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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阳还五汤中生物碱类化合物的分离与结构鉴定
吴

军，屠鹏飞‘，赵玉英

（北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目的

研究补阳还五汤的抗血栓有效部位及其活性成分。方法

用多种色谱、核磁共振波谱和单晶Ｘ一衍射

方法对补阳还五汤水煎液的生物碱类化合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离和结构鉴定。结果

分离并鉴定了４个生物碱类化

合物，分别为Ⅳ一（３，＿马来酰亚胺）一５一羟甲基一２一吡咯甲醛（Ｉ）、４－氨甲酰基一２一吡咯甲酸（Ⅱ）、Ｎ一（１’一Ｄ一去氧木糖醇
基）一６，７－二甲基一１，４－二氢一２，３一喹喔啉二酮（Ⅲ）及２，３，４，９一四氢一１Ｈ～吡啶骈［３，４－ｂ］Ｏｇｌ哚一３一羧酸（Ⅳ）。结论

以上

化合物均首次从补阳还五汤中分离得到且化合物Ｉ～Ⅲ为新化合物。
关键词：补阳还五汤；生物碱；Ⅳ一（３７一马来酰亚胺）一５一羟甲基一２一吡咯甲醛；４－氨甲酰基一２一吡咯甲酸；Ⅳ一（１’一Ｄ一去氧木
糖醇基）一６，７－二甲基一１，４－二氢一２，３一喹喔啉二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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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阳还五汤为清代名医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

６，７－二甲基一１，４一二氢一２，３一喹喔啉二酮（１１１）及２，３，

名方，由黄芪、当归、赤芍、地龙、川芎、桃仁、红花组

４，９一四氢一１Ｈ一吡啶骈［３，４－ｂ］吲哚一３一羧酸（Ⅳ）。以

成，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主治中风后半身不

上化合物均首次从补阳还五汤中分离得到，且化合

遂、口眼歪斜诸证。现代临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

物Ｉ～１１１为新化合物。

血管病。为阐明其活性成分，本实验对补阳还五汤水

１仪器和材料

煎液的醋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部位的生物碱类化合

ＸＴ。Ａ型显微熔点仪，ＫＹＫＹ—ＺＨＰ一５＃质谱

物进行了分离和结构鉴定，分别为Ｎ一（３ ７一马来酰亚

仪（ＦＡＢ—ＭＳ）和ＡＥｌ—ＭＳ一５０质谱仪（Ｅｌ—ＭＳ），

胺）一５一羟甲基一２一吡咯甲醛（Ｉ）及４一氨甲酰基一２一吡

ＡＬ一３００核磁共振仪。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一２０葡聚糖凝

咯甲酸（Ⅱ）；从其正丁醇萃取部位分离鉴定了２个

胶为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产品，薄层色谱及柱色谱硅胶

生物碱类化合物，分别为Ｎ一（１，－Ｄ一去氧木糖醇基）～

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补阳还五汤中各单味药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九五”攀登项目（９７０２１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吴军，博士研究生，２００１年毕业，现工作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广东省海洋药物重点实验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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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地道药材，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Ａｓｔｒａ—

禽 删今㈣

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ｕｎｇｅ 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

ｌｉｃｕｓ（Ｂｕｎｇｅ）Ｈｓｉａｏ的干燥根，购于山西省浑源县
医药公司；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Ｈ……“Ｏ

ＩＩ

（０１ｉｖ．）Ｄｉｅｌｓ的干燥根，购于甘肃省岷县医药公司；
赤芍为毛茛科植物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的
干燥根，购于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医药公司；地龙为钜
蚓科动物参环毛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Ｅ．Ｐｅｒ—

ｏ一

：酸急Ｈ。仗ＨＣＨ２。－ Ｃ－ Ｃ－ Ｃ．ｔｆ２
。Ｉ

●

－

●

ｒｉｅｒ）的干燥体，购于广东省药材公司；ＪＩＩ芎为伞形科
植物川芎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图１化合物Ｉ～Ⅳ的结构

Ｈｏｒｔ．的干燥根
Ｆｉｇ．１

茎，购于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桃仁为蔷薇科植物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Ｌ．）Ｂａｔｓｃｈ的干燥成熟种子，购于

