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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花色苷色素大孔树脂纯化工艺研究
赵慧芳，姚蓓，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 210014）
摘 要 通过对蓝莓色素粗提物 (含0.5% HCl的50%乙醇溶液提取) 大孔树脂纯化方法包括树脂种类、吸附时间、

洗脱液乙醇体积分数等的研究以及扩大试验的验证, 结果显示: 蓝莓色素的最优纯化条件为HPD-100B或LS-305树

脂, 吸附平衡时间5 h, 解吸附乙醇体积分数50%, 其中HPD-100B树脂至少可重复利用7次。此工艺条件下纯化蓝莓

色素, 产品总花色苷含量14.77%, 花色苷提取率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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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being extracted from blueberry fruits with mixture of 0.5% HCl and 50% ethanol (0.5︰99.5), the crude 
pigment was purified with macroporous adsorption resin by different processes include resin type, adsorption time and 
eluent ethanol concentration etc, and the scale-up production experiment of blueberry pigment was conducted under optimized 
conditions when blueberry pigment was absorbed by resin HPD-100B or LS-305 for 5 h, and then desorbed by 50% ethanol. 
HPD-100B resin can be reused at least 7 tim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otal anthocyanin content of the freeze dried blueberry 
pigment powder was 14.77%, and rccovery of anthocyanin was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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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Vaccinium spp.）品种繁多，酸甜适口，并
有清爽宜人的香气，蓝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糖、有机
酸、氨基酸、花色苷、鞣花酸等物质[1]。近年来国内
外临床试验表明，蓝莓花色苷色素成分具有很强的抗
氧化活性，能够促进视红素再合成，改善循环、抗溃
疡、抗炎、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心脏功能、抗心血
管疾病、延缓衰老、抗癌和抗突变等功效[2-4]。

蓝莓果实的花色苷成分主要存在与果皮中，可以
通过将果实破碎后采用酸性的醇溶液提取的方法得到
花色苷，也可以果品加工的废弃物蓝莓果渣为原料提
取花色苷，但是这样得到的提取物往往含有大量的
糖、酸等杂质，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纯化。目前花色
苷成分的纯化方法应用较普遍的即为大孔树脂纯化
法[5-7]，试验对大孔树脂在蓝莓色素纯化中的应用技
术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Garden blue品种蓝莓的单粒速冻果，2012年6月于

南京溧水县蓝莓种植基地采集的鲜果，于-18℃冷冻
保存。

蒸馏水、95%乙醇、柠檬酸、磷酸氢二钠，浓盐
酸、氯化钾、醋酸钠、醋酸，均为分析纯。

TU-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公司；SHz-88 恒温振荡器：江苏海门其林贝

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EX-200A 型电子天平：慈溪市
天东衡器厂；AEL-202 型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生
产；ZD-2 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海今迈仪器仪表有限
公司生产。

大孔树脂LS-300B、LS-305、D101，购于西安蓝
深特种树脂有限公司；大孔树脂NKA、X-5、AB-8，
购于南开大学树脂厂；HPD-80、HPD-100A、HPD-
100B、HPD-5000、HPD-600；购于河北沧州宝恩化
工厂；聚酰胺，购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
料厂。
1.2	 试验方法
1.2.1	 蓝莓果实色素粗提物的制备

蓝莓冻果微波解冻，用飞利浦HR2838搅拌机打
浆，果浆以0.5%HCl-乙醇（V （50%乙醇）︰V（浓
盐酸）=99.5︰0.5）作提取溶剂，料液比1︰10（g/
mL），提取温度35 ℃，提取时间20 min，提取2次
（第二次提取溶剂用量减半）[8]，提取液抽滤后合
并，50 ℃减压浓缩除去乙醇，得色素粗提物，存于4 
℃冰箱中备用。
1.2.2	 树脂的预处理

将大孔树脂和聚酰胺树脂分别置于95%乙醇中浸
泡24 h，除去杂质，再用蒸馏水洗至无乙醇残留，室
温晾干。
1.2.3	 树脂的筛选

分别取经预处理的LS-300B、LS-305、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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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A、X-5、AB-8、HPD-80、HPD-100A、HPD-
100B、HPD-5000、HPD-600、聚酰胺等12种树脂各
2.5 g，加入50 mL一定浓度的蓝莓色素粗提液，置恒
温振荡器上于25 ℃、180 r/min振荡4 h，充分吸附后
过滤，测定溶液中总花色苷含量[9-10]，根据原液总花
色苷含量和吸附饱和后溶液的花色苷含量计算树脂的
吸附量和吸附率。

