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 论

3.1 流 动 相 的 选 择:本 实 验 曾 尝 试 甲 醇-0.1% 磷 酸

(85∶15)[1,4],乙 腈-0.1%磷 酸[5]、甲 醇:0.1%磷 酸 梯 度 洗

脱[6],甲醇-0.1%磷酸溶液(77∶23)[7],甲醇-0.1%磷酸溶液

(88∶12)[11],效果都不理想,通过实验摸索比较后,调整了流

动相比例,形成正文所用流动相,待测的3个成分出峰时间

合适,分离度好且峰形佳。

3.2 提取方法的选择:测定制剂中大黄蒽醌类成分多参考

使用药典的水解测定总游离蒽醌的方法,该方法操作较为繁

琐,需要水解及反复萃取的过程。本实验从节约样品制备时

间考虑,比较了50%甲醇、70%乙醇回流、超声提取的方法,
发现提取效果基本相当,从便捷角度出发,选择超声处理,经
方法学验证,本实验所用提取方法能很好地从样品中完全提

取游离蒽醌类化合物,符合含量测定的方法学要求。

3.3 大黄在清火胶囊中为臣药,主要应用其泻下通便之功

效,蒽醌类成分是其主要活性成分。对其质量控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厂家不同批号生产的清

火胶囊中芦荟大黄素、大黄素和大黄酚的含量有差别,特别

是芦荟大黄素和大黄素的含量,差别很大,提示不同的生产

工艺或不同药材原料制备出的清火胶囊内在质量有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实验所建立的方法简单、可靠,可作为评

价清火胶囊的质量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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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瑶药鸭仔风质量标准,为控制其质量提供检验依据。方法:采用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薄层鉴别对鸭仔风药

材进行定性鉴别;采用 HPLC法检测其中芒柄花素的含量。结果:鸭仔风性状、显微鉴别和薄层鉴别方法具有专属性,13批样

品水分平均为10.9%,总灰分平均为4.3%,酸不溶性灰分平均为0.4%,醇溶性浸出物平均为9.3%,芒柄花素含量平均为

0.004%。结论:建立的鸭仔风药材质量标准可有效控制该药材的质量。

关键词 瑶药;鸭仔风;质量标准;TLC;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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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仔 风 为 豆 科 植 物 大 果 油 麻 藤 Mucunamacrocarpa

Wall.的藤茎,为瑶医常用药材[1],瑶语称“安瑞蹦”,为瑶族

“老班药”中“七十二风”的风药之一[2]。瑶医认为本品具有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清肺止咳,活血补血,止痛的功效,主要

用于治疗改布闷(腰腿痛),崩闭闷(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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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闷(头痛),泵虷 (肺炎),怒藏(咳血),荣古瓦本藏(产后

贫血),伯公梦(头晕),辣给昧对(月经不调、闭经),辣给闷

(痛经)及锥碰江闷(坐骨神经痛)等[2,3]。但截止目前,《中国

药典》尚未见收载该品种,致使该药材一直处于无标准控制

状态,导致市场上该药材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该药材

的临床应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瑶药材质量标准(第一卷)》
中虽有记载[4],但仅定性描述了该品的性状、炮制、功能主治

等,对于鸭仔风的鉴定,含量测定等则没有提及。为更好控

制鸭仔风药材质量,确保该药材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本实

验分别对鸭仔风药材的性状、显微特征、薄层鉴别、水分、灰
分、浸出物及含量测定等项目进行研究,从而制订瑶药鸭仔

风药材质量标准。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公司,带自动进样器、

DAD检测器);LC-20AT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公司,带自动

进样 器、二 极 管 阵 列 检 测 器、LCsolution色 谱 工 作 站);

SB3200DTS双频超声清洗仪(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X205BDU 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

司);EASYPUREⅡ超纯水器(美国热电公司)等。

1.2 材料

  鸭仔风药材共13个批次,见表1。其中4号和13号样

品相对应的腊叶标本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韦发南研究员和广

西食品药品检验所黄燮才主任药师鉴定,均为豆科植物大果

油麻藤 MucunamacrocarpaWall,故将13号样品作为对照药

材;芒柄花素对照品(成都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
98%,批号 MUST-13050801);硅胶G预制薄层板(青岛海洋

