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267286.9

(22)申请日 2019.12.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9172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27

(73)专利权人 湖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6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高新开

发区东方红街道杏康南路8号

(72)发明人 李伟　宋谷良　黄华学　刘永胜　

叶桂芳　陈江林　黄俊　贺进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领科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690

代理人 艾变开

(51)Int.Cl.

C07H 1/08(2006.01)

C07J 17/00(2006.01)

C07D 311/30(2006.01)

C08B 37/00(2006.01)

A61K 36/52(2006.01)

A23L 27/10(2016.01)

A23L 33/105(2016.01)

A23L 33/125(2016.01)

A61K 12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895303 A,2013.01.30

CN 101229207 A,2008.07.30

CN 110051726 A,2019.07.26

陈玉慧等.青钱柳黄酮及三萜调节人体肠道

菌群作用研究.《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9,第38

卷(第2期),第6-10、15页.

谢建华等.青钱柳多糖活性炭脱色工艺.《南

昌大学学报（理科版）》.2013,第37卷(第4期),第

382-385页.

审查员 乔月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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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从青钱柳中分离多种有

效成分的连续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1)在碱性条件下渗漉提取；(2)离心；(3)三

萜皂苷的分离；(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5)青钱

柳多糖的分离；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为非极性

大孔树脂柱，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为中极性或

极性大孔树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从青钱柳中分

离天然甜味剂和多种活性成分的方法，可以通过

连续化的操作同时得到高质量的青钱柳三萜皂

苷、青钱柳黄酮和青钱柳多糖，是对天然资源青

钱柳的一种综合利用方法。本发明方法工艺过程

可操作性强，不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化工

溶剂，无污染，成本低，含量和收率高，实现了青

钱柳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适宜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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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青钱柳中分离多种有效成分的连续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碱水渗漉提取；（2）离心；（3）三萜皂苷的分离；使用大孔吸附树脂柱I对步骤

(2)得到的离心滤液进行三萜皂苷的吸附，流出液I收集待用，大孔吸附树脂柱I先用水洗至

中性，再用醇水溶液洗脱，洗脱液依次经过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流出液经过

浓缩、干燥得三萜皂苷；（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调节步骤(3)的流出液I的pH值至中性，通过

大孔吸附树脂柱II吸附青钱柳黄酮，收集流出液II待用；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I

洗脱，洗脱液减压浓缩干燥，冷却析晶，干燥得青钱柳黄酮；（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

（4）的流出液II纳滤、脱色、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多糖；

步骤（1）中，所述碱水是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中的至少一种的水溶液，溶液的质量百分

比浓度为1.0‑2.0wt%，所述碱水的用量为青钱柳干叶重量的8～15倍，所述渗漉的流速为

0.1～0.5BV/h；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选自D101B、D101C、LX‑11或LX‑60；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选自LX‑17、LX‑28、LX‑38或LSA‑10；

步骤（4）中，所述冷却析晶的条件为，检验浓缩至结晶溶液固形物浓度为15～25wt%，结

晶温度为0～10℃，结晶时间为12～24小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碱性条件下渗漉提取：将青钱柳干叶粉碎，投入渗漉器中，压紧，加入碱水，室温

渗漉提取，得渗漉液；

(2)离心：完成固液分离，得离心滤液；

(3)三萜皂苷的分离：是将步骤（2）的离心滤液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I，收集大孔吸附树

脂柱流出液I待用；用水将大孔吸附树脂柱I洗至中性，再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洗

脱，得洗脱液I；将洗脱液I减压浓缩至无醇，再依次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树脂柱脱色，得脱色

液I；将脱色液I减压浓缩，干燥，得三萜皂苷；

(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将步骤（3）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再通

过大孔吸附树脂柱II，收集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待用；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附树脂柱

II洗脱，得洗脱液II；将洗脱液II减压浓缩，冷却析晶，抽滤，滤饼干燥，得青钱柳黄酮；

(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先用纳滤膜过滤，收集纳

滤截留液；将截留液通过活性炭柱脱色，得脱色液II；将脱色液I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

多糖。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是调节pH

为6.5‑8。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是调节pH为

7‑7.5。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大孔吸附树脂I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

比为0.3～0.5，单位L/kg，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为0.5～

1.0BV/h。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阴离子交换树脂为强

碱性大孔型阴离子交换树脂，选自D945、D941或LSA‑700，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青钱柳干叶的

