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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Ⅳ：黄色粉末，ｍｐ ２８５～２８９℃，分子式

上单体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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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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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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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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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烯一１，３－二醇１－Ｏ—ｐＤ～吡喃葡萄糖苷（１Ｖ）、（２Ｓ，３Ｒ，４Ｅ，８Ｚ）一２一［（２Ｒ一２一羟基二十酰）氨基］一４，８一十八二烯一１，３一二
醇１一。一ｐＤ一吡喃葡萄糖苷（Ｖ）。结论它们均为首次从花朱顶红中分得。
关键词：石蒜科；花朱顶红；葡糖鞘脂类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１

Ｔｈ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文献标识码：Ａ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７０（２００５）０７—０９６８—０７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ｓ，ｈａｖｅ ８３

ｔｏ

ａｒｏｕｎｄ １ ００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川．

Ｈ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ｎ ｖｉｔｔａｔｕｍ（Ｌ ７Ｈｅｒｉｔ．）Ｈｅｒｂ．ｉ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ｕ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ｏｎｅ

Ｈｅｒｂ．Ｔｈｅ

Ｈ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ｋｎｏｗ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Ｖ

１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ｂｕｌｂｓ ｏｆ Ｈ．ｖｉｔｔａｔｕｍ（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ｖ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ｍｉｎ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ｏｓｙ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 ｋｇ）ｗｅｒｅ

ｃｕｔ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ｉｎ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１ ２ ０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ｗ

ｍｅｔｈａｎ０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１ ０３０ ｇ）．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ｗ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ｏｎ

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２０（９２８．００

ｇ），１０％ＭｅＯＨ（２８．１８ ｇ），

ｋｉｎ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ｆ

ｏｎ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ｅｘｉ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ｔｙｐ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
ｏｎ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Ｈｉｐｐｅａｓｔｒｕｍ

Ｈｅｒｂ．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ｎｔ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ＤＩＡＩＯＮ ＨＰ一２ ０．ｅｌｕｔ—

３０％ＭｅＯＨ（１９．５９ ｇ），５０％ＭｅＯＨ（１２．３０ ｇ），
７０％ＭｅＯＨ（９．２２ ｇ），ＭｅＯＨ（２２．１６ ｇ）．Ｔｈｅ
ＭｅＯＨ
ｗｉｔｈ

ｅｌｕａｔｅ

ｗａｓ ｃｂ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ｏｎ

ｓｉｌｉｃａ ｇｅｌ

ＭｅＯＨ—ＣＨＣｌ３一ＥｔＯＡｃ—Ｈ２０（２：２：４：１，

ｔｕｍｏｒ，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ｔｃ，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ａｙｅｒ）ｔｏ ｇｉｖｅ ｓｉｘ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１（１２．１０ ｇ），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ｒ．２（５．５５ ｇ），ｆｒ．３（Ｏ．５０ ｇ），ｆｒ．４（１．１６ ｇ），ｆｒ．５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０．７３ ｇ），ｆｒ．６（０．８４ ｇ）．Ｆｒ．２ ｗ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ｈｒｏ—

ｎｏｎ—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ｃａｎ

ｅｖｅｒ，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ｒｔｅｄ．Ａｓ

ｏ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Ｈｏ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ｈａｄ ｓｅｌｄｏ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ｉ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１

ｂ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 ｐｌａｎｔｓ

（６：１：０．１，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

ｆｒ．２－１（４．６０ ｇ），ｆｒ．２—２（Ｏ．４６ ｇ）．Ｆｒ．２—２ ｗａ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ｌｋａ—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ａｓｓ
１ ０２Ａ

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ｅｒ．ＮＭＲ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ｏｎ

ｔｏ

ＯＤ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２—２—１（８０

ＪＡＳ—

２—４（２６２ ｒａｇ）．Ｆｒ．２－２—１，ｆｒ．２—２—２。ａｎｄ ｆｒ．２－２—３

ｗ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ＨＰＬＣ（ｓｏｌｖｅｎｔ

５００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

ＪＥＯＬ ＪＭＳ ＳＸ一

ＣＣＰＭ—１１ ＵＶ一８０２０

ＣＣＰＰ—Ｍ ＵＶ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ＨＰＬＣ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ＳＯ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ｍｇ），ｆｒ．２－２—２（４４ ｍｇ），ｆｒ．２—２—３（３９ ｍｇ），ｆｒ．２—

