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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

酯高纯品的方法，该方法以资源丰富、硫代葡萄

糖苷含量高的新鲜的成熟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为

原料，先将该原料加水研磨成浆并进行发酵处

理，然后依次采用乙酸乙酯萃取、纳米膜初步纯

化、聚酰胺树脂纯化、HP2MGL树脂再次纯化、结晶

等先进提制技术及工艺，取得了工厂规模化生产

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技术突破，获得了高纯异硫

氰酸酯提取物，不仅为其药理药效的研究和功能

性终端产品的开发提供优质原料，而且真正地实

现了安全、简便、合理、经济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

资源的高值化利用，充分体现出绿色化学生产的

理念和循环经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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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步

骤如下：

a、原料处理：取新鲜的成熟十字花科蔬菜种子，加去离子水研磨成浆，然后用重量比为

2：1的柠檬酸与Vc的混合物调节pH值为5.5～6.5，于50～60℃密封发酵16～20h，得发酵浆

液；

b、乙酸乙酯萃取：于发酵浆液中加入1～1 .4倍体积的乙酸乙酯，于摇匀时间25～

35min，静置萃取温度20～30℃、时间50～70min下萃取2次，合并乙酸乙酯萃取液，减压浓

缩，回收乙酸乙酯，真空冷冻干燥，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

c、纳米膜初步纯化：将上述所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

～2.5％的溶液，先采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Da的纳米膜进行纳滤分离，并在滤液重为滤前溶

液重的80～90％时，加10～20％滤前溶液重的去离子水透析一次，收集滤液和透析液，合并

为纳滤分离液，然后采用截留分子量为300Da的纳米膜进行纳滤浓缩，收集纳滤浓缩液；

d、聚酰胺树脂纯化：将上述所得纳滤浓缩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2.5％的溶液，室

温下，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得洗脱液，将洗脱液减压浓缩至

固形物含量25～35％，回收食用乙醇，收集减压浓缩液；

e、HP2MGL树脂再次纯化：将上述所得减压浓缩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2.5％的溶

液，室温下，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收集洗脱液，减压浓缩，回

收食用乙醇，浓缩液趁热过滤，滤液结晶，过夜，最后真空冷冻干燥，即得纯度达95％以上的

异硫氰酸酯高纯品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a中十字花科蔬菜种子选自芥菜籽或青花菜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a中去离子水的加入量为十字花科蔬菜种子重量的0.8～1.2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c中纳滤分离的温度为35～40℃，压力为2.4～2.8MPa。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c中纳滤浓缩的温度为35～40℃，压力为2.8～3.2MPa。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d中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是将7～9BV的1.5～

2.5％质量浓度的溶液以2.0～3.0BV/h的流速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

静置30～50min，然后用3.0～4.0BV质量浓度为15～25％的食用乙醇以1.5～2.5BV/h的流

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4～6BV质量浓度为60～80％的食用乙醇以1.0～2.0BV/h的流速洗脱

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e中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是将5～7BV1 .5～

2.5％质量浓度的溶液以1.5～2.5BV/h的流速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

静置30～50min，然后用2.5～3.5BV质量浓度为25～35％的食用乙醇以1.0～2.0BV/h的流

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3～5BV体积浓度为65～75％的食用乙醇以0.8～1.2BV/h的流速洗脱

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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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b、步骤d和步骤e中减压浓缩的真空度为-0.05～-0.09MPa，温度为50～60

℃。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b和步骤e中真空冷冻干燥的真空度为-0.05～-0.09MPa，温度为-38～-42

℃。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e中滤液结晶的温度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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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尤指一种

先将原料加水研磨成浆并进行发酵处理，然后依次通过乙酸乙酯萃取、纳米膜初步纯化、聚

酰胺树脂纯化、HP2MGL树脂再次纯化、结晶等提制工艺制备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中一类重要的次级代谢产物。异硫氰酸酯是十字花科蔬菜

