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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采用水蒸气蒸馏和 郧悦鄄酝杂 联用技术袁 对石香薷 酝燥泽造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挥发性成分进行提取尧 分离和鉴定袁 鉴定了 猿源 种

成分袁 含量 高的为百里香酚袁 占 愿猿郾 猿圆豫 袁 其次为 员鄄甲基鄄源鄄异丙烯苯袁 占 远郾 员源豫 袁 乙酸百里酯占 圆郾 猿圆豫 遥 在 猿源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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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澡藻灶燥造 糟燥皂责燥怎灶凿 葬糟糟燥怎灶贼藻凿 枣燥则 愿缘豫 葬灶凿 遭藻灶扎藻灶藻 葬糟糟燥怎灶贼藻凿 枣燥则 苑郾 猿圆豫 葬灶凿 葬造噪藻灶藻 葬糟糟燥怎灶贼藻凿 枣燥则 猿郾 愿园豫 援
咱悦澡袁 员 枣蚤早郾 员 贼葬遭郾 员圆 则藻枣援 暂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遭燥贼葬灶赠曰 酝燥泽造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曰 增燥造葬贼蚤造藻 燥蚤造曰 藻曾贼则葬糟贼曰 郧悦鄄酝杂

香薷 酝燥泽造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别名细叶香薷尧 小香薷尧 野香薷尧 细叶七星剑尧 香荠尧 野荆芥尧 土香草尧
青香薷渊石香薷的野生品种冤尧 江香薷渊石香薷的栽培品种冤等袁 是我国药典收载的正品香薷之一袁 系

唇形科 蕴葬遭蚤葬贼葬藻 石荠宁属 酝燥泽造葬 员 年生草本植物遥 主产于广西桂林和全县尧 广东尧 湖南长沙和湘潭尧
湖北孝感和黄岗等地遥 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广泛分布袁 为重要的药用植物遥 石香薷具有解表尧 和中化

湿尧 行水消肿的功能袁 常用于治疗暑湿感冒尧 恶寒发热无汗尧 腹痛尧 吐泻和风湿关节痛等疾病遥 不仅

如此袁 石香薷还在轻化产品尧 畜禽饲料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遥 目前袁 一些学者已对其挥发油成

分进行了研究报道咱员 原 缘暂 遥 本文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石香薷挥发性成分袁 并用气相色谱鄄质谱联用技

术分析袁 共检测出 猿源 种化合物袁 为全面了解石香薷挥发性成分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员摇 实验部分

员郾 员摇 材料与仪器

石香薷购于浙江省江山市袁 由浙江林学院植物学科鉴定曰 其余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遥 仪器为

郧悦猿愿园园 辕 酝杂 杂葬贼怎则灶 圆园园园 气相色谱鄄质谱联用仪袁 配有液体化学源渊色谱级乙腈为化学源反应试剂冤袁 美

国 灾葬则蚤葬灶 公司制造遥
员郾 圆摇 挥发油提取咱远暂

将样品粉碎后袁 置于圆底烧瓶中袁 用直接法水蒸气蒸馏袁 收集馏出液袁 馏出液用氯化钠饱和后袁
用乙醚萃取遥 萃取液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后过滤袁 用旋转蒸发器回收乙醚袁 得淡黄色挥发油遥 该挥发油



具有特殊的香味遥
员郾 猿摇 郧悦鄄酝杂分析

色谱条件院 色谱柱为 宰悦韵栽 云哉杂耘阅 杂陨蕴陨悦粤 猿园 皂 伊 园郾 圆缘 皂皂 陨阅 悦韵粤栽陨晕郧 悦孕鄄杂陨蕴 愿 悦月鄄蕴韵宰
月蕴耘耘阅 辕 酝杂 阅云 越园郾 圆缘 滋皂袁 载气为高纯氦气渊怨怨郾 怨怨怨豫 冤袁 氦气流速为 园郾 愿 皂蕴窑皂蚤灶 原员袁 员园苑怨 进样口温

