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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加压薄层色谱的原理和应用作以介绍。介绍了加压薄层色谱的仪器结构、工作方式；对影响加压薄层色谱 

的因素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 了总结 ；简要地介绍了该方法在分析 中的应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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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Overpressured- 

Layer Chromatography 

HE Yi．LU Jing．LIN Ruichao 

(National Institute fo’．the Contro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logical Products，Beijing 100050，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overpressured—layer chromatography(OPLC)are 

reviewed．The instrument an d the operation modes of OPLC ar e introduced，followed by a de— 

scription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OPLC an d how to solve typical problems during the use of 

OPLC．In addition，the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OPLC ar e also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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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色谱法作为一种快速简便的色谱技术 已在 

中草药分析、毒物分析等众多领域中广泛应用。在 

传统薄层色谱法中，展开剂依靠毛细作用通过薄层 

吸附剂来完成对组分 的分离 ，因此其分离时间不可 

控 ，而且随着展开距离的增加 ，溶剂前沿的移动逐渐 

减慢 ，被分离组分 的扩散也越来越严重 。针对此情 

况 ，分析学家对薄层系统进行 了改进 ，发展 了薄层色 

谱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迫流动薄层色谱 (forced— 

flow planar chromatography，FFPC)。FFPC是通 

过外力强迫展开剂在吸附剂中运 动，它主要 有离心 

薄 层 色 谱 法 (rotation planar chromatography， 

RPC)与 加 压 薄 层 色 谱 法 (overpressured—layer 

chromatography，OPLC)两种。RPC通过高速旋转 

产生的离心力加速展开剂的运动；OPLC则依靠加 

压泵将展开剂直接泵入薄层板 中，并通过泵来调节 

展开剂的流速 。 。 

2O世纪 6O年代出现了薄层色谱超微展开室。 

这种展开室在展开过程中用一块玻璃或塑料膜覆盖 

在薄层板的表面 ，从而减少了薄层分离 中气相 的影 

响。1979年 Wy~hak在超 微展开室 的基础上 ，在覆 

盖薄层板的塑料膜上加以一定的压力，并将展开剂 

压入薄层板 ，从而发展 了 OPLC技术 ；在此之后 ，该 

方法在理论、分析条件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 

不断的深入 ，商品化 的 OPLC仪及其专用 的薄层板 

也不断 推 出⋯ 。本 文 以市售 的 OPLC仪 为例，对 

OPLC进行介绍。 

1 仪器结构 

薄层 板夹 (cassette)是 OPLC技 术 的关键 部 

分。板夹主要 由两层构成 ，上层 为聚 四氟乙烯薄膜 

层 ，下层为一块钢板 ，薄层板 吸附剂面向上置于聚四 

氟乙烯薄膜与钢板之间。在聚四氟乙烯薄膜两边均 

有一个小孔，溶剂通过这两个小孔进 出薄层板 。在 

孔的两侧与薄层板接触的一面刻有凹槽，使溶剂可 

以快速到达薄层板边缘 ，从而保证薄层板中间和边 

缘几乎 同时开始展开。在薄层板的边缘有一圈约 2 

mm 宽的吸附剂被刮掉 ，再用 高分子材料加 上一层 

密封条，以防止加压展开时展开剂从薄层板边缘溢 

出。板夹下层的钢板主要起支撑作用 。薄层板夹的 

工作原理示意图见图 1。工作时用一个泵在板夹上 

加压 ，最大压力可达 5 MPa(50 bar)，同时用另一个 

泵将展开剂输入到薄 层板 中，以完成分离 过程⋯ 。 

OPLC中常用 的薄层板有 5 am ×20 am、l0 am ×20 

am 以及 20 am×20 am等规格，不同大小的薄层板 

使用不 同的板夹。 

OPLC仪 主要 由两部分构成 ，其结构如 图 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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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pressure 5 MPa(50 bar) 

s—  盔 圈 
图 1 加压薄层色谱仪中薄层板夹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rawing of the cassette used in 

