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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中几种关键活性成分的含量袁结果表明院源 种变异类型

杜仲皮中 缘 种不同活性成分的含量及组成比有较大差异袁其中京尼平苷酸渊郧孕粤冤尧京尼平苷渊郧孕冤尧松脂素二糖苷

渊孕阅郧冤尧绿原酸渊悦粤冤含量以及 缘 种成分的总含量以光皮型和浅纵裂型杜仲皮较高袁而龟裂型和深纵裂型活性成分

总体含量较低遥 若遴选优质杜仲药用资源袁可首先考虑从优良光皮型和浅纵裂型杜仲群体中开展选育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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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渊耘怎糟燥皂皂蚤葬 怎造皂燥蚤凿藻泽 韵造蚤增援 冤袁又名扯丝皮尧
思仲尧丝棉皮尧玉丝皮尧木棉等袁是第四纪冰川侵袭后

仅在中国中部地区残留下来的孑遗植物袁具有野活化

石植物冶之称咱员暂 遥 在特定环境长期的选择压力下袁自
然界中杜仲种内逐渐分化出一些不同的地理生态变

异类型袁依据杜仲树皮的开裂状况及其它形态特征袁
可将杜仲分为深纵裂型尧浅纵裂型尧龟裂型和光皮型

源 种类型咱圆 原 猿暂 遥 杜仲皮为杜仲的主要药用部位袁是中

医上的传统名贵滋补药材袁在叶中国药典曳中对其性

味尧归经及鉴别等有细致说明咱源暂 遥
杜仲皮中的药用成分主要包括木脂素类尧环烯

醚萜类尧苯丙素类及其它萜类化合物等咱缘 原 苑暂 遥 其中袁
木脂素类化合物松脂素二渊 责蚤灶燥则藻泽蚤灶燥造 凿蚤早造赠糟燥泽蚤凿藻袁
孕阅郧冤是杜仲皮中的主要降压成分咱远袁愿 原 怨暂 曰苯丙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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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绿原酸渊 糟澡造燥则燥早藻灶蚤糟 葬糟蚤凿袁悦粤冤具有广泛的抗

菌尧抗病毒尧抗诱变尧抗肿瘤作用袁还具有抗逆转录酶

的活性袁可作为抵抗艾滋病毒的先导化合物咱员园 原 员员暂 曰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中袁京尼平苷酸渊早藻灶蚤责燥泽蚤凿蚤糟 葬糟蚤凿袁
郧孕粤冤可抗癌尧抗衰老尧抗健忘尧降压及提高人体性功

能等袁京尼平苷渊早藻灶蚤责燥泽蚤凿藻袁郧孕冤能保肝尧利胆尧抗癌

和解毒等袁桃叶珊瑚苷渊 葬怎糟怎遭蚤灶袁粤哉冤具有保肝尧镇
痛尧抗菌消炎及降压等作用袁临床上还可促进伤口愈

合咱远袁 员圆 原 员源暂 遥 有关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中上述 缘 种

活性成分含量的综合对比尚未见报道遥 高效液相色

谱法渊匀孕蕴悦冤是中药研究中一种稳定尧可靠的分析技

术袁可为中药质量控制袁药物成分分析袁以及中药开

发和评价提供重要依据袁目前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技

术已广泛应用于多种杜仲天然化合物如苯丙素类尧
黄酮类尧萜类尧氨基酸等活性成分的测定咱员缘 原 圆园暂 遥 本

实验对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中 缘 种活性成分进行测

定及分析比较袁旨在为优良杜仲资源的筛选尧杜仲皮

的品质评价尧鉴定及定向开发提供参考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实验材料

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均取自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国有林场杜仲基地遥 圆园园怨 年 缘 月 圆园 日对不同类

