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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烷醇的提取及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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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综述了二十八烷醇的提取分离方法, 包括还原法、水解法、溶剂法、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分

子蒸馏、超声波等, 简要介绍了现阶段农副产品和保健品中二十八烷醇的主要检测方法, 旨在为二十八烷醇提
取分离、检测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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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1-octacosanol’s extraction methods including restore method, hydrolysis, solvent,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 distillation and ultrasonic method were reviewed. The detection techniques of 1-octacosanol in current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and health products were also introduced
briefly.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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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37 年国外学者从小麦胚芽油中提取出一种

1, 相对分子质量 410, 白色粉末或鳞片状晶体, 熔点

二十八个碳的直链醇以来, 研究发现它对人体的生

81 ℃~83 ℃, 可溶于热乙醇、乙醚、苯、甲苯、氯

殖障碍疾病有治疗作用, 此后各国科学家开始致力

仿、二氯甲烷、石油醚等有机溶剂, 不溶于水[3]。二

于二十八烷醇的相关研究。二十八烷醇(octacosanol)

十八烷醇具有改善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 主要表现

化学名称为 1-二十八烷醇(1-octacosanol)或正二十八

为: 增进耐力、精力; 提高反应灵敏性; 提高应激能

烷醇(n-octacosanol), 俗名蒙旦醇(montanylalcohol),

力; 减轻肌肉疼痛; 改善心肌功能; 降低收缩期血压;

[1]

是天然存在的高级脂肪醇 。最初发现二十八烷醇存

提高机体新陈代谢的比率等[4-9]。

在于大米胚芽和小麦胚芽中, 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 二十八烷醇作为天然健康

和深入, 发现其以结合态(蜡酯形式)或游离态广泛分

食品添加剂、广谱天然良药, 已被广泛用于运动饮

布于动物的表皮与内脏、昆虫分泌的蜡质以及植物的

料、天然保健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10-12]。近年来,

根、茎、叶、壳、籽仁的脂质中, 经提纯后可作为药

二十八烷醇的制备与相关产品的开发逐渐成为国内

[2]

物、保健食品的添加剂等 。二十八烷醇结构式见图

科研人员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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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可 获 得 较 高 纯 度 的 二 十 八 烷 醇 产 品 (80%~90%),

二十八烷醇的提取
天然动植物体内很少含有游离的二十八烷醇,

大多是以脂肪醇酯形式存在, 从天然产物中提取二
十八烷醇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还原法、水解法、溶剂
法等, 近年来新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分子
蒸馏技术及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等也在二十八烷醇
的提取过程中得到了应用。

而且无溶剂残留等问题, 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霍
艳 荣 等 [15] 用 响 应 曲 面 分 析 法 (RSM) 建 立 了 超 临 界
CO2 萃取甘蔗皮中二十八烷醇的工艺模型, 通过优化
使二十八烷醇的最高提取量达到了 7. 5855 mg/g。据
2012 年最新报道表明, 采用超临界萃取技术从甘蔗
渣中分离得到二十八烷醇较热乙醇溶剂法提取所得
产量高[16]。
此法工艺简单, 产物得率较高, 但超临界提取
法对设备要求比较高, 目前在二十八烷醇提取领域
还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1.5
图 1 二十八烷醇的结构示意图
Fig. 1 Structure of octacosanol

1.1

分子蒸馏法的优点在于得到的高级脂肪伯醇混
合物中二十八烷醇的含量高、产品用途广, 其分离提
纯方法工艺相对简单、回收率比较高, 全过程对环境

还原法
还原法是将长链脂肪酸低碳醇还原制备脂肪醇,

但采用脂肪酸高碳醇还原制备高碳醇报道比较少见。
张相年等[13]以虫蜡为原料, 在乙醚中加入 LiAlH, 70
℃~80 ℃条件下还原 2.5 h 后, 得到高碳醇混合物,
再经分子蒸馏纯化, 使高碳醇回收率达到 96%, 其中
二十八烷醇含量约为 16.7%。

1.2

分子蒸馏

无污染。刘方波等 [17] 采用分子蒸馏技术提高二十八
烷醇的分离效率, 采用薄膜蒸发器温度 170 ℃, 分
子 蒸 馏 器 温 度 210 ℃ 的 条 件 , 最 终 获 得 纯 度 为
52.6%的二十八烷醇产品。分子蒸馏技术应用于二十
八烷醇的提取和纯化可以实现二十八烷醇的连续化生
产, 提高分离效率, 缩短分离时间, 提高产品品质[18]。
许松林 [19] 研究了从蜂蜡中提取高级脂肪伯醇混合物

