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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旨在建立长春花 悦葬贼澡葬则葬灶贼澡怎泽 则燥泽藻怎泽 种子脂肪酸成分的检测方法遥 采用正己烷提取长春花种子油袁 然后将油样

甲酯化袁 以气相色谱鄄质谱渊郧悦鄄酝杂冤联用技术测定其中的组分遥 从分离出的 怨 个峰中确认了 缘 种组分袁 采用峰面积归

一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袁 所鉴定的组分占总峰面积的 怨怨郾 怨员豫 遥 主要脂肪酸油酸 渊悦员怨匀猿远韵圆冤尧 亚油酸

渊悦员怨匀猿源韵圆冤尧 棕榈酸渊悦员苑匀猿源韵圆冤和花生酸渊悦圆员匀源圆韵圆冤的相对含量分别是 苑猿郾 怨圆豫 袁 员远郾 怨猿豫 袁 缘郾 缘愿豫 和 猿郾 源园豫 遥 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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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花 悦葬贼澡葬则葬灶贼澡怎泽 则燥泽藻怎泽 是夹竹桃科 粤责燥糟赠灶葬糟藻葬藻 的一种重要药用植物袁 原产于非洲马达加斯加

岛西印度一带的热带森林地区袁 早在宋代以前就传入我国遥 长春花植株中含有 员猿园 种以上的萜类吲哚

生物碱渊栽陨粤泽冤 咱员袁圆暂 袁 地上和地下组织生物碱的组成有很大不同咱猿袁源暂 遥 地下部分以萝巴新碱渊阿玛碱冤和
蛇根碱为主袁 它们是控制和治疗高血压及其他类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药物咱缘袁远暂 曰 地上部分尤其是叶片

中含有的长春新碱尧 长春碱袁 具有抗肿瘤活性袁 为癌症治疗的一线药物咱苑袁愿暂 袁 用于治疗乳腺癌尧 膀胱

癌尧 肺癌尧 淋巴腺瘤和白血病等多种癌症咱怨 原 员员暂 遥 长春花结种量大袁 除用于繁殖外袁 尚未见其他利用

报道遥 本文通过对长春花种子脂肪酸的气相色谱鄄质谱法渊郧悦鄄酝杂冤分析袁 探讨长春花种子的利用途径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郾 员摇 材料

长春花种子于 圆园园远 年 员园 月采自浙江省富阳市袁 经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聂绍荃教授鉴定袁 确认它为夹竹桃科长春花属长春花植物的种子遥
员郾 圆摇 方法

员郾 圆郾 员摇 材料处理方法摇 长春花种子经阴干尧 脱皮和筛选袁 然后粉碎过 愿园 目分样筛袁 制得实验样品遥
员郾 圆郾 圆摇 脂肪的抽提摇 称取一定量实验样品袁 放入锥形瓶中袁 按料液质量比 员颐 员园 加入正己烷袁 置于水

浴振荡器常温下振摇 圆源 澡袁 过滤袁 滤饼再按料液质量比 员颐 愿 加入正己烷袁 置于水浴振荡器常温下振摇

圆源 澡袁 过滤袁 合并滤液减压回收正己烷遥 收集的脂肪在 源 园园园 则窑皂蚤灶 原员条件下离心 员园 皂蚤灶 制得黄色透

明的长春花种子油袁 收率为 圆缘郾 愿豫 遥
员郾 圆郾 猿摇 脂肪酸甲酯化摇 准确称取 圆园园 皂早 长春花种子油袁 加入 园郾 远 皂燥造窑蕴 原员氢氧化钾鄄甲醇溶液和正己

烷各 源 皂蕴袁 溶液振荡摇 袁 于 远园 益水浴加热反应 猿园 皂蚤灶袁 加入 员园 皂蕴 蒸馏水袁 静置分层遥 取正己烷

层进行 郧悦鄄酝杂 检测遥
员郾 圆郾 源摇 郧悦鄄酝杂 分析条件摇 分析仪器院 气相色谱鄄质谱渊郧悦愿园园园 辕 酝杂阅 灾郧 孕蕴粤栽云韵砸酝冤联用仪遥 气相色

谱条件院 郧悦 汽化室温度 圆愿园 益袁 美国 允驭宰郾 阅月鄄缘酝杂 渊猿园 皂 伊园郾 圆缘 皂皂 伊园郾 圆缘 滋皂冤弹性石英毛细管柱袁
远园 益恒温 缘 皂蚤灶袁 以 员园 益窑皂蚤灶 原员的升温速率由 远园 益升温至 圆园园 益袁 恒温 员 皂蚤灶曰 再以 远 益窑皂蚤灶 原员的升

