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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不断发现合成产品的不安全性 ，于
是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回归自然的消费热潮 ，天然
活性物以其安全性及合成产品难以替代的感官特点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偏爱 ，国际市场的需求量逐年增
加 。 天然活性物的传统提取方法有

［１ ］

：

１） 水蒸气蒸馏和水中蒸馏法 ，广泛应用于植物
组织的提油 ，如薄荷 、柏木 、桂皮 、香根 、山苍籽等 。
２） 压榨 、冷磨法 ，主要用于甜橙 、柠檬 、香柠檬
等柑橘果类的提油 ，这种方法不受热 ，所得精油香气
新鲜 。
３） 溶剂浸取法 ，主要用于鲜花 、芳香植物树脂 、
辛香料的加工 ，所用挥发性有机溶剂有石油醚 、乙
醇 、丙酮等 ，视不同原料而选定 。
传统方法存在着必须使用和处理大量的有机溶
剂 ，而且存在易燃易爆 、安全性低 、提取过程繁琐 、提
取率低 、提取时间长 、易破坏天然活性物中某些热敏
性或不稳定成分等缺点 。 目前 ，很多新的萃取技术
不断涌现 ，例如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膜分离技术 、
半仿生提取法 、固相微萃取和微波萃取技术等

［２ ］

，特

别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
超临界的流体溶剂常选用 ＣＯ２ ，由于该技术具有操
作条件温和 、工艺简单 、环保经济等特点 ，因而被誉
为绿色加工技术 ，非常适合萃取香料 、色素和生理活
性物质

［３‐４ ］

。

影响超临界流体萃取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 ：萃
取压力 、萃取温度 、ＣＯ２ 流量 、夹带剂 、萃取时间 、填
料量与填充密度 、颗粒度等 ，该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
工艺参数的探讨与优化

［５‐８ ］

。 除此之外 ，天然活性物

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中破壁技术和工艺集成技术也是
十分重要的关键工艺技术 ，但文献却很少报道 。 本

文结合实例 ，介绍几种破壁技术及集成技术对超临
界 ＣＯ２ 萃取效率的影响 。

１

破壁技术
天然植物活性物等的有效成分往往包埋在细胞

壁或液泡内 ，与原料母体之间存在某种物理或化学
结合力 ，例如 ，胡椒碱 、胡椒精油等成分存在于胡椒
细胞之中 ，在胡椒细胞未破裂前 ，细胞壁的阻力会使
萃取速度变慢 ，油树脂的提取率极低 。 因而需要通
过物理或化学方法消除细胞壁的阻碍 ，克服待萃取
成分与母体间的作用力 ，使待萃取成分容易从母体
的束缚中释放出来

