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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氯蔗糖结晶和纯化方

法，结晶使用甲醇作为溶剂，在甲醇钠和甲醇体

系中脱酰化，再使用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除去钠

离子，使用活性炭进行脱色，最终得到三氯蔗糖

产品。纯化方法，使用蒸馏水作为结晶溶剂，在乙

酸乙酯，乙酸丁酯中使用蒸馏水进行洗涤，干燥

结晶，最终得到更加纯化的产品。本发明操作简

单，三氯蔗糖均在水中进行结晶纯化，过程中未

涉及其他溶剂，故其无溶剂残留，所使用的溶剂

甲醇，乙酸乙酯和乙酸丁酯均可直接回收利用，

无需进行特殊处理，即可循环使用，节省工序，有

效降低成本，产品中含水量降低，产品中含水量

降低至0.5％以下，外观有光泽，且纯度从粗结晶

到最终结晶，纯度得到明显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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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由如下步骤构成：

步骤一、三氯蔗糖-6-乙酯脱酰胺化结晶过程：称取三氯蔗糖-6-乙酯粉末，加入无水甲

醇完全溶解；加入0.10moL/L甲醇钠-甲醇溶液调节pH值至9，进行脱酰化，之后将溶液放置

于恒温磁力搅拌器中，5-45℃条件下反应4-5h；使用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调节pH值为6.5-

7，室温搅拌10min，使用活性炭脱色30min，过滤，树脂使用少量甲醇洗涤；使用真空度为-

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发，去除甲醇，得到白色粉末状三氯蔗糖粗结晶；

三氯蔗糖-6-乙酯选取含量为96.5％和98.5％两种规格；

步骤二、将所得粗晶体溶解于适量乙酸乙酯中，使用等量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萃

取，收集重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再加入适量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萃取，收集水相，将

有机相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后，将所有水溶液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再加入少量蒸馏水

溶解，之后于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结晶；

步骤三、再将晶体溶解于20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收集重

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发，至溶液

成粘稠状，在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粉末状结晶；

步骤四、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45-50℃烘干4-5h，即可得到白色粉末状晶体三

氯蔗糖纯化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活性炭的用量为总溶液质

量的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所述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

采用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使用蒸馏水进行洗涤的次

数为2-4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真空干燥箱干燥温度为50

℃，烘干时长为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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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加工及三氯蔗糖纯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三氯

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氯蔗糖(Sucralose)，属于氯代蔗糖衍生物，是一种新型的甜味食品添加剂，它

是一种非营养型人工合成甜味剂，甜度与等量的蔗糖相比，其甜味为蔗糖的600倍，而且因

其不参与人体代谢，不会产生龋齿，稳定性好，安全性高，口感上更接近于天然蔗糖，因此三

氯蔗糖可作为糖类物质的理想替代品，使用于食品、化妆品加工中。现已成为市场上强力甜

味剂优选产品。

[0003] 目前工业生产中三氯蔗糖的结晶方法主要以水为溶剂进行结晶，US  4343934，US 

5141860，US  4977254等专利阐述的三氯蔗糖的结晶方法：以水作为溶剂进行结晶，但存在

结晶耗时长，结晶不完全，结晶易结块，产品中含水量较高，稳定性较差，且母液中含有大量

产品等缺点。US5498709以单有机溶剂乙酸乙酯作为结晶溶剂以及US6943248、

CN101210034A、CN102391319A、CN101104626等专利中阐述以混合有机溶剂作为结晶溶剂，

虽能有效降低结晶所需时间，但设备要求较为复杂，产品管路中存在析出的可能，使得进一

步的生产难以继续的弊端，还存在三氯蔗糖结晶溶剂滤出液需过滤处理才可循环使用，废

液也需进行处理才可排放，大大增加生产成本，并且所得结晶无光泽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

纯化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由如下步骤构成：

[0007] 步骤一、三氯蔗糖-6-乙酯脱酰胺化结晶过程：称取三氯蔗糖-6-乙酯粉末，加入无

水甲醇完全溶解；加入甲醇钠-甲醇溶液调节pH值至8-9，进行脱酰化，之后将溶液放置于恒

温磁力搅拌器中，5-45℃条件下反应4-5h；使用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调节pH值为6.5-7.0，

室温搅拌10min，使用活性炭进行脱色，过滤，树脂使用少量甲醇洗涤；使用真空度为-

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发，去除甲醇，得到白色粉末状三氯蔗糖粗结晶；

[0008] 步骤二、将所得粗晶体溶解于适量乙酸乙酯中，使用等量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

涤，萃取，收集重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再加入适量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萃取，收集水

相，将有机相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后，将所有水溶液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再加入少量

