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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头菌或称猴头菇 Hericium erinaceus

（Bull.）Pers 是一种药食两用菌，性平、味甘，

能利五脏、助消化、滋补和抗癌[1]。药理和临床

研究表明，猴头菌对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胃

溃疡等多种消化系统疾病有较好疗效，同时，

还具免疫调节、抗肿瘤、降血糖、降血脂以及

保护神经的功能。猴头菌的主要活性成份有多

糖、多肽、糖肽等物质。本文以万方数据医药

信息系统、维普信息资源系统和美国 Medline

等数据库检索资料为基础，综述了自 2000 年

以来有关猴头菌及其菌丝提取物的药理与临床

研究进展。 

1 药理作用 

1.1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文献[2]观察了猴头菌提取物颗粒治疗慢性

萎缩性胃炎（CAG）的临床疗效，治疗 6 个月

后复查，临床总有效率为 93.8%，治疗中未发

现不良反应，服药后血细胞、肝肾功能无异常。

应用猴头菌提取物颗粒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也

取得了类似的临床试验结果[3]。对猴头菌提取

物颗粒（商品名：谓葆，山西康欣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治疗重度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进

行评估，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口

服强的松、柳氮磺胺吡啶（SASP）、谓葆于饭

前 30min 温水冲服；对照组口服强的松、SASP。

3 个月为 1 疗程，分别从症状和内窥镜下对两

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治疗组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4]。文献[5]观察了猴头菌提取物

颗粒（谓葆）预防胃、十二指肠溃疡复发的临

床疗效，将 80 例住院和门诊溃疡痊愈患者随

机均分为猴头菌提取物颗粒治疗组和法莫替丁

组，分别口服提取物颗粒和法莫替丁，每月服

用 7d，定期随访，持续 6 个月。结果表明，长

期口服猴头菌提取物颗粒和法莫替丁均能显著

降低溃疡的复发，治疗组胃、十二指肠溃疡复

发率 7.5%，与法莫替丁组（12.5%）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将 300 例消化性溃疡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猴头菌颗粒与质子泵抑

制剂潘托拉唑联合用药）和对照组（单用潘托

拉唑）。结果表明，联合用药组治愈率 89%，

总有效率 99%；对照组治愈率 77%，总有效率

91%，两组治愈率、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0.05）。联合用药组在缓解腹痛、

腹胀等症状方面也显著优于对照组[6]，采用猴

头菌颗粒、胶体果胶铋、羟氨苄青霉素和克拉

霉素四联合用药治疗消化性溃疡 51 例；对照

组采用奥美拉唑、羟氨苄青霉素和克拉霉素三

联合用药治疗消化性溃疡 50 例。结果显示，

治疗组对消化性溃疡的治愈率为 96.1%、对照

组为 92.0%；治疗组对幽门螺杆菌（Hp）的根

除率为96.1%，对照组为 92.0%，两组都有效，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7]。对 29 例

儿童腹痛患者给予谓葆猴头菌颗粒治疗，tid，

每次 3g，疗程 4 周，并以硫糖铝片治疗 29 例

作为对照，比较其疗效。谓葆猴头菌颗粒治疗

儿童腹痛的疗效肯定，治愈 17 例、显效 11 例、

无效 1 例；对照组治愈 9 例，显效 12 例、无

效 8 例，两组比较 P＜0.01[8]。选择确诊的慢

性胃炎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 60 例，分别采用

猴头菌片和养胃冲剂治疗 60d，猴头菌片对慢

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总体疗效的有效率 达

87.5%，对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 88.89%、84.62%[9]。有研究认为，猴

