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 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D06/D07国药溯源

责编 李静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郭利琴

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活性高于灵芝本身
灵芝自古属于珍贵药

材，在现存最早的中医药
典籍《神农本草经》里就将
灵芝列为上上药，药用价
值甚至高于人参。灵芝虽
好，但是对于大部分消费
者来说还是显得比较陌
生。目前市场上针对癌症
治疗的中药产品越来越
多，单是灵芝一种药材就
衍生出很多产品，其中难
免鱼龙混杂。

面对这些国药产品，
消费者们往往觉得无从选
择，继而开始对中药抗癌
的效果将信将疑。那么一
款真正有效的灵芝产品应
该符合哪些条件呢？记者
带着疑问走进了浙江寿仙
谷珍稀植物药研究院，通
过了解现代仿野生种植技
术下灵芝的大规模人工种
植以及孢子粉的生产过
程，重新认识这种传统的
珍贵药材。

1000 克灵芝能收集
1克灵芝孢子粉

灵芝从古至今都被誉为仙
草，也是目前抗癌作用研究最
为充分的传统中草药。目前的
研究认为，灵芝具有扶正固本
的作用，可以使部分患者实现
长期带瘤生存。很多人可能都
认为灵芝的药用价值来源于
它的主体，而市场上也有很多
用 灵 芝 切 片 作 为 原 料 的 产
品。不过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
深入，人们才发现灵芝孢子粉
中某些有效成分的活性远高于
灵芝本身。

那么孢子粉是从哪里来的
呢？记者在浙江寿仙谷有机灵
芝栽培基地中看到，人工栽培
的灵芝生长在一段段原木上，
有些已经成熟的灵芝下面铺着
一层塑料布，用来收集从灵芝
华盖下面无数个小孔里喷射出
来的灵芝孢子。一棵成熟的灵
芝喷射出的孢子总共也只有薄
薄的一层，而将这些孢子再进
行破壁去壳后留下的部分才是
孢子粉的精华。据工作人员介
绍，一般 1000克灵芝才能收集 1
克的灵芝孢子粉。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丁万隆表示，由
于灵芝孢子的外部包裹了两层
坚韧的外壁，一般的物理化学
方法又很难将其打破，因此也
就限制了对其化学组成、生物
活性成分的认识。传统医学认
为灵芝的药用部分仅限于它的
子实体（也就是灵芝的主体），
近年来随着人工栽培技术和孢
子破壁技术的发展，使得灵芝
孢子作为灵芝的又一药用部位
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且对灵
芝孢子的研究日益增多。

丁万隆表示，近年来科研
证实灵芝三萜是灵芝功效作用

的核心成分，而灵芝孢子内的
灵芝三萜尤为珍贵，其生理活
性明显高于子实体中的三萜类
化合物，主要存在于灵芝孢子
的脂质物质中。

孢子粉所含营养物
质种类多于灵芝实体

随着对灵芝的研究越来越
深入，人们对灵芝孢子粉中的
有效成分及其作用也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丁万隆表示，大量
针对灵芝孢子化学成分药用活
性的研究表明，灵芝孢子主要
成分和灵芝相似，除含有三萜
类、多糖等灵芝本身固有成分
外，还富含蛋白质、多种人体必
需氨基酸、维生素类（其中维生
素 E 的含量高达 60mg/100g 孢
子粉）、生物碱、无机元素等成
分，对于抗癌、调节免疫、保肝
抗炎、降糖降脂、抗氧化抗缺氧
等有较强活性。其抑癌、调节
免疫、保肝解毒等功效更甚于
子实体，且经破壁后极易被人
体吸收。

丁万隆表示，灵芝孢子中
的化学成分主要分为水溶性和
脂溶性两部分。灵芝多糖是水
溶性部分的主要成分，含量丰
富且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是
一类生物免疫调节剂，具有免
疫调节、降血糖、降血脂、抗氧
化、抗衰老及抗肿瘤等作用；
三萜酸是脂溶性部分的主要
成分，含量丰富、化学结构多
样、生物活性广泛，能够镇静、
抗疲劳、净化血液、保护肝功
能、整体提高机体耐受疾病能
力。可见灵芝多糖、灵芝三萜
酸是灵芝孢子发挥调节免疫
功能，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
老，降糖降压、保肝护肝、辅助
癌症治疗、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等作用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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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抗癌关键在于增强抗肿瘤能力

宜用80℃以上开水冲服

●汤金土，国家级名老中
医，博士生导师

灵芝抗癌作用与临床使
用的抗癌方法有很大不同。
目前对肿瘤的治疗方法中，无
论是化疗还是放疗，其根本作
用都是通过多种机制抑制或
杀死癌细胞、防止癌细胞转移
和浸润，以达到抗肿瘤的目

的。而灵芝的抗肿瘤作用中，
不仅有灵芝三萜对肿瘤细胞
生长、迁移、黏附和浸润的直
接抑制，更重要的是灵芝多糖
对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双向
调节作用，全面增强机体抵抗
肿瘤的能力。所以灵芝对肿
瘤的预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同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

