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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微柱高效液相色谱用于对映体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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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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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实验室自制的手性微柱高效液相色谱系统和纤维素类手性填料的制备方法, 以及用于对映体分离的应用

研究. 研究了手性微柱的装填技术并考察了影响填料性能的关键因素. 优化了流动相的组成和流速对对映体拆分的影
响. 成功地分离了 5 种对映体. 结果表明, 该系统操作简便、分离度高, 而且流动相消耗低, 分析速度快. 该系统可以
用于实验室手性分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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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escribes the protoco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home made chiral micro-HPLC
system and the chiral packing material with cellulose-based chiral stationary phase. The column packing
technique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key factors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ral separation
system were evaluated with several chiral compound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bile phase and its flow rate
were optimized. Finally, five enantiomers were successfully separated. It was illustrated that the system was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high resolution, low consumption of the mobile phase and high speed. The system cauld be easily prepared at the laboratory for enantioseparation.
Keywords micro-column HPLC; cellulose tris(3,5-dimethylphenylcarbamate); enantioseparation

手性化合物的分离对于手性药物的研究和质量控

考察了影响填料的性能的关键因素和手性微柱的装填

制, 不对称合成研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1]. 高效液

技术. 优化了流动相的组成和流速对对映体拆分的影

相色谱法(HPLC)由于具有高的分离能力, 高灵敏度, 高

响. 最后成功地分离了 5 种对映体. 结果表明, 该系统

选择性, 已成为对映体拆分的首选分离技术. 近年来,

操作简便、分离度高, 而且流动相消耗低, 分析速度快,

微柱液相色谱作为 HPLC 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因其具

能够满足实验室以及研究机构对于手性分离的需要.

有溶剂消耗低、污染小、样品用量少, 分析速度快, 易
于与其它检测法在线联用等优点, 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关
[2～4]

注

1 实验部分

.

本文研制了微柱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并制备了纤维
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CDMPC)手性固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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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剂
Kromasil 球形硅胶(平均粒径 5 µm, 平均孔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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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比表面积 217 m2/g) (Nacka, 瑞典); (3-氨丙基)三乙

于 25 mL 三颈瓶中, 加入 5 mL 干燥吡啶, 在氮气保护下

氧基硅烷(Fluka); 微晶纤维素(Aldrich); 3,5-二甲基苯基

加热回流 24 h 后, 再缓慢滴加 2 mL 3,5-二甲基苯基氨

氨基异氰酸酯(Aldrich); 正己烷、异丙醇[HPLC 级购自

基异氰酸酯, 回流 48 h. 冷却至室温, 加 50 mL 无水甲

天地公司(Tedia)],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手性化合物安

醇于反应混合物中, 搅拌 1 h, 过滤, 向固体物中滴加三

息 香 (Benzoin), 美 托 洛 尔 (Metoprolol), 普 奈 洛 尔

氯甲烷, 完全溶解后加入无水甲醇沉降, 过滤, 重复溶

(Propranolol), 引哚洛尔(Pindolol)和特格尔碱(Troger's

解和沉降两次, 制得的白色固体[6]在 40 ℃真空干燥至

base)均购自 Sigma 公司, 其工作溶液均配制成 1.0

恒重, 得到的产品重 0.65 g, 经元素分析, 碳, 氢, 氮的

－1

含量依次为: C 64.71, H 6.02, N 6.95(理论值为 C 65.66,

mg•mL 异丙醇溶液.
1.2

H 6.05, N 6.98), 并经红外光谱定性.

仪器
本文采用与常规微柱(毛细管柱)液相色谱分离类似

的装置(非柱上检测). 流动相由 JASCO PU-2080 高压
恒流泵输送, 采用不锈钢三通分流阀(购自色谱配件公
司 Vlaco)分流, 其分流比控制在 1∶20, 一端通过 500
mm×127 µm 的 PEEK 管连接于 JASCO PU-2080 高压
恒流泵, 另一端采用 500 mm×127 µm 的 PEEK 管直接
连接于贮液器, 第三端通过 50 mm×100 µm 的空心不
锈钢管与四通进样阀(购自 Valco)连通, 该阀的定量体
积为 100 nL, 手性微柱为 100 mm×1 mm, 内填涂敷有
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手性硅胶填料,
检测器配备 JASCO CE-2075 紫外可见检测器(日本
JASCO 公司), 数据处理系统采用 HS2000 色谱工作站
(杭州英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3

1.3.3 手性填料的制备和微柱的填充
将 0.050 g 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溶
于 15 mL 四氢呋喃中, 静置过夜, 取此溶液 5 mL 缓慢滴
加到装有 0.30 g 氨丙基硅胶的蛋形瓶中, 缓慢而充分的
搅拌, 然后真空下缓慢旋转蒸发除去溶剂, 此过程重复
两次, 最终得到涂敷量 16.7%(质量分数)的手性固定相,
并在 40 ℃真空干燥 12 h 备用.
传统的 HPLC 分离柱装填法必须借助专门的装柱设
备 , 采用高压匀浆法, 不仅制柱过程复杂, 手性固定
[7]

相用量大, 而且柱效重现性较差. 本文借鉴 HPLC 装柱
设备的原理, 并在考虑微型柱特征的基础上, 在本实验
室自行设计了一套微型柱装填装置(图 1). 具体装填操
作为: 将 0.070 g 固定相与 3 mL 匀浆剂[V(正己烷)∶
V(异丙醇)＝90∶10]混合, 超声 2 min, 得到匀浆液, 再