头菌对胃肠道系统疾病治疗的作用机理是猴头

菌中所含的氨基酸和多糖成份对胃黏膜上皮的



再生和修复起重要作用，还能增强胃黏膜屏障

机能[10]。 

1.2 抗肿瘤、抗突变及免疫增强作用 

  给予猴菇多糖治疗胃癌癌前病变患者，其

中，慢性萎缩性胃炎（CAG）伴肠上皮化生（M）

患者 20 例、CAG 伴异型增生（DYS）患者 20

例。疗程 6 个后，20 例 CAG 伴 M 组中 12 例

肠上皮化生消失，20 例 CAG 伴 DYS 组中 8 例

异型增生消失；Bcl-2 表达量（荧光指数 FI）减

少，治疗前后 FI 阳性率有显著差异（P＜0.05），

说明猴菇多糖对胃癌癌前病变有较好的临床疗

效[11]。通过 Ames 试验发现，猴头菌子实体、

菌丝体的醇提物和水提物均有显著的抗突变活

性。同时，加热后其抗突变活性大大降低，推

测其抗突变物质对热敏感[12]。从猴头菌液体培

养物中提取的多糖具有抗肿瘤和免疫增强活性，

用摇瓶发酵培养猴头菌和假猴头菌 Hericium 

laciniatum，分别得到分子量大于 105kDa 的

多糖，其中，猴头菌多糖主要由葡萄糖组成，

而假猴头菌多糖主要由半乳糖组成，两种多糖

均有抗 ICR 小鼠肺转移肿瘤和免疫增强活性（P

＜0.05）。前者的活性优于后者，两种多糖均可

增加 T 细胞和巨嗜细胞的数量[13]。文献[14]选择

猴头菇、香菇、茯苓 3 种真菌的多糖，配以葡

萄籽多酚和甘草酸，制成复合多糖，研究复合

真菌多糖对小鼠 S180 肉瘤的抑制作用和对荷

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复合多糖荷瘤组和香菇多糖荷瘤组的瘤重、瘤

体比与荷瘤模型组相比均显示出瘤重减轻、瘤

体比减小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复合多糖组的

抑瘤率明显大于香菇多糖组（P＜0.05）。提示

复合真菌多糖是通过提高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的。此外，文献[15]曾研究了猴头菌多糖

的分离纯化及活性，得到的精品多糖可明显增

强细胞因子 IL-2 的生物活性。 

1.3 对糖脂代谢紊乱的影响 

  文献[16]以常规降糖药物格列本脲为阳性

对照，比较猴头菌丝多糖各剂量与格列本脲的

降血糖效果。结果表明，猴头菌丝多糖对四氧

嘧啶型高血糖模型小鼠具有降血糖作用，效果

优于格列本脲，且对糖尿病小鼠的胰腺具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文献[17]从液体培养的猴头菌培