中，灵芝也可以减轻放疗和化
疗药物诱发的白细胞减少及
其它免疫系统的损害作用，提
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癌
症的预防和治疗是世界医学
极为关注的难题，灵芝扶正解
毒的独特抗癌作用决定了它
将在肿瘤的防治中发挥重要
作用。

据专家介绍，破壁灵芝孢
子粉宜用 80℃以上开水冲服，
有利于营养物质充分溶解，但
不同人群服用的量及时间各
不相同，因人而异。长期从事
脑力劳动或处于高度工作压
力状态下、生活节奏快的亚健
康、慢性疲劳综合征人群；失
眠、神经衰弱人群；内分泌失

调、面色发黄或色斑沉积人
群；高血压、高血脂人群等，每
天吃 1-2次，每次 2克，建议连
续服用3个月。

慢性肝炎、病毒性肝炎、
脂肪肝、肝脏损害等人群，建
议每天吃 2-3次，每次 2克，服
用 6 个月-2 年。各类肿瘤患
者，手术、放化疗前后或期间，

建议每天吃 2-3次，每次 2克；
康复期经常服用，每天2次，每
次2克。

预防肿瘤的人群，每天
1-2 次，每次 2 克，建议每年服
用 1-2 个月。子宫肌瘤、卵巢
囊肿、甲状腺结节等患病人
群，建议每天 2-3 次，每次 2
克，服用6个月-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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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孢子粉预防肿瘤的人群，专家建议每天1-2次，每次2克，每年服用1-2个月。

一棵成熟的灵芝喷射出的孢子总共也只有薄薄的一层，而将这些孢子再进行破壁去壳后留下的部分才是孢子粉的精华。

育种

赤芝与紫芝是较多的人工品种

栽培

椴木种植还原灵芝生态环境

深加工 破壁后提高吸收率

丁万隆表示，目前灵芝人
工栽培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
题：第一，菌种退化严重。目
前我国灵芝栽培所用的菌种
存在着严重的品种退化及质
量下降等问题。野生灵芝通
过单孢子来繁殖，而人工栽
培灵芝大多采用无性繁殖，
一代代的无性繁殖下去，必
然导致菌种的退化；第二，品
种有限。赤芝与紫芝是目前
较多的人工品种，其它有价值
的灵芝品种由于少有研究，尚
少有人工大规模种植开发；第
三，病毒感染，农药污染。人工
栽培灵芝的生长期很短，加上
菌种的病毒感染，同一菌种多
次接种，农药的大量使用，基
料的变化等，使目前的人工栽
培灵芝污染问题较为普遍；第
四，病虫害。近几年种芝农户
不断增多，生产规模也随着扩

大，而部分芝农对栽培场所选
用、环境卫生、土壤消毒、灭虫
和管理上却较粗放，病虫害日
趋严重，不仅影响灵芝生产而
且降低了商品质量。

我国是灵芝的原产地国
家，也是最早开发使用灵芝于
治疗和养生保健的国家。随
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好转，灵芝
及其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可 产 量 和 质 量 却 跟 不 上 需
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获得者，
寿仙谷药业董事长李明焱就
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
收集了近 40个灵芝种质资源，
其中分离本地野生灵芝菌株 6
个，建立了灵芝种质资源库，
经过了多年的稳定性考察、品
比试验，最后培育出了抗逆性
强、高产、高活性成分优良品
种——‘仙芝1号’。”

在寿仙谷有机灵芝栽培
基地中，记者看到一段段原木
被半埋在土壤中，每一段原木
上都生长着一株灵芝。据介
绍，灵芝一般生长在湿度比较
高且光线昏暗的山林中，主要
生长在腐树或是其树木的根
部。为了还原野生灵芝生长
的环境，就以椴木作为灵芝栽
培的原料。

李明焱表示，人工栽培灵
芝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椴木
灵芝和袋料灵芝，相比来说椴
木灵芝的药用价值要高于袋

料灵芝。而灵芝生长的环境
也有严格的要求，当地的土
壤、水质以及原木农药和重金
属残留是否超标都会影响灵
芝的质量。所以寿仙谷药业
在灵芝栽培的过程中使用有
机栽培的方法，从育种到栽培
到采收，不使用任何农药、化
肥、添加剂。而灵芝生长的椴
木原料在使用后还可以经过
腐败、粉碎，作为铁皮石斛的
生产原料。这样就可以有效
地保证大规模生产中原材料
的循环利用。

记者在寿仙谷药业的实
验室里看到，经过精心培育采
集到的灵芝孢子在显微镜下
像一个椭圆形的小球，外壳上
布满小孔。

灵芝破壁孢子粉相当于灵
芝的种子，灵芝孢子里包含了
灵芝的全部遗传物质，据测定
灵芝孢子中所含的灵芝多糖、
三萜类等活性物质的量，是灵
芝子实体的数十倍之多。但是
灵芝孢子所含的营养被包裹在
它的外壳里，这种外壳的组成
成分是坚硬的几丁质纤维素，
如果直接服用孢子粉，很难被
人体吸收，并会对人体消化系
统产生副作用。

