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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法提取百香果果皮中总黄酮 的工艺研究
廖 兰，吴俊良
（广西科技大学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为优化逆流法提取百香果果皮中总黄酮的提取工艺，以总黄酮提取率为指标，采用正交试验优化逆流

提取法 . 结果表明逆流法最优提取工艺条件为：干燥的百香果果皮粉末进行逆流提取，提取级数 3 级，料液比

1∶60，提取时间 45 min，提取温度 55 ℃，乙醇体积分数 70%. 在此工艺条件下总黄酮提取率为 2.18%，提取率高

于常规热回流法、索氏提取法和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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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百香果 （Passiflora edulis） 又称西番莲、巴西果、鸡蛋果，在广西区内大量栽培 . 百香果果皮是其果

汁加工的主要副产物 . 研究证明百香果果实中，果皮占鲜重的 50％～55％，其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多糖、黄酮和多酚类物质 ［1］ . 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使其具有抗炎、抗焦虑和镇静功能、抗成瘾功能、抗氧
化等作用 ［2］ . Reza 等 ［3］ 证实百香果果皮中的黄酮能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可缓解炎症 . Maria 等 ［4］ 证实百
香果外壳的乙醇提取物对中性粒细胞活性氧化物和髓过氧化酶的抑制作用强于浆果中的提取物 .
国内对百香果果皮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果皮制作果酱与果脯 ［5］、提取果胶 ［6］，或者是对百香果果皮的

化学成分进行分析，而对果皮中总黄酮提取工艺的研究鲜有报道 . 黄酮类物质的提取方法有热回流法、索
氏提取器提取法 ［7］、微波辅助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8］、逆流提取法 ［9］ 等 . 逆流提取方法可确保药

材与溶剂之间始终保持较大的有效成分浓度差，提高提取效率，节省溶剂用量，从而降低后续操作的能
耗 ［10］ . 本试验采用逆流提取法提取百香果果皮中的总黄酮，通过正交试验优选出最佳工艺方案，并与其
他提取方法比较，以期为百香果的综合利用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百香果，购于柳州市，用前经粉碎过 100 目 （150 μm） 筛，60 ℃干燥保存备用 .

芦丁标准品，生化试剂，上海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
RE-52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752N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仪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DF-101S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CW-2000 超声-微波协同萃取反应
仪：上海新拓分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
1.2 方法
1.2.1 三级逆流提取
精密称取 1.00 g 干燥的百香果果皮粉末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60 mL 的 70% 乙醇溶液，60 ℃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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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n，按照三级逆流提取流程进行提取，提取流程如图 1 所示 . 提取完后趁热减压抽滤得供试样品溶液

备用 .

图 1 三级逆流提取工艺流程图
Fig.1 Process chart of three-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1.2.2 常规热回流提取
精密称取 1.00 g 干燥的百香果果皮粉末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60 mL 的 70% 乙醇溶液，60 ℃下提取
2 h. 提取完后趁热减压抽滤，得供试样品溶液备用 .

1.2.3 索氏提取器提取

精密称取 1.00 g 干燥的百香果果皮粉末置于索氏提取器中，加入 60 mL 的 70% 乙醇溶液，60 ℃下提取

2 h. 提取完后趁热减压抽滤，得供试样品溶液备用 .

1.2.4 超声波辅助提取

精密称取 1.00 g 干燥的百香果果皮粉末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60 mL 的 70% 乙醇溶液，超声功率为

300 W、60 ℃条件下提取 2 h. 提取完后趁热减压抽滤，得供试样品溶液备用 .

1.2.5 逆流提取工艺条件的优化
1） 提取级数的确定：精密称取 1.00 g 百香果果皮粉末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60 mL 的 70% 乙醇溶液，
60 ℃下提取 40 min，提取级数分别为 1、2、3、4、5 级，加热回流提取 . 提取完后趁热减压抽滤，得供试

样品溶液备用 .

2） 单因素试验：逆流提取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提取时间、乙醇浓度、料液比和提取温度 . 在逆流提

取级数为 3 级的条件下，分别研究提取时间为 20 min、30 min、40 min、50 min、60 min，乙醇浓度为

40％、50％、60％、70％、80％，料液比为 1∶40、1∶50、1∶60、1∶70、1∶80，提取温度为 40 ℃、
50 ℃、60 ℃、70 ℃、80 ℃的不同条件下单因素

提取工艺 .

3） 正交试验：在提取级数确定的基础上，

表 1 逆流提取法的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1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for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因素

考察提取时间 （A）、料液比 （B）、提取温度 （C）

水平

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

1

35

1∶55

3

45

1∶65

上，按照正交表 L（
进行正交试验 . 试验的因
9 3）
4

素水平表见表 1.