过滤后的树脂用60 mL蒸馏水洗净，加入到50 mL 
0.3%三氟乙酸-80%乙醇溶液中，置振荡器上于25 ℃、
150 r/min振荡4 h，充分解吸附后过滤，测定溶液总花
色苷含量，计算树脂的解吸附量和解吸附率[11-12]。

吸附率=（ACY1-ACY2）/ACY1×100%          （1）
解吸附率=ACY3/（ACY1-ACY2）×100%      （2）
吸附量=（ACY1×V1-ACY2×V2）/（100×m）
                                                                           （3）
解吸附量=ACY3×V3/（100×m）                  （4）
式中：ACY1-吸附前液体总花色苷含量，mg/100 

mL；V1-吸附前液体体积，mL；ACY2-吸附后液体总
花色苷含量，mg/100 mL；V2-吸附后液体体积，mL；
ACY3-解吸附后液体总花色苷含量，mg/100 mL；V3-
解吸附后液体体积，mL；m-树脂质量，g。
1.2.4	 树脂的吸附平衡时间测定

在1.2.3试验的基础上选择几种较优树脂进行吸附
平衡时间的试验，同样取2.5 g树脂置于锥形瓶中，加
入80 mL蓝莓色素溶液，用保鲜膜封口，置恒温振荡
器上于25 ℃、150 r/min振荡6 h，每隔1 h取1 mL上清
液测定总花色苷含量，计算树脂的吸附率，绘制吸附
曲线。
1.2.5	 树脂解吸附乙醇体积分数的选择

取2.5 g吸附饱和的HPD-100B树脂，分别加入乙
醇体积分数为20%，40%，50%，60%和80%的溶液50 
mL，置恒温振荡器上于25 ℃、150 r/min振荡3.5 h，
充分解吸附后过滤，测定溶液总花色苷含量，计算树
脂的解吸附率。
1.2.6	 树脂的重复利用情况考察

称取HPD-100B树脂2.5 g（约4 mL），25 mL滴
定管湿法装柱，树脂用水冲洗干净后，取蓝莓原汁50 
mL上样，待1 BV（1个柱体积即4 mL）水液流出后，
开始收集上样流出液（用50 mL量筒），待上样结
束，流出液收集满60 mL后，用200 mL水冲柱，然后
分别用约20 mL 50%乙醇（HPD100B）冲柱收集蓝莓
色素溶液，待色素洗脱结束后再次用一定量水冲柱后
重复试验。

上样流出液和色素收集液均定容至50 mL，分别
测定原汁、上样流出液和色素收集液的总花色苷含
量，根据原汁和上样流出液的总花色苷含量，计算树
脂对色素的吸附量和吸附率，根据色素收集液的总花
色苷含量和吸附量，计算解吸附量和解吸附率。比较

不同重复次数树脂的吸附和解吸附性能的差异，评价
树脂的重复利用性能。
1.2.7	 蓝莓色素产品加工技术的扩大试验

取处理好的LS-305树脂，湿法装柱200 mL。取
蓝莓单粒冻果1 kg，按照1.2.1的方法提取得到蓝莓色
素粗提物，上样纯化，纯化液在50 ℃下减压浓缩为
浸膏，-50 ℃冷冻干燥，得到蓝莓色素产品。精确称
取干燥的蓝莓色素粉末0.050 0 g，用50%乙醇溶解，
定容到50 mL作为样品液，用pH示差法测定花色苷含
量。花色苷回收率按公式（5）计算[13]。

花色苷回收率=样品中花色苷总量（mg）/果实中
花色苷总量（mg）×100%                               （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树脂对蓝莓色素静态吸附和解吸附的效果
不同树脂对蓝莓果实色素静态吸附和解吸附的

效果差异很大。由表1可见，HPD-100B、LS-305、
D101和HPD-100A对蓝莓色素的吸附力较强，解吸附
较容易，其次X-5和LS-300B对蓝莓色素也有较好的
吸附和解吸附特性，HPD-5000对蓝莓色素的吸附力
较强，但解吸附能力较差，其余几种树脂对蓝莓色素
的吸附和解吸附能力均较差，不适用于蓝莓色素的纯
化。由此可见，HPD-100B和LS-305是纯化蓝莓色素
的较优树脂，其次为D101和HPD-100A，也可用于蓝
莓色素的纯化。

