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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联用对耐药白色念珠菌

钙稳态的影响

雍江堰１，２，王海１，黄筱雪１，李燕１

（１．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６１１１３７；２．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盐酸小檗碱（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ＢＢＨ）与氟康唑（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ＬＣ）联用对氟康唑耐药白色念

珠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犪犾犫犻犮犪狀狊，ＣＡ）的协同抑菌作用及其对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的影响。方法 棋盘稀释法筛选对白色念珠菌耐药

株具有协同抑制作用的最低浓度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组合，ＸＴＴ减低法测定动态抑菌效果。采用倒置荧光显微镜和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情况，ＲＴｑＰＣＲ技术检测Ｃａ

２＋稳态关键基因的表达量，评价两药联用对耐药白色念珠菌

Ｃａ
２＋稳态的影响。试验设两组单用组及不加药（空白）组作对照。　结果　联合用药的部分抑菌浓度指数最小的药物浓

度组合为盐酸小檗碱２μｇ／ｍｌ＋氟康唑１μｇ／ｍｌ。两药联用组在０～４８ｈ内动态抑菌效果显著优于两药单用组和空白对

照组（犘＜０．０５），两药联用具有协同作用（ＦＩＣＩ＜０．５）。联用组、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处理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

现象明显，且联用组细胞内Ｃａ
２＋浓度均比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和氟康唑单用组分别高１．０７－２、１．１７－８．３９倍（犘＜０．

０５），但氟康唑单用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联用组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液泡钙通道ＹＶＣ１

基因上调，氟康唑单用组ＹＶＣ１基因下调，联用组ＹＶＣ１基因表达量比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和氟康唑单用组分别高１．６２、

６．４７倍（犘＜０．０５）。联用组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液泡钙泵ＰＭＣ１基因下调，氟康唑单用组ＰＭＣ１基因上调，联用组和

盐酸小檗碱单用组ＰＭＣ１基因的表达量比氟康唑单用组分别低８０．８６％和８０．５９％（犘＜０．０５）。　结论　盐酸小檗碱

与氟康唑联用对氟康唑耐药白色念珠菌具有协同抑菌作用，盐酸小檗碱可能通过影响白色念珠菌液泡膜上的钙离子调

节器Ｐｍｃ１ｐ和Ｙｖｃ１ｐ促进质膜内Ｃａ
２＋内流，破坏钙离子稳态，从而增加耐药株对氟康唑药物的敏感性。

【关键词】　白色念珠菌；氟康唑耐药；盐酸小檗碱；联合用药；Ｃａ
２＋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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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治疗白色念珠菌感染历史悠久，其中部分中

药植物活性成分药效强大，疗效显著，具有多靶点、不

容易产生耐药性等特点。近期研究发现某些非抗真菌

性化合物与抗真菌药物联用可以调节钙－钙调磷酸酶

信号通路，破环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显示出良好的抗真

菌活性［１－２］。黄连素（亦称小檗碱）是从中药黄连中提

取的生物碱，是黄连的主要抗菌活性成分，临床使用的

为其盐酸盐。本研究旨在从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调节的

角度，探讨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盐酸小檗碱与抗真菌药

物氟康唑联用对白色念珠菌的协同一致作用以及可能

的药物靶标，以期用于耐药株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治疗。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集、鉴定的氟

康唑耐药白色念珠菌ＣＡ０２５３、ＣＡ１４６０、ＣＡ２１１９、

ＣＡ１２０３８、ＣＡ２１０６５共５株，与生物膜阳性白色念珠

菌ＡＴＣＣ１０２３１进行比对均为生物膜阳性菌株。

１．２　主要药物、试剂及仪器　 盐酸小檗碱购于成都

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氟康唑标准品购于成都华

夏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ＸＴＴ试剂盒购于南京凯基生物

公司；钙荧光探针Ｆｌｕ３，ＡＭ购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购于美国英杰生命技术有限公司；

