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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绿原酸提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在超声分散的

作用下，使得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

白Zeah能均匀分散在混合组分中，使得三者与玉

米细胞壁的接触几率得到很大程度地提高，从而

提高了对玉米细胞壁的酶解效率；在钙离子的作

用下玉米细胞的通透性增大，配合超声波细胞破

碎仪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玉米细胞的破碎效

率；复合酶、超声分散、钙离子溶液和超声波破碎

仪的配合作用下使得绿原酸最大限度地流出；再

通过乙醇溶液对绿原酸进行初步提纯即浸提，制

得绿原酸粗产品，再用乙酸乙酯对其进行洗脱，

最后再用有机溶剂对绿原酸进行重结晶，使得所

得的绿原酸的纯度和得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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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70-85℃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然后

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28-35℃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入质

量为蒸馏水质量的3-6％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8h，每隔30min超声分散10-

20min，所得记为混合组分；

所述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量比1:3:1混合而

成；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50-70℃，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20-30％，浓度为

2-4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0-70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碎仪

中破碎10-20min；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50-60℃的

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3-6h，物料比为1:10-14，浸提次数为3-5次，再将萃取液

减压浓缩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洗脱，

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并将

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绿原

酸样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的玉

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100-200目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的钙

离子溶液为硝酸钙溶液、氯化钙溶液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乙醇

溶液的浓度为50-6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5中拌样

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1-2:1，上柱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8-10:1，且进行上

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200-300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6中的有

机溶剂选用乙酸乙酯或甲醇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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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原酸提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绿原酸亦称咖啡鞣酸。即3-咖啡酰奎宁酸，一种提取自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花

蕾或带初开的花，作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的原料，可做作针剂、注射剂的原料的化学制

剂。绿原酸有利胆作用，能增进大鼠的胆汁分泌。对人有致敏作用，吸入含有本品的植物尘

埃后，可发生气喘、皮炎等。绿原酸还具有较广泛的抗菌作用，但在体内能被蛋白质灭活。与

咖啡酸相似，口服或腹腔注射时，可提高大鼠的中枢兴奋性。可增加大鼠及小鼠的小肠蠕动

和大鼠子宫的张力。

[0003] 绿原酸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现代科学对绿原酸生物活性的研究已深入到食品、

保健、医药和日用化工等多个领域。绿原酸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菌、抗病毒、

增高白血球、保肝利胆、抗肿瘤、降血压、降血脂、清除自由基和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等作用。

[0004] 由于绿原酸对透明质酸及葡萄糖-6-磷酸酶有特殊的抑制作用，所以绿原酸对于

创伤的治愈、皮肤健康湿润、润滑关节、防止炎症以及体内血糖的平衡调控等都有一定得疗

效。绿原酸对多种疾病和病毒还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绿原酸有降血压、抗菌、抗病毒、

消炎、增高白血球、预防糖尿病、显著增加胃肠蠕动和促进胃液分泌等药理作用，对急性咽

喉炎症有明显的疗效。研究表明，口服绿原酸能够显著的刺激胆汁的分泌，具有利胆保肝的

功效；它还可有效抑制H2O2引起的大鼠红细胞溶血作用。

[0005] 由于绿原酸具有很好的活性，所以人们从多种植物(如杜仲和金银花)中提取了绿

原酸，但是其成本相对较高，而且所提取的绿原酸的纯度相对较低。而玉米酒糟的成本相对

较低，且其含有丰富的绿原酸。因此，提供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称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用于解决

背景技术中所提出的技术问题。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70-85℃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然后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0010]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28-35℃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

入质量为蒸馏水质量的3-6％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8h，每隔30min超声分散10-

20min，所得记为混合组分；

[0011]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50-70℃，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20-30％，浓

度为2-4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0-70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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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仪中破碎10-20min；

[0012]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50-60

℃的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3-6h，物料比为1:10-14，浸提次数为3-5次，再将萃

取液减压浓缩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0013]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

洗脱，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

并将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0014]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

绿原酸样品。

[0015] 更进一步地，所述S1中的玉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100-200目筛。

[0016] 更进一步地，所述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

量比1:3:1混合而成。

[0017] 更进一步地，所述S3中的钙离子溶液为硝酸钙溶液、氯化钙溶液中的一种或两者

的混合。

[0018] 更进一步地，所述S4中乙醇溶液的浓度为50-65％。

[0019] 更进一步地，所述S5中拌样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1-2:1，上柱硅胶与绿原

酸粗品的质量比为8-10:1，且进行上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200-300目。

[0020] 更进一步地，所述S6中的有机溶剂选用乙酸乙酯或甲醇中的一种。

[0021] 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先通过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三者的相互配合作用将

玉米细胞的细胞壁进行充分地酶解，在超声分散的作用下，使得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

酶和蛋白Zeah能均匀分散在混合组分中，使得三者与玉米细胞壁的接触几率得到很大程度

地提高，从而提高了对玉米细胞壁的酶解效率。而且，蛋白Zeah与纤维素酶具有很好的协同

作用，使得玉米细胞壁中的蛋白在酶解过程中释放，纤维素的酶解效率也得到显著地提高，

纤维素酶的用量也将大大降低。在钙离子的作用下玉米细胞的通透性增大，配合超声波细

胞破碎仪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玉米细胞的破碎效率，也缩短了破碎玉米细胞所需的时间，

