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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超声波提取茶叶色素的工艺,通过与沸水提取工艺比较,研究了超声波提取功率、超声处理时间对提

取效果的影响,确定了最佳超声波提取工艺为超声波功率960W,超声处理时间10min。并将提取的茶叶色素用于阳离

子改性真丝染色,固色处理后真丝织物的摩擦牢度和耐皂洗牢度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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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茶的故乡,我国茶资源丰富。茶色素是从

茶叶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色素,主要成分为茶黄素

类、茶红素类和茶绿素类。茶色素含有大量的活性酚

羟基等化学活性成分,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和抗氧

化作用,防癌抗癌、防紫外线照射、抗动脉粥样硬化、抗
龋护齿等多种药理功能。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以

茶多酚酶促氧化为中心的化学反应,产生了茶黄素、茶
红素等新成分。茶红色素是一种水溶性色素,其色素

主体成分是多酚类物质氧化聚合物茶红素与茶黄素,
稳定性较好;茶黄色素主要是黄烷醇类及其氧化产物、
黄酮类等,在pH 值为3~6时茶黄色素性能基本稳

定,适宜于偏酸及中性环境中使用[1-3]。
在超声波传播时,弹性介质中的粒子产生摆动并

沿传播方向传递能量,从而产生机械效应、热效应和声

空化。与传统提取工艺相比,超声波提取具有时间短、
提取率高等优点[4-6]。采用超声波提取红茶中的天然

色素,通过单因素法研究了超声波提取功率、超声处理

时间对红茶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并与传统的茶色素

提取方法进行比较,探究超声波对茶色素的促提作用,
并将红茶提取物用于真丝绸染色。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材料:真丝电力纺坯布,红茶(粉碎机粉碎成粉末,

市售)。
仪器:SP-756P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

仪器有限公司),HS-12(250CC)常温试样机(F&P鹤

山精湛 染 整 设 备 厂 有 限 公 司),超 声 波 处 理 器 FS-
1200N(上 海 生 析 超 声 波 仪 器 有 限 公 司),pH 计,

Y571L染色摩擦牢度仪,恒温水浴锅,电子天平,染色

烧杯,温度计,移液管,滤布,粉碎机等。
试剂:冰乙酸(分析纯),阳离子化剂STC-6(四川

益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TX-10(市售),Na2CO3(分析

纯),无醛固色剂 WQG-2(四川益欣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标准皂片(纺织品试验专用)。

1.2 试验方法

1.2.1 水沸煮萃取法

取红茶粉末3g,HAC调pH值3~4,浴比1:40,
沸煮30min,冷却后滤布过滤,滤液为染色原液,留以

待用。

1.2.2 超声波提取法

采用探头式超声波发生器,设定超声间隙时间为5
s,改变超声波功率和处理时间,取红茶粉末3g,HAC
调pH值为3~4,浴比1:40,经超声波提取后过滤,滤
液为染色原液,留以待用。

1.2.3 阳离子化改性处理工艺

选用阳离子化剂STC-6,其处理工艺为:

STC-6(100%)      2g/L
Na2CO3(100%) 1.5g/L
TX-10 0.5g/L
浴比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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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40~60℃
时间 60min
改性工艺曲线:

