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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IF-1α/Beclin1/LC3-Ⅱ信号通路探讨油桐花 
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的作用机制

彭健，王永萍*，刘欣（贵州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贵阳　550002）

摘要：目的　研究油桐花水提物外用对烫伤大鼠的促愈机制。方法　建立大鼠深Ⅱ度烫伤模
型，成模后正常组和模型组不给药，阳性对照组给予烧伤膏 0.13 g·kg－ 1，油桐花水提物高、
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油桐花水提物 2、1、0.33 g·kg－ 1，均外用，1 次·d－ 1。干预 21 d 后，
相机拍摄各组患处，处理取材。HE 染色观察皮肤形态学变化，ELISA 检测血清中 HIF-1α、
Beclin1 及 LC3-Ⅱ含量，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皮肤中 HIF-1α、Beclin1 及 LC3-Ⅱ的表
达。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创面明显减小。HE 染色显示，正常组大鼠皮肤组织形态
正常，模型组有大量纤维组织增生及炎性细胞浸润，皮下组织变性、坏死。给药后各组皮肤炎
性细胞浸润被抑制，组织损伤区域可见胶原纤维细胞交错排列。模型组血清、皮肤中 HIF-1α、
Beclin1 及 LC3-Ⅱ含量高于正常组（P ＜ 0.01），各给药组这几个指标较模型组均下调，尤其是
油桐花水提物高、中剂量组（P ＜ 0.05，P ＜ 0.01）。结论　油桐花水提物对皮肤的促愈作用
可能与抑制 HIF-1α/Beclin1/LC3-Ⅱ信号通路开放有关。
关键词：油桐花；烫伤；缺氧诱导因子 -1α；Beclin1；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Ⅱ
中图分类号：R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1999-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01

Mechanism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in scalded rats based on  
HIF-1α/Beclin1/LC3-Ⅱ signaling pathway

PENG Jian, WANG Yong-ping*, LIU Xin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healing mechanism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in 
scalded rats. Methods  Deep second degree scald rat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he rats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urn ointment at 0.13 g·kg－ 1;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model 
group received no treatment and 2, 1, and 0.33 g·kg－ 1 of Tung flower water extract crresponded 
the high, medium and low dose groups respectively, once daily. After 21 days of intervention, the 
affected parts of rats in each group were photographed by camera.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skin wer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The contents of HIF-1α , Beclin1 and LC3-Ⅱ in the serum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 , Beclin1 and LC3-Ⅱ in the ski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wound 
area of rats in each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skin tissue 
morphology of the normal group was normal. The large number of fibrous tissue hyperplasia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subcutaneous tissue degeneration and necrosis were found in the model 
group.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as inhibited, and collagen fiber 
cells were arranged alternately in the tissue damage area. The levels of HIF-1α , Beclin1 and LC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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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烫伤是指人们在生活或工作中被沸水、油
烫伤，或者是被火、电、化学药物等灼烧，引起
皮肤起泡或深层组织感染、溃烂、形成瘢痕的外
伤病 [1]。研究表明，缺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s-1α，HIF-1α）、Beclin1 蛋白及微
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Ⅱ（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Ⅱ，LC3-Ⅱ）的表达与烫伤
病理发展密切相关。HIF-1α 是感应细胞内氧气浓
度的最敏感因子，细胞缺氧程度常用 HIF-1α的
表达表示，且与自噬表达程度密切相关 [2-3]。烫
伤后 HIF-1α 表达增多，使大量 Beclin1 蛋白质释
放形成自噬泡，诱导大量 LC3-Ⅱ合成，导致自噬
水平上升 [4-6]。Beclin1、LC3-Ⅱ是反映自噬活性
的标志性蛋白。中医认为烧烫伤属于“火毒、热
毒”，常因火毒热气内攻，致皮肉溃烂，加重病
情 [7]。油桐为落叶性乔木，属大戟科油桐属，油
桐花是蔷薇亚纲，大戟科植物油桐 [Vernicia fordii
（Hemsl.）Airy Shaw] 的花，主产于我国南方地
区，油桐全株皆可入药，但其根、皮、叶、果实
均有毒，临床应用很少。油桐花毒性较小，归肺、
心经，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消肿、镇痛、止血、
麻醉等作用 [8]，古人早已用其治疗烧烫伤，疗效
显著。本实验拟通过油桐花水提物调控 HIF-1α/
Beclin1/LC3-Ⅱ信号通路的表达来研究油桐花治
疗烫伤的作用机制。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 级 Wistar 雄 性 大 鼠 60 只， 体 质 量
（150±15）g [ 长沙天勤生物公司，动物许可证：
SCXK（湘）2019-0013；实验动物合格证编号：
No.1107262011001163]。
1.2　试药
　　硫化钠（批号：20191210，国药集团），湿润
烧伤膏（批号：13923911455，汕头美宝制药），苏
木 素 染 液（批 号：C200301）、 伊 红 染 液（批 号：
C200403）（珠海贝索生物），Beclin1、HIF-1α、LC3-
Ⅱ ELISA 试剂盒（批号分别为 ml059015、ml003167、
ml059507，上海酶联生物）。Beclin1、HIF-1α、LC3B
抗体（批号分别为 11306-1-ap、AF1009、AF5402，

Affinity）。β-actin 抗体（批号：AC026，Abclonal），
生物素化山羊抗兔 IgG（H ＋ L）（批号：ab6721，
英国 Abcam）。Prime Script RT reagent Kit（货号
RR047A，宝日生物）。
1.3　仪器
　　QE-300 目中药粉粹机（浙江屹立），DRHH-S8
型恒温水浴锅（上海双捷），CTP0011 型电子天平
（上海友声衡器），YLS-5Q 型烫伤仪（山东益延科
技），KD-BM 型包埋机（浙江金华科迪），YD-335
型石蜡切片机（浙江金华设备厂），JY-SCZ4 ＋型
垂直电泳槽（北京君意公司），5200 型化学发光凝
胶成像仪（上海天能科技）。
1.4　药材
　　新鲜油桐花采自四川省峨眉山市黄湾镇，花
和蒂一并采摘，由贵州中医药大学孙庆文教授鉴
定为正品。日光下晒干，用粉碎机粉碎，装入密
封塑料袋，备用。前期课题组研究证明油桐花不
同溶剂提取物均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但以水提物
抗炎镇痛作用更明显 [9]，因此本实验采用油桐花
水提物进行后续研究。
2　方法
2.1　油桐花水提物制备
　　精取油桐花粉末 30 g，装入盛有 300 mL 蒸馏
水的圆底烧瓶，浸泡 30 min，恒温水浴锅加热回
流 2 h，纱布过滤 3次，并将纱布中残留的液体压
出，即得油桐花水提物，质量浓度为 0.1 g·mL－ 1

（即低剂量 0.33 g·kg－ 1）。将油桐花水提物倒入
蒸发皿中，电炉加热浓缩，制得质量浓度为 0.6 
g·mL－ 1、0.3 g·mL－ 1 的油桐花水提物（即高剂
量 2 g·kg－ 1，中剂量 1 g·kg－ 1 [8]）。
2.2　动物造模及给药
　　参考课题组前期研究 [9-10]，大鼠随机分为正
常组（n ＝ 10）和造模组（n ＝ 50），适应喂养 7 
d。20% 硫化钠脱背毛，24 h 后造模大鼠腹腔注射
10% 水合氯醛，充分麻醉后标记烫伤位置，为两
耳连线中点后 5 cm。YLS-5Q 控温烫伤仪设置温
度 120℃，实际温度约 90℃，3# 烫头（2.5 cm2）
紧贴皮肤烫伤 18 s。烫伤前设置空调温度 26℃，
防止大鼠体温过低而死亡。烫伤 3 d 后，随机选

in the serum and the skin of the mode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 (P ＜ 0.01). 
The levels of HIF-1α , Beclin1 and LC3-Ⅱ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 especially in the high and middle dose groups (P ＜ 0.05, P ＜ 0.01). Conclusion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skin healing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HIF-1α/Beclin1/
LC3-Ⅱ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Tung flower; scalding; HIF-1α; Beclin1; LC3-Ⅱ



200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取模型大鼠 1 只剪取烫伤全层皮肤，放入 4% 多
聚甲醛溶液固定，做 HE 染色对比。造模成功病
理切片可见表皮和真皮大面积坏死，皮下肌纤维
变性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出血等一系列病理改
变（见图 1）。造模成功后再分为模型组，阳性组
（湿润烧伤膏组），油桐花水提物高、中、低剂量
组，每组 10 只，用记号笔标记。油桐花水提物各
剂量组分别用棉签蘸取油桐花水提物 2、1、0.33 
g·kg－ 1 对大鼠创面进行均匀涂抹。阳性组用棉
签蘸取湿润烧伤膏均匀涂抹，剂量 0.13 g·kg－ 1，
连续 21 d，1 次·d－ 1。正常组和模型组不给药。
2.3　取材

　　用药 21 d 后对各组大鼠背部进行图片采集。
股静脉取血，3000 r·min－ 1 离心 15 min，取上
清液，于－ 80℃保存。剪取正常组皮肤及各烫伤
组烫伤全层皮肤组织，一半放入 4% 多聚甲醛固
定，另一半于－ 80℃储存，备用。
2.4　指标检测

　　药物干预 21 d 后，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
鼠创面愈合的影响可用创面大体图片、面积及损
伤皮肤 HE 染色来评价。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HIF-1α、Beclin1、LC3-Ⅱ的浓度水平，蛋白质
印迹法、免疫组化检测皮肤 HIF-1α、Beclin1 和
LC3-Ⅱ的蛋白质表达水平。
2.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5.0统计分析，数据以 x±s 表示，
采用组间均数比较的方法 ANOVA，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大鼠烫伤创面的影响

　　烫伤大鼠创面恢复图片见图 2，与模型组比
较，不同剂量油桐花水提物和湿润烧伤膏对大鼠
烫伤创面恢复有明显效果，伤口明显减小。
3.2　大鼠皮肤组织形态学变化

　　大鼠皮肤 HE 染色显示，正常皮肤组织表皮结
构完整清晰，角化层明显，复层扁平上皮层较薄，
细胞排列整齐紧密；真皮内胶原纤维排列整齐，胞
质红染、均匀；皮下脂肪层及肌层结构清晰可见，
脂肪细胞及肌纤维排列整齐、致密，体积大小均
一，细胞核形态正常。模型组皮肤有大批纤维组织
增生及炎性细胞，大批皮下组织变性、坏死。与模
型组相比，阳性组和高剂量组皮肤组织损伤区域可
见部分胶原纤维交错排列和较多的纤维细胞，少量
炎性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提示皮肤组织损
伤修复程度相对最好；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皮肤组

织损伤区域可见较多的纤维细胞，炎性细胞较少，
提示皮肤组织损伤修复程度相对较好（见图 3）。
3.3　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皮肤组织 HIF-1α、
Beclin1 及 LC3-Ⅱ表达显著升高（P ＜ 0.01）。与
模型组相比，阳性组，油桐花水提取物高、中剂
量组大鼠皮肤组织 HIF-1α 也明显降低（P ＜ 0.05，
P ＜ 0.01）；阳性组和低剂量组大鼠皮肤组织
Beclin1 蛋白含量显著降低（P ＜ 0.01）；高、中剂量
组大鼠皮肤组织 Beclin1 蛋白含量降低（P ＜ 0.05）；
各剂量组及阳性组大鼠皮肤组织 LC3-Ⅱ蛋白含量均
不同程度降低（P ＜ 0.05）。见表 1 及图 4。提示油
桐花水提物能降低烫伤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
及 LC3-Ⅱ 的活性表达。

表 1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 及 LC3-Ⅱ
表达的影响 (x±s，n ＝ 10) 

Tab 1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Beclin1 and LC3-Ⅱ in the of skin scalded rat (x±s，n ＝ 10)

组别 HIF-1α Beclin1 LC3- Ⅱ

正常组 0.2019±0.0042 0.2146±0.0061 0.2110±0.0062

模型组 0.2240±0.0119** 0.2401±0.0141** 0.2355±0.0067**

阳性组 0.2025±0.0046## 0.2122±0.0063## 0.2170±0.0147#

高剂量组 0.2037±0.0014# 0.2176±0.0031# 0.2190±0.0025#

中剂量组 0.2044±0.0080# 0.2207±0.0095# 0.2179±0.0062#

低剂量组 0.2189±0.0124 0.2157±0.0111## 0.2201±0.0037#

注（Note）： 与 正 常 组 相 比，**P ＜ 0.01； 与 模 型 组 比 较，
#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4　对大鼠血清 HIF-1α、Beclin1、LC3-Ⅱ浓度

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血
清 中 HIF-1α、Beclin1、LC3-Ⅱ 浓 度 明 显 升 高
（P ＜ 0.01）。与模型组比较，阳性组与油桐花水
提物高、中剂量组大鼠血清中 HIF-1α 浓度明显降
低（P ＜ 0.05）；阳性组，油桐花水提物各剂量组
血清中 Beclin1 浓度降低（P ＜ 0.05，P ＜ 0.01）；
阳性组，油桐花水提物高、中剂量组的大鼠血清
中 LC3-Ⅱ 浓度降低（P ＜ 0.05，P ＜ 0.01）。提
示油桐花水提物能抑制烫伤大鼠血清 HIF-1α、
Beclin1 及 LC3-Ⅱ的表达。
3.5　皮肤组织蛋白质印迹法检测 HIF-1α、Beclin1、
LC3-Ⅱ表达情况

　　模型组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LC3-Ⅱ蛋
白表达均显著高于正常组（P＜0.01）。给药21 d 后，
与模型组相比，各组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
LC3-Ⅱ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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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 [11]，组织细胞缺氧与自噬是其损伤的两大
靶点。本研究通过油桐花水提物外用直接干预其

HIF-1α  

Beclin1

LC3-Ⅱ

 

图 4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皮肤组织 HIF-1α、Beclin1、LC3-Ⅱ
表达的影响（免疫组化，400×）

Fig 4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HIF-1α，

Beclin1，LC3-Ⅱ expression in the skin tissue of scalded rats
（immunohistochemistry，400×）

A. 正常组（normal group）；B. 模型组（model group）；C. 阳性组

（positive group）；D. 油桐花水提物高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high dose group）；E. 油桐花水提物中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middle dose group）；F. 油桐花水提物低剂量组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low dose group）

表 2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血清中 HIF-1α、Beclin1、LC3-Ⅱ
浓度的影响 (x±s，n ＝ 10) 

Tab 2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HIF-1 α，Beclin1 and LC3-Ⅱ in the serum of scalded rats  

(x±s，n ＝ 10)

组别
HIF-1α/

（pg·mL － 1）

Beclin1/
（ng·mL － 1）

LC3- Ⅱ /
（pg·mL － 1）

正常组 51.326±1.875   9.191±0.646 742.507±58.647
模型组 56.070±2.570** 11.338±0.645** 876.069±60.161**

阳性组 52.286±3.670#   9.677±0.565## 760.148±52.932##

高剂量组 51.980±3.189#   9.990±1.144# 764.556±63.867##

中剂量组 52.403±2.469# 10.128±1.087# 779.019±65.049#

低剂量组 54.560±2.238   9.966±0.875# 838.497±58.231
注（Note）： 与 正 常 组 相 比，**P ＜ 0.01； 与 模 型 组 比 较，

#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提示油桐花水提物能降低烫伤大鼠皮肤中 HIF-1α、
Beclin1 及 LC3-Ⅱ 的蛋白表达，见表 3 及图 5。
4　讨论

　　本课题组前期已掌握了油桐花水提物制备方
法，发现其水提物的效果最优。烧烫伤是由外部
热力致皮肤组织损伤，进而缺血缺氧，变性坏死

A. 造模前                                        B. 造模后

图 1　大鼠造模前后皮肤组织形态学变化（HE，200×）

Fig 1　Histo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rat skin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HE，200×）

图 2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创面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scalded wound in 
scalded rats
A. 正常组（normal group）；B. 模型组（model group）；C. 阳性组

（positive group）；D. 油桐花水提物高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high dose group）；E. 油桐花水提物中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middle dose group）；F. 油桐花水提物低剂量组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low dose group）

图 3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皮肤组织病理变化的影响（HE，
400×）

Fig 3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pathological 
change of the skin tissue in scalded rats（HE，400×）

A. 正常组（normal group）；B. 模型组（model group）；C. 阳性组

（positive group）；D. 油桐花水提物高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high dose group）；E. 油桐花水提物中剂量组（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middle dose group）；F. 油桐花水提物低剂量组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low do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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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上的关键蛋白治疗烫伤。
　　组织缺氧程度常用 HIF-1α 表达水平表示，
检测自噬活性常选用 Beclin1、LC3-Ⅱ 作为目标
蛋白。研究表明，下调 HIF-1α 可抑制 Beclin1、
LC3-Ⅱ 表达 [12]，实验及临床中常通过调控这 3
种因子表达来达到治疗目的 [12]。用药干预后 HE
染色结果证明，油桐花水提物可促进烫伤皮肤组
织损伤修复。从创面恢复图片、创面大小、HE
染色结果看，油桐花水提物治疗烫伤疗效是肯定
的。免疫组化、ELISA、Western blot 等检测结果
提示油桐花水提物可通过调控缺氧与自噬信号通
路治疗烫伤。
　　综上，大鼠皮肤烫伤会导致皮肤组织细胞缺
氧 [13]，自噬增强。油桐花水提物可抑制 HIF-1α/
Beclin1/LC3-Ⅱ信号通路开放，缓解烫伤大鼠皮

肤组织缺氧，抑制细胞过度自噬而带来的损伤，
恢复烫伤创面，与阳性药物湿润烧伤膏的作用相
似。本实验为后续研究油桐花水提物其他作用机
制与临床开发应用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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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LC3-Ⅱ
蛋白表达影响 (x±s，n ＝ 10) 

Tab 3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Beclin1 and LC3-Ⅱ protein in the skin of scalded rat 

(x±s，n ＝ 10)

组别
HIF-1α/

（pg·mL － 1）

Beclin1/
（ng·mL － 1）

LC3- Ⅱ /
（pg·mL － 1）

正常组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模型组 1.6349±0.0949** 1.8725±0.3075** 2.2788±0.5448**

阳性组 1.1659±0.0385## 1.3667±0.1973## 1.5265±0.2533#

高剂量组 1.2659±0.0790## 1.1412±0.0631## 1.4509±0.4272#

中剂量组 1.3620±0.1447## 1.3718±0.1261## 1.6267±0.2611#

低剂量组 1.4574±0.0862# 1.4910±0.0923# 1.6499±0.2459#

注（Note）： 与 正 常 组 相 比，**P ＜ 0.01； 与 模 型 组 比 较，
#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图 5　油桐花水提物对烫伤大鼠皮肤中 HIF-1α、Beclin1、LC3-Ⅱ蛋

白表达影响

Fig 5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Tung flower on the expression of 
HIF-1 α，Beclin1 and LC3-Ⅱ protein in the skin of scalded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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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分子机制的 
网络药理学研究及实验验证

张盟1，孙丽萍1，高文雅2，赵丕文1*（1.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2488；2.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院，北京　102488）

摘要：目的　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联合 GEO 数据库挖掘，同时应用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
进行体外实验研究，探讨四物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AS）作用的分子机制。方法　从 TCMSP
数据库中筛选四物汤主要活性化合物，并通过 TCMSP 等数据库预测作用靶点。通过 GEO 数

据库结合 OMIM 与 Drugbank 数据库筛选 AS 的相关基因。使用 Cytoscape 3.7.0 软件获取 AS
相关基因与药物靶点的交集。将以上靶点进行 GO 和 KEGG 通路的富集分析，并构建蛋白 -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根据网络药理分析结果，采用 CCK8 法、一氧化氮（NO）水平测定和

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四物汤对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诱导后 VSMCs 的影响。结果　筛

选得到四物汤主要活性化合物 20 个，得到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 37 个，涉及的生物过程有炎

症反应、对血压调节、对雌激素反应等方面，主要针对 TNF-α、NF-κB 与 NAFLD 等通路发挥

作用；PPI 网络拓扑分析发现 IL-6、TNF、PTGS2、MMP9 与 NOS3 等可能为四物汤防治 AS
的核心靶点。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四物汤可抑制 ox-LDL 诱导的 VSMCs 增殖，显著提高 ox-
LDL 诱导后下降的 NO 水平与 eNOS、ERα 蛋白表达量。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四物汤防治 AS
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的药理机制探索提供了方向与依据。四物汤可

以抑制 VSMCs 过度增殖，调节 NO 水平及 ERα 与 eNOS 表达，对 AS 的防治有一定积极作用。

关键词：动脉粥样硬化；四物汤；GEO 数据库；网络药理学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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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iwu decoction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atherosclerosis

ZHANG Meng1, SUN Li-ping1, GAO Wen-ya2, ZHAO Pi-wen1*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iwu decoction (SWD)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atherosclerosis with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database mining, and in vitro experimental study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Methods  The 
main active compounds of SWD were screened from TCMSP database, and the protein targets were 
predicted by TCMSP database. GEO, 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OMIM) and Drugbank 
databases were used to search for related genes of atherosclerosis. Whose intersection with drug 
targets were taken by Cytoscape 3.7.0 software. GO and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above targets  and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CCK8 assay, nitric oxide (NO) assay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SWD on the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ox-LDL. Results  Totally 20 
main active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37 targets were involv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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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统计，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s）在近几十年内
已发展成为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动脉
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心肌梗死及脑
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根本原因，典型特征是动脉
壁上的 AS 斑块，在冠状动脉网络、脑、外周动
脉有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
基础 [1]。
　　四物汤由熟地、当归、白芍、川芎四味中药
组成 [2]。中医学既往并无 AS 对应病名记载，依
据致病特点及临床表现。AS 归属于中医学“脉
痹、眩晕、胸痹心痛、中风、头痛”等病症范畴，
主要证候为痰瘀互结证、气虚血瘀证等，针对不
同证型 AS 的主要治疗药物中，多数都包括了四
物汤中的几味药物 [3]。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讨四物汤防治
AS 作用的分子机制，本研究首先采用网络药理学
结合 GEO 数据库挖掘，对其可能发挥作用的途径
和靶点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应用血管平滑肌
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VSMCs）进行
四物汤防治 AS 相关分子机制的体外实验验证。
1　方法
1.1　网络药理分析方法
1.1.1　四物汤中主要活性化合物的筛选与对应
靶点的收集　采用 TCMSP平台（http：//lsp.nwu.
edu.cn/tcmsp.php） 以 类 药 性（drug-like property，
DL）＞ 0.18，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
OB）≥ 30%为条件筛选主要活性化合物 [4]。在 Pub-
chem（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网站中获
取目标化合物 SDF结构图，将该结构图导入 Swis-
starget平台（http：//swisstargetprediction.ch/）[5-6]，对
目标化合物相关靶点进行预测，以可能性 Probabil-
ity ＞ 0.2 筛选靶点，通过 Cytoscape 3.8.0 构建“四

物汤 - 单味药 - 化合物 - 靶点”的网络 [7]。
1.1.2　AS 相关靶点的收集　以 AS 为关键词，在
DrugBank（https：//www.drugbank.com/）与 OMIM
数据库（https：//www.omim.org/）中搜索该疾病相
关靶点。在 GEO 数据库（https：//www.ncbi.nlm.
nih.gov/geo/）中搜索 AS 疾病相关基因表达数据
集；筛选目标数据集所测样本有＞ 10 个样本数量
的 AS 斑块组织，同时具有＞ 10 个样本数量的正
常血管组织作为对照。从选定的基因表达数据集
中使用 GEO2R 工具分析，得到各基因的表达水平
情况，生成样本的基因火山图；以 P-value ＜ 0.05
和∣ log2（fold change）∣＞ 1 为标准筛选具有
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 expressed 
genes，DEGs），选取上升和下降最显著的前 20 个
基因绘制热图。
1.1.3　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收集　将“1.1.2”
项下获得的 AS 相关基因取合集，与“1.1.1”项
下获四物汤主要活性化合物对应靶点同步导入
Cytoscape 3.7.0 中，取两部分的交集，预测四物汤
防治 AS 的靶点，并构建“化合物 - 靶点”的网络。
1.1.4　GO 与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将“1.1.3”中
预测的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导入 David 数据库，
进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分析四物汤对
细胞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BP）、细胞成
分（cellular component，CC）和分子功能（MF）
三个分类的作用 [8]；对靶点进行京都基因百科全
书（KEGG）富集分析，以 P-value ＜ 0.05 为标
准进行筛选。
1.1.5　PPI 网络构建与分析　将得到的四物汤防
治 AS 的靶点输入 String 数据库（https：//string-
db.org），检索“互作基因 / 蛋白质”，限定研究
物种为智人，进行蛋白 -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pro-
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的构建，以 PPI 评分

atherosclerosis, involv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and estrogen responses. 
KEGG enrichment showed that genes were particularly enriched in TNF-α , NF-κB and NAFLD 
pathways. PPI network topology showed that IL-6, TNF, PTGS2, MMP9 and NOS3 might be the 
core targets of SWD. The in vitr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SWD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ox-
LDL-induced the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while the level of NO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ERα and eNO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ox-LDL induction. Conclusion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of SWD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are uncover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SWD can inhibit the excessive proliferation of the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regulate 
the level of NO and the expression of ERα  and eNOS,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Key words: atherosclerosis; Siwu decoction; GEO database; network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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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0.4 进行预测 [9]。导入 Cytoscape 3.8.0 软件
对 PPI 结果进行可视化。
1.2　体外实验方法
1.2.1　实验材料　大鼠胸大动脉平滑肌 A7R5 细
胞（上海中科院细胞库）；熟地、当归、白芍、川
芎（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启福教授鉴定为正品，
北京同仁堂药店）；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广东奕
源生物）；DMEM 细胞培养液、胎牛血清、0.25%
胰酶、青 / 链霉素（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品）；
一氧化氮试剂盒（北京百瑞极生物）；TRITC 荧
光标记二抗（中杉金桥）；子α- 平滑肌肌动蛋白
（α-SMA）抗体、ERα 抗体（Abcam）；eNOS 抗
体、GADPH 抗体、山羊抗兔二抗（proteintech）。
1.2.2　制备四物汤冻干粉　精密称取熟地30 g，当
归 18 g，白芍 18 g，川芎 12 g（共 78 g 药物），用
8 倍体积水浸泡 30 min，煎煮 2 次，每次 1 h，过
滤后合并滤液，将溶液浓缩至约 200 mL，12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 后取上清液，置于圆底烧瓶
装至冻干机，以－ 80℃冻干过夜。制得中药冻干
粉 40 g，每 1 g 冻干粉含有四物汤生药 1.95 g。
1.2.3　VSMCs 培养　使用含有 10% 胎牛血清与
1% 青霉素 / 链霉素的 DMEM 培养基，在 37℃，
5%CO2，100% 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A7R5 细胞。
1.2.4　VSMCs 细胞的鉴定　免疫荧光检测平滑
肌细胞特异性标记分子α-SMA；将正常生长至
70% 密度以上的 VSMCs 细胞用 4% 多聚甲醛固
定 30 min，封闭后使用α-SMA 抗体进行 4℃孵育
过夜；第二日，使用荧光标记二抗在室温下避光
孵育 1 h，激光共聚焦显微镜（Olympus FV3000，
Tokyo，Japan）下获取图像。
1.2.5　细胞增殖能力测定　将 VSMCs 以每孔
8×104 个细胞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培养 24 h
后进行处理；在四物汤对 VSMCs 增殖能力的影
响实验中，设置空白对照组与四物汤组（培养基
稀释药物质量浓度分别为 0、25、50、75、100、
250、500、750、1000、1250、1500 μg·mL－ 1），
空白对照组仅做基础培养。在四物汤对 ox-LDL
诱导的 VSMCs 增殖能力影响实验中，设置空白
对照组（基础培养基）、模型组、四物汤低剂量组、
四物汤中剂量组和四物汤高剂量组；根据文献中
所用剂量 [10]，模型组与四物汤组加入氧化低密
度脂蛋白（ox-LDL）100 μg·mL－ 1 进行诱导增
殖，构建细胞 AS 模型，四物汤组同时加入 100、
500、1000 μg·mL－ 1 四物汤，处理 24 h 后，加
入 CCK8 试剂，37℃孵育 2 ～ 3 h，使用酶标仪
在 45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计算细胞增殖率。
1.2.6　一氧化氮含量测定　VSMCs 按每孔 3×105

个细胞的密度接种至 6 孔板，培养 24 h 后进行处
理，分组设置与处理同“1.2.5”中细胞增殖实验。
37℃ 5% CO2 培养箱中孵育 48 h 后，收集细胞上
清液，4℃，3000 r·min － 1 离心 15 min 去除上
清中漂浮细胞。按一氧化氮（NO）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制作 NO 含量标准曲线，根据吸光度值计
算细胞上清中 NO 含量。
1.2.7　Western blot 法检测蛋白表达量　根据网络
药理分析结果，选择四物汤防治 AS 的关键靶点
进行实验验证。VSMCs 按每孔 6×105 个细胞的
密度接种至 T25 培养瓶，培养 24 h 后进行处理，
分组设置与处理同“1.2.5”项下，给药 48 h 后，低
温下提取细胞总蛋白。蛋白样品在 SDS-PAGE 凝
胶上进行电泳，后将蛋白从凝胶转电转到 PVDF
膜，封闭后置于一抗中在 4℃冰箱孵育过夜，将
二抗在室温摇床上孵育 1 h，于凝胶成像仪（BIO-
RAD 化学发光凝胶成像系统）成像。
1.2.8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实验数据分析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网络药理分析结果
2.1.1　四物汤中主要活性化合物　从 TCMSP 数
据库中检索到四物汤中共含有 475 个化合物，包
括白芍 85 个、川芎 189 个、熟地 76 个、当归 125
个，排除重复化合物得到 438 个，根据“1.1.1”项
下所述 OB 与 DL 值筛选得到 20 个主要活性化合
物（见表 1）。
2.1.2　四物汤中主要活性化合物对应靶点　在
TCMSP 与 Swiss target 数据库中分别获取 20 个
化合物潜在作用靶点，TCMSP 数据库中获得 14
个化合物对应的 192 个潜在靶点，Swiss target 数
据库中获得 14 个化合物对应的 143 个潜在靶点，
有 6 个化合物在两个数据库中均未获得预测靶点；
所有潜在靶点去掉重复项后取合集，共得到 203
个潜在作用靶点。主要活性化合物与预测靶点关
系网（见图 1），其中黄色为中药名称缩写，橙色
为主要活性化合物，绿色为预测靶点。
2.1.3　AS 疾病相关基因　以 AS 为关键词，在
OMIM 和 Drugbank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查询，分
别得到 270 个、62 个靶点。在 GEO 数据库中选
取 GSE100927 数据集，其中包括 69 个 AS 斑块
样本和 35 个正常动脉组织的基因组信息，以鉴
定 AS 和健康动脉外周动脉之间的 DEGs[11]。使
用 GEO2R 工具进行基因表达差异分析，共得到
54 674 个基因的表达信息，其中表达上调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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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37 个，下调基因 27 437 个，生成样本的基因
火山图见图 2：零点右侧（log2FC ＞ 0）为表达水
平上调基因，零点左侧（log2FC ＜ 0）为表达水平
下调基因，显著上调的基因多于显著下调的基因；
红色和绿色分别代表上调基因（log2FC ＞ 1）和下
调基因（log2FC ＜ 1），即相比较于正常组织的表
达水平，部分基因的表达水平高于或低于正常水
平 2 倍，灰色表示差异不显著。根据 P ＜ 0.05 和
∣ log2（fold change）∣＞ 1 标准筛选全部基因表
达信息，共得到 552 个 AS 组织与正常动脉组织的
DEGs。选取正常与 AS 动脉组织各 20 组样本，与
∣ log2（fold change）∣＞ 1 的基因中上调和下调
最显著的前 20 个基因绘制热图（见图 3）。将上述
DEGs 与 Drugbank 和 OMIM 数据库中筛选的 AS
相关基因取合集，去除重复项，得到 848 个 AS 相
关的基因。
2.1.4　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　将所得四物汤主
要活性化合物对应靶点与得到的 AS 相关基因取
交集，得到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共 37 个。山柰
酚、儿茶酸、杨梅酮、川芎哚、β- 谷甾醇、豆甾
醇分别与 22 个、8 个、8 个、8 个、7 个、6 个靶
点相关。与四物汤主要活性化合物关系最密切的
靶 点 是 PTGS1、PTGS2、ALOX5、RXRA、F2
和 ESR1（见图 4）。
2.1.5　GO 及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GO 富集分
析结果显示，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参与影响
176 个 BP，19 个 CC 与 33 个 MF， 选 择 GO 分
析各部分前 10 条绘制柱状图（见图 5）；其中四

物汤对 BP 影响主要涉及炎症反应、对血压调节、
对雌激素反应等方面；对 CC 影响主要涉及质膜、
细胞外空间和细胞外区域等方面；对 MF 影响主
要涉及蛋白质绑定、酶绑定、蛋白质同源二聚化
活动、锌离子结合、血红素结合等方面。KEGG
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共涉
及到 51 条信号通路，将 KEGG 富集分析的前 10
条通路绘制成气泡图见图 6；P 值从大到小在图
上显示为气泡颜色从绿色到红色；气泡面积大小
与通路涉及的基因数量正相关；横轴表示该条通
路涉及基因占总体输入基因的比例。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所参与的通路主要集中在肿瘤坏死因
子（TNF）、NF-κB、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乙型肝炎（HBV）等通路。
2.1.6　PPI 网络构建及分析　PPI 网络共有 37 个
节点和 186 个相互作用的边（见图 7），网络中节
点（圆形）表示由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边线表示
两个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每对节点间的关联
强度的评价有多维度指标（如基因融合、共表达
与大规模实验的支持等），将多个维度指标计算
整合形成综合评分，可以提高对节点间关联强度
评价的可信度（在 PPI 网路图中，边线约宽，节
点间关联强度约高）[12]。从图 7 中可以得出，根
据 Degree 值排序，网络中最重要的 5 个节点分别
为 IL-6、TNF、PTGS2、MMP9 与 NOS3 等。
　　IL-6、TNF、PTGS2 与 MMP9 基 因 编 码 产
生蛋白均为可作为炎性标志物，提示炎症水平。
NOS3 基因编码产生蛋白是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表 1　四物汤中药物所含主要活性化合物 
Tab 1　Main active compounds in SWT

标记 药物 MOLID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OB/% DL
BS1 白芍 MOL001918 paeoniflorgenone 芍药吉酮 87.59 0.37
BS2 白芍 MOL000211 mairin 丁子香萜 55.38 0.78
BS3 白芍 MOL000492（＋）-catechin 儿茶素 54.83 0.24
BS4 白芍 MOL001924 paeoniflorin 芍药苷 53.87 0.79
BS5 白芍 MOL001919（3S，5R，8R，9R，10S，14S）-3，17-dihydroxy-4，4，8，10，14-pentamethyl-2，

3，5，6，7，9-hexahydro-1H-cyclopenta[a]phenanthrene-15，16-dione
－ 43.56 0.53

BS6 白芍 MOL000422 kaempferol 山柰酚 41.88 0.24
BS7 白芍 MOL001910 11α，12α-epoxy-3β-23-dihydroxy-30-norolean-20-en-28，12β-olide － 64.77 0.38
BS8 白芍 MOL001921 lactiflorin 芍药新苷 49.12 0.80
BS9 白芍 MOL001928 albiflorin_qt 芍药内酯苷 66.64 0.33
BS10 白芍 MOL001930 benzoyl paeoniflorin 苯甲酰芍药苷 31.27 0.75
CX1 川芎 MOL001494 mandenol 亚油酸乙酯 42.00 0.19
CX2 川芎 MOL002135 myricanone 杨梅酮 40.60 0.51
CX3 川芎 MOL002140 perlolyrine 川芎哚 65.95 0.27
CX4 川芎 MOL002151 senkyunone 洋川芎醌 47.66 0.24
CX5 川芎 MOL002157 wallichilide 川芎萘呋内酯 42.31 0.71
CX6 川芎 MOL000433 FA － 68.96 0.71
R1 白芍、川芎、熟地 MOL000359 sitosterol 谷甾醇 36.91 0.75
R2 白芍、当归 MOL000358 beta-sitosterol β- 谷甾醇 36.91 0.75
R3 当归、熟地 MOL000449 stigmasterol 豆甾醇 43.83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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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S），可以调节血管张力和局部血流，抑制
VSMCs 细胞增殖以及调节白细胞 - 内皮相互作用
等多种作用 [13]；精氨酸在 eNOS 催化下合成 NO，
NO 具有多种抗 AS 作用，包括抑制低密度脂蛋白
氧化、防止白细胞黏附血管内皮，抑制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等 [14]；并且 NO 还被认为是一种抗炎
分子，其抗炎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 NF-κB 活性来

抑制 AS 的形成 [15]。根据综合评分，在以 NOS3
为中心的 PPI 网络中与 NOS3 节点关联强度最高

图 1　主要活性化合物 - 靶点网络

Fig 1　Major active compounds-target network

图 2　GSE100927 数据集中基因分布火山图（P ＜ 0.05）
Fig 2　Volcano map of gene distribution in GSE100927 dataset
（P ＜ 0.05）

图 3　GSE100927 数据集中差异表达基因聚类热图

Fig 3　Heat map clustering of DEGs in GSE100927 dataset

图 4　预测靶点与对应的主要活性化合物

Fig 4　The predicted targets and corresponding main active compounds 

图 5　预测靶点的 GO 功能富集分析

Fig 5　GO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he predicted targets

