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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不同树种桑黄有效成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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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 6 种生长在不同树种上的桑黄子实体多糖、黄酮及总三萜含量。结果表明，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

有效成分含量差异较大，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黄酮及三萜含量均高于其他树种，分别为 3.84%、5.12% 和

2.2%；暴马丁香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最低为 1.35%，白桦树桑黄子实体黄酮、总三萜含量均最低，分别为

0.6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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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were compared for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of bioactive

components including polysaccharides,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triterpenoid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ioactive components in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Fruit body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mulberry tree exhibited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s,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triterpenoids of 3.84%, 5.12%

and 2.2%, 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of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other 5 tree species. The lowest

polysaccharide content of 1.35% was observed in fruit body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Syringa reticulata var.mandshurica

Fruit body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silver birch exhibited the lowest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triterpenoids,

which were 0.68% and 0.3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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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是一类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大型真菌，为担子

菌亚门(Basidiomycotina)层菌纲(Hymenomycetes)多孔菌

目(Polyporales)多层孔菌科(Hymenochaetacae)针层孔菌属

( P h e l l i n u s )。主要生长于杨、松、桑、白桦、暴马

丁香、杜鹃等树的树干上，造成心材白腐，多年生，

东北各原始森林较常见。桑黄最早收载于李时珍《本

草纲目》中，又称为桑臣、桑耳、胡孙眼、桑黄菇。

民间用于治血崩、血淋、脱肛泻血、带下、经闭、

脾虚泄泻等[1]。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桑黄具有抑制肿

瘤、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等多方面药用功能 [ 2 ]，是

目前国际公认的抗肿瘤效果最好的药用真菌[3]。桑黄的

有效成分主要有多糖、黄酮和三萜类物质[4]，因其所生

长树种的不同，在有效成分含量上也存在着差异。故

本实验对 6 种生长在不同树种上的桑黄子实体的有效成

分进行初步研究，旨在为深入开发利用这一珍贵的药用

菌资源，发挥其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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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剂

芦丁、熊果酸(均为标准品)    美国 Sigma 公司；无

水乙醇、硫酸、苯酚、葡萄糖、硝酸铝、亚硝酸钠、

冰乙酸、香草醛、高氯酸 ( 均为分析纯 ) 。
1.3 仪器与设备

RE-52AA 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LGJ-18S 型冷冻干燥机    北京松源华兴有限公司；TU-
1901 型双光束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公司；GL-21M 高速冷冻离心机    湘仪离心机公

司；DHG-9070A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

限公司。

1.4 方法

1.4.1 样品前处理

桑黄子实体在 60℃条件下烘干至恒重，粉碎后过 60
目筛备用。

1.4.2 多糖的提取

分别称取 5g 子实体粉末加 150mL 蒸馏水混合均匀，

9 0 ℃回流提取，其间经常搅拌，3 h 后取出，冷却，

6000r/min 离心 15min，取上清液，沉淀部分再重复提取

两次，合并上清液，旋转真空浓缩至原体积的 1 / 1 0，
加无水乙醇至终体积分数 80%，静置过夜，收集沉淀；

无水乙醇、丙酮洗涤，冷冻干燥，得粗多糖粉末。

1.4.3 黄酮的提取

分别称取 5g 子实体粉末加体积分数 70% 乙醇溶液

图1   6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的照片

Fig.1   Appearance of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a.桑树桑黄子实体 b.暴马丁香树桑黄子实体 c.黑桦树桑黄子实体

d.杨树桑黄子实体 e.松树桑黄子实体 f.白桦树桑黄子实体

70mL，5 0℃回流提取 4 次，合并上清液，抽滤去除杂

质，旋转真空浓缩，回收乙醇，冷冻干燥，得黄酮提

取物粉末。

1.4.4 三萜的提取

分别称取 5 g 子实体粉末，加入 5 0 mL 无水乙醇，

80℃回流提取 3 次，合并上清液，抽滤去除杂质，旋转

真空浓缩，回收乙醇，冷冻干燥，得三萜提取物粉末。

1.5 测定指标

1.5.1 多糖含量测定

取一定量干燥后的粗多糖，用蒸馏水定容至一定体

积，采用苯酚 - 硫酸法[5]测定多糖含量，以葡萄糖为标

准品绘制标准曲线。

1.5.2 黄酮含量测定

取一定量干燥后的黄酮提取物，用甲醇溶解并定容

至一定体积，采用 NaNO2-Al(NO3)比色法[6]测定黄酮的含

量，以芦丁为标准品绘制标准曲线。

1.5.3 总三萜含量测定

取一定量干燥后的三萜提取物，用乙酸乙酯定容至

一定体积，采用冰乙酸 - 香草醛分光光度法[7]测定总三萜

的含量，以熊果酸为标准品绘制标准曲线。

2 结果与分析

2.1 6 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多糖含量

树种 桑树 暴马丁香 黑桦 杨树 松树 白桦

多糖含量 /% 3.84 1.35 2.47 2.89 2.04 3.16

表1   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多糖含量

Table 1   Polysaccharide content in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树种 桑树 暴马丁香 黑桦 杨树 松树 白桦

