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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多糖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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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吸光度。结果

测定山东产半夏(姜制品)中多糖的含量。方法

采用硫酸-蒽酮比色法于波长(624±1)nm 处测定

姜半夏多糖的含量为 2.533 mg/g(n =3),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9.54%,RSD=1.69%。结论

硫酸-蒽酮法

测定姜半夏中多糖,方法简便,准确,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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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Polysaccharide in Pinellia Tuber WU Jing-fen, ZHANG Yuan-yuan, JI Zhong-qiang,
et al (Qingdao People’s Hospital, Qingdao 26600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of prepared pinellia tuber. Methods The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sulfuric acid-anthrone colorimetric method with wavelength at (624±1)nm.
Results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was 2.533 mg/g in prepared pinellia tuber.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9.54% and RSD was 1.69%. Conclusion The methods was simple, steady and reproducible.
Key words：pinellia tuber；polysaccharide；sulfuric acid-anthrone colorimetric method
半夏是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 (Thunb.)

Breit.的块茎,具有抗肿瘤作用。日本学者报道半夏中含酸性
[1]

多糖 ,但关于半夏中的多糖含量测定尚未见报道。为此,我们
以硫酸-蒽酮比色法对山东产半夏(姜制品)中多糖的含量进行

用蒸馏水定容于 10 mL 容量瓶中,从中吸取 1.0 mL,依法加蒽
酮试剂 0.5 mL,浓硫酸 3.0 mL 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1。
表1

编号 投入量(µg)

了初步测定。

1

1

仪器与药品

加样回收率结果(n =5)
测得量(µg)

40.70

40.38

回收率(%)

2

40.70

40.03

98.35

WFZ800-D2 型可见-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等二光学仪器

3

40.70

40.21

98.79

厂),分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D-无水葡萄糖(中国药品生

4

40.70

40.24

98.87

物制品检定所,批号 0833-9501)。姜半夏购于青岛同仁堂大药

5

40.70

41.72

102.50

房,产地山东潍坊,山东中医药大学田景振教授鉴定为天南星

2.4

2.1

方法与结果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99.54

1.69

精密度试验

2.63%(n =5)。
2.5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液 1 mL,按含量测定项下方法操作,在不同

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 D-无水葡萄糖 10.0 mg,于 50 mL
容量瓶中加蒸馏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可。

时间内测定其吸光度。结果 RSD=2.44%(n =5)。

2.2

2.6

标准曲线的制备

RSD(%)

取供试液 5 份,分别按含量测定项下方法操作。结果 RSD=

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的块茎。
2

平均回收率(%)

99.21

供试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5、1.0、1.5、2.0、2.5、3.0 mL,

取干燥至恒重的半夏饮片,粉碎,精密称取 3 份约 1.20 g,

分别置 10 mL 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摇匀。再分别从中精密

分别用 95%乙醇(6 倍量)提取 2 次,药渣挥干乙醇,用 8 倍量沸

吸取 1.0 mL 置于干燥具塞试管中,各加蒽酮试剂 0.5 mL 和浓

水回流提取 2 次,每次 30 min,趁热过滤,合并滤液,浓缩,加乙

硫酸 3.0 mL,立刻摇匀,冷却至室温,同时以 1.0 mL 蒸馏水加

醇(95%)至含醇量 60%(2 次),冰箱过夜,滤过,合并滤液,回收

蒽酮试剂 0.5 mL 和浓硫酸 3.0 mL 作空白,在(624±1)nm 波长

乙醇至无乙醇味,浓缩,将浓缩液装入透析袋内,透析 72 h,透

处测定吸收度。以吸收度 A 为横坐标,葡萄糖浓度为纵坐标,

析液挥干后用蒸馏水溶解,定容于 100 mL 容量瓶中,摇匀,即

求得回归方程 C =0.028 485A -0.002 87,r =0.998 548(n =5)。

得。

2.3

2.7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液 1.0 mL 置容量瓶中,加入对照品溶液 2.0 mL,

样品的含量测定
精密吸取供试液 1.0 mL 置干燥具塞试管中,各加蒽酮试剂

0.5 mL,浓硫酸 3.0 mL,立刻摇匀,冷却至室温,同时以 1.0 mL 蒸
基金项目：卫生部[2002]74 资助项目

馏水加蒽酮试剂 0.5 mL 和浓硫酸 3.0 mL 作空白,于(624±1)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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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 法测定复方产舒颗粒中人参皂苷 Rb1 的含量
冯 俭,王艳峰,刘 颖,钟 怡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建立 RP-HPLC 测定复方产舒颗粒中人参皂苷 Rb1 含量的方法。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以