温速率升温至 圆愿园 益袁 恒温 员园 皂蚤灶遥 载气为 怨怨郾 怨怨怨豫 高纯氦袁 载气流量 员 皂蕴窑皂蚤灶 原员袁 进样量 园郾 愿
滋蕴袁 分流比 圆园颐 员遥 质谱条件院 离子源为 耘陨 源袁 离子源温度 员愿园 益袁 电子能量 苑园 藻灾袁 倍增电压 缘缘园
灾袁 接口温度 圆愿园 益袁 溶剂延迟 猿 皂蚤灶袁 质量范围 缘园 耀 缘园园 怎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按上述实验条件袁 对长春花种子油实验样品进行了 郧悦鄄酝杂 分析遥 化合物的定量按峰面积归一化

法计算各峰面积的相对百分含量遥 成分分析是根据 郧悦鄄酝杂 联用所得质谱信息袁 经计算机检索美国

晕陨杂栽 标准质谱图库尧 人工解析及查对有关资料袁 确认了其中的 缘 种脂肪酸成分袁 结果见表 员遥
表 员摇 长春花种子油脂肪酸成分分析结果

栽葬遭造藻 员摇 砸藻泽怎造贼 燥枣 枣葬贼贼赠 葬糟蚤凿 糟燥皂责燥泽蚤贼蚤燥灶 蚤灶 悦葬贼澡葬则葬灶贼澡怎泽 则燥泽藻怎泽 泽藻藻凿 燥蚤造
序号 分子式 分子量 化学组分 保留时间 辕 皂蚤灶 相对百分量 辕 豫
员 悦员苑匀猿源韵圆 圆苑园 十六碳酸渊棕榈酸冤 员怨郾 怨圆 缘郾 缘愿
圆 悦员怨匀猿源韵圆 圆怨源 十八碳二烯酸渊亚油酸冤 圆圆郾 园猿 员远郾 怨猿
猿 悦员怨匀猿远韵圆 圆怨远 十八碳烯酸渊油酸冤 圆圆郾 圆园 苑猿郾 怨圆
源 悦圆员匀源圆韵圆 猿圆远 二十碳酸渊花生酸冤 圆圆郾 缘猿 猿郾 源园
缘 悦圆缘匀缘园韵圆 猿愿圆 木焦油酸 圆远郾 圆缘 园郾 园怨

由表 员 可以看出袁 已鉴定的 缘 种脂肪酸占长春花种子油总量的 怨怨郾 怨员豫 遥 长春花种子油中主要的

脂肪酸是油酸渊苑猿郾 怨圆豫 冤尧 亚油酸渊员远郾 怨猿豫 冤尧 棕榈酸渊缘郾 缘愿豫 冤和花生酸渊猿郾 源园豫 冤遥 还含木焦油酸等

微量脂肪酸遥
长春花种子出油率 圆缘郾 愿豫 袁 长春花种子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种子油总量的 怨园郾 愿缘豫 袁 尤其是

油酸含量高达 苑猿郾 怨圆豫 遥 油酸可以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和有害胆固醇袁 与多不饱和脂肪酸 大的不同

是袁 在降低总胆固醇和有害胆固醇同时袁 却不降低有益胆固醇遥 同时袁 油酸和亚油酸易于被人体吸

收袁 还具有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及软化血管尧 防止血栓形成等作用咱员圆暂 遥 课题组对长春花

全株各部位的生物碱含量进行了研究袁 发现长春花种子中不含生物碱类成分袁 尤其不含具有细胞毒作

用的抗肿瘤生物碱成分渊另文发表冤袁 因此利用长春花种子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成分作为功能食品添加

剂是可行的遥
猿摇 结论

通过对长春花种子油中脂肪酸的 郧悦鄄酝杂 检测袁 确定了长春花种子油中的 缘 种脂肪酸及其相对含

园远圆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量遥 表明长春花种子油中主要的脂肪酸是亚油酸尧 油酸尧 棕榈酸和花生酸袁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种子

油总量的 怨园郾 愿缘豫 袁 其中油酸含量高达 苑猿郾 怨圆豫 袁 种子出油率为 圆缘郾 愿豫 袁 说明长春花种子油有很好的

利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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