图 6　预测靶点的 KEGG 富集分析

Fig 6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he predicted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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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为 ESR1，编码产生蛋白是雌激素受体α
（ERα）（见图 8）。为了验证四物汤对 VSMCs 更广
泛的抗 AS 作用，后续验证实验对四物汤处理的
VSMCs 进行 NO 水平检测，并采用 Western blot 法
对 VSMCs 的 eNOS 与 ERα 表达量进行检测。

图 8　以 NOS3 为中心的 PPI 网络

Fig 8　A NOS3-centric PPI network

2.2　体外实验结果

2.2.1　VSMCs 生长形态与表型的鉴定　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显示，VSMCs 形状为梭形，平行排
列，细胞生长呈“谷峰状”（见图 9）。免疫荧光实
验染色显示，TRITC 标记的α-SMA 呈红色，胞
质内存在大量平行于细胞长轴的红色细丝（见图
10），表明该细胞具有 VSMCs 的表型特征。
2.2.2　四物汤冻干粉对 VSMCs 增殖能力的影响
　通过 CCK8 法测试了不同质量浓度的四物汤
（25 ～ 1500 μg·mL－ 1）对 VSMCs 活力的影响，
如图 11 所示，四物汤作用 24 h 后，对细胞增殖
率无明显影响，推测在这一质量浓度范围内四物

汤的处理对 VSMCs 生长无细胞毒性，故本实验
挑选其中具有一定质量浓度差的高、中、低 3 个
剂量（分别为 1000、500、100 μg·mL－ 1）进行
后续实验。
2.2.3　四物汤冻干粉对 ox-LDL 诱导 VSMCs 增殖
能力的影响　如图 12 所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 VSMCs 的增殖率显著提高（P ＜ 0.01）；
与模型组相比，四物汤组细胞增殖率均降低
（P ＜ 0.05），对 ox-LDL 诱导的增殖有一定抑制作
用，但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4　四物汤冻干粉对 ox-LDL 诱导 VSMCs 的
NO 水平的影响　如图 13 所示，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ox-LDL 处理的 VSMCs 的 NO 产生水平下
降（P ＜ 0.05），而高剂量与中剂量的四物汤处理
VSMCs，均可明显提升 ox-LDL 诱导的 NO 水平
的下降（P＜ 0.01），并且呈现一定的浓度依赖性。
2.2.5　四物汤冻干粉对 ox-LDL 诱导 VSMCs 的 
eNOS 与 ERα 蛋白表达的影响　根据网络药理学
分析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四物汤对 VSMCs 作
用的具体分子机制，通过 Western blot 法观察四
物汤对 eNOS 和 ERα 在 VSMCs 中表达量的影响。
如图 14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ox-LDL 可以明显
降低 ERα、eNOS 的表达量（P ＜ 0.05），这一作
用在加入四物汤的处理后被逆转，并且均在四物
汤剂量为 500 μg·mL － 1 组效果最为明显。
3　讨论
　　药用植物抗 AS 活性主要表现为抗炎、抗氧

图 7　预测靶点的 PPI 网络

Fig 7　PPI network of the predicted targets

图 9　光学显微镜下 VSMCs 形态与分布（20×）

Fig 9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VSMCs under light microscope（20×）

图 10　α-SMA 免疫荧光染色（100×）

Fig 10　α-SMA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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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降压、降脂、抗血栓等多种作用。此外，大
多数药用植物的特点是其多效抗 AS 作用。此外，
药用植物衍生的化合物具有相对安全、副作用少
的特点，因此可作为抗 AS 的一类有效药物 [16]。
本研究也证实了四物汤的主要活性化合物具有此
类作用。
3.1　四物汤防治 AS 可能涉及的主要活性化合物
　　通过 TCMSP 和 GEO 数据库获得四物汤干预
AS 的 37 个靶点，靶点对应的四物汤中主要活性

化合物按重要程度排序为：山柰酚、儿茶酸、杨
梅酮、川芎哚、β- 谷甾醇、豆甾醇。其中山柰酚
是一种天然类黄酮，其抗炎、抗氧化和抗肿瘤的
功效已被报道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17]；在血管内
皮细胞中，还可激活血红素氧合酶 1（HO-1）的
表达，激活过氧化氢酶 （CAT）、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谷胱甘肽 （GSH-Px）等，保护血管免受
氧化应激和炎症诱导的损伤 [18]。儿茶素是常见于
茶类中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其摄入量与减少心
血管疾病成正相关 [19-21]；儿茶素可激活 eNOS 酶产
生 NO，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22-23]；并且儿茶
素可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 -2 的表达，抑制凝
血酶诱导的 VSMCs 的增殖 [24]。杨梅酮具有良好
的抗氧化及抗肿瘤等活性 [25-27]，并且对氧化应激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有保护作用 [28]。川芎哚
是中药川芎、党参中的活性物质之一，川芎哚及
其类似物具有一定程度的抗凝血、减少红细胞聚
集、抗血栓与改善血液流变学的作用 [29-31]。β- 谷
甾醇存在于多种中药的甾体类化合物，富含β- 谷
甾醇的药物在巨噬细胞中通过影响 NO 与活性氧
（ROS）明显减少小鼠的主动脉根部 AS 病变面积，
并且阻止人单核细胞 THP-1 与 VSMCs 的黏附 [32]。
3.2　四物汤防治 AS 预测靶点的富集分析
　　对四物汤防治 AS 的靶点进行 GO 富集分析
发现，主要参与的 BP 为对炎症反应、缺氧反应、
血压调节、雌激素反应、细胞因子分泌的正调控。
众多临床与基础实验都已经证实 AS 是一种慢性
血管炎症反应，而近年来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机
体免疫细胞的反应是 AS 斑块形成的第一步，更

图 11　四物汤对 VSMCs 增殖率影响（x±s，n ＝ 3）
Fig 1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iwu decoction on VSMCs 
proliferation rate（x±s，n ＝ 3）

图 12　四物汤对 ox-LDL 诱导的 VSMCs 增殖率的影响（x±s，n＝3）
Fig 1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iwu decoction on ox-LDL-
induced VSMCs proliferation rate（x±s，n ＝ 3）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

图 13　四物汤对 ox-LDL 诱导的 VSMCs 中 NO 水平的影响（x±s，
n ＝ 3）
Fig 13　Effect of Siwu decoction on nitric oxide levels in ox-LDL-
induced VSMCs（x±s，n ＝ 3）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模型组比较，**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图 14　Western blot 法检测 VSMCs 的 ERα、eNOS 的表达水平（x±s，
n ＝ 3）
Fig 14　Expression level of ERα  and eNO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x±s，n ＝ 3）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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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脉粥样斑块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33]；高血
压作为 AS 的重要风险因素，血压升高状态下对
内皮细胞损伤与促进 VSMCs 过度增殖在形成 AS
的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34]；KEGG 富集分析得
到 TNF、NF-κB、NAFLD、乙型肝炎、癌症转录
调控失调等信号通路。对于 AS 进展过程中分泌
的众多细胞因子的调节，也对 AS 的治疗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细胞因子都是通过其所在信号通路
来发挥作用 [35]，其中 TNF-α 是最重要的促炎症因
子之一，可以诱导 ROS 的产生，使内皮功能出
现障碍，并转换 VSMCs 的细胞表型 [36]；同样在
一个炎性因子主导的通路中，NF-κB 参与激活内
皮细胞黏附分子如 E-选择素、血管细胞黏附分
子 -1（VCAM-1）等与单核细胞的黏附作用，并
且转换 VSMCs 表型，同时巨噬细胞的黏附增多，
促进 AS 斑块的发生 [37]。
3.3　四物汤防治 AS 预测靶点的 PPI 网络
　　在 PPI 网络中，根据 Degree 值排序最重要
的 5 个节点分别为 IL-6、TNF、PTGS2、MMP9
与 NOS3 等。除 IL-6、TNF、PTGS2 与 MMP9 均
可编码产生炎性标志物分子外；NOS3 基因编码
产生的 eNOS 分子不仅有调节血管张力和局部血
流等作用，其催化产生的 NO 可通过诱导和稳定
NF-κB 的抑制因子 IκB 而抑制 NF-κB 的激活，从
而控制黏附分子与炎症介质的表达，对 AS 的病
理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38]。根据对蛋白互作强度的
综合评分（由基因融合、共表达与大规模实验的
支持等因素综合计算），在以 NOS3 为中心的 PPI
网络中与 NOS3 节点关联强度最高的节点为 ESR1
（编码产生 ERα）；雌激素可以一种 ERα 依赖的
方式快速激活 MAPK 通路，进而激活 eNOS；并
且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ERs）结合，通过刺激
热休克蛋白 90（HSP90）和 AKT/ 蛋白激酶 B
（PKB）依赖的机制激活 eNOS[39]。
3.4　四物汤对 ox-LDL 诱导的 VSMCs 细胞的作用
　　在动物模型和人类研究中，VSMCs 的增
殖导致血管内膜和动脉中层斑块的生长，过度
的 VSMCs 增殖已被证明在 AS 发生过程中非常
重要 [40]。CCK8 实验发现四物汤对未经处理的
VSMCs 增殖无明显作用，但是在经过 ox-LDL 处
理后，四物汤可抑制诱导后的 VSMCs 过度增殖，
对 AS 的防治产生积极作用。四物汤可明显提高
经 ox-LDL 诱导的 VSMCs 的 NO 水平，而四物汤
对 VSMCs 增殖的抑制作用可能通过对 NO 水平
的调节来发挥。eNOS 具有抗 AS 的作用，eNOS
表达量的升高也提示了四物汤对防治 AS 的积极
作用；课题组前期研究提示四物汤在多个维度显

示出了雌激素样作用；研究显示，雌激素和类雌
激素化合物除了对 eNOS 作用的长期影响外，还
存在对 NO 生物利用度的短期影响，雌激素可能
通过经典雌激素核受体介导以调节 eNOS 的表
达 [41]；关于四物汤是否发挥雌激素样作用调节
eNOS 水平，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探究。由于雌激
素对心血管系统具有保护作用，雌激素替代疗法
已经作为临床上防治女性绝经后 AS 的一种方案，
但是由于其伴随着妇科肿瘤发病风险的提高而一
直备受争议；本研究结果提示四物汤可能作为一
种雌激素样药物对 AS 进行防治，为药物的临床
应用提供了部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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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凌草甲素 -介孔二氧化硅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体外性质评价

李钦，原永芳，杨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药剂科，上海　200000）

摘要：目的　以介孔二氧化硅为载体制备冬凌草甲素（ORI）- 介孔二氧化硅固体分散体并研

究其对 ORI 溶出度的影响。方法　以吸附法将 ORI 负载于介孔二氧化硅中，采用透射电镜、X-
射线衍射、差示扫描量热等手段表征载药固体分散体的物相变化，同时对载药固体分散体的

稳定性和体外溶出行为进行考察。结果　制备得到的载药介孔二氧化硅呈椭球状，载药量为

26.47%；ORI 以无定形态存在于载体中，且稳定性良好；固体分散体中 ORI 的体外溶出度得

到显著提升，在 45 min 内的累积溶出在 80% 以上。结论　介孔二氧化硅固体分散体显著提高

了 ORI 的溶出速率，为解决 ORI 的水难溶性问题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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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evaluation of oridonin-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 solid dispersion

LI Qin, YUAN Yong-fang, YANG G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oridonin (ORI)-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MSN) solid 
dispersion with MSN as the carrier and to determine their effect on the dissolution of ORI. Methods  
ORI was loaded into MSN solid dispersion by adsorp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valorimetry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hase change 
of the solid dispersion. The stability of the drug carrying solid dispersion and dissolution behaviors 
were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The prepared drug-carrying mesoporous silica was ellipsoid, with the 
drug loading of 26.47%. ORI loaded in the carrier was amorphous with good stability. The in vitro 
dissolution of ORI in solid disper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cumulative dissolution rate 
reached over 80% within 45 min. Conclusion  MSN solid dispersion greatly improves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ORI, providing a new solution to the water insolubility of ORI. 
Key words: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 oridonin; solid dispersion; in vitro dis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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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凌草甲素（ORI）是从冬凌草或碎米亚等
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中分离出的一种有活性的天
然有机化合物。研究表明，ORI 具有较强的抗肿
瘤活性，同时还具有抗菌、杀虫及消炎止痛等功
效 [1-3]。目前，上市的冬凌草制剂均为粗提取物制
剂，即片剂和糖浆剂等口服剂型，其所含有效成
分 ORI 的含量较低，如冬凌草甲素片剂中其含量
仅为 1.189%[4]，因 ORI 几乎不溶于水，且溶出速

率较慢，因此口服后其生物利用度较低。
　　药物的溶出是吸收的前提，对于难溶性药
物，药物的溶出速率常为其吸收的限速步骤 [5]。
改善药物的体内吸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提高药
物的溶出度。介孔二氧化硅（MSN）固体分散体
作为一种新型载体，它可以使吸附的难溶性药
物的结晶状态发生改变，防止难溶性药物重结
晶，从而提高水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本研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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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SN 为载体制备 ORI-MSN 固体分散体，希望
在高载药量的前提下，提高药物的水溶性和溶出
度，从而提高药物的口服吸收效果。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LC-2010AHT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
司）；IKA RCT 磁力搅拌器（德 国 IKA 公司）；
RC-806 溶出度仪（天津因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D8 ADVANCE X- 射线衍射仪（德国布鲁克公司）；
DZF6050 真空干燥箱（上海博远实业有限公司）；
Q2000 差示扫描量热仪（美国 TA 公司）。
1.2　试药

　　ORI 对照品（含量≥ 99%，批号：111721-
201403，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ORI 原料药
（含量≥ 98%，批号：E1526003，上海阿拉丁生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冬凌草片（规格：0.25 g/
片，批号：180501，河南济世药业公司）；正硅
酸乙酯（TEOS，批号：20200214，永华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
批号：20180423，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甲醇、乙腈为色谱级；其余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2　方法

2.1　ORI 分析方法的建立

2.1.1　色谱条件 [6]　色谱柱：Dikma Diamonsil 
Plus-C18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
甲醇 - 水（60∶40）；流速：1 mL·min － 1；进样量：
20 μL；柱温：25℃；检测波长：242 nm。
2.1.2　标准曲线制备　精密称取 ORI 对照品适
量溶于甲醇中，分别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0、30、
60、90、120 μg·mL － 1 的 ORI 系列对照品溶液，
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值 A，以质量浓度 C 对峰
面积 A 作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2.1.3　精密度试验　取 10、60、120 μg·mL － 1 

3 个质量浓度的 ORI 对照品溶液，在同一色谱条
件下，分别在日内和日间重复测定 5 次，平行操
作 5 份，计算日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
2.1.4　回收试验　取 10、60、120 μg·mL － 1 3
个质量浓度的 ORI 对照品溶液，加入空白 MSN
混悬液中，10 000 r·min － 1 离心 10 min，上清液
用 0.45 µm 微孔滤膜过滤，平行操作 5 份，取滤
液进样测定，计算回收率。
2.2　溶解度测定

　　在西林瓶中分别加入蒸馏水、0.2% 十二烷基
硫酸钠（SDS）、0.2% 吐温 -80、0.5% 吐温 -80 适
量，分别加入过量 ORI 原料药，封瓶口，25℃

水浴振荡 48 h，取样，12 000 r·min － 1 离心 10 
min，经 0.45 µm 微孔滤膜过滤，取滤液 20 µL 进
样测定，计算 ORI 在不同介质中的溶解度。
2.3　MSN 的制备 [7]

　　以 CTAB 作为胶束模板，于 150 mL 蒸馏水
中溶解 0.5 g CTAB，配成澄清溶液。缓缓向此
溶液中加入浓度为 2 mol·L － 1 的 NaOH 溶液 6 
mL，边加边搅拌，混匀后，水浴加热至 60℃，
维持恒温，缓慢滴入 TEOS 6 mL，高速搅拌 2 h。
将所得浑浊液离心，洗涤，然后将所得白色固体
转移至三口烧瓶中，并加入酸性乙醇溶液（乙醇 -
盐酸 4∶1）150 mL，待其充分分散后，加热至
80℃回流 3 h 以便除去 CTAB，再次抽滤，并用
蒸馏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 3 次，于 50℃真空干
燥，即得 MSN 载体粉末。
2.4　ORI-MSN 的制备 [8]

　　精密称取适量 ORI，用 100 mL 乙醇溶解，
分别按照 ORI 与 MSN 质量比为 1∶1、1∶2、1∶3、
1∶4、1∶6 和 1∶10 的比例加入 MSN 粉末，水
浴超声将载体完全分散，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4 h，
以达到吸附平衡，置于 50℃条件下旋转蒸发去除
溶剂，得到颜色均一的固体粉末。随后将所得粉
末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24 h（25℃），研细，过 
80 目筛，即得 ORI-MSN。
2.5　载药量测定

　　精密称取适量 ORI-MSN 分散于氯仿中，水
浴超声 10 min 后用氯仿定容至 10 mL，10 000 
r·min －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用甲醇稀释后采
用 HPLC 进行检测，载药量的计算公式如下：载
药量（%）＝ WORI/WORI-MSN×100%，式中，WORI

表示 ORI-MSN 中 ORI 的质量，WORI-MSN 表示负载
ORI 的 MSN 的质量。
2.6　透射扫描电镜（TEM）

　　利用透射电镜观察 ORI-MSN 的外观形态。
将分散有 ORI-MSN 的去离子水，取适量滴加至
铜网上，自然干燥，等待约 20 min 即可形成薄
膜，再在薄膜上滴加 2% 磷钨酸负染 10 min，用
滤纸小心吸除铜网边缘多余的液体，自然干燥后
置于透射电镜下观察。
2.7　物相鉴别

　　采用 Cu-Kα 射线作为 X- 射线，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20 mA，衍射角（2θ）的测定范围为
0 ～ 60°，步长为 0.02°。分别对 ORI、MSN、
ORI-MSN 以及物理混合物进行 XRD 分析。
　　取 ORI、MSN、ORI-MSN 以及物理混合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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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 ～ 6 mg），分别装入铝坩中进行差示扫描量
热（DSC）分析，以空铝坩锅为参比，扫描范围
10 ～ 300℃，升温速度为 10℃·min － 1，氮气流
速为 60 mL·min － 1。
2.8　稳定性考察

　　在温度（40±2）℃和相对湿度（75±5）% 的
条件下，将 ORI-MSN 进行加速试验，分别于 1、
2、3、6 个月末取样，比较存放前后 ORI 含量和
溶出度变化。
2.9　ORI-MSN 的体外溶出试验

2.9.1　ORI-MSN 在不同溶出介质中的溶出度　
按照溶出度测定法（《中国药典》2010 年版二部
附录ⅩC 浆法），取 ORI-MSN 适量，分别以 900 
mL 蒸馏水、0.1 mol·L － 1 HCl、pH 6.8 的磷酸
盐缓冲液为溶出介质，37℃，转速 50 r·min － 1，
于 5、10、15、20、30、45、60、90、120 min 各
取样 5 mL，并及时补充相同温度的溶出介质 5 
mL，取出的样品用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取续
滤液进样测定，计算在不同时间得到的 ORI 的累
积溶出百分率，并绘制溶出曲线。
2.9.2　溶出度比较　取 ORI 原料药、市售制剂
冬凌草片及 ORI-MSN 适量，按照溶出度测定法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二部附录ⅩC 第一法），
以 900 mL 蒸馏水为溶出介质，按“2.9.1”项下方
法操作，进样测定，计算不同时间药物的累积溶
出百分率，绘制溶出曲线。
3　结果

3.1　方法学考察

　　回归方程为 A＝18.97C－0.1631（r＝0.9999），
ORI 在 10 ～ 120 μg·mL －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
好。同时，日内 RSD 和日间 RSD 分别为 0.19% 和 
0.24%，平均回收率为（99.7±0.17）%，表明该方
法适用于 ORI 的含量测定。
3.2　ORI 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

　　由表 1 可知，在所考察的溶剂中，ORI 原料
药在蒸馏水中的溶解度最低，在 0.2%SDS 中的溶
解度最好。

表 1　ORI 在各种溶剂中的溶解度 (n ＝ 3) 
Tab 1　Solubility of ORI in various solvents (n ＝ 3)

溶剂 溶解度 /（μg·mL － 1）

蒸馏水

0.2%SDS
0.2% 吐温 -80

  201.31±1.24
2363.27±0.23
1109.76±0.35

0.5% 吐温 -80 1275.09±0.83

3.3　不同药载比对载药量的影响

　　不同药载比所得载药量的结果见图 1，药载
比例与介孔孔道的载药量成正比。当药载比例大
于 1∶3 时，载药量逐渐接近极值，此时介孔孔
道的吸附量接近饱和。继续提高药物比例，药物
装载量基本不变。因此选择药载比例为 1∶3，得
到的载药量为（26.47±1.18）%。

图 1　不同药物 / 载体比例的载药量曲线（n ＝ 3）
Fig 1　Curve of drug loading with different ratios of drugs and carriers
（n ＝ 3）

3.4　外观形态

　　图 2 为 ORI-MSN 的透射电镜图。由图可知，
ORI-MSN 形态完整，均呈椭球形，粒径均一，
尺寸约为 100 nm，且有规整的孔道结构。

图 2　ORI-MSN 透射电镜图

Fig 2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 of ORI-MSN

3.5　物相分析

　　XRD 结果如图 3所示，ORI 在 2θ 为 4.337°、
9.183°、19.203°、43.827°有尖锐的特征峰，
表明 ORI 主要以晶体形式存在，晶体衍射峰强度
较大；ORI-MSN 中，ORI 的晶体衍射峰消失，表
现为无定形特征；而在物理混合物仍然出现 ORI 
的晶体衍射峰，这一现象表明药物与载体之间未
发生分子间的作用。
　　DSC 结果如图 4 所示，ORI 在 257.7℃有特
征吸热峰，物理混合物中也存在 ORI 的特征吸热
峰。在制备成 ORI-MSN 后，ORI 在 257.7℃特征
吸热峰消失，说明药物与载体之间发生了反应，
MSN 的小孔道妨碍了 ORI 形成结晶，在 MS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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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 只能以非晶体的状态存，进一步证实了 XRD 
的结果。

图 4　ORI 原料药、MSN、物理混合物及 ORI-MSN 的 DSC 谱图

Fig 4　DSC of ORI，MSN，physical mixture and ORI-MSN

3.6　稳定性评价

　　由表 2 可得，ORI 原料药在同一温湿度条件
的环境下加速试验 6 个月后，药物含量几乎没有
变化；ORI-MSN 中的药物含量有所下降，但是
仍在 96% 以上，说明 ORI-MSN 的稳定性较好。
造成 ORI-MSN 中药物含量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 ORI 负载于 MSN 后，形成的物理结构在热力
学上是不稳定的无定形或部分无定形状态，其受
热后会转化为更稳定的药物结晶，所以药物含
量有所降低 [8-9]。而 ORI 原料药以淡黄色针状结
晶存在，因此稳定性更好。此外，ORI 原料药和
ORI-MSN 的累积溶出在放置 6 个月后，并无明
显变化。
3.7　体外释药曲线

　　由图 5 可知，在不同溶出介质中，ORI-
MSNs 的溶出度大小顺序依次为：0.1 mol·L － 1 
HCl ＞蒸馏水＞ pH 6.8 的磷酸盐缓冲液，即溶出
介质 pH 越小，ORI-MSNs 的溶出度越大。故后
续试验的溶出介质选择 pH 6.8 的磷酸盐缓冲液。
　　对比市售制剂冬凌草片，ORI 原料药，以
及 ORI-MSN 的溶出度可知（见图 6），ORI 原料

药溶出度较小，溶出速率也较慢，累积溶出度小
于 30%；冬凌草片在 120 min 时的累积溶出度为 
65.43%；ORI-MSN 溶出度最大，在 60 min 后累
积溶出在 80% 以上。上述结果表明，制成 ORI-
MSN 后显著提高了 ORI 的溶出度。

图 6　ORI、市售制剂和 ORI-MSN 的体外释放曲线（n ＝ 3）
Fig 6　In vitro release curve of ORI，commercial product and ORI-
MSN（n ＝ 3）

4　讨论

　　药物生物利用度受药物的溶解性能影响较大，
在胃肠道溶出较慢，致使口服生物利用度低。改
善难溶性药物的溶出方式有很多 [11]，其中采用固
体分散技术，将药物高度分散于惰性的载体中，
形成药物的固态分散体系，可显著增加难溶性药
物的溶出速率 [12]。近年来，MSN 作为药物固体分
散体载体材料，在制药领域中广泛使用。MSN 内
部的孔道大大增加了比表面积，能吸附大量药物
并使药物均匀分散，降低颗粒间的吸附作用，从

表 2　稳定性研究 (n ＝ 3) 
Tab 2　Study of stability (n ＝ 3)

时间 / 月
药物含量 /% 累积溶出 /%

ORI ORI-MSN ORI ORI-MSN

1 99.87±1.27 99.19±0.60 31.76±0.83 83.80±1.48

2 99.81±0.72 98.65±1.07 31.47±0.79 82.96±1.32

3 99.68±0.92 97.72±1.42 31.29±0.88 83.35±1.66

6 99.49±1.15 96.38±0.99 31.38±0.63 83.12±1.83

图 5　ORI-MSN 在不同溶出介质中的体外释放曲线（n ＝ 3）
Fig 5　In vitro release curve of ORI-MSN in different dissolution media
（n ＝ 3）

图 3　ORI 原料药、MSN、物理混合物及 ORI-MSN 的 XRD 谱图

Fig 3　XRD of ORI，MSN，physical mixture，and ORI-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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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免一些细粉状药物的附聚与结块，有利于药
物粒子与溶解介质充分接触，促进药物的溶解与
释放 [13]。MSN 孔道还抑制了难溶性药物形成结
晶，在 MSN 中难溶性药物只能以无定形或微晶
状态存在 [14]，而无定形或微晶状态会增加药物溶
出度 [15]。同时，MSN 的孔道由于增加了比表面
积，促进药物的溶解与释放，进而提高了生物利
用度 [16-17]。此外，MSN 的使用还可起到抗老化作
用，因其提高了固体分散体的稳定性 [18]。
　　本研究成功将 ORI 负载于 MSN 中，ORI 在
与 MSN 结合后发生了晶型转变，药物以无定形
存在于 MSN 孔道中，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体
外溶出试验结果表明，对于难溶性的 ORI 应用
MSN 作为载体后，显著提高了 ORI 的溶出速率
和累积溶出百分率。该研究为 ORI 的临床应用带
来更广泛的可行性，也说明 MSN 可以改善难溶
性中药成分的溶出度。
　　虽然 MSN 作为难溶性药物的载体有很多优
点，但还缺少其他相关研究，包括进入人体后发
生的变化和体内代谢过程，因此仍需谨慎评估其
安全性并对比其他给药载体，因此 MSN 载体技
术真正应用于临床还需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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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氟甲基 -3-硝基 -喹啉 -4-胺衍生物的合成及其 
抗肿瘤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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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14；2.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贵阳　550025；3. 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

点实验室，贵阳　550014）

摘要：目的　寻找高效低毒的喹啉类抗肿瘤化合物。方法　以 4- 甲氧基苯胺为原料，通过环

化、硝化、氯代、偶联等反应，设计并合成一系列新型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 喹啉 -4- 胺衍生

物，并通过 1H NMR、13C NMR、19F NMR、ESI-MS 进行结构确证。用 MTT 法评价目标化合

物对乳腺癌细胞（MDA-231）、前列腺癌细胞（LNCAP）、人肺癌细胞（A549）、前列腺癌细

胞（PC3）增殖的抑制活性。结果　共合成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 喹啉 -4- 胺衍生物 11 个，在 5 
μmol·L－ 1 的浓度下，化合物 4b、4f、5a、5c 对 4 种细胞株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结论　建立

了一种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 喹啉 -4- 胺衍生物的快速合成方法，部分化合物对肿瘤细胞增殖

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为深入探讨该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提供了实验基础。

关键词：喹啉；抗肿瘤活性；醛氧化酶；三氟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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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2-trifluoromethyl-3-nitro- 
quinoline-4-amine derivatives

ZHANG Si-si1, 2, 3, YU Jia1, 3, ZENG Xiao-ping1, 3, LIANG Guang-yi1, 3, MENG Xue-ling1, 3, XU Bi-
xue1, 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Medicinal Plants,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4; 2.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3. Key Laboratory of Chemistry for Natural Products of Guizhou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55001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anti-tumor quinoline compounds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toxicity. Methods  A series of novel 2-trifluoromethyl-3-nitro-quinoline-4-amine derivatives 
were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from 4-methoxyaniline through cyclization, nitration, chlorination and 
coupling reactions. The structures of all target compounds were characterized by 1H NMR, 13C NMR, 
19F NMR and ESI-MS. The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the target compounds against four human cancer cell 
lines (MDA-231, LNCAP, A549 and PC3) in vitro were demonstrated by MTT assays. Results  Eleven 
2-trifluoromethyl-3-nitro-quinoline-4-amine derivatives were synthesize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5 
μmol·L－ 1, compounds 4b, 4f, 5a, and 5c inhibited against the four cell lines. Conclusion  A rapid 
synthetic method of 3-nitro-quinoline-4-amine derivatives have been developed. Some compounds has 
certain inhibitory activity against tumor cells and are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quinoline; antitumor activity; aldehyde oxidase; trifluoromet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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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喹啉及其衍生物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氮杂环化
合物 [1]，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如抗疟疾 [2-3]、

抗菌 [4-6]、抗炎症 [7]、抗惊厥、降压、抗糖尿病、
抗肿瘤 [8-9] 等，在制药工业中应用广泛。马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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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那替尼和马来酸吡咯替尼都是喹啉类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它们均是通过阻止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的信号通路转导，来达到抗肿瘤的目的 [10]。有研
究表明喹啉作为抗肿瘤药物时，其母核 3 位氰基
可以与水分子结合，该水分子可以充当药物和酶
之间连接的桥梁从而发挥药效，Li 等 [11] 采用硝
基替代氰基，也获得具有良好抗肿瘤活性的化合
物，且硝基在抗肿瘤药物中应用广泛 [12]。醛氧化
酶（aldehyde oxidase，AOX）是存在于哺乳动物
细胞质中的一类含钼 - 黄素蛋白，具有广泛的底
物特异性，可催化醛类及含氧、含氮杂环类化合
物的氧化反应 [13-16]。由于 AOX 的氧化作用，在
体内代谢过程中，2- 位无取代喹啉类药物易被氧
化成 2- 喹啉酮类化合物，此类化合物易结晶沉淀
而引起肾脏毒性 [17-18]。
　　由于氟原子具有最强的电负性（4.0）和很强
的 C-F 键等特殊性，使得含氟化合物在许多领域，
特别是在医药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9]，通过引入
三氟甲基（-CF3）取代基能显著改变原化合物的化
学稳定性、亲脂亲油性、生物膜通透性、体内代
谢稳定性及其与生物蛋白酶结合的能力等 [20]。如
为改善奎宁 2- 位易被氧化失活的问题，研究人员
在 2- 位引入 CF3，从而发现了代谢阻滞剂甲氟喹，
其不良反应大大减小，活性更强（见图 1）。

图 1　来那替尼、吡咯替尼、奎宁、甲氟喹和拟合成的目标化合物

结构式

Fig 1　Structural formula of neratinib，pyrotinib，quinine，mefloquine 
and target compounds

　　结合三氟甲基取代的优点和喹啉母核作为抗
肿瘤药物这一优势结构，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系
列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 喹啉 -4- 胺衍生物（见图
2），并以阿霉素为阳性对照，采用 MTT 法 [21] 测
试目标化合物对乳腺癌细胞（MDA-231）、前列
腺癌细胞（LNCAP）、人肺癌细胞（A549）、前列
腺癌细胞（PC3）的体外抑制活性。
1　仪器与试药

　　GB3002 型电子天平（METTLER TOLEDO）；
MYP19-2 型磁力搅拌器（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
制造有限公司）；Rotavaper R-114 型旋转蒸发仪
（BUCHI）；XT-4 型熔点仪（上海华岩仪器设备
有 限 公 司）；Bruker Avance NEO 600 MHz 型 核
磁共振仪（DMSO-d6 或 CDCl3 为溶剂，TMS 为
内 标， 瑞 士 Bruker 公 司）；HP-5793 型 质 谱 仪
（Hewlett-Packard 公司）；恒温培养箱（美国 Grant
公司）；超低温冰箱（美国 Beckman 公司）；显微
镜（Olympus Corporation）；多功能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柱层析硅胶（200 ～ 300 目）和薄层
层析硅胶板（青岛海洋化工厂）；四氮唑蓝（MTT，
Sigma 公司）；所用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或化学纯；
A549 细胞（湖南丰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C3
细胞、LNcap 细胞、MDA-231 细胞（贵州省中国
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2　方法与结果
2.1　目标化合物合成路线
　　将 4- 甲氧基苯胺和三氟乙酰乙酸乙酯以多聚
磷酸催化反应得化合物 1，1 经硝化反应得化合
物 2，2 进行氯代反应得化合物 3，3 与苯胺类化
合物进行偶联得喹啉类衍生物 4a ～ 4f，4a ～ 4d
经 N- 烷基化反应得化合物 5a ～ 5d'（见图 2）。

图 2　目标化合物的合成路线图

Fig 2　Synthesis route of target compounds
A. 多聚磷酸，110℃（polyphosphoric acid，110℃）；B. 浓硝酸，冰

醋酸，40℃ [HNO3（68%），CH3COOH，40℃ ]；C. 三氯氧磷，N，

N- 二甲基甲酰胺（DMF），100℃（POCl3，DMF，100℃）；D 苯胺

类衍生物，冰醋酸（aniline derivatives，CH3COOH）；E. R2X，碳酸

钾，DMF（R2X，K2CO3，DMF）

2.2　化学合成
2.2.1　2- 三 氟 甲 基 -4- 羟 基 -6- 甲 氧 基 - 喹 啉
（化合物 1）的合成　取多聚磷酸 22.00 g（65.10 
mmol）、4- 甲氧基苯胺 2.00 g（16.20 mmol）于
250 mL 反应瓶内，置换氩气，于100℃下搅拌0.5 
h 后缓慢注入三氟乙酰乙酸乙酯 2.40 mL（16.40 
mmol），注入完毕升温至 110℃。反应 4 h 至完
毕，将反应物分散至冰水混合物中并且迅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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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大量固体析出，抽滤，滤饼水洗至中性，减
压烘干即得化合物 1，收率：77.9%。1H NMR
（600 MHz，DMSO-d6）δ  7.91（d，J ＝ 8.4 Hz，
1H），7.52 ～ 7.35（m，2H），7.10（s，1H），
3.89（s，3H）；13C NMR（151 MHz，DMSO-d6）
δ  162.1，158.4，145.4，144.4，131.1，123.3，
122.7，125.1 ～ 119.1（m），100.5，100.3，56.0；
19F NMR（565 MHz，DMSO-d6）δ － 66.12。
2.2.2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6- 甲氧基 -4- 氯 - 喹
啉（化合物 3）的合成　取化合物 1 2.00 g（8.22 
mmol）于反应瓶内，加入冰醋酸 50 mL，置换
氩气，40℃下缓慢滴加浓硝酸 0.70 mL（9.86 
mmol）。40℃下搅拌 11 h 至反应完全，反应体
系内析出大量沉淀，抽滤，水洗滤饼至中性，减
压烘干即得化合物 2 共 1.61 g，取化合物 2 的粗
品 1.61 g，加入 20 mL DMF 将其完全溶解，置换
氩气，于 100℃下，缓慢注入三氯氧磷 1.53 mL
（16.76 mmol）。搅拌 2 h 后反应完毕，将反应体
系分散于乙酸乙酯和水中，萃取，有机层用水洗
涤两次，无水硫酸镁干燥，减压回收溶剂，残余
物经硅胶柱层析纯化，得化合物 3（共 1.21 g），
收率：75.2%。1H NMR（600 MHz，DMSO-d6）δ 
8.23（d，J ＝ 9.2 Hz，1H），7.78（dd，J ＝ 9.2，
2.6 Hz，1H），7.54（s，1H），4.05（s，3H）；
13C NMR（151 MHz，DMSO-d6）δ 162.4，142.1，
140.7，133.2（q，J ＝ 34.2 Hz），133.9，132.7，
128.4，127.6，120.4（q，J ＝ 275.6 Hz），103.3，
56.9；19F NMR（565 MHz，DMSO-d6）δ － 63.62。
2.2.3　化合物 4 的合成（以 4a 为例）　取化合物
3 200 mg（652 μmol），注入冰醋酸 3 mL，置换氩
气，加入 4- 氟苯胺 310 μL（326 μmol），100℃下
搅拌 24 h 至反应完全，将反应物分散于乙酸乙酯
和水中，萃取，有机层用水洗涤两次，无水硫酸
镁干燥，减压回收溶剂，残余物经硅胶柱层析纯
化，得黄色固体状化合物 4a，收率为 73.5%。参
照上述方法合成 4b ～ 4f。
　　2- 三 氟 甲 基 -N-（4- 氟 苯 基）-3- 硝 基 -6-
甲 氧 基 - 喹 啉 -4- 胺（4a）： 黄 色 固 体，m.p. 
129～ 132℃，1H NMR（600 MHz，CDCl3）δ 8.04
（d，J＝9.2 Hz，1H），7.97（s，1H），7.41（dd，
J ＝ 9.2，2.6 Hz，1H），7.10 ～ 6.95（m，4H），
6.87（d，J ＝ 2.6 Hz，1H），3.50（s，3H）；13C 
NMR（151 MHz，CDCl3）δ 160.8，159.1，159.0，
142.8，141.4，137.9（q，J ＝ 35.8 Hz），137.3
（d，J ＝ 3.0 Hz），133.2，132.7，125.2，123.7
（d，J ＝ 7.8 Hz），122.3，120.4（q，J ＝ 275.5 

