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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萃取法筛选延胡索水提液中的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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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亲和萃取法筛选延胡索中作用于 β2-肾上腺素受体（β2-adrenoceptor，β2-AR）的活

采用重氮盐法将 β2-AR 固载于大孔硅胶表面制备亲和萃取材料，工具药吸附等温线拟合法

表征亲和材料生物活性，利用该材料对延胡索水提液中的活性成分进行筛选，离心法分离亲和材料和提取
液中与受体未结合的成分，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法鉴定活性成分。结果

延

胡索水提液中与 β2-AR 结合的活性成分主要为生物碱类，分别为四氢非洲防己碱，紫堇碱，四氢小檗碱和延
胡索乙素。结论

与受体色谱法相比，β2-AR 亲和萃取法在保持固定化受体活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避免了

高压装填色谱柱造成的受体活性损失，且在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方面具有快速、简便和高效的特点，为中药活
性成分高通量筛选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亲和萃取

β2-肾上腺素受体

doi: 10.11842/wst.20190813003

延胡索

活性成分

中图分类号: R284.2

高通量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技术是推进中医药现
[1]

筛选
文献标识码: AA

白、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固载至色谱填料表面，作为亲

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 。现有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方法

和色谱固定相，中药提取液通过装填有该亲和填料的

主要包括：传统成分分离及活性追踪筛选、血清药物

色谱柱后，活性成分被富集于色谱柱内，非活性成分

化学和血清药理学、代谢组学、生物色谱技术、芯片技

由于未与靶标分子发生反应而最先被流动相洗脱，从

。传统成分分离及活

而使得活性成分富集、分离与鉴定[7]。基因芯片技术

性追踪筛选方法需对中药化学组分进行提取、分离与

是指将核酸片段固载至硅片等支持物表面，通过分子

鉴定，利用不同药理模型对每种化学成分进行生物活

标记技术，与检测样品进行杂交后，利用统计学和生

性筛选，以确定中药的有效成分，但该方法盲目性较

物信息学相关软件对杂交结果进一步分析，目前已用

大，易忽视中药的系统性及整体性。血清药物化学和

于生命科学和医学等众多检测与诊断领域，对于靶标

血清药理学筛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中药成分

发现、药物作用机理、药物活性及毒性评价都具有天

在体内的变化过程，但富集、检测及分离血药浓度较

然的优越性[7]。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筛选技术是建立在

低的组分具有一定难度，且入血成分的药效并不明

复杂的数学算法、巨大的数据库构建和强大的系统搜

确，代谢产物会随时间有所变化。代谢组学筛选方法

索基础之上，对中药药效物质基础进行研究与分析的

是现代系统生物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能从代

一种虚拟筛选技术[6]。上述筛选技术由于具有自动化

谢整体角度阐明中药与体内物质的相互作用关系，在

程度高、通量高、误差小和周期短等特点，已受到相关

一定程度上了克服上述两种方法的不足，但都具有工

学者的广泛关注，但仍面临一些不足，如生物色谱法

作量大、周期长的特点，并难以应用于有潜在药效活

最为广泛的应用是将人血清白蛋白等运载蛋白固定

性的微量成分筛选。生物色谱技术是将细胞、靶蛋

于大孔硅胶表面，用于药物与蛋白相互作用研究或中

术和计算机虚拟筛选技术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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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活性成分筛选，但运载蛋白并非中药活性成分在体
内的靶蛋白，结合特异性较差；贺浪冲教授课题组

[9-12]

提出细胞膜色谱法，将高表达受体的细胞膜固载于色
谱填料表面制备了系列细胞膜色谱固定相，并用其筛
选了川芎、大黄、葛根等中药的活性成分，但细胞膜中
其他成分带来的非特异性吸附问题无法避免；生物芯
片技术在对单一成分的靶标确证和活性预测方面具
[7]

