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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云南产黄花远志 (R 曾jk佣％衄)茎皮的乙醇提取物 中分离到 15个 化学成分 。包 

括耱醇类、 酮类 、酚甙、术脂素甙类以及脂肪酸类化台物。其 中，7个新化合物分别命名为 

黄花远志紊 (arillaIlin)A(3)，B(6】，C(7)，D(4)。E(5)，F(8)和 G (11)。1一O—a—L 

一 阿拉伯毗喃糖基 (6—1)一日一D一葡萄吡喃塘基 一水扬酸甲酯 (9)亦未见曾从植物中分离 

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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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nam  

远志科 (Polyps )远志属 (Pdygala L．)共有 500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欧亚太陆 

和美洲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该属植物的许多种类具有药用价值 ，被不同地区的民族作为 

传统药物而广泛应用 (李文魁等。1998；lashir等 。1992)。其 中，远志为常用的中药 ，来 

源于该属的数种草本植物。远志属植物富含三萜皂甙，并含有糖翡 、l山酮、以及酚类配糖 

体等．这些类型的化台物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黄花远志 (P．删  Buch．一Ham)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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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荷包山桂花、鸡根、吊吊黄等 ，为落叶小乔木，分布于我国长江 南各省区，云南民问 

用其根和茎皮入药 ，有清热解毒 、祛风除湿 、调经活血、补虚消肿等功效，用于风湿跌 

打、消炎止痛、肺炎、胃炎、肝炎等 (江苏新医学院，1986)。我们曾报道从云南产的黄 

花远志的茎皮中分离到新的齐墩果烷型三萜皂甙 (吴志军等 ，1999)。本文报道对该药用 

植物的进一步化学研究结果。 

黄花远志茎皮的乙醇提取物经氯仿萃取脂溶性部分后 ，水层用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处 

理，乙醇洗脱部位用硅胶柱层析分段，再用葡聚糖凝胶 、键合硅胶 及吸附树脂柱层析反 

复分离纯化，得到 12个化合物。从氯仿提取物 中亦分离到 3个化合物。其中，化合物 1， 

2，3，6，7和 lO为糖酯类衍生物 ；4，5和 l2为Ⅱ山酮类衍生物；8，9和 Il为酚甙。l3为 

木脂素甙，l4和 l5为脂肪酸类衍生物。各化合物的结构鉴定如下。 

化合物 1为黄色无定形粉末，负 FAB—MS谱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H]一为m／z 753， 

结合”C NMR谱的 DEFT实验 ，其分子式应为 c H42Om 特征的碎片离子峰 m／z 547[M一 

206一H]一和 341[547—206]一提示分子 由2个白芥子酰基单元和 1个蔗糖单元组成。 H 

NMR谱亦支持这两种结构单元的存在 (表 2)。在”C NMR谱 中除组成蔗糖的一组 n—D一 

葡萄吡喃糖基和 (一D～果呋喃糖的化学位移外 ，还出现 2组三取代苯环 的共振信号和 4 

个芳香环的甲氧基碳、2个羰基碳和 2组双键的信号 (表 1)。‘H和”C NMR谱的化学位移 

均与从萝 h (鼢 w sat&us I J1)和中药远志 (P． Ⅲf扣妇 Wiud．)(1keya等，1991)中 

分离得到的 n—D一(6—0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吡喃糖基 (1—2)口一D一 (3—0一白芥子 

酰基)一果 呋喃糖 [a—D 一(6—0一sinapoy1)一 uc0p yl(1—2)口一D一 (3—0一 

sinapoy1)一 c |ran0se]一致。 

化合物 2为黄色无定形粉末，负 FAB—MS谱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H]一为 m／z 767， 

结合 C NMR谱的 DEPT实验，其分子式应为 c35H44O】9c特征碎片离子峰m／z 547[M一220 

一 H]一和341[547—206] ，提示该分子由白芥子酰基、3，4，5一三甲氧基桂皮酰基和蔗 

糖各 1个单元组成。”C NMR谱不仅有一组蔗糖的化学位移 ，还出现 (E)一3，4，5一三甲 

氧基肉桂酰基和 白芥子酰基 的共振信号 (表 1)， H NMR谱亦支持这些结构单元 的存在 

(表 2)。 上所有的数据均与 tenuifohside C相符 ，即 a～D一(6一O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 

吡喃糖基(1—2)一口一D一(3一O一3，4，5一三甲氧基桂皮酰基)一果呋喃糖 [a—D一(6 
一 O—sinaooy1)一gluco~nmosyl(1— 2)一口一D 一(3—0—3，4，5一tam~thoxyl cinnamoy1) 

