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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杆菌发酵对何首乌抗氧化成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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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后主要抗氧化成分及其对肝癌细胞抗增殖作用效果的变化，为进一步

研究何首乌发酵炮制方法及开发何首乌产品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将生何首乌用枯草杆菌发酵处理后，测定生品和

发酵品的游离型蒽醌、结合型蒽醌和总多酚含量等成分的变化，并对比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对肝癌细胞HepG2抗增

殖作用的变化。【结果】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总游离型蒽醌含量分别为1.56和1.60 mg/g，总结合型蒽醌含量分别为

1.24和0.79 mg/g，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后结合型蒽醌含量极显著下降（P<0.01，下同）。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水提

取液的总多酚含量分别为44.88和74.01 mg/g，乙醇提取液的总多酚含量分别为61.84和93.86 mg/g，何首乌经枯草杆

菌发酵后总多酚含量极显著增加。0.025 g/L何首乌生品对肝癌细胞HepG2作用24 h后的细胞抑制率为4.2%，0.25 g/L

何首乌生品对肝癌细胞HepG2作用72 h后的细胞抑制率为-11.1%（负值表示促进细胞生长），即随着何首乌生品浓度

增加和作用时间延长，其对肝癌细胞生长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经枯草杆菌发酵后，0.025 g/L何首乌发酵品对

肝癌细胞HepG2作用24 h后的细胞抑制率为9.9%，0.25 g/L何首乌发酵品对肝癌细胞HepG2作用72 h后的细胞抑制率

为20.9%，即随着何首乌发酵品浓度增加和作用时间延长，其对肝癌细胞HepG2有明显的抗增殖效果。【结论】枯草杆

菌发酵可降低何首乌的毒性，增强其对肝癌细胞HepG2的抗增殖作用，表明使用枯草杆菌发酵何首乌的炮制方法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炮制减毒方法，对开发相应何首乌炮制品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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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fermented by Bacillus
subtilis on main antioxidant ingredient contents and anti-

proliferation effects on hepatoblastoma cells
FAN Qiong1，2，ZHAO Min1，2，KIM Myung-kon3，HAN Bing-jun1，2

（1Testing and Analysis Center，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Haikou 571101，China；2Hai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and Safety for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Haikou 571101，China；3Depart-

ment of Food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Jeonju-si，Jeollabuk-do 570-752，Kore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main antioxidant ingredients and inhibition effects on hepatoblas-
toma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PM）after fermentation by Bacillus subtilis（BPM），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
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PM fermentation method and exploring the PM fermentation products.【Method】After fer-
mented by B. subtilis，changes of free anthraquinone，conjugated anthraquinone components and total polyphenol content
in PM and BPM were determined，and changes of inhibition effects on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 of PM and BPM were
also investigated.【Result】In PM and BPM，free anthraquinone content were 1.56 and 1.60 mg/g，conjugated anthraqui-
none in PM and BPM were 1.24 and 0.79 mg/g. After fermentation，conjugated anthraquinone in BPM were decreased ex-
tremely significantly（P<0.01，the same below）. The total polyphenol of PM and BPM water extract were 44.88 and 74.01
mg/g respectively，ethanol extract of PM and BPM were 61.84 and 93.86 mg/g respectively，it indicated that after fermen-
tation by B. subtilis，the total polyphenol content were increased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0.025 g/L PM extract showed
4.2% inhibition to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after 24 h，0.25 g/L PM extract showed -11.1% inhibition to hepatobla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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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何首乌为蓼科植物何首乌［Polygo-

