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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采用滤纸片法袁 检测不同质量浓度马尾松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杂贼葬责澡赠造燥糟燥糟糟怎泽 葬怎则藻怎泽袁 大

肠杆菌 耘泽糟澡藻则蚤糟澡蚤葬 糟燥造蚤袁 枯草芽孢杆菌 月葬糟蚤造造怎泽 泽怎遭贼蚤造蚤泽袁 八叠球菌 杂葬则糟蚤灶葬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蚤袁 木霉 栽则蚤糟澡燥凿藻则皂葬 增蚤则蚤凿藻袁 青霉

孕藻灶蚤糟蚤造造蚤怎皂 糟澡则赠泽燥早藻灶怎皂 和黑曲霉 粤泽责藻则早蚤造造怎泽 灶蚤早藻则 等的抑制效果遥 结果表明袁 马尾松叶的水尧 丙酮尧 乙醇溶液提取物对

细菌的抑菌圈直径随着提取物质量浓度的增大袁 对各种菌的抑菌效果越好袁 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质量浓度为 员园园郾 园 早
窑蕴 原员时袁 大肠杆菌抑菌圈直径为 圆缘郾 远 皂皂曰 对 猿 种霉菌的抑菌效果与质量浓度的大小不成正比曰 猿 种提取物中以乙醇

提取物的抑菌效果最好袁 而水提物的抑菌效果较差遥 图 圆 表 员 参 怨
关键词院 森林保护学曰 马尾松叶曰 提取物曰 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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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农药因其高效尧 低毒且与环境和谐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咱员暂 遥 杂憎葬蚤灶咱圆暂 说植物是生物活性

化合物的天然宝库袁 植物所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超过 源园 万种袁 其中很多的化学物质有杀虫或抗菌作

用遥 目前袁 国内外对于植物源农药治理虫害方面已经有深入的研究袁 但对病害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袁
杀菌剂的研究要比杀虫剂的研究少得多咱猿暂 袁 这其中又以禾本科 郧则葬皂蚤灶藻葬藻 的植物研究得比较多袁 而对

于木本植物研究得比较少咱源 原 苑暂 遥 马尾松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在我国分布极广袁 北自河南及山东南部袁 南

至两广尧 台湾袁 东自沿海袁 西至四川中部及贵州袁 遍布于华中华南各地遥 马尾松生长快袁 适应性强袁
造林更新容易袁 能适应干燥瘠薄的土壤袁 是浙江省重要的先锋造林树种和主要用材林树种袁 但在马尾



松松针提取物的杀菌效果方面很少有人研究遥 本研究通过马尾松叶提取物的抗菌活性研究袁 为马尾松

叶的开发利用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郾 员摇 材料

员郾 员郾 员摇 试验材料摇 实验所用的马尾松叶袁 于 圆园园远 年 苑 月采于浙江临安浙江林学院内遥
员郾 员郾 圆摇 供试菌种及培养基摇 本实验采用细菌 源 株袁 霉菌 猿 株袁 由浙江林学院微生物实验室提供遥 细

菌院 金黄色葡萄球菌 杂贼葬责澡赠造燥糟燥糟糟怎泽 葬怎则藻怎泽袁 大肠杆菌 耘泽糟澡藻则蚤糟澡蚤葬 糟燥造蚤袁 枯草杆菌 月葬糟蚤造造怎泽 泽怎遭贼蚤造蚤泽袁 八叠

球菌 杂葬则糟蚤灶葬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蚤遥 选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渊蕴月冤遥 霉菌院 木霉 栽则蚤糟澡燥凿藻则皂葬 增蚤则蚤凿藻袁 青霉

孕藻灶蚤糟蚤造造蚤怎皂 糟澡则赠泽燥早藻灶怎皂袁 黑曲霉 粤泽责藻则早蚤造造怎泽 灶蚤早藻则遥 选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渊孕阅粤冤遥
员郾 员郾 猿摇 实验仪器摇 耘再耘蕴粤 水浴锅 杂月鄄圆园园园袁 旋转蒸发仪 晕鄄员园园员袁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袁 超纯水器袁
超净工作台袁 蕴阅在载鄄源园粤陨 型立式自动电热压力蒸汽灭菌锅袁 容声 月悦阅鄄员愿园郧 冰箱袁 蕴砸匀鄄圆缘园粤 生化培

