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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类中药”是中药宝库中的天然药物珍

贵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已成为探索、

发展新药的重要领域，如灵芝、云芝、香菇、

虫草等都是我国常见的极广的。“菌类中药”，

具有免疫调节、抗衰老等药效，而菌类中药中

只有安络小皮伞菌是唯一能治疗各种类型神

经痛的镇痛药，是经各省、市卫生、药政部门

批准已生产二十多年老菌类中药，也是唯一有

确切镇痛疗效的药用真菌，至今国外无此品种。 

目前市场上商品镇痛药物中除了对恶性肿

瘤和外科手术治疗的强镇痛药外，更常见的是

各种类型神经痛的镇痛药物，如三叉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偏头痛、麻风性神经痛，眶上神

经痛，面神经麻痹，腰肌劳损及风湿性关节炎

痛等患者，为现代社会的多发病，约占人口的

20%以上，尤其在坑道工作以及航海、纺织行

业中更是常见和较难治愈的疾病。常用的是非

类固醇类型的镇痛药(NSAED)如阿司匹林，布

洛芬，劳必得等能减轻痛楚，却导致胃溃疡和

肾功能降低的“雷氏综合症”。目前，国内外对

治疗上述各种类型的神经痛而毒副作用较小的

药物比较少见。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

重视，对安络小皮伞的开发有着巨大的市场价

值。 

自 1972 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对民间草

药“鬼毛针”(安络小皮伞)的止痛作用进行研究

以来，先后成功实现了菌体的人工培养(可不受

自然条件限制，批量生产，且工艺简单)，大规

模生产发酵和安络痛胶囊和药酒的研制，并于

1974 年投入用于临床。 

经临床近三十一年来的应用证实，对多

种类型神经痛和神经炎痛，如三叉神经痛、坐

骨神经痛、神经性头痛、中度或轻度麻风性神

经痛、面神经麻痹、偏头痛、腰肌劳损和风湿

性关节炎，均有较好的疗效，是对人体安全、

无毒副作用的镇痛和抗风湿药物，且对年老

体弱不宜手术者亦尤为合适。另一方面，安络

痛也不同于一般止痛药物，一旦起效，其疗效

就较一般止痛药稳定，维持止痛时间也较长。 

目前国内市场上，安络小皮伞多以单独

的片剂或药酒进行药用销售，但由于对有效

成分的研究还不确定，故尚未能建立有效地

质量控制标准，严重地影响了安络小皮伞临

床疗效和药品的销售。另一方面，由于对其镇

痛有效活性成分的基本化学组成等问题仍未

得到解决，长期以来也一直制约着该原料药

的开发利用。 

本研究将利用安络小皮伞菌具有纯天然无

药物依赖、副作用小、止痛时间长、疗效确切、

无明显毒性等优势，通过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筛选并确定安络小皮伞镇痛有效部位。同时，

