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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雷公藤属３种植物不同群体和个体中雷公藤甲素的研究
黄文华１，郭宝林Ｈ，斯金平２，阮秀春２，余竞光１，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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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测定雷公藤属３种植物（雷公藤、昆明山海棠和黑蔓）不同群体和个体中雷公藤甲素（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为
评价雷公藤药材质量和寻找雷公藤的优质种质奠定基础。方法建立雷公藤甲素ＨＰＬＣ测定方法，并测定了全国
主要分布区２５个群体９１个个体的木质部和韧皮部中的雷公藤甲素。结果黑蔓的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很低；雷
公藤和昆明山海棠种间的雷公藤甲素差异不明显，个体质量分数木质部为１．０×１０“～５．８３×１０＿５；韧皮部为
２．３×１０“～１．０３０×１０～。结论雷公藤和昆明山海棠不同个体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约５０
倍，不同居群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１０多倍，不同来源的药材质量差异极大，严重影响用药的
安全性；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高的居群位于浙江西南部和中部、湖南新宁、贵州雷山和安徽黄山；湖南新宁、贵州雷
山和浙江江山居群中有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极高的个体，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寻找质量分数高的优良单株。
关键词：雷公藤属；雷公藤；昆明山海棠；黑蔓；雷公藤甲素；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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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Ｘｉｎｎｉｎｇ，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ｉｓｈａ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Ｘｉｎｎｉｎｇ，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ｉｓｈａ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Ｋｅ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ｇｏ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ｏｒｄｓ：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Ｔ．ｒｅｇｅｌｌｉｉ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ｅｔ

Ｈｏｏｋ．ｆ．；Ｔ．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ｆ．；Ｔ．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ｍ（Ｌｅｖｉ．）Ｈｕｔｃｈ；

Ｔａｋｅｄａ；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ＨＰＬＣ

雷公藤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ｆ．系卫

笔者采集的雷公藤活植物经种植后发现，采集

矛科雷公藤属植物，具有抗炎、抗菌、免疫调节、抗肿

于浙江和福建泰宁海拔高于５００ ｍ的样品，依据其

瘤及抗生育等多种药理作用，其原生药及其各类制剂

形态特征无法将其归于雷公藤或昆明山海棠，暂定

的临床应用极为广泛，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系

名为拟雷公藤和拟昆明山海棠，即依据《中国植物

统性红斑狼疮、肾脏病和多种皮肤病，均取得良好的

志》：雷公藤叶小，叶背无白粉；昆明山海棠叶片大，

疗效，尤其是治疗各种免疫亢进性疾病的首选药物。

叶背白粉明显；而拟雷公藤叶片较小，白粉较少或

但雷公藤又具有一定的毒性，其主要有效成分同时又

无，接近雷公藤；拟昆明山海棠，叶片较大，叶背有白

是毒性成分，治疗安全范围比较窄，临床使用的不良

粉，接近昆明山海棠。另外又发现嫩叶颜色特别的两

反应时有报道，因此，严格控制雷公藤制剂的质量是

种类型：Ｃ：紫红，Ｄ：嫩绿。本实验先据此分类，形态

当前雷公藤应用最关键的问题，而药材质量控制是首

学以及形态与质量的关系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要环节，但迄今为止，该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

１仪器、试剂与药材

雷公藤同属植物昆明山海棠Ｔ．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ｍ
（Ｌ６ｖ１．）Ｈｕｔｃｈ．和黑蔓Ｔ．ｒｅｇｅｌｌｉｉ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ｅｔ

１．１

仪器：Ｗａｔｅｒｓ一高效液相色谱仪：Ｗａｔｅｒｓ

６００

型泵，２４８７型检测器，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３２色谱工作站。

Ｔａｋｅｄａ含有与雷公藤相同和类似的成分，具有相近

１．２试剂：甲醇为色谱纯，重蒸水，其他提取用有机溶

的功效，也有相应的临床使用制剂。本课题组通过对

剂为分析纯。雷公藤甲素对照品由笔者从雷公藤植物

雷公藤属３种植物在全国主要分布地区资源的调查

根中分离得到，其光谱和熔点测定结果与文献报道一

和药材及活植物的采集、引种，研究其中的主要有效

致，ＨＰＬＣ色谱归一法测定质量分数大于９９％。

成分质量分数以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系统评价雷

１．３药材：试验所用雷公藤属３种植物的根采自浙

公藤药材的质量，并从中筛选出优良的种质，为今后

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江西、安徽、吉林９

的种植推广，最终实现雷公藤药材质量的稳定可控

个省的２２个市县的２５个居群，每个居群取３～５个

奠定基础。本实验首先对雷公藤属３种植物２５个群

个体，共计９１个样本（表１），采集时问为２００２年和

体及其中的个体中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进行研究。

２００３年１０～１２月。由于雷公藤根的韧皮部和木质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１０６７·