num multiflorum Thunb（PM）］的干燥块根，主要成

分包括蒽醌类、二苯乙烯苷类、黄酮类、酚类和磷脂

类等，其中二苯乙烯苷类和蒽醌类为主要成分（任红

微等，2018）。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两者功

效不同，生首乌具有解毒、润肠通便等功效，制首乌

具有乌须发、补肝肾、益精血等功效，临床上多采用

制首乌入药（Xu et al.，2009；石聪等，2011）。然而，

自20世纪末期开始，国内外不断出现服用生何首乌

及含何首乌制剂导致肝损伤的研究报道（张栩等，

2000；Panis et al.，2005；徐静等，2009；宋鑫等，

2019）。何首乌中的蒽醌类大黄素及大黄素甲醚目

前被认为是导致肝细胞损伤的主要物质（张瑞晨等，

2012；汪祺等，2016），蒽醌类分为结合型和游离型蒽

醌，其中结合型蒽醌成分是致泻和肝毒性的主要成

分，游离型蒽醌类物质则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孙桂

波等，2008；Yu et al.，2012）。因此，寻找一种可降低

结合型蒽醌含量、降低何首乌毒性及提高何首乌抗

氧化效果的新型炮制方法，对何首乌的临床使用及

再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传统的何首

乌炮制方法有九蒸九晒、黑豆汁制和清蒸炮制等，何

首乌经传统炮制后毒性虽有所降低，但其抗氧化性

成分含量也相应降低（刘世琪等，2013）。发酵炮制

是一种新型炮制方法，是选用特定微生物定向发酵

炮制何首乌，可促进中药破壁及有效成分的溶出，且

条件温和，在保证有效成分稳定的同时能减少有毒

成分，比传统炮制方法更加安全可靠（刘鑫等，

2017）。研究证实，微生物发酵是何首乌减少肝毒性

的新型炮制方法（林艳等，2018），目前国内外已有不

少关于利用米根霉、黑曲霉、红曲霉、乳酸杆菌和枯

草杆菌等微生物对何首乌发酵炮制的研究。杜晨晖

等（2008）研究发现，米根霉和菌株YMS-006可降解

何首乌中的蒽醌类成分，而不破坏抗氧化、抗衰老活

性物质二苯乙烯苷。Yu等（2012）选用米根霉发酵何

首乌，结果表明发酵后不仅保留了何首乌的抗氧化

活性，还降低了生何首乌的致泻作用。范琼和金明

坤（2014）采用乳酸杆菌发酵何首乌，结果表明，发酵

后何首乌的总多酚和类黄酮含量均增加，DPPH自由

基清除和抗亚硝酸盐清除效果明显增加。邓强等

（2015）研究发现，虫草真菌发酵何首乌后，其结合型

蒽醌含量降低，游离型蒽醌成分提高。谢炎福等

（2015）选用红曲霉对何首乌进行双向发酵，结果表

明发酵后何首乌结合型蒽醌降低，其药用价值得到

提高。此外，Yousef等（2020）研究发现，枯草杆菌发

酵酸枣仁可促进多糖生产，进而提高酸枣仁的抗肿

瘤抗癌生理活性。【本研究切入点】枯草杆菌是一类

对人体安全的微生物，进入人体后可抑制致病菌，提

高人体细胞免疫功能（王金斌等，2014）。本课题组

前期研究发现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后其抗氧化

性、抑制黑色素及抗高血压等生理活性明显提高（范

琼等，2019），初步验证了枯草杆菌发酵何首乌具有

可行性，但枯草杆菌发酵对何首乌结合型和游离型

蒽醌、多酚类含量等抗氧化性成分及其抗癌抗肿瘤

生理活性变化的影响尚不明确。【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研究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后主要抗氧化成分

的变化，并探讨何首乌不同抗氧化成分变化与抗肝

癌细胞增殖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研究何首乌发酵炮

制方法及开发何首乌产品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用何首乌为韩国产，经韩国全北大学药学

院鉴定为蓼科植物何首乌的干燥根。儿茶酸标准品

（批号：110809 - 201205）、大黄素标准品（批号：

110756-201610）、大黄素甲醚标准品（批号：110758-

201611）、大黄酚标准品（批号：110796-201615）和大

范琼等：枯草杆菌发酵对何首乌抗氧化成分及肝癌细胞抗增殖作用的影响

ma HepG2 cells after 72 h（negative number meaned growth promotion），it indicated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
tion and time，the effect of PM on the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changed from inhibition to promotion. And after fer-
mentation by B. subtilis，0.025 g/L BPM extract exhibited 9.9% inhibition to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after 24 h，0.25
g/L BPM extract exhibited 20.9% inhibition to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after 72 h，it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tion and time，BPM had an obvious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 on the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Conclu-
sion】These results show that fermentation by B. subtilis can reduce toxicity of PM and increase the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s on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which indicates that fermentation using B. subtilis can be helpful for the utiliza-
tion of the BPM preparation method as a new potential procedure to process PM and reduce toxicity.

