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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有效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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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当归不同药用部位的有效成分。方法 用热浸法提取浸出物；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挥发油,成分分析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阿魏酸含量。结果 当归尾中挥发油和浸出物的含量均为最高,分别为
0.922 8%和 58.9%；当归头的挥发油和浸出物含量均为最低,仅为 0.518 7%和 47.8%。当归尾中挥发油藁本内酯含量最低,
为 21.39%；当归身含量最高,为 60.41%,是当归尾中的 3 倍。当归不同药用部位阿魏酸含量为：当归尾＞当归身＞全当归＞
当归头。结论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的品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当归入药时,应注意合理选用,以使当归能更好的发挥药效。
关键词：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浸出物；挥发油；阿魏酸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2.12.022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2)12-0058-03

Analysis of Effective Component in 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Parts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TANG Wen-wen1,2, LI Guo-qin2, JI Xiao-jun2 (1.Tongren Vocational Institute, Tongren 554300, China；2.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Science,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 component in 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parts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Methods The extractum was obtained by hot leaching, and the volatile oil was obtained
by steam distillation. Ligustilide was analysed by GC-MS. 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ferulic acid. Results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oil and extractum from the lateral root was 0.922 8% and 58.9%
respectively, the head of root was the lowest, only 0.518 7% and 47.8%.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oil in lateral
root was the lowest, which was 21.3%. Ligustilide was the highest in volatile oil of the top root, 60.405%,
which was three times in the lateral root. The content of ferulic acid in 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parts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was very different, the lateral root was the highest, the head of root was the
lowest. Conclusion 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parts of Radix Angelicae have certain difference on quality. In
clinical us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asonable collocation to reach better effect.
Key words：Angelicae Sinensis；different pharmaceutical parts；extractum；volatile oil；feru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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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润燥滑肠等功效[2]。当归入药由来已久,早在《神农本草

分间的比例差异大；③原料丹参中含量最高的成分丹参酚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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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注射液中含量大幅增加,特别是丹参素和原儿茶醛已成为香
丹注射液的重要活性成分。
丹参酚酸类成分水溶性强,极性大,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
谱分离时,一般需采用较长分析时间才可能获得较好分离。本
试验采用 ODS2 反相色谱柱,以乙腈-0.05%磷酸水为流动相,通
过进一步优化色谱条件使待测成分在 35 min 内均达到基线分
离,分析时间较短,节省溶剂,提高效率。采用 DAD 对检测波长
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酚酸类化合物在 280 nm 处均呈现良好
的紫外吸收,色谱信息最为丰富,故选用 280 nm 作为检测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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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就将它列为可补可攻的中品药,既可扶正补养,又可攻邪

2.3

治病。全当归根略呈圆柱形,根上端称“归头”,主根称“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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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油主要成分测定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分析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

或“寸身”,支根称“归尾”或“归腿”,全体称“全归”。根

主要成分。

据苏中武主编《生药学》记载：“历代医家认为,应按归头、归

2.3.1

身、归尾三部分分开入药”,甚至有人认为“用者不分,不如不

He；进样量：1.0 μL；程序升温：初始温度 40 ℃保留 2 min,

使”[3]。《本草正义》认为：归身主守,补固有功；归尾主通,

3 ℃/min 升温至 150 ℃保留 10 min,4 ℃/min 升温至 220 ℃

逐瘀自验；而归头秉上行之性,治便血溺血、崩中淋带等之阴

保留 8 min,4 ℃/min 升温至 250 ℃保留 1 min。

气相色谱条件

随阳陷者。本试验从当归浸出物、挥发油和阿魏酸 3 个方面对

2.3.2

全当归、当归头、当归身和当归尾进行有效成分比较分析,以

230 ℃；离子化方程式：EI+；电子能量：70 eV；扫描范围：

期提供当归不同药用部位入药的依据。

30～500 m/z。

1

2.3.3

仪器与试药

质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250 ℃；无分流；载气：

样品测定

色谱-质谱接口温度：280 ℃；离子源温度：

通过对 4 种样品所得挥发油组分分析发现,

Agilent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DAD 检测器,ChemStation

其主要成分均为藁本内酯[4-5]。运用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色谱工作站(美国 Agilent 公司)；6890 GC-5973N MSD 气质联