overpressured-layer chromatography 

1．teflon cover sheet；2．TLC plate；3．steel sheet；4．solvent 

inlet：5．micro groove：6．solvent outlet；7．seal in the plate． 

示。仪器上层主要有电源、控制系统以及泵系统等； 

下层为展开室 ，工作时将板夹插入 。仪器具有独立 

的加压泵和输液泵系统，可进行分析和制备等工作， 

并可通过阀切换实现简单的梯度洗脱。此外还有主 

要针对半制备工作设计 的 OPLC仪 ，它仅 有一个加 

压泵 和 一 个 展 开 室 ，展开 剂 的输 送 可 通 过 连 接 

HPLC泵来实现，因此构成一 台 OPLC仪 的成本也 

较低。 

图2 加压薄层色谱仪 

Flg．2 OPLC instrument 

1．1iquid·delivery system ； 2．se paration cham ber； 3．cas- 

sette；4．m obile phase inlet；5．mobile phase outlet；6．m obile 

phase val ve；7．m obile phase reservoirs； 8．1iquid crystal dis- 

play；9．hydraulic pump；10．m obile phase delivery  pum p． 

2 工作方式 

OPLC属于薄层色谱的一个分支 ，但 由于它采 

用 了泵输送溶剂 ，因此可进行类似于高效液相色谱 

的在线分析 ，也因此有多种工作方式可供选择  ̈。 

2．1 离线点样-分离-离线扫描 

这种工作方式类似于传统的薄层色谱。首先将 

样品点于薄层色谱板上 ，然后进行分离，分离后取出 

薄层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在这种方法中可以同时 

进行多个样品的分析 ，此外也可选择多种显 色剂进 

行显色 ，以提高分析 的专属性和灵敏度。 

2．2 离线点样-分离·在线检测 

在 OPLC仪后可以串联高效液相色谱用的紫外 

或其他类型的检测器，从而进行在线检测。可将样 

品点于薄层色谱板上用展开剂将其连续洗脱后用检 

测器测定洗脱液 。 

2．3 在线进样-分离-离线扫描 

在展开室前可以连接高效液相色谱用手动进样 

器 。将薄层板用展开剂充分冲洗润湿后直 接在线进 

样 ，样品分离后取出薄层板进行检测 。这种工作方 

式每次只能分析一个样品。 

2．4 在线进样-分离-在线检测 

样品经在线进样分离后也可串联高效液相色谱 

用检测器进行在线检测。这种方法和高效液相色谱 

较为相似。因此也有人将 OPLC称为平面柱色谱。 

针对不同的实验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分析方 

式 ，这是 OPLC一个很突出的优点。 

3 加压薄层色谱的分离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一 般来说，OPLC的分离效果较传统薄层色谱 

好 。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正如文章开头所 

提到的 ，OPLC通过泵将展开剂输送至薄层板 ，使分 

析时间缩短，待分离组分的扩散也较小。这一现象 

在展距增加 的情 况下更 为明显。从 图 3中可以看 

出，随着展开距离的增大，传统薄层色谱中的理论板 

高迅 速增 大 ，但 是 在 OPLC 中 理 论 板 高 变 化 不 

大 。̈ 。所 以在 OPLC中可通过增加展距来达到提 

高分离效果的 目的，也因此在 OPLC中薄层板 的长 

度多为20 cm。此外，在传统薄层色谱中，当展开剂 

到达薄层板的边缘后就不能再进行分离了。但在 

OPLC中可以用泵连续输送展开剂 ，展开剂溢出薄 

层板后分离仍可继续进行，从而提高了比移值较小 

组分的分离度。这些都对提高分离效果起到了重要 

作用。 

影响 OPLC分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 

先 。OPLC展开室中空间较小 ，故气相对 OPLC分离 

的影响较 少，也有利于提高 OPLC 的重现性。但是 

在薄层板 的吸附剂颗粒 的间隙 中仍然存 在少量气 

体，它们会对分离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离线点样 

与在线进样 的分离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别 ，就是因为 

在在线进样前已经充分冲洗润湿 了薄层板 ，去除了 

其中的气体。此外，吸附在吸附剂表面的气体也会 

对分离的结果产生影 响 ，在“4．2”节 中专 门对此进 

行介绍。 

与高效 液相色谱 相似，OPLC中展开剂 的流速 

也会对分离结果产生影响。流速过大和过小均会导 

致分离度降低⋯。在分析过程中，输液泵的压力应 

l  7  6 l  2  5  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何 轶，等：加压薄层色谱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101· 

