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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抽出成分之化學主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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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灣南部產沉香木之葉部、木質部及樹皮部以甲醇冷浸法萃取，所得濾液經減壓濃縮去除
溶劑，再將萃取物以薄層層析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 TLC) 獲取純化之化合物，所得純化
之化合物以核磁共振光譜儀 (Nuclear magneti- cresonance spectroscopy, NMR) 鑑定其成分及結構，
發現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葉部之主要化學成分為葉綠素 (Aristophyll-C)；木質部之主要化學成
分為醯胺類 (Amide) 之 N-反式-對羥基苯乙基阿魏醯胺 (N-trans-feruloyltyramine) ，係此天然物首
次在沉香木中發現。
【關鍵詞】台灣南部產沉香木、薄層層析法、核磁共振分析法、葉綠素、醯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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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discoveries were made from a six year-old domestically sown tree in south Taiwan, Aquilaria sinensis. The leafage, the xylem and the bark of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were soaked
in methyl alcohol in order to gain the extract. After reducing the pressure concentration, the filtrate obtained
through this process removed the solvent. The extract gained through TLC then derived a compound from
purification. NMR was then used to authenticate the N compound's ingredient and structure. Aristophyll-C
and N-trans-feruloyltyramine were discovered dividedly as the leafage and xylem and the latter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for Amide. This natural discovery is an original for Aquilaria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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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材料與方法

由前人研究報告中知，以水蒸氣蒸餾沉香
得到的精油，主成分為 基丙酮 (Benzyl

(一) 試驗材料

acetone) (26%) 和對甲氧基 基丙酮
(p-methoxybenzylacetone) (53%) (林宗旦、林

本研究之沉香木，業經呂福原教授鑑定係
為沉香科沉香屬之白木香 (Aquilaria sinensis)，

美昭， 1985) 。沉香的主要基團是由 2- ( 2- 苯
乙基) 色酮所組成 (Shimada et al., 1986) ，而

又名土沉香、牙香樹 ( 呂福原等， 2006) 。於
2007 年 2 月 10 日採自臺南縣山上鄉，樹齡 6-7

2-(2-苯乙基) 色酮與沉香木生產沉香的量有關，
及經試驗結果其有抗過敏的活性 (Yang, 1998)。

年生，胸高直徑 12-14 cm 。
2. 藥品及儀器

1. 沉香木

沉香在細胞懸浮培養中使用黃綠孢擬鮑貝菌
(Melanotus flavolivens) 真菌的粗萃取物，誘

甲醇 (Methanol)： HPLC 級， TEDIA 公司。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EtOAc)：HPLC 級，

導出 4 種 2-(2-苯乙基) 色酮 (Qi et al., 2005) 。

TEDIA 公司。

沉香已廣泛應用於藥用、薰香、美容、藝術和

氯仿 (Chloroform, CHCl3)：試藥級，日本島

其他產品之原料。本草綱目記載：「沉香品
類，諸說頗詳，主治風水毒腫、心腹痛、諸瘡

久藥品株式會社。
正己烷 (n-Hexane)：試藥級，日本島久藥品

腫、補五臟、暖腰膝、風濕皮膚、補右腎命
門、補脾胃及痰涎、治上熱下寒。」 (李時珍，

株式會社。
D 氯仿 (Deuterochloroform, CDCl3)：試藥

1593) 。上揭對於「沉香」 (Agarwood) 之成

級，日本島久藥品株式會社。
薄層層析片 (TLC Sheets) ：

分、活性及其用途均有文獻記載，惟對「沉香
木」之化學成分及其活性等資料，台灣至今仍
無相關之報導與研究。
台灣種苗商及林農居於利益所在，20 年前
大量從越南等地引進沉香木種植，原先認為從
國外引進之沉香木能夠生產高經濟價值之沉

分析型薄層層析片 (Analytical TLC Sheets)：
SiO2 (Silica gel) 係用 Merck 製 DC-Fertigplatten
DURASIL-254 UV 。
製備型薄層層析片 (Preparative TLC Sheets)：
SiO2 (Silica gel) 係利用 Merck 製 25-DC-

