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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测定苗药双肾草中多糖的含量并研究其免疫调节作用。［方法］以葡萄糖为对照品，采用苯酚 － 硫酸法测定双肾草多糖

的含量，并研究双肾草多糖对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结果］双肾草多糖含量为58． 5% ; 双肾草多糖可明显增加小鼠的脾脏重量，促进抗

体的产生，对正常小鼠体液免疫具有一定的增强作用。［结论］双肾草多糖对机体的的特异性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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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Polysaccharides in Herminium bulleyi and Its Immunoloregulation Effects
LIU Gang et al ( Guiy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iyang，Guizhou 550002)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ct the polysaccharides content in Herminium bulleyi( Rolfe) Tang et Wang and its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Method］With glucose as the control，polysaccharides content in H． bulleyi was detected by phenol-sulphuric acid method． And the immuno-
modulatory effects of H． bulleyi polysaccharides on mice were researched． ［Conclusion］Content of H． bulleyi polysaccharides was 58． 5%，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spleen weight of mice，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ody，and enhance the humoral immunity of
mice． ［Conclusion］H． bulleyi polysaccharides had certain promotion effects on the specific immunity of 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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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药双肾草为兰科( Orchidaceae) 植物条叶角盘兰( Her-
minium bulleyi ( Rolfe) Tang et Wang) 的块茎，因 2 枚块茎形似

双肾而得名，是贵州苗族人民的习用药材之一。双肾草别名竹

兰草、小棕乡( 湖南蓝山) 和奔猪觅( 蓝山瑶族语) ，生于海拔

2 500 ～3 300 m 的山坡林下或草地上
［1 －2］，分布于湖南、四川西

南部、贵州、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部等地
［3］，锡金、印度东北部、

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日本亦有分布
［4］。其甘、

温，入肾经，具有温补肾阳的功效，主治肾虚阳痿遗泄、肾阳不

足、精关不固、常致阳痿、遗精、滑泄、血不养筋、精不生髓和腰

膝酸软等症
［5］。民间常将其用水煎服或泡酒服。

肾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不仅能促进人的生长发育，而

且具有保卫机体、提高机体免疫和防止邪侵的作用。双肾草

多糖是双肾草中的重要成分，而有关双肾草多糖含量测定及

是否具有提高机体免疫作用的研究鲜有报道。笔者从双肾

草中提取多糖，采用苯酚 － 硫酸法测定双肾草中多糖的含

量，并进行双肾草多糖对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试验，以期为

进一步研究开发苗药双肾草的药用价值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研究对象。双肾草，购于贵阳万东桥药材市场，经贵

阳中医学院生药教研室刘芃教授鉴定为兰科植物条叶角盘

兰( Herminium bulleyi ( Rolfe) Tang et Wang) 的块茎，生药材凭

证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 1． 2 主要仪器。UV －20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购自上

海菁华科技仪器有限公司; AUW120D 型电子天平和可调微

量加样枪，均购自上海大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HH． W21． 420

型恒温水温箱，购自北京光明医疗仪器厂; LXY －Ⅱ型离心

机，购自上海医用分析仪器厂。
1． 1． 3 主要试剂。α － 萘酚，购自中国上海亨新化工试剂

厂; 生理盐水，购自昆明市宇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葡萄糖、
苯酚、浓硫酸、无水乙醇、丙酮、乙醚均为分析纯，市售。
1． 1． 4 试验动物。健康未交配 SPF 级 ICR 小鼠，雌雄各半，

体重( 20 ±2) g，由昆明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试验动物

生产许可证: SCXK( 滇) 2005 －0008。
1． 2 方法

1． 2． 1 双肾草多糖含量测定。
1． 2． 1． 1 双肾草多糖的提取。将双肾草粉碎成粗粉 3． 0
kg，以浓度 95% 工业甲醇在 70 ℃下加热回流提取 4 次，过

