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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属

于中药加工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1)干燥：

将金银花进行清洗、干燥和粉碎得到金银花粉，

将甘草粉碎得到甘草粉；(2)水浸提：将金银花粉

用水浸提得到一次浸提液和一次滤渣；(3)酶提：

将一次滤渣酶解得到二次浸提液和二次滤渣；

(4)复合水浸提：将甘草粉和二次滤渣用水浸提

得到三次浸提液；(5)层析分离：将二次浸提液浓

缩并以水作为洗脱剂采用硅胶柱层析法进行梯

度洗脱，收集后段富含多糖的洗脱液；(6)复配：

合并三次浸提液和洗脱液得到中药提取液与蜂

蜜复配；再经后处理得到保健饮品。其中，一次浸

提液和前段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的洗脱液用于

生产金银花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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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粉碎：将金银花进行清洗、干燥和粉碎得到金银花粉，将甘草粉碎得到甘草粉，所述

金银花粉和甘草粉粉碎至2mm以下，所述金银花粉与甘草粉的质量比为15‑30:1；

(2)水浸提：将步骤(1)得到的金银花粉在6‑10倍重量水中，于75‑80℃和‑0 .05—‑

0.08MPa条件下，回流浸提1.5‑3.0h，过滤得到一次浸提液和一次滤渣；

(3)酶提：将步骤(2)得到的一次滤渣在5‑8倍重量水中，于35‑40℃条件下酶解0.5‑1小

时，酶解完成后于70‑75℃和‑0.06—‑0.09MPa条件下，回流浸提0.5‑1.0h，过滤得到二次浸

提液和二次滤渣，酶解时纤维素酶的用量为金银花粉重量的0.2‑0.5%；

(4)复合水浸提：将步骤(1)的甘草粉和步骤(3)得到的二次滤渣在15‑25倍重量水中，

于85‑95℃条件下，回流浸提1.5‑3.0h，过滤得到三次浸提液；

(5)层析分离：将步骤(3)得到的二次浸提液浓缩至1/10‑1/40体积，以水作为洗脱剂采

用硅胶柱层析法进行梯度洗脱，收集后段富含多糖的洗脱液；

(6)复配：合并步骤(4)得到的三次浸提液和步骤(5)得到的洗脱液得到中药提取液并

与蜂蜜复配得到混合液，所述蜂蜜的用量为中药提取液重量的0.005‑0.1倍；

(7)后处理：将步骤(6)得到的混合液经过滤、装瓶和杀菌得到保健饮品；

所述一次浸提液和前段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的洗脱液用于生产金银花颗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

(3)和(4)中，采用微孔过滤器进行过滤，至少步骤(2)采用软水进行浸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5)

中，所述硅胶柱层析法采用60‑120目硅胶柱，硅胶柱的柱长8‑15cm，上样量为硅胶质量的1/

30‑1/50，前段为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的洗脱液，后段为富含多糖的洗脱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银花

颗粒的生产过程为：合并一次浸提液和前段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的洗脱液并浓缩至1.10‑

1.15g/cm3得到浓缩液，所述浓缩液采用沸腾造粒装置进行造粒得到金银花颗粒，造粒时喷

入浓缩液重量15‑20%的可溶性淀粉和12‑18%的糊精，可溶性淀粉和糊精溶解在3.5‑4.5倍

重量的水中；造粒条件为：热风温度为70‑85℃，浓缩液的喷雾压力为0.35‑0.5M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

中，还加入中药提取液0.005‑0.05倍重量的甜味剂，所述甜味剂为白糖或冰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

中，还加入中药提取液0.5‑2.0倍重量的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健饮品与金银花颗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7)

中，过滤采用微孔过滤和超滤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杀菌条件为：温度为120‑125℃，时间为

20‑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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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保健饮品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与金

银花颗粒联合生产，不但能得到高绿原酸与黄酮苷含量和稳定性好的金银花颗粒，同时得

到原味和具有清热解毒功能的金银花饮品。

背景技术

[0002] 金银花，正名为忍冬（学名：Lonicera  japonica  Thunb.）。“金银花”一名出自《本

草纲目》，由于忍冬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得名金银花。药材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

属植物忍冬及同属植物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0003]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

达又可祛邪。金银花既能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各种热性病，如身热、发疹、发斑、热

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症，均效果显著。金银花自古以来就以它的药用价值广泛而著名。其功

效主要是清热解毒，主治温病发热、热毒血痢、痈疽疔毒等。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含有绿原

酸、木犀草素苷、黄酮苷等药理活性成分，对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葡萄球菌等多种致病菌及

上呼吸道感染致病病毒等有较强的抑制力，另外还可增强免疫力、抗早孕、护肝、抗肿瘤、消

炎、解热、止血（凝血）、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等，其临床用途非常广泛，可与其它药物配伍用

