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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类药材真伪鉴别与质量评价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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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胶类药材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特有的一类药材。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原材料紧缺及缺少完善的质量评价技术，导致市
场上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其真伪优劣的鉴别与评价也一直是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该文综述了目前胶类药材在药材真伪
鉴别、质量优劣评价的方法和技术的研究进展。关于胶类药材的真伪鉴别与质量评价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基于胶类药材
的理化性质、微量元素、有机化学成分和生物遗传等 4 个方面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基于理化性质的方法有： 热分析法、凝胶电
泳法、等电聚焦电泳、红外光谱法、凝胶排阻色谱法、圆二色谱法等； 基于胶类药材微量元素的方法有： 原子吸收光谱法、X 射线
荧光光谱法、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可见分光光度法； 基于有机化学成分的方法有： 氨基酸的组成、含量的检测，气味、脂溶性
成分、有机酸检测等； 基于生物遗传学特点的方法有： DNA、多肽、氨基酸序列差异性分析等。总体上，由于胶类药材的成分组
成（ 氨基酸、蛋白质、肽等） 相对相似，其真伪和质量优劣评价的指标难以客观选择，各种鉴别评价的方法各有特点，但也有其
局限性，提示应结合胶类药材的原料药材、生产工艺的特点，从鉴别评价指标及多种技术集成应用方面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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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n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glues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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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ues medicines is a special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the market demand is large，the raw materials are
in short supply and lacks proper quality evaluation technology，which causes inconsistent quality of products on the market． Its authentic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tay a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of glues medicines were reviewed． The researches of medicinal glue type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four aspect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trace elements，organic chemicals and biological genetic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e methods of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clude thermal analysis，gel
electrophoresis，isoelectric focusing electrophoresis，infrared spectroscopy，gel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and circular dichroism． The
methods including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plasma emission spectrometry and 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 were used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ce elements of glues medicines． The organic chemical composition was studied by methods
of composition of amino acids，content detection，odor detection，lipid soluble component，organic acid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genetics include DNA，polypeptide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difference analysis． Overall，because of relative
components similarity of the glues medicines （ such as amino acids，proteins and peptides） ，its authenticity and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is difficult to judge objectively，all sorts of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but also their limitations． It indicates that further study should focus on identific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and various technology integrated applic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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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类药材是指用动物的皮、甲、鳞、骨骼等经熬制制成的
［1］

固体胶入药的一类中药材

。胶类药材在中医临床应用历

January，2018

法主要是基于蛋白质所附带的电荷量的影响，其次受蛋白质
相对分子质量大小、蛋白质的形状影响而逐渐呈梯度分开。

史悠久而广泛，早在《神农本草经》即记载有滋补强身的阿

而由于胶类药材的成分主要为蛋白质分子，所带电荷性质及

胶、鹿角胶，现使用最多的主要有阿胶、鹿角胶、龟甲胶、鳖甲

数目相近，故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时，各样品间

胶、鱼鳔胶，《中国药典》中收载有前 3 种胶类药材。目前全

及每个样品各蛋白质分子的泳动率差异甚小，难以实现对胶

国生产胶类药材的厂家较多，但一方面，不同厂家的生产工

类药材的鉴别。而采用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时，

艺各有差异，同时受原料药材供需矛盾的影响，生产中以次

通过在样品水解过程中加入 SDS，可使蛋白质电荷被屏蔽，

充好、掺假掺杂的现象常见，造成市场上胶类药材产品的质

从而使其泳动率只与其相对分子质量有关，从而可实现对胶

量参差不齐，尤以驴皮为原料的阿胶的问题最为突出。据

类药材的有效鉴别。

《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最近 20 年间，中国的驴存栏量逐年

1. 3

［8］

不连续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

古今等

利用 SDS 不

下滑，从 1991 年全国驴存栏量 1 120 万头到 2013 年的 603

连续聚丙烯酰胺电泳对阿胶、鹿角胶、龟甲胶进行鉴别，结果

万头，山东阿胶行业协会曾指出全国阿胶驴皮需求量在 400

表明 3 种胶均具都有 1 个相同的谱带，Ｒ f1 = 0. 17，但阿胶还

万张左右，而国内驴皮的实际供应量不足 180 万张，在这种

具有 2 个次要的色带（ Ｒ f2 = 0. 73，Ｒ f = 0. 88） ，鹿角胶还具有 2

［2］

。另

个次要色带（ Ｒ f = 0. 59，Ｒ f3 = 0. 82） ，使得 3 种胶的电泳图谱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在阿胶、龟甲胶、鹿角胶 3 种
一方面，

