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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聚酰胺薄膜层析和在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分析方涪，对国产琵琶柴■(Rtau— 

muria L_)植物茎、叶中所古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测定和比较 ，结果表明 (1)黄酮类化合物在 

琵琶柴属植物各种问有明显的差异，又有相似的趋同性-反映出各类群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种 

问 的相 互 联 系 及 亲 缘 关 系 I(2)新 分 类 群 民 丰 琵 琶 柴 (R．minfengensis)与 琵 琶 柴 (R． 

soongmqca)在形态上很相近-但所古黄酮类化合物反映出两者问的差异，结合形态学上的区 

别．支持将前者作为种级单位的新分类群处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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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lavonoid compounds of Reaumur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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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lavonoid compounds of stems and foliages of 4 species of Reaumuria L． 

were extracted and determined，meanwhile their chromatography spectrums by the 

method of polyamide thin film and absorption spectrum by HPLC method using uhravio— 

Iet as medium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1)the flavonoid compounds of differ． 

ent species in Reaumuria L．were existed obvious diffefence．but were also existed the 

common of similar characteristics，which they was reflected that those taxa (species) 

were independent each other，and among them was existed relationships．And (2)Based 

on analysis of tWO spectrums above，new species R．mingfengens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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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d species R．soongorica，the evidences indicated that the former was considered as a 

goo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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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柴属 (Reaumuria L．)植物隶属于柽柳科 (Tarnaricaceae)，全世界记载有 2O 

种 ]，为地 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类型，我国有 4种 2变种 ，产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常见 

于盐碱地或干旱沙漠上，在荒漠、荒漠草原及干草原植被中占有显著地位 ，成为该地带性 

植被的主要建群种、共建种或伴生种。它们虽然可以生活在相同的地带性植被中，但随着 

所处的生长环境和水热条件不同，在形态特征上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各 自独立的地 

理分布区域 】。作者近几年参加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大科研课题“新疆 

极端环境植物种质资源调查研究”工作，对生长在极端干旱、盐碱、高温环境下的琵琶柴属 

植物进行了研究，证实其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能力，同时又具有药用和饲用价值。 

黄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 的一大类化合物 ，大多具有颜色，常见的一类 

是具有 2一苯基原酮结构的化合物“黄酮”(Flavone)，其羟基衍生物多 呈黄色，并广泛存在 

于植物体的茎、叶内。本研究拟通过对该属植物茎、叶黄酮类化合物的聚酰胺薄膜层析和 

在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分析，为该属植物的系统分类提供化学成分分析依据，探讨其种 

间的相互联系及亲缘关系，以解决其疑难种帕归属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及凭证标本 

实地考察，整体采集 Reaumuria共 4种植物的茎、叶材料，凭证标本均存于新疆农业 

大学植物标本室。 

裹 1 琵琶柴一 4种供试材科殛凭证标本 

Table 1 The analyzed saII，pks and voucher specimen of l~aumuria L． 

1．2 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方法(70 乙醇提取法) 

此法是以提取黄酮甙为主，但也能将游离的黄酮提取。将供试材料的茎、叶粗粉先用 

石油醚脱醋，去色素、树脂等，然后用 7O 乙醇分别加热提取 3次(粗粉为容量的 1／3，溶 

剂漫过粗粉表面2 cm；第一次保持沸腾约 1 h，第二、三次分别30 rain)，合并提取液，减压 

浓缩蒸完 乙醇后趁热过滤 ，滤渣用水反复热漫至黄酮甙充分溶出为止，合并滤液及洗液， 

放冷后用乙酸乙醇萃取多次，至使PbAcz试纸呈阴性反应为止。将乙酸乙醣萃取液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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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溶剂后，得到总黄酮甙(供聚酰胺薄膜层析和在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分析用)。 

