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１９卷　第７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ｕｌ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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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叶龙胆根和根茎中 酮类化学成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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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佳木斯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７）

［摘要］　目的：对条叶龙胆根和根茎化学成分进行研究。方法：采用色谱技术针对性地获得 酮类化合物，采

用ＥＳＩＭＳ和ＮＭＲ对化合物结构进行鉴定。结果：从该植物中获得９个化合物，分别被鉴定为 ａｃｒｅｍ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Ｄ
（１），ｓｐｏｒｏｒｍｉｅｌｌｏｓｉｄｅ（２），ａｒｔｏｍａｎｄｉｎ（３），ｏｌｉｇａｎ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Ａ（４），ｏｌｉｇａｎ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Ｂ（５），ｐｉｎｅｔ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６），
ｐｏｌ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ｏｓｉｄｅＡ（７），１，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３，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８）和 ｂａｎｎ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Ｉ（９）。活性筛选表明化
合物１，２，５和９能抑制脂多糖所致巨噬细胞一氧化氮生成，ＩＣ５０值分别为１０８、５７、１２５、６８μｍｏｌ·Ｌ

－１。结

论：化合物１～９首次从龙胆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条叶龙胆； 酮类化学成分；抗炎活性

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ＲｏｏｔａｎｄＲｈｉｚｏｍｅｏ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
ＺＨＯＵＹａ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Ｙｉｎｇｑｉｎ，ＷＡＮＧＡｉｌｉ，ＬＩＳｈｕｏｘｉ，ＬＩＢｏｑｉａｎ

（Ｊｉａｍｕｓ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ａｍｕｓｉ１５４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ｓｏｌａｔｅ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ｒｈｉｚｏｍｅｓｏ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ｕ
ｒｉ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ｌｕｍ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ＳＩＭＳａｎｄＮＭ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Ｎ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ａｃｒｅｍ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Ｄ（１），
ｓｐｏｒｏｒｍｉｅｌｌｏｓｉｄｅ（２），ａｒｔｏｍａｎｄｉｎ（３），ｏｌｉｇａｎ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Ａ（４），ｏｌｉｇａｎ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Ｂ（５），ｐｉｎｅｔ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６），ｐｏｌｙ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ｏｓｉｄｅＡ（７），１，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３，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８），ａｎｄｂａｎｎ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Ｉ（９）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２，５，
ａｎｄ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５７ＢＬ６／Ｊｍｏｕｓ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ＩＣ５０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１０８，５７，１２５ａｎｄ６８μｍｏｌ·Ｌ

－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９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Ｋｉｔａｇ；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７．０１１

条叶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Ｋｉｔａｇ属于龙胆科
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多年生草本植物，是黑龙江省地
道药材，其主要分布于松嫩平原西部，具清热燥湿、

泻肝胆火之效［１］。近些年药学工作者对龙胆属植物

的化学成分做了大量较为深入的研究，分离鉴定出

多种成分，主要为黄酮、三萜、环烯醚萜及裂环环

烯醚萜等类成分［２］。临床中龙胆经常与其他中药配

伍用于治疗湿疹［３］、带状疱疹［４］、多囊卵巢综合征

（ＰＣＯＳ）［５］、慢性盆腔炎［６］、列腺炎并弱精症［７］、

复发性口腔溃疡［８］等伴随炎症反应的病症，可见龙

胆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但国内外学者对其抗炎活

性物质基础鲜有深入研究。

为了找到条叶龙胆抗炎药效物质，课题组对条

叶龙胆中 酮类化学成分及其抗炎活性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从该植物中首次分离并鉴定了９个
酮类化合物，并对分离得到的化合物进行了抗炎活

