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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生物发酵为中药炮制的重要方法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材微生物发酵研究由传统自然

发酵向纯菌种发酵转变，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中药微生物发酵过程中常常会引起生物转化反应，导致

中药有效成分的改变和药效的变化；相反中药材成分也会刺激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的改变．中药材微生物发酵

研究对缓解中药资源缺乏、发现新颖天然活性物质和生物转化反应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中药微生物发酵历史悠

久，但采用种属明确的纯菌种微生物发酵中药材近几十年逐渐兴起，考虑到天然药物微生物发酵机制还未系统

阐明，并且自然界还存在大量微生物未系统研究，该领域具备巨大潜在研究价值．该文系统综述中药材微生物

发酵改性研究进展，为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及相关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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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发酵为中药材炮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
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本草纲目》 记载：
“古人用麴，多是造酒之麴．后医乃造神麴，专以供

药，力更胜之” ．传统的发酵中药（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 有 六 神 曲 （ Ｍ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Ｌｅａｖｅｎ）、建神曲、半夏曲（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采
云曲、沉香曲、淡豆豉（Ｓｏｊａｅ Ｓｅｍｅ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ｍ）和
百药煎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天然活性

物质两大来源的药用植物和微生物综合协同研究

引起人们的兴趣，通过微生物发酵改性中药材的研

究越来越受人们重视，并且逐步由传统的自然发酵

转变为纯菌种发酵，使得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更

强，有助于发酵机理、机制的探讨和发酵改性的标

准化和质量控制．微生物发酵对中药材的影响体现

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药微生物发酵有效成分和药

效改变，另一方面是中药成分诱导微生物次生代谢

产物变化而改变药效．

１　 中药微生物发酵有效成分和药效的改变

１．１　 中药微生物发酵有效成分的转化　 中药微生

物发酵过程中，由于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和微生物含

有大量的活性酶，常常伴随着生物转化反应的发

生，实现对中药活性成分的修饰和转化．转化后产

物常导致中药某一类成分改变、中药药效增减或者

药性改变．
１．１．１　 中药微生物发酵皂苷类成分的转化　 皂苷

是三萜或甾体的配糖体，是一大类具有显著生物活

性的成分，也是中药微生物发酵过程中易发生变化

的一类成分．
近年来，中药人参（Ｇｉｎｓｅｎｇ Ｒａｄｉｘ ｅｔ Ｒｈｉｚｏｍａ）

的发酵备受关注，发酵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人参皂苷

类成分的生物转化．例如：细脚拟青霉（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ｔｅｎｕｉｐｅｓ）发酵红参浸膏可以将人参二醇型皂苷转

化为人参皂苷 Ｆ２、Ｒｇ３、Ｒｇ５、Ｒｋ１、Ｒｈ２ 和 Ｃ－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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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青霉（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ｍ ＧＳ３３）发酵红参

过程中可以将人参皂苷 Ｒｂ１、Ｒｃ 和 Ｒｄ 为 Ｒｇ３ 和 Ｃ
－Ｋ，Ｒｂ２ 转化为 Ｆ２，Ｒｇ１ 转化为 Ｒｈ１ 和 Ｆ１［２］ ．目前

文献报道中，中药微生物发酵对皂苷成分的影响主

要为选择性的糖苷水解，通过水解得到生物活性优

良的低分子量皂苷或苷元．
１．１．２　 中药微生物发酵其它成分的转化　 除皂苷

类成分，还有其他较多成分可以被微生物修饰转

化，包括黄酮、木质素、香豆素、苯丙素、低萜、生物

碱等．纵观近几年微生物发酵研究现状，以黄酮和

木质素类生物转化的报道居多．
黑曲霉 （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ｅｒ ＨＱ － １０） 发酵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ｅ Ｒａｄｉｘ）可以将黄芩苷转化为黄芩素，
转化率达 ９２％［３］ ．黑曲霉（Ａ．ｎｉｇｅｒ ＡＮ－２４３６） 发酵

虎杖（Ｐｏｌｙｇｏｎｉ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ｅｔ Ｒａｄｉｘ）可以转

化虎杖苷为白藜芦醇，转化率达 ９５％［４］，文献［５］
报道采用黑曲霉与酵母共同发酵可提高转化率达

９６．７％． 同属霉菌米曲霉 （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ＣＩＣＣ
２４３６）也被报道发酵虎杖可以将虎杖苷转化为白

