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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DAD 双波长法测定护肝片中 5 个柴胡皂苷的含量

邹惠亮，陈柯，陈敏，陈褚建
（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湖州 313000）

摘要　目的：建立测定护肝片中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的定量分析

方法。方法：采用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为乙腈（A）- 水（B），

梯度洗脱（0~40 min，30%A → 53%A；40~48 min，53%A → 98%A），检测波长 210 nm（柴胡皂苷 a、柴胡皂

苷 c、柴胡皂苷 d）、254 nm（柴胡皂苷 b1、b2），流速 1 mL·min-1，柱温 25 ℃。结果：5 个柴胡皂苷分离度

良好；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进样量分别在 0.013 5~0.674、0.015 
6~0.781、0.015 2~0.762、0.015 1~0.757 和 0.013 1~0.653 μg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 ≥ 0.999 5）；稳定性及

重复性试验 RSD 均低于 2.0%；平均回收率在 99.7%~102.9%，RSD 均小于 2.0%（n=6）。12 个生产厂家 50
批样品中均未检测到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除 2 个厂家外的其余厂家样品中均检测到柴胡

皂苷 b1、柴胡皂苷 b2。结论：所建立的方法简便、快捷、重复性好，可用于护肝片中 5 个柴胡皂苷的含量测

定，为护肝片的全面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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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ive saikosaponins in Hugan 
tablets by HPLC-DAD dual wavelength method

ZOU Hui-liang，CHEN Ke，CHEN Min，CHEN Chu-jian
（Huzhou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Huzhou 31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aikosaponin a，saikosaponin b1，

saikosaponin b2，saikosaponin c and saikosaponin d in Hugan tablets. Methods：HPLC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on 
an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 column（250 mm×4.6 mm，5.0 μm）.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A）-
water（B）in gradient mode（0-40 min，30%A → 53%A；40-48 min，53%A → 98%A）.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10 nm for saikosaponin a，saikosaponin c，saikosaponin d and 254 nm for saikosaponin b1，saikosaponin 
b2. The flow rate was 1 mL·min-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maintained at 25 ℃. 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five saikosaponins was good. Saikosaponin a，saikosaponin b1，saikosaponin b2，

saikosaponinc and saikosaponin d show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range of 0.0135-0.674，0.0156-
0.781，0.0152-0.762，0.0151-0.757 and 0.0131-0.653 μg，respectively（r ≥ 0.9995）. Good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was achieved with the RSDs below 2.0%.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saikosap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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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ikosaponin b1，saikosaponin b2，saikosaponinc and saikosaponin d were among 99.7%-102.9% with RSDs 
below 2.0%. Saikosaponin a，saikosaponin c and saikosaponin d was not detected in fifty batches of samples from 
twelve companies. Saikosaponin b1 and saikosaponin b2 were detected in most samples except samples from two 
companies. Conclusion：The method is simple，rapid and reproducible. It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ive saikosaponins in Hugan Tables，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control of Hugan 
Tables.
Keywords：Hugan tables；Radix Bupleuri；saikosaponin；content detemination；HPLC-DAD

护肝片作为纯中药复方制剂，由柴胡、茵陈、板

蓝根、五味子、猪胆粉和绿豆 6 味中药组成［1］，具有

保护肝损伤、抗氧化、提高免疫等作用［2-6］。护肝片

配方中以柴胡为君药，柴胡具有疏散退热、疏肝解郁、

升举阳气功效，化学成分主要有皂苷类及黄酮类化合

物，其中柴胡皂苷为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该成分具

有增强机体特异性免疫反应，抗菌消炎和抗病毒等作

用［7-13］。而在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质

量标准中，仅以五味子醇甲 1 个成分的含量评价成方

的质量，显然不够科学和全面，难以准确评价不同厂

家的产品质量以及避免生产过程中添加单一成分以

符合质量标准的情况。因此，对护肝片中君药柴胡进

行定量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文献报道的关于

多个柴胡皂苷同时测定的 HPLC 定量分析方法大多

采用单波长的方法，造成个别柴胡皂苷的紫外吸收比

较弱，存在定下量限、检测下限偏高，定量不准确等问

题；或者仅仅对 2 到 3 个柴胡皂苷进行同时测定，不

能全面反映护肝片中柴胡皂苷类成分的量［14-15］。为

此，本文建立一种同时测定护肝片中环氧醚型（柴胡

皂苷 a、c、d）和异环双烯型（柴胡皂苷 b1、b2）5 个柴

胡皂苷成分含量的 HPLC 分析方法，并采用此方法对

市售 12 个厂家 50 批次的护肝片进行含量测定。比

较各厂家之间及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之间的质量差异，

为评价和进一步提高护肝片的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岛津 LC-20AD 高效液相色谱仪（DAD 二极管

