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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培养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活性多糖的研究

查学强 罗建平* 姜绍通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 本文考察了基本培养基 碳源 氮源以及有机添加物对霍山石斛原球茎液体培养合成活性多糖的影响

在MS B5 N6 SH 及各自1/2 基本培养基中 以1/2MS 和 N6 最适多糖合成 继代培养30d 总多糖产率分

别达到479.47mg/L和417.05mg/L 使用单一碳源时 葡萄糖对多糖的积累优于蔗糖和果糖 在30g/L时 总多糖

产率达到1034.96mg/L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氮源种类对多糖的合成影响不太明显 但氮源浓度是主要因素 以

10mmol/L 最佳 另外 100g/L 的马铃薯提取液与100g/L的香蕉提取液均有利于多糖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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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basal media, carbon-source, nitrogen-source and extracts of potato or banana on polysaccharides synthesis

of protocorm-like bodies (PLBs) of Dendrobium huoshanense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eight basal media including full- and half-

strength of MS, B5, N6 and SH, 1/2Ms and N6 were most suitable for the synthesis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he polysaccharide

yield reached 479.47mg/L and 417.05mg/L after subculturing for 30d, respectively. For carbon source, it was better in using 30g/

L glucose rather than sucrose and fructose. Under the suitable concentr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kinds of nitrogen source

on polysaccharide yields was not so big. The optimized nitrogen was at 10mmol/L, while more nitrogen would inhibit the

synthesis of polysaccharide. In addition, the addition of extracts of potato (100g/L) or banana (100g/L) to the basal MS medium

has benefited the polysaccharid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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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Dendrobio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属兰科石斛属 产于大别山区安徽霍山及邻近

地区 河南也见分布 是我国历代本草中明确记载的4

种药用石斛之一 为濒危珍稀药用植物[ 1 , 2 ] 具有滋阴

清热 生津益胃 润肺止咳 清音明目的功效[ 3 , 4 ] 药

用石斛含有多糖 生物碱等多种化学成分[ 5 ] 现代药理

研究证明 石斛药用活性强弱与多糖含量高低相关[ 6 ]

石斛多糖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显著提高机体杀伤肿

瘤细胞的能力 是一种理想的中药类肿瘤免疫治疗的调

节剂[ 7 ] 具有发展成为独特的肿瘤免疫增强食品的潜

力 且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然而 由于生态环境的破

坏 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近些年来在其主产地霍

山已极难发现野生个体[ 8 ]

当前包括霍山石斛在内不同药用石斛种质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研究集中在石斛试管苗的组织快繁和移栽

方面[ 9 , 1 0 ] 但因试管苗生根困难 根系纤弱 脱瓶移

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为探索霍山石斛药用资

源的合理利用途径 既开发药用价值 又保护野生资

源 本文率先利用现代植物细胞工程技术 在液体发

酵培养霍山石斛原球茎(原球茎实质上是正在生长分化的

体细胞胚胎 可由植株不同部位诱导产生 具有植株

同样的物质代谢和形态发育的潜能)合成活性多糖方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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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意义的探讨 为大规模发酵生产免疫活性多糖 进

一步开发免疫功能食品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霍山石斛原球茎由试管苗幼茎诱导获得 将试管苗

(由本实验室提供)茎段接种于MS 基本培养基附加2,4-

D N A A B A K T 等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中 2 5

2 下诱导原球茎 40d后将生长良好的原球茎从茎段

外植体上分离下来于无激素固体 MS 基本培养基中继代

培养 30d 为一个培养周期 连续继代培养6 10 代

取生长良好的培养物的实验材料

1.2 原球茎液体悬浮培养

取生长旺盛的霍山石斛原球茎接种在盛有50ml液体

培养基的250ml三角瓶中 于暗中 25 2 110r/min

条件悬浮培养 进行培养基对原球茎生长和多糖合成比

较研究时 所用培养基为MS B5 N6 SH 1/2MS

1/2B5 1/2N6 和 1/2SH 基本培养基 进行碳源 氮源

和有机添加物比较研究时 所用培养基均为MS 基本培

养基 所有培养基均不添加任何激素

1.3 多糖的提取与含量测定

培养结束收获原球茎和培养液 原球茎研碎后

用蒸馏水在50 60 的水浴上提取4 次 收集水提液

水提液和培养液减压浓缩至一定体积后 加95% 乙醇至

80%浓度时过夜沉淀多糖 经离心(15min 12000r/min))