ＪＥＯＬ Ｌａｍｂｄａ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９５％ＭｅＯＨ

Ｈ．ｖｉｔｔａｔｕｍ．

０ｐｔｉｃ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Ｐ一１ ４０

ｓｉｌｉｃａ ｇｅ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Ｃｌ３一ＣＨ３０Ｈ—Ｈ２０

ｒｅ—

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

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１０

Ｍｅ０Ｈ，

Ｉ（５０ ｍｇ），Ⅱ

（２５ ｍｇ）ｆｒｏｍ ｆｒ．２－２－１，Ⅲ（２４ ｍｇ），Ⅳ（１９ ｍｇ）
ｆｒｏｍ ｆｒ．２—２—２，Ｖ（２５ ｍｇ）ｆｒｏｍ ｆｒ．２—２—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ＯＳＯＨ

８０１ １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ｎｄ ＴＯＳＯＨ

ｍＬ／ｍｉｎ）ｔｏ

ａｆｆｏｒｄ

Ｉ：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ａ］才＋３．７

（ｃ一１．０，ＭｅＯＨ），ＦＡＢ—ＭＳ

ｍ／ｚ：７３７ ｒＭ＋

ｍｍ ａｎｄ

Ｎａ］＋，６９７ Ｅ（Ｍ＋Ｈ）一Ｈ。Ｏ］＋，５３５ Ｅ（Ｍ＋Ｈ）一

３０ ｃｍ×２１．５ ｍｍ）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ｌｕｍ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Ｈ２０—１６２］＋．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０Ｄ）ａｎｄ”Ｃ—ＮＭＲ

ＴＳＫ

ｇｅｌ

ＯＤＳ一１２０Ａ（２５ ｃｍ×４．６

ｐｈｙ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Ｋｉｅｓｅｌｇｅｌ ６０

Ｈ（Ｍｅｒｃｋ，５——

（ＣＤ３０Ｄ）ｓｅｅ Ｔａｂｌｅ １．

４０弘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ｒｅｘ ｏＤＳ（ＤＭ一１０２０Ｔ，Ｆｕｊｉ—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Ⅱ：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分＋３．６

ＨＰ一２０（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Ｃｈｅｍ．

（ｃ一０．４２，ＭｅＯＨ），ＦＡＢ—ＭＳ ｍ／ｚ：７３７ ｒＭ＋

Ｓｉｌｙｓｉａ），ａｎｄ ＤＩＡＩＯＮ

Ｉｎｄ．Ｃｏ．Ｌｔｄ．）．ＴＬＣ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ｅｒｔｉｇｐｌａｔｔｅｎ

Ｋｉｅｓｅｌ

ｇｅｌ

６０

ＨＰＴＬＣ—Ｆｅｒｔｉｇｐｌａｔｔｅｎ ＲＰ一１ ８

ｏｎ

ＨＰＴＬＣ—

Ｆ２５４（Ｍｅｒｋ）ａｎｄ
ＷＦ２５４ｓ（Ｍｅｒｋ）．

Ｎａ］＋，７１５ ＥＭ＋Ｎａ］＋，６９７ Ｅ（Ｍ＋Ｈ）一Ｈ。Ｏ］＋，
５３５

Ｅ（Ｍ＋Ｈ）一Ｈ２０一１６２］＋．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０Ｄ）

ｄ：０．９ ０（６Ｈ，ｔ，Ｈ一１ ８，１ ６ ７），１．２ ９（３ ６Ｈ，ｍ，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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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ＮＭＲ ａｎｄ”Ｃ—ＮＭ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ＣＤ３０Ｄ）

１１—１７，Ｈ一５ ７—１５ ７），１．４１（２Ｈ，ｍ，Ｈ一４７），１．５６

１０４．７（Ｃ一１”），７５．Ｏ（Ｃ一２”），７７．９（Ｃ一３”），７１．６

（１Ｈ，ｍ，Ｈ一３ ７ａ），１．７１（１Ｈ，ｍ，Ｈ一３ ７ｂ），１．９８

（Ｃ一４”），７８．０（Ｃ一５”），６２．７（Ｃ一６”）．

（２Ｈ，ｍ，Ｈ一１０），２．０７（４Ｈ，Ｓ，Ｈ一６，７），３．７１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Ⅲ：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ａ］分＋３．６

