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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探讨中药青黛的合理服用方法!
郭丹丹!!徐!静!郝永彪!李!隽!陈爱芳"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剂科!北京!$#""#=$

中图分类号!E=>"$E="AF" 文献标志码!G 文章编号!$@A"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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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基于中药青黛"青黛包煎液和不同厂家青黛配方颗粒中有效成分&靛蓝和靛玉红)的含量测定!以及其含量差异的
分析!探讨青黛的临床合理服用方法# 方法+采用液相检测!色谱柱为 V’*520]b2+.358$B 柱&<F@ OOo"?# OO!? .O)*进样量为
$# .(*以甲醇4水&@l@nA#l>#)为流动相进行洗脱!流速为 $F# O(DO+-*柱温为 >? }*aIG检测器检测波长为 @#@ -O&靛蓝)"
"=" -O&靛玉红)!同时测定青黛饮片"包煎液和颗粒中靛蓝和靛玉红的含量# 结果+青黛饮片中靛蓝"靛玉红的含量为 $?F?i"
#F$Bi!青黛颗粒 $中靛蓝"靛玉红的含量为 <F=i"#F$<i!青黛颗粒 "中靛蓝"靛玉红的含量为 BFBi"#F$>i!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一部%&"#"#年版)的要求&靛蓝含量不得少于 "i!靛玉红含量不得少于 #F$>i)# 在青黛饮片"青黛包煎液和青黛
配方颗粒中!青黛饮片中靛蓝"靛玉红含量最高# 结论+根据实验结果!推荐临床上使用青黛饮片时直接冲服或入丸剂"散剂!效果
较好!不建议采用青黛布包后入煎剂的方式#
关键词!青黛* 颗粒* 靛蓝* 靛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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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A 年昌平区卫生科技发展专项#中医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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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药师) 研究方向"中药临床药学) %4O’+("3),.’-.’-4>$>S
$@>:P,O

!!青黛是爵床科植物马蓝*蓼科植物蓼蓝或十字花科植物
菘蓝的叶或茎叶加工品+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和泻火定惊
之功效+是临床较常用的中药.$/ ) 研究结果表明+靛蓝*靛玉
红等吲哚类成分被认为是青黛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保肝*消
炎和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4@/ ) 青黛的炮制加工主要在原
产地进行) 在炮制加工的过程中+原植物茎叶中的物质会进
行转化+变为靛蓝与靛玉红) 现行青黛的炮制加工多采用水
飞法+该方法成本较低*便于操作+而且可以除去青黛中含有

的石灰*重金属等杂质+能够提高青黛的质量.A/ )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近年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目前中药

材不局限于传统的中药饮片+还出现了小包装*单味药配方颗
粒等多种形式的中药) 不同形式的中药因其特有的优势在中
药市场上占据着不同的地位) 其中+配方颗粒近年来发展较
快+其是单味中药饮片经过水提*分离*浓缩*干燥和制粒而
成+因服用方便*便携和保存期长+在临床上受到了更多患者
的接受) "#"$年 " 月 $# 日+中药配方颗粒结束试点工作+质
量监管正式纳入中药饮片范畴.?+B4$$/ )

青黛宜入丸剂*散剂+外用适量+但临床上常采用布包后
入煎剂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年版$规
定+中药青黛按干燥品计算+含靛玉红#8$@N$#;"J"$不得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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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含靛蓝#8$@N$#;"J"$不得少于 "F#i
.$/ ) 但对于包煎

后的青黛煎液和青黛颗粒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并未作出更加明
确的说明) 因此+为明确中药青黛的临床合理服用方法+本研
究收集了 >种不同形式的中药青黛+分别为青黛饮片*布包后的
煎煮液#包煎液$和配方颗粒剂+采用液相法+在相同色谱条件
下对不同形式的中药青黛同时测定其有效成分靛蓝*靛玉红的
含量) 通过实验结果对比+可进一步明确不同形式中药对有效
成分含量的影响+可为提高中药青黛临床服用方法的合理性提
供参考)

@A材料
@B@A仪器

\G$##>b型电子天平 #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Z\I"#I4Y型煎药机#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Y84"#Gc型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BCA药品与试剂