Hz），116.6，116.4，104.5，55.3；19F NMR（565 
MHz，CDCl3）δ － 63.81，－ 116.21；MS（ESI）
m/z：382.0 [M ＋ H] ＋。
　　2- 三 氟 甲 基 -N-（3，4- 二 氯 苯 基）-3- 硝
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4b）：收率为 65.0%。
黄 色 固 体，m.p. 188 ～ 193℃，1H NMR（600 
MHz，DMSO-d6）δ 9.70（s，1H），8.10（d，J ＝

9.2 Hz，1H），7.72（d，J ＝ 2.5 Hz，1H），7.65
（dd，J ＝ 9.2，2.6 Hz，1H），7.55（d，J ＝ 8.7 
Hz，1H），7.36（d，J ＝ 2.6 Hz，1H），7.07
（dd，J ＝ 8.7，2.6 Hz，1H），3.92（s，3H）；
13C NMR（151 MHz，DMSO-d6）δ 160.3，149.6，
141.9，140.8，136.4（q，J ＝ 34.8 Hz），132.4，
131.8，131.2，126.2，125.4，122.6，121.32（q，
J ＝ 275.5 Hz），121.2，114.9，114.5，103.4，
56.6；19F NMR（565 MHz，DMSO-d6）δ － 63.1；
MS（ESI）m/z：432.1 [M ＋ H] ＋。
　　2-三氟甲基 -N-（苯基）-3-硝基 -6-甲氧基 -
喹啉 -4-胺（4c）：收率为 78.0%。黄色固体，m.p. 
135 ～ 142℃，1H NMR（600 MHz，DMSO-d6）δ 
9.61（s，1H），8.03（d，J ＝ 9.2 Hz，1H），7.81
（d，J ＝ 2.6 Hz，1H），7.59（dd，J ＝ 9.2，2.7 
Hz，1H），7.32（dd，J ＝ 8.2，7.6 Hz，2H），7.16
（t，J ＝ 7.4 Hz，1H），7.10（d，J ＝ 7.6 Hz，2H），
3.88（s，3H）；13C NMR（151 MHz，DMSO-d6）δ 
159.9，141.6，141.5，139.9，136.6（q，J ＝ 33.9 
Hz），132.3，130.2，129.4，125.4，125.0，124.4，
122.3，121.37（q，J ＝ 276.0 Hz），103.4，56.5；
19F NMR（565 MHz，DMSO-d6）δ － 63.17；MS
（ESI）m/z：364.1 [M ＋ Na]＋。
　　2- 三氟甲基 -N-（4- 三氟甲氧基苯基）-3- 硝
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4d）：收率为 75.5%。
黄 色 固 体，m.p. 115 ～ 131℃，1H NMR（600 
MHz，DMSO-d6）δ 9.69（s，1H），8.07（d，J ＝

9.2 Hz，1H），7.74（d，J ＝ 2.6 Hz，1H），7.62
（dd，J ＝ 9.2，2.6 Hz，1H），7.31（d，J ＝ 8.4 
Hz，2H），7.21（dd，J ＝ 9.5，2.6 Hz，2H），
3.88（s，3H）；13C NMR（151 MHz，DMSO-d6）
δ  160.1，145.1，141.7，141.4，139.6，136.5
（q，J ＝ 34.6 Hz），132.4，131.1，125.3，124.6，
123.4，122.2，121.57（q，J ＝ 275.7 Hz），120.62
（q，J ＝ 275.6 Hz），103.5，56.5；19F NMR（565 
MHz，DMSO-d6）δ － 57.16，－ 63.20；MS（ESI）
m/z：448.0 [M ＋ H] ＋。
　　2- 三氟甲基 -N-（4- 氯苯基）-3- 硝基 -6- 甲
氧基 - 喹啉 -4- 胺（4e）：收率为 70.0%。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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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体，m.p. 180 ～ 183℃，1H NMR（600 MHz，
DMSO-d6）δ  9.67（s，1H），8.07（d，J ＝ 9.2 
Hz，1H），7.79（d，J ＝ 2.6 Hz，1H），7.62
（dd，J ＝ 9.2，2.6 Hz，1H），7.44 ～ 7.30
（m，2H），7.12（d，J ＝ 8.7 Hz，2H），3.91
（s，3H）；13C NMR（151 MHz，DMSO-d6）δ 
160.1，141.6，141.3，139.2，136.5（q，J ＝

34.5 Hz），132.4，130.7，129.3，128.9，125.2，
124.6，121.59（q，J ＝ 275.8 Hz），103.4，56.6；
19F NMR（565 MHz，DMSO-d6）δ － 63.15；MS
（ESI）m/z：400.1 [M ＋ Na] ＋。
　　2- 三氟甲基 -N-（2，3，4- 三氟苯基）-3- 硝
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4f）：收率为 60.0%。
黄 色 固 体，m.p. 210 ～ 214℃，1H NMR（600 
MHz，CDCl3）δ 8.14（d，J ＝ 9.3 Hz，1H），7.53
（dd，J ＝ 9.2，2.7 Hz，1H），7.46（s，1H），6.89
（d，J ＝ 2.7 Hz，1H），6.53（dd，J ＝ 8.1，5.7 
Hz，2H），3.68（s，3H）；13C NMR（151 MHz，
CDCl3）δ  160.0，152.49（q，J ＝ 103.52 Hz），
143.1，138.9，137.6，137.46（q，J ＝ 35.8 Hz），
135.5，133.0，125.7，123.3，120.24（q，J＝275.5 
Hz），104.5（d，J ＝ 5.7 Hz），104.4（d，J ＝ 5.4 
Hz），103.7，55.7；19F NMR（565 MHz，CDCl3）
δ － 63.90，－ 131.38，－ 131.42，－ 164.96；MS
（ESI）m/z：440.1 [M ＋ Na]＋。
2.2.4　化合物 5 的合成（以 5a 为例）　取化合
物 4a 300 mg（0.79 mmol）、NaH 39.2 mg（0.98 
mmol）于反应瓶中，置换氩气，加入4 mL DMF，
搅拌下注入碘甲烷 98.0 μL（1.57 mmol），室温反
应 48 h 至反应完全，将反应物分散于乙酸乙酯
和水中，萃取，有机层用水洗涤两次，无水硫酸
镁干燥，减压回收溶剂，残余物经硅胶柱层析纯
化，得化合物 5a 150 mg，收率为 48.4%。参照上
述方法合成 5b ～ 5d'。
　　2- 三氟甲基 -N- 甲基 -N-（4- 氟苯基）-3- 硝
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5a）：黄色固体，m.p. 
117 ～ 146 ℃，1H NMR（600 MHz，CDCl3）
δ  8.19（d，J ＝ 9.3 Hz，1H），7.53（dd，J ＝

9.3，2.8 Hz，1H），6.98（d，J ＝ 2.7 Hz，1H），
6.97 ～ 6.91（m，2H），6.69 ～ 6.63（m，2H），
3.76（s，3H），3.39（s，3H）；13C NMR（151 
MHz，CDCl3）δ  161.1，157.5，144.9，144.2，
143.2，141.8，136.8（q，J ＝ 36.9 Hz），132.8，
129.1，125.7，120.3（q，J ＝ 275.9 Hz），116.4
（d，J ＝ 8.1 Hz），116.1（d，J ＝ 22.5 Hz），
102.1，55.8，39.7；19F NMR（565 MHz，CDCl3）

δ － 64.39；MS（ESI）m/z：418.1 [M ＋ Na] ＋。
　　2- 三 氟 甲 基 -N- 甲 基 -N-（3，4- 二 氯 苯
基）-3- 硝 基 -6- 甲 氧 基 - 喹 啉 -4- 胺（5b）： 收
率为 80.0%。黄色固体，m.p. 120 ～ 134℃，1H 
NMR（600 MHz，CDCl3）δ  8.23（d，J ＝ 9.3 
Hz，1H），7.58（dd，J ＝ 9.3，2.7 Hz，1H），
7.22（d，J ＝ 8.9 Hz，1H），6.91（d，J ＝ 2.7 
Hz，1H），6.78（s，1H），6.39（d，J ＝ 7.4 
Hz，1H），3.81（s，3H），3.36（s，3H）；13C 
NMR（151 MHz，CDCl3）δ 161.6，146.0，144.4，
143.2，142.0，136.6（q，J ＝ 36.7 Hz），133.4，
133.0，130.9，128.9，126.1，123.6，120.1（q，
J ＝ 275.7 Hz），115.4，113.9，101.6，55.9，
39.4；19F NMR（565 MHz，CDCl3）δ － 64.39；
MS（ESI）m/z：446.1 [M ＋ H] ＋。
　　2- 三氟甲基 -N- 甲基 -N- 苯基 -3- 硝基 -6- 甲
氧基 - 喹啉 -4- 胺（5c）：收率为 77.8%。黄色固体，
m.p. 126 ～ 142℃，1H NMR（600 MHz，CDCl3）
δ  8.19（d，J ＝ 9.3 Hz，1H），7.52（dd，J ＝

9.3，2.8 Hz，1H），7.23（dd，J ＝ 8.5，7.5 Hz，
2H），6.98（d，J ＝ 2.7 Hz，1H），6.92（t，J ＝

7.4 Hz，1H），6.70（d，J ＝ 8.0 Hz，2H），3.72
（s，3H），3.41（s，3H）；13C NMR（151 MHz，
CDCl3）δ  161.0，146.8，145.0，144.3，142.0，
136.6（d，J ＝ 33.9 Hz），132.7，129.5，129.3，
125.8，120.7，121.37（d，J ＝ 276.0 Hz），115.0，
102.2，55.8，39.3；19F NMR（565 MHz，CDCl3）
δ － 64.41；MS（ESI）m/z：400.1 [M ＋ Na] ＋。
　　2- 三氟甲基 -N- 甲基 -N-（4- 三氟甲氧基苯
基）-3- 硝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5d）：收率为
39.8%。黄色固体，m.p. 96 ～ 110℃，1H NMR（600 
MHz，CDCl3）δ 8.22（d，J ＝ 9.3 Hz，1H），7.56
（dd，J ＝ 9.3，2.8 Hz，1H），7.10（d，J ＝ 8.8 Hz，
2H），6.95（d，J ＝ 2.7 Hz，1H），6.67 ～ 6.58（m，
2H），3.75（d，J ＝ 8.2 Hz，3H），3.71 ～ 3.65（m，
2H），1.77（dt，J ＝ 18.8，7.6 Hz，2H），0.97（t，
J ＝ 7.4 Hz，3H）；13C NMR（151 MHz，CDCl3）δ 
161.1，145.0，144.3，143.7，142.5，142.3，136.7
（q，J ＝ 36.9 Hz），132.8，129.6，125.8，122.5，
120.92（q，J ＝ 255.5 Hz），120.29（q，J ＝ 276.5 
Hz），115.8，102.3，55.7，39.5；19F NMR（565 
MHz，CDCl3）δ － 58.35，－ 64.45；MS（ESI）m/z：
462.1 [M ＋ H]＋。
　　2- 三氟甲基 -N- 丙基 -N-（4- 三氟甲氧基苯
基）-3- 硝基 -6- 甲氧基 - 喹啉 -4- 胺（5d'）：收率
为 41.1%。黄色固体，m.p. 107 ～ 132℃，1H 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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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Hz，CDCl3）δ 8.23（d，J ＝ 9.3 Hz，1H），
7.58（dd，J ＝ 9.3，2.7 Hz，1H），7.22（d，J ＝

8.9 Hz，1H），6.91（d，J＝2.7 Hz，1H），6.78（s，
1H），6.39（d，J ＝ 7.4 Hz，1H），3.81（s，3H），
3.36（s，3H）；13C NMR（151 MHz，CDCl3）δ 
161.6，146.0，144.4，143.2，142.0，136.6（q，
J ＝ 36.7 Hz），133.0，130.9，128.9，126.1，123.6，
120.7（q，J ＝ 256.7 Hz），120.1（q，J ＝ 275.7 
Hz），115.4，113.9，101.6，56.0，21.2，11.1；19F 
NMR（565 MHz，CDCl3）δ － 58.35，－ 64.45；MS
（ESI）m/z：490.1 [M ＋ H]＋。
2.3　抗肿瘤活性测试
　　以阿霉素为阳性对照，采用 MTT 法测试目
标化合物对 MDA-231、LNCAP、A549、PC3 细
胞的体外抑制活性。分别取上述 4 种处于对数期
的癌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中，培养 24 h，取目
标化合物及阿霉素用 DMSO 溶解完全，用无血清
的培养基稀释给药，使 96 孔板每孔化合物终浓
度为 5 μmol·L－ 1。继续培养 48 h 后加入 20 μL 5 
mg·mL－ 1 MTT 溶液继续培养 4 h。弃去上清液，
加入 150 μL DMSO，避光、低速震荡至完全溶解。
于 490 nm 波长下用酶联免疫检测仪测量吸光度
（OD）值，重复 3 次，计算抑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目标化合物的体外抗肿瘤活性 
Tab 1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the target compounds in vitro 

化合物
抑制率 /%

A549 LNcap MDA-231 PC3

4a － 6.44 11.31 8.21 7.80

4b 1.17 14.50 13.91 13.75

4c － 0.81 5.88 12.65 － 0.26

4d － 0.05 4.51 3.37 3.67

4e － 7.21 － 0.56 0.00 0.65

4f 4.53 6.06 19.41 11.07

5a 24.24 2.94 1.78 19.03

5b 8.20 11.63 － 6.84 18.48

5c 30.84 18.06 20.33 21.54

5d 11.78 － 2.47 － 2.45 12.02

5d' 15.89 － 0.02 6.69 2.05

阿霉素 85.37 93.45 77.42 80.70

　　由表 1 可知，在浓度为 5 μmol·L－ 1 时，4b、
4f、5a、5c 4 个化合物对 4 种肿瘤细胞具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4- 位 N 原子上烷基化后活性有所升高。
为进一步阐明构效关系，后期将设计合成更多取代
类型的 2- 三氟甲基 -3- 硝基 - 喹啉 -4- 胺类衍生物。
3　讨论
3.1　合成部分
　　本文通过以 4- 甲氧基苯胺为起始原料，通

过环化、硝化、氯代、偶联、烷基化等反应，设
计合成新型 3- 硝基 - 喹啉 -4- 胺衍生物 11 个。在
化合物 2 的合成中，为防止喹啉环 3- 位和 5- 位
同时引入硝基，浓硝酸的当量数应严格控制在
1.0 ～ 1.2 eq。在本文采用的 3- 硝基 - 喹啉 -4- 胺
类化合物合成路线中，部分中间体只需简单的沉
淀法或萃取法纯化（不需要进行柱层析纯化）即
可直接用于下一步反应，总收率较高。
3.2　小结
　　本文共合成了 11 个 2- 三氟甲基喹啉衍生物，并
且以 MTT 法对其进行了抗肿瘤活性测试，结果显示
化合物 4b、4f、5a、5c 对 4 种细胞株有一定的抑制
活性。后续可通过引入不同取代基，如对 6、7 位和
4 位引入杂环进行修饰，深入探讨该类化合物抗肿瘤
活性方面的构效关系，以寻找高效低毒的喹啉类抗
肿瘤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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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迁移芯片木蝴蝶总黄酮类对肝癌细胞迁移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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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木蝴蝶总黄酮体外抑制肝肿瘤细胞迁移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应用微流控芯片技术开展木蝴蝶总黄酮对肝癌细胞迁移的影响研究，采用 RT-PCR、Western 
blot 法检测木蝴蝶总黄酮对肝癌细胞相关基因和蛋白质表达的影响。结果　微流控芯片结果显

示，木蝴蝶总黄酮对肝癌细胞 24 h 相对迁移率为 16.59%，48 h 相对迁移率为 8.06%；RT-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木蝴蝶总黄酮能降低 p38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P ＜ 0.05），能降低

p-p38蛋白质的表达（P＜0.01）。结论　木蝴蝶总黄酮在体外具有显著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减少 p-p38 蛋白质的表达，即减少 p38 蛋白的活化有关。

关键词：木蝴蝶；总黄酮；肝癌；微流控芯片；细胞迁移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23-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05

Effect of total flavonoids of oroxyli semen on the migration of liver cancer 
cells based on microfluidic chip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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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otal flavonoids of oroxyli semen (TF) on 
the migration of liver cancer cell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e effect of TF on the 
liver cancer cell mig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microfluidic chip technolog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TF on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and proteins. Results  
The microfluidic chip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migration rate of TF to liver cancer cells at 24 h was 
16.59%, and at 48 h was 8.06%. RT-PCR and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F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38 mRNA and protein (P ＜ 0.05),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p38 protein 
(P ＜ 0.01). Conclusion  TF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tumor cell migration in vitro,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p-p38 protein, namely 
reducing the activation of p38 protein. 
Key words: oroxyli semen; total flavonoid; liver cancer; microfluidic chip; cell migration

　　木蝴蝶为紫葳科植物木蝴蝶 Orozylum indicum
（L.）Vent. 的干燥成熟种子，具有清肺利咽，疏
肝和胃的功效 [1]。黄酮是木蝴蝶的主要成分，具
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 [2-4]。微
流控芯片（microfluidic chip）具有微量化、超高通
量化、集成化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疾
病诊断与治疗、药物筛选等领域 [5-7]。本研究应用
微流控芯片技术研究木蝴蝶总黄酮类成分在体外
对肝癌细胞转移的抑制作用，不仅为木蝴蝶作为
抗肝癌药物的研究奠定基础，也为中药抗肿瘤药
物的体外药理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
1　材料

1.1　仪器 
　　TG-2U 型光刻机（北京中科同志科技有限公
司）；LSP04-1A 精密注射泵（保定兰格公司）；
ECLIPSE-TI 倒置荧光显微镜（日本 NIKON 公
司）；RT-PCR（Piko Thermol 公司）；通用电泳仪
（美国 BD 公司）；直拉单晶抛光硅片（哈尔滨特
博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木蝴蝶药材购自大连同仁堂药房，经辽宁
中医药大学翟延君教授鉴定为 Orozylum indicum
（L.）Vent. 的干燥成熟种子；木蝴蝶总黄酮（由
本实验室制备，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纯度大于
90%）。10% 胎牛血清、1% 青链霉素、DMEM 培
养 基（美 国 GIBCO 公 司）；TRlzol Reagent（美
国 Life 公 司）；RIPA 裂 解 液（美 国 ambion 公
司）；RT-PCR 试剂盒、PMSF 蛋白酶抑制剂、磷
酸酶抑制剂（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DS-PAGE 凝胶快速配置试剂盒、飞克特超敏
ECL 发光液（大连美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抗
体 Anti-p38 MAPK phosphor（Thr180/Tyr182）（美
国 Arigo 公司）；抗体 p38 MAPK、β-actin（美国

Proteintech 公司）。
1.3　细胞株 
　　人肝癌细胞 HepG2，由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
物保藏委员会细胞库提供。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

　　按常规贴壁细胞培养法接种于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1% 青链霉素的 DMEM 培养基中，
在 37℃、5%CO2、饱和湿度的条件下常规培养。
隔日换液、传代，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做后续实验。
2.2　药品的配制

　　取适量木蝴蝶总黄酮，用 DMEM 培养液溶
解，配制成 1.0 mg·mL － 1 含药培养液，过 0.22 
µm 微孔滤膜，4℃保存，备用。
2.3　芯片的设计及制作 
　　基于实验室较为成熟的芯片制作工艺，采用
软光刻法 [8-9] 制作阳模，采用浇注法 [10] 将弹性材
料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浇注于阳模上形成
芯片的阀层及通道层，最后采用氧等离子不可逆
键合的方法 [11] 将 PDMS 结构与载玻片键合在一
起形成 PDMS- 玻璃复合型芯片即“迁移芯片”。
该芯片由上至下分别为阀控层、通道层和玻璃层，
包括 3 个培养液入口，3 个阀控液体入口，2 个
细胞入口，8 个废液流出口。
2.4　芯片中细胞培养及给药 
　　取对数生长期的人肝癌 HepG2 细胞，用
0.25% 的胰酶消化后，用 100 μL 培养液制成单细
胞悬液。先通入阀控液体，再通过微量注射器将
细胞从芯片的细胞注入口注入，37℃培养箱中静
态培养，待细胞贴壁。培养 12 h 后使用精密注射
泵以 0.2 µL·min－ 1 的流速向芯片中通入培养液，
继续流动培养 24 h。将液阀关闭，使用精密注射
泵以 0.2 µL·min－ 1 的流速向芯片中通入药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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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作用 48 h，用显微镜在迁移区域拍照，用 IPP 软
件进行细胞计数 [12]，按照下面公式计算相对迁移
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相对迁移率（%）＝（实验
组迁移细胞数 / 空白组迁移细胞数）×100%。
2.5　孔板划痕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人肝癌 HepG2 细胞，PBS 清
洗，0.25% 的胰酶消化，调整细胞浓度为 5×104

个·mL－ 1，接种于 6 孔培养板，每孔 1 mL，继
续培养 24 h 待细胞贴壁完全。使用 1 mL 枪头在
每组孔底部划出“一”字形划痕，然后弃去细胞
培养液，使用 PBS 清洗 3 次，设空白对照组（加
细胞，但不加药物）、木蝴蝶总黄酮组（TF 组，
药物干预 48 h），用显微镜在迁移区域拍照。
2.6　PT-PCR 法实验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人肝癌 HepG2 细胞接
种于 6 孔板中，木蝴蝶总黄酮干预 48 h 后消化
收集细胞，TRIzol 法提取总 RNA[13]。应用 RT- ① 
PCR 试剂盒明书操作，将总 RNA 逆转录成第一链
cDNA 并合成目的基因。引物序列如下：① β-actin：
F 5'-TGCTGTCCCTGTATGCCTCT-3'，R 5'-TTT-
GATGTCACGCACGATTT-3'； ② p38：F 5'-CGGCA-
CACTGATGACGAAAT-3'，R 5'-CAACGTTCTTC-
CGGTCAACA-3'。
2.7　Western blot 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人肝癌 HepG2 细胞接种于 6 孔
板中，木蝴蝶总黄酮干预48 h 后消化收集细胞，加
入 RIPM、PMSF、磷酸酶抑制剂裂解提取总蛋白。
采用 NanoDrop 5000 BSA 法测定蛋白浓度，PBS 缓
冲液调整使各组蛋白终浓度相同。采用 SDS-PAGE
法，5% 浓缩胶和 8% 分离胶，在 100 V 电压下浓
缩 30 min，调节电压 120 V 电泳分离蛋白质，在
160 V 电压下转膜 1 h，取出 PVDF 膜用 BSA 溶液
室温摇床封闭 2 h。封闭结束后，将 PVDF 膜在一
抗（5%BSA 按照 1∶500 进行稀释）、二抗（5%BSA
按照 1∶5000 进行稀释）中孵育，TBST 摇床清洗，
ECL 法进行显色，采用 Image J 软件分析条带灰度
值 [14]，计算各组蛋白质的相对表达量。
2.8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9.0 和 GraphPad Prism 5 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实验结果以 x±s 表示，多样本均
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说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迁移芯片

　　根据实验需求，本课题组设计一种用于研究

药物对细胞迁移影响的芯片——PDMS- 玻璃复合
芯片，设计图及芯片实物图见图 1。该芯片包括三
层：PDMS 阀层，通入液体作为液阀，可控制通
道的开合，调节细胞和液体的流向；PDMS 通道
层，可作为细胞或液体的通道；玻璃层，用于细
胞贴壁。采用氧等离子不可逆键合而成，其中细
胞注入口、药物注入口、废液口等位置如图1所示。

图 1　迁移芯片的结构示意图（A）和实物图（B）

Fig 1　Schematic diagram（A）and physicalmap（B）of the microflu-
idic chip

3.2　基于迁移芯片木蝴蝶总黄酮类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迁移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关闭液阀前，即给药 0 h 时，
HepG2 细胞在细胞培养通道呈贴壁生长，细胞形
态呈梭形，胞质透明，生长状态良好；关闭液阀
后，细胞培养腔与相邻通道相通，继续培养 24 h
后，空白组细胞向相邻通道生长，木蝴蝶总黄酮
也有少量细胞向相邻通道迁移生长，但是迁移率
较低。木蝴蝶总黄酮组 24 h、48 h 相对迁移率分
别为 16.59%、8.06%，与空白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说明木蝴蝶总黄酮能很好
地抑制肿瘤细胞迁移。
3.3　基于划痕实验木蝴蝶总黄酮类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迁移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给药 0 h 时，各组 HepG2 细胞
在孔板底部呈贴壁生长，细胞形态呈梭形，胞质
透明，生长状态良好。培养 24 h 后，空白组细胞
向划痕空白处迁移生长，划痕“伤口”变小；木蝴
蝶总黄酮组部分发生皱缩，细胞变圆，但是并未
向划痕空白处迁移生长，划痕“伤口”无变化。培
养 48 h 后，空白组划痕空白密布肝癌细胞，“伤
口”几乎愈合；TF 组细胞大部分发生皱缩、变圆，
部分细胞已死亡、悬浮于培养液中，但是并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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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痕空白处迁移生长，划痕“伤口”无变化。说明
木蝴蝶总黄酮具有显著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作用。

图 3　划痕实验各组 HepG2 细胞迁移状态图（100×）

Fig 3　Migration of HepG2 in each group of scratch test（100×）

3.4　木蝴蝶总黄酮对相关基因和蛋白质表达的影响

　　采用 RT-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相关基
因和蛋白质的变化，由图 4 可知，木蝴蝶总黄酮
能降低 p38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P ＜ 0.05），
能降低 p-p38 蛋白质的表达（P ＜ 0.01）。

图 4　木蝴蝶总黄酮对 HepG2 细胞中 p38 mRNA（A）和 p38 蛋白

质（B）相对表达量的影响（n ＝ 3，x±s）
Fig 4　Effect of TF on p38 mRNA expression（A）and protein 
expression（B）of HepG2 cells（n ＝ 3，x±s）

注：与空白组比较，*P ＜ 0.05，**P ＜ 0.01（vs the blank group，
*P ＜ 0.05，**P ＜ 0.01）。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实验室成熟的芯片制作工艺，设
计并制作了用于研究细胞迁移的微流控芯片，即
迁移芯片。该芯片由阀层、通道层、玻璃层组成，
阀层和通道层上下对应，是模拟传统孔板划痕迁
移实验。当上层阀层中通入液体后，由于压力的
作用，PDMS 会发生弹性形变，通入液体的通道
将下压，与下层通道层中对应的通道重合，将其
与通道层中细胞流入通道阻断，即造成“划痕”，
向通道层中细胞通道通入细胞悬液，待细胞贴
壁后，将液阀关闭，此时细胞与相邻的通道相连
接，细胞则可向空白通道处迁移生长。为防止使
用时通道塌陷，本课题组在芯片中间加入长椭圆
形的支撑结构，使该芯片可重复多次使用。该芯
片通过阀控装置来模拟“划痕”，并且这种划痕

图 2　HepG2 细胞在芯片中的迁移状态（A，100×）和迁移统计结

果（B）

Fig 2　Migration of HepG2 cells in the chip（A，100×）and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cell migration（B）

注：与空白组比较，**P ＜ 0.01（vs the blank group，**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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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细胞造成机械性损伤，更接近癌细胞在体
内的转移过程。为了验证该芯片的适用性，本研
究同时使用传统的划痕法进行验证。划痕法实验
结果与微流控芯片结果均说明木蝴蝶总黄酮具有
很好的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作用，具有进一步研
究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微流控芯片法可以替代孔
板内进行的迁移研究实验，并存在简单、快捷的
优势。
　　MAPK 即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是一系列与肿瘤发生和发
展相关的细胞过程的调节者，包括细胞的增殖、
转移、分化、凋亡、存活和耐药性等 [15-16]。p38
是 MAPK 激酶中的一种，与癌症具有很大的相关
性 [17]。Dalasanur 等 [18] 的研究表明，在乳腺癌中
激活的 p38 可以促进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本研
究结果表明木蝴蝶总黄酮能降低 p-p38 蛋白质的
表达，即减少 p38 的活化，说明木蝴蝶总黄酮能
抑制 p38 活化，抑制细胞增殖和转移，从而发挥
抗肝癌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木蝴蝶总黄酮具
有明显的体外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作用，其发挥
作用的机制可能与抑制 p-p38 蛋白质的表达，减
少 p38 的活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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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灭活方式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 
监测环孢素血药浓度的影响

缪文清1，石晨阳1，尹悦勤2，赵霖蔓3，范国荣1*（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上海　

200080；2. 上海健康医学院药学院，上海　201318；3. 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重庆　400016）

摘要：目的　研究标本热灭活和紫外线照射灭活对环孢素血药浓度的影响。方法　收集本院
移植患者环孢素血药浓度标本共计 180 例，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分别测定溶血前
后（n ＝ 20）、热灭活前后（n ＝ 80）、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n ＝ 80）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
　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无明显差异（P ＝ 0.649）；热灭活前后环孢素平均血药浓度分别为
（335.64±143.89）、（320.62±133.75）ng·mL－1，热灭活后环孢素血药浓度普遍降低（P＝0.010）；
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分别为（344.83±131.81）、（349.91±130.68）ng·mL－ 1，浓
度无显著性差异（P ＝ 0.139）。结论　热灭活后环孢素血药浓度普遍降低，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
环孢素血药浓度无著性差异。建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对环孢素血样标本紫外线照射灭
活后再进行常规检测，以保护医务工作者和减少职业暴露。
关键词：环孢素；紫外线照射灭活；治疗药物监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28-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06

Effect of the SARS-CoV-2 inactiva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cyclosporine blood 
concentration by chemiluminescence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MIAO Wen-qing1, SHI Chen-yang1, YIN Yue-qin2, ZHAO Lin-man3, FAN Guo-rong1* (1.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200080; 2. School of Pharma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318; 3. School of Pharmacy,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rmal inactivation and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Methods  Totally 180 samples of 
cyclosporine blood concentration were collected from transplant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The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hemolysis (20 samples), thermal inactivation (80 
samples), and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80 samples) was determined by chemiluminescence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hemolysis (P ＝ 0.649). The averag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mal inactivation was (335.64±143.89) ng·mL － 1 and 
(320.62±133.75) ng·mL － 1, which decreased after the thermal inactivation (P ＝ 0.010). The 
averag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was 
(344.83±131.81) ng·mL － 1 and (349.91±130.68) ng·mL － 1,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139). Conclusi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generally decrease after the thermal 
inactivation, do not change much after the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We suggest the testing of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after the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during COVID-19 
to better protect the health care of medical workers and reduce possible occupational exposure. 
Key words: cyclosporine;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activation;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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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简 称 新 冠 肺 炎，
COVID-19）在世界各地流行蔓延，并出现多种
变异的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SARS-
CoV-2），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环孢素是一种真菌源性的环状十一氨基酸多
肽，是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的主要药物 [1-2]，
可以大大提高移植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的存
活率 [3-5]。环孢素的血药浓度监测有助于调整剂
量，以避免剂量不足导致治疗无效或过量而中毒。
环孢素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主要是肾毒性和
肝毒性 [6]，还包括腹泻、牙龈增生、恶心、呕吐
等。多项研究表明对环孢素的浓度进行监测，根
据血药浓度来制订个体化给药方案有良好效果 [7]。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环孢素血液检测样本可
能来源于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
这对于从事血药浓度检测的医务工作者来说，存
在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甚至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
性。因此，为了确保检测人员的安全，需要在血
样检测前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血药浓度
检测技术指引》中的要求对标本进行病毒灭活 [8]，
根据新冠病毒的理化特性，其对紫外线和热敏
感，56℃ 30 min、乙醚、75% 乙醇、含氯消毒剂、
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性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
毒 [9]。目前指南推荐的对于生物标本的消毒方法
为湿热法和紫外消毒法，但是 56℃水浴 30 min
和紫外线照射两种病毒灭活方式对化学发光微粒
子免疫检测法（CMIA）监测环孢素血药浓度是
否有影响，热灭活和紫外线照射预处理的环孢素
血样标本是否还能满足检测的要求，是否会对血
样标本中被检测的环孢素产生破坏从而影响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等未见报道。基于此，本研究考察
了新冠病毒热灭活和紫外线照射灭活两种方式对
CMIA 检测环孢素血药浓度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本院移植患者环孢素血药浓度检测标本
180 例，随机选取 20 例测定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
浓度，80 例测定热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80
例测定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另
配制 10 份环孢素标准溶液分别测定热灭活前后
环孢素标准液浓度。
1.2　仪器与试药
　　ARCHITECT i1000SR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美
国雅培），DK-S2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
实验设备有限公司），GB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
灯（东莞市毅万光源有限公司），Vortex-Genie 2
涡旋振荡器（美国 Scientific Industries 公司），移

液枪（德国 Eppendorf 公司），高速离心机（德
国 Eppendorf 公司）。环孢素测定试剂盒（批号：
07001M800）、环孢素校准品（批号：85K27620）
（美国雅培公司）和质控液（泰克帕斯诊断产品有
限公司，批号：02111190）。环孢素注射液（诺华
制药，规格：5 mL/250 mg，批号：SXH60）。
1.3　试验方法
1.3.1　环孢素血药浓度测定方法　采用 CMIA 测
定标本热灭活前后，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环孢
素血药浓度以及环孢素标准溶液浓度，试剂盒
检测范围为 30.0 ～ 1500.0 ng·mL－ 1。环孢素标
本前处理标准操作规程如下：标本轻轻上下颠
倒混匀 10 次，混匀后用移液枪精密吸取 200 μL
至离心管中，在每份含有待测样本的离心管中
分别加入环孢素全血溶解剂 100 μL，环孢素全
血沉淀剂 400 μL，盖紧离心管后用涡旋振荡器，
涡旋 5 ～ 10 s 充分混匀，用高速离心机 13 000 
r·min－ 1 离心 4 min，将上清液倒入移植预处理
管中，再用涡旋振荡器，涡旋 5 ～ 10 s，上机检
测。检测结束后用含氯消毒剂对仪器探针、管路
等进行清洗维护。
1.3.2　溶血实验方法　于患者再次服药前，用
EDTA 抗凝管抽取静脉血大约 5 mL，均匀混合后
从中取出 1 mL 血样标本置于离心管内，用涡旋
振荡器强力涡旋 1 min 引起机械性溶血。
1.3.3　热灭活方法　于患者再次服药前，用
EDTA 抗凝管抽取静脉血大约 5 mL，均匀混合后
从中取出 1 mL 血样标本置于离心管内，经热灭
活处理。根据中华医学会检验学分会要求，标本
热灭活条件为 56℃水浴 30 min[10]。在通风橱或有
条件的实验室可在生物安全柜内，用 75% 乙醇对
标本采集管外周进行喷洒消毒，用吸水纸擦拭后
放入 56℃水浴锅中，为防止标本采集管漂浮，放
置重物于标本盖上，每隔 5 ～ 10 min 将血样标本
摇匀 1 次，使标本热灭活时受热均匀。
1.3.4　紫外线照射灭活方法　于患者再次服药
前，用 EDTA 抗凝管抽取静脉血大约 5 mL，均匀
混合后从中取出 1 mL 置于透明离心管内，于 254 
nm 紫外线灯下放置 30 min。
1.3.5　热灭活处理　取浓度为 50 mg·mL－ 1 环孢素
注射液，加入生理盐水稀释成 500 ng·mL－ 1 的环
孢素标准溶液，取 10 份 500 ng·mL－ 1 的环孢素标
准溶液按照“1.3.3”项下方法 56℃水浴 30 min，另
取 10 份 500 ng·mL－ 1 的环孢素标准溶液不做热灭
活处理。然后均按照“1.3.1”项下方法测定环孢素标
准液浓度。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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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SPSS 25.0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
示，两组数据间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溶血前后、
环孢素血样标本和标准液热灭活前后、紫外线照
射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检测结果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 20 例
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溶血前环孢素平
均血药浓度为（279.71±100.66）ng·mL－ 1，最
低血药浓度为 103.30 ng·mL－ 1，最高血药浓度
为 451.90 ng·mL－ 1；溶血后环孢素平均血药浓
度为（276.92±98.29）ng·mL－ 1，最低血药浓
度为 132.90 ng·mL－ 1，最高血药浓度为 464.30 
ng·mL－ 1，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649），见表 1。
2.2　热灭活前后环孢素标准液浓度检测结果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 10 例热
灭活（水浴加热 56℃ 30 min）前后环孢素标准液
浓度（质量浓度为 500 ng·mL－ 1），热灭活前环
孢素标准液平均浓度为（499.42±2.35）ng·mL－ 1，
最低浓度为 495.80 ng·mL－ 1，最高浓度为 502.40 
ng·mL－ 1；热灭活后平均浓度为（467.14±4.03）
ng·mL－ 1，最低浓度为 461.80 ng·mL－ 1，最高
浓度为 472.80 ng·mL－ 1；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表明热灭活前后环孢素标准液质量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2），并且热灭
活后环孢素标准液浓度普遍降低。
2.3　热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检测结果
　　采用 CMIA 检测 80 例热灭活（水浴加热
56℃ 30 min）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热灭活前环
孢素平均血药浓度为（335.64±143.89）ng·mL－ 1，
最低血药浓度为 140.80 ng·mL－ 1，最高血药浓
度为 987.50 ng·mL－ 1；热灭活后环孢素平均血
药浓度为（320.62±133.75）ng·mL－ 1，最低血
药浓度为 129.30 ng·mL－ 1，最高血药浓度为
946.90 ng·mL－ 1；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表明热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0），并且热灭活后环孢素血
药浓度普遍降低，见表 1。
2.4　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和紫外线照射灭活后环孢
素血药浓度检测结果
　　采用 CMIA 检测 80 例紫外线照射灭活（254 
nm 30 min）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中，紫外线照射
灭活前环孢素平均血药浓度为（344.83±131.81）
ng·mL－ 1，最低血药浓度为 162.30 ng·mL－ 1，

