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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挥发油的提取和抗菌效果研究

汤利*，陆晓燕，谢和益，张建东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涂料化工检测室，广东 佛山 528300)

[摘 要]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滥用、日益严苛的食品安全和疫情，以高良姜为代表的中草药因具有不易产生耐药性和广谱抗菌等特性而受

到普遍关注。本研究采用超声波辅助以乙醇为溶剂高效且绿色的提取高良姜的活性抗菌成分，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抗菌效果进行

测试。结果表明，高良姜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在食品防腐和医药合成领域都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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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abuse of antibiotics and th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food safety and epidemic situation. Chinese herbs such as galangal, is
widely concerned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develop drug resistance and has a broad antibacterial spectrum. In this study, ultrasonic-assisted ethanol was used as
solvent to extract active antibacterial components of galangal efficiently and green, and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alangal extract had good antibacterial effect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so it have potenti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food preservative and pharmaceutical synthesi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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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充斥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十分容易被人体接触。
尤其是致命病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感染途径众多，严重威
胁着人类的健康。长久以来，为了免于各类有害细菌的侵害，各
类抗菌剂应运而生[1]。

目前被人们认可的抗菌剂可分为有机抗菌剂、无机抗菌剂和
天然抗菌剂三类[2]。其中，有机抗菌剂常见的有季铵盐类、酚醇
酯类、双胍类、异噻唑类和二苯醚类等。有机抗菌剂种类虽多，
但是普遍存在有毒性、安全性、耐热性较差和易产生微生物耐药
性等不足。无机抗菌剂是利用金属离子和金属氧化物或光催化金
属氧化物破坏细菌的生物膜结构，以达到细菌凋亡的效果[3]；这
类抗菌剂虽具有广谱抑菌、持久抑菌且耐高温等优势，但部分产
品有毒性、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且在使用时易迁移会造成二次
污染，可能对人类健康带来伤害。而天然抗菌剂大都是从动、植
物中提炼精制而成，储量丰富，来源广泛，毒性较小。与化学合
成的抗菌剂相比，植物源的活性抗菌成分具有抗菌性强、安全无
毒等优点，已被广泛用于食品保鲜、医药、日化产品和农业中[4]。

高良姜，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良姜的干燥根茎，别名小
良姜、良姜等。高良姜主产于海南和两广地区，其中广东的徐闻
县是我国高良姜品质最好的产区。本品性热，味辛，具有温胃止
呕、散寒止痛的功效，以高良姜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也已广泛应
用于临床[5]。高良姜的药理药性已经被广泛认知，其化学活性成
分主要有黄酮类、二芳基庚烷类和各种挥发油类，可具有抗氧化、
抗肿瘤、抗菌、抗病毒和抗溃疡等药效[6]。本研究以高良姜姜粉
为原料，利用超声波辅助萃取技术和减压旋转浓缩技术高效提取
高良姜挥发油，并对其主要化学成分和抗菌效果进行研究，为更
好地开发和利用高良姜资源和进一步成为合成抗菌药物的替代品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高良姜粉，由某中药材公司提供；乙醇，95 %，分析纯；大
豆酪蛋白琼脂干粉培养基(TSA)、0.9 %无菌生理盐水、CMCC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艾希氏菌斜面菌种，都购自于南通凯恒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LANYI-2008型低温超声波萃取仪；ZHBF-RE
旋转蒸发仪；7890A/5975C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SHP-150生化培养箱。
1.2 高良姜活性物质的提取

取过 40目筛网的高良姜粉 40 g，置于超声波萃取仪的玻璃萃
取瓶中，按照 1∶7(w/w)的比例加入 95 %的乙醇；连接超声变幅
杆并将玻璃萃取瓶置于带有冷水循环装置的恒温水槽中进行超声
辅助萃取。萃取参数设置如下：温度 75℃，超声频率 20 Hz，萃

取时间 150 min。萃取结束后，将物料顷入烧杯中，自然冷却，沉
淀 6小时；将上清液转入旋转蒸发器中，在 50℃下浓缩至 15 mL
左右，即为高良姜活性萃取物。将浓缩液 5 mL 留存用于成分测
试，剩余的置于真空干燥箱在 40℃下过夜，烘干至粉末，待用。
1.3 高良姜活性萃取物的成分分析

