅助萃取研究
郭永学，李楠，仉燕来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１２）

摘要：目的

以水为浸提剂，对微波辅助萃取山楂叶总黄酮的工艺条件进行了研究。方法通过正交试验设计，

在常规水提取方法上，增加微波处理过程。结果通过试验对比，微波辅助萃取所用的溶剂量是传统水提取法的
１０％，所用的操作时间是传统方法的１０％，提取效率高。结论以水为溶剂，采用微波技术提取山楂叶总黄酮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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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为蔷薇科山楂属植物，山楂果实人药在我

国有悠久历史，《本草纲目》记载此品“酸甘味温，消

２．１．２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０、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ｍＬ，分别置于１０ ｍＬ量瓶

食积，补脾”。山楂叶中的黄酮成分在降血压、调血

中，各加入３０％乙醇使其为５．０ ｍＬ。然后加５％

脂、增大心脏血流量和清除体内自由基等方面疗效

ＮａＮＯ。溶液０．３ ｍＬ，摇匀，放置６ ｍｉｎ；加１０％

显著口］。对山楂叶黄酮化合物的提取常用水提法或

Ａ１（Ｎ０３）３溶液０．３ ｍＬ，摇匀，放置６ ｍｉｎ；加１ ｔｏｏｌ／

醇提法。水提法提取率低，时间长、用水量大，醇提法

Ｌ

中乙醇用量大，成本较高。本实验以水为溶剂，用微

ｒａｉｎ。以３０％乙醇作参比，于５１０ ａｍ波长处，测定吸

波辅助提取技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山楂叶总黄

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求

酮的提取，对有效利用山楂叶资源做了有益的探索。

得标准曲线方程Ｙ一５．３７５ Ｘ＋０．０１０ ９，ｒ一

１仪器和材料

０．９９９

Ｓａｎ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Ｐ７００Ｊ１７型微波炉（Ｓａｎｌｅ

ＮａＯＨ溶液４ ｍＬ，加水０．４ ｍＬ，摇匀，放置１５

３，线性范围为ｏ～ｏ．５ ｍ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１．３供试品黄酮含量的测定：精密吸取供试品溶

Ｃｏｒｐ），７２２光栅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

液５．０ ｍＬ，置于１０ ｍＬ量瓶中，加５％ＮａＮＯ：溶液

仪器厂），芦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其他试

０．３

ｍＬ，摇匀，放置６ ｍｉｎ；加１０％Ａ１（ＮＯ。）。溶液

剂均为分析纯。

０．３

ｍＬ，摇匀，放置６ ｍｉｎ；加１ 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液４

山楂叶原料于２００３年８月采自山东省腾州地

ｍＬ，加水０．４ ｍＬ，摇匀，放置１５ ｍｉｎ。以３０％乙醇

区，自然条件晒干，经本室李楠教授鉴定为山里红

作参比，于５１０ 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代人方程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ｖａｒ．ｍａｊｏｒ Ｎ．Ｅ．Ｂｒ．的干燥

得供试品溶液中黄酮的质量分数。

叶。

２．２相对提取率的测定：称取干山楂叶粗粉１０

２方法与结果

置于５００ ｍＬ圆底烧瓶中，按固液比为１：３０（ｇ／

２．１总黄酮的测定［２］

ｍＬ）加入３００ ｍＬ水，在８０℃水浴中回流提取３

２．１．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１２０℃干燥至

次，第１次和第２次回流时间为１２０ ｍｉｎ，第３次回

恒重的芦丁对照品２０ ｍｇ，置于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加

流６０ ｍｉｎ。回流完毕后，趁热抽滤，测定吸光度值。

６０％乙醇至刻度，摇匀。精密吸取２５ ｍＬ上述溶液，

试验平行３次，经计算山楂叶中总黄酮的质量分数

置于５０ ｍＬ量瓶中，加去离子水至刻度，摇均备用。

为１０２．１ ｍ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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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对微波辅助提取试验中黄酮的相
对提取率进行考察，以评价各因素的影响大小。