最高血药浓度为 851.60 ng·mL－ 1；紫外线照射
灭活后环孢素平均血药浓度为（349.91±130.68）
ng·mL－ 1，最低血药浓度为 180.80 ng·mL－ 1，
最高血药浓度为 853.80 ng·mL－ 1；采用配对 t 检
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表明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
环孢素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139），
见表 1。

表 1　不同处理方式环孢素血药浓度变化情况 
Tab 1　Cyclosporine blood concentration under diffenent 

inactivation condition

处理方法
平均血药浓度 /（ng·mL － 1）

R P
处理前 处理后

溶血（n ＝ 20） 279.71±100.66 276.92±98.29 0.964 0.649

热灭活（n ＝ 80） 335.64±143.89 320.62±133.75 0.936 0.010

紫外线照射（n ＝ 80） 344.83±131.81 349.91±130.68 0.973 0.139

3　讨论

3.1　溶血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变化情况分析
　　溶血是指红细胞破裂，血红蛋白逸出到血
浆中，可由多种理化因素和毒素引起，高温、
低渗溶液、机械性强力振荡、突然低温冷冻
（－ 20 ～－ 25℃）、过酸、过碱等均可引起溶
血。红细胞遇高温后其细胞膜破裂，因此热灭活
（56℃ 30 min）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标本溶血。本
研究中所有标本热灭活后均发生溶血，因此需要
考察溶血后是否会对环孢素血药浓度检测结果造
成影响，以排除和规避是溶血造成的环孢素血药
浓度的增加或降低；进一步也可以为后续热灭活
试验确定环孢素对热是否稳定排除溶血因素。本
研究采用涡旋振荡器强力涡旋 1 min 引起机械性
溶血建立溶血模型模拟溶血，考察溶血前后环孢
素血药浓度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溶血前后环
孢素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649），
因此，可以排除标本溶血对环孢素血药浓度的
影响。由于 CMIA 采用两步法免疫检测，运用
Chemiflex 技术，样本中的环孢素 A 与环孢素 A
抗体包被的微粒子结合，再和吖啶酯标记的环孢
素 A 结合物形成反应混合物，最后通过加入激发
液和预激发液产生的化学发光反应以相对发光单
位的数值（RLU）来测量 [11]，溶血释放的血红蛋
白不能作为抗原竞争免疫结合，因此，溶血现象
不会影响环孢素血药浓度测定结果。
3.2　热灭活前后环孢素标准溶液和环孢素血药浓
度变化情况分析
　　80 例热灭活环孢素血药浓度中，环孢素血药
浓度降低的占 75.0%（60 例），差值在－ 195.9 ～ 
184.6 ng·mL－ 1， 中 位 数 为 － 10.6 ng·mL－ 1，
血药浓度变化范围在－ 32.5% ～ 14.9%，热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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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变化结果见图 1。由于环孢
素标准溶液水浴加热 56℃ 30 min 后浓度也下降，
可得知环孢素在 56℃水浴 30 min 不稳定，会引
起环孢素的降解，且已排除标本溶血对环孢素血
药浓度监测的影响，因此，热灭活后环孢素血药
浓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湿热法在灭活所有脂
包膜病毒和大部分非脂包膜病毒的同时，使环孢
素受热分解引起的。

图 1　热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变化图（虚线表示浓度变化

下降超过 15%）

Fig 1　Changes i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cyclospor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mal inactivation（the dotted indicates concentration 
decrease by more than 15%）

　　根据《中国药典》关于原料药物与制剂稳定
性试验指导原则，其含量变化值允许在 ±5% 范
围内 [12]，本研究中热灭活后环孢素标准溶液浓
度变化范围在－ 7.28% ～ 5.89%，已超过允许范
围；根据药典关于生物样品定量分析的指导原
则，其含量变化值允许在 ±15% 范围内 [12]，本
研究中热灭活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变化范围在－

32.5% ～ 14.9%，已超过允许范围。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环孢素标准溶液还是环孢素血液检测标
本，热灭活后环孢素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且都超过药典规定的范围，根据环孢素热灭活
后的检测结果调整临床用药，会对移植患者环孢
素的使用方案造成误导，甚至使病情恶化。因此，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建议对环孢素检测标本热
灭活处理后再进行血药浓度检测。
3.3　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环孢素血药浓度变化情
况分析
　　采用 CMIA 检测 80 例紫外线照射灭活前后

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表明，紫外线照射灭活前
后环孢素血药浓度结果未见明显变化。因此，建
议对环孢素血药浓度检测标本紫外线照射灭活处
理后再进行常规检测。
　　紫外线照射灭活如果没有防护措施，极易对
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如果裸露的肌肤被这类紫外
线灯照射，轻者会出现红肿、疼痒、脱屑；重者
甚至会引发癌变、皮肤肿瘤等。同时，它也是眼
睛的“隐形杀手”，会引起结膜、角膜发炎，长
期照射可能会导致白内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检
测人员需要注意紫外线防护。
　　综上所述，CMIA 检测 COVID-19 确诊患者
或者疑似患者的环孢素血药浓度，不可用湿热法
56℃水浴 30 min 灭活样本，可用 254 nm 紫外线
照射 30 min 灭活临床血液检测标本，以降低血样
检验人员感染病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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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灭活操作对利奈唑胺血药浓度的影响及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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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考察新型冠状病毒不同的灭活方式对利奈唑胺血药浓度的影响，评价未灭活操作

与灭活操作后两者对临床实际血药浓度结果的一致性。方法　以利奈唑胺的质控对照品、质控

血浆样品和临床实测样本作为考察对象，分别经 56℃水浴加热 30 min 或紫外照射 60 min 后，

考察质控对照品溶液和质控血浆样品的稳定性；并采用组内相关系数、Passing-Bablok 回归法

和 Bland-Altman 分析法，对灭活前后临床实测样本浓度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紫外灭活

条件下，利奈唑胺的质控对照品不稳定；湿热灭活法条件下，利奈唑胺的质控对照品和质控血

浆样品均稳定。统计结果表明，临床实测样本在未灭活操作与湿热灭活法操作后，两者血药浓

度结果的相关性与一致性良好。结论　利奈唑胺的临床血药浓度检测样本可采用湿热病毒灭活

法进行预处理，以减少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病毒感染风险。

关键词：COVID-19；病毒灭活操作；利奈唑胺；治疗药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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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 and effect of SARS-CoV-2 virus inactivation 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TANG Yuan-jun1, YIN Yue-qin2, CHEN Ming1, WANG Shuo-wen1*, FAN Guo-rong1 (1.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200080;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31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COVID-19 virus inactivation 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and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clinical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before 
and after the virus inactivation. Methods  The standards, plasma quality controls and clinical samples of 
linezolid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samples was evaluated after water bath 
at 56℃ for 30 min or irradiated by ultraviolet radiation for 30 min. Consistency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linical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virus inactivation were evaluationed through intragroup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Passing-Bablok regression and Bland-Altman analysis. Results  The standard products of 
linezolid were unstable after being irradiated with UV inactivation. However, the standard products 
and quality control samples of linezolid were stable after damp heat inactivation. The three statistical 
methods all indicated good correl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virus inactivation. Conclusi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virus infection of laboratory staff, damp heat virus 
inactivation could be a good pretreatment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samples of linezolid. 
Key words: COVID-19; virus inactivation; linezolid;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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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
为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已成为全球性重

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1]。根据病例的回顾性研究，
部分重症患者往往存在合并细菌、真菌感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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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3]，必须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和抗真菌药物进
行治疗。利奈唑胺是新一代全合成的噁唑烷酮类
抗菌药物，临床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球菌所致的
感染，对葡萄球菌属、肺炎链球菌属、肠球菌属
细菌都具有高度的抗菌活性 [4]。然而其在体内的
药动学特征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肾功能、合
并用药、年龄、体重等因素均可影响利奈唑胺的
血药浓度，为避免或减少其不良反应，提高药物
疗效，开展治疗药物监测（TDM），实施科学个
体化给药将发挥重要作用 [5]。根据《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血药浓度检测技术指引》中的相关要
求，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外周静脉血标本，需要
按规定严格做好防护 [6]。TDM 项目送检样本属于
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其操作应当在生物安全
二级实验室进行，同时采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的个人防护。
　　鉴于目前国内许多开展 TDM 的实验室均不
符合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相关要求，且在防护
物资紧张的情况下也无法满足生物安全三级实验
室的个人防护的要求。在保证监测方法准确性和
可靠性的基础上，能否通过病毒灭活的操作方法
对临床获取标本进行处理，成为后疫情时代下
TDM 从业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指南推荐
的对于生物标本的病毒灭活方法可采取湿热法和
紫外消毒法，已有报道对万古霉素和伏立康唑的
临床生物标本经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灭
活处理后的稳定性进行了考察 [7-8]。本研究考察了
新型冠状病毒不同灭活方式对利奈唑胺血药浓度
的影响，以此填补病毒灭活操作对 TDM 样本稳
定性影响的空白，为开展其他相关 TDM 的医疗
机构提供参考借鉴。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Thermo UltiMate_3000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美 国 Thermo Fisher）， 包 括 LPG-3x00 色 谱
泵，WPS-3000 自动进样器，TCC-3x00 柱温箱，
VWD-3x00 检测器，采用 Chromeleon 6.80 工作站
进行数据分析。HY-5 涡旋混合器（美国 SI 公司）；
Centrifuge 5804R 冷冻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
司）；AL104-01 电子分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SK7200H 超声仪（上海科导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Hi-Tech 水纯化系统（18.2M，上海
和泰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利 奈 唑 胺 对 照 品（纯 度：98%， 批 号：

M0801AS）、苯妥英钠对照品（纯度：99%，批
号：J0727AS）（大连美仑试剂有限公司），磷酸
二氢钾（批号：20190725，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异丙醇（批号：K49790140802）、甲醇
（批号：1036307929）（德国 Merck Millipore 公司），
甲基叔丁基醚（批号：17080261，美国 Tedia 公
司），水为 Hi-Tech 水纯化系统自制的去离子水
（18.2 MΩ）。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参考文献，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利奈
唑胺的浓度 [9]。以苯妥英钠为内标，色谱柱采用
Agilent ZORBAX SB-C18（1.8 μm，2.1 mm×100 
mm）， 柱 温：30℃， 流 动 相： 甲 醇 - 水 ＝

55∶45（V/V），等度洗脱，流速：0.3 mL·min－ 1，
检测波长：254 nm，进样量 20 μL，分析时间 3 
min。典型色谱图见图 1，利奈唑胺的保留时间
为 1.473 min。质控血浆样品和临床样本根据测
定当日的随行标准曲线进行定量。

图 1　人血浆中利奈唑胺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Typical chromatogram of linezolid and phenytoin sodium in 
human plasma 
A. 空白血浆（blank plasma sample）；B. 空白血浆添加 10.51 μg·mL－ 1

利奈唑胺和内标苯妥英钠（blank plasma sample spiked with 10.51 
μg·mL－ 1 of linezolid and IS）；C. 患者血浆添加 1.02 μg·mL－ 1 内标

苯妥英钠（patient sample with 1.02 μg·mL－ 1 IS）

2.2　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利奈唑胺对照品 10.51 mg，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定容，摇匀，即得利
奈唑胺质量浓度为 1.051 mg·mL－ 1 的对照品储
备液，置于 4℃冰箱保存。
　　精密称取苯妥英钠对照品 10.02 mg，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定容，摇匀，即得苯
妥因钠质量浓度为 1.02 mg·mL－ 1 的对照品储备
液，用甲醇溶液逐级稀释成 1.02 μg·mL－ 1 的对
照品工作液，置于 4℃冰箱保存。
2.3　新冠病毒灭活方法

　　① 湿热灭活法：在 56℃水浴加热 30 min；② 
紫外灭活法：在紫外灯下照射 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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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血浆样品前处理

　　取人血浆样品 200 μL 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
加入 20 μL 内标（苯妥因钠 1.02 μg·mL－ 1），涡
旋混匀，再加入 1 mL 提取溶剂（叔甲醚 - 异丙
醇＝ 90∶10，V/V），涡旋振荡 5 min，于 13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 800 μL，于氮气
下吹干，加 200 μL 流动相复溶，涡旋振荡 1 min，
于 13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80 μL 置
于进样器中自动进样 20 μL 测定。
2.5　新冠病毒灭活操作对利奈唑胺样品稳定性考察

2.5.1　新冠病毒灭活方法对利奈唑胺对照品溶
液浓度的影响　取利奈唑胺对照品储备液，用
甲醇逐级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2.63、5.26、10.51 
μg·mL－ 1 的利奈唑胺质控对照品溶液，分别采

用湿热灭活法和紫外灭活法对利奈唑胺质控对照
品溶液的稳定性进行考察。结果如表 1 所示，采
用紫外灭活法，利奈唑胺的实测浓度仅为标示值
的 59.23%、16.75%、3.51%，且随着浓度的增高，
利奈唑胺降解越多。根据《中国药典》2020 年版
“原料药物与制剂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9001）”
中关于制剂质量的定义，本研究中将对照品准确
度范围定义为标示值的 95% ～ 105%。若超过此
范围，则认为该化合物在该新冠病毒灭活操作条
件下不稳定，不予考虑进行后续的生物样品稳定
性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湿热法灭活操作未对利
奈唑胺对照品溶液产生影响，采用紫外法灭活操
作后利奈唑胺对照品溶液不稳定，后续实验选择
湿热灭活法进行操作。

表 1　新冠病毒灭活法对利奈唑胺质控对照品溶液浓度影响考察 (n ＝ 6) 
Tab 1　Effect of SARS-CoV-2 virus inactivat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quality control reference solution (n ＝ 6)

药物浓度 /
（μg·mL － 1）

未灭活 湿热灭活法 紫外灭活法

测得浓度 /（μg·mL－1）RSD/% 回收率 /% 测得浓度 /（μg·mL－1）RSD/%回收率 /% 测得浓度 /（μg·mL － 1）RSD/% 回收率 /%
  2.63   2.62±0.09 3.4 99.6   2.52±0.04 1.7 95.8 1.56±0.29 18.6 59.23
  5.26   5.24±0.09 1.6 99.7   5.21±0.11 2.2 99.1 0.88±0.32 36.8 16.75
10.51 10.39±0.19 1.9 98.8 10.42±0.23 2.2 99.1 0.37±0.20 54.5   3.51

2.5.2　湿热灭活法对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浓度
的影响　取利奈唑胺对照品储备液，用空白血浆
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2.63、5.26、10.51 μg·mL－ 1

的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采用湿热灭活法进行
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稳定性考察。未灭活样品
和湿热灭活法操作后的样品，按“2.4”项下方法
操作，结果见表 2。采用血浆样品处理湿热法灭
活后，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低、中、高浓度的

准确度分别为 99.1%、94.9% 和 100.1%，RSD 均
小于 15%。根据“生物样品定量分方法验证指导
原则（9012）”中关于生物样品准确度的规定，本
研究中将生物样品的准确度范围定义为标示值的
85% ～ 115%，若超过上述范围则认为该生物样
品在此操作下不稳定。结果表明，采用湿热法灭
活操作未对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的稳定性产生
影响。

表 2　湿热法灭活对利奈唑胺质控血浆样品浓度影响考察 (n ＝ 6) 
Tab 2　Effect of damp heat inactivat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quality control plasma samples (n ＝ 6)

利奈唑胺浓度 /
（μg·mL － 1）

未灭活 湿热灭活法

测得浓度 /（μg·mL － 1） RSD/% 回收率 /% 测得浓度 /（μg·mL － 1） RSD/% 回收率 /%
  2.63   2.51±0.07 2.9 95.6   2.60±0.07 2.8   99.1
  5.26   5.17±0.06 1.2 98.3   4.99±0.17 3.4   94.9
10.51 10.42±0.29 2.8 99.2 10.52±0.31 3.0 100.1

2.5.3　利奈唑胺血药浓度监测样本湿热灭活前后分析
方法一致性评价　选取本院重症医学科使用利奈唑
胺的患者 58 例，采集稳态谷浓度血液标本，经 6000 
r·min－ 1 离心 5 min 分离上层血浆，采用湿热灭活法
进行利奈唑胺临床样品稳定性考察，分别测定未灭
活操作、湿热灭活法操作后的利奈唑胺血药浓度。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两种方法测定
结果进行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efficient，ICC）值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未灭
活操作与湿热灭活操作的利奈唑胺浓度结果的相

关系数值为 0.997（P ＜ 0.001）。说明所检测数据
可信度高、一致性较好（ICC ＞ 0.75），可以初步
判断两组 TDM 检测结果可重复性较好。
　　采用 MedCalc 软件对两种方法测定结果进行
Passing-Bablok 回归法相关分析，以未进行灭活
操作所测得利奈唑胺的浓度结果（Y）与湿热灭活
法操作所得利奈唑胺的浓度结果（X）进行线性
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 Y ＝－ 0.042 35 ＋ 1.009X
（R2 ＝ 0.9957，n ＝ 58），如图 2 所示。其斜率和
截距均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表明两种方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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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系统误差和比例误差，测定结果之间的相
关性良好（R2 ＞ 0.95）。Passing-Bablok 回归法证
明两种检测方法可以互相代替。

图 2　利奈唑胺未灭活操作与湿热灭活法 Passing-Bablok 线性回归

分析图

Fig 2　Passing-Bablok linear regression of un-inactivation and damp 
heat inactivation on linezolid 

　　采用 MedCalc 软件将两种方法测定的利奈唑
胺浓度值进行 Bland-Altman 分析，绘制偏差图，如
图 3 所示。58 例利奈唑胺实测配对数据差值的均
数 d ＝－ 0.0133，则 95% 一致性界限为（－ 0.5880，
0.5613）。从图 3 可以看出 96.55%（56/58）的点在
95% 一致性界限以内，符合相关要求。在一致性界
限范围内，未灭活操作的血药浓度值与湿热法灭活
操作后血药浓度值相比，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1.18。
由图 3 中可知使用百分比比值计算一致性界限
时，95% 一致性界限为（－ 9.6668%，10.3177%），
96.55%（56/58）的点在 95% 一致性界限内，此相差
幅度在临床上可以被接受。Bland-Altman 分析证明
湿热灭活法与未灭活操作两种检测方法可以互换。

图 3　利奈唑胺未灭活操作与湿热灭活法 Bland-Altman 分析图

Fig 3　Bland-Altman analysis of un-inactivation and damp heat 
inactivation on linezolid

3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中提出，新冠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 
min、乙醚、75% 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
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1]。针对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往往合并细菌、真菌感染的情况，临
床亟需对抗菌药物的血药浓度监测标本开展新冠
病毒灭活操作稳定性的研究，以保护相关医护人
员的操作安全。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新冠病毒灭活
操作对利奈唑胺血浓度监测影响的研究报道，本
文主要采用湿热法和紫外法灭活病毒。
　　研究结果发现，利奈唑胺样品经湿热灭活法后
测定浓度与灭活前无明显差异，但经紫外灭活法处
理后出现明显降解，有文献报道，利奈唑胺在光化
学条件下会发生 C-F 键的断裂，进而产生相应的三
线态笨基阳离子，发生光降解现象 [10-11]。且在紫外
灭活法中，随着利奈唑胺浓度的升高，降解率增
大，推测可能是由于在高浓度时，利奈唑胺的光化
学动力学受反应中间体形成的影响，比如自由基，
引起链式反应从而提高光降解率，造成利奈唑胺的
浓度和光降解速率成正比。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临床患者血样均是在病区
进行分离血浆的操作后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的，
考虑到全血样品在分离血浆的操作中也存在感染
病毒的风险，本研究对全血样品也进行了灭活前
后的考察，发现湿热灭活法会使全血样品发生严
重的溶血现象，样品检测的色谱图杂质峰较多，
会对利奈唑胺的保留时间造成干扰，且影响到利
奈唑胺检测的灵敏度。因此本研究中主要是对血
浆样品进行灭活前后的考察。
　　在一致性评价过程中，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
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可以避免单一评价方法的局
限性，也使得评价结果更具有代表性 [12-13]。本文
采用经典的临床分析检验一致性评价方法来判断
利奈唑胺样品经过病毒灭活处理与未灭活处理的
一致性，通过计算 ICC 值、Passing-Bablok 回归
法和 Bland-Altman 偏差图分析法进行综合分析考
察，证明湿热法新冠病毒灭活操作不会对利奈唑
胺血药浓度监测结果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于
利奈唑胺的 TDM 检测血浆样本可采用 56℃、30 
min 湿热法进行病毒灭活操作，不可采用紫外灭
活方式。后续将对更多的抗菌药物进行新冠病毒
灭活操作影响的考察，从而减少疫情期间 TDM
相关医护人员病毒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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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肿瘤光热治疗的吲哚菁绿纳米粒的构建与评价

陈宁1，黄权华1，李婷2，李平飞2，于红2，皮玲琳2，杨星钢2，杨战鏖1*（1.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

司，广东　深圳　518000；2.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沈阳　110016）

摘要：目的　构建一种吲哚菁绿纳米递药系统用于肿瘤的光热治疗。方法　以 O- 羧甲基壳聚

糖和聚乙烯亚胺为载体材料，采用聚电解质复合法，制备了用于肿瘤的光热治疗吲哚菁绿纳米

粒（ICG NPs）。并对 ICG NPs 进行制剂学、光热效能、体外细胞毒性、细胞摄取和荷瘤小鼠

抗肿瘤疗效的研究。结果　ICG NPs 平均粒径为（142.3±6.53）nm，zeta 电位为－（21.7±1.59）
mV，包封率与载药量分别为（72.6±3.1）%、（1.5±0.8）%。ICG NPs 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可显

著升温，呈现浓度依赖性、时间不依赖性的细胞毒性，可明显抑制肿瘤生长。结论　ICG NPs
可用于肿瘤的光热治疗，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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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indocyanine green nano-drug delivery system for the 
photothermal treatment of tumors. Methods  O-carboxymethyl chitosan and polyethyleneimine were 
used as carriers. Indocyanine green nanoparticles (ICG NPs) were prepared by the polyelectrolyte 
composite method for the photothermal therapy of tumors. The pharmacy characters, photothermal 
efficacy, in vitro cytotoxicity and cell uptake, and anti-tumor efficacy of ICG NPs in the tumor-
bearing mice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and zeta potential of ICG NPs 
were (142.3±6.53) nm and － (21.7±1.59) mV, respectively. The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and 
drug loading were (72.6±3.1)% and (1.5±0.8)%, respectively. ICG NP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emperature under 808 nm laser irradiation, exhibiting concentration-dependent and time-
independent cytotoxicity, and also inhibited the tumor growth. Conclusion  ICG NPs can be used in 
the photothermal treatment of tumors without obvious side effects. 
Key words: photothermal therapy; indocyanine green; O-carboxymethyl chitosan; polyethyleneimine; 
polyelectrolyte complex

　　 近 年 来， 光 热 治 疗（photothermal therapy，
PTT）因肿瘤选择性强，不良反应少而被广泛研
究 [1-3]。PTT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可用
于高龄或同时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提高患者的
顺应性 [4]；此外，PTT 具有不良反应少、高度特异
性、不易产生多药耐药性、可重复治疗等优点 [5-6]。
　　PTT 的重点就在于选择合适的光热材料。吲
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作为近红外有
特征吸收峰的有机三碳花菁染料，具有较高的光
热转换率 [7]，且升温迅速，ICG 在激光照射下可
迅速升温并杀死肿瘤细胞 [8-9]。然而，ICG 的临床
应用也存在致命的缺陷，其体内半衰期 t1/2 仅有
2 ～ 4 min，且极易与血浆白蛋白结合，从体内消
除，组织透过性差 [10]。在水溶液及生理条件下浓
度越高越容易发生自聚集，从而导致荧光猝灭失
去光学活性 [11-12]。
　　为克服上述问题，通常将 ICG 搭载在载体上，
以提高其稳定性，延长血液循环半衰期，提高其
肿瘤蓄积率，进一步增加 PTT 的疗效 [13-15]。因此，
本实验选择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生物相容性较好
的两性聚电解质 O- 羧甲基壳聚糖（O-CMCS）和
聚阳离子载体聚乙烯亚胺（PEI）为载体，采用安
全简便的聚电解质法制备 ICG 纳米粒，可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其在生理条件下的稳定性，增强组织
透过性和肿瘤蓄积，用于肿瘤的 PTT。
1　材料

1.1　仪器

　　Zetasizer Nano 粒 度 测 定 仪（英 国 Malvern 公
司）；JEM1200EX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 日本电子
株式会社）；DF-101S 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上

海凌科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UV-8 型紫外分光
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808 nm 激光器
（PSU-H-LED 公司）；红外热像仪（Optris 公司）；
离心机（湖南赫西仪器装备有限公司）；IX71 倒置
荧光显微镜（美国 Olympus 公司）；SpectraMax®M3
多功能酶标仪 [ 美谷分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Olympus 公司）。
1.2　试药

　　吲哚菁绿（ICG，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O-CMCS（武汉大华伟业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PEI（广东翁江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色谱
纯，山东禹王化学试剂厂）；Sephadex G50（Phar-
macia 公司）；RPMI1640 培养基（Hyclone 公司）；
胰蛋白酶（Sigma 公司）；胎牛血清（FBS，杭州
四季青生物制品公司）；四甲基偶氮唑盐（MTT，
美 国 Sigma-Aldrich 公 司）；DMSO（Biochemica 
Applichem 公司）；4% 多聚甲醛、Hoeches 33258、
溶酶体绿色荧光探针、抗荧光猝灭封片液（碧云
天生物技术研究所）。
1.3　细胞瘤株及动物

　　MCF-7 细胞（上海佛雷堡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小鼠腹水瘤细胞（S180，沈阳药科大学
药理实验室）。SPF 级雄性 KM 种小鼠（体质量
20 ～ 25 g）。
2　方法与结果

2.1　载吲哚菁绿纳米粒的制备方法

　　取适量 ICG 甲醇溶液滴加至 15 mg·mL－ 1 

PEI 溶液中，室温避光搅拌 10 min。室温条件下，
1000 r·min － 1 搅 拌， 将 10 mg·mL－ 1 O-CMCS
以 1 滴·s － 1 的速度缓慢地滴加至 PEI 反应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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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避光继续搅拌 30 min，即得载药纳米粒。过
0.22 μm 滤膜，收集滤液于茶色西林瓶中，封口
膜封好，4℃保存备用。
2.2　载吲哚菁绿纳米粒的粒径与电位、包封率与

载药量及形态

　　采用 Zetasizer Nano 粒度测定仪于 25℃散射
角为 90°的条件下测定载吲哚菁绿纳米粒的粒
径、粒径分布及 zeta 电位，测得纳米粒粒径为
（148.7±5.6）nm，PDI 为（0.072±0.028），粒径
分布图如图 1 所示，粒径分布窄，zeta 电位为－

（21.7±0.35）mV。采用 JEM1200EX 透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纳米粒形态学，结果如图 2 所示。采用
葡聚糖凝胶微柱离心法测定纳米粒的包封率和载
药量分别为（72.6±3.1）%、（1.5±0.8）%。

图 1　ICG NPs 粒径分布图

Fig 1　Size distribution of ICG NPs

图 2　ICG NPs 透射电镜结果

Fig 2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of ICG NPs

2.3　光热效能

　　光热转化效率是评价光热剂性能的重要指
标，良好的光热剂在激光照射下，应在一定时间
内迅速升至肿瘤组织敏感的温度并保持一定时
间，从而有效地杀死肿瘤细胞 [16]。考察不同功率
（1、2 W·cm － 2）808 nm 激光照射下不同质量浓
度 ICG（5、10、20、30、40 μg·mL－ 1） 和 ICG 
NPs（5、10、20、30、40 μg·mL－ 1）对光热转化
效率的影响，记录时间 - 温度变化曲线，结果见
图 3，其 Tmax 光热图像见图 4。

图 3　不同浓度的 ICG 和 ICG NPs 在不同功率 808 nm 激光照射下

的光热转换效率

Fig 3　Light-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ICG and ICG NP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power 808 nm laser irradiation

　　由图 3 和图 4 可知，pH 7.4 的 PBS 在不同功
率的激光照射 10 min 内，温度基本没有变化，这
表明激光照射不能引起 PBS 的升温，可排除干扰；
不同浓度的游离 ICG 与 ICG NPs 在不同功率激光
照射下温度均先升高至 Tmax 后下降，5 min 内可升
高至 Tmax，且药物浓度越高 Tmax 越高，因此在后
续实验中照射时间选择为 5 min；功率 2 W·cm－ 2

照射下的 Tmax 比 1 W·cm－ 2 相同浓度的 ICG 均有
明显升高，因此在后续实验中选择 2 W·cm－ 2 照
射；在相同功率的激光照射下，相同的药物浓度下，
ICG NPs 的升温要高于游离的 ICG，浓度在 5 ～ 40 
μg·mL－ 1，∆ T 随浓度的增加先增加后下降，这可
能是因为 ICG 浓度过大，纳米粒对 ICG 的分散减
小，ICG 因为分子聚集发生荧光猝灭，影响光热效
能；2 W·cm－ 2 照射下 ICG NPs 升温到 Tmax 所用时
间明显短于游离的 ICG，这表明纳米粒的包载提高
了 ICG 的光学稳定性和光热转化效率。
2.4　MTT 法测定细胞毒性

　　取对数生长期的 MCF-7 细胞，消化稀释成浓
度为 1×104 个·mL － 1 的单细胞混悬液，取 100 
μL 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中，置于培养箱（5% CO2，
37℃）中培养 24 h。待细胞完全贴壁后，吸去孔
内培养液，加入 200 μL 不同质量浓度（1、5、10、
20 μg·mL－ 1）的游离 ICG、blank-NPs、ICG-NPs
（0.22 μm 无菌微孔滤膜过滤除菌）的培养液溶液。
同时设置对照组（加细胞和培养液而不加药物）和
空白组（只加培养液），每个浓度设置 6 个复孔。
激光实验组在加药 2 h 后用近红外激光（808 nm，
2 W·cm－ 2，10 cm）照射 5 min；无激光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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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予照射，放入培养箱分别继续孵育 24 h 和
48 h 后，避光条件下每孔加入 20 μL MTT 溶液（5 
mg·mL－ 1），继续培养 4 h。每孔各加入 150 μL 
DMSO，振荡使紫色结晶物完全溶解，用酶标仪
测定各孔在 490 nm 波长下的吸光度（OD 值）。按
照 Eq.1 公式计算细胞存活率。
　　细胞存活率（%）＝（ODsample － ODblank）/
（ODcontrol － ODblank）×100%      Eq.1
　　由图 5 可知，在无激光照射的条件下，空
白纳米粒组在本实验考察的时间和浓度范围
内，MCF-7 细胞的存活率均＞ 85%，这说明由
O-CMCS 与 PEI 构建的空白纳米粒具有良好的生
物安全性，不会影响后续载药纳米粒对 MCF-7
细胞的毒性评价。不同质量浓度的游离 ICG 溶液
与 ICG 纳米粒（1、5、10、20 μg·mL－ 1）在无激
光照射的条件下与空白纳米粒组相比，随着 ICG
质量浓度的增大及孵育时间的增长 MCF-7 细胞
存活率略减小，但在质量浓度为 20 μg·mL－ 1、
孵育时间为 48 h，细胞存活率仍＞ 75%，这说明
无激光照射时游离的 ICG 溶液与 ICG 纳米粒均对
MCF-7 细胞无抑制生长的作用，无细胞毒性，生
物安全性良好。
　　在 2 W·cm－ 2，808 nm 激光照射 5 min 的条
件下，各空白纳米粒组在本实验考察的时间和浓
度范围内，MCF-7 细胞的存活率均＞ 85%，这说
明在没有 ICG 存在的条件下，单纯的体外激光照
射不会抑制 MCF-7 细胞的生长。在 808 nm 激光
照射的条件下，当 ICG 从 1 μg·mL－ 1 增加到 20 
μg·mL－ 1 时，MCF-7 细胞孵育 24 h 的存活率从
93.3% 降到 41.39%，孵育 48 h 的存活率从 83.7%
降到 36.5%，这表明激光照射 ICG 产生的光热作用
可有效地杀死 MCF-7 细胞，随着 ICG 质量浓度的
增大，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细胞毒性显著增大，
但对比孵育 24 h 与 48 h 细胞存活率没有明显不同，
这表明 ICG 的光热治疗具有明显的浓度依赖性但
无明显的时间依赖性。不同浓度下 ICG NPs 的细胞
生长抑制作用均大于游离 ICG，这表明将 ICG 包
载于 O-CMCS/PEI 纳米粒中能够显著提高药物的细
胞毒性，特别是在高浓度时差别大。
2.5　激光共聚焦观察溶酶体逃逸实验

　　MCF-7 细胞，以 2×105 个·mL－ 1 的浓度接种
于6孔板中，置于5% CO2、37℃培养箱中培养24 h，
当细胞生长密度达到 80%，吸去培养液，PBS 清洗
3 次，每孔加入 2 mL 含 ICG、ICG NPs 溶液的培养
液（不含 FBS）后继续孵育 0.5、1、2 和 4 h 后，加

入 200 nL Lysotracker green 溶液（50 g·mL－ 1）继续
孵育 1 h，吸去上清液，多聚甲醛固定细胞 30 min，
PBS 清 洗 3 次， 用 10 μg·mL－ 1 的 Hoechst 33258
室温避光染细胞核 10 min，移去染料，再用 PBS 清
洗 3 次，取出细胞爬片反压在载玻片上，用封片剂
封片，置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 ICG 纳米粒的
溶酶体逃逸行为，结果见图 6。
　　由图 6 可知，随着孵育时间的延长，黄色区
域逐渐较少，而单独的红色和绿色区域逐渐变
多，这说明随孵育时间的延长，逐渐地有红色荧
光的 ICG 从溶酶体中逃逸到细胞质，这表明以
O-CMCS/PEI 制备的纳米粒具有明显的促进溶酶
体逃逸的功能。
2.6　药效学实验

2.6.1　溶血性实验　分别取 8 支 EP 管，首先进
行编号，1 号设为阳性对照组，2 号设为阴性对
照组，3 ～ 8 号设为实验组，按表 1 于每管中加
入 2% 红细胞悬液、生理盐水和纳米粒混悬液，
纳米粒依次加入质量浓度为 250、150、100、50、
10、5 μg·mL－ 1。轻摇混匀后将 EP 管置于 37℃
恒温水浴中 3 h，观察管中液体状态，若试管中
的溶液呈澄明红色状且管底无细胞残留则为全部
溶血；若溶液澄明呈红色或棕色且管底有少量红
细胞残留则为部分溶血；若试管内上层液体无色
透明所有红细胞都下沉则为无溶血。将 EP 管于
3000 r·min－ 1 离心 5 min，吸取上清液，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于 570 nm 波长测定各组上清液
的吸光度值。按照 Eq.2 计算溶血率。
　　溶血率（%）＝（A样品－A阴性）/（A阳性－A阴性）
×100%     Eq.2

表 1　ICG NPs溶血实验 
Tab 1　Hemolytic experiment of ICG NPs

材料
1（阳性 
对照组）

2（阴性 
对照组）

实验组

3 4 5 6 7 8

2% 红细胞悬液 /mL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生理盐水 /mL 0 2.5 2 2 2 2 2 2

水 /mL 2.5 0 0 0 0 0 0 0

ICG NPs /mL 0 0 0.5 0.5 0.5 0.5 0.5 0.5

　　ICG NPs 的溶血性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以
生理盐水组为阴性对照组，可见 0 ～ 3 h 内不同
浓度的实验组管均未见溶血现象。
　　ICG NPs 的溶血率如图 8 所示，3 h 内不同浓
度的 ICG NPs 的溶血率均小于 5%，这表明 ICG 
NPs 注射液具有良好的血液相容性，可用于后续
的药效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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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荷瘤小鼠模型的建立　复苏 S180 细胞，
用适量生理盐水稀释使细胞混悬液达到适宜浓度
后接种于 KM 种小鼠腹腔内，每日观察，至小鼠
腹部明显隆起时处死，局部消毒后，抽取腹水，
活细胞计数后用生理盐水稀释至细胞浓度为有
1×107 个·mL－ 1 的腹水稀释液，取 0.2 mL 腹水
稀释液接种于小鼠右腋下的皮下组织内。建立荷
瘤小鼠动物模型。
2.6.3　分组与给药　接种成功的荷瘤小鼠动物模
型正常饲养 7 d 左右，当小鼠右腋下发现肉眼可
见的肿瘤后，测量肿瘤体积大小，选取肿瘤体积
约为 150 mm3 的荷瘤小鼠 20 只，随机分成 4 组，
每组 5 只，进行编号。分别为生理盐水组、生理
盐水＋激光照射组、ICG NPs 组、ICG NPs ＋激
光照射组。分别于小鼠尾静脉注射相应的制剂，
ICG 的给药剂量为 2 mg·kg－ 1，第一次给药记为