一 fmetofuranose] 该化合物亦曾从远志 (P．姗蛐 ．)的根中分离到 (1keya等，1991) 

化合物 3为黄色无定形粉末，负 FAB—MS谱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HJ为 m／z 723， 

结合”C NMR谱的 DEPT实验，分子式应为 C~H4oOlRc与 1相比较 ，化合物 3少 1个甲氧 

基。提示该分子由白芥子酰基，阿魏酰基和蔗糖各 1个单元组成。 H NMR谱 占3．86(甲氧 

基)；7．17(d，J：1．9Hz)，6．79(d，J：8．2m)，7．07(dd，J=1．9，8．1Hz)(芳香环质子)； 

及 6．42和 7．67(each 1H，d，J：15．9Hz) (反式双键质子 )为阿魏酰基 的化学位移 (表 

2)。除 1个白芥子酰基单元被阿魏酰基单元置换外 ，化合物 3与 1的”C NMR谱也十分相 

似 (表 1)。两个酯基的连接位置通过二维核磁共振技术于 确认。teaQC和 H一 H COSY 

实验指定了所有 H和”c信号的化学位移，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果糖 H一3(85．51，d，J：7．9 

Hz)与阿魏酰基 c一 (61鹋 ．37)，葡萄糖基的 H一6 ( ．65，d，J=10．2 )与白芥子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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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6 3 7 1 2 10 

a．信号重叠 ；h—c．数据归属可 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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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C一 (8169．鸺)的远程相关信号 。从而证 明阿魏酰基应连接在果糖的 c一3位上，白 

芥子酰基则连接在葡萄吡喃糖基的 C一6位上。由此，化合物 3的结构应为 a—D一(6一O 
一 白芥子酰基)一葡萄吡哺糖基 (1—2)一B—D一 (3一O一阿魏酰基)一果呋喃糖 [a—D 

一 (6一O—sinapoy1)一duo0 0syl(1—2)一p—D一【3一O～f~mb．v] —fructofuranosej。为 
一 新的蔗糖酯类化合物。命名为黄花远志素 A(arillanin A)。 

化台物 10为黄色无定形粉末，负 FAB—MS谱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H]一为 m／z 

915，结台BC NMR谱的 DEPY实验 ，其分子式应为 C40H笠0 。特征碎片离子峰 m／z 709[M 

— H一2O6]一和 m／z 223提示该化台物含有白芥子酰基，并比 1多 1个己糖单元。与化合物 

1的‘H and”C NMR相比较 ，l0亦具有 2个单元的白芥子酰基和 1个蔗糖单元的共振信号。 

所不同者仅是多 1组 口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的信号 (表 1，2)。HMBC实验观察到其端基质 

子 (64．48，d，J=7．7Hz)与 a—D一葡萄吡喃糖基 c一3位 (882．19)的远程相关信号。表 

明该 B—D一葡萄吡哺糖基应连接在蔗糖单元的 C一3 位上。因此，化合物 l0鉴定为已知 

的 reiniose F，即：a—D一(3一O一8一D一葡萄吡哺糖基)(6一O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吡喃 

