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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综述了桑黄茵的形态特征、主要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及发酵培养等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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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菌是近年来开发的一种多年生药用真菌。日本

但层次不明显，老熟的菌管层充满白色的菌丝体。刚毛

及韩国已开始人工栽培和批量生产。目前国际公认桑黄

基部膨大，顶端渐尖Ｈ，。边缘钝，有黄色翻边，底部面颜

菌在生物治癌领域中有效率排在第１位。桑黄砒胁瑚

色鲜黄。

咖如矗珊（Ｌ．ｅ）【Ｆｒ．）Ｑｕｅｌ（火木层孔菌或针层孔菌）…属

２主要成分及药用药理

于担子菌亚门，层菌纲，多孔菌目、多孔菌科、针层菌属的

２．１主要活性成分莫顺燕等从桑黄中分离鉴定了７

药用真菌。《药性论》中称桑臣、桑耳，《酋阳杂俎》中称

个黄酮和两个香豆素类化合物，分别为柚皮素（４’，５，７一

胡孙眼，《篡要奇方》中又称桑黄菇。主要寄生于杨、柳、

三羟基二氢黄酮）、樱花亭（４’，５一二羟基一７一甲氧基二

白桦、栎、榉树、杜鹃、花揪、山楂等阔叶树的树桩及树干

氢黄酮）、二氯莰非素（４’，５，７一三羟基二氢黄酮醇）、７一

上，或倒木上，造成心材白腐旧１，为多年生。其分布于全

甲氧基二氢莰非素（４’，５一二羟基一７一甲氧基二氢黄酮

国许多省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南、

醇）、北美圣草素（３，４ ７５，７一四羟基二氢黄酮醇）、５，７，４’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西藏等地。传

一三羟基一６一邻羟苄基二氢黄酮、５，７，４一三羟基一８一

统桑黄以子实体入药，味微苦，能利五脏，软坚，排毒，止

邻羟苄基二氢黄酮、香豆素（苯并吡喃一２一酮）及茛菪

血，活血，多用于和胃止泻，民间用于治疗淋病、崩漏带

亭（７一羟基一６一甲氧基苯并吡喃一２一酮）。前５个黄

下、癖软、脾虚泄泻。桑黄多糖的研究上世纪末在国内外

酮和两个香豆素类化合物均为首次从针层菌属真菌中发

逐渐兴起，其中韩国和日本对桑黄研究较多，美国和西欧

现Ｈｊｌ。Ｓｏｎｇ等从桑黄菌丝体发酵液中分离到６种化合

对桑黄也略有研究，国内外桑黄研究多集中在桑黄深层

物，分别为琥珀酸、ｐ一羟苯肼乙酸、对羟基苯甲醛、２，５一

液体发酵条件优化和多糖提取方面，也有桑黄多糖分子

二羟甲基呋喃、２一二羟甲基一５一甲氧基甲基呋喃、Ｎ一

结构及抗癌免疫学机理的研究等，现将桑黄菌的研究进

乙酰酪胺∞１。

展综述如下。

１形态特征
桑黄菌子实体硬木质，无柄，侧生。菌盖扁半球形，

刘金荣等对新疆地区的桑黄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初
步研究，从中提纯了１个单体成分，经各项理化鉴定和
ｕＶ、ｍ光谱测定，确定为麦角甾醇（Ｅｒ｛ｐｔｅｍｌ）ｏ¨。

马蹄形或不规则形，长径３—２１ｃｍ，短径２—１２ｃｍ，厚１．５

桑黄含有结构极其复杂的多糖物质。ｋｅ等对

～１０ｃｍ，浅肝褐色至暗灰色，或黑色，初期有细微绒毛，后

鼢刎ｉ眦ｓ航ｅ淞菌丝体进行了研究，通过化学分析和

光滑，无皮壳，有同心环棱，老时常龟裂，无皮壳，有同心

ｍＪＣ分析，发现所有组分都是杂聚糖蛋白复合物，分子

环棱，边缘钝圆而下侧无菌管，深肉桂色至浅咖啡色；菌

质量从９０００到１５０００不等。糖分析表明为葡萄糖、半乳

肉呈深咖啡色，木质，较坚硬；菌管与菌肉近同色，多层，

糖、甘露糖、阿拉伯糖、木糖为主要成分。糖醛酸和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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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萌等：桑黄菌的研究进展