（１Ｈ，ｄｄ，Ｊ＝１０．３，３．７ Ｈｚ，Ｈ—ｌａ），４．１１（１Ｈ，

（ｃ一１．０，ＭｅＯＨ），ＦＡＢ—ＭＳ ｍ／ｚ：７４３ ＥＭ＋Ｈ］＋，

ｄｄ，Ｊ一１０．３，５．５ Ｈｚ，Ｈ—ｌｂ），３．９９（１Ｈ，ｍ，Ｈ一２，

７２５［（Ｍ＋Ｈ）一Ｈ２０３＋，５６３［（Ｍ＋Ｈ）一Ｈ。Ｏ～

２７），４．１４（１Ｈ，ｍ，Ｈ～３），５．４８（１Ｈ，ｄｄ，Ｊ一·

１６２－［＋．１Ｈ—ＮＭＲ（ＣＤ。ＯＤ）占：Ｏ．９０（６Ｈ，ｔ，Ｈ一１８，

１５．３，７．３ Ｈｚ，Ｈ一４），５．７３（１Ｈ，ｄｔｄ，Ｈ一５），５．４３

１８ ７），１．２９（４０Ｈ，ｍ，Ｈ一１１—１７，Ｈ一５ ７—１７ ７），１．４２

（２Ｈ，ｔ，Ｈ一８，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４．２７（１Ｈ，ｄ，

（２Ｈ，ｍ，Ｈ一４ ７），１．５６（１Ｈ，ｍ，Ｈ一３ ７ａ），１．７２

Ｊ一７．６ Ｈｚ，Ｈ一１”），３．１９（１Ｈ，ｄｄ，Ｊ＝７．６，９．１

（１Ｈ，ｍ，Ｈ一３ ７ｂ），２．０４（２Ｈ，ｍ，Ｈ一１０），２．０９

Ｈｚ，Ｈ一２”），３．３６（１Ｈ，ｍ，Ｈ一３”），３．３０（１Ｈ，ｍ，

（２Ｈ，ｍ，Ｈ一６），２．１２（２Ｈ，ｍ，Ｈ一７），３．７２（１Ｈ，

Ｈ一４”），３．２８（１Ｈ，ｍ，Ｈ一５”），３．６７（１Ｈ，ｄｄ，Ｊ一

ｄｄ，Ｊ一１０．４，３．７ Ｈｚ，Ｈ—ｌａ），４．１１（１Ｈ，ｄｄ，Ｊ＝

５．５，１１．９ Ｈｚ，Ｈ一６＂ａ），３．８７（１Ｈ，ｄｄ，Ｊ一１１．９，

１０．４，５．８ Ｈｚ，Ｈ—ｌｂ），３．９９（１Ｈ，ｍ，Ｈ一２，２ ７），

Ｈｚ，Ｈ一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０Ｄ）艿：１７７．２（Ｃ一

４．１４（１Ｈ，ｍ，Ｈ～３），５．４９（１Ｈ，ｄｄ，Ｊ一１５．３，７．３

１ ７），１３４．４（Ｃ一５），１３１．２（Ｃ一４），１３２．０（Ｃ一９），

Ｈｚ，Ｈ一４），５．７４（１Ｈ，ｄｔｄ，Ｊ一１５．３，５．９，０．９ Ｈｚ，

１３０．７（Ｃ一８），７３．１（Ｃ一２７），７２．９（Ｃ一３），６９．７（Ｃ一

Ｈ一５），５．３８（２Ｈ，ｔ，Ｊ＝４．６ Ｈｚ，Ｈ一８，９）；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５４．６（Ｃ一２），３５．９（Ｃ一３ ７），３３．７（Ｃ一６），３３．６

ｒｅｓｉｄｕｅ，４．２７（１Ｈ，ｄ，Ｊ一７．６ Ｈｚ，Ｈ一１”），３．１９

（Ｃ一１０），３３．３（Ｃ一７），３３．１（Ｃ一１６，１４’），３０．８—

（１Ｈ，ｄｄ，Ｊ一７．６，９．２ Ｈｚ，Ｈ一２”），３．３６（１Ｈ，ｍ，

３０．３（Ｃ一１１—１５，５ ７—１３ ７），２６．２（Ｃ一４ ７），２３．７（Ｃ—

Ｈ一３”），３．３０（１Ｈ，ｍ，Ｈ一４”），３．２８（１Ｈ，ｍ，Ｈ一

１７ ７，１ ５’），１ ４．５（Ｃ一１ ８，１ ６ ７）；ｇｌｕｃｏ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ｕｅ，

５”），３．６７（１Ｈ，ｄｄ，Ｊ＝５．５，１１．９ Ｈｚ，Ｈ一６ ７ｔａ），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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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１Ｈ，ｄｄ，Ｊ一１１．９，１．６

Ｈｚ，Ｈ一６ ７七）．

（４Ｈ，ｍ，Ｈ一６，７），３．７０（１Ｈ，ｄｄ，Ｊ＝１０．４，３．７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ＯＤ）艿：１７７．２（Ｃ一１ ７），１３４．４（Ｃ一

