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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富硒螺旋藻粉及其制备方

法，组成如下：螺旋藻提取物60-80份，荞麦粉20-

30份，枸杞提取物10-15份，槐米芦丁黄酮2-6份，

富硒酵母提取物6-10份；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

取方法如下：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

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80目筛；S2.双水相

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

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15-25%，碳酸钾5-8%，硫

酸铵3-6%，余量为水；S3.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

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40-60℃

下混合，搅拌0.5-1h，静置30-45min，分层；S4.分

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

芦丁黄酮。本发明将螺旋藻和槐米芦丁进行深度

加工，分别制得螺旋藻酶解提取物和槐米芦丁黄

酮，然后与其它组分复配，营养价值高，具有极大

的营养保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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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富硒螺旋藻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

藻提取物60-80份，荞麦粉20-30份，枸杞提取物10-15份，槐米芦丁黄酮2-6份，富硒酵母提

取物6-10份；

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8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15-

25%，磷酸氢二钾5-8%，硫酸铵3-6%，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40-60℃下混合，搅

拌0.5-1h，静置30-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富硒螺旋藻粉由下列重量份

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70份，荞麦粉25份，枸杞提取物12份，槐米芦丁黄酮4份，富

硒酵母提取物8份；

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

20%，磷酸氢二钾6%，硫酸铵5%，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50℃下混合，搅拌

0.6h，静置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原料粉末与所

述双水相体系的质量比为1:10-1: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

所述螺旋藻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将新鲜采摘的螺旋藻，清洗干净后，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

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2.0%，抑菌剂0.5-0.8%；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螺旋藻于60-7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形

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0-50℃，pH调整至6.5-7.2；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螺旋藻原料湿重2-5%的复合酶酶解45-60min，酶解过

程中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

灭酶，离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3000-4500Da。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葡聚糖的比旋光度为

180-185，平均分子量为4100-4200，氧化度为130-135%，所述抗氧化剂为还原型谷胱甘肽或

者抗坏血酸，所述抑菌剂为蜂胶粉。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

或菠萝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按质量比6-8: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000U/g。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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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富硒酵母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离心收集发酵获得的富硒酵母，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2.0%，抑菌剂0.5-0.8%；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富硒酵母于70-8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

均质后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5-55℃，pH调整至6.5-7.5；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富硒酵母原料湿重2-5%的复合酶酶解45-60min，酶解

过程中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

灭酶，离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4000-6000Da。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复合酶由菠萝蛋白

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按质量比8-10: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500U/g。

9.根据权利要求4或7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组织保护液的重量百分

比组成为：  2.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5%，抑菌剂0.6%。

10.一种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富硒螺旋藻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

备方法如下：将配方量的螺旋藻提取物、荞麦粉、枸杞提取物、槐米芦丁黄酮和富硒酵母提

取物混合均匀，过80-100目筛，真空封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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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螺旋藻粉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富硒螺旋藻粉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营养保健品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螺旋藻是一类低等光能自养型生物，它们由单细胞或多细胞组成的丝状体，呈疏

松或紧密的有规则的螺旋旋形弯曲，故而得名。螺旋藻富含多种蛋白质、多种维生素、矿物

质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被认为是人类未来最为理想的食品。螺旋藻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

分：其中β-胡萝卜素、叶绿素、叶黄素、藻多糖和藻蓝蛋白等，具有很多独特的生化性质和生

理功能。

[0003] β-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重要来源，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活性。 

叶黄素具有抗氧化和保护视网膜的功能，被称为“植物黄金”。  藻蓝蛋白是一种普遍存在于

蓝藻细胞中的光合辅助色素，能高效捕捉光能，是一种特殊的天然色素蛋白，呈深蓝色粉末

状，具有水溶性。藻蓝蛋白可作为天然的色素添加剂  应用于食品和化妆品。

[0004]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天然有机化合物，是植物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

的一类次生代谢产物，它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及羊齿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中，在植

物体内大部分与糖结合成苷类或碳糖基的形式存在，也有的以游离形式存在。黄酮类化合

物的医药价值很高，能降低血管的脆性、改善血管的通透性、降低血脂和胆固醇，能有效防

治高血压、脑溢血、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许多黄酮类成分具有止咳、祛痰、平喘及抗菌的

