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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５，ｒ一０．９９２ ０，结果表明熊果酸在０．７５～３．７５

层板上，展开，晾干，显色，扫描，测定积分值，用外标

弘ｇ与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两点法计算，结果见表１。熊果酸平均质量分数

２．５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１ ｐＬ，同上

０．５０４％，ＲＳＤ为１．０３％（咒一５）。
表１样品中熊果酸的测定结果

法点样，展开，显色，扫描，每隔半小时进行测定，结
Ｔａｂｌｅ １

果表明本法在显色后２ ｈ内斑点面积值基本稳定。
２．６精密度试验
２．６．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ｓｏｌｉｅ ａｃｉｄ ｉｎ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ｙ ＴＬＣ ｓｃａｎｉｎｇ

同板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熊果酸对照品溶液

２肛Ｌ，在同一薄层板上点５个点，按标准曲线条件下依
次扫描测定，其面积积分值ＲＳＤ＝２．３％（规一５）。
２．６．２异板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２
弘Ｌ，分别点于５块不同的薄层板上，依法测定，其面

样品批号

熊果酸／％

样品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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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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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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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５０１

５

０．４９８

３

０．５０９

３讨论
３．１

多数文献报道，测定熊果酸的展开剂均为环己

积积分值ＲＳＤ一３．１％（卵一５）。

烷一氯仿一醋酸乙酯系统，但试验时发现熊果酸的斑

２．７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相同量的枇杷叶粗粉５

点有一定拖尾，加入适量冰醋酸能明显改善拖尾，使

份，按上述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处理，得供试品溶

斑点圆整。

液。分别吸取上述溶液２，ｕＬ，对照品溶液１、３，ｕＬ，点

。

３．２本试验结果表明，枇杷叶中熊果酸的量较高。

于同一硅胶ＧＦ。。。薄层板上，按上述薄层色谱条件展

实验所采用的枇杷叶采自云南红河州云阳县，考虑

开，显色，扫描计算，ＲＳＤ一２．３５％（咒一５），表明方法

到枇杷叶在全国分布较广，产地较多，不同产地与不

重现性良好。

同采收期枇杷叶中定有差异。对此，笔者将以后做进

２．８加样回收率试验：取枇杷叶粉末样品５份，每

一步研究。

份１０ ｇ，分别精密加入熊果酸对照品２ ｍｇ，按２．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１３

项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依法测定，计算回收率，结
果平均回收率为９７．６４％，ＲＳＤ为２．１６％（以一５）。
２．９样品测定：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２肛Ｌ，熊果酸
对照品溶液１、３ ＦＬ分别交叉点于同一硅胶ＧＦ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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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及其糖苷在虎杖中的存在形式及测定
刘志杰，李晓峰，万谦宏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白藜芦醇是虎杖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抗菌、

种单体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对中药材的成分分析还

抗炎、抗氧化、调节血脂的作用，是一种极有前途的

是对药品的质量控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首先

抗癌新药［１矗］。白藜芦醇在自然条件下，以自由态和

研究了白藜芦醇在紫外光照射下的异构化反应，然

糖苷两种形式存在。从化学结构上看，白藜芦醇及其

后建立了一种可同时检测４种单体的分析方法，最

糖苷还存在顺式和反式两种异构体。有关白藜芦醇

后将此方法用于实际样品虎杖的分析。

的药理作用和中药中自藜芦醇的色谱分析方法的报

１仪器与试剂

道很多［３“］，但对白藜芦醇及其糖苷的顺、反式两种

ＴＪ一２０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北京创新通恒科技

结构的药理作用和效价差别尚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

有限公司）；ＨＰ８５４３紫外分光光度计（惠普公司）；

与研究。有关白藜芦醇顺、反异构体的互变以及确认

ＺＦ一１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顾村电光仪器厂）；

原药材中白藜芦醇及其糖苷的存在形式，未见研究

反式白藜芦醇对照品、反式白藜芦醇糖苷对照品（天

报道。因此建立一种可同时分离和检测白藜芦醇４

津尖峰天然产物研究开发公司提供，质量分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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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９８．４９％、９８．３２％）；虎杖饮片（购于天津市协和