2

A/min
40

B/（g·mL-1）

1∶60

C/（℃）
55
60
65

1.2.6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供试品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11］：精确称取芦丁标准品 5.0 mg，用适量的 50% 乙醇溶解，移至 50 mL 容量瓶

中，定容至刻度，得到质量浓度为 0.1 mg/mL 的芦丁对照品溶液 . 精密量取 0.1 mg/mL 的芦丁标准液

0.0 mL、1.0 mL、2.0 mL、3.0 mL、4.0 mL、5.0 mL 至 10 mL 具塞比色管中，用 50% 乙醇定容至 5 mL，
精密加入 5% 的 NaNO2 溶液 0.3 mL，摇匀放置 6 min 后，精密加入 10% 的 Al（NO3）3 溶液 0.3 mL，摇匀放置

6 min 后，精密加入 4% 的 NaOH 溶液 4.0 mL，用 50% 的乙醇定容至 10 mL，摇匀后静置 15 min 后，以不加

芦丁溶液的第一管为空白对照，在 510 nm 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 y 为纵坐标，芦丁含量 x （mg/mL） 为

横坐标，做回归处理，得到标准曲线和回归方程：y=9.876 7x+0.028 3，其相关系数 R2=0.998 4，表明芦丁
标准溶液在 0～0.06 m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2） 供试样品的制备：将提取液在旋转蒸发仪下浓缩并回收乙醇，浓缩液用 50％乙醇溶液定容至

100 mL 备用 .

3） 总黄酮含量测定：分别精密吸取不同提取液的供试样品溶液 2.0 mL，按照标准曲线的测定方法，

测定吸光度，根据下式计算总黄酮提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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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 100%
w × 1 000
式中，c 为总黄酮的浓度 （mg/mL）；v 为供试样品溶液体积 （mL）；w 为百香果果皮干粉质量 （g） .
总黄酮提取率 ( % ) =

1.2.7 方法学考查

1） 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芦丁对照品溶液 2.0 mL，置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按照 1.2.6 项操作，重复

测定 6 次，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RSD） 值 .

2） 重复性试验：采用三级逆流提取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按照 1.2.6 项操作，计算 RSD 值 .

3） 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2.0 mL，按照 1.2.6 项操作，每隔 10 min 测定吸光度，持续测定

60 min，计算 RSD 值 .

4） 加样回收率试验：量取已知总黄酮含量的百香果果皮提取液6份，分别精密加入相当于溶液中总黄酮

含有量80％、100％及120％的芦丁标准品，按1.2.6项操作测定其吸光度，并计算加样回收率及RSD值.
1.2.8 验证试验

按照最优逆流提取方案平行制备 5 份提取液，按照 1.2.6 项操作测定吸光度，并计算总黄酮的平均提

取率及 RSD 值 .

2 结果与讨论
2.1 方法学考查
精密度试验测得 RSD 值为 1.09％，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 重复性试验测得 RSD 值为 0.325％，表明

试验重复性良好 . 稳定性试验测得 RSD 值为 2.1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60 min 内基本稳定 . 加样回收率测

得平均回收率为 97.68％，RSD 值为 2.54％，表明试验回收率高、准确度高 .
2.2 不同提取方法提取白香果果皮中总黄酮
对常规热回流法、索氏提取法、超声波
法和三级逆流提取法的提取效果和效率进行
了比较 . 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提取条件下，三

级逆流提取的总黄酮提取率较高 . 结果如表 2

所示 .

2.3 逆流提取级数对提取率的影响
不同逆流提取级数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

响见表 3. 结果表明，总黄酮的提取率随着提
取级数的增大而提高 . 当提取级数超过 3 级后

表 2 不同提取方法的总黄酮提取率
Tab.2 Extraction rates of total flavonoids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提取方法

平均吸光度

总黄酮提取率/%

0.290

1.57

0.350

1.87

常规热回流法

1.53

0.283

索氏提取器提取法
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2.07

0.391

三级逆流提取法

表 3 不同逆流提取级数下的总黄酮提取率
Tab.3 Extraction rates of total flavonoids under different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stages
提取级数
提取率/％

1

1.57

2

1.73

3

2.11

4

2.12

5

2.16

提取率上升不明显，说明百香果果皮中的总
黄酮提取已趋于饱和 . 但提取级数的增加将

大大提高提取过程的动力消耗，故确定逆流

提取的级数为 3 级 .

2.4 单因素试验结果
2.4.1 提取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结果见图 2. 由图可知，总黄酮提取率

随着提取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 当提取时间为

图 2 提取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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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n 时达到最大值，说明样品中的总黄酮基

本提取完全 . 随后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样品

中其他醇溶性物质被浸提出来，导致总黄酮提

取率下降 . 因此选取 40 min 作为最佳提取时间 .

2.4.2 料液比提取率的影响
结 果 见 图 3. 由 图 可 知 ， 总 黄 酮 的 提 取

率随着料液比的增加而增大，当料液比达到

1∶ 60 后提取率基本保持不变 . 这是因为随着

提取溶剂用量的增加，增大了百香果果皮中黄
酮类物质与溶剂两相界面的浓度差，从而提高

了传质速率使总黄酮提取率上升 . 但当溶剂用

图 3 料液比对提取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material to solution ratio on the extraction rate

量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物料中的总黄酮大部分
已被提取出来，此时料液比对提取率的影响不
明显 . 从节能降耗的角度考虑，适宜选用的料
液比为 1∶60.