有极大优势，但难以应用于复杂的混合体系中 ；计算
机辅助筛选虽然能大大减少新药创制的盲目性和偶
然性，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但其结果均为基
于各种力场的预测性结果，仍需大量实验手段进行
[6]

验证 。
亲和萃取法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活性成分筛选
技术，该方法将生物大分子如功能蛋白质、细胞、核酸
等固载于固体基质表面，利用活性成分与生物大分子
的亲和作用将其从复杂样品中捕获，通过离心、超滤
等方法达到活性成分与非活性成分的快速分离，最后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和核磁共振等手段对活性成
分进行鉴定

[13-14]

。本文以 G 蛋白偶联受体成员之一的

β2-肾上腺素受体（β2-AR）为例，制备了亲和萃取材料

（Affinity extraction material，AEM），筛选了延胡索水提
液中的活性成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四极
杆 - 飞 行 时 间 串 联 质 谱 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ionization-quadrupole-

time of flight-mass spectra，HPLC-ESI-Q-Tof-MS）鉴定

生物碱类成分四氢非洲防己碱、紫堇碱和四氢小檗
碱。该方法具有快速和简便的特点，为中药活性成分
高效快速筛选提供了思路。
1
1.1

材料
仪器

KQ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德国 Eppendorf 5810R 型高速冷冻离心

机 ；1200 系 列 HPLC 串 联 6520 系 列 ESI-Q-TOF-MS/
MS（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
1.2

试剂及耗材

大孔硅胶（6 µm，300 Å）购自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延胡索药材购自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有限公
司 ，经 陕 西 省 中 医 医 院 药 剂 科 鉴 定 为 罂 粟 科
（Papaveraceae）荷 包 丹 亚 科 紫 堇 属 植 物 延 胡 索
（Corydalis yanhusuo W.T. Wang）；甲醇（色谱纯，美国
2

Fisher 公司）；纯净水；沙丁胺醇和特步他林购自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试液

1.3.1

延胡索提取液

取干燥的延胡索药材粉末 0.5 g（过 40 目筛），加入

10 mL 水，超声提取 3 次（40 kHz，30 min/次），收集滤

液，减压浓缩，蒸馏水定容至 50.0 mL，0.45 µm 微孔滤
膜滤过，-20℃冷冻备用。
1.3.2

对照品溶液

配置沙丁胺醇和特步他林水溶液对照品，沙丁胺

醇和特步他林系列浓度均为 1、5、10，20、40、80、160 和
200 µg·mL-1。
2

方法

2.1

亲和萃取材料制备
采 用 文 献[3] 方 法 制 备 β2-AR 亲 和 萃 取 材 料（β2-

AR-AEM）。取大孔硅胶 2.0 g，在甲醇-盐酸（v:v=1:1）
和 98% 的浓 H2SO4 溶液中各震荡 30 min，过滤，干燥乙
腈洗涤多次。将洗涤后的硅胶加入至 50 mL 对氨基苯

基三甲氧基硅烷/乙腈溶液中（40 µmol·mL-1），机械搅
拌下室温反应 6 h，过滤，干燥乙腈和水洗涤多次。将

硅胶加入至 30 mL 80 mmol·L-1 HCl 溶液中，滴加新配

置的 40 mmol·L-1 NaNO2 溶液，碘化钾试纸检测反应终

点（变蓝）。将纯化的 β2-AR 溶液（纯度为 95%，10 mL，
0.2 mg·mL-1）加入至上述重氮化硅胶中，4℃搅拌反应

1 h，抽滤，30 mM 乙酸铵洗涤多次，即得 β2-AR-AEM。
2.2

亲和萃取材料表征

2.2.1

特异性表征

取 β2-AR-AEM，裸硅胶和重氮化硅胶各 50 mg，

加入 100 µL 5.0 µg·mL-1 特步他林，震荡 2 min，离心，
收集上清。三种硅胶分别用纯水洗涤 2 次（1.0 mL/次）
后，加入 100 µL 甲醇，离心后收集上清液，HPLC 检测
特步他林浓度。
2.2.2

