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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采用热水法提取火龙果花多糖棳研究不同的加热温度暍料水比暍加热时间等棾个单因素对火龙果花多

糖提取量的影响棳采用斕椆 棬棾棾棭正交试验确定 佳提取工艺参数暎结果表明椇在加热温度椆棸曟暍料水比棻暶棾 暍
加热时间棾旇的条件下棳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效果 好棳为 灡椄椃旐旂暏旂棴棻暎
关键词椇火龙果花椈多糖椈提取椈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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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火龙果花又名霸王花暍剑花暍量天尺花等棳是

仙 人 掌 科 量 天 尺 属 或 蛇 鞭 柱 属

植物椲棻棴棽椵棳原产哥斯达黎加暍尼加拉

瓜暍墨西哥暍古巴等中美洲沙漠地区棳现人工栽培

遍及墨西哥暍古巴暍以色列暍越南暍泰国暍中国暍
美国等棽棸多个国家椲棾棴棿椵暎火龙果花朵巨大 棬直径

棽 斻旐棳全长棿 斻旐左右棭棳单花重棽棸棸暙椂棸棸旂棳被

称为 暟霸王花暠暎火龙果花期长达椃个月棳平均棻
暙棽棸斾就可长出一批花苞棳一般棻年可开棻棽暙棻棾
次棳多者可达到棻 次棳而棻个结果枝可生出十几

个花苞棳以一般留果棾暙 个计棳每椂椂椃旐棽疏花约

椄棸棸棸个棳计棿棸棸棸暙棿椄棸棸旊旂椲椵暎研究发现棳火龙

果花营养丰富暍药用成分广泛棳具有抑菌消炎暍润

肺止咳暍降血糖暍降血脂暍预防便秘等功效暎近年

来棳对火龙果花的研究较多棳涉及火龙果花的干

制椲椂棴椄椵暍保健饮料制作椲椆棴棻棸椵暍营养成分分析椲棻棻棴棻椆椵

等方面棳而对火龙果花多糖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暎本

研究以双蒸水为提取溶剂棳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

上棳采用正交试验进行火龙果花多糖提取工艺研

究棳寻求 佳的提取工艺条件棳为深入开展火龙果

花多糖研究暍拓宽火龙果花综合利用途径奠定基础

和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火龙果花于棽棸棻棽年棻棸月采自福建省莆田市天

成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棳鲜花在椂棸曟下干燥椄旇棳
水分含量棻棽棩暎试验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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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灡棽暋仪器与设备

斈斎斍灢椆棻棿棾斅斢灢栿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棬上海

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棭棳斅斢斄棻棽棿斢电子分析

天平 棬德国赛多利斯仪器公司棭棳电热恒温水浴锅

棬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棭棳斘斿旓旀旛旂斿棻椄斠台式

高速冷冻离心机 棬香港力康生物医疗科技控股集

团棭棳斣椂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棬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棭暎
棻灡棾暋试验方法

棻灡棾灡棻暋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工艺暋火龙果花干燥

曻粉碎 曻 水浴浸提 棬椆棸曟棭曻 离心 棬椃棸棸棸旘暏
旐旈旑棴棻棳棻棸旐旈旑棭曻收集上清液曻醇析曻沉淀曻冷

冻干燥曻多糖粗品暎
棻灡棾灡棽暋单因素试验暋 棬棻棭加热温度椇称取棸灡棿旂
火龙果干花棳在料水比棻暶棾 暍加热时间棽旇条件

下棳研究不同加热温度 棬椃 暍椄棸暍椄 暍椆棸暍椆 曟棭
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椈棬棽棭料水比椇称取

棸灡棿旂火龙果干花棳在温度椆棸曟暍加热时间棽旇条

件下棳研究不同料水比棬旝棷旜棭棬棻暶棽 暍棻暶棾 暍棻暶
棿 暍棻暶 暍棻暶椂 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椈
棬棾棭加热时间椇称取棸灡棿旂火龙果干花棳在温度

椆棸曟暍料水比棻暶棾 条件下棳研究不同加热时间

棬棻暍棽暍棾暍棿暍 旇棭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

响暎
棻灡棾灡棾暋正交试验暋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棳确定加

热温度暍料水比暍加热时间的三因素三水平正交试

验设计棳采用 斕椆 棬棾棾棭正交表进行试验棳确定火

龙果花多糖的 佳提取工艺参数暎
棻灡棾灡棿暋火龙果花多糖含量的测定暋标准曲线的绘

制椇精确称取干燥至恒重的分析纯葡萄糖棻灡棸棸棸棸
旂棳定容至棻棸棸棸旐斕棳分别吸取棸灡棸暍棸灡棽暍棸灡棿暍
棸灡椂暍棸灡椄旐斕棳各以双蒸水补齐棻灡棸旐斕棳然后加

入 棩苯酚溶液棻旐斕棳再加入浓硫酸 旐斕棳以棻
旐斕双蒸水暍棻旐斕 棩苯酚溶液暍 旐斕浓硫酸混

合作为空白对照棳在棿椆棸旑旐 下测定吸光值暎以吸

光度 棬 棭为纵坐标棳葡萄糖浓度 棬 棭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棳并得出回归方程为椇 椊椃灡棾 棴
棸灡棸棾棸椂椃 棬棽椊棸灡椆椆椆椆棭暎

样品测定椇吸取样液棻灡棸旐斕棳按上述步骤依

次加入 棩苯酚暍浓硫酸棳在棿椆棸旑旐 下测定吸光

值棳以标准曲线计算多糖提取量暎
多糖提取量棬旐旂暏旂棴棻棭椊棬暳 暳稀释倍数棭棷
其中棳 椇多糖溶液含量 棬旐旂暏旐斕棴棻棭椈 椇

多糖溶液体积 棬旐斕棭椈 椇多糖样品质量 棬旂棭暎

表棻暋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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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因素

