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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复方茵黄解毒汤中

咖啡酸和阿魏酸的含量
杨芳1，许重远1，李亦蕾1，晏媛1，彭康2

·药 学·

[摘要]目的：建立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复方茵黄解毒汤中咖啡酸和阿魏酸含量的方法。方法：Hypersil BDS C18分析柱

(5 Ixm，250 mm x4．6 mm)，流动相为甲醇旬．01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磷酸调pH为3．7)，检测波长323 nm。结果：复方茵

黄解毒汤中咖啡酸和阿魏酸浓度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范围分别是：咖啡酸8—40斗g／ml(r=0．999 7，P<0．01)；

阿魏酸8—40¨g／ml(r=0．999 7，P<0．01)。平均回收率分别为咖啡酸99．29％，RSD 0．81％；阿魏酸99．38％，RSD 0．65％。

结论：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复方茵黄解毒汤中咖啡酸和阿魏酸含量的方法操作简便、快捷，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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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caffeic acid and ferulic acid in compound decoction of

Yinchenhao and Huanglianjiedu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YANG Fan91，XU Zhong-yuanl，LI Yi—lei‘，YAN Yuan‘，PENG Kan92

(1．Department of Pharmacy，Nanfang Hospital；2．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wine and Pharmacy，

Southern Medw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a his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affeic acid in

compound decoction ofYinchenhao and Huanglianjiedu(CDYH)．Methods：HPLC was used with Hypersil BDS C18(5 Ixm，250 mm x

4．6 mm)and the methanolu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pH=3．7)asmobile phase in gradientmode．The UV detective wave

len殍h was at 323 nm．Results：There wa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8—40“g／ml in caffeic acid and

femlic acid in CDYH(r=0．999 7．P<0．01)．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caffeic acid and ferulic acid were 99．29％，RSD=0．81％and

99．38％．RSD=0．65％．Conclusions：This method is simple，rapid and accurative．

[Key words]drugs／analysis；compound decoction of Yinchenhao and Huanglianjiedu；caffeic acid；ferulic acid；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复方茵黄解毒汤由蒲公英、大黄、黄柏等中草药

提取加工而制成，具有清热利湿、疏肝解郁、利胆退

黄、补气和胃，有迅速降低转氨酶、调理消化功能的

作用。为了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保证用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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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我们对处方中蒲公英药材中的主要成分咖

啡酸和黄柏中阿魏酸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1材料与方法

1．1仪器和材料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515型高

压泵、996型二极管阵列紫外检测器、U6K手动进样

器、Millennium 32数据处理系统(美国Waters公

司)。咖啡酸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

号为110885)；阿魏酸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批号为110773)；复方茵黄解毒汤(每支10 rnl，

是检出及随访TM的首选方法，值得l}缶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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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院药学部，批号为040913、050609、060506)；

甲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1．2 方法

1．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实验Hypemil BDS

C18分析柱(5¨m，250 mm×4．6 mm)，流动相A为

甲醇，B为0．Ol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磷酸调pH

为3．7)；梯度洗脱条件：时间为0_15 rain，A(％)：

30—85，B(％)：70_÷15；15—18 min，A(％)：85％，B

(％)：15％；检测波长323 nm；流速1 ml／min；柱温

为室温；AUFS 0．02；进样量10¨l。

1．2．2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称取咖啡酸、阿魏酸

对照品2 mg于25 ml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25 ml，然后精密量取l、2、3、4、5 m1分别置10 ml量