部所含的成分种类和质量分数以及所具有的毒性有

面积为３８５ ２７０，ＲＳＤ一１．２０％（７２—５），表明供试

较大差别，本实验均将每一个个体样本分为两个部

样品溶液在８ ｈ内稳定。

位测定，取粗细基本一致的根进行分析。

２．７重复性试验：按２．３项方法分别制备５份样品

２方法与结果

（４２—１）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雷公藤甲素的平

２．１色谱条件：色谱柱：Ｍｅｒｃｋ公司的Ｌｉｃｈｒｏｓｐｈｅｒ

均峰面积为６５ ８６０，ＲＳＤ＝１．４１％（咒一５）。

１００

ＲＰ一１８ｅ柱（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５肛ｍ），流动相：

２．８加样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已知质量分数的样

甲醇一水（４５：５５），体积流量：０．７５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

品５份，加入适量对照品溶液，混匀，按２．３项方法

长：２１８ ｎｍ，柱温：２２℃，进样量：１０弘Ｌ。雷公藤甲素

处理，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定雷公藤甲素（肛ｇ），计

保留时间：１２．３３ ｍｉｎ，对照品和样品色谱图见图１。

算平均回收率为９８．０６％，ＲＳＤ一０．７７％（咒一５）。
２．９样品测定：分别精密吸取样品溶液各１０“Ｌ，

０
一ｎ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件各测定３次，

ｃ．Ｎ一

计算样品中雷公藤甲素，结果见表１。

● ＪＩ－日¨ｊｉ ●，Ｉ

一

～

㈠ 口㈦

３讨论
３．１本实验的测定方法经过了重复性、精密度、稳

定性和回收率试验，并且获得的药材质量分数范围
值与文献报道的使用薄层扫描、ＨＰＬＣ以及气相色
谱方法测定的结果基本一致［１￣４］。

图１

Ｆｉｇ．１

霄公藤甲素对照品（Ａ）和雷公藤药材样品

３．２在分析样品的结果中，雷公藤和昆明山海棠中

（Ｂ）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个体韧皮部质量分数（弘ｇ／ｇ）最高值１０３．０与最低

ＨＰＬＣ

ｅ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Ａ）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ｒ．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Ｂ）

值２．３相差约５０倍，木质部质量分数（弘ｇ／ｇ）最高值
５８．３与最低值１．０也相差约５０倍，居群韧皮部最

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用微量分析天平精密称取

高值６４．１与最低值５．４相差１０多倍，木质部最高

雷公藤甲素对照品适量，用甲醇一水（６：４）溶解并定

值２３．３与最低值１．９也相差１０多倍，表明不同来

容得９．１５６／ｚｇ／ｍＬ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源的药材质量差异极大，对于雷公藤甲素这一安全

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将每一个样本先刮去植物

范围很小的成分，药材的质量至关重要。本研究未发

根的栓皮，然后将其韧皮部与木质部分开，分别粉碎

现文献报道［５］的类似福建永安产药材木质部质量分

过４０目筛，备用。参照文献［１］方法精密称取样品粉

数（弘ｇ／ｇ）达１０２．５和浙江新昌产药材全根质量分

末０．２７ ｇ，置磨口三角瓶中，加醋酸乙酯２５ ｍＬ，浸

数７５．０的情况，有待于以后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泡过夜（１６ ｈ），超声提取４５ ｍｉｎ，静置，过中性氧化