化工厂分厂;烟台化工研究所);硅胶 H预制薄层板(青岛海

洋化工厂分厂);流动相所用甲醇和乙腈均为色谱纯(美国天

地公司),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表1 鸭仔风药材来源情况

编号 收集地点 采集时间
(年/月) 编号 收集地点 采集时间

(年/月)
1 金秀县金秀镇1 2012/08 8 龙州县八角乡 2013/04
2 金秀县金秀镇2 2012/10 9 购于玉林市药市 2013/05
3 购于南宁市个体药店 2012/11 10 龙州县上龙乡 2013/04
4 南宁市兴宁区 2013/01 11 金秀县长垌乡 2013/06
5 龙州县上龙乡 2013/01 12 购于玉林市药市 2013/05
6 防城港市防城区 2011/06 13 融水县融水镇 2013/07
7 大新县恩城乡 2013/04

2 方法与结果

2.1 性状

  本品呈圆柱形,直径一般为1~8cm,有的可达25cm。
表面灰白色至棕色,有纵纹及细密的横纹,栓皮脱落处棕黑

色。质硬,不易折断。横切面新鲜时浅红白色,久置后变棕

黑色,皮部窄;韧皮部有红棕色至棕黑色的树脂状分泌物与

木质部相间排列,呈3~7个同心环,木部棕黄色或灰棕色,
密布细孔状导管。髓部小,灰黄色。气微,味 淡、微 涩,见
图1。

图1 鸭仔风药材

2.2 显微鉴别

2.2.1 茎横切面特征:木栓层细胞数列,木栓形成层明显。
皮层窄,薄壁细胞中多含黄棕色至深棕色物质。中柱鞘纤维

排列成环带,环带中可见石细胞群散在。韧皮部宽,散有分

泌细胞,薄壁细胞含草酸钙方晶。形成层不明显。木质部导

管大,常单个呈径向排列。髓部细胞类圆形,有的含有黄棕

色物质,见图2。

图2 鸭仔风横切面显微图

注:1:木栓层;2:皮层;3:中柱鞘纤维;4:分泌细胞;5:韧皮

部;6:导管;7:木质部;8: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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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粉末特征:粉末呈深棕色。棕色块散在,形状、大小

及颜色深浅不一。具缘纹孔导管,直径30~100μm。纤维成

束,纤维束周围薄壁细胞可见草酸钙方晶,形成晶鞘纤维。

石细胞多见,长方形、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状,常多个聚集成

群,沟 纹 明 显,直 径36~82μm。草 酸 钙 方 晶 直 径14~
32μm,见图3。

2.3 薄层色谱鉴别

  分别取12批样品粉末各0.2g,加甲醇20mL,加热回流

1h,滤过,滤液浓缩至干,加甲醇1mL使溶解,作为供试品

溶液。另取鸭仔风对照药材0.2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药典2015年版通则0502)试验,

吸取供试品溶液1~3μL,对照药材溶液2μL分别点于同一

硅胶G薄层板上,以石油醚-乙酸乙酯(5∶1)为展开剂,展
开,取出,晾干,喷以10%硫酸乙醇溶液,在105℃加热至斑点

显色清晰,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结果:12批样品供

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均显相同颜

色的主荧光斑点。见图4。

图3 鸭仔风粉末显微图

 注:1:石细胞;2:导管;3:木栓细胞;4:方晶;5:棕色块;

6:纤维

图4 鸭仔风TLC图

注:1~12:鸭仔风药材;13:鸭仔风对照药材;A:黄色荧光斑点;B:绿色荧光斑点

2.4 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检查

  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通则0832水分测定法中第二

法(烘干法)、通则2302总灰分及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通则

2201浸出物测定法(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冷浸法对

13批鸭仔风药材进行检查,结果:13批样品水分含量为

8.2%~13.3%,平均含量为10.9%;总灰分含量为2.5%~
5.4%,平均含量为4.3%;酸不溶 性 灰 分 含 量 为0.1%~
0.8%,平均含量为0.4%;浸出物含量为4.9%~13.7%,平
均含量为9.3%,见表2。