Key words：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Bacillus subtilis；fermentation；anthraquinone；anti-proliferation of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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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酸标准品（批号：110757-201506）购自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碘化丙啶（PI）MTT购自美国Sigma公

司；磷酸盐缓冲液（PBS）和二甲基亚砜（DMSO）

购 自美国 Fisher 公司；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MEM）培养基和胎牛血清（FBS）胰蛋白酶购自美国

GIBCO公司；肝癌细胞HepG2购自韩国首尔大学细

胞库。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试验仪器设备：Waters 600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配有可变波长紫外检测器（美国Waters公司）；UV-

1601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Shimadzu公司）；旋

转蒸发仪EYELA N1000（日本东京理化公司）；冷冻

干燥机（韩国Inchun公司）；Supra 21K高速离心机

（韩国Inchun公司）；SANYO MCO-18AIC恒温二氧

化碳培养箱（日本三洋公司）；Spoctra Max190型酶

标仪（Molecular Devices公司）；生物安全柜（美国

Thermo Fisher公司）；Nikon ECLIPSE TE2000-S显

微镜（Nikon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样品发酵方法 将生何首乌洗净切片后

60 ℃烘干，粉碎过100目筛，作为何首乌生品待用。

称取500 g何首乌生品粉末加入500 mL蒸馏水，充分

混匀后，放入高压灭菌锅内121 ℃灭菌10 min，冷却

后接种2.50 mL枯草杆菌液，发酵72 h后，用冷冻干

燥机将何首乌发酵溶液冷冻干燥12 h，粉碎过100目

筛，作为何首乌发酵品待用。

1. 2. 2 样品提取液制备

1. 2. 2. 1 乙醇提取液 取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粉

末各5 g，加入50 mL 70%乙醇，静置24 h，离心过滤，

滤液用旋转蒸发仪蒸干后用70%乙醇溶解定容补足

至50 mL，所得滤液即为何首乌生品和何首乌发酵

品乙醇提取液。

1. 2. 2. 2 水提取液 取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粉末

各5 g，加入50 mL去离子水，在85 ℃水浴中回流5 h，

离心过滤，滤液用旋转蒸发仪蒸干后用蒸馏水溶解

定容补足至50 mL，所得滤液即何首乌生品和何首

乌发酵品的水提取液。

1. 2. 3 细胞系及培养条件 选用状态良好的对数生

长期肝癌细胞HepG2，在含10% FBS的MEM HEPES

完全培养基中，37 ℃、5% CO2及饱和湿度下进行常

规培养，隔天更换1次营养液。

1. 2. 4 何首乌蒽醌含量测定