养物中得到分子量在 40kDa 以下的胞外生物

聚合物（总糖占 91.2%、蛋白占 8.8%），研究

了该聚合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血脂的影响，发现

其具有降血脂活性且降脂效果具有量效关系。

在剂量为 200mg／kg 时能显著降低血浆中总

胆固醇（32.9%）、LDL 胆固醇（45.4%）、甘油

三酯（34.3%）和磷脂（18.9%）、动脉硬化指

数（58.7%）及肝脏 HMG-CoA 还原酶活性

（20.2%）。与对照相比，该生物聚合物增加了

血浆 HDL 胆固醇水平。 

1.4 对神经系统的作用 

  包裹神经轴突的髓鞘具有支持、保护、滋

养和绝缘等功能，髓鞘结构损伤将导致神经系

统严重疾病。文献[18]研究了猴头菌提取物对培

养的小脑细胞和髓鞘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

猴头菌提取物可使髓鞘形成比对照提前且效率

提高，但未观察到不良反应，说明猴头菌提取

物可促进培养的小脑细胞正常发育并可调节髓

鞘发生过程。神经营养因子对于神经元正常功

能的发挥是必不可少的。神经营养因子样物质

或其诱导剂有希望被应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疾

病，如 Alzheimer’s 病。文献[19]研究了猴头菇、

白灵菇 Pleurotus eryngii、灰树花 Grifola 

frondosa 和巴西蘑菇 Agaricus blazei 的乙醇

提取物对人星形细胞瘤 1321N1 细胞株神经生

长因子（NGF）基因表达的影响，4 种蘑菇提

取物中只有猴头菇提取物能以剂量依赖方式促

进 NGF mRNA 表达并能增强 1321N 1 细胞

分泌 NGF 蛋白。另外，用 ddY 小鼠进行体内试

验也得到类似结果。研究还提示，猴头菌含有的

活性化合物通过活化 JNK 途径刺激 NGF 合成，

而 这 些 化 合 物並非 以 前 报 道 的 猴 头 菇 素

（hericenones）。文献[20]采用基于修订的长谷

川痴呆量表（HDS-R）的认知功能评分，用双



盲、平行试验方法研究了口服猴头菌片对 50～

80 岁、轻度认知障碍的日本患者的疗效。经过

2 周的预试验，30 位受试者被平均分成两组，

实验组口服猴头菌片，tid，每天 4 片，疗程 16

周，对照组口服安慰剂。试验结束再观察 4 周。

与对照组比较，在第 8、12、16 周时，猴头菌

组的认知功能评分显著增加，提示猴头菌在改

善轻度认知障碍方面有效。但在停药后的第 4

周猴头菌组的认知评分则比以前明显下降。 

2 讨 论 

  猴头菌及其菌丝提取成分具有多种生物活

性，包括保护胃肠黏膜和促进黏膜修复与再生、

抗肿瘤、抗突变、增强免疫、保护神经系统及

促进认知功能、调节糖脂代谢紊乱等。其活性

成分包括猴头菌多糖、糖蛋白以及其它小分子

化合物等。猴头菌制剂在临床上已被广泛用于

治疗胃肠道消化系统的疾病，在治疗胃癌癌前

病变和作为治疗肿瘤辅助用药方面也有较好的

疗效。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如 Alzheimer’s

病、认知功能障碍）和糖脂代谢紊乱疾病（如

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方面也有潜在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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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持续暴露在活性氧与促氧化剂

中时，很容易引起机体组织产生氧化应激，

导致代谢性功能紊乱及一系列的慢性疾

病[1]。食用一些富含具有抗氧化活性物

质的功能性食品可以减轻机体组织氧化

应激或预防损伤。一些合成抗氧化剂与天

然抗氧化剂相比，尽管具有很强的清除自

由基活性，但同时也具有强的毒副作用，

因此人们倾向于从自然界中寻求更安全

的 抗 氧 化 剂 。 LEE 等 [2] 从 桦 褐 孔 菌

（Inonotus obliquus）中分离到一些具有

较强活性的抗氧化成分（多酚类化合物）。

MAU 等[3]研究表明，灵芝（Ganoderma 

lucidum）是很好的天然抗氧化剂。同为食

用菌的猴头菌(Hericium erinaceus）是著

名的药膳两用真菌，具有抗溃疡、抗炎症、

抗肿瘤、抗衰老、抗疲劳、提高机体耐缺

氧能力、增加心肌血液输出量、加速机体

血液循环、降血糖、保肝护肝和降血脂、

降血压等作用[4]。笔者通过对猴头菌子

实体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总还原力、清

除 ·OH 、 2,2- 二 苯 基 -1- 苦 肼 基 自 由 基

（DPPH·）及 O2-·自由基的研究，旨在为

其在医药保健方面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猴头菌（H. erinaceus）子实体由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提供。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柠檬酸、Na2HP04、NaH2 PO4、六氰合铁酸

钾（铁氰化钾）、醋酸、三氯化铁、维生素 C、

FeSO4·7H2O、30％H2O2 溶液、水杨酸、无水乙

醇、95％乙醇等（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DPPH（美国 Sigma 公司），实验用水（娃哈哈

纯净水）； infinite M200 PRO 酶标仪（瑞士

TECAN 公司）；UVmini-1240 分光光度计（日

本 SHIMADZU 公司）。 

1.3 提取物的制备 

1.3.1 水提物：干燥猴头菌子实体，用粉碎机粉

碎，称取 50g 粉末，加 1L 蒸馏水超声 20min，

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反复 3 次，合并浓缩液，

转至蒸发皿中，60℃水浴蒸干，备用。 

1.3.2 醇提物：同样称取 50g 猴头菌子实体粉

末，加 1L95％乙醇超声 20min，过滤，其它操

作步骤同 1.3.1。 

1.4 母液制备 

将 猴 头 菌 醇 提 物 和 水 提 物 配 制 成

20mg/mL，作为供试母液。 

维生素 C 作为阳性对照，称取一定量的维

生素 C 定容到浓度为 1mg/mL，作为对照母液，

避光 4℃保存。 

1.5 DPPH 溶液的配置 

  精密称取 19.7mg DPPH，用无水乙醇溶解

并定容于 250mL 容量瓶中，DPPH 浓度为 2 ×10-

4mol/L，避光 4℃保存。 

1.6 总还原力测定 

  按照参考文献[5]操作进行总还原力测定。 

1.7 OH 自由基清除活性测定 

以 SMIRONFF 等[6]的 Fenton 法为基础加

以改进，向试管中分别加入 2、4、6、8、10、12、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005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5 