通过对有效部位的定量分析，为建立安络小皮

伞镇痛有效成分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一定的

理论依据，从而保证安络小皮伞开发产品的临

床疗效，解决不同地区因发酵培养过程菌种变

异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 

安络小皮伞中镇痛有效部位含有的主要

成分为生物碱，以皮伞碱(3，3，5，5-四甲基

-4-哌啶酮)为指标成分，测定出安络小皮伞镇

痛有效部位中总生物碱的含量，以此为标准

优选出影响安络小皮伞药材总生物碱提取的

各因素及其水平，再通过正交试验及方差分

析优选出最佳工艺条件，为以后安络小皮伞

菌丝体的开发应用和工业化大生产提供可靠

的科学依据。 

依据安络小皮伞中镇痛有效部位所含的



主要成分为生物碱化合物的特性，对其总生

物碱的纯化方法选择大孔树脂吸附法，测定

出安络小皮伞上样液中的总生物碱含量，以

此为标准优选出影响大孔树脂富集纯化总生

物碱的各种因素条件，优选出安络小皮伞总

生物碱富集纯化的工艺条件及参数，为以后

安络小皮伞镇痛新制剂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

考依据。 

1 安络小皮伞的生物学特性 

安 络 小 皮 伞 (Marasmius androsaceus 

L.ex Fr. Fr)为我国传统的药用真菌，始载于《新

华本草纲要》，性温，微苦，归肝经，具有消炎、

止痛的功能。其别名鬼毛针、茶褐小皮伞、盾

盖小皮散、树头发等，属于担子菌纲、伞菌目

(Agaricales)、白蘑科(Tricholomataceae)、小

皮伞属(Marasmius)食药用真菌[1]；安络小皮

伞主要分布于我国吉林、辽宁、湖南、湖北、

广东等省，生长于深山密林，阴凉潮湿，近水，

酸性土上面的枯枝、腐木、落叶、竹林枯木或

竹枝上。安络小皮伞子实体群生或散生，菌盖

半球至近平展，中部脐状，具沟条，直径 0.5∽

2cm。膜质光滑，干燥，韧，茶褐至红褐色，

中央色深而薄。菌褐近白色，稀，长短不一，

直生至离生。菌索呈黑褐色至黑色，直 径

0.5mm∽1mm，最长的菌索长达 150cm 以上，

极似细铁丝或马鬃。孢子长方椭圆形，光滑，

无色，6∽9μmX3∽4.5μm。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安络小皮伞的营养价值很高，菌内含有的氨基

酸、糖类等成分可以作为食品和保健品的添加

成分，对人体的免疫力提高和抗衰老有一定的

作用，安络小皮伞的其它营养价值还处于正在

研究的阶段。 

2 安络小皮伞的药用价值 

2.1 增强免疫的作用 

白日霞[4]从安络小皮伞中分离、提取出一

种碱溶性多糖 R-1 及其降解多糖 R-2(R-2 是

一种水溶性较好的多糖)，将 R-1、R-2 用水制

成悬浮液，对小鼠进行腹腔注射，剂量 为

50mgkg-1.d-1，连续给药 5d，解剖测肝指数和

脾指数。结果发现碱溶糖 R-1 和水溶糖 R-2 均

可使小鼠肝指数、脾指数明显增加。 

2.2 抗小鼠肉瘤 S180 的作用 

研究者对安络小皮伞中提取出的碱溶多糖

R-1 及其降解多糖 R-2 抗肿瘤作用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R-1、R-2 均有抑制小鼠 S180 肉瘤

的作用。其中水溶性多糖 R-2 抗肿瘤作用较为

明确，以 10mg kg-1.d-1 和 5mg kg-1.d-1 的剂

量腹腔注射 R-2 对小鼠 S180 的抑瘤率可分别

达到 82.7%和 92.8%。并且发现将难溶于水的

碱溶性多糖 R-1 去侧链后，不仅水溶性增加，

抑瘤活性也明显增加，而且 R-1、R-2 的抑瘤

剂量以 0.5mg/kg 组比 10mg/kg 组效果好[4]。 

2.3 抗氧化作用 

王曦[5]等人用乙醇分级沉淀法对安络小皮

伞菌丝体粗多糖进行了分级沉淀。随着乙醇加

入倍数的增大，其分级产物对-OH 的清除能力

增强，当乙醇用量达 4 倍体积，产物浓度为

0.4mg/mL 时对-OH 的清除率可达 49.72%，

说明安络小皮伞多糖对-OH 有很强的清除作

用。并且乙醇分级的各级产物对-02-的清除作

用有所差异，当乙醇用量为 1 倍体积时，多糖

对-02-的清除率最大，为 42.22%。梁启明[6]对

安络小皮伞菌丝体纯化后的多糖其抗脂质过氧

化作用进行研究，研究中用硫代巴比妥酸(TBA)

