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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花姜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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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卿垮 室 南京 210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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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产于我国南部、西南部等地。其根和果实在民 

间药用，有健胃、消炎的功能，用于治疗胃炎、消化 

不良、急慢性肾炎 ”。尚未见有关舞花姜属植物化 

分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为此我们对其地下部 

离得到五个化合 

物．经光谱鉴定为术栓酮 l ~ loeucalen- 

ol∞、3-羟基．豆甾岳烯．7．酮 0-hy~ yO_gmast-S- 

， 3)、豆甾踹 _7-酮 鲫a _5．el卜7．0ne， 

和B一谷甾醇 (B_s．衄sIel∞l，6)。乙醇提取物的正丁醇 

可溶部分经硅胶柱层析分离得到—个化合物．经光谱 

法鉴定为半乳糖 a曲Io 5)。其中 1-5是在姜科 

植物中首次发现。1和 2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三萜化合 

物，同时也是在姜科植物中首次分得三萜类化合物。 

另据文献报道，木栓爵 有抗炎的活性日。 

化合物 1 无色针晶．TLC t遇硫酸加热显紫红 

色。 3C NMR显示30个碳信号，推测为三萜类化合 

物。DEPT光谱的6 212．92季碳信号表明化合物中有 
一 个羰基，其余碳信号均在6 60以下，表明化合物中 

除—个羰基外，再无其它氧取代和双键的存在。而且 

H NMR光谱中的氢信号均在6 2I4以下商场区，也 

表明了这一点。经与文献 哟螺对照，1与木栓酮的 

MS、lH NMR和 3C NMR数据—致．因此推断1为 

术栓酮。在比较化合物l和文蠡 中木拴酮的 3cNMR 

数据时．发现二者—致，但归属有些出入，1的 DEPT 

光谱中63{．舳 和635．02的两个甲基碳，在文献中被 

归属为亚甲基碳，而6 l&28和~22．30的两个亚甲基 

碳，在文献中被归属为甲基碳。’℃ NMR光谱数据 

的完全指定有待2DNMR实验 

化合物 2 无色针晶．TLC t遇硫酸加热显紫红 

色。 3C NMR显示 3O个碳信号，推澳ll为三萜类化合 

物。IH NMR光谱中显示位于高场的6 0．12和 0J6 

的两组 d蝇 且 J值_致，推澳4化台物中具 环丙结 

乙、，CLD它uC Le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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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环阿尔廷型三萜。经与文献【 yc】∞I瞒h 的 

数据对照，2与qd∞lca】enD】的 ℃NMR光谱数据一 

致，因此推断2为~ycloeu~mol。 

化台物3 无色片状结晶，TI E t适硫酸加热显 

紫红色。 ℃NMR显示29个碳信号．且与文献 中 

谷甾醇的数据有许多相似之处，推潮3为甾醇类化合 

物。与B-谷甾醇的 ‘℃ NMR数据比较，3多了—个 

6加n2l的季碳，并且6 140．9的季碳和6 l2l暑的叔 

碳分别向低场位移到5 168J8和6 126J6．推测 3中 

有一个与双键共扼的酮羰基。此外．文献【7】中 谷甾 

醇3-位碳的化学位绉值S32．0在3的DEPT光谱中向 

低场位移到~45．96，推测 3中的酮羰基在碳 7-位， 

j双键莅碳 ； lHNMR光谐中显示65．'78的单峰， 

也符合以上推测的结构 因此， 在与 谷甾醇光谱 

数据对照的基础 已 推断3为3—羟喜豆甾- 拳7-酮。 

化台物 4 无色针晶，nC E遇硫酸加热显紫红 

色。其 H NMR和 ℃ NMR光谱均与化合物3很相 

似 在DEPT光谱中比3少—个673J4处的叔碳， 

在 lHNMR谱中比3少6432处的—组多重峰．因此， 

推测4比3少碳 3-位羟基。在与3光谱数据对照的 

基础 E．推断4为豆甾—5．烯7_酮。 

化台物5 无色针晶 ‘℃ NMR光谱只显示5 65 
．73的3个碳信 而MS 显示 183 的 1)晦 推渊 

5具有对称结构 IH NMR光谱显示5 5．1．5_4的三组 

峰，结合 DEPT光谱中三个碳的6值．推测化合物中 

含有多个羟基．可能为单糖或肌醇类化合物 经与文 

献嗍中半乳糖醇的光谱数据对照，Ⅵ NMR和 ”c 

NMR数据—致，截摊蜥 5为半乳糖醇 

实验部分 

舞花姜地下部分采于云南省景洪市勐龙镇，阴 

干重 3．7蝇，糟碎后用工业乙醇渗漉提取，回收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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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浸膏 lC0g。石油醚、氯仿、正丁醇和甲醇 鞴0分 