Diamonsil ODS-C18 为色谱柱,乙腈-水(29∶71)为流动相,流速 1.0 mL/min,检测波长 203 nm,柱温 25 ℃。结果 人
参皂苷 Rb1 在 0.776～7.760 µg/mL 的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 =0.999 99,平均回收率为 99.69%,RSD=2.04%(n =6)。
结论 本方法简便、准确、重复性好,可控制复方产舒颗粒的质量。
关键词：高效液相色谱法；复方产舒颗粒；人参皂苷 Rb1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06)10-0055-02

Determination of Ginsenoside Rb1 in Compound Chanshu Granule by RP-HPLC FENG Jian, WANG
Yan-feng, LIU Ying, et al (School of Pharmac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007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Ginsenoside Rb1 by RP-HPLC. Methods HPLC was
employed with a column of Diamonsil ODS-C18 and a mobile phase of Acetonitrile-H2O (29∶7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at 203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at 25 ℃. Results The linear correlation is
available between 0.776 and 7.760 µg/mL of Ginsenoside Rb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999 99,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9.69% and RSD was 2.04% (n=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accurate, and applicable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Chanshu Granule.
Key words：RP-HPLC；Chanshu Granule；Ginsenoside Rb1
复方产舒颗粒为临床经验方,由人参、酸枣仁等药组成,
用于妇女产后抑郁症,具有补气养血、逐瘀通窍、健脾宁心功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效。人参为方中君药,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类,其中人参皂

色谱柱：Diamonsil ODS-C18(4.6 mm×150 mm,5.0 µm,依

[1]
苷 Rg1 和 Rb1 在中枢神经系统具有药理活性 。结合本品的主治

利特公司),流动相为乙腈-水(29∶71),流速 1 mL/min,柱温

病症,在参考文献[2-5]的基础上,笔者采用 RP-HPLC 法对本方

25 ℃,紫外检测波长 203 nm,进样量 10 µL,阴性对照无干扰。

中有效成分人参皂苷 Rg1 和 Rb1 进行了含量测定,由于其它成分

见图 1。理论板数以人参皂苷 Rb1 计为 3 000。

干扰,人参皂苷 Rg1 不能完全分离,故选择人参皂苷 Rb1 作为质

2.2

精密称取人参皂苷 Rb1 适量于容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

量标准测定的指标成分。
1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度,配制成 0.388 mg/mL 的标准品溶液。

仪器与试药
Agilent-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1100 系列二级

2.3

取本品适量,研细,精密称定约 1 g,置三角瓶中,加入甲醇

泵,紫外可见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Agilent Chemstation 工作
站,美国安捷伦公司)；BP211D 分析天平(Sartorius 公司)。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15 mL,水浴回流提取 2 次,每次 30 min,合并醇液,挥干,加水

乙腈、甲醇为色谱纯,重蒸馏水,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复

20 mL 溶解,乙醚萃取两次(5、5 mL),弃醚液,再用水饱和正丁

方产舒颗粒(自制),人参皂苷 Rb1 标准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

醇提取 3 次(20、10、10 mL),合并正丁醇液,挥干,加甲醇定容

定所,批号 110734-200408)。

于 5 mL 容量瓶中,微孔滤膜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2.4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研究项目(04JY029-005-2)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结果见表 2。姜半夏样品中多糖的含量按
以下公式计算：(0.028485A－0.00287)/W×45。其中 A 为吸光

按复方产舒颗粒处方比例称取除人参外的其它药材,按制

3

讨论
实验表明,硫酸-蒽酮比色法测定姜半夏中多糖含量,结果

稳定,操作简便。本实验结果证明,半夏中含多糖组分,但不同

度,W 为半夏原药材量(g)。
表2

阴性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多糖含量测定结果(n =3)

产地及炮制对半夏多糖含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编号

称样量(g)

吸光度

含量(mg/g)

1

1.210

0.348

2.619

2

1.207

0.328

2.413

3

1.200

0.341

2.566

平均含量(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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