养箱袁 阅允 灵巧型粉碎机袁 超净工作台遥
员郾 圆摇 实验方法咱愿暂

员郾 圆郾 员摇 菌种活化摇 将所有供试的菌种移接入相应的试管斜面培养基上袁 每种菌移接数支遥 细菌置于

猿苑 益恒温培养箱内培养 圆源 澡袁 霉菌置于 圆愿 益培养箱培养 源愿 澡袁 取出置于 园 耀 源 益冰箱冷藏备用遥
员郾 圆郾 圆摇 提取物的制备摇 淤马尾松叶乙醇溶液提取物的制备遥 称取粉碎过 远园 目筛马尾松针叶 员园园郾 园 早袁
放入 圆郾 缘 蕴 的广口瓶内袁 向瓶中加入体积分数为 怨缘豫乙醇 圆郾 园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向滤渣中再加入

体积分数为 怨缘豫乙醇 员郾 苑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将 圆 次滤液合并遥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回收溶剂袁 共得

浸膏状提取物 员怨郾 苑 早遥 将浸膏状提取物放置常温袁 直至乙醇全部挥发遥 于马尾松叶丙酮提取物的制

备遥 称取马尾松叶干粉 员园园郾 园 早袁 放入 圆郾 缘 蕴 的广口瓶内遥 向瓶中加入丙酮 圆郾 园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向滤渣中再加入体积分数为 怨缘豫甲醇 员郾 苑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将 圆 次滤液合并遥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

回收溶剂袁 共得浸膏状提取物 员远郾 愿 早遥 将浸膏状提取物放置常温袁 直至丙酮全部挥发遥 盂马尾松叶水

提取物的制备遥 马尾松叶干粉 员园园郾 园 早袁 放入 圆郾 缘 蕴 的广口瓶内遥 向瓶中加入蒸馏水 圆郾 园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向滤渣中再加入蒸馏水 员郾 苑 蕴袁 浸泡 圆源 澡 后过滤遥 将 圆 次滤液合并遥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回收

溶剂袁 共得浸膏状提取物 员员郾 怨 早遥
员郾 圆郾 猿摇 供试材料灭菌摇 无菌水尧 滤纸片和培养基均采用常规湿热灭菌法处理袁 移液管尧 滤纸片和玻

璃推棒等试验用品用干热灭菌法处理遥
员郾 圆郾 源摇 菌种活化与培养摇 用接种环在乙醇灯火焰上消毒后挑取菌种在已灭菌的试管斜面上划线接种袁
苑 种菌各接 猿 支试管遥 接种后细菌置于 猿苑 益培养箱袁 霉菌置于 圆愿 益培养箱培养遥
员郾 圆郾 缘摇 菌悬液制备摇 把预先进行菌种斜面活化的各菌种分别挑取 圆 环制成菌悬液袁 然后对每种菌取

圆 支盛有 员园 皂蕴 无菌水的试管排在试管架上袁 稀释菌液浓度袁 使其含菌量为 员园员园 耀 员园员员个窑蕴 原员袁 即得

供试菌种袁 将各种菌的菌悬液贴好标签袁 备用遥
员郾 圆郾 远摇 浸泡滤纸片摇 将马尾松叶的不同溶剂提取物用二倍稀释法分别稀释成 员园园郾 园袁 缘园郾 园袁 圆缘郾 园袁
员圆郾 缘袁 远郾 猿袁 猿郾 员袁 员郾 远 早窑蕴 原员等 苑 个质量浓度袁 已灭菌的滤纸片在各溶剂中浸泡 圆源 澡袁 供抑菌实验用袁
用无菌水浸泡的滤纸片作对照遥
员郾 圆郾 苑摇 抑菌实验方法摇 琼脂扩散滤纸片法测定抑菌圈直径大小遥 在无菌条件下袁 快速分别倒入冷却