滤，合并滤液，减压回收甲醇得浸膏，浸膏分散于水中，依次

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各萃取 3 次，以除去色素以及有

机试剂溶物。在水溶液中加入浓度 95% 乙醇调至含醇量为

80%，放入冰箱静置过夜，抽滤，干燥，即得粗多糖。将双肾

草粗多糖以水复溶，与等体积 Sevage 试剂( 氯仿 － 正丁醇 =
3∶1，V /V) 混合，振摇，反复处理多次除去蛋白，取上清液浓缩

至适当体积，加入浓度 95%乙醇调至含醇量为 80%，放入冰

箱静置过夜，抽滤，沉淀用无水乙醇、丙酮、乙醚依次洗涤，冷

冻干燥，得双肾草多糖
［5 －6］。

1． 2． 1． 2 标准品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 105 ℃干燥至恒重

的葡萄糖标准品 100． 0 mg，置 100 ml 容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

解，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10 ml 置 100 ml 容量瓶中，加

水稀释至刻度即得浓度为 0． 1 mg /ml 的葡萄糖标准液。
1． 2． 1．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多糖

1． 000 g，加 100 ml 乙酸乙酯回流提取 3 次，药渣以 100 ml 水

煎提，过滤，滤液浓缩至约 80 ml，转移至 100 ml 容量瓶中，定

容，摇匀，得供试液。
1． 2． 1． 4 线性关系的考察。精密量取 0． 1、0． 2、0． 3、0． 4、
0． 5、0． 6、0． 7 和 0． 8 ml 浓度为 0． 1 mg /ml 葡萄糖标准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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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置具塞刻度试管中，加水至 2． 0 ml，各精密加入 1． 0 ml 苯

酚溶液，摇匀，迅速精密加入 5． 0 ml 硫酸，摇匀，室温放置 5
min，置沸水浴中 15 min，取出后迅速冷却至室温，以 2 ml 蒸

馏水、1 ml 苯酚液、5 ml 浓硫酸混合液同上操作作为空白对

照，在 490 nm 的波长下测定吸收度，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

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计算线性回归方程。
1． 2． 1． 5 换算因子的测定。精密称取 60 ℃干燥至恒重的

双肾草多糖 10． 0 mg，配制成浓度为 0． 1 mg /ml 的溶液。精

密量取 0． 5 ml，照标准曲线的制备项下的方法测定其吸收

度。从回归方程中求出双肾草多糖中葡萄糖的浓度，计算换

算因子: f =W/CD; 其中: W 为多糖重量，C 为多糖稀释液中葡

萄糖的浓度，D 为多糖的稀释因数。
1． 2． 1． 6 双 肾 草 多 糖 的 含 量 测 定。取 双 肾 草 样 品，按

“1． 2． 1． 3”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按“1． 2． 1． 4”项下依法测定

吸收值，从回归方程中求出供试品中葡萄糖的浓度，按下式

计算出双肾草多糖的含量:

多糖含量 = CfD /W ×100%
其中: C 为供试液中葡萄糖的浓度( mg /ml) ，f 为换算因子，D
为样品液的稀释倍数，W 为样品重量( mg) 。
1． 2． 2 双肾草多糖对小鼠免疫调节作用。取 ICR 小鼠 30
只，体重( 20 ± 2) g，雌雄各半，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10 只，分

为空白对照组和受试物低、高剂量组。空白对照组给予生理

盐水; 低剂量组给予 50 mg /kg( 用生理盐水配制) 多糖提取

液; 高剂量组给予 150 mg /kg 多糖提取液 ( 用生理盐水配

制) ; 各组均按 200 ml /kg 剂量于尾部静脉注射给药，给药 7 d
后分别进行后续试验。
1． 2． 2． 1 鸡红细胞混悬液的制备。将采集的新鲜鸡血放入

装有玻珠的烧瓶中，振摇 10 min，去除纤维蛋白原后，向不凝

血中加入生理盐水清洗红细胞，以 1 500 r /min 离心 8 min，去

上清液，反复 3 次，至上清液透亮为止，将清洗的红细胞加入

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 5%的混悬液。
1． 2． 2． 2 小鼠的免疫。小鼠适应性饲养 3 d 后，连续尾静

脉注射给予受试物 7 d，于给药第 4 天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0． 2
ml 浓度 5%的生理盐水鸡红细胞混悬液，进行免疫，免疫 4 d
后，摘眼球取血，离心，取血清用生理盐水稀释 100 倍。
1． 2． 2． 3 补体的制备。取豚鼠血，以 3 000 r /min 离心 10
min，取血清，用生理盐水稀释为浓度 10%的补体血清。
1． 2． 2． 4 溶血反应。取 1． 0 ml 稀释的小鼠血清、1． 0 ml 浓

