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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灵芝多糖对D-半乳糖致衰老小鼠的

作用研究

余  强，聂少平，李文娟，李景恩，谢明勇 *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目的：研究黑灵芝多糖对 D- 半乳糖诱导的衰老小鼠的抗衰老作用，并探讨其可能作用机制。方法：小

鼠随机分为 6 组：空白对照组，D- 半乳糖衰老模型组(100mg/kg bw·d)，VC 组(100mg/kg bw·d)，黑灵芝多糖

低、中、高剂量组(50、100、150mg/kg bw·d)。10 周后，测定小鼠体重和肝脏指数，测定小鼠肝脏组织和

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结

果：与模型组比较，黑灵芝多糖可拮抗小鼠体重的降低和肝脏的萎缩、增强肝脏组织和脑组织 SOD、GSH-PX 和

CAT 活性、减少 MDA 含量。结论：黑灵芝多糖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自由基，增加体

内抗氧化酶的活性，减少过氧化脂质的生成，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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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aging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of Ganoderma atrum on D-Galactose-induced Mouse Ag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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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ageing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from Ganoderma atrum (PSG-1) on aging mice induced

by D-galactose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Healthy fe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control group, aging model group, vitamin C (VC) (positive control) group (100 mg/kg · d), and low-, medium- and high-dose

PSG-1 groups (50, 100, 150 mg/kg · d). After 10 weeks, the body weight and the liver index were examin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nd catalase (CAT) and the maleic dialdehyd (MDA) content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in liver tissue and brain tissue of mice.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ging model group, the

activities of SOD, GSH- PX and CAT in liver and brain tissue of the three PSG-1 groups all were increased and the MDA content

was decreased and the loss of body weight and the liver atrophy markedly were counteracted. Conclusions: PSG-1 has   anti-

aging effects on aging model mice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its inhibitory effect on free radicas, the enhancement of

activity of antioxidases and the reduction of lipid per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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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俗称灵芝草，古称瑞草，为担子菌纲多孔

菌科灵芝属真菌，是我国著名的药用真菌和新资源食品[1]。

我国应用灵芝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本草学

专著《神农本草经》就将其列为上品，并对其补益强

壮作用进行了论述[2]。古代医药学家通过临床实践早已

认识到灵芝的药用价值，认为灵芝能防治多种疾病，是

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珍品[3]。灵芝多糖是灵芝中最有

效的成分之一，也是目前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重点[4]。它

具有抗肿瘤作用、免疫调节作用、降血糖作用、抗氧

化作用和抗衰老作用，临床试验也证实，灵芝多糖可

作为肿瘤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的有效辅助治疗药[5]。然

而，研究广泛的是赤芝、紫芝，有关黑灵芝的研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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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本实验利用 D - 半乳糖建立衰老模型，探讨补充

黑灵芝多糖对 D - 半乳糖诱导小鼠的抗衰老作用，以期

为黑灵芝的精深加工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黑灵芝多糖    本实验制备[6]。

清洁级小鼠 5 4 只，雌性，体重( 2 2 ± 2 ) g，购自

江西中医学院实验动物部。许可证号：SCXK(赣)2006-
0001。

D- 半乳糖    Sigma 公司；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试
剂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试剂盒、过氧化

氢酶(CAT)试剂盒、丙二醛(MDA)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

METTLER TOLEDO AL104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

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TU-190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Anke TGL-16G-
A 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Anke TGL-16C 高速台式离心

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2 方法

1.2.1 实验动物分组及给药

将小鼠随机分为 6 组：空白组、模型组、阳性对

照组、多糖高剂量、多糖中剂量、多糖低剂量组，每

组 9 只。除空白组外，其他组每日腹腔注射 D - 半乳糖

100mg/kg bw，空白组注射同剂量的生理盐水，为期 6
周。从第 7 周开始，注射 D - 半乳糖同时，阳性对照组

每日腹腔注射 100mg/kg bw 的 VC，多糖三个剂量组每

日腹腔注射 50、100、150mg/kg bw 的多糖进行实验干

预，4 周后处死小鼠，测定各项生化指标。

1.2.2 生化指标测定

于末次给药造模后 24h，称量小鼠体重。颈椎脱臼

处死小鼠，称量小鼠肝脏重量，计算小鼠肝脏指数，

表示为器官重量(mg)/ 小鼠体重(g)。用预冷生理盐水制

成 10% 肝匀浆和 10% 脑匀浆，按测定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测定小鼠肝组织和脑组织 SOD、GSH-PX 及 CAT
活性和 MDA 含量。

