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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wo extraction methods on the extraction rate of total alkaloids
from Flos Daturae, and to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 of alkaloids in the peel and grain of Flos Daturae and to isolate and purify the total alkaloids from Flos Daturae. Methods: The concentration of
alkaloids in grains and shells was compared by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LC). The alkaloids in
the Flos Daturae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Results: The
content of alkaloids in the seeds of Flos Datura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hell, and the content
of alkaloids in the shell was very low (<0.5%). The total alkaloid extraction rate in the seeds of
Flos Daturae was 3.3%, microwave. The extraction method was 1.4%. Conclusion: The alkaloids in
the Flos Datura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grain; the alkaloids in the Flos Daturae seeds are
extracted by reflux method, the operation is simple, the solvent is used less, the conditions are
mild, and the total alkaloid extraction rate is high. Considering all aspects,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extract the Agrobacterium alkaloids by reflux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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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两种提取方法对洋金花中总生物碱提取的提取率的影响、比较生物碱在洋金花果皮和籽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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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况并对洋金花中总生物碱进行分离纯化。方法：通过薄层色谱法(TLC)比较生物碱在籽粒和壳中
的浓度做定性分析；通过硅胶柱层析法对洋金花中生物碱做分离纯化。结果：洋金花籽粒中生物碱含量大
于壳中生物碱含量，且壳中生物碱含量极少(<0.5%)；洋金花籽粒中总生物碱提取率回流法为3.3%，微波
提取法为1.4%；结论：洋金花中生物碱主要分布在籽粒中；回流法提取洋金花籽粒中生物碱，操作简单、
溶剂用量少、条件温和、总生物碱提取率较高，综合各方面考虑，回流法提取洋金花生物碱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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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洋金花为茄科(Solanaceae)植物白曼陀罗(Datura metel L.)的干燥花，又名闹洋花、凤茄花、醉心花等，
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地区，在中国各省区均有分布[1]。性温、味辛、有小毒，其叶、
茎、花、果等均可入药，其生理活性较强，具有止咳平喘、解痉定痛、麻醉的功效[2]。近年来研究发现
其具有抗肿瘤的功效[3] [4]，临床上可用于治疗哮喘、关节痛、咳嗽、跌打损伤、重症破伤风等症。本文
简单介绍洋金花提取总生物碱，为其进一步分离提纯和用于生产实践打下基础。

2. 材料及仪器
2.1. 材料
2017 年 10 月在贵州大学校园内采摘洋金花果实，并将其晾干。在使用前将籽粒与壳分开，并将壳
剪碎成 3~5 cm 大小。

2.2. 试剂
80%乙醇溶液、蒸馏水、100~200 目硅胶粉、200~300 目的硅胶粉

2.3. 仪器
单盘电子分析天平、恒温水浴锅、电热套、层析柱

3. 生物碱的提取
洋金花中的生物碱主要为陀罗碱、阿托品、莨菪碱、东莨菪碱、去甲基东莨菪碱等[6] [7]。东莨菪碱
是粘稠的糖浆状液体，不易保存，使用不便，容易氧化变质。常与氢溴酸反应成盐，形成氢溴酸东莨菪
碱。莨菪碱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苦辣味，易消旋，水溶液呈碱性，极易溶于乙醇和稀酸。
分别定量称取 10.0 g 洋金花的籽粒和壳，再用微波提取法和回流提取法定时 1 小时提取其总生物碱
[5]。然后将所得的粗提取液放在恒温水浴锅上蒸干至药膏，并称量所提总生物碱的质量，计算其提取率。

3.1. 洋金花籽生物碱水微波提取
①称取洋金花籽 10.0 g + 150 mL → 微波加热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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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方式：将 10.0 g 洋金花籽与水放在大烧杯内，放入微波炉中中火加热至沸腾，拿出冷却，再放
入微波炉内中火加热沸腾，冷却，反复持续 1 小时)
② 选一大小适宜的干燥的蒸发皿，在电子天平中准确称取其质量。将大烧杯内的提取液倒入蒸发皿
内，放在水浴锅中蒸干至药膏，再称取粗提物与蒸发皿的质量，结果如下。
m蒸发皿 + 粗提物 = 70.11 g
m蒸发皿 = 70.11 g
m粗提物 = 0.14 g

3.2. 洋金花籽生物碱回流提取
① 称取洋金花籽 10.0 g + 150 mL 80%乙醇 → 回流提取 1 小时
② 选一大小适宜的干燥的坩埚，在电子天平中准确称取其质量。将圆底烧瓶内的提取液倒入坩埚内，
放在水浴锅中蒸干至药膏，再称取粗提物与坩埚的质量，结果如下，提取率比较结果见表 1。
m蒸发皿 + 粗提物 = 66.17 g
m蒸发皿 = 66.50 g
m蒸发皿 = 0.33 g
Table 1. Comparison of alkaloid extraction rates of Flos Lonicerae
表 1. 细菌纤维素荷洋金花籽粒生物碱提取率比较
提取方法