分析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中藁本内酯的相对含量。结果见

用仪(美国 Agilent 公司)；Millipore 超纯水器(美国 Millipore

图 1。
70

98 型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阿魏酸对照品(中国

60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 110773-200611)；乙腈(色谱纯)；

50

藁本内酯含量/%

公司)；LA-230S 型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公司)；RE52-

甲醇、乙醚、无水硫酸钠、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试验用水为
Millipore 超纯水器所制超纯水。
本试验材料当归样品采于甘肃岷县寺沟乡白土坡村当归
种植基地,经甘肃农业大学晋小军研究员和陈垣教授鉴定为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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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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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当归

康植株,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分为全当归、当归头、当归身和

图1

当归尾 4 个处理,切成薄片,阴干后将同一处理样品混合、粉碎。

2.4

2

2.4.1

浸出物测定

41.89

40

植株地上部分枯黄时采挖,分别在试验地块随机挖出 50 株健

2.1

60.41

10

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 (Oliv.) Diel,在 10 月下旬

方法与结果

57.21

当归头

当归身

当归尾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中藁本内酯含量比较(n ＝5)

阿魏酸测定
色谱条件

色谱柱：waters C18(4.6 mm×250 mm,5 μm)；

以乙腈-0.085%磷酸溶液(17∶83)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316 nm；

按 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 XA 项下热

柱温 35 ℃[1]。

浸法测定。精密称定各处理下当归粉 4.00 g,加 70%乙醇 100 mL,

2.4.2

密塞,称定重量,静置 1 h 后连接回流冷凝管,加热至沸腾,并保

置 50 mL 棕色量瓶中,加 70%甲醇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持微沸 1 h,放冷后,取下锥形瓶,密塞,再称定重量,用 70%乙醇

精密量取 3 mL,置 50 mL 棕色量瓶中,加 70%甲醇至刻度,摇匀,

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用干燥滤器迅速滤过,精密量取滤液

即得。

对照品溶液制备

25 mL,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浴上蒸干,于 105 ℃

2.4.3

干燥 3 h,置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迅速精密称定质量[1]。计算

当归尾粉末(过三号筛)各约 0.2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

样品中浸出物含量,结果见表 1。

精密加入 70%甲醇 20 mL,密塞,称定质量,加热回流 30 min,放

分别取全当归、当归头、当归身、

冷,再称定质量,用 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静置,取上

浸出物含量(%)＝浸出物量/当归试样质量×100%
表1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阿魏酸对照品 10.81 mg,

清液用微孔滤膜(0.45 μm)滤过,取续滤液,即得全当归、当归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有效成分含量比较(%,n ＝5)

头、当归身、当归尾的供试品溶液。

样品

浸出物含量

挥发油含量

阿魏酸含量

全当归

54.9

0.664 0

0.093

2.4.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阿魏酸对照品溶液

当归头

47.8

0.518 7

0.067

(0.012 97 mg/mL)1、2、3、4、5 mL,分别置 50 mL 棕色量瓶

当归身

54.6

0.772 7

0.097

中,加 70%甲醇至刻度,摇匀,分别精密吸取 10 mL 注入液相色

当归尾

58.9

0.922 8

0.123

2.2

挥发油含量测定
按 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 XD 项下乙

谱仪,以进样量(μg)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得回归方程：Y ＝36 124X ＋317,r ＝0.999 4,结果表明,阿魏
酸在 0.030～0.153 8 μg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法测定,精密称定各处理下当归粉 100.00 g,加水 500 mL,置于

