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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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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有效成分得以发挥其药理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体内肠道益生菌的微生态环境。益生菌通过影响中药有
效成分的代谢、转化、吸收等作用而改变中草药的功效或增添新的内容。益生菌和中药的结合是功能性食品及中药研发的创
新点，也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新思路。该文简要地综述了国内外肠道益生菌代谢中药主要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中药有效成
分对肠道益生菌的调节作用，益生菌在中药中的应用现状，研究和开发益生菌中药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前景分析，旨在为
中药发酵工程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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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Chinese medicine depends greatly on the micro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robiotics in the human body. After effective ingred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re metabolized or biotransformed
by probiotics，their metabolites can increas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and can be absorbed more easily to improve the bioavailability.
Therefore，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with probiotics is the innovation point in Ｒ＆D of functional food and Chinese medicines，and also a new thinking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review summarizes and analy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metabolism 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Chinese medicines components，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effective ingredients from Chinese medicine on intestinal probiotics，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probiot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and the mai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s products with probiotic，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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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有效成分是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主要作用物质，深入
研究和开发中药有效成分是众多学者颇为重视的课题，也是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微生物代谢活动能够增

用微生物特别是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将成为现代中药
学的研究热点。
益生菌是一群具有足够数量的时候对宿主起健康作用
［1］

强中草药的疗效、产生新的活性成分、降低毒副作用、提高生

的活性微生物

。确切地说，它是定植于人体肠道内，能产

物利用度等作用，在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中已逐步展开。运

生明确的健康功效从而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发挥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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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微生物总称。因其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结构、提高免疫

主要有效成分，橙皮素（ hesperetin） 是橙皮苷的代谢产物，两

力、降低胆固醇和血压、抑菌抗炎、抗癌甚至在口腔健康等中

者都具有多种药理作用。橙皮苷在人体肠道菌群酶的作用

［2-6］

发挥作用

，益生菌在饮料和食品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并

下生成橙皮素和其他代谢产物，橙皮素可被机体吸收利用或
［16］

。Lee N K 等［17］ 研究橙皮苷与人肠道菌群共

在药物临床研究上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益生菌在中药上应

进一步代谢

用研究还相对匮乏。本文简要概述了人体肠道益生菌对中

培养发现橙皮素是橙皮苷的主要代谢产物，它可有效的抑制

药有效成分代谢作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中药有效成分对肠

lgE 引起的 ＲBL-2H3 细胞释放炎性介质组胺和被动皮肤过

道益生菌的调节作用，并对益生菌应用于中药的现状和前景

敏反应，但橙皮苷本身并不能抑制组胺的释放，表明橙皮苷

进行了分 析，以 期 为 新 药 及 功 能 性 食 品 的 开 发 提 供 新 的

是通过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生橙皮素而发挥其药理活性。杨

参考。

新玲等

［18］

1. 1

通过体外试验发现，与橙皮素和橙皮苷相比，橙皮

素的代谢产物呈现出更强的抗炎症和抗氧化的药效作用。

肠道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

1

黄酮类化合物

1. 1. 5

山柰苷

中药罗汉果具有提高免疫功能、改善咳嗽

黄酮类化合物经人体摄入后，大部分不经

症状、抗焦虑和抑菌等作用。罗汉果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包括

降解而进入大肠，经由肠道菌群酶的作用下转化为相应的苷

三萜皂苷和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的主要活性物质为山柰苷

1. 1. 1

黄芩苷

［7］

元，从而被机体吸收利用或进一步代谢

。黄芩苷 （ baica-

lin） 及其苷元是黄芩的主要活性成分，有着广泛的药理作用。
［8］

（ kaempferitrin） ，可经肠内有益菌作用转化为山柰酚 3-O-α-L吡喃鼠李糖苷（ kaempferol 3-O-α-L-rhamnoside） 、山柰酚 7-O-