收集沉淀 沉淀于蒸馏水中溶解 用Sevage 法脱蛋白

离心收集上清液并定容至100ml 多糖含量用苯酚 浓

硫酸比色法[11 ]测定

1.4 实验参数

所有实验至少三次重复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附标准

偏差表示 多糖产率以每升培养基中原球茎培养30d 所

能合成的多糖量(mg/L)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活性多糖的影响

霍山石斛原球茎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时很容易分化

成苗 但在液体培养条件下基本不分化 以颗粒形式

增殖 原球茎这种特性适合液体大量培养 不同培

养基对原球茎合成活性多糖能力的影响见图 1 所示

在 M S B 5 N 6 S H 及各自 1 / 2 基本培养基中

以 N6 和 1/2MS 最有利于多糖合成 总产率分别达到

417.05mg/L 和 479.47mg/L 在原球茎中的产率分别为

365.8mg/L 和 452.96mg/L 在 MS B5 1/2N6 及 SH 培

养基中 原球茎合成多糖的能力相当 约是1/ 2 M S 中

多糖产率的23% 42.7% 在 1/2B5 和 1/2SH 培养基中

原球茎合成多糖的能力最差 仅是1/2MS 中的12% 左右

由于多糖是目的产物 因此宜选择1/2MS 为基本培养基

原球茎在8 种不同培养基合成多糖能力差别之大 可能是

由于培养基主要成分碳源 氮源含量的差别所致 碳

源 氮源含量及成分的变化 直接影响细胞代谢

2.2 不同碳源及其浓度变化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活性

多糖的影响

图2   碳源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多糖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carbon source on polysaccharide synthesis in

PLBs of Dendrobium huoshanense

B C 分别表示葡萄糖 蔗糖和果糖)

(A, B,C represent glucose, sucrose and fructos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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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源是细胞生长最主要的营养物质之一 M S 培养

基中蔗糖(30g/L)被不同浓度的蔗糖 葡萄糖及果糖取

代 在原球茎悬浮培养过程中 活性多糖产率的变化

见图 2 4 所示

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的碳源对多糖产率的影响很大

其中以30g/L 的葡萄糖最有利于多糖的合成 产率达到

1034.96mg/L 是对照组(MS)的 5.66 倍 而以10g/L 的

蔗糖对原球茎合成多糖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弱 研究发

现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活性多糖的产率随着糖初始

浓度的增高而增加 除葡萄糖外 在较高浓度的蔗糖

或果糖存在下 多糖的分泌产率均随碳源浓度的提高而

增加 且远高于胞内积累的多糖量 结果表明 可能

是由于单糖(葡萄糖 果糖)能直接被细胞利用 提供多

糖合成所需的前体 适当高浓度的糖 能够导致渗透压

升高 高渗透压有利于多糖的合成 但过高的渗透压

不利于细胞生长 高渗透势抑制细胞生长 使碳流代

谢由分解代谢提供碳骨架和能量供应生长转向合成代

谢 同时 高渗透势诱导的多糖积累可平衡细胞内外

的压力差 减轻细胞所受的高渗透势胁迫压力 对细

胞起到保护作用[12]