蒸馏水溶解，之后于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结晶；

[0009] 步骤三、再将晶体溶解于20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收

集重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发，至

溶液成粘稠状，在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粉末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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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

[0010] 步骤四、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45-50℃烘干4-5h，即可得到白色粉末状晶

体三氯蔗糖纯化产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三氯蔗糖-6-乙酯选取含量为96.5％和98.5％两种规

格。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甲醇钠-甲醇溶液浓度为0.10moL/L，加入适量调节反应

液至PH＝9。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活性炭的用量为总溶液质量的2-5％。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所述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采用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

处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使用蒸馏水进行洗涤的次数为2-4次。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四中，真空干燥箱干燥温度为50℃，烘干时长为5h。

[0017]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本发明操作简单，三氯蔗糖均在水中进行结晶纯化，过程中未涉及其他溶剂，故其

无溶剂残留，所使用的溶剂甲醇，乙酸乙酯和乙酸丁酯均可直接回收利用，无需进行特殊处

理，即可循环使用，节省工序，有效降低成本，产品中含水量降低，产品中含水量降低至

0.5％以下，外观有光泽，且纯度从粗结晶到最终结晶，纯度得到明显有效提高的一种三氯

蔗糖的结晶方法。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图。

[0020] 图2为三氯蔗糖含量与反应时间的关系图。

[0021] 图3为三氯蔗糖含量与PH值的关系图。

[0022] 图4为三氯蔗糖含量与温度的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4所示，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和纯化方法，由如下步骤构成：

[0025] 步骤一、三氯蔗糖-6-乙酯脱酰胺化结晶过程：称取三氯蔗糖-6-乙酯粉末(两种规

格含量96.5％和98.5％)，加入无水甲醇完全溶解；加入甲醇钠-甲醇溶液调节pH值至8-9

(太低会使得反应速度降低，太高会使得反应副产物增多)，进行脱酰化，之后将溶液放置于

恒温磁力搅拌器中，5-45℃条件下反应4-5h；使用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除去后续较难处理

的Na离子)调节pH值为6.5-7.0(中和反应液的碱)，室温搅拌10min，使用活性炭进行脱色，

过滤，树脂使用少量甲醇洗涤；使用真空度为-0 .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

发，去除甲醇，得到白色粉末状三氯蔗糖粗结晶；

[0026] 步骤二、将所得粗晶体溶解于适量乙酸乙酯中，使用等量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

涤，萃取，收集重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再加入适量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萃取，收集水

相，将有机相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后，将所有水溶液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再加入少量

蒸馏水溶解，之后于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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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步骤三、再将晶体溶解于20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蒸馏水进行多次重复洗涤，收

集重复洗涤的所有水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55℃旋转蒸发，至

溶液成粘稠状，在4℃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洗涤，得到白色粉末状

结晶；

[0028] 步骤四、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45-50℃烘干4-5h(时间太短会影响晶体中

的水含量，时间太长会将三氯蔗糖焦化)，即可得到白色粉末状晶体三氯蔗糖纯化产品。

[002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三氯蔗糖-6-乙酯选取含量为96.5％和98.5％两种规

格。

[003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甲醇钠-甲醇溶液浓度为0.10moL/L，加入适量调节反应

液至PH＝9。

[003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活性炭的用量为总溶液质量的2-5％。

[003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所述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采用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

处理。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使用蒸馏水进行洗涤的次数为2-4次。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四中，真空干燥箱干燥温度为50℃，烘干时长为5h。

[0035] 实施例1

[0036] (1)取原料5.0克三氯蔗糖-6-乙酯(含量为98.5％)溶于无水甲醇20mL，加入约

10mL甲醇钠-甲醇(浓度为0.10moL/L)调节至PH＝9，45℃进行脱酰化，搅拌4h，再使用采用

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处理的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中和，加入活性炭1.5g脱色，过滤

后得到三氯蔗糖(30mL甲醇溶液)，浓缩干燥完全除去甲醇后得到三氯蔗糖粗结晶(含量为

98.4％)。

[0037] (2)加入15mL乙酸乙酯，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萃取，收集100mL水溶液，

再加入15mL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静置后收集水相，有机相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

洗涤，收集水溶液200mL，45℃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加入约5mL二次蒸馏水进行溶解，于4℃

冰箱中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淋洗，得到白色结晶。

[0038] (3)将晶体溶解于10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收集100mL水

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50℃旋转蒸发，至溶液成粘稠状，在4℃冰

箱中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淋洗，得到白色粉末状结晶。

[0039] (4)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50℃烘干4h。可得到白色晶体3.6g三氯蔗糖(含