均表现出各自的鉴别特征带，泳动带和泳动率也不同，但试

胶类药材的【制法】中规定“可加适量黄酒、冰糖和豆油”，并

验中同种胶的样本数太少，尚不能确证该方法可对 3 种胶的

有【性状】、【鉴别】、【检查】（ 水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水不

鉴别意义。

溶物） 、【含量测定】（ 4 种氨基酸 L-羟脯氨酸、甘氨酸、丙氨

1. 4

情况下行业内公开的潜规则是，驴皮不够，牛皮来凑

［3］

［9］

等电聚焦电泳

陈振江等

应用等电聚焦电泳（ isoe-

，但由于胶类药材的组成成分类

lectric focusing，IEF） 技术对阿胶及其伪品进行鉴别分析，各

型较为单一，实践表明，该标准对市场上各类胶类药材的真

样品可呈现出清晰的电泳谱带，且无普通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酸、L-脯氨酸的含量下限）

伪优劣检验仍缺乏足够的灵敏性和专属性，如戎其月对不同

泳的拖尾现象，可用于确定样品所含主要蛋白质的等电点

动物皮所制胶中的氨基酸成分及相似度分析表明，牛皮胶中

（ PI） ，可为阿胶药材及其制剂的鉴别、生产、贮藏提供定量参

4 种氨基酸的含量也同样符合《中国药典》对阿胶的 4 种氨

考数据。

［4］

基酸含量的规定

［10］

付英杰等

。阿胶等胶类药材的鉴别方法和市场监

根据不同胶中氨基酸的排列顺序不同，即

管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

使是相同的酶切位点，酶解后蛋白质片段差异很大的原理，

学者集成应用多种现代技术对胶类药材的真伪鉴别与质量

采用 Tricine-SDS-PAGE 法对用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糜蛋白

评价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本文对当前胶类药材的

酶和木瓜蛋白酶酶解后的阿胶、龟甲胶和鹿角胶进行小分子

鉴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以为探索更灵敏、专

电泳。结果显示 3 种胶的电泳图谱有很大差异，提示可用于

属性强的新方法，完善胶类药材质量标准提供参考。

不同类型胶的鉴别。

基于胶类药材理化性质的质量评价技术

1
1. 1

热分析法

热分析法（ thermal analysis） ，是研究物质在

1. 5

红外光谱法

［11］

许长华等

利用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具

有提高红外光谱图分辨率，并提供基团间的相关性信息的特

加热或冷却过程中发生的熔化、凝固、晶型转变、分解、化合、

点，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FT-IＲ 和二维相关红外光谱

吸附、脱吸附等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的分析技术。该技术应

技术 2D-IＲ 对几种阿胶进行对比鉴别，比较 2 种方法之间的

用于中药材分析方面，具有可定性与定量、对药材研究的温

差异。结果表明红外光谱图用于区别阿胶、黄明胶、伪品阿

度范围宽（ 可试用各种温度程序，即不同的升降温速率） 、对

胶的效果不理想； 而二维红外光谱不仅能直观反应出红外光

样品的物理状态无特殊要求、样品用量极少、操作简单、灵敏

谱图上的区别，还提高了图谱的分辨率，可根据其差异进行

度高等优点，还可与其他技术联用进行分析，获取物质内部

鉴别。近红外光谱相比中红外吸收光谱具有更适用于对原

［5］

多种信息。殷学毅

利用热分析方法对阿胶、鹿角胶、龟甲

胶进 行 了 分 析，结 果 表 明，该 3 种 胶 类 药 材 的 微 商 热 重

材料纯度、包装材料等的分析与检测，以及生产工艺的监控。
［12］

瞿海斌等

采用近红外光谱漫反射光谱技术采集真伪阿胶

（ DTG） 曲线和差热分析（ DTA） 曲线均有明显差异，可根据其

粉末图谱，并对其进行 MSC 和小波长变换预处理，然后分别

曲线的特征差异进行鉴别。

以真品阿胶的图谱作为标准进行相似度匹配和马氏距离方

1. 2

凝胶电泳法

［6-7］

李峰等

报道利用 SDS-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法，可使阿胶、龟甲胶、鹿角胶、杂皮胶、海龙胶 5 种胶