1. 2. 4. 1 RP-HPLC色谱条件 美国Halo C18色谱

柱（4.6 mm×100 mm I.D.，2.7 µm）；流动相：甲醇∶水∶

磷酸=750∶250∶0.001；检测波长：254 nm；柱温：

30 ℃；流速：0.5 mL/min；进样量：10 µL。

1. 2. 4. 2 供试液制备 精确称取0.5000 g何首乌

生品和发酵品粉末，加入70%甲醇25 mL，超声提取

30 min，将提取液过滤后蒸干。于蒸干残渣中加入

10 mL水和2 mol/L硫酸，后加入10 mL氯仿提取，共

加入3次，合并每次氯仿提取液，蒸干，加入甲醇

5 mL，得游离型蒽醌类供试溶液；水层提取液加入

0.6 mL浓硫酸和10 mL氯仿，在80 ℃水浴中回流2 h，

再用氯仿提取3次，每次10 mL，合并所有氯仿提取液，

蒸干，加入甲醇5 mL，即得结合型蒽醌类供试溶液。

1. 2. 4. 3 标准曲线制备 将标准品大黄素、大黄

素甲醚、大黄酚和大黄酸分别溶解于甲醇中，稀释成

不同浓度（150、75、37.5、18.75和9.375 µg/L），分别吸

取10 µL，注入液相色谱仪。以峰面积积分值对含量

做线性回归，得其回归方程，大黄素：y=18303700x-
79061.2，大黄素甲醚：y=11864400x-40955.4。

1. 2. 5 总多酚含量测定 以总多酚中的儿茶素计

算，配制1000 mg/L儿茶素标准溶液：准确称取0.100 g

儿茶素标准品，甲醇溶解，定容到100 mL；吸取标准

溶液0、1.5、2.5、5.0、7.5和10.0 mL定容到50 mL。吸

取上述标准溶液各0.1 mL，各加入1 mL 2%碳酸钠

溶液和0.1 mL Folin酚显色剂，混匀后在30 ℃下水

浴0.5 h后，在750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值。标准曲线

回归方程为y=0.00978x+0.02724，x为儿茶酚含量

（mg），y为吸光值，R2=0.9998，线性良好。何首乌提

取液总酚含量：取1.2.2.1和1.2.2.2何首乌生品和发酵

品的乙醇提取液和水提取液各0.1 mL，依照上述方

法测定后，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提取液中的总多酚

含量。

1. 2. 6 样品对肝癌细胞HepG2的抗增殖作用 肝

癌细胞HepG2在MEM HEPES培养基下培养，以2×

104个/孔分别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加入单

细胞悬液180 μL，培养板外围四周的孔不加细胞悬

液，加入180 μL DMSO作空白对照。培养24 h后加

入20 μL样品水提取液，使发酵何首乌和生何首乌的

浓度为0.025、0.05、0.15和0.25 g/L，每个浓度平行做

6孔，重复3次。分别培养24、48和72 h后弃去培养

液，每孔加入新鲜配制的5 g/mL MTT液10 μL，继续

培养4 h后弃去上清液，加入200 μL DMSO后振荡

1 min，在酶标仪550 nm波长处读取吸光值（OD），计

算细胞抑制率。

细胞抑制率（%）=（1-A
B）×100

式中，A为样品加药的吸光值，B为1% DMSO空

白对照的吸光值。

1. 2. 7 细胞形态学观察 倒置显微镜下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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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细胞HepG2分别在50 μg/mL何首乌生品和发酵

