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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抗肿瘤活性研究

辛晓林，张桂春，黄清荣

(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液体发酵榆黄菇，从发酵全液中提取粗多糖，用 0.2、0.4、0.8g/kg 3 个剂量的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荷

S180 肉瘤小鼠进行灌胃给药，研究其体内抗肿瘤活性。结果发现，3 个剂量的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肿瘤的抑制

率分别为 9.62%、35.84% 和 40.93%，同时能提高荷瘤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指数。经过初步探索认为榆黄菇发酵全

液多糖具有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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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umor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 from Submerged Fermentation Liquid of 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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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 doses (0.2, 0.4 and 0.8 g/kg bw) of crude polysaccharide extracted from submerged fermentation liquid

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 was administered to S180 tumor-bearing mice by gavage to study its antitumor activity in vivo. The tumor

inhibition rates by the three doses were 9.62%, 35.84% and 40.93%, respectively. Meanwhile, both the thymus index and the

spleen index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were elevated. So we conclude that the polysaccharide from submerged fermentation liquid

of 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 has antitumo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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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黄菇(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又名金顶侧耳，

在分类上属于担子菌门，层菌纲，伞菌目，侧耳科，

侧耳属，是一种食药兼用的珍稀蕈菌。已有研究表明，

其子实体多糖具有体内抗肿瘤作用[1]，胞外多糖具有体

外抗肿瘤作用 [ 2 ]。食用真菌深层发酵培养生产周期短、

产量高、成本低，因此液态深层发酵是开发榆黄菇活

性多糖的有效手段。本实验拟提取榆黄菇发酵全液中的

粗多糖，并通过体外实验方法初步研究其抗肿瘤活性及

免疫调节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榆黄菇菌种    鲁东大学食用真菌研究所；成年昆明种

小白鼠(体重 18～22g，雌性)    山东省天然药物研究中心。

S180 实体瘤    山东省天然药物研究中心；香菇菌多

糖片    褔建力捷药业有限公司(批号：080910)；本实验

所用各种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1.2 仪器与设备

HZQ-Q 型振荡器    哈尔滨东联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FMG-5L 多参数发酵罐    上海国强生化工程装备有

限公司；FD-1 型真空冷冻干燥机    北京万达仪器厂；

GL-20B 冷冻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FA1004 电

子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

1.3 方法

1.3.1 榆黄菇发酵液制备与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的提取

参考文献[3 ]进行。

1.3.2 动物分组与处理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 5 组：阴性对照组(0.9% 生理盐

水)；阳性对照组(香菇多糖 0.2g/kg)；低剂量组(0.2g/kg)；
中剂量组(0.4g/kg)；高剂量组(0.8g/kg)。

1.3.3 给药方案及模型建立

灌胃给药，每日一次，各组每次灌胃容量均为

0.5ml。在给药第 15 天，右前肢腋下接种 5 × 106 个 /ml
S180 瘤株 0.1ml，继续灌胃 10d 后停药。

1.3.4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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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药 24h 后颈椎脱臼致死小鼠，剥取瘤块、脾脏、

胸腺，称重，计算肿瘤抑制率、脾指数、胸腺指数

进行药效评价[4]。数据以 x ± s 表示，阳性对照组和高、

中、低剂量给药组分别与阴性对照组进行比较，采用 t
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小鼠移植型肉瘤 S180 的抑

制作用

组别 剂量(g/kg)
                 动物数量(只)

肿瘤抑制率(%)
给药前 给药后

阴性对照组 — 12 10 0
阳性对照组 0.2 10 10 42.37
低剂量组 0.2 10 10 9.62
中剂量组 0.4 10 9 35.84
高剂量组 0.8 10 10 40.93

表1   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荷S180小鼠肿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Table 1   Inhibitory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from submerged
fermentation liquid of 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 on growth of

transplanted S180 tumor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 ＜ 0.05；**.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 ＜ 0.01。

组别
剂量           动物数量(只)

胸腺指数 脾指数
(g/kg) 给药前 给药后

阴性对照组 — 12 10 1.78 ± 0.36 4.66 ± 1.00
阳性对照组 0.2 10 10 2.23 ± 0.56* 5.76 ± 1.18*
低剂量组 0.2 10 10 1.86 ± 0.37 5.25 ± 1.40
中剂量组 0.4 10 9 2.36 ± 0.63* 5.15 ± 1.67
高剂量组 0.8 10 10 2.20 ± 0.49* 6.04 ± 0.84**

表2   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荷S180小鼠免疫器官重量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from submerged fermentation
liquid of Pleurotus cirtinopileatus on immune organ weight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由表 1 可知，3 个给药组瘤重均低于阴性对照组，

显示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荷 S180 小鼠体内肿瘤的生长

具有抑制作用。

2.2 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对荷 S180 小鼠免疫器官重量

的影响

酵全液多糖能够升高荷瘤小鼠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与

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显示榆黄菇

发酵全液多糖能增强荷瘤小鼠的免疫功能。

3 讨  论

人工栽培子实体周期长、劳动强度大、受季节及

气候影响大等限制了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因而液体深层

发酵是开发榆黄菇活性多糖的有效手段。目前食药用真

菌的液体深层培养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通过从发酵

产品中提取活性成分正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发现液体发

酵榆黄菇菌丝体多糖具有体内抗肿瘤活性[5]，考虑到对

食用真菌进行液体发酵，提取发酵全液中的多糖可以减

少很多工序，有利于多糖的工业化生产，故对榆黄菇

进行液体发酵，提取分离了发酵液全液粗多糖，并对

提取工艺进行了优化，结果提示发酵全液粗多糖的纯度

与菌丝体粗多糖的纯度相似[3]。

近年来，研究开发新型真菌多糖抗癌药物引起人

们的极大关注。本实验中的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高、

中、低三个剂量组对荷 S180 小鼠肿瘤的抑瘤率分别为

9.62%、35.84% 和 40.93%，提示提取分离榆黄菇发酵全

液多糖是开发榆黄菇抗肿瘤活性多糖的可行途径。

真菌多糖抗肿瘤机制是多方面的，但目前认为主要

是通过增强宿主免疫功能而发挥作用。对榆黄菇发酵全

液多糖体外抗肿瘤研究表明，未发现其对体外培养的

S180 癌细胞有抑制作用[2]。本研究发现榆黄菇发酵全液

多糖能够提高荷瘤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指数，初步认为

这种多糖具有抑制荷 S180 小鼠体内肿瘤的生长及增强荷

瘤小鼠免疫功能的作用，对于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丽萍, 苗春艳, 许丽艳, 等. 金顶侧耳多糖 PC-4 的结构确定与抗
肿瘤活性的研究[J]. 真菌学报, 1995, 14(1): 69-74.

[2] 王晓洁, 蔡德华, 杨立红, 等. 金顶侧耳多糖体外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J]. 食用菌学报, 2005, 12(1): 11-15.

[3] 张桂春, 辛晓林, 李绍荣. 榆黄菇发酵全液多糖提取工艺的优化[J].
食用菌, 2005(4): 64-65.

[4] 李仪奎. 中草药药理实验方法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512-517.

[5] 辛晓林, 黄清荣, 史亚丽. 榆黄菇菌丝体多糖提取及抗肿瘤活性研
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06(2): 62-64.由表 2 可知，0.4、0.8g/kg 两个剂量组的榆黄菇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