Ｈｚ，Ｈ—ｌａ），３．９９（１Ｈ，ｍ，Ｈ—ｌｂ），３．９７（１Ｈ，ｍ，

５），１３１．３（Ｃ一４），１３１．４（Ｃ一９），１２９．９（Ｃ一８），

Ｈ一２，２７），４．０７（１Ｈ，ｍ，Ｈ～３），５．４３（１Ｈ，ｄｄ，

７３．１（Ｃ一２ ７），７２．９（Ｃ一３），６９．７（Ｃ一１），５４．６（Ｃ一

Ｊ＝１５．３，７．０“Ｈｚ，Ｈ一４），５．６８（１Ｈ，ｄｔｄ，Ｊ一

２），３５．９（Ｃ一３ ７），３３．７（Ｃ一６），３３．１（Ｃ一１６，１６’），

１５．３，５．８，Ｏ．６

３０．９—３０．４（Ｃ一１１～１５，５’一１５ ７），２８，３（Ｃ一１０），

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４．２２（１Ｈ，ｄ，，＝７．６ Ｈｚ，Ｈ一

２７．９（Ｃ一７），２６．２（Ｃ一４７），２３．７（Ｃ一１７，１７ ７），１４．５

１”），３．１９（１Ｈ，Ｈ一２”），３．３５（１Ｈ，ｍ，Ｈ一３”），３．３１

（Ｃ一１８，１８ ７）；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ｕｅ，１０４．７（Ｃ一１”），７５．０

（１Ｈ，ｍ，Ｈ一４”），３．２４（１Ｈ，ｍ，Ｈ一５”），３．７０（１Ｈ，

（Ｃ一２”），７７．９（Ｃ一３”），７１．６（Ｃ一４”），７８．０（Ｃ一５”），

ｄｄ，ｍ，Ｈ一６＂ａ），３．８１（１Ｈ，ｄｄ，Ｊ＝１２．４，２．４ Ｈｚ，

６２．７（Ｃ一６”）．

Ｈ一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０Ｄ）艿：１７６．１（Ｃ一１’），

Ｈｚ，Ｈ一５），５．３１（２Ｈ，ｍ，Ｈ一８ｊ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Ⅳ：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ａ］分＋３．６

１３３．９（Ｃ一５），１２９．３（Ｃ一４），１３０．８（Ｃ一９），１２８．７

（ｃ一０．４０，ＭｅＯＨ—ＣＨＣｌ。，１：１），ＦＡＢ—ＭＳ ｍ／ｚ：

（Ｃ一８），７２．３（Ｃ一２’），７２．１（Ｃ一３），６８．５（Ｃ一１），

７４３

ＥＭ＋Ｈ］＋，７２５［（Ｍ＋Ｈ）一Ｈ。Ｏ］＋，５６３

［（Ｍ＋Ｈ）一Ｈ：０—１６２３＋．１Ｈ—ＮＭＲ（ＣＤ。ＯＤ）艿：
Ｏ．９０（６Ｈ，ｔ，Ｈ一１８，１８７），１．２９（４０Ｈ，ｍ，Ｈ一１１—
１７，Ｈ一５ ７—１７７），１．４１（２Ｈ，ｍ，Ｈ一４’），１．５６（１Ｈ，

ｍ，Ｈ一３７ａ），１．７１（１Ｈ，ｍ，Ｈ一３ ７ｂ），１．９８（２Ｈ，ｍ，
Ｈ一１０），２．０７（４Ｈ，ｓ，Ｈ一６，７），３．７３（１Ｈ，ｄｄ，Ｊ—

５３．４（Ｃ一２），３４．７（Ｃ一３７），３２．６（Ｃ一６），３２．１（Ｃ—
１６，１８ ７），２９．９—２９．５（Ｃ一１１—１５，５ ７～１７’），２７．４

（Ｃ一１０），２６．９（Ｃ一７），２５．４（Ｃ一４７），２２．８（Ｃ一１７，
１９’），１４．１（Ｃ一１８，２０７）；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ｕｅ，１０３．２
（Ｃ一１”），７３．６（Ｃ一２”），７６．５（Ｃ一３”），７０．０（Ｃ一４”），
７６．４（Ｃ一５”），６１．５（Ｃ一６”）．
１．２

５．５

Ｈｚ，Ｈ—ｌｂ），３．９９（１Ｈ，ｍ，Ｈ一２，２７），４．１４

（１Ｈ，ｍ，Ｈ一３），５．４９（１Ｈ，ｄｄ，Ｊ一１５．３，７．０ Ｈｚ，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０．５ ｍｇ）ｉｎ ｄｉｏｘａｎｅ

（Ｏ．３ ｍＬ）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２ ｍｏｌ／Ｌ ＨＣｌ ｉｎ ｄｉｏｘ—
ａｎｅ－Ｈ，Ｏ（１：１）（０．１ ｍ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ａｓ