阵列检测器）；Agilent Eclipse Plus C18（250 mm×4.6 
mm，5 μm）色 谱 柱；Millipore Milli-QA 超 纯 水 器；

Mettler Toledo XS205 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对照品柴胡皂苷 a（批号 110777-201108，含量

93.2%）与 柴 胡 皂 苷 d（批 号 110778-201409，含 量

97.3%）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照品柴胡

皂苷 c（批号 C-025-160809，含量 99.04%）、柴胡皂

苷 b1（批号 C-085-170417，含量 99.43%）、柴胡皂苷

b2（批号 C-051-170421，含量 99.81%）均购于成都

瑞芬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醇为色谱纯，水为重蒸

馏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样品来自 12 家（A~L）生产企业，共 50 批（S1~S50）。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混合对照品储备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柴胡

皂苷 a、柴胡皂苷 d、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b1 和柴胡

皂苷 b2 的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成各成分对照品母

液（柴胡皂苷 a 0.336 8 mg·mL-1、柴胡皂苷 d 0.326 7 
mg·mL-1、柴胡皂苷 c 0.378 3 mg·mL-1、柴胡皂苷 b1 
0.390 4 mg·mL-1、柴胡皂苷 b2 0.380 9 mg·mL-1）。精

密吸取上述母液各 5 mL，置 25 mL 量瓶中，用 50%
甲醇水稀释至刻度，即得柴胡皂苷 a、d、c、b1 和 b2 的

混合对照品储备溶液（质量浓度分别为 67.36、65.34、

75.66、78.08、76.18 μg·mL-1）。

2.1.2　供试品溶液　取各批次护肝片 20 片（糖衣片

除去糖衣）研细，取约 1 g，精密称定，置平底烧瓶中，

加入含 5% 氨水的 80% 甲醇水溶液 50 mL，称量，超

声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30 min，称量，用

5% 氨水的 80% 甲醇水溶液补足减失的量，经 0.45 
μm 微孔过滤膜过滤，即得。

2.2　色 谱 条 件　 采 用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250 
mm×4.6 mm，5 μm）色 谱 柱，流 动 相 为 乙 腈 - 水，

梯 度 洗 脱（0~40 min，30%~53% 乙 腈；40~48 min，

98% 乙腈），检测波长 210 nm（柴胡皂苷 a、柴胡皂

苷 c、柴 胡 皂 苷 d）、254 nm（柴 胡 皂 苷 b1、b2），流 速

1 mL·min-1，柱温 25 ℃，进样量为 10 μL。理论板数

按柴胡皂苷 b1 峰计算不低于 5 000，分离度 >1.5。混

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色谱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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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柴胡皂苷 c（saikosaponin c）　2. 柴胡皂苷 a（saikosaponin a）　3. 柴胡皂苷 b1（saikosaponin b1）　4. 柴胡皂苷 b2（saikosaponin b2）　5. 柴胡皂苷 d
（saikosaponin d）

图 1　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对照品（A，C）和样品（B，D）的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saikosaponins a，saikosaponins b1，saikosaponins b1，saikosaponins c，saikosaponins d（A，C）and sample（B，D）

2.3　线性关系考察

精 密 吸 取“2.1.1”项 下 混 合 对 照 品 储 备 溶 液

0.2、0.5、1、2、5、10 mL，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

50% 甲醇水稀释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系列混合

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上述溶液 10 μL，在上述色谱

条件下分别进行测定，以对照品的进样量 X（μg）为

横坐标，峰面积 Y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柴胡皂

苷 a、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

苷 d 及黄芩苷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和线性范围见

表 1。

表 1　各成分线性回归分析

Tab. 1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成分

（component）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r

线性范围

（linear range）/μg

柴胡皂苷 a（saikosaponin a） Y = 6.089×105X + 3.734×103 0.999 0 0.013 5~0.674

柴胡皂苷 b1（saikosaponin b1） Y = 3.090×106X +2.403×104 0.998 0 0.015 6~0.781

柴胡皂苷 b2（saikosaponin b2） Y = 3.007×106X + 2.237×104 0.999 0 0.015 2~0.762

柴胡皂苷 c（saikosaponin c） Y = 5.141×105X +2.024×103 0.999 0 0.015 1~0.757

柴胡皂苷 d（saikosaponin d） Y = 5.411×105X +1.990×103 0.999 0 0.013 1~0.653

2.4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2”项的色谱条

件连续进样 6 次，记录色谱图，计算柴胡皂苷 a、b1、

b2、c、d 峰面积的 RSD，分别为 0.90%、1.2%、0.35%、

0.96%、0.94%，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 0、2、4、8、

12、24、48 h 后按“2.2“”项的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结果柴胡皂苷 b1、b2 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35%、