体积质量比为0.1～0.2，单位L/kg，所述阴离子交换树脂柱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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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2.0BV/h；和/或

阳离子交换树脂为强酸性苯乙烯系阳离子交换树脂，选自001×7、001×8或001×16，

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比为0.1～0.2，单位L/kg，所述阳离子交换树脂

柱的高径比为6～10:1，上柱的流速为0.5～1.0BV/h。

7.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大孔吸附树脂II的体积和青钱柳干叶的

体积质量比为0.3～0.5，单位L/kg，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

为0.5～1.0BV/h。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500

～1000Da，过滤的压力为1.0～2.0Mpa；和/或

所述活性炭目数为100‑200目，用量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比为的0.05～0.12倍，单

位L/kg，所述活性炭柱的高径比为1～3:1，上柱的流速为1.0～1.5B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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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青钱柳中分离多种有效成分的连续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青钱柳天然有效成分的分离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同步从青钱柳中分离

有效成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青钱柳，胡桃科青钱柳属，是一种高大速生乔木，为我国特产。广泛分布于江西、浙

江、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据《中国中药资源志要》记载，其树

叶、树皮、树根可入药，性温，味辛微苦，具有清热消肿、解毒止痛的功能。长期以来，民间有

传统取其叶制茶做饮料，有清热降暑、降血压、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以致延年益寿等功效，

故又称其为甜茶树、神茶树、摇钱树。

[0003] 对青钱柳的活性成分及保健药用功效的研究，直到近代才有深入。

[0004] 青钱柳中的三萜皂苷，如青钱柳苷I(cyclocarioside  I)、青钱柳苷II

(cyclocarioside  II)、青钱柳苷III(cyclocarioside  III)等，属于新型的天然甜味剂，能

够满足高血糖患者对甜味的需求，而不加重病情，同时在降糖、降脂、降压方面具有很好的

作用。其中青钱柳苷I的甜度约是蔗糖的250倍。青钱柳黄酮，能有效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

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扩张冠状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青钱柳多糖具有良好的降

血糖作用，能够有效提高高血糖患者糖耐受量。

[0005] CN108567142A公开了一种青钱柳总黄酮的制备方法，是以青钱柳干叶为原料，经

粉碎、低温酶提取、活性炭脱色、大孔树脂纯化等步骤，获得含量约为80％的青钱柳总黄酮。

该方法获得的总黄酮含量偏低，而且只能得到了一种青钱柳活性成分。

[0006] CN107753552A公开了一种青钱柳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是以青钱柳叶为原料，经

高温水提法或低温逆流水提法、蝶式分离、UHT杀菌过滤、冷冻干燥等步骤，等到青钱柳叶提

取物。该方法得到的是青钱柳叶水溶性成分的混合物，并未将青钱柳中的不同活性成分分

离。

[0007] CN109364119A公开了从青钱柳叶中制备具有降血糖作用的总三萜的方法及应用，

是以青钱柳叶为原料，经乙醇水混合溶剂提取、有机溶剂液液萃取后、聚酰胺柱色谱有机溶

剂洗脱、大孔树脂柱色谱乙醇水洗脱等步骤，得到青钱柳总三萜。该方法得到青钱柳总三萜

的含量偏低，同样只能得到了一种青钱柳活性成分，且大量使用了易燃易爆的有机溶剂，不

适合工业化生产。

[0008] CN110183545A公开了一种青钱柳多糖的提取及脱色方法，是以青钱柳叶为原料，

经水浸泡、复合溶壁酶酶解、超声辅助三级逆流提取、醇沉、水溶解、超声辅助树脂脱色等步

骤，得到青钱柳多糖。该方法同样只能得到了一种青钱柳活性成分，未实现青钱柳资源的综

合利用，且工艺复杂，设备要求高，不适合工业化生产。

[0009] 上述现有技术中往往都是对青钱柳资源中单一组分的提取利用，造成资源的浪

费。

[0010] CN  103694364  A公开了一种青钱柳多糖和黄酮同步提取分离与纯化的方法，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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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钱柳叶预处理后，通过用30％乙醇提取，经过调节浓缩液预处理，稀醇上样、AB‑8号大孔

树脂及D301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的组合串联分离、浓乙醇、0.5mol/L氨水溶液洗脱，经浓