第 1 日，分别在第 1、4 和 7 日各给药一次。其
中激光组需要在给药 2 h 和 4 h 后用 808 nm 激光
（10 cm，2 W·cm－ 2）照射肿瘤部位 5 min，正常
饲养小鼠。
2.6.4　药效学评价指标　给药后每日观察小鼠的
精神和活动状态，每 2 日称量小鼠体质量，并记
录；每 2 日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的最长直径（L）
和最短直径（S）大小，然后按公式 Eq.3 计算肿

图 4　不同浓度 ICG 和 ICG NPs 在不同功率 808 nm 激光照射下的

Tmax 光热图像

Fig 4　Tmax of ICG and ICG NP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power 808 nm laser irradiations

图 5　空白 NPs、ICG 溶剂和 ICG NPs 对 MCF-7 细胞活力的影响

Fig 5　Cell viability of NPs，ICG solvent，and ICG NPs incubation

图 6　MCF-7 细胞中 ICG NPs 胞内溶酶体逃逸

Fig 6　Intracellular lysosomal escape of ICG NPs in MCF-7 cells after 
incubation 

图 7　ICG NPs 溶血实验结果

Fig 7　Hemolysis experiment for ICG NPs 
1. 阳性对照组（positive control group）；2. 阴性对照组（negative 
control group）；3 ～ 8. 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

图 8　不同浓度 ICG NPs 溶血率

Fig 8　Hemolytic rate of ICG NP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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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体积（V）：
　　V ＝（L×S2）/2      Eq.3
　　于给药后 15 d 脱颈处死小鼠，小心剥离肿
瘤组织，用生理盐水清洗干净用滤纸擦干后称量
瘤重，并记录。按 Eq.4 计算肿瘤抑制率（tumor 
inhibition rate，TIR）：
　　TIR（%）＝（Ws － Wt）/Ws×100%    Eq.4
　　式中 Ws 为生理盐水对照组肿瘤的平均瘤质
量，Wt 为实验组肿瘤的平均瘤质量。
　　给药期间各组荷瘤小鼠的饮食与活动无明显
变化，各组荷瘤小鼠的体质量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9，各组荷瘤小鼠的体质量平稳增长，这说明激
光照射与 ICG NPs 无明显的机体毒副作用，安全
性良好。

图 9　S180 荷瘤小鼠给药 15 d 后体质量变化（n ＝ 5）
Fig 9　Body mass changes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after the 
administered for 15 days（n ＝ 5）

　　给药期间记录各组荷瘤小鼠的肿瘤体积变
化，如图 10，生理盐水＋激光照射组、ICG NPs
组与生理盐水组之间无明显差异，其肿瘤体积均
随时间的延长迅速增大，表明单独的激光照射以
及 ICG NPs 在无激光照射下对肿瘤的生长没有抑
制效果。而 ICG NPs ＋激光照射组的肿瘤生长缓
慢，第一次给药 15 d 后其平均肿瘤体积为 386.64 
mm3，这表明 ICG NPs 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具有
良好的肿瘤抑制活性。
　　给药 15 d 后，摘除荷瘤小鼠的肿瘤组织称
重，并按 Eq.4计算各组的抑瘤率（TIR），结果见
图 11、12。可知与生理盐水组比较，生理盐水＋

激光照射组与 ICG NPs 组肿瘤组织的平均质量无
显著差别，TIR 分别为 8.7%、4.6%，ICG NPs ＋
激光照射组抑瘤效果明显（为 75.4%），与荷瘤
小鼠肿瘤体积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这表明仅激光
照射或 ICG NPs 基本无明显的肿瘤抑制作用，而
ICG NPs ＋激光照射组可有效的抑制肿瘤的生长。
3　讨论

　　本课题组选用生物可降解的在生理条件下负
电荷两性高分子材料 O-CMCS 和 PEI 为载体材
料，采用聚电解质复合法，制备了用于肿瘤的光
热治疗包载近红外光热剂 ICG 纳米粒 ICG NPs。
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ICG NPs 具有良好的光热
转换效率，可明显抑制肿瘤生长。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考察 ICG NPs 在

图 10　S180 荷瘤小鼠在给药 15 d 后肿瘤体积变化（n ＝ 5）
Fig 10　Tumor volume changes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after the 
administered for 15 days（n ＝ 5）

图 11　S180荷瘤小鼠在给药 15 d 后肿瘤重量和肿瘤抑制率（n＝ 5）
Fig 11　Tumor weight and tumor inhibition rate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after the administered for 15 days（n ＝ 5）

图 12　S180 荷瘤小鼠在给药 15 d 后切除的肿瘤（n ＝ 5）
Fig 12　Excised tumors of S180 tumor-bearing mice after the 
administered for 15 days（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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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F-7 细胞中的摄取行为，结果表明 ICG NPs 与
MCF-7 细胞孵育 4 h 时可出现溶酶体逃逸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 PEI 作为聚阳离子聚合物，大量的
伯胺及仲胺基团在内涵体或溶酶体的弱酸性环境
中会捕获大量质子，与此同时也会引起大量的氯
离子和水分子的内流进溶酶体中，导致溶酶体渗
透性肿胀，从而使溶酶体破裂，药物渗漏，产
生内涵体或溶酶体逃逸的现象，这就是“质子海
绵”效应。
　　通过体外溶血实验考察了制剂静脉注射安全
性，结果证明该制剂无体内溶血性，可用于静脉
注射。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 ICG NPs 具有良好
的光热转换效率。在相同功率的激光照射下，相
同的药物浓度下，ICG NPs 的升温要高于游离的
ICG，质量浓度在 5 ～ 40 μg·mL－ 1，∆ T 随浓
度的增加先增加后下降，这可能是因为 ICG 浓度
过大，纳米粒对 ICG 的分散减小，ICG 因为分子
聚集发生荧光猝灭，影响光热效能；2 W·cm－ 2

照射下 ICG NPs 升温到 Tmax 所用时间明显短于
游离 ICG，可能是纳米粒的包载阻碍了热量的扩
散，使得局部温度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并保持较长
时间，这表明纳米粒的包载提高了 ICG 的光学稳
定性和光热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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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兰香不同提取物中香芹酮、柠檬烯的含量及其抑菌活性研究

万红才，罗洪莲，刘晓艳，段萍，徐作刚，安军，曾琦（黔南州检验检测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目的　开展留兰香药材不同提取物中香芹酮、柠檬烯的含量测定及抗菌活性研究。方
法　用气相色谱法对留兰香药材的不同提取物主成分香芹酮、柠檬烯进行量化分析；采用管

碟法测定留兰香提取物的抑菌活性，采用稀释倍数法测定最低抑菌浓度 MIC。结果　香芹

酮在 0.010 ～ 2.000 mg·mL－ 1、柠檬烯在 0.005 ～ 1.000 mg·mL－ 1 与测定值线性关系良好

（R2 ≥ 0.9999），平均回收率分别在 96.2% ～ 97.5%、95.9% ～ 99.8%，精密度、稳定性、重现

性实验符合《中国药典》要求，RSD 均≤ 2.0%（n ＝ 6）。在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藤黄微球菌培养皿中，样品挥发油、醇提浸膏、水提浸膏的抑菌圈直径与标准溶液一致，说明

样品有抑菌活性；挥发油的 MIC 为 0.05 mg·mL－ 1，供试品醇提浸膏和水提浸膏的 MIC 为 0.1 
mg·mL－ 1。结论　建立的气相色谱法经方法学验证，可用于留兰香药材及成品质量控制。

关键词：留兰香；气相色谱法；含量测定；抑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R917，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43-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09

Content of carvone and limonene and their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Mentha spicata L. extract

WAN Hong-cai, LUO Hong-lian, LIU Xiao-yan, DUAN Ping, XU Zuo-gang, AN Jun, ZENG Qi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of Qiannan Prefecture, Duyun  Guizhou  558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carvone and limonene in the extract from Mentha 
spicata L. and their antibacterial activity. Methods  Gas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arvone and limonene in Mentha spicata L. extract;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Mentha 
spicata L. extract was determined by cup-plate method, and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was determined by dilution multiple method. Results  Both carvone and limonene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0.010 ～ 2.000 mg·mL－ 1 and 0.005 ～ 1.000 mg·mL－ 1 (R2 ≥ 0.9999).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at 96.2% ～ 97.5% and 95.9% ～ 99.8%% (n ＝ 3). The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with RSD all less 
than 2.0% (n ＝ 6). The inhibitory zone diameter of the sample volatile oil, alcohol extract, and 
water extract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 solution in Bacillus subtili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Micrococcus luteus culture, indicating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the sample. The MIC of the 
volatile oil was determined to be 0.05 mg·mL－ 1, and the MIC of the ethanol extract and the boiled 
extract for the test product was 0.1 mg·mL－ 1. Conclusion  This GC method has been verified by 
methodology,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entha spicata L. and finished products.
Key words: Mentha spicata L.; GC chromatography; content determination; antibacteri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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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兰香 Mentha spicata L. 为唇形科植物，全
草入药，夏、秋两季采收，除去杂质，鲜用或阴
干；留兰香具有疏风清热、解表和中、里气止痛
之功效；用于感冒头痛、胃痛、咳嗽、腹胀、吐

泻、痛经、肢麻、跌扑肿痛 [1]。同时留兰香被人
们作为食品广泛食用，还应用于食品化工不同行
业，说明留兰香药用及食用保健的价值均得到广
泛认同 [2]。留兰香药材中香芹酮、柠檬烯是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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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也是主要成分，本文拟建立气相色谱法对留
兰香药材及其提取物中香芹酮、柠檬烯进行定量
分析，并制订合理的限度，严格控制其质量；采
用管碟法对留兰香药材提取物的抑菌活性进行探
索，采用稀释倍数法 [3] 测定留兰香不同提取物对
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的
最低抑菌浓度（MIC），为留兰香药用机制及食用
领域的拓展开发提供实验依据，为留兰香药材的
临床使用剂量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气相色谱仪（Aglient 7890B），紫外分光光
度计（岛津 2600），高压灭菌锅（LMQC-80E），
超声波清洗仪（SK250LHC），电子天平（梅特
勒托利多 AG135，感量：0.01 mg），生化培养箱
（SPX-250BⅢ），游标卡尺。
1.2　试药

　　 香 芹 酮 对 照 品（批 号：c11052000， 含 量：
99.0%）、正十一烷对照品（批号：c17896300，含
量：99.6%）（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柠檬烯
对 照 品（批 号：100470-201302， 含 量：96.0%）、
枯草芽孢杆菌 [ 批号：63501，每颗（1.0 ～ 2.0）
×103 cfu]、金黄色葡萄球菌 [ 批号：33301，每颗
（1.0 ～ 2.0）×103 cfu]、藤黄微球菌 [ 批号：28001-
8a6-2，每颗（1.0～ 2.0）×103 cfu]、菌株复溶液（批
号：181105）（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链霉素
（批号：130308-201514，含量：726 U·mg－ 1）、新
霉素（批号：130309-201512，含量：652 U·mg－ 1）、
土霉素（批号：130305-201321，含量：872 U·mg－ 1）
（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其他试剂
均为化学分析纯，无菌室及其他常用微生物测定器

皿由药品检验微生物检测室提供。
1.3　样品 
　　留兰香共 10 批次，经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
所李扬教授鉴定，均属于唇形科植物留兰香 [4]，
样品信息见表 1。

表 1　样品信息 
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编号 样品名称 产地 采集时间

201701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翁奎 2017 年 5 月 17 日

201702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剑江河 2017 年 5 月 17 日

201703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大坪东冲 2017 年 6 月 21 日

201704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威宁草海 2017 年 6 月 29 日

201705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遵义桐梓 2017 年 7 月 5 日

201706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开阳毛云 2017 年 8 月 23 日

201707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翁奎 2017 年 8 月 16 日

201708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翁奎 2017 年 9 日 26 日

201807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育英巷（购买）2018 年 7 月 14 日

201808 留兰香 Menthaspicata L. 都匀平慧（购买） 2018 年 8 月 12 日

2　方法

2.1　香芹酮、柠檬烯含量测定气相色谱分析 [5]

2.1.1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 HP-5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30 m×0.32 mm×0.25 μm），
检测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载气为高纯
氮气≥ 0.9999，柱流量线速度 5 mL·min－ 1；程
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 50℃，以 2℃·min－ 1 升
温至 115℃，以 5℃·min－ 1 升温至 150℃，气
化室温度 250℃，检测室温度 280℃，分流比
30∶1，尾吹 20 mL，空气 400 mL，氢气 40 mL，
进样量 1 μL。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样品中柠檬烯、
内标物正十一烷、香芹酮成分的分离度、理论板
数、拖尾因子、对称性均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要求 [6]，空白样品无干扰（见图 1）。

图 1　混合对照品、供试品及内标溶液气相色谱图

Fig 1　Gas chromatogram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test substance and internal standard solution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B.  挥发油供试品（volatile oil sample）；C. 内标溶液（IS）
1. 柠檬烯（limonene）；2. 正十一烷（n-hendecane）；3. 香芹酮（carvone）

2.1.2　内标溶液的制备　取正十一烷对照品适
量，精密称定，用正己烷稀释制成 0.2 mg·mL－ 1

的溶液作为内标溶液 [6]。
2.1.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柠檬烯对照品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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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内标溶液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柠檬烯对照品储备液；另
取香芹酮对照品 20.36 mg，置于 100 mL 量瓶中，
加柠檬烯对照品储备液 5.00 mL，用内标溶液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
2.1.4　留兰香样品的制备　留兰香挥发油的制备参
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2204 挥发油测
定法，准确称量干燥留兰香药材 100 g，加入 300 
mL 蒸馏水，连接至挥发油提取装置，采用常压水
蒸气蒸馏法提取，得到淡黄色有特殊香味的油状
物作为供试品挥发油 [6]；称取经粉碎的留兰香药材
50 g，加乙醇 400 mL，水浴加热回流提取 1 h，滤
过，重复提取 2 次，合并提取液，蒸干得供试品醇
提浸膏；称取经粉碎的留兰香药材 50 g，加水 400 
mL，热回流提取 1 h，滤过，重复提取 2 次，合并
提取液，蒸干得供试品水提浸膏。精密称取供试品
挥发油、供试品醇提取浸膏、供试品水提取浸膏约
0.5 g 和干燥药材粉末约 1.3 g，精密称定，分别置
于 50 mL 量瓶中，加入适量内标溶液超声使溶解，
放冷，用内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用 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各供试品溶液。
2.1.5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 20.40 mg 香芹酮
对照品与 10.23 mg 柠檬烯对照品置 10 mL 量瓶中，
用内标溶液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作为混合对照溶
液；分别精密量取混合对照溶液 1.00 mL 置于 10、
25、50、100、200 mL 量瓶中，用内标溶液稀释

至刻度，摇匀，得香芹酮 0.204、0.0816、0.0408、
0.0204、0.0102 mg·mL－ 1 和柠檬烯 0.1023、0.0409、
0.0205、0.0102、0.0051 mg·mL－ 1 的混合对照品
溶液。取上述混合对照品溶液及“2.1.3”项下混合
对照品溶液，按“2.1.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记录
色谱图，用内标法校正，分别以香芹酮、柠檬烯
对照品溶液峰面积与内标溶液峰面积的校正值 f
（f ＝ A样 /A内）为纵坐标（Y），以香芹酮、柠檬烯
对照品质量浓度 C（mg·mL－ 1）为横坐标（X）分
别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2。
2.1.6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对照品溶液重复进样
6 次，结果 f（f ＝ A样 /A内）统计值符合《中国药
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9101 药品质量标准分析
方法验证指导原则精密度要求 [6]（RSD ≤ 2.0%），
见表 2。
2.1.7　稳定性试验　分别于 0、4、8、12、16、
20 h 精密吸取编号201701留兰香药材挥发油样品，
按“2.1.4”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按“2.1.1”项下
色谱条件测定，记录色谱图，结果见表 2，说明
各成分在 20 h 内稳定。
2.1.8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编号 201701 留兰香
药材提取挥发油样品 6 份，按“2.1.4”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取供试品溶液及“2.1.3”项下对照
品溶液，按“2.1.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记录色谱
图，按内标法以峰面积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香芹酮、柠檬烯方法学考察 (n ＝ 6) 
Tab 2　Methodology for determination of carvone and limonene (n ＝ 6)

成分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线性范围 /（mg·mL － 1） 精密度 RSD/% 稳定性 RSD/% 重复性 RSD/%

香芹酮 Y ＝ 34.41X ＋ 0.254 0.9999 0.010 ～ 2.000   0.060   0.030   0.61

柠檬烯 Y ＝ 19.48X ＋ 0.0513 0.9999 0.005 ～ 1.000 0.17 0.24 1.1

2.1.9　回收试验　称取编号 201701 原药材粉末
约 0.25 g，置 10 mL 量瓶中，精密量取混合对照
品溶液（取柠檬烯、香芹酮对照品适量，加内标
溶液制成每毫升含柠檬烯 0.001 947 mg、香芹酮
0.045 58 m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1.00、2.00、3.00 
mL 制成低、中、高质量浓度供试品溶液（各平
行 3 份），分别用含内标物的正己烷溶解超声 30 
min，冷却后稀释至刻度，用 0.45 μm 微孔滤膜滤
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按“2.1.1”项下方法
测定，计算得香芹酮低、中、高质量浓度的平均
回收率在 96.2% ～ 97.5%，柠檬烯低、中、高质
量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在 95.9% ～ 99.8%，RSD 均
小于 3%，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要求。
2.1.10　香芹酮、柠檬烯含量测定结果　取采集的

10 个批次留兰香样品，按“2.1.4”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2.1.3”项下对照品溶液
和上述供试品溶液 1 μL 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
按内标法以峰面积计算，结果见表 3。
2.2　留兰香药材抑菌活性测定

2.2.1　供试菌悬液制备　取枯草芽孢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分别加菌株复溶液
复活，再加 2% 的蛋白胨稀释液稀释含菌量为
106～ 109 cfu·mL－ 1 的菌悬液作为供试菌悬液 [7]。
2.2.2　培养皿制备　取经高压蒸汽灭菌冷却至
45℃的琼脂培养基 15 mL 至无菌培养皿中，加供
试菌悬液 0.05 mL 制成各菌种培养皿，每组平行
制备 3 个。
2.2.3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链霉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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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土霉素标准品适量，分别加灭菌水稀释至
约 0.002、0.02、0.02 mg·mL－ 1 的标准溶液 [6]。
2.2.4　 供 试 品 溶 液 的 制 备　 取“2.1.4”项 下
201701 样品制备的供试品挥发油 0.5 g，加灭菌
水稀释至 1.0 mg·mL－ 1 的溶液，供试品醇提浸
膏 1.0 g 加灭菌水稀释至 10.0 mg·mL－ 1、供试品
水提浸膏 1.0 g 加灭菌水稀释至 10.0 mg·mL－ 1

的溶液。
2.2.5　方法　参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
则 1201 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管碟法测定。取各
供试品溶液至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藤黄微球菌培养皿中，每皿 4 碟，皿中 1、3 接
种供试品溶液，2、4 接种标准溶液，于 37℃恒
温箱培养 16 h，测定抑菌圈直径 [6]，结果见表 4。

表 4　供试品及标准溶液抑菌圈直径 (mm) 
Tab 4　Antibacterial circle diameter of test product and standard solution (mm)

供试品
枯草芽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藤黄微球菌

管碟 1 直径 管碟 3 直径 管碟 1 直径 管碟 3 直径 管碟 1 直径 管碟 3 直径

挥发油 15.6 16.3 17.2 16.8 24.2 24.6
醇提浸膏 14.3 13.9 15.2 14.3 20.3 19.6
水提浸膏 13.8 14.3 16.8 15.2 19.5 19.0

标准溶液 管碟 2 直径 管碟 4 直径 管碟 2 直径 管碟 4 直径 管碟 2 直径 管碟 4 直径

链霉素 24.0 24.5 20.1 21.3 20.3 21.4
新霉素 23.2 22.5 21.8 21.1 22.2 21.4
土霉素 23.6 22.9 22.0 21.3 23.9 24.4

2.3　最低抑菌浓度测定

　　 用 稀 释 倍 数 法 测 定 最 低 抑 菌 浓 度， 取
“2.1.4”项下 201701 样品提取的供试品挥发油 0.5 
g、醇提浸膏 1.0 g 及水提浸膏 1.0 g，分别加灭菌
的 2% 蛋白胨灭菌稀释液稀释至 50 mL 为供试品
挥发油溶液、供试品醇提浸膏溶液、供试品水提
浸膏溶液，分别用微孔滤膜滤过装入无菌试管中
备用。取试管 38 支，每支装 9 mL 胰酪蛋白培养
基溶液，加压灭菌后，冷却备用，用灭菌的 2%
蛋白胨为稀释液，制备供试品挥发油质量浓度分
别约为 5、0.5、0.05 mg·mL－ 1 和供试品醇提浸膏、
供试品水提浸膏质量浓度分别约为 10、1.0、0.01 
mg·mL－ 1 的溶液，同法制备 0.01 mg·mL－ 1 的
罗红霉素对照品溶液，制备阳性对照管（加对照
品溶液）与空白管。分别接种各实验菌液 0.05 
mL，于 37℃恒温箱培养 18 h 后，取出，加 5%

的甲醛溶液抑制细菌再生长，在 600 nm 波长处
测定吸光度 [8]，结果见表 5。
3　结果

3.1　香芹酮、柠檬烯气相分析结果 
　　各样品中香芹酮、柠檬烯含量相对稳定，原
药材中香芹酮达到 0.38% 以上、柠檬烯 0.02%；
挥发油中含量较高，香芹酮达到 58.1%、柠檬
烯 2.7%；醇提浸膏以干燥浸膏计香芹酮 18.5%、
柠檬烯 0.9%；水提浸膏以干燥浸膏计香芹酮
12.2%、柠檬烯 0.6%；该方法适用于留兰香药材
各形态样品中香芹酮、柠檬烯测定。
3.2　抑菌活性与最低抑菌浓度分析结果 
　　参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抗生素效价测定
法及中药生物活性测定指导原则，对留兰香药材
提取物进行抑菌活性实验，从表 4 中数据分析结
果可知，该样品在不同菌株培养皿中均产生一定

表 3　留兰香不同提取方法香芹酮、柠檬烯含量测定 (mg·g－ 1) 
Tab 3　Determination of carvone and limonene content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of Mentha spicata extract (mg·g－ 1)

样品

批号

原药材粉末 供试品挥发油 供试品醇提浸膏 供试品水提浸膏

香芹酮含量 柠檬烯含量 香芹酮含量 柠檬烯含量 香芹酮含量 柠檬烯含量 香芹酮含量 柠檬烯含量

201701 0.41 0.021 56.75 2.26 18.22 0.83 14.35 0.68
201702 0.47 0.023 67.65 3.32 19.37 0.97 11.89 0.61
201703 0.32 0.015 41.78 1.93 16.38 0.78   9.78 0.42
201704 0.31 0.014 37.88 1.85 16.21 0.87 10.23 0.52
201705 0.36 0.014 63.77 3.01 18.99 0.94 13.74 0.73
201706 0.43 0.023 65.75 3.18 18.25 1.02 13.21 0.62
201707 0.39 0.02 66.34 3.04 18.96 0.98 12.84 0.55
201708 0.34 0.015 59.78 2.98 19.32 0.92 10.27 0.49
201807 0.40 0.019 62.13 2.85 20.04 1.10 13.24 0.67
201808 0.34 0.016 59.08 3.02 19.32 0.96 12.08 0.57
均值 0.38 0.018 58.09 2.74 18.51 0.94 12.1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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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菌效果，各抑菌圈直径与标准溶液一致；其
中藤黄微球菌培养基灵敏度高，可作为该药材抑
菌效价研究首选，同时对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产生抑菌活性，说明留兰香药材有广谱
抑菌作用，可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用稀释倍数
法测定最低抑菌浓度，根据培养后观察菌群生长
浊度及表 5 测定吸光度值（A）分析，留兰香药材
各组供试品溶液的浊度及吸光度均不同，根据菌
群生长浊度观察及吸光度数据分析，将 A ≤ 0.30
定为有抑菌作用的样品浓度，得到供试品挥发油
的 MIC 为 0.05 mg·mL－ 1，供试品醇提浸膏和水
提浸膏的 MIC 均为 0.1 mg·mL－ 1。
4　讨论

4.1　色谱条件与样品处理的优化 
　　根据文献对测定留兰香样品中香芹酮、柠檬
烯成分的气相色谱条件进行优化，采用超声提取
法作为样品前处理方法，耗时短（耗时 30 min），
操作简便；比较甲醇、乙醇、乙酸乙酯、正己烷
等提取溶剂，从色谱图的干扰背景及待测成分回
收率结果分析，选择用正己烷为提取溶剂效果最
佳；内标法是减少气相色谱进样误差，选正十一
烷作内标物，保留时间在被测物香芹酮、柠檬烯
之间，并与两成分的分离度符合 2020 年版《中国
药典》要求，并将内标物配制成 0.2 mg·mL－ 1 的
溶液作为内标溶液，该浓度时色谱峰与待测组分
一致，用内标溶液作溶剂，确保对照品与供试品
溶液制备过程中内标物含量的稳定，减少分次加
入内标物的浓度变化误差 [9]。该分析方法系统适
用性试验中，柠檬烯、内标物正十一烷、香芹酮
成分的分离度、理论板数、拖尾因子、对称性均
等参数均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要求，优化

的分析方法灵敏度高，易普及，可为留兰香药材
及成品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4.2　抑菌活性与抑菌浓度研究意义 
　　根据抑菌圈测定数据及最低抑菌浓度分析，
留兰香药材对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藤黄微球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结合气相色
谱分析数据，提取方法不同各供试品溶液中香芹
酮、柠檬烯成分含量不同，但提取方法与抑菌活
性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证明单一的分析方法控制
药材质量存在缺陷，用中药生物活性测定方法综
合评价药材质量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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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培养管吸光度值表 
Tab 5　Absorbance of culture tubes

提取方法
供试品挥发油 供试品醇提浸膏 供试品水提浸膏 阳性 空白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Y K
样品浓度 /（mg·mL － 1） 5.00 0.50 0.05 10.00 1.00 0.10 10.00 1.00 0.01 0.05 0.00
枯草芽孢杆菌 /Abs 0.183 0.179 0.204   0.320 0.289 0.432   0.255 0.267 0.421 0.052 0.362
金葡球菌 /Abs 0.142 0.167 0.158   0.362 0.293 0.484   0.248 0.293 0.365 0.087 0.485
藤黄微球菌 /Abs 0.178 0.191 0.263   0.378 0.301 0.441   0.321 0.297 0.402 0.062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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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的制备及相关评价

孙钦勇，冯中，咸鑫，杜丽平，高帆俐，张朝，禹珊珊，张贵民*（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手

性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临沂　273400）

摘要：目的　制备并评价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方法　采取 Box-Behnken 设计以

崩解时限和硬度为考察指标优化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处方，考察口腔崩解片在温度

（40±2）℃、湿度（75±5）% 环境中 3 个月的稳定性。结果　最终确定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的处

方为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包合物 41.35 mg、甘露醇 53.19 mg、交联聚维酮 6.9 mg、羧甲基纤维

素钠 7.11 mg、乳糖 36.95 mg、滑石粉 3.00 mg、硬脂酸镁 1.50 mg。结论　该工艺较为稳定，

可用于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的制备。

关键词：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包合物；HP-β-CD；Box-Behnken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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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对 5- 羟色胺受体 1B（5-
HT1B）和 1D（5-HT1D）亚型具有高度的亲和力，
可抑制三叉神经疼痛通路中神经肽的释放和传
递，是第 2 代曲普坦类治疗偏头痛药物 [1]。苯甲
酸利扎曲普坦为白色至类白色结晶固体，水中易
溶，苦味强烈，其口腔崩解片由 Merck 公司研
制，1998 年在荷兰上市，临床用于治疗急性偏头
痛发作，具有起效快、疗效好、安全方便的优点。
　　口腔崩解片（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ODT）
在口腔中能快速崩解，随吞咽动作进入消化道，

对不能吞咽的昏迷患者、吞咽功能发育不全的儿
童及吞咽功能减退的老人具有较好的依从性。口
腔崩解片还具有服用方便、起效快、生物利用度
高、对消化道黏膜刺激性小等特点 [2]。羟丙基 -β-
环糊精（hydroxypropyl-β-cyclodextrin，HP-β-CD），
为略呈锥形的中空圆筒立体环状结构，能够包络
各种客体分子，药物进入环糊精空腔后，其构象
发生改变，使药物附着于包合物中，掩盖药物的
不良气味，提高药物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 [3-6]。本
研究通过 HP-β-CD 包合苯甲酸利扎曲普坦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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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苦味，同时优化其口腔崩解片的处方，加快起
效速度。
1　仪器与试药
　　CPR-18 型 8 冲旋转压片机（意大利 BONA-
PACE）；TMG 1/6 型混合制粒机（德国 Glatt）；
Quadro Comil U5 型锥式整粒机（IDEX Corper-
ation，USA）；UV 分光光度计（V-630，Jasco，
Japan）；粉末流动性检测仪、振实密度测定仪、
脆碎度仪、System 860DL 型溶出仪、HDT-400C
硬度仪（美国 Logan）；游标卡尺（美国 SATA）；
DT50 型自动崩解仪（瑞士 Sotax）。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对照品（上海一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含量：99.9%，批号：17321301）；苯甲酸
利扎曲普坦原料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羟丙基 -β- 环糊精（河南瑞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甘露醇（江苏倍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交联聚维
酮（PVPP，美国阿施兰德，批号：0002230813）；
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明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批 号：5190800005267）； 乳 糖（DFE， 批 号：
104BX94）；滑石粉、硬脂酸镁（Peter Greven，批号：
518022299）；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纯化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含量测定
2.1.1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取 10 片苯甲酸利扎曲
普坦口崩片，研细，精密称取细粉适量（约相当于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5 mg），加 0.1 mol·L－ 1 盐酸溶
液制成含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20 μg·mL－ 1 的溶液，
经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2.1.2　对照品储备液的配制　取适量苯甲酸利扎
曲普坦对照品，加 0.1 mol·L－ 1 盐酸溶液制成含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29 μg·mL－ 1 的溶液，即得对
照品储备液。
2.1.3　空白溶液的配制　按照处方量制备不含苯
甲酸利扎曲普坦的空白片剂，照“2.1.1”项下方
法制备空白溶液。
2.1.4　专属性试验　取空白溶液（0.1 mol·L－ 1

盐酸溶液）、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260 ～ 300 nm 波长处扫描，结果在 281 nm 处出现
最大吸收峰，且空白溶液在（281±5）nm 处未出
现相同的吸收峰，故选择 281 nm 为测定波长 [7]。
2.1.5　线性关系考察　取“2.1.2”项下对照品储备
液适量，滤膜过滤，加 0.1 mol·L－ 1 盐酸溶液制
成 5.80、11.60、23.20、29.00、34.80 μg·mL－ 1 系
列质量浓度线性溶液，在 281 nm 处测定吸光度，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苯甲酸利扎普坦质量浓
度在 5.80 ～ 34.80 μg·mL－ 1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回归方程为 Y ＝ 0.014 87X ＋ 0.001 47，

r ＝ 0.9999。
2.1.6　精密度考察　取“2.1.2”项下对照品储备
液适量，滤膜过滤，连续测定 6 次，吸光度的
RSD 为 0.34%，表明本方法仪器精密度良好。
2.1.7　回收试验　称取阴性空白片剂粉未适
量，置于量瓶中，精密加入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对照品适量，制成质量浓度相当于 80%、100%、
120% 样品溶液，测定吸光度，结果平均回收率
均＜ 100.3%，RSD 均＜ 0.60%（n ＝ 3）。
2.2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的制备
2.2.1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的 HP-β-CD 包合物的制
备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舌头上的味蕾受体结合从
而产生苦味，HP-β-CD 可以阻止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与苦味受体结合，从而切断信号传导掩盖苦味。通
过研磨法制备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HP-β-CD 包合物，
在室温条件下，称取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原料药和
HP-β-CD，按照 1∶1、1∶2、1∶3 的摩尔比混合，
加入少量水（使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 更好
地混合）置于研钵中研磨 15 min，烘箱 40℃干燥
12 h。将物料粉碎后过 200 目筛网，备用。包合物
收率（%）＝包合物收得量 /（HP-β-CD 投入量＋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投入量）×100%。
2.2.2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HP-β-CD 包合物的评价
　照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在 281 nm 处测定吸
光度，计算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的包封率，包封率
（%）＝（包合物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含量 ×包合
物收得量）/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投入量 ×100%，
结果见表 1。

表 1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不同配比的包封率 

Tab 1　Entrapment rate of rizatriptan benzoate and HP-β-CD at 
different ratios

苯甲酸利扎曲

普坦 ∶HP-β-CD
包合物收

得量 /g
包合物收

率 /%
包合物苯甲酸利扎

曲普坦含量 /%
包封

率 /%

1∶1 10.56 66.90 19.94 84.20

1∶2 15.75 54.19 13.93 87.76

1∶3 18.89 44.60 12.09 91.39

　　选择 22 ～ 28 岁的 6 名健康男性志愿者进行
口味测评，每个志愿者口含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原
料药约 2 mg，包合比分别为 1∶1、1∶2、1∶3
的包合物各 30 s，记录苦味水平。测试前用水冲
洗口腔两次以免产生偏差，测试不同样品的时间
间隔不少于30 min。苦味水平评分：0＝强烈苦味，
1 ＝中等苦味，2 ＝轻微苦味，3 ＝无苦味，6 位
志愿者分别以 ABCDEF 表示，评价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 按
1∶3 混合时，包合物的包封率高，所得包合物无
味，掩味效果好。按照其他包合比例所制包合物



205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均有不同程度的苦味、包封率低。因此选择苯甲
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 的包合比为 1∶3。
2.2.3　口腔崩解片的处方优化　口腔崩解片的特
点是能够迅速崩解，溶出速度快。口腔崩解片的
硬度与崩解时限常成负相关，所以在满足口腔崩
解片崩解时限尽可能小的同时要保证其硬度尽可
能大。片剂的硬度过小，会导致生产难度大，同
时口腔崩解片的脆碎度容易不合格 [8]。因此根
据口腔崩解片的崩解时限和硬度结果，对处方
进行优化。本实验以 CMC-Na、甘露醇、乳糖、
PVPP、滑石粉、硬脂酸镁为辅料直接压片，其中
甘露醇为填充剂，PVPP 为超级崩解剂，CMC-Na
为黏合剂，根据预实验结果这 3 个因素对口腔崩
解片的外观、片重、厚度、脆碎度、含量等影响
偏小，对硬度及崩解时限影响较大。采用 BBD 设
计法以甘露醇（A）、CMC-Na（B）和 PVPP（C）
的用量百分比 3 个因素作为考察因素，分别用代
码－ 1、0、1 表示 3 个因素的低、中、高 3 个水平，
以口腔崩解片的硬度（Y1）和崩解时限（Y2）为主
要考察指标，对该口腔崩解片的处方进行优化，3
个影响因素及其水平见表 3。

表 3　BBD设计因素水平表 
Tab 3　Factor and level for BBD design

因素 /%
水平

－ 1 0 ＋ 1
A 30 35 40
B   2   4   6
C   3   4   5

　　根据 BBD 设计的处方制备苯甲酸利扎曲普
坦口腔崩解片，除硬脂酸镁外，所有物料过 60
目筛后以 50 r·min－ 1 混合 10 min，再加入过 80
目筛的硬脂酸镁 50 r·min－ 1 混合 5 min。使用 8 
mm 平冲头以 10 kN 的压力直接压片，目标片重
为 150 mg。结果见表 4。
　　将硬度和崩解时限作为优化因素，使其具有
最大硬度和最小崩解时限，得到的响应面见图
1，崩解时限和硬度的拟合方程为 Y1 和 Y2，Y1 ＝

53.53 ＋ 0.69A － 3.01B ＋ 8.89C － 1.00AB ＋

0.56AC － 0.70BC － 2.10A2 － 1.51B2 － 5.32C2，

Y2＝ 48.81－ 1.45A－ 14.20B＋ 1.78C＋ 4.62AB＋

0.64AC ＋ 2.55BC ＋ 1.24A2 ＋ 8.15B2 － 0.87C2。

图 1　硬度和崩解时限响应面图

Fig 1　Response surface diagram of hardness and disintegration time limit

　　通过双侧方差分析（ANOVA）对硬度（Y1）
和崩解时限（Y2）的 F 值和 P 值进行评估，结果
见表 5。2 个模型的 P 值均小于 0.05（显著）；失
拟项值均大于 0.05（不显著），说明模型的预测
结果与实际结果有较好的拟合度，能用于自制
口腔崩解片的处方筛选。因素 B、C 对片剂的度
有显著性影响；因素 A、B 和 C 对崩解时限有
显著性影响。因素 C 对硬度的影响最大（F 值
895.94），因素 B 对崩解时限的影响最大（F 值

表 2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不同配比苦味评估结果 
Tab 2　Evaluation of bitterness of rizatriptan benzoate and HP-β-CD 

at different ratios

处方
志愿者评分

A B C D E F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 0 0 1 1 0 0
包合物（1∶1） 2 1 1 2 0 1
包合物（1∶2） 3 2 2 3 1 3
包合物（1∶3） 3 3 3 3 3 3