糖基 (1—2)一p—D一(3一O一白芥子酰基)一果呋喃糖 [a～D一(3一O一(一D一 copy— 

ranosy1)(6一O—sinapoy1)一glucopyranosyl(1—2)一B—D 一(3一O—sinapoy1)一fructofura— 

noBe] 曾从同属植物 P． 中分离得到 (Saitoh等，1994)． 

化台物 6为黄色无定形粉末，根据负 FAB—MS谱准分子离子峰 m／z 517[M—H]一和 

C NMR谱的 DEPr实验 ，其分子式应为 H Ol4 碎片离子峰 m／z 341[517—176]一提示 

分子中具有阿魏酰基和蔗糖单元。”C和‘H NMR谱亦证明反式阿魏酰基和蔗糖单元的存在 

(表 1，2)。与 1，2，3及 10相 比较 ，化合 物 6蔗糖单 元 的果 糖 C一3位 化学 位移为 

6"79．64，比正常值向低场位移 1．5O，提 示酯化位置应在果糖的 C一3上。HMBC实验 出现 

果糖 H一3位 (占5．46 d，J=7．8Hz)与阿魏酰基 C一 位 (8168．32)的远程相关信号 ，进一 

步证明了这一推定 因此，化台物 6的结构应为 a—D一葡萄吡喃糖基(1—2)B—D一 (3一 

O一阿魏酰基)一果呋喃糖 d—D—glucopyranosyl(1—2)口一D 3一O一 nJlovI]一fmcto— 

furanosej。为新的蔗糖酯类化舍物 。命名为黄花远志素 B(arillanin B)。 

化合物 7为黄色无定形粉末，由负 FAB—MS谱和”C NMR谱 DEPT实验 ，分子式为 

20l5。质谱离子峰m／z 547[M—I-／]一和m／z 341[547—206]一提示白芥子酰基和蔗糖单 

元的存在， H和”C NMR谱化学位移亦支持这一基本结构 (表 1，2)。与上述蔗糖酯类化 

合物相 比较，由于观察到 a—D一葡萄吡喃糖基 H一6的酰化位移效应 (64．26，Ha一6 ； 

4．49，Hb一6 )，推测反式白芥子酰基应连接在葡萄糖基的 C一6位上。HMBC谱出现白芥 

子酰基 c一 位 (8169．08)与葡萄糖基 H一6位的相关信号，证实了这一推定。故化合物 7 

的结构应为 n—D一(6—0一白芥子酰基)葡萄吡喃糖基(1—2)8一D一果呋喃糖 [a—D一 

(6—0一sinapoy1) 一duc0pyran∞yl(1+2)口一D—fructofuranose]。为新的蔗糖酯类化合物。 

命名为黄花远志素 C(arillanin C)。 

化合物 4为白色结晶 ，按负 FAB—MS谱的分子离子峰 m／z 566[M 一和”C NMR谱 的 

DEPr实验，其分子式应为 c H30 0】4。碎片离子峰 m／z 271[M一132一i62一H]一提示分子 

中有 1个戊糖单元和 1个 己糖单元。 H和”C NMR谱表明该化台物具有咄酮配糖体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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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沛等 ，1995)，并有 B—D一葡萄吡喃糖基和 a—L一阿拉伯吡喃糖基的共振信号。同时， 

还有 2个芳香族 甲氧基的化学位移 (8 61．88，61．34；8 3．80，3．84)。l，2一二取代苯环的 

特征 自旋偶合系统 [新．41(t，J：7．5Hz)，7．63(d，J：8．3Hz)，7．77(t，J=8．3№ )，8．09 

(d，J=7．8 )]提示 B一环无取代基存在。1个芳香质子的单峰信号 (87．18)表明该化台 

物应为 A环 3氧取代 的咄酮甙 (表 3)(Ghoeal等，1977)。I-IMBC实验观察到 H—l(新．18) 

分别与 c一2(8156．48)，C一3(8139 57)，c一4a(8153．56)．C一9a(8l1O．96)和 C一9 

(6l74．11)的远程相关信号 ，以及葡萄毗喃糖基的端基质子 ( ．13，d，7．OHz)与 c一2 

(8156．48)，1个 甲氧基质子 (83 80)与 c一3(8139．57)，另 1个甲氧基质子 (83．84)与 c 
一 4(8152．96)的相关信号 ，表明糖基应连接在 c一2位 ，而 2个 甲氧基则应分别连接在 c 
一 3和 C一4位。I-IMBC谱还观察到阿拉伯 吡喃糖 基的端基碳 (8103．31)与葡萄吡喃糖基 

H一6(33．55．d．6．4Hz；83．96，d，10．6Hz)的远程相关信号 ，表 明末端 d—L一阿拉伯毗 

喃糖基应连接在葡萄吡喃糖基的 c一6位上。因此，化台物 4的结构为 2一O 一[n—L一阿 

拉伯吡喃糖基 (1— )]一B—D一葡萄吡喃糖基一3，4一二甲氧基咄酮 [2一O一[a—L— 

ambinopyranooyl(1—6)]一B—D—glueopyranosyl一3，4一dimethoxyxanthone]。为一新的0山酮 

配糖体 ，命名为黄花远志素 D(arillmfin D)。 

化合物 12的质谱分子离子峰 nCz 273 M+H] ，分子式为 c】5 H]2 。 H和”C NMR谱 

与化台物 4十分相似，唯位有咄酮骨架 的化学位移 ，而无糖 基的共振信号 (表 3) 鉴定 

为 4的甙元．即2一羟基 一3，4一二 甲氧基口山酮 (2一hydroxy一3，4一dimethoxyxanthone)。 

化 合 物 5为 黄 色 结 晶 ，由 质 谱 和 C NMR谱 的 DEPF实 验 ，测 其 分 子 式 应 

C25H2~O14o1H和 C NMR谱表明具 有与化合物 4相同的口山酮配糖体骨架。质谱离子峰 nCz 

553[M+H] ，421[553—132] 和 259[421—162] 支持 8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处于内侧， 