2 种分析方法均能鉴别阿胶的真伪。
法建立质量鉴别模型，
针对有关胶类药材质量的研究缺乏从其辅料及生产工
［13］

的电泳谱带数目、分布区域、着色程度呈现出差异，并可对不

艺角度的深入研究的现状，张仁霞等

同厂家的阿胶及伪品杂皮胶进行鉴别，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不同厂家的阿胶配方颗粒所使用的辅料进行了检测，结果显

泳法对阿胶的鉴别无意义。这是由于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示红外光谱法可快捷、简便的对阿胶配方颗粒辅料的种类和

16

采用红外光谱法对

李辉虎等： 胶类药材真伪鉴别与质量评价技术研究进展
比例进行检测，为阿胶配方颗粒质量控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量的内控指标之一，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8］

依据。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将近红外 （ NIＲ） 光谱技术应

董顺玲等

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含阿胶的制剂中

用于复方阿胶浆生产全程质量控制，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程

的铜，石墨炉法测定其中的铬、锡、铅，氢化物法测定其中的

监控增强了产品的可控性，有助于提高不同批次间的质量一

砷、锑、锡的含量，以评价其质量优劣。籍国霞

致性。

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对 9 个厂家生产的阿胶中的

1. 6

凝胶排阻色谱法

［14］

汪冰等

采用凝胶排阻色谱法，以

［19］

采用微波

14 种元素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表明不同厂家的样品间存在

β-淀粉酶、胰岛素为标记物研究阿胶中蛋白质及多肽相对分

一定差异，推测可能与生产工艺及驴胶的产地、水源有关。

子质量的规律，通过对比 16 个厂家 40 个样品的图谱的比

该技术具有减少挥发性元素损失、样品处理过程更加简便、

3
较，
发现阿胶蛋白质和多肽的相对分子质量集中于 6 × 10 ～

可同时检测多种元素等优点。

2 × 10 5 ，不同厂家产品相对分子质量有一定的规律，部分同

2. 2

［20］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王文静等

采用 X 射线荧光光

一厂家的产品间存在差异，提示阿胶的原材料的产地及生产

谱法（ XＲF） 测定 6 个不同产地阿胶样品中的元素种类、含

工艺质量的稳定性有着影响，认为建立有效方法测定阿胶相

量，通过样品与阿胶对照品元素特征谱的对比分析，探讨阿

对分子质量分布，对阿胶质量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胶真伪快速鉴别的方法，结果表明以元素的种类及含量的差