粗取物质量/g

提取率/%

溶剂用量/ml

提取时间/h

微波提取法

0.14

1.4

150

1

回流提取法

0.33

3.3

150

1

3.3. 洋金花壳水提取
① 称取洋金花壳 10.0 g + 400 mL → 微波中火加热 1 小时，(加热方式：将 10.0 g 洋金花壳与 300
mL 水放在大烧杯内，放入微波炉中中火加热至沸腾，拿出冷却，再放入微波炉中火内加热沸腾，加
热到最后大烧杯内水几乎蒸干，再加入 100 mL 水，加热沸腾，冷却，反复持续 1 小时)。同上操作，
结果如下。
m蒸发皿 + 粗提物 = 53.14 g
m蒸发皿 = 54.04 g

m粗提物 = 0.90 g

3.4. 洋金花壳醇提取
① 称取洋金花壳 10.0 g + 300 mL 80%乙醇 → 回流提取 1 小时，同上操作，结果如下，提取率比较
结果见表 2。
m蒸发皿 + 粗提物 = 54.04 g

m坩埚 = 53.14 g

m蒸发皿 = 0.7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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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extraction rates of alkaloids from the golden flower shell
表 2. 洋金花壳生物碱提取率比较
提取方法

粗取物质量/g

提取率/%

溶剂用量/ml

提取时间/h

微波提取法

0.90

9.0

400

1

回流提取法

0.79

7.9

300

1

4. 洋金花粗提物生物碱的定性分析
4.1. 洋金花籽粒粗提物 TCL 鉴定
用电子天平分别准确称取 20 mg 洋金花籽粒的水、醇粗提物于小烧杯中。向小烧杯中分别加入 5 ml
蒸馏水，使其充分溶解。用微量移液器分别量取小烧杯中溶液各 10 uL 点板。展开液为二氯甲烷与甲醇
的混合溶液。结果如图 1。

(注：从左到右分别为洋金花籽生物碱醇粗提物、洋金花籽生物碱水粗提物)

Figure 1. Dendrocalamopsis alkaloids analysis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图 1. 细菌洋金花籽生物碱分析薄层色谱

4.2. 洋金花壳粗提取物 TCL 鉴定
用电子天平分别准确称取 20 mg 洋金花壳的水、醇粗提物于小烧杯中。向小烧杯中分别加入 5 ml 蒸
馏水，使其充分溶解。用微量移液器分别量取小烧杯中溶液各 10 uL 点板。展开液为二氯甲烷与甲醇的
混合溶液。结果如图 2，并未出现条带。

(注：从左到右分别为洋金花壳生物碱醇提取物、洋金花生物碱壳水提取物)

Figure 2.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of alkaloids analysis
图 2. 洋金花壳生物碱分析薄层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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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洋金花生物碱柱层析极性研究
通过前面实验结果表明，洋金花植物中生物碱主要分布于籽粒中，未分布于果壳中，且回流提取法
提取洋金花生物碱提取效果更好。为了进一步分离与鉴定洋金花中生物碱类成分，首先通过柱层析法探
索洋金花籽粒回流提取粗提物中总生物碱的极性以便其后续分离研究。

5.1. 装柱
首先，使用电子天平准确 10 mg 洋金花籽粒粗提物于小烧杯中，加入适量乙醇充分溶解；将溶解后
所得溶液倒入坩埚中，并向坩埚中加入适量 100~200 目硅胶粉，放在恒温水浴锅上，并用玻璃棒不断搅
拌，使其完全蒸干至粉末状；取一大小适中的层析柱，向层析柱中加入适量的 200~300 目的硅胶粉，并
用洗耳球敲击柱壁以使硅胶粉填充紧实；最后将坩埚中完全蒸干的硅胶粉缓慢倒入层析柱中，并在层析
柱中硅胶粉表面塞入一团棉花。注意该过程为防止硅胶粉吸入，操作时务必带上防尘口罩。

5.2. 洗脱
洗脱液：①二氯甲烷:甲醇 = 195:5 mL
②二氯甲烷:甲醇 = 180:20 mL
③二氯甲烷:甲醇 = 150:50 mL
用以上三种极性不同的洗脱液依次洗脱，将收集到的溶液在水浴锅上蒸干，再分别用甲醇将其配制
为 1 mg/mL 的溶液，以洋金花籽回流提取物作为原样。结果如图 3~5。

Figure 3. Sample analysis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254 nm)
图 3. 样品分析薄层色谱(紫外灯 254 nm 下)

Figure 4. Sample analysis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365 nm)
图 4. 样品分析薄层色谱(紫外灯 365 nm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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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左往右分别为使用洗脱液①、②、原始样液、③的洗脱产物)

Figure 5. Sample analysis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图 5. 样品分析薄层色谱

6. 结论
采用薄层色谱法分析洋金花籽粒和壳中生物碱含量，实验结果发现洋金花壳中生物碱含量极少，籽
粒中含量较壳中多；通过实验比较两种方法提取洋金花籽粒中总生物碱，实验结果表明：回流法提取生
物碱实验条件温和，操作简便，提取效果较好，提取率较高。通过柱层析法研究洋金花籽粒中总生物碱
的极性，实验结果显示，当二氯甲烷:甲醇 = 195:5，生物碱的富集效果较好，易于接下来的生物碱分离
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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