亲和萃取表征

称取 8 份 50 mg β2-AR-AEM，离心，去上清，每份

加入 100 µL 不同浓度的特步他林溶液（1、5、10、20、
40、80、160 和 200 µg·mL-1），震荡 2 min，离心，收集上
清。沉淀 β2-AR-AEM 用纯水洗涤 2 次（1.0 mL/次），加

入竞争剂沙丁胺醇（5.0 µg·mL-1），5000 r•min-1 离心 1
min，收 集 上 清 液 ，HPLC 检 测 特 步 他 林 与 沙 丁 胺 醇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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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条 件 ：色 谱 柱 ：Agilent C8（5 µm，4.6×150

mm）；流动相：10% 甲醇/0.01% 甲酸水；流速：0.6 mL·
min-1；紫外波长：276 nm。
2.3

延胡索水提液全成分分析

HPLC 条 件 ：色 谱 柱 ：Agilent TC-C18（5 µm，

4.6mm×250 mm）；流 动 相 ：甲 醇/水（A/B），两 相 含 5
mmol·L-1 氨水，甲酸调节 pH=4.0；梯度洗脱条件为：0-

15 min，50% 75% B；15.01 min，90% B。流速 0.6 mL·
min-1，三通分流，1/3 进质谱；柱温 25℃；延胡索提取液
进样体积为 5.0 µL。

MS 条件：电喷雾电离；正离子模式；干燥气流量：

10 L·min ；干燥气温度：350 ℃；雾化气压力：45 psi；毛
-1

细管电压：4.0 kV；扫描范围：m/z 50-1000。
2.4

延胡索亲和萃取及活性成分鉴定

延胡索亲和萃取步骤同 2.2.2 项下亲和萃取表征，

即 50 mg β2-AR-AEM 中加入 100 µL 延胡索水提液，洗

涤 离 心 后 ，加 入 竞 争 剂 沙 丁 胺 醇（5.0 µg·mL-1），
HPLC-ESI-Q-TOF-MS 检测竞争所得活性成分，条件
表1
样品编号
特步他林浓度/µg·mL

-1

解离量/ng

1

2

70±3

388±10

1

5

同 2.3 项下内容。
结果

3
3.1

亲和萃取材料表征

通过 HPLC 测定 50 mg β2-AR-AEM，裸硅胶和重

氮 化 硅 胶 对 特 步 他 林 的 吸 附 量 分 别 为（112±10）ng，

（13±2）ng 和（9±1）ng，表明裸硅胶与重氮化硅胶对特

步他林为非特异性吸附，远小于 β2-AR-AEM，提示 β2AR-AEM 对受体工具药具有特异性。

沙丁胺醇与特步他林均为 β2-AR 激动剂，可竞争

性结合于受体上同一类位点。以沙丁胺醇为竞争剂，
测定解离的特步他林的量，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可

见，沙丁胺醇存在下，特步他林解离量随特步他林原

浓度的增加而增大。当特步他林原浓度浓度＜20 µg·
mL-1，其解离量与原浓度基本呈线性关系；当浓度为
40-80 µg·mL-1，解离量与原浓度呈非线性关系；当浓
度＞160 µg·mL-1，解离量基本达到饱和。

沙丁胺醇存在下特步他林的解离量
3

10

602±21

4

20

1020±32

5

40

6

1540±56

80

1990±77

7

160

2420±90

8

200

2500±68

依 据 单 位 点 特 异 性 公 式（公 式 1），利 用 软 件

GraphPad Prism 5 对表 1 中数据进行拟合，得解离的特

步他林与原溶液浓度的拟合图（图 1），其中 Bmax 为饱和

吸 附 量 ，即（2 976±39）ng，Kd 为 平 衡 常 数 ，即（38.04±
1.52）µg·mL-1，相关系数 R2 为 0.9969。提示，特步他林
在 β2-AR-AEM 上的吸附行为属于单位点吸附，该过