藜芦醇，２４ ｈ 发酵的转化率接近 １００％［６］ ．
文献［７］报道采用 ４０ 株菌发酵虎杖提取液，

筛选得到一株根霉菌（Ｒｈｉｚｏｐｕｓ ｓｐ．Ｔ－３４），直接利

用提取液中的碳源和氮源作为生长所需营养物质

将虎杖苷 （ ｐｏｌｙｄａｔｉｎ） 转化为白藜芦醇 （ ｒｅｓｖｅｒａ⁃
ｔｒｏｌ），其转化率达 ９８％［８］，大黄素－８－β－Ｄ－葡萄糖

苷（ｅｍｏｄｉｎ－８－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转化为大黄素（ｅｍｏ⁃
ｄｉｎ） ［９］ ．

丁中涛研究组采用不同植物真菌发酵小百部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ｆｉｌｉｃｉｎｕｓ），从中筛选得到尖刀镰孢菌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发酵可以将小百部中 ２０－羟
基蜕皮酮（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全部转化为红苋甾

酮（ ｒｕｂ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１０］ ．采用罗杰斯无性穗霉（Ｃｌｏｎｏｓ⁃
ｔａｃｈｙｓ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ｉａｎａ） 发酵地不容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ｅｐｉｇｅ⁃
ａｅ）、香青藤（ Ｉｌｌｉｇｅｒ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和蒙自青藤（ Ｉｌｌｉｇ⁃
ｅｒａ ｈｅｎｒｙｉ），能够使其中的阿朴菲生物碱（例如：荷
包牡丹碱、放线瑞香宁、罗默碱、Ｎ－甲基六驳碱等）
转化为对应的 ４Ｒ－羟基阿朴菲生物碱，使二聚单萜

苯丙酸酯（ｄｉｍｅｒｉｃｉｌｌｉｇｅｒａｔｅｓ Ａ—Ｃ）转化为活性更佳

的二聚单萜［１１－１３］ ．
１．２　 中药微生物发酵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或者改变

药效和药性

１．２．１　 中药微生物发酵提高有效成分含量　 中药

微生物发酵常常引起大量化学成分转化和微生物

代谢，特别是糖类化合物等是微生物生长所需碳

源．这些变化必然引起中药有效成分含量变化，利
用这些变化可以富集某一类有效成分或者增加中

药某些成分．
人参是微生物发酵研究较多的中药，以人参微

生物发酵阐述微生物发酵对中药有效成分含量的

改变．乳杆菌常常引起人参皂苷变化．据报道，短乳

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ｂｒｅｖｉｓ Ｍ３）发酵人参能够使人参

皂苷 Ｃ－Ｋ 含量增加 ６ 倍［１４］ ．植物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
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Ｍ１）发酵人参粉，经过 ４ ｄ 发酵总糖

（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ｇａｒ）质量分数从 ８．５５ ｍｇ ／ ｇ 减少至 ４ ｍｇ ／ ｇ，
而总皂苷（ ｔｏｔａｌ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ｓ）质量分数增加到１７６．８
ｍｇ ／ ｇ，人参皂苷质量分数从 ３８．０ ｍｇ ／ ｇ 增加至８３．４
ｍｇ ／ ｇ［１５］ ．
１．２．２　 中药微生物发酵提高生物活性　 中药微生

物发酵过程引起成分的变化必然导致其活性的改

变，例如，很多微生物发酵人参过程中引起了大量

的活性变化，包括抗氧化、抗炎、抗癌、细胞免疫活

性等．
抗衰老和抗氧化是当今医疗保健热门话题．中

药，特别是药食两用中药，抗氧化活性高低直接影

响着它的药用价值．目前，通过微生物发酵提高抗

氧化活性报道越来越多．例如：酿酒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
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 ＧＩＭ ２．１３９）和赤红曲霉（Ｍｏｎａｓｃｕｓ
ａｎｋａ ＧＩＭ ３．５９２）共同发酵番石榴（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
ｖａ）后，番石榴槲皮素和总酚含量以及抗氧化能力

显著提高［１６］ ．
丁中涛研究组采用多种真菌发酵丹参（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ｅ），筛选得到地丝霉 Ｇｅｏｍｙｃｅｓ ｌｕｔｅｕｓ 发

