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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不同碳源对掌叶大黄毛状根生物量和蒽醌产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３个克隆的掌叶大黄毛状

根和非转化根，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７种糖作为培养基碳源时对大黄根生物量的积累和５种蒽醌类化合物的产
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

不同糖作为碳源对大黄根生物量积累和葸醌产量有极显著影响。大黄根类型与糖种

类互作分析显示，ＤＨ７ａ与麦芽糖对于蒽醌产量来说是优势组合，而ＤＨ５ａ和ＤＨ５ｃ在蔗糖和果糖差异不显著，非转
化根在蔗糖作碳源的培养基中蒽醌产量极显著地高于其他６种糖。结论果糖作为碳源最利于大黄根培养的生物
量的积累，蔗糖作为碳源时大黄根蒽醌产量最高。
关键词：掌叶大黄；毛状根；单克隆；碳源；蒽醌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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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是我国特产的世界著名的传统中药，主要

系，进而用于蒽醌类化合物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化学成分是蒽醌类化合物。蒽醌类成分具有多种生

１材料与方法

物活性，如１，８一二羟基蒽醌衍生物有抗菌、抗病毒、

１．１单克隆掌叶大黄毛状根培养：３种单克隆掌叶

抗肿瘤、免疫抑制和抗牛皮癣等作用。现代药理实验

大黄毛状根，编号分别为ＤＨＳａ、ＤＨ５ｃ和ＤＨ７ａ，其

表明，许多蒽醌衍生物如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一１一

中前２种由发根农杆菌ＬＢＡ９４０２诱导产生，后一种

甲醚、大黄素一８一甲醚都具有上皮生长因子受体

由发根农杆菌Ｒ１６０１诱导产生（另文报道）。每种毛

（ＥＧＦ—Ｒ）酪氨酸蛋白．激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状根以０．５ ｇ的接种量分别接种于以７种糖作为碳

ｋｉｎａｓｅｓ，ＴＰＫｓ）抑制剂活性。因为ＴＰＫｓ是一些癌

源的１００ ｍＬ液体培养基中（质量分数３％）。所用培

变的主要原因，因而蒽醌类成分很有希望开发成为

养基为无机盐浓度均为１／２的无激素ＷＰ液体培养

新的抗癌药物［１］。

基。每种毛状根均设３组重复，置于转速为１００

常振战等用野生型发根农杆菌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９４０２菌株对掌叶大黄进行了毛状根诱

ｒ／ｍｉｎ的摇床上振荡培养，培养温度为２５℃。非转化
根的接种量为１．０ ｇ，其余同毛状根。
掌叶大黄毛状根和非转化根生物量的测定：培

导，但产生的毛状根生长速度缓慢［２］。本实验是在成

１．２

功诱导掌叶大黄毛状根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碳源对

养４０ ｄ后，收获４种掌叶大黄根培养物。先用镊子

掌叶大黄毛状根生长及蒽醌类化合物合成的影响，

取出根，挤净根中所含培养基，用分析天平称鲜质

为进一步筛选并建立适宜的掌叶大黄毛状根培养体

量。用蒸馏水漂洗１ ｍｉｎ，８０℃烘干，称干质量。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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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流动相为甲醇一１％高氯酸（８５：１５），体积流

１．３蒽醌类化合物的测定
１．３．１

总蒽醌类化合物的提取：将已称于质量的毛

量为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为２５４ ａｍ。

状根，用研钵研成粉末，分别装入５ ｍＬ试管中，每个

１．３．４测定与分析：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用ＨＰＬＣ

试管中加入２ ｍＬ丙酮一甲醇（１：１）混合液，超声振

测定各样品峰面积，根据回归方程计算芦荟大黄素、

荡５ ｍｉｎ，置４℃冰箱中过夜。用注射器吸取每管中

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质量分数。

上清液，通过滤膜滤于１．５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中，通风橱

１．４统计分析：用ＳＰＳＳ 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中挥干溶剂后准确加入２ ｍＬ甲醇，液相色谱测定。

