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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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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测定番泻苷Ａ的质量分数，计算平均回收率为
９７．４％，ＲＳＤ为１．ｏＯ％（孢一５）。

表２不同体积分数乙醇提取的番泻苷Ａ提取率（辟一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１．６药材中番泻苷Ａ的测定：取药材样品粉末
０．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ａｎｏｌｓ锄一３）

ｇ，精密称定，精密加入８０％甲醇２５ ｍＬ，称质

量，超声１５ ｍｉｎ，补加溶剂至原质量，滤过。取续滤
液１５ ｍＬ于２５ ｍＬ量瓶中，用８０％甲醇加至刻度，
过０．４５肛ｍ微孔滤膜，滤液进样１０弘Ｌ。用外标法计
算药材中番泻苷Ａ［１］。本批药材中含番泻苷Ａ为
３．７０

ｍｇ／ｇ（以一５）。

２．２提取工艺的优选
２．２．１提取温度的选择：精密称取９份番泻叶中粉
各１０ ｇ，加入２５０ ｍＬ ７０％乙醇，称定质量，分别在

表３不同粒度药材提取物中的番泻苷Ａ（ｎ一４）
Ｔａｂｌｅ ３

不同温度下提取３０ ｍｉｎ，补加溶剂至原质量，滤过，
取续滤液１５ ｍＬ定容于２５ ｍＬ量瓶中，测定提取液

中番泻苷Ａ，并计算番泻苷Ａ提取率（提取率为提
取所得番泻苷Ａ的质量与药材所含番泻苷Ａ的质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Ａ 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一４）

粉碎度番泻苷Ａ／（ｍｇ·ｇ－１）

粉碎度番泻苷Ａ／（ｍｇ·ｇ－１）

叶片

１５．０

中粉

１９．１

粗粉

１４．０

细粉

１４．２

表４因素水平

量的比率），见表１。结果表明，室温浸提效果比加热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回流提取效果好。
表１不同提取温度下的番泻苷Ａ提取率ｏ＝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露一３）

５０％乙醇室温浸渍提取。因素水平选择见表４，试验
安排见表５，方差分析见表６。
表５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２．２．２乙醇提取浓度的选择：精密称取９份番泻叶
中粉各１０ ｇ，分别加入２５０ ｍＬ不同体积分数乙醇，
烧瓶加盖密封，室温浸泡提取２４ ｈ，滤过，取续滤液
１５

ｍＬ定容于２５ ｍＬ量瓶中，测定提取液中番泻苷

Ａ，计算提取率，见表２。结果表明，５０％乙醇提取效
果最好。
２．２．３药材粒度的选择：精密称取不同粒度的番泻
叶药粉各２ ｇ，加入５０％乙醇５０ ｍＬ，烧瓶加盖密
封，室温浸泡提取２４ ｈ，将提取液蒸干，用８０％甲醇
溶解，定容于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测定，结果见表３。故
选择中粉进行试验。
２．２．４其他提取条件的优选：在确定了乙醇体积分
数、药材粒度的基础上，对影响提取的其他主要因
素：提取溶剂用量（Ａ）、提取时间（Ｂ）、提取次数（Ｃ）
进行正交试验优选。每次试验用中粉１ ｏｇ，加入

Ａ

１

０６３．１１

５３１．５６

３３．７９

Ｐ＜Ｏ．０５

Ｂ

１

５２０．７４

７６０．３７

４８．３４

Ｐｄ０．０５

Ｃ

８４．３０

４２．１５

２．６８

Ｄ（误差）

３１．４６

１５．７３

Ｆｏ．０１（２，２）一９９．０

Ｆｏ．０５（２，２）一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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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值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３种因素对番泻