1.12%，说明供试品溶液在配制好后 48 h 内稳定。

2.6　重复性试验

取 A 企业样品（批号 201702088）按 “2.1.2”项

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进样 10 μL 进行测

定，测得柴胡皂苷 b1、b2 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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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2 mg·g-1，RSD 分别为 1.7%、1.6%。结果表明该

方法重复性较好。

2.7　加样回收试验

取 已 知 含 量 的 护 肝 片 样 品（A 企 业，批 号

201702088）约 0.5 g，精 密 称 定，精 密 加 入 0.336 8 
mg·mL-1 柴胡皂苷 a、0.326 7 mg·mL-1 柴胡皂苷 d、

0.378 3 mg·mL-1 柴胡皂苷 c、0.390 4 mg·mL-1 柴胡

皂苷 b1、0.380 9 mg·mL-1 柴胡皂苷 b2 的对照品溶液

各 2 mL，按“2.1.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溶

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样 10 μL 分别进行测定，计

算回收率，测得样品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1.8%、

102.9%、101.7%、99.7%、100.6%，RSD 分 别 为 1.9%、

2.0%、1.5%、1.8%、1.7%。

2.8　样品测定

精密吸取“2.1.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 10 μL 
及供试品溶液 10 μ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按上述

色谱条件分别进样测定，以外标法计算含量，结果见

表 2。

表 2　50 批样品中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的含量测定（mg·g-1，n=3）

Tab. 2　Contents of saikosaponins a，saikosaponins b1，saikosaponins b2，saikosaponins c，

saikosaponins d in fifty batches of samples

企业及批号（manufacturer 
and lot No.）

柴胡皂苷 b1

（saikosaponin b1）

柴胡皂苷 b2

（saikosaponin b2）

柴胡皂苷 a
（saikosaponin a）

柴胡皂苷 c
（saikosaponin c）

柴胡皂苷 d
（saikosaponin d）

总量（total）

A 201612119 0.125 0.456 -- -- -- 0.581

201611005 0.404 0.378 -- -- -- 0.782

201611164 0.252 0.314 -- -- -- 0.566

201610076 0.357 0.235 -- -- -- 0.592

201609017 0.146 0.365 -- -- -- 0.511

201609016 0.158 0.375 -- -- -- 0.533

201611123 0.132 0.413 -- -- -- 0.545

201611116 0.146 0.449 -- -- -- 0.595

201610076 0.184 0.354 -- -- -- 0.538

201708100 0.312 0.289 -- -- -- 0.601

201602096 0.095 0.545 -- -- -- 0.640

201609145 0.234 0.312 -- -- -- 0.546

201608070 0.189 0.408 -- -- -- 0.597

201609020 0.151 0.325 -- -- -- 0.476

201612037 0.186 0.494 -- -- -- 0.680

201611002 0.040 0.468 -- -- -- 0.508

201701006 0.201 0.568 -- -- -- 0.769

201611102 0.196 0.495 -- -- -- 0.691

201610143 0.206 0.689 -- -- -- 0.895

201702088 0.215 0.652 -- -- -- 0.867

201702058 0.209 0.607 -- -- -- 0.816

201611005 0.203 0.563 -- -- -- 0.766

201611150 0.172 0.523 -- -- -- 0.695

201704137 0.185 0.478 -- -- -- 0.663

201610179 0.175 0.468 -- -- -- 0.643

201611053 0.179 0.463 -- -- -- 0.642

201611005 0.183 0.458 -- -- -- 0.641

201703084 0.192 0.594 -- -- -- 0.786

201611049 0.136 0.429 -- -- -- 0.565

201611084 0.175 0.567 -- -- -- 0.742

201702046 0.180 0.514 -- -- -- 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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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批号（manufacturer 
and lot No.）

