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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

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包括：醇提水沉、大孔树

脂吸附、高速逆流色谱分离。本发明采用大孔树

脂层析柱和高速逆流色谱仪相结合，通过优化工

艺参数，从工业大麻花叶中分离得到高纯度的大

麻二酚，同时去除了精神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

所用溶剂环保、无残留、低成本，可循环利用，适

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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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包括：

(1)以工业大麻花或叶为原料，经醇提浓缩、水沉、真空旋转蒸发得到大麻粗提物；

(2)将得到的大麻粗提物使用乙醇溶解后注入大孔树脂，经梯度洗脱，收集富含大麻二

酚的洗脱段，真空旋转蒸发得到大麻二酚粗提物；

(3)以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为分离溶剂体系进行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收集大

麻二酚馏分段，回收溶剂，后处理得到大麻二酚；其中，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的体积比

为5:0～1:5:1～3；所述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为：以分离溶剂体系中的一相为固定相，另

一相为流动相，以30～50mL/min的流速将所述固定相泵入高速逆流色谱仪中，在25～35℃、

主机转速为700～1000r/min的条件下，以5～10mL/min的流速泵入所述流动相，待两相达到

平衡后，将大麻二酚粗提物用流动相溶解后进样，经检测器检测后，收集大麻二酚馏分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醇提浓缩采用体积百分浓度为50～95％的乙醇溶液，工业大麻花

或叶与乙醇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g:5～10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水沉温度为5～8℃，水沉时间为2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大孔树脂为D101、AB‑8或HPD‑1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梯度洗脱采用体积百分浓度为5～85％的乙醇溶液进行梯度洗

脱；收集体积百分浓度为70～85％的乙醇溶液洗脱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大麻二酚粗提物用流动相溶解后的浓度为50～100mg/mL，进样体积为20mL；检

测的波长为220n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后处理包括减压浓缩、结晶和真空冷冻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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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麻二酚提取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

麻二酚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麻(学名：Cannabis  sativa  L .)，大麻科、大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麻、汉

麻、火麻、山丝苗、黄麻，具有重要的农用及药用价值。目前，人们已从大麻植株中分离出了

5 0 0 余 种 物 质 ，其 中 大 麻 酚 类 化 合 物 至 少 有 8 6 种 。主 要 包 括 四 氢 大 麻 酚

(tetrahydrocannabinol，THC)、大麻二酚(cannabidiol，CBD)、大麻酚(cannabinol，CBN)及

大麻萜酚(cannabichromene，CBC)等，其中前三者占大麻酚类化合物的90％以上，四氢大麻

酚可使人致幻成瘾，可作毒品，曾在相当长时期内禁种。

[0003] 由于大麻的经济、药用价值极高，专供工业用途的原料大麻简称为“工业大麻”，其

生长期内大麻花、叶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0.3％，不具备提取毒性成分四氢大麻

酚的价值或直接作为毒品吸食，可以合法进行规模化种植与工业化开发利用。

[0004] 近年来，通过对大麻活性成分的研究发现，大麻二酚(cannabidiol)不具有神经毒

性，为非成瘾性活性成分，药用价值明显。药理研究表明，其能拮抗四氢大麻酚对人体神经

系统的影响，并具有抗痉挛、镇静催眠、抗风湿性关节炎、抗焦虑等药理活性，是一种在医

药、食品领域极具应用前景的天然活性成分。

[0005] 肖培云等在《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08年39卷4期)发表了对在不同生长期工业大

麻中THC和CBD含量的测定方法比较的研究。其中提到在速长期、始花期和盛花期THC的含量

小于千分之三，达到工业大麻的标准，同时CBD的含量也小于千分之三，说明CBD在工业大麻

中的含量也很低，如何尽量去除THC等具有致幻及成瘾作用成分并保证高纯度CBD的产率，

是CBD开发应用的前提。

[0006] 目前，公开信息中有一些关于从工业大麻中提取大麻二酚的方法的报道，多采用

各种柱层析技术，如使用大孔吸附树脂，MCI树脂或十八烷基键合硅胶等。通过对比研究，现

有技术中所提及的从工业大麻中提取大麻二酚的方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7] 1)工业大麻植物中大麻素类成分复杂，已知的有80多种，极性相似成分较多，采用

传统方法提取、精制后，最终产品中CBD纯度不高。

[0008] 2)提取纯化后，仍可检出精神毒性成分THC，产品安全性不能得到保证，产品流通

受限，影响工业化生产和应用。

[0009] 3)传统技术中反复柱层析分离纯化，势必会造成CBD的损耗，产率下降，使产能受

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

酚的方法，该方法采用大孔树脂层析柱和高速逆流色谱仪相结合，去除杂质和四氢大麻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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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更好。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制备大麻二酚的方法，包括：

