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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茯苓中茯苓酸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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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茯苓中茯苓酸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Hypersil ODS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µm),柱温 30 ℃,乙腈-0.5%磷酸(70∶30)为流动相,流速 0.8 mL/min,检测波长 242 nm。
结果

茯 苓 酸 在 0.362 ～ 9.050 µg 范 围 内 与 其 色 谱 峰 面 积 呈 良 好 线 性 关 系 ,r =0.9999, 平 均 回 收 率

99.54%,RSD=1.01%。3 个产地茯苓中茯苓酸的含量依次为：湖北>云南>安徽。结论

该方法简便、专属、稳定,可

用于茯苓药材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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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Pachymic Acid in Poria by RP-HPLC ZHONG Ling-yun1, DUAN Qi2, GONG Qian-feng2
(1.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9, China；2.Jiangxi College of TCM, Nanchang 330006,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content of Pachymic acid in Poria.
Methods RP-HPLC method was used for determination of Pachymic acid in Poria from Anhui, Hubei
and Yunnan provinces. Th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were Hypersil ODS C18 column (4.6 mm×
200 mm, 5 µm), acetonitrile-0.5%phosphoric acid (70∶30) as mobile phase, flow rate being 0.8
mL/min, column temperature at 30 ℃, detection wavelength at 242 nm. Results Pathymic acid
showed a fine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ak areas between 0.362～9.050 µg (r =0.9999).
The average recovery is 99.54% with RSD=1.01%. The content of Pachymic acid in three localities is
Hubei>Yunnan>Anhui.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proved to be feasible for quality assessment of
Poria.
Key words：Poria；Pachymic acid；RP-HPLC；content determination
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Schw.) Wolf.
2.3

海风藤的薄层色谱鉴别

[3]

的干燥菌核,性平,味甘、淡,归心、脾、肾经,具有利水消肿、
[2]
典》2000 年版(一部)附录ⅥB] 试验,吸取上述溶液各 2 µL,

取本品 50 mL,置蒸发皿中,水浴浓缩至无醇味,移至分液

分别点于同一块硅胶 G 层析板上,以苯-正己烷－氯仿－丙酮

漏斗中,用石油醚(30～60 ℃)-醋酸乙酯(1∶1)混合溶剂提

(0.5∶1∶6∶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5%磷钼酸

取 3 次(30、30、20 mL),合并提取液,水浴蒸干,残渣加 2 mL

试液,105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

氯仿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按处方比例制作缺海风藤的

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而阴性对照品无

阴性对照品,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得阴性对照品溶液。另

干扰。

取海风藤对照药材粗粉约 2 g,加 50%乙醇 20 mL,超声处理 30

3

结果与讨论

min,滤过,滤液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得海风藤对照药材

在三七、寮刁竹的薄层色谱鉴别试验中,由于两种药材的

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00 年版(一部)附录Ⅵ

薄层鉴别已有大量的文献报道,且方法比较成熟,所以这两种

[2]
B] 试验,吸取上述溶液各 5 µL,分别点于同一块硅胶 G 薄层

药材的薄层鉴别试验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板上,以苯-醋酸乙酯(18∶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

海风藤为广西特产地方药材,对其的薄层色谱鉴别报道较

以 5%磷钼酸试液,105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

少,且因缺乏对照品,给鉴别试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千年健药

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两个相同颜色的斑点。

材的薄层色谱鉴别文献报道也甚少。有待今后继续进行摸索。

而阴性对照品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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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健的薄层色谱鉴别
取本品 10 mL,置分液漏斗中,加氯仿 15 mL 萃取,氯仿提

取液水浴蒸干,残渣加甲醇 1 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
取千年健对照药材粗粉约 1 g,加 50%乙醇 30 mL,超声处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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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另按处方比例制作缺千年健的阴性对照品,再按供试品
溶液制备方法制得阴性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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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主要含有多糖、三萜酸类(如茯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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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9999。表明茯苓酸在 0.362～9.050 µg 范围内与峰面积

酸等)化学成分 。2000 版《中国药典》无茯苓的含量测定

呈良好线性关系。

方法。本实验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测定茯苓中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样品溶液 10 µL,重复进样 5 次,测定茯苓