型 员圆 年生杜仲用环剥法于树干 员园 员缘园 糟皂 处进行

树皮采样遥 样品用塑料薄膜包裹后带回室内袁后进

行发汗处理遥 发汗时内皮两两相对袁将树皮舒展后

用标本夹压实袁同时用标本纸包裹以保证发汗效果遥
员 周后将样品自然风干袁风干过程中保持树皮平整袁
防止卷曲遥 充分风干过的样品进行干燥保存袁使用

时将杜仲皮剪成小块并用铁碾碾成絮状遥
员援 圆摇 分析装置

蕴悦鄄圆园员园粤 高效液相色谱仪渊日本岛津冤曰杂孕阅鄄
员园粤 紫外检测器渊日本岛津冤袁悦蕴粤杂杂鄄灾孕 色谱工作

站渊日本岛津冤曰阅蚤葬皂燥灶泽蚤造 悦员愿色谱柱遥
员援 猿摇 分析材料的准备

郧孕粤尧悦粤尧郧孕 提取液的制备院精密称定絮状杜仲

皮 员 早袁置锥形瓶中并添加 员圆郾 缘 皂蕴 缘园豫 甲醇水溶

液袁超声提取 猿园 皂蚤灶袁滤过袁药渣按上述方法重复提

取 员 次曰两次所得滤液混和置 圆缘 皂蕴 容量瓶中袁室温

定容并滤过袁续滤液用 园郾 源缘 滋皂 微孔滤膜过滤袁即
得曰待测定其中 郧孕粤尧悦粤尧郧孕 的含量遥

粤哉 提取液的制备院取适量絮状杜仲皮置磨口锥

形瓶中袁精密加入 源园 倍量甲醇溶液袁称定质量曰水浴

回流 猿园 皂蚤灶袁放冷至室温袁再称定质量曰用甲醇补足

损失的质量袁摇匀滤过袁再经 园郾 源缘 滋皂 微孔滤膜滤

过袁取续滤液袁即得曰待测定其中 粤哉 的含量遥
孕阅郧 提取液的制备院精密称定絮状杜仲皮 圆 早

置索氏提取器中袁加适量三氯甲烷加热回流 远 澡曰弃
去三氯甲烷液袁药渣挥去三氯甲烷袁再置索氏提取器

中袁加入适量甲醇加热回流 远 澡曰提取液回收适量甲

醇并转至 员园 皂蕴 容量瓶中袁加甲醇至刻度袁摇匀滤

过袁取续滤液袁即得曰待测定其中 孕阅郧 的含量咱缘袁圆员暂 遥
员援 源摇 分析条件

郧孕粤尧郧孕尧悦粤 实验条件院 阅蚤葬皂燥灶泽蚤造 悦员愿 色谱柱

渊圆缘园 皂皂 伊源郾 远 皂皂袁缘 滋皂冤曰流动相甲醇 水 冰醋酸

渊员缘颐 愿缘 颐 员援 缘冤曰检测波长为 圆猿苑 灶皂曰流速 员郾 园 皂蕴窑
皂蚤灶 原员曰柱温 圆缘 益曰

粤哉 实验条件院阅蚤葬皂燥灶泽蚤造 悦员愿 色谱柱渊圆缘园 皂皂 伊
源郾 远 皂皂袁缘 滋皂冤曰流动相甲醇 水渊远颐 怨源冤曰检测波长为

圆园远 灶皂曰流速 员郾 园 皂蕴窑皂蚤灶 原员曰柱温 员怨 益遥
孕阅郧 实验条件院阅蚤葬皂燥灶泽蚤造 悦员愿色谱柱渊圆缘园 皂皂 伊

源郾 远 皂皂袁缘 滋皂冤曰流动相甲醇 水渊圆缘颐 苑缘冤曰检测波长

圆苑苑 灶皂曰流速 员郾 园 皂蕴窑皂蚤灶 原员曰柱温室温咱员怨袁圆圆 原 圆源暂 遥
员援 缘摇 样品与定量化分析

京尼平苷对照品尧绿原酸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曰桃叶珊瑚苷对照品由日本和光纯

药业株式会社提供袁纯度 怨愿郾 愿豫 曰京尼平苷酸对照

品由日本养命酒株式会社中央研究院 阅藻赠葬皂葬 先生

提供袁纯度 怨愿郾 苑豫 遥 分别称取适量标准品并用甲醇

定容至 员园 皂蕴袁由各样品标准曲线建立回归方程袁并
依方程式获得所含成分的量化数据咱员怨袁圆圆暂 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援 员摇 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 缘 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测定分析结果如图 员尧表 员 所示袁京尼平苷酸在