经体外实验发现，黄芩苷经过人体肠道菌群

α-L-吡喃鼠李糖苷（ kaempferol 7-O-α-L-rhamnoside） 、山柰酚

代谢后的产物主要为黄芩素（ baicalein） 和木蝴蝶素 A（ oroxy-

（ kaempferol） 和对-羟基苯甲酸（ p-hydroxybenzoic acid） ，但山

lin A） ，这 2 种代谢产物能通过抗组胺作用改善小鼠的瘙痒

柰苷的药理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Trinh H T 等

［9］

反应，并且抗瘙痒作用均强于黄芩苷。Myung-Ah J 等

对肠

［19］

。Vissiennon C 等［20］ 对山

柰苷代谢产物药理活性的研究发现，其代谢产物对羟基苯乙

道菌群影响黄芩苷抗炎作用的研究发现，在黄芩苷和其代谢

酸具有良好的抗焦虑作用，通过口服山柰酚有同样的效果，

产物中，木蝴蝶素 A 抑制炎症的效果最为明显，但是随着菌

但未经肠道菌群代谢的山柰酚不表现出抗焦虑作用。说明

群的 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下降，抗炎作用的效果明显减弱。

山柰苷经肠道菌群酶的作用下先转化成苷元，苷元代谢生成

说明黄芩苷在肠道菌群的 β-葡萄糖醛酸酶作用下生成黄芩

山柰酚，山柰酚进一步代谢生成其他的活性化合物。

素和木蝴蝶素 A，从而提高了整体的抗炎效果。

1. 2

1. 1. 2

大豆异黄酮和葛根素

大豆异黄酮（ soyisoflavones）

1. 2. 1

糖苷类化合物
人参皂苷

人参中的主要活性物质是皂苷类化合
［21］

，有着广泛的药理学作

主要生 物 活 性 物 质 是 大 豆 苷 元 （ daidzein） 和 染 料 木 苷 元

物，已经分离出 30 多种活性成分

（ genistein） ，大部分的大豆黄酮苷元经双歧杆菌的作用转化

用。研究表明人参皂苷（ ginsenoside） 在肝脏内基本不代谢，

。作为最终的代谢产物雌马酚具有更高

主要在肠道中降解，代谢产物的达峰时间 （ t max ） 、峰值浓度

的生物活性、更易被吸收、在血浆中的清除速度更慢，但是大

（ C max ） 和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 依赖于个体肠道菌群的活

豆异黄酮苷元转化为雌马酚具有人群特异性，只有部分人群

力，但代谢终产物的吸收与肠道菌转化活力无关

成雌马酚（ equol）

［10］

［11］

［12］

［22］

。Bae E

研究发现雌马酚与大豆黄

A 等研究发现拟杆菌、双歧杆菌、真杆菌共同代谢人参皂苷

酮苷元相比，抗前列腺癌作用、抗氧化活性更强，性质更稳

Ｒg3 经人参皂苷 Ｒh2 转化为人参皂苷 compound K，梭杆菌能

具有转化能力

。Muoz Y 等

定，
生物利用度更高。大豆苷能被大部分的肠道菌代谢成为

单独转化人参皂苷 Ｒg3 成人参皂苷 Ｒh2 ，这些稀有人参皂苷

［13］
苷元，但 Braune A 等 研究发现只有少量的肠道细菌如长

是在体内发挥药效的主要成分

双岐杆菌 H-1、毛螺菌 CG19-1 等能将葛根素（ puerarin） 转化

皂苷在人体内代谢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Ｒb1 在 β-D-葡萄糖苷

为大豆苷元，且同时能够酶解其他黄酮类 C-苷键。

酶作用下转化为人参皂苷 compound K，并克隆了长双歧杆菌

1. 1. 3

芒果苷

芒果苷（ mangiferin） 为芒果叶的主要有效成

分，口服吸收缓慢，生物利用度低，但能被人体肠道菌群迅速
［14］

［23-24］

。Jung I H 等［25］ 对人参

H-1 的 β-D-葡萄糖苷酶基因。
1. 2. 2

甘草酸

甘草酸（ glycyrrhizin，GL） 亦称甘草皂苷，是

。Sanugul K 等［15］ 从肠道细菌分离出拟杆

甘草的主要药用成分，其水解后的苷元为甘草次酸（ glycyr-

菌 MANG 可有效地裂解芒果苷中化学性质稳定的 C-苷键代

rhetic acid，GA） 。甘草酸口服时生物利用度极低，只能通过

3，
6，
7-四羟基口山酮（ norathyriol） ，而且该裂解
谢形成苷元—1，

肠道益生菌水解末端糖基降解为单葡萄糖醛酸基甘草次酸

酶具有剂量和时间的专一性，只有在适量芒果苷存在下诱导

（ glycyrrhetic acid monoglucuronide，GAMG） 或甘草次酸后被机

地代谢成苷元

［13］

细菌自身产生。Braune A 等

分离出肠道细菌 CG19-1，它

体吸收产生药理活性。其中有 2 种代谢途径： 一种是直接水

不仅酶解葛根素和芒果苷的 C-苷键，也可水解黄酮类的 O-

解 GL 生成 GA； 另一种是先水解 GL 生成 GAMG，再由 GAMG

苷键，但酶解效率不及 C-苷键。

［26］
水解生成 GA。Akao T 等 研究发现 GL 能单独提高 β-D-葡

1. 1. 4

32

橙皮苷

橙皮苷（ hesperidin） 是陈皮中黄酮类物质的

萄糖苷酶活力，并很快被水解成 GA，但当它与代谢产物一同

戴承恩等： 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存在时，则不易被代谢，在同样条件下，GAMG 更易被水解。