配成母液，存于一４℃冰箱避光保存。

药店，经天津大学药学院高文远教授鉴定）；水为重

２．５线性关系的考察：将对照品溶液稀释释成５个

蒸水；甲醇（色谱纯，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梯度，进样１０弘Ｌ。以峰面积为纵坐标，进样量为横

２方法与结果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白藜芦醇４种单体的线性回归

２．１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实验室自制Ｃ，。

结果见表１。

（１５０ ｍｍＸ ４．６ ｍｍ，８肛ｍ）；流动相：甲醇一水（４０：

表１

白藜芦醇４种单体的标准曲线如一５）

６０）；体积流量：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３００ ｎｍ；柱温：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室温；进样量：１０ ｔｔＬ。色谱图见图１。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ｉｓｏｍｅｒｓ

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万一５）

２．６精密度试验：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上述色谱
条件连续进样５次，分别进样１０ ｐＬ，测得反式白藜

芦醇糖苷、顺式白藜芦醇糖苷、反式白藜芦醇和顺式
白藜芦醇的峰面积的ＲＳＤ分别为０．５２％、０．８２％、
１一反式自藜芦醇糖苷２一顺式自藜芦醇糖苷

０．８０％、１．０２％（咒一５）。

３一反式白藜芦醇４一顺式白藜芦醇
１一ｔｒａｎｓ—ｐｉｃｅｉｄ

２－ｃｉｓ－ｐｉｃｅｉｄ

２．７稳定性试验：取供试品溶液分别于０、２、４、６

进样１０肛Ｌ，测得样品中反式白藜芦醇糖苷与反式

４一ｃｉｓ—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

图１

Ｆｉｇ·１

ｈ

３－ｔｒａｎｓ—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

白藜芦醇对照品（Ａ）及虎杖样品（Ｂ）的

自藜芦醇峰面积值的ＲＳＤ分别为０．８２％和０．９３ ｏ／／

ＨＰＬＣ色谱图

（，ｚ一５）。

ＨＰＬＣ

ａｎｄ

２．８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虎仗样品５份，按上述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ｏｕｒ ｉｓ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分别进样１０肛Ｌ，测得反式白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

藜芦醇糖苷、反式白藜芦醇峰面积的ＲＳＤ分别为

Ｐ．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Ｂ）

２．２顺式异构体的制备：由于顺式白藜芦醇和顺式

１．０２％和１．３２％（咒一５）。

白藜芦醇糖苷不稳定，无商品供应。顺式白藜芦醇和

２．９

顺式白藜芦醇糖苷对照品用配好的对应两种反式对

精密加入白藜芦醇对照品（约为已知样品质量分数

照品溶液在紫外光（３６５ ｎｍ，１３６／ｌＷ／ｃｍ２）照射６

ｈ

的８０ ｏＡ、１００％、１２０％），按样品制备方法制得供试

而获得。紫外照射后，白藜芦醇以及白藜芦醇糖苷样

品。再分别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

品的最大吸收波长，分别从３０８、３１０ ｎｍ蓝移到

反式白藜芦醇糖苷与反式白藜芦醇的平均回收率分

ｎｍ。紫外吸收波谱的蓝移是反式结构向顺

别为９８．４６％和９９．１２％，ＲＳＤ分别为０．８９％和

２８８、２８６

回收率试验：在已知质量分数的样品溶液中，

式结构转变的典型特征，此最大吸收波长与顺式白

１．９８％（咒一５）。

藜芦醇及其糖苷的文献报道值完全一致［５］。因此可

２．１０

样品测定：将上述供试品溶液用微孑Ｌ滤膜

以证明紫外照射后，有对应顺式异构体生成。

（ｏ．４５弘ｍ）滤过，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ｌｏ弘Ｌ分析，

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将虎杖饮片粉碎，过４０目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质量分数，结果反式白藜芦醇糖