Ｈ一４），５．７３（１Ｈ，ｄｔｄ，Ｈ一５），５．４３（２Ｈ，ｔ，Ｈ一８，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ｅｄ ａｔ ７０℃ｆｏｒ １

ｓｅａｌｅｄ

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４．２７（１Ｈ，ｄ，Ｊ＝７．６ Ｈｚ，Ｈ一
１”），３．１９（１Ｈ，ｄｄ，Ｊ一７．６，９．２ Ｈｚ，Ｈ一２”），３．３６
（１Ｈ，ｍ，Ｈ一３”），３．３０（１Ｈ，ｍ，Ｈ一４”），３．２８（１Ｈ，
ｍ，Ｈ一５”），３．６７（１Ｈ，ｄｄ，Ｊ一５．５，１１．９ Ｈｚ，Ｈ一６”

ｊｅｃｔｅｄ

７３．２（Ｃ一２ ７），７２．９（Ｃ一３），６９．７（Ｃ一１），５４．７（Ｃ一
２），３５．９（Ｃ一３’），３３．７（Ｃ一６），３３．６（Ｃ一１０），３３．３
（Ｃ一７），３３．０（Ｃ。１６，１６ ７），３０．８—３０．３（Ｃ一１１—１５，
５ ７—１５’），２６．１（Ｃ一４ ７），２３．７（Ｃ一１７，１７ ７），１４．５

（Ｃ一１８，１８ ７）；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ｕｅ，１０４．７（Ｃ一１”），７５．０
（Ｃ一２”），７７．９（Ｃ一３”），７１．６（Ｃ一４”），７８．０（Ｃ一５”），
６２．７（Ｃ一６”）．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７５５

ＭＳ．Ｔｈｅ

ｔｏ

ＴＬＣ

Ｅ（Ｍ＋Ｈ）一Ｈ：Ｏ］＋，５９１［（Ｍ＋Ｈ）一Ｈ２０一

ＯＤＳ一１２０Ａ，

ｍｅｔｈａｎ０１，ｆｌｏｗ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ｅ：０．５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ｈｅ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

ａｎｄ

１１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ｔＲ １ ２．８

ｍｉｎ，ＥＭ～ＨＩ ２７１．０，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Ⅲ
ａｎｄ

Ⅳ

ｗａｓ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ｔＲ １４．６

ｒａｉｎ，ＥＭ—Ｈ］２９９．１，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Ｖ
ｗａｓ

Ｈ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ｔＲ １ ８．９

ｍｉｎ，ＥＭ—

３２７．２．

ｐｏｗｄｅｒ，［ｏ【］分＋３．７

（ｃ一１．ｏ，ＭｅＯＨ），ＦＡＢ—Ｍｓ ｍ／ｚ：７７１ ＥＭ＋Ｈ］＋，

ＨＰＬＣ，ｃｏｌｕｍｎ：ＴＫＳ ｇｅｌ

ｍＬ／ｍｉｎ．Ｔｈｅ

１．３
Ｖ：Ａ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ｓｏｌｖｅｎｔ：０．５％ＴＦＡ

ｏｎ

５），１３１．２（Ｃ一４），１３２．０（Ｃ一９），１３０．７（Ｃ一８），

ｈ．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ｄｉｌｕ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ｕｂ—

ａ），３．８７（１Ｈ，ｄｄ，，一１１．９，１．５ Ｈｚ，Ｈ一６’，ｂ）．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ＯＤ）ｄ：１７７．２（Ｃ一１ ７），１３４．４（Ｃ一

Ｉ—Ｖ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ｌＯ．４，３．７ Ｈｚ，Ｈ—ｌａ），４．１０（１Ｈ，ｄｄ，Ｊ＝１０．４，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ｙｓｉ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Ｖ

ｓａｍｐｌｅ（１０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ｍｇ）ｉｎ

ＨＣｌ（Ｏ．２ ｍＬ）

ｗａｓ ａｄｄｅｄ，ｗａｓ ｈｅａｔｅｄ ａｔ ８０℃ｆｏｒ ２ ｈ．Ｔｈｅ

１６ｚ］＋．１Ｈ—ＮＭＲ（ＣＤ，ＯＤ）艿：０．８３（６Ｈ，ｔ，Ｈ一１８，

ｔｉ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ｗａｓ

２０７），１．２１（４４Ｈ，ｍ，Ｈ一１１—１７，Ｈ一５７—１９７），１．３５

ｌｕｔｅｄ

（２Ｈ，ｒｎ，Ｈ一４７），１．４９（１Ｈ，ｍ，Ｈ一３ ７ａ），１．７１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ｗａｓ