统计分析。

１．３．２对照品溶液配制：分别称取芦荟大黄素２．５ ｍｇ、

２结果

大黄酸４．９ ｍｇ、大黄素２．４ ｍｇ、大黄酚４．１ ｍｇ、大黄素

２．１不同大黄根及不同糖对大黄根生物量积累的

甲醚２．９ ｍｇ，将它们共同溶于丙酮一甲醇（１：１）的溶液

影响：在培养基选择实验中，发现ＷＰ培养基最有

中，用容量瓶定容成２５ ｍＬ作为对照品储备液，取１ ｍＬ

利于毛状根的生长，故本实验选用ＷＰ培养基为培

该储备液定容于２ ５ ｍＬ容量瓶作为对照品溶液。

养毛状根基本培养基。表１列出以ＷＰ为基本培养

１．３．３

ＨＰＬＣ色谱条件：ＴＳＰ Ｐ１００高效液相色谱
ＯＤＳ一３

仪，ＴＳＰ ＵＶｌ００紫外检测器，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ｘ

基，分别以７种糖作为培养基的碳源时大黄根生物
量（鲜质量）积累的结果。

表１不同糖分培养基中掌叶大黄根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ｇａｒｓ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ｇ·瓶－１）
ｒｏｏｔｓ

（ｇ·瓶＿１）

对表１中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２，发现

表４中的各项均存在极显著的差异，说明蒽醌

糖种类和根类型对生物量积累有极显著的差异，说明培

种类、糖分、根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作对蒽醌产量

养基中不同的糖分及不同的根生物量积累差异极大。

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２不同糖分培养基里掌叶大黄单克隆
毛状根生物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量有极显著的影响。与生物量积累结果不同的是，生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ｏｎ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ｇａｒ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糖分对大黄蒽醌产

ｍｅｄｉａ

长在含蔗糖培养基里的大黄根蒽醌产量最高，极显
著地高于其他糖分。果糖和麦芽糖居中。以半乳糖、

乳糖和甘露糖为低。因此从蒽醌产量兔度来看，蔗糖
根类型

３

糖

６

误差

１８

１

２０３．０１７

６７．６７２

５．６５９

Ｐ＜０．０１

０５４．５１４

１７５．７５２

１４．６９７

Ｐ＜０．０１

２１５．２４７

１１．９５８

璺奎墨
！！！！：！！！
！！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大黄根的生物量积累以
ＤＨ７ａ最高，显著高于ＤＨ５ａ和ＮＯＲ，与ＤＨ５ｃ差异

最有利于大黄根蒽醌类的积累。
大黄素甲醚、大黄酚和大黄素占蒽醌产量的９０％
以上，而芦荟大黄素和大黄酸所占比例要小得多，这与
培养基实验结果吻合。另外，在此实验中ＤＨ７ａ大黄单
克隆毛状根蒽醌产量显著高于其他３种。

不显著，这与培养基实验结果相近。进一步证实了大

从５种蒽醌化合物在７种糖分培养基上比较分

黄不同克隆根的产量是有很大差异的，且经过多次

析来看，不论在蒽醌总体水平上，还是每种蒽醌单个

继代后其各自生长速度快慢顺序依然不变。

水平，都是以在含有蔗糖培养基积累最高，显著高于

生长在含果糖培养基里的大黄根生物量积累最
高，显著高于蔗糖培养基，以半乳糖和甘露糖最低。
说明果糖最有利于大黄根生物量的增加。

果糖，极显著高于其他５种成分，以半乳糖最低。再
一次说明蔗糖有利于蒽醌的积累。

从４种大黄根对５种蒽醌积累量来看，各根不同

２．２不同单克隆根及糖分对大黄根蒽醌产量的影

蒽醌产量不尽相同。如前所述，ＤＨ７ａ中５种蒽醌总量

响：４种单克隆大黄根在含有不同糖分培养基里培养

最高，但针对每种蒽醌产量而言，差异很大。如ＤＨ７ａ

４０

ｄ后收获，提取总蒽醌类化合物，用ＨＰＬＣ测定５

中大黄酚产量最高，显著高于大黄素甲醚和大黄素产

种蒽醌产量，结果列于表３。对表３中的数据进行方

量；而ＤＨ５ａ中大黄素甲醚最高，显著高于大黄素和大

差分析结果列于表４。

黄酚；非转化根中５种蒽醌产量都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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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毛状根离体生长必需的重要碳源。已有的

