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６卷第１期 延安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Ｖｏｌ１６Ｎｏ１
　２０１８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Ｓｃｉ） Ｍａｒ２０１８

·临床研究·

复方中药洗剂单药的体外抑菌实验研究

郭姝彤，艾彩莲，李宝莉

（延安大学医学院，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　在复方中药洗剂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下，通过体外抑菌实验初步验证其体外抑菌作用，观察其对阴
道常见致病标准菌的抑菌效果。方法　采用渗漏法提取并干燥白芷、五倍子、川芎、当归、丁香、石斛、人参、珍珠８
味药；采用细菌培养法进行体外抑菌实验，观察并记录８味中药提取物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厌氧消化链球菌和阴道加德纳菌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的抑菌作用，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８味中药提取
物对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的ＭＩＣ中白芷对白色念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消化链球菌ＭＩＣ最低，五倍子和白芷
对大肠杆菌和阴道加德纳菌ＭＩＣ最低。（２）８味中药提取物对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的体外抑菌作用，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Ｐ＜０．０５。结论　８味中药提取物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消化链球菌和阴道加德纳
菌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均有抑菌作用，ＭＩＣ不同，且以白芷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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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ＷＨＯ统计，全球每年生殖道感染的新发病
例数高达３．３３亿［１］。在我国，近半数城乡育龄妇女

患有一种或多种下生殖道感染，其中，细菌性阴道

炎、真菌性阴道炎和滴虫性阴道炎的检出率最高。

细菌性阴道炎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阴道炎感染性疾

病。全世界有数百万妇女患念珠菌性阴道炎（也叫

真菌性阴道炎），随着抗生素和皮质类固醇药的普

遍应用，阴道念珠菌逐渐增多，直接影响到妇女的身

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目前治疗的阴道炎药物已有许

多，但不良反应明显，研究有效且不良反应少的药物

显得尤为重要。

自发研制的复方中药洗剂可调整阴阳、补虚泻

实、扶正祛邪，不仅可治疗阴道炎症，还能调节机体

内环境，改善全身状态，提高机体抵抗力，增强阴道

的自净作用。其中的８味单药都具有一定的抑菌作
用［２－９］，其研究开发运用于临床后将会产生深远的

意义。为此，我们将复方中药洗剂中８味单药通过
水提和醇提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厌氧消化链球菌和阴道加德纳菌５种 ＡＴＣＣ标
准菌的体外抑菌作用，为临床治疗阴道炎用药做前

期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中药材　白芷、五倍子、人参、石斛、当归、丁
香、珍珠、川芎，均采购于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中药库。

１．１．２　菌种与培养基　白色念珠菌（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
ｃａｎｓ）ＡＴＣＣ１０２３１、大 肠 杆 菌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
ｒｅｕｓ）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厌氧消化链球菌（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ｕｓ）ＡＴＣＣ２７３３７、阴道加德纳菌（Ｇａｒｄｎｅｒｅｌｌａ
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ＡＴＣＣ１４０１８共５种标准菌，均购于北京中
原公司ＡＴＣＣ标准菌株。肉汤培养基、营养琼脂培
养基，购于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３　主要仪器　ＤＮＰ－９１６２型电热恒温培养
箱，ＭＡＲＫⅡ全自动厌氧微需氧培养系统，ＺＨＷＹ－
１００Ｂ型恒温培养振荡器、高压蒸气灭菌锅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中药提取物的制备　在最佳提取工艺条件
下［１０］，取组方中每味中药１０ｇ粉末，分别加入２００
ｍＬ８０％乙醇于圆底烧瓶中，置于索氏提取器中进
行药液初步提取；将初步提取所得药液抽滤后置于

旋转蒸发仪内回收乙醇，干燥后获得药物粉末；最后

使用１０ｍＬ容量瓶进行药液标定，封口以备用。

１．２．２　菌悬液的制备　取５０支灭菌试管，每组１０
支，每支试管中加入４．５ｍＬ生理盐水，第１支试管
分别加入肉汤培养基０．５ｍＬ，在肉汤培养基上培养
的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消