斄加热温度
棷曟 斅料水比 斆加热时间

棷旇
棻 棻棬椄棸棭 棻棬棻暶棽 棭 棻棬棽棭
棽 棽棬椄 棭 棽棬棻暶棾 棭 棽棬棾棭
棾 棾棬椆棸棭 棾棬棻暶棿 棭 棾棬棿棭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单因素试验

棽灡棻灡棻暋加热温度暋试验结果棬图棻棭可知棳温度在椃
暙椆棸曟时棳多糖的提取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棳在
椆棸曟时达到 大提取量棳为棿椆灡棿旐旂暏旂棴棻棳之后随

着温度升高提取量反而减少暎这可能是过高的温度

反而使多糖遭到破坏棳从而导致多糖提取量下降暎
因此棳加热温度以椄棸暙椆棸曟为宜暎

图棻暋温度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旚斿旐旔斿旘斸旚旛旘斿旓旑旔旓旍旟旙斸斻斻旇斸旘旈斾斿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旓旀
旔旈旚斸旟斸旀旍旓旝斿旘

棽灡棻灡棽暋料水比暋不同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

量的影响结果见图棽暎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呈先

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棳在料水比为棻暶棾 时棳提取量

大棳为棿椄灡椆椃旐旂暏旂棴棻暎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提

取液需要浓缩处理棳如提取过程加水量大反而增加

后续工序的能耗棳增加成本棳因此从节省原料和降

低试验成本综合考虑认为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料水

比应少于棻暶棿 棬旂暏旐斕棴棻棭为好暎
棽灡棻灡棾暋加热时间暋从图棾可以看出棳随着加热时

间的延长棳多糖的提取量也升高椈加热时间达到

棾旇后提取量开始下降棳但下降趋向平缓暎过长的

加热时间会造成糖苷键的断裂而使多糖降解棳导致

提取量降低椈加热时间过长易增加杂质成分的溶

椂棾棾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出棳增加后序纯化工艺的成本棳因此本试验选择

棽暍棾暍棿旇为正交试验中加热时间的棾个水平暎

图棽暋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旈斾暶旍旈旕旛旈斾旘斸旚旈旓旓旑 旔旓旍旟旙斸斻斻旇斸旘旈斾斿
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旓旀旔旈旚斸旟斸旀旍旓旝斿旘

图棾暋加热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旇斿斸旚旈旑旂旚旈旐斿旓旑旔旓旍旟旙斸斻斻旇斸旘旈斾斿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
旓旀旔旈旚斸旟斸旀旍旓旝斿旘

棽灡棽暋正交试验

在以上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棳分别选取了加热

温度暍料水比暍加热时间的棾个水平进行正交试

验棳结果如表棽暎
由表棽可知棳斄暍斅暍斆棾个因素的主次关系

是斅椌斄椌斆棳即料水比是影响多糖提取的 重要

因素棳加热温度次之棳加热时间影响 小暎以火龙

果花多糖提取量为目标棳 优试验条件组合为

斄棾斅棽斆棽棳即加热温度椆棸曟暍料水比棻暶棾 暍加热

时间棾旇暎在 佳试验条件下棳进行棾次平行试验

检测 提 取 效 果棳棾 次 试 验 的 提 取 量 为 灡椄 暍
椂灡棸棾暍 灡棿椃旐旂暏旂棴棻棳平均为 灡椄椃旐旂暏旂棴棻棳
提取效果好且棾次试验误差较小棳说明该工艺稳定

可靠暎

表棽暋正交试验结果

斣斸斺旍斿棽暋斠斿旙旛旍旚旙旓旀旓旘旚旇旓旂旓旑斸旍斿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

试验号 斄加热温度
棷曟 斅料水比 斆加热时间

棷旇
多糖提取量棷
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棻 棻 棻 棻 棾棻灡椃椂
棽 棻 棽 棽 棿棻灡椆棿
棾 棻 棾 棾 棿棸灡椄棽
棿 棽 棻 棽 棾灡椄椂

棽 棽 棾 棿椃灡椄椄
椂 棽 棾 棻 棿棽灡椄棿
椃 棾 棻 棾 棾椆灡棿椄
椄 棾 棽 棻 棿椆灡棽棾
椆 棾 棾 棽 棻灡棾棻
棻 棻棻棿灡棽 棻棸椃灡棻 棻棽棾灡椄棾
棽 棻棽椂灡椄 棻棾椆灡棸 棻棽椆灡棻棻
棾 棻棿棸灡棸棽 棻棾棿灡椆椃 棻棽椄灡棻椄

棽灡 棾棻灡椆 灡棽椄

棾暋结暋论

多糖是生物体内除蛋白质和核酸外的又一类重

要的生物大分子棳具有抗肿瘤暍提高免疫力暍抗疲

劳暍改善记忆等多种生物活性棳所以多糖生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研究日益活跃棳已成为食品科学暍天然

药物暍生物化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椲棽棸椵暎传统

的多糖提取方法是热水提取法棳该提取方法具有提

取条件易于控制棳工艺简单稳定棳提取率较高等优

点暎本试验在料水比暍加热温度暍加热时间棾个单

因素试验基础上棳采用正交试验对热水提取火龙果

花多糖工艺条件进行优化棳得到的 佳工艺条件

是椇加热温度椆棸曟棳料水比棻暶棾 棳加热时间棾旇棳
并在 佳条件下棳利用棾次平行试验检测提取量棳
棾次试验的平均提取量为 灡椄椃旐旂暏旂棴棻棳且棾次

试验结果相近棳证明了该工艺稳定可靠棳在工业化

提取火龙果花多糖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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