2.4.5

2 000 mL 烧瓶中,连接挥发油测定器,加热至微沸,并保持微沸

述色谱条件重复进样 5 次,阿魏酸 RSD＝1.30%。

8 h,读取挥发油量[1]。计算样品中挥发油含量,结果见表 1。

2.4.6

挥发油含量(%)＝挥发油量/当归试样质量×100%

精密度试验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10 μL,按照上
取全当归供试品溶液,分别在配制后 0、

4、8、12、16、20、24 h,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10 μL,记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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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RSD＝1.24%,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3

2.4.7

3.1

重复性试验

取全当归样品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

讨论

平行制备 5 份,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阿魏酸 RSD＝1.05%。
2.4.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全当归样品 6 份,精密加

Dec.2012 Vol.19 No.12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有效成分含量比较
由表 1 可知,当归不同药用部位的挥发油和浸出物含量均

[1]
达到 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 。其中当归尾

入阿魏酸对照品溶液 1 mL,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处理,再按

中挥发油和浸出物的含量均为最好,分别为 0.922 8%和 58.9%；

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得阿魏酸的平均回收率为 98.9%,RSD＝

当归身挥发油的含量次之,为 0.772 9%,其浸出物的含量与全

2.0%。

当归没有明显差异；当归头的挥发油和浸出物含量均为最低,

2.4.9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 4 种供试品溶

仅为 0.518 7%和 47.8%。
阿魏酸是当归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明显的扩张冠脉血

液各 10 µ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各处理下阿魏酸的峰面积,

管、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缺血、抑制胶原和二磷酸腺苷(ADP)

计算含量。结果见表 1。色谱图见图 2。

[6]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当归不同药用部

位阿魏酸含量为：当归尾＞当归身＞全当归＞当归头。其中当
归尾中阿魏酸含量达到 0.123%,当归头最低,仅为 0.067%,各
部位阿魏酸含量均达到 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
定的限度(不得少于 0.050%)。
3.2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中藁本内酯相对含量比较
藁本内酯是赋予当归挥发油香味特征和主要功效的成

A

[7]
分 。试验结果表明,当归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中藁本内酯相

对含量是：当归身＞当归头＞全当归＞当归尾。当归尾藁本内
酯含量最低,为 21.39%,当归身含量最高,为 60.41%,是当归尾
中的 3 倍；当归头中藁本内酯含量次之,为 57.21%。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当归不同药用部位的浸出物、挥发
油、藁本内酯、阿魏酸含量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当归尾中浸
出物、阿魏酸和挥发油的含量均最高,当归头最低,与芮氏

B

[3]

[8]

和乔氏等 研究结果相似。因此当归入药时,应注意合理选
用,以便当归能更好的发挥药效。这也为中医药传统理论认
为当归不同药用部位具有不同的药效,全当归补血活血、当
归头止血、当归身补血、当归尾活血,提供了重要的试验依
据。
参考文献：
C

[1]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S].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10：124.
[2]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876.
[3] 芮和恺,何清英,徐子诚,等.当归头、身、尾有效成分分析[J].中成药
研究,1983(2)：31.
[4] 董岩,魏兴国,崔庆新,等.当归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J].山东中医杂志,

D

2004,23(1)：43.
[5] 胡长鹰,丁霄霖.当归中藁本内酯的提取、分离与结构鉴定[J].无锡轻
工大学学报,2003,22(5)：69.
[6] 尹钟洙,张凌云,徐理纳.当归及其成分阿魏酸对大鼠血小板聚集和
5-HT 释放的影响[J].药学学报,1980,15(6)：321-325.
[7] 胡长鹰.当归挥发油的提取与成分分析[J].食品与机械,2006,22(2)：
24-26.

E

t/min

注：A.对照品；B.全当归；C.当归头；D.当归身；E.当归尾
图2

当归不同部位中阿魏酸 HPLC 图

[8] 乔明,向纯明.HPLC 法对当归不同药用部位中阿魏酸含量测定[J].中医
药学刊,2005,23(10)：1992.

(收稿日期：2012-04-28,编辑：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