2.5 芒柄花素含量测定

2.5.1 色谱条件及测定方法: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

填充剂,以乙腈-0.1%磷酸(30∶7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49nm,流速为1.0mL/min。对照品与供试品溶液进样量

均为10μL。

2.5.2 溶液制备:取鸭仔风药材粉末(过四号筛)约2g,精
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50mL,称定重量,

置水浴上加热回流1h,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

的重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25mL,回收溶剂至干,

残渣加甲醇溶解,转移至5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

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取芒柄花素对照品适量,精

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1mL含50μ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

液;取制备供试品溶液的甲醇试剂作为阴性对照溶液。

2.5.3 专属性试验: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阴性

对照溶液注入色谱仪中,照上述色谱条件,进样10μL,测定,

结果表明本方法测定芒柄花素含量无阴性溶剂干扰,专属性

强,见图5。

表2 13批样品的检查项测定结果(%)

样品号 水分 总灰分 酸不溶
性灰分 浸出物

1 12.9 3.1 0.1 5.7
2 12.4 2.7 0.3 7.2
3 13.3 2.5 0.2 13.7
4 10.1 4.6 0.4 4.9
5 12.7 4.3 0.4 9.3
6 12.6 4.9 0.8 12.6
7 8.2 4.1 0.2 8.2
8 11.7 5.2 0.2 11.7
9 9.2 5.1 0.3 9.2
10 9.8 5.0 0.4 9.8
11 10.2 5.4 0.8 10.2
12 10.3 5.0 0.7 10.3
13 8.7 3.5 0.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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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鸭仔风 HPLC色谱图

注:*芒柄花素;A:对照品;B:供试品;C:阴性对照液

2.5.4 线性关系考察:精密称取芒柄花素对照品适量,加甲

醇制备成110.8μg/mL的 溶 液,分 别 精 密 吸 取 上 述 溶 液

0.05mL、1mL、2mL、3mL、4mL、5mL,置10mL容量瓶

中,各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分别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各10μL注入色谱仪,以对照品的进样量(μg)为横坐标,对
照品峰面积(A)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Y=
5531X+9.5304,r=0.9996。表明芒柄花素在0.00554~
0.55400μg范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2.5.5 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供鸭仔风药材(13号)10μL,

注入色谱仪,按上述确定的色谱条件,连续重复测定6次。

结果:6次测定芒柄花素平均峰面积值为1884.0,RSD=
0.9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6 重复性试验:取鸭仔风药材(13号)按“2.5.2”项供试

品溶液的制备法,平行制备6份供试品溶液,分别测定。结

果:6份供试品溶液芒柄花素平均含量为0.017%,RSD=
0.30%。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5.7 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鸭仔风药材(13号)供试品溶

液10μL,分别于0h、2h、4h、6h、8h和24h各进样测定。

结果,芒柄花素含量的平均值为0.017%,RSD为0.76%,表
明供试品溶液在24h内测定结果稳定。

2.5.8 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已知含量的鸭仔风药材(13号)

粉末(过四号筛)1g共6份,精密称定,各加入芒柄花素对照

品溶液(0.00312g/L)50mL,按照“2.5.2”项供试品溶液的

制备操作,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芒柄花素平均回收

率为99.69%,RSD为0.75%,见表3。

表3 芒柄花素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取样中芒柄花
素量(m/mg)

加入芒柄花
素量(m/mg)

测出芒柄花
素量(m/mg)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RSD
(%)

1 0.1574 0.1560 0.3094 98.73
2 0.1565 0.1560 0.3121 99.89
3 0.1567 0.1560 0.3113 99.53 99.69 0.75
4 0.1567 0.1560 0.3105 99.32
5 0.1564 0.1560 0.3155 100.99
6 0.1569 0.1560 0.3120 99.70

2.5.9 样品测定:取13批鸭仔风样品,按照上述确定的

HPLC测定条件和和方法,对鸭仔风药材中芒柄花素含量进
行测定。结果:以干燥品计算,芒柄花素含量最高的是13号
为0.0171%,含量最低的是10号为0.0004%;而样品3号
和7号的含量甚微,可忽略不计。剩余11批样品平均含量为

0.0040%,见表4。

表4 13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2)

