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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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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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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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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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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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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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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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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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溶液中仍含有一些杂质，在进行高效液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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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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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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何首乌合理的炮制工艺提供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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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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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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为蓼科植物何首乌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中，１２０℃蒸制６ ｈ，取出放人鼓风干燥箱中８０℃干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干燥块根。何首乌主要含有

燥至含水量为１０％，备用。

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磷脂类成分，具有降血脂、抗

２．４蒽醌的测定

动脉硬化，促智、抗衰老，保肝，增强免疫功能等作

２．４．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准确称取大黄素对照品

用［１’２］。何首乌蒸制方法有清蒸和１０％（黑豆与何首

１０．４０

乌质量之比）黑豆汁蒸。本实验对何首乌清蒸与黑豆

得１．０４ ｍｇ／ｍＬ的储备液。取３．００ ｍＬ储备液，以

汁蒸样品中蒽醌和二苯乙烯苷变化进行探讨，为何

甲醇定容于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即为３１．２弘ｇ／ｍＬ对照

首乌炮制工艺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品溶液。

１仪器与药品

２．４．２标准曲线的制备：分别准确吸取大黄素对照

ｍｇ，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于１０ ｍＬ量瓶中，即

７５２０型可见一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

品溶液０．５、１．０、３．０、５．０、６．０ ｍＬ置于１０ ｍＬ量瓶

厂）；Ｗａｔｅｒｓ液相色谱仪，６００泵，２４８７双波长紫外

中，各加２．５ ｍＬ醋酸镁显色剂［３］，再用甲醇定容并

检测器。大黄素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提供（批号０７５６—２００１１０，含量测定用）。所用试剂均
为分析纯，水用纯净水。二苯乙烯苷对照品（批号
０８４４—２００００３，含量测定用）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提供。何首乌药材来自云南省绿劝县，经云南中

医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廖心荣教授鉴定为蓼科植物
何首乌Ｐ．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块根。样品全部
切成粒度大小为０．８～１ ｃｍ（长宽高在０．８～１ ｃｍ）
的颗粒，至鼓风干燥箱中８０℃干燥至含水量为
１０％，备用。黑豆（市售）。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清蒸：取何首乌５份，每份２００ ｇ，每份用２００
ｍＬ水浸润，润透后，放入高压锅中的竹皿中，１２０℃
蒸制６ ｈ，取出放入鼓风干燥箱中８０℃干燥至含水

混匀，显色后１５ ｍｉｎ。以显色液为空白，于５１２ ｎｍ
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Ａ）。数据回归处理，结果大黄
素在１５．６～１８７．２ ｐｇ呈现良好线性关系，回归方程
Ａ一４１．１ Ｃ＋０．００９ ０５２，ｒ一０．９９９ ２。

２．４．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确称取样品约１ ｇ，置
索氏提取器中，加入１００ ｍＬ氯仿，在沸水浴上回流
２

ｈ，经检查游离蒽醌提尽后，氯仿液回收溶剂，残留

物用甲醇溶解，转移至１０ ｍＬ量瓶中，加用甲醇至
刻度，作为游离葸醌的供试品溶液。索氏提取器中经
氯仿提取后的药渣，以１００ ｍＬ甲醇继续于沸水浴
上回流提取结合型蒽醌，约２ ｈ经检查结合蒽醌提
尽后，甲醇液回收溶剂，然后加入１５％硫酸溶液４０
ｍＬ，氯仿３０·ｍＬ，于沸水浴上回流水解约４ ｈ，经检