酵可以富集丹酚酸 Ｂ 的含量，提高丹参的抗氧化

活性［１７］ ．玉米小斑病菌（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ｍａｙｄｉｓ）
发酵促使小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的抗氧化活性

显著提高［１８］ ．燕麦镰孢（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ａｖｅｎａｃｅｕｍ）和尖

刀镰孢（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发酵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
ａｔａ）使其中的联苄化合物降解和糖苷水解，提高抗

氧化活性和抗菌活性［１９］ ．采用踝节菌属 Ｔａｌａｒｏｍｙ⁃
ｃｅｓ ｐｕｒｐｕｒｏｇｅｎｕｓ Ｍ１８－１１ 发酵狭叶瓶尔小草（中药

一支箭）提高了总黄酮含量和抗氧化活性［２０］ ．
抗生素在医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已经发

现的天然抗生素有成百上千种，在“超级细菌”出

现的今天，中药抗菌作用更是备受关注．产朊假丝

酵母（Ｃａｎｄ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ＹＭ－１）发酵褐藻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ｂｉｃｙｃｌｉｓ
后，褐藻的乙酸乙酯部位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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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菌具有显著抗菌作用［２１］ ．
采用毛头鬼伞菌（Ｃｏｐｒｉｎｕｓ ｃｏｍａｔｕｓ）以固体发

酵形式发酵苦参（Ｓｏｐｈｏｒ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可以有效增加

苦参的抗炎活性［２２］ ．多种中药经微生物发酵后可

显著提高其免疫活性．例如：植物乳杆菌 Ｍ－２（Ｌａｃ⁃
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Ｍ－２）发酵可以显著提高红参

免疫活性［２３］ ．采用蛹虫草发酵处理鹿角可以刺激

细胞增殖和碱性磷酸酶产生，增加成骨活性［２４］ ．
１．３　 中药微生物发酵减少毒副作用　 绝大多数中

药具有较好的生物活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毒

性，有些甚至具有较强的毒性．因此，采用微生物发

酵手段实现中药的减毒炮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

法．例如：乌头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在云南大部

分地区有食用乌头的习惯，常有食用乌头中毒的事

件报道 ．生乌头中含有剧毒的乌头碱，经炮制后可

将乌头碱转化为低毒的次乌头碱和原乌头碱，实现

乌头减毒炮制［２５］ ．从 ６０ 份土壤菌中筛选得到一株

细菌 ＳＩＰＩ－１８－５，可以将乌头碱转化为单酯型或者

毒性更小的化合物［２６］ ．用 ６ 种真菌（裂褶菌、鸡油

菌、竹黄、单色云芝、白僵菌和蝉花）对马钱子进行

发酵后，保持了原有马钱子的抗炎和镇痛活性，但
是毒性比发酵前明显降低［２７］ ．

２　 中药成分诱导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改变
药效

中药微生物发酵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即微

生物可以转化或者代谢中药成分、改变中药活性；
另一方面，中药成分也可以诱导微生物产生新的次

生代谢产物或改变其次生代谢产物和生物活性．中
药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有些可能是诱导

物，有些可能作为前体化合物影响微生物代谢，从
而改变其代谢产物或者生物活性，有些中药成分甚

至可能激活微生物的一些“沉默基因”使之表达，
从而改变微生物代谢．

Ｋｕｏ 等［２８］ 向 ＰＤＢ 培养基中加入姜黄（ ｔｕｒｍｅｒ⁃
ｉｃ）后培养丛毛红曲霉（Ｍｏｎａｓｃｕｓ ｐｉｌｏｓｕｓ），其抗氧

化活性、抗炎活性、总酚含量和总姜黄素含量显著

增加［２９］ ．以黄芪为培养基培养蛹虫草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抗癌活性比合成培养基明显增加［３０］ ．
Ｙｅｎｎ 等［３１］ 向猫须草（Ｏｒｔｈｏｓｉｐｈｏｎ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ｓ）内生