圆二色光谱是一种差光谱，可反映样品

异性可简捷快速识别阿胶的真伪，并判断劣品阿胶中有害元

在左旋偏振光照射下的吸收光谱与其在右旋吸收光谱照射

素的引入来源，为胶类及其他药材的鉴别提供了新的思路

1. 7

圆二色谱法

下的偏振光之差，是研究蛋白质二级结构的最常用和主要手
［15］

段之一，具有快速、简单、较准确的特性。翟乙娟等

对阿

方法。
2. 3

［21］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范晓磊

应用等离子发射光谱

胶、龟甲胶及鹿角胶的圆二色性研究结果表明，三者的圆二

仪对市售龟甲胶样品进行铅、镉、砷、汞、铜和铬元素的测定

色性光谱存在明显差异。

分析，发现市售龟甲胶样品中铬元素含量普遍较高，提出应

2

基于胶类药材的微量元素含量检测的质量评价技术
微量元素作为胶类药材的成分之一，其含量和种类会影

加强对该元素的检测控制。
2. 4

可见分光光度法

［22］

梅喜艳

采用离子色谱-柱后衍生-

响到胶类药材的色泽和品质，而原料药材的来源、产品制作

可见分光光度计检测在线测定方法，对 10 个厂家阿胶样品

过程的熬胶用水、器皿和辅料的不同等均可能造成不同厂家

中的 Cr（ Ⅵ） 含量进行了测定并与总铬含量对比，结果显示

胶类药材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差异。

该方法可准确测定阿胶中 Cr（ Ⅵ） 的含量，并发现阿胶样品

目前检测胶类药材中微量元素的方法有多种，各有其优

中 Cr（ Ⅵ） / Cr 的值均较小，推测阿胶中含有对 Cr（ Ⅵ） 具有

缺点。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操作简单、重现性好、火焰

还原性的物质。还采用凝胶渗透色谱法对 11 个厂家阿胶的

稳定，但其原子化效率低；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原

相对分子质量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不同厂家阿胶中蛋白质

子化效率接近 100% ，适用各种元素的测定，但其取样量小而

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作为胶原蛋白水解产

导致重现性差，且操作复杂； 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物的阿胶，水解程度不同，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布不同，药理活

法检测元素种类少，但是其检出限低，且干扰低； 冷蒸气发生

性也有很大差异。该研究结果提示测定蛋白质相对分子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该方法仅专用于简单、快速的测定汞含

量分布对阿胶质量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量； 原子荧光光度法的检出限低于原子吸收法，谱线简单且

3

基于胶类药材中有机化学成分含量检测的质量评价技术

干扰少，但线性范围较宽，仅用于测定砷 （ As） 、锑 （ Sb） 、铋

氨基酸对生物体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氨基酸

（ Bi） 、硒（ Se） 、碲（ Te） 、锗（ Ge） 、锡（ Sn） 、铅（ Pb） 、锌（ Zn） 、镉

是胶类药材最主要的构成物质，也一直是胶类药材真伪优劣

（ Cd） 、汞（ Hg） 等元素；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鉴别评价中最受关注的成分。《中国药典》对阿胶、龟甲胶、

（ ICP-AES） 具有灵敏度高，检出限低，干扰小，线性宽，能同时

鹿角胶及分别规定了 L-羟脯氨酸、甘氨酸、丙氨酸、L-脯氨酸

或顺序对多种高温金属元素进行快速分析等优点，可用于除

等 4 种氨基酸的含量下限

［3］

。但测定的是水解后的氨基酸，

Cd，Hg 外绝大部分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并不足以反映胶类药材蛋白质类成分的原生状态。

法（ ICP-MS） 具有比原子吸收法更低的检测限，是微量元素

3. 1

分析领域中最先进的方法，可用于除 Hg 外的绝大多数重金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游离氨基酸、总氨基酸，按侧链基团

［16］

属的测定，但其价格昂贵，易受污染
2. 1

原子吸收光谱法

［17］

黄必胜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测定了阿胶、龟甲胶、鹿角胶中 4 种微量元素锌、铜、铁、锰
（ Zn，Cu，Fe，Mn） ，发现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其性味功效有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

［23］

江佩芬等

利用 835-50 型

分类和按药理作用分类的相对含量，结果表明阿胶、新阿胶、
黄明胶、马皮胶和杂皮胶无明显差异，仅以氨基酸的含量难
以准确鉴各样品的种类和质量。
［24］

于源等

采用 HPLC 柱前衍生化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

一定的内在联系。胶类滋补剂中微量元素的 Zn / Cu 值与其

定比较不同阿胶产品的氨基酸种类、含量、指纹图谱，通过中

滋补作用有直接关系，能否将其 Zn / Cu 值作为胶类滋补剂质

药指纹图谱的相似度评价系统，确定了 20 个共有峰构成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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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指纹图谱。因此根据阿胶在《中国药典》4 种氨基酸的

17 化合物，主要是氨基酸和有机酸，差异性成分主要为异亮

含量限定来评价产品的质量客观性较差。

氨酸、羟脯氨酸、精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缬氨酸、赖氨酸

高效液相色谱法

3. 2

［4］

戎其月等

采用 HPLC 异硫氰酸苯

和乙酰丙酸等。该方法可用于不同厂家阿胶化学成分差异

酯柱前衍生化法测定牛皮、猪皮、驴皮所制胶中胶原蛋白中

性的分析，为阿胶的质量控制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氨基酸的组成，并利用相似度软件分析其相似度，结果显示

