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12401.6

(22)申请日 2016.09.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9086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07

(83)生物保藏信息

GDMCC No：60025 2016.03.21

(73)专利权人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地址 510070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

大院56号

(72)发明人 李浩华　章卫民　李赛妮　谭国慧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001

代理人 刘明星

(51)Int.Cl.

C12N 1/14(2006.01)

A61K 36/06(2006.01)

A61P 31/04(2006.01)

C12R 1/64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492629 A,2012.06.13,

桂琳等.培养条件对细脚拟青霉抑制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影响.《食品工业科技》.2010,(第10

期),216-218.

毕江涛等.药用植物马蔺的内生真菌分离及

其抑菌活性的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2,(第

32期),15651-15654.

审查员 刘苗

 

 

(54)发明名称

一株腐质霉及其用途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株腐质霉及其用途。腐质霉

(Humicola sp .)A695，保藏编号为：GDMCC No：

60025。本发明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

取物具有明显的抗细菌活性，表明该提取物具有

很好的应用开发前景，因此本发明为研究与开发

新的抗菌药物提供了基础，为开发利用植物内生

真菌来源的天然活性物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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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质霉（Humicola  sp.）A695，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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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腐质霉及其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药用植物春砂仁内生真菌腐质霉

Humicola  sp.A695及从该菌株的发酵液中制备的提取物和该提取物在制备抗细菌药物中

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植物内生真菌(endophytic  fungi)是指生活史的一定阶段或全部阶段生活在健

康植物组织内，但不对植物组织引起明显病害症状的真菌(Tan  RX  and  Zou  WX,2001)。内

生真菌具有丰富的物种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迄今已从植物内生真菌中发现了不少新

的或稀有的真菌物种，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植物内生真菌生长于植物内部的特殊环

境中，其产生活性化合物远远超出其植物代谢产物的范围，能够产生各种结构类型独特、具

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活性物质，已成为发现新的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资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株内生真菌腐质霉(Humicola  sp.)A695，其于2016

年3月21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GDMCC)，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大院59

号楼5楼，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025。

[0004]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抗细菌作用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

提取物，其特征在于，以腐质霉(Humicola  sp.)A695作为发酵菌株，液体发酵获得发酵培养

物，分离菌丝体和发酵液，取发酵液用乙酸乙酯萃取，萃取液经浓缩后即得腐质霉

(Humicola  sp.)A695发酵提取物。

[0005] 所述的液体发酵是将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于28℃、

120r/min液体发酵培养，得到发酵培养物，所述的发酵培养基，每升是通过以下方法制备：

用500mL蒸馏水煮200g马铃薯20min，过滤得汁，再加入葡萄糖20g、KH2PO4  3g、MgSO4  0.75g、

维生素B1  10mg，用水补足至1L，pH自然，得到发酵培养基。

[0006] 利用本发明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进行抗菌实验，通过实验发现，

当每片滤纸片(直径为6mm)含提取物为250μg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的抑菌圈

直径分别为19.5、16.25mm。选择5、2.5、1.25、0.625、0.312、0.156、0.078mg/mL  7个浓度下

进行最低抑菌浓度(MIC值)的测定，确定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的MIC值分别为0.321mg/mL、0.625mg/mL。

[0007] 因此，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在制备抗细菌药

物中的应用。

[0008] 一种抗细菌药物，包含上述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作为活性成分。

[0009] 所述的抗细菌药物为抗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或枯草芽孢杆

菌(Bacillus  subtilis)的药物。

[0010] 本发明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细菌活性，表明该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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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很好的应用开发前景，因此本发明为研究与开发新的抗菌药物提供了基础，为开发

利用植物内生真菌来源的天然活性物质提供了科学依据。

[0011] 腐质霉(Humicola  sp.)A695于2016年3月21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DMCC)，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大院59号楼5楼，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025。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菌株与相关菌株的系统发育树，其中

A695代表腐质霉(Humicola  sp.)A695。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4] 实施例1：腐质霉(Humicola  sp.)A695的分离、纯化及鉴定

[0015] (1)菌株的分离、纯化：

[0016] 将采自广东省阳春市合水镇的春砂仁根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置于滤纸上自然风

干。放入质量分数0.1％的升汞溶液中浸泡5～7min后用无菌水漂洗4次，再放入体积分数

75％的乙醇水溶液中浸泡3～5min后用无菌水漂洗3次。用剪刀剪掉头尾部分，将中间部位

剪成约1cm长的小段。置于分离培养基(含20μg/mL硫酸卡那霉素和20μg/mL氨苄青霉素)中，

28℃恒温箱培养3～7d后挑取边缘菌丝转接到新鲜分离培养基上，继续纯化直至获得纯菌

株，即得本发明的菌株A695。

[0017] 所述的分离培养基是通过以下方法获得：用500mL蒸馏水煮200g马铃薯20min，过

滤得汁，再加入葡萄糖20g、KH2PO4  3g、MgSO4  0.75g、维生素B1  10mg，琼脂20g，用水补足至

1L，pH自然，灭菌备用。

[0018] (2)菌株的鉴定：

[0019] 将所述的菌株A695采用真菌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提取菌株的基因组DNA，作为