品水提取物作用48 h下的细胞形态变化并摄影。

1. 3 统计分析

每个样品重复3次，所有数据用x±SD表示。采

用Excel 2007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的蒽醌类含量

由表1可知，何首乌中的蒽醌成分主要是大黄

素和大黄素甲醚。何首乌生品中游离型大黄素和大

黄素甲醚含量分别为1.00和0.56 mg/g，何首乌发酵

品中游离型大黄素和大黄素甲醚含量分别为1.33和

0.27 mg/g，发酵品中的总游离型蒽醌含量（1.60

mg/g）极显著高于何首乌生品（1.56 mg/g）（P<0.01，

下同）。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中结合型大黄素含量

分别为1.01和0.71 mg/g，结合型大黄素甲醚含量分

别为0.23和0.08 mg/g，何首乌经发酵后结合型大黄

素和结合型大黄素甲醚含量均低于生品，导致何首

乌发酵品中结合型蒽醌含量（0.79 mg/g）极显著低

于何首乌生品（1.24 mg/g）。

2. 2 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的总多酚含量

从表2可看出，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水提取液

的总多酚含量分别为44.88和74.01 mg/g，70%乙醇

提取液的总多酚含量分别为61.84和93.86 mg/g，何

首乌发酵品水提取液和乙醇提取液的总多酚含量均

高于何首乌生品，且差异极显著。

2. 3 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对肝癌细胞HepG2的

抑制率

由表3可知，何首乌生品在低浓度（0.025 g/L）、

短时间（24 h）作用下对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作用

最强，其细胞抑制率为4.2%。同一时间条件下随着

浓度增加，或同一浓度条件下随着作用时间延长，何

首乌生品对肝癌细胞HepG2的细胞抑制率均逐渐降

低甚至变为负值（负值表示促进细胞生长），表明何

首乌生品对肝癌细胞HepG2生长的作用均由抑制转

变为促进（或促进作用逐渐增强）。由表4可知，何首

乌发酵品在低浓度（0.025 g/L）、短时间（24 h）作用

下对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作用最弱，其细胞抑制

率为9.9%。与何首乌生品相比，何首乌发酵品在相

同条件下对肝癌细胞HepG2抑制率的变化趋势相

何首乌生品浓度（g/L）
Concentration of P. multiflorum

空白组 Blank group
0.025
0.05
0.15
0.25

24 h
OD

0.661±0.008
0.633±0.009
0.656±0.007
0.664±0.009
0.672±0.002

抑制率（%）Inhibition

4.2aA（aA）
0.8aA（bB）
-0.5aA（cC）
-1.7aA（dD）

48 h
OD

0.639±0.016
0.616±0.020
0.646±0.005
0.652±0.022
0.670±0.024

抑制率（%）Inhibition

3.7bB（aA）
-1.0bB（bB）
-2.0bB（cC）
-4.9bB（dD）

72 h
OD

0.571±0.022
0.581±0.004
0.585±0.006
0.589±0.005
0.634±0.007

抑制率（%）Inhibition

-1.8cC（aA）
-2.4cC（bB）
-3.1cC（cC）

-11.1cC（dD）

样品名称
Sample

何首乌生品 P. multiflorum
何首乌发酵品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

总多酚含量 Total polyphenol content
水提取液 Water extract

44.88±0.41
74.01±0.29**

70%乙醇提取液 70% ethanol extract
61.84±0.32

93.86±0.27**

样品名称
Sample

何首乌生品 P. multiflorum
何首乌发酵品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

游离型蒽醌 Free anthraquinone content
大黄素
Emodin

1.00±0.01
1.33±0.01**

大黄素甲醚
Physcion
0.56±0.01

0.27±0.01**

总量
Total amount

1.56±0.02
1.60±0.02**

结合型蒽醌 Conjugated anthraquinone content
大黄素
Emodin

1.01±0.01
0.71±0.01**

大黄素甲醚
Physcion
0.23±0.01

0.08±0.01**

总量
Total amount

1.24±0.02
0.79±0.02**

表 1 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的蒽醌类成分含量（mg/g）
Table 1 Anthraquinone content of P. multiflorum and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s（mg/g）

*和**分别表示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同一成分间差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P<0.01）。表2同
* indicated the differences was significant（P<0.05）between the same ingredient of P. multiflorum and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s，and ** indi-
cated the differences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表 2 何首乌生品和发酵品中的总多酚含量（mg/g）
Table 2 Total polyphenol of P. multiflorum and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s（mg/g）

表 3 MTT法测得不同时间、不同浓度下何首乌生品对HepG2的细胞抑制率（n=4）
Table 3 Inhibition effects of P. multiflorum on HepG2 growth at different times and concentrations using MTT method（n=4）

括号外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行数据差异极显著（P<0.01），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行数据差异显著（P<0.05）；括号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列数据差
异极显著（P<0.01），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数据差异显著（P<0.05）. 表4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 outside the bracket represented that data of the same row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 outside the bracket represented that data of the same row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 in the bracket showed da-
ta of the same column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 in the bracket showed data of the same column ha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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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即同一时间条件下随着浓度增加，或同一浓度条

件下随着作用时间延长，何首乌发酵品对肝癌细胞

HepG2的细胞抑制率均逐渐增强。表明何首乌生品

在高浓度长时间作用下会对肝癌细胞产生促进作

用，但经枯草杆菌微生物发酵后则可抑制肝癌细胞

生长。

2. 4 细胞形态学观察

倒置显微镜下对肝癌细胞HepG2的形态进行观

察，发现在何首乌生品水提取物作用下培养48 h后，

肝癌细胞HepG2形态变化不明显，相邻细胞连接成

片，形态舒展，细胞核大且明显（图1-A）；在何首乌发

酵品水提取物作用下培养48 h后，肝癌细胞HepG2

明显收缩变小，与周围细胞分离，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图1-B）。表明何首乌发酵品对肝癌细胞HepG2增