源 种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中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光皮型渊员郾 远远苑 园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浅纵裂型渊员郾 缘员猿 猿 皂早窑
早 原员冤袁深纵裂型渊员郾 园园员 远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龟裂型渊园郾 愿圆苑 愿
皂早窑早 原员冤曰京尼平苷在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中的含

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光皮型渊园郾 圆愿员 园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深纵

裂型渊园郾 圆缘怨 源 皂早窑早 原员 冤袁龟裂型 渊园郾 圆园缘 愿 皂早窑
早 原员冤袁浅纵裂型渊园郾 员远圆 苑 皂早窑早 原员 冤曰绿原酸在不同

类型杜仲皮中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光皮型渊园郾 猿愿猿
怨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浅纵裂型渊园郾 圆园圆 远 皂早窑早 原员 冤袁龟裂型

渊园郾 员猿苑 员 皂早窑早 原员 冤袁深纵裂型渊园郾 员园苑 苑 皂早窑早 原员 冤曰
桃叶珊瑚苷含量以龟裂型杜仲皮中 高渊园郾 远圆愿 猿

员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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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其它类型依次为光皮型渊园郾 远员源 怨 皂早窑
早 原员冤袁浅纵裂型 渊园郾 猿怨源 猿 皂早 窑 早 原员 冤袁 深纵裂型

渊园郾 员怨圆 愿 皂早窑早 原员冤曰松脂素二糖苷含量以光皮型杜

仲皮中 高渊园郾 圆怨源 园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其它依次为浅纵裂

型渊园郾 圆缘猿 苑 皂早窑早 原员 冤袁深纵裂型 渊园郾 圆园源 怨 皂早窑
早 原员冤袁龟裂型渊园郾 员愿怨 怨 皂早窑早 原员冤遥

表 员摇 不同类型杜仲皮 缘 种活性成分含量渊干质量冤
皂早窑早 原员

活性成分 光皮型 浅纵型 深纵型 龟裂型

京尼平苷酸 员援 远苑苑 员 员援 缘员猿 猿 员援 园园员 远 园援 愿圆苑 愿
京尼平甘 园援 圆愿员 园 园援 员远圆 苑 园援 圆缘怨 源 园援 圆园缘 愿
绿原酸 园援 猿愿猿 怨 园援 圆园圆 远 园援 员园苑 苑 园援 员猿苑 员
桃叶珊瑚苷 园援 远员源 怨 园援 猿怨源 猿 园援 员怨圆 愿 园援 远圆愿 猿
松脂素二糖苷 园援 圆怨源 园 园援 圆缘猿 苑 园援 圆园源 怨 园援 员愿怨 怨