1. 4. 3

最新研究显示，高浓度 GA 展示出良好的活性成分吸收的协

胆的主 要 有 效 成 分，有 保 肝、利 胆、抗 炎 等 作 用。杨 肖 锋

［27］

调作用，能有效地促进芍药苷在机体肠道内的吸收

［42］

等

。

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 为常用中药龙

研究证实了在体内龙胆苦苷向生物碱的转化，龙胆碱

（ gentianine） 和龙胆醛（ gentianal） 为龙胆苦苷体内代谢的主

蒽醌类

1. 3

龙胆苦苷

中药大黄和番泻叶中都含有番泻苷（ senno-

要活性产物，龙胆苦苷的生物活性可能是龙胆苦苷和体内转

side） ，它本身并无泻下作用，在体内经肠道菌群酶的作用转

化生产的生物碱的加和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龙胆碱和龙

化成苷元及大黄酸蒽酮（ rheinanthrone） 而发挥其药理活性。

胆醛在肠道内的生产和吸收并不是同步的。大量的龙胆苦

番泻苷

1. 3. 1

［28］

Kobayashi T 等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番泻苷 A 代谢过程

苷代谢产物已成功的分离出来，且部分的产物已经得到鉴

中发现其主要的代谢产物为大黄酸蒽酮、番泻苷元 A 和番泻

定，
进一步明确了龙胆苦苷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和作用机

［29］
苷元 B。Matsumoto M 等 对 88 株乳酸菌和 47 株双歧杆菌

制

作用番泻苷的研究发现 5 株乳酸菌和 21 株双歧杆菌具有水

1. 5

解番泻苷活性，其中 4 株双歧杆菌有很强的水解能力。同

1. 5. 1

时，还 发 现 乳 酸 菌 （ LKM512 ） 和 假 小 链 双 歧 杆 菌

具有醚键和配位键，易被肠道菌群水解。乌头碱（ aconitine）

（ LKM10070） 能代谢番泻苷转化成药理活性很强的大黄酸蒽

是川乌、草乌、附子等药用植物中的主要有毒成分，有消炎、

［30］

［43-44］

。

生物碱类
乌头碱

生物碱属于有机含氮化合物，分子中常常

研究发现蒽醌类化合物通过提升双歧

止痛及抗肿瘤的药理作用，然而对中枢神经及心血管系统有

杆菌代谢酶的活力加速番泻苷 A 的生物转化，从而增加番泻

明显的毒副作用。研究表明，乌头碱在肠内细菌代谢作用下

苷 A 的生物活性。

经脱酰基、甲基、羟基及发生酯化反应产生新的单酯型、双酯

酮。Takayama K 等

芦荟苷（ barbaloin） 是从芦荟、大黄及

型和脂类生物碱等多种毒性较弱的代谢产物，而且脂类生物

决明子等传统中药中提取的一种蒽醌类生物活性成分，它与

碱具有 乌 头 碱 同 样 的 药 理 活 性 但 其 毒 性 明 显 低 于 乌 头

番泻苷一样，自身并无泻下作用，而是通过人或动物的肠道

碱

菌群代谢过程产生有活性的产物，而发挥其药效作用。Akao

1. 5. 2

芦荟大黄素苷

1. 3. 2

［31］

T等

研究发现人肠道细菌如真细菌 Eubacterium sp． BAＲ

［45-46］

。
氧 化 苦 参 碱 （ oxymatrine） 和 苦 参 碱

氧化苦参碱

（ matrine） 是从苦参、苦豆子或广豆根中分离出来的 2 种主要
［47］

可酶解芦荟苷的 C-苷键，将其代谢为芦荟大黄酸蒽酮（ aloe-

生物碱，两者具有相似的药理作用。王明雷等

emodin anthrone） ，后者具有显著的泻下作用，且随着肠道菌

结果表明苦参碱是氧化苦参碱人体内肠道细菌代谢后的主

群的微生态环境的不同，其药理活性也会发生变化。

要产物，两者均可吸收入血。研究还发现 2 种生物碱均不能
抑制 TPH-1 细胞的 TNF-α 基因表达，氧化苦参碱抑制炎症细