性测试。

１　仪器与材料

柱色谱硅胶（硅胶 Ｈ，烟台化学工业研究所）；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２５～１００μｍ，德国ＧＥ公司）；Ａｇｉ
ｌｅｎｔ１１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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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８反相柱填料 （２５０ｍｍ×２０ｍｍ，５μｍ，日本 Ｎａ
ｃａｌａｉＴｅｓｑｕｅ公司）色谱柱；ＲＰ１８（５０μｍ，日本
ＹＭＣ公司）；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４００ＩＩＩ核磁共振仪（德国
布鲁克公司），溶剂峰为内标；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１００质谱仪
（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７月在黑龙江省碾子山地区采集药材
１０ｋｇ，该药材鉴定为龙胆科龙胆属条叶龙胆
Ｇ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Ｋｉｔａｇ的根及根茎，鉴定人为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陈效忠副教授。

２　提取、分离与活性测定方法

２１药材的提取与分离

条叶龙胆 Ｇ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Ｋｉｔａｇ的根及根茎共
１００ｋｇ，用９５％的乙醇水溶液（６Ｌ）回流提取３次，
每次１ｈ，提取液合并后经真空干燥去除溶剂，得到
干浸膏共４０ｋｇ。将浸膏加水混悬分散，然后分别
用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取分段。乙酸乙酯萃取

液经真空浓缩干燥，得到乙酸乙酯萃取物５００ｇ，该
部分经硅胶柱色谱初步分离，用石油醚乙酸乙酯
（９０∶１０～１００∶０）系统进行梯度洗脱，最后再用甲醇
洗脱，共收集得到 ７个组分，分别为 ＦｒＡ～Ｇ。
ＦｒＤ（２００ｇ）经ＭＣＩ柱色谱分离（洗脱剂为甲醇水
系统，体积比１０∶９０～１００∶０），进一步分成７个亚组
分ＳｕｂｆｒＤ１～Ｄ７。ＳｕｂｆｒＤ３先后经 Ｃ１８反相柱色谱
（甲醇水，体积比为２０∶８０～９０∶１０）和 ＬＨ２０凝胶柱
色谱（甲醇洗脱）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８０ｍｇ）和９
（１２５ｍｇ）。ＳｕｂｆｒＤ４通过与 ＳｕｂｆｒＤ３相同的分离
手段和程序，分离纯化得到了化合物４（１８０ｍｇ）、
５（２２５ｇ）和６（９０ｍｇ）。ＳｕｂｆｒＤ５先经Ｃ１８反相柱色
谱（ＭｅＯＨＨ２Ｏ甲醇水，体积比为２０∶８０～９０∶１０）初
步分离，再用制备型ＨＰＬＣ进行纯化（流动相为乙腈
水溶液，体积比４０∶６０）得到化合物３（１００ｍｇ）、７
（１６６ｍｇ）和１０（１２６ｍｇ）。ＦｒＥ（３０２ｇ）经 Ｃ１８反
相柱色谱（甲醇水，体积比为１０∶９０～１００∶０）分离，
获得２５个组分ＦｒＥ１～Ｅ２５。组分 ＦｒＥ７（１６ｇ）经
制备型ＨＰＬＣ（甲醇水为流动相，体积比为 １０∶９０，
流速为６０ｍＬ·ｍｉｎ－１）分离获得化合物２（１００ｍｇ）。
组分ＦｒＥ１２（１６ｇ）经制备型ＨＰＬＣ（甲醇水为流动
相，体积比为４０∶６０，流速为６０ｍＬ·ｍｉｎ－１）分离获
得化合物８（８５ｍｇ）。

２２抑制ＮＯ产生作用实验方法

将Ｃ５７ＢＬ６／Ｊ小鼠的巨噬细胞以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

基培养在４８孔细胞培养板中，３７℃条件下，培养
２４ｈ。然后将细胞分为４组（全部生长于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基中）：空白对照组（只加入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
基），脂多糖对照组（加入 １ｍｇ·ｍＬ－１的脂多糖），
实验对照组（加入了１ｍｇ·ｍＬ－１的脂多糖和候选化合
物）和阳性对照组（加入１０２６ｍｏｌ·Ｌ－１ ［当量］地塞
米松）。将这些细胞在３７℃条件下继续培养２４ｈ。
在１００ｍＬ的上清液中分别加入等量的格里斯试剂，
并用酶标仪在波长５７０ｎｍ下进行检测。以亚硝酸钠
作为计算ＮＯ浓度的标准。