３．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采用比色法测定

苷Ａ提取率的影响程度依次为Ｂ＞Ａ＞Ｃ。由于提取

番泻叶中总蒽酮，方法需多次回流、萃取，操作复杂。

次数对提取率的影响不明显，且多次提取增长了提

通过多种流动相：水一甲醇、水一乙腈、水一乙腈一磷酸盐

取的时间，增加了溶剂的用量，故提取次数确定为２

缓冲液等的优化，本研究建立了ＨＰＬＣ测定番泻叶

次。３种因素的优化组合为Ａ。Ｂ２Ｃ。，即每次ｌｏ倍原

中番泻苷Ａ的方法，此方法简单、准确、快速。可作

料量的５０％乙醇为溶剂，室温浸提２４ ｈ，提取２次。

为番泻叶中番泻苷Ａ测定的方法。

２．２．５验证试验：按上述确定的提取工艺条件，取

３．３通过提取温度的选择试验可以明显看出番泻

ｇ药材中粉，精密称定，用１０ ｍＬ ５０％乙醇室温

苷类物质在较高温度下不稳定。因此建议在进行

浸提２４ ｈ，提取２次，提取液合并，定容至２５ ｍＬ，测

ＨＰＬＣ测定时，番泻苷Ａ对照品不宜过久放置，样

１０

定番泻苷Ａ的质量浓度为１．３５ ｍｇ／ｍＬ，计算得提

品保存时温度不应超过６０℃。

取率为９１．２％（咒一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讨论

Ｅ１］Ｓｔｕｐｐｎｅｒ Ｈ，Ｓｔｕｒｍｖ Ｓ．ＬＣ—ＭＳ ａｎｄ ＣＺＥ ｏｆ ｄｉａｎｔｈｒ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ｓｓｉａ

３．１

番泻苷包括番泻苷Ａ、Ｂ、Ｃ、Ｄ等ｏ］，由于番泻

苷类对照品不易得到，而此类物质物理、化学性质相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１９９６，４２（１１—１２）：６９７．

Ｅｚ］Ｔａｎａｋａ Ｈ，Ｍｕｒａｔａ Ｒ，Ｙｏｓｈｉｄａ Ａ，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ｕｄｅ ｄｒｕｇｓ Ｖ．Ｔｈｅ

近，所以暂以番泻苷Ａ为考察指标，建立测定方法，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 Ｇ，ａ ｎｅｗ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优选番泻苷类化合物的提取工艺。

Ｂｕｌｌ．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ｎａ口］．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９８２。３０（５）：１ ５５０—１５５６．

ＨＰＬＣ法测定丹芩滴丸中黄芩苷、隐丹参酮和丹参酮ⅡＡ
刘

刚，王杰松，姜

韧，薛克昌，徐冰心，谭生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３０６医院药剂科，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丹芩滴丸由丹参和黄芩等经提取加工制备而

２方法与结果

成，具有抗菌、抗炎和镇痛等作用，临床用于耐青霉

２．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分别精密称取黄芩苷、隐

素、红霉素、金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乙类链球菌

丹参酮和丹参酮１Ｉ Ａ对照品２４、１０、１２ ｍｇ，置１００

和绿脓杆菌等感染所致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疖肿、中

ｍＬ棕色量瓶中，加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耳炎等。黄芩苷、隐丹参酮和丹参酮ⅡＡ为丹芩滴丸

精密量取５ ｍＬ，置１０ ｍＬ棕色量瓶中，加乙醇稀释

中抗菌、抗炎的活性成分。因此本实验建立了高效液

至刻度，摇匀，即得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含黄芩苷

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丹芩滴丸中黄芩苷、隐丹参酮和

１２０

丹参酮ⅡＡ的方法。

ｔｌｇ／ｍＬ。

１仪器与试药

２．２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丹芩滴丸２０粒，研匀，

ｔ－ｇ／ｍＬ、隐丹参酮５０／．ｔｇ／ｍＬ和丹参酮ⅡＡ

６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含２８００液相色谱泵，７２１５型

精密称定１２５ ｍｇ，置５０ ｍＬ锥形瓶中，精密加入乙

手动进样器，ＢＩ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醇２５ ｍＬ，称定，超声５ ｍｉｎ使溶解，擦干瓶壁，补足

检测器（美国Ｂ１０一ＲＡＤ公司）；ＴＬ ９９００色谱数据

减失的乙醇，摇匀，即得。

工作站（北京泰乐公司）。

２．３色谱条件和系统适用性试验：ＭＺ Ｃ。。分析色

黄芩苷对照品（批号：０７１５—９７０８）、隐丹参酮对

谱柱（２５０ ｍｌｒｌ×４．６ ｍｍ，５肛ｍ），Ｃ１８保护柱（北京分

照品（批号：０８５２—９９０２）和丹参酮ⅡＡ对照品（批号：

析仪器厂，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５肛ｍ）；流动相Ａ为

０７６６—２０００１０）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丹芩

８５％乙腈水溶液（含０．５％三乙胺，磷酸调ｐＨ ３．ｏ），

滴丸由本院制剂室制备（批号：２００３０２０８、２００３０２０９、

流动相Ｂ为！ｏ％乙腈水溶液（含０．５％三乙胺，磷酸

２００３０２１１）。乙腈为色谱纯。

调ｐＨ ３．ｏ），梯度洗脱，程序为ｏ～１５ ｍｉｎ，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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