1．3 聚酰胺薄膜层析条件 

固定相一聚酰胺一6薄膜；流动相一水 ：乙醇 ；丁酮 ：乙酰丙酮=65：15：15：5；显 

色剂一2 AICi 紫外灯下观察斑点的位置及颜色。 

1．4 高效液相层析(HPLC)条件 

柱一c1B；流动相一水 ：甲醇 t PICA=55 t 45．5：0．5；主机：岛津 LC一4A，紫外检测 

器：SPD一6A，检测波长一280 nm。 

2 结果与分析 

2．I 琵琶柴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聚酰胺薄膜层析谱的比较 

圈 1 琵琶柴属植物黄酮类化台物的聚酰胺薄膜层析谱 

Fig．I The spectrums of flavonoid compounds of plants in Reaumuria L． 

obtained by chromatograp of polyamide thin film 

琵琶紫属 4种植物的黄酮类化台物的聚酰胺薄膜层析谱(图 1)显示，它们具有相近 

似的色斑，所显示的颜色稍不同，但主要的 5个相似斑的砖 值相近，说明该类群亲缘关系 

相近，也反映了所含黄酮类化台物的趋同性。结合层析谱的比较(表2)研究来看，有 3方 

面的特征：(1)Reaumuria 4种具有独立的色斑数和颜色 ．说 明各类群阃含有 的个别黄酮 

类化合物是不同的；R．tri~,m与R．kaschgarica都具有 5个色斑，且RI值相近，但这5个 

色斑显示的图形和颜色大部分不同；(2)R．soongorica与R．minfengensis具有不同的色 

斑数，但它们仍具有相近RI值的色斑，且有半数的色斑颜色和形状相同，如 2个相同的色 

斑(R 0．23和R{：0．22，Ri=0．33和 Rt=0．34)其颜色都显示探蓝紫和灰色，它们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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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个近似月牙形的色斑，前者(RI一0．27)为天蓝色，后者(Rf=0．29)为亮天蓝色。(3) 

R．kaschgarica与R．soongorica是荒漠植被中常见的2个种，从层析谱的比较来看，它们 

有 5个 值相近、形状相似的色斑，但这些色斑没有一个颜色完全相同。总之，4种植物 

的黄酮类化合物聚酰胺薄膜层析谱及其比较，反映了各类群问是相对独立的，在趋同性方 

面反映了各类群间的相互联系，亲缘关系是明显的。 

襄 2 琵琶柴一植物黄酮类化合物曩蕞艘薄雕层析请的比较 

Ta ble 2 Comparisons the spectrum of flavonoid compounds obtained by chr0maIogr日phy 0f 

polyamide thin film [rom Reaumuria L． 

h 

timin 

tim．n 

h 

图 2 琵琶柴一植物黄酮类化合在觜外光下高教液相层析谱 

Fig．2 The HPLC spe~rums of flavonoM compounds of p~nts in Reaumurl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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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琵琶柴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在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谱比较 

不同的黄酮类化合物在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时，出峰时间各异，并且峰高又反映了 

不同的黄酮类化合物的相对含量。从 4种琵琶柴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的高效液相层析谱 

(图 2)可看出，高效液相层析在各类群中都有着相近似的波峰曲线，反映出其种问的相互 

联系及亲缘关系；如果仔细分析各波峰值的大小和发生位置，不同类群又表现出各 自的独 

立性，反映出种间的差异程度。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可作为琵琶柴属植物种级分类的化学分类依据。从聚酰 

胺薄膜层析谱和紫外光下高效液相层析谱可以看出，层析谱的斑点与波峰在数量上基本 
一 致，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说明这 4种植物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 

反映了各类群问的相互联系。但从该属植物各类群黄酮类化合物层析谱的R-值和颜色及 

在紫外光下的波峰比较来看，不同种的层析谱上都有各自特有的色斑位置和颜色，及各自 

特有的波峰值，说明它们特有的黄酮类化合物的成分不同，进而证实 4个种在系统分类上 

的独立性 。 

ReaumuHaminfengensisD．F．Cui etM．J．Zhong(sp．nOV．)与 R．soongorica在形态 

上是比较相近的，但前者为灌木 ，叶长仅 1．2～2．0 mm，花瓣内侧具 2个椭圆形耳状 的附 

属物，长为花瓣的 Zt3，蒴果瘦小，种子有特殊香味，而与后者不同。这 2个种黄酮类化合 

物的层析谱亦存在较明显的区别，结合形态学上的差异性，支持将民丰琵琶柴作为种级单 

位的新分类群处理(该新种已另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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