缩、冷冻干燥分别得到纯度较高的黄酮、多糖两种生物活性物质。一方面，改专利虽然提取

了两种有效成分，但还是未能有效提取三萜皂苷类物质，对青钱柳资源利用不够充分；而且

所得到产的纯度和收率都不高，不能满足工业化的实际需求。

[0011] 现有技术中少有涉及总三萜、总黄酮和总多糖的同步提取制备工艺。

[0012] CN  110051726  A公开了一种青钱柳叶中总黄酮和总多糖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具体

是以青钱柳叶为原料，经乙醇水溶剂提取，有机溶剂萃取，通过聚酰胺材料吸附，洗脱浓缩

液获得粗三萜浸膏，在用醇溶液洗脱，得到总黄酮；水提后的青钱柳叶药渣再经热水提取，

沉淀，除蛋白，大孔树脂吸附杂质，得到总多糖。首先，该方法中最终得到的产品纯度和收率

都不高，工业化生产时成本并不具备优势；其次，该方法中实际是醇提青钱柳叶后分别以液

相的有机溶剂和萃取后的药渣作为处理对象，也就是说该方法实际上仍是分别进行的提取

分离处理，并不是一种连续化的生产方法。

[0013] 因此，亟需开发一种能有效综合利用青钱柳原料的方法，能同时对其中有效的，有

经济价值的成分高效、高质地提取出来，并且最终所得产品纯度高，经济价值高。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对青钱

柳为原料，可同时分离多种活性成分的适于工业化的联系化生产方法，且所得的各种活性

成分产品的含量及收率高，工艺过程可操作性强，成本低，不使用易燃易爆有机溶剂、无污

染，可以将青钱柳资源高效综合利用，适宜于工业化生产的从青钱柳中分离天然甜味剂和

活性成分的方法。

[001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从青钱柳中分离多种有效成

分的连续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2)在碱性条件下渗漉提取；(2)离心；(3)三萜皂苷的分离；使用大孔吸附树脂柱I

对步骤(2)得到的离心滤液进行三萜皂苷的吸附，流出液I收集待用，大孔吸附树脂柱I先用

水洗至中性，再用醇水溶液洗脱，洗脱液依次经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柱和阳离子交换树脂柱，

流出液经过浓缩、干燥得三萜皂苷；(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调节步骤(3)的流出液I的pH值

至中性，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II吸附青钱柳黄酮，收集流出液II待用；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

附树脂柱II洗脱，洗脱液减压浓缩干燥，冷却析晶，干燥得青钱柳黄酮；(5)青钱柳多糖的分

离：将步骤(4)的流出液II纳滤、脱色、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多糖；

[0017]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为非极性大孔树脂柱，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为中极性或

极性大孔树脂。

[0018] 在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在碱性条件下渗漉提取：将青钱柳干叶粉碎，投入渗漉器中，压紧，加入碱水，

室温渗漉提取，得渗漉液；

[0020] (2)离心：完成固液分离，得离心滤液；

[0021] (3)三萜皂苷的分离是将步骤(2)的离心滤液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I，收集大孔吸

附树脂柱流出液I待用；用水将大孔吸附树脂柱I洗至中性，再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附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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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I洗脱，得洗脱液I；将洗脱液I减压浓缩至无醇，再依次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树脂柱脱色，

得脱色液I；将脱色液I减压浓缩，干燥，得三萜皂苷。

[0022] (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将步骤(3)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

再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II，收集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待用；用醇水溶液对大孔吸附树

脂柱II洗脱，得洗脱液II；将洗脱液II减压浓缩，冷却析晶，抽滤，滤饼干燥，得青钱柳黄酮。

[0023] (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先用纳滤膜过滤，收

集纳滤截留液；将截留液通过活性炭柱脱色，得脱色液II；将脱色液I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

钱柳多糖。

[0024] 进一步优选地，步骤(4)中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是调节pH为6.5‑8，优选为7‑7.5。

发明人发现，将pH调控在上述范围内，能够在青钱柳黄酮和青钱柳多糖的含量和收率之间

取得较好的平衡。

[0025] 进一步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的碱水是金属氢氧化物的水溶液，具体可以选自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氢氧化钙、碳酸钠和碳酸氢钠中的至少一种的水溶液，碱水溶液的质