节约了提纯所需要的时间，提高了提纯的效率。复合酶、超声分散、钙离子溶液和超声波破

碎仪的配合作用下使得绿原酸最大限度地流出。再通过乙醇溶液对绿原酸进行初步提纯即

浸提，制得绿原酸粗产品，然后再用乙酸乙酯对其进行洗脱，最后再用有机溶剂对绿原酸进

行重结晶，使得所得的绿原酸的纯度极大地提高，所得的绿原酸的纯度和得率都比较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6]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70℃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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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0027]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28℃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入

质量为蒸馏水质量的3％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h，每隔30min超声分散10min，所

得记为混合组分；

[0028]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50℃，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20％，浓度为

2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50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碎仪中破碎

10min；

[0029]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50℃的

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3h，物料比为1:10，浸提次数为3次，再将萃取液减压浓缩

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0030]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

洗脱，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

并将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0031]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

绿原酸样品。

[0032] S1中的玉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100目筛。

[0033] 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量比1:3:1混合而

成。

[0034] S3中的钙离子溶液为硝酸钙溶液。

[0035] S4中乙醇溶液的浓度为50％。

[0036] S5中拌样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1:1，上柱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

8:1，且进行上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200目。

[0037] S6中的有机溶剂选用乙酸乙酯。

[0038] 采用本实施例所提取的绿原酸的纯度为93.76％，得率为  59.73％。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1]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75℃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然

后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0042]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30℃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入

质量为蒸馏水质量的4％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6h，每隔30min超声分散15min，所

得记为混合组分；

[0043]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55℃，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25％，浓度为

2.5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  55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碎仪中

破碎15min；

[0044]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55℃的

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4h，物料比为1:12，浸提次数为3次，再将萃取液减压浓缩

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0045]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

洗脱，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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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0046]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

绿原酸样品。

[0047] S1中的玉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150目筛。

[0048] 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量比1:3:1混合而

成。

[0049] S3中的钙离子溶液为氯化钙溶液。

[0050] S4中乙醇溶液的浓度为55％。

[0051] S5中拌样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1.5:1，上柱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

为8.5:1，且进行上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250目。

[0052] S6中的有机溶剂选用甲醇。

[0053] 采用本实施例所提取的绿原酸的纯度为94.53％，得率为  59.68％。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6]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80℃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然

后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0057]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32℃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入

质量为蒸馏水质量的5％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7h，每隔30min超声分散15min，所

得记为混合组分；

[0058]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65℃，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30％，浓度为

3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65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碎仪中破碎

20min；

[0059]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55℃的

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5h，物料比为1:13，浸提次数为4次，再将萃取液减压浓缩

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0060]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

洗脱，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

并将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0061]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

绿原酸样品。

[0062] S1中的玉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180目筛。

[0063] 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量比1:3:1混合而

成。

[0064] S3中的钙离子溶液为硝酸钙溶液、氯化钙溶液两者的混合。

[0065] S4中乙醇溶液的浓度为60％。

[0066] S5中拌样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1-2:1，上柱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

为9:1，且进行上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300目。

[0067] S6中的有机溶剂选用甲醇。

[0068] 采用本实施例所提取的绿原酸的纯度为95.23％，得率为  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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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实施例4：

[0070] 一种玉米酒糟中绿原酸纯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71] S1、将玉米酒糟清洗干净，并置于恒温干燥箱内，在85℃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然

后再经超微粉碎后并过筛处理，所得记为玉米酒糟碎料；

[0072] S2、将S1所得的玉米酒糟碎料浸泡在温度为35℃的蒸馏水中，并向蒸馏水中加入

质量为蒸馏水质量的6％的复合酶，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8h，每隔30min超声分散20min，所

得记为混合组分；

[0073] S3、将混合组分的温度升高至70℃，并向其中加入质量为混合组分30％，浓度为

4mol/L的钙离子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后静置70min，然后将之转至超声波细胞破碎仪中破碎

20min；

[0074] S4、将S3所得进行过滤处理，弃去固体碎料，然后将所得的滤液转入温度为60℃的

乙醇溶液中进行浸提，浸提时间为6h，物料比为1:14，浸提次数为5次，再将萃取液减压浓缩

至膏状，得到绿原酸萃取粗产品，同时回收乙醇；

[0075] S5、将S4所得的绿原酸粗产品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上柱后使用乙酸乙酯进行

洗脱，洗脱时伴随薄层层析法进行跟踪检测，洗脱结束后收集合并含有绿原酸的乙酸乙酯，

并将乙酸乙酯减压浓缩静置待晶体析出，得到柱层析绿原酸粗品；

[0076] S6、将步骤S5中所得的柱层析绿原酸粗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最终得到纯

绿原酸样品。

[0077] S1中的玉米酒糟经超微粉碎后过200目筛。

[0078] S2中复合酶为纤维素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和蛋白Zeah按照质量比1:3:1混合而

成。

[0079] S3中的钙离子溶液为硝酸钙溶液、氯化钙溶液两者的混合。

[0080] S4中乙醇溶液的浓度为65％。

[0081] S5中拌样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2:1，上柱硅胶与绿原酸粗品的质量比为

10:1，且进行上柱处理的硅胶规格为300目。

[0082] S6中的有机溶剂选用乙酸乙酯。

[0083] 采用本实施例所提取的绿原酸的纯度为94.86％，得率为  60.15％。

[008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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