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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仁醇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体外溶出度研究
赵铁１，邱明丰２，张永煜２，王，Ｊ、荣２，陈大为１，贾

伟扩

（１．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目的将五仁醇制成固体分散体，提高五仁醇中有效成分的体外溶出度。方法采用直接将载体材料溶于
五仁醇提取液，然后除去溶剂的方法制备了多种五仁醇固体分散体，以五味子甲素为指标成分，研究并比较了它们
的表观溶解度和体外溶出度。结果

配比为１：３的五仁醇一聚乙烯吡咯烷酮Ｋ３０（ＰＶＰ Ｋ３０）固体分散体中有效成

分的表观溶解度比五仁醇胶囊内容物显著提高，达到５．０６肛ｇ／ｍＬ（水）；溶出介质（水）中分散（包括溶解）的小于
０．２２

ｂｔｍ的药物高达４３．２％。结论

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固体分散体能明显提高五仁醇中有效成分的表观溶解度和

体外溶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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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仁醇为五味子核仁的醇提取物，具有滋补肝

合并提取液，静置４８ ｈ，滤过，滤液减压回收乙醇，

肾作用，用于急慢性、迁延性肝炎血清谷丙转氨酶偏

再加２倍粗粉量９０％乙醇回流２ ｈ，提取液静置２４

高而具肝肾阴虚证者。市售的五仁醇单方及复方制

ｈ，滤过，收集滤液，即得。

剂有五仁醇胶囊、复方益肝灵片、复方五仁醇胶囊

２．２

等，在对各种肝病的治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保护

和载体材料适量，置蒸发皿中混合，于（７０±２）℃恒

作用。但由于五仁醇中许多有效成分，如五味子甲

温水浴，同时用电动搅拌，挥散溶剂，直到溶液形成

素、五味子乙素、五味子醇甲等木脂素类成分均为难

黏稠半固体，立即置一２０℃冰箱中冷冻固化２ ｈ，取

溶性化合物，使其体外溶出度小，生物利用率低，从

出，真空干燥，粉碎，过６０目筛，置干燥器中，备用。

而导致用药剂量较大，给患者服用带来极大的不便。

２．３物理混合物的制备：按浸膏与载体配比１：４

为提高五仁醇中有效成分的溶出，本实验选择不同

取五仁醇液适量，置蒸发皿中挥散至干，加入ＰＶＰ

载体材料将其制成固体分散体（ｓｏｌｉｄ

Ｋ３０研磨混匀，置干燥器中，备用。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ＳＤ的制备［１］：按浸膏与载体配比取五仁醇液

ＳＤ），比较了它们的溶解度和体外溶出度，并选择其

２．４

五味子甲素的ＨＰＬＣ法测定：五味子的主要

中溶出最好的ＳＤ进行了深入研究。

活性部位为木脂素类化合物，其中五味子甲素

１仪器与试药

（ｄｅｏｘｙ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五味子乙素（７一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五