量百分比浓度为1.0‑5.0wt％，更优选为1.0‑2.0wt％，所述碱水的用量为青钱柳干叶重量

的8～15倍，所述渗漉的流速为0.1～0.5BV/h。碱水渗漉的目的是，用较少的水量，将青钱柳

干叶中的三萜皂苷和活性成分青钱柳黄酮和青钱柳多糖充分浸出，同时确保杂质较少的浸

出，以减少污水的排放和分离纯化的难度。若碱水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过小、碱水的用量

过少或渗漉的流速过快，都无法达到上述目的；若碱水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过大、碱水的

用量过多或渗漉的流速过慢，都将造成物料和能源的浪费。

[0026] 步骤(2)中，所述卧螺离心机的工作条件没有特别的限定，保证能够固液分离即

可，一般转速为3000～5000r/min，分离因数为2500～4000。

[0027] 步骤(3)中，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选自D101B、D101C、LX‑11或LX‑60。

[0028] 再进一步优选地，大孔吸附树脂I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比为0.3～0.5(L/kg)，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为0.5～1.0BV/h。使用大孔吸附树脂

柱I的目的，是吸附碱性离心滤液中的青钱柳三萜皂苷，而不吸附其中的青钱柳黄酮。若大

孔吸附树脂I的用量过少、大孔吸附树脂柱I的高径比过小或上柱的流速过快，都将导致三

萜皂苷的吸附不充分，造成三萜皂苷的收率偏低；若大孔吸附树脂I的用量过多、大孔吸附

树脂柱I的高径比过大或上柱的流速过慢，都将造成物料和能源的浪费。

[0029] 更进一步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的阴离子交换树脂为强碱性大孔型阴离子交换

树脂，可以举出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D945、D941、LSA‑700，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青钱柳干叶的

体积质量比为0.1～0.2(L/kg)，所述阴离子交换树脂柱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为

0.5～2.0BV/h；所述的阳离子交换树脂为强酸性苯乙烯系阳离子交换树脂，可以举出的例

子包括但不限于001×7、001×8、001×16，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比为

0.1～0.2(L/kg)，所述阳离子交换树脂柱的高径比为6～10:1，上柱的流速为0.5～1.0BV/

h。使用阴、阳离子交换树脂的目的是脱色、脱盐。若离子交换树脂的用量过少、高径比过小

或上柱流速过快，都将导致脱色和脱盐不充分，造成三萜皂苷的含量偏低；若离子交换树脂

的用量过多、高径比过大或上柱流速过慢，都将造成物料和能源的浪费。

[0030] 步骤(2)和步骤(3)中洗脱用到的醇水溶液是低碳醇和水的混合溶液，所述低碳醇

是指碳原子数为1‑4的醇，比如甲醇、乙醇、乙二醇、丙醇、丙二醇、甘油、丁醇、丁二醇中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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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种，优选为乙醇。所述纯水溶液的浓度为50‑80wt％，用量1.5—3.0BV。

[0031] 步骤(4)中，所述的调节pH的酸为稀盐酸或稀硫酸，用酸调节pH值至中性的目的是

将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流出液I中已成盐的青钱柳黄酮转化为游离的分子状态，从而使其

可以被大孔吸附树脂柱II吸附。

[0032] 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选自LX‑17、LX‑28、LX‑38或LSA‑10。

[0033] 再进一步优选地，大孔吸附树脂II的体积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比为0.3～0.5

(L/kg)，所述大孔吸附树脂柱II的高径比为5～8:1，上柱的流速为0.5～1.0BV/h。使用大孔

吸附树脂柱II的目的，是吸附青钱柳黄酮。若大孔吸附树脂II的用量过少、高径比过小或上

柱的流速过快，都将导致青钱柳黄酮的吸附不充分，造成青钱柳黄酮的收率偏低；若大孔吸

附树脂II的用量过多、大孔吸附树脂柱II的高径比过大或上柱的流速过慢，都将造成物料

和能源的浪费。

[0034] 更进一步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冷却析晶的条件为，检验浓缩至结晶溶液固形

物浓度为15～25wt％，结晶温度为0～10℃，结晶时间为12～24小时。若结晶溶液固形物浓

度过低、结晶温度过高或结晶时间过短，都将造成青钱柳黄酮析出不充分，导致青钱柳黄酮

的收率偏低；若结晶溶液固形物浓度过高、结晶温度过低或结晶时间过长，都将造成杂质大

量析出，导致青钱柳黄酮的含量偏低。

[0035] 步骤(5)中，所述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500～1000Da，过滤的压力为1 .0～

