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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条件：色谱柱：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

２．１

４．６ ｍｍ，５

ｐｍ，流动相：甲醇－如磷酸（４５：５５：

２．７稳定性试验：取本品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吸
取供试品溶液１０ ｐＬ，每５ ｈ进样一次，各测５次，黄

０．２），体积流量：１．０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８０ ｎｍ；理论

芩苷峰面积ＲＳＤ为０．９４％，可见供试品溶液中黄

塔板数按黄芩苷计算应不低于３ ０００，进样量１０弘Ｌ。

芩苷在２０ ｈ内稳定。‘、

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黄芩苷对照品适

２．８重现性试验：取山东产地的木蝴蝶（通过三号

量，加５０％甲醇制成８０弘ｇ／ｍＬ溶液，即得。

筛），平行制备５份供试品溶液，进样，５份样品中黄

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木蝴蝶（通过三号筛）粉

芩苷质量分数的ＲＳＤ为２．１６％。

末约０．１ 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

２．９回收率试验：采用加样回收法。精密称取已知

７０％乙醇５０ ｍＬ，称定质量，置水浴上回流３０ ｒａｉｎ，

质量分数（６．２７％）样品，各５份，分别精密加入一定

放冷，用７０％乙醇补足质量，滤过，用０．４５ ｎｍ微孔

量的黄芩苷对照品溶液，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滤膜滤过，即得。

处理，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定黄芩苷，计算回收率，

２．４可行性试验：分别取供试品溶液与黄芩苷对照

结果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２．５５％，ＲＳＤ为０．７８％。

品溶液各ｌｏ肛Ｌ，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在上述色

２．１０样品测定：取本品按上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谱条件下测定，色谱图见图１。

液，分别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和黄芩苷对照品溶液

各１０弘Ｌ，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按上述色谱条件

ｌ

ｌ童
ｉ．二 ｉ¨．，ｌ一２

测定，按外标法计算供试品溶液中的黄芩苷，结果见
表１。
３讨论
Ｏ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１样品的制备：木蝴蝶中翼纤维较多不易打成粉

ｔ／ｍｉｎ

图１黄芩苷对照品（Ａ）和木蝴蝶样品（Ｂ）ＨＰＬＣ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ｂａｉｃａｌｉｎ
ａｎｄ

０．ｉｎｄ如ｕｍ

３．２样品提取的选择：通过实验预试得知木蝴蝶含
成分比较复杂，高效液相测出峰较多，因此本实验采

线性关系考察：精密称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加

２．５

末，故在打粉之前剪掉种翼，粉末应通过三号筛。

５０％甲醇制成１６３．６８、４９１．０４、８１８．４、１

１４５．７６、１

用５０％、７０％不同浓度的乙醇考察，用不同时间３０、
６０

ｒａｉｎ超声和回流提取方法，进样分析，结果表明

４３６．２弘ｇ／ｍＬ溶液。精密吸取Ｅ述溶液各１０肛Ｌ、按顺序

采用７０％乙醇回流３０ ｍｉｎ：黄芩苷量最高。故选用

进样，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以峰面积为纵坐标，黄

了该方法。

芩苷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Ｙ一

３．３

２６．１５５ Ｘ＋２．８４２，ｒ一０．９９９

３．结果表明黄芩苷在

流动相的选择：本实验考察了甲醇一水一磷酸

（４９：５１：０．２）；（４７：５３：０．２）；（４５：５５：０．２）；结

０．１６３

６８～１．４３６ ２５弘ｇ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

２．６

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１０

通过实验结果表明本实验选用的方法，测定木

牡Ｌ，重复５次，黄芩苷峰面积ＲＳＤ为２．７０％（咒一

蝴蝶中黄芩苷，色谱分离度好，样品测定稳定，重线

５），精密度良好。

性好，精密度高，可控制木蝴蝶药材的质量。

果以（４５：５５：０．２）分离效果最佳。故予以采用。

ＲＰ—ＨＰＬＣ法测定沙苑子中沙苑子苷
刘春宇１，孙雄华１，张经硕１，胡延维１，顾振纶２
（１．苏州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７；２．苏州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７）