14、18mg/mL 不同浓度样品 2mL，然后依次加

6mmol/L 的 FeSO4 溶液 2mL，2.4mmol/L 的

H2O2 溶液 2mL，摇匀，静置 10min，再加入

6mmol/L 的水杨酸溶液 2mL 摇匀，37℃水浴

30min，1016g 离心 10min，取上清液于 510 nm

处测吸光度（A）值，以维生素 C 作为阳性对照。 

清除率 S＝〔1－(Ai－Aj)/A0〕×100％ 

A0：以纯水替代样品的空白对照；Ai：反

应液的 A 值；Aj：以纯水替代水杨酸时提取液

自身的 A 值。 

1.8 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测定 

  采用 DPPH 分析法，根据参考文献[7,8]研究

方法加以改良，测定了提取物抗氧化活性。将

加入 1mL 的 2×10-4mol/L DPPH 无水乙醇溶液，

摇匀，避光放置 30min，于 517nm 处测定其 A

值，以维生素 C 作为阳性对照。 

清除率 S＝〔1－(Ai－Aj)/A0〕×100％ 

A0：以纯水替代抗氧化剂的 DPPH 溶液的

A 值；Ai：加了抗氧化剂后 DPPH 溶液的 A 值；

Aj：以无水乙醇替代 DPPH 溶液的抗氧化剂溶

液的 A 值。 

1.9 O2-·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采用改良的邻苯三酚自氧化法[9]。首先根

据下列公式计算邻苯三酚自氧化率。 

邻苯三酚自氧化率＝(A4min－A1min)/3 

A4min 为第 4 分钟的 A 值，A1min 为第 1 分

钟的 A 值。 

然后测定加样后邻苯三酚自氧化率：操作

方法同上，加入邻苯三酚前分别加入 2、4、6、

8、10、12、14、18mg/mL 不同浓度猴头菌水提

物、醇提物。计算加样后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

得出对 O2
-·的抑制率。 

抑制率＝〔（A0－Ai）/A0〕× 100％ 

A0：邻苯三酚自氧化率，Ai：加样后的邻

苯三酚自氧化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还原力大小 

在 2～18 mg/mL 范围内，水提物总还原力

很低，不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醇提物总还

原力随浓度的增加而升高，浓度为 18mg/mL 时

相当于 0.09mg/mL 维生素 C 的总还原力（图 1）。 

 

 

 

 

 

 

 

 

2.2 ·OH 自由基清除活性 

  猴头菌水提物在 2～10mg/mL 范围内

对·OH 自由基的清除率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加，

当浓度达到 10mg/mL 时，清除率为 99.03％。

而醇提物在一定浓度（2～18mg/mL）对·OH 的

清除率随浓度的增加几乎不变（图 2）。 

 

 

 

 

 

 

2.3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 

  随着维生素 C 浓度的增加，对 DPPH·清除

率增强。在试验浓度范围内，维生素 C 浓度与

DPPH·清除率呈现出良好的量效关系。猴头菌

水提物和醇提物对 DPPH·清除率在一定浓度范

围内具有很好的量效关系。水提物对 DPPH·清

除效果要明显高于醇提物，2mg/mL 的水提物

清除率高达 93.33％，而 2 mg/mL 的醇提物清

除率只有 36.85％（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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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2-·自由基清除活性 

在试验浓度 2～18 mg/mL 范围内，猴头菌

水提物和醇提物对 O2
-·的清除率随着提取物浓

度的增加而增加。水提物对 O2
-·的清除效果明

显要高于醇提物（图 4）。 

 

 

 

 

 

 

3 讨 论 

  1956 年 DENHAM HARMAN 提出衰老的

自由基学说，认为衰老过程中的退行性变化是

由于细胞正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的有害

作用造成的；机体中适量的自由基对细胞分裂、

分化、生长、消炎解毒等生理过程起积极作用，

但过量的自由基则会引起蛋白质变性、酶失活、

多糖降解、DNA 链断裂、生物膜结构损伤、细

胞解体乃至机体病变和死亡[10]。已有许多研究

指出，自由基和活性氧是细胞癌变的原始引发

机制[11,12]。在本研究中，笔者发现猴头菌子实

体具有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与早期中医的研

究结果相吻合，具有抗衰老、抗氧化等功效。

当机体内的自由基过量，食用猴头菌具有清除

一些自由基功能，降低其负面影响，从而使我

们机体更加健康。本实验中发现，猴头菌醇提

物显示出良好的总还原力，且总还原力大小与

浓度成正比；而水提物则显示出很低的总还原

力且不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水提物具有很好

的清除·OH、DPPH·和 O2
-·的活性，并且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清除率与其浓度成正比；在相同的

浓度下（2mg/mL），清除 DPPH·的能力最强，·OH

次 之 ， O2
-· 最 弱 。 醇 提物 具 有 很 好 的清 除

DPPH·的能力，且清除率与其浓度成正比；其次

为清除·OH；最差的为清除 O2
-·。从还原力和清

除自由基两个方面，猴头菌提取物在不同方面表

现出各自的活性，这可能与其所含不同的化学成

分有关，而猴头菌具体哪些成分与其总还原力及

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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