ＴｒａｎｓＳｃｒｉｐｔＦｉｒｓｔＳ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ｕｐｅｒＭｉｘ

和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ＧｒｅｅｎｑＰＣＲＳｕｐｅｒＭｉｘ购于北京全式

金公司；酶标仪购于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倒置

荧光显微镜购于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流式细胞仪购于

美国贝克曼公司；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购于德国耶拿分析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棋盘稀释法筛选药物联用最低浓度组合　参考

ＣＬＳＩＭ２７Ａ４
［３］方案，采用肉汤稀释法测定盐酸小檗

碱与氟康唑的最小抑菌浓度（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棋盘稀释法测定两药的相互作

用。根据两药联合用药的部分抑菌浓度指数（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ＩＣＩ）判断是

否具有协同抑菌作用。ＦＩＣＩ＝（ＭＩＣＦＬＣ＋ＢＢＨ／

ＭＩＣＦＬＣ＋ＭＩＣＢＢＨ＋ＦＬＣ／ＭＩＣＢＢＨ），ＦＩＣＩ＜０．５

为协同作用，ＦＩＣＩ０．５～１为相加作用，ＦＩＣ１～２为无

关作用，ＦＩＣＩ＞２即为拮抗作用。

２．２　动态检测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联用的抑菌作用

　参考文献［１］进行各组药物处理后的动态抑菌效果

检测，并设置不加药空白对照组。３５℃、２００ｒ／ｍｉｎ震

荡培养，于药物作用０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从各组

中取样１００μｌ，加入ＸＴＴ工作液５０μｌ避光负载２ｈ，

酶标仪（λ＝４５０ｎｍ）检测吸光度值。每个组设置８个

复孔，试验重复３次。以检测时间为横坐标，以吸光度

值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时间－杀菌曲线。

２．３　荧光标记和流式细胞术观察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情

况　参考文献［１］制备菌液，培养后用不含 Ｃａ
２＋ 的

ＨＢＳＳ．ＤＨａｎｋｓ缓冲液清洗３次，重悬后调整菌悬液

浓度为２×１０
７
ＣＦＵ／ｍｌ。再参考说明书负载Ｃａ

２＋探

针，细菌终浓度为１×１０
７
ＣＦＵ／ｍＬ，钙离子探针Ｆｌｕｏ

３，ＡＭ终浓度为５μｍｏｌ／Ｌ。避光２００ｒ／ｍｉｎ３５℃培

养３０ｍｉｎ，ＤＨａｎｋｓ缓冲液洗涤３次，调整菌悬液浓

度至１×１０
７
ＣＦＵ／ｍｌ。试验设置不加药对照组。分别

采用低浓度药物（１μｇ／ｍｌ氟康唑＋２μｇ／ｍｌ盐酸小

檗）和高浓度药物（１６μｇ／ｍｌ氟康唑＋３２μｇ／ｍｌ盐酸

小檗）处理后，２００ｒ／ｍｉｎ３５℃培养，于培养的０、２、３ｈ

分别用倒置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荧光

强度（激发波长４８８ｎｍ，发射波长５３０ｎｍ）。每组设

置３个重复组，试验重复３次。

２．４　ＲＴｑＰＣＲ检测Ｃａ
２＋稳态关键基因的表达　各

药物处理后，３５℃、２００ｒ／ｍｉｎ震荡培养１６～１７ｈ，离

心收集菌体，参考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说明书提取ＲＮＡ，并将

ＲＮＡ稀释至１０００ｎｇ／μｌ。参考全式金逆转录试剂盒

说明进行逆转率；６５℃金属浴５ｍｉｎ，冰浴２ｍｉｎ，４２

℃金属浴１５ｍｉｎ，８５℃高温５ｓ。白色念珠菌内参基

因为ａｃｔ１，由上海生工设计合成引物（表１）。根据全

式金荧光定量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每孔内 ＲＴ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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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２０μｌ，每个药物处理组设置８个复

