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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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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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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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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具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从而将大大提高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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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体外溶出度和生物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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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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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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Ｐｉｒｏｘｉｃａｍ／ＰＶＰ ＳＤ，只有在１：４的比例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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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达到最高的释放速度［５］。本实验的结果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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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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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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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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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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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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一枝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系菊科植

液相色谱法纯化，进样量为１ ｍＬ，收集保留时间为

物，产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天山及阿尔泰山

１８．５

ｒａｉｎ的组分，见图１。将其减压浓缩（６０℃以

山脉，是新疆民族药常用药材［１］，具有解毒、抗过

下）后置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４ ｈ（４０℃），最后得到

敏［２］、抗菌、抗病毒及保肝等功效，临床用于肝炎、感

无色棒状结晶３９２ ｍｇ。

冒、咽炎、扁桃体炎、眼炎的治疗。一枝蒿中含有黄酮

类、倍半萜类、氨基酸类、苷类、多糖类、挥发油、多
肽、生物碱等［３］。酮酸是一枝蒿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新疆药物研究所已对一枝蒿酮酸进行了分离及结构
鉴定，采用常压硅胶柱色谱法［１］。但目前尚未见用制

ｏ一１一。ｒ一一ｉ６。．。．１写１一而一１一。１５
ｌ／ｍｌｎ

备色谱对一枝蒿酮酸进行分离制备的报道。市场上
图ｌ一枝蒿鲡酸制备高效液相色谱图

更无一枝蒿酮酸对照品出售。因此为了对新疆一枝

Ｆｉｇ．１

蒿药材及成药进行药物质量控制，本实验采用常规
色谱和高效液相结合的方法制备一枝蒿酮酸对照
品。该法简便易行，产品质量分数可达９８％以上。
１仪器与试剂

ＵＶＤｌ７０Ｕ／３４０Ｕ ＵＶ／ＶＩＳ检测器，Ｆｏｘｙ Ｊｒ．馏分
收集器，１０ ｍＬ定量环。Ｗａｔｅｒｓ ２６９０分析型高效液
相色谱仪，９９６ＰＤＡ检测器。Ｒ２００型旋转蒸发器
（ＢＵＣＨＩ），Ｙａｎａｃｏ熔点仪，硅胶和硅胶板（青岛海

２．３．１熔点测定：１３２～１３３℃。
薄层色谱检测：采用两种展开体系进行检

测，薄层板用硅胶ＧＦ２５４板。展开剂为石油醚一醋酸
乙酯一醋酸（２０：１０：１），Ｒｆ为０．４５；展开剂为正己
烷一乙醚一醋酸（５：１０：１），Ｒｆ为０．６１。２５４ ｎｍ紫外
光下见红色斑点，无杂质点。
２．３．３

ＨＰＬＣ检测：产物经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检

洋化工厂），色谱纯甲醇、乙腈，二次重蒸水，其他试

剂均为分析纯。新疆一枝蒿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ｅ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２．３样品的检测

２．３．２

Ｄｉｏｎｅｘ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Ｄｉｏｎｅｘ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ＰＬＣ
ｏｆ ｒｕｐｅｓｔ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测，归一化法定量，其质量分数大于９８％，见图２。

地理研究所沈冠冕老师鉴定。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原料处理：一枝蒿全草１０ ｋｇ，粉碎，９５％乙醇
回流提取３次，分别为３、２、１ ｈ。合并提取液，减压浓

缩成膏状，以醋酸乙酯萃取３次，萃取液浓缩，取５０
ｇ拌硅胶上１００～２００目硅胶柱，石油醚（３０～６０

ｌ

℃）一醋酸乙酯（３：１）洗脱，洗脱下来的产品浓缩，得
到粗品３．８

＾＼广。
ｇ。

５

０

２．２．１

半制备型ＨＰＬＣ：ＹＭＣ—Ｐａｃｋ ＯＤＳ—Ａ柱

（２５０ ｍｍ×２０ ｍｍ，５扯ｍ）；柱温：室温；检测波长：
２４５

２．２．２

分析型ＨＰＬＣ：ＹＭＣ—Ｐａｃｋ ＯＤＳ—Ａ柱（２５０

１５

图２一枝蒿酮酸对照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ｕｐｅｓｔ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ｎｍ；流动相：甲醇一０．２％甲酸水溶液（６５：３５）；

体积流量：８．０ ｍＬ／ｍｉｎ。

１０

ｔ｜ｒａｉｎ

２．２色谱条件

２．４结构鉴定：ＩＲ ｖ。ｋＢ。ｒ。ｃｍ－１：３
１ ６５８、１

２００、２ ９００、１

７０４、

６１６、９５０。１Ｈ—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ＤＭＳＯ）：

ｍｍ×４．６ ｍｍ，５肛ｍ）；柱温：室温；检测波长：２１０～

艿０．６０（３Ｈ，ｄ，Ｊ一７．２ Ｈｚ，Ｈ一１５７，１５”，１５”），

ｎｍ；流动相：甲醇一０．２％甲酸水溶液（６７：３３）；

１．５４８（３Ｈ，Ｓ，Ｈ一１４７，１４”，１４”），３．１８（２Ｈ，ｒｆｌ，

４００

体积流量：１．０ ｍＬ／ｍｉｎ。

Ｊ一２．４、２．０ Ｈｚ，Ｈ一２ ７，２”），２．０６６（１Ｈ，ｍ，Ｊ一

２．２．３对照品的制备：取１ ｇ粗品溶于甲醇溶液，

２．８、４．４、３．６

配制成４０ ｇ／Ｌ的溶液，超声３０ ｍｉｎ，用半制备高效

６．１０９（１Ｈ，Ｓ，Ｈ一１３”）。１３Ｃ—ＮＭＲ（４００

Ｈｚ，Ｈ一７），３．７１４（１Ｈ，Ｓ，Ｈ一１３’），

ＭＨｚ，

·１００４·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ＤＭＳｏ）：３４５．１１８（Ｃ一１），３７．５８３（Ｃ一２），２０６．６４５