３　化合物结构鉴定和活性测定

３１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６５３
［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５１７
（１Ｈ，ｄｄ，Ｊ＝２３Ｈｚ，２３Ｈｚ，Ｈ３），６７０（１Ｈ，
ｄｄ，Ｊ＝１０３Ｈｚ，２３Ｈｚ，Ｈ４），６０３（１Ｈ，ｄｄ，
Ｊ＝１０３Ｈｚ，２３Ｈｚ，Ｈ５），６２４（１Ｈ，ｓ，Ｈ１１），
３４９（３Ｈ，ｓ，Ｈ１６），６０５（１Ｈ，ｓ，Ｈ１′），６９３
（１Ｈ，ｓ，Ｈ３′），６８８（１Ｈ，ｓ，Ｈ５′），５０９（１Ｈ，
ｄ，Ｊ＝６９Ｈｚ，Ｈ１１′），６５３（１Ｈ，ｄｄ，Ｊ＝８１Ｈｚ，
６９Ｈｚ，Ｈ１２′），６１９（１Ｈ，ｄ，Ｊ＝８１Ｈｚ，Ｈ１３′），
２９６（１Ｈ，ｄ，Ｊ＝１８４Ｈｚ，Ｈ１５′ａ），２６５（１Ｈ，
ｄ，Ｊ＝１８４Ｈｚ，Ｈ１５′ｂ），２３６（３Ｈ，ｓ，Ｈ１６′），
１９８（３Ｈ，ｓ，Ｈ１８′），８１４ （１Ｈ，ｓ，７ＯＨ），
１１２３（１Ｈ，ｓ，１０ＯＨ），１１５０（１Ｈ，ｓ，６′ＯＨ），
１３９５（１Ｈ，ｖｂｒｓ，８′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１２５ＭＨｚ）δ：９０８（Ｃ２），６８５（Ｃ３），１４５８（Ｃ
４），１２８１（Ｃ５），１８８４（Ｃ６），７９３（Ｃ７），
１９１８（Ｃ８），１０４７（Ｃ９），１５９８（Ｃ１０），１１３６
（Ｃ１１），１４８６（Ｃ１２），１１４５（Ｃ１３），１５４２（Ｃ
１４），１６８３（Ｃ１５），５３１（Ｃ１６），７２５（Ｃ１′），
１３６８（Ｃ２′），１２３２（Ｃ３′），１４７６（Ｃ４′），１１８９
（Ｃ５′），１６０７（Ｃ６′），１１２３（Ｃ７′），１８４６（Ｃ
８′），１０５５（Ｃ９′），１８６５（Ｃ１０′），３７４（Ｃ１１′），
１３１４（Ｃ１２′），１３３２（Ｃ１３′），４０９（Ｃ１４′），
３４２（Ｃ１５′），２１６（Ｃ１６′），１６９８（Ｃ１７′），２０９
（Ｃ１８′）。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９］，