＼  

图 3 不同粒度与不同展开槽中硅胶板的 

理论板高与展距之间的关系 

Fig．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theoret~al plate 

height and the distance traveled by th e mobile phase 

On silica gel la yers of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an d 

in diff erent cham ber system s 

l，3：norm al saturated cham bers； 2，4：ultram icro chant- 

bers (totally closed layer，witllout overpressure)；5，6，7： 

OPLC cham bers (plates with l1，5，and 3 m particle sizes， 

respectively)． 

不大于加压泵的压力 ，否则展开剂可能从板夹中溢 

出。在目前市售的 OPLC仪中，当输液泵压力达到 

加压泵压力的 80％时，系统报警并 自动停止工作 。 

在板夹上 所加压 力的大小也会影 响到分离 效 

果。文献 [1]表 明在采用离线 工作方式时 ，所 加压 

力越大 ，理论板高越小 ；但是在在线工作方式 中 ，板 

夹上所加的压力对理论板高影响不大。一般在分析 

过程中选择使用仪器所能提供的最大压力。早期 的 

0PLC仪提供 的最 大压力为 2．5 MPa(25 bar)，现 

在 的 OPLC仪最大可提供 5 MPa(50 bar)的压力 。 

此外 ，温度 、所使用的展开剂以及吸附剂 的粒度 

等也会对分离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和传统 

的薄层色谱相似 ，不再一一讨论。 

4 加压薄层色谱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4．1 多溶剂前沿(multi-front)问题 

在传统的薄层色谱中，如果使用多种溶剂的混 

合溶液作为展开剂 ，并且展开前没有充分地预饱 和， 

展开剂的不同组分就可能在薄层板 上发生分离 ，从 

而出现多个溶剂前沿。在离线工作方式的加压薄层 

色谱 中由于减少了气相对色谱 的影响 ，这一现象较 

传统薄层色谱更加严重。位于第二或其他溶剂前沿 

的组分通常呈窄条状 ，如 图 4一a所示 。如果同时有 

多个组分位于此处 ，则很难将其分离开。但是如果 

在进行制备时 ，待分离组分位于第二或第三溶剂前 

沿位置并无其他组分干扰，则只用很小体积的展开 

剂就可以将该组分洗脱下来。在使用同一个展开剂 

时，多溶剂前沿出现的位置是固定 的，因此可以用同 

一 个样品在距展开起始位置不 同的高度多次点样 ， 

观察这些样品点在不同位置的峰形变化来判断溶剂 

前沿的位置 ]。可以通过改变溶剂的配 比来调节 

多溶剂前沿的位置 。如果仍不能满足要求 ，则需更 

换所使用溶剂的种类 。 

● ● ●  

● ● ●  

- - -  

： 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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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加压薄层色谱中常见问题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rawing of th e typical problems 

in overpressured-layer chrom atography 

a．／ii山廿一front effect：b．disturbing zone． 

1．n front；2．disturbing zoHe；3．卢 front；4．．y front； 

5．6 front． 

4．2 干扰带(disturbing zone)问题 

在离线工作方式的 OPLC中仍有一部分气体残 

留。这些气体大部分存在于硅胶颗粒的间隙中，同 

时还可吸附于硅胶表面。这些气体是出现干扰带的 

主要原 因。在展开过程 中，溶剂穿过硅胶颗粒的间 

隙，将游离的气体推出。同时，吸附剂吸附一部分展 

开剂分子并释放原来吸附的气体分子。但是，当解 

吸附的速度比展开剂移动速度低时，被吸附的气体 

就不能随着游离气体一起被推出而是释放于展开剂 

中。当展开剂中溶解的气体超过其饱和浓度时，气 

体分子就会形成微小的气泡。这样在已经饱和的展 

开剂和未饱和的展开剂之 间就可 以观察到干扰带 。 

因为含有饱和和未饱和气体的展开剂的折射率不 

同，因此可以清楚地用 肉眼观察 到薄层板上 的干扰 

带。从理论上说 ，干扰带应呈一条直线 ，但是 由于受 

吸附剂粒度不均匀的影响，在实验中所观察到 的干 

扰带多呈锯齿状 ，如图 4一b所示。 

由于干扰带是因被吸附的气体不能被快速地释 

放所产生 ，因此可 以通过 调节 展开 剂 的流动 速度 

(即推动展开剂移动 的压力大小 )来调节干扰带 的 

位置。一般说来，对于同一种吸附剂和展开剂 ，在干 

扰带出现的位置上 ，流速不 同的展开剂所受的压力 

是相同的，当展开剂的流动速度增大时 ，推动展开剂 

移动的压力也增大，被吸附的气体就容易从薄层板 

上解吸，干扰带 向前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变溶 

剂种类，增加展开剂对气体的溶解度来避免干扰带 

的产生 。如果以上两个办法均不能去除干扰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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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还可在展开前用 不推动样 品移动 的溶剂预洗薄 