[0012] (1)以工业大麻花或叶为原料，经醇提浓缩、水沉、真空旋转蒸发得到大麻粗提物；

[0013] (2)将得到的大麻粗提物使用乙醇(稀)溶解后注入大孔树脂，经梯度洗脱，收集富

含大麻二酚的洗脱段，真空旋转蒸发得到大麻二酚粗提物；

[0014] (3)以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也可以是正己烷‑甲醇‑水组成的三溶剂体系)

为分离溶剂体系进行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收集大麻二酚馏分段，回收溶剂，后处理得到

大麻二酚。

[0015] 所述步骤(1)中的醇提浓缩采用体积百分浓度为50～95％的乙醇溶液，工业大麻

花或叶与乙醇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g:5～10mL。

[0016] 所述步骤(1)中的水沉温度为5～8℃，水沉时间为24h。

[0017] 所述步骤(2)中的大孔树脂为D101、AB‑8或HPD‑100。

[0018] 所述步骤(2)中的梯度洗脱采用体积百分浓度为5～85％的乙醇溶液进行梯度洗

脱；收集体积百分浓度为70～85％的乙醇溶液洗脱段。

[0019] 所述步骤(3)中的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的体积比为5:0～1:5:1～3。

[0020] 所述步骤(3)中的高速逆流色谱分离纯化具体为：以分离溶剂体系中的一相为固

定相，另一相为流动相，以30～50mL/min的流速将所述固定相泵入高速逆流色谱仪中，在25

～35℃、主机转速为700～1000r/min的条件下，以5～10mL/min的流速泵入所述流动相，待

两相达到平衡后，将大麻二酚粗提物用流动相溶解后进样，经检测器检测后，收集大麻二酚

馏分段。

[0021] 其中，以溶剂体系中的上相为固定相，下相为流动相；或者以溶剂系统的下相为固

定相，上相为流动相。高速逆流色谱仪可以采用正接正转模式，也可以采用正接反转模式。

所述正接即从首端和尾端的连接模式。

[0022] 所述大麻二酚粗提物用流动相溶解后的浓度为50～100mg/mL，进样体积为20mL；

检测的波长为220nm。

[0023] 所述步骤(3)中的后处理包括减压浓缩、结晶和真空冷冻干燥。

[0024] 本发明的样品经过大孔吸附树脂粗分离后，样品中的大部分杂质被除去，大麻二

酚得到富集；再经过高速逆流色谱仪进一步精分离去除杂质，尤其是去除四氢大麻酚，降低

损耗，使大麻二酚的制备实现规模化。

[0025] 本发明所采用的高速逆流色谱法与柱层析等方法相比，不使用固态的载体，因此

不存在固态载体造成的样品不可逆吸附和损耗，分离效果高，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料，降低

生产成本。而且整个分离过程在封闭设备中，制备过程简便、安全、环保，能够连续进行，是

一种高效快捷的从工业大麻中分离高纯度CBD的方法。

[0026] 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采用大孔树脂层析柱和高速逆流色谱仪相结合，通过优化工艺参数，从工

业大麻花叶中分离得到高纯度的大麻二酚，同时去除了精神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所用溶

剂环保、无残留、低成本，可循环利用，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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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实施例1中大麻二酚粗提物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0029] 图2为实施例1中最终产物大麻二酚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0] 图3为实施例1中用高速逆流色谱仪分离纯化大麻二酚粗提物的图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1)将10kg工业大麻粉碎烘干，按照料液比1:5(w/v，g/mL)的比例加入到70％乙醇

水溶液充分混合，超声提取120min，(控制温度在45℃以下，避光)，超声结束后真空抽滤，得

到的滤渣按上述条件重复提取2次，合并滤液，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浓缩至相

对密度为1.2，加入5‑7倍纯化水，在5‑8℃条件下，水沉24h，过滤，沉淀物减压干燥得到大麻

粗提物。

[0034] (2)将AB‑8大孔树脂用乙醇浸泡24h后装入层析柱中，用乙醇洗至洗出液加等体积

去离子水为透明溶液为止。然后用去离子水洗至流出液为中性；将大麻粗提物用乙醇溶解

后注入AB‑8大孔树脂中，直至吸附体积达到树脂总体积的2/3。先用去离子水以2BV/h的流

速冲洗树脂，然后分别用10％，30％，50％，70％的乙醇水溶液以2BV/h的流速冲洗，并收集

70％洗脱部分。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得到大麻二酚粗提物，高效液相色谱图如

图1所示。

[0035] (3)将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按5:0.5:5:1的体积比置于分液漏斗中，充分摇