组后，石油醚可溶部分经硅胶柱反复层析和葡聚糖凝 

胶柱层析，得到化合物 1．4和 6；正丁醇可溶部分经 

硅胶柱层析，得到化合物 5。 

化合物 1 无色针晶， {， ，m．p．261-263"C， 

[R(KB0v cln"0：2972,2928，287o．1716(( O’1460, 

1390．El-MS(m／z)：42㈣ 411，341，302,287，273，259, 

248，232’218，205，191，179，163，149,137，l23，l09，95, 

81，69,55．1H NMR (CD3C1)6：1．15(3H’s'}I28)， 

1．02(3H，％H27 0．980H，s'H26X 0．970H，s' 

0．92(3H，s，H3 0．86(3H’d，J=6．96，H23 O．84(3H，s， 

H25 0．70(3H，％H24)． ℃NMR D 6：212．92(C3), 

59．60(C4),58．30(C1吐 53．17(c 4291(Cl吼 42．16 

(c 41．55(C2),41．38(cl 39．76(C1 39．29(C1 

38．36(C13),37．52(c9),36．08(cl 2)，35．69 ㈤ ，35．40 

(c22),35．眈，32．90,32．50,32．12，31．80,30．55，30．05 

(cl 7)，28．20(C20)，22．3O，20 ，憾65，18．28’17,96, 

14．68．6．80． 

化合物 2 无色针晶，c j0o El-MS(m／z)： 

426 408，393，383，342,328，300，288，279，259， 

245，233，216,203，189,175，161，149,133，121，l08，95， 

83，69，56．‘H NMR(CD3CI)·6：4J58(1H’s，I-I31), 

63(IH，s，}Bl 3．18(IH，驰 m  0．36(1H d，J=4．08， 

HI9),0．12(1 d，J=4．12, HI 。℃ NMR(CD3C1)8： 

156．85(C24),105．95(C31)，76．55(C3),52．21(cl 4890 

(Cl 46．79(C吼 45．36(C13),44．60(C4),43．34(c5~ 

36．11(C20),35．33(C12),35．07 34．81(C2),33．82 

(C25 32．90(C15),31．32 3 30．79(CI),29．65(O 

28．0 27．15(cl 2699(C19),25．12(C11),24 

(c 23．55(c9),21．97((27),21．85(C26),19．11((2鼽 

l8．33(C21),17．72(C1 ＆80(c29 

化台物3 无色片状结晶， El-MS(m乜)： 

428( 414，399，365，357，328，314，297，287，269， 

26l，245，227，215，199，174,161，152,139,123，109,95， 

8l，69，55． n1,nVlR(C~CI)6：5．79(1H s，H 4．32(1H’ 

轧 m l CNMR(CD~CD6：20021(c7)’168．3S(C5), 

126．36(o 73．34(C3),45．96(C8)． 

化合物 4 无色针晶，C∞ BQ El-MS(m／z)： 

412(~ 398，384，370，355，342，327，314，298，289, 
27l，257,245，229,217，202，189,175，161，147,135， 

124，107,95，81，69,55．。HN (cDaCI)6：5似 1I-L s， 

H ℃ NMR(CI~C1)8： 200．00(C7),172．00({25), 

123．75(o 45．9(C8)． 

化合物 5 无 色针 晶， C l400 El-MS(m／z)： 

183(M+1),146,133，121，I15，103，97,91，85，73，61． H 

幔(a )6：5．21(m,HI，H 5 ，H2,H5 

5．36(m,H3，H4)．。℃I,~VIR(CD3OD)6：73．19(C3，c4 

71．63(122，C 65．16(Cl，C 

化剖灯6 无色针鼠 m．1~137-139"C．IR(KBr)v~l： 

3420(0H)．2920,286O,1460,1380,1050与B-谷甾醇对 

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层析行为与B罐 甾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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