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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ＬＣ法测定柿叶浸膏中槲皮素和山柰酚
贝伟剑１’２，罗
（１．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摘

杰２，吴爱銮２，彭文烈ｐ

５１０２７５；２．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广东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要：目的建立柿叶浸膏中黄酮成分的ＨＰＬＣ测定。方法采用ＨＰＬＣ法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Ｃ。ｓ柱（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

５“ｍ）；流动相：甲醇一０．４％磷酸溶液（５０；５０）；检测波长：３６０ ｎｍ；柱温：室温；体积流量：１．０ ｍＬ／ｍｉｎ。结果槲皮
素和山柰酚的线性范围均为２．ｏ～３０．０ ｐｇ／ｍＬ，线性关系良好（ｒ一０．９９９ ７）。槲皮素加样回收率为９７．５％，ＲＳＤ为
１．８４％白一５）；山柰酚加样回收率为９７．７％，ＲＳＤ为１．ＩＩ％（”一５）。结论该法操作简便、结果可靠，重现性好，
可用于柿叶浸膏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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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心清片是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用单味柿叶提取

２方法与结果

物（以下简称柿叶浸膏）制成的中成药，经１０家大型

２．１色谱条件：色谱柱：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Ｃ１８柱（２５０

医院进行临床验证４０４例研究证实，对冠心病心绞

４．６

痛、脑动脉硬化疗效显著，对短暂脑缺血发作、脑栓

（５０：５０）；检测波长：３６０ ｎｍ；柱温：室温；体积流

塞、脑血栓形成、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心肌梗死后遗

量：１ 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１０弘Ｌ。理论塔板数按槲皮素

症等伴有或不伴有高血压的多种心脑血管疾病有良

和山柰酚峰计均大于５

好的治疗效果，并具有一定的降血压、降血脂作用。

２．２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称取柿叶浸膏约０．１ ｇ，加

长期服用本品，未发现有明显不良反应［１］。脑心清片

甲醇２０ ｍＬ使其完全溶解后、加入３６％浓盐酸使盐

中的黄酮类成分是其重要活性部位［ｚ］，其质量控制

酸终浓度为２ ｍｏｌ／Ｌ，摇匀、９０℃回流２ ｈ，冷却，置

是确保脑心清片高效安全的手段，但目前对脑心清

２００

片的黄酮成分质量控制尚未有很好的方法。ＨＰＬＣ

ｍＬ的水解液，经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滤器滤过，备用。

技术在柿叶浸膏中的应用尚未见报道，本实验将

２．３

ＨＰＬＣ法运用于柿叶浸膏的黄酮类成分测定中，并

５．１０

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为脑心清片原料柿叶浸膏

容至２５．０ ｍＬ，作为贮存溶液。各取１０．００ ｍＬ按

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手段。

１：１混合后，精密吸取０．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１．６０、，

１仪器与试剂

２．００、３．００

ｍｍ×

ｍｍ，５肚ｍ）；流动相：甲醇一０．４％磷酸溶液

０００。

ｍＬ量瓶中并加甲醇至刻度，配成约０．５０ ｒａｇ／

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槲皮素对照品
ｍｇ、山柰酚对照品５．０５ ｍｇ，各加甲醇溶解定

ｍＬ，用甲醇分别稀释成１０．０ ｍＬ，进样

１１００系列高效液相色谱仪，ＤＡＤ—

测定，以进样质量浓度（Ｃ）为横坐标，平均峰面积

Ｇ１３１５Ｂ可见一紫外检测器。甲醇为色谱纯：芦丁（批

（Ａ）为纵坐标进行回归，得标准曲线回归方程。槲皮

号００８０—９７０５）、槲皮素（批号０８１—９０００３）、山柰酚

素：Ａ一３５．９０４ Ｃ＋１２．４７４，ｒ一０．９９９ ７，线性范围：

（批号０８６１—２００００２）对照品均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２．Ｏ～３０．６ ｐｇ／ｍＬ；山柰酚：Ａ一３８．２０９ Ｃ＋２１．３５９，

检定所提供；柿叶浸膏由广州白云山中药厂提供。其

ｒ一０．９９９ ７，线性范围：２．Ｏ～３０．３弘ｇ／ｍＬ。

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２．４精密度试验：取含槲皮素１０．２弘ｇ／ｍＬ及山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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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酚ｌｏ．１肛ｇ／ｍＬ的混合对照品溶液，重复进样５次，
测定，计算得槲皮素峰面积的ＲＳＤ为１．２６％，山柰
酚峰面积的ＲＳＤ为１．０３％。
２．５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同一批柿叶浸膏５份，