故鉴定化合物１为ａｃｒｅｍ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Ｄ。
化合物 ２：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５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２４１
（３Ｈ，ｂｒｓ，Ｈ１），６９３（１Ｈ，ｄｄ，Ｊ＝１０３Ｈｚ，２３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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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Ｈ３），６５９（１Ｈ，ｓ，Ｈ７），６６７（１Ｈ，ｂｒｓ，
Ｈ１５），３９５（３Ｈ，ｓ，８ＯＣＨ３），１１７７（１Ｈ，ｂｒｓ，
６ＯＨ），１１６５（１Ｈ，ｂｒｓ，１４ＯＨ），４８６（１Ｈ，ｄ，
Ｊ＝７６Ｈｚ，Ｈ１′），３３５（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２′），
３２５（１Ｈ，ｔｄ，Ｊ＝８６Ｈｚ，４８Ｈｚ，Ｈ３′），３１８
（１Ｈ，ｍ，Ｈ４′），３１１（１Ｈ，ｄｄｄ，Ｊ＝９６Ｈｚ，５８
Ｈｚ，１８Ｈｚ，Ｈ５′），３６２（１Ｈ，ｄｄｄ，Ｊ＝１１６Ｈｚ，５６
Ｈｚ，１８Ｈｚ，Ｈ６′ａ），３４０（１Ｈ，ｄｄｄ，Ｊ＝１１６
Ｈｚ，５８Ｈｚ，５６Ｈｚ，Ｈ６′ｂ），５１５（１Ｈ，ｄ，Ｊ＝
４９Ｈｚ，２′ＯＨ），５０３（１Ｈ，ｄ，Ｊ＝４８Ｈｚ，３′
ＯＨ），４９５（１Ｈ，ｄ，Ｊ＝５１Ｈｚ，４′ＯＨ），４２８
（１Ｈ，ｔ，Ｊ＝５６Ｈｚ，６′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１２５ＭＨｚ）δ：２２１（Ｃ１），１４９５（Ｃ２），１０８１（Ｃ
３），１５５７（Ｃ４），１５７９（Ｃ６），９５８（Ｃ７），
１６０３（Ｃ８），１２５２（Ｃ９），１４８７（Ｃ１０），１０１５
（Ｃ１１），１８３８（Ｃ１２），１０４９（Ｃ１３），１６０１（Ｃ
１４），１１１５（Ｃ１５），５６９（８ＯＣＨ３），１０３７（Ｃ
１′），７４３（Ｃ２′），７６７（Ｃ３′），７０２（Ｃ４′），
７７５（Ｃ５′），６１２（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数据基本一致［１０］，故鉴定化合物 ２为 ｓｐｏｒｏｒｍｉｅｌｌｏ
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３：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３５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３４
（１Ｈ，ｓ，５ＯＨ），６２５（１Ｈ，ｓ，Ｈ６），６９２（１Ｈ，
ｄ，Ｊ＝９６Ｈｚ，Ｈ９），５５９（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１０），１４９（３Ｈ，ｓ，Ｈ１２），１５０（３Ｈ，ｓ，Ｈ
１３），３２１（１Ｈ，ｄｄ，Ｊ＝１５６，７３Ｈｚ，Ｈ１４ａ），
２４２（１Ｈ，ｔ，Ｊ＝１５６Ｈｚ，Ｈ１４ｂ），３４１（１Ｈ，
ｄｄ，Ｊ＝１５６Ｈｚ，７３Ｈｚ，Ｈ１５），１３８（３Ｈ，ｓ，
Ｈ１７），１６８（３Ｈ，ｓ，Ｈ１８），６２７（１Ｈ，ｓ，Ｈ
２′）；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６０９（Ｃ
２），１１２０（Ｃ３），１８０９（Ｃ４），１０４８（Ｃ４ａ），
１６１５（Ｃ５），１００１（Ｃ６），１５９２（Ｃ７），１０１４
（Ｃ８），１５１４（Ｃ８ａ），１１５１（Ｃ９），１２７６（Ｃ
１０），７８１（Ｃ１１），２８４（Ｃ１２），２８３（Ｃ１３），
１９９（Ｃ１４），４６９（Ｃ１５），９４１（Ｃ１６），２２８
（Ｃ１７），２８３（Ｃ１８），１０３９（Ｃ１′），１０４６（Ｃ
２′），１５０４（Ｃ３′），１４６３（Ｃ４′），１３７２（Ｃ５′），
１３２５（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
致［１１］，故鉴定化合物３为ａｒｔｏｍａｎｄｉｎ。

化合物 ４：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６２０
（１Ｈ，ｓ，Ｈ２），７０３（１Ｈ，ｓ，Ｈ７），７３３（１Ｈ，