1.2.3 统计学分析

测定结果数据均用 x ± s 表示，用 SPSSl6.0 软件对

结果进行 t 检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鼠体重及肝脏指数测定结果

由表 1 可以看出，模型组肝脏指数明显低于空白组

(P ＜ 0.05)，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相比，黑灵芝多

糖各组体重和肝脏指数显著升高，表明黑灵芝多糖具有

2.2 小鼠肝组织 SOD 活性、MDA 含量、GSH-PX 活

性、C A T 活性测定结果

组别 体重(g) 肝脏指数(mg/g)
空白组 47.95 ± 3.53 47.19 ± 0.45
模型组 33.79 ± 1.07 ▲ 40.42 ± 1.23 ▲

低多糖组 35.56 ± 1.43 ★ 52.24 ± 0.16 ★

中多糖组 36.69 ± 1.35 ★ 59.83 ± 1.55 ★

高多糖组 38.92 ± 0.88 ★ 68.80 ± 1.20 ★★

VC 组 36.23 ± 0.66 ★ 50.47 ± 1.17 ★

表1   小鼠体重及肝脏指数(x± s)
Table 1   Effects of Ganoderma atrum polysaccharide on body

weight and liver index of D-galactose-induced aging mice (x ± s)

注：▲.与空白组相比，P<0.05；▲▲.与空白组相比 P<0.01；★.与
模型组相比，P <0 . 0 5；★★.与模型组相比，P <0 . 0 1。下同。

由表 2 可知，模型组小鼠肝组织 SOD、GSH-PX、

CAT 活性均显著低于空白组(P ＜ 0.05)，模型组小鼠肝

组织 MDA 含量显著高于空白组(P ＜ 0.05)，说明造模成

功。与模型组相比，多糖组无论高剂量组还是低剂量

组 SOD、GSH-PX、CAT 活性均显著升高，MDA 含量

降低，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P ＜ 0.01)，并且

呈现量效关系。

2.3 小鼠脑 SOD 活性、MDA 含量、GSH-PX 活性、

CAT 活性测定结果

组别
SOD活性 MDA含量 GSH-PX活性 CAT活性

(U/mg  pro) (nmol/mg  pro) (U/mg  pro) (U/g  pro)
空白组 116.1 ± 6.1 1.18 ± 0.87 126.2 ± 2.98 484.77 ± 41.61
模型组 74.55 ± 3.95▲ 2.48± 0.31▲▲ 77.38± 0.57▲▲ 336.81 ± 26.15▲

低多糖组 84.275 ± 4.0★ 2.19 ± 0.18★ 86.31 ± 1.93★ 390.23 ± 12.79
中多糖组 95.025 ± 1.05★ 1.67± 0.44★★ 97.99 ± 3.42★ 423.88 ± 7.98★

高多糖组 117.325 ± 10.8★ 1.37± 0.26★★ 107.95± 1.09★★ 445.64 ± 9.47★

VC组 104.1 ± 0.55 1.79 ± 0.17★ 100.62± 1.99★★ 445.45 ± 7.57★

表2   小鼠肝组织SOD活性、MDA含量、GSH-PX活性、CAT活性(x ± s)
Table 2   Effects of Ganoderma atrum polysaccharide on activities
of SOD, GSH-PX and CAT and MDA content in liver tissue of D-

galactose-induced aging mice (x ± s)

组别
SOD活性 MDA含量 GSH-PX活性 CAT活性

(U/mg  pro) (nmol/mg  pro) (U/mg  pro) (U/g  pro)
空白组 263.36 ± 1.44 12.35 ± 0.30 157.88 ± 6.16 37.30 ± 0.77
模型组 185.87± 4.01▲▲ 26.36± 0.37▲▲ 109.20± 2.94▲▲ 16.50± 0.81▲▲

低多糖组 203.35 ± 3.95★ 24.08 ± 0.68★ 122.67 ± 2.32★ 17.57 ± 0.90★

中多糖组 230.57 ± 7.10★ 18.35 ± 0.77★ 136.57± 4.48★★ 25.12± 1.09★★

高多糖组 248.82± 6.07★★ 15.32± 1.72★★ 146.92± 3.20★★ 30.33± 1.91★★

VC组 239.32 ± 10.04★ 16.20± 0.71★★ 136.24± 1.74★★ 26.96 ± 4.08★

表3   小鼠脑SOD 活性、MDA 含量、GSH-PX 活性、CAT 活性(x ± s)
Table 3   Effects of Ganoderma atrum polysaccharide on activities
of SOD, GSH-PX and CAT and MDA content in brain tissue of D-

galactose-induced aging mice (x ± s)

较好的拮抗体重降低和肝脏萎缩作用。

由表 3 可知，模型组小鼠脑组织 SOD、GSH-PX、

CAT 均显著低于空白组(P ＜ 0.05)，模型组小鼠脑组织

MDA 含量显著高于空白组(P ＜ 0.05)，说明造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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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相比，多糖组无论高剂量组还是低剂量组 SOD、