糖在组分中也被检测到Ⅲ１。白日霞从Ｐ．ｚｉｍｅ螂中分离

２．３．２增强免疫作用

得到甘露聚糖，主链是１—６甘露糖，侧链为１二３连接的

类、多种酶类及蛋白聚糖等，体外可以使Ｔ淋巴细胞活性

桑黄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糖

葡萄糖ｐ１。

增强３倍，Ｂ淋巴细胞活性增加１２９倍，巨噬细胞活性增

桑黄还含落叶松酸，ｃ孙ｃ刀氨基酸，草酸，木糖氧化

强３—５倍，自然杀伤细胞（ＮＫ）活性增加２倍口“。可见

酶，过氧化氢酶，尿酶等多种酶¨０。。ＤｏｒＩｌｂｒｏｖｓｋａ等人报

桑黄能明显增强免疫细胞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力。有人

道了桑黄中木质纤维素（Ｌｉ印０ｃｅＵｕｌｏｓｅ）的生物转化ｕ¨。

指出桑黄的抑瘤机理还可能表现在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此外，桑黄中还含有黑色素、酚类色素呤ｏ。李艳辉对菌丝

从而通过免疫调节产生抗肿瘤作用忸１。

体的石油醚提取物进行了定性分析，确定该菌丝体中含

２．３．３抗肝纤维化作用

有二丁基弃基甲苯、棕桐酸、９，１２一十八碳二烯酸甲醋，

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表现为肝脏内胶原纤维蛋白合成，

二十碳烷及二十六碳烷嶂１。

分泌能力亢进，细胞外基质大量增生，并沉积于肝脏不同

２．２桑黄药用桑黄药用最早记载于《本草纲目》中，

部位，影响肝区血液循环及血液与肝细胞的物质交换，加

《神农本草经》描述桑黄“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桑黄，味

重肝细胞损伤。桑黄能抑制肝纤维化大鼠肝脏内胶原纤

微苦，性寒，能利五脏，宣肠气，排毒气，压丹石，人热发，

维增生，提高肝损伤大鼠的蛋白质合成能力，显著降低血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发展过

衄肠风，止血，泻血旧’。民间认为桑黄能增强肝脏机能，

清氨基酸转移酶水平和胶原成分含量，能降低血清白细

治疗肝硬化、肝腹水等。在新疆的山区，维吾尔族医生称

胞介素水平而显著提高１一干扰素水平∞１。

桑黄为“阿里红”，常用该菌治疗肺结核、慢性支气管炎、

此外，桑黄能显著降低肝纤维化大鼠的红细胞压积

腹痛、感冒等疾病。它还有洋地黄样作用，低浓度能兴奋

和血浆粘度，同时降低红细胞聚集指数和刚性指数，从而

平滑肌，大剂量则发生抑制作用¨“。桑黄中含有的落叶

呈现出全血粘度和全血还原粘度下降。改善血液流变学

松草酸有抑制汗腺分泌作用，国外曾用于治疗盗汗，效果

性能，促进肝区微循环，从而增加肝细胞营养，减轻肝细

较好。据《原色１５１本菌类图鉴》记载，在日本，桑黄作为

胞损伤Ⅲ１。

利尿剂使用，并认为可治疗偏瘫一类中风病及腹痛、淋

２．３．４抗脂质过氧化作用脂质过氧化是ｃｃｌ．诱导大

病。用桑黄１６～３０９水煎一次服完，日服两次，主要作用

鼠肝纤维化过程中主要的肝损伤机制。桑黄虽未能明显

为：止血，用于崩漏带下；活血，用于症瘕积聚；化饮，用于

减少肝组织脂质过氧化产物ＭＤＡ的生成，但能减少血

癖饮；合胃止泻，用于脾虚、泄泻等¨“。

清中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一定程度上提高肝组织

２．３药理研究虽然桑黄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药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０Ｄ）活性，使血清中超氧阴离子自由

理作用的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基明显降低，表现出较好的清除氧自由基作用Ⅲ１，从而