孔。荧光定量ｑＰＣＲ反应程序：９４℃预变性３０ｓ，９４

℃变性５ｓ，５９℃退火１５ｓ，７２℃延伸１０ｓ，共４０个循

环。

表１　各基因特异性引物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狀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狆狉犻犿犲狉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基因

Ｇｅｎｅ

引物序列（５＇３＇）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５＇３＇）

ａｃｔ１ Ｆ：ＡＣＣＡＣＣＧＧＴＡＴＴＧＴＴＴＴＧＧＡ

Ｒ：ＴＧＧＡＣＡＡＡＴＧＧＴＴＧＧＴＣＡＡＧ

ＹＶＣ１ Ｆ：ＡＴＧＴＧＣＣＴＣＴＣＣＧＴＴＡＡＴＧＴＧＧＴＣ

Ｒ：ＴＧＣＧＴＧＧＣＴＴＣＧＴＴＣＴＴＡＣＣＡＴＣ

ＶＣＸ１ Ｆ：ＧＴＧＣＣＧＡＴＧＣＧＡＴＣＴＴＧＡＡＴＧＡＡＣ

Ｒ：ＡＣ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ＣＡＡＧＣＣＡＧＣＡＧＴＣ

ＰＭＣ１ Ｆ：ＡＣＧＣＣＧＴＴＡＴＴＡＣＣＧＣＴＧＴＧ

Ｒ：ＣＡＡＴＧＧＣＡＧＣＡＡＧＧＡＡＣＣＣＡ

ＰＭＲ１ Ｆ：ＡＣＴＧＣＴＡＧＡＧＡＣＡＣＧＡＣＣＡＴＧＡＣＣ

Ｒ：ＴＧＧＡＡＴＡＡＴＧＡＣＧＧＣＡＣＧＡＣＡＡＧＧ

２．５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犘＜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时间－杀菌曲线、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

实验数据先进行χ２ 检验是否满足＂球形对称＂假设。

犘＞０．１符合球形对称 ＨｕｙｎｈＦｅｌｄｔ条件，进行随机

区组方差分析；犘＜０．１时用Ｅｐｓｉｌｏｎ矫正系数Ｇｒｅｅｎ

ｈｏｕｓｅＧｅｉｓｓｅｒ矫正，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ＲＴ

ｑＰＣＲ数据采用相对定量２ΔΔｃｔ法进行数据分析，

ａｃｔ１为内参基因，对照组为１００％即１，进行方差齐性

分析。方差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不齐，采用

秩和检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单因素 ＡＮＯＶＡ，犘＜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联合用药的最低药物浓度组合

表２显示，白色念珠菌临床株氟康唑 ＭＩＣ值均≥

５１２μｇ／ｍｌ，其 ＭＩＣ值远高出敏感菌株，盐酸小檗碱的

ＭＩＣ值均为６４μｇ／ｍｌ。联用的ＦＩＣＩ值均远远小于０．

５，加入少量盐酸小檗碱后可以使氟康唑的 ＭＩＣ值下

降９９．６１％，白色念珠菌对氟康唑药物的敏感性显著

增加，药物联用具有协同抑菌作用。因此确定 ＣＡ

０２５３菌株，药物处理浓度为盐酸小檗碱２μｇ／ｍｌ＋氟

康唑１μｇ／ｍｌ。

２　两药联用对白色念珠菌的动态抑菌作用

图１显示，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与１μｇ／ｍｌ氟康

唑联用组真菌细胞数量显著少于两药单用组和空白对

照组，联用组抑菌效果优于其他组（犘＜０．０５）。１μｇ／

ｍｌ氟康唑单用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对白色念珠菌具

有一定的抑菌效果，且抑菌效果优于盐酸小檗碱单用

组（犘＜０．０５）。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在６ｈ和１２ｈ时

其抑菌效果优于空白对照组，但在２４ｈ和４８ｈ时白

色念珠菌数目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出现增加的趋势。

表２　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的相互作用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犅犅犎狑犻狋犺犉犔犆犪犵犪犻狀狊狋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菌株