2.0Mpa。使用纳滤膜过滤的目的，是除去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中的小分子糖类和盐。若

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过大或者过滤的压力过大，都有可能导致部分多糖分子透过纳滤膜，

造成青钱柳多糖的损失；若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过小或者过滤的压力过小，都将造成小分

子糖类和盐无法完全透过纳滤膜。

[0036] 优选地，步骤(5)中，所述活性炭目数为100‑200目，用量和青钱柳干叶的体积质量

比为的0.05～0.12(L/kg)倍，所述活性炭柱的高径比为1～3:1，上柱的流速为1.0～1.5BV/

h。使用活性炭柱的目的，是除去纳滤截留液中的色素，以进一步提高青钱柳多糖的含量。若

活性炭的用量过少、活性炭柱的高径比过小或上柱的流速过快，都将无法达到充分除去色

素的目的；若活性炭的用量过多、活性炭柱的高径比过大或上柱的流速过慢，不但会造成物

料和能源的浪费，还将造成青钱柳多糖的损耗。

[0037] 本发明方法中，1BV＝1个柱体积。

[0038] 本发明方法的原理是：

[0039] 通过碱水渗漉，可以将青钱柳中的三萜皂苷、黄酮和多糖提取出。通常，三萜皂苷

和黄酮类化合物可以被大孔树脂吸附，而多糖不会被大孔吸附树脂吸附，因此，可以通过大

孔树脂的吸附，将三萜皂苷和黄酮类化合物与多糖类化合物分离。但无法有效分离三萜皂

苷和黄酮类化合物，利用碱性条件下黄酮类化合物与碱反应生成盐，在溶液中呈离子状态，

因而不会被大孔吸附树脂吸附，所以，在碱性条件下，大孔树脂只会吸附三萜皂苷(常温下，

与酸、碱都不发生反应)，而不会吸附成盐的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与碱反应生成盐

是可逆反应，用酸可以使成盐的黄酮类化合物转变为分子状态，恢复其可被大孔树脂吸附

的特性。于是，实现了三者的分离。

[0040] 本发明方法的有益效果如下：

[0041] 一、本发明方法所得产品，三种主要成分的含量和收率都很高，具体而言，青钱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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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萜皂苷的含量在88％以上，收率在90％；青钱柳黄酮的含量在94％以上，收率在85％以

上；青钱柳多糖的含量高达89％，收率90％以上。

[0042] 二、本发明方法提供了一种从青钱柳中分离天然甜味剂和多种活性成分的方法，

可以通过连续化的操作同时得到高质量的青钱柳三萜皂苷、青钱柳黄酮和青钱柳多糖，是

对天然资源青钱柳的一种综合利用方法。

[0043] 三、本发明的方法是一种适合工业化大规模推广的连续化生产方法，全部工艺依

次进行。工艺过程可操作性强，不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化工溶剂，无污染，成本低，含

量和收率高，还实现了青钱柳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适宜于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从青钱柳中分离多种有效成分的连续化方法作进一

步说明。

[0045] 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青钱柳(干叶)购于江西修水，其中，总三萜皂苷、总黄酮、

总多糖的质量含量分别为3.17％、4.36％和3.29％；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离子交换树脂、

大孔吸附树脂均购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原料或化

学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通过常规商业途径获得。

[0046]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采用三

氯化铝比色法测定青钱柳黄酮的含量，采用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青钱柳多糖的含量。

[0047] 实施例1

[0048] (1)渗漉提取：取青钱柳干叶200kg，粉碎，投入渗漉器中，压紧，加入质量百分比浓

度为1.5％的氢氧化钠水溶液2000L，室温渗漉提取，渗漉提取的流速为0.5BV/h，得渗漉液；

[0049] (2)离心：将步骤(1)渗漉液用转速为4000r/min、分离因数为3000的卧螺离心机离

心，得离心滤液；

[0050] (3)青钱柳天然甜味剂的分离：将步骤(2)中离心滤液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D101B，

大孔吸附树脂的用量为80L，高径比为7:1，上柱的流速为1.0BV/h，收集碱性的大孔吸附树

脂柱流出液I待用；用水将大孔吸附树脂柱I冲洗至中性，再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洗脱，

得洗脱液I；将洗脱液I减压浓缩至无醇，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柱D941，用量为30L，阴离子交

