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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辅助溶剂法提取火麻叶中大麻二酚工艺条件的优化
吴俊锋，杨晓泉*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淀粉与植物蛋白深加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为了研究从火麻的植物叶中利用酶辅助以及溶剂萃取方法制备富含大麻二酚的浸膏，考察了加热预处理方式、酶的种类、酶
解的时间、酶量、料液比以及萃取时间等因素对浸膏得率的影响，并利用气相色谱方法对浸膏中的大麻二酚含量进行了表征。确定了

最佳的工艺条件：火麻叶在100 ℃的烘箱中加热处理2 h；采用的复合植物水解酶（Viscozyme L）和酸性蛋白酶的复合物进行酶

解，用量分别为物料的0.5%，酶解时间1 h；料液比1∶20（g∶mL），萃取时间3 h。在此工艺条件下，浸膏得率达到5.40%，大麻二酚含量

为56.11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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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enzyme-assisted solvent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cannabidiol from hemp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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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tractum enriched in cannabidiol prepared by enzyme-assisted solvent extraction method from the waste of hemp plant leaf was in-
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eat pretreatment mode, enzyme type, hydrolysis time, enzyme concentration, material/solvent ratio and leaching time on
the extractum yield were also investigated, and cannabidiol contents were quantifi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The optimal experiment condition was
as follows: hemp leaf heated in air oven for 2 h; addition of viscozyme L and acid protease 0.5%, respectively, hydrolysis time 1 h, material/solvent
ratio 1:20 (g:ml), and leaching time3h.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extractumyieldwas5.40%, and the correspondingcannabidiol contentwas 56.11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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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麻（Cannabis sativa L.）起源于中亚[1]，且作为纤维、
食物的来源已经有3 000多年的历史[2]。但之前由于历史的

原因，人们对火麻研究出现了中断。随着火麻类产品的深

入研究和发展，科学家认识到火麻对人体的有益作用；随

之低毒型工业大麻的种植在全球普遍开展。相对于国外，

中国火麻的种植面积很大，主要集中在广西一带，可以为

火麻产品的科学研究与应用提供大量的原料。
火麻中的主要活性物质是大麻素类化合物，其主要集

中在火麻植物的叶中，目前已知的有60多种[3]，其中主要

是大麻二酚（cannabidiol）及其羧基化合物。大麻二酚是非

成瘾性成分，具有阻断某些多酚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不利影

响，并且具有阻断乳腺癌转移[4-5]、治疗癫痫[6-7]、抗类风湿关

节炎[8-10]、抗失眠[11]等一系列生理活性功能。
溶剂萃取法是提取植物中色素以及多酚类物质最常

用的技术手段，所用的溶剂主要是6#溶剂、正己烷、丙酮、
二氯甲烷等非极性溶剂[12]。直接溶剂法对物料的萃取是有

限的，因而不能获得很高的得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而

转向对物料进行预处理———酶解处理，使用的酶多为纤维

素酶、果胶酶及复合酶等。由于酶的水解作用，植物细胞壁

被破碎，从而使物料中的活性物质或色素等更易被溶剂萃

取出来。SOWBHAHYA H B等[13-15]对植物中色素、油脂及

多酚等物质的酶辅助溶剂萃取进行了综述，包括万寿菊花、
柑橘皮、玫瑰等，发现酶辅助溶剂法可以显著提高这些物

质的提取率。
该文首先研究了加热预处理对火麻叶中大麻二酚提

取的影响，确定了加热脱羧的作用。然后系统研究了所用

酶的种类、酶的用量、酶解时间及物料溶剂比、萃取时间

等因素对提取大麻二酚的影响，最终确定了火麻叶中大麻

二酚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本研究结果为利用火麻叶制备

大麻二酚提供了参考，将极大促进火麻产业以及大麻二酚

制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火麻叶：云南工业大麻有限公司；大麻二酚标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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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检定所；酸性蛋白酶、纤维素酶和果胶酶：广州齐

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植物水解酶（Viscozyme L）：丹

麦诺维信公司；粉状活性炭：江苏活性炭厂；氯仿色谱纯：

德国Merck公司；其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均

为去离子水。
1.2 仪器与设备

PHS数显pH计：德国Mettler Toledo公司；DHG-9240电

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BS 224S电子

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CR22G高速冷冻离心

机：日本Hitachi公司；T25 Ultraturrax搅拌器、RV10旋转蒸

发器：德国IKA公司；Agilent 7890A气相色谱仪（配有自动

进样器和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美国Agilent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火麻叶的预处理