度为 圆缘园 益袁 起始柱温为 源园 益袁 保持 缘 皂蚤灶袁 再以 猿 益窑皂蚤灶 原员升温至 圆缘园 益袁 保持 缘 皂蚤灶遥
质谱条件院 电离源为 耘陨 或 悦陨 渊液体乙腈为化学源反应试剂冤袁 离子源温度为 员缘园 益袁 歧管温度为

源园 益袁 郧悦鄄酝杂 传输线温度为 圆缘园 益 袁 质量扫描范围为 源园 耀 源缘园 怎袁 耘陨 电离能量为 苑园 藻灾遥
员郾 源摇 定性和定量分析

首先以 耘陨 为电离源袁 进行色谱鄄质谱联用分析袁 采集所得到的质谱图利用 晕陨杂栽 及 宰陨蕴耘再 等 圆 个

谱库串联检索曰 然后用液体乙腈为化学源反应试剂进行色谱 辕质谱联用分析袁 根据产生的准分子离子

峰渊皂 垣员冤进一步确定待测化合物的分子量遥 同时本文采用保留指数定性的方法来辅助质谱检索定性遥
保留指数定性是一种很有效的定性方法袁 在使用保留指数定性分析时袁 实验计算值和文献报道值会存

在差异袁 一般以 员豫作为检索的尺度遥 质谱检索与保留指数相结合的二维定性方法是一种可信度较高

的定性方法遥 本文用于测量保留指数的正构烷烃系列标准样品有 悦远鄄悦员愿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图 员摇 石香薷挥发性成分 郧悦鄄酝杂 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云蚤早怎则藻 员摇 郧悦鄄酝杂 泽责藻糟贼则怎皂 燥枣 增燥造葬贼蚤造藻 糟燥皂责燥泽蚤贼蚤燥灶 燥枣 酝燥泽造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按上述实验条件对石香薷挥发油进行测

定袁 其总离子流色谱图如图 员 所示遥
采用质谱检索与保留指数相结合的二维

定性方法袁 并结合本实验室建立的保留指数

数据库和人工解析各峰相应的质谱图袁 共鉴

定出 猿源 种化合物袁 定性结果及其峰面积相对

含量见表 员遥
由表 员 可知袁 石香薷挥发油的成分主要

为渊相对含量冤院 百里香酚渊愿猿郾 猿圆豫 冤 员鄄甲基鄄
源鄄异丙烯苯渊远郾 员源豫 冤袁 乙酸百里酯渊圆郾 猿圆豫 冤袁
琢鄄愈创木烯 渊员郾 愿愿豫 冤袁 员鄄甲基鄄圆鄄异丙烯苯

渊员郾 员愿豫 冤遥 其中百里香酚尧 香荆芥酚等天然

活性成分袁 具有较强的广谱抑菌作用袁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尧 脑脂类双球菌和伤寒杆菌等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咱猿暂 曰 同时袁 可以用作糕点尧 饮料和果冻等食品防腐剂袁 也可作为空气清洁剂和消毒剂咱苑暂 遥 另外袁
金合欢烯尧 芳樟醇等挥发性成分袁 也是一种良好的食品添加剂袁 可作为罐头尧 饮料和奶制品等的添香

剂袁 还可作为畜禽饲料添加剂遥 同时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和洗涤香精的添加剂袁 在医药尧 食品尧 香料工

业尧 洗涤行业和畜禽饲料行业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咱愿暂 遥 许多挥发油可直接供药用袁 在临床上具