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１１），５７４（１Ｈ，ｄ，Ｊ＝１０１
Ｈｚ，Ｈ１２），１４５（３Ｈ，ｓ，Ｈ１４），１４４（３Ｈ，ｓ，
Ｈ１５），３８９（２Ｈ，ｄ，Ｊ＝６９Ｈｚ，Ｈ１６），５３５
（１Ｈ，ｔ，Ｊ＝６９Ｈｚ，Ｈ１７），１６８（３Ｈ，ｓ，Ｈ１９），
１７３（３Ｈ，ｓ，Ｈ２０），３４４（１Ｈ，ｍ，Ｈ２１），１２４
（３Ｈ，ｓ，Ｈ２２），１２２（３Ｈ，ｓ，Ｈ２３）；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６２８（Ｃ１），９８５（Ｃ
２），１５９９（Ｃ３），１００７（Ｃ４），１５０８（Ｃ４ａ），
１４１４（Ｃ５），１４２５（Ｃ６），１２３２（Ｃ７），１３２８
（Ｃ８），１１５９（Ｃ８ａ），１８３０（Ｃ９），１０３６（Ｃ
９ａ），１４６６（Ｃ１０ａ），１１５７（Ｃ１１），１２７２（Ｃ
１２），７８２（Ｃ１３），２８０（Ｃ１４），２８０（Ｃ１５），
３３２（Ｃ１６），１２３９（Ｃ１７），１３１３（Ｃ１８），２５７
（Ｃ１９），１８２（Ｃ２０），２７２（Ｃ２１），２２３（Ｃ
２２），２２２（Ｃ２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
本一致［１２］，故鉴定化合物４为ｏｌｉｇａｎ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Ａ。

化合物 ５：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１０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６１６
（１Ｈ，ｓ，Ｈ２），７１７（１Ｈ，ｄ，Ｊ＝１００Ｈｚ，Ｈ
１１），５７４（１Ｈ，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１２），１４５
（３Ｈ，ｓ，Ｈ１４），１４５（３Ｈ，ｓ，Ｈ１５），３９７（２Ｈ，
ｄ，Ｊ＝６３Ｈｚ，Ｈ１６），５１８（１Ｈ，ｔ，Ｊ＝６０Ｈｚ，
Ｈ１７），１６１（３Ｈ，ｓ，Ｈ１９），１７７（３Ｈ，ｓ，Ｈ
２０）；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６２６（Ｃ
１），９８２（Ｃ２），１５９１（Ｃ３），１００４（Ｃ４），
１５０７（Ｃ４ａ），１３０８（Ｃ５），１４２３（Ｃ６），１４１５
（Ｃ７），１１８８（Ｃ８），１０９６（Ｃ８ａ），１８２１（Ｃ
９），１０３０（Ｃ９ａ），１４２５（Ｃ１０ａ），１１５６（Ｃ１１），
１２６９（Ｃ１２），７８１（Ｃ１３），２７９（Ｃ１４），２７９
（Ｃ１５），２４９（Ｃ１６），１２４４（Ｃ１７），１２９６（Ｃ
１８），２５９（Ｃ１９），１８２（Ｃ２０）。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１２］，故鉴定化合物５为 ｏｌｉｇａｎ
ｔｈ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Ｂ。