取1 000.0 g火麻叶置于铺有铝箔纸的托盘中，然后将

其置于100℃烘箱中进行加热处理2.0 h，冷却密封备用。取

加热处理过的火麻叶子20.0 g，按1∶10（g∶mL）加入酶液（含

有相对于火麻叶0.5%的酶量），在相应酶的最佳条件下于

摇床内水解1.0 h，作为溶剂萃取备用。
1.3.2 浸膏的制备

于上述水解液中加入400 mL萃取溶剂正己烷，然后

将其置于转速为1 000 r/min的搅拌器中快速搅拌3.0 h，使

物料与溶剂充分接触。分离出上层的正己烷，进行旋蒸操

作除掉溶剂，得到油状物。按油状物与甲醇为1∶5的比例

加入甲醇，置于-40℃的冰箱内进行冬化处理1.0 h。于-6℃
条件下离心获取上清液，在上清液中加入相对于油状物10%
的活性炭，进行脱色处理30 min。过滤所得的滤液再次进

行旋蒸，即得到富含大麻二酚的浸膏。
浸膏得率=（M/m）×100%
式中：M为浸膏的质量，g；m为样品质量。

1.3.3 大麻二酚含量的测定

分别准确称取0.1 g上述旋蒸制备的浸膏产品，加入5mL
氯仿溶解，于功率150 W与温度25℃的超声浴中超声5 min
后过0.22 μm的有机膜，所得滤液按下面的气相条件和标

准曲线进行大麻二酚定量。
气 相 色 谱 条 件 ：使 用Agilent HP-5色 谱 柱（30 m×

0.32 mm×0.25 μm），Agilent 7890A型气相仪进行测定。载

气为氦气，流速1.00 mL/min；柱温程序：起始温度100 ℃，

保持5 min，以10℃/min程序升温至250℃，5℃/min升温至

300℃，保持10 min；进样口温度150℃，检测器温度300℃，

分流比5∶1；氢气流速40 mL/min，空气流速400 mL/min；自

动进样，进样量为4.0 μL；检测时间30 min。
大麻二酚标准曲线：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品溶液，按上

述气相条件进行检测，以大麻二酚含量为X轴，峰面积为Y

轴制作标准曲线，通过标准曲线来计算样品中大麻二酚

的含量。
1.3.4 提取条件工艺优化单因素试验

分别考察加热处理方式：未处理、100℃加热2 h、100℃
加热4 h、120 ℃加热2 h；酶的种类：未加酶、纤维素酶、果
胶酶、Viscozyme L、Viscozyme L/蛋白酶；酶解时间：0.25 h、
0.5 h、1.0 h、2.0 h、5.0 h；加酶量：0.3%、0.5%、1.0%；料液比

和萃取时间：1∶10/3 h、1∶20/3 h、1∶30/3 h、1∶20/1 h、1∶20/5 h
对浸膏得率和大麻二酚含量的影响。
1.3.5 数据分析

每次实验重复2次，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偏差来表示。
利用Origin 8.0作图，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利用置信度为95%的最小显著性差异（P＜0.05）来比

较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麻二酚标准曲线

以大麻二酚含量（μg）为X轴，峰面积为Y轴制作大麻

二酚标准曲线，结果见图1。由图1可知，大麻二酚标准曲

线回归方程为Y=2 227.6X+24.123，相关系数R2=0.999 8，

二者在1.5～6.0 μ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2 单因素试验

2.2.1 加热处理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不同加热处理对火麻叶中大麻二酚含量的影响见图2。
由图2可知，100 ℃条件下加热原料2 h可以显著提高浸膏