有抗菌尧 消炎尧 止咳尧 平喘尧 祛痰尧 发汗尧 解表尧 镇痛尧 祛风尧 杀虫和消毒等功效遥 如桉叶油有抗菌

消炎作用袁 薄荷油用于祛风健胃袁 许多挥发油具有宜人的香气袁 可直接用于香料工业和化妆品工

业咱怨暂 遥 浙江临安市盛产竹子袁 许多竹子中都含有挥发性成分袁 如毛竹 孕澡赠造造燥泽贼葬糟澡赠泽 责怎遭藻泽糟藻灶泽 是我国分

布 广泛的竹种之一袁 其叶挥发性物质的主要成分为醇尧 醛尧 酸和烯等化合物袁 可直接作为食品添加

剂的成分占挥发性物质总量的 缘源郾 猿猿豫 咱员园暂 袁 又如苦竹 孕造藻蚤燥遭造葬泽贼怎泽 葬皂葬则怎泽 叶挥发性物质的主要成分为

醇尧 酸尧 醛和酮类等化合物袁 可直接作为香精的成分占挥发性物质总量的 远缘郾 远苑豫 咱远暂 袁 开发前景十分

广阔遥
石香薷挥发油分析结果与郑尚珍等咱员员暂和曾虹燕等咱缘暂 报道的有差异遥 主要表现为院 一是检出的成

分不同袁 前者检出 缘愿 余种成分袁 后者检出 缘园 种成分遥 二是相同化合物的相对含量不相同袁 前者百里

香酚相对含量为 缘愿郾 远怨豫 袁 后者用 猿 种不同方法提取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猿圆郾 怨员豫 袁 猿愿郾 源远豫 袁 猿圆郾 缘圆豫 遥
而张良温等咱员圆暂报道其相对含量 高的为香荆芥酚为 苑员郾 远源豫 遥

猿远圆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毛摇 燕等院 石香薷挥发油成分分析 摇



表 员摇 石香薷挥发油成分
栽葬遭造藻 员摇 悦澡藻皂蚤糟葬造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藻灶贼泽 燥枣 增燥造葬贼蚤造藻 燥蚤造 燥枣 酝燥泽造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峰号 保留时间 辕 皂蚤灶 化学成分 分子式 分子量 相对含量 辕 豫
员 员猿郾 猿愿 苯甲醛摇 遭藻灶扎葬造凿澡赠凿藻 悦苑匀远韵 员园远 园郾 苑远
圆 员缘郾 园苑 冬青油烯摇 泽葬遭蚤灶藻灶藻 悦员园匀员远 员猿远 园郾 圆远
猿 员远郾 远猿 月桂烯摇 皂赠则糟藻灶藻 悦员园匀员远 员猿远 园郾 猿远
源 员苑郾 园怨 员鄄甲基鄄圆鄄异丙烯苯摇 燥鄄糟赠皂藻灶藻 悦员园匀员源 员猿源 员郾 员愿
缘 员苑郾 猿怨 员鄄甲基鄄源鄄异丙烯苯摇 责鄄糟赠皂藻灶藻 悦员园匀员源 员猿源 远郾 员源
远 员怨郾 园远 反式罗勒烯摇 贼则葬灶泽鄄燥糟蚤皂藻灶藻 悦员园匀员远 员猿远 园郾 怨愿
苑 圆缘郾 愿园 蕴鄄源鄄松油醇摇 蕴鄄源鄄 贼藻则责蚤灶藻灶燥造 悦员园匀员愿韵 员缘源 园郾 圆猿
愿 圆缘郾 怨缘 源鄄松油醇摇 源鄄贼藻则责蚤灶藻灶燥造 悦员园匀员愿韵 员缘源 园郾 愿苑
怨 圆愿郾 园园 枯茗醛摇 糟怎皂蚤灶蚤糟 葬造凿藻澡赠凿藻 悦员园匀员圆韵 员源愿 园郾 圆猿
员园 猿员郾 源苑 百里香酚摇 贼澡赠皂燥造 悦员园匀员源园 员缘园 愿猿郾 猿圆
员员 猿员郾 愿远 香荆芥酚摇 蚤泽燥贼澡赠皂燥造 悦员园匀员源园 员缘园 园郾 苑圆
员圆 猿猿郾 愿苑 乙酸百里酯摇 葬糟藻贼赠造贼澡赠皂燥造 悦员圆匀员远韵圆 员怨圆 圆郾 猿圆
员猿 猿源郾 员圆 丁子香酚摇 藻怎早藻灶燥造 悦员园匀员圆韵圆 员远源 痕量

员源 猿源郾 苑猿 乙酸香荆酯摇 糟葬则增葬泽则赠造 葬糟藻贼葬贼藻 悦员圆匀员远韵圆 员怨圆 痕量

员缘 猿远郾 苑怨 琢鄄古芹烯摇 琢鄄早怎则躁怎灶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员远 猿苑郾 园猿 茁鄄波旁烯摇 茁鄄遭燥怎则遭燥灶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园郾 圆猿
员苑 猿苑郾 远猿 茁鄄芹子烯摇 茁鄄泽藻造蚤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园郾 圆源
员愿 猿愿郾 猿园 香叶醇乙酸酯摇 早藻则葬灶赠造 葬糟藻贼燥灶藻 悦员圆匀员愿韵圆 员怨源 痕量