ＺＲＳ一８Ｇ智能溶出试验仪（天津大学无线电

味子醇甲（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是控制五味子制剂质量的常

厂），ＡＬ２０４型电子天平（Ｍｅｔｔｌｅｒ Ｔｏｌｅｄｏ），电动搅

用指标成分。五味子甲素高的药材，其总木脂素也较

拌机（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真空干燥箱（上海一

高，因此，选择五味子甲素作为检测成分乜］。

恒科技有限公司），恒温恒湿试验箱（重庆永生试验

２．４．１

色谱条件及色谱行为：分析柱：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ｘ

仪器厂），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ＬＣ一１０ ＡＴｖｐ），微

（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４肚ｍ）；预柱：Ｆｕｓｉｏｎ—ＲＰ（４

孔滤器（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五味子（上海华宇药业股份有限

ｍｍ×３．０ ｍｍ）；流动相：甲醇一水（７３：２７）；体积流

公司，产地：辽宁），五味子甲素对照品（Ａｃ海东方药

量：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５０ ｎｍ；柱温：３０℃；进样

品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０７６４—２００１０７），聚乙烯吡咯

量：１０弘Ｌ。理论塔板数按五味子甲素计算不低于

烷酮Ｋ３０（ＰＶＰ Ｋ３０，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０

进口分装），五仁醇胶囊（自制），无酶人工胃液按《中

达到基线分离，见图１。

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二部方法配制，甲醇为色谱纯，其

２．４．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

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五味子甲素对照品６．６ ｍｇ置２５０ ｍＬ量瓶中，加甲

２方法与结果

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２６．４ ｔｔｇ／ｍＬ五味子甲素

２．１

五仁醇液的制备：取干燥后的五味子适量，用

０００，在此色谱条件下，五味子甲素与相邻峰可以

对照品储备液。

８倍药材量的３０％乙醇浸泡过夜，滤过，滤液弃去，

２．４．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各供试品适量

残渣干燥，粉碎成粗粉，干燥（测水分），称质量，加

（相当于五味子甲素０．５ ｍｇ），置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甲

７５％乙醇回流提取３次，第１次加４倍量回流３

ｈ，

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即得。其中五仁醇一微晶纤维

第２次加３倍量回流２ ｈ，第３次加３倍量回流１ ｈ，

素（ＭＣＣ）ＳＤ由于ＭＣＣ在甲醇中难溶，故先用８０

·１０００·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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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ｊ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０
ｔ｜ｍｉｎ

ｍＬ去离子水和无酶人工胃液中至微过量，恒温

２５℃磁力搅拌７２ ｈ，０．２２弘ｍ微孔滤膜滤过，所得
续滤液采用ＨＰＬＣ测定五味子甲素，计算溶解度，
５

１０

２０

１５

结果见表１。可见五仁醇一ＰＶＰ

５．２０弘ｇ／ｍＬ（无酶人工胃液）。

＊一ｄｅｏｘｙ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

图１五昧子甲素对照品（Ａ）、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

表１五仁醇胶囊内容物及各ＳＤ中

ＳＤ（Ｂ）

五昧子甲素的表观溶解度

的ＨＰＬＣ图谱
ＨＰＬＣ

ＳＤ中五味子甲

素的表观溶解度最高，分别达到５．０６弘ｇ／ｍＬ（水）和

＊一五味子甲素

Ｆｉｇ．１

Ｋ３０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ｄｅｏｘｙ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ａｎｄ 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

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Ｂ）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ｏｘｙ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ｉｎ ｉｎ Ｓｅｌｆ—

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

样品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Ｄ

表观溶解度／（ｔ，ｇ·ｍＬ。）
水

ｍＬ甲醇超声提取，滤液置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加甲醇

无酶人工胃液

至刻度，即得。
２．４．４标准曲线的绘制：分别精密吸取五味子甲素对
照品储备液０．４、１．２、２．０、２．８、３．６、４．４ ｍＬ置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按上述色谱条件，

