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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同时测定藏药余

甘子药材中主要成分没食子酸、安石榴苷 B、没食子酸甲酯、老鹳草素、柯里拉京、诃子林鞣酸、诃黎勒酸和鞣
花酸含量的方法，为余甘子药材质量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Diamonsil C18 色谱柱（250×4.6 mm，5 µm）；

流动相：甲醇-0.2% 冰醋酸水；流速：1 mL•min ；柱温：30 ℃；检测波长：270 nm。结果
-1

余甘子药材中主要

成分没食子酸、安石榴苷 B、没食子酸甲酯、老鹳草素、柯里拉京、诃子林鞣酸、诃黎勒酸和鞣花酸分别在
0.094-1.87，0.10-2.51，0.047-1.49，0.12-3.84，0.28-8.80，0.055-1.75，0.042-1.34，0.0090-2.88 µg 线性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100.15，102.04，101.20，99.94，99.75，100.69，100.30，100.30%。结论

该

方法简便、准确、稳定，可同时测定余甘子药材主要成分的含量，为余甘子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关键词：余甘子

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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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285

余甘子为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叶下珠属植物余

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的干燥成熟果实。余甘

子初食味酸涩，良久乃甘，故名“余甘子”，又称油甘
[1]

文献标识码: A

成分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
中国药典中余甘子质量控制方法主要有分光光度
法测定余甘子总鞣质的含量，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

子、牛甘子、喉甘子、鱼木果等 。余甘子味甘、酸、涩、

测定余甘子药材中没食子酸的含量。国内外有不少学

凉，归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的

者研究并报道了余甘子中少量几种化学成分含量测定

功效。余甘子在全球分布较为广泛，主要分布于菲律
宾、马来西亚、南美、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中
南半岛和中国。在我国主产于江西、福建、台湾、广
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区。余甘子为
藏族习用药材，与诃子、毛诃子统称三果。大三果为
藏医经典小复方，应用极为广泛。在传统藏药中，余
甘子主治培根病、赤巴病、血病、高血压病等。现代药
理学研究表明，余甘子具有抗炎
老

[5-15]

分

[1-34]

，保肝

[16-17]

，抗肿瘤

[17-34]

[2-4]

，抗氧化

[5-15]

的方法[35-53]。例如张文莉等[35]采用 UPLC 法测定了余甘

子中没食子酸、柯里拉京、诃子鞣质和鞣花酸 4 个成分

的含量。李琦等[36] 采用 HPLC 法同时测定余甘子中没
食子酸、没食子儿茶素、柯里拉京、诃子联苯酸、鞣花酸

5 个成分的含量。李斌等[41]报道了余甘子中没食子酸、
柯里拉京、
鞣花酸 3 种成分含量测定的方法。另有多篇

文献报道余甘子及其制剂中单一成分没食子酸含量测

，抗衰

定的方法，但是同时测定余甘子中多种鞣质和酚酸类

等药理作用。余甘子富含

成分含量的方法未见报道。本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藏

鞣质类、酚酸类、黄酮类、生物碱类和维生素 C 等成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余甘子中鞣质和酚酸类

药的研究，先后研究了藏药余甘子、诃子、毛诃子三种
单味药，以及这三味药所组成的藏医经典小复方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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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对其主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体内
外代谢等内容进行了系列探索。发现藏药多富含鞣
质，并且以可水解鞣质居多，且藏药中的可水解鞣质及
小分子酚酸类成分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体内外抗肿
瘤效果均较好，
有望开发为一种抗肿瘤新药。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并报道了余甘子鞣质部位的
提取纯化工艺、体内外抗肿瘤活性、总鞣质含量测定
方法、没食子酸、鞣花酸、柯里拉京三个单体成分的含
量测定方法及指纹图谱评价研究

[22-23,52-58]

，对余甘子进

行了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药代动力学、组织分布、排
泄、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一系列研究。本研究建

立了 HPLC 法同时测定余甘子药材中主要成分没食子

酸、安石榴苷 B、没食子酸甲酯、老鹳草素、柯里拉京、
诃子林鞣酸、诃黎勒酸和鞣花酸含量的方法，填补了

余甘子药材多种化学成分同时进行含量测定的空白，
可为余甘子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为藏医药现代
化和藏药质量标准的提高奠定基础。
1
1.1

率：
100 W，
型号：
KQ-500DE，
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称量纸（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棕色进样
瓶（Thermo Scientific，
北京汇海科仪科技有限公司）。
1.2

材料

余甘子药材购自北京藏医院（产地为尼泊尔）、经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药系刘春生教授鉴定为大戟科植物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 的干燥果实。没食子酸