沙苑子，又名潼蒺藜，为豆科植物扁茎黄芪Ａｓ—

传统中药。主要含有黄酮类、三萜类、有机酸类、氨基

Ｒ．Ｂｒ．的种子，是补益肝肾的

酸、多肽、蛋白质、甾醇、多糖及铁、锌、锰、铜等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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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１￣４］。药理研究表明［５］，沙苑子具有保肝、调血

２．４精密度考察：吸取供试品溶液２０弘Ｌ，在上述

脂、降压、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变血液流变学指标、抗

色谱条件下重复进样６次，计算峰面积的ＲＳＤ为

炎、增强非特异性和特异倥免疫功能等作用。实验结

１．０７％。

果显示沙苑子具有保肝、抗肝纤维化作用，沙苑子苷

２．５重现性考察：取同一样品，按照供试品溶液制

为主要有效成分之一［６］。但迄今对沙苑子有效单体

备方法，制备５份供试品溶液，各进样２０肛Ｌ，测量

成分的测定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ＲＰ—ＨＰＬＣ

峰面积。结果ＲＳＤ为１．６９％。

法测定沙苑子中沙苑子苷，并比较了不同产地、不同

２．６稳定性试验：取同批供试品溶液，在室温放置

批号沙苑子中沙苑子苷的质量分数。

１、２、４、８、２４、４８

１仪器与材料

（咒一６），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４８ ｈ内稳定。

１．１材料：沙苑子，苏州雷允上药业集团公司提供，

２．７

产地为陕西渭南，由苏州市药品检验所吴银生主任

的样品２．０ ｇ，加入一定量的沙苑子苷对照品，按样

药师鉴定为豆科植物扁茎黄芪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

Ｒ．

ｈ，依法测定，峰面积ＲＳＤ为１．２８％

回收率试验：准确称取已知沙苑子苷质量分数

品测定项下的方法提取，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回

Ｂｒ．的种子；沙苑子苷自制（９８．５％），ＺＴＣ一５型黄酮

收率为９５．５２％，ＲＳＤ为１．８６％（押＝５）。

吸附树脂（天津正天澄清技术有限公司，南开大学研

２．８样品测定：取沙苑子细粉２．０ ｇ，精密称定质

制）；乙腈、甲醇为色谱级，水为双蒸水，其他试剂均

量，加石油醚６０ ｍＬ回流１ ｈ，滤过，药渣挥干石油

为分析纯。

醚，准确加入８０％乙醇６０ ｍＬ，称质量，回流２ ｈ，冷

仪器：ＨＰＬＣ岛津ＬＣ—ＶＰｌ０Ａ系列；电子分

却后称质量，补充乙醇至原质量，滤过。准确量取续

析天平（梅特勒一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旋转蒸发器

滤液２５ ｍＬ，挥去乙醇，用１５ ｍＬ蒸馏水溶解，通过

Ｒ５０１、Ｒ２０１型（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ＤＺＦ真空

４０ ｍＬ

干燥箱（上海医用恒温设备厂）。

５０％乙醇洗脱，收集５０％乙醇洗脱液２５０ ｍＬ，减压

２方法与结果

蒸干，５０％乙醇溶解，于５０ ｍＬ容量瓶定容，在上述

２．１检测波长的选择：称取沙苑子苷适量，甲醇溶

色谱条件下进样２０ ｐＬ，测定结果见表１。

１．２

ＺＴＣ一５型黄酮吸附树脂，１５０ ｍＬ水洗脱后，

表１沙苑子样品中沙苑子苷（弹＝３）

解，于２００～８００ ｒｉｍ波长扫描吸收光谱，结果沙苑

Ｔａｂｌｅ １

子苷于２６６ ｎｍ处有最大吸收峰。

样品

色谱条件：色谱柱：ＶＰ—ＯＤＳ（１５０ ｍｉＤ．×４．６

２．２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ｉｄｅ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Ｑ一３）
沙苑子苷／％