２．６溶出度的研究

分别进样，记录峰面积。以峰面积对进样量进行线性回

２．６．１溶出介质种类的选择：表１中表观溶解度结

７２７．２７ Ｘ一１ ６４９．７６，

果表明：五仁醇胶囊内容物在两种介质中的表观溶

归，得标准曲线方程Ｙ一１２８
ｒ一０．９９９

９，线性范围：０．０１０ ６～０．１１６

解度未检测到，五仁醇各种ＳＤ在水和无酶人工胃

ｔｘｇ。

２．４．５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各供试品适量（相当

液中的表观溶解度无显著性差异，因此选择水作为

于五味子甲素０．５ ｍｇ），分别配制成供试品溶液５

溶出介质。

份，进样测定五味子甲素峰面积，结果五仁醇一聚乙

２．６．２溶出介质体积选择：由于五味子甲素在处方

烯吡咯烷酮Ｋ３０（ＰＶＰ Ｋ３０）ＳＤ的ＲＳＤ为１．２０％；

中剂量很小，为使其达到ＨＰＬＣ检测的定量限，且

五仁醇一泊洛沙姆（Ｆ６８）ＳＤ的ＲＳＤ为１．５７％；五仁

尽量减少投药量，故选择小杯法，以２５０ ｍＬ水作为

醇一ＭＣＣ ＳＤ的ＲＳＤ为２．６８％；五仁醇一聚乙二醇

溶出介质。但从溶解度测定结果可知，五味子甲素及

６０００（ＰＥＧ ６０００）ＳＤ的ＲＳＤ为１．９４％。

其他脂溶性成分的溶解度很低，故无法同时满足定

２．４．６精密度试验：取五仁醇一ＰＶＰ

ＳＤ溶液，

量限和漏槽条件的要求。因此，本实验所测的溶出度

重复进样５次，计算，结果五味子甲素峰面积积分值

实质是在非漏槽条件下，更确切的说是在投药量超

的ＲＳＤ为１．０３％。

过饱和溶解度情况下进行的分散度的研究［３］。

２．４．７加样回收试验：精密称取已知五味子甲素的

２．６．３溶出液稳定性考察：取溶出液分别于４、８、

质量分数的各ＳＤ适量（五仁醇一ＭＣＣ ＳＤ用已知五

１６、２４

味子甲素质量分数的超声提取液），置１００ ｍＬ量瓶

为２．０８％００，表明供试液放置２４ ｈ稳定。

中，分别准确加入高、中、低３种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

２．６．４溶出度试验方法：采用小杯法，量取经脱气

液适量，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按上述色谱条

处理的蒸馏水２５０ ｍＬ，注入每个２５０ ｍＬ溶出杯

件分别进样，记录峰面积，计算平均回收率。结果五仁

中，加温使其温度保持在（３７ ４－０．５）℃，调整转速至

醇一ＰＶＰ

１００

２．４０

Ｋ３０

Ｋ３０

ＳＤ的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６９％，ＲＳＤ为

ｈ进样，测定五味子甲素峰面积，结果其ＲＳＤ

ｒ／ｍｉｎ，并使其稳定。精密称取各五仁醇固体分

ｏ／６；五仁醇一Ｆ６８ ＳＤ的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１．３５％，

散体及五仁醇胶囊内容物适量（五仁醇一Ｆ６８ ＳＤ相

ＲＳＤ为１．８８％；五仁醇一ＭＣＣ ＳＤ的平均回收率为

当于五味子甲素１ ｍｇ，其余相当于五味子甲素４

９８．０３％，ＲＳＤ为１．８２％；五仁醇一ＰＥＧ

ｍｇ），均匀撒布在介质液面上，立即开始计时，分别

６０００

ＳＤ的

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０．４４％，ＲＳＤ为１．０６％。

于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 ｍｉｎ，取样４ ｍＬ，经０．２２

２．４．８测定：取各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

肛ｍ微孔滤膜滤过，同时补加等量等温介质。精密吸

峰面积，外标法计算。

取续滤液１０弘Ｌ，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外标法计

２．５表观溶解度的测定：取适量五仁醇胶囊内容物

算五味子甲素的质量浓度，并计算溶出度。

及各种五仁醇ＳＤ（五仁醇一Ｆ６８ ＳＤ除外）分别加入

２．７

固体分散体载体材料选择：分别制备五仁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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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１：４），五仁醇一Ｆ６８ ＳＤ（１：４），五仁

ＰＶＰ Ｋ３０

醇一ＰＥＧ

ａｎｄ

６０００

ＳＤ（１：６），五仁醇一ＭＣＣ ＳＤ（１：４）。

测定上述４种ＳＤ及五仁醇胶囊内容物的体外溶出
度，并测定了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４）过０．４５

弘ｍ滤膜的溶出度，结果见图２。可见，以ＰＶＰ

专巡｝『ｊ瓣

Ｋ３０

为载体的ＳＤ溶出度提高最显著，故对此ＳＤ进行深
入研究；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

