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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青天葵水提取液与乙醇提取液对白色念珠菌、热带念珠菌、克柔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及季也蒙念珠菌的

抑菌效果。方法：分离提取得到青天葵水提取液和乙醇提取液，测定这两种提取液对标准菌株：白色念珠菌、热带念珠菌、

克柔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和季也蒙念珠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结果：青天葵水提取液对白色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

MIC值为 64 mg/L，对克柔念珠菌和近平滑念珠菌的MIC值为 1 024 mg/L，对季也蒙念珠菌的MIC值为 512 mg/L；乙醇提取

液对白色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MIC值为 32 mg/L，对克柔念珠菌和近平滑念珠菌的MIC值为 128 mg/L，对季也蒙念珠菌

的MIC值为 64 mg/L。结论：青天葵对 5种真菌均有抑菌作用，其中对白色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抑菌效果明显，青天葵乙醇

提取液较水提取液对真菌抑菌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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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effect of Nerviliae fordii（Hance）Schltr on five kinds of fungi in vitro
Li Dongmei，Pan Hongmei，Huang Panliu，Yang Li，Liang Yongbiao.（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Nerviliae fordii water extract and alcohol extract on five

kinds of fungi-Canidia albicans，Candida tropicali，Canidia Krusei，Canidia parapsilosis，Canidia Guilliermondii.
Methods: Two kinds of Nerviliae fordii extracts were prepared，and were used to act on the five kinds of fun-

gi-Canidia albicans，Candida tropicali，Canidia Krusei，Canidia parapsilosis，Canidia Guilliermondii，then tested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 Results: The MIC of Nerviliae fordii water extract for Canidia albi-
cans and Candida tropicali was 64 mg/L，for Canidia Krusei and Canidia parapsilosis was 1，024 mg/L，for

Canidia guilliermondii was 512 mg/L；the MIC of Nerviliae fordii alcohol axtract for Canidia albicans and Can-
dida tropicali was 32 mg/L，for Canidia krusei and Canidia parapsilosis was 128 mg/L，for Canidia guilliermon-
dii was 64 mg/L. Conclusion: Nerviliae fordii showed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five kinds of fungi，and the ef-

fects on Canidia albicans and Candida tropicali were remarkable.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alcohol extrac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ater extract.

Keywords Nerviliae fordii；fungi；antibacterial activity

近年来，随着侵入性诊疗技术的开展，广谱抗生

素、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的使用逐渐增加，真菌感

染的发病率明显上升，成为院内感染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临床可供应用的抗真菌药物相对缺乏，由于其

毒副作用较大，费用高，耐药性增加，因此开发低毒、

高效的抗真菌药物尤为重要。中草药在抗菌方面具

有作用范围广、使用安全、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可

以作为抗菌西药的有效替代品或补充品［1］。青天葵

［Nervilia fordii（Hance）Schltr］. 是毛唇芋兰的全草和

块茎，属兰科植物茎。药理研究表明，青天葵对葡萄

球菌、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具有较明显的抗菌作用
［2-4］。在临床应用中，青天葵多用于治疗小儿肺炎、肺

热咳嗽及喘息性支气管炎等［5-6］。其中青天葵的黄酮

类和氨基酸类成分对急性肺损伤疗效良好［7］，是一种

较理想的低毒抗真菌药物。然而，目前对青天葵抑菌

活性成分、抑菌谱、活性成分的结构与功效的关系等

的研究比较匮乏，为进一步明确青天葵的化学成分与

抗真菌药效之间的相关性，全面挖掘青天葵的抗菌

谱，本研究通过提取青天葵水提取液和乙醇提取液分

别对白色念珠菌、热带念珠菌、克柔念珠菌、近平滑念

珠菌和季也蒙念珠菌 5种真菌的体外抑菌试验，为临

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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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水提取液

乙醇提取液

氟康唑

伊曲康唑

白色念珠菌

64
32

0. 25
0. 25

热带念珠菌

64
32

1. 25
1. 25

克柔念珠菌

1 024
128

32. 00
0. 25

近平滑念珠菌

1 024
128
0. 50
0. 25

季也蒙念珠菌

512
64

0. 50
0. 30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中药生药与质控药物 生药材青天葵由广西医

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药房提供，经生药学盘红梅教授

鉴定为鉴定为毛唇芋兰Nervilia fordii（Hance）Schltr. 及

毛叶芋兰Nervilia plicata（Andr）Schltr. 的全草。乙醇（广

西北仑河医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蒸馏水（自制）、灭菌

注射用水（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质量控制中的抗真

菌药物：氟康唑粉（含量99. 9%）、伊曲康唑粉（含量99.