量为99.94％，含水量仅为0.06％)。

[0040] 实施例2

[0041] (1)取原料10.0克三氯蔗糖-6-乙酯(含量为98.5％)溶于无水甲醇30mL，加入约

20mL甲醇钠-甲醇(浓度为0.10moL/L)调节至PH＝9，5℃进行脱酰化，搅拌5h，再使用采用浓

度为4-5％的盐酸进行处理的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中和，加入活性炭2.5g脱色，过滤后

得到三氯蔗糖(50mL甲醇溶液)，浓缩干燥完全除去甲醇后得到三氯蔗糖粗结晶(含量为

98.1％)。

[0042] (2)加入25mL乙酸乙酯，使用25mL*2次蒸馏水进行洗涤，萃取，收集100mL水溶液，

再加入25mL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静置后收集水相，有机相使用25mL*2次蒸馏水进行

洗涤，收集水溶液200mL，55℃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加入约4mL二次蒸馏水进行溶解，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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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中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淋洗，得到白色结晶。

[0043] (3)将晶体溶解于15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收集100mL水

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55℃旋转蒸发，至溶液成粘稠状，在4℃冰

箱中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淋洗，得到白色粉末状结晶。

[0044] (4)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50℃烘干5h。可得到白色晶体7.6g三氯蔗糖(含

量为99.91％，含水量仅为0.09％)。

[0045] 实施例3

[0046] (1)取原料5.0克三氯蔗糖-6-乙酯粗产品(含量为96.5％)溶于无水甲醇30mL，加

入约10mL甲醇钠-甲醇(浓度为0.10moL/L)调节至PH＝9，15℃进行脱酰化，搅拌4h，再使用

采用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处理的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中和，加入活性炭1.5g脱色，

过滤后得到三氯蔗糖(40mL甲醇溶液)，浓缩干燥完全除去甲醇后得到三氯蔗糖粗结晶(含

量为97.8％)。

[0047] (2)加入15mL乙酸乙酯，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萃取，收集100mL水溶液，

再加入15mL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静置后收集水相，有机相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

洗涤，收集水溶液200mL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加入约4mL二次蒸馏水进行溶解，于4℃冰箱中

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淋洗，得到白色结晶。

[0048] (3)将晶体溶解于10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收集50mL水溶

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53℃旋转蒸发，至溶液成粘稠状，在4℃冷却

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淋洗，得到白色粉末状结晶。

[0049] (4)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50℃烘干4h。可得到白色晶体3.4g三氯蔗糖(含

量为99.88％，含水量仅为0.12％)。

[0050] 实施例4

[0051] (1)取原料10.0克三氯蔗糖-6-乙酯粗产品(含量为96.5％)溶于无水甲醇40mL，加

入约20mL甲醇钠-甲醇(浓度为0.10moL/L)调节至PH＝9，20℃进行脱酰化，搅拌5h，再使用

采用浓度为4-5％的盐酸进行处理的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中和，加入活性炭3.0g脱色，

过滤后得到三氯蔗糖(70mL甲醇溶液)，浓缩干燥完全除去甲醇后得到三氯蔗糖粗结晶(含

量为97.5％)。

[0052] (2)加入25mL乙酸乙酯，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萃取，收集100mL水溶液，

再加入25mL乙酸乙酯至水溶液中，震荡静置后收集水相，有机相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

洗涤，收集水溶液200mL旋转蒸发至泡沫状后加入约4mL二次蒸馏水进行溶解，于4℃冰箱中

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淋洗，得到白色结晶。

[0053] (3)将晶体溶解于15mL乙酸丁酯中，使用25mL*4次蒸馏水进行洗涤，收集100mL水

溶液，使用真空度为-0.085MPa的旋转蒸发仪，于45℃旋转蒸发，至溶液成粘稠状，在4℃冰

箱中冷却12h，抽滤，使用冷却过的二次蒸馏水进行淋洗，得到白色粉末状结晶。

[0054] (4)将白色晶体放入真空干燥箱中50℃烘干5h。可得到白色晶体7.3g三氯蔗糖(含

量为99.83％，含水量仅为0.17％)。

[0055] 从上述实施例可以看出本发明操作简单，三氯蔗糖均在水中进行结晶纯化，过程

中未涉及其他溶剂，故其无溶剂残留，所使用的溶剂甲醇，乙酸乙酯和乙酸丁酯均可直接回

收利用，无需进行特殊处理，即可循环使用，节省工序，有效降低成本，产品中含水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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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含水量降低至0.5％以下，外观有光泽，且纯度从粗结晶到最终结晶，纯度得到明显

有效提高的一种三氯蔗糖的结晶方法。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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