员援 京尼平苷酸曰圆援 绿原酸曰猿援 京尼平苷曰源援 桃叶珊瑚苷曰缘援 松脂素

二糖苷

图 员摇 杜仲皮 缘 种活性成分高效液相色谱图

圆援 圆摇 不同变异类型杜仲皮 缘 种活性成分的组成比

及总含量

如表 圆 所示袁缘 种活性成分以光皮型杜仲皮的

总含量 高渊猿郾 圆缘园 怨 皂早窑早 原员冤袁其它类型总含量由

高到低依次为浅纵裂型渊圆郾 缘圆远 远 皂早窑早 原员冤尧龟裂型

渊员郾 怨愿愿 怨 皂早窑早 原员冤和深纵裂型渊员郾 苑远远 源 皂早窑早 原员冤遥
缘 种活性成分在不同类型杜仲皮中都以京尼平苷酸

所占比例 高袁分别为光皮型渊缘员郾 缘怨豫 冤尧浅纵裂型

渊 缘怨郾 愿怨豫 冤尧 深 纵 裂 型 渊 缘远郾 苑园豫 冤 和 龟 裂 型

渊源员郾 远圆豫 冤袁其余 源 种活性成分所占比例各有其不同

的变化趋势袁光皮型中由高到低依次为桃叶珊瑚苷

渊员愿郾 怨员豫 冤尧 绿 原 酸 渊 员员郾 愿员豫 冤尧 松 脂 素 二 糖 苷

渊怨郾 园源豫 冤尧京尼平苷渊愿郾 远源豫 冤曰浅纵裂型中依次为

桃叶珊瑚苷渊员缘郾 远员豫 冤尧松脂素二糖苷渊员园郾 园源豫 冤尧
绿原酸渊愿郾 园圆豫 冤尧京尼平苷渊远郾 源源豫 冤曰深纵裂型中

依次 为 京 尼 平 苷 渊 员源郾 远怨豫 冤尧 松 脂 素 二 糖 苷

渊员员郾 远园豫 冤尧 桃 叶 珊 瑚 苷 渊 员园郾 怨员豫 冤尧 绿 原 酸

渊远郾 员园豫 冤曰龟裂型中依次为桃叶珊瑚苷渊猿员郾 缘怨豫 冤尧
京尼平苷渊员园郾 猿缘豫 冤尧松脂素二糖苷渊怨郾 缘缘豫 冤和绿

原酸渊远郾 愿怨豫 冤遥
表 圆摇 不同类型杜仲皮 缘 种活性成分的组成比及总含量

活性成分 光皮型 浅纵裂型 深纵裂型 龟裂型

京尼平苷酸 辕 豫 缘员援 缘怨 缘怨援 愿怨 缘远援 苑园 源员援 远圆摇
京尼平苷 辕 豫 愿援 远源 远援 源源 员源援 远怨 员园援 猿缘
绿原酸 辕 豫 员员援 愿员 愿援 园圆 远援 员园 远援 愿怨
桃叶珊瑚苷 辕 豫 员愿援 怨员 员缘援 远员 员园援 怨员 猿员援 缘怨
松脂素二糖苷 辕 豫 怨援 园源 员园援 园源 员员援 远园 怨援 缘缘
总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猿援 圆缘园 怨 圆援 缘圆远 远 员援 苑远远 源 员援 怨愿愿 怨

猿摇 小结与讨论

综合分析比较不同类型杜仲皮中 缘 种重要活性

成分单一组分的含量及其总含量测定结果袁光皮型

和浅纵裂型杜仲树皮中活性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其它

两个变异类型袁故其药用功能和应用价值更为全面

及突出遥 在全国杜仲主要产区光皮型杜仲分布约占

圆园豫 咱猿袁 圆缘暂 遥 因此从优良变异类型光皮型和浅纵裂型

杜仲中遴选优质栽培品种袁并注重其生态适应机理

研究袁扩大该变异类型杜仲的栽培范围袁对杜仲药用

良种的培育及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桃叶珊瑚苷在龟裂型和光皮型杜仲树皮中含量

较高遥 作为一种有效的天然活性物质袁桃叶珊瑚苷

除具有降压抗菌等功效外还具有护肝尧抗肿瘤等作

用袁是一些中成药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咱圆远暂 袁本研究

结果为该变异类型杜仲皮的合理入药提供一定的科

学依据遥 龟裂型杜仲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约占 缘豫 袁
对其遗传资源应加强保护并不断挖掘其改良潜力以

培育不同医疗用途的优良杜仲品种遥 圆园园缘 年版叶中
华药典曳一部中松脂素二糖苷是衡量杜仲皮药材品

质的核心指标袁不同类型杜仲皮中 孕阅郧 含量都超过

其规定的不得少于 园援 员园豫的标准咱源暂 袁说明各变异类

型杜仲皮均符合中医入药的基本要求袁皆可作为可

靠有效的组分实现其功能与主治遥
我国是杜仲的原产地袁栽培范围涉及 圆远 个省尧

圆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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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尧区袁杜仲资源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遥 建立杜仲

药用良种培育技术体系袁推动优质杜仲中药产业的

稳定发展袁能大幅度降低杜仲胶原料成本袁促进杜仲

胶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及推进杜仲产业综合利用的

升级进程遥 不同类型杜仲皮中几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及组成比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杜仲表型分化与药材活性成分的组成紧密联系遥 因

此准确把握二者间的互映规律并充分利用其种内丰

富的遗传变异将有效促进杜仲药用良种的选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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