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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水蒸气蒸馏一 乙醚萃取法对从新西兰引种栽培的香蜜儿叶中芳香性成分进行了提取，并用气相色谱 

一

质谱联机技术对其中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共鉴定出51个芳香性有机成分，占香蜜儿叶挥发油提取物总含 

量的99．502 3％。通过对香 蜜儿叶芳香性成分 的分析 ，为香蜜儿香精 香料 的开发提供 了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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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ragrant Ingredients from Fresh Leaf of Boronia heterophylla 

Liu jianjun，Duan Guibin，Uu Xiku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istry and Plant Resources in West China，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A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ose fragrant ingredients from the fresh leaf of Boronia heterophy lla intro— 

duced and cultivated from New Zealand which were extracted by vapor distillation-- ether extraction，and ana— 

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5 1 components was identified and accounted for 

99．5023％ of the total fragrant ingredients．Th is scientific data of components in fragrant ingredients was in 

the interest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ce of Boronia heterophy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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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蜜JL(Boronia heterophylla)又称红波罗尼(Red 

Boronia)，为芸香科 Boronia属植物，原产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著名木本观赏花卉 

植物。云南于2002年引进栽培，在昆明栽培期间发 

现，不但花卉开得茂盛鲜艳，而且新鲜枝叶具有一股 

特殊的柠檬香味，远比原产地气味浓郁。在其原产 

地它的同属植物 Boronia megastigrrl~t Nees．是一种十 

分重要的香料植物，对它的研究也比较多-l引。但对 

香蜜儿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枝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 

研究未见报道。为了探索国内引种的香蜜儿的开发 

应用，我们于 2005年 5月采集其新鲜枝叶对它的香 

味成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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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实验材料及样品制备 

实验材料采自昆明，取新鲜香蜜儿嫩叶430 g， 

剪碎，加入650 mL水，加热蒸馏，保持微沸腾，蒸馏 

8 h，收集蒸馏冷凝液约150 mL，用乙醚100 mL萃取3 

次，合并乙醚部分，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室温减压回 

收乙醚 至无 乙醚 气 味 ，得 淡 黄 色 油 状 液 体 (buf- 

fliquor)11 mL，得香蜜儿挥发油提取物，具柠檬气味， 

提取率为2．56％。 

2 仪器及分析条件 

2．1 气相色谱 

仪器：美 国 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 HP5890。 

30QC2／AC5石英毛细管柱(30 in x 0．32 mil1)。 

条件：柱温 80～280℃，程序升温3℃／min；进 

样温度 250℃；氢 火焰 检测 器 温度 250℃；进样 量 

0．4 uL；分流比50：1；载气为高纯 N2。 

2．2 气相色谱 一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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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美 国 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 HP6890GC／ 

5973MS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GC条件：HP一5MS石英 毛细管柱 (30 In× 

0．25 mm×0．25 ktm)；柱 温 80～240℃，程 序升 温 

3~C／min；进样 口温度240℃；柱前压100 kpa；进样量 

0．08 uL；分流比 15：1；载气为高纯 He气。 

MS条件：电离方式 El；电子能量70 eV；传输线温 

度250℃；离子源温度250℃；质量范围 35～350；采用 

NIST98．L及 wiley7n．1质谱谱图库定性并参考文献加以 

确认。成分定量采用色谱峰的面积归一法。 

3 实验结果 

按上述实验条件进样 分析，共鉴定成分 51个 ， 

占香蜜 儿挥发油提取物 总含量 的99．502 3％，其 中 

单萜 23个 ，占总含量83．675 3％；倍半萜 15个 ，占总 

含量的3．736 1％；二异丙基苯类化合物占总含量的 

7．189 1％。含量大于l％的占92．327 1％。其中二 

异丙基苯类化合物可认为是其特征性化合物。含量 

最高的为柠檬烯(dl—limonene)，含量为33．893 6％； 

其次为(一)一a一蒎烯[(一)一a—pinene]，含量为 

24．516％，a一 异 松 油 烯 (a— terpinolene)含 量 

5．723 0％， 一月桂烯 ( 一myrcene)含 量3．983 0％ ， 

1，7一二甲基 一1，3，7一环癸三烯(pregeijerene)含量 

3．897 l％，4一甲基 一4一乙烯基 一3一异丙烯基环己 

烯(geyrene)含量3．326 9％。分离鉴定结果如表 1所 

示 。 

表 1 香蜜儿叶水蒸气蒸馏——乙醚萃取物气质联用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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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 1中化合物序号按保留时间从小到大排列 