（１Ｈ，ｍ，Ｈ一３ ７ｂ），１．９６（２Ｈ，ｍ，Ｈ一１０），２．０５

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

ｓｉｌｉｃａ ｇｅｌ ｃｏｌｕｍｎ，ｅ—

ｈｅｘａｎｅ—ＥｔＯＡｃ（６：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ｔ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Ｍｅｔｈｙｌ
Ｉ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

ａｎｄⅡ，［０【］分一

·９７２·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５．８（ｃ一０．２７），ＦＡＢ—ｐｏｓ—ＭＳ：２８７［Ｍ＋Ｈ］＋，

ｎａｔｅ，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艿：５．１７（１Ｈ，ｔ，Ｊ一６．４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ｄ：０．８８（３Ｈ，ｔ，Ｊ一７．０ Ｈｚ），

Ｈｚ，Ｈ一２），３．７５（３Ｈ，ｓ，ＣＯＯＣＨ３），１．９１（２Ｈ，

１．２５（２４Ｈ，ｍ），１．６４（１Ｈ，ｍ），１．７８（１Ｈ，ｍ），

ｍ，Ｈ一３），１．４０（２Ｈ，ｍ，Ｈ一４），１．２６（ｍ），Ｏ．８８；

３．７９（３Ｈ，ｓ），４．１９（１Ｈ，ｄｄｄ，，＝４．３，５．８，９．９

（

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艿：１７５．９，７０．５，５２．５，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艿：５．１６（１Ｈ，ｔ，Ｊ一６．７ Ｈｚ，Ｈ一

３４．４，３１．９，２９．７，２９．６，２９．５，２９．４，２９．３，２４．７，

２），３．７９（３Ｈ，ｓ，ＣＯＯＣＨ３），１．８６（２Ｈ，ｍ，Ｈ一３），

＋

）一ＭＴＰＡ—ｍｅｔｈｙｌ－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３０（２Ｈ，ｍ，Ｈ一４），１．２６（ｍ），０．８８．么艿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Ⅲａｎｄ ＩＶ．■］分一１６．５（ｃ一０．１３，

（ＣｏＯＭｅ）一一Ｏ．０４，么艿（Ｈ一２）一＋０．０１，／１艿（Ｈ一

ＣＨＣｌ３），ＦＡＢ—ｐｏｓ—ＭＳ：３１５ ＥＭ＋ＨＩ＋，１Ｈ—ＮＭＲ

３）一＋０．０５，／１艿（Ｈ一４）一＋０．１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１４．１．

２２．７，

Ｍｅｔｈｙｌ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ａｔｅ

（ＣＤＣｌ。）艿：０．８８（３Ｈ，ｔ，Ｊ一７．０ Ｈｚ），１．２５
（２８Ｈ，ｍ），１．６４（１Ｈ，ｍ），１．７８（１Ｈ，ｍ），３．７９
（３Ｈ，ｓ），４．１９（１Ｈ，ｄｄ，Ｊ一４．３，７．０ Ｈｚ），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ｄ：１７５．３，７０．５，５２．５，３４．４，
３１．９，２９．７，２９．６，２９．５，２９．３，２４．７，２２．７，１４．１．

Ｍｅｔｈｙｌ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ｎａｔｅ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Ｖ：［ａ］分一２３．７（ｃ一０．１７，ＣＨＣｌ３），ＦＡＢ—ｐｏｓ—ＭＳ：
３４３

Ｅ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艿：ｏ．８８（３Ｈ，ｔ，

Ｊ一７．０ Ｈｚ），１．２５（３２Ｈ，ｍ），１．６４（１Ｈ，ｍ），
１．７８（１Ｈ，ｍ），３．７９（３Ｈ，ｓ），４．１９（１Ｈ，ｄｄ，，一

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艿：１７５．９，７０．５，

４．３，７．２

５２．５，３４．４，３１．９，２９．７，２９．６，２９．５，２９．４，２９．３，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一２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一）一ＭＴＰＡ（ｍｅｔｈｏｘｙ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ｎｄ（＋）一ＭＴＰ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ｓｈ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１．４．１

ｃａｒｂｏｎ—－２

ｏｆ

ｃｏｎ—

ｍｅｔｈｙｌ—－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

ｔａｄｅｃａｎａｔ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一）一ＭＴＰＡ—ｍｅｔｈｙｌ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ｎａｔｅ，