Ｉｓｏｌａｔｅ

药物

Ｄｒｕｇ

ＭＩＣ（μｇ／ｍｌ）

单用

Ａｌｏｎｅ

联用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ＩＣＩ

相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Ａ０２５３ ＦＬＣ ５１２ １ ０．０３ ＳＹＮ

ＢＢＨ ６４ ２

ＣＡ１４６０ ＦＬＣ ＞５１２ １ ＜０．０６ ＳＹＮ

ＢＢＨ ６４ ４

ＣＡ２１１９ ＦＬＣ ＞５１２ １ ＜０．０３ ＳＹＮ

ＢＢＨ ６４ ２

ＣＡ１２０３８ ＦＬＣ ＞５１２ １ ＜０．０３ ＳＹＮ

ＢＢＨ ６４ ２

ＣＡ２１０６５ ＦＬＣ ５１２ １ ０．０３ ＳＹＮ

ＢＢＨ ６４ ２

注：ＳＹＮ表示协同作用。

Ｎｏｔｅ：ＳＹＮｍｅａｎｓｓｙｎｅｒｇｙ．

　　

图１　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处理时间－杀菌曲线（犆犃０２５３）

犉犻犵．１　犜犻犿犲狊狋犲狉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犅犅犎犪狀犱犉犔犆

３　两药联用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内犆犪
２＋内流的影响

３．１　荧光标记法观察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情况　２μｇ／

ｍｌ盐酸小檗碱与１μｇ／ｍｌ氟康唑联用组和２μｇ／ｍｌ

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在２ｈ、３ｈ出现Ｃａ
２＋内流现象。３２

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与１６μｇ／ｍｌ氟康唑联用组和３２

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在药物处理后２ｈ、３ｈ均出

现明显Ｃａ
２＋内流现象，其荧光强度高于低浓度药物处

理组（犘＜０．０５）。１６μｇ／ｍｌ氟康唑单用组、１μｇ／ｍｌ

氟康唑单用组以及空白对照组在２ｈ、３ｈ均未出现荧

光，无Ｃａ
２＋内流情况（图２，图３）。

３．２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情况　不同浓

度药物处理白色念珠菌细胞内Ｃａ
２＋荧光强度和流式

细胞散点图下表３、４和图４、５。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

与１μｇ／ｍｌ氟康唑联用组荧光强度值在０ｈ、２ｈ、３ｈ

时均高于两药单用组和空白对照组（犘＜０．０５），低浓

度联用组２ｈ荧光值比氟康唑、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及

空白对照组分别高１．１７、１．０７、１．１８倍（犘＜０．０５）。２

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荧光强度值高于氟康唑单用

·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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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空白对照组（犘＜０．０５）。３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

与１６μｇ／ｍｌ氟康唑联用组荧光强度值在０ｈ、２ｈ、３ｈ

时均显著高于两药单用组和空白对照组（犘＜０．０５），

高浓度联用组２ｈ荧光值比氟康唑、盐酸小檗碱单用

组、空白对照组分别高８．３９、２．００、９．１８倍（犘＜０．

０５）。３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荧光强度值高于氟

康唑组单用组和空白对照组（犘＜０．０５）。与荧光标记

法观察到的结果相符，１和１６μｇ／ｍｌ氟康唑单用组荧

光强度值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图２　低浓度犅犅犎２和犉犔犆１处理白色念珠菌钙内流情况

犉犻犵．２　犆犪犾犮犻狌犿犻狀犳犾狌狓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犾狅狑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２犪狀犱犉犔犆１

　　

图３　高浓度犅犅犎３２和犉犔犆１６处理白色念珠菌钙内流情况

犉犻犵．３　犆犪犾犮犻狌犿犻狀犳犾狌狓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３２犪狀犱犉犔犆１６

表３　低浓度犅犅犎２和犉犔犆１处理白色念珠菌细胞内犆犪
２＋荧光强度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狋狉犪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犆犪
２＋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