阿拉伯毗哺糖基处于端基位置 与 4相比较 ，化台物 5只有 1个甲氧基 (86o．55；33．77)， 

另 1个甲氧基被羟基取代 (812．73)。与4相同的自旋系统表明 A一环为五取代，B一环无 

取代基 (表 3)。由于 C一9向低场位移到 8180．75，提示羟基位于 c一1与 C～9羰基形成 

分子 内氢键 。I-IMBC谱出现 H一4(6 6．94)分别与 c一2(6 131．81)，C一3(a 157．86)，C 

一 4a(6 152．37)和 c一9a(a 104 12)的远程相关信号 ，以及甲氧基质子与 c一2，葡萄吡 

喃糖基端基质子 (6 5．11，d，7．2 )与 c一3的远程相关信号，表明羟基应连接在 c一1 

位．甲氧基应连接在 c一2位 ，而糖基则应连接在 c一3位上。HMBC谱还证明 5的末端 阿 

拉伯毗喃糖基与内侧葡萄吡喃糖基的连接位置与化台物 4相同，即位于葡萄吡喃糖基的 c 

一 6位上。因此，化台物5的结构应为3一O一 [a—L一阿拉伯呲哺糖基(1— )]一13一D一 

葡萄吡喃糖基一1一羟基 一2一甲氧基口山酮 [3一O一[d—L—ambinopyra~osyl(1—6)]一8一D 

一  copyr~osyl一1一hyd~,：y一 一 ]。为一新 的0山酮配糖体 ，命名为黄花远．1 2 methoxyxanthone 

志素 E(arillanin E)。 

化台物s为白色结晶，根据负 FAB—Ms谱准分子离子峰 nCz477[M—H]一和 CNMR 

谱的 DEPr实验，分子式应为 c砷H30Ol3 C和 H NMR谱表明 1个 l，3，4，5一四氧取代 

苯环、3个甲氧基以及与化合物 4和 5相同的 1个糖链单元 [ —L一阿拉伯毗喃糖基 (1— 

6)一(一D一葡萄毗哺糖基 ]的存在 (表 4)。I-IMBC谱中葡萄吡哺糖基的端基质子 

(84．79)与取代苯 c—l位 (8153．96)的远程相关信号表糖链应连接在苯环的 c—l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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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等 ，1998)。因此 ，化台物 8的结构为 3，4，5一三甲氧基苯酚 一1一O一[n—L一阿拉伯 

吡喃糖基 (1—哂)]一口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甙 [3，4，5一trimethoxyphenyl一1—0 一[a—L 

— arabinopymn~yl(1—6)]一口一D—glucopyranoside]。为新的酚甙，命 名为黄花远志素 F 

(arillanin F)。 

寰 3 化台抽4和 5的”cNMR和 HNMR数据 

TaMe 3 c h3gR andh h3gR l data of conipa~ds 4 and 5(100删 z．DblSO一 ) and(蚴 value] 

a信号重叠 ，可相互交换 

化台物 9为糖浆状物 ，由质谱和”C NMR谱 的 DEPr实验 ，测其分子式应 为 CI9H~ 

OI2。IH和’ c NrMR谱表明具有与化台物 8相同的酚甙骨架。二者糖基部分完垒相 同，唯甙 

元部分有异 (表 4)。1，2一二取代苯环的 自旋偶合 系统 [8 7，06(1H，t．J：7．4Hz)，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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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d，J=8．3Hz)，7．54(1H，I，J=8．8Hz)，7．61(1H，d，J=7．6|k)]，羧基 (8 166．40) 

和羧甲基 (8 51．91)的共振信号表 明该酚甙的甙元为水杨酸甲酯。因此，化合物 9的结构 

鉴定为 1一O一[ —L一阿拉伯吡喃糖基 (1—6)]一B—D一葡萄吡喃糖基 一水杨酸甲酯 

[methyl 1一O一[ —L—arabinop?xanosyl(1—6) 一p—D—glucopyranosyl salicylate]。二维核 

磁共振谱进一步证 明了结构的推定。该化合物为水杨酸 甲酯的配糖体，尚未见从植物中分 

离 的报道 

表 4 化台物 8(500M№ )和9(400M )的 C MR 和IH MR数据 

Table 4 ’ C删 R and H NMR叩I data of c加 m】ds 8(姗 MHz)and 9(4OO hⅡ乜)(D~tSO—d6 1 la and(Hz)value 

a—c信号重叠，数据可 互按 

化台物 l1为黄色无定形粉末 ，根据 负 FAB—MS谱准分子离子 峰 na／z 553 一M—H]一 

和”C NMR谱的 DEPT实验，分子式应为 H OI4。”C和‘H NIdR谱表明分子中具有 1个单 

取代苯环 ，1个对称的全取代苯环 ．1组 口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以及 1个羰基 (8 200．69) 