分泌樹脂慢慢積聚而成。但是種植在台灣各地

Alufolien 20 20 cm Kieselgel 60 F 254 及
25-TLC Alumi- nium sheets 20 20 cm Silica

的沉香木，因沒有與原產地相同之菌種及環

gel 60 F 254 。

境，以致完全無法生產沉香。國產沉香木至今

UV 燈： UVGL-25， UVP ， USA ， 具 有 短

尚無相關成分及結構之研究，其葉部、木質部

波 254 nm 及長波 365 nm 之照射功能，試料
於 TLC 後樣點若未出現顏色時，可使用短波

香。沉香的產生係沉香木經真菌的侵擊，樹體

或樹皮部之主要成分，倘若含有活性或可萃取
精油等物質，則可提升其高經濟價值效益。本
研究目的係探討國產沉香木的葉部、木質部及
樹皮部之主要成分與結構，作為判定是否含有
活性成分，進而評估其活性效益，期以提高國
產沉香木之經濟價值。

UV 燈照射加予顯色；而樣點本身有顏色
時，使用長波 UV 燈觀察照射後之顏色，可
判定常見之化合物類型。
核磁共振光譜儀 (NMR Spectrometer)：係利
用 Varian Gemini (200 MHz)， Varian Unity
Plus (400 MHz ) (南部貴重儀器中心，高雄
醫學大學 ) 測定核磁共振氫譜，溶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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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l3。
(二) 試驗方法
1. 試驗流程
將台灣南部產沉香木之葉部、木質部及樹
皮部，經陰乾、烘乾後粉碎，分別以甲醇浸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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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己烷、氯仿、乙酸乙酯及甲醇等溶劑作為
展 開 溶 媒，進 行 薄 層 色 層 分 析 (王 耀 德，
2007)，並將主要化合物分離後，以核磁共振光
譜儀鑑定其成分及結構，其試驗流程如圖 1 所
示。

萃取，所得甲醇萃取物經減壓濃縮，再分別使

圖 1.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化學成分純化鑑定流程
Fig. 1. The flowchart for purific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2. 試料備製
採集之沉香木，先將樹葉取下，再於莖部

用。
3. 沉香木之粗萃取物處裡

剝取樹皮，得到木質部及樹皮部。所得之葉
部、木質部及樹皮部 6 種試料 (表 1) ，使用粉

取表 1 之絕乾試料約 150 g ，並精秤之
(W1) ，置入裝有 500 ml 甲醇溶劑之玻璃容器

碎機粉碎後，置入 60±5 ℃ 烘箱乾燥 7 天後備

內並加蓋，於 20℃ 下冷浸萃取 3 星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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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液經過濾再以減壓濃縮去除溶劑，置入
100±3℃ 的烘箱乾燥至恒重 (W2)，再依公式

收率 (%) ＝

100 ………………

W1：試料絕乾重量 (g)，

，計算其收率。

W2：粗萃取物絕乾重量 (g)

表 1.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試料
Table 1. The assay code name of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6 年生

7 年生

葉部

6L

7L

木質部

6X

7X

樹皮部

6B

7B

註： L：葉部，X：木質部，B：樹皮部， 6、7：樹齡

4. 薄層色層分析

合物，作為 NMR 分析之試料。

於分析型 TLC 片上以內徑 1 mm 之毛細管

試料樣點移動距離 (cm)