殖确实起到了抑制作用。

3 讨论

蒽醌化合物是一类具有抗菌抗肿瘤活性的物

质（李敏等，2018），其中结合型蒽醌具有泻下作用，

易引起腹痛、恶心等反应，是何首乌致泻和肝毒性的

主要成分，游离型蒽醌类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本

研究分析了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前后蒽醌含量的

变化，结果表明何首乌经枯草杆菌发酵后结合型蒽

醌含量降低，游离型蒽醌含量增加，与谢炎福等

（2015）研究得出的通过微生物发酵可水解结合蒽醌

中糖苷键，转化为无毒性游离蒽醌的结果一致。郜

丹等（2017）研究发现，大黄素甲醚是何首乌导致肝

毒性的主要毒性成分之一。本研究发现何首乌经枯

草杆菌发酵后游离型和结合型大黄素甲醚含量均降

低，毒性下降，而游离型总蒽醌含量的增加则会促进

其抗氧化性效果。同时，多酚有较强的抗氧化和清

除自由基能力，具有抗肿瘤、抗老化、抗辐射等生理

活性（王立峰等，2013）。本研究中何首乌经枯草杆

菌发酵后总多酚含量明显增加，进一步增强了何首

乌抗氧化抗癌的生理活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浓度的何首乌生品对肝癌

细胞增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达到一定浓度和时

间后，何首乌生品表现出促进肝癌细胞生长的作用，

尤其是有肝病基础上会促进肝癌细胞的生长从而引

起相关性肝损伤，与徐静等（2009）研究口服何首乌

致肝毒害的结果相符，也验证了张瑞晨等（2012）研

究得出何首乌中大黄素及其他蒽醌类物质在一定高

剂量浓度下具有肝毒性的结果。何首乌经枯草杆菌

发酵后对肝癌细胞HepG2抗增殖作用变强，且随着

浓度增加和作用时间延长，抗增殖效果更明显，其原

因可能与蒽醌类物质和总多酚等抗氧化性成分发生

变化有关。

目前，虽已有许多关于何首乌肝毒性的研究，

但肝毒性成分和肝毒性机制相关研究较少（林艳等，

2018）。本研究发现何首乌生品中结合型蒽醌含量

较高，高浓度长时间作用下可促进肝癌细胞生长，而

何首乌发酵品中的结合型蒽醌降低，多酚含量提高，

对肝癌细胞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步推断结合

型蒽醌含量降低及总多酚含量增加均与肝癌细胞

HepG2抗增殖效果有密切关系，结合型大黄素和大

黄素甲醚为何首乌肝毒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本研

究只针对性探讨了何首乌蒽醌类和多酚类物质的变

表 4 MTT法测得不同时间、不同浓度下何首乌发酵品对HepG2的细胞抑制率（n=4）
Table 4 Inhibition effects of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s on HepG2 growth at different times and concentrations using MTT
method（n=4）

何首乌发酵品浓度（g/L）
Concentration of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

空白组 Blank group
0.025
0.05
0.15
0.25

24 h
OD

0.571±0.022
0.514±0.012
0.509±0.011
0.503±0.020
0.497±0.011

抑制率（%）
Inhibition

9.9bB（dD）
10.8bB（cC）
12.0cC（bB）
12.9cC（aA）

48 h
OD

0.640±0.030
0.538±0.020
0.531±0.020
0.528±0.023
0.520±0.025

抑制率（%）
Inhibition

15.8aA（cC）
17.0aA（bB）
17.4bB（bB）
18.7bB（aA）

72 h
OD

0.661±0.011
0.556±0.003
0.549±0.003
0.536±0.008
0.523±0.010

抑制率（%）
Inhibition

15.9aA（dD）
17.0aA（cC）
19.0aA（bB）
20.9aA（aA）

图 1 何首乌生品（A）和发酵品（B）作用48 h对肝癌细胞
HepG2形态的影响

Fig.1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pG2 liver cancer cells after
48 h culture in P. multiflorum（A）and P. multiflorum
fermented products（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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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否还有其他化学成分综合影响何首乌的细胞

损伤及其抗癌效果还需深入研究。

4 结论

枯草杆菌发酵可降低何首乌的毒性，增强其对

肝癌细胞HepG2的抗增殖作用，验证了结合型蒽醌

含量与肝毒性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何首乌微生

物枯草杆菌炮制的减毒机制，表明使用枯草杆菌发

酵何首乌的炮制方法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炮制减毒方

法，对开发相应何首乌炮制品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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