植物中广泛而大量存在的硫代葡萄糖苷在其黑芥子酶作用下而产生的酶解产物。研究表

明，在成熟的芥菜、青花菜等蔬菜种子中硫代葡萄糖苷及其黑芥子酶含量居高，然而在正常

蔬菜植物组织中，硫代葡萄糖苷与黑芥子酶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只有当蔬菜植物组织细胞

受到破损，硫代葡萄糖苷与黑芥子酶相互接触后，才可发生酶促降解反应产生异硫氰酸酯。

异硫氰酸酯具有辛辣刺激的味道，是韩国料理、日本料理、生食海鲜、凉拌菜、马肉等常用的

调味料，也是辣根、芥末及其制品的有效成分，其含量高低是该类产品的主要质量指标之

一。随着人们对保健、养生等的关注越来越多，在现代饮食结构和环境条件下如何挖掘利用

天然生物活性成分来预防亚健康成为食品领域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异硫氰酸酯具有抑

菌、杀菌、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治肿瘤等多种生物活性，从而使得近年来异硫氰酸酯提取物

及其功能产品成为国内外众多消费者的健康新宠，市场潜力巨大。

[0003] 目前，异硫氰酸酯的提取方法主要有压榨法、水蒸气蒸馏法、超声波或微波辅助提

取法、酶法辅助提取法等，分离纯化方法主要有溶剂萃取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大孔树脂

吸附法，低压硅胶柱色谱法、高速逆流色谱法等，但这些方法大多局限于单一技术及工艺对

提取或分离纯化异硫氰酸酯效果的实验研究，同时因十字花科蔬菜植物组织器官中（包括

种子）的硫代葡萄糖苷相比其物质成分来说，含量一般小于1%，并因蔬菜品种、生长环境、种

植技术以及采摘部位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在提取制备异硫氰酸酯过程中，存在得

率低、纯度不高、加工原料消耗大等技术瓶颈，如中国公开专利申请CN1405316A，提取制备

的异硫氰酸酯粗提物不能满足功能性终端产品开发的质量要求，以及广大公众对异硫氰酸

酯功能性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建立一种适合于工厂化规模生产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

已成为该领域的当务之急。

[0004] 为此，本发明以资源丰富、硫代葡萄糖苷含量较高的新鲜的成熟芥菜籽或青花菜

籽为原料，先将该原料加水研磨成浆并进行发酵处理，然后创新集成乙酸乙酯萃取、纳米膜

初步纯化、聚酰胺树脂纯化、HP2MGL树脂再次纯化、结晶等先进技术及工艺，取得了工厂规

模化生产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技术突破，创建了获得了高纯异硫氰酸酯提取物的方法，不

仅为其药理药效的研究和功能性终端产品的开发提供优质原料，而且真正地实现了安全、

简便、合理、经济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资源的高值化利用，充分体现出绿色化学生产的理念

和循环经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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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绿色高效、适

合工业化生产的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提制蔬

菜种子中的异硫氰酸酯，并显著提高异硫氰酸酯的得率和纯度。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从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中

提制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

[0007] a、原料处理：取新鲜的成熟十字花科蔬菜种子，加去离子水研磨成浆，然后用重量

比为2：1的柠檬酸与Vc的混合物调节pH值为5.5～6.5，于50～60℃密封发酵16～20h，得发

酵浆液；

[0008] 上述原料处理中同时添加柠檬酸与Vc混合物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柠檬酸来调节

发酵液的pH值，另一方面是通过Vc来提高硫代葡萄糖苷酶解产生异硫氰酸酯的效率；其中，

柠檬酸与Vc的配方（0.5:1、1:1、1.5:1、2.0:1、2.5:1）以及发酵时的pH值（5.0、5.5、6.0、

6.5、7.0）、温度（30、40、50、60、70℃）、时间（8、12、16、20、24h）的优化工艺技术参数是通过

响应面法实验优化筛选获得。

[0009] b、乙酸乙酯萃取：于发酵浆液中加入1～1.4倍体积的乙酸乙酯，于摇匀时间25～

35min，静置萃取温度20～30℃、时间50～70  min下萃取2次，合并乙酸乙酯萃取液，减压浓

缩，回收乙酸乙酯，真空冷冻干燥，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

[0010] c、纳米膜初步纯化：将上述所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5～2.5%的溶液，先采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Da的纳米膜进行纳滤分离，并在滤液重为滤前