4

不同动物皮制备的胶中的氨基酸种类相似度在 99% 以上，而

技术

基于 DNA、多肽、氨基酸序列差异的胶类药材质量评价

氨基酸 的 总 量 存 在 明 显 差 异，猪 皮、驴 皮、牛 皮、依 次 为

每一种生物的基因都是独特，DNA 序列不会随生物的生

54. 50% ，
85. 10% ，
79. 70% ； 且均达到了《中国药典》对阿胶

长发育而发生改变，稳定性高故采用 DNA 进行动植物种源

中的 4 种氨基酸含量的规定，表明仅依据《中国药典》对 4 种

鉴定具有很高的准确性。阿胶加工主要工序包括： 备料、泡

氨基酸的含测限量规定不能准确鉴别阿胶药材的真伪优劣。

皮、洗皮、焯皮、化皮、过滤、真空浓缩、打沫、加辅料、凝胶、切

［25］

采用 HPLC 异硫氰酸苯酯柱前衍生化法测

胶、晾胶、擦胶印字、灭菌和包装入库等 49 个工序，现代阿胶

定了 10 批鹿角胶种的氨基酸，共测定出 18 种氨基酸，指认

周芳妍等

工艺采用球罐化皮技术以实现连续操作，其中化皮和浓缩阶

出 13 个共有峰，建立了鹿角胶的氨基酸成分的指纹图谱，为

段长时间的高温高压会使基因组 DNA 降解严重，使得从胶

鹿角胶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

类药材中提 取 DNA 较 为 困 难，有 不 少 学 者 对 胶 类 药 材 中

［26］

李敏等

采用一测多评法和外标法测定阿胶中《中国

DNA 的提取及鉴别作了探索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31］

药典》规定的 4 种氨基酸的含量，证明一测多评法的计算值

4. 1

与外标法的实测值无显著差异，认为一测多评法用于阿胶中

脂糖凝胶电泳、普通 PCＲ、荧光定 量 PCＲ 和 简 单 序 列 重 复

PCＲ 法

刘艳艳等

分别采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琼

4 种氨基酸类成分的含量测定适用性强且能显著降低检测

（ SSＲ） 微卫星毛细管电泳（ CE） 检测等 4 种方法，对阿胶制备

成本。

过程中不同阶段提取的 DNA 核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质量进
［27］

王晓坤

使用 3 相静态萃取法萃取东阿阿胶、东阿镇

行评价，探讨其降解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阿胶中基因组 DNA

阿胶和黄明胶样品，对分离出的水溶性成分进行指纹图谱研

的降解随加工工序延长而增加，至凝胶阶段降解最显著； 而

究，根据同厂家不同批号样品峰的相似度建立了 3 种胶的水

线粒体基因 DNA 较为稳定，适宜作为 DNA 检测的靶基因。

溶性成分的指纹图谱； 同时对不同种类、厂家以及不同批号

4 种方法中以荧光定量检测方法最快速、灵敏和可靠。

的胶类中的酪氨酸和苯丙氨酸的含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黄

［32］

陈志宣等

使用 Ｒeal-time PCＲ 技术对阿胶驴源性成分

明胶中该 2 种氨基酸的含量明显高于阿胶，黄明胶中的苯丙

进行鉴 定。将 从 样 品 阿 胶 中 提 取 出 DNA 进 行 实 时 荧 光

氨酸含量明显高于酪氨酸，而阿胶中的苯丙氨酸含量略低于

PCＲ，使用猪、牛、羊、马、兔、驴的引物和探针进行筛查，结果

酪氨酸，说明不同动物皮制成的胶中的水解产物的相对含量

表明该方法可用于其原材料的鉴定，但对杂皮胶不能进行客

是不同的； 且“东阿阿胶”中 2 种氨基酸的含量均高于“东阿

观性的分析鉴定。

镇阿胶”，推测可能系制备工艺和原材料的差异造成的。
［28］

于海英等

为使用方便，目前已研发有阿胶膏、阿胶补血口服液、复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并 建 立 东 阿 阿