于治疗呼吸道感染、菌痢、急性泌尿系统感染、高血压等40余种病症。常规方法中通常将金

银花制成金银花露或与其它中药一起制成中成药。

[0004] “金银花露”是以金银花为原料采用蒸馏或水提法得到的饮品或药品，为清火解毒

的良品，可治小儿胎毒、疮疖、发热口渴等症；暑季用以代茶，能治温热痧痘、血痢等。

[0005] 金银花露的制备方法通常包括：

[0006] (1)水提：金银花经清洗、干燥和粉碎后在6‑10倍重量的水中，于80‑90℃和常压条

件下回流浸提1‑2小时，浸提完成后过滤，共2‑3次，合并滤液得到金银花提取液；

[0007] (2)复配：将金银花提取液、甜味剂、水和其他辅料复配得到混合液，甜味剂的用量

为金银花提取液重量的0.6‑2.0倍，水的用量为金银花提取液的10‑20倍，辅料根据需要进

行添加，如柠檬酸、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矫味剂等。

[0008] (3)后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混合液经过滤、装瓶和杀菌得到产品。

[0009] 金银花中富含大量的绿原酸、黄酮苷和纤维素（含量最大）等，采用常规的水提法

绿原酸与黄酮苷的得率较低，而水提得到的金银花提取液中的绿原酸、黄酮苷浓度作为饮

品来说非常高，一般至少需要稀释到1/10以上使用，同时还需要加入大量的甜味剂。而直接

将金银花提取液造粒得到金银花颗粒又会出现绿原酸、黄酮苷浓度低和造粒效果不好等的

问题。另外常规方法中，绿原酸、黄酮苷和纤维素，尤其是绿原酸的得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与金银花颗

粒联合生产，将高绿原酸、黄酮苷浓度和低多糖浓度的金银花提取液用于生产金银花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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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低绿原酸、黄酮苷浓度和高多糖浓度的金银花提取液用于生产饮品。在饮品中仅添加蜂

蜜和甘草即可，蜂蜜和甘草作用有三个：一作为甜味剂可避免或减少另外添加甜味剂；二作

为矫味剂调整饮品的口味；三与金银花配伍提升饮品的保健效果，如提升清热解毒功能。而

在制备金银花提取液时结合了低压提取、水浸提、酶提和层析去糖等技术，提升了绿原酸、

黄酮苷浓度的得率，使大量的纤维素水解得到多糖并对不同类的提取液进行分离。所述技

术方案如下：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粉碎：将金银花进行清洗、干燥和粉碎得到金银花粉，将甘草粉碎得到甘草粉；