法测定 EDTA-2Na+-Fe2+-H2o2 系统诱导大鼠

肝匀浆的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的含量，

结果提示各级醇沉的安络小皮伞菌丝体多糖对

脂质过氧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以 0.4 倍体积

沉淀多糖在糖浓度为 0.2mg/mL 时效果最佳，

达到 98%。 

2.4 镇痛作用 

安络小皮伞为我国民间传统的药用真菌，



具有止痛，消炎等功效，对三叉神经痛，坐骨

神经痛，面神经麻痹，偏头痛和风湿性关炎、

跌打损伤、骨折疼痛等均有较好的疗效。据广

东微生物研究所报道，该所生产的。安络痛胶

囊。和药酒，经临床验证 600 例，证明对三叉

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偏头痛、眶上神经痛、

面部神经麻痹、面肌痉挛及风湿性关节炎等均

有一定的疗效[9]。市售的”安络痛”和”安络解

痛片”，均由安络小皮伞制成。”安络痛”由菌

丝体经乙醇提取制成，而”安络解痛片”则由

菌丝体连同基质的粗提物制成[I]，临床上安络

痛的抗神经痛的药效为许多其他镇痛类药物所

不能比拟。 

3 安络小皮伞镇痛活性成分的研究 

安络小皮伞的乙醇提取部位已作为医药

“安络痛”生产。安络小皮伞作为工业原料，

主要是采用液体或固体发酵法人工培养。用甘

蔗渣、麸皮或米糠为基质进行固体培养，取菌

丝体连同基质干燥备用。目前已发现的化学成

分主要有甘露醇、胆甾醇醋酸酯、氨基酸、对

轻基肉桂酸、麦角固醇、生物碱及糖类和蛋白

类成分等[17-23]。其固体培养的菌丝可治疗多

种神经痛、风湿痛、神经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疾病，均取得显著疗效。以安络小皮伞为主

要原料制成的中成药痛宁、安络痛，很久以来

都是被广大患者所认可的镇痛疗效确切，效果

持久。 

安络小皮伞镇痛具有药效持续时间长的特

点，有报道提出水提醇沉物很可能是安络小皮

伞长效镇痛的有效部分[24-26]。市售的”安络痛”

和”安络解痛片”，均由安络小皮伞制成。”安

络痛”由菌丝体经乙醇提取制成，而”安络解

痛片”则由菌丝体连同基质的粗提物制成。安

络小皮伞中具有镇痛作用的物质有对经基肉桂

酸、三十碳酸、麦角固醇、萜内酯类化合物、

生物碱和皂甙等，它们都是醇溶性的物质。我

国市场上以安络小皮伞干菌体为原料制得的药

品有安络痛片对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风

湿性关节痛等显示出良好的疗效[27-29]，但对其

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方法及活性成分

的基本化学组成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一长期

以来一直制约着该原料药的开发利用。 

3.1 安络小皮伞镇痛有效部位的药效筛选 

3.1.1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反

应时间的影响 

选用 18∽22g 雌性小鼠 70 只，禁食 12 小

时，不禁水。热板温度(55 士 0.5)℃，将小鼠

放置于恒温热板上，小鼠受到热板刺激后出现

舔足反应，以小鼠舔足反应为痛反应指标，记

录从动物放入热板至受热刺激引起舔足反应的

时间(秒)作为痛反应闭值。预选痛阈值 8∽22 秒

的小鼠供实验用，然后小鼠随机分成 7 组，即

蒸馏水空白对照组、石油醚提取部位组、乙酸

乙酯提取部位组、无水乙醇组、80%乙醇提取

部位组、水提取部位组、阿司匹林 250mg/kg

阳性对照组，每组 10 只。对各组小鼠给药前

测定痛阈值 1 次，取其均值作为给药前基础痛

阈值；各组小鼠采用灌胃方式给药，给药后 30、

60、90 min 测定小鼠痛阈，记录小鼠出现舔

足反应时间，计算各个时间点痛阈均值及其痛

阈提高百分率。 

[痛阈提高百分率%=(给药后痛阈均值—

给药前痛阈均值)/给药前痛阈均值 X100%] 

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反应时间的影响 (x±s ) 

药物 
剂量

mg/kg 
动物数 

痛阈值/s 

给药前 给药30min 给药60min 给药90min 给药120min 

空白对照组 20 10 23.90±3.23 23.67±1.02 26.74±2.01 24.25±7.38 23.74±3.45 

石油醚组 20 10 26.25±4.52 28.52±1.24 28.45±5.36 29.87±9.24 27.62±6.32 

乙酸乙酷组 20 10 23.90±6.24 27.31±7.67 29.25±5.27 28.37±4.67 28.45±2.64 

无水乙醇组 20 10 23.55±2.11 30.12±4.34 29.41±5.81 27.68±8.97 29.42±7.82 

80%乙醇组 20 10 24.77±4.46 31.77±4.21 37.76±1.74* 36.90±5.74* 34.91±9.54* 

水提组 20 10 22.41±4.21 27.56±6.44 29.42±7.79 27.26±6.46 26.43±5.41 

阿司匹林组 0.25 10 23.68±5.67 31.45±9.57* 38.28±4.15** 36.67±4.74* 32.34±1.31 

注: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1 

 

表 4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阈提高率的影响 (x±s ) 