匀，静置20min后，将上下相分开，超声脱气20min。将上相作为固定相，下相作为流动相。将

高速逆流色谱仪启动预热30min后，循环水浴设置为25℃，将固定相以30mL/min的流速泵入

仪器，然后正接正转，启动仪器，使主机转速至800r/min。转速稳定后，以5mL/min的流速泵

入流动相，两相在管路中达到平衡后，将1000mg大麻二酚粗提物溶于20mL流动相中，进样并

在紫外检测器下检测，收集目标峰组分并减压浓缩除去有机相，减压过程中析出的沉淀物

抽滤并冷冻干燥即得大麻二酚单体，纯度为99.12％，未检出THC，如图2和3所示。

[0036] 实施例2

[0037] (1)将10kg工业大麻粉碎烘干，按照料液比1:10(w/v，g/mL)的比例加入到80％乙

醇水溶液充分混合，超声提取100min，(控制温度在45℃以下，避光)，超声结束后真空抽滤，

得到的滤渣按上述条件重复提取2次，合并滤液，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浓缩至

相对密度为1.2，加入5‑7倍纯化水，在5‑8℃条件下，水沉24h，过滤，沉淀物减压干燥得到大

麻粗提物。

[0038] (2)将D101大孔树脂用乙醇浸泡24h后装入层析柱中，用乙醇洗至洗出液加等体积

去离子水为透明溶液为止。然后用去离子水洗至流出液为中性；将大麻粗提物用乙醇溶解

后注入D101大孔树脂中，直至吸附体积达到树脂总体积的2/3。先用去离子水以2.5BV/h的

流速冲洗树脂，然后分别用10％，30％，70％，80％的乙醇水溶液以2.5BV/h的流速冲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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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70‑80％洗脱部分。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得到大麻二酚粗提物。

[0039] (3)将正己烷:甲醇:水按5:5:2.5的体积比置于分液漏斗中，充分摇匀，静置20min

后，将上下相分开，超声脱气20min。将下相作为固定相，上相作为流动相。将高速逆流色谱

仪启动预热30min后，循环水浴设置为25℃，将固定相以30mL/min的流速泵入仪器，然后正

接反转，启动仪器，使主机转速至850r/min。转速稳定后，以10mL/min的流速泵入流动相，两

相在管路中达到平衡后，将1000mg大麻二酚粗提物溶于20mL固定相中，进样并在紫外检测

器下检测，收集目标峰组分并减压浓缩除去有机相，得到的粉末用80％乙醇结晶处理，过滤

得到晶体，减压真空干燥即得大麻二酚单体，纯度为99.75％，未检出THC。

[0040] 实施例3

[0041] (1)将10kg工业大麻粉碎烘干，按照料液比1:8(w/v，g/mL)的比例加入到80％乙醇

水溶液充分混合，超声提取120min，(控制温度在45℃以下，避光)，超声结束后真空抽滤，得

到的滤渣按上述条件重复提取2次，合并滤液，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浓缩至相

对密度为1.2，加入5‑7倍纯化水，在5‑8℃条件下，水沉24h，过滤，沉淀物减压干燥得到大麻

粗提物。

[0042] (2)将AB‑8大孔树脂用乙醇浸泡24h后装入层析柱中，用乙醇洗至洗出液加等体积

去离子水为透明溶液为止。然后用去离子水洗至流出液为中性；将大麻粗提物用乙醇溶解

后注入AB‑8大孔树脂中，直至吸附体积达到树脂总体积的2/3。先用去离子水以2BV/h的流

速冲洗树脂，然后分别用10％，30％，50％，80％的乙醇水溶液以2BV/h的流速冲洗，并收集

80％洗脱部分。在45℃下真空旋转蒸发除去乙醇，得到大麻二酚粗提物。

[0043] (3)将正己烷:甲醇:水按5:5:1的体积比置于分液漏斗中，充分摇匀，静置20min

后，将上下相分开，超声脱气20min。将上相作为固定相，下相作为流动相。将高速逆流色谱

仪启动预热30min后，循环水浴设置为25℃，将固定相以30mL/min的流速泵入仪器，然后正

接正转，启动仪器，使主机转速至800r/min。转速稳定后，以5mL/min的流速泵入流动相，两

相在管路中达到平衡后，将2000mg大麻二酚粗提物溶于20mL流动相中，进样并在紫外检测

器下检测，收集目标峰组分并减压浓缩除去有机相，减压过程中析出的沉淀物抽滤并冷冻

干燥即得大麻二酚单体，纯度为99.50％，未检出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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