中大麻二酚的含量，从20.34 mg/g提高至25.62 mg/g。这

是由于大麻二酚会以羧酸的形式存在，而加热可以使其羧

酸衍生物脱去羧基，从而可以增加浸膏得率和大麻二酚

含量。但长时间的加热和更高温度的加热，并不能提高得

率和大麻二酚含量，得率稳定在3.30%左右，大麻二酚含

量稳定在25.00 mg/g。这可能是由于100℃/2 h条件下羧酸

衍生物已经完全发生了脱酸反应，故提供更多的能量并

不能提高得率。因此应该先对物料进行加热处理，选择

100℃条件下加热2 h。

图1 大麻二酚标准曲线

Fig. 1 Standard curve of cannabidiol

Research Report80· ·



中 国 酿 造
2016 年 第 35 卷 第 4 期

总第 290 期

2.2.2 酶的种类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酶对已加热处理过的火麻叶子中

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结果见图3。由图3可知，与对照组

相比，经过纤维素酶和果胶酶处理的样品，其浸膏得率分

别从3.31%提高至4.51%、4.29%，相应的大麻二酚含量也

从25.62 mg/g上升至37.03 mg/g、34.35 mg/g。这是因为纤

维素酶和果胶酶破坏了植物细胞壁组织，从而让溶剂更

好地渗入组织内部，进而提高大麻二酚的提取。并且这两

种酶的效果差不多，这表明火麻叶子细胞壁主要成分是纤

维素和果胶。Viscozyme L是一种水解植物细胞壁的复合

酶，含有纤维素酶、果胶酶、木聚糖酶等多种多糖酶，其效

果优于单一酶。从图3可以看出，该复合酶处理过的物料，其

浸膏得率达到4.82%，大麻二酚含量达52.16 mg/g。将等量

的酸性蛋白酶与复合酶一同作用火麻叶时，发现得率和大

麻二酚含量还会有所增加。这表明植物细胞壁中还含有

少量的蛋白质，且该蛋白质与纤维素相互连接在一起，添加

蛋白酶可以破坏蛋白结构，进而破坏细胞壁。因此最佳的

酶为Viscozyme L与蛋白酶的复合酶。

2.2.3 酶解时间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酶在最适温度和pH条件下的酶解效率还与其和底物

作用的时间有关，在一定范围内，时间越长，酶解效率越高。
复合酶与蛋白酶综合水解火麻叶时间对大麻二酚提取率

的影响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随着酶解时间的延长，浸膏

得率从4.65%提高至5.40%；大麻二酚含量也从41.27 mg/g
增加至56.11 mg/g。但酶解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并不能增

加得率。这是因为在1.0 h的酶解时间内，酶已经充分地破

坏了植物细胞组织，因此最佳酶解时间选择1.0 h。

2.2.4 酶量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加酶量对大麻二酚含量的影响见图5，由图5可知，复

合酶各自的添加量从0.3%增加至0.5%时，添加的酶量越

多，在一定范围内酶解效率越高，得率和大麻二酚含量都相

应的增加。但进一步增加酶的用量，大麻二酚含量已稳定

在56.11 mg/g左右，浸膏得率也有类似的现象。这表明0.5%
的酶用量已经达到对物料中的细胞壁进行了充分的破坏，

能够获得最高的得率与含量。因此复合酶各自的添加量选

择0.5%为最佳。

2.2.5 料液比与萃取时间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本实验为液液萃取过程，因此添加不同量溶剂时，形

成的两相界面的强弱也就不同，从而会影响溶剂对大麻二

酚的提取。如图6所示，当料液比为1∶10（g∶mL）时，浸膏得率

图2 加热处理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on cannabidiol extraction

图3 酶的种类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enzymes on cannabidiol extraction

图4 酶解时间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hydrolysis time on cannabidiol extraction

图5 酶量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enzyme addition on cannabidiol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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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3.81%，这说明正己烷的量太少，不能抵抗水在细胞外

围的界面压力，不能很好地进入细胞内萃取大麻二酚。而

当提高料液比至1∶20（g∶mL）时，浸膏得率也提高至5.40%，

大麻二酚含量也从40.02 mg/g增加至56.11 mg/g。过多的

溶剂表现出不能提高得率与含量。不同时间对萃取效率

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最佳料液比条件下，3 h的溶剂萃取

是较为理想的条件。这或许是因为长时间的萃取，溶剂已

经完全萃取出其中的大麻二酚；或者溶剂与水相已经达到

平衡了，不能再进入细胞壁内萃取大麻二酚。因此最佳料

液比和萃取时间分别为1∶20（g∶mL），3 h。

3 结论

本研究以火麻植物的叶为原料，对原料进行了加热与

酶解预处理，探讨了预处理与料液比及萃取时间对大麻

二酚提取的影响。综合单因素试验结果以及经济效率问

题，确定了最佳的工艺条件如下：火麻叶在100 ℃烘箱内

加热处理2 h；进而进行酶解，采用的酶是复合植物水解酶

（Viscozyme L）与酸性蛋白酶的复合，其用量分别为底物

的0.5%，酶解时间为1 h；料液比为1∶20（g∶mL），萃取时间取

3 h。在此工艺条件下获得的浸膏得率为5.40%，大麻二酚

含量为56.11 mg/g。总之，通过酶辅助溶剂萃取法可以很好

地提取火麻叶中的生理活性物质大麻二酚，本研究为从其

他植物中提取多酚或者色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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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料液比和萃取时间对大麻二酚提取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material/solvent ratio and leaching time on
cannabidiol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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