瓶中，得8、16、24、32、40斗g／ml对照品溶液，用

0．45¨m的脂溶性滤膜过滤，续滤液至样品小瓶中

备用。

1．2．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量取复方茵黄解

毒汤20 m1置分液漏斗中，用氯仿(20 m1)萃

取3次，弃去氯仿液，再用乙酸乙酯(20 m1)萃取3

次，合并乙酸乙酯液，挥干后，残渣用甲醇溶解并定

容至10 m1，用0．45斗m滤膜过滤至样品小瓶中备

用。

1．3 线性关系考察分别精密吸取浓度为8、16、

24、32、40“g／ml的咖啡酸和阿魏酸对照品溶液
10 nl，按上述色谱条件分别进样，以对照品浓度

(斗g／m1)为横坐标x，峰面积为纵坐标1，作图，以x

对y进行直线回归。

I．4精密度实验精密吸取32斗g／ml的咖啡酸、

24斗g／ml的阿魏酸对照品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

进样10斗l，重复5次，分别计算咖啡酸和阿魏酸的

峰面积，咖啡酸RSD为1．75％；阿魏酸RSD为

2．06％。

1．5稳定性实验将咖啡酸和阿魏酸对照品溶液

在相同色谱条件下，分别于0、2、4、6、8、16、24 h重

复进样10斗l，测得咖啡酸和阿魏酸的含量。

1。6重复性实验精密吸取批号为060509的供试

品溶液10斗l，平行测定5次，求得咖啡酸和阿魏酸

的含量。

1．7样品的测定按上述色谱条件，分别量取供试

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各10肛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

仪，记录色谱图，按外表法以峰面积计算。

1．8加样回收率实验精密量取供试品10¨l，按

上述色谱条件，进样10“l，重复5次，按“2．7”项下

方法测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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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

咖啡酸的回归方程是P。=61 532X。一167 129

(r=0．999 7，P<0．01，n=5)，在8～40¨g／IIll浓度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阿魏酸的回归方程是矿：=
36 01ix2—207 063(r=0．999 5，P<0．01，n=5)，在

8～40斗g／m1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精密度、

稳定性及重复性实验，咖啡酸和阿魏酸RSD分别为

1．75％和2．06％、1．03％和1．52％、1．79％和

2．04％。3批供试品(批号：040913、050609、

060506)咖啡酸的的含量分别为99．76％、

100．02％、99．35％；阿魏酸的含量分别为98．64％、

101．2％、99．55％。咖啡酸的平均回收率为

99．29％，RSD为0．81％；阿魏酸的平均回收率为

99．38％。RSD为0．65％。

3讨论

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咽喉肿痛、湿

热黄疸等症。蒲公英所含的咖啡酸和黄柏中的阿魏

酸都具有广谱抗菌和消炎利胆作用。因此，本研究

将咖啡酸和阿魏酸作为质量控制的指标。

本研究在实验中选择流动相时，用乙腈一磷酸

盐做流动相，样品分离度不好；换甲醇一磷酸盐为流

动相后，咖啡酸和阿魏酸的分离度好，峰形较好。缓

冲液pH选择：本实验比较pH为3．2、3．7、4．2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结果发现，pH 3．7时，基线平稳，峰

形尖锐、对称并达到基线分离。虽然咖啡酸和阿魏

酸均在10 min内出峰，但等度洗脱未找到合适的浓

度比将两者分离，并使后面的峰尽快流出，最终选择梯

度洗脱。以梯度洗脱法在18 min内可使全部色谱峰流

出，且咖啡酸和阿魏酸能得到较好的基线分离¨面J。

中药复方制剂成分复杂，所以氯仿先提取3次，

再用乙酸乙酯提取，此方法提取简便，结果可靠。

【 参考 文 献 ]

[1]晏嫒，刘世霆，许重远，等．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蒲公英

中咖啡酸和阿魏酸的含量[J]．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06，23

(3)：229—231．

[2]关于印发《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的技术要求(暂行)》的

通知[J]．中成药，2000，22(10)：671．

[3]许重远，陈振德，晏嫒，等．中药狗脊多糖的含量测定及高效

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分析[J]．中药材，2004，27(1)：22-23．

[4] 赵守训。杭秉倩．蒲公英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J]．中国野生

植物资源，2001，20(3)：1—3．

[5]凌云，鲍燕燕，张永林．兴安蒲公英的化学成分研究[J]．中

草药，2000，31(1)：10—11．

[6]凌云，范国强，肖樾，等．中药蒲公英的质量标准研究[J]．

中草药，1999。30(12)：897—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