溶液重的80～90%时，加10～20%滤前溶液重的去离子水透析一次，收集滤液和透析液，合并

为纳滤分离液，然后采用截留分子量为300Da的纳米膜进行纳滤浓缩，收集纳滤浓缩液；

[0011] d、聚酰胺树脂纯化：将上述所得纳滤浓缩液加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

2.5%的溶液，室温下，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得洗脱液，将洗

脱液减压浓缩至固形物含量25～35%，回收食用乙醇，收集减压浓缩液；

[0012] e、HP2MGL树脂再次纯化：将上述所得减压浓缩液加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5～2.5%的溶液，室温下，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收集洗脱

液，减压浓缩，回收食用乙醇，浓缩液趁热过滤，滤液结晶，过夜，最后真空冷冻干燥，即得异

硫氰酸酯高纯品提取物。

[0013] 上述步骤a中十字花科蔬菜种子选自芥菜籽或青花菜籽，去离子水的加入量为十

字花科蔬菜种子重量的0.8～1.2倍。

[0014] 上述步骤c中纳滤分离的温度为35～40℃，压力为2.4～2.8MPa，纳滤浓缩的温度

为35～40℃，压力为2.8～3.2MPa。

[0015] 上述步骤d中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是将7～9BV的

1.5～2.5%质量浓度的溶液以2.0～3.0BV/h的流速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

饱和，静置30～50min，然后用3.0～4.0BV  质量浓度为15～25%的食用乙醇以1.5～2.5BV/h

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4～6BV质量浓度为60～80%的食用乙醇以1.0～2.0BV/h的流速

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

[0016] 上述步骤e中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进行异硫氰酸酯的分离纯化是将5～7BV1.5

～2.5%质量浓度的溶液以1.5～2.5BV/h的流速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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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置30～50min，然后用2.5～3.5BV  质量浓度为25～35%的食用乙醇以1.0～2.0BV/h的

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3～5BV体积浓度为65～75%的食用乙醇以0.8～1.2BV/h的流速洗

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

[0017] 上述步骤b、步骤d和步骤e中减压浓缩的真空度为  -0.05～-0.09MPa，温度为50～

60℃。上述步骤b和步骤e中真空冷冻干燥的真空度为-0.05～-0.09MPa，温度为-38～-42

℃。

[0018] 上述步骤e中滤液结晶的温度为0～4℃。

[0019] 上述乙酸乙酯萃取、纳米膜初步纯化、聚酰胺树脂纯化、HP2MGL树脂再次纯化的工

艺技术参数均由单因素实验、正交实验及最优组合验证实验优化筛选。其中：

[0020] 1)乙酸乙酯萃取是根据异硫氰酸酯与乙酸乙酯的分子极性相近、易溶于乙酸乙酯

原理，利用乙酸乙酯方便简单地、最大限度地将异硫氰酸酯类物质从原料发酵浆液中萃取

出来，并将不溶于乙酸乙酯的其它物质分离出去；其优化工艺技术参数是以异硫氰酸酯得

率为考察指标，在研究分析单位体积原料浆液的乙酸乙酯使用量（1:1、1:1 .2、1:1 .4、1:

1.6、1:1.8、1:2.0）、摇匀时间（10、20、30、40、50、60  min；）、静置萃取时间（15、30、45、60、

75、90  min）、萃取温度（4、20、30、40、50、60℃）、萃取次数（1、2、3次）等单因素对异硫氰酸酯

萃取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与最优组合验证实验优化筛选。

[0021] 2)纳米膜初步纯化是基于异硫氰酸酯类物质的分子量大小，利用纳米膜的分子筛

效应，通过选用合适膜孔径的纳米膜及纳滤工艺技术参数，最大限度地将大于或小于异硫

氰酸酯类物质分子量的其它物质分别采用纳滤分离或纳滤浓缩分离出去，同时最大限度提

高异硫氰酸酯的得率和纯度，为后续树脂分离纯化异硫氰酸酯高纯品提供优异的原料基

质；其优化工艺技术参数是以异硫氰酸酯得率和纯度为考察指标，在研究分析料液质量浓

度（0.5、1.5、2.5、3.5%）、纳米分离膜截留分子量（1000、2000、2500、3500Da）、纳虑分离温度

（30、35、40、45℃）、纳虑分离压力（2.0、2.4、2.8、3.2MPa）、透析量（10、20、30、40%）及透析次

数（1、2次）以及纳米浓缩膜截留分子量（反渗膜、200、300Da）、纳虑浓缩温度（30、35、40、45

℃）、纳虑分离压力（2.4、2.8、3.2、3.6MPa）、透析量（10、20、30、40%）及透析次数（1、2次）等

单因素对异硫氰酸酯萃取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与最优组合验证实验优化筛选。

[0022] 3)聚酰胺树脂纯化的优化工艺技术参数是在比较研究D101、ADS-7、AB-8、NKA-9、

HPD-400、HZ16、HZ816、HZ906、HZ806、聚酰胺等10种树脂对异硫氰酸酯静态吸附与解吸率的

基础上，优选异硫氰酸酯得率最高的聚酰胺树脂，然后以异硫氰酸酯得率和纯度为考察指

标，在研究分析上样料液质量浓度、上样体积、上样流速，淋洗除去杂质的静置时间、乙醇质

量浓度、淋洗体积、淋洗流速，以及异硫氰酸酯洗脱乙醇质量浓度、洗脱体积、洗脱流速等单

因素对异硫氰酸酯分离纯化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与最优组合验证实验优化筛选最

优树脂聚酰胺的动态分离纯化异硫氰酸酯的工艺技术参数；

[0023] 4)  HP2MGL树脂再次纯化是为了获得纯度达95%以上异硫氰酸酯高纯品而必需对

聚酰胺树脂纯化后获得的异硫氰酸酯进行再次纯化的工艺技术，其原因是虽然HP2MGL树脂

与异硫氰酸酯的分子极性比聚酰胺树脂更相近，但研究发现由于纳滤浓缩液存在其它杂质

较多，仅用HP2MGL树脂一次纯化，也不能获得95%以上异硫氰酸酯高纯品，而通过HP2MGL树

脂再次纯化经聚酰胺树脂纯化后的异硫氰酸酯，则可获得95%以上异硫氰酸酯高纯品；其优

化工艺技术参数是在比较研究LS300、LS300B、LS303、LS306、DM11、HZ  832、HP-20、HP2MG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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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种树脂对异硫氰酸酯静态吸附与解吸率的基础上，优选异硫氰酸酯得率最高的HP2MGL树

脂；然后以异硫氰酸酯得率和纯度为考察指标，在研究分析上样料液质量浓度、上样体积、

上样流速，淋洗除去杂质的静置时间、乙醇质量浓度、淋洗体积、淋洗流速，以及异硫氰酸酯

洗脱乙醇质量浓度、洗脱体积、洗脱流速等单因素对异硫氰酸酯分离纯化效果的基础上，通

过正交试验与最优组合验证实验优化筛选最优树脂HP2MGL的动态分离纯化异硫氰酸酯的

工艺技术参数。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5] 1、本发明以资源量大、硫代葡萄糖苷及内源黑芥子酶含量高但却通常作为蔬菜生