度 10%的补体血清和 0． 5 ml 浓度 5%鸡红细胞混匀，置于 37
℃恒温水浴中反应 30 min 后，于 0 ℃冰浴终止反应。
1． 2． 2． 5 比色。将反应液以3 000 r /min 离心10 min，取1． 0
ml 上清液，于 540 nm 波长处比色测 OD 值。另设不加血清

的空白对照，取其上清液作为比色时调“0”的基准。以光密

度( OD) 值读数作为判定血清溶血素的指标，比较各组差异。
1． 2． 2． 6 体重、免疫器官重量及脏器指数。将上述各组动

物给药 7 d 后处死，称量体重并分别取脾脏和胸腺称重并计

算其脏器指数，观察双肾草多糖对免疫器官的影响。

脏器指数 = 脏器重量( g)
动物体重( g)

×100%

1． 2． 3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1． 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和秩和检验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检验标准以 P ＜ ( 0． 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线 性 关 系 的 考 察 计 算 得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 Y =
0． 667 8X －0． 014 7，R = 0． 999 1。试验结果表明，在 0． 01 ～
0． 08 mg /ml 范围内，葡萄糖浓度与吸光度的线性关系良好。
2． 2 换算因素的测定 以回归方程为标准，计算得换算因

子为 f =1． 28。
2． 3 双肾草多糖的含量测定 根据公式计算得多糖含量

为 58． 5%。
2． 4 双肾草多糖对小鼠免疫调节作用

2． 4． 1 溶血素的测定。通过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的测定中虽

然各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 P ＞0． 05) ，但从其数值上看，有明

显的升高趋势，有一定的剂量反应关系( 表 1) 。
表 1 双肾草多糖对小鼠溶血素生成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g /kg
动物数

只

OD 值

M QL ～ QU

对照组 生理盐水 10 0． 33 0． 18 ～0． 81
低剂量组 50 10 0． 49 0． 20 ～1． 03
高剂量组 150 10 0． 97 0． 25 ～1． 55

注: M 为中位数; Q 为四分位数间距; QL 为下四分位数间距; QU 为上

四分位数间距。

2． 4． 2 体重、免疫器官重量及脏器指数测定。对给药期间

的小鼠体重进行比较发现，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但给药

末期，动物体重有明显增重趋势，高剂量组高于对照组和低

剂量组。双肾草多糖对胸腺增重不明显，胸腺指数无明显增

加( P ＞0． 05) ; 脾脏重量与其指数明显增加，有明显的剂量反

应关系，高剂量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和低剂量组 ( P ＜ 0． 05 /
0． 01) ( 表 2 ～3) 。

表 2 双肾草多糖对小鼠体重的影响(x ± SD)

组别
剂量

mg /kg
给药天数∥d

1 4 7
对照组 生理盐水 18． 02 ±0． 99 20． 04 ±1． 83 21． 63 ±2． 84
低剂量组 50 18． 17 ±1． 19 20． 13 ±1． 35 21． 82 ±1． 29
高剂量组 150 17． 91 ±0． 99 20． 71 ±1． 11 23． 50 ±2． 09

3 讨论与结论

( 1) 多糖在硫酸条件下水解成单糖分子，迅速脱水生成

糖醛衍生物，然后与苯酚合成有色化合物，即为橙黄色溶液，

且颜色稳定，此溶液在 490 nm 波长处有特征吸收; 然后以比

色法测定其吸光度，在一定范围内含量与吸光度成某一线性

关系，进而可利用其这个特性测定多糖含量，结果准确，重现

性好，具有推广价值
［6］。在测定多糖含量时因难以得到相应

的多糖作为对照品，常以葡萄糖等单糖作为对照品，测定结

果则以单糖来表示多糖含量
［7］。试验结果表明，以葡萄糖为

标准对照，采用苯酚 － 硫酸法测定双肾草多糖的含量为

58． 5%，此方法简单、快速、灵敏度高。
( 2) 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可由多种因素引起。艾滋病和肿