相对提取率一丝蔷曩是蔫盖毽器帮×·００％

２．３单因素试验
２．３．１微波功率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取干燥
山楂叶粗粉５．０ ｇ，置于２５０ ｍＬ烧杯中，按固液比
为１：４０（ｇ／ｍＬ）力１入水２００ ｍＬ，浸泡３０ ｍｉｎ，选取
微波功率的档位分别在Ａ档（解冻）、Ｂ档（中火）、Ｃ
档（中高火）和Ｄ档（高火）的条件下作用３次，每次
作用时间为１ ｒａｉｎ，以防止一次作用时间太长，温度
过高，导致黄酮分解。微波作用后于８０℃水浴３０
ｍｉｎ，使黄酮尽量溶出，将浸提液进行抽滤、定容并

２．３．３溶剂用量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干燥山

楂叶粗粉５．０ ｇ，按固液比分别为１：１０、１：２０、１：
３０、１：４０、１：５０（ｇ／ｍＬ），加入相应量的水，浸泡３０

ｍｉｎ，在微波功率的档位为Ｃ档（中高火）的条件下，
间歇作用３ ｍｉｎ，结果见图３。山楂叶总黄酮的相对
提取率总体看随着固液比的增加而增大，其主要原
因是溶液体积增大时，可以使黄酮从胀破的细胞里
充分溶解出来。当固液比达到１：４０时，其相对提取

率最高（８４．０９％），再增加浸提剂的量，山楂叶总黄
酮的相对提取率反而下降，其原因可能是浸提剂对
微波能的吸收增加，导致细胞液对微波能吸收减少，
细胞壁的破裂不完全，总黄酮不能从细胞中充分溶
出。

测定黄酮，计算黄酮的相对提取率，结果见图１。随
着功率的增大，山楂叶总黄酮的相对提取率增大，在
中高火条件下，相对提取率达到最大值为８２．５％，
再进一步增加功率，其相对提取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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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溶剂用■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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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叶粒度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取干

燥山楂叶粗粉５．０ ｇ，将其分别粉碎为半叶粉（１０
图１微波功率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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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１０ ｍｍ）、粗粉（５ ｍｍ ｘ ５

ｍｍ）和细粉（１

ｍｍ×１ ｒａｍ），加水２００ ｍＬ浸泡３０ ｍｉｎ，选取微波

功率的档位为Ｃ档（中高火）的条件下，间歇作用３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２．３．２微波作用时间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取

ｍｉｎ，结果见图４。山楂叶的粒度对相对提取率有相

干燥山楂叶粗粉５．０ ｇ，按固液比１：４０（ｇ／ｍＬ）浸

当大的影响，其中以粗粉的相对提取率为最高，细粉

泡３０ ｍｉｎ，在微波功率的档位为Ｃ档（中高火）的条

的提取率和半叶粒度的提取率相差不大，这可能是

件下，间歇作用时间分别为１、２、３、５、７、９ ｍｉｎ，处理

与粒度过大，使细胞内容物和浸提剂接触面积减小，

后计算相对提取率，结果见图２。山楂叶总黄酮的相

粒度过细，加热过程中部分淀粉类物质糊化，影响黄

对提取率随着微波作用时间的变化规律是先迅速增

酮的溶出速率有关。

大后下降，接着又有缓慢上升趋势，微波作用时间为
３

ｍｉｎ时，相对提取率达最大值（９２．１７％）。再延长

作用时间其相对提取率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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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叶粒度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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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微波作用时间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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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水浴浸泡时间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干燥山楂叶粗粉５．０ ｇ，加入２００ ｍＬ水，在微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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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档位为Ｃ档（中高火）的条件下，间歇作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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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在水浴中浸泡时间分别为０、１０、３０、６０、１２０

