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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以干燥的火龙果花为原料棳采用微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棳通过考察微波功率暍微波时间暍料水比

等棾个单因素对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影响棳在此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棳结果表明在微波炉功率为高火棳微波时

间棿棸旙棳料水比棻暶棿棸的条件下提取效果 好棳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为 棬椂灡椂棻暲棸灡棻棸棭旐旂暏旂棴棻棳表明该工

艺稳定棳重复性好暎
关键词椇火龙果花椈多糖椈微波椈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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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火龙果是仙人掌科量天尺属 或蛇

鞭柱属 的多年生新型热带暍亚热带草

本植物椲棻棴棽椵暎火龙果的花期长达椃个月棳以一般留

果棾暙 个计棳每公顷可产生椂棸暙椃棽旚椲棾棴棿椵的生物

量资源暎国内外有关火龙果花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干

制椲棴椃椵暍保 健 饮 料 制 作椲椄棴椆椵暍营 养 保 健 成 分 分

析椲棿棳棻棸棴棽棸椵等方面棳关于火龙果花多糖药理作用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棳但有关资料显示火龙果花中含有玉

芙蓉暍角蒂仙暍多糖暍黄酮和黄酮醇暍三萜类化合

物等活性物质椲棽棻椵棳这些物质的功效涉及抑菌暍消

炎暍清火暍润肺暍止咳暍增强免疫力暍降血糖暍降

血脂暍降血压暍抗癌暍治疗高尿酸症暍预防便秘等

方面椲棽棽椵棳同时有美容棳养颜暍延缓衰老的效果椲棽棾椵暎
近几年国内外已将微波技术应用于天然植物活

性成分的提取暎该技术具有快速暍简便暍安全暍效

率高暍成本低等优点椲棽棿棴棽椂椵棳应用该手段提取植物

多糖棳能大大提高提取率椲棽椃椵棳是一种有发展潜力

的新型技术棳但目前未见微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

糖的文献报道暎为此棳本试验采用微波辅助提取火

龙果花多糖棳以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为考虑指

标棳优化其工艺参数棳为火龙果花多糖的工业化提

取提供方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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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自福建莆田天成

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棳鲜花在椂棸曟下干燥椄旇棳水

分含量棻棽棩暎椆 棩乙醇暍浓硫酸均为国产分析纯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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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斖斖椄棽棾斉斢斒灢斢斄
微波炉 棬广东美的微波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棭棳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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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工艺流程暋火龙果花

干燥濚粉碎濚微波提取濚水浴浸提 棬椆棸曟棳棻旇棭
濚离心 棬椃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棳棻棸旐旈旑棭濚收集上清液

濚加入棾倍体积椆 棩乙醇醇析濚放入棿曟沉淀过夜

濚离心收集沉淀 棬椆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棳棻棸旐旈旑棭濚冷

冻干燥濚多糖粗品暎
棻灡棾灡棽暋单因素试验

棬棻棭不同微波功率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

影响

称取棸灡棿旂火龙果干花棳按料水比棻暶棿棸棳加

入双蒸水棳微波时间椂棸旙后棳椆棸曟加热棻旇棳在不

同微波功率 棬斪棭棬低火暍中低火暍中火暍中高火暍
高火棭下提取火龙果花多糖棳每个微波功率条件下

重复棾次提取棳研究微波功率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

量的影响暎
棬棽棭不同微波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的

影响

称取棸灡棿旂火龙果干花棳按料水比棻暶棿棸棳加

入双蒸水棳中高火条件下微波后棳椆棸曟加热棻旇棳
每个微波时间重复棾次提取棳研究不同微波时间

棬棽棸暍棾棸暍棿棸暍 棸暍椂棸旙棭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量

的影响暎
棬棾棭不同料水比 棬斪棷斨棭对火龙果花多糖提

取量的影响

称取棸灡棿旂火龙果干花棳按一定比例加入双蒸

水棳中高火条件下微波 棸旙后棳椆棸曟加热棻旇棳每

个料水比重复棾次提取棳研究不同料水比 棬棻暶棾棸暍
棻暶棿棸暍棻暶 棸暍棻暶椂棸暍棻暶椃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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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波辅助提取多糖的单因

素试验结果棳设计微波功率暍微波时间暍料水比的

三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 棬表棻棭棳按照 斕椆 棬棾棾棭正

交表进行试验棳 终确定微波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

佳工艺参数暎
棻灡棾灡棿暋火龙果花多糖含量的测定暋标准曲线的制

作及 火 龙 果 多 糖 提 取 量 的 测 定 采 用 苯 酚灢硫 酸

法椲棽椄椵暎

表棻暋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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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因素

斄微波功率棷斪 斅微波时间棷旙 斆料水比棷棬旝棷旜棭
棻 棻棬中火棭 棻棬棾棸棭 棻棬棻暶棿棸棭
棽 棽棬中高火棭 棽棬棿棸棭 棽棬棻暶 棸棭
棾 棾棬高火棭 棾棬棸棭 棾棬棻暶椂棸棭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单因素试验