萜类化合物

1. 4

离体试验

京尼平苷（ geniposide） 是栀子中的主要有

胞因子产生的作用强于苦参碱。吴晓鸾等的研究表明通过

效成分，常用作保肝利胆的中药。在保健品中，常用于化学

静脉给药仅有少量的氧化苦参碱被还原为苦参碱，两者的药

性肝损伤的辅助治疗。它的药理活性是通过肠道菌群代谢

时曲线 下 面 积 比 为 （ AUC0-∞ ）

1. 4. 1

京尼平苷

［32］

产生其苷元京尼平（ genipin） 而引起的

［33］

，Jin M J 等

的研

5. 4） %

［48］

MT

/ （ AUC0-∞ ）

OMT

= （ 19. 9 ±

。

究同样证实了京尼平苷的药理活性是通过肠道菌群生物转

1. 5. 3

化产生其代谢产物起作用的，而且肠道菌群的数量、结构和

取的生物碱单体，广泛用于治疗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

青藤碱

青藤碱（ sinomenine） 是从中药青风藤中提

环境等对京尼平苷生物活性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另外有

但存在水溶性较小，生物半衰期较短，对光、热不稳定，易分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确实能将京尼平苷生物转化成京尼平，

解等缺陷。陈万一等

［34-35］

但随着京尼平的产生，细胞毒性作用也逐渐增加
1. 4. 2

芍药苷

等

研究表明青藤碱口服绝对生物利用

度低，在体内消除较快，个体差异较大。通过人体内的代谢

。

芍药苷（ paeoniflorin） 为芍药的主要活性成

分，对心 血 管 系 统 和 神 经 系 统 有 显 著 保 护 作 用。Liu Z Q
［36］

［49］

研究表明，芍药苷微弱的渗透作用、p-糖蛋白介导的外

研究证明大部分的青藤碱发生了生物转化，主要形成去甲基
［50-51］

代谢物和羟基化代谢物，从而提高产物的吸收和利用
1. 6

排作用和糖苷酶的水解作用导致口服芍药苷直接吸收很少，

1. 6. 1

。

有机酸类
绿原酸 （ chlorogenic acid） 是金银花、鱼腥

绿原酸

生物利用度低。大量的研究证明芍药苷需要在肠道菌糖苷

草、忍冬藤等天然药物中抗菌消炎、清热解毒的主要活性成

酶的作用下转化成芍药苷元 （ paeoniflorgenin） 、芍药内酯苷

分。绿原酸是一种有机弱酸，口服不易吸收，可在肠道菌群

（ paeonilactone glycoside） 、芍 药 代 谢 素 Ⅰ，Ⅱ，Ⅲ （ paeonime-

作用下发生水解，形成小分子物质后被吸收入血发挥其药理

tabolinⅠ，Ⅱ，Ⅲ） 等成分，而发挥其药理作用，说明人体肠道

作用。研究发现绿原酸体内代谢依次经过加氢、脱羟基及酯

［37-40］

内的益生菌对中药有效成分代谢和吸收起重要作用

。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检测出大量的芍药苷代谢产物，但许
［41］

多代谢产物的精确结构和生理活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

水解等作用，在不同个体中降解顺序有所不同，但形成的代
［52］

谢产物基本相同

。Couteau D 等［53］ 研究表明绿原酸在肠

道菌群如大肠杆菌、双歧杆菌和加氏乳杆菌代谢作用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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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形成咖啡酸（ caffeic acid） 和奎尼酸（ quinic acid） ，咖啡酸

