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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玛咖中腺苷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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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建立一种玛咖中腺苷的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检测技术，

并根据海拔、组织部位、干燥处理方法及表皮颜色差异对国产玛咖中腺苷含量进行分析。方法：用10%的甲醇溶液

为提取溶剂提取玛咖中的腺苷，采用Waters SunfireTM 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以甲醇-水（10∶90，
V/V）为流动相，流速1.00 mL/min，紫外检测波长260 nm，柱温26 ℃为条件进行腺苷的HPLC含量测定，并用该

方法对多个玛咖样本进行了腺苷含量分析；结果：该方法显示腺苷含量在2.81～90 μg/mL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R2为0.999 4），精密度较高（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为0.728 3%）、重

复性较好（RSD为1.745%），样品溶液24 h内的稳定性好（RSD为1.069%），平均加样回收率为99.76%（RSD为

0.48%）。根据不同玛咖样品检测结果发现，腺苷含量受玛咖颜色和海拔的影响较大，而且干燥处理方法和组织部

位影响更大。结论：HPLC法适合玛咖中腺苷成分的含量测定，可用于玛咖原料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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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adenosine 

content of Lepidium meyenii (maca) and utilize it to detect and the adenosine contents of domestic maca grow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its different tissues, dried samples obtained using drying methods and maca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skin colors. 

Methods: A 10% aqueous methanol solution was used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to extract the adenosine in maca. The HPL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a Waters SunfireTM C18 column (4.6 mm × 250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was CH3OH-H2O  

(10:90, V/V) at a flow rate of 1.0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60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6 ℃. 

Multiple samples were analyzed under thes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Results: The method had good linearity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2.81–90 μg/mL (R2=0.999 4), high precision and good reproducibility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values of 0.728 3% and 1.745%, respectively. The sample solution was stable within 24 h (RSD = 1.069%),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was 99.76% with a RSD value of 0.48% (n = 9).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different maca samples 

showed that different altitudes and differently colored maca varieties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content of adenosine while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and different tissues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Conclusions: The HPLC method is suitable for 

detecting the content of adenosine in maca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aca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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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咖是十字花科（ B r a s s i c a c e a e ）独行菜属

（Lepidium）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Lepidium meyenii 
Walpers的中文音译名，其英文简称“Maca”，原产于

南美秘鲁海拔3 500 m以上的安第斯山区[1]，十多年前在

我国引种成功，在我国西部高原省份如云南、西藏、新

疆、四川等有大面积种植。长期以来，药食两用植物玛

咖被认为能增强精力和耐力、抗压力、提高生育力[2]，同

时可用于缓解女性更年期综合征和预防骨质疏松[3-4]。玛

咖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如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

多糖、矿物质、多种维生素等[5-6]。此外，玛咖还含有玛

咖酰胺、玛咖烯、芥子油苷、甾醇、多酚、黄酮、咪唑

生物碱、异硫氰酸苄酯等活性成分[2,7]，这些活性成分大

多可以采用先进手段实现精确定性和含量检测[8-13]，为揭

示玛咖功效物质基础提供了重要手段。因此，发掘更多

的玛咖化学成分和检测手段对玛咖功效研究和玛咖保健

食品开发意义重大。

最近几年玛咖获批我国新资源食品，以玛咖为原料的

保健食品申报也逐渐增多，其中缓解体力疲劳是玛咖重要

的功能之一，而具有相同功能的冬虫夏草[14-15]、人参[16]、灵

芝[17]等均含有腺苷，并常将其作为重要功效成分宣称，

市场上也常把玛咖与这些保健食品进行类比，所以对

于玛咖中腺苷成分分析很有必要。郑茜等[18]从吉林产玛

咖根茎中分离纯化出腺苷，并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

对其进行了结构鉴定。但目前专门针对玛咖尤其是国产

玛咖中腺苷的检测研究鲜见报道。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技术是目前

检测食品中腺苷最为普遍的方法[19-25]，本实验以国产玛咖

的代表云南丽江产玛咖为研究对象，建立玛咖中腺苷的

提取分离及其HPLC检测技术，并根据海拔、组织部位、

干燥处理方法及表皮颜色的差异对玛咖样本中腺苷含量

进行分析，初步考察国产玛咖中腺苷含量及部分影响因

素，以期能为玛咖功效研究、加工应用及质量控制提供

参考和检测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玛咖产自云南丽江，2014年12月在丽江百岁坊生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玛咖联合种植基地采