表1    树脂对蓝莓色素的静态吸附和解吸附效果

树脂型号 吸附量 /
mg·g-1

吸附率 /
%

解吸附量 /
mg·g-1

解吸附率 /
%

HPD-100B 3.74 81.94 3.37 89.92

LS-305 3.44 75.29 3.11 90.49

D101 3.52 77.12 3.06 86.82

HPD-100A 3.40 74.42 3.01 88.61

X-5 3.26 71.27 2.87 88.21

LS-300B 3.29 72.08 2.61 79.11

HPD-600 2.81 61.48 2.58 91.80

HPD-5000 3.32 72.73 2.56 77.19

NKA 2.88 63.08 2.01 69.76

AB-8 2.94 64.40 1.89 64.25

HPD-80 2.14 46.86 1.84 86.12

聚酰胺 1.29 28.22 0.90 69.43

2.2	 树脂对蓝莓色素的吸附平衡时间确定
选择吸附和解吸附效果较佳的HPD-100B、LS-

305、D101和HPD-100A树脂进行吸附平衡时间的试
验，结果见图1，加入蓝莓色素溶液后，4种树脂的吸
附率在1 h内呈直线上升，之后上升速度减缓，5 h之
后吸附率趋于平稳，说明该4种树脂对蓝莓色素的吸
附速度开始时比较快，随着时间的延长吸附速度减
慢，5 h之后逐渐达到平衡。花色苷类成分是一类较不
稳定的物质，考虑到蓝莓色素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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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温度、氧化剂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色素纯化
过程中树脂的吸附时间应控制在5 h以内。

图1    4种树脂动态吸附曲线
2.3	 解吸附乙醇体积分数的选择

由图2可以看出，在乙醇体积分数20%~40%的范
围内，乙醇体积分数越高，色素的解吸附率越高。但
是在乙醇体积分数高于40%之后蓝莓色素的解吸附率
逐渐下降，这是由于乙醇是一种极性溶剂，它的加入
会改变溶液的介电常数以及吸附剂与色素之间的分子
引力，乙醇体积分数达到40%~50%时，树脂的解吸附
率达90%以上。由于花色苷成分的不稳定性，解吸后
的液体进一步浓缩需在低温条件下进行，水分过多不
利于低温浓缩，因此解吸附用的乙醇体积分数不能太
低。综合考虑解吸附率与浓缩条件，选择50%乙醇作
为洗脱剂较优。结果与权静等[6]对蓝莓色素纯化研究
中解吸附率随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大而升高不同，究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所用蓝莓品种和树脂种类不同引
起的。

图2    LS-305树脂在不同乙醇体积分数下的解吸附
曲线

2.4	 树脂重复利用的效果
由表2可以看出，HPD-100B大孔树脂在纯化蓝莓

色素的过程中重复使用7次，树脂的吸附和解吸附性
能变化不大，由此可见，HPD-100B树脂纯化蓝莓色
素至少可重复利用7次。

表2    蓝莓色素纯化树脂重复利用的效果

次数

1 2 3 4 5 6 7

吸附量 /mg·g-1 9.46 7.94 7.93 8.04 8.06 8.27 8.33

吸附率 /% 68.72 57.68 66.08 67.00 67.18 64.71 65.17

解吸附量 /mg·g-1 8.11 6.62 6.83 6.76 6.80 6.84 6.64

解吸附率 /% 85.73 83.37 86.14 84.04 84.31 82.65 79.74

2.5	 黑莓色素产品加工技术扩大试验
经测定，蓝莓（Garden blue品种）果实的总花色

苷含量为213.9 mg/100 g，经提取、纯化和浓缩得到
的蓝莓色素粉末总花色苷含量为14.77%，1 kg蓝莓速
冻果得到色素粉末15.4 g，即色素得率1.54%，提取率
81.3%。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确定了蓝莓果实色素纯化的条件为：HPD-
100B或LS-305大孔树脂，吸附平衡时间5 h，解吸
附乙醇体积分数50%。HPD-100B树脂纯化蓝莓色素
至少可重复利用7次。使用LS-305树脂，在此工艺
条件下纯化蓝莓色素，所得产品的总花色苷含量为
14.77%，花色苷提取率达到81.3%。

为了更为合理的评价树脂的吸附性能，在通过
静态吸附试验对树脂进行筛选时，吸附率应控制在
60%~80%的范围内，最高不超过90%，以确保树脂吸
附饱和。试验根据不同浓度乙醇对蓝莓花色苷解吸附
率的高低确定解吸附乙醇体积分数为50%，但低体积
分数乙醇溶液在富集蓝莓花色苷的同时可能也会溶解
较多的大极性（糖、酸）杂质，可能降低产品的花色
苷含量，具体需进行进一步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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