棽灡棻灡棻暋微波功率暋试验结果 棬图棻棭显示棳随着

微波功率的增加棳多糖的提取量呈逐渐增加的趋

势暎微波功率为高火时棳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

高棳为 棬椂棸灡棾棿暲棾灡椄 棭旐旂暏旂棴棻棳且与其他微波

功率下的提取量有极显著差异 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这是

因为微波的辐射功率越高棳物质吸收的微波能越

多棳物质升温加快棳对物料细胞破坏越大棳有利于

有效成分的浸出暎但是如果功率太高棳瞬间升温过

快会造成液体沸腾棳从容器中溢出棳不利于试验的

进行暎所以微波功率选择中火暍中高火暍高火暎

图棻暋微波功率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 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 旐旈斻旘旓旝斸旜斿 旔旓旝斿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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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椇不同大暍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 棬 椉棸灡棸棻棭和显

著 棬 椉棸灡棸 棭水平棳下图同暎

棽灡棻灡棽暋微波时间暋随着微波时间的增加棳多糖的

提取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棬图棽棭暎微波时间

在棽棸暙棾棸旙时棳多糖提取量极显著提高 棬 椉
棸灡棸棻棭棳微波时间棾棸暙棿棸旙棳多糖提取量变化不明

显棳当微波时间增加到 棸旙时棳多糖提取量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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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多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此时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量

高棳为 棬椂棻灡棾棻暲棽灡棻棽棭旐旂暏旂棴棻暎在短时间内

微波对细胞膜破碎较大棳利于多糖等物质的溶出棳
当溶出物浓度饱和时棳产率不会再有明显的提高棳
而是随着提取时间的增加棳细胞膜进一步破裂棳杂

质随之进入浸出液棳影响多糖的纯度暎所以微波时

间不应超过 棸旙暎

图棽暋微波时间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 暋 斉旀旀斿斻旚旙 旓旀 旐旈斻旘旓旝斸旜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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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棽灡棻灡棾暋料水比暋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影响

的单因素试验结果如图棾所示棳料水比在棻暶棾棸暙
棻暶 棸时棳多糖提取量呈极显著 棬 椉棸灡棸棻棭增加

的趋势棳在棻暶棿棸时提取量 大棳为 棬椂棻灡棽棾暲
棽灡椃椄棭旐旂暏旂棴棻棳之后随着料水比增加棳多糖提取

量显著 棬 椉棸灡棸 棭下降暎提取过程中水量增多棳
可增加水与物料的接触面积并加快物料的速度棳从

而使多糖提取量增加棳但是增加料水比棳也会提高

生产成本和后续的处理难度棳所以料水比控制在棻
暶棿棸暙棻暶椂棸暎

图棾暋料水比对火龙果花多糖提取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 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旓旍旈斾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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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棽灡棽暋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棳对影响火龙果花多糖

提取的棾个主要因素进行正交试验棳试验结果见

表棽暎

表棽暋正交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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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号 斄微波功率
棷斪

斅微波时间
棷旙 斆料水比

多糖提取量
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棻 中火 棾棸 棻暶棿棸 棿棾灡棸椄
棽 中火 棿棸 棻暶 棸 棾椄灡椂椂
棾 中火 棸 棻暶椂棸 棾椄灡棻棸
棿 中高火 棾棸 棻暶 棸 灡椄棸

中高火 棿棸 棻暶椂棸 椃灡棸棻
椂 中高火 棸 棻暶棿棸 椂棻灡棾棻
椃 高火 棾棸 棻暶椂棸 棿椆灡椆椆
椄 高火 棿棸 棻暶棿棸 椂灡椂
椆 高火 棸 棻暶 棸 椆灡椂棽
棻 棻棻椆灡椄棿 棻棿椄灡椄椃 棻椂椆灡椆
棽 棻椃棿灡棻棽 棻椂棻灡棽棾 棻棿灡棸椄
棾 棻椃灡棻椃 棻椆灡棸棾 棻棿灡棻

灡棾棾 棻棽灡棾椂 棽棿灡椄

由表 棽 可 知棳 斄暍 斅暍 斆 的 极 差 分 别 为椇
灡棾棾暍棻棽灡棾椂暍棽棿灡椄 棳说明 斄 因素 棬微波功率棭

是 大影响因素棳其次是 斆因素 棬料水比棭棳斅因

素 棬微波时间棭的影响 小棳即主次顺序为椇斄椌
斆椌斅棳 优水平的试验条件组合为 斄棾斅棽斆棻棳即微

波功率为高火暍微波时间棿棸旙暍料水比棻暶棿棸暎按

照获得的工艺条件重复棾次提取棳提取量分别为

椂灡棿椄暍椂灡椃棽暍椂灡椂棿 旐旂暏旂棴棻棳平均为 棬椂灡椂棻
暲棸灡棻棸棭旐旂暏旂棴棻暎该试验结果表明微波辅助提取

火龙果花多糖的工艺条件稳定棳重复性好暎
棾暋结暋论

研究表明棳利用微波技术辅助提取火龙果花

多糖的 佳工艺条件为椇样品按照料水比棻暶棿棸加

入水后棳微波功率为高火条件下处理棿棸旙棳椆棸曟加

热棻旇暎在此工艺条件下棳多糖提取量为 椂灡椂棻
旐旂暏旂棴棻棳比热 水 提 取 法椲棽椃椵的 多 糖 提 取 量 提 高

棻椃灡棿棩暎
微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方法的时间为棻旇

棿棸旙棳比热水提取法缩短了将近棽旇棳降低了能量

消耗棳节约成本棳多糖提取量有明显提高棳所以微

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方法是一种省时便捷暍

棻棻椆第椆期 高慧颖等椇微波辅助提取火龙果花多糖的工艺研究



值得推广的多糖提取方法棳为工业上大规模地进行

火龙果花多糖的提取提供理论依据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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