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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种促透皮吸收剂作用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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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贴剂中辣椒碱而言，桉叶油比薄荷醇、冰片、氮
酮都有较明显的促透皮吸收效果，可以为研制辣椒
碱透皮吸收的中药新剂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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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胶囊的制备工艺研究
武珊珊１，张铁军２，高文远¨，赵志伟１
（１．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２；２．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９３）

金泽胶囊由葛根、甘草、陈皮等多味中药提取加

分甘草酸单铵盐测定条件成熟。
表１因素与水平

工制成，具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祛湿化浊等功效，

Ｔａｂｌｅ １

用于预防和治疗脂肪肝、酒精性肝损伤和肝纤维化。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为了使该胶囊更好的发挥疗效，最大限度的保留有
效成分，本实验对金泽胶囊的制备工艺进行了研究。
１仪器与试药
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ＨＰｌｌ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
Ｇ１３１１Ａ四元泵，Ｇ１３２２Ａ脱气机，Ｇ１３１４Ａ ＶＷＤ可
变波长检测器，ＨＰ Ｒｅｖ．Ａ．０５０１化学工作站。

２．２浸膏得率的测定：称取１／２０处方量药材按设
定方案进行提取，滤过，滤液合并，浓缩，定容至一定

甲醇、乙腈为色谱纯，水为二次重蒸水，其他试

体积。精密吸取５ ｍＬ，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

剂均为分析纯。甘草酸单铵盐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

水浴蒸干，于１０５℃干燥４ ｈ，置干燥器冷却１ ｈ，迅

生物制品检定所。

速称质量，按下式计算浸膏得率。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

因素水平的确定：由于该处方中甘草、葛根等

浸膏得率一（Ｗｚ×Ｖ－）／（ｙｚＸＷ－）

式中ｗ：为干燥后干膏质量，ｙ。为定容体积，耽为精密吸取

主药均含有大量水溶性成分，故选定水提醇沉法。根

体积，Ⅳ。为１／２０处方量药材质量

据预试验结果，采用正交试验对主要影响因素（回流

２．３甘草酸的测定

次数、回流时间和用水量）进行考察，因素水平见表

２．３．１

１。正交设计中，以甘草中有效成分甘草酸单铵盐为

ｍｍ×４．６

考核指标，是因为甘草为本方中君药，其主要有效成

ＨＡｃ／Ｈ２０（３７：６３）；检测波长：２５０ ｎｍ；柱温：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０７
＊通讯作者高文远

色谱条件［１］：色谱柱：Ｚｏｒｂａｘ Ｃ１８柱（２５０
ｍｍ，５弘ｍ）；流动相：ＣＨ３ＣＮ一０．５ 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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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方差分析结果

℃；体积流量：１ 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２０弘Ｌ。理论塔板
数按甘草酸单铵盐峰计算应不低于４

Ｔａｂｌｅ ３

６０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３．２标准曲线的绘制：精密称取甘草酸单铵盐对
照品４．８６ ｍｇ，置２５ ｍＬ量瓶中，加甲醇使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储备液。分别吸取１、２、４、６、８
ｍＬ，置１０ ｍＬ量瓶中，加甲醇使溶解并稀释至刻
Ｆ０．０５【２，Ｚ）一１９·００

度，摇匀，微孔滤膜（ｏ．４５弘ｍ）滤过，在上述色谱条

件下，进样２０吐。以峰面积积分值对质量进行线性
处理，回归方程为ｙ＝１１
厂＝０．９９９
１．５５５ ２

０９２．０１５ Ｘ一１０．２３２ ３５４，

９。结果表明，甘草酸单铵盐在０．１９４ ４～

ｍｇ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流提取次数），其次是Ｃ（ａｎ入水量），Ｂ（回流时间）。
以各因素作用综合考虑分析，以Ａ。Ｂ。Ｃ。为各因素的
最佳水平，即水回流提取工艺的最佳条件为加药材

１２倍的水量，回流提取３次，每次１．５
２．６

２．３．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提取所得浸膏粉适
量，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２０
ｍＬ，超声提取３０ ｒａｉｎ，滤过，滤液置于５０ ｍＬ量瓶
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以０．４５ ｐｍ滤膜滤
过，备用，按色谱条件进样即可。
２．４提取率的测定：按照《中国药典９２０００年版一
部“甘草”项下甘草酸单铵盐的测定方法，对投料用
的甘草药材进行测定，结果甘草酸单铵盐的质量分
数为２．０５％，按下式计算提取率。

Ｆ０．０１（２，Ｚ）一９９．００

ｈ。

验证试验：称取药材按Ａ。Ｂ。Ｃ。进行验证试验，

结果与正交试验结果吻合，说明该水提工艺可行。
２．７醇沉方法的优选：为了除去杂质并最大限度的
保留有效成分，以甘草酸单铵盐为指标，对影响醇沉

的因素，沉淀乙醇体积分数（Ａ）、药液的比重（Ｂ）、静
置时间（Ｃ）进行考察。以最佳提取工艺制备的药液，
等分成９份，按正交试验进行，因素水平见表４，正
交试验及结果见表５。
综合评分一浸膏得率＋提取率一４１
４１为每份样品浸膏得率与提取率之和的平均值取整后所得