4 讨论与小结 

从表 1可以看出，香蜜儿叶中芳香性化学成分 

比较复杂，主要成分 d1一柠檬烯(33．893 6％)和 a一 

异松油烯(5．723 0％)含量比较高，有一定的开发应 

用价值。 

文献L5 J报导了芸香科 Boronia属的其它种中所 

含的主要化学成分：醋酸冰片(B．1atipinna)，香茅醇 

(B．citriodora)，cyclocolorenone(B．1edifolia)，榄香素 

(B．muelleri)，罗勒烯(B．anemonifolia)，8一紫罗兰酮 

(B．megastigma)，黄樟油精(B．safrolifma)和侧柏酮 

(B．thujone)。而在这些提取物中，8一紫罗兰酮在商 

业上被大量应用于制造香水和香料。 

文献l J报导了 Boronia megastigma Nees．的新开 

花朵和成熟果实中各种主要成分及其含量：在新开 

花朵中8一紫罗兰酮的含量高达408 p．g／g，而在其成 

熟果实中含量降至14 g／g；a一蒎烯在新开花朵和 

成熟果实中含量分别为52 p．g／g和418~g／g；而 B一蒎 

烯在新开花朵和成熟果实中含量分别为55／~g／g和 

165 gg／g；柠 檬 烯 在 成 熟 果 实 中 的 含 量 高 达 

176 79 t~g／g，而在新开 花朵 中的含量 只有 37／~g／g。 

香蜜儿枝叶挥发油化学成分与它们有一定 的相似 

性 。 

从香蜜儿在昆明的生长情况来看 ，说 明对香蜜 

儿的引种是较为成功的。本文前面所述香蜜儿新鲜 

枝叶具有一股特殊的柠檬香味，远比原产地气味浓 

郁，与其叶中较高的柠檬烯含量是分不开的，此种现 

象的出现是引种地环境与原产地的差异还是其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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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造成的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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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的B9(≥45％)I：400倍液和四J1I国光农化有 

限公司生产的矮状素(C≥50％)l：10 000倍液，B9每 

10天 1次，矮状素每 20天 1次，l0天记录 1次结果 

见表 2。 

表 2 柳 兰矮化试验表 am 

注：该表取平均值，*号为现蕾 

试验证明，通过喷施植 物生长调节剂可明显降 

低株高，并且不影响开花质量，同时也可以减轻劳动 

强度。但是矮化素的使用浓度不宜过大，否则易引 

起节问过密而与花穗 比例失调。 

我们引进柳兰栽培过程中，主要采取预防措施， 

-+ -+ -+ -+ —+ -+ -+  

每年春季 ，在植株萌动时用10％苯醚甲环唑 1：1 500 

倍液~1140％氧乐果乳油 l：2 000倍液喷雾，每 10天 1 

次 ，连续 3次。整个生长期 间注意 田间管理 ，及时中 

耕、除草、施肥，未发现病害，仅发现局部遭芽虫侵 

害，用乐果或敌敌畏除杀即可。 

6 结 论 

通过引种及园艺栽培试验证明 ，柳兰的人工栽 

培是可行的，无论在株型、花径及观赏效果，都比在 

野生状态下生长有较大提高。柳兰引种栽培成功将 

为园林提供优良绿化品种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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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从已知的 Genebank中的序列和实验 的结 果对 

比显示，根据文献显示灵芝大亚基核糖体基因是鉴 

别和控制灵芝蛋白质合成的重要基因，中科一号灵 

芝经过太空诱变后，其灵芝大亚基核糖体基因主要 

的片断序列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灵芝这一古老的 

品种是我国中药领域的瑰宝，对灵芝的研究特别是 

从分子水平的研究越来越迫切，灵芝基因组的研究 

在我国还是处于刚起步阶段，灵芝核糖体大亚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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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报道在 国内还属于首次 ，这 为以后对灵芝的基 

因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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