室温
STC-6

5min 5min
织物TX-10

10min
30min40℃ 30min

1/2Na2CO3

水洗、酸煮

1/2Na2CO3

  酸煮:1%HAC调pH值4,95℃处理5min。

1.2.4 常规染色

3g真丝电力纺布,浴比1:30,HAC调pH 值4,
温度95~100℃,染色60min,升温速率为2℃/min。

1.2.5 阳离子改性后染色

3g真丝电力纺布,浴比为1:30,HAC调pH 值

4,40℃入染,缓慢升温至80℃左右,染色60min,升
温速率为2℃/min,染色后水洗即可。

1.2.6 固色处理

固色工艺采用浸渍工艺处理,其处理工艺为:无醛

固色剂2%~4%(对真丝重),处理温度40~60℃,处
理时间40~60min,处理后脱水(或挤干水分),晾干即

可。

1.3 测试方法

1.3.1 最大吸收波长

红茶提取染色原液吸取2ml至100ml容量瓶中

定容后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进行光谱扫描测

试,确定其最大吸收波长,并测试出最大吸收峰下的吸

光度。

1.3.2 上染百分率

上染率是评价染色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依据朗

伯—比尔定律(Beer-Lambert’SLaw)测定染液染色前

后吸光度值A0 和Ai,则

上染百分率= 1-
Ai

A0

æ

è
ç

ö

ø
÷×100%

式中,Ai 为染色残液在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

度,A0 为染色原液的吸光度。

1.3.3 固色率

固色率=上染百分率-Ai/A0 ×100%
式中,Ai 为残液的吸光度,A0 为染色原液的吸光

度。

1.3.4 染色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参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标准测定。
耐皂洗色牢度:参照GB/T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标准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提取液最大吸收波长

按照1.2.1中的水沸煮提取法提取红茶中的茶色

素,通过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光谱扫描,按照1.3.1
确定提取液的最大吸收波长为294nm,并测得其在最

大吸收峰下的吸光度值为0.8438,光谱曲线如图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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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红茶水沸煮提取液吸收光谱曲线

2.2 超声波功率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设定超声工作时间为10s,间隔时间5s,超声处

理10min,调节仪器的超声功率为360、600、840、900、

960、1020、1080、1140、1200W,按照1.2.2提取工艺

提取,1.3.1测试最大吸收波长和最大吸收峰下的吸光

度,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
表1 超声波功率对提取液最大吸收波长的影响

功率/W 最大吸收波长/nm 吸光度

0(沸水提取) 294 0.8438
360 292 0.6615
600 292 0.7136
840 294 0.8264
900 294 0.8728
960 294 0.9738
1020 295 0.9655
1080 293 0.9673
1140 294 0.9847
1200 295 0.9701

由表1和图2可知,和沸水提取液的最大吸收波

长比,不同功率的超声波处理后最大吸收波长几乎没

有变化,说明超声波对色素结构影响不大,但吸光度变

化较大,说明超声波法提取茶叶色素有促提作用。超

声波提取的主要作用原理是超声波的空化效应及机械

振动效应。液体内部分布着一些真空或者存在少许气

体的小泡,当大量的一定频率超声波作用于液体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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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超声波功率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体内部适宜尺寸的小泡便可发生共振运动。在声波的

平衡点附近小泡迅速膨胀,在波峰位置附近又迅速为

绝热所压缩,直至其煙灭。在小泡从胀大到湮灭的过

程中,生成大量高温、高压冲击波,它们能使溶于液体

中的物料破碎,即直接破坏了植物的细胞壁,故能起到

使植物有效成分的释放、扩散及溶解过程加速推进之

效果。
由图2可看出,当超声波功率达到960W 后提取

液的吸光度增加趋势趋于平缓,由此选定最优的超声

波功率为960W。

2.3 超声处理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设定超声工作时间为10s,间隔时间5s,超声波

功率960W,超声处理时间为5、10、20、30min,按照1.
2.2提取工艺提取,测试最大吸收波长和最大吸收峰下

的吸光度(超声处理30min后的吸光度在294nm处

测试,而不是在最大吸收波长251~255nm处测试),
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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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超声处理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由图3可知,红茶色素提取量随着超声处理时间

的延长而增大,但20min后提取量随时间而降低。随

着萃取时间的延长,烧杯温度上升较高,但吸光度增加

不是很明显,提取液显得比较浑浊,最大吸收波长位移

较大(位移至251~255nm处)从而在294nm处的吸

收峰变得不太明显,说明提取液的杂质变多,对色素纯

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综合考虑,超声处理时间选择

10min较宜。

2.4 空化效应在红茶色素提取中的作用

为了研究空化作用是否对红茶色素的提取有促进

作用,选择常规的水沸煮提取法、加热法和超声波提取

法3种对比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表2所示为提取

液温度随超声处理时间的延长发生的变化(超声波功

率设为960W)。
表2 超声处理时间与提取液温度变化

超声波处理时间/min 温 度/℃

0 21
3 45
5 60
1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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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提取方式下的红茶色素吸光度值

