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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叶香茶菜中的紫罗兰酮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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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白叶香茶菜 l~don 批 (DIl硼)Klldo地上部分的丙酮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 1 

个新的紫罗兰酮类化合物和 6个黄酮类化合物，经 m，UV，MS， m波谱数据分析，其结 

构分别确定为：l3一羧基布卢姆醇 C(1)，5，7，3 ，4 一四甲氧基黄酮 (2)，线蓟紊 (3)， 

5一羟基 一6，7，3 ，4 一四甲氧基黄酮 (4)，3 一羟基 一5，7，8，4 一四甲氧基黄酮 (5)， 

异甜橙紊 (6)和异槲皮紊 (7)。其中，化合物 2—7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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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埘 ：A Ilew iollone derivative and six known tlavonoids weIe isolated from the aerial pare ot"Isodon 

1PJ (Ounn)Kudo．Their slmelures were respectively elucidated as 13-cadx~-blumenol C(1)， 

5，7，3 ，4 -tetramethoxy~vone (2)，eirsiliol(3)，5-hyaroxy-6，7，3 ，4 -tetramethoxy~vone 

(4)，Y-hyaroxy-5，7，8，4S-tetm ethox~ 'vone(5)，isosinemetin(6)and i~quereetl'in(7)，ba8ed 

On their spectra analysis．All ot"the six tlavonoids Wel'e reported fil~ y from this plant． 

1 ：Isodon leu,~ ruus；Labiatae；13-cadmxy-blumenol C；Flavomids 

Alxlndm  diterpenoids in Isodon speci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m ot"many phytochemists．However，litemtllres 

about the non-diterpenoids in genus Isodon have been seldom reOorted．Isodon leucophyUus(Dunn)Kudo h船been also 

proved to be rich in diterpenoids(Chert d a／，1999；Liao d a／，1997，1998)．In conlJn~ on ot"our rese 1 work 

Onthis 呲 collectedin 0flgdiaJ1 ，aIlewionone derivative(1)and six knowntlavonoids(：2-7) 0b 

besides a large amount ot"diterpenoids．This pltpel"presents the isolatlon and stnleture elucidation ot"the rx哪 c0n卜 

p0II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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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2=R4=H．RI=R3=Rs=RF OCH3 

4：R4=H。RI=OH． =Rs=Rs=Rs--OCH3 

6：R2=H。RI=R3=P,4=Rs=R6--OCH3 

7 

3：R4=H．RI=Rs=RFOH。R2=R3--OCHs 

5：R2=H．R~--OH．RI=R~ P,4=FIs--OCH3 

R Ill伍 and Disa塔si佃  

C0lI】 Ind1 I1asthemolecularformula cl3 I)．byI1e罢 v争i∞ lli resolutionfI衄 一MS(0b日d 239．1283，calcd 

239．1283)．In the NMR叩ec of 1，the characteristic signals 0f two te】 ary methyls[ 27．8(q)，28．3(q)； 

1．03(3H，s)，1．01(3H，s)]，0Ile蛐 methyl[ 24．2(q)， 1．30(3H，d，．，=6．0Hz)]and 0Ile qIla． 

ternary cairn[＆36．5(s)]we showed in lli field，t0咖 withthirteen cmbons in its molecularfoern,,l~，indic=一 

ing an ionone-like skeleton 0f1．An口， Ilr杖Inl moiety deduced by the following sl,~ na t．．1atst~UV at 珥 ∞ at 

Fig．1 The key肿 C (}}+C)and 

ROEsY(HHH)(XHT~diotl8 0f 1． 

240舯 ，IR band at 1774锄  and C N姗  at 200．3(8)， 

130．0(d)，155．9(s)and。HN姗 啦 at7．10(1H，s)．Fromthe舳 C 

~eemma of1，two AB system 姗 岛[ 2．28，2．68(each 1H，d，．，= 

17．2Hz)]due to l|2—2 sllowed cr0s8 peaks with the keto ear l earbaa and 

the twote arymethyl ca／boriswhich跚璎；e或edthe口， IlI域Inlr删 moie~atC 

一 5，C一4 andC一3．Cr=~ ingthe”CN m  dam of1withn的∞ 0fbh嘲 lol 

C(1a)(Toshio d a／，19SS)， only dit[e~mee is tll砒a c习吐 a mIlyl 

carbon at 170．4(s)嘲 Ie by am嘶 l 粤柚lat 24．5(q)inBu- 

mend C，which规 that Me-13 0fla嘲 ~~idatedinto a n c group in 1．HMBC o0n ∞ H一6[ 2．97 