筛。取药材粉末０．５ ｇ，精密称定，分别用５０、３０、３０

苷和反式白藜芦醇质量分数分别为１５．８０、３．３８

ｍＬ甲醇超声提取３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置２５

ｍｇ／ｇ，ＲＳＤ分别为１．１２％、１．３８％（咒一３）。顺式白

ｍＬ量瓶中，甲醇定容至刻度。

藜芦醇和顺式白藜芦醇糖苷未测出。色谱图见图１。

２．４对照品溶液的配制：分别精密称取一定量的反

３讨论

式白藜芦醇、反式白藜芦醇糖苷对照龋０甲醇溶解，

（下转第１１１４页）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１１０

０｜Ｃ ＶＡ上，蒸馏压力为２０

‘９３篡。：姜’ｌ盘葚妻ｉ，：≥：曼ｇＡ：器：。兰２０燕

Ｐａ以下时，经过３级串联分子蒸嚣荔：鼎文‘篇然５ⅫＭ“ｓ‘１３·Ａｇｍ

得到含不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各级鱼油产品，当蒸馏温度为

馏，得到高碳链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为９０．９６％的鱼油产

［１０３

品瞰３。应用分子蒸馏法提取ａ—ＬＮ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Ｋａｋｕ Ｓ，Ｙｕｎｏｋｉ Ｓ，Ｏｈｋｕｒａ Ｋ，ｅｔ口１．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ｄｓ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一ＬＮＡ对心血管和癌症
等一些重大疾病具有显著预防和治疗作用。然而对ａ—ＬＮＡ

Ｆ。０ｄ∞Ⅲ’

ＬａＴｎｄＢ４ｐ：蒜。ｏｉ。ｎ。ｆｂａ，ｔｔｙｐ娄：：。三芝裟詈芒１：”：群篡器掌

‘１１３翥８。ｓｈｈ。Ｙ。ｉ，。三菖：盎。ｄＬ：鬟翟匕譬舞墨８篆舞掌怒掣；
［，２］；盏篇≮；晕：ｌ：警拿磐，Ｆ：譬≈，１墅２ｊ ｉｊ未篓：。ｌ。。：，。。

的分离纯化，传统或化字万藩应用玟木处小够厩熟＇）Ｉ匿以狄

ａｅ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得高纯度的ａ—ＬＮＡ，且收率也比较低，达不到工业化生产的

ｆｒ。ｈｄｙ‘ｈ。ｍ。ｓ。ａｌｐｈｒｅ。ｄ—ｉｌ芸嚣嚣。‘：蠹尝茹ｉ：ｎｅ≯ｅｄｉｅｐ。ｉｎｅ［ａＪｌ］？１篡乞；焉：

要求。ＳＦＥ和分子蒸馏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可解决上述的问

［１］丫ａｎｇ勰“翌Ｙａ…ｎ
Ｌ，，譬以Ａｎａｌｙｓｉ淝：黑阳ｉ：
ａ广ｔｌｃｉｄ打ｏｍ心九“口］ｒｕｔｉｓｃ伽¨ｅ篡？兰翟皇。警ｅｄＬｄ
Ｘ

ｔｌｏｎ

ｏｔ

ｗｉｔｈ

ｔａｔｔｙ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ＧＣ／ＭＳ［Ｊ］．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中国生化药物

，，查），１９９９，２０（２７ｊ ６２—６４．
Ｙ Ｇ·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ｙ抽Ｌ．Ｊ，Ｗａｎ．ｇ＿，Ｚｕ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ｌｐｈ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ｉ！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ｆｒｏｍ，ｐｅｒｉｌｌ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ｒｏ“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ｒ．ｓ］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Ｎｕｔｒ Ｓｃｉ
ｏｎ

ｙｉ抛ｍ抽ｏｌ’１９９９，４５（６）：７５９－７７２。
ｒ。１

［４］Ｒｅｎａｕｄ

ｆ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ｎｚｍａｎｎ－Ｐｅｔｉｔｈ…ｏｒｙ Ｄ·Ｄｉｃｔａｒ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５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Ｃｕｒｒ

