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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

工艺，属于生物科技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a.

将囤积的小桐子叶自然风干或用烘干机烘干,采

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后尺寸≤5mm，常温保

存；b.将1.0～5.0kg过筛后的小桐子叶分散于10

～50L乙醇/水混合溶液中提取，边搅拌边超声处

理；c.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

乙醇后，加入1～5L醋酸水溶液或盐酸水溶液浸

泡0.5～1.0h；过滤，得到黄色的水相；d.反复进

行2～4次；e.将步骤d中得到的水相中加入氢氧

化钠等碱性水溶液，调节pH值至10.0左右；f.将

步骤e中合并的混合溶液过滤或真空泵抽滤后，

再用等体积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萃取3次，

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蒸所得即为生物

粗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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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囤积的小桐子叶自然风干或用烘干机烘干,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后尺寸≤

5mm，常温保存；

b.将1.0～5.0kg过筛后的小桐子叶分散于10～50L乙醇/水混合溶液中提取，边搅拌边

超声处理；

c.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5L醋酸水溶液或盐酸水溶

液浸泡0.5～1.0h；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相；

d.按步骤b-c的过程反复进行2～4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e.将步骤d中得到的水相中加入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水溶液，调节pH值至10.0左右；

f.将步骤e中合并的混合溶液置于含有滤布或滤网的容器中，自然过滤或真空泵抽滤

后，再用1/3～1/2与过滤或真空泵抽滤后的混合溶液等体积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萃取

3次，有机相静置30-9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蒸所得即为生物粗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

用烘干机烘干时，烘干温度为50～80℃，烘干时间为8～18小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中，

乙醇/水混合溶液的体积比为100：0～20：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中，

超声的功率为50～500W，超声时间为10～6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c中，

所述醋酸水溶液的浓度为2.0～10％，所述盐酸水溶液的浓度为1.0～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e中，

真空泵抽滤的压力为0.04～0.10Mpa。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e中，

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为二氯甲烷、氯仿、乙酸乙酯、正己烷、乙醚和环己烷中的一种或

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f中，

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水溶液的浓度为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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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科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小桐子俗名麻风树、膏桐、黑皂树、木花生、油芦子、老胖果、麻烘罕等，属于大戟科

麻风树，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麻风树的叶可以入药，性味苦、微寒、有毒，主治跌打肿痛、骨

折、皮肤瘙痒、湿疹和急性肠胃炎等症。中外学者都对小桐子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迄今为止，采用多种分离材料和分离技术，已报到的生物活性成分有萜类、木质素、香豆

素类、黄酮类、生物碱类、蛋白质类、木脂素类和植物甾醇等类型的化合物。二萜是该属植物

的主要成分，其中麻疯素有抗白血病、抗鼻咽癌的作用。一些研究小组也报道了稀有的环状

肽，它们是已知的抗菌、抗癌、抗肿瘤、协同致癌物和免疫抑制剂。小桐子种子中存在的环叶

皂苷类化合物Curcacyline  A和B具有抗肿瘤作用。此外，类似凝集素和蓖麻毒素作用机制

的毒蛋白A和B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0003] 小桐子具有广泛的民族植物学特征和生态适应性，其中生物硷很少得到开发利

用。小桐子叶中存在的生物硷，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具有显著的功能和结构多样性。这种化

合物很难从天然植物中分离和鉴定。关于该属生物硷的鉴定和表征的报道尚有限。目前，仅

报道了6种源于麻疯树属的生物硷。关于从麻疯树麻疯中分离和鉴定生物硷，以及麻疯树麻

疯的各种药用价值，缺乏完整系统的提取工艺和报告。目前对小桐子生物硷的研究较少。

发明内容

[0004] 目前，生物粗硷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具有潜在的需求和应用价值，而目前小桐子叶

中生物碱的提取尚未有成熟的工艺方法，且因小桐子叶中的生物粗硷含量较低，本专利提

供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采取酸溶硷沉法对小桐子叶中的生物粗硷进行充分

提取，以实现小桐子叶的充分开发利用。碘化铋钾显色粗略判断生物粗硷的存在，并通过气

质联用仪(GC-MS)进行分析鉴别。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 .将囤积的小桐子叶自然风干或用烘干机烘干,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后尺

寸≤5mm，常温保存；

[0008] b.将1.0～5.0kg过筛后的小桐子叶分散于10～50L乙醇/水混合溶液中提取，边搅

拌边超声处理；

[0009] c.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5L醋酸水溶液或盐酸

水溶液浸泡0.5～1.0h；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相；

[0010] d.按步骤b-c的过程反复进行2～4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11] e.将步骤d中得到的水相中加入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水溶液，调节pH值至10.0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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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f .将步骤e中合并的混合溶液置于含有滤布或滤网的容器中，自然过滤或真空泵

抽滤后，再用1/3～1/2与过滤或真空泵抽滤后的混合溶液等体积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

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30-9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蒸所得即为生物粗硷。

