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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新的

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本发明

提供一种化合物，所述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I所

示。本发明所提供的化合物具有一定强度的灭螺

活性，在不同的药物溶度下均可以表现出不同强

度的灭螺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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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合物，所述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I所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

(1)将苦葛根醇提，提取液浓缩，醇提所使用的溶剂为醇类溶剂或它们的水溶液，提取

的条件为室温至溶剂回流的温度；

(2)将浓缩后的提取液萃取，有机相脱溶，使用正丁醇和水对浓缩后的提取液进行萃

取，正丁醇和水的体积比为1:2～10，有机相脱溶至浸膏；

(3)将脱溶所得产物通过树脂吸附、洗脱，洗脱液浓缩，将脱溶所得产物溶于水，通过大

孔树脂进行吸附，采用水-乙醇体系进行梯度洗脱，所述大孔树脂为AB-8型大孔树脂，采用

水-乙醇体系进行梯度洗脱时，洗脱液分别为水、25-35v/v％乙醇水溶液、65-75v/v％乙醇

水溶液和≥90v/v％乙醇水溶液，收集合并≥90v/v％乙醇水溶液洗脱部分进行后续处理；

(4)浓缩后的洗脱液通过中压制备色谱和/或高效液相色谱进行纯化制备，即得所述化

合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溶剂与苦葛根的体积比为8-12：1，提取

的条件为55～65℃。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正丁醇和水的体积比为1:2～3。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浓缩后的洗脱液纯化的具体方法为：

将浓缩后的洗脱液采用中压制备色谱进行纯化，以甲醇-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洗脱液

再采用高效制备液相色谱进行纯化，所述中压制备色谱的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C18)，50-60v/v％甲醇水溶液、75-85v/v％甲醇水溶液和100％甲醇，收集合并75～85v/

v％甲醇水溶液部分进行后续处理，所述高效制备液相色谱的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

胶(C18)，洗脱液为30～40v/v％乙腈水溶液匀速洗脱，流速50～70ml/min。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在灭螺或制备灭螺药物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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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新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

途。

背景技术

[0002] 皂甙(saponins)又称皂素，是广泛存在于植物界的一类特殊的甙类，它的水溶液

振摇后可生产持久的肥皂样的泡沫，因而得名。皂甙作为一种生物活性物质，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根据皂甙水解后生成皂甙元的结构，可分为三萜皂甙(triterpenoidal 

saponins)与甾体皂甙(steroidal  saponins)两大类。三萜皂甙类化合物是一类基本母核

由30个左右碳原子所组成的化合物，经常以游离形式或以与糖结合成苷或酯的形式存在于

植物体内。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三萜皂苷类化合物，

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化合物，所述化合物

具有良好的灭螺活性。本发明所提供的化合物通常是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其结构式如式I所

示：

[0005]

[0006]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所述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从苦葛根中提取所述化合物。

[0007]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制备方法包括：

[0008] (1)将苦葛根醇提，提取液浓缩；

[0009] (2)将浓缩后的提取液萃取，有机相脱溶；

[0010] (3)将脱溶所得产物通过树脂吸附、洗脱，洗脱液浓缩；

[0011] (4)将浓缩后的洗脱液纯化，即得所述化合物。

[0012] 所述苦葛根通常指植物苦葛的根。苦葛(Pueraria  peduncularis(Grah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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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nth)Benth.)为豆科(Leguminosae)葛属(Pueraria)缠绕草本植物，又名云南葛藤、白苦

葛和红苦葛(云南)，主要分布于我国四川、西藏、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其中以云南分布最

为广泛。

[0013]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选择合适的溶剂种类和使用量用于醇提，从而可以将待提取物

质中的可溶性成分被充分溶出。

[0014]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醇提所使用的溶剂可以是醇类溶剂或它们的水溶液

等，所述醇类溶剂可以是例如甲醇、乙醇等。优选的，醇提所使用的溶剂可以是70-85v/v％

的乙醇水溶液。

[0015]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溶剂与苦葛根的体积比为8-12：1，提取的条件为室温

至溶剂回流的温度，具体为55-65℃，提取次数为两次以上。

[0016]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醇提所得的提取液还进行固液分离。

[0017]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正丁醇和水对浓缩后的提取液进行萃取，正丁醇

和水的体积比为1:2～10，优选为1:2～3。

[0018]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脱溶至浸膏。

[0019]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将脱溶所得产物溶于水，通过大孔树脂进行吸附，采用

水-乙醇体系进行梯度洗脱。

[0020]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大孔树脂为AB-8型大孔树脂，采用水-乙醇体系进

行梯度洗脱时，洗脱液分别为水、25-35v/v％乙醇水溶液、65-75v/v％乙醇水溶液和≥90v/

v％乙醇乙醇水溶液，收集合并≥90v/v％乙醇水溶液洗脱部分进行后续处理。

[0021]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浓缩后的洗脱液通过中压制备色谱和/或高效液相色