换树脂柱的高径比为9:1，上柱的流速为1BV/h；在通过阳离子交换树脂柱001×7，用量为

30L，高径比为9:1，流速为1BV/h，最后得脱色液I；将脱色液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三萜

皂苷6.68kg；

[0051] (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将步骤(3)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流出液I用盐酸调节pH值

至7.5，再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LX‑17，用量为100L，高径比为7:1，上柱的流速为1BV/h，收集

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待用；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I洗脱，得洗脱液II；将洗脱液II

减压浓缩至固形物浓度为20％，在温度为5℃条件下，冷却析晶18小时，抽滤，滤饼干燥，得

青钱柳黄酮8.34kg；

[0052] (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先用截留分子量为

800Da的纳滤膜过滤，过滤的压力为1.5Mpa，收集纳滤截留液；将截留液通过活性炭柱脱色

(活性炭用量为24L，活性炭柱的高径比为3:1，上柱的流速为1.5BV/h，得脱色液II；将脱色

液I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多糖6.73kg；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0917240 B

8



[0053] 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90.20％，

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5 .03％；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

96.39％，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2.19％；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

91.17％，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3.25％。

[0054] 实施例2

[0055] (1)渗漉提取：取青钱柳干叶300kg，粉碎，投入渗漉器中，压紧，加入质量百分比浓

度为2.0％的氢氧化钾水溶液2400L，室温渗漉提取，渗漉提取的流速为0.3BV/h，得渗漉液；

[0056] (2)离心：将步骤(1)渗漉液用转速为3500r/min、分离因数为3000的卧螺离心机离

心，得离心滤液；

[0057] (3)青钱柳天然甜味剂的分离：将步骤(2)离心滤液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LX‑11，大

孔吸附树脂的用量为90L，高径比为5:1，上柱的流速为0.6BV/h，收集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

的流出液I待用；用水将大孔吸附树脂柱冲洗至中性，再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洗脱，得

洗脱液I；将洗脱液I减压浓缩至无醇，再依次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树脂柱脱色(阴离子交换

树脂的型号为D945，用量为60L，高径比为6:1，上柱的流速为0.5BV/h；阳离子交换树脂的型

号为001×8，用量为60L，高径比为6:1，上柱的流速为0.5BV/h)，得脱色液I；将脱色液I减压

浓缩，干燥，得青钱柳三萜皂苷10.03kg；

[0058] (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将步骤(3)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的流出液I用硫酸调节PH

值至7，再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LX‑28，大孔吸附树脂的用量为150L，高径比为6:1，上柱的流

速为0.8BV/h，收集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待用；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I洗脱，得洗

脱液II；将洗脱液II减压浓缩至固形物浓度为25％，在温度为6℃条件下，冷却析晶16小时，

抽滤，滤饼干燥，得青钱柳黄酮12.78kg；

[0059] (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先用截留分子量为

500Da的纳滤膜过滤，过滤的压力为2.0Mpa，收集纳滤截留液；将截留液通过活性炭柱脱色，

活性炭用量为30L，活性炭柱的高径比为2:1，上柱的流速为0.5BV/h，得脱色液II；将脱色液

I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多糖10.00kg；

[0060] 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88.34％，

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3 .17％；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

94.09％，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1.93％；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例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

量89.52％，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0.70％。

[0061] 实施例3

[0062] (1)渗漉提取：取青钱柳干叶100kg，粉碎，投入渗漉器中，压紧，加入质量百分比浓

度为0.1％的氢氧化钙水溶液1500L，室温渗漉提取，渗漉提取的流速为0.1BV/h，得渗漉液；

[0063] (2)离心：将步骤(1)渗漉液用转速为3000r/min、分离因数为2500的卧螺离心机离

心，得离心滤液；

[0064] (3)青钱柳天然甜味剂的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碱性离心滤液通过大孔吸附树脂

柱LX‑60，大孔吸附树脂的用量为50L，高径比为6:1，上柱的流速为0.8BV/h，收集大孔吸附

树脂柱流出液I待用；用水将大孔吸附树脂柱冲洗至中性，再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洗

脱，得洗脱液I；将洗脱液I减压浓缩至无醇，再依次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树脂柱脱色(阴离子

交换树脂的型号为LSA‑700，用量为20L，高径比为8:1，上柱的流速为0.8BV/h；阳离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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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的型号为001×16，用量为20L，高径比为8:1，上柱的流速为0.8BV/h，得脱色液I；将脱