程可用朗格缪尔吸附模型描述。文献采用受体色谱
法和放射性免疫法均研究了特步他林与 β2-AR 的相互

作用，明确指出特步他林在受体上只存在一类结合位
点。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特异性配体竞争法可用
于与 β2-AR 结合的活性成分筛选。
B max ⋅ X
Y =
kd + X
3.2

(公式 1)

延胡索全成分分析

文献

[15-18]

研究表明，延胡索主要成分为生物碱类，

已鉴定生物碱共有 30 余种。本研究中，依据延胡索水
提液中各成分保留时间、碎片离子和分子式信息，结

合文献[15-18] 报导结果，共鉴定了延胡索水提液中的 19
种成分，包括 13 种生物碱（d-异波尔定、异紫堇定、α-

图1

特步他林原浓度与解离量关系图

别隐品碱、四氢非洲防己碱、普鲁托品、黄连碱、非洲
防己碱、巴马汀、四氢小檗碱、紫堇碱、延胡索乙素、小

檗碱和二氢血根碱）、2 种有机酸（2-哌啶甲酸和山嵛
酸）、2 种甾体（胡萝卜苷和豆甾醇）、1 种蒽醌（大黄素
甲醚）和 1 种核苷类（腺苷）成分，结果见图 2 及表 2 所

示。李峰武[15] 采用 HPLC-ESI-Q-Tof-MS 法对延胡索
提取液进行了全成分分析，解析出延胡索中 28 种化合

物，包含 18 种生物碱、4 种有机酸、3 种甾体、2 种蒽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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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种核苷。本研究鉴定化合物数目少于文献结果，

极性和非极性成分；本研究仅通过超声水提和减压蒸

可能原因在于提取方法不同：文献采用超声水提、氯

馏获得供试品，多数为极性成分，非极性成分存在部

仿萃取和甲醇重悬的方式制备延胡索供试品，其中含

分丢失。

图2
表2
峰号

保留时间/min

1

2.4

3

7.2

2
4
5

7.8
8.1

6

10.0

8

11.5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3

5.1

10.8
12.0
13.1
13.5
14.0
14.9
16.8
18.1
26.2
22.8
27.5
30.0

延胡索水提液总离子流图

延胡索水提液质谱鉴定结果（正离子模式）

[M+H]+(m/z)
328.3522

0.15

C19H21NO4

0.07

C21H23NO5

偏差/ppm

分子式

分子量

化合物

130.1226

0.03

C6H11NO2

129.16

2-哌啶甲酸

342.4852

0.36

C20H23NO4

341.40

370.2147
342.1826
354.1127
321.1049
339.2436
353.1729
341.3279
340.2865
268.1936
577.2753
370.2342
356.1766
285.1257
337.0893
334.1433
413.3402

0.23

C20H23NO4

0.88

C20H19NO5

0.65

C19H14NO4

0.33

C20H20NO4

0.43

C21H22NO4

0.25

C22H44O2

0.76

C20H21NO4

0.47

C10H13N5O4

0.52

C22H27NO4

0.55

C16H12O5

0.21

C35H60O6

0.12

C21H25NO4

0.42

C20H18NO4

0.19

C29H48O

0.34

延胡索活性成分筛选及鉴定
《本草纲目》
《黄汉医学》等古医著作中均有记载，

C20H15NO4

327.42
369.16

异紫堇定

α-别隐品碱

341.45

四氢非洲防己碱

320.35

黄连碱

353.13

普鲁托品

338.42

非洲防己碱

352.15

巴马汀

339.43

四氢小檗碱

576.44

胡萝卜苷

355.18

延胡索乙素

340.58
267.24
369.19

山嵛酸
腺苷
紫堇碱

284.26

大黄素甲醚

333.10

二氢血根碱

336.00
412.37

小檗碱
豆甾醇

四 氢 非 洲 防 己 碱 、四 氢 小 檗 碱 、紫 堇 碱 和 延 胡 索
乙素。

延胡索对支气管病变、下呼吸道感染和结核性胸膜炎
等疾病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具有明显疗效[19]。β2-AR 主