狑犻狋犺犾狅狑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２犪狀犱犉犔犆１（狓±狊）

ＣＡ０２５３
药物作用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ｄｒｕｇａｃｔｉｏｎ

０ｈ ２ｈ ３ｈ

ＢＢＨ＋ＦＬＣ
ａ，ｂ，ｃ ４３６４．７０±４４．３３５６２３．２３±４１．１６５４９２．６０±１１．００

ＦＬＣ
ｂ，ｄ ３３８９．０７±４．１８ ４７９３．５７±９．４９ ４６７９．１７±２４．６９

ＢＢＨｃ ４１５８．９３±５３．２４５２６６．３７±１４．９８５０８０．４０±１６．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１６９．３０±５４．５３４７７３．５３±４５．２９ ４７３６．１７±１６．４

注：ａ与氟康唑单用组比较，犘＜０．０５；ｂ与盐酸小檗碱单用组比较，犘＜
０．０５；ｃ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Ｃ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ｂ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ＢＨ

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表４　高浓度犅犅犎３２和犉犔犆１６处理白色念珠菌细胞内犆犪
２＋荧光强度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狋狉犪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犆犪
２＋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

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３２犪狀犱犉犔犆１６（狓±狊）

ＣＡ０２５３
药物作用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ｄｒｕｇａｃｔｉｏｎ

０ｈ ２ｈ ３ｈ

ＢＢＨ＋ＦＬＣ
ａ，ｂ，ｃ １１３５０．３３±１５１．９８ ５０１３０．８７±１７９．５１ ２１３４７．４７±２８４．３１

ＦＬＣ
ｂ，ｄ ４１３３．１０±１８．１３ ５９７４．４０±１６．４０ ４８３４．７３±２１．６９

ＢＢＨｃ １０５８２．４３±９５．６２ ２５０６６．０３±２．４２ １８６１４．１０±１０７．２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１５０．２７±３７．０１ ５４６０．７７±２０．５１ ４３６５．１０±３２．４７

注：ａ与氟康唑单用组比较，犘＜０．０５；ｂ与盐酸小檗碱单用组比较，犘＜０．０５；ｃ与

空白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Ｃ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ｂ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ＢＨｇｒｏｕｐ，犘

＜０．０５；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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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低浓度犅犅犎２和犉犔犆１处理后白色念珠菌流式散点图

犉犻犵．４　犛犮犪狋狋犲狉狆犾狅狋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犾狅狑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２犪狀犱犉犔犆１

　　

图５　高浓度犅犅犎３２和犉犔犆１６处理后白色念珠菌流式散点图

犉犻犵．５　犛犮犪狋狋犲狉狆犾狅狋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犅犎３２犪狀犱犉犔犆１６

４　两药联用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内犆犪
２＋稳态关键基因

表达的影响

基于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结果，盐酸小檗碱

是诱导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失衡的关键因素，因此选择联

用有效的最低药物浓度组合探讨两药联用对耐药白色

念珠菌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关键基因的影响。图６显示，

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与１μｇ／ｍｌ氟康唑联用组和盐酸

小檗碱单用组白色念珠菌 ＹＶＣ１基因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表达量均增加，氟康唑单用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表达量降低（犘＜０．０５）。联用组ＹＶＣ１基因表达量比

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和氟康唑单用组分别高１．６２、６．４７

倍（犘＜０．０５），氟康唑单用组ＹＶＣ１基因表达量比联

用组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分别低８４．５４％和７５．００％。

氟康唑单用组ＰＭＣ１基因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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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联用组和盐酸小檗碱单用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表达量均下降（犘＜０．０５）。联用组和盐酸小檗碱单用

组ＰＭＣ１基因的表达量比氟康唑单用组分别低８０．

８６％和８０．５９％（犘＜０．０５），但联用组与盐酸小檗碱单

用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联用组

ＶＣＸ１、ＰＭＲ１基因比盐酸小檗碱单用组分别低８８．

７５％和４０．９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且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表达量均降低（犘＜０．０５）。氟康