柴胡皂苷 b1

（saikosaponin b1）

柴胡皂苷 b2

（saikosaponin b2）

柴胡皂苷 a
（saikosaponin a）

柴胡皂苷 c
（saikosaponin c）

柴胡皂苷 d
（saikosaponin d）

总量（total）

B 20161105 0.044 0.172 -- -- -- 0.216

C 170303 0.017 0.047 -- -- -- 0.064

161103 0.037 0.104 -- -- -- 0.141

D 161209 -- -- -- -- -- --

161007 -- -- -- -- -- --

170101 -- -- -- -- -- --

170302 -- -- -- -- -- --

161209 -- -- -- -- -- --

E 160501 0.040 0.113 -- -- -- 0.153

F 160603 0.172 0.227 -- -- -- 0.399

160601 0.036 0.056 -- -- -- 0.092

G 170203 -- -- -- -- -- --

H 161109 0.091 0.183 -- -- -- 0.274

I 170215 0.178 0.259 -- -- -- 0.437

161105 0.073 0.103 -- -- -- 0.176

170304 0.111 0.152 -- -- -- 0.263

J 20161227 0.046 0.077 -- -- -- 0.123

K 170202 0.359 0.698 -- -- -- 1.057

L 170346 0.101 0.230 -- -- -- 0.331

最大 / 最小（max/min） 24 15 -- -- -- 17

　注（note）：“--”为该组分未被检出（“--” indicates that the component is not detected）

表 2（续）

3　讨论

3.1　样品提取条件的优化

本实验对护肝片中的柴胡皂苷成分进行含量测

定，对比了含 5% 氨水的 80% 甲醇水溶液、70% 甲醇

水溶液、90% 甲醇水溶液以及甲醇溶液，回流与超声

2 种提取方法对护肝片中的柴胡皂苷类的提取效率，

结果表明含 5% 氨水的 80% 甲醇水溶液超声提取效

率明显高于其他溶剂与方法。在超声时间考察时发

现 30 min 以上时，提取效率基本不变，故选择超声时

间为 30 min。

3.2　流动相的选择

本研究考察了多种流动相系统，最终发现乙腈 -
水梯度洗脱条件下的色谱峰分离效果好，峰形尖锐，5
个柴胡皂苷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精密度和重复性，在

柱温 25 ℃条件下，流动相对皂苷稳定性没有影响。

3.3　检测波长的选择

采用 DAD 检测器分别对 5 个柴胡皂苷混合对照

品溶液在 200~400 nm 波长处进行全扫描，发现柴胡

皂苷 a、c、d 最大吸收波长为 210 nm，而柴胡皂苷 b1、

柴胡皂苷 b2 在 254 nm 处有最大吸收。为确保 5 个

柴胡皂苷类成分均能得到很好的响应，综合考虑确定

在双波长下同时测定 5 个柴胡皂苷的含量。

3.4　结果分析

通过建立的 HPLC-DAD 双波长法对 12 个厂家

50 批护肝片中 5 个皂苷类成分的含量进行测定，所

有批次的护肝片中均未检测到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除个别厂家外其他厂家生产的护肝片

中均检测到了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这可能是

由于柴胡皂苷 a、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的结构不稳

定，中药制剂又大多采用水提取工艺，在生产过程中

柴胡中的原生皂苷易发生结构改变，转化为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并且这种转化反应很稳定。

测定结果显示不同厂家样品中柴胡皂苷含量存在

显著差异，柴胡皂苷 b1 最大值可达最小值的 24 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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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皂苷 b2 最大值可达最小值的 15 倍，柴胡皂苷 b1、柴

胡皂苷 b2 的总量上也相差 17 倍之多，个别厂家生产的

护肝片中甚至未检测到柴胡皂苷。除了不同生产企业

之间的差异较大外，同企业生产的不同批次间的差异

也较大，如 F 与 I 企业柴胡皂苷柴胡皂苷 b1、柴胡皂苷

b2 的总量不同批次间相差近 3~4 倍。可见不同厂家投

料的柴胡原药材质量及生产工艺存在巨大差异，最终

导致护肝片的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提高和完善护肝片

的质量标准十分迫切。

本研究建立了同时测定护肝片中柴胡皂苷 a、柴胡

皂苷 b1、柴胡皂苷 b2、柴胡皂苷 c、柴胡皂苷 d 的 HPLC
分析方法。所建立的方法符合定量分析要求，操作简

单，结果准确、可靠，重现性好。可为护肝片及含柴胡的

中药制剂的定量控制与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一定的科

学依据。12 家生产企业的 50 批样品的检测数据，可为

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提供基础研究资料。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S］．2015：961