安国药材市场；红花为菊科植物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１Ｖ

Ｊ一８ Ｈｚ），为呈ＮＨＣＨＣＨ。方式连接的３个质子信

号；１１．３４（１Ｈ，ｓ）为二酰亚胺环氮上的活泼质子。结

Ｌ。的干燥花，购于新疆药材公司。以上药

合１３Ｃ—ＮＭＲ３：３７．２８为酯碳；５４．８０为与Ｎ相连叔

材均由北京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蔡少青教授鉴定

碳信号，１７５．３２和１７５．１９两个羰基碳可推断化合

和提供，生药标本保存在该教研室。

物中有一丁二酰亚胺环。４．５４（２Ｈ，ｄ，Ｊ一５．１ Ｈｚ），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２提取和分离

补阳还五汤各单味药按原处方量配伍共４７．５

为呈一ＣＨ。一Ｏ一方式连接的２个质子信号，５．４１（１Ｈ，
ｔ，，一５．１

Ｈｚ）为邻偶的羟基质子，故化合物Ｉ存在

ｋｇ，粉碎后用６倍量水煎煮提取３次，共得干膏７

ＣＨ２０Ｈ结构片断；６．２８（１Ｈ，ｄ，ｔ，＝３．９ Ｈｚ），７．１３

ｋｇ。取其中１ ｋｇ分别用石油醚、醋酸乙酯、正丁醇萃

（１Ｈ，ｄ，Ｌ厂一３．９ Ｈｚ）为五元杂环上两个邻偶的烯氢

取。醋酸乙酯萃取物（２５ ｇ）经硅胶柱色谱分离，

质子；结合１３Ｃ—ＮＭＲ艿：１０９．７４和１２５．８４为两个连

ＣＨＣｌ。一ＣＨ。ＯＨ（１００：１～１：２）梯度洗脱得１２０个

有单个质子的烯碳，１３１．２５和１４４．９１为两个烯季

流份。Ｆｒ．５１～５７经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柱色谱分

碳，１７９．０４为醛基碳可推断此化合物中存在５一羟甲

离，环己烷一氯仿一甲醇一冰醋酸（４：６：１：０．０２）洗

基一２一吡咯甲醛。１３Ｃ—ＮＭＲ结合ＤＥＰＴ谱证实此化合

脱及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一２０（８０％ＭｅＯＨ）纯化得化合物

物共有１０个碳，其中５４．８０为ＮＣＨ和一ＣＨ：ＯＨ两

Ｉ（１０．０ ｍｇ）。Ｆｒ．４６～５０经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柱

个的重叠峰。由于二酰亚胺环上碳艿５４．８０可推断此

色谱分离，环己烷一氯仿一甲醇一冰醋酸（５：５：１：

环通过此碳连接在吡咯环的氮上。以上推断为

０．０２）洗脱及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一２０（９０％ＭｅＯＨ）纯化得

１Ｈ一１Ｈ ＣＯＳＹ、ＨＭＱＣ和ＨＭＢＣ谱所进一步证实。