PCR扩增的模板。PCR扩增采用真菌rDNA内转录间隔区(rDNA  ITS)通用引物ITS1(5 '-

TCCGTAGGTGAACCTGCGG-3'，正向)和ITS4(5'-TCCTCCGCTTATTGATATGC-3'，反向)扩增分离菌

株的rDNA  ITS区。PCR采用20μL反应体系，通过Ex  Taq(TaKa-Ra)进行。反应条件：93℃预变

性3min；93℃变性45s，55℃复性45s，72℃延伸1.5min，共30个循环；最后72℃延伸10min。

PCR产物由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测序，其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获得的

序列通过BLAST程序在GenBank上进行相似性序列检索，下载相关序列，运用MEGA  5软件通

过邻接法(Neighbor-Joining)，Bootstrap设置为1000次重复，构建系统发育树(图1)。菌株

A695ITS区的碱基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将测序获得的序列信息进行BLAST，BLAST结果

显示，菌株A695与Humicola  sp.(KF472159)的相似度为99.3％。从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看，菌

株A695与5条Humicola  sp.序列聚为高度自展支持的一支，彼此间遗传距离极小(图1)。因

此，通过分子系统学分析确定该菌株为腐质霉(Humicola  sp.)，命名为腐质霉(Humicola 

sp.)A695。

[0020] 该腐质霉(Humicola  sp.)A695于2016年3月21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

心(GDMCC)，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大院59号楼5楼，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025。

[0021] 实施例2：腐质霉(Humicola  sp.)A695的活化、发酵培养及提取物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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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将实施例1得到的纯菌株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接种于斜面培养基，于28

℃培养5d，得到活化后的菌种。所述斜面培养基通过以下方法获得：用500mL蒸馏水煮200g

马铃薯20min，过滤得汁，再加入葡萄糖20g、KH2PO4  3g、MgSO4  0.75g、维生素B1  10mg，琼脂

20g，用水补足至1L，pH自然，灭菌备用。

[0023] (2)将步骤(1)活化培养后的菌株接种至种子培养基中，于28℃、120r/min振荡条

件下培养7d，得到种子液，所述种子培养基通过以下方法获得：用500mL蒸馏水煮200g马铃

薯20min，过滤得汁，再加入葡萄糖20g、KH2PO4  3g、MgSO4  0.75g、维生素B1  10mg，用水补足

至1L，pH自然，灭菌备用。

[0024] (3)将步骤(2)所得种子液以10％的接种量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于28℃、120r/

min培养7d，得到发酵培养物。所述发酵培养基与种子培养基相同。

[0025] (4)提取物制备：将步骤(3)所得的发酵培养物除菌丝体后得到的滤液用乙酸乙酯

萃取3次，萃取液经减压浓缩后即为本发明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

[0026] 实施例3：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的抗菌活性测定

[0027] 采用滤纸片法测定腐质霉(Humicola  sp .)A695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或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的抗菌活性。

[0028] 将实施例2获得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用DMSO溶解，并稀释至浓度

为500μg/mL。

[0029] 将液体发酵获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的菌液分别用生理盐水分别

稀释至浓度为106CFU/mL，吸取浓度为106CFU/mL的菌液1mL放入平板中，倒入已冷却至合适

温度的LB培养基，混合均匀。用无菌镊子夹取厚度为1.5mm、直径为6mm的滤纸片置于含菌平

板上，同时在滤纸片上分别滴加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稀释液5μL为样品组，以

DMSO代替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稀释液作为空白对照组，以浓度为200μg/mL的

氨苄青霉素作阳性对照组，将平板置于37℃恒温箱培养24h，用十字测量法测量抑菌圈直径

的大小，重复三次，计算抑菌圈直径的平均值。

[0030] 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31] 表1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细菌的抑制作用( n＝3)

[0032]

[0033] 实施例4：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的

最低抑制浓度测定

[0034] 采用滤纸片法测定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

孢杆菌最低抑菌浓度。

[0035] 用DMSO将实施例2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分别稀释至5、2.5、1.25、

0.625、0.312、0.156、0.078mg/mL。分别吸取浓度为106CFU/mL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

杆菌菌液1mL放入培养皿中，倒入已冷却至合适温度的LB培养基，混合均匀。用无菌镊子夹

取厚度为1.5mm、直径为6mm的滤纸片置于含菌平板上，同时在滤纸片上分别滴加上述浓度

的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稀释液5μL，置于37℃恒温箱培养24h，观察滤纸片周

围的抑菌圈，以滤纸片周围有抑菌圈的滤纸片所含样品的最低浓度为最低抑菌浓度(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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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036] 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37] 表2：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细菌的最低抑制浓度(MIC值)( n＝3)

[0038]

[0039] 注：“+”表示有抑菌圈，“-”表示无抑菌圈

[0040]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腐质霉(Humicola  sp.)A695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枯

草芽孢杆菌具有明显的抗细菌作用，可应用于制备抗细菌药物。因此，本发明为研究与开发

新的抗菌药物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开发利用植物内生真菌来源的天然活性物质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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