 ChP 2015．Vol Ⅰ［S］．2015：961

［2］ 官欣，陈希，罗丹．护肝片治疗药物性肝脏损害的临床研究［J］．

北方药学，2016，13（9）：137

 GUAN X，CHEN X，LUO D．Clinical study of Hugan tablets on drug-

induced liver damage ［J］．J North Pharm，2016，13（9）：137

［3］ 杨琳，梁雪琰，赵洪海，等．护肝片对 CCl4 急性肝损伤小鼠肝保护

作用及机制研究［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29（1）：80

 YANG L，LIANG XY，ZHAO HH，et al．Study on protective effect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liver-aid tablets on acute hepatic injury 

induced by CCl4 in mice ［J］．J Jiangxi Univ Tradit Chin Med，

2017，29（1）：80

［4］ 龚梦鹃，巫圣乾，岳贺，等．基于血清和肝代谢组学研究护肝片的

保肝作用［J］．中国药房，2017，28（34）：4780

 GONG MJ，WU SQ，YUE H，et al．Study on the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of Hugan tablets based on serum and liver metabonomics ［J］．

Chin a Pharm，2017，28（34）：4780

［5］ 杜英峰，袁志芳，王春英，等．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护肝片中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的含量［J］．药物分析杂志，2004，24

（4）：397

 DU YF，YUAN ZF，WANG CY，et al．RP-HPLC determination of 

doxyschizandrin and schisandrin B in Hugan tablets［J］．Chin J 

Pharm Anal，2004，24（4）：397

［6］ 伍国怡．HPLC 同时测定护肝片中 5 种成分的含量［J］．中国药

师，2016，19（5）：873

 WU GY．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ive effective components in 

Hugan tablets by HPLC［J］．Chin a Pharm，2016，19（5）：873

［7］ 杨天鸣，盖静，赵萌．柴胡水提取物抗菌作用研究［J］．中兽医医

药杂志，2011，30（2）：49

 YANG TM，GAI J，ZHAO M．Research on the bacteriostasis effect 

of queous extract from Bupleurum chinenes DC.［J］．J Tradit Chin 

Vet Med，2011，30（2）：49

［8］ 杜婷，杜士明，王刚，等．竹叶柴胡与北柴胡的抗炎保肝作用比较

［J］．医药导报，2014，33（9）：1144

 DU T，DU SM，WANG G，et al．Comparison of anti-inflammatory and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ies of Bupleurum marginatum Wall．ex DC．and 

Bupleurum chinense DC.［J］．Her Med，2014，33（9）：1144

［9］ 李云静．小柴胡汤及其拆方抗流感病毒作用的体外实验研究

［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0

 LI YJ．Xiaochaihu Decoction and Its Disassemble Prescriptions of 

Anti-Influenza Virus in vitro［D］．Wuhan：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2010

［10］ 李素婷，姜凌雪，周晓慧．柴胡皂苷 -d 对乙醇损伤原代培养大鼠

肝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08，19

（11）：2752

 LI ST，JIANG LX，ZHOU XH．The protective effect and mechanisms 

of saikosaponin-d on primary cultured rats hepatocytes injured by 

ethanol［J］．Lishizhen Med Mater Med Res，2008，19（11）：2752

［11］ 阙任烨，李勇．柴胡皂苷防治原发性肝癌机制研究进展［J］．辽

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6（2）：128

 QUE RY，LI Y．Advances in mechanisms of saikosaponins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J Liaoning 

Univ Tradit Chin Med，2014，16（2）：128

［12］ 黄幼异，黄伟，孙蓉．柴胡皂苷对肝脏的药理毒理作用研究进展

［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17）：298

 HUANG YY，HUANG W，SUN R．Research development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hepatotoxicity of Bupleurum saikosaponin

［J］．Chin J Exp Tradit Med Form，2011，17（17）：298

［13］ 何燕，胡志峰，李平，等．柴胡皂苷 d 抗肝纤维化大鼠脂质过氧化

作用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8）：915

 HE Y，HU ZF，LI P，et al．Experimental study of saikosaponin-d

（SSd）on lipid peroxidation of hepatic fibrosis on rat［J］．China J 

Chin Mater Med，2008，33（8）：915

［14］ 温爽，索志荣，秦海燕，等．HPLC 法测定柴黄颗粒中柴胡皂苷 a、

b1、c、d 及黄芩苷含量［J］．药物分析杂志，2017，37（1）：148

 WEN S，SUO ZR，QIN HY，et al．Determination of saikosaponin 

a，saikosaponin b1，saikosaponin c，saikosaponin d and baicalin in 

Chaihuang granules by HPLC［J］．Chin J Pharm Anal，2017，37

（1）：148

［15］ 李军，姜华，张延萍，等．HPLC 测定柴黄片中柴胡皂苷 b1、b2 的

含量［J］．中国药学杂志，2011，46（1）：61

 LI J，JIANG H，ZHANG YP，et al．Determination of saikosaponin b1 

and b2 in Chai-Huang tablet by HPLC ［J］．China Pharm J，2011，

46（1）：61

 （本文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修改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