表 4　各因素对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的影响 
Tab 4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rizatriptan benzo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
序号 A B C Y1 硬度 /N Y2 崩解时限 /s
  1 0 0 0 53.21±2.98 49.39±3.19
  2 0 0 0 53.10±3.77 48.37±2.49
  3 1 1 0 56.82±3.42 49.81±5.21
  4 0 － 1 － 1 40.32±3.10 70.64±8.02
  5 0 0 0 54.73±2.51 50.39±2.62
  6 － 1 － 1 0 36.53±1.52 49.82±3.75
  7 1 0 1 46.21±1.32 47.08±3.18
  8 0 1 1 51.69±3.09 46.63±4.63
  9 0 1 － 1 59.44±3.05 70.56±4.21
10 1 － 1 0 37.87±2.44 46.44±3.75
11 － 1 0 － 1 51.64±4.01 78.57±6.01
12 － 1 0 1 47.94±2.09 41.54±4.33
13 0 0 0 53.81±1.88 48.31±1.99
14 1 0 － 1 53.92±3.65 65.62±5.94
15 － 1 1 0 53.23±2.14 50.63±5.09
16 0 0 0 52.81±2.27 47.59±3.31
17 0 － 1 1 35.37±2.35 36.5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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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69）。AB 的相互作用对硬度具有协同作用
（P ＝ 0.0483），AB、BC 的相互作用对崩解时限

具有协同作用（P 分别为 0.0002，0.0049）。

表 5　BBD实验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 
Tab 5　Variance analysis in regression models with BBD test

来源 自由度
Y1 Y2

平方和 均方 F P 平方和 均方 F P
模型 9 874.07 97.12 137.74 ＜ 0.0001 2060.98 229 144.42 ＜ 0.0001
A 1 3.75 3.75 5.32 0.0544 16.85 16.85 10.63 0.0139
B 1 72.66 72.66 103.05 ＜ 0.0001 1613.69 1613.69 1017.69 ＜ 0.0001
C 1 631.72 631.72 895.94 ＜ 0.0001 25.24 25.24 15.92 0.0053
AB 1 4.02 4.02 5.70 0.0483 85.47 85.47 53.90 0.0002
AC 1 1.27 1.27 1.79 0.2222 1.64 1.64 1.03 0.3432
BC 1 1.96 1.96 2.78 0.1394 25.96 25.96 16.37 0.0049
A2 1 18.54 18.54 26.30 0.0014 6.47 6.47 4.08 0.0831
B2 1 9.55 9.55 13.54 0.0079 279.85 279.85 176.49 ＜ 0.0001
C2 1 119.21 119.21 169.07 ＜ 0.0001 3.22 3.22 2.03 0.1969
残差 7 4.94 0.71 － － 11.10 1.59 － －

失拟项 3 2.61 0.87     1.50 0.3433 6.33 2.11 1.77 0.2912
纯误差 4 2.32 0.58 － － 4.76 1.19 － －

总误差 16 879 － － － 2072.08 － － －

　　根据实验结果模拟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
崩解片的最优配方，实验函数的最大期望值
为 0.807%。当获得最优的结果时，甘露醇为
35.46%，PVPP 为 4.60%，CMC-Na 为 4.74%，硬
度为 56.0526 N，崩解时限为 46.73 s，这一实验
模型适用于直压法制备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
解片硬度最大化和崩解时限最小化的要求。最终
确定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的处方为：苯甲酸利扎曲
普坦包合物 41.35 mg、甘露醇 53.19 mg、PVPP 6.9 
mg、CMC-Na 7.11 mg、乳糖36.95 mg、滑石粉3.00 
mg、硬脂酸镁 1.50 mg。
2.3　最佳处方工艺验证
2.3.1　粉末流动性　生产片剂时，需要确定混粉
从进料斗到达模冲过程中是否具有连续且均匀
的流动性，即需要表征混粉的流动性 [9]。根据最
优处方称取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和其他辅料，按
照“2.2.3”中方法混合。从混粉中准确称取重量
（W），缓慢的地将其转移到量筒中，测量初始体
积（V1），设置振动频率 100 次·min － 1，振动次
数 500 次，测量体积（V2）。计算堆密度（ρb）和
振实密度（ρbt）：ρb ＝ W/V1；ρbt ＝ W/V2。
　　休止角反映粉粒间动态的摩擦系数大小，休
止角越大，摩擦系数越大，粉末的流动性越差。
Tanθ ＝ H/R，其中为θ 为休止角，R 为圆锥形桩
的半径，H 为圆椎形桩的高度。结果如表 6 所
示，3 批自制批的混粉均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休
止角＜ 30°，卡尔指数≤ 12）。
2.3.2　物理特性检测　按照“2.2.3”项下处方优
化工艺，自制 3 批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

对该口腔崩解片的崩解时限、硬度、脆碎度、含
量等特性进行考察，同时对苦味水平进行评价，
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口腔崩解片外观光滑、平
整，3 批自制片批间差异较小，无苦味，各参数
均在范围内，能够达到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
解片的制备要求。
2.3.3　体外溶出检测　采用溶出测定第二法（桨
法），分别以 0.1 mol·L－ 1 盐酸溶液、pH 4.5 醋
酸盐缓冲溶液、pH 6.8 磷酸盐缓冲溶液、水为
溶出介质，温度（37±2）℃，搅拌浆转速 75 
r·min－ 1，分别于 2、5、10、15、30 min 取样 5 
mL，同时补充等量同温的溶出介质，测定自制批
口腔崩解片溶出度，结果如图 2 所示。3 批自制
批药物的溶出率均大于 85%，且批间差异较小，
药物溶出快。
2.4　初步稳定性研究

　　 将 片 剂 包 装 在 玻 璃 小 瓶 中， 在 温 度
（40.0±2）℃、湿度（75±5）% 恒温恒湿箱中考
察 3 个月，分别于 0、1、2、3 个月取样检测片
剂外观性状、崩解时限、含量和体外药物溶出度
等，结果见表 8。在储存过程中，片剂的外观性
状、体外崩解时限、药物含量和药物溶出度均无

表 6　粉末流动性评价结果 
Tab 6　Powder blending

批次 休止角 /°
堆密度 /

（g·mL － 1）

振实密度 /
（g·mL － 1）

卡尔指数 /%

自制批 1 24.44±0.49 0.54±0.014 0.612±0.010 11.693±1.272

自制批 2 25.65±0.82 0.50±0.011 0.571±0.016 11.743±1.323

自制批 3 26.00±0.55 0.53±0.024 0.618±0.010 11.816±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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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表明该口腔崩解片的稳定性良好。

表 8　加速条件下的稳定性考察结果 
Tab 8　Stability under accelerated conditions

时间 / 月 外观 崩解时限 /s 含量 /% 药物溶出度 /%
0 平整、光滑 46.32±1.75 100.13±0.39 99.81±1.23
1 平整、光滑 47.57±1.44   99.02±0.46 99.43±1.40
2 平整、光滑 49.81±1.83   98.41±0.28 98.78±1.65
3 平整、光滑 48.68±1.76   99.03±0.35 99.12±1.87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研磨法制备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包
合物，结果表明苯甲酸利扎曲普坦与 HP-β-CD 的
摩尔比为 1∶3 时所制的包合物无苦味，证明包
合能遮盖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的不良味道。苯甲酸
利扎曲普坦用于治疗急性偏头痛，吸收速率越快
越有利于发挥其功效，自制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
腔崩解片的崩解速度快、掩味效果好、服用方便，
能更快地发挥药效。硬度是影响崩解速度和溶出
度的重要因素，而崩解速度和溶出度会对生物利
用度产生影响，崩解时限与片剂的机械强度成正
比，为加快口腔崩解片的崩解，通常将硬度设计
较低。口腔崩解片的理想崩解时限通常不大于 1 

min，因此需要降低生产的硬度，但硬度过小在
生产中会遇到一些挑战，因此口腔崩解片的制备
工艺须在机械强度和崩解时限之间进行平衡。本
实验通过 BBD 实验设计，选择填充剂、崩解剂
和黏合剂为影响因素对口腔崩解片的硬度和崩解
时限进行优化，选择最优的处方。根据优化处方
制备的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粉末流动
性良好，工艺稳定，所得崩解片的溶出度高，稳
定性良好，可为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制
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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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自制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口腔崩解片的物理特性及含量测定结果 
Tab 7　Physical property and content of rizatriptan benzo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

批次 外观 苦味水平 崩解时限 /s 硬度 /N 脆碎度 /%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含量 /%
自制批 1 平整、光滑 3 44.32 57.76 0.23 101.02
自制批 2 平整、光滑 3 47.53 54.92 0.18   99.79
自制批 3 平整、光滑 3 46.98 57.46 0.26 100.63

图 2　不同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对比（n ＝ 6）
Fig 2　In vitro dissolution profiles in different media（n ＝ 6）
A. 0.1 mol·L－ 1 盐 酸（0.1 mol·L－ 1 hydrochloric acid）；B. pH 4.5
乙酸盐缓冲液（pH 4.5 acetate buffer）；C. pH 6.8 磷酸盐缓冲液（pH 
6.8 phosphate buffer）；D. 水（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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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调脂 
及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叶静1，陆春晖1，沈静1*，张露2（1.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乌鲁木齐　830011；2.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乌鲁

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通过建立大鼠高脂血症模型探讨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调脂及抗

氧化作用。方法　建立大鼠高脂血症模型，阳性对照组给予脂必妥（187.5 mg·kg－ 1），新疆鼠

李果实提取物低、中、高剂量组以 75、150、300 mg·kg－ 1 给药，给药 4 周后，测定血清与肝

组织中相关指标，并观察肝与主动脉组织病理学改变。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总

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C）、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丙二醛（MDA）及一氧化氮（NO）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总超氧化物歧化

酶（T-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肝脂酶（HL）、脂蛋白脂肪酶（LPL）及总脂

酶（LA）降低，肝与主动脉组织脂肪变性；与模型组相比，给药组 TC、TG、LDL-C、ALT、

AST、MDA 及 NO 降低，HDL-C、T-SOD、GSH-PX、HL、LPL 及 LA 升高，肝组织病理改变

好转。结论　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具有调节血脂，增强抗氧化能力的作用。

关键词：新疆鼠李果实；高脂血症；调脂作用；抗氧化作用

中图分类号：R2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53-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11

Effect of Rhamnus songorica fruit extract on the lipid regulation and 
antioxidation in hyperlipidemia rats

YE Jing1, LU Chun-hui1, SHEN Jing1*, ZHANG Lu2 (1.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2. College of Pharmacy,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Rhamnus songorica fruit extract (RSFE) on the lipid-
regulating and antioxidation in hyperlipidemic rats. Methods  Rat model with hyperlipidemia was 
established.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187.5 mg·kg－ 1 of Zhibituo, and RSFE groups 
were given 75, 150, and 300 mg·kg－ 1 RSFE respectively. After 4 weeks, the related indicators in 
the serum and liver tissue were measured, and the liver and aortic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C, TG, LDL-C, ALT, AST, MDA, 
and NO were in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while HDL-C, T-SOD, GSH-PX, HL, LPL and LA were 
decreased. The liver and aortic tissue steatosis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C TG, LDL-C, ALT, AST, MDA and NO were decreased in the RSFE groups, 
while HDL-C, T-SOD, GSH-PX, HL, LPL, and LA were increased,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iver tissue were improved. Conclusion  RSFE can regulate the blood lipids and enhance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hyperlipidemic rats. 
Key words: Rhamnus songorica fruit; hyperlipidemia; lipid regulation; antioxidation

作者简介：叶静，女，主管药师，主要从事药理学与心血管内科临床药学研究，E-mail：523104279@qq.com  * 通信作者：沈静，女，

主任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研究，E-mail：6572177@qq.com

　　由于脂肪代谢或运转异常使血浆中一种或几
种脂质高于正常称为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

HLP）[1]，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
疾病及脂肪肝病的主要发病原因 [2-3]。新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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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哈萨克常用药新疆鼠李果实，民间常将其用
于高脂血症的治疗中。新疆鼠李果实系鼠李科
（Rhamnaceae）鼠李属（Rhamnus）植物新疆鼠李
果实（Rhamnus songorica G.）产自中国新疆西部
伊宁、新源、巩留、特克斯、尼勒克、玛纳斯等
地区，在中亚地区也有分布，为当地较为普遍的
灌丛植物。新疆鼠李果实在新疆地区种质资源非
常丰富，在哈萨克医学中是具有一定药用历史的
常用民间药材，具有助消化、调节脂质代谢等功
效。迄今对新疆鼠李果实化学成分与作用于高脂
血症药理作用的相关研究均罕见报道，国外也仅
限于生物及生态学等方面。基于民间应用基础及
前期相关药材研究，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医
院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中，高脂血症患者给予新
疆鼠李果实后，血脂均得到改善。
　　本文选用体外抗氧化活性较强的新疆鼠李果
实，通过建立大鼠高脂血症模型，初步探讨新疆
鼠李果实提取物（RSFE）调脂作用及其体内抗氧
化作用，为后续新疆鼠李果实对高脂血症作用机
制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

1.1　试药

　　新疆鼠李果实于 2017 年 8 月采自新疆伊犁
州伊宁县山区，经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天然药
物分析教研室认定。脂必妥片（成分：红曲，规
格：0.35 g/ 片，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批号：
Z20178011）。
　　胆固醇（Klontech 公司，批号：C27H460），
猪胆盐（上海兰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批号：
160318），丙硫氧嘧啶片（德国 Lomapham Rudolf 
Lohmann GmbH KG 公司，批号：004000），蛋黄
粉（安徽毫州蛋业有限公司，批号：20160120），
香油（新疆泰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批号：
20160203），白糖、猪油（市售），总胆固醇（TC）、
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
密度脂蛋白（HDL-C）测试盒（Biosino 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丙二醛（MDA）及一氧化氮（NO）、总
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肝脂酶（HL）、脂蛋白脂肪酶（LPL）
及总脂酶（LA）测试盒及蛋白定量测试盒（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1.2　实验动物

　　SPF 级健康成年昆明种小鼠 40 只，雌雄各
半，体质量 18 ～ 22 g；SPF 级健康成年雄性 SD

大鼠 90 只，体质量（200±20）g [ 新疆医科大学
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实验动物许可 SYXK（新）
2016-0001]。
　　高脂饲料含 10% 猪油、2% 胆固醇、7% 白糖、
1% 猪胆盐、0.3% 丙硫氧嘧啶、8% 蛋黄粉、0.5%
香油、71.2% 基础饲料，其中猪油为市售猪油加
热，滤过，去渣而成，饲料的混匀压制由新疆医
科大学医学实验动物中心代为加工。
1.3　仪器

　　真空泵（郑州长城科菲工贸有限公司），电
子称（成都普锐斯电子有限公司），冰箱（博世西
门子家电集团），冷冻离心机（长沙湘仪离心机仪
器有限公司），高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海尔－ 80℃冰箱（海尔医疗实验室用品有限
公司），匀浆机（金坛医疗器械厂），涡旋器（上海
第一医学院仪器厂），UV-1800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卓越 31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武汉精诚伟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石蜡切片机
（德国 SLEE 公司），倒置光学显微镜（日本 Olym-
pus 公司）。
2　方法

2.1　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的制备

　　取新疆鼠李新鲜果实于通风干燥条件下阴干、
粉碎，共得药材细粉 1530 g，按料液比 1∶10 加
70% 乙醇加热回流分批次提取 3 次，每次 1 h，过
滤、浓缩、冷冻干燥后得干粉共计 120.87 g，计
算平均出膏率约为 7.9%。
2.2　RSFE 急性毒性的测定

　　 最 大 耐 受 量 实 验： 小 鼠 20 只， 以 4.5 
g·kg－ 1 剂量一次灌胃给药后，观察 7 d。期间未
发现小鼠异常或死亡现象，平均每只增加 2.5 g，
为正常增长，故得出最大耐受量＞ 4.5 g·kg－ 1。
2.3　大鼠高脂血症模型的建立

　　SD 雄性大鼠常规适应性喂养１周后进行实
验，禁食 12 h 后，眼眶静脉丛采血，测定 TC、
TG 等血脂指标，根据血脂水平及体质量，使用
完全随机分组法将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15 只）
和高脂血症模型组（75 只）。正常对照组给予基础
饲料喂养，高脂血症模型组给予高脂饲料喂养。
高脂血症模型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 5 组，即模
型组、阳性对照组、RSFE 低剂量组、RSFE 中剂
量组、RSFE 高剂量组。
　　第 10 周高脂饲料喂养结束后，每组大鼠眼
眶取血测定血清 TC、TG、LDL-C 及 HDL-C 水
平，再每组随机取 2 只大鼠处死，取肝脏进行肝



2055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组织病理学检查，血脂四项测定辅以肝组织病理
学检查以判断高脂血症模型造模是否成功。
2.4　给药

　　正常对照组每日给予普通饲料喂养，模型组
及各给药组每日给予高脂饲料喂养。正常对照组：
给予生理盐水 10 mL·kg－ 1 灌胃，阳性对照组：
给予脂必妥 187.5 mg·kg－ 1 灌胃，RSFE 低、中、
高剂量组分别给予 RSFE 75、150、300 mg·kg－ 1

灌胃。以上各组大鼠每日 1 次灌胃给药。灌胃
4 周后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 TC、TG、LDL-C 及
HDL-C 水平。
2.5　大鼠血清生化指标的测定

　　分离大鼠血清，采用对应试剂盒测定 TC、
TG、LDL-C、HDL-C、ALT、AST、NO、T-SOD、
MDA。
2.6　大鼠肝脏组织指标的检测

　　等重量称取肝组织后，加 9 倍体积生理盐水
进行匀浆，3000 r·min－ 1、4℃下离心 15 min，得
10%肝匀浆，取上清分装保存于－ 80℃冰箱。

2.7　肝脏组织和心肌组织病理学检查

　　开腹取肝脏组织、开胸取心脏组织，置于 4%
多聚甲醛溶液中进行固定，经石蜡包埋、切片
（厚度为 5 μm），行常规 HE 染色，于光学显微镜
下观察大鼠肝脏组织和大鼠主动脉组织病理形态
学变化。
2.8　统计学方法

　　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7.0 进行分析，实验
数据以 x±s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大鼠高脂血症模型造模检测结果

3.1.1　血脂四项检测　结果表明，高脂饲料喂养
10 周后，高脂血症模型组大鼠血清 TC、TG 与
LDL-C 水平显著升高，HDL-C 水平显著降低，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果见表 1。

3.1.2　肝脏组织病理检查结果　高脂饲料喂养 10
周后，正常对照组随机取 2 只大鼠处死，高脂血
症模型组随机取 20 只大鼠处死，取肝脏进行病
理学检查，检测结果显示高脂血症模型组 90%
（18/20）大鼠出现肝细胞变性，可见大小不等的
脂肪滴空泡散在，肝细胞排列疏松，符合高脂血
症性脂肪肝病理诊断标准（见图 1）。血清生化及
肝脏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表明，经过 10 周高脂

饲料喂养成功建立大鼠高脂血症模型。
3.2　RSFE 对 高 脂 血 症 大 鼠 血 清 TC、TG、

LDL-C 及 HDL-C 水平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的
TC、TG 及 LDL-C 升高，HDL-C 降低。给药 4 周
后，各给药组 TC、TG 及 LDL-C 降低，HDL-C
升高（P ＜ 0.01）（见表 2）。
3.3　RSFE 对高脂血症大鼠血清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表 1　高脂饲料喂养 10 周大鼠血清 TC、TG、LDL-C及 HDL-C的分析 (x±s) 
Tab 1　TC，TG，LDL-C and HDL-C in the serum of rats after 10 weeks of high-fat diet (x±s)

组别 n TC/（mmol·L － 1） TG/（mmol·L － 1） LDL-C/（mmol·L － 1） HDL-C/（mmol·L － 1）

正常对照组 15 1.79±0.14 0.59±0.06 0.47±0.21 1.40±0.09

高脂血症模型组 75  5.10±0.16*  1.13±0.10*  4.19±0.23*  0.63±0.08*

注（Not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01）。

表 2　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大鼠血清 TC、TG、LDL-C及 HDL-C水平的影响 (x±s，n ＝ 8) 
Tab 2　Effect of RSFE on the level of TC，TG，LDL-C and HDL-C in the serum of rats (x±s，n ＝ 8)

组别 TC/（mmol·L － 1） TG/（mmol·L － 1） LDL-C/（mmol·L － 1） HDL-C/（mmol·L － 1）

正常对照组 1.93±0.50 0.74±0.09 0.59±0.17 1.37±0.15

模型组 8.73±0.56** 1.71±0.16** 5.32±0.84** 0.69±0.08**

阳性对照组 2.36±0.39## 0.64±0.21## 0.71±0.14## 1.10±0.11**##

RSFE 低剂量组 3.28±0.66**## 1.47±0.16**## 2.38±0.18**## 0.74±0.05**

RSFE 中剂量组 2.53±0.28*## 1.04±0.11**## 2.15±0.22**## 0.82±0.11**

RSFE 高剂量组 2.13±0.37## 0.65±0.13## 1.59±0.18**## 1.05±0.18*##

注（Not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05，
**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肝脏是脂质代谢的重要场所，血清中 ALT 与
AST 水平的升高可反映肝损伤程度。结果表明，

高脂饲料喂养 14 周后，模型组的 ALT、AST
水平升高，各给药组的 ALT、AST 水平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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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P ＜ 0.01）（见表 3）。

表 3　RSFE对大鼠血清 ALT和 AST水平的影响 (x±s，n ＝ 8) 
Tab 3　Effect of RSFE on the level of ALT and AST in the serum of 

rats (x±s，n ＝ 8)

组别 ALT/（U·L － 1） AST/（U·L － 1）

正常对照组   45.47±9.38   68.51±13.10

模型组 140.25±10.81** 174.75±18.84**

阳性对照组   64.40±17.05## 108.67±11.20##

RSFE 低剂量组   80.33±10.69## 140.67±9.29##

RSFE 中剂量组   77.00±17.29##   96.43±26.49##

RSFE 高剂量组   76.71±8.24##   87.25±14.39#

注（Not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

较，#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4　RSFE 对高脂血症大鼠血清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模型组血清 T-SOD、MDA、NO 均有显著性
变化，提示长期高脂饮食降低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从而对机体造成氧化损伤。RSFE 可提高大鼠血
清 T-SOD 水平，降低血清 MDA 及 NO 含量，改
善机体受自由基攻击程度（见表 4）。
3.5　RSFE 对高脂血症大鼠肝组织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3.5.1　RSFE 对 高 脂 血 症 大 鼠 肝 组 织 T-SOD 和
MDA 的影响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肝
组织 T-SOD、MDA 有显著性变化（P ＜ 0.01），长
期高脂饮食可降低肝脏的抗氧化能力从而对肝脏造
成氧化损伤。RSFE 可提高大鼠肝组织 T-SOD 水平，
降低肝组织 MDA 含量，改善机体受自由基攻击程
度（P ＜ 0.01）（见表 5）。

表 4　RSFE对大鼠血清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x±s，n ＝ 8) 
Tab 4　Effect of RSFE on the antioxidative index in the serum of 

rats (x±s，n ＝ 8)

组别
T-SOD/

（U·mL － 1）

MDA/
（nmol·mL － 1）

NO/
（μmol·L － 1）

正常对照组 395.03±47.03 3.26±0.98 21.85±1.74

模型组 267.02±25.90** 5.91±1.21** 42.22±2.45**

阳性对照组 385.60±33.96## 3.76±1.24## 23.98±2.21##

RSFE 低剂量组 320.03±38.25# 4.29±0.85# 34.07±3.49**##

RSFE 中剂量组 304.93±33.62# 3.93±0.80## 30.55±4.62**##

RSFE 高剂量组 372.80±26.39## 3.74±1.22## 20.08±3.45##

注（Not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

较，#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5.2　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肝
组织 NO 和 GSH-PX 的影响　结果表明，模型组
NO、GSH-PX 均有显著升高，提示 HLP 发生过
程中 NO 和 GSH-PX 含量升高，伴随着氧化应激
反应的发生。给予 RSFE 灌胃 4 周后，可降低大
鼠肝组织 NO 和 GSH-PX 水平，改善肝脏组织氧
化应激反应状态（见表 5）。
3.5.3　新疆鼠李果实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 HL、
LPL 及 LA 的影响　结果表明，正常对照组，模
型组 HL、LPL、LA 均显著下降比较（P ＜ 0.01）。
提示长期进食高脂饲料使外源性脂质不能排出体
外，降低肝脏调控 HL 和 LPL 等脂蛋白代谢酶
生物活性的能力，引发体内脂质代谢紊乱。给予
RSFE 灌胃 4 周后，RSFE 可能通过肝脏调节脂

蛋白代谢酶的生物活性，升高大鼠肝组织中 HL、
LPL 及 LA 的活性，减轻肝组织脂肪变性，达到
调脂的目的（见表 5）。
3.6　大鼠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各组大鼠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如下：正常对
照组大鼠肝组织无异常变化，肝细胞形态和排列正
常且无脂肪变性，肝小叶结构清晰，肝细胞围绕小
叶中央静脉呈放射状。模型组大鼠发生肝脂肪变
性，病变程度主要是中重度脂肪变性，并且肝细胞
排列疏松，体积变大变圆，胞浆内有大小、多少不
等的脂滴，以致细胞核被挤压至一边。各给药组脂
肪变性不同程度减轻。其中，阳性对照组与 RSFE
高剂量组脂变和空泡变数量明显减少，个别出现灶
性坏死；RSFE 低剂量组肝细胞脂变较明显，肝小

表 5　RSFE对高脂血症大鼠肝组织各指标的影响 (x±s，n ＝ 8) 
Tab 5　Effect of RSFE on the index in the hepatic tissue of rats (x±s，n ＝ 8)

组别
T-SOD/

（U·mgprot － 1）

MDA/
（nmol·mgpro － 1）

NO/
（μmol·gprot － 1）

GSH-PX/
（U·mg － 1）

HL/
（U·mgprot － 1）

LPL/
（U·mgprot － 1）

LA/
（U•mgprot － 1）

正常对照组 200.66±22.99 2.42±0.27 2.57±0.20 641.86±68.35 1.23±0.10 1.11±0.22 2.35±0.28

模型组   94.55±15.74** 3.68±0.41** 4.67±0.67** 463.41±81.42** 0.53±0.05** 0.56±0.11** 1.09±0.08**

阳性对照组 185.52±23.26*## 2.84±0.51**## 3.82±0.47**## 604.91±57.62*## 1.31±0.13## 1.16±0.18## 2.47±0.24##

RSFE 低剂量组 109.21±16.90**# 3.22±0.45**# 4.15±0.76**## 492.59±82.41**# 0.64±0.10** 0.64±0.13** 1.28±0.22**

RSFE 中剂量组 138.93±20.06**## 3.05±0.52**## 3.72±0.49**## 533.35±67.39**## 0.71±0.14**## 0.83±0.26**## 1.55±0.12**##

RSFE 高剂量组 179.08±19.44*## 2.70±0.31*## 3.30±0.37**## 584.37±47.59**## 1.04±0.13**## 1.29±0.25*## 2.33±0.35##

注（Not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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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央区肝细胞有大小、多少不等的脂滴，病变
以中央静脉向周围递减，部分肝细胞胞浆疏松化；
RSFE 中剂量组肝细胞存在脂变和空泡变，但数量
较少，亦见部分肝细胞胞浆呈现疏松化（见图 2）。
参照高脂血症性脂肪肝的病理分级，RSFE 给药组
脂肪变性较模型组明显减轻，并接近于阳性对照
组，表明新疆鼠李果实有减轻高脂血症所引起的肝
细胞脂肪变性程度的作用。

（HE，100×）

（HE，400×）

图 2　大鼠肝组织病理切片

Fig 2　Pathological sections of liver tissue
A. 正常对照组（normal control group）；B. 模型组（model group）；C. 
阳性对照组（positive group）；D. RSFE 低剂量组（RSFE low-dose 
group）；E. RSFE 中剂量组（RSFE mid-dose group）；F. RSFE 高剂

量组（RSFE high-dose group）

3.7　大鼠主动脉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正常对照组大鼠主动脉组织无异常变化，内
膜表面完整光滑无损伤，中膜平滑肌排列整齐、
厚薄均匀，内皮细胞排列紧密无脱落。模型组大
鼠主动脉组织脂质沉着，内膜灶性增厚，中膜平
滑肌细胞排列紊乱，厚薄不均匀，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内膜、中膜厚度明显增大，内皮细胞排
列紊乱。给药组大鼠主动脉组织脂质沉着现象
较模型组有不同程度减轻。其中，阳性对照组
及 RSFE 高剂量组脂质沉着明显减少，内膜表面
较完整平滑且中膜平滑肌排列整齐且厚薄均匀；
RSFE 低剂量组脂质沉着较明显，中膜平滑肌细
胞排列排列紊乱，厚薄不均匀，散见炎性细胞浸
润；RSFE 中剂量组脂质沉着有所减轻，内膜灶
性增厚，中膜平滑肌基本排列整齐，部分平滑肌
有细胞水肿的现象（见图 3）。

图 3　大鼠主动脉组织病理切片（HE，400×）

Fig 3　Pathological sections of aortic tissue（HE，400×）

A. 正常对照组（normal control group）；B. 模型组（model group）；C. 
阳性对照组（positive group）；D. RSFE 低剂量组（RSFE low-dose 
group）；E. RSFE 中剂量组（RSFE mid-dose group）；F. RSFE 高剂

量组（RSFE high-dose group）

4　讨论

　　体内氧化平衡与高血脂症之间的关系密切，
高血脂促进动脉壁细胞中自由基的释放活性，活
性氧成分或氧自由基又进而导致 LDL 的氧化。而
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增强，使 T-SOD 水平降低后生
成大量脂质过氧化物，反映在 MDA 水平的增多
上 [4]。脂质过氧化物氧化 LDL-C 后使其黏附于血
管上，经历吞噬、凋亡等过程后转化为脂肪，进
一步加重高脂血症的发展 [5-6]。因此，对抗脂质过
氧化反应的发生，清除自由基是目前治疗高脂血
症的关键。
　　在机体的各类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所产生的
O2－，而后产生脂质过氧化物及终极产物 MDA，
进而导致生物分子的结构或功能障碍，成为高脂
血症的基础 [7-9]。机体通过保护性酶系统 - 抗脂质

100×

400×

图 1　正常对照组（A）及模型组（B）大鼠肝组织病理切片（HE）
Fig 1　Pathological sections of the liver tissu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and the model group（B）（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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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酶终止自由基反应。T-SOD 是一种有效的
抗氧化剂，具有清除 O2－与减少 MDA 生成的作
用，从而阻断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进而减轻其
对机体的损伤。NO 是由内皮细胞释放，具有舒
张血管并逆转其脂质过氧化状态的作用 [10-12]。而
GSH-PX 通过将胞浆、线粒体及脂类中的 H2O2 转
化为 H2O 和 O，从而阻断 OH 并且达到稳定细胞
膜的作用 [13]，清除脂质过氧化物，从而治疗高
脂血症 [14]。而肝细胞的抗氧化作用是通过提高
GSH-PX 活性而发挥其保护与解毒等功能的 [15-16]。
　　本文研究表明，高脂饮食诱导的高脂血症大
鼠组的 MDA 水平显著升高，说明其脂质氧化水
平升高、作用增强，这种升高的 MDA 能被不同
浓度的 RSFE 处理后得到改善，并且 RSFE 能降
低高脂血症大鼠 TC、TG、LDL-C、ALT 与 AST
水平，升高 HDL-C、HL、LPL 及 LA 水平，说
明 RSFE 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其次，高脂血症
能直接损伤动脉壁的抗氧化机能，使动脉壁内的
T-SOD 活性降低，导致其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受到
影响，加重所在区域的动脉血管的病理损伤和机
能的异常。本文中不同浓度的 RSFE 处理高脂血
症大鼠后，能不同程度地提升由高脂饮食诱导的
大鼠血清与肝组织中的 T-SOD 的降低水平，并降
低其 NO、GSH-PX 水平，也说明了 RSFE 具有增
强抗氧化酶活性、清除氧自由基和其他活性氧成
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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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旱莲苷 A的药动学研究

石碧茹，高建，赵晶，刘二伟，高秀梅，韩立峰*（天津中医药大学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市中药化学

与分析重点实验室，天津　301617）

摘要：目的　研究旱莲苷 A 经尾静脉注射后的药动学特征。方法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

三重四极杆质谱平台（HPLC-QQQ-MS）对供试品进行分析，采用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2.1 
mm×150 mm，5 μm）色谱柱分离；流动相为乙腈（A）-0.05% 乙酸水（B），梯度洗脱；流

速 0.4 mL·min－ 1，柱温 25℃；进样量 5 μL。多反应离子监测模式检测目标化合物。通过方

法学考察建立大鼠静脉给药旱莲苷 A 后的药动学分析方法，DAS 软件处理药动学参数。结果
　大鼠经尾静脉注射旱莲苷 A 后，药动学参数符合二室开放药动学模型，平均达峰时间 tmax

为0.0833 h、达峰浓度 Cmax 为131.33 ng·mL－1、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0～∞为142.72 h·ng·mL－1、

半衰期 t1/2α 是 0.1106 h、半衰期 t1/2β 是 3.0635 h、清除速率 CL 为 0.0117 L·h－ 1。结论　该方法，

灵敏度高、准确性好，能够用于旱莲苷 A 药动学研究。

关键词：墨旱莲；旱莲苷 A；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平台；药动学

中图分类号：R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59-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12

Pharmacokinetics of ecliptasaponin A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SHI Bi-ru, GAO Jian, ZHAO Jing, LIU Er-wei, GAO Xiu-mei, HAN Li-fe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mponent-based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mistry and Analysis,  Tianjin  301617)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ecliptasaponin A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Methods  The bio-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HPLC-QQQ-MS. The 
samples were separated on an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 (2.1 mm×150 mm, 5 μm) column and were 
eluted by acetonitrile-0.05% acetic acid gradiently. The flow rate was 0.4 mL•min－ 1,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MRM mod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arget compounds. Pharmacokinetics 
analytical of ecliptasaponin A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was established. DAS software 
was used to process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Results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ecliptasaponin A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wo compartment open model. The mean tmax was 0.0833 
h, and the Cmax was 131.33 ng·mL－ 1. The AUC0 ～∞ was 142.72 h·ng·mL－ 1, and the t1/2α and t1/2β 
was 0.1106 h and 3.0635 h, respectively. The clearance rate was 0.0117 L·h－ 1.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ensitive and accurate,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ecliptasaponin A. 
Key words: eclipta herba; ecliptasaponin A; HPLC-QQQ-MS; pharmac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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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旱莲始载于唐代 《新修本草》，为菊科一年
生草本植物醴肠 Eclipta prostrate L. 的干燥地上部
分，是中医常用补阴中药。性寒，味甘、酸，入
肝、肾经，入阴血、善敛固，具有滋补肝肾、乌
须固齿、凉血止血等功效 [1]。墨旱莲主要的化学

成分有三萜类、内酯类、香豆草醚类、黄酮类、
噻酚类、甾体类、挥发油以及有机酸等 [2-5]。关于
墨旱莲的含量测定报道大多集中在香豆草醚和黄
酮类上，如蟛蜞菊内酯、异去甲基蟛蜞菊内酯、
木犀草素 -7-O- 葡萄糖苷、醴肠醛、木犀草素、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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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素齐墩果酸 [6-10]。本课题组对墨旱莲化学成分的
研究发现其皂苷类成分含量较高，采用超高效液
相色谱配合亚 2 μm 小颗粒粒径填料色谱柱，对墨
旱莲药材提取物进行了快速分离，再配合高效液
相色谱 - 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平台（HPLC-QQQ-
MS），建立了指纹图谱定性方法 [11]，结果显示墨
旱莲 A 为墨旱莲药材中含量较高的化学成分。
　　文献报道，旱莲苷 A 具有抑菌、抗肺纤维化、
抑制骨关节炎等多方面药理活性 [12-14]，最近有文
献报道旱莲苷 A 还能抑制非小细胞肺癌 [15-16]。研
究中药提取纯化的单体活性成分的药动学行为对
新药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组前期对旱莲苷
A 口服药动学及组织分布进行了系统研究 [17]，由
于皂苷类成分大多具有口服吸收不好，生物利用
度低的特点，本研究进一步利用 HPLC-QQQ-MS
技术，测定大鼠尾静脉注射给药旱莲苷 A 后药动
学参数，为旱莲苷 A 的生物利用及后续新药开发
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SD 雄性大鼠 6 只，体质量在（200±20）
g [SPF 级，天津市山川红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所有大鼠在统一环境下适应性饲养 1 周，
每日 12 h 明暗交替，温度 22℃，期间自由饮食
和饮水。
1.2　仪器

　　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6430
三重四极杆质谱仪（Agilent 公司）；Mill-QⅡ
型超纯水器（Millipore 公司）；3K15 高速离心
机（Sigma 公 司）；N-EAVP 111 氮 吹 仪（美 国
Organomation 公 司）；AX205 十 万 分 之 一 天 平
（Mettler Toledo 公司）；XW-80A 涡旋混合器（沪
西分析仪器厂）；KQ-250E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80℃超低温冰箱（美
国 Thermo Heto 公司）。
1.3　试药

　　乙腈、甲醇（色谱纯，德国默克公司）；色谱
纯试剂乙酸（美国 TEDIA 试剂公司）；超纯水由
Mill-QⅡ 型超纯水净化系统制得；生理盐水（辰
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旱莲苷 A 对照品（实验
室自制得到，经过 HPLC-ELSD 检测，其纯度＞