青黛饮片#北京本草方源药业有限公司+批号为 "#$@$$"?$%
青黛颗粒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批号为 $##?#?$>$%青黛颗粒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批号为 $=#<<B$$$%青黛包煎液#青
黛饮片由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代煎+批
号为 "#$=$$"?$%靛蓝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为
$$#A$@4"#$@$"$%靛玉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为
$$#A$A4"#$B#?$%三氯甲烷#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分析纯$%无水
硫酸钠#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分析纯$%水合氯醛#北京化学试
剂公司+分析纯$%;+;4二甲基甲酰胺#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分
析纯$%甲醇#美国 +̂0652公司+色谱纯$)

CA方法
CB@A色谱条件

参考相关文献.$"4$A/ +对靛蓝和靛玉红进行色谱分析) 色
谱柱为V’*520]b2+.358$B 柱#<F@ OOo"?# OO+? .O$) 进样
量为 $# .(%以甲醇4水#@l@nA#l>#$为流动相进行洗脱+流速
为 $F# O(DO+-%柱温为 >? }%aIG检测器检测波长为 @#@ -O
#靛蓝$*"=" -O#靛玉红$+对应分析时间为 $?*># O+-+各测试
样品平行测定 "次+最终结果取平均值)
CBCA溶液的制备
"F"F$!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靛蓝标准品 "F? O3+
置于 "?# O(容量瓶中+加 "i水合氯醛的三氯甲烷溶液#取干
燥 "< 6后的水合氯醛 "F# 3+加三氯甲烷至 $## O(+静置至出
现浑浊+以无水硫酸钠脱水+滤过+即得$溶解+超声处理#功率
"?# V+频率 >> _NT$$F? 6+冷却至室温#"? }$+定容+摇匀+
即得每 $ O(中含靛蓝 $# .3的靛蓝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
取靛玉红对照品 "F? O3+置于 ?# O(容量瓶中+加;+;4二甲基
甲酰胺适量+超声处理#功率 "?# V+频率 >> _NT$使溶解+冷
却至室温+定容+摇匀) 精密量取上述溶液 $# O(+置于 $## O(
容量瓶中+加;+;4二甲基甲酰胺至刻度+摇匀+即得每 $ O(中
含靛玉红 ? .3的靛玉红对照品溶液)
"F"F"!供试品溶液的制备"#$$青黛包煎液) 采用临床常用
的服用方法和相应剂量获得+即用青黛饮片 $# 3煎煮 ># O+-+
煎煮液过滤+最后浓缩成 $## O(即得+称重 $#= 3) #"$靛蓝供
试品溶液) 取样品#G4$ 为青黛饮片%b4$ 为青黛颗粒 $%84$
为青黛颗粒 "$<# O3+精密称定细粉置于 "## O(容量瓶中+加

"i水合氯醛的三氯甲烷溶液 $B# O(超声#功率 $$ V+频率
$## _NT$># O+- 使其溶解溶解+冷却至室温+定容+摇匀+用
#F<? .O尼龙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包煎液粉末标记为
I4$样本+称取包煎液粉末 $B? O3#青黛包煎液冷冻干燥得$
于 "## O(容量瓶中+加 "i水合氯醛的三氯甲烷溶液 $B# O(
超声#功率 $$ V+频率 $## _NT$溶解 ># O+-+放至室温+用 "i
水合氯醛的三氯甲烷溶液定容至刻度+混匀+过 #F<? .O尼龙
滤膜过滤+取续滤液+上机备用) #>$靛玉红供试品溶液) 取
样品#G4"为青黛粉末%b4"为青黛颗粒 $%84"为青黛颗粒 "$
?# O3精密称定+细粉置于 "? O(容量瓶中+加 ;+;4二甲基甲
酰胺 "# O(超声#功率 $$ V+频率 $## _NT$># O+- 使其溶解+
定容+摇匀+用 #F<? .O尼龙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包煎
液粉末标记为I4"样本+称取包煎液粉末 $B? O3#青黛包煎液
冷冻干燥得$于 "? O(容量瓶中+加 ;+;4二甲基甲酰胺 "# O(
超声#功率 $$ V+频率 $## _NT$溶解 ># O+-+放至室温+用;+
;4二甲基甲酰定容至刻度+混匀+过 #F<? .O尼龙滤膜+上机
备用)
CBDA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靛蓝和靛玉红的对照品溶液 #F?*$F#*"F#*
>F#*?F#和 AF# O(+分别置于 $# O(容量瓶中+用 ?#i甲醇定容
至刻度) 分别精密吸取上述各浓度的对照品溶液 $# .(进样+
按,"F$-项下所述色谱条件测定+记录峰面积) 以进样量#A$
为横坐标+色谱峰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CBEA青黛含量测定