［９‐１０ ］

。

１ ．１

２９

超声破壁
超声波是一种弹性波 ，它能产生并传递强大的

能量 。 大能量的超声波作用在液体里 ，在振动处于
稀疏状态时 ，声波在植物组织细胞里比电磁波穿透
更深 ，停留时间也更长 ，使液体被击成很多的小空
穴 。 这些小空穴一瞬间就闭合 ，闭合时产生很高的
瞬间压力 ，即产生“空化”作用 ，使植物细胞破裂 。 此
外 ，超声波还具有机械振动 、乳化扩散 、击碎等多级
效应 ，有利于植物中有效成分的转移 、扩散及提取 。
例如 ，用超声波破碎湿藻粉 ，再进行超临界 ＣＯ２ 萃
取油脂 ，其最大的油脂萃取率达 ８５％ ，萃取率提高
２９％ 。 用超声波强化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紫杉醇 ，如要
完全萃取紫杉醇 ，萃取时间是未超声强化的 １ ／３ 。
由于超声波的振动频率及能量大小应与被粉碎的细
胞壁的破裂强度相匹配 ，超声振动所产生的能量及
强度不能太大 ；振动强度太大 ，会使细胞内的某些活
性成分被破坏 ，还会使粉碎场内产生的热量大 ，系统
内升温快 ，局部温度很高 ，这也将导致细胞内某些活
性成分被破坏 。
１ ．２ 微波破壁
微波萃取法具有萃取速度快 、萃取效率高的优
点 ，在天然活性物有效成分的提取中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 其机理是微波辐照导致细胞内的极性物质
尤其是水分子吸收微波能量而产生大量的热 ，使细
胞内温度迅速升高 ，液态水经汽化产生的压力可将
细胞膜和细胞壁冲破并形成微小孔洞 ，使细胞外液
体易于进入细胞内溶解并释放细胞内产物 。 例如 ，
将茶叶粉用水浸湿后于微波炉中加热 ，之后立即进
行超临界萃取 ，能明显提高茶叶中咖啡因的脱除率 。
该技术也存在不足之处 ，由于微波萃取是利用极性
分子可迅速吸收微波能量来加热 ，如乙醇 、甲醇 、丙
酮和水等 ，非极性溶剂不能吸收微波能量 ，所以在微
波萃取中不能使用 １００ ％ 的非极性溶剂作为萃取
溶剂 。
１ ．３ 酶法破壁
当植物中含有大量黏液质 、果胶 、淀粉时 ，这些
成分一方面影响植物细胞中活性成分的浸出 ，另一
方面也影响提取液的澄清度 。 如选用恰当的酶 ，通
过酶反应使细胞壁的组成成分和部分液质等杂质成
分水解或降解 ，则可加速有效成分的释放提取 ，这是
一项很有前途的新技术 ，无需特殊设备 ，完全适于工
业化生产 。 例如 ，将各种粒径的辣根粉料分别加入
５０ ℃ 温水翻拌 ，可以促进酶的分解作用 ，使挥发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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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组织中释放出来 ，再进行超临界萃取 ，得到品质
优良的辣根精油 。 酶法破壁的缺点是酶易失活寿命

利于待萃取成分的溶出和 ＣＯ２ 的进入 ，且易使物料
结块 。 例如 ，当树兰花水分含量大于 ７３％ 时 ，树兰

短 ，价格昂贵 ，反应耗时长 。
１ ．４ 压差破壁
萃取釜加压至一定设定值后 ，保持该压力一段
时间使 ＣＯ２ 流体充分渗透到细胞内 ，然后打开该容
器的气体出口阀 ，使容器内压力急剧下降 ，由于细胞
壁对流体扩散的阻滞作用 ，在细胞壁内外形成一个
瞬间极大的压差 ，该压差能轻易地击破植物细胞的
细胞壁 ；同时该压差亦存在于颗粒内外 ，能使物质结
构变得疏松 ，为流体的顺利出入提供通道 。 例如 ，冬
虫夏草的细胞壁很坚固 ，有效活性成分溶出微乎其
微 ，采用物理“压差”破壁技术 ，可使虫草的有效物质