水解法

及分离提纯的方法, 该方法以皂化的蜂腊为原料, 通

水解制取长链脂肪醇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过分子蒸馏技术获得二十八烷醇, 其技术要点在于

就有文献报道, 具体步骤为: 采用含碱的乙醇溶液皂

采用上一级的残液作为下一级蒸馏的原料, 从而进

化鲸蜡, 蒸馏除去乙醇后, 残余物即为脂肪酸(或脂

行反复蒸馏操作。也有研究者以虫白蜡为原料, 选用

肪酸盐)与游离醇的混合物, 再向反应体系中加入大

醇相皂化法制备长链脂肪醇, 多级分子蒸馏技术纯

量水后加热精制, 然后加入 CaC12 析出, 就能得到

化产物, 使二十八烷醇的纯度达到 80.6%左右, 显著

包含十六烷醇在内的混合醇。我国采用水解法对米

优于常规的减压蒸馏法。

糠蜡进行二十八烷醇的提取研究报道比较多 [14], 已
有投产。

1.3

过酯交换工艺从精糠蜡中提出。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采用溶剂提取法, 首先需要将米糠蜡、蜂蜡等原
料经过醇相皂化, 再经几种溶剂反复浸提, 然后用柱
层析或蒸馏方法进行分离。为了提高纯度, 往往需要
进行多次层析及蒸馏, 最后采用溶剂结晶获得高纯
度的制品。常用的溶剂有丙酮、正丁酮、甲醇、乙醇、

1.4

超声提取
在超声波强化提取条件下, 高碳脂肪醇能够通

溶剂法

己烷、庚烷、氯仿及苯等有机溶剂

1.6

[13,14]

。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
采 用超 临界流 体萃 取, 原 料经 过两级 分离 后,

最佳酯交换工艺参数为超声波功率 200 W、 反应温
度 60 ℃、蜡醇比 1∶10、反应时间 6 h、催化剂用量
1.5%, 二十八烷醇得率约为 14.7%[20]。

2

二十八烷醇的检测方法
采用气相色谱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可用于混

合高级脂肪醇或制剂中二十八烷醇含量测定[2,21,22]。
已有研究表明, 采用气相色谱法可以实现二十八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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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对促进天然二十八烷醇类健康产品发展, 提高农
[24]

采用气相

副产品资源的综合效益,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其具有

色谱仪−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定量测定保健食品中二

明显地改善肌肉疲劳和提高体力的功效, 二十八烷

十八烷醇含量, 样品先经混合溶液提取, 再利用

醇可以取代运动员服用的类固醇、EPO 等增强肌肉

Silyl-991 衍生试剂对提取物进行衍生净化, 然后用

力量的药物, 开发含二十八烷醇的具有提高耐力及

正己烷作为提取液, 加水除杂, 最后利用气相色谱仪

抗缺氧能力的运动饮料、运动糖果、糕点等产品, 以

的毛细管色谱柱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对提取液进

符合市场消费的需求。但是国内保健制品(食品和化

行分离和检测, 二十八烷醇与杂质可以得到良好分

妆品)暂时还没有将二十八烷醇作为添加剂或者原料

离, 在 0.32~160.00 μg/mL 的线性范围内, 相关系数

正式投入使用, 安全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二十八烷醇属高级脂肪醇, 张晶等

2

R =0.9989, 最低检出量为 0.57 ng, 当添加浓度为

二十八烷醇在复配功能性饮料和食品中分散困

3.20~32.00 mg/kg 时, 方法回收率范围在 83.13%~

难, 因而其在饮料等产品中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未

100.63%之间, 该方法操作简便, 灵敏度高, 重现性

来相关领域研究的开展, 将使二十八烷醇在饮料和

和选择性好, 分离效果良好。

保健品工业中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空间[28]。

当高级脂肪醇在混合脂肪醇中含量过低时, 可
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进行分析, 以实现较好的分离
分析效果。现已报道的有烟草提取物、青蒿提取物、
糠蜡提取物中二十八烷醇的气相色谱测定方法, 在
HP-5 柱上, 二十八烷醇、三十烷醇与其他种类高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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