取青黛饮片*青黛包煎液和青黛颗粒+按照,"F"F"-项下
方法配制所需溶液+并照,"F$-中所述条件进行测定+并计算
各样品中靛蓝*靛玉红的含量)

DA结果
DB@A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通过线性关系考察+得到靛蓝标准品的回归方程 %n
"AFA>= AH"F#$?#*n#F=== B$+靛玉红标准品的回归方程为
%n$?F?#B AH#F#?B < #*n#F=== A$) 表明靛蓝在 $BF@@ e
"@$F"< .3范围内+靛玉红在 $F#<e$<F?A .3范围内+与峰面
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标准品的液相图见图 $’")
DBCA靛蓝和靛玉红供试品的色谱结果分析

按照,"F$-项下色谱方法+将制作好的供试品G*b*8和I
<个样品进行液相分析+每个样品进行 " 次平行实验+所得结
果见表 $’"+液相色谱图见图 >’<) 由表 $ 可知+青黛饮片*
配方颗粒中靛蓝的含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年版$标准) 其中+青黛饮片样品中靛蓝的含量最高+为
$?F?i%包煎液中靛蓝的含量低于下限值+未检出) 由表 " 可
知+青黛饮片*配方颗粒中靛玉红的含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一部(#"#"#年版$标准) 其中+青黛饮片中靛玉红
的含量较颗粒剂*包煎液高+为 #F$Bi%包煎液中靛玉红的含
量低于下限值+未检出)

EA讨论
EB@A布包存在不影响煎煮效果

包煎液中靛蓝*靛玉红的含量低于下限值+未检出+考虑
到可能是由于布包存在造成青黛没有煎透的原因+为了验证
是否有此种因素干扰结果+采用,"F"F"-中相同的方法+煎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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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标准品液相色谱图"靛蓝#)IFI )3’E )3"@BFF#*
P.8 @AV.Q+.-5N%(30&(8%03".)-.8(#)IFI )3’E )3"@BFF#*

图 CA标准品液相色谱图"靛玉红#)CdC )3’E )3"@BFF#*
P.8 CAV.Q+.-5N%(30&(8%03".)-.%+G.)# )CdC )3’E )3"@BFF#*

表 @A样品中靛蓝目标物检测结果
20G@A?$&$5&.()%$*+1&*(4.)-.8( &0%8$&.)*03#1$*

样品编号 称样量DO3 定容体积DO( 峰面积 浓度D#O3DO($ 含量Di 平均含量Di
青黛饮片4平行 $ <@F$? "## """ ?$$ #F#>@ $?F<$ $?F?#
青黛饮片4平行 " <>F>B "## "$# BB$ #F#>< $?F?>
青黛颗粒 $4平行 $ <<F=? "## @B "#B #F#$$ <FB? <F=#
青黛颗粒 $4平行 " <<F<A "## @B #AB #F#$$ <FB=
青黛颗粒 "4平行 $ <"F@" "## $$A B>A #F#$= BFB< BFB#
青黛颗粒 "4平行 " <#F>B "## $$$ #"" #F#$B BFA=
包煎液4平行 $ $B?F## "## <$ "BA ’ ’ ’
包煎液4平行 " $B?F## "## <$ <>" ’ ’
!!注"从中药饮片换算为颗粒时会有当量的转换+即 $ 3颗粒折算饮片的剂量%青黛饮片和颗粒剂会有出入+其中颗粒 $与饮片的当量为 $l"+颗粒 "为 $l$%,’-表示含量低于下限值+未检出

;,*5" Q65- P,-&52*+-312,O*2’.+*+,-’(86+-505O5.+P+-5.5P,P*+,- 7+5P50*,32’-)(50+ *6525+0’P,-&520+,- ,15R)+&’(5-*’O,)-*+ $ 3,132’-)(50+0P,-&52*5. *,*65.,05,1.5P,P*+,- 7+5P500:c6525Q+((
‘5’.+11525-P5‘5*Q55- .5P,P*+,- 7+5P50’-. 32’-)(50,1+-.+3,-’*)2’(+0+ Q6525*655R)+&’(5-*’O,)-*,132’-)(50$ ’-. .5P,P*+,- 7+5P50+0$l"+ ’-. 32’-)(50" +0$l$% ,’- +-.+P’*50*6’**65P,-*5-*+0
‘5(,Q*65(,Q52(+O+*’-. -,*.5*5P*5.