化合物Ⅱ（８．０ ｍｇ）。其正丁醇萃取部分（１１８ ｇ）经

由ＨＭＢＣ谱可以看出：Ｈ一３ ７与Ｃ一２、Ｃ一５、Ｃ一２’、

Ｄ一１０１大孔吸附树脂柱色谱分离，水、３０％乙醇、

Ｃ一４

７有远程相关；Ｈ一３、Ｈ一４与Ｃ一２、Ｃ一５均有远程相

５０％乙醇、８０％乙醇梯度洗脱，收集醇洗脱部分浓缩

关；醛基氢（Ｈ一６）与Ｃ一２有远程相关；两个Ｈ一７质子

得干膏８５ ｇ。醇洗脱部分经硅胶柱色谱分离，

与Ｃ一４、Ｃ一５有远程相关；两个Ｈ一４７质子与Ｃ一５ ７羰基

ＣＨＣｌ３一ＣＨ３０Ｈ—Ｈ２０（７：１：Ｏ～６：４：１．５）梯度洗

碳和Ｃ一３ ７均有远程相关；故此化合物确定为Ｎ一（３

脱得８０个流份。Ｆｒ．１９～２６经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

马来酰亚胺）一５一羟甲基一２一吡咯甲醛。此化合物的立

柱色谱分离，ＣＨＣｌ。一ＭｅＯＨ—Ｈ２０（７：３：０．３）洗脱

体构型最终由单晶Ｘ衍射确定。

７一

得５２个流份，后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一２０纯化及Ｒｐ。１８

化合物Ｉ的晶体结构分析：晶体呈无色透明块

低压柱色谱分离（５０％ＭｅＯＨ洗脱）得化合物１１１

状，衍射实验用晶体大小为０．１０ Ｉｎｍ×０．１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ｇ）和Ⅳ（１００ ｍｇ）。

０．２０

３结构鉴定

ａ一７．７５２（１），ｂ一１２．２３７（１），Ｃ一１．０４７ ６（１）ｎｍ，

化合物Ｉ：针状晶体，ｍｐ １８６～１８８℃，分子式
ＣｌｏＨｌ００４Ｎ２。Ｅ１一ＭＳ：ｍ／ｚ（Ｍ＋２２２）。由ＥＩ—ＭＳ结合

ｍｍ，属单斜晶系，空间群为Ｐ２。／ａ，晶胞参数：

８—９０．０３６。（３），晶胞体积为：Ｖ一０．９９３ ７７（１８）
ｎｍ３，晶胞内分子数Ｚ一４。

１３Ｃ—ＮＭＲ和１Ｈ—ＮＭＲ分析得出化合物Ｉ的分子式

用ＭＡＣ ＤＩＰ一２０３０Ｋ面探测仪收集衍射强度数

Ｃ１０Ｈ１００４Ｎ２。１Ｈ—ＮＭＲ艿：２．６７（１Ｈ，ｄｄ，，一１７．７，６．９

据，ＭｏＫａ辐射，石墨单色器，晶体与ＩＰ板距离ｄ一

Ｈｚ），３．１０（１Ｈ，ｄｄ，Ｊ一１ ７．９。９．０ Ｈｚ），５．６５（１Ｈ，ｔ。

１００

ｍｍ，管压５０ ｋＶ，管流９０ ｍＡ，（￡，扫描，最大２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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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０．０。，扫描范围为０。～１８０。，回摆角度为５。，间隔