肠道内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能够利用多酚类化合

很难被降解，但可被吸收利用，而奎尼酸进入广泛的代谢。

物作为营养物质为自身细胞提供能量

然而，Gonthier M P 等研究发现咖啡酸可经肠道菌群脱羟基

发现芒柄花苷会抑制病原菌肠球菌和肠杆菌的生长，促进有

［61］

。张蔚等［62］ 的试验

作用形成间香豆酸（ mcoumaric acid） ，甲基化作用产生阿魏

益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繁殖，且肠道菌群中不同细菌完

酸（ ferulic acid） 和异阿魏酸（ isoferulic acid） ，还可代谢产生

成对芒柄花苷的代谢转化作用。

马尿 酸 （ hippuric acid） 和 3-羟 基 马 尿 酸 （ 3-hydorxyhippuric
acid） 。绿原酸的生物利用率很大程度上依赖微生物产生的
代谢产物，占绿原酸摄入量的 57. 4%

［54］

在盐酸小檗碱降血糖、降血脂、抗肥胖作用机制的研究
［63］

中，谢伟东等

发现盐酸小檗碱抑制肠道菌群的生长，能调

。同时，咖啡酸还可

节 F / B 的比例。在体外厌氧试验中，黄连素可显著抑制乳酸

经还原酶发生氢化作用生成二氢咖啡酸，后者可进一步代

菌的增殖。通过减缓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来减低食物中多糖

［55］

谢

。Ludwig I A 等［56］ 已经分离出 11 种绿原酸的代谢产

的降解，减 少 糖 分 的 吸 收。同 时，增 强 能 量 代 谢 相 关 基 因

物，认为 二 氢 咖 啡 酸 （ dihydrocaffeic acid） 、二 氢 阿 魏 酸 （ di-

（ AMPK1a，PGC1a，UCP2，CPT1a，Hadhb） 的表达，发挥其药理

hydroferulic acid） 和 3-（ 3-羟苯基） 丙酸是肠道菌群作用的主

［64］
活性。Chang C J 等 研究认为在肥胖人群中灵芝酸和灵芝

要代谢产物，含量占 75% ～ 83% 。绿原酸的降解和吸收利用

多糖可作为益生元，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繁殖，调节肠道菌群

受到不同 个 体 内 肠 道 菌 群 的 结 构、数 目 和 活 力 等 因 素 的

紊乱。灵芝提取物不仅可以降低由高脂肪饮食诱导的 F / B

影响。

比例及产内毒素的蛋白菌水平，而且能保持肠屏障的完整性

2

［65］
并减少代谢性内毒素血症的发生。Wang J H 等 研究发现

中药有效成分对肠道益生菌的调节作用研究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维持肠道微生态

平衡的重要性，大量研究表明肠道益生菌对中药有效成分药

金银花提取物和金银花发酵产物能调节菌群失调和肠道通
透性，尤其是影响 Akkermansia spp. 菌的数量。

理活性发挥起重要作用，同时中药有效成分在调节肠道菌群

复方中药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发挥多方面的药理活
［66］

失调、促进有益菌生长、抑制有害菌过度繁殖等方面作用显

性，作用机制更为复杂。彭颖等

研究表明中、高剂量的四

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大黄可荡涤胃肠，推陈致新，通

君子汤、理中汤和补中益气汤对脾气虚证大鼠肠道菌群的失

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传统中药就已经通过调节肠

调均有明显的调节和改善作用，认为这 3 种健脾补气方药对

道微生态环境来治疗肠胃方面的相关疾病。单味中药主要

肠道菌群的调节可能是治疗脾气虚证的作用机制之一。因

活性成分和复方制剂的多种有效成分调节肠道益生菌研究