谱进行纯化制备。

[0022]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将浓缩后的洗脱液纯化的具体方法为：将浓缩后的洗

脱液采用中压制备色谱进行纯化，以甲醇-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洗脱液再采用高效制

备液相色谱进行纯化。

[0023]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中压制备色谱的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C18)，洗脱液分别为50-60v/v％甲醇水溶液、75-85v/v％甲醇水溶液和100％甲醇，收集合

并75～85v/v％甲醇水溶液部分进行后续处理。

[0024] 在本发明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高效制备液相色谱的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

胶(C18)，洗脱液为30～40v/v％乙腈水溶液匀速洗脱，流速50～70ml/min。

[0025]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所述化合物在灭螺或制备灭螺药物中的用途。本申请所提供

的化合物具有一定强度的灭螺活性，在不同的药物溶度下均可以表现出不同强度的灭螺活

性，所述灭螺活性通常指物质能够抑制螺类生长和/或导致螺类死亡等性质，所述螺类具体

可以是例如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Lamarck)等。

[0026] 本发明发明人从苦葛根中分离出一种新齐墩果烷型三萜皂苷化合物，由苦葛的根

经粗提、反复萃取、大孔树脂吸附、中压液相色谱和高效制备液相色谱分离所得，并采用1D

和2D-NMR技术鉴定其结构，化合物名称为：3-O-β-D-吡喃葡萄糖(1-2)-β-D-吡喃葡萄糖(1-

2)[β-D-吡喃葡萄糖(1-3)-β-D-吡喃葡萄糖醛酸]-12齐墩果烯-30-甲酸(3-O-β-D-

gluc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yl(1-3)-β-D-

glucuronopyranosyl]-12-oleanene-30-oic  acid)，结构式如式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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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1H-NMR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28] 图2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13C-NMR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29] 图3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1H-1HCOSY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30] 图4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HSQC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31] 图5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HMBC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32] 图6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NOESY  spectrum(pridine-d5)结果示意图。

[0033] 图7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Q-TOFspectrum结果示意图。

[0034] 图8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HMBC的H-C相关示意图。

[0035] 图9显示为本发明实施例NOESY的H-H相关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37] 须知，下列实施例中未具体注明的工艺设备或装置均采用本领域内的常规设备或

装置。

[0038] 此外应理解，本发明中提到的一个或多个方法步骤并不排斥在所述组合步骤前后

还可以存在其他方法步骤或在这些明确提到的步骤之间还可以插入其他方法步骤，除非另

有说明；还应理解，本发明中提到的一个或多个设备/装置之间的组合连接关系并不排斥在

所述组合设备/装置前后还可以存在其他设备/装置或在这些明确提到的两个设备/装置之

间还可以插入其他设备/装置，除非另有说明。而且，除非另有说明，各方法步骤的编号仅为

鉴别各方法步骤的便利工具，而非为限制各方法步骤的排列次序或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

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的情况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

范畴。

[0039] 实施例1

[0040] 化合物的制备：

[0041] (1)称取粉碎的苦葛根，加入8-12倍体积的70-85％乙醇，搅匀，60℃回流提取为2

次，每次4小时，过滤，合并滤液，减压回收乙醇，得1.5kg药液备用；

[0042] (2)将步骤(1)中所得药液用正丁醇和水反复多次萃取，正丁醇和水体积比例为1:

2，将萃取液浓缩至浸膏，得正丁醇萃取物800g；

[0043] (3)将步骤(2)中所得萃取物用10L水分散，再进行大孔树脂吸附，所用大孔树脂型

号为AB-8，并用水-乙醇进行梯度洗脱，洗脱液分别为水、30v/v％、70v/v％和95v/v％乙醇

水溶液，收集95v/v％乙醇洗脱部分合并，减压回收得125g药液备用；

[0044] (4)将步骤(3)中所得药液用中压液相色谱仪(中压C18，苏州汇通色谱分离纯化有

限公司，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C18))进行纯化，以甲醇-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

脱，洗脱液分别为55v/v％、80v/v％甲醇水溶液和100％甲醇，收集合并液80v/v％甲醇水溶

液洗脱部分，减压回收得4g药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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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5)将步骤(3)中所得药液用高效制备液相色谱仪(岛津LC-20AP系列，填料为十八

烷基硅烷键合硅胶(C18))进行精制，洗脱剂为35v/v％乙腈匀速洗脱，流速70ml/min，得到

纯度为98％以上目标化合物116mg。

[0046] 结构鉴定：

[0047] 化合物为白色粉末，Liebermann-Burchard反应呈橙红色，Molish反应呈阳性，故

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皂苷类化合物。HR-ESI-MS  m/z  1131 .5232[M-H]-，计算值为