收，经黄冈师范学院项俊教授鉴定为Lepidium meyenii；
采集玛咖样本包括不同海拔（黄色玛咖根，海拔分别

为3 200、2 800、2 400 m，整根晒干），不同组织部位

（海拔2 800 m的紫色玛咖全株，采收后剪切收获须根和

叶，然后刀削获取2 mm左右厚度的皮部，去皮肉质切成

约3 mm厚度的片，全部组织样本采用真空冷冻干燥），

不同干燥处理方式（海拔2 800 m的黄色玛咖根，采后分

别用切片冻干、切片晒干、整根晒干），不同表皮颜色

（海拔2 800 m，采收不同颜色玛咖根，切片冻干），

所有玛咖样品需粉碎过100 目筛，于干燥器内常温保 

存备用。

腺苷对照品A9251-1G（纯度≥99%） 美国Sigma

公司；提取用甲醇为分析纯，HPLC检测用甲醇为色谱

纯，水为超纯水。

1.2 仪器与设备

1525-F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Waters公司；

Mettler AE100型分析天平 武汉永盛科技有限公司；恒

温磁力搅拌水浴锅、SHB-IIIA循环水式真空泵 巩义市

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RE-2000B旋转蒸发仪 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GL-21M高速冷冻离心机 湖南湘仪

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提取仪 宁波新芝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恒温鼓风干燥箱 杭州蓝天化验仪器

厂；超纯水仪 四川卓越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玛咖样品中腺苷的提取过程

用分析天平称取玛咖干粉1.000 g至250 mL圆底烧

瓶中，按照1∶50的料液比加入10%的甲醇溶液，设定提

取温度55 ℃，恒温水浴，搅拌回流30 min[26-31]；然后以

8 000 r/min的转速离心10 min，倒出上清液，将残渣按上

述方法，重复操作2 次。合并3 次的上清液，用旋转蒸发

仪于55 ℃条件下减压浓缩得浸膏，即为玛咖腺苷提取物。

1.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用分析天平精密称取腺苷对照品适量，用少量超纯

水溶解后，转移至10 mL容量瓶中，加超纯水定容至刻

度，配制成质量浓度为90 μg/mL的对照品溶液，备用。

1.3.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向1.3.1节得到的玛咖腺苷提取物中加入少许10%的

甲醇溶液，超声溶解后，以5 000 r/min的转速离心，取上

清液转移至10 mL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备用。

1.3.4 色谱条件

色谱柱：Waters Sunfire C18柱（4.6 mm× 250 mm，

5 μm）；流动相：甲醇-水（10∶90，V /V）；流速：

1.0 mL/min；检测波长：260 nm；柱温：26 ℃；进样

量：20 μL；理论塔板数按腺苷峰计算不少于3 000。

1.3.5 不同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分析

按照1.1节选取不同海拔、不同组织部位、不同干燥

处理方法以及不同表皮颜色的玛咖样品，每个样品平行

取样3 份，按以上提取及检测条件测定腺苷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专属性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20 μL，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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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1.3.4节中的色谱条件，进行HPLC检测。结果可见腺

苷对照品与供试品中腺苷的保留时间分别为17.04 min和

17.11 min，且供试品中腺苷与其他组分的色谱峰可达到

良好分离，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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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腺苷标准品（A）与玛咖提取物中腺苷（B）的HPLC图谱

Fig. 1 HPLC of adenosine standard (A) and maca sample (B)

2.2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1.3.2节中制备的对照品溶液用流动相逐

级稀释，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90、45、22.5、11.25、

5.62  μg /mL与2.81  μg /mL的对照品溶液，进样量为

20 μL，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分析，以对照品质量浓度为

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

为Y=87.144X＋95.327（R2=0.999 4），结果表明腺苷在

2.81～90 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3 精密度实验结果

按1.3.4节色谱条件，分别精密吸取腺苷对照品溶液

（90 μg/mL）20 μL，连续进样5 次，测定腺苷的峰面

积，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为

0.728 3%，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 重复性实验结果

取同一批海拔2 800 m的黄色晒干玛咖干粉5 份，

按1.3.1节中腺苷的提取方法，将制备好的供试品溶液用

0.45 μm微孔滤膜过滤，进样量为20 μL，按照上述色谱

条件测定，每个样品重复进样2 次，取其峰面积的平均

值，代入标准曲线方程，得5 份样品中腺苷的平均含量为

63.84 μg/g，RSD为1.745%，表明方法重复性较好。

2.5 稳定性实验结果

任意取1.3.3节中制备的供试品溶液一份，分别在

9、12、15、18、24 h时进样测定其峰面积，RSD为

1.069%，表明样品溶液24 h内较稳定。

2.6 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精密称取海拔2 800 m的黄色晒干玛咖干粉9 份，每

份1.000 g，分别精密加入1.3.2节下制备的腺苷对照品标

准溶液（90 μg/mL）：低、中、高质量浓度每一份平行

实验2 次，按照1.3.1节中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然后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量20 μL，测定各个峰面积，计算