色液I减压浓缩，干燥，得青钱柳三萜皂苷3.12kg；

[0065] (4)青钱柳黄酮的分离：将步骤(3)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的流出液I用盐酸调节pH

值至7.5，再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LSA‑10，大孔吸附树脂的用量为30L，高径比为8:1，上柱的

流速为0.5BV/h，收集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待用；用乙醇对大孔吸附树脂柱II洗脱，得

洗脱液II；将洗脱液II减压浓缩至固形物浓度为15％，在温度为2℃条件下，冷却析晶24小

时，抽滤，滤饼干燥，得青钱柳黄酮4.08kg。

[0066] (5)青钱柳多糖的分离：将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流出液II先用截留分子量为

1000Da的纳滤膜过滤，过滤的压力为1.0Mpa，收集纳滤截留液；将截留液通过活性炭柱脱

色，活性炭用量为8L，高径比为2.5:1，上柱的流速为1BV/h，得脱色液II；将脱色液II减压浓

缩，干燥，得青钱柳多糖3.37kg。

[0067] 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91.89％，

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0 .44％；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

94.27％，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88.21％；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

93.83％，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6.11％。

[0068] 实施例4

[0069]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的流出液I用盐

酸调节pH值至6.5，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

皂苷的含量为90.15％，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4.98％；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

钱柳黄酮的含量为94.26％，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0.47％；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

青钱柳多糖的含量91.19％，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3.26％。

[0070] 实施例5

[0071]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4)大孔吸附树脂柱碱性的流出液I用盐

酸调节pH值至8，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

苷的含量为90.24％，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5.13％；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

柳黄酮的含量为94.61％，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1.85％；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

钱柳多糖的含量91.13％，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1.57％。

[0072] 实施例6

[0073]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1)中NaOH溶液浓度为3wt％，流速为

0.8BV/h，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

量为90.41％，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86.27％；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

的含量为95.75％，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85.61％；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

糖的含量91.26％，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88.60％。

[0074] 实施例7

[0075]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3)中大孔吸附树脂柱D101B用量改为

50L，高径改为4:1。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

皂苷的含量为90.13％，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84.85％；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

钱柳黄酮的含量为95.27％，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1.47％；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

青钱柳多糖的含量91.05％，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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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实施例8

[0077]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3)中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柱D941用量改

为15L，流速为0.6BV/h；阳离子交换树脂柱001×7用量改为15L，流速改为0.6BV/h。最终得

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85.62％，青

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1 .67％；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

95.55％，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1.83％；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

91.21％，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3.31％。

[0078] 实施例9

[0079]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4)中打孔吸附树脂柱LX‑17用量改为

120L，流速改为0.8BV/h。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

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90.22％，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95.14％；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

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96.36％，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2.08％；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

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91.06％，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3.27％。

[0080] 对比例1

[0081]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1)改为醇提，具体是以1500L的50％乙醇

水溶液为提取溶剂，先浸泡4h，微沸状态下保温2h，再用0.5mol/L氨水调节pH为9左右。最终

得到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89.83％，

青钱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87 .37％；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

94.51％，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85.72％；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

91.03％，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87.64％。

[0082] 对比例2

[0083]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3)中大孔吸附树脂柱D101B吸附洗脱后，

取消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的步骤，洗脱液直接进行减压浓缩，干燥。最终得到

产品，经香草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82.51％，青钱

柳三萜皂苷的收率为85.38％；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96.27％，

青钱柳黄酮的收率为92.12％；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91.13％，

青钱柳多糖的收率为93.14％。

[0084] 对比例3

[0085] 其他操作和实施例1相同，区别在于步骤(4)中得到洗脱液II后；将洗脱液II减压

浓缩至固形物浓度为20％，再冷冻真空干燥得到青钱柳黄酮产品。最终得到产品，经香草

醛‑高氯酸比色法检测，本实施例所得青钱柳三萜皂苷的含量为90.18％，青钱柳三萜皂苷

的收率为94.97％；经三氯化铝比色法检测，所得青钱柳黄酮的含量为92.53％，青钱柳黄酮

的收率为86.35％；经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所得青钱柳多糖的含量91.13％，青钱柳多糖

的收率为93.25％。

[0086] 上述详细说明是针对本发明其中之一可行实施例的具体说明，该实施例并非用以

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于本发明技术

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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