98%[17]）；人参皂苷 Rg1（内标，纯度＞ 98%，成
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和质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2.1 mm×150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05% 乙酸水
（B），梯度洗脱（0 ～ 1 min，10% ～ 60%A；1 ～ 5 
min，60% ～ 90%A；5 ～ 9 min，90%A；9 ～ 10 
min，90% ～ 10%A，10 ～ 16 min，10%A）；流
速 0.4 mL·min－ 1，柱温 25℃；进样量 5 μL。
　　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ESI 源），采用多反
应监测（MRM）模式，负离子监测；毛细管电
压为 4.0 kV，以 N2 作为干燥气，干燥气温度为
350℃，流速设定 10 mL·min－ 1。旱莲苷 A 和人
参皂苷 Rg1 优化后的离子对，碰撞能量，碎裂电
压见表 1。

表 1　优化后质谱参数及用于定量分析的离子通道 
Tab 1　Optimized mass parameters and MRM transitions

标准品 离子对 /（m/z） 碰撞能量 /V 碎裂电压 /V

旱莲苷 A 633.4 → 587.2 260 37 

人参皂苷 Rg1 859.4 → 637.4 150 30

2.2　对照品储备液和内标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旱莲苷 A 10.00 mg 和人参皂苷 Rg1 
1.00 mg，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体积分数为
50% 的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配制
为 1 mg·mL － 1 和 100 μg·mL － 1 的对照品储备液，
然后将旱莲苷 A 对照品储备液稀释得到一系列不
同质量浓度的工作液（20.0、50.0、100.0、500.0、
1000.0、2000.0 ng·mL － 1）。 人 参 皂 苷 Rg1 用
50% 的甲醇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 250 ng·mL － 1

内标溶液。对照品溶液储存在 4℃冰箱备用。
2.3　血浆样品处理

　　取冷冻的大鼠血浆样品，于室温融化后涡
旋、混匀。精密吸取血浆样品 100 μL，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依次精密加入 10 μL 内标溶液
（250 ng·mL－ 1 人参皂苷 Rg1）、10 μL 空白甲醇
溶液，涡旋 1 min 混匀，再加入 380 μL 甲醇沉淀
蛋白，涡旋振荡 10 min 后静置，14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进样测定。
2.4　方法学考察 [18-19]

2.4.1　专属性试验　取空白血浆 100 μL，不加内
标，其他按照“2.3”项下方法处理，进样分析；
将对照品溶液（500 ng·mL－ 1）及内标溶液（250 
ng·mL－ 1）加入空白血浆中，同法处理；取大鼠
尾静脉给药后的血浆样品，同法处理；结果显示
目标化合物及内标峰形良好，血样中无内源性物
质干扰（见图 1）。
2.4.2　线性关系的考察　取空白血浆 100 μL，加
入内标溶液 10 μL 和系列浓度对照品溶液各 10 



206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μL，除不加 10 μL 空白甲醇溶液外，其他按照
“2.3”项下方法操作，最终标准曲线各点质量溶
液 浓 度 为 2.0、5.0、10.0、50.0、100.0、200.0 
ng·mL－ 1，取上清液 5 μL 进样测定。以血浆样
品中待测物与内标的峰面积比值（Y）为纵坐标，
以待测物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用加权最小
二乘法进行回归计算，权重系数为 1/χ，得回归
方程为 Y ＝ 0.2113X ＋ 0.0060，r 为 0.9985。
2.4.3　精密度与准确度考察　取大鼠空白血浆
100 μL，加入旱莲苷 A 对照品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5.0、50.0、200.0 ng·mL－ 1 的血浆样品各 6 份，
按“2.3”项下方法操作，连续测定 3 d，计算待
测化合物峰面积和内标峰面积比值，代入随行标
准曲线中计算浓度。测定 3 批血浆样品，分别计
算日内、日间精密度和准确度，结果旱莲苷 A 日
内及日间精密度 RSD 值均小于 5.6%，准确度在
86.63% ～ 106.59%，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与准确
度良好。
2.4.4　提取回收率与基质效应　取空白血浆
1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200、2000、8000 
ng·mL － 1 的墨旱莲苷 A 对照品溶液各 10 μL，按
“2.3”项下方法操作，进样测定；配制旱莲苷 A
的质量浓度为 5.0、50.0、200.0 ng·mL－ 1 的血浆
样品各 3 份，进样测定；另取空白血浆，按“2.3”
项下方法操作，得含空白基质的残渣，分别加入
100 μL 80% 甲醇配制低、中、高的旱莲苷 A 对照
品溶液复溶，进样测定，记录两次旱莲苷 A 的峰
面积，计算提取回收率；同样条件下，进样相应
低、中、高浓度对照品溶液；将对照品溶液与纯
对照品得出的峰面积相比，计算得到基质效应。
旱莲苷 A 各浓度提取回收率在 71.30% ～ 81.30%
（RSD ＜ 7.3%），基质效应在 70.29% ～ 88.61%
（RSD ＜ 12.0%），均符合生物样品检测的要求。

2.4.5　血浆质控样品稳定性考察　取空白血浆
100 μL，配制成旱莲苷 A 质量浓度为 5.0、50.0、
200.0 ng·mL－ 1 的对照品血浆样品，将血浆样
品室温放置 24 h，反复冻融 3 次和－ 80℃冻
融 7 d 后处理并测定，将样品实测值与初始值比
较，结果准确度在 91.37% ～ 119.82%，RSD 在
4.5% ～ 13.3%，表明样品在储存和处理过程中相
对稳定。
2.5　药动学实验
　　SD 雄性大鼠 6 只，体质量在（200±20）g，
给药前禁食 12 h，自由饮水，尾静脉注射旱莲苷
A 生理盐水混悬液（1 mg·kg－ 1），分别于给药前
及给药后 0、0.08、0.17、0.33、0.67、1、1.5、2、4、
6、12、24 h 经大鼠眼底静脉丛取血约 0.3 mL，
置于 1.5 mL 肝素化离心管中，6000 r·min－ 1 离
心 10 min，分离血浆，置于－ 80℃冰箱中储存，
直至进样分析。根据不同时间点血药浓度具体结
果，采用 DAS 1.0 软件计算大鼠尾静脉注射给药
后旱莲苷 A 后的药动学参数见表 2；平均血药浓
度 - 时间曲线见图 2。

表 2　大鼠尾静脉注射旱莲苷 A后主要药动学参数 (n ＝ 6) 
Tab 2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ecliptasaponin A in rat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n ＝ 6)
主要参数 结果

t1/2α/h 0.110±0.079
t1/2β/h 3.06±5.68
tmax/h 0.083±0.000
Cmax/（ng·mL － 1） 131.33±56.10
CL/（L·h － 1） 0.0120±0.0066
AUC0 ～ 24/（h·ng·mL － 1） 121.57±106.45
AUC0 ～∞ /（h·ng·mL － 1） 127.60±106.66

图 2　大鼠尾静脉注射旱莲苷 A 后的平均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图

（n ＝ 6）
Fig 2　Mean plasma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of ecliptasaponin A in rats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n ＝ 6）

　　由结果可知，大鼠尾静脉给药旱莲苷 A 后符
合二室开放药动学模型，旱莲苷 A 的血药浓度在
第一个取血时间点达峰，并在体内迅速分布，血药
浓度在 1 h 之内迅速下降，说明化合物在体内的消
除速度很快，半衰期较短。
3　讨论

图 1　空白血浆（A）、空白血浆加对照品（B）、大鼠给药后的血浆

样品（C）总离子流（TIC）图

Fig 1　TIC chromatogram of blank plasma（A），blank plasma 
spiked with ecliptasaponin A and the IS（B），and plasma sample after 
administrat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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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样品基质组成复杂，而一般目标化合物
含量比较低，样品在测定前需要选用恰当的前处
理方法，使目标化合物纯化和富集，一方面可以
除去介质中蛋白质、脂肪和尿素等较大分子物质
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与蛋白质或其他内源
性物质结合的药物解离下来进行测定。本实验对
蛋白沉淀法和液液萃取法进行了考察，结果蛋白
沉淀法比液液萃取法更方便、简单、快速，故采
用蛋白沉淀法对旱莲苷 A 在大鼠血浆进行前处
理。蛋白沉淀法分别采用 1∶3、1∶4 的甲醇、乙
腈，结果显示，1∶4的甲醇沉淀蛋白回收率较好。
　　采用 LC-MS 进行血样定量分析时，为了减
少样品处理中的操作误差、药物浓度低、内源性
杂质干扰、质谱检测时因离子化效率不同产生的
差异等问题，在实验中常加入内标来校正。实验
中选择了与旱莲苷 A 结构相似、色谱行为相近、
检测组分中没有的且与所含成分不发生相互作用
的人参皂苷 Rg1 作为内标。梯度洗脱方式，分离
度较好，质谱响应稳定，无内源性干扰 [19]。
　　结合课题组前期报道过大鼠口服旱莲苷 A 后
的相关药动学参数 [17] 及本实验尾静脉注射后得
到的药动学参数，根据公式，绝对生物利用度
F ＝（AUC PO/ 剂 量 PO）/（AUC IV/ 剂 量 IV），
可计算出旱莲苷 A 的生物利用度约为 1.68%。表
明旱莲苷 A 的生物利用度较低，后续新药开发时
应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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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散中侧柏叶的遵古炮制及现代炮制方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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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遵古方要求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对经典名方槐花散中侧柏叶的炮

制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方法　使用 Agilent Proshell 120 SB-C18 色谱柱（3.0 mm×100 mm，2.7 
μm），流动相为乙腈 -0.1% 甲酸水，进行梯度洗脱，柱温 30℃，检测波长为 254、280、300 
nm，流速 0.6 mL·min － 1，进样体积 5 μL。采用 Matlab 软件进行多波长融合，运用主成分分

析技术（PCA）从不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样品中筛选与古法焙制侧柏叶样品最相近的工艺，采

用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对不同方法炮制的侧柏叶指纹图谱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与古

法焙制侧柏叶最相近的炮制工艺为：侧柏叶除去硬梗及杂质，烘箱温度 140℃，烘制时间 15 
min，取出，凉干。结论　该炮制方法简便，工艺稳定，与古法焙制相一致。

关键词：侧柏叶；遵古炮制；现代工艺；多波长融合；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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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and modern processing methods for cacumen platycladi in 
Huaihua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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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rocessing methods for cacumen platycladi in Huaihua 
powder. Methods  Agilent Proshell 120 SB-C18 column (3.0 mm×100 mm, 2.7 μm) was used. The 
acetonitrile-0.1% formic acid was used as the gradient elution,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54, 280, and 300 nm, the flow rate was 0.6 mL·min － 1,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5 μL. 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multi-wavelength fus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cess most similar to the ancient method of baking 
cacumen platycladi samples. The fingerprint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ingerprint of cacumen platycladi ancient and modern processes. 
Results  The most similar method to ancient processing of cacumen platycladi was as follows: remove 
the hard stems and impurities in the leaves, dry for 15 min at 140℃ in the oven and then dry in the 
air. Conclusion  This processing method is simple and stabl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ancient baking 
method.
Key words: cacumen platycladi; ancient processing; modern technology; multi-waveleng thfusion; princi-
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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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名方遵古开发相关研究已成为研究热
点，已有较多文献从本草考证、制剂工艺、专利
研究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但有关经典名方中具
体中药炮制方法的研究鲜有报道。本课题组在
“遵从经典，符合药典”的原则下，采用性状鉴
别、浸出物含量、化学成分、指纹图谱相似度评
价等多种分析方法比较经典名方槐花散中侧柏叶
古法炮制与现代炮制方法的异同点，结合多波长
融合指纹图谱，从化学成分方面验证古今炮制方
法的异同。
　　槐花散由炒槐花、焙侧柏叶、荆芥穗、麸炒
枳壳组成，具有疏风利气、清肠凉血的功效，主
治肠风脏毒下血、痔疮出血、脱肛属风邪热毒或
湿热等病症 [1]。经方组成中侧柏叶起凉血止血之
功效，侧柏叶药材的基原与药用部位与 2020 年
版《中国药典》收载品种相同，选用柏科植物侧
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L.）Franco 的干燥枝梢
和叶，多在夏、秋二季采收，阴干 [2]。侧柏叶最
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微寒，能凉血止血、
清热止咳、祛风利湿、散肿毒、生发乌发 [3]。焙
是古代炮制方法之一，将药物置于器皿中，用文
火经较短时间加热至药物颜色加深、质地酥脆为
度。焙制侧柏叶在《圣济总录》和《普济方》中皆
有记载 [3-4]。本研究还原古籍中记载，以焙制侧柏
叶为基准，采用烘制方法，比较烘制侧柏叶与焙
制侧柏叶的异同点。
1　材料

1.1　试药

　　侧柏叶药材（上元堂药房，产地为安徽省，
经辽宁中医药大学许亮教授鉴定为柏科植物侧柏
的干燥枝梢和叶）。乙腈、甲酸、甲醇（色谱纯，
美国 TEDIA 公司），水为超纯水。
1.2　仪器 
　　2 L 陶瓷药罐（壶福有限公司）；1260 Infinity 
Ⅱ型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
司，包括二元高压梯度泵、真空脱气机、自动
进样器、柱温箱和 OpenLAB CDS 色谱工作站）；
LY15-101-2 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龙跃仪器有限
公司）；JX-2020 小型珠磨仪（上海净信有限公司）；
KQ5200V 超声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不同炮制方法样品性状鉴别

2.1.1　焙制侧柏叶的制作　取干燥后侧柏叶，除
去硬梗及杂质，置于陶瓷药罐内，用文火加热，
至罐中侧柏叶颜色变深，质地酥脆，有香气散出。

取出，晾干，得侧柏叶焙制样品（见图 1）[4-6]。
2.1.2　烘制侧柏叶的制作　取干燥后侧柏叶，除
去硬梗及杂质，置于烘箱中，采用均匀设计法，
烘箱温度为 120、140、160、180℃，烘制时间为
10、15、20 min。取出，晾干，得不同条件下侧
柏叶烘制样品。
2.1.3　性状鉴别及浸出物含量测定　对不同炮制
方法的侧柏叶样品进行性状鉴别和浸出物含量测
定。按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方法，照醇溶
性浸出物测定法下的热浸法测定，用乙醇作溶
剂，测定不同炮制侧柏叶样品的浸出物含量，结
果见表 1。

表 1　不同炮制方法样品的鉴定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samples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样品 炮制方法 性状 浸出物含量 /%
B1 文火焙制 15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8.1
B2 文火焙制 15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7.4
B3 文火焙制 15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7.3
H1 120℃烘制 10 min 黄绿色，有淡香气味 16.6
H2 120℃烘制 15 min 黄绿色，有淡香气味 17.9
H3 120℃烘制 20 min 黄绿色，有淡香气味 17.4
H4 140℃烘制 10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8.2
H5 140℃烘制 15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7.3
H6 140℃烘制 20 min 浅黄色，有清香气味 17.5
H7 160℃烘制 10 min 深黄色，有清香气味 17.4
H8 160℃烘制 15 min 深黄色，有清香气味 17.2
H9 160℃烘制 20 min 深黄色，有焦香气味 16.6
H10 180℃烘制 10 min 黄棕色，有焦香气味 17.6
H11 180℃烘制 15 min 黄棕色，有焦香气味 17.7
H12 180℃烘制 20 min 黄棕色，有焦香气味 17.5

2.2　侧柏叶 U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 [7-8]

2.2.1　色谱条件　Agilent Proshell 120 SB-C18 色
谱柱（3.0 mm×100 mm，2.7 μm），A 为 0.1% 甲
酸水，流动相 B 为乙腈，梯度洗脱条件（0 ～ 2 
min，5% ～ 15%B；2 ～ 6 min，15% ～ 18%B；
6 ～ 18 min，18% ～ 38%B；18 ～ 21 min，
38% ～ 54%B；21 ～ 27 min，54% ～ 64%B；
27 ～ 30 min，64% ～ 85%B），进样量 5 μL，流
速 0.6 mL·min － 1，柱温 30℃。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炮制后侧柏叶粉末
约 0.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
醇溶液 20 mL，超声处理 20 min，用甲醇补足失
重，摇匀，经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
即得。
2.2.3　仪器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结果各色
谱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 0.1%，相对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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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性状鉴别

Fig 1　Characteristics of cacumen platycladi by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RSD ＜ 1.5%，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2.4　重复性试验　取相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供
试品溶液 6 份，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0.1%，相
对峰面积 RSD 均＜ 1.5%，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2.5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室温下放
置 0、2、4、6、12、24 h 分别按“2.2.1”项下色
谱条件进行测定，结果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
RSD ＜ 0.1%，相对峰面积 RSD ＜ 1.3%，表明供
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2.6　多波长融合侧柏叶的 UPLC 指纹图谱的建
立　选取 140℃烘制样品与焙制样品，按“2.2.2”
项下方法制备，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
定，共确认了 21 个共有峰。通过 DAD 检测器对
侧柏叶色谱图进行紫外全波长（200 ～ 400 nm）
扫描。根据扫描结果确定融合波长为 254、280、
300 nm。分别从 Agilent 1260 色谱工作站中导
出 254、280、300 nm 的 dif 格式数据文件，使用
Matlab 软件编程，将导出的数据进行全时段多波
长信息融合后，比较得出焙制侧柏叶与烘制侧柏
叶在色谱图上无显著性差别，结果见图 2。
2.3　不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样品同异性分析

　　将不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共有峰峰面积数据
导入 SIMCA-P 14.1 中进行无监督模式的 PCA-X，
获得相应的模型，模型参数 R2X（在 X 轴方向模
型的解释率）为0.748，Q2（模型预测率）为0.649，
均＞ 0.5，表明该模型稳定可靠，见图 3。结果表
明 3 批焙制侧柏叶处在同一区间，且相邻距离很
小，焙制侧柏叶样品稳定性较好；不同烘制侧柏
叶处在不同区间，表明烘制侧柏叶样品随不同烘
制温度受热具有一定变化，可能与侧柏叶的寒凉
性有关。通过 PCA-X 判别可以直观地显示不同炮
制方法侧柏叶样品之间的异同性，其中与焙制侧
柏叶最相近的烘制侧柏叶方法为“2.1.3”项下 H5
条件（即 140℃烘制 15 min）。

2.4　两种炮制方法相似度评价

　　为了验证烘制侧柏叶与焙制侧柏叶炮制方法
的一致性，按照“2.1.3”项下 H5 条件制备 10 批
样品（编号为 HZ1 ～ HZ10），按照 B1 条件制备
10 批样品的（编号为 BZ1 ～ BZ10），将所得样品
的 UPLC 色谱图分别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
似度评价系统”（2014 版）软件，设定参照图谱和
时间漂移值 0.2 min，用中位数法谱峰自动匹配，
生成 UPLC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即对照指纹图
谱。结果烘制侧柏叶与焙制侧柏叶样品对照指纹
图谱的相似度在 0.96 ～ 0.99，说明烘制样品与焙
制样品有较好的一致性，结果见图 4。

图 2　侧柏叶焙制品（S1：B1、B2、B3 混合样品）与烘制品（S2：
H1、H2、H3 混合样品）多波长融合的 UPLC 指纹图谱

Fig 2　UPLC multi-wavelength fusion fingerprint of cacumen platycladi 
baked product（S1：B1，B2，B3 mixed samples）and dried product
（S2：H1，H2，H3 mixed samples）

图 3　不同炮制方法的侧柏叶共有峰 PCA-X
Fig 3　Lateral cypress PCA-X of cacumen platycladi by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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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对烘制与焙制的侧柏叶指纹图谱进行
多波长融合，融合后的指纹图谱能够完整地表
征侧柏叶的化学成分组成。运用主成分分析技
术，将经典名方槐花散中古籍记载的焙制侧柏叶
与现代炮制工艺烘制的侧柏叶进行分析，发现
在 140℃烘制 15 min，得到的样品与焙制样品具
有高度一致性。通过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
统，结果表明该条件下烘制侧柏叶与焙制侧柏叶
的 UPLC 指纹图谱相似度均在 0.96 ～ 0.99，且两
种炮制方法生成的对照指纹图谱基本相同，进一
步验证了现代烘制侧柏叶可以代替古籍中记载的
焙制侧柏叶。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9] 中指出
“信息考证在遵古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前临床和
生产实际，传承不泥古，用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
认识经典名方中药物炮制等关键共性问题”。本
研究在烘制侧柏叶过程中，利用烘箱、干燥室等
使样品受热均匀，操作较为简单，炮制方法仅与
仪器的温度、加热时间有关，不需要考虑火候及
操作经验，只需要制订炮制标准即可，解决了焙
制侧柏叶产量低、焙制火候难以控制、侧柏叶化
学成分热不稳定性、焙制样品差异性对药效产生
影响等问题。本研究发现不同烘制温度的侧柏叶
样品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侧柏叶属寒凉类药物，
其中的槲皮苷、异槲皮苷、杨梅苷等黄酮苷类均
与寒凉之性明显相关 [10-16]，研究表明侧柏叶随受
热温度升高，穗花衫双黄酮、扁柏双黄酮含量下
降，山柰酚、杨梅素含量增加 [17-18]。
　　本研究表明用烘制侧柏叶代替古籍中记载的

焙制侧柏叶，既遵从了古代炮制制药技术理念又
便于控制炮制程度，既降低了劳动成本和炮制工
艺的繁琐性又能复刻药效，体现了中药现代炮制
方法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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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焙制侧柏叶对照指纹图谱（A）与烘制侧柏叶对照指纹图谱

（B）

Fig 4　Baked cacumen platycladi control fingerprints（A）and dried 
cacumen platycladi control fingerprint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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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更葡糖钠分离纯化工艺的研究

沈保涛，刘金明，成祥旭，张永振，张贵民*（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国家手性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

东　临沂　273400）

摘要：目的　优化舒更葡糖钠分离纯化工艺，获得符合要求的高纯度舒更葡糖钠。方法　舒

更葡糖钠粗品加入纯化水中溶解，加酸调 pH，加入有机溶剂得溶解液，再通过高压制备液相

色谱柱进行一次纯化和二次纯化，收集接出液后浓缩，加碱调节浓缩液至弱碱性，将浓缩液

喷雾干燥得到舒更葡糖钠纯品。结果　在氮气保护 150 ～ 160℃的高温下喷雾后得到舒更葡糖

钠粉末的纯度能达到 99.94%。结论　喷雾干燥法得到的舒更葡糖钠粉末不仅收率高，纯度高，

且不使用任何有机溶剂，步骤简单，成本低，效率高，水分低，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舒更葡糖钠；高效液相色谱；喷雾干燥法；真空冷冻干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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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sugammadex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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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imes Pharmaceutical Co., Ltd., 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Chirality Pharmaceutical, Linyi  Shandong  2734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tain the standard sugammadex sodium with high purity by optimizing the 
progress of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Methods  Crude sugammadex sodium was dissolved with 
purified water. Then the acid was adjusted pH, and organic solvent was dissolved solution, and then it was 
purified by high pressure preparativ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lumn with first preparation and secondary 
preparation. Collected the concentrated efflux, adding alkali to adjust to weakly alkaline. At the last, the 
purity of pure sugammadex sodium was obtained by spray drying. Results  By spray drying with the 
protection of nitrogen at the high temperature of 150 － 160℃ , the purity of the sugammadex sodium 
powder was up to 99.94%. Conclusion  The sugammadex sodium powder obtained by the spray drying 
method in this process has high yield and purity without use of organic solvents. The steps are simple, the 
cost is low, the efficiency is high, and the moisture is low, which has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sugammadex sodium;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spray drying method; 
vacuum freeze dr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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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更葡糖钠（sugammadex sodium）是一种新
型的选择性肌松药拮抗剂（结构式见图 1），能选
择性结合氨基载体类肌松药并终止其肌肉松弛效
应。该药物是一种修饰的 γ- 环糊精，由 8 个毗邻
的葡萄糖分子构成环状分子结构，具有亲脂性内
腔，具有最佳的容纳氨基载体分子，8 个带负电
荷亲水的羧基侧链从环糊精分子边缘向外投射，
侧链上的酸性功能基（COO-）增加了舒更葡糖钠

内腔的亲脂性并能与罗库溴铵带正电荷的氮原子
形成静电键 [1-5]。同时，这些基团彼此排斥，因而
保证了环糊精分子内腔的开放，一旦罗库溴铵的
甾体核进入舒更葡糖钠内腔，带负电荷的羧基键
紧紧地与罗库溴铵带正电荷的季铵分子结合。静
脉注射舒更葡糖钠，其与血浆中游离的罗库溴铵
结合后，减少血浆中游离药物浓度，导致神经肌
肉接头处罗库溴铵返回血浆，并进一步与舒更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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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钠结合，使罗库溴铵从效应室快速转移至中央
室，从而使神经肌肉阻滞迅速逆转 [6]。舒更葡糖
钠作为一种新的肌松拮抗剂，固价格昂贵，目前
在国内还没有普遍使用，但该药能快速、充分逆
转肌松作用，降低术后肌松残余的发生率，能用
于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改善患者预后，使用时
要警惕过敏反应和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7]。

图 1　舒更葡糖钠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 of sugammadex sodium

　　专利 CN201610896608 报道了一种舒更葡糖
钠纯化方法，该方法主要采用离子交换树脂纯
化，纯化后的舒更葡糖钠水溶液在乙醇中将产品
析出 [8]。但是该方法舒更葡糖钠会富集乙醇中的
杂质，增加气相杂质的含量，不能保证终产品的
纯度。专利 CN109517093A 报道了一种通过制备
色谱柱和冷冻干燥获得最终纯品的方法 [9]，虽然
该方法的纯度和收率都较高，但是经冷冻干燥处
理后的舒更葡糖钠粉末的水分含量高达 8.659%，
尤其在温湿度较高的环境时水分含量更难控制，
夏季湿度较高时水分很容易超过 10%，而且乙
腈溶剂残留达到 0.7303%，超过了质量标准的限
度要求。该文中对比例 3 采用公斤级喷雾干燥机
MODEL SCL-12 对溶液进行开放式空气喷雾干燥，
得到舒更葡糖钠粉末纯度最高，能达到 99.8%，
但是该工艺在喷雾干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水分含
量还需要在 50 ～ 80℃条件下进行真空干燥 [10]。
笔者通过试验发现氧气含量在 0.1% 以下进行喷雾
干燥时，得到舒更葡糖钠粉末质量会更稳定，可
在进行喷雾干燥前先用高纯氮气置换喷雾干燥系
统中空气使其氧气含量低于 0.1%，这样既能减少
系统中由空气中引入的水分也能防止氧气对舒更

葡糖钠的氧化，纯度＞ 99.9% 且水分＜ 5.0%[10]。
专利 CN110627926A 报道了多达 21 种舒更葡糖钠
有关物质，有些是在空气中被氧化产生的非对映
异构体杂质，有些是舒更葡糖钠在光照条件下产
生的光降解杂质等，不仅如此，舒更葡糖钠特殊
的中空锥形圆桶型结构及较强的水溶性特点，使
其在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包裹无机盐及小分子有机
物等杂质，这给后续的精制纯化工艺带来非常大
的难度 [11]。本工艺在控制舒更葡糖钠的有关物质
的同时，也能控制水分和溶剂残留，现报道如下。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1260 HPLC）；动态
轴向压缩柱制备色谱系统（北京创新通恒，LC6000
型）；真空冷冻干燥机（LABCONCO）；旋转蒸
发仪（BUCHI，R-220 pro）；B-295SE 型喷雾干燥
仪（BUCHI）；卡尔费休水分检测仪（METTLER-
TOEDO V30）； 气 相 色 谱 仪（SHIMADZU，GC 
2010 plus）。
1.2　试药

　　磷酸二氢钠（分析纯，默克股份两合公司），
磷酸、甲酸（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纯度检测用乙腈（色谱级，默克股份两合公
司），制备用乙腈（制备级，潍坊中汇化工有限公
司），制备用水为纯化水，分析用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检测方法

2.1.1　有关物质检测方法　色谱柱：Phenomenex 
Aqua C18（2.0 mm×150 mm，3 μm，125 Å）；
检测波长：200 nm；柱温：40℃；流速：0.27 
mL·min － 1；流动相 A：0.025 mol·L － 1 磷酸二
氢钠水溶液（pH ＝ 3.0）∶乙腈＝ 830∶205；流动
相 B：乙腈。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1。
2.1.2　含水量检测方法　取舒更葡糖钠粉末 50 mg，
溶解于甲醇和甲酰胺的混合溶液中（体积比 1∶1），
使用卡尔费休水分检测仪进行检测。
2.1.3　残留溶剂检测方法　色谱柱：6% 氰丙基苯
基 -94% 二甲基聚硅氧烷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 DB-
624（0.32 mm×30 mm，1.8 μm）；载气：高纯氮气；
升温程序：40℃，维持 6 min，以 20℃·min－ 1 的
速率升温至 180℃，维持 4 min；检测器：220℃；
顶 空 平 衡 温 度 80℃； 维 持 30 min； 分 流 比：
10∶1；传输线：150℃；定量环：160℃；流速：2.0 
mL·min－ 1。称取待测舒更葡糖钠粉末 100 mg，溶
解于 2 mL 水中作为待测样，按上述方法进行测定。



2069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2.2　舒更葡糖钠粗品的合成

　　以 γ- 环糊精为起始原料，在 N，N- 二甲基甲
酰胺（DMF）中与溴和三苯基膦发生溴代反应，γ-
环糊精中葡萄糖 6 位的羟基被替换为溴基得到中
间体溴代 -γ- 环糊精，再与 3- 巯基丙酸和氢氧化
钠发生硫醚化反应，溴代 -γ- 环糊精转化为 6- 丙酸
钠 -γ- 环糊精，即舒更葡糖钠 [12]。本试验使用的舒
更葡糖钠粗品（批号：200301B-1）是由公司彭祥
龙博士等 [13] 合成的，纯度为 69.79%，见图 2。

图 2　舒更葡糖钠粗品纯度检测谱图

Fig 2　Purity detection spectrum of sugammadex sodium crude product

2.3　舒更葡糖钠的制备

2.3.1　制备柱装填　取干燥的 Sepax HP C18 10 
µm 120 Å 填料 300 g 置于烧杯中，缓慢加入异丙
醇并同向搅拌，保持总体积约 800 mL，超声 30 
min 后将匀浆液倒入 DAC-50 mm 柱中，通过调
节气阀大小，使气压保持 10 MPa 装柱 [14]。
2.3.2　一次制备　称取舒更葡糖钠粗品 15 g 加入
1.2 L 纯化水溶解再加入乙酸调 pH 2.6 后，加入约
200 mL 乙腈使其完全溶解，通过 DAC-50 mm 高压
制备色谱系统进行一次制备纯化。具体方法如下：
　　填料：Sepax HP C18 10 μm 120 Å；仪器：动
态轴向压缩柱制备色谱系统；波长：200 nm；流
速：60 mL·min － 1；进样量：200 mL；流动相 A：
0.15% 的甲酸水溶液，B：0.15% 的甲酸乙腈混合
液，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2。

表 2　梯度洗脱程序 
Tab 2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 /min A/% B/%

  0 78 22

35 78 22

36 50 50

45 50 50

46 78 22

55 78 22

　　重复多次进样收集接出液，收集 24.4 min 峰
吸收值 1100 ～ 1000 AU 的洗脱液，检测接出液
纯度为 97.62%，一次制备接出图谱见图 3A，一
次制备接出液纯度检测结果见图 3B。

 A 

 B

图 3　舒更葡糖钠一次制备（A）及纯度检测（B）色谱图

Fig 3　First preparation（A）and purity detection（B）chromatogram 
of sugammadex sodium

2.3.3　二次制备　将一次制备接出液加入 1.5 倍
的纯化水稀释后经 DAC-50 mm 高压制备色谱系
统进行二次制备，具体方法如下：
　　填料：Sepax HP C18 10 μm 120 Å；仪器：动态
轴向压缩柱制备色谱系统；波长：200 nm；流速：
60 mL·min－ 1；进样量：2.5 L；流动相 A：纯水，B：
乙腈，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3。

表 3　梯度洗脱程序 
Tab 3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 /min A/% B/%
  0 97   3
15 97   3
16 50 50
35 50 50
36 97   3
45 97   3

表 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 /min A/% B/%
    0 100   0
  21 100   0
  35   98   2
  50   92   8
  55   75 25
  60   50 50
  65   30 70
  80   30 70
  85 100   0
105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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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多次进样收集接出液，收集 22 min 峰吸
收值 300 ～ 200 AU 的洗脱液即二次制备接出液，
检测纯度为 99.93%，二次制备色谱图见图 4A，
二次制备接出液纯度检测图见图 4B。

 A

 B

图 4　舒更葡糖钠二次制备（A）及纯度检测（B）色谱图

Fig 4　Second preparation（A）and purity detection（B）chromato-
gram of sugammadex sodium

2.4　样品后处理

　　待冷阱降温到－ 20℃后，打开旋转蒸发仪
水浴锅，温度设 25℃，将二次制备接出液倒入
旋蒸瓶中，打开真空泵，浓缩二次制备接出液至
1.2 L，先放入冰箱内预冷后再缓慢加入预冻好
的 0.1 mol·L － 1 氢氧化钠溶液，在冰浴条件下搅
拌调至 pH 7.5 左右，在氮气保护的条件下经 0.2 
μm 滤膜过滤，收集滤液，分成 3 份，每份约 400 
mL，待用。
2.4.1　冷冻干燥处理及检测结果　取合格的舒更
葡糖钠浓缩液 400 mL 放入冻干盘中，打开真空
冷冻干燥机待冷阱降温到－ 50℃后在氮气保护的
条件下把样品放入冻干仓内，放入样品盘前需用
氮气彻底置换冻干机内空气。关闭进气阀，排水
阀。运行冻干程序，样品经过升华、解析过程后
形成舒更葡糖钠粉末。冷冻干燥参数见表 4。
　　取样前先关闭真空泵用氮气经进气阀缓慢回
填至常压后，关闭冷阱压缩机，收集舒更葡糖钠
粉末，收率 87.8%，纯度检测为 98.13%，水分检
测 8.66%，乙腈残留 0.7303%，纯度检测图谱见
图 5。
2.4.2　析晶干燥处理及检测结果　取合格的舒更
葡糖钠浓缩液 400 mL，在氮气保护的条件下加入
700 mL 甲醇中，有白色固体析出，过滤；将所得

固体溶解于 300 mL 纯化水中，加入活性炭，加
热至 50℃搅拌 1 h，趁热过滤得滤液，将滤液滴
加入 700 mL 冷甲醇中，然后继续搅拌 1 h 析晶，
过滤得滤饼；然后再次将滤饼溶解于 300 mL 纯
化水中，加入活性炭，加热至 50℃搅拌 1 h，趁
热过滤得滤液，将滤液滴加入 700 mL 冷甲醇中，
然后继续搅拌 1 h 析晶，过滤得滤饼，将滤饼于
50℃减压干燥得舒更葡糖钠粉末，收率 86.5%，
纯度检测为 98.92%，水分检测 10.22%，甲醇残
留 2.38%，纯度检测图谱见图 6。

图 6　舒更葡糖钠检测谱图

Fig 6　Detection spectrum of sugammadex sodium

2.4.3　喷雾干燥处理及检测结果　取合格的舒
更葡糖钠浓缩液 400 mL，在氮气保护的条件下
经 0.2 μm 滤膜过滤，通高纯氮气 5 ～ 8 bar 置换
B-295SE 喷雾干燥仪中的空气 30 min，置 Oxygen 
Analyser 检测氧气浓度低于 0.1%；设定进口温
度为 150 ～ 160℃；设定抽气机的抽气速度为 25 

表 4　冷冻干燥参数 
Tab 4　Freeze drying parameters

区段 设定时间 /min 设定温度 /℃ 真空度 /mbar
1 50 － 50 －

2 140 － 50 －

3 100 － 30 0.200
4 300 － 30 0.200
5 120 0 0.150
6 500 0 0.150
7 120 20 0.100
8 300 20 0.100
9 200 35 0.000

图 5　舒更葡糖钠检测谱图

Fig 5　Detection spectrum of sugammadex sodium



207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m³·h － 1；设置喷雾流量计的流量为 473 L·h － 1；

设置进样泵流速为 3 mL·min － 1；然后通过进样

泵将舒更葡糖钠滤液输送至喷雾干燥仪，干燥结

束，待入口温度降到 90℃以下时从产品收集容器

中收集舒更葡糖钠粉末，收率 89.8%，纯度检测

为 99.94%，水分检测 4.95%，乙腈残留 0.0004%，

纯度检测图谱见图 7。

图 7　舒更葡糖钠检测谱图

Fig 7　Detection spectrum of sugammadex sodium

3　讨论

　　现有方法制备出的舒更葡糖钠粉末可能会产

生溶剂残留超标、水分含量高、粉末性状不均一

以及原料药在水中溶解性差等问题，本工艺提供

了一种操作简单、条件温和、产品收率高、纯度

高、性状均一、有机溶剂残留低、水分含量低、

溶解性更好的舒更葡糖钠分离纯化工艺。

　　本工艺所使用的高压制备方法具有出峰快，

稳定性高，重现性好等优点。喷雾干燥法是一种

新型处理方法，试验结果表明经过喷雾干燥处理

后的舒更葡糖钠能够控制其有关物质、水分和

溶剂残留，且粉末性状和均一性更好，纯度能达

到 99.9%。通过该工艺可以有效避免析晶干燥过

程中大量溶剂的使用，减少固体析出过程中的降

解，相比真空冷冻干燥更能有效降低固体舒更葡

糖钠纯品中水分含量和有机溶剂残留，值得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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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TS2 序列的钩藤属药用植物的分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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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 DNA 条形码技术准确快速鉴定中药材钩藤属植物及其近缘物种。方法　
利用 DNA 试剂盒快速提取钩藤属样品的 DNA 基因组，PCR 扩增 DNA 并进行双向测序，采