作用，同时具有护肝、治疗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及抗自由基氧化作用。

[0005] 硒是联合国卫生组织所确定的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是人和动物体内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的辅助因子，GSHPX广泛存在于生命机体的

肝、肾、心、肺等，硒代替半胱氨酸为该酶提供其活性中心的必需基团，GSHPX利用谷胱甘肽

使有毒性的过氧化物还原为无害的羟基化合物，使过氧化物分解，清除活性自由基部位，保

护细胞膜结构和功能，修复分子损伤。因此，硒元素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衰老、增强机体免

疫力等多种生物学功能。

[0006] 目前国内螺旋藻厂家的产品主要以螺旋藻粉为主，针对螺旋藻的深度加工和与其

它功能性原料复配（如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和富硒酵母提取物）的深加工产品较少，本发明旨

在解决这一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富硒螺旋藻粉，该速溶粉与天

然黄酮提取物复配，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具有极大的营养保健价值。

[0008]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富硒螺旋藻粉的制备方法。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富硒螺旋藻粉，所述螺旋藻速溶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60-80

份，荞麦粉20-30份，枸杞提取物10-15份，槐米芦丁黄酮2-6份，富硒酵母提取物6-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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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8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15-

25%，磷酸氢二钾5-8%，硫酸铵3-6%，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40-60℃下混合，搅

拌0.5-1h，静置30-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0010] 黄酮类化合物的医药保健价值很高，能降低血管的脆性、改善血管的通透性、降低

血脂和胆固醇，能有效防治高血压、脑溢血、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另外，许多黄酮类成分

具有止咳、祛痰、平喘及抗菌的作用，同时具有护肝、治疗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及抗

自由基氧化作用。

目前常用黄酮提取的方法有醇提法、微波提取法、超临界萃取技术、膜分离法等方法，

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具有步骤较繁琐、能耗高、产率较低、溶剂使用量大、溶剂挥发、提取时

间较长，无法应对黄酮受热易分解，稳定性弱的缺点。

[0011] 本发明以无机盐代替高聚物的普通有机物双水相体系，适用于极性物质的提取和

纯化，分相迅速，分相时间短，萃取时间短，萃取效率高，六甲基磷酰三胺呈碱性，有利于黄

酮类物质在双水相体系中选择性分配于上相，萃取效率高，纯化效果好。另外，在常温下进

行，条件温和，产物纯度较高，收率高。

[0012] 优选的，所述螺旋藻速溶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70份，荞

麦粉25份，枸杞提取物12份，槐米芦丁黄酮4份，富硒酵母提取物8份；

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

20%，磷酸氢二钾6%，硫酸铵5%，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50℃下混合，搅拌

0.6h，静置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原料粉末与所述双水相体系的质量比为1:10-1:15。

[0014] 优选的，所述螺旋藻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将新鲜采摘的螺旋藻，清洗干净后，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

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2.0%，抑菌剂0.5-0.8%；

氧化葡聚糖是天然葡聚糖经高碘酸钠氧化后得到的一种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含多醛

基，具有良好的稳定交联性能，且生物相容性极好，与其它纤维组分能极好的相容。本申请

的发明人实践中发现，氧化葡聚糖含有的多个醛基能与螺旋藻粗纤维中裸露的高反应活性

的基团进行交联反应，起到分子间架桥分散剂的作用，提高后续酶解原液的稳定性和酶解

效果，提高产品的品质。

[0015]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螺旋藻于60-7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

匀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0-50℃，pH调整至6.5-7.2；利用冻融的方法

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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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螺旋藻原料湿重2-5%的复合酶酶解45-60min，酶解过

程中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

灭酶，离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3000-4500Da。

[0016] 优选的，所述氧化葡聚糖的比旋光度为180-185，平均分子量为4100-4200，氧化度

为130-135%，所述抗氧化剂为还原型谷胱甘肽或者抗坏血酸，所述抑菌剂为蜂胶粉，组织保

护液的协同作用，避免酶解过程酶解液变质，以及滋生细菌；

优选的，所述步骤S3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或菠萝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按质量比6-8:

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000U/g。

[0017] 优选的， 所述富硒酵母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离心收集发酵获得的富硒酵母，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2.0%，抑菌剂0.5-0.8%；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富硒酵母于70-8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

均质后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5-55℃，pH调整至6.5-7.5；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富硒酵母原料湿重2-5%的复合酶酶解45-60min，酶解

过程中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

灭酶，离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4000-6000Da。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复合酶由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按质量比

8-10: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500U/g。

[0019] 优选的，所述组织保护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 .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

1.5%，抑菌剂0.6%。

[0020] 富硒螺旋藻粉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如下：将配方量的螺旋藻提取物、荞麦

粉、枸杞提取物、槐米芦丁黄酮和富硒酵母提取物混合均匀，过80-100目筛，真空封装即可。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将螺旋藻和槐米芦丁进行深度加工，分别制得螺旋

藻提取物、富硒酵母提取物和槐米芦丁黄酮，其中槐米芦丁中黄酮含量高，然后与其它组分

复配，制成螺旋藻速溶粉，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具有极大的营养保健价值。

[0022] 另外，本发明以无机盐代替高聚物的普通有机物双水相体系，适用于极性物质的

提取和纯化，分相迅速，分相时间短，萃取时间短，萃取效率高，六甲基磷酰三胺呈碱性，有

利于黄酮类物质在双水相体系中选择性分配于上相，萃取效率高，纯化效果好。另外，在常

温下进行，条件温和，产物纯度较高，收率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0024] 实施例1：

富硒螺旋藻粉，所述螺旋藻速溶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60份，

荞麦粉20份，枸杞提取物10份，槐米芦丁黄酮2份，富硒酵母提取物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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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

15%，磷酸氢二钾5%，硫酸铵3%，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40℃下混合，搅拌

1h，静置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所述步骤S3中原料粉末与所述双水相体系的质量比为1:10；

所述螺旋藻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将新鲜采摘的螺旋藻，清洗干净后，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抑菌剂0.5%；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螺旋藻于6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形成稳

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0℃，pH调整至6.5；利用冻融的方法破壁；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螺旋藻原料湿重2%的复合酶酶解45min，酶解过程中维

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心，获得离心

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3000Da。

[0025] 所述氧化葡聚糖的比旋光度为180-185，平均分子量为4100-4200，氧化度为130-

135%，所述抗氧化剂为还原型谷胱甘肽或者抗坏血酸，所述抑菌剂为蜂胶粉，组织保护液的

协同作用，避免酶解过程酶解液变质，以及滋生细菌；所述步骤S3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或菠

萝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按质量比6: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000U/g。

[0026] 所述富硒酵母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离心收集发酵获得的富硒酵母，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1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的

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0%，抑菌剂0.5%；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富硒酵母于7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均

质后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5℃，pH调整至6.5；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富硒酵母原料湿重2%的复合酶酶解45-60min，酶解过

程中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心，获得

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4000-6000Da。

[0027] 所述步骤S3中复合酶由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按质量比8:1组

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500U/g。

[0028] 将配方量的螺旋藻提取物、荞麦粉、枸杞提取物、槐米芦丁黄酮和富硒酵母提取物

混合均匀，过80目筛，真空封装即可。

[0029] 实施例2

富硒螺旋藻粉，所述螺旋藻速溶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80份，

荞麦粉30份，枸杞提取物15份，槐米芦丁黄酮6份，富硒酵母提取物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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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8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

25%，磷酸氢二钾8%，硫酸铵6%，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60℃下混合，搅拌

0.5h，静置30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

[0030] 所述步骤S3中原料粉末与所述双水相体系的质量比为1:15；

所述螺旋藻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将新鲜采摘的螺旋藻，清洗干净后，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2.0%，抑菌剂0.8%；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螺旋藻于7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形成稳

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50℃，pH调整至7.2；利用冻融的方法破壁；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螺旋藻原料湿重5%的复合酶酶解60min，酶解过程中维