１陕西

ｍｍ，５ ｐｍ）；柱温４０℃；流动相：乙腈＿１％ＨＡＣ溶液

２陕西
３陕西

（１８：８２）；体积流量：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６６ ｎｍ。以

４陕西

雹场臼三苷计，理论塔板数不小于６ ０００，分离度大于１．５。

５陕西

２．３线性关系考察：精密称取沙苑子苷对照品５．０

６陕西
７陕西渭南市大荔县朝邑农场三团

ｍｇ，５０％乙醇溶解并定容于５０ ｍＬ量瓶中，制成０．１

８陕西渭南市大荔县朝邑农场九连

ｍｇ／ｍＬ的对照品贮备液，吸取对照品贮备液分别稀

９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南师乡南师村

释成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ｔｇ／ｍＬ，溶液分别进样２０弘Ｌ，

３讨论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质

３．１

流动相的选择：分别以不同配比的甲醇一１％

量浓度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ＨＡＣ（４２：５８、４１．５：５８．５、４１：５９）和乙腈一１％

Ｙ一４６ ０４４．２５ Ｃ一３ ５２３．６７，ｒ一０．９９９ ９，沙苑子苷

ＨＡＣ（２３：７７、２０：８０、１９：８１、１８：８２）为流动相，

在５～８０／－ｔｇ／ｍＬ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色谱

观察分离效果，结果以乙腈一１％ＨＡＣ（１８：８２）分离

图见图１。

效果最佳。
３．２

＿ ∥

６０％乙醇溶液提取，结果以８０％乙醇提取沙苑子苷
质量分数高，杂质干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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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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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５

ｔ？ｍｉｎ

圈１沙苑子苷（Ａ）及样品（Ｂ）ＨＰＬＣ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
ａｎｄ

ｅ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ｉｄｅ（Ａ）

ｓａｍｐｌｅ（Ｂ）

提取条件的选择：分别以９５％、８０％、７０％、

３．３

ＺＴＣ一５型黄酮吸附树脂洗脱条件的选择：样

品上柱后，依次以水，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７０％乙醇洗脱，测定各洗脱部位沙苑子苷，结果
１０％～５０％乙醇洗脱部位均含沙苑子苷，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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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实验结果显示，此法测定沙苑子中沙苑子苷，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ｌｉ Ｊ Ｉ．Ｎｏｒｔｈ Ｐｈａｒｍ Ｊ
（西北药学杂志），１９９７，１２（３）：１０７—１０９．
［３］Ｃｕｉ Ｂ Ｌ，Ｍｏｔｏｙｕｋｉ Ｎ，Ｊｕｎｅｉ Ｋ，ｅｔ ａ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分离效果、线性关系、精确度、重现性好，准确性高，

ｎｅｗ ａｃｙｌａｔｅｄ ｆｌａｖｏｎｏｌ ｇｌｉ／Ｂｏｓ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
Ｒ．Ｂｒ．［Ｊ］．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ｌｌ，１９９２，４０（７）：１９４３．

５０％乙醇洗脱。

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可用于沙苑子药材和提取物中沙苑子苷的测定。不

［４］Ｃｕｉ Ｂ Ｌ，Ｙｕｓｕｋｅ Ｓ，Ｔａｋａｓｈｉ Ｔ，ｅｔ ａ１．Ｆｏｕｒ ｎｅｗ ｏｌｅａｎｅ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 ＥＪ］．
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Ｕ，１９９２，４０（１）：１３６．