化链球菌和阴道加德纳菌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之后
依次１０倍稀释至第９管。用微量移液器取１０５～
１０９稀释梯度的稀释液０．１ｍＬ于营养琼脂培养基
上，用“Ｌ”棒均匀涂布，每个稀释度涂 ３个平板，
３７℃分别培养２４ｈ、４８ｈ后，对菌落在３０～３００个的
平板进行计数，求平均值，以 ＣＦＵ／ｍＬ为单位。最
后将其稀释至１０６～１０７ＣＦＵ／ｍＬ，备用。
１．２．３　中药提取物对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的最低抑
菌浓度（ＭＩＣ）测定　采用二倍试管稀释法测定：将
８味中药提取液的浓度均稀释到６００μｇ／ｍＬ，作为
抑菌实验时的起始浓度。取菌液１００μＬ分别加入
６００μｇ／ｍＬ中药提取物的肉汤培养基中，肉汤培养
基中中药提取物质量浓度自第１管开始依次进行倍
比稀释至第９试管，使１～９试管药液浓度分别为
３００、１５０、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９．３８、４．６８、２．３４、１．１７
μｇ／ｍＬ。以第１０试管中不加中药提取液为空白对
照。各试管中肉汤培养基和药液的量均为 ２ｍＬ，
３７℃振荡分别培养２４ｈ、４８ｈ后取出，观察细菌生长
情况，与空白对照比较，以肉眼观察培养基清亮且未

见细菌生长的最低浓度判定为中药的最低抑菌浓

度。实验重复５次，结果取其平均值。
１．２．４　中药提取物的抑菌实验　取一接种环菌液
均匀涂布于营养琼脂培养基上，每个平板内打４个
圆孔，向每个圆孔里加入４０μＬ相同浓度的不同药
液。将需氧菌于电热恒温培养箱内３７℃培养２４ｈ，
厌氧菌先放入厌氧罐后置于同一培养箱内３７℃培
养４８ｈ，待培养好后，测量平板上抑菌圈的直径。实
验重复１０次，结果取其平均值。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８味单药用两种不同提取方法所得药液对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的抑菌作用，用（珋ｘ±ｓ）表示，经 Ｏｎｅ－
ＷａｙＡＮＯＶＡ的组间比较、ＬＳＤ和 Ｄｕｎｎｅｔｔ双侧 ｔ检
验（取α＝０．０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复方中药洗剂中８味中药提取物的最低抑菌
浓度（ＭＩＣ）
８味中药提取物对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的ＭＩ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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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念珠菌：白芷最低，川芎、当归和丁香最高；大肠杆

菌：五倍子和白芷最低，当归和石斛最高；金黄色葡

萄球菌：五倍子和白芷最低，川芎、当归和珍珠最高；

厌氧消化链球菌：白芷最低，川芎和当归最高；阴道

加德纳菌：五倍子和白芷最低，人参最高（见表１）。
２．２　复方中药洗剂中８味单药提取物的体外抑菌
作用

中药提取物对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的体外抑菌作
用，与生理盐水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见表２）。

表１　复方中药洗剂中８味单药提取物的最低抑菌浓度（μｇ／ｍＬ）

药物
白　色
念珠菌

大肠

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厌氧消化

链球菌

阴道加

德纳菌

生理盐水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五倍子 ４．６８ ４．６８ ２．３４ ９．３８ ４．６８
白　芷 ２．３４ ４．６８ ２．３４ ４．６８ ４．６８
川　芎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７５ ３７．５
当　归 １８．７５ ３７．５ １８．７５ ７５ ３７．５
丁　香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９．３８ ３７．５ ３７．５
石　斛 ９．３８ ３７．５ ９．３８ ３７．５ ３７．５
人　参 ９．３８ ９．３８ ９．３８ ３７．５ ７５
珍　珠 ９．３８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表２　复方中药洗剂中８味单药提取物的体外抑菌作用（ｎ＝１０，珋ｘ±ｓｍｍ）