耶柏＂如筋加坫ｍ，０

ＳＤ（１：４）过０．４５弘ｍ滤

膜的溶出度高于过０．２２ ｂｔｍ滤膜的溶出度近１倍，

１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３）

但较为浑浊，因此选用０．２２肛ｍ滤膜进行体外溶出

２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度测定。

３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４）

Ｋ３０

ＳＤ（１：６）

６０ ｒ

４一Ｗｏ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１０）

５０。

５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
６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ＰＭ（１

２）

Ｉ

ｌ

４）

专４０

图３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不同配比ｓＤ及ＰＭ

驾３０

的溶出度（弹一３）

媲２０
ｌＯ

ＰＭ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ｕ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
ｏ

２０

４０

’

６０

８０

，／ｒａｉｎ

６０

卜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４，０．４５“ｍ）

量５０
将４０

２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４）

蛊３０

３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Ｆ６８ ＳＤ（１：４）
４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ＥＧ

６０００

鐾２０

ＳＤ（１：６）

ｌＯ

５一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ＭＣＣ ＳＤ（１：４）

Ｏ
２０

图２各载体材料一五仁醇固体分散体的溶出度（ｎ一３）
Ｆｉｇ．２

ｒａｔｉｏ（ｎ一３）

ｌｏｏ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相对湿度／％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万一３）

Ｓ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２－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３）

１一ＰＶＰ Ｋ３０

２．８辅料用量对ＳＤ溶出度的影响：制备配比分别
为１：２、１：３、１：４、１：６的五仁醇一ＰＶＰ

图４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ＰＶＰ

３一ｓｔａｒｃｈ

Ｋ３０、药用淀粉

的平衡吸湿曲线

Ｋ３０ ＳＤ
Ｆｉｇ．４

和１：４的ＰＭ，并测定溶出度，结果见图３。可见不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同比例ＳＤ的溶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１：３＞１：６＞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Ｗｕｒｅｎｃｈｕ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ＰＶＰ Ｋ３０，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ｒｃｈ

１：４＞１：２＞ＰＭ，当五仁醇与ＰＶＰ Ｋ３０配比为

恒温恒湿试验箱中，加速试验３个月，结果测定的溶

ｌ：３时，ＳＤ的溶出度最大为４３．２％，因此１：３为

出度无显著变化。

最佳比例。

３讨论

平衡吸湿试验：采用饱和盐溶液法。将五仁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ＷＳ。一Ｂ一

Ｋ３０及药用淀粉精密称

３５５３—９８）中规定采用比色法测定五仁醇浸膏中五仁

重，分别放置于２５℃，相对湿度为３３％、５８％、

醇，该方法操作繁琐，且重现性差。本实验建立了五

７５％、８４％、９２．５％的条件下７ ｄ，达到吸湿平衡状

味子甲素的ＨＰＬＣ测定方法，既避免了比色法的缺

态，精密称重，计算吸湿百分率，并绘制吸湿曲线，结

点，又为五仁醇制剂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可靠的方法。

果见图４。可知，３者均没有明显的临界相对湿度，但

以Ｆ６８为载体的ＳＤ体外溶出度有所提高，其

ＳＤ和ＰＶＰ Ｋ３０吸湿情况都较严

原因并不是Ｆ６８的增溶作用。Ｆ６８的临界胶囊质量

２．９

ＰＶＰ Ｋ３０ ＳＤ（１：３）、ＰＶＰ

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

重，相对湿度为６０％时五仁醇一ＰＶＰ

ＳＤ的吸湿

分数为０．２％，而溶出度试验中降低了五仁醇一Ｆ６８

百分率就达到１０％以上，因此，实验或生产操作中

ＳＤ的投药量，使溶出度试验中Ｆ６８的质量分数低

宜控制环境湿度在６０％以下。

于０．２％。因此，是由于Ｆ６８本身的亲水性增加了药

２．１０
Ｋ３０

Ｋ３０

稳定性试验：将１：３配比的五仁醇一ＰＶＰ
ＳＤ装入１号胶囊，置于４０℃相对湿度７５％的

物的润湿性，以及药物的高度分散性等原因提高了
五仁醇的体外溶出度［４］。

·１００２·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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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出度试验中由于投药量超过了饱和溶解度，