2.4.3 提取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结果见图 4. 由图可知，总黄酮的提取率随

着提取温度升高而升高，并在 60 ℃时达到最大

值，随后提取率开始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 .

这是因为随着温度增加，乙醇逐渐接近沸点，
挥发速度加快，使乙醇溶液浓度下降，不利于
黄酮类物质的溶出，而且随着温度升高，果胶

图 4 提取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n the extraction rate

等一些物质的溶出量也会增加 . 故选择 60 ℃作
为最佳提取温度 .

2.4.4 乙醇浓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结果见图 5. 由图可知，总黄酮提取率随着

乙醇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乙醇超过 70% 后提

取率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一些醇溶性杂
质、色素、亲脂性成分的溶出量增大了，故选

择 70% 乙醇作为最佳提取浓度 . 由于乙醇浓度

在 60％、70％、80％条件下得到的总黄酮提取

率试验结果较为接近，试验偏差为 0.09，考虑

到逆流提取工艺流程在实验室操作的复杂性，
故只选取提取时间、料液比和提取温度作为正

图 5 乙醇浓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extraction rate

交试验的考察因素 .
2.5 正交试验结果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通过 L9（34） 正交表进行正交试验设计，以探明提取时间、料液比、提取温度

对提取率的主次关系，并对其进行极差分析，以确定三级逆流最佳提取工艺 . 结果见表 4.

95

第2期
表 4 三级逆流提取正交试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for three-stages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试验号

A

B

C

1

1

1

1

1

1.55

3

1

3

3

3

1.58

2
4
5
6
7
8
9

K1
K2
K3
K1
K2
K3
R

1
2
2
2
3
3
3

4.72
6.13
6.13
1.57
2.04
2.04
0.47

2

空列

2

2

2

3

3

5.50

5.57

1.82

5.79

1.91

1.95

1.90

1.89

1.88

1.83

1.85

0.13

2.18

5.69

5.67

5.64

1.90

3

5.74

5.86

2.05

2

1

5.48

2.03

1

3

2

2.01

3

2

1

2.09

2

2

3

1.59

1

1

1

总黄酮提取率/％

1.93

0.06

0.10

由表 4 分析结果可知，因素主次为 A （提取时间） >B （料液比） >C （提取温度），最佳工艺条件为

A3B2C1D3，即：提取时间 45 min、料液比 1∶60、提取温度 55 ℃.
2.6 验证试验结果
分别在最佳工艺条件下，进行 5 次三

级逆流提取平行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5. 5

次验证试验总黄酮提取率的平均值为
2.18％，说明试验重现性好，提取的工艺

方案稳定可行 .

表 5 三级逆流提取验证试验结果
Tab.5 Results of verification test for three-stages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试验号

总黄酮提取率 / ％

提取率平均值 / ％
RSD / %

1

2.12

2

2.20

3

2.24

2.18

4

2.16

5

2.17

1.39

3 结论
本试验以总黄酮的提取率为考查指标，通过单因素预试验和正交试验对逆流法提取百香果果皮中总

黄酮的工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逆流提取级数为 3 级，料液比 1∶60，提取时间

45 min，提取温度 55 ℃，乙醇体积分数 70%. 在该工艺方案下总黄酮的平均提取率为 2.18％，RSD 值为

1.39％. 三级逆流提取方法与热回流提取法、索氏提取器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相比较，在相同的工

艺条件下总黄酮的提取率更高，表明逆流提取方法使百香果果皮与提取剂之间始终保持较大的有效成分

浓度差，减少了滤渣中溶质残留，可有效提高提取过程的效率 .

精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重复性试验、回收率试验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三级逆流提取工艺重复

性好、回收率高，工艺方案稳定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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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Passiflora edulis peel
LIAO Lan，WU Junliang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 Th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process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Passiflora edulis peel was investigated
with the extraction rate of total flavonoids as index by orthogon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extrac⁃
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countercurrent stage 3；material to solution ratio 1∶60；extraction time 45 mins；
temperature 55 ℃；concentration of ethanol 70%. Under these extraction conditions，the extraction rate of total
flavonoids was 2.18%. The extraction rate by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method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 extraction
methods，such as hot reflux method，Soxhlet extraction method and ultrasonic assisted extraction method.
Key words：Passiflora edulis；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total flavonoids
（学科编辑：黎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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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rbon and Nb on sintering densifica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IM 420 stainless steel

AN Chuanfeng1，HE Hao*2，LI Yimin1，2，YIN Jian1，LOU Jia3，YU Yo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wder Metallurgy，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2.Research
Center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
China；3.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Graphite was added into the 420 stainless steel to change the carbon content.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carbon content on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tal injection model
420 stainless steel was investigated. And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420 stainless steel contain niob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carbon content can promote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at the early stage of sintering，but it
hinders the densific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sintering. To MIM420 stainless steel samp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arbon content，their microhardness increases. But the increase of C content makes the grain
coarsen and then reduces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sample. The addition of Nb eliminates the pore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carbide，which degrades the decarburization and improves the microhardness of
MIM420 stainless steel.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echanism that causes the changes in properties.
Key words： metal injection molding； stainless steel； carbon content； niobium； densification； mechanical
property
（学科编辑：张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