（CAS No：
149-91-7），
安石榴苷（CAS No：
65995-63-3），
没食子酸甲酯（CAS No：99-24-1），均购自成都曼斯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贮藏条件：
4 ℃，
密封，
避光保存。老

鹳草素：
（CAS No：2360976-49-0）；柯里拉京（CAS No：
23094-69-1），诃子林鞣酸（CAS No：18942-26-2），诃

黎勒酸（CAS No：23049-71-5），鞣花酸（CAS No：476-

66-4）均购自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贮藏条件：
4℃，
密封，
避光保存，
纯度为 98%，
符合含量测定的要求。
1.3

试剂

甲醇（Fisher, 色谱纯）；蒸馏水（屈臣氏）；其他试

剂均为分析纯。

实验材料

2

仪器

Waters 1525 型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Waters 2996 型

DAD 检测器；Empower 软件；
自动进样器；
微孔滤膜（津

2.1

方法和结果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Diamonsil C18 色谱柱（250×4.6 mm，5 µm）；柱温：

腾）；注射器（国药集团）；离心管（北京汇海科仪有限责

30℃；流动相为 A（甲醇）：
（B）0.2% 醋酸水；流速为

型（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器（功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任公司）；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Sartorious BT 25S

图1
2

1 mL•min-1；检测波长：270 nm。样品及对照品色谱图

混合对照品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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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余甘子药材色谱图

注：1 没食子酸、2 安石榴苷 A、3 安石榴苷 B、4 没食子酸甲酯、5 老鹳草素、6 柯里拉京、7 诃子林鞣酸、8 诃黎勒酸和 9 鞣花酸。

2.2

供试液的制备
余甘子药材供试液制备：称取余甘子药材粉末

（过 50 目筛）约 200 mg，精密称定，转移至 100 mL 锥

形瓶中，加入 50% 甲醇水溶液 50 mL，称重，100 MHz

超 声 30 min，补 足 失 量 ，滤 过 ，取 续 滤 液 2.00 mL，
置 10 mL 棕 色 容 量 瓶 中 ，加 50% 甲 醇 水 溶 液 稀 释
至刻度线，摇匀，备用，进样前经 0.45 µm 微孔滤膜
滤过。
2.3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称取没食子酸对照品 2.34 mg，安石榴苷对

照品 8.23 mg，其中安石榴苷 A 含量为 35.221%，其中

安 石 榴 苷 B 含 量 为 63.619%，没 食 子 酸 甲 酯 对 照 品
2.33 mg，老鹳草素对照品 8.00 mg，柯里拉京对照品

2.5

稳定性实验
称取同一批余甘子药材粉末，按“供试品溶液的

制备”项下方法制备供试液，分别于样品制备后 0、2、
4、6、8、12、24 h 进样，测定没食子酸、安石榴苷 B、没食

子酸甲酯、柯里拉京、诃黎勒酸、诃子林鞣酸、鞣花酸

的峰面积。计算各时间点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12、
2.90、1.18、0.96、1.36、1.01、1.51、1.18%，表 明 样 品 在
24 h 之内稳定。
2.6

重复性实验

称取 6 份余甘子药材样品，按“供试品溶液的制

备”项下方法制备供试液，平行制备 6 份，分别测定峰
表 1

流动相梯度

13.75 mg，诃子林鞣酸对照品 2.74 mg，诃黎勒酸对照

时间（min）

甲醇（%）

0

5

棕色量瓶，
加 50% 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线，摇匀作

15

品 2.10 mg，
鞣花酸对照品 4.50 mg，
精密称定，
置于 25 mL

10

15

为混合对照品储备液。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30

30

20 µL，记录色谱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 X（µg），以峰
面积为纵坐标，得到回归方程，见表 1 和 2。
2.4

精密度实验

分别取同一混合对照品，连续进样 6 次，分别测

定没食子酸、安石榴苷 B、没食子酸甲酯、老鹳草素、
柯 里 拉 京 、诃 子 林 鞣 酸 、诃 黎 勒 酸 、鞣 花 酸 的 峰 面

积 。 计 算 色 谱 峰 峰 面 积 RSD 分 别 为 1.03、0.55、
1.55、2.10、0.26、1.56、0.20、0.097%, 表明仪器精密度
良好。