备流动相条件下无法完全被洗脱。这既影响柱寿命

（Ｃ一３），１３６．４９５（Ｃ一４），１７４．４０７（Ｃ一５），４０．８４８

也影响下一次的分离效果。因此，必须在每次分离纯

（Ｃ一６），３７．１１８（Ｃ一７），３１．３２１（Ｃ一８），３６．０８５（Ｃ一

化后梯度冲洗制备柱，然后再用甲酸水溶液平衡色

９），３４．７７８（Ｃ一１０），１４６．７５１（Ｃ一１１），１６７．８６８（Ｃ一

谱柱，进行下一次的分离纯化［６］。

１２），１２２．８５１（Ｃ一１３），７．７２２（Ｃ一１４），１１．９４４（Ｃ一

３．５

１５）。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４１的一枝蒿酮酸的氢谱和

定了２４５、２５４、２３８、２３０ ｎｍ ４个检测波长。选用了乙

碳谱测定结果一致。

腈一水（７０：３０）和甲酸一０．２％甲酸水溶液（６７：３３）

３讨论

两种溶剂系统做归一化测定，以几种测定方法结果

３．１在进行高效液相制备色谱制备前，先把提取的

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样品通过硅胶柱色谱预处理，可以去除样品中大量

３．６本实验建立的制备一枝蒿酮酸对照品的方法，

的杂质，使酮酸的量进一步提高，防止对色谱柱污染。

操作方便，重现性好，制备的产品纯度高，可用作分

因为酮酸为首批标化的定量用对照品，所以选

３．２单纯的柱色谱分离得到的粗品含有多种微量

析的对照品。

杂质，纯度达不到对照品的要求。而通过其他方法纯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化比较繁琐，通过高效液相制备色谱的多个紫外波

［１］Ｘｕ

Ｓ，Ｃｈｅｎ Ｘ Ｙ，Ｙｕ

Ｇ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ｓｅｎｅ ｉｎ

长的检测，方法操作方便，可使一枝蒿酮酸峰和杂质
峰分开，进而使得对照品质量分数达到９８％以上。

Ｄ

Ｑ．Ｔｈｅ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ｒｕｐｅｓｔｏｎｉｃ

ｏｆ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Ｊ］．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１９８１，１２（４）：２５—２６．

Ｃｈｉｎ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ｉｔ

［３］Ｌｉｕ

Ｍ，Ｙｕ Ｄ Ｑ．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外，主峰与杂质峰重叠现象严重。选用甲醇一０．２％甲
酸水溶液，甲酸沸点与水相近，易与水一起蒸出，不

Ｅ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报），１９８８，２３（２）：１２２—１２５．
［２］Ｃｈｅｎ Ｘ Ｙ，Ｗａｎｇ Ｓ 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３．３选用乙腈一水系统，酮酸保留时间过短，而且拖
尾；选用未加酸的甲醇一水系统，除了保留时间过短

ｎｅｗ

ａ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Ｊ］．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报），

】９８５。２０（７）：５】４—５】８．

Ｆ４］Ｌｅｉ Ｌ，Ｓｏｎｇ Ｈ Ｚ，Ｔｕ Ｐ

Ｆ，ｅｔ

ａ１．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ｓｉｄｅ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ｐｈａ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

会引起产品纯度降低［５］。甲醇一０．２％甲酸水溶液

ｇｒａｐｈｙ

（６７：３３）使主峰与杂质峰达到了基线分离。

ＥＪ］．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色谱），２００１，１９（３）：２００—

２０２．

３．４原料经柱色谱分离后，尽管一枝蒿酮酸量大幅

［５］Ｘｉａｏ Ｗ Ｔ，Ｚｈｕ Ｘ Ｌ，Ｃｈｅｎ Ｂ，ｅｔ

ａ１．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ｎｉ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提升，但溶液中仍含有一些杂质，在进行高效液相制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ｉ—

ＨＰＬＣ

［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４，３５（２）：１４８—
１ ５０．

备色谱纯化时，杂质也同步进入制备柱中，并且在制

清蒸与黑豆汁蒸何首乌中有效成分的比较
解奉江，赵荣华＋，赵声兰，饶高雄
（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云南昆明

摘

要：目的

为制定何首乌合理的炮制工艺提供依据。方法

６５０２００）

采用ＨＰＬＣ和分光光度计对清蒸和黑豆汁蒸何首

乌中有效成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清蒸和黑豆汁蒸何首乌中蒽醌和二苯乙烯苷无显著性差别。结论为简化炮
制工艺用清蒸代替黑豆汁蒸是可行的。
关键词：何首乌；清蒸；黑豆汁蒸；蒽醌；二苯乙烯苷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６．０２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７０（２００５）０７—１００４一０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Ｅ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Ｏ

ｔｗ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Ｒｏ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Ｏ Ｓｈｅｎｇ一１ａｎ，ＲＡＯ Ｇａｏ—ｘｉ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Ｙｕｎｎ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ｐｅ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云南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专项基金资助（２００２ＺＹ一１１）
作者简介：解奉江（１９７９一），男，辽宁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药炮制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赵荣华ｚｈａｒｈ＠１６３．ｎｅｔ Ｔｅｌ：（０８７１）６２１２６１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