１Ｈ—ＮＭＲ上３１２．３（１Ｈ，ｂｒ．Ｓ为羧基活泼质子），

为５。，扫描速度为１．５。／ｍｉｎ，每个画面扫描２次，总

１７．ｏ（１Ｈ，ｂｒ．Ｓ）活泼质子信号为与羰基共轭且形成

计摄取３６幅图象，独立衍射点为１ ６１２个，可观察点

分子内氢键的结果。故确定此化合物为４一氨甲酰基一

（ＩＦ ２≥８ｄ

Ｆ

２一吡咯甲酸。

２）为１ ６００个。

在微机上用直接法（ＳＨＥＬＸＳ一８６）解析晶体结

化合物Ⅲ：淡黄色粉末，ｍｐ ２４０～２４２℃，分子式

构，从Ｅ图上获得全部１６个非氢原子位置，使用最

Ｃ１５Ｈ２０Ｎ２０６。ＦＡＢ—ＭＳ ｍ／ｚ：３２５ＩＮ＋１］十。ＨＲ－Ｐ—

小二乘法计算，并修正结构参数和判别原子种类，用

ＦＡＢ—ＭＳ ｍ／ｚ：理论值３２５．１３９ ６［Ｍ＋１］＋，实测值

几何计算法和差值Ｆｏｕｒｉｅｒ法交迭计算获得全部氢

３２５．１３９

原子位置，最终可靠因子Ｒｆ一０．０７０，Ｒｗ一０．０６４

式Ｃ。。Ｈ：。Ｎ。ｏ。。从氢谱和碳谱可以看出此化合物由芳

（ｗ一１／ｄ２

Ｉ），Ｓ一４．３９９（Ａ／ａ）。。一０．２３３，

香母核和多元醇两部分组成，且多元醇部分为五碳醇。

（△ｐ）ｍｉｎ一一３．１×１０－４ ｅ／ｎｍ３，（Ａ０）。。；一４．５×１０“

芳香母核部分：氢谱中可见２．１８、２．２１两个甲

ｅ／ｎｍ３。最终确定不对称单位化学计量式为

基单峰信号，对应甲基碳的化学位移分别为１８．７、

Ｃ，。Ｈ。。Ｏ；Ｎ：，其计算相对分子质量是２２２．２，计算晶

１９．３，说明它们为连接在芳香母核上的甲基。由碳谱

Ｆ

４［Ｍ＋１］＋，实测值与理论值吻合，得出分子

可见芳香母核共８个碳信号，结合ＤＥＰＴ谱知其中

体密度是１．４８５ ｇ／ｃｍ３。
结果表明：化合物Ｉ是含氮杂环类化合物。晶态

有２个叔碳和６个季碳，且此８个碳信号可明显划

下呈外消旋结构，该分子由Ａ、Ｂ两个五元杂环组

分为化学位移值相近的两组峰，推测母核为对称结

成。其中Ａ环（丁二酰亚胺环）为信封式，Ｂ环（吡咯

构。３１５５．７和１５３．８为２，３一哌嗪二酮的两个羰基信

环）为平面环。两个环的二面角为７７．６３。。近于垂

号。１０．８７（１Ｈ，Ｓ）为２，３一哌嗪二酮氮上的活泼氢信

直。分子内存在氢键联系：Ｏ。……Ｏ。，（Ｘ，Ｙ，ｚ）

号。ＨＭＱＣ结合ＨＭＢＣ进一步推定芳香母核为６，

０．２８４ ０８

ｎｍ，分子间的氢键联系：Ｎｒ…··Ｏ，，（ｘ＋

１／２，３／２一ｙ，ｚ）ｏ．２９０

７９

７一二甲基一１，４～二氢一２，３一喹喔啉二酮。
表１化合物Ⅲ的多元醇部分及木糖醇的”Ｃ—ＮＭＲ数据

ｎｍ。晶体状态下以氢键作

Ｔａｂｌｅ １

用力和范德华力维系其在空间的稳定排列。

”Ｃ—ＮＭ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化合物Ⅱ：白色粉末，ｍｐ ２７８～２８０ ｏＣ，分子式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１１４

Ｉｌｌ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ｉｃ

ａｎｄ ｘｙｌｉｔｏｌ

碳位多元醇部分（ＤＭＳＯ）多元醇部分（Ｃ５Ｄ５Ｎ）木糖醇（ｃ。ＤｓＮ）

Ｃ６Ｈ６０３Ｎ２。Ｐ—ＦＡＢ—ＭＳ ｍ／ｚ：１７７［Ｍ＋Ｎａ］＋。ＨＲ－ｐ—
ＦＡＢ—ＭＳ（ｍ／ｚ）：理论值１５５．０４５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４６．４