同地区、不同批号沙苑子中沙苑子苷质量分数有一

Ｈａｎ Ｘ Ｄ．Ａｄｖａｎｃｅ

［５３

定差异。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Ｃｈｅｎ Ｍ Ｈ，Ｌｉｕ

Ｆ

Ｓ．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Ｉ口］．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
Ｍｅｄ（中国中药杂志），１９８７，１２（２）：１０６—１０８．
Ｓｅｍｅｎ

［２３

Ｇｕ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ｌｉ

Ｙ，Ｌｉｕ

Ｙ Ｈ，Ｌｉ Ｇ Ｇ，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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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扫描法测定枇杷叶中熊果酸
韩小龙，陈开勋。
（西北大学化工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枇杷叶为常用中药材，是蔷薇科植物枇杷Ｅｒｉ—
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Ｌｉｎｄｌ．的干燥叶。枇杷

量，转移至１００ ｍＬ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至刻
度，作为供试品溶液。

叶入药始载于《名医别录》，列为中品。枇杷叶归肺、

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熊果酸对照品

胃经，具清肺、止咳、降逆止呕作用，用于治疗肺热咳

７．５

嗽、气逆喘急、胃热呕逆、烦热口渴之症状。其有效成

至刻度，质量浓度为０．７５ ｍｇ／ｍＬ，作对照品溶液。

ｍｇ，置１０ ｍＬ量瓶中，用无水乙醇溶解并稀释

分有挥发油、三萜化合物、皂苷和有机酸口］。其中所

２．３薄层色谱条件：用微量注

含三萜化合物中的熊果酸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具有镇

射器点样于硅胶ＧＦ。。。薄层板

静、抗炎和增强机体免疫等作用，而且极有可能成为

上（厚０．３ ｍｍ），展开剂：环己

有效的新型抗癌药物［２］。目前国内对枇杷叶中熊果

烷一氯仿一醋酸乙酯一冰醋酸

酸的测定尚未见具体报道，本实验采用薄层扫描法

（２０：５：８：０．５），展开方式：

测定其熊果酸的质量分数，方法简单、快速、重现性

上行展开，显色剂：１０％硫酸乙

好，效果令人满意。

醇溶液，１０５℃烘约７ ｍｉｎ显

１仪器与试药

色，熊果酸斑点为粉红色，Ｒｆ

ＴＬＣ—Ｓｃａｎｎｅｒ

３型薄层扫描仪（瑞士卡玛公

司）；熊果酸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１一熊果酸对照品

值约为０．３３，取出在薄层板上

２一枇杷叶样品

覆盖同样大小的玻璃板，周围

１－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所）；硅胶ＧＦ２５。预制板（１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青岛海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用胶布固定。双波长扫描，砖一

８ｕｂ８协”８｝”“９ｋ

洋化工厂分厂）；枇杷叶分批采自云南红河州云阳县
不同种植点（样品批号为１～５号），经西北大学生命
科学院刘建利教授鉴定为蔷薇科植物枇杷Ｅ．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Ｌｉｎｄｌ．的叶，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方法与结果

５２０

ｎｍ，ｋ一７００ ｎｍ；狭缝

Ⅲ……，＼ｌ……“●ｕ

图１枇杷叶ＴＬｃ图１．２ ｍｍ×１．２ ｍｍ；Ｓｘ一３，灵
ｕ，０，Ｌ
Ｘ

。

ｍａｔ０２，ａｍ敏度中等，色谱图见图１。
线性关系考察：精密吸取
ｏｆ Ｅ，ｆｏ西一２·４
Ｄｔｒｙａ

ｌｅａｆ熊果酸对照品溶液１、２、３、４、５

２．１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枇杷叶，干燥粉碎过４０

弘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ＧＦ。。。薄层板上，以上述条件展

目筛。精密称取２０ ｇ，置索氏提取器中用１２倍无水

开，显色，扫描，测定各斑点吸收峰面积，以吸光度积分

乙醇回流提取至近无色，减压回收乙醇，浓缩至适

值对点样量作图，得回归方程：Ｙ一２７５．１１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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