查水解完毕后，水解液置分液漏斗分取氯仿层，上层
水相用４５ ｍＬ氯仿分３次萃取。合并氯仿液，适量

量为１０％，备用。

纯净水返洗至ｐＨ ６左右，回收氯仿，残留物用甲醇

２．２黑豆的提取：参照文献报道［３］取５００ ｇ黑豆加

溶解，转移至１０ ｍＬ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作为结

水煮４ ｈ，得黑豆汁７５０ ｍＬ。再加适量水煮３ ｈ，得黑

合蒽醌的供试品溶液。

豆汁５００ ｍＬ，合并黑豆汁，即得。

２．４．４测定：按照上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测定

２．３黑豆汁蒸制：取生首乌１５份，每份２００ ｇ，随机

其吸光度，依回归方程计算其游离蒽醌、结合蒽醌，

取其中５份，每份用黑豆汁２５ ｍＬ（加水配成２００

结果见表１。

ｍＬ）浸润，即为５％黑豆汁浸润的样品。再随机取５

２．５二苯乙烯苷的测定［３３

份，每份用黑豆汁５０ ｍＬ（ａｎ水配成２００ ｍＬ）浸润，

２．５．１

即为１０％黑豆汁浸润的样品。剩余５份，每份用黑

ｍｍ ｘ ４．６ ｍｍ，５ ｐｔｍ）；柱温：３０℃；以乙腈一水

豆汁１００ ｍＬ（ａｎ水配成２００ ｍＬ）浸润，即为２０％黑

（２５：７５）为流动相；体积流量为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

豆汁浸润的样品。全部润透后放入高压锅中的竹皿

长为３２０ ｎｍ；进样量为１０弘Ｌ。

ＨＰＬＣ色谱条件：Ｅｘｓｉｌ ＯＤＳ Ｃ。８色谱柱（２５０

·１００６·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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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不同制法对有效成分影响的比较（席一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弹一５）

０

５

ｌＯ

０

５

１０

０

５

１０

ｔ｜ｒａｉｎ

＊一二苯乙烯苷
＊一ｓｔｉｌｂｅｎｅ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图１二苯乙烯苷对照品（Ａ）和清蒸（Ｂ）、５％黑豆

２．５．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准确称取二苯乙烯苷
１０．８０

汁蒸（Ｃ）何首乌炮制品的ＨＰＬＣ图谱

ｍｇ，以５０％乙醇配成１．０８ ｍｇ／ｍＬ的储备
Ｆｉｇ．１

液。取２．００ ｍＬ储备液以５０％乙醇定容至１０ ｍＬ，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ｓｔｉｌｂｅｎｅ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Ａ），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ｅａｍ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

即为０．２１６ ｍｇ／ｍＬ对照品溶液。

（Ｂ），ｓｔｅａｍｅｄ ｗｉｔｈ ５％ｓｏｙａ ｂｅａｎ ｍｉｌｋ（Ｃ）

２．５．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样品约０．２０ ｇ，精密

３讨论

称定，精确加入５０％乙醇２５ ｍＬ，称定质量，浸泡１

结果分析可见，清蒸、５％黑豆汁蒸、１０％黑豆汁

ｈ，回流０．５ ｈ，放冷，用５０％乙醇补足减失的质量，

和２０％黑豆汁蒸的制何首乌有效成分游离蒽醌、结

摇匀，上清液用０．４５ ｂＬｍ微孔滤膜滤过，即得供试

合蒽醌、二苯乙烯苷变化不大，细微差别可能是由样

品溶液。

品的不均一性引起的。

２．５．４系统适用性试验：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

传统的黑豆汁制法费时费力（仅煮黑豆要用７

溶液注入色谱仪，结果二苯乙烯苷保留时间为４．６９０

ｈ），所以有必要对传统工艺进行改革，简化炮制工

ｍｉｎ，理论塔板数２ ０００以上，且无相邻吸收峰。

艺，以节约能源，本实验为简化何首乌炮制工艺提供

２．５．５线性关系考察：分别吸取对照品溶液２、４、

了参考和依据，有一定实用价值。

６、８、１２、２０

ｐＬ进样，记录色谱图。以峰面积对进样

量回归处理，结果二苯乙烯苷在０．４３２～４．３２弘ｇ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ｓｕ

现良好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Ｙ一３２６．１１７ Ｘ＋
２３．４９２，ｒ一０．９９９ ２。
２．５．６

Ｅ２１

测定：按上述方法制备何首乌供试品溶液，

测定，结果见表１，ＨＰＬＣ色谱图见图１。

Ｗ，Ｇｕｏ 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ｈｉｆｌｏｒｉｇ．２ Ｅ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１９９７，２８（２）：１１９—１２０．
Ｃｈｅｎ Ｗ Ｓ，Ｘｕｅ Ｊ Ｐ．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ｎｏｏｔｒｏｐ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ｏｄｉｎ一８一Ｏ－ｐ＿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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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３］ＣｈＰ（中国药典）ＥＳ］．Ｖｏｌ Ｉ．２０００．

香丹注射液的指纹图谱研究
匡荣仁，王复，冯学伟，李桂贞
（华东理工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目的

建立香丹注射液指纹图谱。方法

注射液分析。结果

利用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气质联用仪和液质联用仪对香丹

建立了香丹注射液指纹图谱的分析方法和确定了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指纹图谱中部分主峰的

结构。结论该分析方法能有效地控制香丹注射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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