菌拟茎点霉 Ｐｈｏ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ＥＤ２ 中添加猫须草提取

物，可以提高其代谢产物抗白色念珠菌活性．
中药微生物发酵过程中药对微生物代谢影响

的相关文献报道尚少，其当前关注度不如微生物对

中药成分的影响．但是中药对微生物代谢影响的研

究意义深远：一方面，通过研究中药具体成分对微

生物代谢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微生物代谢的认

识，调控其代谢途径，更好地开发利用微生物资源；
另一方面，中药对特定微生物（如人体内生菌）的

作用研究可以模拟动物体内中药成分的代谢和微

生物代谢，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中药作用机制．

３　 发酵方式和菌株的选择

中药微生物发酵主要有 ２ 种方式：固体发酵和

深层发酵（液体发酵） ．固体发酵历史悠久，是一种

比较成熟的发酵方式，操作和所需设备简单，目前

主要用于中药材直接发酵．如：以玉米为底物，采用

Ｓｈｉｒａｉａ ｓｐ．ＳＵＰＥＲ－Ｈ１６８ 进行固体发酵，能够大量

产生竹红菌素 Ａ［３２］ ．液体发酵有发酵时间短，易于

工艺扩大等优点，目前主要应用于中药材提物或纯

化合物发酵研究．采用多叶奇果菌（Ｇｒｉｆｏｌａ ｆｒｏｎｄｏ⁃
ｓａ）液体发酵天麻（Ｒｈｉｚｏｍａ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能使天麻素

转化为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３３］ ．丁中涛研究组采用 ＰＤＢ 液体培

养基发酵研究了阿朴菲生物碱 ４Ｒ－羟基化的构效

关系［１２］ ．
菌株选择是中药材微生物发酵中重要的研究

内容．大量文献报道了，采用益生菌对中药进行发

酵以探讨中药成分在人体内的变化．例如：采用乳

酸菌发酵处理柘木（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叶增加

抗氧化活性、成骨作用和抗脂肪作用［３４］；以地衣芽

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ｌｉｃｈ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发酵大豆提高促胰岛

素活性［３５］；枯草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发酵黑

米糠可实现抗氧化和细胞毒活性变化［３６］ ．
内生菌是构成植物内环境重要组成部分，与植

物在长期共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互利共

生关系，内生菌不但自身能够产生特殊的生物活性

物质，还能诱导和促进药材有效成分的合成或积

累［３７－３８］ ．研究内生菌发酵中药的影响有助于探讨

植物与微生物的协同共生效应．培养分离自南方红

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ｍａｉｒｅｉ）内生真菌棘孢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ｉｎｕｓ）能够产生紫杉醇［３９］ ．长春

花（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内生真菌可诱导长春花碱

的合成和积累，促使产量提高 ２ ～ ５ 倍［４０］；内生真

菌印度梨形孢（Ｐｉｒｉｆｏｒｍｏｓｐｏ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可以增加心

叶青牛胆（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中原小檗碱型生物

碱的产生［４１］ ．此外，植物病原真菌和根际土壤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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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生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有

效成分合成，因此研究这些微生物发酵对中药材的

影响有助于探讨植物被病菌侵染后自身的生物应

对．目前，文献对此类研究报道甚少，是将来研究中

药发酵研究的新方向．

４　 展　 望

中药材微生物发酵改性研究是天然药物化学

研究的新领域．中药微生物发酵过程中，会引起中

药有效成分变化或药效、药性改变，中药成分反作

用于微生物使其次生代谢产物含量或成分变化，前
者有利于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实现中药减毒

增效，而后者可通过中药调控微生物代谢，促进微

生物资源的更好利用．虽然中药微生物发酵在我国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但是采用纯菌种微生物发酵

改性中药材近几十年兴起，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有许

多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１）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微生物菌种发

酵中药，多种菌混合发酵中药的实例较少，考虑到

众多微生物协同生长的实际，混合多菌种发酵改性

中药研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２） 中药微生物发酵常常引起中药成分或者

活性变化，但是引起变化的机制大多数还不清楚

的．因此，对微生物发酵过程中物质及活性变化的

起因（包括物质转化和转化酶系等）及高效专一的

生物转化反应的深入探索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
（３） 目前尚未有发酵药材统一的质量标准，选

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建立科学实用的发酵炮制体系

标准是发酵中药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
（４） 目前发酵药材均是采用体外条件下进行，

若能在研究过程中参考动物体内菌生环境进行发

酵设计，必将更加科学合理，还有助于探究中药成

分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和作用机制．
（５） 中药复方在中药应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也是中医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但当前研究

还集中在单味中药材上．中药复方成分更为复杂，
微生物能够引起更多的变化，复方有效成分之间在

微生物作用下可以互相作用，由此可能产生更多新

的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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