唑单用组 ＶＣＸ１、ＰＭＲ１基因表达量比盐酸小檗碱单

用组低９０．００％和４３．１９％（犘＜０．０５），与联用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图６　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联用处理后白色念珠菌钙调基因表达量

Ｎｏ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犉犻犵．６　犆犪犾犮犻狌犿狉犲犵狌犾犪狋犲犱犵犲狀犲狊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犅犅犎犪狀犱犉犔犆

讨　论

小檗碱是从天然草本植物的根、根茎和茎皮中分

离的异喹啉生物碱，又称黄连素，是中药黄连的主要有

效成分，具有广谱抑菌和抗真菌活性，不仅能对抗多种

革兰阳性及阴性菌，还能抑制氟康唑耐药念珠菌和新

型隐球菌［４－６］。本实验中盐酸小檗碱对临床株白色念

珠菌的ＭＩＣ值为６４μｇ／ｍｌ，氟康唑的ＭＩＣ值均≥５１２

μｇ／ｍｌ，可见单独使用两药对抑制耐药菌念珠菌效果

均不理想。但两药联用具有协同作用，能增强白色念

珠菌对氟康唑和盐酸小檗碱的敏感性，使氟康唑 ＭＩＣ

值从５１２μｇ／ｍＬ降至１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ＭＩＣ值从

６４μｇ／ｍｌ降至２～４μｇ／ｍｌ。绘制的时间－杀菌曲线

显示，两药联用在０ｈ～４８ｈ内其动态抑菌效果显著

优于两药单用组和空白对照组，表明两药联用具有良

好的协同抑菌作用：药物的 ＭＩＣ值降低，耐药菌对药

物的敏感性增加。

白色念珠菌主要通过钙－钙调磷酸酶、细胞膜以

及细胞器上的钙离子通道、钙泵和转换器网络来维持

细胞内Ｃａ
２＋处于基线低水平，高水平Ｃａ

２＋浓度会导

致细胞中毒和死亡即钙超敏反应［７］。非抗真菌性化合

物与抗真菌药物联用可以调节钙－钙调磷酸酶信号通

路，破环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显示出良好的抗真菌活性，

可见靶向破坏白色念珠菌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的药物具

有潜在的抗真菌能力。荧光标记法观察在低浓度和高

浓度两药联用组和盐酸小檗碱组均出现Ｃａ
２＋内流现

象，而低浓度和高浓度氟康唑组及空白对照组均未出

现Ｃａ２＋内流现象。为了进一步比较联用组与盐酸小

檗碱单用组细胞内Ｃａ
２＋浓度变化情况，采用流式细胞

术进行了定量检测。结果显示，低浓度和高浓度联用

组细胞内Ｃａ
２＋浓度分别高于其对应浓度的盐酸小檗

碱单用组，说明联用可进一步增强Ｃａ
２＋的内流过程，

导致细胞内Ｃａ
２＋稳态破坏。而氟康唑单用组与空白

对照组比较细胞内荧光强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可见氟康唑不能引起白色念珠菌细胞内

Ｃａ
２＋内流增强，因此推测盐酸小檗碱是两药联用诱导

耐药株细胞内Ｃａ
２＋内流的主要原因。

白色念珠菌的钙细胞存活（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ｅ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ＣＳ）途径是调节细胞内Ｃａ
２＋浓度、维持钙离子稳态

的重要信号调节通路。外界刺激能够激活质膜

ＨＡＣＳ、ＬＡＣＳ钙通道蛋白，导致Ｃａ
２＋迅速内流，同时

细胞器分泌Ｃａ
２＋，也会导致质膜内Ｃａ

２＋瞬时性增加。

质膜内增加的Ｃａ２＋与钙调蛋白ＣａＭ 相结合，再与

钙调磷酸酶ＣＮ的Ａ亚基结合，同时Ｃａ
２＋与钙调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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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ＣＮ的Ｂ亚基上高亲和性Ｃａ
２＋结合位点结合，激活

