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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

方法，采用大孔吸附树脂进行纯化，得到的石榴

皮安石榴苷中的安石榴苷含量可达85～95％，且

工艺的稳定性好，为安石榴苷抗肿瘤作用的进一

步研究奠定试验基础；本发明将大孔吸附树脂柱

的柱体积放大23倍，通过放大试验确定了纯化工

艺，所得的安石榴苷含量和出膏率，与实验室小

试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发明的纯化工艺稳定

可行，可进一步进行中试研究，为后续安石榴苷

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试验基础。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8864217 B

2021.03.30

CN
 1
08
86
42
17
 B



1.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上样于大孔吸附树脂柱，然后进行静态吸附，得到吸附有石

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

对所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依次进行除杂和洗脱，得到石

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

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采用体积分数为55～65％的乙醇溶

液对石榴皮进行提取，得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中填充的大孔吸附树脂为HPD500型大孔吸附树脂；

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的质量浓度为20.8mg/mL，pH值为1.5～4.5；

所述静态吸附的时间为3～24h；

所述除杂所采用的试剂依次为蒸馏水和体积分数为2～7％的乙醇溶液；

所述蒸馏水的体积为1～9BV，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为1～9BV；

所述洗脱所采用的洗脱剂为乙醇溶液，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分数为10％，所述乙醇溶

液的体积为1～9BV；

所述洗脱的速度为1～5BV/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样的速度为1.0～4.0BV/h，上

样量为1～8BV。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脱后还包括：对所得洗脱液依

次进行减压浓缩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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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多酚物质分离纯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榴在药理研究方面，多以石榴提取物和石榴汁等混合物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纯

度较高的单一活性成分的研究较少。随着近年来对安石榴苷生理活性的深入研究，市场对

安石榴苷的需求也逐渐增大，但安石榴苷的制备、分离纯化工艺仍是以多次柱色谱反复分

离获得，需要消耗大量溶剂，同时又耗时、耗力。

[0003] 大孔吸附树脂(macroporous  adsorption  resins)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

一类有较好吸附性能的有机高聚物吸附剂，是一种不溶于酸、碱及各种有机溶剂的有机高

分子聚合物。大孔吸附树脂主要是利用其吸附性和分子筛相结合的原理，有选择地吸附目

标物质，去除杂质。目前大孔吸附树脂主要被用于植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生物碱

类、酚酸、多糖、蒽醌等成分的分离纯化。相对于纯化工艺繁琐、费时费力、浪费溶剂的其他

柱色谱法来说，大孔吸附树脂具有较多优点，例如其物理化学稳定性高、吸附容量大、选择

性好、不溶于酸碱以及各种有机溶剂、吸附速度快、解吸条件温和、再生处理方便、使用周期

长、成本低及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等优点，使它在天然药物有效成分分离纯化方面的应用前

景广阔，并显示出其独特的效果。

[0004] 然而，现有技术中在使用大孔吸附树脂进行石榴皮中安石榴苷分离纯化时，多采

用反复柱色谱及高效毛细管电泳相结合的技术，纯化工艺复杂，成本高，耗时长，纯化产物

的产量低，不适合进行工业化生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疆石榴皮中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从而简化纯化工

艺、提高纯化产物的产量，易于工业化生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将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上样于大孔吸附树脂柱，然后进行静态吸附，得到吸附

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

[0009] 对所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依次进行除杂和洗脱，得

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

[0010] 优选的，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的质量浓度为10.0～21.0mg/mL，pH值为1.5

～4.5。

[0011] 优选的，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中填充的大孔吸附树脂为HPD500型大孔吸附树脂。

[0012] 优选的，所述上样的速度为1.0～4.0BV/h，上样量为1～8BV。

[0013] 优选的，所述静态吸附的时间为3～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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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除杂所采用的试剂依次为蒸馏水和体积分数为2～7％的乙醇溶液。

[0015] 优选的，所述蒸馏水的体积为1～9BV，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为1～9BV。

[0016] 优选的，所述洗脱所采用的洗脱剂为乙醇溶液，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分数为8～

15％，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为1～9BV。

[0017] 优选的，所述洗脱的速度为1～5BV/h。

[0018] 优选的，所述洗脱后还包括：对所得洗脱液依次进行减压浓缩和干燥。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以大孔吸附树脂为吸附剂，利用