吸取試料，分別點於各該試料代號位置。先以
低極性之溶劑注入展開槽內，再將上述之 TLC

Rf 值＝

片置於展開槽內觀察。從預備試驗得知，各試

5. 純化化合物之成分及結構鑑定

料樣點均未展開，逐漸滴入較高極性之不同溶
劑，使成 n-Hexane/EtOAc (10： 13) ，發現 6L

將純化的主要化合物放入 30 ml 容量之秤
量瓶內，置於室溫氣乾 24 hr ，然後滴入 2 滴

及 7L 試料出現唯一的樣點，且無其他雜點，
各獲得 1 個純化之化合物，以 UV 燈長波 365

CDCl3 溶解成溶液，以吸管吸取該溶液滴入
NMR 光譜儀專用試管，進行分析。由 1H-NMR

nm 照射該樣點均呈紅色。以 CHCl3/Methanol

光譜圖，觀察 1H 峰 (Peak) 之吸收及其化學位

(200 ： 1) 混合溶劑展開時， 6X 及 7X 各得到 1

移，得知官能基團的氫數目之比，並由訊號資

個純化之化合物；而於 CHCl3/Methanol (20 ：
3) 時， 6B 及 7B 則各分到 2 個化合物，包括一

料分析與比對文獻得知化合物之結構。

個純化合物，及一個不純化合物，後者再以
n-Hexane/EtOAc (5：1) 混合溶劑進行分離時，

三、結果與討論

………

展開液前端移動距離 (cm)

(一) 液粗萃取物之收率

得到 2 個純化之化合物。綜合上述得知，總共
分離得到 10 個純化之主要化合物，依公式 (2)

從表 2 知，台灣南部產沉香木之葉部、木

計算 Rf 值。再以製備型 TLC 片，依分析型 TLC

質部及樹皮部三個部位粗萃取物之收率，分別
為 9.21-9.34%、 9.55-10.34% 及 7.10-7.37%，

法，將各主要成分加予分離，並獲取純化之化

6 年生者略高於 7 年生者。

表 2.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粗萃取物收率
Table 2. The yield of crude extracts from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試料代號

6L

6X

6B

7L

7X

7B

收率 (%)

9.34

10.34

7.37

9.21

9.55

7.10

註：L：代表葉子，X：代表木質部，B：代表樹皮部，6、7：代表樹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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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薄層色層分析
由表 3 得知，台灣南部產沉香木葉部、木

時，發現試料各出現唯一的樣點，且無其他雜
點，表示亦已純化，得到 1 個主要的純化化合

質部及樹皮部之試料樣點，於逐漸增加溶劑的
極性，至 n-Hexane/EtOAc (10： 13) 時，發現

物。而 6 年生樹皮部 (6B) 與 7 年生樹皮部 (7B)
於 CHCl3/Methanol (20 ： 3) 混合溶劑時，分到

6 年生之葉部 (6L) 及 7 年生之葉部 (7L)，出現

2 個化合物，包括一個純化合物，及一個不純
化合物，後者再以 n-Hexane/EtOAc (5 ： 1) 進

明顯唯一的樣點，且無其他雜點，表示該化合
物已純化。6 年生之木質部 (6X) 與 7 年生木質

行分離時，得到 2 個純化之化合物。

部 (7X) 於 CHCl3/Methanol (200 ： 1) 混合溶劑
表 3.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葉部、木質部及樹皮部純化之化合物數目
Table 3. The number of being purificated from the leafage, the xylem and the bark of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6L

6X

6B

7L

7X

7B

1

展開溶劑
n-Hexane / EtOAc (10：13)

1

1

…

…

3

CHCl3 / Methanol (20：3)

…

…

…
1

…
1

…

CHCl3 / Methanol (200：1)

…
1

…

2

…

…

…
1

4

n-Hexane/ EtOAc (5：1)

…

…

2

…

…

2

註：

L：葉子，X：木質部，B：樹皮部，6、7：樹齡，---：未純化
展開溶劑 4，係先經 CHCl3/Methanol (20：3) 分離後再以 n-Hexane/EtOAc (5：1) 混合溶劑分離

由表 4 之 R f 值發現，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葉部 (6L) 與 7 年生葉部 (7L) 之 Rf 值，於

溶劑時分到 2 個化合物，包括一個純化合物，
及一個不純化合物，前者之 Rf 值同為 0.74；

混合溶劑 n-Hexane / EtOAc (10： 13) 時同為
0.92。6 年生木質部 (6X) 與 7 年生木質部 (7X)