“”２””““，，
Ｄｉｎｇ．Ｇ

Ｌ，Ｈｕ，Ｄ。．Ｙ：Ｗ．ａｎｇ．早ｉ
ａｃｌｄ

ｗａｒｄ。ｕｒｒｅｎｔ ｂｙ

ｗｉ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

ｎ２竺ｎｌｃ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ｆ—ｌａｘｓ…ｅｅｄ…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Ｘｉｅ

Ｌ，，Ｔ，Ｈｕａ．ｎ．ｇ

ｒａｔｅｄ

；¨
［１６］

ｉａｔｔｙ

ＢＥＬ一７４０２

Ｊ

０Ｉ

ｉｎｓｕｒｌ．ｉ］ｎ一‘ｉｋ８

Ｑ．－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ｃｔｉｏｎ

８“ｄＳ”ｄ

ａｃｉｄ［Ｊ］．Ｃｈｉｎ
…

Ｌｉｐｉｄ（革ｔ国－－油脂），２００１，２６
……～

』１』＾

Ｚ…ｈｕ’６ｊ

Ｗ—ａｎｇ Ｓ Ｃ，Ｇｕｏ

Ｙ，咖厶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ｆｒｏ’ｍＰ”ｅｒ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ｓｃｅｎｓ ｏ’ｉｌ‘：ｉｊ］．Ｃｈ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ＨｅｒｂＤｒ…ｕｇ。ｓ
；；蔷菇、１ ９９７．ｊ，，Ｒ－ｆＲ、．，ｄ，一≯最。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蒜Ｐ…ｅｒｉｌｌａ“一埘∽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Ｐｒ品蒜ｉｏ：

ｉｎｔａｄｌｌ蒜：蔷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ｉ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ｅｓｔ…ｅｒ丽’占群芋葛：
ｃｎ靠ｉ咒口Ｌ．）ｏｉｌ

ｇ‘ｏｗｔｎ

２８。‘０ｒ

Ｓ…ｈｅｎ…Ｘ

［１９］
“一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Ｂ

Ｓ，Ｃｈｅｎ

Ｚ

Ｔ，甜口１．Ｅｌｆｅｃ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ｕｐｅ卜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ｅｘｔｒ矗ｔｉｏ：“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ｆａ…ｔｔｙ端：ｊｎ。ｉ二ｔ
ｏｉｌ［Ｊ］．Ｃｈｉｎ Ｊ Ｐ＾口ｒｍ（中国医药工业杂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ｓｅ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ｏｉｌ［Ｊ］．Ｎａｔ Ｐｒｏｄ

究与开发），２００２，１３（３ｘ。１４－１９．
［２１］Ｆｕ Ｈ，Ｇａｎ Ａ
。

Ｙ．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ｗｉｔｈ

５ｙｎｔｈｅ８“…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ｌ‘”１ｅ“ｄｓ”翟—¨州Ａ
Ｊ １．Ｊ Ｃｈｉｎ Ｔｕｍｏｕｒ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

（上接第１０８８页）

Ｊ，Ｌａｉ

；磊９～；≥再、？蕞ａ－５２５。。……”……………

８ｎＯ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ｕｎｓａｔｕ．一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 ｈｉｐ ｓｅｅｄ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ｉ五．Ｂ赢二二艽ｃ：ｎｊｊ磊ｏ；，８２（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口］－Ｎｕｔｒ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２，４３

、‘７：１０。一１７６＋

［８３

Ｍ．Ｐｕｒ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ｎ－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Ｌ

ｘＫ－ｉ，Ｖ…ｉｎｋ，’ｌｅｒ

ｒａｔｓ［Ｊ］、－Ｊ．Ｃａｐ．ｉｔａ，ｌ
６．
，．、报），２．００１，２２（２）：１０４—１０
［７］Ｃｈｅｎ Ｊ，Ｓｔａｖｒｏ Ｐ Ｍ，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Ｌ Ｕ．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ｌａｘｓｅ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ＡＭＲｌ ｍｉｃｅ［Ｊ］．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１２９（２）：
、～