表４不同类型根及糖种类对掌叶大黄根
蒽醌产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０７７·

研究表明，它在培养基中的代谢变化与毛状根的生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ａｑｕｉｎＯ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ｓ

ｏｎ

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ｒｏｏｔｓ

长、形态及其次生物质的积累密切相关［３］。糖的种类

和浓度不同，对毛状根生长和次生代谢物积累影响
不同［４￣６］。本实验结果表明，果糖作为碳源最有利于
掌叶大黄毛状根生物量的积累，而蔗糖作为碳源最
适合蒽醌类化合物的合成。可见，毛状根生物量积累
和次生产物合成对糖类的响应与植物种类有关。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３

ｏｆ

尽管前面已提到，蔗糖最有利于大黄根蒽醌量的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Ｒｈｅｕｍ

ｗｉｔｔｒｏｃｈｉｉ

Ｃｈａｎｇ ｚ Ｚ，Ｇｕｏ Ｄ Ａ，Ｓｈｅｎ Ｘ，ｅｔ ａ１．Ａｎｔｈｒａｑｕｉｎｏ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ｒｙ

ｔｕｒｎ

Ｌ．［Ｊ］．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报），１９９８，３３（１１）：

ｒｏｏ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

８６９－８７２．

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３结论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１－３］Ｗａｎｇ Ｌ，Ｙｕ Ｒ Ｍ，Ｚｈａｎｇ Ｈ，ｅｔ ａ１．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Ｆｕｍ Ｔｈｕｎ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ａｃ—

根在蔗糖培养基里的蒽醌含量极显著地高于其他６种

糖分，说明非转化根培养最适宜的碳源是蔗糖。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７．

１－２３

ＤＨ７ａ生产大黄蒽醌类化合物应选择麦芽糖为毛状根

基中的蒽醌总量相近，极显著地高于其他糖分。非转化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ｉ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Ｌ．［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以蒽醌产量最高的ＤＨ７ａ为例，在含麦芽糖的培养基

培养的主要碳源。ＤＨ５ａ和ＤＨ５ｃ在蔗糖和果糖培养

Ｒｉ

Ｌｕｎｄｓｅｒ．，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Ｃａｓｓｉａ

积累，但就每种根而言，在不同培养基里的差异很大。

里蒽醌产量显著高于蔗糖培养基，因此，可以说用

Ｃｈａｎｇ ｚ Ｚ．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３

ａｎｔｈｒａｑｕｉｎｏｎｅｓ［Ｊ］．Ｃｈｉｎ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生

物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１）：６９—７３．
Ｊｕｎｇ Ｋ Ｈ，Ｋｗａｋ Ｓ Ｓ，Ｋｉｍ Ｓ Ｗ，ｅｔ ａ１．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ａｓ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ｅ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口］．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１０７８·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６］

Ｌｅｔｔ，１９９２，１４（８）：６９５—７００．

［５］Ｊｅｏｎｇ Ｇ Ｔ，Ｐａｒｋ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Ｄ

Ｈ，Ｒｙｕ Ｈ Ｗ，ｅｔ ａ１．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ａｎａｘ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Ｚｈａｏ Ｓ Ｊ，Ｌｉ Ｃ Ｙ，Ｑｉａｎ Ｙ Ｃ，ｅｔ ａ１．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ｉ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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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ｓ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ｎａｘ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ＥＪ］．Ａｐｐ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２，９８—１００：１１２９—１１３９．