药物 
剂量

mg/kg 
动物数 

痛阈提高百分率/% 

给药30min 给药60min 给药90min 给药120min 

空白对照组 20 10 —— 11.88 1.46 —— 

石油醚组 20 10 8.64 8.38 13.79 5.22 

乙酸乙酷组 20 10 14.52 22.38 18.70 19.03 

无水乙醇组 20 10 27.90 24.88 17.53 24.92 

80%乙醇组 20 10 28.26 42.24* 40.97* 36.61 

水提组 20 10 23.11 24.20 21.64 17.93 

阿司匹林组 0.25 10 32.81 48.15** 45.85* 36.67 

注: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1 

 

由表 3 和表 4 可知，安络小皮伞 80%乙醇

提取部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均

P<0.05)。其中，80%乙醇提取部位提高小鼠痛

阈的药效作用与阿司匹林相近，于给药后

90min 达到药效峰值。 

3.1.2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小鼠扭体反应

的影响 

取健康小鼠 70 只，雌雄各半，平均体重 18

∽20g，随机分为 7 组(分组及给药剂量同 3.2.1)。

灌胃给药 3Omin 后腹腔注射 0.5%醋酸 0.2mL，

记录注射后 20min 内每鼠的扭体次数，与空白

对照组作组间 t 检验，并计算镇痛百分率，结果

见表 5。 

由表 5 可知，安络小皮伞 80%乙醇提取部

位对冰醋酸致小鼠醋酸扭体反应具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但除 80%乙醇提取部位外其余提取部位

药效均不明显。 

 

表 5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冰醋酸所致小鼠扭体 

反应的影响 (x±s ) 

药物 动物数 
剂量

/g·kg-1 
扭体次数 镇痛率 

空白对照组 10 20 26.1±2.08 —— 

石油醚组 10 20 24.3±1.74 8.33 

乙酸乙酷组 10 20 25.3±2.11 3.84 

无水乙醇组 10 20 22.5±1.04 15.38 

80%乙醇组 10 20 18.7±3.57* 30.71 

水提组 10 20 23.0±2.14 11.54 

阿司匹林组 10 0.25 17.8±3.12* 34.61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 有统计学意义 

  



3.2 实验讨论 

镇痛药按药理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一是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选择性地消