75
70
40

90

62

进样前经 0.45 µm 滤膜滤过。按照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95

60

55

50% 的甲醇稀释至刻度，即得标准系列对照品溶液，

95

25

50

25、50、100、200、400、600、800 µL 于 1 mL 容量瓶，加

0.2% 冰醋酸（%）

10

90

表2
化合物

10

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及线性范围
回归方程

没食子酸

Y=2E+06X-30393

安石榴苷 B

Y=2E+06X-77857

没食子酸甲酯

Y=3E+06X-55968

老鹳草素

Y=741189X-29791

柯里拉京

Y=844347X-75313

诃子林鞣酸

Y=4E+06X-87496

诃黎勒酸

Y=886311X-15698

鞣花酸

Y=1E+06X-6569.3

线性范围（µg） 相关系数
0.094-1.87

0.9999

0.047-1.49

0.9999

0.10-2.51
0.12-3.84
0.28-8.80

0.055-1.75
0.042-1.34

0.0090-2.88

0.9999
0.9999
0.9999
0.9999
0.9999
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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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并计算含量，没食子酸、安石榴苷 B、没食子酸甲

表3

不同产地余甘子药材中 8 个成分的含量

酯、柯里拉京、诃黎勒酸、诃子林鞣酸、鞣花酸的含量

含量/%

分别为：2.50、0.22、0.18、056、0.68、0.26、0.90、2.10%，
RSD 值分别为：3.52、1.94、1.24、0.95、0.66、2.03、1.23、
0.76%。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产地

没食 安石榴 没食子 老鹳
子酸

尼泊尔
广西

加样回收实验

新疆

混 合 对 照 品 溶 液 配 置 ：精 密 称 取 安 石 榴 苷 3.46

福建

mg（安石榴苷 B 含量为 63.62%，2.20 mg）、老鹳草素

四川

勒 酸 9.00 mg，得 安 石 榴 苷 B 0.22 mg•mL-1、老鹳草素

云南

印度

5.60 mg、柯里拉京 6.80 mg、诃子林鞣酸 2.60 mg、诃黎

贵州

苷B

酸甲酯 草素

柯里 诃子林 诃黎

鞣花

拉京

鞣酸

勒酸

酸

2.50

0.22

0.18

0.56

0.68

0.26

0.90

2.01

1.55

0.05

0.19

0.12

0.33

0.12

0.18

1.88

1.21
1.89
1.33
1.66
1.54
1.78

0.12
0.09
0.20
0.51
0.20
0.08

0.05
0.12
0.24
0.33
0.12
0.25

0.32
0.44
0.81
0.50
0.40
0.22

1.08
1.02
0.79
0.65
1.21
0.12

0.59
0.23
0.54
0.23
0.20
0.13

0.88
0.45
0.21
0.67
0.77
0.40

1.12
1.32
1.55
0.98
0.89
1.64

0.56 mg•mL ，柯里拉京浓度为 0.68 mg•mL 、诃子林

3

品溶液 1，备用。精密称取没食子酸对照品 5.00 mg、

3.1

1 mL 量瓶中，50% 甲醇定容至刻度线，得到混合对照

要成分，62 min 内分离完全，各成分分离效果良好，符

称取余甘子药材粉末（过 50 目筛）6 份，每份约

器对样品进行了全波长（190-400 nm）扫描，结果发现

-1

-1

鞣酸 0.26 mg•mL-1、诃黎勒酸 0.90 mg•mL-1 的混合对照
鞣花酸对照品 4.02 mg，没食子酸甲酯 3.60 mg，置于
品溶液 2，备用。

100 mg，分别向每一份样品中分别精密加入“混合对
照 品 溶 液 1”1 mL 和“ 混 合 对 照 品 溶 液 2”0.5 mL，加

50% 甲醇 48.50 mL，称重，超声，100 MHz 超声 30 min，
补足原重量，滤过，取续滤液 2.00 mL，置于 10 mL 容量

总结和讨论
检测波长的选择
本论文采用梯度洗脱法分离了余甘子药材中主

合含量测定的要求。实验前期通过二极管阵列检测
各个成分在 270 nm 处有最大吸收，且杂质成分干扰较
小，故选择 270 nm 作为检测波长。
3.2

流动相的选择

本文考察了乙腈和甲醇两种有机相，纯水、不同

瓶中，加 50% 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0.45 µm 微孔滤

浓度的醋酸水、不同浓度磷酸水作为水相，结果发现

苷 B、没食子酸甲酯、
老鹳草素、
柯里拉京、
诃子林鞣酸、

不好，于是选择甲醇作为有机相。同时所测成分均为

膜滤过，精密吸取 20 µL 进样，计算没食子酸、安石榴

诃黎勒酸、鞣花酸色谱峰的平均加样回收率依次分别

为 ：100.15%，102.04%，101.20%，99.94%，99.75%，
100.69%，100.30%，100.30%。RSD 依次分别为 0.63%，
3.76%，3.37%，1.08%，1.53%，1.22%，0.98%，1.98%