要得到灵芝孢子里的有
效成分，就需要将灵芝孢子的
外壳打碎，也就是我们常听到
的破壁。

只有打开这层外壁，由外
壁紧裹的有效成分（灵芝多
糖、灵芝三萜）才能最大程度
地被人体利用吸收，这就是
通常说的破壁灵芝孢子粉。
破壁后吸收率高达 99%以上，
而在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力、
抑制肿瘤方面，远远超过其
母体灵芝，相当于灵芝子实
体的 75 倍。更值得一提的是
破壁孢子粉比不破壁孢子粉
具有更强的体外毒杀癌细胞
的活性。

野生灵芝被发现时往往已过了成熟期

如何选购灵芝孢子粉

Q很多消费者认为中药材
还是野生的好，毕竟人

工栽培的中药材药力可能
不足。

李明焱：目前我国发现
的野生灵芝种类较多，但是
很大一部分都没有经过药理
和毒性研究，如果贸然使用
可能会出现问题。另外在野
生的环境中，灵芝可能和其
它菌类一起生长难以辨识，
而野生灵芝也可能因为病虫
害而受到污染。对于灵芝来
说主要的药用价值在于孢
子，但是野生灵芝在被发现
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成熟
期，华盖里的孢子已经喷射
出去，只剩下木化的子实体，
药用价值大大降低。

另外，现代保健品生产
加工对所用原材料的来源要

求安全、有效、质量可控。野
生灵芝虽然看上去是纯天然
产品，但是显然达不到这些
要求。厂家收购的野生灵芝
子实体，来源各异，种类繁
多，又不能逐一鉴定。用作
生产原料，很难保证原料的
来源、种类和质量的一致性，
生产出的药品或保健品的质
量也很难保证。

Q目前的灵芝孢子粉破壁
技术有哪些？各有什么

利弊？
李明焱：目前应用于灵

芝孢子粉破壁的技术有生物
酶解法、化学法、物理法等，
以及效果较好的不破坏孢子
有效成分的超低温（-20℃）
物 理 破 壁 技 术 ，破 壁 率 达
98%以上。而物理破壁技术

分为振动磨破壁和超音速气
流破壁。振动磨破壁通过金
属桻高速敲打灵芝孢子，使
其破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有效成分、壁壳、油脂相互黏
连，无法分离，而裸露的油脂
又容易氧化致产品变质，重
金属容易超标也是振动磨破
壁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方
法破壁后不能将有效成分和
壁壳分离，使得孢子粉中有
效成分率下降，而且连同壳
一起服用，还可能会产生消
化系统的问题。而超音速气
流破壁采用超音速气流对撞
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实现了孢子破壁不破膜
（细胞膜），有效成分不氧化，
重金属不超标，更为下一步
破壁后孢子粉的分离提纯作
好准备。

1、尝。尝一下孢子粉有
没有苦味，苦味重的孢子粉
才是上等灵芝孢子粉。苦味
较重的孢子粉所含的有效成
分较多，添加物较少，所以味
觉成为判断孢子粉好坏的一
个重要途径。

2、闻。在购买孢子粉的
时候应该闻一闻有没有明显
的油蒿味，没有油蒿味的孢
子粉才是经过科学加工的孢
子粉。在灵芝孢子里主要含
有两种成分，一部分是水溶
性的多糖类物质，另一类则

是脂溶性的三萜酸。如果在
孢子破壁的过程中工艺达不
到水平，往往使孢子中所含的
油脂裸露在外，和空气接触发
生氧化，从而产生我们闻到的
油蒿味。而这种加工方式一
般是采用振动磨破壁，通过金
属桻高速敲打灵芝孢子，使其
破壁。这样也可能伴随着孢
子粉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3、看。在购买孢子粉的
时候应该注意看其原产地，
以及产品是否通过有机认
证。对于灵芝这种药材来

说，品质的好坏和产地周边
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灵芝本
身对人体健康有好处，但是
如果种植环境中超标的重金
属和农药残留被吸收到灵芝
中 ，对 人 体 反 而 会 产 生 危
害。另外，冲泡后放置 1 分
钟，看是否水和孢子粉明显
分层，如果孢子粉明显沉于
水底，分为两层，上水下孢子
粉，说明孢子壁的去除比例
比 较 小 ，因 为 孢 子 壁 比 水
重。去壁比例高的孢子粉，
应该是大部分物质都悬浮在
水中的。

■

种
植
加
工

孢子经超音速气流对撞破壁前后对比图

显微镜下孢子破壁前。 破壁后。 资料图片 D06-D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贺潇 D06-D07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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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灵芝成熟前，工作人员都要事先铺垫纸张或塑料布，收集珍贵的孢子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