ｉｎ

ｏｆ 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１ｎ

Ｓｃｉ（首都医科大学学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ｄ々７

［１７］Ｗ’ａｎ—ｇ Ｗ。，Ｌｉ Ｍ Ｊ，Ｌｉｕ Ｊ Ｈ，以口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２００２，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ｒｂＤｒｕｇｓ ｒ由草药），１９９９，３０（４）：２６７—２６８．
ｏｆ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ｏｕｔ一
［１８］
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
Ｐ，Ｌ’ａｋａｔ、１０：备，以口ｚ．Ｒｏｓｅ ｈｉｐ（Ｒ邯口

ＩＱ，ｘｉｎ Ｄ，甜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ｎｉｖ Ｍｅｄ

ｄｏｗｎ。８９ｕｌａｔｅ８

ａｎｄ

…。ａｃｉｄ…５０ｎ ｔｈｅ’ｔｈｅ：ｒｙ二；ｕ：ｅａ ａｄｄｕｃｔｉｏｎ。二：ｔｉ：ｎａ：ｉｏｎ（Ｉ ｉ二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Ｂｕｌｌ ｍｅｄ ａｔｎ８，掣２嘤登芝。一ｍ、Ｐａｔｌｅｎｔ８
Ｒｅｓ（医学研究通讯），２０００，

［６］Ｌｉｎ Ｈ，Ｓｈｅｎ

ｌ…ｉｐｉｄｓ

一

ｒｅｔｉｎａ

口引ｈｉｇＵｍ№ｅｚａｗｈａ拦赢ＫｏｇａｔｅｉｓｈｉｄｉｅＫｔｓａ，ＴｆｆｅｏｊｏｃｔｌＨ。，ｅｔ。ｉａ。ｌｇ．黟裟ｎ。ｏｄｎａｌｅａｔｅｔｕｒａｎ。ｄｌ
…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Ｈ Ｍ，Ｌｉｕ Ｆ ｚ，Ｄａｉ

ａ—ｌｉ．ｎｏ．１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ｈｅ

３｜ｉｏｒＸｕ，Ｚ耐Ｈｉ，。。Ｓ，ｈａ。ｏ。ｄＹｌｉＦ，。．。？笔嚣蒜苗翟等芝盂基慧：岛？宅麓

，．、Ｈｅｒｂ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２，３３（１）：２２—２３．
［３］ Ｅｚａｋｉ Ｏ，Ｔａｋａｂａｓｈｉ Ｍ，Ｓｈｉｇｅｍａｔｓｕ Ｔ，ｅｔ ａ１．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００，１３０（１２）：３０５９—３０６２．

［１

题，并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应用前景。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ｒｅ

Ｒｅｓ

…“”……

Ｄｅｖ（天然产物研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Ｊ肌矗ｕ挖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

Ｉｎｄ（无锡轻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６）：６１７—６２１．
…＋

苷应注意避光保存。

对反式白藜芦醇及其糖苷的紫外异构化进行了

与以往测定白藜芦醇的方法相比，本实验实现

考察。在异构化过程中，紫外照射波长以及照射时间

了顺、反式两种异构体的分离分析，从而能更有效、

都是影响转化过程的主要因素。选择２５４、３６５ ｎｍ

准确地测定和控制样品中自藜芦醇及其糖苷的量。

两个照射波长照射，结果发现，在３６５ ｎｍ波长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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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转化过程的影响。当照射时间超过６ ｈ后，转
ｒ２］

化率基本不随时间变化，这表明转化已达平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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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研究结果表明，白藜芦醇及其糖苷在虎仗样品
中是以反式结构存在的。在样品制备过程中如果不
注意避光保存，在色谱图中就会出现顺式白藜芦醇

和顺式白藜芦醇糖苷的峰，说明反式白藜芦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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