化合物 ６：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８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７３０
（１Ｈ，ｄｄ，Ｊ＝２４Ｈｚ，７８Ｈｚ，Ｈ６），７２８（１Ｈ，
ｔ，Ｊ＝７８Ｈｚ，７８Ｈｚ，Ｈ７），７７２（１Ｈ，ｄｄ，Ｊ＝
２４Ｈｚ，７８Ｈｚ，Ｈ８），３５１（２Ｈ，ｄ，Ｊ＝６８Ｈｚ，
Ｈ１′），５２７（１Ｈ，ｍ，Ｈ２′），１８５（３Ｈ，ｓ，Ｈ
４′），１７８（３Ｈ，ｓ，Ｈ５′），６６７（１Ｈ，ｄｄ，Ｊ＝
１０６Ｈｚ，１７６Ｈｚ，Ｈ２″），５３４（１Ｈ，ｄｄ，Ｊ＝
１７６Ｈｚ，１２Ｈｚ，Ｈ３″ａ），５１７（１Ｈ，ｄｄ，Ｊ＝
１０６Ｈｚ，１２Ｈｚ，Ｈ３″ｂ），１７１（３Ｈ，ｓ，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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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３Ｈ，ｓ，Ｈ５″），１３５２（１Ｈ，ｓ，ＯＨ１）；１３Ｃ
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５９１（Ｃ１），１０３１
（Ｃ２），１５１５（Ｃ３），１０５２（Ｃ４），１６２０（Ｃ
４ａ），１４６４（Ｃ５），１１９７（Ｃ６），１２４１（Ｃ７），
１１６５（Ｃ８），１２１１（Ｃ８ａ），１４５３（Ｃ８ｂ），１８１５
（Ｃ９），１１４６（Ｃ９ａ），２１７（Ｃ１′），１２３２（Ｃ
２′），１３１５（Ｃ３′），１８０（Ｃ４′），２６１（Ｃ５′），
４１９（Ｃ１″），１５４３（Ｃ２″），１０６７（Ｃ３″），２８２
（Ｃ４″），２８２（Ｃ５″）。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
基本一致［１３］，故鉴定化合物６为ｐｉｎｅｔｏｘａｎｔｈｏｎｅ。

化合物 ７：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８３
［Ｍ＋Ｈ］＋；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 δ：６３７
（１Ｈ，ｄ，Ｊ＝２１Ｈｚ，Ｈ２），６５９（１Ｈ，ｄ，Ｊ＝２１Ｈｚ，
Ｈ４），７２８（１Ｈ，ｓ，Ｈ５），７４９（１Ｈ，ｓ，Ｈ８），
１３０５（１Ｈ，ｓ，１ＯＨ），９８８（１Ｈ，ｓ，７ＯＨ），
３８９（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５４５（１Ｈ，ｄ，Ｊ＝７６Ｈｚ，
ＧｌｃＨ１′），３６５（１Ｈ，ｍ，ＧｌｃＨ２′），３５４（１Ｈ，
ｍ，ＧｌｃＨ３′），３２３ （１Ｈ，ｓ，ＧｌｃＨ４′），３５２
（１Ｈ，ｍ，ＧｌｃＨ５′），３７１（２Ｈ，ｍ，ＧｌｃＨ６′），
５２３（１Ｈ，ｓ，ＲｈａＨ１″），３２５（１Ｈ，ｍ，ＲｈａＨ
２″），３７１（１Ｈ，ｍ，ＲｈａＨ３″），３１９（１Ｈ，ｍ，
ＲｈａＨ４″），３８３（１Ｈ，ｍ，ＲｈａＨ５″），１１５（３Ｈ，
ｄ，Ｊ＝６０Ｈｚ，Ｒｈａ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
ＭＨｚ）δ：１６２４（Ｃ１），９６９（Ｃ２），１６５９（Ｃ３），
９２６（Ｃ４），１５７４（Ｃ４ａ），１４５１（Ｃ４ｂ），１０２７
（Ｃ５），１５２４（Ｃ６），１５０６（Ｃ７），１０８１（Ｃ８），
１１３６（Ｃ８ａ），１０３１（Ｃ８ｂ），１７９４（Ｃ９），５５９
（３ＯＣＨ３）；Ｇｌｃ：９７６（Ｃ１′），７６８（Ｃ２′），７７２
（Ｃ３′），６９７（Ｃ４′），７７６（Ｃ５′），６０７（Ｃ６′）；
Ｒｈａ：１００４（Ｃ１″），７０５（Ｃ２″），７０７（Ｃ３″），
７２１（Ｃ４″），６８９（Ｃ５″），１８３（Ｃ６″）。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１４］，故鉴定化合物７为
ｐｏｌ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ｏｓｉｄｅＡ。