1131.5223，结合1H-和13C-NMR谱确定化合物的分子式为C54H84O25，计算其不饱和度为11。

1H-NMR谱显示了7个单峰甲基：δ0.78(3H,s)，δ0.92(3H,s)，δ1.04(3H,s)，δ1.19(3H,s)，δ

1.20(3H,s)，δ1.28(3H,s)。5.42(1H,br  s)显示该化合物中有烯氢，且为环内烯键(δ>5)。在

HMBC谱中15位上的CH2δ2.78(1H,d,J＝15.5Hz)，δ1.96(1H,d,J＝15.1Hz)及28位甲基δ1.19

(3H,s)与δ215.7的季碳均有远程相关，另外HMBC谱29位甲基δ1.44(3H,s)与180.9季碳有远

程相关，所以提示该化合物16位为羰基，30位为羧基。因此该化合物苷元母核为12齐墩果

烯-30-甲酸。

[0048] 1H-NMR谱中δ4.99(1H ,d ,J＝7.6Hz)，δ5.29(1H ,d ,J＝7.7Hz)，δ5.63(1H ,d ,J＝

7.7Hz)，δ5.66(1H,d ,J＝7.6Hz)四个端基氢，13C-NMR谱中δ103.0，δ104.8，104.8，105.0四

个端基碳显示该化合物为四糖苷。13C-NMR谱中δ105-δ62.4共24个碳信号，另外HMBC谱中糖

上的质子氢δ4.66与羧基碳δ172.6有远程相关，应有1个葡萄糖醛酸，再根据端基氢的裂分

情况和偶合常数(1H,d,J＝7.6Hz)，(1H,d,J＝7.7Hz)可以推断这四个糖构型均为β-D-葡萄

糖和葡萄糖醛酸。在COSY谱中端基氢δ4.99与H2δ4.32有远程相关，δ5.29与H2δ4.08有远程

相关，δ5.63与H2δ4.10有远程相关，δ5.66与H2δ4.40有远程相关，在HSQC谱中H2δ4.32与C2δ

80.5，H3δ4.20与C3δ87.3，H2δ4.08与C2δ75.3，H2δ4.10与C2δ76.2，H2δ4.40与C2δ82.0均有

远程相关，NOESY谱中H1δ4.99与苷元3位氢δ3.20，H1δ5.29与H3δ4.20，H1δ5.63与H2δ4.40，

H1δ5.66与H3δ4.32之间均存在NOE，在HMBC谱中端基氢δ4.99与苷元C-3δ89.2，端基氢δ5.29

与糖上C3  87.3，端基氢δ5.63与糖上C2  82.0，端基氢δ5.66与糖上C2  80.5均有远程相关，

所以四个糖的连接方式分别为端基氢δ4.99的糖与苷元C-3以1-3方式相连，端基氢δ5.29的

糖与端基氢δ4.99的糖C-3位以1-3方式相连，端基氢δ5.66的糖与端基氢δ4.99的糖C-2位以

1-2方式相连，端基氢δ5.63的糖与端基氢δ5.66的糖C-2位以1-2方式相连，因此糖链的连接

顺序为3-O-β-D-吡喃葡萄糖(1-2)-β-D-吡喃葡萄糖(1-2)[β-D-吡喃葡萄糖(1-3)-β-D-吡

喃葡萄糖醛酸]。

[0049] 综上分析，确定化合物KGC-32的结构鉴定为：3-O-β-D-吡喃葡萄糖(1-2)-β-D-吡

喃葡萄糖(1-2)[β-D-吡喃葡萄糖(1-3)-β-D-吡喃葡萄糖醛酸]-12齐墩果烯-30-甲酸。该化

合物的1H-NMR及13C-NMR谱数据见表1。

[005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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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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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实施例2

[0054] 将实施例1制备获得的目标化合物进行灭螺活性实验，具体方法如下：

[0055] 于2017年6月在四川省广汉和兴镇采集壳直径为0.5±0.1cm的福寿螺，放入25℃

恒温下用水和卷心菜喂养5天后以适应实验室环境待用，去除死去的福寿螺。

[0056] 目标物溶液配置：分别准确称取该目标物适量10mg和30mg，用DMSO溶液溶解，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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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成10mg.L-1和30mg.L-1的目标物溶液，另外一组用未加目标物的DMSO溶液做阴性对照；

取20只福寿螺放入一块有6孔的实验板，2个孔加入10mg .L-1的目标物溶液，2个孔加入

30mg.L-1的目标物溶液，另外3个孔放入未加目标物的阴性对照溶液，分别观察在24小时，48

小时和72小时后的死亡率

[0057] 实验结果：10mg .L-1的目标物溶液在72小时后有26.25％的死亡率，30mg .L-1的目

标物溶液在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后的死亡率分别为21.25％；57.5％，71.25％。

[0058] 表2

[0059]

[0060] 由表2的相关数据可知，本发明所提供的新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灭螺活性，药物溶度

为30mg·L-1分别在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内各表现出不同强度的灭螺活性。

[0061] 综上所述，本发明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种种缺点而具高度产业利用价值。

[0062]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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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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