2.3 氮源对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活性多糖的影响

氮源是细胞生长所需的另一个重要营养物质 在

MS 培养基中NH+
4 与 NO 3 摩尔浓度比为1:2 氮源的总浓

度约为60mmol/L 图5结果表明 当固定NH+
4 与NO 3 比例

改变N 素总浓度时 活性多糖产率随氮素浓度的增加而

降低 以3.3/6.7时最高 达到595.77mg/L 而向胞外

分泌的多糖量相当 均在38 78mg/L 氮源代谢需要

大量的碳骨架(carbon-skeleton)的支持 用来合成细胞生长

发育所需的氨基酸 蛋白质和核酸 非结构糖(glucose

fructose和sucrose)是这些碳骨架的直接供体[15] 在一定范

围内 氮源的浓度越高 氮代谢越旺盛 所需碳骨架

的量越大 在本实验体系下 原球茎中积累的糖量在

培养后期可能不足以维持细胞生长的需要 多糖作为一

种能量储备物质 在逆境条件下会分解以解燃眉之需

图6 显示在固定氮素总浓度 调节NH+
4 与 NO 3 比例的实

验条件下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断 各实验组活性多

糖的总产率相差不大 极差值仅54.59mg/L 左右 表明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氮源的种类对多糖产率的影响不明

显 但实验中还观察到原球茎的生长随氮素浓度的增加

而降低 原因可能是在NH +
4 与 N O 3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N H +
4 优先被利用 硝酸还原酶的表达基本上被完全抑

制 此时供给植物生长的氮源几乎是NH+
4
[1 3 ] 而高浓度

的NH+
4 能抑制细胞生长 甚至导致细胞死亡[1 4 ]

2.4 有机添加物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合成活性多糖的影响

如图5 所示 有机添加物的种类及其浓度在霍山石

斛原球茎悬浮培养过程中 对活性多糖的产率影响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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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其中以添加马铃薯提取液(100g/L)与香蕉提取液

(100g/L)效果最明显 分别是对照组(MS)的2.53与2.97

倍 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生长发育所需

的营养物质 如碳源 氮源 无机盐等

3 结  论

通过基本培养基 碳源 氮源及有机添加物4 种

因素对霍山石斛原球茎多糖合成能力的比较分析 表明

8种培养基中以1/2MS 和 N6 基本培养基最能促进多糖合

成 同时发现葡萄糖对多糖积累的促进作用明显优于蔗

糖和果糖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氮源种类对多糖的积

累影响不大 但氮源总浓度的影响十分显著 研究表

明 氮源总浓度不应太高 以10mmol/L 为宜 同时还

发现 霍山石斛原球茎在液体发酵培养条件下极不易分

化 而以颗粒形式增殖 且增殖速度快 这种特性表

明原球茎适合液体大量培养 在整个液体发酵培养过程

中 分泌到胞外的多糖不多 从生产工艺简单化和原

料成本低两方面考虑 培养液中的多糖可不考虑 研

究结果为运用现代植物细胞工程技术液体发酵培养名贵

药用霍山石斛原球茎生产作为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提高

机体杀伤肿瘤细胞能力的新型功能食品提供了新途径和

理论依据 这一研究也对现代食品企业和中药企业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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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型检测装置透视识别瓶中液体

东京瓦斯和TECH JAM日前成功开发出了检查装入PET 瓶等密封容器中液体的可燃物检测装置 SFLD 201

这是两公司于11 月 12 日宣布的 只需将装有液体及蒸发气体的容器放在装置上 就可以在几秒中内检测出其中的

物质 而无需直接接触液体 发现汽油 工业酒精 煤油和稀释剂等可燃物质会报警 而水 啤酒和日本酒等

非可燃物质则可以通过检查 使用电气方法进行识别 不使用 线等放射线及特殊化学物质等 该装置的大小为

长38.0cm 高 28.5cm 宽 28.5cm 重 10kg 可检测280 2000ml 的容器 两公司计划今后在国土交通省及各大航

空公司的合作下实施实地试验 并准备投入使用 据两公司介绍 目前机场等交通设施为了防止恐怖袭击 主要

包括 线在内的各种方法检查行李 但是 盛入容器携带的汽油等液体还需要打开容器通过看 闻来确认 事实

上 机场等场合也不可能进行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化学分析 而使用此次开发的装置 乘客只需将容器放在装置

上就可以完成检查 此前 乘客喝剩半瓶的饮料也需要倒出来采样检查 但导入该装置后 乘客在安检时就可以

免去这些麻烦 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安检所需的人力物力 而且该装置没有使用外置配件和需要更换的零部件 因

此也不需要维护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