瘤化学治疗引起的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是造成患者受到病原

微生物感染并最终治疗失败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8］。目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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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双肾草多糖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及脏器指数的影响(x ± SD)

组别 剂量∥mg /kg 胸腺重量∥g 胸腺指数∥% 脾脏∥g 脾脏指数∥%
对照组 生理盐水 0． 79 ±0． 13 0． 37 ±0． 07 0． 13 ±0． 04 0． 60 ±0． 16
低剂量组 50 0． 08 ±0． 01 0． 36 ±0． 04 0． 14 ±0． 03 0． 66 ±0． 12
高剂量组 150 0． 08 ±0． 01 0． 36 ±0． 06 0． 19 ±0． 04＊＊△△ 0． 81 ±0． 15＊＊△

注:＊＊为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0． 01) ;△为与低剂量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0． 05) ;△△为与低剂量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0． 01)。

要采用一些细胞因子，如干扰素、转移因子、IL － 2 以及胸腺

素等，对免疫低下的患者进行治疗。但这些治疗药物因价格

昂贵或不良反应大而难以在临床广泛使用。研究表明，多种

植物的多糖具有提升免疫功能的作用，如灵芝多糖和大枣多

糖等
［9 －10］。
( 3) 双肾草多糖是苗药双肾草的多糖成分，但关于其是

否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鲜有报道。试验采用溶血

素测定法测定双肾草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结

果显示，在给药末期小鼠体重明显增重，且高剂量组高于对

照组和低剂量组。双肾草多糖对小鼠脾脏重量及其指数有

明显增加，且高剂量组与对照组和低剂量组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 P ＜0． 01) ; 对胸腺重量及指数增重不明显，推测双肾草多

糖对细胞免疫的作用不强，但还需作进一步试验进行证实。
( 4) 研究结果表明，双肾草多糖可明显增加小鼠脾脏重

量，促进抗体的产生，结合体重的变化可以认为双肾草多糖

对正常小鼠体液免疫具有一定的增强作用，表明该多糖对机

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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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可提高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从而增加碳水化合物的积累。
缺锌降低植物组织中醛缩酶的活性，进而影响 1，6-二磷酸果

糖的转化
［8］。缺锌导致蔗糖含量降低，缺锌的玉米蔗糖含量

减少
［9］。叶面喷锌可提高叶片的叶绿素、蛋白质、可溶性糖

含量，对增强柑橘树势，使之高产、稳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7］。锌以某种代谢方式调节着 RNAase 的活性，从而通过

RNA 代谢影响蛋白质的合成。锌是 RNA 聚合酶的必需元

素，在锌充足的条件下，核糖核酸酶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与

积累
［3，10］。叶面喷锌后可能会降低 RNAase 的活性而促进蛋

白质的合成，从而使叶片中的蛋白质含量增加。多次喷锌

后，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显著提高，与锌能增强植物组织中醛

缩酶的活性，进而加快 1，6-二磷酸果糖的转换有关
［7］。

多次喷锌可明显提高葡萄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和 VC 含

量，且随着喷锌次数增加，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VC 含量

增加愈显著; 可滴定酸含量随喷锌次数的增加而降低。因此

多次喷锌可明显提高果实的固酸比，改善内在品质。多次喷

锌还可增加果皮厚度、果刷长度，因而可以增强果实的赖压

性( 果皮越厚，果实的赖压性越强
［9］) ，即增强果实的耐贮运

性。3 次喷锌的果形指数变化最明显，果实变为短长圆形。
综合分析表明，不同浓度喷锌以 5． 0 ～ 7． 5 mg /L 的效果

较好，可使粉红亚都蜜葡萄叶片叶绿素含量、可溶性糖含量、
蛋白质含量和果实 VC 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明显提高，果

皮变厚，果刷变长，且随喷锌次数的增加其含量提高愈明显;

而果形指数和可滴定酸含量随喷锌次数的增加明显降低。
即以5． 0 ～7． 5 mg /L 浓度叶面喷锌至少2 ～3 次，可明显提高

试验葡萄品种的光合效率，改善其风味、营养及耐贮运品质，

建议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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