後者再以另一個系統之混合溶劑進行分離，亦
即使用 n-Hexane/EtOAc (5： 1) 時，得到 2 個

之 Rf 值，於 CHCl3 / Methanol (200 ： 1) 混合
溶劑時同為 0.40。6 年生樹皮部 (6B) 與 7 年生

純化之化合物，其 Rf 值各同為 0.23 及 0.43。
得知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與 7 年生者化學

樹皮部 (7B) 於 CHCl3 / Methanol (20 ： 3) 混合

主成分皆相同。

表 4.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葉部、木質部及樹皮部 TLC 之 Rf 值
Table 4. The value of Rf by TLC from the leafage, the xylem and the bark of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1
2
3
4
5
註：

試料
展開溶劑
n-Hexane / EtOAc (10：13)
CHCl3 / Methanol (200：1)
CHCl3 / Methanol (20：3)
n-Hexane/ EtOAc (5：1)
n-Hexane/ EtOAc (5：1)

6L
0.92
…
…
…
…

6X
…
0.40
…
…
…

6B

7L

Rf 值
0.92
…
…
…
0.74
…
0.23
…
0.43
…

7X

7B

…
0.40

…
…
0.74
0.23
0.43

…
…
…

L：葉子，X：木質部，B：樹皮部，6、7：樹齡，---：未純化
展開溶劑 4、5，係先經 CHCl3/Methanol (20：3) 分離後再以 n-Hexane/EtOAc (5：1) 混合溶劑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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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MR 分析

於δ 8.56， δ 9.40， δ 9.56 (each 1H, s) 為三個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與 7 年生者化學
主成分皆相同，故以 6 年生葉部、木質部及樹

烯氫質子，由於位在環電流之去遮蔽區域內，
而往低磁場方向移動，分別為 H-20 ， H-5，

皮部之主要純化化合物，即於葉部 (6L) 得到 1
個純化之化合物，木質部 (6X) 得到 1 個純化

H-10 。另外有一組乙烯基之吸收訊號於δ 6.22

之化合物，及於樹皮部 (6B) 得到 3 個純化之化
合物，進行 NMR 分析。

18.0 Hz, H-32) ， δ 7.89 (1H, dd, J= 18.0, 11.5

發現葉部 (6L) 之 NMR 圖譜 (圖 2) ，觀察
得知 (表 5) 在δ -0.18, 0.12 (each 1H, br s) 為葉

t, J= 7.7 Hz, H-82) ， δ 3.62 (2H, q, J= 7.7 Hz,

綠素 NH 之訊號， δ 1.75 (3H, d, J= 7.0 Hz,
H-181) 為二級甲基質子 H-181 訊號；在δ 2.04
(1H, m, H-171)， δ 2.45 (1H, m, H-171, 172) ，

m) 與δ 5.22 (1H, m) 出現一組相互耦合之訊
號，分別可判定為 phytyl group 上之 H-21 與

δ 2.73 (1H, m, H-17 ) 顯示為兩組亞甲基質子
相互耦合，而δ 2.04 、 δ 2.45 與δ 5.22 (1H, m)
2

相 互 耦 合， 故 δ 2 . 0 4 與 δ 2 . 4 5 分 別 為 兩 組
m e t h y l e n e H - 1 71 和 1 72 之吸收訊號，是
-COCH2CH2-上的支鏈，而δ 5.22 為 H-17 之質

(1H, d, J= 11.5 Hz, H-32)， δ 6.30 (1H, d, J=
Hz, H-31) ，一組乙基之吸收訊號於δ 1.66 (3H,
H-81) 。而在 phytyl group 方面：在δ 4.52 (2H,

22 之訊號；另外於高磁場區出現五個甲基δ
0.78 ， δ 0.80 (each 3H, d, J= 7.2 Hz, H-38,
39) ， δ 0.83 (6H, J= 6.8 Hz, H-36, 37)， δ 1.62
(3H, s, H-40) 及二十一個脂肪族質子δ 1.00-1.60
(21H, m) 訊號，推測為 phytyl group 之訊號。
綜合以上的資料分析，推測此化合物為葉綠素
(Aristophyll-C) ，其化學結構如圖 3 所示，比

