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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属

于食品添加剂技术领域。所述色素柠檬黄由对氨

基苯磺酸、DMAS和相转移催化剂在水中合成，通

过冷却分离制成；具体方法为：1.通过重氮化反

应制备出重氮液；2.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相转移

催化剂，及碳酸钠固体，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

应；3.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最

终得到水解液PH＝7；4.将水解液冷却至1～5℃，

搅拌1h，析出大量黄色固体，过滤去除溶液中的

氯化钠，得到滤饼；5.将滤饼用甲醇回流打浆1h，

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本发明不但缩

短了制备第二份重氮盐及偶合反应的时间，而且

还有效的促进了缩合反应进行，得到的色素柠檬

黄产品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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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色素柠檬黄由对氨基苯磺酸、DMAS和

相转移催化剂在水中合成，通过冷却分离制成；具体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1)重氮化反应

按照质量计，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

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17～35℃，溶液澄清均匀后，温度降低至5～12℃，加入

1.74份～1.88份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浓度为30％的1.33份亚硝酸钠溶液，保温

1.0～2.5h，调制备出重氮液；

(2)缩合和偶合反应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55份～0.65份DMAS，0.36份～0.51份相转移催化剂，温度升高

至11～18℃，然后向混合溶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5～6不变；然后保温1h，

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3)水解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9～10，温度升高至80～86℃，保温1

～3h，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4)冷却除盐

将水解液冷却至1～5℃，搅拌1～2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

到滤饼；

(5)甲醇回流除杂

将滤饼用3.43份密度为0.79的甲醇回流打浆1～4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2.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色素柠檬黄由对氨基苯磺酸、DMAS和

相转移催化剂在水中合成，通过冷却分离制成；具体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1)重氮化反应

按照质量计，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

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25℃，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8℃，加入1.88份浓度

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浓度为30％的1.33份亚硝酸钠溶液，保温1.0～1.5h，调制备出

重氮液；

(2)缩合及偶合反应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5份DMAS，0.36份四甲基溴化铵，温度升高至18℃，然后向体系

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3)水解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达到9.5；温度升高至84℃，保温3h，最终

得到水解液PH＝7；

(4)冷却除盐

将水解液冷却至3℃，搅拌1.0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滤

饼；

(5)甲醇回流除杂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1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步骤中：

(1)重氮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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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

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35℃，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12℃，加入1.74份浓度为36～

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浓度为30％的亚硝酸钠溶液，保温1.5～2.0h，调制备出重氮液；

(2)缩合及偶合反应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55份DMAS，0.43份三辛基甲基氯化铵，温度升高至13℃，然后向

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3)水解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到达9，温度升高至80℃，保温2h，最终得

到水解液PH＝7；

(4)冷却除盐

将水解液冷却至1℃，搅拌1.5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滤

饼；

(5)甲醇回流除杂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2.5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步骤中：

(1)重氮化反应

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

应器中，温度控制在17℃，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5℃，加入1.81份浓度为36～38％盐

酸溶液及1.33份浓度为30％的亚硝酸钠溶液，保温2.0～2.5h，调制备出重氮液；

(2)缩合及偶合反应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1份DMAS，0.51份四丁基氯化铵，温度升高至11℃，然后向混合

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5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3)水解

向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达到10，温度升高至86℃，保温1h，最终得

到水解液PH＝7；

(4)冷却除盐

将水解液冷却至5℃，搅拌2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滤

饼；

(5)甲醇回流除杂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4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相转移催化

剂为四甲基溴化铵、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四丁基溴化铵、四丁基氯化铵、四丁基硫酸氢铵、三

辛基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或十四烷基三甲基氯化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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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添加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柠檬黄又称酒石黄，为水溶性合成色素，为世界上最常用，最广泛的一种食用色

素，除了应用在食品方面，也广泛用于糕点，食品，饮料，具有安全性高，基本无毒等特点，也

用作化妆品的着色剂，羊毛，蝉丝的染色及制造色淀。目前国内常用的合成工艺是：(1)重氮

盐的制备(2)重氮盐与DMAS的缩合反应(3)第二份重氮盐与缩合产物的偶合反应(4)水解反

应。上述合成工艺时间较长，总时间为28小左右，在大规模生产中能耗较大，且合成后除盐

较为困难，易造成废酸溶液的排放，加大了废液处理成本。找寻更高效、更环保的合成和除

盐方法已经成为制备色素柠檬黄的发展趋势。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目的

在于选用简单的合成路线及采用有效的除盐方法，在缩短反应时间的同时，制备出一种纯

度高、产量高的色素柠檬黄，可以有效的提高合成效率。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色素柠檬黄由对氨基苯磺酸、DMAS、相转移剂在水中合成，通过冷

却分离制成；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

[0005] 本发明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所述色素柠檬黄由对氨基苯磺酸、DMAS和相

转移催化剂在水中合成，通过冷却分离制成；具体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06] (1)重氮化反应