３．３按位于总样本数量前２０％为限，木质部大于

铝柱（含２．５ ｇ中性氧化铝，玻璃柱ｄ＝１．０ ｃｍ），然

１７．０

后用１５ ｍＬ醋酸乙酯冲洗柱子，合并流出液和洗脱

良单株，木质部平均质量分数（ｇｇ／ｇ）大于１５．０，或

液，减压回收醋酸乙酯至干，放置过夜后，用甲醇一水

韧皮部平均大于４０．０居群确定为优良居群。可看出

（６：４）溶液溶解并定容至２ ｍＬ容量瓶中，摇匀，过

韧皮部高于４０．０的８个优良居群按顺序为：浙江遂

０．４５肛ｍ微孔滤膜，取续滤液为进样液。

昌６４．１＞浙江江山４９．１＞浙江景宁４７．３＞安徽黄

９９／ｇ，或韧皮部大于５０．０弘ｇ／ｇ个体确定为优

标准曲线及线性范围：精密吸取雷公藤甲素对照

山４６．９＞贵州雷山４６．２＞湖南新宁４４．２＞浙江义

品溶液，依次进样２、４、８、１０、１２、１６、１８弘Ｌ，分别进样３

乌４４．１＞浙江开化４０．８；木质部高于１５．０的７个

次，以峰面积平均值（Ａ）为纵坐标，对照品进样量（Ｃ）为

优良居群按顺序为：湖南新宁２４．８＞浙江松阳（拟

横坐标，得线性回归方程：Ａ一３．６４×１０６ Ｃ一２．０１×

雷公藤）２１．５＞浙江松阳（雷公藤）１７．６＞浙江遂昌

１０４，ｒ一０．９９９ ９，线性范围：０．０１８～０．１６５肛ｇ。

１６．４＞福建泰宁１５．９＞浙江江山１５．７＞浙江庆元

２．５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雷公藤甲素对照品溶液

１５．２。据此找到值得关注的韧皮部和木质部质量分

１０弘Ｌ，连续进样６次，测定峰面积，平均峰面积为

数均比较高的优良居群分布于浙江以义乌为界，以

２．４

３３０

１４１．７，ＲＳＤ一０．８６％（咒一６）。

西以南的地区，其中遂昌和江山居群质量分数最高，

２．６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样品３９１—２溶液１０弘Ｌ，

其他地区的韧皮部一般不低于３０．０，木质部不低于

每２ ｈ进样１次，共测定５次，雷公藤甲素的平均峰

１０．Ｏ（缙云、武义的拟昆明山海棠除外），而位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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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雷公藤属植物不同个体和群体雷公藤甲素的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ｏｏｋ·ｆ．

样本编号为统一编号，便于不同研究结果的相互比较｝加。一”标注的为雷公藤甲素居于前ｚ０％的数值。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ｄ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ｌ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一”ｍｅａｎｓ

２０％

沿海的苍南和乐清居群质量分数低。湖南新宁、贵州

布于高海拔的形态接近昆明山海棠的样本，其雷公

雷山和安徽黄山的居群为质量分数高的居群，历来

藤甲素质量分数低于分布于低海拔形态为典型雷公

认为福建泰宁产雷公藤质量较好，但笔者发现仅木

藤的样本（如浙江缙云的样本，武义的拟昆明山海

质部质量分数相对较高，因此，从雷公藤甲素质量分

棠），是形态的或地理为主要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研

数的角度看，不及浙江产。而江西、云南产雷公藤或

究，可以考虑在遂昌、景宁和武义采集低海拔样本，

昆明山海棠的质量分数低，将不被考虑作为提高雷

以及测定移栽于相同环境下的样本。

公藤甲素质量分数良种选育的种质资源。

３．６木质部和韧皮部的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的一

３．４在分析的个体样本中，湖南新宁的１３２号韧皮

致或不一致，规律不明显。

部质量分数（弘ｇ屈）高达１０３．０、木质部达５８．３，在所
有分析样品中质量分数最高；其次为贵州雷山的１５９
号，分别为韧皮部８０．０，木质部１７．６；以及浙江江山
的４１号（韧皮部７８．３，木质部２４．８）；同时发现这３
个居群个体间差异极大，将值得扩大样本研究，从中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Ｃｈｉ Ｙ Ｍ，Ｗｅｎ Ｈ Ｍ，Ｘｕ Ｊ Ｇ，ｅｔ ａ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ｔｆｏｒｄｉｉ ｈｅｒｂ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ＰＬ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Ｊ３．Ｊ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Ｎａｔ
Ｓｃｉ（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１７（１）：３２—
３３．

Ｅｚ３

Ｚｈａ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Ｚ Ｘ，Ｓｈｅｎｇ Ｌ 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ｂｙ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选择出优良的单株。
３．５黑蔓（东北雷公藤）植物在所有样本中雷公藤
甲素质量分数最低，在木质部中仅为０．７／－ｇ／ｇ，韧皮
部为２．８ ｐｇ屈，符合目前用药的实际情况，也不应作
为雷公藤入药。笔者没有发现雷公藤和昆明山海棠
种间存在雷公藤甲素的质量分数的明显差异。在形

［３］Ｃｈｅｎｇ Ｚ ｚ，Ｆａｎｇ 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Ｓ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ａ—
ｓｏｎｓ
Ｅ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１９８６，１７（２）：
７

１２—１３．

［４］Ｙａｎｇ Ｃ Ｘ，Ｚｈｏｕ
ｔｏｌｉｄｅ
Ｃｈｉｎ

Ｔ

Ｃ，Ｑｉｎ

Ｗ ｚ．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ｐ—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Ｊ］．
Ｈｏｓｐ Ｐｈａｒｍ 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１）：２５—
ｉｎ

２６．

Ｅ５］Ｙｕ

Ｌ

Ｒ，Ｌｉ Ｊ Ｌ．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Ｉ－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
草药），１９８８，１９（２）：１８—２０．
ｉｎ

态和质量分数的相关性方面，仅发现在同一地区分

Ｉ－Ｊ３．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ｍ Ｕｎｉｖ（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１９９２，２３（３）：１５８—１６０．

ＴＨ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