茯苓酸的含量,结果该法简便快速、准确可靠,可以作为茯苓
药材及饮片的质量控制方法。

酸峰面积积分值,RSD=1.39%(n =5)。

1

2.6

仪器与试药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样品溶液,分别于 0、1、2、4、12、24 h

Agilent1100 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器,Agilent 色谱工

各进样 10 µL,测定茯苓酸峰面积积分值,RSD=0.29%(n =6)。

作站；超声波清洗仪；METTLER AE-240 电子天平。
茯苓酸对照品购自沈阳药科大学协合标准品公司。茯苓
药材由本课题组分别采自湖北、云南、安徽地区,共 10 批,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7

重现性试验

经本院鉴定教研室鉴定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精密称定同一批茯苓粉末约 2 g,共 5 份,按 2.3 项下操

(Schw.) Wolf。乙腈为色谱纯,水为重蒸馏水,其它试剂均为

作,各取 10 µL 进样,测定茯苓酸峰面积积分值,RSD=0.96%,

分析纯。

表明该法重现性好。

2

2.8

方法及结果

2.1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约 1.0 g,共 6 份,分别加入一

色谱条件
色谱柱：Hypersil ODS C18(250 mm×4.6 mm,5 µm)；柱

定 量 的 茯 苓 酸 对 照 品 , 按 2.3 项 下 方 法 制 备 并 测 定 含

温 30 ℃；流动相：乙腈-0.5%磷酸(70∶30)；流速为 0.8

量,RSD=1.01%(n =6)。

mL/min；检测波长：242 nm(色谱图见图 1)。

2.9

样品测定

9.358

9.407

取不同产地茯苓粗粉,按 2.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分别精密吸取各供试品溶液 10 µ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上述
色谱条件测定,计算样品溶液中茯苓酸的含量。结果见表 1。
表1

各产地茯苓中茯苓酸的含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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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0552

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九资河村东面山坡

2003.10.31

0.0561

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九资河村朝南坐北山坡 2003.10.31

0.0562

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烂泥畈村

2003.09.25

0.0557

云南武定县万德乡马德坪村北山坡

2003.10.25

0.0507

云南武定县万德乡马德坪村南山坡

2003.10.25

0.0508

云南武定县万德乡马德坪村东山坡

2003.10.25

0.0518

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东山坡

2003.11.07

0.0363

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西山坡

2003.11.07

0.0365

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南山坡

2003.11.07

0.0368

3

讨论
实验中采用乙腈-0.5%磷酸为流动相,以 70∶30、75∶

D

注：A.茯苓酸对照品；B.安徽茯苓；C.云南茯苓；D.湖北茯苓

茯苓 HPLC 图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采集时间 茯苓酸含量(%)

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九资河村村南朝北山坡 2003.10.31

25、80∶20 比例及梯度洗脱的方法,结果 70∶30 洗脱效果较
好。
提取方法和提取时间的不同对茯苓酸的提取效果不一

精密称取茯苓酸对照品 1.81 mg,置于 10 mL 容量瓶中,

样。结合文献资料和常规提取方法,考察了冷浸提取法、水浴

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得 0.181 mg/mL 的茯苓酸对照品溶液。

提取法及超声提取法,结果超声提取法明显优于其他 2 种提

2.3

取法。我们考察了超声 15、30、45 min 的提取效果,结果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茯苓粗粉约 2 g,置于 100 mL 具塞锥型瓶中,加

甲醇 20 mL,加塞称定。于超声仪中提取 15 min,用甲醇补足
减失的重量,用微孔滤膜过滤,收取滤液,密封备用。
2.4

线性关系的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茯苓酸对照品溶液 0.2、0.5、1.0、2.0、

5.0 mL,用甲醇定容于 10 mL 容量瓶中,分别进样 10 µL,测定
其峰面积值。以对照品进样量为横坐标,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Y =657.53X ,

超声 15 min 的提取效果与其他两个时间提取效果无明显差
异。
含量测定结果表明,不同产地茯苓中茯苓酸的含量存在
差异,其中湖北产茯苓含量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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