子訊號； δ 3.15， δ 3.37 ， δ 3.75 (each 3H, s)
分別為 CH3-71, 21, 121 三個甲基質子之訊號，

對文獻資料 (Chan et al., 1999) 各類光譜數據，

因受環電流之效應而往低磁場方向移動。另外

結果一致，而確定此結構。

圖 2.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葉部萃取物之 1H-NMR 光譜
Fig. 2. The 1H-NMR spectrum of the leafage extract from six year-old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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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葉綠素之 1H-NMR (CDCL3， 400MHz) 光譜資料
Table 5. The 1H-NMR (CDCL3， 400MHz) spectral data for Aristophyll-C
Proton

Aristophyll-C

3

1

δ 7.89 (1H, dd, J= 18.0, 11.5 Hz)

3

2

δ 6.22 (1H, d, J= 11.5 Hz)
δ 9.40 (1H, s)

5
8

1

δ 3.62 (2H, q, J= 7.7 Hz)

8

2

δ 1.66 (3H, t, J= 7.7 Hz)

10

δ 9.56 (1H, s)

17

δ 5.22 (1H, m)

1

δ 2.04 (1H, m)

2

17

δ 2.45 (1H, m)

181

δ 1.75 (3H, d, J= 7.0 Hz)

20

δ 8.56 (1H, s)

21

δ 4.52 (2H, m)

21

δ 4.52 (2H, m)

22

δ 5.22 (1H, m)

36

δ 0.83 (6H, J= 6.8 Hz)

37

δ 0.83 (6H, J= 6.8 Hz)

38

δ 0.78 (3H, d, J= 7.2 Hz)

39

δ 0.80 (3H, d, J= 7.2 Hz)

17

δ 1.62 (3H, s)

40
CH

3

δ 3.37 (3H, s)

21

δ 3.15 (3H, s)

71
1

12

δ 3.75 (3H, s)

由樹皮部 (6B) 之純化化合物之 NMR 圖譜
(圖 4)，得知 δ7.8 (1H,d,J= 16HZ) 有反式 (Trans)
訊號， δ7.5 (1H,s) 為芳香族類訊號，具有中等
拉電子性質的官能基， δ7.1-7.25 (2H,m) 分裂
複雜，含有不強的推電子基團， δ6.6 (1H,s)
， δ6.5 (1H,s) ， δ6.4 (1H,s) ， δ5.4 (1H,s) 等均
屬於三取代雙鍵， δ3.5-4.0 有 5 根氫峰無分裂
且互不影響，為三級碳，δ2.5-1.0 因δ2.4 附近
有分裂其相對應之峰應在 δ1.0-2.0 之間，但在
這區間被 Aliphatic long chain 所遮蔽，故無法

判讀。
而木質部 (6X) 所得到之純化化合物成分
H-NMR
光譜 (圖 5)，發現有 4 組 13 個質子
之
的吸收訊號 (表 6)。第 1 組之 4 個質子呈現 A2X2
1

互相耦合的狀態，其化學位移分別為 δ3.54 (2H,
t, J= 6.8HZ) 及δ2.75 (2H,t,J=6.8 HZ)，分別推
定為結構中之 H-1 及 H-2，前者因鄰近氮原子
而往低磁場偏移；第 2 組之 4 個質子呈現 A2X2
互相耦合的狀態，其化學位移分別為 δ7.02 (2H,
d,J=8.8 HZ) 及 δ6.75 (2H,d, J= 8.8HZ)，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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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葉綠素之化學結構
Fig. 3.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Aristophyll-C.

圖 4.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樹皮部萃取物之 1H-NMR 光譜
Fig. 4. The 1H-NMR spectrum of the bark extract from six year-old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林業研究季刊 30(4) ：77-88, 2008

85

圖 5.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 6 年生木質部萃取物之 1H-NMR 光譜
Fig. 5. The 1H-NMR spectrum of the xylem extract from six year-old Aquilaria sinensis grown in
south Taiwan.