9%）均由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批号：20160809）。

1. 2 实验真菌菌种 白色念珠菌ATCC24433、热带

念珠菌 ATCC750、克柔念珠菌 ATCC6258、近平滑念

珠菌 ATCC22019、季也蒙念珠菌 ATCC6260，以上菌

株均购自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

1. 3 培养基的配置 新购杭洲天和微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RPMI-1640培养基、三氮吗啡琳丙磺酸（MOPS）

及沙堡氏琼脂培养基（SDA）。

RPMI-1640培养基的配制：将 10. 4 g RPMI-1640

和 34. 53 g MOPS粉末溶于 900 mL蒸馏水中，搅拌使

其溶解，用 1 mol/L NaOH溶液调整其 pH至 7. 0±0. 1

（25 ℃），加蒸馏水定容至 1 000 mL，滤膜过滤除菌，

存于4 ℃冰箱备用。

SDA 培养基的配制：称取 SDA 粉末 67 g ，加入

1 000 mL 蒸馏水，摇匀加热煮沸溶解，121 ℃高压灭

菌15 min，分装，4 ℃保存备用。

1. 4 仪器 HFSHFE-1500ⅡB2型生物安全柜（上海

力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FMspx-250B型生化培养箱

（上海福玛试验设备有限公司）；OLYMPUS CX41 型

显微镜（日本生产）；YP1000型电子天平（上海平轩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

1. 5 青天葵药液的提取［8］ （1）水提取液：取青天葵

100 g ，加100 mL蒸馏水，煮沸30 min ，过滤；药渣再加

100 mL蒸馏水，煮沸30 min ，滤膜过滤，合并2次滤液，浓

缩至 10 mL（即药液浓度为 1 g/mL），调节 pH达到为

（7. 0±0. 1），灭菌后置4 ℃冰箱保存备用。（2）乙醇提取

液：取青天葵100 g ，加100 mL 95 %乙醇，回流30 min ，

过滤；药渣再加100 mL 95 % 乙醇，回流30 min ，滤膜过

滤，合并2次滤液，浓缩至10 mL（即药液浓度为1 g/mL），

调节pH达到7. 0±0. 1，灭菌后置4 ℃冰箱保存备用。

1. 6 药物配置 氟康唑溶于灭菌注射用水，伊曲康

唑溶于二甲基亚砜，制备成药物储存液。氟康唑制备

成 256 mg/L 储备液，伊曲康唑制备成 64 mg/L 储备

液，青天葵两种提取液为1 g/mL储备液。

青天葵稀释浓度从高到低依次为：2 048 mg/L、

1 024 mg/L、512 mg/L、256 mg/L、128 mg/L、64 mg/L、

32 mg/L、16 mg/L、8 mg/L、4 mg/L；伊曲康唑和氟康

唑稀释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128 mg/L、64 mg/L、

32 mg/L、16 mg/L、8 mg/L、4 mg/L、2 mg/L、1 mg/L、

0. 50 mg/L、0. 25 mg/L［9］。

1. 7 药敏实验 将 5 种真菌分别接种于 SDA 上，

35 ℃培养 24 h。挑取菌落，调菌悬液浊度，用比浊管

比浊达到 0. 5 麦氏标准，相当于 1×106～5×106 CFU/

mL。用RPMI-1640培养基稀释 20倍，再 1∶50稀释作

为待接种物，使最终浓度达到1×103～5×103 CFU/mL，

制成真菌接种液。

用无菌 96孔U型塑料板, 每排 1～10孔加入以上

稀释药物 100 μL/孔，每排 11 孔、12 孔作分别为不加

药的生长对照孔和空白对照孔（分别加100 μL，200 μL

培养基），每排 1~11 孔加入 100 μL 真菌接种液，置

35 ℃孵育 48 h。每次实验每种真菌各做 1 板（96 孔

板），独立实验重复3次。

1. 8 结果判读 5株真菌最低抑菌浓度（MIC）结果判

断与生长对照孔比较，将测试孔菌株生长抑制情况进行

评分，在不搅动的情况下与对照孔按下列标准比较。0

分：肉眼观察清晰；1分：轻度模糊；2分：浊度显著减低（约

抑制50% 受试菌生长）；3分：浊度轻度减低；4分：浊度不

减低［9］。药物敏感终点判读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

协会（NCCLS）颁布的M 27-A 2中对微量液体培养基稀

释法的标准，唑类药物以50%抑制作为观察终点，判断

MIC值。中药提取物的结果判断参照唑类药物进行。

1. 9 质量控制 按照 M27-A2 方案，氟康唑作用于

质控菌株的 MIC值范围：近平滑念珠菌（ATCC22019）：

1. 0～4. 0mg/L；克柔念珠菌（ATCC6258）：16～128 mg/

