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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化灵芝多糖制备及免疫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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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苏微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江苏 无锡      214063；

2.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对自制 80% 乙醇沉淀的灵芝多糖进行硒化反应，经透析后测定灵芝多糖中硒含量高达 40mg/g。对制得的

灵芝硒多糖进行免疫学相关研究，包括白细胞吞噬实验和体外抗肿瘤实验。发现硒化灵芝多糖能提高小鼠的白细胞

吞噬作用，对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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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no-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was prepared from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which was

precipitated by 80％ ethanol. The selenium content of this polysaccharide was as high as 40 mg/g. The immunological function

of seleno-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was investigated by leukocyte phagocytosis test and in vitro anti-tumor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polysaccharide could promote the leukocyte phagocytosis in mice and effectively inhibit H22 cells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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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些微量元素在

生物体中的重要作用，从 l957 年到 1975 年近 20 年时间

内，科学家们不仅发现硒是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且

证实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可延缓衰老，防治

癌症和心血管病，防治克山病及大骨节病，防治溶血

性贫血，提高视力及防治肝坏死等．研究微量元素硒

与生物体，特别是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已引起了人们

极大的兴趣。

考虑到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灵芝多糖又具

有显著的生物活性，研究证明[ 1 -5 ]，灵芝产生的硒多糖

比灵芝多糖和无机硒具有更显著的生物学活性。富硒灵

芝子实体中虽 81.71%～87.92% 的硒是以有机硒形式存在，

但其中与蛋白质结合的硒却占有机硒的 64.6%～69.8%，

是富硒灵芝中硒的主要赋存形态，占总硒量的 5 0 % 以

上。而灵芝硒多糖含量并不是很高 [ 6 ]。因此，研究灵

芝多糖直接硒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报道，多糖硒的配合物作为补硒剂不仅具有合适

的稳定性和溶出性能，而且释放出硒后配体多糖不会对

身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还能促进金属离子的吸收

和利用[7-8]。本实验以灵芝多糖为载体制备了硒化灵芝多

糖，并对其理化性质进行了研究，为硒化灵芝多糖生

产功能性保健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灵芝子实体由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昆

明种(KM) 小鼠由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动物房提供。

金黄色葡萄球菌(菌号 JSIM8619)    江苏省苏微微生

物研究有限公司菌保室；RPMI 1640    美国英杰生命技术

公司上海办事处；H22 小鼠的肝癌细胞株由北京医科大

学免疫系提供；三氧化硒、美兰、台盼蓝    中国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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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分析纯

以上；实验用水均为双蒸水。

1.2 仪器与设备

BC-R202 旋转蒸发器    上海贝凯生物化工设备有限

公司；OLYMPUS BH2 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公司；

AB-L 型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 Mettler Toledo；AA2610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北京华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BC-
J160S 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灵芝多糖制备

取灵芝水提液，减压浓缩，得到浓缩液，加入 6
倍体积的 95% 乙醇，使含乙醇量达到 80%，醇沉过夜

离心，得 80% 乙醇浓度粗多糖沉淀，收集 80% 乙醇级

分多糖，冷冻干燥。

1.3.2 硒化灵芝多糖的制备[9]

将吡啶 30ml 加入附有冷凝管和搅拌装置的 100ml 三
颈瓶中，边搅拌边加入三氧化硒 - 吡啶 2.5～3.0g，在热

水浴中加热至 90℃，再加入多糖粉末 0.5g，恒温搅拌，

冷却至室温；反应液用 3mol/L 的 NaOH 溶液调至中性，

加入 9 5 % 乙醇，析出多糖硒酸酯；离心，收集沉淀，

将沉淀溶于水，透析 7 2 h，过滤，冷冻干燥得多糖硒

酸化产物。

1.3.3 原子吸收法测定硒化灵芝多糖中硒含量

1.3.3.1 标准工作曲线

移取 5.00mg/L硒标准工作溶液 0.000、0.100、0.200、
0.300、0.400、0.500、0.600ml 于 10ml 容量瓶中，用双

蒸水稀释至刻度，再将容量瓶中的溶液分别取 1ml，定

容到 10ml，得到标准系列溶液的浓度分别为 0.00、5.0、
10.0、15.0、20.0、25.0 和 30.0μg/L，波长为 196.0nm，

光谱通带宽 0.7nm 进行原子吸收法测定，绘制标准工作

曲线。得回归方程 y ＝ 340.3x+0.0798，r 为 0.9999。
式中：x 为原子吸光度；y 为灵芝硒多糖的浓度

(μg/L)。

1.3.3.2 硒化灵芝多糖中硒含量测定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硒化灵芝多糖，参照标准工作曲