的共振信号。按信号的强度和分子量计算 ，分子中应存在 2个化学环境全等同的 p—D一 

葡萄吡喃糖基。根据端基碳 (8 76．87)和端基质子 (8 4．92，d，J=9．9|k)的化学位移， 

葡萄糖基与苯环应以碳甙的形式相连接。该取代苯环除连接糖基的碳 (8 105．33)外，有 

3个位置被羟基取代 [8 160．51(2C)，161_80]，余下的 1个碳则与攫基相接。由此，糖基 

的连接位置可能在该苯环的 3，5一位，也可能在 2，6一位。在 HrdBC谱 中，观察到葡萄 

吡喃糖基的端基质子与取代苯 c一2，c一3和 c一4位具有远程相关信号，而与连接攫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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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位无相关信号 ，表 明糖基应连接在 C一3和 C一5位上。因此，化合物 11的结构为 3． 

5一C一13一D一葡萄吡哺糖基 一2，4．6一三羟基 一苯基 一苯酮 (3，5一di—C—p—D—glu- 

o0pyⅫl0syl一2，4，6一trihydroxyl—benzophenone)。为新的酚甙，命名为黄花远志素 G(ard- 

lan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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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l3为白色结晶，分子式 C }I}6O1HI由负FAB—Ms谱准分子离子峰m／z 741[M 

— H]和”c NVIR谱的DEPT实验测得。碎片离子峰 m／z 579[741一H一162]一和 m／z 417 

[579—162]一提示分子中有2个己糖单元。”c和‘H NNR谱显示1个 1，3，4，5一四氧取代 

苯环、2个甲氧基，1组 8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以及四氢呋喃环的共振信号。结合分子量 

分析，l3应为对称性的术脂素类配糖体化合物，且所有的数据均与已知的鹅掌楸素 (1ift— 

odendrin)一致 。 

化合物 14和 15为脂肪酸类衍生物，分别鉴定为已知的蜡酸 (cerotlc acid)和丙三醇 1 

一 棕榈酸酯 (异lycerol l—palmltate) 

实验部分 

’H和”CNtdlt谱由 BntkerAN一40o仪测定，HNBC andI-IMQC 2一DNNR实验在 Bruker 

DRX一500仪上进行 ：FAB—Ms谱用 VGAutospec一30OO测定 ；熔点用 Buchi B一545仪，温 

度计未校正；旋光用 JASCO一20C仪测定；m 谱用 Perkin—Elmer 577仪测定 ；uv谱用 uv 

一 2IOA仪测定。柱层析用材料 ：Rp一8(4O一60 ，Merck)，Sephadex LH一20(25—100 

岬 ，Phanmeia Fine Chemical Co．Ltd )，MCI一 l C}玎P 20P(75—150岬 ，l~litsubish Chemical 

Industrie~，Ltd．)．大孔吸附树脂 D101和硅胶 (200—3OO目，青岛海洋化工厂)。 

黄花远志 (Polyga／a asi／／ata Buch—Ha,n)茎皮干粉 20 用 95％乙醇室温浸提 (4 x 30 

L)，提取液减压回收溶剂至小体积，用氯仿萃取3次，氯仿提取物经硅胶柱层析分离 (氯 

仿 ：甲醇洗脱)，得到化合物 12(80 n )、14(100mg)和 15 (1 g)。水层通过大孔吸附树 

脂 DIOI柱层析 ，用水淋洗后收集乙醇洗脱部分 ，回收溶剂得 200 g。取其中 150 g用硅胶 

柱层析分离 ，氧仿 ：甲醇 ：水 (7：3：0．5)洗脱 ，得到 4个洗脱部位 (Fr．1～4)。Fr．1(3O 

g)经 se曲adexLI-／一20(3O％～70％ 甲醇洗脱 )和 Rp一8(20％ 一40％ 丙酮洗脱 )柱层析分 

离纯化 ，得到化合物 1(1．5 g)、2(2．2 g)和 3(5(3O mg)；Fr．2(15 g)经 plladex LH一20 

(4o％ 一80％ 甲醇洗脱)，NCI—gel CHP 20P(30％ 一70％ 甲醇洗脱)和 R口一8(30％～50％ 

丙酮洗脱)柱层析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4(150 mg)、5(600 mg)和 13(700 mg)；Fr．3 