１．４．３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艿：５．１７（１Ｈ，ｔ，Ｊ一６．４

Ｈｚ，Ｈ一

２），３．７５（３Ｈ，ｓ，ＣＯＯＣＨ３），１．９１（２Ｈ，ｍ，Ｈ一３），

１．４０（２Ｈ，ｍ，Ｈ一４），１．２６（ｍ），０．８８；（＋）一ＭＴ—
ＰＡ—ｍｅｔｈｙｌ一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ｎａｔｅ，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ｓｏｌｖｅｎｔ）ｄ：５．１６（１Ｈ，ｔ，Ｊ一６．７ Ｈｚ，Ｈ一２），３．７８
（３Ｈ，ｓ，ＣＯＯＣＨ３），１．８５（２Ｈ，ｍ，Ｈ一３），１．３０

（２Ｈ，ｍ，Ｈ一４），１．２６（ｍ），０．８８．／１艿（ＣＯＯＭｅ）一
一０．０３，么艿（Ｈ一２）一十０．０１，／１艿（Ｈ一３）一＋０．０６，

ｅｒｓ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ｓ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ｕｌｅｓＥ ２｜．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一２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ｎａｔ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Ｒ—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ａｃｉｄ

ｏｆ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么艿（Ｈ一４）一＋０．１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２４．７，２２．７，１４．１．
１．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ｓｈ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ｕｌｅｓ Ｅ，２ｋ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ｏ

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Ｆｒｅｓｈ

ｂｕｌｂｓ

ｏｆ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Ｈ．ｖｉｔｔａｔｕｍ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ａ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ｌｉｃａ ｇｅｌ 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 ＯＤＳ ｃｏｌｕｍｎ

ＮＭＲ．

（一）一ＭＴＰＡ—ｍｅｔｈｙｌ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ｄ：５．１８（１Ｈ，ｔ，Ｊ一６．４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ｌｔｅｄ

１．３９（２Ｈ，ｍ，Ｈ一４），１．２６（ｍ），０．８８；（＋）一ＭＴ—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ｍｅｔｈｙｌ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艿：５．１６（１Ｈ，ｔ，Ｊ一６．７ Ｈｚ，Ｈ一２），３．７９（３Ｈ，ｓ，
ＣＯｏＣＨ。），１．８５（２Ｈ，ｍ，Ｈ一３），１．３０（２Ｈ，ｍ，

ｔｏ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ｕｒｅｓ

ＨＰＬＣ

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Ｏｎ ｔｈｅ

Ｈｚ，Ｈ一

２），３．７５（３Ｈ，ｓ，ＣＯＯＣＨ３），１．９１（２Ｈ，ｍ，Ｈ一３），

ｏｎ

ｗｅｒｅ

ＮＭＲ 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Ｖ
ｓｔｒｕｃ—

ｓｐｈｉｎｇｏ—ｌｉｐｉｄ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Ｔｈ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Ｆｉｇ．１．

一啜兰妙。个ｒ、入４丫、ｒ√＼ｖ叭
ｏＨ

ＨＯＨ２Ｃ

．ｉ

Ｈ一４），１．２６（ｍ），０．８８．么ｄ（ＣＯＯＭｅ）一一０．０４，

ＣＨ２）ｎＣＨ３

０

０ｔｔ

么艿（Ｈ一２）一＋０．０２，么ｄ（Ｈ一３）一＋０．０６，／１ｄ（Ｈ一
４）一＋０．０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ｕｌｅｓ Ｅ ２｜．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Ｚ。ｎ一１３
ＩＶ

ｃａｒ—

ｂｏｎ——２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ｗａｓ Ｒ－ｃｏｎ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４．２

Ｉ

Ｍｏｓｈｅｒｓ

Ｆｉｇ．１

（一）一ＭＴＰＡ—ｍｅｔｈｙｌ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ａ—

ｏｎ

１Ｈ—ＮＭＲ

Ⅲ８Ｚ，ｎ一１５

８Ｚ，ｎ一１７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Ｖ

Ｉ：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ｈａｄ
ＮＭＲ ａｎｄ Ｍ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ｄ

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

Ⅱ８Ｅ，ｎ一１３

８Ｅ，月一１５

１３Ｃ—ＮＭＲ

Ｃ４０Ｈ７５Ｎ０９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

ｓｕｇ—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ｎ ａｍｉｄｅ

ｓｕｇａｒ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ｌｏｎｇ ｃｈａｉｎｓ．Ｏｎ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
ｓｉｓ

Ｉ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ｒｕｍ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１３Ｃ—ＮＭＲ

。９７３。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Ｅｌ

ｓｐｅｃ—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艿１０２．７，７５．０，７７·９，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艿１０２．７（Ｃ一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艿３．７２（Ｈ—ｌａ）ａｎｄ ４．１１（Ｈ—ｌｂ）ｉｎ

ｐｒｏｔｏｎ

ｔｈｅ ＨＭＢＣ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７１．６，７８．０，ａｎｄ ６２．７，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Ｍ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ｓｓｉｇ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ｌｕｅｓ［４Ｉ。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