[0007] 按照质量计，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

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17～35℃，溶液澄清均匀后，温度降低至5～12℃，加

入1.74份～1.88份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浓度为30％的1.33份亚硝酸钠溶液，保温

1.0～2.5h，调制备出重氮液；

[0008] (2)缩合和偶合反应

[0009]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55份～0.65份DMAS，0.36份～0.51份相转移催化剂，温度

升高至11～18℃，然后向混合溶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5～6不变；然后保温

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0010] (3)水解

[0011]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9～10，温度升高至80～86℃，

保温1～3h，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0012] (4)冷却除盐

[0013] 将水解液冷却至1～5℃，搅拌1～2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

钠，得到滤饼；

[0014] (5)甲醇回流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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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将滤饼用3.43份密度为0.79的甲醇回流打浆1～4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

黄。

[0016] 优选地，所述色素柠檬黄由对氨基苯磺酸、DMAS和相转移催化剂在水中合成，通过

冷却分离制成；具体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17] (1)重氮化反应

[0018] 按照质量计，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

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25℃，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8℃，加入1.88份

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浓度为30％的1.33份亚硝酸钠溶液，保温1.0～1.5h，调制

备出重氮液；

[0019]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20]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5份DMAS，0.36份四甲基溴化铵，温度升高至18℃，然后向

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0021] (3)水解

[0022]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达到9.5；温度升高至84℃，保温3h，

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0023] (4)冷却除盐

[0024] 将水解液冷却至3℃，搅拌1.0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

到滤饼；

[0025] (5)甲醇回流除杂

[0026]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1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0027] 优选地，所述制备方法步骤中：

[0028] (1)重氮化反应

[0029] 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

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35℃，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12℃，加入1.74份浓度为36

～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浓度为30％的亚硝酸钠溶液，保温1.5～2.0h，调制备出重氮

液；

[0030]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31]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55份DMAS，0.43份三辛基甲基氯化铵，温度升高至13℃，然

后向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

应；

[0032] (3)水解

[0033]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到达9，温度升高至80℃，保温2h，最

终得到水解液PH＝7；

[0034] (4)冷却除盐

[0035] 将水解液冷却至1℃，搅拌1.5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

到滤饼；

[0036] (5)甲醇回流除杂

[0037]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2.5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0038] 优选地，所述制备方法步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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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1)重氮化反应

[0040] 把1份对氨基苯磺酸，8份水，0.29份浓度为40％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

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17℃，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至5℃，加入1.81份浓度为36～

38％盐酸溶液及1.33份浓度为30％的亚硝酸钠溶液，保温2.0～2.5h，调制备出重氮液；

[0041]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42]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1份DMAS，0.51份四丁基氯化铵，温度升高至11℃，然后向

混合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5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0043] (3)水解

[0044] 向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达到10，温度升高至86℃，保温1h，最

终得到水解液PH＝7；

[0045] (4)冷却除盐

[0046] 将水解液冷却至5℃，搅拌2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

滤饼；

[0047] (5)甲醇回流除杂

[0048] 将滤饼用3.43份甲醇回流打浆4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柠檬黄。

[0049] 优选地，所述相转移催化剂为四甲基溴化铵、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四丁基溴化铵、

四丁基氯化铵、四丁基硫酸氢铵、三辛基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或十四烷基三

甲基氯化铵。

[0050] DMAS不溶于水，与水溶性盐需要借助相转移催化剂来反应，本发明采用的相转移

催化剂为四甲基溴化铵、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四丁基溴化铵(TBAB)、四丁基氯化铵、

四丁基硫酸氢铵、三辛基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或十四烷基三甲基氯化铵中

的一种。

[005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2]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方法，通过调整反应液的PH值和反应温度

使缩合反应和偶合反应同时进行，不但缩短了制备第二份重氮盐及偶合反应的时间，还有

效的促进了缩合反应进行，总时间缩短了10小时以上。提高了合成反应效率，有效的缩短了

合成反应时间，节省了能耗，更加经济有效。

[0053] 2.本发明在合成过程中，以水作为溶剂，在后处理和干燥过程以及废液处理上，无

强酸或强碱溶液及蒸汽，减少了废水和废气排放，减少了相关操作人员的危害，达到了环保

安全的目的。

[0054] 3.采用本发明方法合成的色素柠檬黄，通过直接冷却水解液，析出过滤，以最简单

有效的精制方法去除溶液中含有的杂质氯化钠，避免了常规膜分离或电渗析除盐能耗高，

工艺及设备要求高等特点，有效的解决了合成色素柠檬黄后除盐困难的问题，且所得到的

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高，产量高，本发明制备的色素柠檬黄可用作食品级添加剂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实施例1一种色素柠檬黄的制备步骤如下所示：

[0056] (1)重氮化反应

[0057] 按照质量计，把1份(69g)对氨基苯磺酸，8份(560ml)水，0.29份(20g)浓度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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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25℃，溶液澄清均匀后，温度降低

至8℃，加入1.88份(130g)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92g)浓度为30％的亚硝酸

