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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碱去甲基代谢产物的量子化学计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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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采用量子化学计算方法进一步确定乌头碱的代谢产物结构。方法：采用密度泛函
方法，在 B3LYP/6-31G（d）水平上，对代谢产物的结构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计算反应物和产物的能
量，用以比较水解反应能量，并采用 IEFPCM 方法进行了溶剂效应计算。结果：分别比较 4 种可能产
物的反应能量，确定乌头碱代谢产物有 16-O-去甲基乌头碱和 16-O-去甲基乌头次碱，水溶液中不
同产物的能量差增大，进一步证实了产物的合理性。结论：量子化学计算的代谢产物与根据多级质谱
裂解规律推测的结果相同，量子化学计算与 HPLC-MSn 结合，可为乌头碱代谢产物和代谢规律的研
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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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碱（Aconitine，AC）是附子、川乌、草乌等常
用中药的毒性药效成分，具有抗炎和镇痛活性，毒性
表现为严重的心率失常，其治疗量和致毒、致死量接
近。乌头碱的体内代谢过程和代谢产物已有报道，张
宏桂等 [1~2] 利用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阱质谱联用的
方法检测了乌 头碱在兔的尿 液和血液中 的代谢产
物，除发现有乌头次碱、乌头原碱外，还通过多级质

谱分析，首次报道了 16-O-去甲基乌头碱和 16-O去甲基乌头次碱两种代谢产物。赵宇峰等[3]采用乌头
碱和人肠内细菌体外温孵方法，同样检测到了这两
种代谢产物。但主要是通过多级质谱分析推测产物
结构，本文将采用密度泛函理论计算方法，对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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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确定产物结构。
一、计算方法和模型
乌头碱计算模型的分子结构（见图 1）取自文献[1]，
首 先 采 用 Chemoffice 构 建 了 乌 头 碱 的 模 型 ， 采 用
MM2 的方法进行了结构优化，作为模板分子，在此构
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乌头碱 C1、C18、C6 和 C16 分别去
甲基、乌头次碱 C1、C18、C6 和 C16 分别去甲基及乌
头次碱的初始结构。并应用密度泛函方法在 B3LYP/
6-31G（d）水平上进行优化，得到稳定构型。溶剂效应
在同样计算方法基础上，用 IEFPCM（SOLVENT=WA原
TER）计算水溶液中的能量变化。
发生水解反应的能量变化用公式（1）计算得到：
吟E=（EA+EB）-（EA忆+EB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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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吟E 为反应能量，EA 和 EB 分别为水解反应物
A、B 的能量，EA忆 、EB忆 分别为水解产物 A忆、B忆的能量。

文中全部计算均采用 Gaussian 03W 程序[4]完成。

放热反应，其他 3 种水解为吸热反应，证明乌头次碱
去甲基的代谢产物应为 16-O-去甲基乌头次碱（16-

二、计算结果
1. 乌头碱代谢去甲基位置的量子化学计算

根据文献 [1] 电喷雾二级串联质谱数据表明，乌头
碱准分子离子为 646，检测到的准分子离子 632 的

化合物，为乌头碱失去一个甲基的转化产物。乌头碱

分子中共有 4 个甲氧基分 别连接在 C1，C18，C6 和
C16 上，4 个甲氧基中有一个会易代谢失去甲基。为
判断哪个氧上的甲基最先代谢，采用密度泛函方法，

在 B3LYP/6-31（d）水平上，优化反应物乌头碱、水的
几何构型，优化甲醇和 C1，C18，C6 和 C16 上分别去
甲基的乌头碱代谢产物的几何构型，根
据公式（1）计算得到上述 4 个位置上去
甲基的反应能量，结果见表 1。
由结果可见，乌头次碱 4 种去甲基

ME
C1

图1
表1
HFAC

乌头碱的结构式

乌头碱 4 种去甲基方式的反应能量（a.u.）
HFH O

HFAC-Me

2

HFMe OH

-2205.7674 -76. 4090 -2166.4753 -115.7144

C18 -2205.7674 -76. 4090 -2166.4568 -115.7144
方式的反应为放热反应，能量大小顺序
C6 -2205.7674 -76. 4090 -2166.4755 -115.7144
为 C16跃C6跃C1跃C18，即 C16 位水解反
C16 -2205.7674 -76. 4090 -2166.4758 -115.7144
应相对其他位置更容易发生。同时，优
化结构后的乌头碱中可能发生断裂的 4 个甲氧基的
碳 氧键 的键 长，C1 所连 接 的甲 氧基 的 碳 氧 键 长 为
1.422魡，C18 为 1.408魡，C6 为 1.411魡 和 C16 为 1.440
魡，C16 连接的甲氧基键长最大，进一步证明 C16 位
易发生去甲基反应。因此证明乌头碱去甲基的代谢
产物应为 16-O-去甲基乌头碱（16-O-demethylaconi原

tine），结构见图 2，与多级质谱的分析结果一致。
2. 乌头次碱代谢去甲基位置的量子化学计算
根据文献 [1] 电喷雾二级串联质谱数据表明，乌头
次碱（Benzoylaconine，BA）准分子离子为 632，检测到

的准分子离子 590 的化合物，为乌头次碱失去一个
甲基的转化产物。乌头次碱分子中共有 4 个甲氧基
分别连接在 C1，C18，C6 和 C16 上，4 个甲氧基中有
一个会失去甲基，为判断哪个氧上的甲基最先失去，
采用密度泛函方法，在 B3LYP/6-31（d）水平上，优化
反应物乌头次碱、水的几何构型，优化甲醇和 C1，
C18，C6 和 C16 上分别水解甲基产物的几何构型，根
据公式（1）计算得到 C1，C18，C6 和 C16 位置上去甲
基的反应能量，结果见表 2。
由结果可见，乌头次碱 4 种去甲基方式的反应
能量大小顺序为 C16跃C1跃C6跃C18，且 C16 位甲基为

A

图2

注：A:

A

图3

a.u.