药物 白色念珠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厌氧消化链球菌 阴道加德纳菌

生理盐水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五倍子 １７．４０±０．５５△ ２０．６０±０．８９△ １８．４０±０．５５△ １９．００±０．７１△ １６．４０±０．５５△

白芷 １７．６０±０．５５△ ２１．６０±１．１４△ １８．８０±０．４５△ １７．６０±０．５５△ １７．４０±０．５５△

川芎 １５．２０±０．８４△ １８．２０±０．４５△ １５．８０±０．４５△ １４．６０±０．５５△ １５．６０±０．５５△

当归 １４．８０±０．８４△ １７．２０±０．４５△ １６．６０±０．５５△ １３．００±０．７１△ １１．８０±０．４５△

丁香 １３．２０±０．４５△ １６．６０±０．５５△ １５．４０±０．５５△ １５．２０±０．４５△ １１．６０±０．５５△

石斛 １２．６０±０．５５△ １５．８０±０．４５△ １４．４０±１．１４△ １３．８０±０．８４△ １３．６０±０．５５△

人参 １２．００±０．７１△ １５．４０±０．５５△ １３．６０±０．８９△ １２．４０±１．１４△ １１．６０±０．５５△

珍珠 １１．６０±０．８９△ １４．２０±０．８４△ １２．２０±１．１０△ １１．８０±０．８４△ １１．６０±０．８９△

　　注：中药提取物与生理盐水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不同中药提取物的抑菌活性不同，大多数中药

的有效提取物对细菌、病毒等都有一定的作用［１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白芷、五倍子、川芎、当归、丁香、石

斛、人参、珍珠８味中药提取物对白色念珠菌、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消化链球菌和阴道加德

纳菌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均有一定的抑菌效果。本实
验研究发现，白芷提取物对白色念珠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体外抑菌效果明显，其ＭＩＣ值为２．３４μｇ／
ｍＬ，其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环最大为２１．６０ｍｍ，说明
白芷对白色念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

抗菌活性显著，与周淑敏［１２］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

实验研究发现，五倍子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体外抑菌效果明显，其 ＭＩＣ值为２．３４μｇ／ｍＬ，其对
大肠杆菌的抑菌环最大为２０．６０ｍｍ，说明五倍子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抗菌活性显著，与郑

兰娟等［１３］、ＴｉａｎＦ等［１４］研究结果相一致。李涛

等［１５］研究报道，川芎可分离出内生真菌，对病原菌

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蒋庭玉等［１６］研究发现，拐芹当归主要成分

有香豆素类、挥发油类、生物碱类等，其根部醇提物

对巨大芽胞杆菌和大肠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丁

香酚为丁香主要抑菌成分，丁香乙醇提取物对食品

中常见致病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１７］。齿瓣石斛的

无水甲醇和水提取物对多种临床常见病原菌有一定

的抗菌作用［１８］。人参［１９］茎叶皂苷在体外对念珠菌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珍珠粉能提高免疫力，

抗炎抗衰老，且外敷对绿脓杆菌有明显的抗感染作

用［２０］。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参、石斛、当归、丁香、

珍珠、川芎对５种ＡＴＣＣ标准菌均具有抗菌效果。
复方中药洗剂对阴道常见致病标准菌的体外抑

菌研究中，８味单药对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的抑菌作
用实验结果受外界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培养基的类

型及其ｐＨ值、标准菌的种类、接种菌量的多少等，
体外实验结果和临床应用效果也存在差异。故本实

验结果只是在一定条件下８味单药对５种ＡＴＣＣ标
准菌的体外抑菌作用结果。８味中药提取物对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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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消化链球

菌和阴道加德纳菌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均有抑菌作
用，ＭＩＣ不同，且以白芷为优。

本研究中，白芷、五倍子、人参、石斛、当归、丁

香、珍珠、川芎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５种 ＡＴＣＣ标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不同中药的抗菌活性成分不同，但具体是何种成

分发挥作用、８味中药联合用药后抑菌活性如何及
其中药相互作用是协同还是拮抗，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本实验只是初步进行了单药体外抑菌实验，还

需对该洗剂的体内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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