GSH-PX、CAT 均显著升高，MDA 含量降低，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或 P ＜ 0.01)，并且呈现量效关系。

3 讨  论

建立衰老动物模型是进行衰老研究的关键，根据衰

老的代谢学说建立 D- 半乳糖衰老模型是一种亚急性衰老

动物模型[7 ]。青年小鼠长期连续注射大剂量 D - 半乳糖

后，由于其代谢产物半乳糖醇不能被进一步代谢而堆积

在细胞内，影响正常渗透压，导致细胞肿胀，功能丧

失和代谢紊乱，最终导致衰老的发生[8]。这一过程与机

体的自然衰老过程相似，是衰老研究中常用的一种衰老

实验动物模型。

自由基理论在衰老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大量实验

已经证实了自由基的致衰老作用，半乳糖衰老模型也得

到了自由基衰老学说的支持和验证[9]。自由基是人体正

常的代谢产物，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自由基是处于不断

产生与消除的动态平衡中。人之所以会逐渐衰老，其

原因之一是机体在进行一系列氧化代谢的同时，不断地

产生自由基，过剩的自由基可作用于血液、细胞、组

织等脂类物质，使其变成脂质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

物沉积在细胞膜上，使细胞膜丧失功能，造成细胞活

力下降，组织器官功能衰退，机体进入衰老状态 [ 1 0 ]。

在正常情况下，机体存在一套防御机制，有一套

完整的清除体内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的体系[11]，如超

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V C 和 V E、硒、锌、铜等微量元素，能明显抑制肾、

心、肝、脑组织丙二醛，稳定组织内源性 S O D 活力，

从而抑制自由基的产生。

D- 半乳糖在体内氧化产生的大量自由基超过机体清

除能力，可引发脂质过氧化作用，过氧化脂质的分解

产物之一便是 MDA，其含量能间接反映机体内自由基

的产生情况和机体组织细胞的脂质过氧化程度。因此一

般认为，MD A 可以作为评价衰老的指标之一[ 12 ]。

SOD 是体内清除自由基的关键酶，也是重要的抗氧

化酶之一，可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反应的启动因子( O 2 －)
来抑制和阻断自由基反应，降低自由基代谢产物 ( 如
MDA)生成[13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SOD 清

除氧自由基的能力逐渐下降，引起不饱和脂肪酸氧化生

成过氧化物，使 DNA、蛋白质和酶等改变、破坏从而

加速衰老。SOD 通过催化超氧阴离子歧化为 H2O 和 O2，

从而达到清除自由基，抗衰老的作用 [ 1 4 ]。

本实验中，各个剂量的黑灵芝多糖组与模型组相

比，均能显著提高脑组织和肝组织的 SOD 活性，降低

其 MDA 含量，且呈现量效关系，表明黑灵芝多糖具有

很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够有效地拮抗自由基损伤所

致的衰老小鼠的衰老过程。

机体内羟自由基(·O H )是化学性质最活泼的活性

氧，它几乎与细胞内的每一类有机物如糖、氨基酸、

磷脂、核苷酸和有机酸等都能反应，并且有非常高的

速度常数，自由基在体内堆积就可造成衰老反应，因

此它的破坏性极强，CAT 虽然不能直接清除·OH，但

其可以降低·OH 的前体过氧化氢的浓度，从而起到延

缓衰老的作用[15 ]。GS H- PX 是机体一种抗氧化的重要

酶，它特异地催化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对过氧化物的

还原反应。GSH-PX 不直接清除自由基，其作用在于阻

断由过氧化物引发的自由基对肌体的损害，保护细胞膜

免受过氧化的损伤。GSH-PX 亦可与 CAT 协同作用，催

化对生物体有害的 H2O2 的分解，以减少自由基和过氧化

脂质的形成 [ 1 6 ]。

本实验中，各个剂量的黑灵芝多糖组小鼠脑组织和

肝组织内的 GSH-PX 和 CAT 活性都比模型组有显著提

高，表明黑灵芝多糖能够通过降解 O2·和 H2O2 为无毒

性的 H 2O 和 O 2，去除自由基对组织的损伤作用，从而

起到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本实验研究证明，黑灵芝多糖能够显著提高衰老小

鼠体重和肝脏指数、增强脑组织和肝组织的 SOD 活性、

GSH-PX 活性、CAT 活性、降低 MDA 含量，且呈剂

量 - 效应关系，表明黑灵芝多糖可显著抑制衰老小鼠机

体器官退化及清除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活性

氧，提高抗氧化酶活力。综上所述，黑灵芝多糖具有

抗衰老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清除氧自由基和活性氧，增

强机体抗氧化酶活力有关。本实验对黑灵芝多糖抗衰老

作用的研究，为深入探讨其抗衰老机理提供理论基础和

实验依据，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赣州产黑灵芝提供理论

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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