(2O g)经 NCI—gel CHP 20P(30％ ～80％ 甲醇洗脱)，Sephad LH一20(30％ 一80％ 甲醇 

洗脱)和 Rp一8(20％一40％ 甲醇洗脱)柱层析分离纯化 ，得到化合物 6(100mg)、7(150 

n )、8(2OO mg)和 9(30mg)；Fr 4(30 g)经 NCI—gel CHP20P(30％ 一80％ 甲醇洗脱 )， 

Sephadex LH一20(30％ ～70％ 甲醇洗脱)柱层析分离得到化合物 l0(3 g)和 l1(1 5 g)。 

q—D一(6—0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毗喃糖基 (I一2)8一D一(3—0一白芥子酰基) 一 

果呋喃糖 [q—D一(6—0一~inapoy1) 一异lueopyranosyl(1—2)B—D一(3—0一~inapoy1)一 

fructofuranose](1)，黄色无定形粉末状；[q ～一72．30~(甲醇，c 0．0O4O8)；FAB—Ms m／z 

：753 lM—Hj一，547lM (C34~2019)一H～206 J一，341 lM—H一2×206 J一；m ~Jm_ ： 

34O9，2941，2845， 17O0， 1633， 1604， 1517． 1427。 1376， 1341， 1287， 1258， 1225， 1178， 

1156，1114，994，831；uv nm：2O4，241，331； H和 C NNR数据：表 1和 2． 

Tenuifoliside c[q—D一(6—0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吡喃糖基 (1—2)一口一D一 (3—0 
— 3，4，5一三甲氧基桂皮酰基)一果呋喃糖][q—D一(6—0一sinapoy1)一gtueopyran~ l(1 

—2)一B—D一(3—0—3，4，5一trimethoxyl cinnamoy1)一frtretofuranoee](2)，黄色无定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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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状； 一60．15。(甲醇；c O．00719)；FAB～Ms m／z：767[M (‰ }I44％ )一H 

547 lM—H一22O]一，341 lM—H一220—206 J ；1R KBrⅢ ～：3421，2942，2843，1706， 

1634，1587．1515，1460，1423，1340，1282，1251，l178，l154，1124，1053，997，831；IⅣ ( 

nm：2O6，235，319； H和 c NMR数据：表 1和 2． 

黄花远志素 (afillanin)A[n—D一 (6一O一白芥子酰基)一葡萄吡喃糖基 (1—2)一B 
— D一(3一O一阿魏酰基)一果呋喃糖][a—D一(6一O—sinapoy1)一glueopyra~ l(1—2)一 

日一D一 [3—0一feruloy1]一fruetohtt~ose](3)，黄色无定形粉末状；[a]曹 一88．36。(甲醇； 

co．00348)；FAB—Ms m／z：723[M( 3H舯Ol8)一H]一，339[M—H一384] ；1R憾  

：3398，2941，2845， 1699，1632， 1599， 1517， 1429，1376， 1284，1223， 1178，1158， 

l116，1053，997，829；uV am：204，217，239，330；‘H和 c NMR数据：表 l和 2． 

黄花远志素 (arillanin)D[2—0一 [n—L一阿拉伯吡喃糖基一(1—6)一(一D一葡萄吡 

喃糖基]一3，4一二甲氧基口山酮] [2—0一[a—L—ambinopyranosyl一(1—6)一p—D一 一 

c
．
opyranosy1]一3，4一dimethoxyxanthone](4)，甲醇得白色结晶；mp 197．4—201．4~C；[a] 