员怨 猿愿郾 缘源 琢鄄愈创木烯摇 琢鄄早怎葬蚤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员郾 愿愿
圆园 猿怨郾 苑缘 茁鄄愈创木烯摇 茁鄄早怎葬蚤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员 源园郾 园苑 大香叶烯 阅摇 早藻则皂葬糟则藻灶藻 阅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圆 源园郾 圆猿 琢鄄姜烯摇 琢鄄扎蚤灶早蚤遭藻则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猿 源园郾 苑缘 琢鄄芹子烯摇 琢鄄泽藻造蚤灶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园郾 员员

圆源 源园郾 怨猿 反式袁 反式鄄琢鄄金合欢烯

摇 贼则葬灶泽袁 贼则葬灶泽鄄琢鄄枣葬则灶藻泽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缘 源员郾 员圆 双环大香叶烯摇 遭蚤糟赠糟造燥早藻则皂葬糟则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远 源员郾 猿怨 琢鄄木罗烯摇 琢鄄皂怎怎则燥造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苑 源猿郾 远源 石竹烯氧化物摇 糟葬则赠燥责澡赠造造藻灶藻 燥曾蚤凿藻 悦员缘匀圆源韵 圆圆园 痕量

圆愿 源源郾 圆怨 琢鄄绿叶烯摇 琢鄄责葬贼糟澡燥怎造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圆怨 源源郾 源怨 十七烷烃摇 灶鄄澡藻责贼葬凿藻糟葬灶藻鄢 悦员苑匀猿远 圆源园 痕量

猿园 源源郾 苑圆 雪松醇摇 糟藻凿则藻灶燥造 悦员缘匀圆源韵 圆圆园 园郾 员苑
猿员 源源郾 怨缘 红没药醇摇 造藻增燥皂藻灶燥造 悦员缘匀圆远韵 圆圆圆 痕量

猿圆 源缘郾 员员 喇叭烯摇 渊 垣 冤鄄造藻凿藻灶藻 悦员缘匀圆源 圆园源 痕量

猿猿 源缘郾 怨苑 子鄄杜松醇摇 子鄄糟葬凿蚤灶燥造 悦员缘匀圆远韵 圆圆圆 痕量

猿源 缘源郾 远远 缘袁 怨袁 怨鄄三甲基鄄螺 咱猿郾 缘暂 壬鄄缘鄄烯鄄员鄄酮
摇 缘袁 怨袁 怨鄄贼则蚤皂藻贼澡赠造鄄泽责蚤则燥 咱猿郾 缘暂 灶燥灶鄄缘鄄藻灶鄄员鄄燥灶藻 悦员圆匀员愿韵 员苑愿 痕量

摇 摇 说明院 鄢生物标记渊遭蚤燥皂葬则噪藻则冤曰 痕量表示相对含量 约 园郾 园员豫 遥

源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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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采摘地点不同袁 其原因可能是不同地点尧 不同的时间采摘石香薷挥发性成分会有所不同遥 另

外袁 样品放置时间的长短对成分的变化可能也会有影响遥 此外袁 其中所含有的少量十七烷烃是活体植

物的标记化合物遥
猿摇 结论

作者采用水蒸气蒸馏技术提取石香薷挥发性成分袁 并用气相色谱鄄质谱联用技术分析袁 共检测出

猿源 种化合物袁 主要成分为百里香酚渊愿猿郾 猿圆豫 冤袁 员鄄甲基鄄源鄄异丙烯苯渊远郾 员源豫 冤袁 乙酸百里酯渊圆郾 猿圆豫 冤袁
琢鄄愈创木烯渊员郾 愿愿豫 冤袁 员鄄甲基鄄圆鄄异丙烯苯渊员郾 员愿豫 冤遥 该研究为全面了解石香薷挥发性成分袁 更好地

开发石香薷资源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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