ＨＭＱＣ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艿４．２７，

３．１９，３．３６，３．３０，３．２８，３．６７，ａｎｄ ３．８７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Ｈ ＣＯＳ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ＮＭＲ

ｃｏ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ｓｕｇａｒ

Ｃ一１．Ｆｉｎａｌｌｙ，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１

ｖａ—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

ａｓ（２Ｓ，３Ｒ，４Ｅ，８＂Ｚ）－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ｈｅｘ—

ｆｌｅｄ

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ｌ一４，８－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一１，３－ｄｉ０１

１—

０一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ｓｉｄｅ．

ｏｆ ａｎｏｍｅｒｉｃ ｐｒｏｔｏｎ（艿

ｐｏｗｄｅｒ，ｈａ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Ⅱ：Ｗｈｉｔｅ

４．２７）ｗａｓ ７．６ Ｈｚ，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ｏｍｅ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

Ｃ４０Ｈ７５Ｎ０９．Ｏｎ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Ⅱｙｉｅｌｄ—

Ｂ—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ｗａｓ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ｂｅ

ｔｏ

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ＰＬＣ，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

Ⅱ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ｎｔｉｃ

ＭＳ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ａｕ—

ｓａ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ｙｓｉｓ

ｃ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ｉｂ—

Ｉ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ｒｅａｃｔｅ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ｙ ＭＳ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ｎ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ｗａｓ ｉｓｏ—

ｙ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ｙ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ａｓ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ｓ

ｔｏ

ｓａ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ｙ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ｂｅ 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Ｉｔ ｈａｄ
Ｉ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ｆ

ｗｉｔｈ（一）一ＭＴＰＡ ａｎｄ（＋）一ＭＴＰＡ．Ｔｈｅ １Ｈ—ＮＭＲ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Ｉ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ｈｅ”Ｃ—ＮＭＲ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一２
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

ｏｆ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ｗ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ｏｎ

３５．９（Ｃ一３’）ｗｅ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 ｗｅｒｅ艿２７．９

（Ｃ一７）ａｎｄ ２８．３（Ｃ一１０），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ｓ

Ｉ，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５５（Ｈ一３ ７）ｉｎ

１Ｈ—ＮＭＲ，艿１７７．２（Ｃ一１ ７），７３．１（Ｃ一２’），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ａｒｂｏｎｓ

７

Ｍｏｓｈ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ｕｌｅｓ［２｜．Ｉｎ ｔｈｅ ＮＭ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艿３．９９（Ｈ一２ ７），１．７２ ａｎｄ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１３Ｃ—ＮＭＲ
ａ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Ⅱ．ｔｈｅｙ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ｄ ３３．３（Ｃ一７）ａｎｄ ３３．６（Ｃ一１０），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Ⅱｗａｓ

ａｎｄ

２一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ｅ，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ｓｉ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２Ｓ，３Ｒ，４Ｅ，８Ｅ）一２一［（２Ｒ一２一ｈｙｄｒｏｘ—

ｎａｌ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ｐｈｉｎｇｏｓ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ａｍｉｄｏ］－４，８－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ｅ—ｌ，３一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 ｏｆ ｓｐｈｉｎｇｏｓ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ｏ

ｂｅ

ｄｉｏｌ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ｖｉｃｉｎ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Ｊ一１５．３ Ｈｚ）．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０—８一Ｄ—９１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ｓ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ｌ：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ｗｄｅｒ，ｈａｄ Ｃ４２Ｈ７９Ｎ０９

ＮＭＲ

ａｎｄ

ＭＳ

ｄａｔａ．Ｔｈｅ

１Ｈ—ＮＭＲ ａｎｄ”Ｃ—ＮＭ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ｏｕ—

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ｍｉｄｅ ｌｉｎｋ－

ｂｌｅ ｂｏｎｄ。艿２７．９（Ｃ一７），２８．３（Ｃ一１０），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ｇｅ，ａｎｄ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ｌｏｎｇ ｃｈａｉｎｓ．Ｏｎ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ｂｏｎｄ

ａｔ

Ｃ一８ ａｎｄ Ｃ一９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ｆ括ｂ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ｎｅｘｔ

ｔｏ

ａ

ｔｒａｎ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ｔ艿３２ ａｎｄ ３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ｏ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ｔ艿２７

ａ

ｆ如

ａｎｄ ２８［引．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ｄ ３．９９，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ｓｓｉｇ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Ｃ一２，艿５４．６，ｗａ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ａ

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ｇｒｏｕｐ艿１７７．２（Ｃ一１ ７）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ＭＢＣ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ｍ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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