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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裂前胡的香豆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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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I 摘 要 细裂前胡 岫出-蜘讹 帅l~'anch。(伞形科)是云南西部应用的前胡地方品 
种，从其根的乙醇提取物中经硅腔柱层析得到6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香豆素类化舍物： 

伞形花内醋(um~elliferone)(1)．佛手柑内醑(bergaplen)(2)．1aserpiUn(3)-异白花前胡丁紊 

(帅。删曲1)(d)}其它化合物：阿魏酸(ferulic acid)(5 ，B_答甾郾哆 I。目 r0 ． ／ ． 
糊  

， 呷 
细裂前胡Peuce~nm m “m Franch．，是伞形科前胡属植物，产于云南西部，在鹤庆、洱1 

源、维西等地用作中药前胡的代用品，称旱前胡，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作为中药前胡研究的一 

部分工作，我们研究了它的化学成分。 

从细裂前胡根的乙醇提取物中经硅胶柱层析得到 6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香豆素类化合 

物：伞形花内酯(umbellfferone)(1)，佛手柑内酯(berg~pten)(2)，laser~tin(3)，异白花前胡丁素 

(anomalin)(4)}其它化合物：阿魏酸(ferulic删d)(5)， 各甾醇(B_sit0s把ro1)。 

细裂前胡主要含香豆素类化合物(2．33 )，其中又以角型二氢吡喃香豆紊(1．8 )为主。 

香豆素类化合物是中药前胡的主要生理活性物质，在香豆紊化合物结构类型上，细裂前胡和正 

品白花前胡是一致的，总香豆素含量亦较高“ 。而且，来源于细裂前胡的药材和《云南省地方药 

品标准》所载的旱前胡很类似，所以，我们认为细裂前胡可以用作中药前胡的代用品种。 

1 实验仪器、条件和材料 

熔点用 Yarmco显微熔点仪测定，温度未校正。IR用 PE-577红外光度仪测定。旋光用 

WZZ-1旋光仪测定。 H—NMR用BrukerAM-400核磁共振仪测定，CDCIs为溶剂，TMS内标。薄 

层层析用硅胶 G板，柱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硅胶 G薄层层析展开剂为环己烷一乙酸乙酯(A．10 t 5fB．10：3)。 

样 品采于云南省洱源县 (1993)，植物标本经作者之一刘启新先生鉴定为细裂前胡 

Pezr~ m Ⅲ  妇 m F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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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取分离 

细裂前胡根 450g粉碎后以95 

乙醇回流提取(1200ml×3)，回收乙 

醇得棕红色漫膏 738(16 )。乙醇提 

取物经硅胶桂层析，以环己烷-乙酸 

乙酯溶剂系统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1(o．23g)，2(2．128)，3(2．45g)， 

4(5．7s)，5(1．3s)，B-谷甾醇(0．34g)。 

3 结构鉴定 

R OH 

4R： OO( 

3．1 化合物 1 ⋯ 

白色针晶(丙酮)，紫外光下稍显 

浅蓝色荧光，mp．218~221℃．JR(KBr)cm-‘{3180，1700，1675，1600，1550，1 450，830。和伞形花 

内酯标准品(Si~,ma公司)对照，IR，TLC(展开荆 A)一致。 

3．2 化台物 2 

白色针晶(丙酮)，紫外光下显浅蓝色荧光，m 185～188℃。JR(KBr)em～：1725，1 620， 

1600，1575，1 470，1360，l120，895，820，750。和佛手柑内酯标准品嗍对照，JR，TBC(展开剂 B)一 

致。 

3．3 化合物 3 

浅黄色玻璃状，紫外光下显蓝紫色荧光，[ 一47。(c 0．12，CHCIs)，JR(film)cm-。：3540~ 

3300，1740~1700，1610，1495，1460，1150～1025，840，MS m／z( )：344[M ](6)，326(17)， 

261(35)，203(55)，83(100)。 H-NMR 5 ppm；7．62(IH，d，J一 9．5Hz，4-H)，7．35(1H，d，J= 

8．2Hz，5-H)，6．79(1H，d，J一8．2Hz，6-H)，6．52(1H，d，J一4．9Hz，4，-H)6．20(IH，d，J一9．SHz， 

3-H)，4．11(IH，d，J一4．9Hz，3'-H)，3．78(1H，br．s，3'-OH)，1．49，1．45[each 3H，br．s，2 -gem 

(CH3)2]，6．08(1H，br．q，J=7．0Hz)，1．98(3H，br．d，J一7．0Hz)，1．88(3H，br．s)(an8eloy1)。其光 

谱数据和文献报道的lase~itm[ 基本一致，故确定其为laser0itin。 

3．4 化台物 4 

白色块晶(丙酮)，紫外光下显蓝紫色荧光，mp．168～171℃。[a卫一37。(c 0．80，CHCl。)．IR 

(KBr)cTn～：1740~1700，1625，1600，1575，1450，1240～1050，8550，MS m／ ( )：426[M ] 

(10)，326(85)，311(45)，287(50)，229(100)，83(85)。和异白花前胡丁紊标准品 对照，IR， 

TIC(展开剂 A)，MS， H—NMR一致。 

3．5 化台物 5 

无色针晶(丙酮-乙醇)，紫外光下稍显蓝色荧光，mp．167～169"C。JR(KBr)cm-。：3440， 

3200~2500，1690~1600，1510，1 465，1 435，1275，1205，850，800。和阿魏酸标准品 对照，lR， 

TLC(展开剂 A)一致。 

致谢 在样 调查采集十，得到大理州药捡所，耳彝县民 ±镣益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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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MARINS OF PEUCEDlAN UM  M ACILEN TUM  FRANCH． 

Rao Gaoxiong，Song Hongyan，W ang X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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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u Qixin 

(Jia~gsu 妇 D， 聊， Nanjing 21001 4) 

Sun Handong 

(Kunmmg  ̂ 9 D，Botany， Kunming 650204) 

Abstract From the roots of Peucedanum 缸m Franch．．which is used as a sub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an—Hu in the Yunnan province．six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known coumarins umbelliferone(1)，bergapten(2)，laserpitin(3)，anoroal~(4)and other compounds 

ferulic ac．d(5)，e,-sitostetoi． 

Key words Qian—Hu，Pev．cudanum madlervlum Franch．，Couma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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