G:饮片%b:颗粒剂 $%8:包煎液%I:颗粒剂 "
G:.5P,P*+,- 7+5P50% b:32’-)(50$% 8:.5P,P*+,-% I:32’-)(50"

图 DA样品中靛蓝目标物检测液相图)IFI )3’E )3"@BFF#*
P.8 DAV.Q+.-5N%(30&(8%03(4.)-.8( &0%8$&.)*03#1$*)IFI )3’E )3"@BFF#*

完成后+撕开布包观察+青黛粉末充分浸润煎透+排除了因存在
布包未煎透造成靛蓝*靛玉红未检出的因素)
EBCA中药青黛在处方中使用时’不宜包煎入药

结合本研究测定的靛蓝和靛玉红含量结果可知+中药青黛
几乎不溶于水+与直接冲服饮片和配方颗粒剂相比+包煎入药
时有效成分煎出量极少+影响临床疗效) 另外+临床工作中发
现+含有青黛的中药处方在我院代煎时+如果采用包煎入药+当

煎煮不充分时+发生过代煎液酸败胀袋现象+考虑可能是青黛
加工过程中残存的石灰在代煎过程中发生再熟化反应) 因此+
中药青黛合理服用方法宜冲服或入丸剂*散剂+不宜包煎入药)
EBDA青黛的配方颗粒剂在内服处方中可直接冲服使用

结合本研究结果可知+中药青黛的配方颗粒剂中靛蓝*靛玉
红含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年版$规定+
临床上在内服处方中可参考青黛饮片服用方法+直接冲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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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A样品中靛玉红目标物检测结果
20GCA?$&$5&.()%$*+1&*(4.)-.%+G.)&0%8$&.)*03#1$*

样品编号 称样量DO3 定容体积DO( 峰面积 浓度D#.3DO($ 含量Di 平均含量Di
青黛饮片4平行 $ ?<F=A "? "<B ?@$ >F=@< #F$B #F$B
青黛饮片4平行 " ??F<# "? "<B A@" >F=@A #F$B
青黛颗粒 $4平行 $ ?"F#A "? $A= >== "FB@$ #F$< #F$<
青黛颗粒 $4平行 " ??FA> "? $=$ =#@ >F#@# #F$<
青黛颗粒 "4平行 $ <=F$A "? $?@ >>A "F<=> #F$> #F$>
青黛颗粒 "4平行 " ?"FB< "? $A< B=A "FAB= #F$>
包煎液4平行 $ $B?F## "? "@ ?A@ ’ ’ ’
包煎液4平行 " $B?F## "? "@ ?"# ’ ’
!!注",’-表示含量低于下限值+未检出

;,*5",’- +-.+P’*50*6’**65P,-*5-*+0‘5(,Q*65(,Q52(+O+*’-. -,*.5*5P*5.

G:饮片%b:颗粒剂 $%8:包煎液%I:颗粒剂 "
G:.5P,P*+,- 7+5P50% b:32’-)(50$% 8:.5P,P*+,-% I:32’-)(50"

图 EA样品中靛玉红目标物检测液相图)CdC )3’E )3"@BFF#*
P.8 EAV.Q+.-5N%(30&(8%03(4.)-.%+G.)&0%8$&.)*03#1$*)CdC )3’E )3"@BFF#*

!!本研究对我院所使用的的中药青黛进行抽查+通过实验结
果可使药师更加了解中药青黛饮片*青黛颗粒和青黛包煎液三
者之间有效成分的差异+为今后合理指导患者用药提供了参
考%同时+进一步检查了我院所用中药青黛的质量情况+以便更
好地掌握我院所使用中药饮片的质量问题+以期更好地为患者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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