产消费副产物而被废弃的芥菜籽或青花菜籽为原料，根据硫代葡萄糖苷酶解产生异硫氰酸

酯的生化机制，通过在原料浆液中添加柠檬酸与Vc配方混合物及优化发酵工艺技术参数，

充分发挥内源黑芥子酶的作用，最大限度激发酶促反应，酶解产生异硫氰酸酯的效率显著

提高，同时避免了利用外源黑芥子酶发酵存在加工成本增加、外源物质添加安全、酶解效率

较低等问题。

[0026] 2、本发明通过创新集成乙酸乙酯萃取、纳米膜初步纯化、聚酰胺树脂纯化、HP2MGL

树脂再次纯化、结晶等先进技术及工艺，可最大限度确保分离纯化过程中异硫氰酸酯得率

的同时，其纯度逐步提高，并最终获得了95%纯度以上异硫氰酸酯高纯品；同时本发明所使

用的单个工艺技术均为适合于工厂规模化生产的成熟、共性技术，如果按本发明完整的工

艺流程及技术参数进行应用，即可实现工厂规模化生产95%纯度以上异硫氰酸酯高纯品的

突破，解决了传统生产方式得率低、纯度不高、加工原料消耗大等难题。

[0027] 3、本发明推广应用，可大幅提高芥菜籽或青花菜籽等蔬菜资源的高值化利用效

率，满足异硫氰酸酯功能性终端产品开发的质量要求，以及广大公众对异硫氰酸酯功能性

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取新鲜的成熟芥菜籽，加入0.8倍重量的去离子水，研磨成浆，然后用质量比为2:1

的柠檬酸与Vc的混合物调节pH为5.5，塑料薄膜密封，于50℃发酵20h，得发酵浆液，于发酵

浆液中加入1倍体积的乙酸乙酯，于摇匀时间25  min、温度20℃、静置萃取时间70min条件下

萃取2次，合并萃取液，于-0.09MPa、50℃下减压浓缩，回收乙酸乙酯，再于-0.05MPa、-42℃

下真空冷冻干燥浓缩液，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将该粗提物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5%的溶液，先采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Da的纳米膜在35℃、2.8MPa条件下纳滤分离，并在滤

液重量为滤前溶液重量的90%时，加入为滤前溶液重量10%的去离子水透析1次，合并滤液、

透析液，然后采用截留分子量为300Da的纳米膜在35℃、3.2MPa条件下进行纳滤浓缩，收集

纳滤浓缩液；将纳滤浓缩液加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的溶液，室温下，将7BV该溶

液以3.0BV/h的流速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静置50min，然后用3.0BV 

质量浓度为15%的食用乙醇以2.5BV/h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4BV质量浓度为60%的食用

乙醇以2.0BV/h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于-0.05MPa、60℃下减压浓缩至固形

物含量为25.0%，回收食用乙醇，收集减压浓缩液；将上述减压浓缩液再加去离子水配制成

质量浓度为1.5%的溶液，室温下，将5BV该溶液以1.5BV/h的流速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使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7988280 B

7



树脂吸附至饱和，静置30min，然后用2.5BV  质量浓度为25%的食用乙醇以2.0BV/h的流速淋

洗除去杂质，再用3BV质量浓度为65%的食用乙醇以1.2BV/h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

脱液，于-0.05MPa、60℃下减压浓缩，回收食用乙醇，浓缩液趁热过滤，滤液结晶，过夜，最后

于-0.05MPa、-42℃下真空冷冻干燥，即得异硫氰酸酯高纯品提取物。

[0030] 经检测，该提取物的得率为发酵浆液中异硫氰酸酯总量的73.46%，纯度达98.12%。

[0031] 实施例2

[0032] 取新鲜的成熟芥菜籽，加入1.2倍重量的去离子水，研磨成浆，然后用质量比为2:1

的柠檬酸与Vc的混合物调节pH值为6.5，塑料薄膜密封，于60℃发酵16h，得发酵浆液，于发

酵浆液中加入为发酵浆液1.4倍体积的乙酸乙酯，于摇匀时间35  min、温度30℃、静置萃取

时间50min下萃取2次，合并萃取液，于-0 .05MPa、60℃下减压浓缩，回收乙酸乙酯，再于-

0.09MPa、-38℃下真空冷冻干燥浓缩液，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将该粗提物用去离子水配制