一 63．O0~(吡啶；c 0．00496)；FAB—MS m／z：566【M (Cz6H3oO14)J一，271 lM 一132—162 

一 HJ—iⅢ 磕 ‘。：3433，2943，2887，1615，1469，1422，1316，1288，1261，1231，l194， 

1144，1080，1049，1021．953，866，774；Lv nm：218，243，277，298，341； 和 c 

NMR数据见表 3。 

黄花远志素 (arillanin)E[3—0 n—L一阿拉伯吡喃糖基(1—6)0一D一葡萄吡喃糖 

基]一l一羟基一2一甲氧基0山酮] [3—0一[a—L—ambinopyranosyl一(1—6)一口一D— u— 

eopyranosy1]一l—hydroxyl一2一methoxFxanthone] (5)，黄色结 晶 (甲醇)；mp 211．5— 

212．7℃；[＆] ～一64．06。(吡啶；c 0．00320)；正 FAB— m／z：553[M (c25 O14)+ 

Hl ，421[M+H一132 ，259[M+H一132—162] ；IR v—KBr∞ ～：3402，2938，2887， 

1659，1609，1579，1466，1321，1302，1232，1145，1072，1013，963，871，767；uV “nm ： 

213，239，253，299，344； H和 C NMR数据见表 3。 

黄花远志索 (arillanin)B[n—D一葡萄吡喃糖基 (1—2)B—D一(3一O一阿魏酰基)一果 

呋喃糖][q—D—glueopyranosyl(1—2)B—D一 [3一O—fendoy1] 一fructofuranose](6)，黄色 

无定形粉末； [a] 。+l2．71。(甲醇；c 0．00354)；FAB—MS m／z：517[M (c丑H加ol4)一 

H]一，341[M—H一176]一；1R憾 ∞～：3391，2939，1695，1631，1598，1517，1454，1430， 

1278，1161，1054，998，932，847；uV am：218，239，328； H和 c NMR数据见表 l和 

表 2。 

黄花远志索 (ariUanin)c[a—D一(6—0一白芥子酰基)葡萄吡喃糖基 (1—2)p—D一 

果呋哺糖] ＆一D一 (6一O—sinapoy1)一 llo0 啷 l(1—2)p—D—fruetoftmmose](7)， 

黄色无定形粉末； [a J72D5 +37．23。(MeOH；c O．00235)；FAB—MS m／z：547[M (C23H32 

Ol5)一H ，341[M—H一206]一；m v ∞ ：3392，294O，1699，1634，1607，1518，1460， 

1428，1387，1289，1225， l183，1157，l116，1053，994，928，832；uV nm： 205，24O， 

327； H和 CNMR数据见表 l和表 2。 

黄花远志素 (~ril]／tILi／I)F[3，4，5一三甲氧基苯酚 l—O—p—D一葡萄吡喃糖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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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Ⅱ一L一阿拉伯吡喃糖甙][3，4，5一trimethoxyphenyl l—O—p—D～glueopyranosyl一 (6 

一1)一Ⅱ一L—arabinopyrrrrrrr~ ide](8)，白色结晶 (甲醇)；nap 223．3～227．1℃； lⅡJ ‘ 一 

8．57。(吡啶；c 0．00700)；FAB—MSm／z 477[M (C~H3oO】3) 一HJ ；IR cm～：3401， 

2931．1603，1508．1465，1424，1393，1322，1231，1201，l169，1134，1079，1059，1020，978， 

948，910，889，823，779；uv am：206，222，271； H和 CⅧ R数据见表 4。 

l一0一q—L一阿拉伯吡喃糖基 (6一I)一B—D一葡萄吡喃糖基 一水杨酸甲酯 [methyl 

1—0一 —L—arabinopyranasyl(6一 1)一口一D—glucopyranasyl salicylate](9)，糖浆状 ；FAB 

— Msm／z：445[M (C19 H26Ol2)l—Hj一；m v cm～：3417，2923，l71l，1648，1602， 

1491，l453，1310，1264，l171，1077，1008，913，865，766；Uv “nrn：205，231，287； H 

和 C NMR数据见表 4。 

Reiniose F『n—D一 (3一O一 (一D一葡萄吡喃糖基)(6一O一白芥子酰基) 一葡萄吡喃 

糖基 (1—2)B—D一 (3一O一白芥子酰基)一果呋喃糖][a—D一 (3一O一 (一D—glueopy— 

ranc6y1)(6一O—sinapoy1)～glueopyranosyl(1—2) 一B—D一 (3一O—sinapoy1) 一fmctofum— 

n0se](10)，黄色无定形粉末； [ ] 。一31 67。(MeOH；c 0．00371)；FAB一 俗̂ m／z：915 

[M (GoH兜OM)一H]一，709[M—H一206]一，223[M—H一2O6—3(162] ；IR —KBrcm～： 

3404．2940， 1702． 1633， 1605， 1517， 1460， 1428， 1376， 1341， 1288， 1258， 1226， l178， 

l157．1116，832；UV “11111： 205
， 240，331； H和”C NMR数据见表 l和表 2。 

黄花远志素 (aril／alzin)G[3，5一= 一c—p—D一葡萄毗喃糖基 一2，4，6一三羟基 一 

苯基 一苯酮 ] (3，5一C—di一口一D—glueopyrano~l一2，4，6一ttlhydmxybenzophenone)【11) 