方阿胶块等深加工上市产品，同时也使产品中的阿胶的 DNA
［33］

胶、龟甲胶 20 批药材脂溶性成分的指纹图谱，对所得色谱图

降解程度发生了变化。对此，张全芳

建立了使用 SDS-蛋

进行相似度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东阿阿胶和龟甲胶之间有

白酶 K 结合 Chelex-100 法提取 DNA，利用玻璃奶纯化 DNA

显著差异，认为该方法可为不同动物胶的鉴别提供依据。

的方法，可从阿胶及制品中提取微量 DNA。

3. 3

气相色谱-质谱（ GC-MS） 联合气相色谱-嗅闻（ GC-O） 技

术

胶类药材多含有造成其特殊气味的挥发性物质，但检测

在一个普通的 PCＲ 反应体系中加入了多重反应体系，使引

其挥发性 物 质 用 于 胶 类 药 材 的 鉴 别 的 研 究 少 见。佘 远 斌

物的特异性更高，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胶类药材富含蛋

［29］

等

分别采用蒸馏萃取（ SDE） 、气相色谱-质谱（ GC-MS） 联

多重 PCＲ（ multiplex PCＲ） 是对普通 PCＲ 的发展和改进，

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在储存过程中易被细菌等污染。
［34］

合气相色谱-嗅闻（ GC-O） 技术、化学计量法方法系统地分析

陈志宣

了道地产地东阿阿胶和其他地区阿胶香气成分的特征与差

菌、链球菌、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方法，可用于胶类

异。化学计量法研究结果表明，综合主成分分析和相关系数

药材中病原菌的检测。张慧等

的结果，不同产地的阿胶的香气成分相似度低、差别极为显

合酶链式反应） 法探讨对阿胶中是否掺杂马、猪和牛源性成

著，GC-MS / GC-O 技术联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可作为一种新型

分的鉴别，结果显示不同动物 DNA 相对分子质量之间具有

的鉴别阿胶品质的技术手段。
3. 4

1
氢核磁共振（ H-NMＲ） 代谢组学技术

［35］

采用半巢式-多重 PCＲ（ 聚

明显差异，通过 DNA 电泳结果直接判断阿胶产品中是否掺
［30］

那丽丹等

采

1
用氢核磁共振（ H-NMＲ） 代谢组学技术，结合相关软件对 5

个生产厂家的阿胶酸水解成分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共指认出

18

采用多重 PCＲ 技术建立了快速检测阿胶中沙门

假，但该研究使用的材料并非系掺伪的阿胶，而是添加使用
不同动物的特异性引物模拟掺伪阿胶，其结果尚值得商榷。
［36］

程显隆等

采用胰蛋白酶对龟甲胶、鹿角胶、牛皮源成

李辉虎等： 胶类药材真伪鉴别与质量评价技术研究进展
分进行酶 解，利 用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四 极 杆 飞 行 时 间 质 谱

明显不足，因而无论是真伪的鉴别还是质量优劣评价的指标

（ UPLC-Q-TOF-MS） 进行测定，采用 Markerlynx 软件对 3 种胶

尚较难选择； 同时不同厂家的生产工艺不尽一致，也导致其

类的液质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找出鉴别牛皮源成分的专属

组成成分变化较大。提示关于胶类药材的真伪鉴别和质量

性特征肽段，并对特征肽的序列进行确认，建立了胶类药材

优劣评价，在评价指标方面，首先应加强原料药材与生产工

中检测掺入牛皮源成分的方法。

艺对胶类药材成品成分及其组成的影响研究； 其次应加强蛋
［37］

依据不同动物的

白质降解特点、多肽及氨基酸等的绝对含量、相对构成比例

同类型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必然存在差异的原理，采用蛋

与药效学的关联性研究，寻找客观的评价指标； 在评价的方

4. 2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技术

程显隆

白质酶切技术和基于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多肽识别

法技术方面，则应探索建立多学科方法技术集成的方法。

技术，在大量的分析测试研究基础上，探索并建立各动物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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