方面。

起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２．３．１

抗肿瘤作用

早在１９６８年，日本学者Ｔｅｔｓｕｒｏ

３发酵培养

Ⅱ【ｅｋａｗａ等用桑黄的水提取物进行细胞试验，结果发现其

３．１固体发酵培养李国俊等从韩国引种Ｐ．如舭潞固

对小鼠Ｓ啪的抑制率为９６．７％，而对正常细胞无毒ｕ“。

体培养获得成功。培养条件为：母种用ＰＤＡ，原种及生

１９ｒ７１年ｓａｓａｋｉ Ｔ等研究发现具有抗癌作用的物质是桑黄

产种用大麦培养基：大麦（或小麦）９８％，石膏粉１％，碳

中的多糖¨引。到１９９９年，研究表明桑黄多糖不仅抑制

酸钙Ｏ．５％，白糖０．５％。原种培养基装入５００ｍＬ广口

肿瘤的生长，而且抑制肿瘤的转移ｕ“。抗癌试验证实人

瓶，生产种培养基装入１０００ＩｎＬ塑料广口瓶，（２４±１）℃，

工培养的桑黄菌丝的提取物对小鼠Ｓ，∞也具有明显的抑

ｐＨ６．０，原种培养３２ｄ，生产种培养４７ｄｍＪ。

制作用Ｈ“。桑黄与其它抗肿瘤真菌药物如灵芝、阿加里

３．２液体发酵培养杨菁等对影响桑黄菌丝生长的碳

斯茸、ＰＬ一２ＰＬ一５（Ｍｅｓｉｍａ）相比，其对小鼠胃癌的抑制

源和氮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桑黄菌丝生长的最适碳

率和小鼠Ｓ，∞的抑制率最高，且无毒副作用Ｈ…。

源是蔗糖，最适氮源是蛋白胨旧Ｊ。杨全对Ｐ．切如矗凇的

桑黄的抗癌机理目前还不很明确。国内有学者发

培养基和生长条件进行了优化，得出优化培养基配方：玉

现桑黄在体外能直接诱生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米粉５％、麸皮３％、磷酸二氢钾０．３％、硫酸镁０．１５％、维

（ＰＭＮＣｓ）产生７一干扰素（ＩＦＮ一１），并在一定浓度范围

生素Ｂ。２０峭／ｄＬ、维生素Ｂ２ ３０峭／ｄＬ；最适生长条件为：

内随桑黄浓度升高而使诱生作用加强¨…。众所周知，

２６℃，１３０

ＩＦＮ一１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能抑制前癌基因表达，阻

酵装液量２８％，７ｄⅢ１。Ⅺｍ ｓ．ｗ．等以生物量和所产胞

止肿瘤细胞从Ｇ０期进入Ｇ１期，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外多糖为指标，得到Ｐ．‰把淞的最适培养基：蔗糖５０昌／

因此这可能是桑黄的抑癌机理之一。

Ｌ，玉米浸膏３∥Ｌ，磷酸二氢钾０．６８９／Ｌ，氯化钙０．５５∥

ｒ／Ｉｌｌｉｎ，ｐＨ６．５，接种量１５％～２０％，培养５ｄ，发

ｓｈｏｎ等研究发现桑黄具有抗诱变功能，其

Ｌ；最适温度为３０℃，产胞外多糖的起始ｐＨ为４．０口¨。

也可能通过诱导醌氧化酶（ＱＲ）和谷胱甘肽转移酶的活

樊锦艳等以菌丝体于重和胞外多糖为指标，筛选Ｐ－０ｍｉ．

性并增加谷胱甘肽水平来产生抑瘤作用四１。

口矗凇深层发酵条件，结果：以４．５％的玉米淀粉为碳源，

Ｙｕｎ Ｈ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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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蛋白胨＋酵母粉为氮源，（２８士１）℃，ｐＨ５．４（终了）

１９卷

１９９８，１０（１）：６８．

培养得到的胞外多糖含量达到２１．８０９／Ｌ【ｌ引。Ｌｅｅ等对

［１２］ｕ．ｓ．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１９５５，２５：１５３４．

Ｐ＾“轨粥砌抛珊研究表明，不同碳源的培养基对桑黄菌

［１３］Ｉｋｅｋａｗａ

多糖产生有直接的影响，虽然葡萄糖是桑黄菌丝生长的

ｓ响ｅ

Ｔ，ＮａｋａＩｌｉｓｌｌｉ Ｍ，ｕｅｈａｒａ Ｎ，ｅｔ

ｂ踮ｉｄｉｏｒｎｙｃｅｔ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ｕｙ

ａ１．Ａｎｔｉｔ啪ｏｒ∞ｔｉｏｎ

０ｆ

Ｐｋ陇ｎ瑚丘ｍｅｍ［Ｊ］．Ｇ咖．，

１９６８，５９：１５５～１５７．

最好碳源，而甘露糖却是多糖生产的最好的碳源哺１。
Ｈｙｅ Ｊｉｎ Ｈｗａｎｇ等研究发现，在搅拌发酵罐中，有利于菌

［１４］Ｓａｓ出Ｔ，Ｆｕｊｉｉ Ｋ，Ｓｕｇｌ啪Ｍ，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ｔ砌０ｒ ｐ０Ｉｙｓａｃｃ姗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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