吟E

0.0133
0.0052

0.0135

0.0138

kj/mol
34.9
13.7
35.4
36.2

B

乌头碱 C16 位水解示意图

乌头碱，B：16-去甲基乌头碱。

B

乌头次碱 C16 位水解示意图

注：A：乌头次碱，B：16-去甲基乌头次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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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enzoyldemethylaconitine），结构 见 图
3，与多级质谱的分析结果一致。

3. 溶剂效应
前述方法计算的是在气相中的分

子能量，实际中乌头碱的代谢是在有水
环境中进行的，分子体系在溶液中的性
质与真空中有很大差别，为了更加符合
实际情况，计算在水溶液中乌头
碱 的 水 解 产 物 。 采 用 IEFPCM

（Integarl equation formulation
PCM）单点算方法计算在水溶液

中 C1，C18，C6 和 C16 上分别水
解甲基乌头碱和乌头次碱的水
解产物的能量，结果见表 3。

ME
C1

C18
C6

C16

表2
HFBA

HFH O

C1

-2053.0983

-76.4090

-2013.7925 -115.7144

-0.0004

C6

-2053.0983

-76.4090

-2013.7907 -115.7144

-0.0022

C18
C16

2

-2053.0983
-2053.0983
表3

-76.4090

HFMe OH

-2013.7856 -115.7144

-76.4090

-2013.8055 -115.7144

a.u.

-19.2

0.0126

33.1

-2166.5080

吟E

HFBA-Me

0.0327 -2013.7925

HFBA-Me（water）
-2013.8347

0.0440

-2013.8305

-2166.4758

-2166.5110

0.0352 -2013.8055

-2013.8477

量子化学的计算方法，对比了密度泛函（DFT）与
从头算法（HF），密度泛函的方法收敛较快，节省计算
时间，本文采用了 DFT 方法中经典的 B3LYP/6-31G
基组并加了极化函数 d，结果表明，此方法可用于乌
头碱型生物碱的结构优化计算。在水解反应过程计
算时，真空状态下和在溶液中得到不同结果，为使结
果更加可靠，应进行溶剂效应计算。
本文主要比较了乌头碱和乌头次碱 4 种去甲基
方式反应前后的能量，通过比较了能量变化，确定反
应发生位置。计算结果与此前文献[1]中根据质谱裂解
规律推测的结构一致，说明量子化学计算可应用于
推测化学成分代谢产物的结构，与 HPLC-MSn 相结

-2166.5092

0.0337 -2013.7907

吟E

0.0425

0.0378 -2013.7856

论

-5.8

-2013.8350

-2166.4946

中 4 种水解之间的能量差别增加了，更加证实了乌
头碱和乌头次碱的去甲基反应发生在 C16 位。

-1.1

-0.0073

-2166.4568

-2166.4755

kj/mol

水溶液中水解甲基产物的能量（a.u.）

HFAC-Me HFAC-Me（water）

-2166.4753

HFBA-M e

吟E

ME

由表 3 可见，乌头次碱和乌头碱的 4 种水解产
物的在水溶液中的能量与真空中的能量相比都降低
了，但是并没有改变能量高低的顺序，而且在水溶液

三、讨

乌头次碱 4 种水解甲基方式的反应能量（a.u.）

0.0449
0.0422

合，为确定产物结构提供更多依据。而反应能否发生
还与中间过渡态的反应能垒有关，再通过反应中间
过渡态的计算，确定反应历程，能够更直接证明确定
的反应位置的合理性。
本文是以水解反应前后的能量差异模拟乌头碱
的去甲基代谢过程，为推测代谢产物结构提供新依
据。但由于乌头碱代谢是在体内有酶的环境中进行
的，目前还难以模拟酶催化的去甲基反应过程，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来可能实现对乌头碱酶催化
代谢反应机理和过程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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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on Demethylated Metabolites of Aconitine
Tan Peng, Guan Jun, Liu Y onggang, Li Fei, Qiao Y anjiang
(School of Chinese Pharmac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is aimed to identify metabolites of aconitine by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Geometries of
possible metabolites were optimized by us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 at B3LYP/6-31G (d) level. Energy of
possible metabolites and hydrolysis reactions were obtained. Solvation effects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IEFPCM.
Comparison among four possible reaction energies showed that metabolites of aconitine were identified as 16 -O 794 也W 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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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thylaconitine and 16 -O -demethylbenzoylaconine. Energy difference of possible metabolites was increased in

aqueous solu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metabolites identified by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is the same as results
deduced by fragmentation regularity of mass spectrometry. Metabolites of aconitine can be studied by a combination
of HPLC-MSn and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Keywords: 16-O-demethylaconitine, 16-O-demethylbenzoylaconin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reaction energy, sol鄄

vation effects

（责任编辑：
李沙沙，
责任译审：
王

也W 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页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晶）

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