至 源缘 益的培养基袁 至灭过菌的培养皿中凝固袁 每皿需培养基量为 员园 耀 员缘 皂蕴遥 在无菌条件下袁 按不

同的菌种袁 用灭过菌的移液管吸取 园郾 员 皂蕴 菌悬液注入相应的培养皿中袁 用无菌玻璃推棒推匀遥 用无

菌镊子夹取浸泡在药剂中的滤纸片袁 滤去多余的汁液放入培养皿中袁 每皿放 猿 片袁 呈正三角形放置遥
将以上培养皿放入培养箱中培养袁 细菌 猿苑 益下培养袁 圆源 澡袁 真菌 圆愿 益培养袁 苑圆 澡袁 测量抑菌圈大小遥
员郾 猿摇 最低抑菌质量浓度和最低杀菌质量浓度测定咱怨暂

用 圆 倍稀释法将马尾松乙醇提取物尧 丙酮提取物和水提物分别稀释成 员园园郾 园袁 缘园郾 园袁 圆缘郾 园袁 员圆郾 缘袁
远郾 猿袁 猿郾 员袁 员郾 远 早窑蕴 原员等 苑 个质量浓度袁 在各个平皿内分别用 圆 皂蕴 移液管移入不同质量浓度的马尾松

园远猿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远 月摇



提取液袁 每个质量浓度重复 猿 个皿袁 然后倒入约 员缘 皂蕴 已经高温灭菌的培养基袁 充分混匀袁 冷却凝固

后袁 每皿加入 园郾 员 皂蕴 菌悬液袁 然后用无菌涂布器涂布均匀袁 培养方法同上遥 取出观察结果袁 以 圆源 澡
不长菌的提取液质量浓度为 低抑菌质量浓度袁 源愿 澡 不长菌的提取液质量浓度为 低杀菌质量浓度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不同提取物对供试菌种的抑制效果

圆郾 员郾 员摇 马尾松不同提物对细菌的抑菌效果摇 图 员 表明袁 马尾松叶水提物对 源 种细菌都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袁 对这 源 种细菌的作用随着提取物质量浓度的增大抑菌圈直径逐渐增大遥 马尾松叶水提物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效果 为显著袁 质量浓度为 员园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圈直径达到 员源郾 源 皂皂袁 对八叠球菌效果

次之袁 其抑菌圈为 员圆郾 猿 皂皂遥 马尾松叶丙酮提取物对 源 种细菌都有抑制作用袁 随着马尾松叶丙酮提取

物质量浓度的增大袁 抑菌圈直径增大遥 其中对八叠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效果 好袁 当质量浓度为

员园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袁 八叠球菌的抑菌圈直径达到 员远郾 园 皂皂袁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达到 员远郾 园 皂皂遥
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对 源 种细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 随着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质量浓度的增大袁 抑

菌圈直径增大遥 其中对大肠杆菌的效果 好袁 当质量浓度为 员园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袁 大肠杆菌抑菌圈直径为

圆缘郾 远 皂皂袁 八叠球菌的抑菌圈直径达到 圆员郾 苑 皂皂遥 比较图 员袁 可以看出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对 源 种细

菌的抑制效果均高于马尾松叶的丙酮提取物和水提取物遥 尤其是对大肠杆菌和八叠球菌袁 抑菌圈直径

分别增加了 员猿郾 园 和 缘郾 苑 皂皂遥 可见袁 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对大肠杆菌的抑制效果 好袁 丙酮提取物和

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 好遥
圆郾 员郾 圆摇 马尾松叶不同提取物对霉菌的抑菌效果摇 图 圆 表明袁 马尾松叶水提取物对 猿 种霉菌都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袁 但抑菌效果不与质量浓度成正比袁 佳抑菌质量浓度因霉菌不同而异遥 青霉在 员园园郾 园 早
窑蕴 原员时抑菌效果 好袁 抑菌圈直径为 员圆郾 苑 皂皂曰 木霉在 猿郾 员 早窑蕴 原员时效果 好袁 抑菌直径为 员猿郾 园 皂皂袁
黑曲霉在 员郾 远 早窑蕴 原员时效果 好袁 抑菌圈直径为 员员郾 圆 皂皂遥 马尾松叶丙酮提取物对 猿 种霉菌都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袁 其抑菌效果也不与质量浓度成正比袁 对 猿 种霉菌的 佳抑菌质量浓度为院 青霉在 员园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效果 好袁 抑菌圈直径 员远郾 愿 皂皂曰 木霉在 圆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圈直径为 员圆郾 园 皂皂曰 黑曲霉