利用 GC-MS 对高良姜活性萃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检测。气
相色谱条件：Agilent 122-1364UI石英色谱柱，60 m×0.25 mm×1.4
μm；柱温箱 50 ℃(2 min)→15 ℃/min 升温至 200 ℃(保持 5
min)→5℃/min升温至 260℃(保持 12 min)；进样口温度 200℃；
进样量为 1.0 μL；氦气流速为 1 mL/min；分流比为 5∶1。

质谱条件：离子源温度 230℃；离子化能量 70 eV；接口温
度 20℃；四级杆温度 150℃；溶剂延迟时间 5.5 min；质量扫描
范围 35~450采用 SCAN/SIM同时扫描模式。
1.4 抗菌测试

准确称取高良姜提取物烘干粉 1.0 g，置于 10 mL容量瓶中，
用无菌生理盐水定容。用移液枪准确移取 2、1、0.5、0.25、0.125、
0.0625、0.0313和 0.0156 mL 的提取物溶液到盛有 15 mL大豆酪
蛋白琼脂培养基的平板中，将平板置于无菌室紫外灯下冷却 30
min。利用接种环分别挑取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菌株置盛有
5 mL灭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震荡溶解。用移液枪准确移取两种
悬菌液各 200 μL 于两组含有不同浓度提取物的平板培养基上涂
布；待涂布稍干后，倒置于 37℃生化培养箱中，培养 24 h。与对
照组(无提取物添加)的平板培养基进行比较，以肉眼可见无菌落
生长的最小浓度为高良姜提取物的MIC；在此基础上将各培养基
继续培养 24 h(共 48 h)，以无菌落生长的提取物浓度为高良姜提
取物的MBC。
2 结果与讨论
2.1 高良姜提取物成分分析

利用 GC-MS 对高良姜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分析，得
到的总离子图谱如图 1所示，其主要归属物质和以峰面积归一法
测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如表 1所示。由数据可知，高良姜提取物
的主要成分为苯丙基结构的大分子有机物，如桉叶油醇(2.43 %)、
苯乙醇(0.85 %)、樟脑(0.95 %)、苯丙醛(14.10 %)、松油醇(6.39 %)、
乙酸小茴香酯(4.55 %)、4-苯基-2-丁酮(24.71 %)和对乙烯基愈疮木
酚(1.03 %)，这些成分主要来自高良姜块根中木质素的热解。呋喃
类化合物主要有呋喃甲醛(0.74 %)、2,3-二氢苯并呋喃(0.90 %)、5-
羟甲基-2(5H)-呋喃酮(0.89 %)和 5-羟甲基糠醛(8.22 %)，主要来自
高良姜中碳水化合物的醇解反应。此外，烯萜类及其衍生物包括
左旋乙酸龙脑酯 (0.97 %)、α-香柠檬烯 (1.39 %)、 (-)-β-花柏烯
(1.17 %)、巴伦西亚橘烯 (3.48 %)、芹子烯 (1.09 %)和杜松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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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主要以有机抽出物的形式存在于高良姜块根中。

图 1 高良姜提取物的 GC-MS谱图

表 1 高良姜提取物主要成分组成

出峰时间/min 化合物 化学分子式 相对含量/%
11.860 1,1-二乙氧基乙烷 C6H14O2 0.88
14.820 2,3-丁二醇 C4H10O2 1.90
15.607 呋喃甲醛 C5H4O2 0.74
19.054 桉叶油醇 C10H18O 2.43
19.708 甘油醚 C6H14O5 7.07
21.362 苯乙醇 C8H10O 0.85
22.038 樟脑 C10H16O 0.95
22.261 苯丙醛 C9H10O 14.10
22.532 松油醇 C10H18O 6.39
22.919 乙酸小茴香酯 C12H20O2 4.55
24.151 4-苯基-2-丁酮 C10H12O 24.71
24.357 2,3-二氢苯并呋喃 C8H8O 0.90
24.590 左旋乙酸龙脑酯 C12H20O2 0.97
24.677 乙酰胺酸 C4H7NO3 0.76
24.768 5-羟甲基-2(5H)-呋喃酮 C5H6O3 0.89
24.973 5-羟甲基糠醛 C6H6O3 8.22
26.136 对乙烯基愈疮木酚 C9H10O2 1.03
28.340 α-香柠檬烯 C15H24 1.39
31.269 (-)-β-花柏烯 C15H24 1.17
31.589 巴伦西亚橘烯 C15H24 3.48
31.843 芹子烯 C15H24 1.09
32.257 杜松烯 C15H24 5.52
总含量 89.98