(1H，t，．，=6．3I )]tothe翻 ic cai n o0 lmedthe above(Ie ∞．H一6嘲  tem面ed鹧 僵 嗽 ∞ onthe 

basis 0fROESY oa喂 be H一7[ 2．31(1H，m)]and 一ll[ 1．Ol(3H，e)]． n Iel丑噍i、ne嗽舶0dH try 

0fC一9嘲 l~mera]ly cor,~kleredto be龇 鹧that 0flamer,ol C，ju电iI from very面衄盯 CNMR d=a越C一8，C一9 

and C—10，ard 、Ie l'O#~tltlOl'l v 嘲 in b0tlI oompo,=a~．Tl璐 ，1惴 ducklated as 13．car hhm md C． 

c0Ⅱ Inds2—7 determined as 5，7，3 ，4 一teI瑚嘁嚏ll呱ynav僵le 2(C 朗 d ．，l984)，ci础 d(5，3 ， 

4'- lly击但 ，7_dimd】 n伽 )3( 面 d df，l~ra)，孓 也砸 ，7，3 ，4 一te 唧dk叼 vo∞ 4(Karl d nf， 

l~S9)，3'-l~,dro0q,-5，7，8，4 一teI删地 目【y丑av0lIe5( d ，1984)，i80自iI既髓 (5，7，8，3 ，4'-pmt=a=e- 

tl加 Ⅱ鲫Dne)6(George d nf，1984)and is0qu 蛐 (3．()_ I)． 呻sy1—5，7，3 ，4'-tet~ vone)7 

(Wahono d a／，1991)respectively by cl舶 lg their叩 data with those rel in literamr~． 

Experhne~tal 

G咖 1 0I c8l rot~ot,1 w88 reconled on a SEPA一300 p0lalin咖 ．UV specu-um w88 obtained on a UV 210一A 

． m  s 瑚 惴 measured oilaBio-Rad 一135 KBr ．1Dmad2D N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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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taken on a Bruker AM 一400 and DRX一500 i璐mln嘲flt with IMS 0,8 internal standard．resoecfively． 

131m r Material Ik  aerial parts 0f I．1e,,cophyU,,,were collected in Zhon~iian C‘mnty，noahwest 0fYunnan PIUv． 

ince in Octobelr200l，and wei'e identitied by PI es8∞Li Xi．W胁． vouchelr specimen(1 Ol一10—183)is ． 

ited in Laboratory 0f Phytochemistry，I(1l姗 irlg Institute 0f B船 Iy，aliI妊 Academy 0f Sciences． 

血蜘 and i岛0●删_岫 1he dried and powdered aerial pI蛐b(2．1 I,g) 积 with70％ aq．acetone at 

room temoerature for4X 24 h．，Ille eXtl-tlet was concentrated in yaCilO and filtered to l'ell'love pi~aent．then the filtrate 

惴 partitioned between EtOAc and 0． EtOAc eXtl-tlet(57 g)惴 subjectea to column chr,n t,,gr~ OVer silica 

gel and eluted with cHcI3／Mo2CO(from l：O toO：1)to give sevenfl~ction8．Then c0I 2(30 )，3(45 )， 

4(70 mg)，5(12oIIlg)and 6(24 mg)wei'e purified from the CHCI3／／~e2CO(9：1)fl~lJon，1(14 )and 7(840 

mg)wei'e obtained from the CHCI3／Mo2CO(6：4)fl~lJon after repe．tly column chr,n t,,gr~  

Table 1 。H and。 C N腿 spect~l data for1 and la 

C0． _脚 1，eolodess gum，cl3 q，[口] = +57．76(c o．29，M删 )；Uv (1g￡)：218(3．98)， 

240(3．83)nnl；m ：3439，1774，1645 cIn～；FAB MS(I ve)mlz(％)：239[1VI—H] (10o)；ⅡMs 

(70 eV)mlz(％)：222[1VI一 0] (54)，斯 (14)，195(21)，179(24)，l68(35)，153(22)，138(33)， 

123(45)，109(4o)，93(79)，79(24)； H N眦 and C N眦 da盘a(in N)see Table 1． 

Ct棚 2，yellow crystals，CI9Hl8o6， C N眦 (100 一̂口 ，DMSO-d6)8：161．2(s，C一2)，l08．3(d， 

C一3)，176．5(s，C一4)，152．5(s，C一5) 96．7(d，C一6)，164．3(s，C一7)，93．7(d，C一8)，152．5(s，C 

一 9)，108．3(s，C一10)，124．5(s，C—l )，109．8(d，C一2 )，l印．1(s，C一3 )，l6O．6(s，C一4 )，112．1 

(d，C一5 )，119．9(d，C一6 )，56．1，56．O，55．8 and 55．7(each q，O )；。H N眦 (41)0加 ，DMSO-d6) 

8：7．65(1H，dd，．，=8．4，2．2|Iz，H一6 )，7．57(1H，d，．，=2．2|Iz，H一2 )，7．06(1H，br d，．，=8．4 

|Iz，H一5 )，6．85(1H，d．．，= 2．3|Iz，H一8)，6．70(1H，s，H一3)，6．55(1H，d，．，= 2．3|Iz，H一6)， 

3．84，3．82，3．79 and 3．78(each 3H，s，O )；EIMS mlz(％)：342[1VI] (10o)，325(2o)，313(42)，296 