（n=6）。
2.8

HPLC 法测定余甘子药材中 8 种成分的含量

称取产地为尼泊尔、广西、新疆、福建、四川、印

度 、云 南 、贵 州 产 余 甘 子 药 材 粉 末（过 50 目 筛）200
mg，每个产地取 6 份，
精密称定，
转移至 100 mL 锥形瓶
中，加入 50% 甲醇水溶液 50 mL，称重，100 MHz 超声

30 min，补足失量，滤过，取续滤液 2.00 mL，置 10 mL
棕色容量瓶中，加 50% 甲醇水溶液稀释至刻度线，摇
匀，备用，制备 6 份 余 甘 子 药 材 供 试 品 溶 液 ，进 样 前

经 0.45 µm 微 孔 滤 膜 滤 过 。 按 照“ 液 相 色 谱 条 件 ”
项下方法进行含量测定计算平均值及 RSD 值，结果
见表 3。
4

以乙腈为有机相时，各成分都包裹在一起，分离效果
弱酸性成分，添加少量的醋酸可以使峰形良好，减少
色谱峰拖尾现象，故最终选择甲醇-0.2% 的醋酸水作
为流动相。
3.3

柱温的选择

本文考察了 25℃，30℃，35℃柱温，结果发现 30℃

时，各成分分离效果较好，于是选择 30℃为柱温。
3.4

含量测定结果的分析

从 6 份样品中各成分含量可以看出，酚酸类成分

没食子酸、鞣花酸含量相对较高，鞣质类成分含量相
对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没食子酸和鞣花酸
在药材中本身含量相对较高。其二，没食子酸和鞣花
酸是其他可水解鞣质类成分的基本结构单元，可水解

鞣质类成分不稳定，在酸、碱、酶以及受热的条件下容
易水解，生成没食子酸，鞣花酸等小的结构单元。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安石榴苷 A 在药材中信号太低，采用
普通液相和紫外检测器不能对其定量，故只定了其余

8 个成分的量，但是后期采用 UPLC-MSn 法对药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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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进行定性分析时，检测到了安石榴苷 A，说明其在

中每种成分含量 RSD 值较小，说明样品制备方法比较

的余甘子抗癌有效部位中安石榴苷 A 含量显著提高，

确、稳定，可为余甘子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余甘子药材中确实存在，只是含量较低。另分离富集

可靠，平行操作，各成分差异较小。本方法简便、准

可以定量，这些将在后续论文中进行报道。各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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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ain Components of Tibetan Medicine Phyllanthus emblica L ．
Wu Lingfang1,2,3 ，Liang Wenyi1 ，Zhang Lanzhen1
(1.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2. College of Pharmacy, Hebe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050091；3. Hebei TCM
Formula Granule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ijiazhuang 050091, 4. TCM Quality
Evaluation ＆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HPLC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gallic acid, punicalagin A,

punicalagin B, methyl gallate, geraniin, corilagin, chebulinic acid, chebulag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in the Tibetan
medicine Phyllanthus emblica L.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quality control of Phyllanthus emblica L. Method

Mobile

phase: A (methanol); B (H2O: CH3COOH, 100: 0.2, v/v). Column: DiamansilTM C18 (250 × 4.6 mm, 5 µm), maintained

at 30 °C with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70 nm for acquiring chromatograms.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0 µL. Result

The linear ranges of gallic acid, punicalagin A, punicalagin B, methyl gallate,

geraniin, corilagin, chebulinic acid, chebulag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were 0.094-1.87, 0.058-1.39, 0.10-2.51, 0.047-

1.49, 0.12-3.84, 0.28-8.80, 0.055-1.75, 0.042-1.34, and 0.0090-2.88 µg.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of gallic ac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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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calagin A, punicalagin B, methyl gallate, geraniin, corilagin, chebulinic acid, chebulag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were:
100.15, 102.04, 101.20, 99.94, 99.75, 100.69, 100.30, 100.30%. And RSDs were 0.63,3.76,3.37,1.08,1.53,1.22,0.98,
1.98%.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stable, can simultaneously determin the contents of gallic acid,

punicalagin A, punicalagin B, methyl gallate, geraniin, corilagin, chebulinic acid, chebulag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and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quality control of Phyllanthus emblica L.

Keywords: Phyllanthus emblica L., Tannins, HPLC,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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