编号 芒柄花素
含量(%) 编号 芒柄花素

含量(%)
1 0.0014 8 0.0006
2 0.0014 9 0.0005
3 — 10 0.0004
4 0.0008 11 0.0006
5 0.0017 12 0.0150
6 0.0032 13 0.0171
7 —

3 讨 论

  本实验对收集到的鸭仔风药材进行了性状和显微鉴别

实验。经观察总结,药材在性状方面横切面具有如下特征:

皮部薄,棕黑色韧皮部与木质部相间排列,呈3~7个同心

环,韧皮部有红棕色至棕黑色的树脂状分泌物,木部棕黄色

或灰棕色;显微方面,茎横切面韧皮部与木质部可见众多分

泌细胞,为本品的分泌组织;粉末中可见大量形状、大小及颜

色深浅不一的棕色块。纤维束与周围含草酸钙方晶的薄壁

细胞形成晶鞘纤维。以上可作为其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本文薄层鉴别分别考察了石油醚—乙酸乙酯(5∶1)、石
油醚—乙酸乙酯(2∶1)、三氯甲烷—甲醇(40∶1)等不同展

开系统,结果表明石油醚—乙酸乙酯(5∶1)作为展开剂,比
移值适中,斑点清晰,分离效果好;考察了喷以10%硫酸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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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在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置紫外光灯(365nm)下
检视;喷以香草醛硫酸溶液在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置
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喷以5%磷钼酸溶液,在日光下检

视等3种显色方式,结果以10%硫酸乙醇溶液显色较为清

晰,重复性好。

  本文还进行了薄层鉴别方法耐用性考察:对不同品牌预

制板(青岛海洋化工厂和烟台市化学工业研究所)、不同展开

温度(8℃和28℃);不同展开湿度(相对湿度48%和88%)、

不同点样方式(点状和条带点样)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使用对

不同品牌预制板,在不同展开温、湿度时,不同点样方式下,

本法均能达到良好的薄层层析效果,说明本法耐用性良好。

  采用《中国药典》2015年版附录收载的方法,对鸭仔风药

材的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进行了测定。测得

13批样品水分含量均在13.3%以下,考虑到该药材为南方

所产,而 南 方 气 候 较 为 湿 润,故 本 品 水 分 拟 定 为 不 得 过

15.0%;13批样品总灰分均在5.4%以下,故本品总灰分拟

定为不得过7.0%;13批样品的酸不溶性灰分均在0.8%以

下,故本品酸不溶性灰分拟定为不得过1.0%,13批样品的

浸出物均在4.9%以上,故本品浸出物拟定为不少于4.0%。

  文献记载,鸭仔风含芒柄花素,其具有雌激素样作用,促
骨细胞生长作用,预防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等

作用[5~8]。为提高本品质量控制水平,本文参照文献[9,10],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本品中芒柄花素进行含量测定。在研

究中,曾以甲醇、乙醇为提取溶剂,以超声处理1h和加热回

流1h两种提取方法分别进行考察,采用正交设计方法,以芒

柄花素为考核指标对药材破碎度、提取溶剂浓度、提取时间

等3因素3水平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鸭仔风药材中

芒柄花素的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以此方法对13批鸭仔风

药材进行含量测定,测定结果表明13批样品中除了2批未

检出芒柄花素含量以外,其余11批均可检出芒柄花素,含量

为0.0004%~0.0171%,不同产地样品含量差异较大,且大

多样品含量较低,故建议在质量标准中暂不收入含量测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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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术语使用规范

  名词、术语应统一,不要一义多词或一词多义。妇产科

学、耳鼻咽喉科学、血液病学、呼吸病学、内分泌学和眼科学

的名词已由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应严格执行,其
它尚未审定者,目前以下列两个主题词索引为准:①《主题词

索引》(见: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情报研究所,1984.761~914);②《中医药主题词表》(中国

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1987)。在这两个主题词表中

找不到者,则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学词汇》、化
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药名词汇》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各学

科名词审定本为准。如“发烧”应改为“发热”,“红血球”应改

为“红细胞”,“血色素”应改为“血红蛋白”,“剖腹产术”应改

为“剖宫产术”等。国内尚无统一译名的,参考以上词典慎重

拟定,并在译名后加括号注外文,在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

式公布后,应立即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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