粉碎后的金银花粉和甘草粉易于浸提和过滤，干燥时一般干燥至恒重，干燥时温度不能太

高，温度太高会影响绿原酸的稳定性。该过程与常规方法类似。

[0013] (2)水浸提：将步骤(1)得到的金银花粉在6‑10倍重量水中，于75‑80℃和‑0.05—‑

0.08MPa条件下，回流浸提1.5‑3.0h（相对于常规方法可稍微延长时间），过滤得到一次浸提

液和一次滤渣；在该过程中，采用常规的水浸提对金银花进行提取，该步骤使绿原酸与黄酮

苷绝大部分被浸提出来（糖少量被浸提出来），同时采用低温负压进行浸提，不但避免了绿

原酸与黄酮苷的分解，还减缓（使部分纤维素钝化）了纤维素等分解为多糖。

[0014] (3)酶提：将步骤(2)得到的一次滤渣在5‑8倍重量水中，于35‑40℃条件下酶解

0.5‑1小时，酶解完成后于70‑75℃和‑0.06—‑0.09MPa条件下，回流浸提0.5‑1.0h，过滤（最

好在微控过滤之后再采用反渗透过滤或超滤以去除酶的影响）得到二次浸提液和二次滤

渣，酶解时纤维素酶的用量为金银花粉重量的0.2‑0.5%。

[0015] 该步骤中，通过使金银花粉组织分解以提高浸提效果，但是金银花中含有大量的

纤维素，纤维素酶解后得到多糖（尤其是果糖）。多糖为粘性物质，其含量过大不但会加大制

备金银花颗粒的难度（造粒时高温下不利于颗粒形成），形成的颗粒还容易吸潮，影响产品

的稳定性。但是，一定浓度的多糖，不当能给予浓缩液一定的粘性以便于颗粒聚集，还可以

减少辅料的使用，同时也能给予颗粒一定的甜味。而分解的多糖，用于本饮品时，可避免或

降低甜味剂的使用量。

[0016] 在步骤(2)和(3)中将绝大多数绿原酸、黄酮苷提取出来，相对于常规方法来说降

低了水的用量，有利于层析分离和造粒（降低浓缩倍率）。

[0017] (4)复合水浸提：将步骤(1)的甘草粉和步骤(3)得到的二次滤渣在15‑25倍重量水

中，于85‑95℃条件（有效成分浓度低和为了促进多糖的提取，该步骤提高了浸提温度）下，

回流浸提1.5‑3.0h，过滤得到三次浸提液；该过程相对于常规水提方法来说，增加了用水量

和延长了浸提时间，保证了将金银花中的绿原酸、黄酮苷、多糖等和甘草中的有效充分提取

出来，还补充了大量的水，经计算在复配工序可不补充额外的水或仅补充少量的水即可。

[0018] (5)层析分离：将步骤(3)得到的二次浸提液浓缩至1/10‑1/40体积，以水作为洗脱

剂采用硅胶柱层析法进行梯度洗脱，收集后段富含多糖的洗脱液。申请人发现，仅采用水作

为洗脱剂（不会引入有机溶液，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收集前段洗脱液即可得到80‑90%的绿

原酸与黄酮苷和20‑30%的多糖，收集后段洗脱液即可得到10‑20%的绿原酸与黄酮苷和70‑

80%的多糖（洗脱时会补充大量水可抵消浓缩时减少的水分），操作简单，无需严格分界，如

取5‑9分钟之前的洗脱液均用于生产金银花颗粒。

[0019] (6)复配：合并步骤(4)得到的三次浸提液和步骤(5)得到的洗脱液得到中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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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并与蜂蜜复配（如常温或加热条件下搅拌混合）得到混合液。当然根据需要也可以加入其

它物质，如甜味剂、水、矫味剂和/或其他有效成分等（如牛磺酸、锌元素等）。

[0020] (7)后处理：将步骤(6)得到的混合液经过滤、装瓶和杀菌等得到保健饮品。

[0021] 上述过程，步骤顺序根据实际需要可进行调整。

[0022] 其中，在步骤(1)中，金银花粉和甘草粉粉碎至2mm以下，金银花粉与甘草粉的质量

比为15‑30:1。

[0023] 其中，在步骤(2)、(3)和(4)中，采用微孔过滤器进行过滤，至少步骤(2)采用软水

进行浸提，软水最好采用超滤水以保证钝化效果。

[0024] 其中，在步骤(5)中，硅胶柱层析法采用60‑120目硅胶柱，硅胶柱的柱长8‑15cm，上

样量为硅胶质量的1/30‑1/50，洗脱剂的流速为1/3‑2/3上样量/min,前段的洗脱剂为富含

绿原酸与黄酮苷的洗脱液，后段的洗脱剂为富含多糖的洗脱液。

[0025] 进一步地，步骤(2)得到一次浸提液和步骤(5)得到的前段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的

洗脱液用于生产金银花颗粒（绿原酸与黄酮苷含量较高，而多糖含量较低）。

[0026] 具体地，金银花颗粒的生产过程为：合并一次浸提液和前段富含绿原酸与黄酮苷

的洗脱液并浓缩至1.10‑1 .15g/cm3（密度，粘度为4.5‑6.0mm2/s）得到浓缩液，浓缩温度为

50‑60℃，浓缩压力为‑0.08—‑0.12MPa，浓缩液采用沸腾造粒装置进行造粒得到金银花颗

粒，造粒时喷入浓缩液重量15‑20%的可溶性淀粉和12‑18%的糊精，可溶性淀粉和糊精溶解

在3.5‑4 .5倍重量的水中。造粒条件为：热风温度为70‑85℃，浓缩液的喷雾压力为0.35‑

0.5MPa。沸腾造粒装置进行造粒具有如下几个优点：1、适应于浸膏类颗粒的制备，尤其适合

需加入粘性辅料的颗粒制备；2、制得的颗粒均匀，松紧适宜，外形整齐圆整，色差小；3、适合

具有一定粘性的浸膏的造粒；4、过程无粉尘，符合GMP要求；5、工艺简单，条件可控、重现性

好；6、原料损失小，绿原酸与黄酮苷的得率高。

[0027] 其中，在步骤(6)中，蜂蜜的用量为中药提取液重量的0.005‑0.1倍。

[0028] 进一步地，如果甜度不够，在步骤(6)中，还可加入中药提取液0.005‑0.05倍重量

的甜味剂，甜味剂为白糖或冰糖（使用前最好先粉碎）等。

[0029] 进一步地，如果有效成分浓度过高或甜度过高，在步骤(6)中，还可加入中药提取

液0.5‑2.0倍重量的水用于调整产品浓度、甜味或口味等指标。

[0030] 其中，在步骤(7)中，过滤采用微孔过滤和超滤中的一种或两种；灭菌条件为：温度

为120‑125℃，时间为20‑30分钟。

[0031] 综上，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32] (1)可充分利用金银花中的绿原酸、黄酮苷和纤维素等，对甘草中的有效成分提取