的水浸３０ ｍｉｎ，在相应的功率下，用微波问歇辐射相

ｍｉｎ，处理后计算黄酮的相对提取率，结果见图５。总

应时间后，在８０℃水浴３０ ｍｉｎ，抽滤后测定吸光度，

黄酮的相对提取率随着在８０℃水浴时间的延长而

计算相对提取率，数据处理及直观分析见表２。
表２

逐渐提高，但水浴时间超过３０ ｍｉｎ以后，黄酮的相

对提取率趋于稳定，从节约成本角度考虑，水浴加热
只需３０ 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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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水浴时Ｉ司对黄酮相对提取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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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

相对提取率／％
８２．９４

２

６１．２０

３

７９．２９

４

７２．７４

５

８１．４０

６

７９．２９

７

７６．４０

８

８７．１７

９

８０．２５

ｅｘｔａ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２．３．６浸提液ｐＨ对黄酮相对提取率的影响：干燥
ｈ乜ｂ

山楂叶粗粉５．０ ｇ，加水２００ ｍＬ，浸提液ｐＨ分别调

Ｒ

到２、４、７、９，浸泡时间为４５ ｍｉｎ，选取微波功率的档
位为Ｃ档（中高火）的条件下，间歇作用３ ｍｉｎ，处理

计算黄酮的相对提取率，结果见图６。总黄酮的相对
提取率随着浸提液ｐＨ变化出现最小值，其相对提
取率在酸性和碱性条件下都有明显提高，其原因可

能是与黄酮类物质的水解有关。

结果表明，影响程度从强到弱依次是：山楂叶粒

度、微波萃取时间、微波作用功率和浸提剂的用量，
其中山楂叶粒度是最为显著的因素。微波萃取的优
化工艺条件是Ａ。Ｂ３Ｃ。Ｄ。，即：微波的功率是高火档、
微波累计作用时间是３ ｍｉｎ、山楂叶的粉碎度是粗
粉（２ ｍｍ×２ ｍｍ）和萃取剂的用量是按固液比为
１：４０（ｇ／ｍＬ）。选定ｐＨ ２和正交试验的优化工艺

做了３次平行验证，平均相对提取率是９６．３４％。
３讨论
微波辅助提取山楂叶总黄酮和传统水提法相
比，优点明显，主要表现在用水量少，是传统方法用
图６浸提剂ｐＨ对黄酮相对提取率影响
Ｆｉ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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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的１０％左右；操作时间短，是传统方法的１０％
左右；提取效率高，可达９６．３４％；节约热能，符合绿
色环保要求，设备简单，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２．４正交试验：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选取对提取

微波照射时间不宜过长，以２～３ ｍｉｎ为宜，超

率影响较大的４个因素；微波作用功率（Ａ）、微波作

过此时间段，会使相对提取率下降。浸提液中加入少

用时间（Ｂ）、物料的粒度（Ｃ）、提取剂用量（Ｄ）作为考

量酸（盐酸）或碱（氢氧化钠）都会使黄酮的相对提取

察因素，因素水平安排见表１。

率升高，但加碱容易导致黄酮类化合物在空气中被

表１因素水平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氧化，加酸一定要适量，实验表明过多加酸会使黄酮
的浸出受到抑制。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ｌｉ

Ｌｉ Ｇ Ｈ，Ｓｕｎ

Ｊ Ｙ。Ｙａｎｇ Ｚ Ｎ，ｅｔ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ｉｎ

ｍｉｃｅ［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２，３３

（１）：５０—５２．

Ｅ２］Ｙｕａｎ Ｘ Ｍ，Ｌｉｕ Ｇ Ｘ，Ｈｕ Ｚ Ｚ．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按照Ｌ。（３４）正交试验要求，称取相应粒度的干
燥山楂叶粉５．０９，置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相应量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ｉｎ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食品与发酵工业），１９９６（４）：２７—３２．

ｌ－Ｊ］．Ｆｏｏｄ Ｆ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