2.2 高良姜提取物抗菌试验

表 2 高良姜提取物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小杀菌浓度(MBC)实验数据

项目 微生物
提取物添加量/(mg/mL)

11.76 6.25 3.23 1.64 0.83 0.42 0.21 0.10 0
MIC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 +++ ++++
MBC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 ++++ ++++
MIC 大肠杆菌 - - + + ++ ++ +++ +++ ++++
MBC 大肠杆菌 - + ++ ++ +++ +++ ++++ ++++ ++++

注：表中“+”代表平板培养基肉眼可见的菌落数，“+”越多代表菌落数越多，“-”表示无肉眼可见菌落生长。

由表 2可知，随着高良姜提取物添加量的提高，两种微生物
的平板培养基的菌落数越来越少，表明在一定浓度下该提取物对
两种细菌均具有抗菌作用。通过计算可得，高良姜提取物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分别为 1.64和 6.25
mg/mL，最小杀菌浓度(MBC)分别为 3.23和 11.76 mg/mL，抗菌
效果强于报道的常用的食品防腐剂山梨酸钾(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MIC和MBC分别为 2.5 mg/mL和 5 mg/mL)。此外，高良姜提
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效果好于对大肠杆菌，其原因不明，
可能与微生物的生物结构和抗药性有关。其实，对高良姜的抗菌

成分及其抗菌原理已有很多研究。一些理论认为，高良姜中的黄
酮类、二芳基庚烷类化合物和挥发油中的桉叶油醇、松油醇、乙
酸小茴香酯和多种烯萜类物质都对细菌和部分真菌具有明显的抗
菌作用。例如，Park S.N.等[7]研究发现，α-松油醇对 15种标准株
牙周病原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对牙龈卟啉单胞菌和具核
梭杆菌的抗菌作用显著。关于高良姜提取物对部分细菌比(如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机理，据报道可能通过抑制β-酮酰基载体蛋白
还原酶[8]，从而抑制菌体细胞膜中脂肪酸的合成，破坏细菌外膜，
最终抑制细菌的繁殖。

(下转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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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药害实验结果
Fig.5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of phytotoxicity

3 结论
在基本保持静态表面张力及润湿性能的基础上，具有较高

HLB 值及表面活性的窄分布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 S90 对三硅氧
烷表面活性剂具有较好的增溶作用，能显著提高三硅氧烷表面活
性剂在动态中快速平衡水溶液表面张力的能力；具有高表面活性
的糖基表面活性剂 SWE-30 可以显著降低三硅氧烷表面活性剂的
药害，复配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三硅氧烷表面活性剂的药害，可极
大促进三硅氧烷表面活性剂在农业中的大规模推广使用，对农药
化肥减量增效及精准施药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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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利用清洁且高效的萃取技术提取高良姜的活性抑菌成分，并

对它的化学成分和抗菌效果进行分析和测试。GC-MS 结果显示，
高良姜提取物主要包含桉叶油醇、松油醇和 4-苯基-2-丁酮等苯丙
基大分子和多种烯萜类物质。抗菌试验显示，高良姜提取物对两
种常见细菌(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都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和 MBC 分别为 1.64 和 3.23 mg/mL，对大

permeabil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s affected by plasticizer and relative 
humidity[J]．LWT-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8，41(2)：35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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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J]．饲料工业，2020，41(6)：32-36．MIC MBC 1.64 3.23 mg/mL
肠杆菌的 MIC 和 MBC 分别为 6.25 和 11.76 mg/mL。总之，由于
高良姜具有良好的抑菌和杀菌效果，在食品防腐和医药合成等方
面都有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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