表 6. N-反式-對羥基苯乙基阿魏醯胺之 1H-NMR (CDCL3， 400MHz) 光譜資料
Table 6. The 1H-NMR (CDCL3， 400MHz) spectral data for N- trans-feruloyltyramine
Proton

N- trans-feruloyltyramine

1

δ3.54 (2H,t, J=6.8HZ)

2

δ2.75 (2H,t,J=6.8HZ)

4

δ7.02 (2H,d,J=8.8 HZ)

5

δ6.75 (2H,d,J=8.8HZ)

7

δ6.75 (2H,d,J=8.8HZ)

8

δ7.02 (2H,d,J=8.8 HZ)

2’

δ6.15 (1H,d,J=15.6HZ)

3’

δ7.46 (1H,d,J= 15.6HZ)

5’

δ6.95 (1H,d,J=2.0HZ)

8’

δ6.83 (1H,d,J=8.0HZ)

9’

δ7.00 (1 H,dd,J=8.0,2.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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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為結構中之 H-4、 H-8 及 H-5、 H-7，結構
中因羥基的存在，使鄰近的 H-5 和 H-7 往高磁

J=8.0,2.0 HZ) 及 6.95 (1H,d,J=2.0HZ) ，分別
推定為結構中之 H-8' 、 H-9'及 H-5' ，以上訊號

場偏移，以上訊號顯示在結構中有 tyramine
moiety 的存在。第 3 組之 2 個質子呈現反式雙

顯示在結構中有 feruloyl moiety 的存在。其結
構經比對文獻 (Chang et al., 2000, Chang et al.,

鍵互相耦合的狀態，其化學位移分別為 δ6.15
(1H,d,J=15.6HZ) 及 δ7.46 (1H,d,J= 15.6 HZ)，

2001, Hsieh et al., 2001) 得知，台灣南部產沉

分別推定為結構中之 H-2'及 H-3' ，另出現一個
甲氧基的吸收峰位於 δ3.87 (3H,s) ，可推定為

香木 6 年生之木質部確認為 N-反式-對羥基苯
乙基阿魏醯胺 (N- trans- feruloyltyramine)，是

苯環上 C-6' 或 C-7' 位上之取代；第 4 組之 3 個

屬於醯胺類 (Amide) 的化合物，其化學結構如
圖 6 所示，該成分已經文獻證實，對老鼠血癌

質子呈現 ABX 互相耦合的狀態，其化學位移
分別為 δ6.83 (1H,d,J=8.0HZ) 、 7.00 (1 H,dd,

細胞具有顯著的細胞毒活性 (黃士俞、陳日榮，
2006) 。

圖 6. N-反式-對羥基苯乙基阿魏醯胺化學結構
Fig. 6.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N- trans-feruloyltyramine.

四、結論
台灣南部產沉香木之葉部、木質部及樹皮

合物，有三取代雙鍵及一些三級碳的結
構。

部以甲醇冷浸法萃取，所得濾液經減壓濃縮去
除溶劑，再將萃取物以 TLC 獲取純化之化合

(五) 沉香木木質部抽出物之化學主成分為醯胺
類 (Amide) 之 N-反式-對羥基苯乙基阿魏

物，所得純化之化合物以 NMR 鑑定其成分及

醯 胺 (N-trans-feruloyltyramine)，係 此 天

結構，所得結果歸納如下：
(一) 沉 香 木 粗 萃 取 物 之 收 率 分 別 為 葉 部

然物首次在沉香木中發現。

9.21-9.34%，木質部 9.55-10.34% ，樹皮
部 7.10-7.37%，6 年生者略高於 7 年生者。
(二) 沉香木 6 年生與 7 年生者，其抽出物之化
學主成分皆相同。
(三) 沉香木葉部抽出物之化學主成分為葉綠
素。
(四) 沉香木樹皮部抽出物之化學主成分無法定
絕對結構，但應屬含芳香族類之高共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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