ｈａｉ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ｏｏｔｓ口］．Ｃｈｉｎ

ｏｎ

Ｊ

ｒｏｏｔ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生物工程学报），

２００４，２０（Ｚ）：２１５－２２０．

云南省悬钩子属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和加卫１，唐开学弘，杨静全３，和秀云１，龙春林４，程在全５
（１．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云南丽江６７４１００；２．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云南昆明
３．云南省丽江市国土资源局，云南丽江６７４１００；４．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昆明

６５０２３１；

６５０２０４；

５．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云南昆明６５０２３１）

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 Ｌ．）是蔷薇科的一个大属，我

起源中心，强烈地聚集了古老的、中问过渡的和进化

国已经发现的种类有２０１种９８变种口￣３］，产于全国

的复杂成分，特有种相当丰富［２］。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

各地，但以长江流域西南地区种类最丰富，分布最集

科学院江苏植物研究所对云南省悬钩子属的种类、分

中。‘本属植物大部分种类的果实多浆，味甜酸，可供

布状况和利用价值进行了考察，提出“云南省悬钩子

食用，在国外早已长期栽培作为重要水果；许多种类

植物种类资源和特有种数量之多，无不居全国各省之

的果实、种子、根或叶可供药用。近年来，国内许多研

冠，，［８｜。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云南省境内的野生

究者对悬钩子属植物进行了一系列药理研究，发现

悬钩子有１０７种、４５变种，其中有３４种和变种可供

悬钩子属植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对调节机体的生

药用，占全省该属总种数的２２．４％。然而，长期以来

命活动和医疗保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据笔者初步

这些宝贵的药用植物资源处于自生自灭的野生状态，

统计，在全国各地中医中药中应用的悬钩子属植物

绝大多数基本上没有被人们利用。研究和调查云南省

有５１种或变种，约占总种数的１７％，其中藏医用药

悬钩子属药用植物资源，可为资源的保护和合理的开

３种［５］。该属植物药用部位不一，药效也不尽相似。

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中医常用于清热解毒、祛风利湿、止血止泻、活血化

１云南省悬钩子属药用植物资源

瘀等，治疗跌打损伤、阳萎、遗精、月经不调、感冒、风

湿关节痛、急慢性肝炎及乳腺炎等症［４］。

云南省悬钩子属药用植物资源见表１。
２云南省主要药用悬钩子属植物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向南亚、东南亚过渡的斜
坡上，海拔７６．４～６

７４０

ｍ，形成的温度跨度相当于

根据有关记载和民间用药情况，并结合野生资
源蕴藏量，云南省应用较多的主要有１２种，各具不

从中国的海南岛到黑龙江的所有热量带和从华东华

同的功效。

南沿海湿润地带到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所有

２．１

水湿梯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境内高

于滇南和滇西，生于林缘路旁的灌木丛中。鲜果含总

山河流相间，地形复杂，加上地质历史上的相对稳定

糖３．７７％、总酸２．０３％、维生素Ｃ １０６．５／１９／ｇ、维生

和土地类型、地貌、景观的多样性及复合配置，构成极

素Ｂ１ ０．６９／ｔｇ／ｇ、维生素Ｂ２ ０．９５／．ｔｇ／ｇ、维生素Ｅ

为丰富的生境，“是另一个分布在北纬２０。～４０。，最丰

７６弘ｇ／ｇ，微量元素（ｐ－ｇ／ｇ）：锌：２７．５９５ ２、铁

富、最古老的温带、亚热带北缘的植物区系”［６］，孕育

４９．６１９

了世界知名“植物王国”，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钾２．１６６ ７％、钙０．７３９ ８％、镁０．４８９ ５％；根及叶人

省份［７］。陆玲娣在《我国悬钩子属植物的研究》中提

药，有清热止血、活血祛瘀之功效，治疗急慢性肝炎、

到，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滇西北和川西南到西部一

肝脾肿大、乳腺炎、行军性血红蛋白尿、外伤出血

带不仅是悬钩子属的一个多样性中心，同时也可能是

等症。

粗叶悬钩子Ｒ．ａｌ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Ｐｏｉｒ．：主要分布

７４．

０、硒０．０４０ ８。此外还含有矿质元素（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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