花浸膏的浓度趋于零 ，浸膏萃取率几乎为零 。 过高
的含水量使原料颗粒间形成液膜 ，障碍传质过程 ，若
集成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预处理后 ，不但萃取率提高 ，
且利于保存树兰花中芳香物质 。
２ ．２ 与分子蒸馏技术集成
分子蒸馏是一种在高真空下进行的连续蒸馏过
程 ，具有分离程度高 、可保护物料稳定 、产品耗能少 、
［１１‐１２ ］
产品成本低等特点
。 分子蒸馏技术适用于液体
或适当加温即具流动性的半固体物质的分离纯化 ，
可用于高沸点 、热敏性物料的提纯分离 。 例如 ，利用
分子蒸馏技术对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所得的干姜油进
行分离纯化 ，姜油中的萜类和姜辣素类组分中姜烯
酚类化合物的含量达到 ８６ ％ 以上 ，姜酚的含量达到
６０％ 左右 。
２ ．３ 与喷雾干燥技术集成
喷雾干燥器的工作原理是用喷雾的方法将物料
喷成雾滴分散在热空气中 ，物料与热空气呈并流 、逆
流或混流的方式互相接触 ，使水分迅速蒸发 ，达到干
燥目的 。 采用这种干燥方法 ，可以省去浓缩 、过滤 、
粉碎等单元操作 ，可以获得 ３０ ～ ５００ μ ｍ 的粒状产
品 ，而且干燥时间短 ，一般干燥时间为 ５ ～ ３０ ｓ 。 对
于香料等易挥发或对热特别敏感或太不稳定易氧化
的芯材 ，将产物与包裹剂（如改性淀粉等）通过乳化 、
喷雾干燥制成 ，可以制备耐高温型微胶囊 ，有防止氧
化和挥发损失的特点 。 例如水溶性的芯材如矿物
质 、酶 、水溶性维生素 、酸味剂等 ，固体芯材如硫酸亚
铁 、固体风味料等 。
２ ．４ 与挤压膨化技术集成
超临界 ＣＯ２ 流体可与挤压膨化技术集成 ，利用

溶出 ，易于萃取 。 但压差破壁法由于出口会因压差
大会产生一种喷射气流 ，若使用开放式收集法 ，通常
会有高挥发性组分流失 。
１ ．５ 浸泡破壁
预先用高浓度极性溶剂充分浸泡 ，可以使物料
发生膨胀 ，有利于溶质的传递和待萃取成分的释放 。
例如 ，用乙醇浸泡水仙块根后萃取 ，秋水仙碱的质量
分数比原植物中的含量提高近 ８ 倍 。
１ ．６ 研磨破壁
例如 ，灵芝孢子的外壁非常厚 ，并且非常结实 ，
即使 １００ ℃ 煮沸 ３ ｈ ，破壁率也不超过 １０％ 。 所以 ，
用开水煮沸没有太大的影响 。 若采用研磨法 ，研磨
３０ ｍｉｎ 就可以使孢子粉破壁率达 ２０％ 。 又如 ，干燥
的番茄片缩水变形严重 ，组织紧密 ，番茄红素吸附在
组织上并部分以结晶状态存在 ，超临界 ＣＯ２ 没有能
力破坏这种坚硬的结晶 。 浸泡原料后再进行研磨 ，
番茄组织变松散 ，番茄红素结晶被破坏 ，番茄红素处
于游离的状态 ，在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时 ，传质阻力大
幅度减低 。

２
２ ．１

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的集成技术

与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集成
天然活性物所含的水分有 ３ 种不同的类型 ：游
离水 、结合水和化合水 。 化合水和物料内层结合水
因与物料结合紧密不具有介质作用 ，超临界状态下
不影响物质的萃取 ；而游离水和物料的外层结合水
具有介质的作用 ，在超临界状态下可以作为极性夹
带剂而影响物质的萃取 ，并且水的存在可以使物料
发生膨胀 ，有利于溶质的传递过程 。 但游离水和外
层结合水含量较高时 ，易在物料表面形成水膜而不

超临界 ＣＯ２ 流体萃取色素 、香料等热敏组分后 ，进
入挤压膨化机的低温膨化腔 ，作为挤压物料的膨化
剂 ，所生产的膨化食品的品质优于传统的挤压膨化
技术 。

３

展

望

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技术一种安全 、卫生 、高品质 、

高效率源的加工方法 ，可以在常温下运行 ，特别适合
挥发性和热敏性物质的提取 ，并能保证提取物的“纯
天然性” 。 它在天然活性物提取领域的应用正日益
受到重视 ，从理论和应用上都已经证明了在该领域
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前景 。 以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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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基础 ，通过集成真空冷冻干燥 ，短程分子蒸馏
和喷雾干燥等现代技术 ，提高天然活性提取物的品
质 ，通过破壁强化等关键技术开发 ，减少萃取时间 ，
降低生产成本 ，这对于促进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技术的
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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