持pH恒定，复合酶为木瓜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心，获得离心

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4500Da。

[0031] 所述氧化葡聚糖的比旋光度为180-185，平均分子量为4100-4200，氧化度为130-

135%，所述抗氧化剂为还原型谷胱甘肽或者抗坏血酸，所述抑菌剂为蜂胶粉，组织保护液的

协同作用，避免酶解过程酶解液变质，以及滋生细菌；所述步骤S3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或菠

萝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按质量比8: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000U/g。

[0032] 所述富硒酵母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离心收集发酵获得的富硒酵母，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3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的

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5.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2.0%，抑菌剂0.8%；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富硒酵母于80℃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均

质后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55℃，pH调整至7.5；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富硒酵母原料湿重5%的复合酶酶解60min，酶解过程中

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心，获得离心

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6000Da，所述步骤S3中复合酶由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按质

量比10: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500U/g。

[0033] 将配方量的螺旋藻提取物、荞麦粉、枸杞提取物、槐米芦丁黄酮和富硒酵母提取物

混合均匀，过80-100目筛，真空封装即可。

[0034] 实施例3

富硒螺旋藻粉，所述螺旋藻速溶粉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加工而成：螺旋藻提取物70份，

荞麦粉25份，枸杞提取物12份，槐米芦丁黄酮4份，富硒酵母提取物8份；

所述槐米芦丁黄酮的提取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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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原料粉粹：将槐米芦丁原料干燥至含水率低于8%，粉碎，过60目筛；

S2双水相提取液配制：所述双水相提取液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如下：六甲基磷酰三胺

20%，磷酸氢二钾6%，硫酸铵5%，余量为水；

S3  提取：将步骤S1粉碎后的原料粉末与步骤S2所配制的提取液在50℃下混合，搅拌

0.6h，静置45min，分层；

S4  分离：取上层有机相进行浓缩，析出晶体即为槐米芦丁黄酮，所述步骤S3中原料粉

末与所述双水相体系的质量比为1:12；

所述螺旋藻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将新鲜采摘的螺旋藻，清洗干净后，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2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2.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5%，抑菌剂0.6%；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螺旋藻于65℃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形成稳

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45℃，pH调整至7.0；利用冻融的方法破壁；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螺旋藻原料湿重3%的复合酶酶解50min，酶解过程中维

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中性纤维素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

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3600Da。

[0035] 所述氧化葡聚糖的比旋光度为180-185，平均分子量为4100-4200，氧化度为130-

135%，所述抗氧化剂为还原型谷胱甘肽或者抗坏血酸，所述抑菌剂为蜂胶粉，组织保护液的

协同作用，避免酶解过程酶解液变质，以及滋生细菌，所述步骤S3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与中

性纤维素酶按质量比7:1组成，复合酶的酶活不低于2000U/g。

[0036] 所述富硒酵母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S1:离心收集发酵获得的富硒酵母，浸润组织保护液，冷冻2h保藏，所述组织保护液的

重量百分比组成为：2.0%的氧化葡聚糖，抗氧化剂1.5%，抑菌剂0.6%；

S2:酶解原液备置：将步骤S1冷冻保藏的富硒酵母于75℃的热水中，充分搅拌混匀，均

质后形成稳定的酶解原液，酶解原液温度调整至50℃，pH调整至7.0；

S3：向步骤S2的酶解原液中加入富硒酵母原料湿重3%的复合酶酶解50min，酶解过程中

维持pH恒定，复合酶为菠萝蛋白酶或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的混合物，酶解完成灭酶，离

心，获得离心清液；

S4：步骤S3的离心清液，采用超滤膜超滤，透过液经浓缩、喷雾干燥即可，所述超滤膜的

截留分子量为5000Da。

[0037] 所述步骤S3中复合酶由木瓜蛋白酶与β-葡聚糖酶按质量比9:1组成，复合酶的酶

活不低于2500U/g。

[0038] 将配方量的螺旋藻提取物、荞麦粉、枸杞提取物、槐米芦丁黄酮和富硒酵母提取物

混合均匀，过80-100目筛，真空封装即可。

[003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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