实验步骤

将匀浆液缓缓注入不锈钢柱中, 在 28.0 MPa 压力下用

1.3.1 氨丙基硅胶的制备
称取预先在 40 ℃下真空干燥 12 h 的硅胶 5.00 g,
置于 100 mL 的三颈瓶中, 加入 50 mL 无水甲苯回流 4 h.
冷至室温, 再向三颈瓶中逐滴加入 2.5 mL(3-氨丙基)三
乙氧基硅烷, 回流 4 h, 冷至室温. 过滤后, 依次用甲苯,
甲醇, 二氯甲烷洗涤后, 在 40 ℃真空干燥 12 h 即可.
制备的 3-氨丙基硅胶中, 碳, 氢, 氮的含量依次为: C
3.74, H 1.06, N 1.28(文献值[5]: C 3.79, H 1.03, N 1.31).
1.3.2 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合成
称取 0.20 g 微晶纤维素在 40 ℃真空干燥 12 h, 置

匀浆剂将不锈钢柱中的匀浆液压入微柱, 约 1 h 后关闭
泵, 使泵自然减压至零后, 拆掉不锈钢柱, 换用乙醇冲
洗微型柱约 0.5 h 即可.
1.3.4 色谱柱的评价
色谱柱: 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手
性微柱(100 mm×1 mm i.d, 5 µm), 流动相: V(正己烷)∶
V(异丙醇)∶V(二乙胺)＝90∶10∶0.1, 流速: 25 µL•
－

min 1, 柱温: 室温, 进样量 100 nL, 检测波长为 254 nm.
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 开启高压泵和工作站, 待基线平
稳后, 用进样器将 20 µL 的手性化合物 Benzoin,

图 1 自制的微柱装填装置示意图
Figure 1 Scheme of the home made set-up for packing the micro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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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anolol, Metoprolol, Pindolol 和 Troger's base 标准溶
液或样品溶液注入自制手性微柱高效液相系统, 经微型
手性色谱柱分离后, 检测并记录色谱图, 根据色谱峰面
积进行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手性固定相的涂敷量及柱效评价
考察了固定相涂敷量对微柱手性分离性能的影响.

所考察的涂敷量分别为 12.5% (CSP1), 16.7% (CSP2)和
20.0% (CSP3). 图 2 反映了不同涂敷量的手性微柱对
Troger's base, Benzoin 和 Propranolol 3 种对映异构体的
分离情况.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3 种对映体在 CSP2 上分
离度最大. 当涂敷量达到 20.0%时, 固定相本身发生聚
集, 并将硅球粘接在一起(图 3). 因此本文选用涂敷量为
16.7%的微型柱作为分析柱.

图 2 不同涂敷量对手性化合物的分离度的影响
Figure 2 Influence of CDMPC loads on resolution (Rs) to three
racemates
Mobile phase: n-hexane/isopropanol/ 二 甲 胺 (DEA) ＝ 90 ∶ 10 ∶ 0.1, 25
－1

µL/min, 1.0 mg•mL

以 1,3,5-三叔丁基苯为分析物, 对三根自制微柱进

图 3 不同涂敷量的硅球的电镜照片
Figure 3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silica beads with
different load of chiral stationary phase

行了柱效测试, 以评价装柱参数和装柱装置. 实验测得

都在 1.5 以上, 而且随着异丙醇浓度增大, Rs 也增大, 但

最高柱效可达 20620/m(涂敷量为 16.7%). 同时, 对手性

分析时间也随之增加. 本文选 10%作为异丙醇浓度.

柱测得的死时间均小于 3 min, 表明填料装填比较紧密.

在正己烷-异丙醇-二乙胺体积比分别为 90∶10,

用 1,3,5-三叔丁基苯为样品考察了柱效随时间的变化情

90∶10∶0.05, 90∶10∶0.10, 90∶10∶0.15, 90∶10∶

况. 在该柱使用的 10 个月中, 塔板数在开始时稍微有所

0.20, 90∶10∶0.25 时, 考察了调节剂二乙胺的浓度对

下降, 2 d 后逐渐趋向稳定. 证明自制的手性微柱至少可

拆分的影响, 结果发现当正己烷-异丙醇-二乙胺的比例

以稳定 10 个月.

为 90∶10∶0.1 时, 几种消旋物的分离最佳.

2.2

分离条件的优化
在以正己烷为主体的条件下, 在 5%～30%范围内,

考察了辅助剂异丙醇浓度对 Propranolol 拆分的影响(图
4). 从图可知, 当异丙醇浓度大于 10%以后, 分离度 Rs

－

考察了 10, 15, 20, 25, 30, 35, 40 µL•min 1 的流速对
对映体保留和拆分的影响, 结果表明, 低流速有利于分
离, 但色谱峰较宽; 高流速有利于提高分析效率, 但柱
压提升, 影响色谱柱寿命, 故本文选用 25 µL•min

－1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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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异丙醇浓度对 Propranolol 消旋体拆分的影响
Figure 4 Chromatogram of Propranolol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sopropanol
－

1.0 mg•mL 1, a＝5%; b＝10%; c＝20%; d＝30%

为最佳流速.
在选择的条件下, 获得的 5 种手性化合物的手性拆
分图见图 5. 从图可知, 5 种消旋体基本达到基线分离.

3 结论
制备了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手性

Figure 5

图 5 手性物质的分离谱图
Chromatograms of five chiral compounds

Mobile phase: Benzoin: n-hexane∶isopropanol＝90∶10; others: n-hexane∶
isopropanol∶DEA＝90∶10∶0.1, 25 µL/min

固定相, 采用自制装柱设备将其装填于微柱中, 建立了
纤维素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手性微柱高效液
相色谱分离系统. 选择了最佳涂敷量, 优化了拆分条件,
并利用该系统成功地分离了 5 种手性化合物对映体, 结
果表明, 该装置简单, 成本低, 流动相流量小, 易于在
实验室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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