[0013]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a中，用烘干机烘干时，烘干温度为50～80℃，烘干

时间为8～18小时。

[0014]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b中，乙醇/水混合溶液的体积比为100：0～20：80。

[0015]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b中，超声的功率为50～500W，超声时间为10～

60min。

[0016]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c中，所述醋酸水溶液的浓度为2.0～10％，所述盐

酸水溶液的浓度为1.0～5.0％。

[0017]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e中，真空泵抽滤的压力为0.04～0.10Mpa。

[0018]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e中，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为二氯甲烷、氯仿、

乙酸乙酯、正己烷、乙醚和环己烷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更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是，在步骤f中，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水溶液的浓度为5.0～

40％。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提供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采取酸溶硷沉法对小桐子叶

中的生物粗硷进行充分提取，以实现小桐子叶的充分开发利用。碘化铋钾显色粗略判断生

物粗硷的存在，并通过气质联用仪(GC-MS)进行分析鉴别。

[0022] (2)在国家能源发展需求和逐步占据国际生物能源领域方面，小桐子最具有发展

潜力。大量的小桐子叶如不加以利用，会腐烂而舍弃掉，而本发明将其提取后的生物粗硷，

可增加一条有效的利用途径。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桐子叶生物粗硷的提取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GC-MS检测生物粗硷的总离子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

实施例，并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所用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将小桐子叶自然风干。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5.0mm，常温

保存。取1.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10L无水乙醇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率为500W，

超声时间2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0L含有10％的醋

酸水溶液，浸泡0.5h，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相。

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28]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1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3.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1MPa，再用1.0L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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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甲烷萃取3次，静置6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1.01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29] 实施例2：

[0030]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60℃烘18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2.0mm，常

温保存。取1.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10L乙醇/水(95:5)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率

为500W，超声时间2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950mL含有

10％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溶

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31]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1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3.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1MPa，再用1.0L二

氯甲烷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6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

量为1.13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32] 实施例3：

[0033]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70℃烘12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3.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90:1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300W，超声时间3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9L含有

8％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溶

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34]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2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5MPa，再用2.0L氯

仿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9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2.64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35] 实施例4：

[0036]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80℃烘8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5.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70:3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300W，超声时间4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4L含有

4％的盐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溶

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37]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20％氢氧化钾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5MPa，再用2.0L氯

仿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9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3.05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38] 实施例5：

[0039]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80℃烘9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3.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70:3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100W，超声时间8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4L含有

10％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溶

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40]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4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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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5MPa，再用3.0L氯

仿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3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3.23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41] 实施例6：

[0042]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80℃烘7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2.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30:7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500W，超声时间2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600mL含

有20％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

溶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43]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3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2MPa，再用3.0L氯

仿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5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4.86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44] 实施例7：

[0045]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80℃烘8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1.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20:8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500W，超声时间2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400mL含

有15％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

溶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46]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2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3MPa，再用2.0L氯

仿萃取2次，有机相静置5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6.89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47] 实施例8：

[0048] 将小桐子叶用烘干机80℃烘7小时。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尺寸≤2.0mm，常

温保存。取2.0kg的小桐子叶，分散于20L乙醇/水(50:50)中，边搅拌边超声处理，超声的功

率为500W，超声时间30min。过滤除去残渣，所得黄色溶液经旋蒸除去乙醇后，加入1000mL含

有15％的醋酸水溶液中，使其中的酸化的生物硷完全溶解于水中，滤纸过滤，得到黄色的水

溶液。此过程反复进行2次，将黄色的水相合并集中在一起。

[0049] 过滤后的水相中加入20％氢氧化钠水溶液，调节pH值为10左右。将合并后的6.0L

水相置于含有滤布抽滤瓶中，真空泵抽滤以去除残渣，真空泵的压力为0.3MPa，再用2.0L氯

仿萃取3次，有机相静置50min，合并的有机相经干燥、过滤，旋干所得即为生物粗硷，质量为

4.96g。所得粗生物碱用碘化铋钾试剂显色，结果为橘红色。

[0050] 如图2所示，将本发明制备的生物粗硷采用GC-MS方法获得的生物粗硷的总离子流

图可知，其主要成分(含量大于4％)的化学结构信息见表1

[0051] 表1为生物粗硷主要成分化学结构信息(含量大于4％)。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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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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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使用不同比例的乙醇/水的体积是小桐子叶重量的10倍，旋

蒸除去乙醇后，用等小桐子叶重量的含醋酸的水溶液体积进行浸泡，可以选择1/3-1/2体积

的低沸点水不溶性有机溶剂作为萃取相，最后的生物粗硷选择碘化铋钾溶液进行喷洒显

色。

[0056] 上述实施例表明，因本发明所选择的酸溶硷沉方法提取生物硷，通过碘化铋钾显

色的方法可快速判断所提取的生物碱样品，具有极大的便捷性，使得提取效率极大改善。本

提取方法，可推广到其它的生物硷提取分析中，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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