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计算得槲皮素峰面积的
ＲＳＤ为１．８１％，山柰酚峰面积的ＲＳＤ为１．４２％。

４

２

６

图１

为９７．５％，ＲＳＤ为１．８４％，山柰酚平均回收率为
９７．７％，ＲＳＤ为１．１１％。

１６

２－ｋａｅｍｐｆｅｔｏｌ

混合对照品溶液（Ａ）和柿时浸膏

ＨＰＬＣ

Ｆｉｇ．１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ａｎｄ Ｄ．ｋａｋｉ ｌｅａ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Ｂ）

分。以槲皮素和山柰酚为指标，基本反映了柿叶浸膏
中的黄酮成分的定量概貌，是一个可行的质量标准
控制手段。
槲皮素和山柰酚对照品甲醇溶液在室温下放
置，时间稍长（大于２４ ｈ）峰面积会有所降低，但在
１０℃下冷藏、则较稳定。因此对照品和样品溶液应

２．８样品测定：取样品，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
定，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柿叶浸膏中槲皮素和山柰酚
的质量分数，并按下式计算黄酮的量，结果见表１，
色谱图见图１。

冷藏保存，尽量在２４ ｈ内测定。
在检测样品的制备方法上，比较了加热回流
１．５、２．０、２．５

ｈ，结果２ ｈ以上，黄酮苷水解基本完

全。比较了水解时盐酸浓度为１．５、２．０、２．５ ｍｏｌ／Ｌ，

黄酮一槲皮素×２．５５＋山柰酚×２．５９
表１柿叶浸膏中槲皮素、山奈酚和
黄酮的测定结果白一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１４

水解产物（Ｂ）的ＨＰＬＣ图谱

加入０．１０ ｍｇ／ｍＬ槲皮素对照品溶液２０．０ ｍＬ；另

进样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槲皮素平均回收率

１２

１一槲皮素２一山柰酚

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柿叶浸膏５

（含山柰酚约３．０ ｍｇ），分别精密加入０．１５３ ｒａｇ／

／＼

８．，１．０

１－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表明溶液中槲皮素和山柰酚在２４ ｈ内稳定性良好。

ｍＬ山柰酚对照品溶液２０．０ ｍＬ，制备供试品溶液，

２＾

，＼

ｒ，ｍｍ

ＲＳＤ为１．４５％，山柰酚峰面积的ＲＳＤ为１．２４％。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柿叶浸膏５份，每份约５０ ｍｇ

八

１

Ｂ

ｈ测定，结果槲皮素峰面积的

份，每份约５０ ｍｇ（含槲皮素约２．０ ｍｇ），分别精密

２

八

———————ＪＬ～一。一、———————』ｊ————————————√！∑，～
— — — — ＾一— ‘—ｋ １— —一— — — — — — — —＾二— ｊ‘ｖ— — — 一

０

２．７

ｌ

ｎ

厂—ｒ—了—ｉ—１—１而—鬲—矿

２．６稳定性试验：取柿叶浸膏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０、１、２、４、６、８、１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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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ｋａｅｍｐｆｅｔｏｌ，ａｎｄ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Ｄ．ｋａｋｉ ｌｅａ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ｎ＝５）

结果２．０ ｍｏｌ／Ｌ以上浓度时黄酮苷水解基本完全，
因此选择盐酸浓度为２ ｍｏｌ／Ｌ、回流２ ｈ，以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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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目前已发现的柿叶中黄酮类化合物有槲皮素、
异槲皮苷、槲皮素３—０一［２，，＿Ｏ一（３，３，５一三羟基苯甲
酰）］一葡萄糖苷、芦丁、金丝桃苷、山柰酚、山柰酚３一

Ｏ—ｐ—Ｄ一葡萄糖苷、山柰酚３一Ｏ—ａ—Ｌ一鼠李糖苷、山柰
酚３一Ｏ一口一Ｄ木糖苷（黄芪苷）、山柰酚３一Ｏ—ａ—Ｌ一阿拉
伯糖苷等［３＇４］。ＨＰＬＣ测定结果表明：柿叶浸膏中主
要含有槲皮素和山柰酚两种苷元及其苷类黄酮成

ｋａｋｉ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ｏｘｉｎｑ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ｔ ８乙ｔｈｅｉｒ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Ｙａｔｓｅｎ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３］Ｔｈ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 ５８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ｌｅａｖｅｓ［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

１９７３，（３）：８—１２．

［４］Ｇｏｒｏｂｅｔｓ Ａ Ｖ，Ｂａｎｄｙｕｋｏｖａ Ｖ Ａ．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ＥＪ］．
Ｋｈｉｍ Ｐｒｉｒ Ｓｏｅｄｉｎ，１９８５（５）：７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