特定洗脱溶剂进行一次性纯化操作，设备简单，耗时短，成本低，制备量大，得到的石榴皮安

石榴苷中的安石榴苷含量可达85～95％以上，有望作为药用原料的中试放大生产工艺，为

安石榴苷活性研究与开发奠定试验基础；

[0020] 本发明的方法纯化步骤简单、成本低；

[0021] 本发明将大孔吸附树脂柱的柱体积放大23倍，放大试验确定了纯化工艺，所得的

安石榴苷含量和出膏率，与实验室小试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发明的纯化工艺稳定可行，

可进一步进行中试研究，为后续安石榴苷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试验基础。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安石榴苷对照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石榴皮安石榴苷待测样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石榴皮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将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上样于大孔吸附树脂柱，然后进行静态吸附，得到吸附

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

[0026] 对所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依次进行除杂和洗脱，得

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

[0027] 本发明将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上样于大孔吸附树脂柱，然后进行静态吸附，得

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在本发明中，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

提液的质量浓度优选为10.0～21.0mg/mL，更优选为20.8mg/mL，pH值优选为1.5～4.5，更优

选为2.0。

[0028] 在本发明中，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的制备方法，优选包括以下步骤：采用体

积分数为55～65％的乙醇溶液对石榴皮进行提取，得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在本发明

中，所述石榴皮优选为新疆石榴皮。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具体是将新疆石榴皮粉碎过80目

筛，将得到的筛下石榴皮粉末加入到体积分数为55～65％的乙醇溶液中，在料液比为1：20

～25、室温条件下进行提取25～35min，并将提取产物依次进行过滤和减压浓缩，将所得浓

缩液与蒸馏水混合，得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在本发明中，所述减压浓缩的温度优选为

45～55℃。本发明优选使用滤布进行所述过滤。本发明优选使用质量浓度为1.2mol/L的盐

酸调节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的pH值。

[0029] 本发明优选采用湿法装柱制备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在进行所述湿法装柱前，本

发明优选采用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进行溶胀24h。完成所述湿法装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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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优选将所得大孔吸附树脂柱用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洗脱，至所得洗脱液与蒸馏水

的混合液(体积比为1:5)不呈白色浑浊；并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以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

作为空白对照，直至洗脱液于200～800nm波长范围内无吸收，用蒸馏水洗至无醇味，抽滤至

干，得到大孔吸附树脂柱。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大孔吸附树脂优选为HPD500型大孔吸附树脂；所述上样的速度

优选为1.0～4.0BV/h，更优选为2.0BV/h，上样量优选为1～8BV，更优选为5.0BV。在本发明

中，所述静态吸附的时间优选为3～24h，更优选为12h，得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

的大孔吸附树脂柱。

[0031] 得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后，本发明对所述吸附有石

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依次进行除杂和洗脱，得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

物。在本发明中，所述除杂所采用的试剂优选依次为蒸馏水和体积分数为2～7％的乙醇溶

液(更优选为体积分数为5％的乙醇溶液)；所述蒸馏水的体积优选为1～9BV，更优选为

7.0BV；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优选为1～9BV，更优选为5.0BV。在本发明中，所述洗脱所采用

的洗脱剂优选为乙醇溶液，所述乙醇溶液的体积分数优选为8～15％，更优选为10％；所述

乙醇溶液的体积优选为1～9BV，更优选为6.0BV；所述洗脱的速度优选为1～5BV/h，更优选

为4.0BV/h。在本发明中，所述洗脱后优选还包括对所得洗脱液依次进行减压浓缩和干燥。

本发明对所述减压浓缩和干燥的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方式进

行减压浓缩和干燥即可。

[0032] 本发明优选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中安石榴苷的含量，

具体方法为：

[0033] 1)色谱条件：色谱柱：Agilent  SB‑C18(4.6mm×250mm，5μm)；流动相A：0.1％三氟乙

酸溶液；流动相B：甲醇，梯度洗脱：0～10min  5％～20％B，10～25min  20％～45％B，25～

35min45％～65％B，35～40min  65％～65％B；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370nm；柱温：30

℃；进样体积：10μL。

[0034] 2)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0035] 取安石榴苷对照品约0.015g，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定容至25mL，得到600μg/mL

的对照品溶液。

[0036] 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

[0037] 取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粉末0.027g，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定容至25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20min(功率500W，频率40kHz)，放至常温，再次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

重量，摇匀，用0.22μm微孔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样品溶液。

[0038] 4)测定方法

[0039]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及待测样品溶液各10μL，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测

定，记录峰面积，计算安石榴苷含量。

[004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新疆石榴皮中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进行详细的

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1] 实施例1

[0042] 将新疆石榴皮粉碎后过80目筛，将得到的石榴皮粉末按料液比1：24加入到体积分

数为60％的乙醇中，在室温条件下浸提30min，纱布滤过，将所得滤液在50℃条件下进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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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浓缩至无醇味，将所得浓缩液加水稀释成质量浓度为20.8mg/mL的溶液，用质量浓度为