０［Ｍ＋１］＋，

７１．３
７５．２

实测值１５５．０４５

１１２

３［Ｍ＋１］＋，实测值与理论值吻

７４．５

合，得出分子式Ｃ。Ｈ。Ｎ。ｏ。。１３Ｃ—ＮＭＲ给出６个碳信

６５．１

号，ＤＥＰＴ表明其中３１６８．６６，１６０．５１，１２５．９５和

多元醇部分：１Ｈ～１Ｈ ｃＯＳＹ结合ＨＭＱＣ谱可推

１１８．１５为季碳：３１１０．５８和１２２．４６为两个连有单个

定多元醇部分为１位氮取代去氧四羟基一五碳醇。将

质子的烯碳。１Ｈ—ＮＭＲ中艿６．９０（１Ｈ，Ｓ），７．０３（１Ｈ，

此部分碳信号与木糖醇文献碳谱数据口］对照（表

Ｓ）为两个烯氢信号，ＨＭＱＣ谱显示它们分别连接在

１），１位碳向高场位移３１９．５，２位碳向高场位移

１１０．５８和１２２．４６两个烯碳上。ＨＭＢＣ谱显示

３．９，３位碳向低场位移１．３，符合氮苷苷化位移规

艿６．９０（１Ｈ，Ｓ），质子与碳３１１８．１５，１２２．４６和１２５．９５

律，故确定为１位氮取代去氧木糖醇。根据多元醇

有远程相关；７．０３（１Ｈ，Ｓ），质子与碳艿１１８．１５，

３４４．５的碳信号可进一步推断多元醇部分是通过碳

１１０．５８和１２５．９５有远程相关。以上说明化学位移

氮键与芳香母核相连的。由ＨＭＢＣ谱可以看出：Ｈ一

为１１０．５８、１１８．１５、１２２．４６、１２５．９４的４个烯碳组成

５与Ｃ一６、Ｃ一４ａ、Ｃ一６一ＣＨ３有远程相关；Ｈ一８与Ｃ一７、

环状的一ＣＨ—Ｃ—ＣＨ＝ｃ一片断，结合碳谱数据推断为

Ｃ一８ａ、Ｃ一７一ＣＨ３有远程相关；Ｃ一７一ＣＨ３与Ｃ一６、Ｃ一７、

吡咯环系。

Ｃ一８有远程相关；Ｃ一６一ＣＨ。与Ｃ一６、Ｃ一７、Ｃ一５有远程

１Ｈ—ＮＭＲ上ｄ８．２８（１Ｈ，ｂｒ．Ｓ），８．６０（１Ｈ，ｂｒ．Ｓ）

相关；Ｈ一１ ７与Ｃ一８ａ、Ｃ一２ ７有远程相关；Ｃ－２’一ＯＨ与Ｃ一

为典型酰胺基氮上的２个不等价活泼质子；ＨＭＢＣ

２

谱显示ｄ８．２８（１Ｈ，ｂｒ．ｓ）与碳艿１６０．５１、１１８．１５有远

根据以上数据及２Ｄ—ＮＭＲ相关谱推断化合物ｎｌ的

７、Ｃ一３ｊ有远程相关；Ｃ一４＇－ＯＨ与Ｃ一４有远程相关。

程相在。以上信息表明酰胺基通过碳艿１１８．１５与吡

结构为Ｎ一（Ｉ＇－Ｄ一去氧木糖醇基）一６，７－二甲基一１，４一

咯环相连。

二氢一２，３一喹喔啉二酮。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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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Ⅳ：黄色粉末，ｍｐ ２８５～２８９℃，分子式

上单体化合物。

Ｃ。：Ｈ。：Ｎ：Ｏ：。ＥＩ—ＭＳ、１Ｈ—ＮＭＲ和”Ｃ—ＮＭＲ数据与文

致谢：核磁共振波谱测定由本校医药分析中心

献报道［２１完全一致，且氢谱与标准图谱吻合很好，故

乔良老师完成；质谱测定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此化合物鉴定为２，３，４，９一四氢一１Ｈ一吡啶骈［３，４．ｂ］

质谱室完成；单晶Ｘ衍射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吲哚一３一羧酸。

究所Ｘ衍射室完成。补阳还五汤各药材均由北京大

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蔡少青教授鉴定和提供。

４讨论
本实验分离得到的生物碱因其量较低而没有对
它们进行来源分析。笔者初步认为它们应该来源于
单味药材。因生物碱类化合物水溶性较好，在复方各

单味药合煎时溶出率较高，且合煎时不同类物质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ｈｅｔｗａｌ Ｋ

Ｓ，Ｍａｎｉ Ｎ，Ｐａｎｔ 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ｈｅｒｂｓ：Ｐａｒｔ ＸＩ－－Ｘｙｌｉｔｏｌ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ａｎ ｆｒｏｍ Ｂｕ－

Ｅ１ ３

ｐｌｅａｒｕｍ ｔｅｎｕｅ Ｉ－ｊ］．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Ｃｈｅｍ，２０００，３９Ｂ：４４８—４５０．
［２］Ｐｅｎｇ Ｊ Ｐ，Ｑｉａｏ Ｙ Ｑ．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ｍｏｎ Ｂｕｎｇｅ．ａｎｄ Ａｌｌｉｕｍ