线测定方法，进行原子吸收法测定。

1.3.4 灵芝硒多糖对小鼠的白细胞吞噬实验分组[10]

实验分组小鼠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10 只，即空白

组、灵芝硒多糖组；将粗硒多糖配成 40mg/ml 浓度，以

10mg/ 只·d 连续灌胃 10d，空白组用等量生理盐水灌

胃，于 7 d 将小鼠断尾取血进行白细胞吞噬实验。

1.3.5 吞噬率和吞噬指数的测定

用装有最小针头的 1ml 注射器在洁净凹玻片的凹孔

内加入 0.02ml EDTA 钠盐溶液。用酒精棉花消毒鼠尾，

断尾取血，以血红蛋白吸管吸取血液 0.04ml，立即放入

以上凹孔内，轻轻搅动混匀。再用 1ml  注射器加入约

0.02ml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悬液，充分混匀。将凹玻片放

37℃温箱中作用 30min，每隔 10min 摇匀一次。取一小

滴血液与金黄色葡萄球菌混合液于载玻片上，取另一边

缘光滑的玻片用其边缘推成薄片，待干。滴加甲醇固

定 3min，冲洗，晾干。用碱性美蓝染液染色 1～2min，
水冲洗，晾干。油镜下观察。数 1 0 0 个多形核白细胞

中有多少个吞噬了细菌的，即为吞噬细胞百分数。再

数此 100 个多形核白细胞中一共吞噬了多少细菌，将此

总数除以 100，得出每个白细胞吞噬细菌的平均数，即

为吞噬指数。

1.3.6 硒化灵芝多糖体外抗瘤作用

体外生长抑制实验：取对数生长的 H22 小鼠的肝癌

细胞，用 Hanks 液离心 2 次，用 1640 培养液调细胞浓

度至 2 × 105 个 /ml，于 96 孔培养板每孔接种 100μl，
同时加入不同浓度的药物，放入 37℃，5%CO 2 培养箱

中培养 24h，用台盼蓝排染法计数活细胞，计算抑制百

分 率 。

             
  对照组细胞存活数－添加不同浓度灵芝硒多糖后细胞存活数

抑制率(%)= ————————————————————————× 100

                                      
 对照组细胞存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硒化灵芝多糖中硒含量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硒化灵芝多糖, 在波长为 196.0nm，

光谱通带宽 0.7nm 进行原子吸收法测定，测得样品中的

硒含量为 40mg Se/g 硒化灵芝多糖。

2.2 灵芝硒多糖对吞噬细胞的影响

灵芝硒多糖对吞噬细胞的影响将 2 组小鼠，以硒多

糖 10mg/ 只·d 分别对小鼠连续灌胃 10d，于 7d 将小

鼠断尾取血进行白细胞吞噬试验所得数据用 SPSS10.0 软

件分析。

注：* .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显著，P ＜ 0 .05。

项目 空白组 灵芝硒多糖组

吞噬率(%) 43.6 ± 1.82 50.4 ± 3.44*
吞噬指数 2.272 ± 0.111 2.862 ± 0.204*

表1   灵芝硒多糖对吞噬细胞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seleno-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on
leukocyte phagocytosis in mice

由表 1 可以看出，与空白组比较，灵芝硒多糖组

吞噬细胞率有显著差异，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属于非特

异性免疫。以上结果说明小鼠食用灵芝硒多糖后白细胞

的吞噬细菌的能力有所提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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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灵芝硒多糖对肿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组别 灵芝硒多糖剂量(μg/ml) 细胞存活数(×105) 抑制率(%)
对照 0 3.6 ± 0.71 －

1 6.25 3.9 ± 0.55 －8.3
2 12.5 2.7 ± 0.24 25.0
3 25 1.9 ± 0.34 47.2
4 50 1.5 ± 0.26 58.3
5 100 1.1 ± 0.37 69.4
6 200 0.9 ± 0.48 75

表2   灵芝硒多糖对H22小鼠的肝癌细胞抑制率的影响

Table 2   Inhibitory effect of seleno-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
charide on growth H22 cells of mice

对制得的灵芝硒多糖进行免疫学相关研究，包括白

细胞吞噬实验和体外抗肿瘤实验。发现硒化灵芝多糖能

提高小鼠的白细胞吞噬作用，对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抑制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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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果表明，灵芝硒多糖剂量在 12.5～200μg/ml
范围对瘤细胞均有直接抑制作用，细胞存活率与剂量有

明显的量效关系，抑制率随着灵芝硒多糖浓度的增加而

增 加 。

3 结  论

用三氧化硒对用 80% 乙醇沉淀的灵芝多糖进行硒化

反应，经透析后测定灵芝多糖中是硒含量高达 40mg/g 的

灵芝硒多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