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1。本实验建立的玛咖中腺苷的提

取与检测方法准确度较好。

表 1 样品含量测定及加样回收率实验（n=9） 

Table 1 Adenosine contents of real samples and its spiked recovery (n = 9)

编号 样品量/g 空白量/
（μg/g）

加入量/
（μg/g）

测得量/
（μg/g）回收率/% 平均回

收率/% RSD/%

1 1.000 64.51 63 127.53 100.03

2 1.000 62.17 63 125.66 100.78

3 1.000 63.84 63 126.58 99.59

4 1.000 63.05 72 134.92 99.82

5 1.000 62.98 72 134.67 99.57 99.76 0.48

6 1.000 64.03 72 135.56 99.35

7 1.000 63.79 81 144.13 99.19

8 1.000 62.78 81 143.25 99.35

9 1.000 63.54 81 144.46 99.90

2.7 不同玛咖样品中腺苷检测结果

表 2 不同海拔的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

Table 2 Adenosine contents in maca samples grow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编号 海拔/m 腺苷含量/（μg/g） RSD/%

1 3 200 89.23 0.35

2 2 800 63.84 0.22

3 2 400 45.60 0.59

表 3 不同部位的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

Table 3 Adenosine contents in different maca tissues

编号 部位 腺苷含量/（μg/g） RSD/%

1 玛咖叶 38.23 0.20

2 玛咖皮 57.99 0.37

3 玛咖去皮肉质 147.35 0.11

4 玛咖须根 39.53 0.16

表 4 不同干燥处理方法的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

Table 4 Adenosine contents in maca samples dried by different methods

编号 处理方法 腺苷含量/（μg/g） RSD/%

1 冻干 141.96 0.21

2 整根晒干 63.84 0.29

3 切片晒干 45.60 0.59

表 5 不同品种的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

Table 5 Adenosine contents in maca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skin colors

编号 品种类型 腺苷含量/（μg/g） RSD/%

1 黄色玛咖 122.28 0.65

2 紫色玛咖 129.48 0.58

3 黑色玛咖 138.04 0.61

由表2～5可见，通过对不同玛咖样品中腺苷的检

测可以发现，玛咖中腺苷含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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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种苗品种、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相同的情况下，

从不同海拔玛咖基地采收的玛咖中腺苷含量有一定差

异，其中随着海拔提高，腺苷含量逐渐提高；腺苷在

玛咖不同组织部位中积累有差异，而且靠近外层或皮

质较多的组织中含量低，含量最高的是玛咖去皮肉质 

（147.35 μg/g），最低的则是玛咖叶（38.23 μg/g）；由

于腺苷的热稳定性较差，本实验也考察了几种干燥处理

方式对玛咖腺苷含量的影响，其中真空冷冻干燥所得玛

咖腺苷含量最高，整根晒干其次，损失最大的是切片干

燥，因此玛咖加工中要从温度和控制氧化等方面入手，

尽量保持腺苷含量；另外，市面上不同颜色玛咖的价格

差异很大，因此本实验也对同一基地几种不同颜色玛咖

中腺苷含量进行了分析，可见黑色玛咖腺苷含量最高，

其次是紫色玛咖，含量最低的是黄色玛咖，但相对组织

部位和干燥加工对腺苷含量的影响来说，不同颜色玛咖

的腺苷差异不大。以上检测结果虽然还有待更大样本量

的分析，但也足够提示在利用腺苷作为活性成分开发玛

咖抗疲劳产品时，要密切关注玛咖原料的选择及其采后

加工工艺。

3 结 论 

腺苷是人参、灵芝、冬虫夏草等多种重要生物资源

的活性成分，具有重要的生理活性，如舒张血管、降低血

压、减慢心率、抑制血小板凝集和改善心脑血液循环等作

用。腺苷含量的测定已成为许多药材或滋补品质量监控的

指标。本实验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玛咖干粉中腺苷的HPLC

检测技术，对国产玛咖进行腺苷成分的分析和报道。通

过实验结果发现，该方法重复性较好、稳定性良好，可以

用于玛咖中腺苷的含量测定。此外，通过对云南丽江多种

玛咖样品中腺苷含量的检测发现，腺苷含量与玛咖种植地

海拔、表皮颜色，尤其是组织部位和干燥处理方法密切相

关，且多数样品腺苷含量较为丰富，结合腺苷具有的活性

作用，暗示腺苷很可能是玛咖提高精力、抗疲劳的潜在功

效成分之一，通过进一步研究，腺苷有望成为继支链氨基

酸、锌、牛磺酸等玛咖抗疲劳活性成分之后，又一种用于

评价玛咖抗疲劳功能的重要指标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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