(45)，281(6)，269(8)，241(7)，226(7)，162(15)． 

C(棚 3，yellow cIystals，C订Hl4 o7，bC N眦 (100 一̂口 ，DMSO-d6)8：165．1(s，C一2)，l∞．5(d， 

C一3)，182．9(s，C一4)，152．9(8，C一5)，132．7(s，C一6)，159．4(8，C一7)，92．2(d，C一8)，153．4(s，C 

一 9)，105．9(s，C一10)，122．4(s，C—l )，114．3(d，C一2 )，146．6(8，C一3 )，150．7(s，C一4 )，116．9 

(d，C一5 )，l19．9(d，C一6 )，60．9 and 57．2(each q，O )；。H N眦 (41)0加 ，Dl—c弓 d6)8：7．39(1H， 

8，H一2 )，7．38(1H，d，．，=8．0|Iz，H一6 )，6．89(1H，d，．，= 8．0|Iz，H一5 )，6．74(1H，8，H一8)． 

6．63(1H，s，H一3)，3．87 and 3．71(each 3H，s，O )；EIMS mlz(％)：328[1VI一2H] (10o)，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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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18)，285(16)，268(6)，180(15)，152(31)，133(12)，68(2O)． 

Cu lm ~4，yellow crys~ ，c悖HI8 o7，BCN腿 (100舭 ，D d6)艿：164．0(s，C一2)，lc-4．4(d，c一 

3)．182．5(s，c一4)，153．2(s，c一5)，132．7(s，c一6)，158．7(s，c一7)，90．6(d，c一8)，153．2(s，c一9)， 

lO6．1(s，C—lO)，123．8(s，c—l )，111．2(d，c一2 )，149．3(s，c一3 )，152．3(s，c一4 )，lO8．8(d，c一5 )， 

l20．1(d，C一6 )，60．8，56．3，56．1 and56．0(eachq，ocrt3)； HN腿 (4OO加 ，D1VISO-d6)艿：7．50(1H，dd， 

．，=8．4，1．6 ，H一6 )，7．31(1H，d，．，=1．6 ，H一2 )，6．96(1H，d，．，=8．4 ，H一5 )，6．58(1H， 

s，H一8)．6．53(1H，S，H一3)，3．97，3．96，3．95 and 3．91(eacll 3H，S，OCI'I3)；E珊s mlz(％)：356【M一 

2H]’(100)，34l(85)，327(加)，313(17)，29r7(6)，280(4)，255(5)，l8o(7)，162(15)，l52(37)． 

血 5，yellow crystals，cl9H1807，1：3C N胍 (10oⅧ ，D砸 d6)艿：l61．6(s，C—1)，l06．9(d， 

C一3)。l76．8(s，C一4)，152．5(s，C一5)，98．1(d，C一6)，158．4(S，C一7)，l40．7(s，C一8)，l54．9(s，C 

一 9)，112．8(s，C一10)，l24．1(s，C—l )，112．8(d，C一2 )，l47．6(s，C一3 )，l51．6(s，C一4 )，113．6 

(d，c一5 )，119．1(d，c一6 )，62．8，62．0，57．4 and 56．7(each q，oat3)； H N m (4OO舭 ，D ,／6) 

艿：7．30(1H，br d，．，= 8．5 H ，H一6 )，7．21(1H，S，H一2 )，6．96(1H，S，H一6)，6．88(1H，br d，．，= 

8．5 ，H一5 )，6．39(1H，S，H一3)，3．75，3．67，3．60 and 3．57(each 3H，S，O )；ⅡMs mlz(％)：356 

[M一2H] (34)，34l(100)，326(11)，311(13)，294(11)，267(4)，180(2)． 

c0 6，yeuow crystals， o7， H N船 (4O0舭 ，硎 )艿：7．68(1H，br d，．，=8．4 ， 

H一6’)。7．61(1H，br S，H一2’)，7．13(1H，S，H一3)，7．08(1H，brd，．，= 8．4 H ，H一5’)，7．0l(1H，s， 

H一6)，4．17，3．93，3．83，3．81 and 3．8o(each 3H，s，O )；ⅡMs mlz(％)：372[M] (52)，357(1ll1)， 

34l(28)，313(9)，282(4)，195(7)，179(8)，167(28)． 

血 7，yellow ， 1 Ol2， HN胍 (4O0Ⅷ ，D砸 d6)艿：7．57(1H，d，．，=8．8IIz，H 

一 6 )，7．56(1H，S，H一2 )，6．83(1H，d，．，： 8．8 H ，H一5 )，6．39(1H，d，．，= 2．0 H ，H一8)，6．19 

(1H，d，．，=2．0 ，H一6)，5．44(1H，d，_，=7．3 ，H—l )；nI ( ve)mlz(％)：463[M—H] 

(100)，301(47)；Ⅱ MS(％)mlz：302(1130)，286(8)，273(15)，245(9)，229(9)，l53(13)，l37(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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