Ｋ３０

ＳＤ的吸湿性却相对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它

因此ＳＤ在介质中溶散时形成的是分子、胶体和细

们形成的固体分散体的物理性质及五仁醇的相对疏

小颗粒组成的混合液，因而呈现浑浊状态。从溶出度

水性造成的。

考察结果可知，分散（包括溶解）在溶出液中的小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０．４５弘ｍ的药物可达５０％以上，而配比为五仁醇一
ＰＶＰ Ｋ３０

Ｅ１］Ｊｉａ Ｗ，Ｑｉｕ Ｍ Ｆ，Ｚｈａｏ 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Ｄ（１：３）分散（包括溶解）在溶出液中的

小于０．２２弘ｍ的药物可高达４３．２％。这种高度分散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Ｉ－Ｐ１．ＣＮ：

２００４１００８４７３３．４，２００４—１２—２．

［ｚ］Ｊｉａｎｇ

Ｙ 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ＴＣ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ｉｘ ＴＣＭ ａｎｄ ｔｗｏ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Ａ］．

的药物具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从而将大大提高药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物的体外溶出度和生物利用度。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Ｄ］．Ｎａｎｊｉｎｇ：

一般来说，载体比例高的ＳＤ比载体比例低的
ＳＤ更容易提高药物的溶解度和溶出度。但也有例

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３］Ｈｅｍａｎｔ Ｎ Ｊ，Ｒａｖｉｎｄｒａ Ｗ Ｔ，Ｍａｒｔｈａ Ｄ，ｅｔ ａ１．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ｐｏｏｒｌｙ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ｄｒｕｇ ｂｙ ｓｏｌｉ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外，如Ｐｉｒｏｘｉｃａｍ／ＰＶＰ ＳＤ，只有在１：４的比例时才

ｉｎ

会达到最高的释放速度［５］。本实验的结果就出现了

Ｐｈａｒｍ，２００４，２６９：２５１—２５８．

类似情况，溶出度最高的药物／载体比例不是出现在
１：６而是出现在１：３。
ＰＶＰ

Ｋ３０本身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吸湿后由固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ｐｏｌｙｓｏｒｂａｔｅ

［４］Ｄａｉ Ｙ ｚ，Ｌｕ Ｚ Ｆ，Ｚｅｎｇ Ｊ Ｈ，ｅｔ
ｏｆ Ｎｉｍｏｄｉｐｉｎｅ ｐｏｌｘａｍｅｒ ｓｏｌｉｄ

８０

ｍｉｘｔｕｒｅ口］．Ｉｎｔ

ａ１．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Ｊ］．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ａｒｍ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１９９８，２９（１２）：５５０—５５１．
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Ｅｎｎｉｆｅｒ 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

体粉末变成黏稠的半固体状），但是五仁醇一ＰＶ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Ｊ］．Ｅｕｒ Ｊ Ｐｈａｒｍ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２０００，５０：４７—６０．

高效液相制备色谱制备一枝蒿酮酸对照品
韬１，斯拉甫３，廖立新１，阿吉艾克拜尔·艾萨ｐ

马雁呜１’２，赵芸１’２，吴

（１．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１１；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３．维吾尔医药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０１）

摘要：目的研究高效液相色谱制备一枝蒿酮酸对照品的方法。方法原料用９５％乙醇提取，浓缩成浸膏后用醋
酸乙酯萃取。醋酸乙酯部位用１００～２００目硅胶柱色谱分离，用石油醚一醋酸乙酯（３：１）梯度洗脱，收集样品进行
ＨＰＬＣ分离制备。结果该法所得产品用ＨＰＬＣ归一化法定量，质量分数大于９８％。结论本方法简便，产品质量
高，一枝蒿酮酸产品可用做分析方法的对照品。
关键词：新疆一枝蒿；一枝蒿酮酸；对照品；制备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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