成质量浓度为2.5%的溶液，先采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Da的纳米膜在40℃、2.4MPa条件下进

行纳滤分离，并在滤液重量为滤前溶液重量的80%时，加入为滤前溶液重量20%的去离子水

透析1次，合并滤液和透析液，然后采用截留分子量为300Da的纳米膜在40℃、2.8MPa条件下

进行纳滤浓缩，收集纳滤浓缩液；将纳滤浓缩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5%的溶液，室温下，将

9BV该溶液以2.0BV/h的流速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静置30min，然后

用4.0BV  质量浓度为20%的食用乙醇以1.5BV/h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6BV  80%质量浓

度的食用乙醇以1.0BV/h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于-0.09MPa、50℃下减压浓

缩至固形物含量为35.0%，回收食用乙醇，收集减压浓缩液；将上述减压浓缩液再加去离子

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5%的溶液，室温下，将7BV该溶液以2.5BV/h的流速通过HP2MGL树脂

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静置50min，然后用3.5BV  质量浓度为35%的食用乙醇以1.0BV/

h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5BV质量浓度为75%的食用乙醇以0.8BV/h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

酯，收集洗脱液，于-0.09MPa、50℃下减压浓缩，回收食用乙醇，浓缩液趁热过滤，滤液结晶，

过夜，最后于-0.09MPa、-38℃下真空冷冻干燥，即得异硫氰酸酯高纯品提取物。

[0033] 经检测，该提取物的得率为发酵浆液中异硫氰酸酯总量的77.65%，纯度达95.76%。

[0034] 实施例3

[0035] 取新鲜的成熟青花菜籽，加入1.0倍重量的去离子水，研磨成浆，然后用质量比为

2:1的柠檬酸与Vc的混合物调节pH值为6.0，塑料薄膜密封，于55℃发酵18h，得发酵浆液；于

发酵浆液中加入为发酵浆液1.2倍体积的乙酸乙酯，于摇匀时间30  min、温度25℃、静置萃

取时间60min下萃取2次，合并萃取液，于-0.07MPa、55℃下减压浓缩，回收乙酸乙酯，浓缩液

于-0.07MPa、-40℃下真空冷冻干燥浓缩液，得异硫氰酸酯粗提物；将该粗提物用去离子水

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0%的溶液，先采用截留分子量为2000Da的纳米膜在37.5℃、2.6MPa条

件下进行纳滤分离，并在滤液重为滤前溶液重的85%时，加入为滤前溶液重量15%的去离子

水透析1次，合并滤液和透析液，然后采用截留分子量为300Da的纳米膜在37.5℃、3.0MPa条

件下进行纳滤浓缩，收集纳滤浓缩液；将纳滤浓缩液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0%的

溶液，室温下，将8BV该溶液以2.5BV/h的流速通过聚酰胺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

静置40min，然后用3.5BV  质量浓度为20%的食用乙醇以2.0BV/h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

5BV质量浓度为70%的食用乙醇以1 .5BV/h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于-

0.07MPa、55℃下减压浓缩至固形物含量为30%，回收食用乙醇，收集减压浓缩液；将上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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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浓缩液再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0%的溶液，室温下，将6BV该溶液以2.0BV/h的

流速通过HP2MGL树脂层析柱，使树脂吸附至饱和，静置40min，然后用3.0BV  质量浓度为30%

的食用乙醇以1.5BV/h的流速淋洗除去杂质，再用4BV质量浓度为70%的食用乙醇以1.0BV/h

的流速洗脱异硫氰酸酯，收集洗脱液，于-0.07MPa、55℃下减压浓缩，回收食用乙醇，浓缩液

趁热过滤，滤液结晶，过夜，最后于-0.07MPa、-40℃下真空冷冻干燥，即得异硫氰酸酯高纯

品提取物。

[0036] 经检测，该提取物的得率为发酵浆液中异硫氰酸酯总量的75.67%，纯度达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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