1.2mol/L的盐酸调节其pH值为2.0，得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

[0043] 将大孔吸附树脂在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溶液中进行溶胀24h，湿法装柱，用体积

分数为95％的乙醇洗脱至洗脱液与蒸馏水的混合液(体积比1:5)不呈白色浑浊；并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以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作为空白对照，直至洗脱液于200～800nm波长范

围内无吸收，用蒸馏水洗至无醇味，抽滤至干，得到大孔吸附树脂柱；

[0044] 将所述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液(5BV)以2BV/h的速度上样于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

在室温条件下，置于振荡器(120次/min)振荡12h，进行静态吸附，得到吸附有石榴皮安石榴

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然后依次用7BV的蒸馏水和5BV乙醇溶液(体积分数5％)对吸

附有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柱进行除杂，再用6BV体积分数为10％的乙醇

以5BV/h的速度洗脱，收集洗脱液，将所得洗脱液经减压浓缩、冷冻干燥，得到石榴皮安石榴

苷纯化物。

[0045] 针对实施例1得到的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本发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其进

行含量测定。

[0046] 1、测定安石榴苷的含量：

[0047]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计算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中安石榴苷的含量：

[0048] 1)色谱条件：色谱柱：Agilent  SB‑C18(4.6mm×250mm，5μm)；流动相A：0.1％三氟

乙酸溶液；流动相B：甲醇，梯度洗脱：0～10min  5％～20％B，10～25min  20％～45％B，25～

35min45％～65％B，35～40min  65％～65％B；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370nm；柱温：30

℃；进样体积：10μL。

[0049] 2)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0050] 取安石榴苷对照品约0.015g，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定容至25mL，得到600μg/mL

的对照品溶液。

[0051] 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

[0052] 取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粉末0.027g，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定容至25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20min(功率500W，频率40kHz)，放至常温，再次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

重量，摇匀，用0.22μm微孔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样品溶液。

[0053] 4)测定方法

[0054]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及待测样品溶液各10μL，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测

定，记录峰面积，计算安石榴苷含量。

[0055] 图1和图2分别为安石榴苷对照品以及待测样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由图可知，安

石榴苷对照品和待测样品的色谱峰均可达到基线分离，分离度大于1.5，保留时间适中，能

够实现石榴皮安石榴苷的含量测定。

[0056] 经过计算，本发明方法得到的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物中安石榴苷的含量可达

85.21％，显著提高了安石榴苷的含量。

[0057] 2、稳定性试验

[0058] 按照本发明的纯化方法，进行3份平行试验，计算安石榴苷百分含量(％)及得膏率

(％)，得膏率公式如下：

[0059] 得膏率(％)＝m1/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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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其中：m1‑石榴皮安石榴苷的质量(g)；M‑石榴皮多酚粗提物的质量(g)。

[0061] 经过计算，石榴皮安石榴苷粗提物三次纯化试验所获纯化物中安石榴苷的平均百

分含量为85.21％(n＝3)、RSD＝1.80％；平均得膏率为4.05％(n＝3)、RSD＝1.86％，表明本

发明的纯化工艺稳定可行(具体结果见表1)。

[0062] 表1验证试验结果(n＝3)

[0063]

[0064] 3、实验室放大试验研究

[0065] 按照本发明上述实验室纯化方法进行实验室放大验证研究，将大孔吸附树脂柱的

柱体积放大23倍，平行3份试验，计算安石榴苷百分含量(％)及得膏率(％)，具体结果见表

2。

[0066] 根据表2可知，安石榴苷的平均百分含量为85.73％(n＝3)、RSD＝1.75％；平均得

膏率为4.01％(n＝3)、RSD＝1.99％，表明本试验的纯化工艺从实验室小试到实验室放大后

所得结果，可以证明此工艺稳定可行，为中试放大试验提供试验基础。

[0067] 表2实验室放大工艺验证结果(n＝3)

[0068]

[0069]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疆石榴皮中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采用

大孔吸附树脂进行纯化，得到的石榴皮安石榴苷中的安石榴苷含量可达85～95％，且工艺

的稳定性好，为安石榴苷抗肿瘤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奠定试验基础；本发明将大孔吸附树脂

柱的柱体积放大23倍，重复小试试验确定的纯化工艺，所得的安石榴苷含量和出膏率，与实

验室小试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发明的纯化工艺稳定可行，可进一步进行中试研究，为后

续安石榴苷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试验基础。

[007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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