效果也较好。

[0033] (2)生产得到的金银花颗粒中绿原酸的含量大于60mg/g，黄酮苷的含量大于40mg/

g，有效成分含量高。

[0034] (3)生产得到的金银花颗粒得到的颗粒具有大小均匀、溶解速度快、不易吸潮和质

量稳定等优点。

[0035] (4)生产饮品时可不用加入额外的水和甜味剂。

[0036] (5)饮品产品配伍科学，绿原酸含量在80‑200mg/L，黄酮苷含量在50‑130mg/L，甜

度适宜，具有金银花特有的清香，清热解毒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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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6)饮品绿色，纯天然。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的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

描述。

[0040] 实施例1：

[0041]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保健饮品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粉碎：将金银花进行清洗，于40℃条件下干燥，粉碎得到金银花粉（绿原酸含量

5.1%）20kg，将甘草粉碎得到甘草粉1kg。

[0043] (2)水浸提：将步骤(1)得到的金银花粉在150kg纯水中，于75℃和‑0 .07MPa条件

下，回流浸提2.0h，过滤得到一次浸提液和一次滤渣。

[0044] (3)酶提：将步骤(2)得到的一次滤渣在130kg中，于40℃条件下酶解0.5小时，酶解

完成后于70℃和‑0.08MPa条件下，回流浸提0.7h，过滤得到二次浸提液和二次滤渣，酶解时

加入纤维素酶0.1kg。

[0045] (4)复合水浸提：将步骤(3)的甘草粉和步骤(3)得到的二次滤渣在450kg中，于90

℃回流浸提2.0h，过滤得到三次浸提液。

[0046] (5)层析分离：将步骤(3)得到的二次浸提液浓缩至10kg，以水作为洗脱剂采用硅

胶柱层析法进行梯度洗脱，收集得到30kg前段洗脱液和40kg后段洗脱液。

[0047]   (6)复配：合并步骤(4)得到的三次浸提液和步骤(5)得到的后段洗脱液得到中药

提取液并与10kg蜂蜜复配得到混合液。

[0048] (7)后处理：将步骤(6)得到的混合液经超滤过滤，在按250mL规格装瓶，在灭菌锅

中125℃灭菌25分钟得到约500kg保健饮品。

[0049] 金银花颗粒的制备：

[0050] 合并步骤(2)得到的一次浸提液和步骤(5)得到的前段洗脱液，于55℃和‑0.1MPa

条件下浓缩至1 .10‑1 .15g/cm3得到浓缩液，浓缩液采用沸腾造粒装置进行造粒得到约

8.2kg金银花颗粒，造粒时喷入浓缩液重量16%的可溶性淀粉和15%的糊精。其中，造粒条件

为：热风温度为78℃，风速为6.3m3/min，浓缩液的喷雾压力为0.5MPa。

[0051] 经检测饮品中绿原酸含量在139mg/L，黄酮苷含量在84mg/L；颗粒中绿原酸含量在

59.3mg/g，黄酮苷含量在41.2mg/g，以绿原酸计总得率为55%左右。

[0052] 将得到的颗粒过1号筛和4号筛，不能过1号筛和4号筛的数量占比为4.9%，远小于

药典规定的8%，证明其颗粒大小分布范围小，颗粒均匀。将10g颗粒，于70℃条件下溶于

200mL水中，搅拌，2.7min即可完全溶解，小于药典规定的5min，证明其溶解性好。对本颗粒

中的绿原酸的回收率与黄酮苷的回收率进行检测，采用加样试样法，两种物质的回收率均

大于98%。在四个月内，每个月检测一次绿原酸和黄酮苷的含量，四个月后含量变化在3%以

内，证明其稳定。在四个月后，检测颗粒的吸湿增重率，增重率在0.5%左右，证明其基本不吸

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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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对比例：采用常规金银花露的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为：

[0054] (1)水提：10kg金银花（绿原酸含量5.1%）经清洗、干燥和粉碎后在70kg的水中，于

85℃和常压条件下回流浸提1.5小时，浸提完成后过滤，共3次，合并滤液得到金银花提取液

200kg。

[0055] (2)复配：将金银花提取液200kg、白糖200kg和水2100kg复配得到混合液。

[0056] (3)后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混合液经过滤、装瓶和杀菌得到约2500kg饮品。

[0057] 经检测常规饮品中绿原酸含量在91mg/L，以绿原酸计得率为44.5%左右，则采用本

发明的方法绿原酸的得率提高23.6%，但是销售额至少提升1倍。并且经对比试验，发现实施

例1与对比例的甜度差不多，而口味更佳。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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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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