黄色无定形粉末；[ ] +103．97。(甲醇；c 0．00315，)；FAB—Ms m／z：553 lM ( 

o14)一H]一；IR 一Kgrcm～：3354，2924，1621，1453，1327，1280，1223，1124，1081，1023， 

887，848，818，746，636；uv nm：213，246，305；” C NMR (500NI-Iz，CD30D)： 

g107．60(C～1)，160．5l(C一2，C一6)，105．33(C一3，C一5)，161．80(C一4)，200．69(C一 

7)．142．40(c—l )，129．59(C一2 ，C一6 )，128．86(C一3 ，c一5 )，132．60(c～4 )， 

76．s7(GIc C—1)，74．20(Glc C一2)，79．34(Glc C一3)，71．15(GIc C一4)，82．61(GIc C一 

5)．62．02(e|c c一6)；1HNMR 【500MHz，CD3OD)：艿7 64(m，H一2 ，H一6 )，7．38(121H一 

3 ，H一5’)，7．47(nq，H一4’)，4．92(d，J=9 9Hz，GlcH—1)． 

2一羟基 一3，4一二甲氧基0山酮 (2一hydroxy一3，4一dimethoxyxanthone)(12)黄色结晶 

(氯仿 一甲醇)，FAB—Msm／z：273[M (C15H1205) +HJ ；IRv眦KBrG-m ：3140，1642，1612， 

1469．1425，1372，1318，1277，1225，1182，1136，108l，1033，1018，971，952，874，747；UV 

mn：277，299，331，339；”C NMR谱和‘H NMR谱数据见表 3。 

鹅掌楸素 (1iriodendrin)(13)，白色结晶 (甲醇)，负 EM3一Ms谱 m／z：741【M ( 

}I 】8)一H]一，579[741—162]一，417[579—162]一；IR v—KBr cm～：3391，2923，2854， 

1595．1509．1465．1422，1382．1336，1237， 1201，l133，1074，1059，1023，994，897，813； 

uv “nm： 2O7
， 220； C NMR(4OOMHz，DMSO)：舾3．57(C—l，c～5)，85．02(c一2，c 

一 6)，71．33(C一4．C一8)，133．89(C—l )，104．33(C一2 ，C一6 )，152．61(c一3 ，C一 

5 )，137．15(C一4 )，102．75(Glc C—1)，74．16(Glc C一2)，76．49(GIc C一3)，69．96(G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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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4)，77．12(Gle C一5)，60．94(Glc C一6)，56．45(Ome)； H NMR (4oo加 ，DMSO)： 

63．74(1H．s，Orvle)，4．65 4．65(2H，d，J=3．7№；H一2，H一6)，4．94(IH，d，J=5．2№ ； 

Gle H—I)．6．64(2H，s：H一2 ．H一6 )． 

蜡酸 (唧  c acid)(14)EI—MS( V)m／z：382 lM 【c25 o2)j ，368．354，340， 

326．312，298，284，270，456，242，228，214，200，186，172，158，l44，130；IR cm～ ： 

29l9，2850，1了03，1469，1295，94O，722；13C NMR L400MI-k，CIX21，)：8l80．3(C一1)， 

34．1l(c一2)．24．68(c一3)．29．68(17C，C一4 C一2o)，29．07(C一21)，29．24(C—Z2)， 

31．98(c一23)．22．68(C一24)，14．08(C一25)；‘H NMR (400 MHz，CDel3)：占0．86(3H，t， 

J=6．5Hz，H一25)，1．23(br．)，1．61(2H，m，H一3)，2．32(2H，t，J=7．5Hz，H一2)． 

丙三醇 一1一棕榈酸酯 ( vcero]l—palmitate)(15)El—Ms(20 )m／z 330 lM (Cl9H弼 

o4)] ，312，298，284，270，255，239，225，211，196，l82，168，l54，134，1l2，98，84，57； 

IR啦 !2~I1_。：3310．3249．2919．2851．1731．1470．1l80．944，720；”c NMR(50oMHz．cD— 

Cl )：8 174．32(C一1)，24．16(C一2)，24．90(C一3)，29．67(C一4 C—l1)，29．12(C一 

12)．29．22(C一13)，31．90(C一14)，22．66(C一15)，14．06(C一16)，65．16(C一1 )，70．3O 

(C一2 J)．73．37(C一3 )；’HNMR (500 ，CDC13)：62．35(2H，t，J=7．6Hz，H一2)，1．63 

(2H，m，H一3)，1．28(s，br．，H一4toH一15)，O．88(3H，t，J=6．6I-k，H一16)，4．16(2H， 

m．H—l )，3．65(1H．m，H一2 )，3．93(2H，m，H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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