层板。如欲分离极性化合物时用石油醚等非极性溶 

剂预洗硅胶薄层板 ，使被 吸附 的气体充分释放 后再 

进行展开 ，以减少残存气体的干扰 。 

以上问题均在离线工作方式的加压薄层色谱中 

存在 ，在在线工作方式中，因为已经将薄层板充分润 

洗 ，这些问题均不会发生。 

5 应用 

从 20世纪 60年代出现首台 OPLC仪以来， 

OPLC在植物药分离制备 、尿样 分析等多领域均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下面举例简要说明其应用情况。 

Dallenbach．Toelke等 采用普通薄层色谱、高 

效薄层色谱(HPTLC)、OPLC和超微室离心薄层色谱 

(ultra·micro·chamber centrifugal layer chromatog· 

raphy，UCLC)对药用婆婆纳 Veronica officinalis中 

的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进行了分离。展开剂均为醋 

酸．丁酮．氯仿·水(体积比为 25：37．5：37．5：7．5)。目 

标化 合 物 在普 通 薄 层 色 谱 中的展 距 为 9 cm；在 

HPTLC中的展距为 4．5 cm；在 OPLC和 UCLC中的 

展距均 为 17 cm(OPLC仪为 Chrompres·l0(Labor 

MIM，Budapest，Hungary)，薄层板压力为 1 MPa(10 

bar)，输液泵压力为 0．15 MPa(1．5 bar)，先用 丁酮 

对薄层板进行预洗 ，以去除吸附剂吸附的气体，减少 

干扰带的影响；UCLC为该实验室 自制 ，采用高效薄 

层板进行分离)。各种薄层色谱 的分离结果见 图 5， 

可以看 出，普通薄层 色谱 不能将玉叶金花 苷(mus— 

saenoside)和米内苷 (minecoside)分开，HPTLC仅 

能将两者刚刚分开。如果在这两种薄层色谱 中再增 

加展开距离，则均导致样品的扩散加剧 ，因此作者采 

用 FFPC对该样 品进行了分离。OPLC和 UCLC均 

可获得较好的分离效果，其中以 OPLC效果最好。 

0．0 0．2 0．4 0．5 0．0 0．2 0．4 0．5 0．0 0．2 0．4 0．5 0．8 1．0 0．0 0．2 0．4 0．5 0．8 1．0 0．0 0．2 0．4 0．5 

t|min t|min t|min t{min t|min 

图 5 不 同薄层 色谱方 法中环烯醚萜苷分离结果 图 

Fig．5 Separations of iridoid glycosides with different tlIiII layer chromatographic(TLC)methods 

a．normal TLC；b．high performance TLC (HPTLC)；c．overpressured—layer chromatography(with normal TLC plate)；d．over- 

pressured—layer chromatography(with HPTLC plate)；e．ultra—micro—chamber centrifugal layer chromatography(with HPTLC plate)． 

1．verproside；2．verm inoside；3．mussaenoside；4．m inecoside；5．veronicoside；6．1adroside． 

Szikszay等 用 Automatic Pemonal OPLC 

BS一50 加 压 薄 层 色 谱 仪 (OPLC．NIT Ltd)对 

phthaloyl·amlodipine的纯度进行 了测定。在高效 

薄层板上，以正己烷．醋酸丁酯．醋酸乙酯．氯仿(体 

积 比为 60：15：15：20)为展开剂，薄层板压力 5 MPa 

(50 bar)，展开剂体积 8 500 p,L，所测定的有关物质 

在 0．05～2．O0 g内线性关系 良好 ，测定结 果的相 

对标准偏差(RSD)为 2．9％。 

Mincsovics等 利 用 OPLC 对 菊 科 植 物 

Leuzea提取物 中的葫芦 巴碱 (trigonelline)进行 了 

制备 。他们将 Leuzea的甲醇提取物 点于 OPLC硅 

胶薄层板上 ，先用展开剂 (正丙醇．甲醇．水 (体积 比 

为 40：5：50))从 出 口向入 口方向预洗薄层板 ，然后 

再从入 口到出口方 向输送展开剂进行分离。预洗不 

仅可去除薄层板上的气泡 ，减少干扰带的产生 ，同时 

还可去除样品中部 分较易洗脱 的植物色素 ，减少它 

们对待分离组 分的干扰。此外 ，他们 的研究 表明 ， 

OPLC很适合进行微量制备 ，一次可对 2～5 mg的 

样品进行 分离 ，得到 0．1～0．5 mg的纯品。据介绍 ， 

加压薄层色谱仪还可用专门的板夹使用制备薄层板 

进行制备 ，从而使一次制备量达到几十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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