在 员圆郾 缘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圈直径为 员园郾 源 皂皂遥 马尾松叶乙醇提物对 猿 种霉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 其抑菌

效果同样不与其质量浓度成正比遥 青霉在 圆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效果 好袁 抑菌圈直径为 员猿郾 源 皂皂曰 木

霉在 圆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效果 好袁 其抑菌圈为 员苑郾 圆 皂皂曰 黑曲霉在 猿郾 员 早窑蕴 原员时抑制效果 好袁 抑菌圈为

员远郾 圆 皂皂遥 比较图 圆 可见袁 不同溶剂提取物对同一霉菌的抑制效果不同遥 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对木霉

和黑曲霉的抑制效果 好袁 在质量浓度为 圆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时抑菌圈直径分别达到 员苑郾 圆 和 员远郾 圆 皂皂曰 丙酮

提取物对青霉的抑制效果 好袁 员园园郾 园 早窑蕴 原员处理时袁 抑菌圈直径达到 员远郾 愿 皂皂遥 综上所述袁 马尾松

叶的不同溶剂提取物对 苑 种供试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 不同提取物对细菌抑制作用随着提取物的质

量浓度增大而增强袁 而对霉菌作用时与质量浓度不成比例遥
圆郾 圆摇 马尾松叶提取物的最低抑菌质量浓度和最低杀菌质量浓度

由表 员 可见袁 马尾松叶水提取物尧 丙酮提取物和乙醇提取物对 苑 种供试菌的 小抑菌浓度都一

致袁 在 员郾 远 早窑蕴 原员时均有抑菌效果遥 马尾松叶的 猿 种提取物对细菌有杀菌作用而对霉菌没有杀菌作

用袁 其中乙醇提取物的杀菌效果比水提取和丙酮提取物的杀菌效果更好遥
猿摇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马尾松叶水提取物尧 丙酮提取物和乙醇提取物都有一定的抑菌效果曰 而在这 猿 种

提取物中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好袁 马尾松叶丙酮提取物和水提物的抑菌效果次之遥
低杀菌质量浓度试验结果表明袁 马尾松叶 猿 种提取物对 苑 种菌的 低杀菌质量浓度不同遥 从

低杀菌质量浓度可以看出院 马尾松叶乙醇提取物对 苑 种菌的杀菌效果 好袁 而马尾松叶水提取物和丙

酮提取物次之曰 马尾松叶的 猿 种提取对霉菌没有杀菌作用袁 其中乙醇提取物的杀菌效果比水提取物和

丙酮提取物的杀菌效果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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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摇 马尾松叶提取物对细菌的抑制效果
云蚤早怎则藻 员摇 粤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藻曾贼则葬糟贼泽 燥枣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灶藻藻凿造藻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枣燥怎则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摇 摇
图 圆摇 马尾松叶提取物对霉菌的抑制效果
云蚤早怎则藻 圆摇 粤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藻曾贼则葬糟贼泽 燥枣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灶藻藻凿造藻泽 葬早葬蚤灶泽贼 贼澡则藻藻 皂燥造凿 枣怎灶早蚤
表 员摇 马尾松叶不同提取物的最低抑菌质量浓度和最低杀菌质量浓度

栽葬遭造藻 员摇 酝蚤灶蚤皂怎皂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赠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皂蚤灶蚤皂怎皂 遭葬糟贼藻则蚤糟蚤凿葬造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藻曾贼则葬糟贼泽 枣则燥皂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灶藻藻凿造藻泽

菌种
低抑菌质量浓度 辕 渊 早窑蕴 原员 冤

水提取物 丙酮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低杀菌质量浓度 辕 渊早窑蕴 原员 冤
水提取物 丙酮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大肠杆菌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远郾 猿 猿郾 员 猿郾 员
金黄色葡萄球菌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远郾 猿 远郾 猿 猿郾 员
八叠球菌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圆郾 缘 远郾 猿 猿郾 员
枯草杆菌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缘园郾 园 圆缘郾 园 圆缘郾 园
木霉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要 要 要
青霉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要 要 要
黑曲霉 员郾 远 员郾 远 员郾 远 要 要 要

摇 摇 说明院 要表示无杀菌效果遥
本试验表明袁 松叶提取物有抑菌作用袁 而提取物的成分组成袁 提取物的抑菌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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