此，无论是单味中药活性成分还是复方中药的多种有效成分

的相关报道已有很多，目前以中药的某种主要活性成分调节

都对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能直接或间

研究为主。

接地对肠道菌群结构起调节作用。

中药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除含有黄酮类、糖苷类、萜

3

益生菌在中药上的应用研究

类、蒽醌类、生物碱类、有机酸等生物活性成分外，还含有蛋

益生菌通过代谢中药有效成分，形成生物小分子或对已

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其中中药的多糖类成分可充

有的结构进行修饰，从而产生新的活性成分、增强活性成分

当益生元的角色，这些益生元可以作为底物被益生菌利用或

的药理作用、能增加机体内的吸收和提高活性物质的生物利

者改变营养成分、生长条件等作用，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生长。

用度。利用益生菌对中药有效成分进行代谢转化是一种非

Nowak Ｒ 等［57］ 通过对 53 种香菇多糖的筛选试验发现这些组

常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方法，将成为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热

分能够促进乳酸杆菌的生长，且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典型的益

点并且得到广泛的应用。

生元菊粉。研究结果提示香菇多糖成分可用于功能性食品
［58］

和保健品的开发。石林林等

研究发现不同给药剂量的麦

在黄酮类化合物中，可通过改变构型制备成苷元形式来
提高人体内的吸收率。Kim H S 等从公认安全的乳酸菌中分

冬多糖（ MDG-1） 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小鼠肠道益生菌尤其

离出 β-葡萄糖醛酸酶基因，克隆于大肠杆菌中并得到表达，

是台湾乳杆菌和鼠乳杆菌的增殖，且随浓度增加作用增强，

能够有效的转化黄芩苷和汉黄芩苷成为苷元形式

［67］

［68］

。由于

同时改善了肠道菌群多样性。另有研究证实，MDG-1 可促进

转基因的安全性受到质疑，因而 Ku S 等

肥胖小鼠肠内益生菌的增殖，增加菌群的多样性，调节厚壁

酸杆菌 Ｒh2 中的 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的发酵条件（ pH 5. 0，

菌与拟杆菌的比例（ F / B） 至正常的范围。同时肠道中的乳

50 ℃ ） ，代谢黄芩中的黄芩苷和汉黄芩苷能够获得 90% 以上

［59］

酸菌对 MDG-1 进行代谢转化，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通过优化德氏乳

的苷元产物黄芩素和汉黄芩素，适合食品材料的使用。Mal-

。

不仅是多糖类成分能调节肠道益生菌的微生态环境，其

ashree L 等［69］ 筛选出 5 株具有高 β-葡萄糖苷酶活性的鼠李

他成分也有类似的作用。有文献报道在体外红参和薏苡仁

糖乳杆菌菌株，研究发现该酶能够代谢大豆异黄酮成苷元形

的提取物都能促进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优化菌群结

式，且酶的活力与转化产率并不成正比，可用于功能性豆类

构，减轻溃疡性结肠炎症状，两者相比红参提取物的作用效

食品的开发。

［60］

果显著，红参提取物同时能够抑制一些病原菌的生长

34

。

益生菌代谢皂苷类化合物主要以人参皂苷和甘草皂苷

戴承恩等： 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70］
为主，并已实际应用于生产之中。Kim B G 等 研究发现通