L。伊曲康唑作用于质控菌株的 MIC值范围：近平滑

念珠菌（ATCC22019）：0. 06～0. 25mg/L，克柔念珠菌

（ATCC6258）：0. 12～0. 50 mg/L。每次试验以质控菌

株为对照，只有当其MIC值介于其质控范围之内时，

方认为试验操作准确可靠。且只有当生长对照孔生

长良好，空白对照无生长，其他孔随药物浓度升高，呈

现真菌生长梯度受抑制时，方证明试验成功。

2 结 果

3次实验中，质控菌株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的实

验结果均落在 M 27-A 2 标准范围内，药敏实验结果

可信。结果显示，青天葵水提取液对 5种真菌的MIC

值均高于青天葵乙醇提取液，见表1。

表1 青天葵两种提取液和氟康唑、伊曲康唑抗真菌药敏试验平均MIC值（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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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据《岭南采药录》记载，青天葵具有润肺止咳、清

热解毒、散瘀止痛之效，主治肺痨咯血、肺热咳嗽、口

疮、咽喉肿痛、跌打损伤等症［10-11］。青天葵与其他中

药配伍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治疗喘息性型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肺癌放疗后并发放

射性肺炎有一定的疗效。据研究报道，青天葵有效成

分主要是黄酮类、三萜、氨基酸、挥发油等。其中黄酮

类的抗菌机制，可能与黄酮F具有抗炎作用有关。黄

酮F能水解真菌中的脂多糖与细胞膜的蛋白质结合，

破坏细胞壁结构，改变细胞膜半透性，降低细胞膜流

动性，影响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细胞内环境稳定性被

破坏，从而起到抑菌作用［12］。

本研究采用青天葵两种提取液分别对白色念珠

菌、热带念珠菌、克柔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和季也蒙

念珠菌 5种真菌进行体外抑菌试验，测定其MIC值。

结果显示：（1）青天葵提取液对 5种真菌表现出不同

的抑菌活性，同一青天葵提取液对克柔念珠菌和近平

滑念珠菌MIC值比白色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MIC值

高出 2～3 倍，说明青天葵对白色念珠菌和热带念珠

菌的抑菌活性较明显，对克柔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

季也蒙念珠菌抑菌活性较弱。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

不同真菌对青天葵提取液敏感性存在差异所致，虽然

众多的植物提取物对病菌都有抑制作用，但是同一种

活性物质对不同病原菌的抑制程度不同；（2）青天葵

水提取液比乙醇提取液的MIC值高 2～3倍，表明乙

醇提取液的抑菌活性较水提取液的抑菌活性效果更

佳，与熊敏等［13］试验结果相一致。此结果可能是由于

某些具有抑制真菌作用的成分不溶于水，例如青天葵

中的三萜多溶于乙醇［14］。也可能是制备水提取液时

某些成分不耐受高温而被破坏或挥发，导致水提取液

有效成分较乙醇提取液浓度低，进而抗菌作用减弱。

此外，复方药存在协同抗菌作用，并且一些植物水提

取液在高浓度下抑制作用较明显，但是在低浓度下，

大多数植物水提液抑制作用减弱甚至表现出促进作

用，如黄连［15］。

近年来临床上真菌感染的比例增加，细菌对抗真

菌药物的耐药问题越发突出，西药副作用大，而中药

抗真菌作用研究历史悠久，副作用小、价格低廉、临床

疗效显著等原因，使得中药抗真菌感染研究越来越受

到人们关注，并且从中药寻找筛选抗真菌新药成为目

前研究中西医结合抗真菌治疗方案的热点。中药对

真菌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破坏细胞壁、细胞膜的完整及

影响核酸合成代谢活动。但是目前中药抗真菌研究

深入度不够，运用新技术或新方法探索的研究结果不

多，临床抑菌结果的探讨仍以形态化为主，缺乏细胞

分子水平的深入研究。因此，今后需深入开展青天葵

植物化学成分研究和药理活性指标成分的研究，切实

提高青天葵药材质量检测标准，确保用药安全。

综上，本研究开展了青天葵提取物对真菌的体外

药敏试验，探索其抗真菌作用机制，进一步明确了青

天葵临床应用范围，对充分发挥其药用价值具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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