水浴锅提取为模拟表2中超声波处理时的升温情

况,及在水浴锅中处理10min后的提取液的吸光度

值。由图4可看出,温度对提取有一定的影响,在相同

的温度情况下,超声波的空化作用对红茶色素的提取

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提取率增加,提取时间减少。超声

波在液体介质中传播产生特殊的“空化效应”使色素被

“轰击”逸出,更加有利于色素提取。

2.5 超声波提取红茶色素的染色性能

按照1.2.4,1.2.5,1.2.6的染色工艺和固色工艺进

行试验,STC-6用于真丝阳离子化后再进行染色,并
用 WQG-2固色剂进行固色处理,结果如表3和表4所

示。
表3 阳离子化改性后染色及常规染色的上染率和固色率

上染率/% 固色率/%

常规染色
阳离子化

改性后染色
常规染色

阳离子化
改性后染色

红茶色素提取液 60 83 64 85

  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经STC-6阳离子化改性

真丝后再进行染色,织物的上染率和固色率均有所提

高,且织物的摩擦色牢度和耐皂洗色牢度均有明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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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表4 固色剂 WQG-2对染色织物色牢度的影响

常规染色织物 阳离子改姓染色织物

耐皂洗沾色/级 4-5 4-5
耐皂洗变色/级 3-4 4
干摩擦牢度/级 4-5 4
湿摩擦牢度/级 4 4

3 结论

(1)超声波处理能够有效地提取红茶色素,与传统

水沸煮提取工艺相比,具有时间短、提取率高等优点。
超声波提取红茶色素的优化工艺为:pH值3~4,浴比

1∶40,超声波功率960W,超声处理时间10min。
(2)经超声波提取的红茶色素用于阳离子改性的

真丝织物染色,并经固色剂 WQG-2固色处理后,织物

的上染率,固色率,摩擦色牢度和耐皂洗色牢度均有明

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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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theUltrasonicExtractionProcess
ofBlackTeaanditApplicationinSilk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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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ultrasonicextractionprocessofblackteawasstudied.Comparedwithcommonextractionprocess,theinfluencesof
ultrasonicpowerandultrasonictimeontheextractioneffectswerediscussed.Theoptimalextractionprocesswasultrasonicpowerof
960Wandultrasonictimeof10min.TheextractionsolutionwasusedinsilkdyeingwhichmodifiedbycationicagentSTC-6,andthe
fabricwasdye-fixingtreatedwithWQG-2.Thecolorfastnessofthetreatedfabricwas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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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研究取得进展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生物技术部徐兆超研究员带领

团队,利用氮丙啶作为荧光团电子供体,有效抑制淬灭

荧光和易使染料光漂白的分子内电荷转移态(TICT)
的形成,获得了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的系列新型荧

光染料。相关成果发表在J.Am.Chem.Soc.上。
荧光染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分子标记,通过所见即

所得(seeingisbelieving)的方式跟踪生物分子,研究功

能生物分子的位置和作用。荧光染料的光强度和光稳

定性是影响成像质量的首要因素,特别是以超高分辨

为技术支撑的单分子荧光成像的快速发展,对荧光染

料的光强度和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

有的大多数荧光染料缺乏足够的光强度,少数高荧光

强度的染料在光稳定性方面的不足限制了对细胞的长

时间观察。理论研究证实,光照扭转分子内电荷转移

(TICT)是荧光染料非辐射跃迁的主要方式。针对此

问题,该研究团队通过实验与理论计算相结合的方式,
将荧光染料中常用的电子供体二烷基胺变换为三元环

的氮丙啶,由于氮丙啶巨大的环张力和空间位阻,有效

的阻止了染料受光照激发后TICT态的形成,从而极

大地提高了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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