进步，仍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安全性问题： 主

过植物乳杆菌 M-2 发酵过的人参提取物具有更强的免疫力，

要是菌株的安全性和转基因工程菌的安全性； 第二，理论知

相比未 发 酵 过 的 人 参 提 取 物 其 抗 肺 肿 瘤 转 移 能 力 提 高

识体系： 前期的研究已经分离出大量的生物活性物质，很多

14. 2% ，人参的代谢产物在 4 d 的时候达到顶峰，益生菌发酵

化合物的结构也得到鉴定，但大部分化合物的药理活性、信

［71］
有助于提高人参的免疫学活性。Cho K 等 使用多糖水解

号通路和作用机制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研究的模式： 大

酶对人参的根、茎和叶进行酶解作用，结合乳酸菌的发酵作

多研究者采用单一菌株对单一中草药的发酵代谢，缺少混合

用，人参皂苷的代谢产物都有明显的增加，其原因可能为酶

菌株或复方中草药联合作用的研究； 第四，完善的技术体系：

解作用促进乳酸菌的生长，从而加快了代谢活动，这一研究

建立严格的操作体系和健全的技术平台仍然是研究中的一

［72］

发现可为生产提供参考。全林虎等

分离出一株类食品乳

大难题； 第五，调节机制研究： 中药有效成分调节肠道益生菌

杆菌菌株，可将人参皂苷 Ｒb1 转化成人参皂苷 compound K，

的研究报道甚多，但对肠道菌群系统的调节机制研究尤其是

在 72 h 内 转 化 产 率 达 到 88% ，可 用 于 保 健 品 中 人 参 皂 苷

复方制剂的研究几乎空白； 第六，自主产权的益生菌株： 拥有

compound K 的生产。Zhong F L 等［73］ 从筛选的短乳杆菌中

中国特色的自主产权益生菌株筛选、研究和产业化具有重大

获得 β-葡萄糖苷酶基因，在大肠杆菌中克隆并表达，能有效

价值。但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将成

的水解绞股蓝皂苷 17 成人参皂苷 compound K，该工程菌对

为中药创新和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新途径。
中西医学者普遍认为，微生态学的平衡理论与中医药学

实际生产具有潜在的价值。
在工业化生产 GAMG 中，具有 β-葡萄糖醛酸酶生物转化

“调整阴阳，扶正驱邪”理论相一致，即扶持有益菌群在人体

发现来

内繁殖，抑制致病菌和致病因子，提高人体双向调节能力，达

源于产紫青霉（ penicillium purpurogenum Li-3） 的 β-D-葡萄糖

到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目的。目前，中美科研机构达成合作

醛酸酶具有较高的化学键选择性，几乎能水解 GL 定向生成

意向，联合开发推广 EFB（ 有益微生物发酵菌落） 益生菌中药

GAMG，通过 发 酵 条 件 的 优 化 和 工 艺 的 改 进，最 终 获 得 的

产品，结合了益生菌和中药的优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GAMG 纯度可达到 95. 79% ，对工业生产 GAMG 具有应用价

近年来，不论是药品还是保健品，国内外相关的报道有增无

值。目前，日本的 Mamzen 公司采用 Cryptococcus magnus MG-

减，
而且疗效和安全有目共睹，益生菌产品的市场需求剧增。

27 + 菌株产生的糖基化酶水解 18β-GL，已经实现 18β-GAMG

因此，挖掘适合中国特色的益生菌中药产品拥有广阔的发展

工业化生产。

前景，通过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具有

［74］

性能的青霉菌、酵母和曲霉等得到应用。吕波等

益生菌因其具有的内在特征，可广泛应用于各种中药有
［75］

效成分的代谢。Bel-Ｒhlid Ｒ 等

研究发现约氏乳杆菌具有

酯酶和脱羧酶的活性能代谢绿原酸生成 4-乙烯基儿茶酚（ 4vinylcatechol） ，这 2 个酶对生产有独特风味的化合物或者提
高植物酚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具有良好的使用价值。Kim J
A 等［76］ 运用短乳杆菌（ GABA 100） 和两岐双歧杆菌（ BGN4）
共培养发酵中药天麻富集 γ-氨基丁酸，通过条件优化获得高
产量的代谢产物，能够满足食品或药品的开发要求。张儒
［77］

等

从筛选的短双歧杆菌中分离出 α-L-鼠李糖苷酶基因，

通过构建工程菌用于高效专一转化芦丁（ rutin） 生成异槲皮
苷（ isoquercitrin） ，从而提高芦丁的生物利用率，该菌可应用
［78］
于异槲皮苷的工业化生产。Bhat Ｒ 等 对番石榴提取物的

植物乳杆菌发酵研究发现，其代谢产物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
性，
其酚类内含物和中短链脂肪酸可用于功能性食品的制
造。同样，
本研发中心一直从事松花粉及松资源的研究和开
发，通过优化益生菌副干酪乳杆菌发酵松花粉试验的研究发
现，
松花粉的营养成分得到充分的释放，更易被吸收，生物活
［79］

性更高，
风味更佳，相关产品已经产业化

。同时，中心研究

人员正在开展益生菌发酵技术在铁皮石斛精深加工中应用的
研究工作，
已经取得部分的成果，
相关数据正在整理之中。
4

展望
近年来益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虽取得很大的

重大意义。国家已经将中药发酵工程列为“十二五”计划，益
生菌代谢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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