化合物 ８：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１９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７３５
（１Ｈ，ｄｄ，Ｊ＝７９Ｈｚ，１６Ｈｚ，Ｈ６），７２８（１Ｈ，
ｔ，Ｊ＝７９Ｈｚ，Ｈ７），７７６（１Ｈ，ｄｄ，Ｊ＝７９Ｈｚ，
１６Ｈｚ，Ｈ８），３９８ （３Ｈ，ｓ，２ＯＣＨ３），４１７
（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３９７ （３Ｈ，ｓ，４ＯＣＨ３），
１２６９（１Ｈ，ｓ，１ＯＨ），７５９（１Ｈ，ｂｒ，５ＯＨ）；１３Ｃ
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５１６（Ｃ１），１３５９
（Ｃ２），１５４３（Ｃ３），１３２１（Ｃ４），１４４９（Ｃ

４ａ），１４４９（Ｃ１０ａ），１４５２（Ｃ５），１２１４（Ｃ６），
１２４５（Ｃ７），１１６７（Ｃ８），１２０７（Ｃ８ａ），１０５０
（Ｃ９ａ），１８１９（Ｃ９），６１３（２ＯＣＨ３），６１８（３
ＯＣＨ３），６２４（４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
据基本一致［１５］，故鉴定化合物８为１，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
２，３，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ｘａｎｔｈｏｎｅ。

化合物 ９：淡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２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８９
（１Ｈ，ｓ，１ＯＨ），６８０（１Ｈ，ｓ，Ｈ５），６６２（１Ｈ，
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４′），５７２（Ｈ，ｄ，Ｊ＝１００Ｈｚ，
Ｈ５′），１４５（３Ｈ，ｓ，Ｈ７′），１４６（３Ｈ，ｓ，Ｈ
８′），３３４（２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５１５（１Ｈ，
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６２（３Ｈ，ｓ，Ｈ４″），１８３
（３Ｈ，ｓ，Ｈ５″），４０９（２Ｈ，ｄ，Ｊ＝７３Ｈｚ，Ｈ
１），５４７（１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６５（３Ｈ，
ｓ，Ｈ４），４７９（２Ｈ，ｓ，Ｈ５），２０５（３Ｈ，ｓ，
ＡｃＯ）；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５５１（Ｃ
１），１０３５（Ｃ２），１５６４（Ｃ３），１０５９（Ｃ４），
１５３１（Ｃ４ａ），１００６（Ｃ５），１５２２（Ｃ６），１４１４
（Ｃ７），１２７９（Ｃ８），１０９８（Ｃ８ａ），１８２１（Ｃ
９），１０２８（Ｃ９ａ），１５２９（Ｃ１０ａ），１１５４（Ｃ４′），
１２８９（Ｃ５′），７７９（Ｃ６′），２７９（Ｃ７′），２７８
（Ｃ８′），２０９（Ｃ１″），１２２１（Ｃ２″），１２９４（Ｃ
３″），２５１（Ｃ４″），１７９（Ｃ５″），２５８（Ｃ１），
１２６２（Ｃ２），１３０９（Ｃ３），２１５（Ｃ４），６３３
（Ｃ５），１７０６（ＡｃＯ１），２１２（ＡｃＯ２）。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１６］，故鉴定化合物９为
ｂａｎｎａ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Ｉ。

３２抑制ＮＯ产生作用

活性筛选表明化合物１、２、５、９可以抑制 ＮＯ
生成，ＩＣ５０值分别为１０８、５７、１２５、６８μｍｏｌ·Ｌ

－１。

４　结果和讨论

龙胆具有治疗肝炎、急性结膜炎、胆囊炎等多炎

症引起的疾病的作用，因此阐明龙胆抗炎的药效物质

对指导临床用药和新药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

条叶龙胆进行化学成分研究，分离并鉴定了９个 酮

类化合物，这９个化合物均为从龙胆属中首次分离得
到。活性研究表明化合物１、２、５、９具有抑制ＮＯ生
成作用，这些化合物具有潜在的抗炎活性，可能是龙

胆抗炎药效物质。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测试以上

化合物在整体动物实验中的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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