间存在相互促溶作用。这一观点基本上符合中医复

Ｃｈｉ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ｓｈｕｌ，ＺＨＡ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 Ｄｏｎ．ＥＪ］．
Ｍｅｄ Ｃｈｅｍ（中国药物化学杂志），１９９５，５（２）：１３４—

１ ３９．

方思想，同时也说明单味药醇提物较难分离得到以

Ｎｏｎ．．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ｉｎ

Ｊ

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ｎ ｖｉｔｔａｔｕｍ

Ｍｅｉ—ｒｏｎ９２，’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９１＋，ＸＵ Ｊｉｎｇ—ｄａｌ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２．Ｔｈｉ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ａｃｅａ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ｎ ｖｉｔｔａｔｕｍ（Ａｍａｒｙｌｌｉ—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ｌｕｃｉ—
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ｖｅ ｇｌｙｃｏｓｐｈｉｎｇｏｓｉｌｉｐｉ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ｅ（２Ｓ，

３Ｒ，４Ｅ，８Ｚ）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一４，８一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一１，３一ｄｉｏｌ １一Ｏ—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
ｎｏｓｉｄｅ（Ｉ），（２Ｓ，３Ｒ，４Ｅ，８Ｅ）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一４，８一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一１，３一ｄｉｏｌ

１一

Ｏ—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Ⅱ），（２Ｓ，３Ｒ，４Ｅ，８Ｚ）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ｌ一４，８－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
ｅｎｅ一１，３－ｄｉｏｌ

１－Ｏ—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ｍ），（２Ｓ，３Ｒ，４Ｅ，８Ｅ）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ｌ一

４，８－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一１，

３－ｄｉｏｌ

１－Ｏ—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Ⅳ），

（２Ｓ，

３Ｒ，４Ｅ，

８ｚ）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ｅ—

ｉｃｏｓ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ｌ一４，８一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一１，３－ｄｉｏｌ １一Ｏ—ｐ—Ｄ—９１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ｂｕｌｂｓ ｏｆ

Ｈ．ｖｉｔｔａｔ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Ｈ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ｎ ｖｉｔｔａｔｕｍ（Ｌ Ｈｅｒｉｔ．）Ｈｅｒｂ．；ｇｌｙｃｏｓｐｈｉｎｇｏｓｉｌｉｐｉｄｓ

花朱顶红中非生物碱类成分研究
王广树１，赵美蓉２，杨晓虹Ｈ，徐景达１
（１．吉林大学药学院，长春１３００２１；２．吉林大学三院，长春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目的研究石蒜科植物花朱顶红中非生物碱类成分。方法采用大孔树脂、硅胶、ＯＤＳ柱色谱分离纯化，经
理化常数、光谱学方法鉴定结构。结果分离得到了５个葡糖鞘脂类成分，其结构分别鉴定为（２Ｓ，３Ｒ，４Ｅ，８Ｚ）一２一
［（２Ｒ一２一羟基十六酰）氨基］一４，８一十八二烯一１，３－二醇１一Ｏ一口一Ｄ一吡喃葡萄糖苷（Ｉ）、（２Ｓ，３Ｒ，４Ｅ，８Ｅ）一２＿［（２Ｒ一２一羟基
十六酰）氨基］一４，８一十八二烯一１，３－二醇１一。一ｐＤ一吡喃葡萄糖苷（Ⅱ）、（２Ｓ，３Ｒ，４Ｅ，８Ｚ）一２＿［（２Ｒ一２一羟基十八酰）氨
基］一４，８一十八二烯一１，３－二醇１一Ｏ一口一Ｄ一吡喃葡萄糖苷（Ⅲ）、（２Ｓ，３Ｒ，４Ｅ，８Ｅ）一２一［（２Ｒ一２一羟基十八酰）氨基］一４，８一十八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１０—０５
作者简介：王广树（１９６３一），男，山东汶上人，教授，主要从事天然药物的研究。
Ｔｅｌ：（０４３１）５６４８６３１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ｓｈｕｌ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杨晓虹Ｔｅｌ：（０４３１）５６１９７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