钠溶液，保温1.0～1.5h，调制备出重氮液；

[0058] 反应方程式为：

[0059]

[0060]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61]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5份(45g)DMAS，0.36份(25g)四甲基溴化铵，温度升高至

18℃，然后向混合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

及偶合反应；

[0062] 缩合反应方程式为：

[0063]

[0064] 偶合反应方程式为：

[0065]

[0066] (3)水解

[0067]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9.5，温度升高至84℃，保温

1.5h，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0068] 水解反应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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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4)冷却除盐

[0071] 将水解液冷却至3℃，搅拌1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

滤饼；

[0072] (5)甲醇回流除杂

[0073] 将滤饼用3.43份(300ml)，密度为0.79甲醇回流打浆1h，过滤干燥，得到产品色素

柠檬黄。所得到的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高达99％，总收率87％，液相纯度达到99％。

[0074] 实施例2

[0075] 按照质量计，把1份(69g)对氨基苯磺酸，8份(560ml)水，0.29份(20g)浓度为40％

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30℃，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

低至9℃，加入1.86份(128g)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浓度为30％的1.33份(92g)亚

硝酸钠溶液，保温1.0～1.5h，制备出重氮液；

[0076]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77]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2份(43g)DMAS，045份(31g)四丁基溴化铵(TBAB)，温度升

高至16℃，然后向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

合及偶合反应；

[0078] (3)水解

[0079]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到PH达到9.5；温度升高至82℃，保温

1.5h，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0080] (4)冷却除盐

[0081] 将水解液冷却至2℃，搅拌1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

滤饼；

[0082] (5)甲醇回流除杂

[0083] 甲醇回流除杂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本例所得到的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高达

99％，总收率87％，液相纯度达到99％。

[0084] 实施例3

[0085] (1)重氮化反应

[0086] 按照质量计，把1份(69g)对氨基苯磺酸，8份(560ml)水，0.29份(20g)浓度40％的

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35℃，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低

至12℃，加入1.74份(120g)浓度36～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92g)浓度为30％的亚硝酸

钠溶液，保温1.5～2.0h，调制备出重氮液；

[0087] (2)缩合及偶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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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55份(38g)DMAS，0.43份(30g)三辛基甲基氯化铵，温度升

高至13℃，然后向混合液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控制PH＝6反应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

完成缩合及偶合反应；

[0089] (3)水解

[0090] 向上述反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9，温度升高至80℃，保温2h，最

终得到水解液PH＝7；

[0091] (4)冷却除盐

[0092] 将水解液冷却至1℃，搅拌1.5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

到滤饼；

[0093] 甲醇回流除杂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本例所得到的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高达

99％，总收率87％，液相纯度达到99％。

[0094] 实施例4

[0095] (1)重氮化反应

[0096] 按照质量计，把1份(69g)对氨基苯磺酸，8份(560ml)水，0.29份(20g)浓度为40％

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17℃，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

低至5℃，加入1.81份(125g)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92g)浓度为30％的亚硝

酸钠溶液，保温2.0～2.5h，调制备出重氮液；

[0097]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098]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61份(42g)DMAS，0.51份(35g)四丁基氯化铵,温度升高至

11℃，然后向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控制PH＝5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及

偶合反应；

[0099] (3)水解

[0100] 应液中继续补加30g(数值30g应该删除)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10，温度升高至

86℃，保温1.0h，最终得到水解液PH＝7；

[0101] (4)冷却除盐

[0102] 将水解液冷却至5℃，搅拌2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

滤饼；

[0103] 甲醇回流除杂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本例最终所得到的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

高达99％，总收率85％，液相纯度达到99％。

[0104] 实施例5

[0105] 本例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本例中

[0106] (1)重氮化反应

[0107] 按照质量计，把1份(69g)对氨基苯磺酸，8份(560ml)水，0.29份(20g)浓度为40％

的氢氧化钠溶液投入带有搅拌装置的反应器中，温度控制在20℃，溶液澄清均一后，温度降

低至10℃，加入1.86份(128g)浓度为36～38％的盐酸溶液及1.33份(92g)浓度为30％的亚

硝酸钠溶液，保温1.5～2.0h，调制备出重氮液；

[0108] (2)缩合及偶合反应

[0109] 向上述重氮液中加入0.43份(40g)DMAS，0.45份(31g)四丁基硫酸氢铵，温度升高

至15℃，然后向体系中不断的添加碳酸钠固体，控制PH＝6不变，然后保温1h，同时完成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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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偶合反应；

[0110] (3)水解

[0111] 应液中继续补加碳酸钠固体，直至PH达到9～10，温度升高至85℃，保温1.5h，最终

得到水解液PH＝7；

[0112] (4)冷却除盐

[0113] 将水解液冷却至4℃，搅拌1h，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过滤去除溶液中的氯化钠，得到

滤饼；

[0114] 甲醇回流除杂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本例最终所得到的色素柠檬黄产品纯度

高达99％，总收率85％，液相纯度达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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