黄酮含量 /% 5.12 1.32 1.1 2.7 1.08 0.68

表2   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黄酮含量

Table 2   Total flavonoid content in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由表 1 可以看出，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最高为

3.84%，从高至低依次为白桦、杨树、黑桦和松树桑黄

子实体，暴马丁香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最低为 1.35%。

2.2 6 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黄酮含量

由表 2 可以看出，桑树桑黄子实体黄酮含量高达

5.12%，明显高于其他树种桑黄子实体，杨树桑黄子实

体黄酮含量 2.7%，白桦树桑黄子实体黄酮含量最低仅为

0.68%。

2.3 6 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总三萜含量

1.1 材料

6 种不同树种的桑黄子实体分别为桑树桑黄、暴马

丁香树桑黄、黑桦树桑黄、杨树桑黄、松树桑黄、白

桦树桑黄(图 1 )，均由长白山特产销售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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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以看出，在总三萜含量的比较上，仍然

是桑树桑黄子实体含量最高达 2.2%，暴马丁香、松树、

杨树及黑桦树桑黄子实体总三萜含量相差不大，只有白

桦树桑黄子实体总三萜含量很低仅为 0.32%。

2.4 6 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有效成分含量的综合比较

综合比较 6 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多糖、黄酮和

总三萜含量发现，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有效成分含量

存在较大差异。由图 2 可见，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

黄酮及总三萜含量均高于其他树种桑黄子实体。其中，

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是白桦树桑黄的 1.22 倍，是暴

马丁香树桑黄多糖含量的 2.84 倍；桑树桑黄子实体黄酮

含量是杨树桑黄子实体的 1.9 倍，是白桦树桑黄子实体

的 7.53 倍；桑树桑黄子实体中三萜含量是暴马丁香树、

黑桦、杨树、松树桑黄子实体的两倍多，是白桦树桑

黄子实体的 6.89 倍；杨树桑黄子实体总三萜含量与暴马

丁香、黑桦和松树桑黄子实体接近，但多糖和黄酮含

量高于暴马丁香、黑桦和松树桑黄子实体，尤其是黄

酮含量是暴马丁香树桑黄的 2.25 倍，是黑桦树桑黄的

2.45 倍，是松树桑黄的 2.5 倍。由图中还可以看出，不

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多糖、黄酮和总三萜含量无相关

性，白桦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仅次于桑树桑黄子实体

为 3.16%，是暴马丁香树桑黄的 2.1 倍，但黄酮和总三

萜含量却最低，仅为桑树桑黄的 12.8% 和 14.5%，是暴

马丁香树桑黄的 52% 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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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6种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有效成分含量的综合比较

Fig.2   Comparative of active component content in fruiting body
of six different species of Phellinus spp

国内有关桑黄的文献报道中出现的拉丁文学名主要有

Phellinus igniarius，Phellinus l inteus 和 Phellinus
baumii 三种。最近，潘学仁等[8]提出了将尤地针层孔菌

(Phell inus yucatanensis)作为真正的桑黄，称桑树桑

黄。本实验选取了生长在长白山地区比较常见的 6 种不

同树种的桑黄子实体，进行了多糖、黄酮及总三萜含

量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黄

酮及总三萜含量均高于其他树种桑黄，这也许是桑树桑

黄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桑黄的原因，也与桑树桑黄为真

正桑黄的说法相一致，但本实验中的桑树桑黄是否就是

潘学仁等[9]提出的尤地针层孔菌没有进行比对鉴定工作。

因此，认为在人们对桑黄药用功效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不

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应加大对桑黄种属的鉴定工作。

3.2 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有效成分含量

在不同树种的桑黄子实体中，其有效成分含量受桑

黄所生树种、生长环境及提取测定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较

大。本实验比较了桑树、暴马丁香、黑桦、杨树、

松树和白桦树 6 种树种的桑黄子实体中有效成分的含

量，其中桑树桑黄子实体多糖、黄酮及总三萜含量均

最高，分别为 3.84%、5.12% 和 2.2%；而多糖含量仅

次于桑树桑黄的白桦树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为 3.16%，

黄酮和三萜含量却最低，只有 0.68% 和 0.32%；另外，

在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多糖含量的比较结果中，桑树桑

黄子实体多糖含量为 3.84%，白桦树桑黄为 3.16%，松

树桑黄为 2.04%，与徐双阳[9]报道的桑树桑黄 2.7%、白

桦树桑黄 2.5%、松树桑黄 4.24% 的研究结果不同，可

能与原料来源及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关。此外，本实验

所得结果反映的是桑黄子实体中粗多糖、黄酮类和总三

萜的总量水平值，应进一步分离纯化其有效成分并在其

生物活性功效方面进行研究，为桑黄药用产品的开发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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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桑树 暴马丁香 黑桦 杨树 松树 白桦

总三萜含量 /% 2.2 1.01 0.88 0.94 0.96 0.32

表3   不同树种桑黄子实体中总三萜含量

Table 3   Total triterpenoid content in fruit bodies of Phellinus
linteus growing on 6 species of trees

3 讨论与结论

3.1 桑黄种质

目前，学术界对桑黄种质还没有定论，说法也不

统一，但所述桑黄均属于针层孔菌属(Phellinus s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