要分布于支气管平滑肌，是止咳平喘类药物作用的主
要靶点，推断延胡索中含有与该受体结合的活性成
分。本研究采用 β2-AR-AEM 筛选延胡索水提液中的
活性成分，以沙丁胺醇为竞争剂，通过竞争法获得与

β2-AR 结合的活性成分为 4 种（总离子图如图 3 所示）。
HPLC/MS 法 获 得 四 种 成 分 质 荷 比 分 别 为 342.1826，
340.2865，370.2342 和 356.1766，提示四种成分分别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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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4

延胡索活性成分鉴定图

讨论

成分。

本研究筛选的四种活性成分通过与沙丁胺醇竞

争获得，表明四种物质与沙丁胺醇竞争 β2-AR 上的同

一类位点。沙丁胺醇为 β2-AR 最典型的激动剂之一，
其羟基可与受体 Ser204 和 Ser207 以氢键结合，其苯环
可与受体 Phe259 和 Phe290 发生 π-π 共轭

[20-21]

。本研

究鉴定所得四种成分均为四环芳香族化合物，具有相

同的母核，推断其均可以 π-π 共轭方式与受体结合，
激动 β2-AR，因而可与沙丁胺醇发生竞争行为。刘昌

孝院士团队 采用 HPLC-QTOF/MS 研究了中药延胡
[22]

索的物质基础，发现延胡索提取物能激动多种 G 蛋白

偶 联 受 体 ，其 中 延 胡 索 乙 素 能 激 动 β2-AR。 高 小 康
等

[23-24]

采用定向固定化 β2-AR 色谱法筛选了延胡索提

取液中的活性成分，发现提取液中四氢非洲防己碱、
四氢小檗碱、紫堇碱和原阿片碱可与 β2-AR 结合。本

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高度一致，再一次证明 β2AR-AEM 可 用 于 筛 选 延 胡 索 中 与 受 体 结 合 的 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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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ity extraction methodology for screening of bioactive compounds from water extract of Corydalis yanhusuo*
Luo Jing1 ，Meng Xue2 ，Hu Weitao1 ，Gao Qiujie1 ，Zhang Xuanguo1 ，Li Jingzhuo1＊＊

(1. Shaanx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03, China；2.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Shaanxi Province, Xi' an 71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creen the active compounds targeted to beta2-adrenoceptor (β2-AR) in the water extract from

Corydalis yanhusuo.Methods

β2-AR was immobilized onto macroporous silica gel by diazonium reaction to prepare the

affinity extraction material. The material was characterized by plotting the adsorption isotherm of the specific drugs and

the gel. Water extract of Corydalis yanhusuo was screened by the affinity extraction material. The bound and unbou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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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to β2-AR were seperated by centrafugation and the bound component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bioactive

compounds in Corydalis yanhusuo that target to β2-AR. The bioactive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electrospray (ESI) -quadrupole time of flight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Q-TOF-MS).
Results

The main bioactive compounds in Corydalis yanhusuo were alkaloids, including tetrahydrocolumbamine,

corydaline, tetrahydroberberberine and tetrahydropalmatine.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receptor chromatography, β2-

AR afinity extraction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 in remaining the bioactivity of receptors. Because this method avoid the

high pressure packing procedures in preparing the receptor chromatographic column. In addition, this method is fast,
simple and has high efficiency in screening bioactive compoun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us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for high 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Keywords: Affinity extraction, β2-adrenoceptor, Corydalis yanhusuo, Bioactive compounds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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