除或缓解痛觉，镇痛时意识清楚，其他感觉不

受影响，多用于剧痛。其二是具有镇痛、解热、

抗炎作用的药物，对各种顿痛有效。镇痛药物

的研究离不开可靠的动物实验模型，但是由于

疼痛时一种复杂的生理心理反应，因此只能借

助外界因素引起的痛反应作为测量标准，常用

的方法包括:热刺激法、机械刺激法、电刺激法、

化学刺激法等。小鼠热板法简便易行，对组织

伤害小，动物可反复利用。但是对作用较弱的

镇痛药不太敏感。小鼠醋酸扭体法较敏感，重

复性好。但是动物用量大，干扰性多。本实验

考虑到实验条件的限制以及实验操作和测量标

准的观察难易，最后选择小鼠热板法和醋酸扭

体法筛选安络小皮伞的有效部位。 

从本实验结果看，安络小皮伞各部位均

能不同程度提高小鼠在热板上的痛阈值，减

少醋酸扭体反应的次数，其中 80%乙醇提取

部位镇痛效果最好，故认为 80%乙醇提取部

安络小皮伞镇痛有效部位的药效筛选研究位

为安络小皮伞镇痛的有效部位，该部位对由

化学刺激和物理刺激引起的疼痛都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 

4 二次药效学筛选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可知目前国内中药镇痛己

知有效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碱成分、黄

酮类成分、挥发油和皂苷类成分等极性大的成

分，而实验中初步筛选结果提示安络小皮伞镇

痛有效部位为醇提部位。由于安络小皮伞系统

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安络小皮伞不含黄酮类化

合物，而初步的药效筛选中石油醚部位中挥发

油等甾萜类成分含量较高，但镇痛作用不明显，

所以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探索安络小皮伞醇提

物中具体的镇痛有效部位，将对醇提部位中的

总皂苷部位和总生物碱部位进行二次药效筛

选，从而筛选出安络小皮伞具体的镇痛有效部

位。 

4.1 实验材料 

4.1.1 药物  安络小皮伞菌粉，购于山西康欣

药业有限公司，批号:090109；阿司匹林肠溶片，

0.19/片，拜耳(中国)有限公司，批号:BPA84D3。 

4.1.2 实验动物  SPF 级昆明种小鼠，雌性，

70 只，雄性，30 只，体重 18∽22g，由广州

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

号:SCXK(粤)2109—0022，于广州中医药大学

新药开发与研究中心实验动物室饲养，室内温

度控制在 15∽20℃，湿度为 60%。 

4.3 实验方法与结果 

4.3.1 安络小皮伞醇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反

应时间的影响 

采用 YLS-6B 智能热板仪测痛。选用 18∽

22g 雌性小鼠 50 只，禁食 12 小时，不禁水。

热板温度(55 士 0.5)℃，将小鼠放置于恒温热

板上，小鼠受到热板刺激后出现舔足反应，以

小鼠舔足反应为痛反应指标，记录从动物放入

热板至受热刺激引起舔足反应的时间(秒)作为

痛反应阈值。预选痛阈值 8∽22 秒的小鼠供实

验用。 

取小鼠 40 只，随机分成 4 组，即蒸馏水

空白对照组、总皂营组、总生物碱组、阿司匹

林 250mg/kg 阳性对照组，每组 10 只。对

各组小鼠给药前测定痛阈值 1 次，取其均值

作为给药前基础痛阈值；各组小鼠按 20g/kg

剂量灌胃给药，给药后 30、60、90 min 测定

小鼠痛阈，记录小鼠出现舔足反应时间，计算

各个时间点痛阈均值及其痛阈提高百分率，

结果见表 6、7。

 



表 6 安络小皮伞醇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反应时间的影响 (x±s ) 

药物 
剂量

mg/kg 
动物数 

痛阈值/s 

给药前 给药30min 给药60min 给药90min 给药120min 

空白对照组 20 10 23.34±1.88 24.12±1.02 23.25±2.01 24.21±7.38 23.52±3.61 

总皂苷组 20 10 24.62±1.46 26.18±4.34 24.23±5.81 25.62±8.45 25.22±7.78 

总生物碱组 20 10 24.43±4.52 34.77±4.21 36.12±4.24** 35.21±2.12* 34.18±5.21 

阿司匹林组 0.25 10 24.62±5.26 34.46±3.45 36.15±2.43** 34.01±3.13 34.31±4.23 

注: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1

表 7 安络小皮伞醇提取部位对小鼠热板痛阈提

高率的影响 (x±s ) 

药物 
剂量
g/kg 

动物
数 

痛阈提高百分率/% 

给药
30min 

给药
60min 

给药
90min 

给药

120mi
n 

空白对照组 20 10 3.34 —— 3.73 0.77 

总皂苷组 20 10 6.34 —— 4.06 2.43 

总生物碱组 20 10 24.32 47.85* 44.12* 39.91 

阿司匹林组 0.25 10 39.79 46.65* 37.97* 39.18 

注: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1 

由表 6、7 可知、安络小皮伞总生物碱提取

部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均

P<0.05)。提示，总生物碱部位能提高小鼠在热

板上的痛阂值为安络小皮伞镇痛药效作用的有

效部位。 

4.3.2 安络小皮伞醇提取部位对小鼠扭体反应

的影响 

取健康小鼠 40 只，雌雄各半，平均体重

18∽20g，随机分为 4 组(分组及给药剂量同试

验 4.3.1)。灌胃给药 30min 后腹腔注射 0.5%

醋酸 0.2mL，记录注射后 20min 内每只小鼠

的扭体次数，与空白对照组作组间 t 检验，并

计算镇痛百分率，结果见表 8，由表 8 可知，

安络小皮伞总生物碱提取部位对冰醋酸致小鼠

醋酸扭体反应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 8  安络小皮伞各提取部位对冰醋酸所致小鼠扭体 

反应的影响 (x±s ) 

药物 动物数 
剂量

/g·kg-1 
扭体次数 镇痛率 

空白对照组 10 20 24.1±4.38 —— 

总皂苷组 10 20 22.3±1.71 8.33 

总生物碱组 10 20 15.4±3.22* 37.50 

阿司匹林组 10 0.25 14.3±4.32* 41.67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 有统计学意义 

