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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平感颗粒抗菌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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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 目的观察中药银花平感颗粒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的抗菌作用。方法采用小鼠腹

腔注射金葡菌液致小鼠感染模型，连续给予银花平感颗粒2．O、1．O、0．5 mg慨组中药银花平感颗粒5 000．O、

2 500．o、1 250．o mg·kFl·d。1共7 d，以双黄连口服液和清热解毒口服液作为阳性对照药物；记录各组小鼠的

死亡率；同时采用体外抗菌活力测定实验，观察银花平感颗粒的体外抗菌活力变化。结果银花平感颗粒对

金葡菌感染大鼠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且呈量效正相关关系[模型组大鼠死亡率为88．9％(16，18)，双黄连口服

液组为81．2％(13，16)，清热解毒口服液组为43．8％(7，16)，银花平感颗粒O．5、1．O、2．0 m班g组死亡率为75．0％
(12，16)、50．o％(8，16)、31．2％(5，16)]。体外抗菌活力测定表明，银花平感颗粒o．117 mg，L即对大肠杆菌、肺炎

球菌、肺炎克雷伯菌、乙型链球菌、痢疾杆菌、流感杆菌、金葡菌都具有显著的抗菌作用，其抗菌药物浓度明显低

于其他中药和青霉素，抗菌谱也宽。结论银花平感颗粒对金葡菌感染小鼠具有明显体内保护作用；且银花平

感颗粒抗菌谱广，对临床上常见致病菌均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银花平感颗粒； 抗菌作用； 金黄色葡萄球菌； 体外抗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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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平感颗粒(原名金平感颗粒)处方是由麻

黄汤等方药加减而成，主要由金银花、麻黄、苦杏仁、

虎杖、甘草等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宣肺疏邪等功效，

已获国家发明专利(zL03151188．0)和中药新药证

书(国药证字Z20120004)及生产证书。用于上呼吸

道在病毒感染时有继发细菌感染等的治疗。本研究

通过给小鼠腹腔注射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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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小鼠感染模型，观察银花平感颗粒对金葡菌感

染小鼠的体内抗菌作用，检测其体外抗菌活力。

1材料和方法

1．1实验动物及菌株选择

1．1．1体内抗菌：清洁级IcR小鼠，雌雄各半，体

质量20～22 g，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沪)2013—0016；金葡菌

ACTT25923。

1．1．2体外抗菌活力：菌种为流感杆菌，970717；

大肠杆菌，25922ATcc；金葡菌，6538；乙型溶血性

链球菌，32172；肺炎双球菌，31230；肺炎克雷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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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4；痢疾杆菌，51309。血平板培养基；MH培养

基；普通肉汤；普通平板。

菌种均来源于北京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由浙

江大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实验室尹秀老师提供：

1．2主要药物：银花平感颗粒(南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康润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01106；双黄连

口服液：(91)卫药准字z一83—3，由黑龙江完达山制

药厂出品，批号：20001109，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

炎的功效，适用于病毒或细菌引起的肺炎、上呼吸

道感染等；清热解毒口服液：浙卫药准字(1996)第

072401号，由浙江英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010531，具有清热毒的功效，用于流感、上呼吸道

感染；青霉素钠：冀卫药准字(1995)第000004号，

由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102201。

1．3体内抗菌实验方法。1‘2。：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小

鼠分为6组，模型组；阳性对照双黄连口服液组、清

热解毒口服液组；不同剂量银花平感颗粒2．0、1．0、

o．5 mg／kg组。除模型组18只外，其余各组均为16只。

采用腹腔注射1．9×109／mL金葡菌液(100％最小致

死量)0．5 mL的方法复制小鼠金葡菌感染模型，于

注射菌液即刻(0 h)、6 h，各组分别给药一次，双黄

连口服液组灌服双黄连口服液8．0 mg·kg-1·一，清热

解毒口服液组灌服清热解毒口服液8．o mg·kg-1·rl，

不同剂量银花平感颗粒2．0、1．0、0．5 mg／kg组分别

灌胃5 000．0、2 500．0、l 250．0 mg·kg-‘·t1_l银花平感

颗粒，模型组灌服等体积生理盐水，连续给药观察

7 d，记录各组小鼠死亡率。

1．4伦理学：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

学标准。

1．5体外抗菌活力测定实验方法：含药平板制备。2。l：

在50 mL试管内用倍比稀释法将银花平感颗粒用

80℃MH琼脂培养基稀释成0．500、0．250、0．125、

0．063、0．031、0．016、0．008、0．004 g，mL含药液培养

基，每管15 mL，待冷却至45℃后每管加l mL新

鲜兔血，混匀倒人9 cm无菌平板中，最后制成平板

含药量为0．468、0．234、0．117、0．059、0．029、0．015、

0．008、0．004 g／mL；以同样方法将清热解毒口服液、

双黄连口服液制成含新鲜兔血的MH平板(试管内

加14mLMH琼脂)，其含药量为0．500、0．250、0．125、

0．063、O．031、0．016、0．008、0．004 mL／mL；另将青霉

素钠用生理盐水稀释成l：100及1：10，其含药

量为0．667、0．067∥mL，然后各取1 mL加入15 mL

(含1 mL新鲜兔血)的MH琼脂中，倒人9 rm无菌

平板中。

细菌接种：将不同的含药平板、MH平板、MH血

平板划分成8个大小一致的区域并编号，然后每一

区域按顺序用划线法接种含105／mL下列菌液(已经

培养18 h)：大肠杆菌、肺炎球菌、肺炎克雷伯菌、乙

型链球菌、痢疾杆菌、流感杆菌、金葡球菌、生理盐

水，置于37℃培养箱内培养24 h，观察细菌生长情

况，确定各药对不同细菌的最低抑均浓度(MIC)。

1．6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i±s)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一2检验，J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

2结果

2．1各药物对金葡菌感染小鼠的体内保护作用

(表1)：清热解毒口服液组、不同浓度银花平感颗粒

组小鼠死亡率均较模型组降低，且以银花平感颗粒

大剂量组降低最显著(P<o．01)。表明大剂量银花

平感颗粒对金葡菌感染具有明显的抗感染作用，且

呈量效相关性。

表1 各药物对金葡菌感染小鼠的体内保护作用

注：与模型组比较，“J【)<0．05，“P<O．0

2．2不同浓度银花平感颗粒、清热解毒口服液、双

黄连口服液、青霉素的体外抑菌作用(表2～5)：银

花平感颗粒对各菌的MIc作用明显低于双黄连口

服液和清热解毒口服液，抗菌作用明显优于双黄连

口服液和清热解毒口服液，但不及青霉素。

表2银花平感颗粒的体外抑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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