钙调磷酸酶 ＣＮ。活化的 ＣＮ 作用于其下游靶标

Ｃｒｚ１、Ｐｒｚ１，诱导其去磷酸化以及细胞核内转移
［８－９］。

钙调磷酸
Ｃｒｚ１／Ｐｒｚ１信号传导诱导一系列Ｃａ

２＋／ＣＮ依

赖性 靶 基 因 的 表 达，包 括 ＹＶＣ１、ＶＣＸ１、ＰＭＣ１、

ＰＭＲ１、ＰＭＲ２等细胞器上的钙离子通道蛋白，细胞器

摄取多余的Ｃａ
２＋，细胞内Ｃａ

２＋降低至基础水平。液

泡是白色念珠菌细胞内主要的钙储存细胞器，位于液

泡膜上的Ｙｖｃ１ｐ属于瞬时受体电位ＴＲＰ家族，能够

释放液泡内储存的Ｃａ
２＋，ＹＶＣ１突变体表现出应激反

应、形态转换能力下降以及毒力减弱［１０］。Ｈ＋／Ｃａ
２＋

交换器Ｖｃｘ１ｐ和Ｐ型 ＡＴＰ酶Ｐｍｃ１ｐ主要通过耗能

的主动运输方式将细胞质中的 Ｃａ
２＋ 转运至液泡

内［１０］。Ｌｕｎａ等
［７］的研究表明Ｐｍｃ１ｐ是白色念珠菌

从酵母态到菌丝态转换以及生物膜的形成所必须的蛋

白，Ｐｍｃ１ｐ功能的丧失以温度依赖性方式增强白色念

珠菌对唑类药物的耐药性。质膜内Ｃａ
２＋浓度升高后，

钙细胞存活ＣＣＳ途径能够激活转录因子Ｃｒｚ１，介导

ＰＭＲ１的转录水平高表达，将Ｃａ
２＋ 转移至高尔基体

内［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盐酸小檗碱与氟康唑联用可

显著下调 ＶＣＸ１、ＰＭＣ１、ＰＭＲ１基因的表达，上调

ＹＶＣ１基因的表达。推测两药联用不仅可促进ＹＶＣ１

基因的表达量，导致液泡内Ｃａ
２＋转运至细胞质内，还

能抑制液泡上 Ｈ
＋／Ｃａ

２＋交换器 Ｖｃｘ１ｐ、Ｐ型 ＡＴＰ酶

Ｐｍｃ１ｐ钙泵向液泡内转移 Ｃａ
２＋，同时还具有抑制

Ｐｍｒ１ｐ钙蛋白向高尔基体内转移Ｃａ
２＋的能力，最终导

致细胞质内Ｃａ
２＋升高。两药联用组、盐酸小檗碱单用

组ＹＶＣ１的表达量分别是氟康唑单用组的６．４７、４．００

倍（犘＜０．０５），这可能是联用组细胞内Ｃａ
２＋高于盐酸

小檗碱单用组的原因。虽然单用氟康唑也能够抑制

ＶＣＸ１、ＰＭＲ１基因的表达，防止Ｃａ
２＋内流进入液泡和

高尔基体，但ＰＭＣ１基因表达量比两药联用和单用盐

酸小檗碱高５．１５倍。高表达的Ｐｍｃ１ｐ具有将质膜内

Ｃａ
２＋向液泡内转移的作用，能够有效抑制质膜内Ｃａ

２＋

浓度升高相关的细胞凋亡，可能是氟康唑耐药株对氟

康唑药物产生耐药性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２μｇ／ｍｌ盐酸小檗碱与１μｇ／ｍｌ氟康

唑联用具有协同抑制白色念珠菌作用，能够下调液泡

和高尔基体上钙通道ＶＣＸ１、ＰＭＣ１、ＰＭＲ１基因的表

达，阻止细胞质内 Ｃａ
２＋ 内流进入细胞器，上调液泡

ＹＶＣ１基因的表达量，增加液泡内Ｃａ
２＋外流到细胞质

内，导致Ｃａ
２＋稳态失衡，引起钙超敏反应，破坏白色念

珠菌细胞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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