提取率一提取液中甘草酸单铵盐质量／投料用甘草中甘

表４因素水平

草酸单铵盐质量×１００ ｏ／６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２．５正交设计与结果：取１／２０处方量药材，按表２
方案进行提取，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公式见下式。
将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
综合评分一浸膏得率＋提取率一６７
６７为每份样品浸膏得率与提取率之和的平均值取整后所得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９（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９（３４）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Ｌｏ（３４）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以浸膏得率和甘草酸提取率为考察指标，由直
以浸膏得率和甘草酸提取率为考察指标，由直

观分析和综合评分可以看出主要影响因素为Ａ（沉

观分析和综合评分可以看出主要影响因素为Ａ（回

淀乙醇体积分数），其次是Ｃ（静置时间）、Ｂ（药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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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以各因素作用综合考虑分析，以Ａ。Ｂ。Ｃ。为各因

每次１·５ ｈ，合并滤液浓缩至比重为１．１５ ｇ／ｍＬ，加

素的最佳水平，即浸膏浓缩至比重为１．１５ ｇ／ｍＬ，加

乙醇至体积分数为６０％，沉淀，静置２４ ｈ，滤过，滤

乙醇至体积分数为６０％沉淀，静置２４ ｈ。称取药材

液浓缩至稠浸膏，干燥即得。

按照ＡｓＢｚＣ，进行验证试验，结果与正交试验结果吻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合，说明该醇沉工艺可行。

Ｅ１－１

３讨论
上述结果表明，金泽胶囊水提醇沉的最佳工艺

Ｘｉｎｇ Ｊ Ｇ，Ｈｕａｎｇ Ｈ，Ｗｕ 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ｙｅｙｒｒｉｈｉｚ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Ｗｅａｎ ｃｏｕｇｈ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ｙｒｕｐ［刀．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ＲＰ５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２００２，１３（４）：２５５—２５６．
［２］Ｙｉｎ Ｙ Ｚ，Ｌｉ Ｚ Ｊ，Ｃａｏ Ｙ，ｅｔ ａ１．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Ｊｉａｎｎａｏｌ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３，３４（３）：２３３—２３４．

为：适量水浸泡药材后，加１２倍的水回流提取３次，

番泻叶的提取工艺研究
曹

蔚１，李教社１，李小强２，路平１，方翠芬·，杨银京·

（１·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２．第四军医大学药理学教研室，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３２）

番泻苷是番泻叶中的主要泻下活性成分。近年
来的研究表明，番泻苷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致泻、

Ａ

抗氧化、抗病毒、止血等。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这一
传统中药材，本实验对番泻叶中番泻苷Ａ的提取工
艺进行了研究，希望对番泻叶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Ｉ

，

１仪器与材料

＼

ＴＳＰ２０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ＵＶｌ００紫外检测
器。番泻叶药材购自陕西，经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牛
晓峰副教授鉴定为狭叶番泻Ｃａｓｓ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ｈｌ的干燥叶；番泻苷Ａ对照品（自制，经ＮＭＲ、
ＭＳ鉴定，面积归一化法测质量分数为９８．９０％），四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ｔ／ｒａｉｎ

氢呋喃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三蒸水。
＊一番泻苷Ａ

２方法与结果

＊一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Ａ

２．１番泻苷Ａ的测定

图１番泻苷Ａ对照品（Ａ）和番泻叶

２．１．１色谱条件：色谱柱：Ｐｌａｎｅｔｓｉｌ Ｃ．。（１５０ ｍｍ×
４·６

ｍｍ，１０弘ｍ）；流动相：四氢呋喃～水一醋酸（１５：

药材（Ｂ）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Ｆｉｇ·１

８５：１）；体积流量：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３６５ ｎｍ；柱

ＨＰＬＣ

ｅ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ａｎｄ Ｃ．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Ｂ）

温：室温。色谱图见图１。

２·１·３

２·１·２标准曲线的建立：取番泻苷Ａ对照品适量，

番泻苷Ａ对照品溶液１０弘Ｌ，连续进样５次，测定峰

加５０％甲醇及少量ＮａＨＣＯ。溶液配制０．２０ ｍｇ／ｍＬ

面积积分值，计算得其ＲＳＤ为０．７２％。

对照品储备液。精密吸取该储备液，依次配制０．２０、

２·１·４稳定性试验：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５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２４

ｍｇ／ｍＬ的对照品溶

精密度试验：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精密吸取

ｈ对样品进行分析，测定峰面积

液。分别吸取１０弘Ｌ，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峰

积分值，计算得其ＲＳＤ为２．０％。

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进样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

２·１·５

线，得回归方程：Ｙ＝６．０１９×１０５ Ｘ一０．４２４×ｌＯｓ，

１·０７１、１·０７０、１·０７１、１．０６９、１．０７３

ｍｇ的供试品溶

２－＝０．９９９ ５，线性范围０．０５～２．００弘ｇ。

液中分别精密加入番泻苷Ａ

ｍｇ，按上述测定

加样回收率试验：含番泻苷Ａ分别为

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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