5 讨 论 

小鼠热板法和扭体法镇痛实验显示，安络小

皮伞总生物碱部位能显著提高小鼠的痛闭，减

少醋酸所致小鼠扭体次数，具有一定的镇痛作

用，因此安络小皮伞的镇痛有效部位为其总生

物碱部位。 

本实验还对安络小皮伞镇痛有效部位即生

物碱部位进行了初步的定量分析，由于国内、

国际尚无安络小皮伞生物碱类成分的法定对照

品，而皮伞碱含量在安络小皮伞菌粉中较高，

是其代表性的生物碱成分，因此，本文测定安

络小皮伞总生物碱含量时，选用了皮伞碱作为

对照品，同时对有效部位中总生物碱含量测定

的方法进行了方法学考察。该方法体系具有准

确可靠、经济简便等特点，可用于以后的实验

研究当中，也为进一步分析有效部位的质量标

准提供了实验基础。 

6 总 结 

6.1 结论 

1.本文对安络小皮伞进行文献研究发现，

在中国目前对安络小皮伞的研究最多的是集中

在其发酵工艺和多糖成分的研究上，但安络小

皮伞其他化学成分和镇痛药理作用机理的研究

则较少。同时国内市场上，安络小皮伞由于具

体镇痛有效成分的研究还不确定，故尚未能建

立有效地质量控制标准，严重地影响了安络小

皮伞临床疗效和研究进程，因此，有必要对其

进行镇痛有效部位的筛选，制定质量标准，明



确镇痛机理，以便于对安络小皮伞的进一步开

发利用和研究。 

2.目前对安络小皮伞的存在低水平重复研

究，其中，有关安络小皮伞化学成分和药理研

究严重滞后，阻碍安络小皮伞的进一步合理开

发利用，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药理和成分研

究，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3.本文对安络小皮伞中的有效部位进行药

效筛选，初步确定其镇痛的主要药效部位为总

生物碱部位，同时，以皮伞碱(3，3，5，5-四

甲基-4-哌啶酮)为指标成分对有效部位的定量

分析，为建立安络小皮伞镇痛有效成分的质量

控制标准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从而解决不

同地区因发酵培养过程菌种变异引起的产品质

量问题，为进一步安络小皮伞镇痛机理的探讨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4.本文采取单因素考察与正交试验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提取工艺研究，首先通过单因素考

察试验得出各因素水平上限，再依据单因素考

察试验结果设计正交试验的各水平，根据正交

试验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试验结果的方差

分析进行优选工艺条件。 

5.本文对安络小皮伞中所含总生物碱进行

纯化工艺研究，因为所含成分为生物碱类，故

试验设计中选择大孔吸附树脂法进行总生物碱

的纯化工艺研究，通过对不同树脂的静态吸附

量和解吸率、原液浓度对吸附的影响、流速、

洗脱剂及其用量的考察，得出了安络小皮伞总

生物碱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工艺，同时对树脂行

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优选出大孔树脂

吸附法的纯化工艺，为以后安络小皮伞生物碱

的开发应用和工业化大生产提供可靠的科学依

据。 

6.由于安络小皮伞发酵工艺的不一致，镇

痛有效成分的研究不明确，在临床应用方面效

果下降，为保证开发产品的质量，应考虑统一

对安络小皮伞进行质量标准的规范。而本论文

初步根据药效筛选，确定了安络小皮伞镇痛有

效部位，同时建立了安络小皮伞生物碱成分的

质量标准，但对具体的镇痛有效成分的确定则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从而提高安络小皮伞的

研究应用。 

6.2 创新性 

1.对安络小皮伞的镇痛有效部位进行了

筛选，初步明确了其镇痛有效部位为安络安络

小皮伞镇痛有效部位的药效筛选研究小皮伞

的进一步镇痛药效机理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

基础。 

2.对安络小皮伞的总生物碱提取纯化工艺

进行了系统研究，采用了大孔树脂对其总生物

碱进行纯化，并得到一定纯度的安络小皮伞总

生物碱。 

3.初步建立了安络小皮伞以生物碱成分为

镇痛药效指标的质量标准。 

6.3 展望 

安络小皮伞为我国传统菌类本草，对安络

小皮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酵工艺和多糖成分，

其他成分的药效机理和开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国内的个别研究提示安络小皮伞生物碱具

有良好的降压作用，但研究的资料还十分有限。

目前，对安络小皮伞药效活性成分研究和作用

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安络小

皮伞生物碱和皂营方面的研究更为粗浅。 

本论文为安络小皮伞的镇痛药效研究提供

了基本思路，其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对安络小皮伞中有显著活性的总生物碱

有效部位进行进一步的分离纯化，并对活性成

分的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以得到新的活性物质。 

2.对安络小皮伞的镇痛机理进一步进行探

索，明确其总生物碱部位的起效机理； 

3.对安络小皮伞的其他的活性组分进行进

一步的筛选和研究等。 

此外，安络小皮伞总生物碱的镇痛成分、

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的研究仍是具有巨大潜在

价值和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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