用 CodonCode Aligner V 6.0.2 对测序峰图进行校对拼接，并使用 MEGA6.0 进行序列比对，构

建其 NJTree 进行聚类分析，再与 GenBank 库中现有的相应钩藤属 ITS2 序列相比较，从而鉴

定并归属样品。结果　6 种钩藤属植物的 ITS2 序列长度在 220 ～ 224 bp，其 K2P 遗传距离为

0 ～ 0.020，并且各个钩藤属植物之间均有不同的变异位点。经与 GenBank 数据库进行比对并

建其 NJTree，结果表明 ITS2 序列可区分钩藤属及其近缘植物（攀茎钩藤）。结论　ITS2 序列

作为 DNA 条形码可对茜草科钩藤属植物进行快速、有效地鉴定，为市场上钩藤品质提供可靠

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钩藤属；DNA 条形码；分子鉴别；ITS2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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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based on  
ITS2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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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401331; 3. Capacity Build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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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with DNA barcode technique and in-
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 (ITS2) sequence. Methods  The total DNA was abstracted from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with the DNA kit. The DNA samples we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bi-direc-
tionally. The obtained sequence was put together by Aligner V 6.0.2 CodonCode software. At last, the 
neighbor-joining (NJ) phylogenetic trees were constructed and cluster analysis conducted. Results  
The length of the ITS2 sequence of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was 220 ～ 224 bp; the K2P genetic 
distance of all samples ranged 0 ～ 0.020. The mutation sites we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NJTree, 
Uncaria Schrebernom. cons. can distinguish from others by ITS2. Conclusion  The ITS2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and provide a molecular basis for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in the market place. 
Key words: Uncaria Schrebernom. cons.; DNA barcode;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ITS2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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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钩藤为茜草科钩藤属的多基源植物，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将钩藤（Uncaria rhyncho-
phylla（Miq.）Miq. ex Havil）、华钩藤（Uncaria sin-

ensis（Oliv）. Havil.）、大叶钩藤（Uncaria macro-
phylla Wall.）、毛钩藤（Uncaria hirsute Havil.）以及
无柄果钩藤（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收录于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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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项下，其药用部位均为干燥带钩的茎枝 [1]。除此
之外，市场上的商品钩藤种类十分混乱，除药典规
定的外还掺有攀茎钩藤 [Uncariascandens（Smith）
Hutchins.] 等其他钩藤属植物。对于中药材的鉴定，
一般采用性状鉴定、显微鉴定以及理化鉴定等传统
手段 [2]，由于钩藤属植物其化学性质、外观性状都
差异不大，因此很难运用传统手段将其区分。近年
来，分子生物学技术不断发展，并在中药材鉴别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3-9]，本文采用 DNA 条形码技
术对药典中钩藤属植物及其混伪品进行测序并构
建其发育树，并与 GenBank 中现有钩藤属植物的
ITS2 序列进行对比归类，从而从分子遗传学上对
其进行鉴别，为钩藤属植物的鉴别提供依据。

1　材料

　　Allegra X-30R Centrifuge 离心机（BECKMAN 
COULTER 公司）；凝胶电泳成像系统、iCycleriQ 
Multi-Color Real-Time PCR 仪（BIO-RAD 公 司）；
全自动进样品快速球磨仪（上海净信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dNTP，2×Taq PCR MasterMix（天根生
化科技有限公司）；植物 DNA 提取试剂盒（Ther-
moFisher）；通用引物 ITS2F/ITS3R 由成都擎科梓熙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本研究所用的钩藤来自云南、四川、广州等地，
包括 6 个物种 31 个样品，具体信息见表 1。实验
室样品经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王刚教授鉴定为
茜草科 Rubiaceae 植物钩藤的干燥带钩茎枝。

表 1　药材及其来源 
Tab 1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ir source

编号 药材 拉丁学名 标本号 产地来源 序列长度 /bp 变异位点△ GenBank 登陆号

1 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160101 广东 224 0 MF145132

2 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160102 广东 224 0 MF145133

3 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160103 广东 224 0 MF145134

4 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160104 云南 224 0 MF145135

5 钩藤 *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 — 220 0 KM057009

6 钩藤 *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 — 220 0 KX675014

7 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160105 云南 224 11 MF145136

8 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160106 云南 224 11 MF145137

9 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160107 云南 224 11 MF145138

10 大叶钩藤 *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 — 220 7 KM057011

11 大叶钩藤 *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 — 220 7 KM057010

12 大叶钩藤 * Uncaria macrophylla Wall. — — 220 7 GQ434638

13 毛钩藤 Uncaria hirsute Havil. 160108 贵州 220 4 MF145139

14 毛钩藤 Uncaria hirsute Havil. 160109 贵州 220 4 MF145140

15 毛钩藤 Uncaria hirsute Havil. 160110 贵州 220 4 MF145141

16 毛钩藤 * Uncaria hirsute Havil. — — 220 4 KM057015

17 毛钩藤 * Uncaria hirsute Havil. — — 220 4 KM057014

18 华钩藤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160111 四川 220 3 MF145142

19 华钩藤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160112 四川 220 3 MF145143

20 华钩藤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160113 云南 220 3 MF145144

21 华钩藤 *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 — 220 2 KX675015

22 华钩藤 *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 — 220 2 KX674763

23 华钩藤 *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 — — 220 2 KX674762

24 无柄果钩藤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 160114 广西 221 13 MF145145

25 无柄果钩藤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 160115 广西 221 13 MF145146

26 无柄果钩藤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 160116 云南 221 13 MF145147

27 无柄果钩藤 *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 — — 221 13 GQ434640

28 无柄果钩藤 *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 — — 221 13 KF881201

29 攀茎钩藤 Uncaria scandens（Smith）Hutchins. 160117 四川 224 8 MF145148

30 攀茎钩藤 * Uncaria scandens（Smith）Hutchins. 224 9 KF881274

31 攀茎钩藤 * Uncaria scandens（Smith）Hutchins. 224 8 KF881277

注（Note）：* 表示样品下载于 GenBank；△变异位点为样本与钩藤之间的变异位点 [*indicates that the samples are downloaded from 
GenBank；△ the variation site is between sample and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



2074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2　方法与结果

2.1　DNA 提取

　　取钩藤新鲜叶片各约 30 mg，加入 2 mL 液氮，
用 DNA 快速球磨仪研磨 5 min（30 次·s－ 1），用
植物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总 DNA，沉淀剂为三
氯甲烷 [10]，其余步骤均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2　PCR 扩增及测序　PCR 扩增正向引物 ITS2F 为
5' ＞ ATGCGATACTTGGTGTGAAT ＜ 3'，反向引物
ITS3R 为 5' ＞ GACGCTTCTCCAGACTACAAT ＜ 3'。
PCR 反应体系为 25 μL，包括 2×Easy Taq PCR Super 
Mix（Trans Gen Biotech Co.）12.5 μL，2.5 μmol·L－ 1

正反引物各 1.0 μL，模板 DNA 为 2 μL，ddH2O 为
8.5 μL。PCR 扩增程序：95℃预变性 5 min；95℃
变性 30 s，退火温度为 56℃，30 s；72℃延伸 2 
min，30 个循环；72℃延伸 10 min。反应结束后取 5 
μL 反应产物，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纯度，观察
到条带单一，表明 PCR 扩增良好（见图 1），再将扩
增好的 DNA 送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双向测
序。从 PCR 扩增图可以看出，钩藤属植物的 ITS 序
列长度约在 500 ～ 750 bp，并且不同种之间序列长
度差异较小。

图 1　样品 PCR 扩增结果

Fig 1　PCR amplification results of samples
1 ～ 4. 钩 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Miq. ex Havil.]；5 ～ 7. 大
叶钩藤（[Uncaria macrophylla Wall.]）；8 ～ 10. 毛钩藤 [Uncaria hirsute 
Havil.]；11 ～ 13. 华 钩 藤 [Uncaria sinensis（Oliv.）Havil.]；14 ～ 16.
无柄果钩藤 [Uncaria sessilifructus Roxb.]；17. 攀茎钩藤 [Uncaria scan-
dens （Smith）Hutchins.]

2.3　序列数据处理与提交

　　 利 用 CodonCode Aligner V 6.0.2 对 测 序 峰
图进行校对拼接，除去引物区。基于隐马尔夫
模型的 HMMer 注释方法将所有测得的序列用
CodonCode Aligner V 6.0.2 除去两端的 5.8 S 和 28 
S 区，从而获得内部转录间隔区 ITS2 序列。再利
用 MEGA6.0 进行序列的分析比对，并计算 K2P
遗传距离，建立 NJTree。
2.4　聚类分析

　　通过 MEGA 6.0 软件，基于各个钩藤的 ITS2
序列，构建 NJTree（见图 2，支上数值仅显示自
展支持率≥ 50%），从图中可以看出，钩藤属 6
个种 17 个样本各聚为一类，并依次与 GenBank
中钩藤属的各个种相聚为一类，表现出单系性，
与其他同属植物之间可以明显地区分。再者，华
钩藤与钩藤亲缘关系较药典收载的其他钩藤更
近，这与朱爽等 [11] 分析的结果一致。因此，ITS2
序列作为 DNA 条形码可准确快速地鉴别钩藤属
及其近缘物种。

图 2　基于 ITS2 序列构建的钩藤属 NJTree（boot strap score 1000 
replicates）
Fig 2　NJTree of Uncaria Schreber nom. cons. based on ITS2 squence

2.5　钩藤属 ITS2 序列特征

　　本研究比较了钩藤属 6 个种 17 个样品，其
ITS2 序列长度在 220 ～ 224 bp，大叶钩藤、毛
钩藤、华钩藤、无柄果钩藤以及攀茎钩藤相对于
钩藤在 ITS2 序列上各出现 11、4、3、13 和 8 个
变异位点；与下载于 GenBank 上的钩藤属标准
药材进行比对，并应用 MEGA 6.0 软件以 Kimura 
2-parameter（K2P）计算遗传距离，其钩藤属种
内遗传距离为 0 ～ 0.020，构建其 NJTree 可以明
显区分钩藤与攀茎钩藤。
3　结论与讨论

　　钩藤是我国传统中常用的息风止痉类中药，
其茜草科钩藤属植物在全世界约有 70 多种，我
国约有 14 多种，其物产资源丰富 [12]，而《中国药



2075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典》中只收载了 5 种钩藤属植物，市场上销售的
钩藤药材较为混乱，仅靠传统手段难以区分，为
了正本清源以及有效快速准确鉴定钩藤属植物，
本研究运用了 DNA 条形码技术来对其进行鉴别。
结果表明运用 ITS2 序列能明显区别药典中收载
的 5 种钩藤植物及攀茎钩藤，同时根据构建的系
统聚类树也能很清楚地将其区分。DNA 条形码技
术是近年来国际上发展起的新的生物物种鉴定技
术，应用 DNA 分子标记技术对中药材原植物进
行鉴定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13-18]，DNA 条形码技术
因其不受外界因素、生物发育阶段或器官组织的
影响，为基因水平的鉴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并
且中药材的 DNA 分子标记技术都是以 ITS2 序列
为主，以 psbA-trnH 为补充序列来对其进行鉴定。
　　本研究分别从不同地区收集 6 种钩藤属样
品，并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ITS2 区序列扩
增，序列测定与分析，以及采用 MP 构建该钩藤
样品在其近缘种之间的 NJTree 树，从图中可以
看出样品华钩藤与 GenBank 数据库中已有的华
钩藤（KX675015）聚为一支，支持率达到 95%，
然后又与钩藤聚为一支；样品大叶钩藤、无柄果
钩藤以及毛钩藤单独聚为一支，支持率分别达到
96%、99% 及 87%。由此可见，从分子生物学和
遗传学的角度分析，各个钩藤属样品与 GenBank
数据库中相应钩藤相对应，并聚为同一支，并且
可以很好地区分各个钩藤属相近的物种。
　　因此，采用 DNA 分子技术——ITS2序列能更
加准确、高效、快速地用于植物物种之间的鉴别，
为钩藤药材以及其他药用植物的真伪鉴别提供有
效的手段，同时为药品监管部门提供可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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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幼龄大鼠发育毒性的研究

陈琼芳，张宗利*（新药药效与安全性评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331）

摘要：目的　评价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幼龄 SD 大鼠发育的影响。方法　选用 240 只出生后第

8 日的幼龄 SD 大鼠，分为 4 组，即空白对照组和小儿荆杏止咳颗粒 3 个不同剂量给药组（6.3、
12.7 和 25.4 g 生药·kg－ 1），每日灌胃给予小儿荆杏止咳颗粒浸膏，连续 3 个月，评价药物对动

物体质量、身体发育、性发育、神经行为学、骨密度、胫骨长度、免疫系统等指标的影响。结
果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仅小儿荆杏止咳颗粒高剂量组（25.4 g 生药·kg－ 1）动物体质量增长较

缓慢（P ＜ 0.01），其他发育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幼龄大鼠无

发育毒性剂量为 25.4 g 生药·kg－ 1，为临床剂量（按体质量计）的 10.2 倍。

关键词：幼龄大鼠；发育毒性；小儿荆杏止咳颗粒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076-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16

Toxicity of Xiao'er Jingxing Zhike granules in juvenile rats 

CHEN Qiong-fang, ZHANG Zong-li* (Hunan Research Center for Safety Evaluation of Drugs, 
Changsha  41033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oxicity of Xiao'er Jingxing Zhike granules (JXZKG) in juvenile 
SD rats. Methods  Totally 240 newborn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a blank control 
group and 3 JXZKG groups at 0, 6.3, 12.7, and 25.4 g·kg － 1 qd lasting 3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body mass, physical development, sexual development, and neurobehavior bone density, tibia length, 
immune system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body weight showed slow increace 
in the high dose JXZKG group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but changes in 
other indicato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JXZKG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growth and 
the nervous system at 25.4 g·kg－ 1, which is 10.2 times of clinical dose (calculated by body mass).
Key words: juvenile rats; development toxicity study; Xiao'er Jingxing Zhike gran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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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由荆芥、矮地茶、杏仁、炙
麻黄等中药组成，具有疏风散寒、宣肺清热、祛痰
止咳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小儿外感咳嗽风寒化热
证，即小儿急性气管 - 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咯痰、
痰黄、眼部红肿、发热等症。小儿急性气管 - 支气
管炎是儿科常见、多发的肺系病证，50% ～ 60%
由病毒感染引起，主要有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
柯萨奇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腺病毒
等 [1]。目前针对中药儿科产品临床前幼龄动物毒性
研究不完整，无法针对性地反映产品对儿童生长
发育的影响。美国 FDA、欧洲 EMA 及中国 NMPA
均针对儿科用药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颁布了相应的
指导原则 [2-4]。本研究通过观察幼龄 SD 大鼠的体

质量、生长发育指标、神经系统指标、免疫系统指
标、骨骼系统指标，系统评价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的
发育毒性，为其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动物
　　购入出生1 d（PND1）的幼年 SD 大鼠260只，
体质量 13.3 ～ 22.2 g，共 26 窝，每窝 10 只，雌
雄各半，每窝附带母鼠 1 只 [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
证号：SCXK（湘）2013-0004，实验动物质量合
格证号：43004700029756]；按照国标（GB14925-
2010）SPF 级实验动物环境条件要求饲养于湖南
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屏障环境 A 区，动物
检疫和适应环境饲养 5 d，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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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SYXK（湘）2015-0016。实验期间环境温度
20 ～ 26℃，相对湿度：40% ～ 70%。
1.2　试药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 [ 以下简称 JXZKG，湖南
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61201，含量：
4.23 g 生药 /g 干膏，临床用量：6 岁以下一次 0.5
袋（每袋含生药 18.33 g）tid]，给药前以蒸馏水配
制成所需浓度。
　　 甲 紫 溶 液（批 号：20160502， 卫 辉 市 康
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戊巴比妥钠（批号：
20160218，德国 Merck）；免疫细胞检测相关试
剂盒（批号：201702，武汉 Bio-Swamp）等。
1.3　仪器
　　AUY 型分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PL2002
型电子天平 [ 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 ]；Digbehv 型动物行为分析系统（上海吉
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R_mCT2 型微型 CT（日
本 Rigaku Yamanashi 公 司）；MR-96A 型 酶 标 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BX43
型生物显微镜＋ MD50 型数码成像系统（日本奥
林巴斯公司）；ASP200S 型全自动组织脱水机、
EG1150H ＋ C 型 组 织 包 埋 机、AutoStainer XL
自动载玻片染色机＋ CV5030 自动盖片机（德国
Leica）等。
2　方法
2.1　裂窝分组及剂量设计
　　PND1 幼龄 SD 大鼠适应饲养 5 d 后，于首次
给药前 2 日（PND6），随机选取检疫合格的 24 只
母鼠及 240 只仔鼠随机分为 4 个临时小组，每
组 6 只母鼠及 60 只仔鼠，分别为空白对照组，
JXZKG 低、中、高剂量组。将母鼠放入新的大
鼠笼具中，分别按顺序编号为 1-1，1-2，1-3……
4-6；小组内部每窝动物抽取窝内编号为 F01 的
雌性仔鼠和窝内编号为 M01 雄性仔鼠（共 8 只），
交由组内母鼠编号为 1 的母鼠进行抚养；再自每
窝其余动物中抽取窝内编号为 F02 的雌性仔鼠和
窝内编号为 M02 雄性仔鼠（共 8 只），交由组内
母鼠编号为 2 的母鼠进行抚养；以此类推直至将
每窝中的仔鼠均匀分布至小组中各只母鼠抚养。
　　由于药物溶解度的限制，药物可顺利给予幼
龄动物的最大质量浓度为 2.54 g 干膏·mL－ 1，故
依此设计高、中、低剂量组药物质量浓度分别
为 2.54、1.27、0.63 g 干 膏·mL－ 1， 对 应 25.4、
12.7、6.3 g 生药·kg－ 1，分别相当于儿童临床剂
量按公斤折算的 10.2 倍、5.1 倍、2.5 倍（按照 6
岁儿童平均体质量22 kg，每日用药55 g 生药计）。

于 PND8 开始按 10 mL·kg－ 1 的体积灌胃给予对
应药物，每日 1 次，连续给药 14 周。
2.2　检测指标
2.2.1　一般状态观察　每日给药后肉眼观察动物
外观、精神状态、粪便情况、饮食及饮水情况等。
2.2.2　体质量　断乳之前（PND8 ～ PND21）每
日称体质量 1 次，PND22 ～ PND35 每周称 2 次，
PND36 ～ PND133 每周称 1 次，根据每次称重调整
给药量。每日称量摄水量和饲料加料量，每周计
算平均摄食量和摄水量。
2.2.3　生长发育指标检测　于 PND8 ～ PND42 分
别观察动物各项标志性特征（幼鼠下门齿萌出、
睁眼、张耳、睾丸下降、包皮分离、阴道张开）
是否发育完成。
2.2.4　神经反射、行为学指标检测　于 PND10 ～ 
PND21 分别检测动物负向趋地性反射、听觉惊愕反
射及空中翻正反射是否形成 [4-7]；分别于给药后第
4、9、14 周检测不同发育阶段 [ 各组间随机选取
10 只动物，雌雄各半，检测自主活动指标（活动
时间、活动次数和活动距离）及转棒（跌落次数）]
是否存在差异。
2.2.5　肝药酶、血清球蛋白及激素指标检测　分
别于给药期第 4、9、14 周末，采用 Elisa 法检测
肝组织细胞色素 CYP2E1、CYP1A2 含量和大鼠
血清免疫指标（IgG、IgA、IgM、IgE）、生长激
素（E）、甲状腺激素 T3、甲状腺激素 T4、促皮
质激素（ACTH）、雄激素（androgen）、雌激素
（GH）及孕激素（PROG）含量。
2.2.6　胫骨长度检测　分别于给药期第 9、14 周
末、恢复期第 4 周末用游标卡尺检测动物右侧胫
骨长度（近端关节面与远端关节面的直线距离）。
2.2.7　骨密度检测　分别于给药期第 4、9、14
周末、恢复期第 4 周末，解剖时取右侧股骨，纱
布包裹加入适量冷生理盐水后冻存，进行小动物
微型 CT 骨密度检测。
2.2.8　病理解剖　于给药后 4、9 周末每组雌雄
分别解剖 5 只，给药后 14 周末每组雌雄各解剖 
10 只，对空白对照组、高剂量组及尸检异常动物
进行病理检查，如高剂量组动物某一组织出现与
药物相关病变，需要对其他剂量组动物的相同组
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ANOVA）和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评价
时考虑统计学差异和生物学意义，其中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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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发育检查及神经反射检查以
达标时间为统计指标，按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和
方差齐性检验。
3　结果
3.1　大鼠一般状态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JXZKG 高、中剂量组大
鼠分别在给药第 3 ～ 12 日、第 3 ～ 6 日出现不
同程度的腹泻现象，这一现象在给药第 3 周完全
消失。JXZKG 低剂量组大鼠一般状态没有异常，
综合本中心进行的其他幼龄动物试验临床观察现
象，认为是幼龄大鼠灌胃给予高浓度药液之后的
正常反应。
3.2　哺乳期幼鼠和断乳后大鼠体质量变化情况
　　如图 1A 所示，在给药后，哺乳期内与同期
空白对照组比较，JXZKG 高剂量组幼鼠体质量明
显降低（P ＜ 0.01）；JXZKG 中、高剂量组未见
明显差异。如图 1B 所示，断乳后与同期空白对
照组比较，JXZKG 各剂量组动物体质量未见明显
差异。
　　由结果可知幼龄 SD 大鼠经口灌胃给予
JXZKG，哺乳期及断乳前期高剂量组动物体质
量与同期空白对照组比较有一定下降，但下降幅
度不大（未超过同期空白对照组体质量的 10%），
且此期间内动物体质量增长速度相比同期空白对
照组无明显差异，结合组织病理学检查未见毒性
意义的病理改变，认为哺乳期及断乳前期高剂量
组动物体质量下降是灌胃给予高浓度的药液产生
的影响，无明显毒理学意义。

3.3　大鼠平均摄食量、摄水量
　　实验期间 JXZKG 各给药组平均摄食量和摄
水量与同期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具体数据未列出。
3.4　大鼠生长发育指标情况
　　如表 1 所示，JXZKG 各剂量组动物生理发育
标志性事件发生时间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图 1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哺乳期（A）和对断乳（B）大鼠体质量

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JXZKG on the body weight of lactation rats（A）and 
weaned rats（B）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1（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1）。

表 1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大鼠发育指标结果统计 (x±s，n ＝ 30) 
Tab 1　Effect of JXZKG on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rats (x±s，n ＝ 30)

组别 性别
检测指标 /d

下门齿萌出 睁眼 张耳 阴道张开 睾丸下降 包皮分离

空白对照组 雌 11.0±0.0 13.2±0.6 18.0±0.0 35.3±1.1 － －

雄 11.0±0.0 13.2±0.6 18.0±0.0 － 22.3±1.9 42.0±0.0

JXZKG 低剂量组 雌 11.0±0.0 13.4±0.8 18.0±0.0 35.0±0.0 － －

雄 11.0±0.0 13.3±0.7 18.0±0.0 － 22.1±1.8 42.0±0.0

JXZKG 中剂量组 雌 11.0±0.0 13.2±0.6 18.0±0.0 35.0±0.0 － －

雄 11.0±0.0 13.3±0.8 18.0±0.0 － 22.3±1.9 42.0±0.0

JXZKG 高剂量组 雌 11.0±0.0 13.3±0.7 18.0±0.0 35.3±1.1 － －

雄 11.0±0.0 13.4±0.8 18.0±0.0 － 22.1±1.8 42.0±0.0

3.5　大鼠神经反射功能情况

　　如表 2 所示，JXZKG 中剂量组空中翻正反
射达标时间略高于空白对照组（P ＜ 0.05），但
未表现出明显的剂量关系，且相差不大，认为
是个体差异所致，且幼龄 SD 大鼠空中翻正反射
常在 PND16 ～ PND19 发育完成，各组动物均在

PND16 ～ PND19 发育完成，故认为该变化没有毒
理学意义；其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6　大鼠行为学指标情况

　　 如 表 3 ～ 4 所 示， 给 药 中 期，JXZKG 中、
高剂量组活动距离明显低于同期空白对照组
（P ＜ 0.01）；高剂量组活动时间明显低于同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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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动物反射指标结果统计 (x±s，n ＝ 60) 
Tab 2　Effect of JXZKG on the reflection index of rats (x±s，n ＝ 60)

组别
反射指标 /d

空中翻正反射 听觉惊愕反射 负向趋地性反射

空白对照组 16.1±0.5 16.0±0.0 10.2±0.6

JXZKG 低剂量组 16.2±0.7 16.0±0.0 10.1±0.4

JXZKG 中剂量组 16.4±1.0* 16.0±0.0 10.1±0.5

JXZKG 高剂量组 16.0±0.0 16.0±0.0 10.2±0.6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YP1A2 明显低于同期空白对照组（P ＜ 0.05），
其他时期各剂量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9　大鼠血清激素指标检查结果
　　 如 表 6 所 示， 给 药 前 期，JXZKG 高 剂 量
组甲状腺激素 T3、T4 明显高于同期空白对照组
（P ＜ 0.01 或 P ＜ 0.05），其他时期各剂量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10　大鼠免疫指标检查结果
　　如表 7 所示，给药前期，JXZKG 高剂量组免
疫球蛋白 IgA 高于同期空白对照组（P ＜ 0.05），
其他时期各剂量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11　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给药前期、给药中期和给药末期及恢复期解
剖的空白对照组及各剂量组动物组织器官大小、

颜色及质地均未见明显异常。给药前期、给药中
期和给药末期及恢复期组织病理学检查均未发现
JXZKG 对幼龄 SD 大鼠脑、脊髓、垂体、胸腺、
食管、气管、甲状腺 / 甲状旁腺、唾液腺、胃肠道、

图 2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动物胫骨长度（A）和骨密度（B）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JXZKG on the tibia length（A）and the bone density
（B）of rats

表 3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动物自主活动检测结果统计 (x±s，n ＝ 10) 
Tab 3　Effect of JXZKG on the autonomic activity index of rats (x±s，n ＝ 10)

组别 阶段
检测指标

活动时间 /s 活动次数 / 次 活动距离 /m
空白对照组 给药前期 365.64±95.47 114±13 17.24±6.19

给药中期 444.03±71.84 109±21 25.55±15.84
给药末期 417.85±61.16 128±18 17.52±4.10

JXZKG 低剂量组 给药前期 264.06±145.22 95±25 12.27±9.38
给药中期 451.18±48.72 115±17 18.92±3.50
给药末期 408.87±58.37 119±30 15.42±4.52

JXZKG 中剂量组 给药前期 343.34±87.40 116±29 17.07±4.96
给药中期 420.50±50.61 128±21 15.81±3.00**

给药末期 355.20±88.15 128±26 13.05±6.39
JXZKG 高剂量组 给药前期 363.12±79.33 114±27 17.09±4.25

给药中期 385.93±67.04* 132±22* 14.28±3.03**

给药末期 425.38±67.52 127±21 17.90±5.77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1）。

表 4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动物转棒检测结果统计 (x±s，n ＝ 10) 
Tab 4　Effect of JXZKG on rotating stick index of rats (x±s，n ＝ 10)

组别
跌落次数 / 次

给药前期 给药中期 给药末期

空白对照组 3±3 2±1 1±2

JXZKG 低剂量组 4±4 2±2 1±2

JXZKG 中剂量组 2±2 2±3 2±2

JXZKG 高剂量组 2±1 2±2 2±2

对照组（P ＜ 0.05），活动次数明显高于同期空白对
照组（P ＜ 0.05）。各给药组动物转棒跌落次数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7　胫骨长度及骨密度指标情况
　　如图 2 所示，整个试验期间各给药组胫骨长
度及骨密度分别与同期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3.8　大鼠肝药酶检查结果
　　如表 5 所示，给药末期，JXZKG 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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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大鼠肝药酶指标的影响 (x±s) 
Tab 5　Effect of JXZKG on the liver drug metabolizing enzym (x±s)

组别 阶段 动物数 / 只
肝药酶指标 /（μmol·mL－ 1）

CYP1A2 CPY2E1
空白对照组 给药前期 20 5.21±0.81 35.51±5.02

给药中期 10 3.83±0.89 22.35±4.20
给药末期 20 4.33±1.06 28.13±6.90

JXZKG 低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4.70±0.96 32.63±4.55
给药中期 10 4.00±1.23 23.09±5.50
给药末期 20 3.94±0.86* 32.04±11.38

JXZKG 中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4.65±0.90 34.39±5.13
给药中期 10 3.62±0.79 24.60±5.27
给药末期 20 3.65±0.92 29.34±7.87

JXZKG 高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4.70±1.03 34.73±4.09
给药中期 10 3.78±0.80 25.50±7.79
给药末期 20 4.25±1.16 26.13±8.35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表 6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大鼠血清激素指标的影响 (x±s) 
Tab 6　Effect of JXZKG on the serum hormone index of rats (x±s)

组别 阶段
动物

数 / 只
血清激素指标 /（μmol·mL－ 1）

PROG GH E Androgen ACTH 甲状腺激素 T3 甲状腺激素 T4

空白对照组 给药前期 20 17.73±4.45 202.65±94.38 74.36±30.58 4.19±1.07 5.39±2.10 50.49±16.88 36.80±12.85
给药中期 10 16.73±1.40 156.04±57.54 63.39±1.31 4.09±0.61 4.75±0.36 62.50±9.85 32.99±3.20
给药末期 20 17.41±1.49 225.91±85.82 59.78±2.51 3.67±1.09 4.51±1.13 59.89±13.03 34.68±8.59

JXZKG 低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20.10±6.63 192.06±102.42 70.59±22.04 3.96±1.04 4.67±1.28 46.37±17.45 46.63±19.99
给药中期 10 16.11±1.55 132.30±33.55 64.13±2.00 4.28±0.85 4.95±0.61 68.90±8.97 35.67±3.60
给药末期 20 17.37±1.96 234.49±73.92 59.49±2.39 3.91±1.02 4.87±1.10 51.68±12.43 35.15±9.20

JXZKG 中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19.51±4.76 186.17±60.03 75.34±24.52 3.56±0.80 4.56±1.87 61.17±32.73 43.06±19.22
给药中期 10 15.94±1.52 149.94±35.45 63.81±2.09 4.22±0.60 4.68±0.32 67.81±13.43 31.73±3.03
给药末期 20 16.79±1.72 247.30±54.53 60.86±4.27 3.25±0.57 5.02±0.97 57.87±11.31 34.87±5.94

JXZKG 高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21.34±3.87 177.60±76.55 83.92±20.34 4.12±0.82 4.72±1.97 74.98±35.22* 56.06±20.23**

给药中期 10 15.87±0.87 130.74±40.29 63.81±2.00 4.22±0.44 4.79±0.66 65.74±7.54 36.10±4.59
给药末期 20 18.09±1.75 269.47±64.34 59.60±2.97 3.47±1.01 4.87±1.23 59.66±19.66 35.49±10.66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1）。

表 7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对大鼠免疫指标的影响 (x±s) 
Tab 7　Effect of JXZKG on the immune index of rats (x±s)

组别 阶段 动物数 / 只
免疫指标 /（μmol·mL－ 1）

IgA IgM IgG IgE
空白对照组 给药前期 20 7.07±1.54 7.40±3.19 6.34±4.30 77.21±45.52

给药中期 10 7.28±1.12 7.93±1.99 8.75±2.57 111.56±17.40
给药末期 20 7.67±1.26 6.39±1.47 7.19±2.73 101.09±25.07

JXZKG 低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7.45±1.70 6.56±1.96 5.63±2.00 83.20±31.37
给药中期 10 7.77±1.14 8.82±1.28 10.33±2.91 113.13±23.23
给药末期 20 7.50±1.20 6.90±1.78 7.68±2.78 107.53±24.03

JXZKG 中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7.83±2.53 6.66±1.45 5.46±2.67 80.58±36.00
给药中期 10 7.21±0.83 7.79±1.30 8.31±2.67 118.62±23.32
给药末期 20 7.92±1.60 6.85±1.55 9.05±4.43 114.17±29.44

JXZKG 高剂量组 给药前期 20 8.93±2.42* 6.75±2.01 6.34±2.84 90.68±34.33
给药中期 10 7.98±0.79 8.18±1.84 7.12±1.86 111.06±24.10
给药末期 20 7.75±1.66 6.82±1.54 8.59±2.94 118.42±26.26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胰腺、肝脏、肾脏、肾上腺、脾脏、肺脏、心脏、
膀胱、睾丸、附睾、前列腺、精囊腺、卵巢和输

卵管、子宫和子宫颈、阴道、乳腺、哈氏腺、眼
等组织有毒性意义的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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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JXZKG 对一般评价指标的影响

　　体质量和体质量变化是毒性的敏感指标，幼
龄动物出生后早期增长相对快速，故 10 周龄前
的体质量每周至少称量 2 次，以观察体质量的
细微变化，并有助于更准确地计算给药量，更
大限度地暴露药物毒性 [8-11]。且幼龄大鼠耳廓分
离、睁眼和牙齿萌出等离乳前身体发育指标与体
质量有明确的正相关，通过这些指标可观察和判
断受试药物是否导致发育延迟。本实验结果显
示，仅哺乳期及断乳前期 25.4 g 生药·kg － 1 组
幼龄大鼠的体质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降
低，相当于临床剂量（按体质量计）的 10.2 倍，
但体质量下降幅度不大（未超过同期空白对照组
体质量的 10%），且此期间内动物体质量增长速
度相比同期空白对照组无明显差异；6.3 和 12.7
生药·kg － 1 均对幼龄大鼠的体质量增长无明显
影响；虽给予高剂量 JXZKG 会导致动物体质量
下降，但并不会对动物产生系统损伤，故认为哺
乳期及断乳前期高剂量组动物体质量下降是灌胃
给予高浓度的药液产生的影响，无明显毒理学意
义。3 个剂量均对幼龄大鼠的身体发育指标无明
显影响。以上结果表明，JXZKG 对幼龄大鼠生长
发育无明显影响。
4.2　JXZKG 对特殊系统指标的影响

　　特殊系统指标主要包括中枢神经系统、性发
育和骨骼系统、免疫系统等 [12-13]。本实验对性成
熟评估和神经行为测试、骨密度检测以及对肝药
酶、血清球蛋白及激素指标进行检测。性发育包
括雄性睾丸下降、包皮分离和雌性阴道张开，检
测发现雄性大鼠睾丸下降发生在大鼠出生后 22 d
左右、包皮分离发生在 42 d 左右，阴道口张开发
生在 35 d 左右，JXZKG 低、中、高剂量均未引
起其性发育时间点的改变，故 JXZKG 对幼龄大
鼠性发育无明显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评估
应包括个体发育反射、感觉运动功能、学习和记
忆功能等 [13]。由结果分析，JXZKG 低、中、高
剂量空中对翻正反射、听觉惊愕反射和负向趋地
性反射等神经反射功能及协调性和自主活动等学
习记忆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则 JXZKG 对幼龄
大鼠神经系统发育无明显影响。本实验通过检测
胫骨长度和骨密度评价 JXZKG 对骨骼系统发育
的影响。由结果分析，JXZKG 低、中、高剂量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骨密度和胫骨长度均未见明显
差异，则 JXZKG 对幼龄大鼠骨骼系统发育无明
显影响。本实验通过检测血清球蛋白 IgG、IgA、
IgE、IgM 评估对免疫系统发育的影响。由结果分
析，JXZKG 低、中、高剂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血
清球蛋白 IgG、IgA、IgE、IgM 未见规律性差异，
则 JXZKG 对幼龄大鼠免疫系统发育无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JXZKG 对幼龄大鼠身体发育、神
经系统、骨骼系统和免疫系统发育均无明显影响。
JXZKG 对幼龄大鼠无发育毒性剂量为 25.4 g 生
药·kg － 1，为临床剂量（按体质量计）的 10.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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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藿香醇在体外对人肝微粒体中 CYP3A4 的 
非竞争性抑制作用研究

武梦琳，秦崇臻*，柴玉娜，卢瑶瑶，汪新茹，张晶敏，齐光照（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郑州　

450052）

摘要：目的　通过体外药物代谢实验探讨广藿香醇对 CYP450 活性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
法　使用人肝微粒体与广藿香醇孵育的体外方法，测定其 IC50 值以及 Ki 值，推测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并通过 CYP3A4 重组酶进行验证。结果　广藿香醇呈浓度依赖性抑制体外人肝微粒体咪达唑

仑代谢，其 IC50 为 5.195 μmol·L－ 1，根据 Lineweaver-Burk 作图以及二次作图，计算其 Ki 为 0.86 
μmol·L－ 1，并判断广藿香醇对 CYP3A4 的抑制属于非竞争性抑制类型。结论　广藿香醇在体外可

抑制人肝微粒体 CYP3A4 活性，与经由 CYP3A4 代谢的化学药物联用时，可能产生药物相互作用。

关键词：CYP3A4；广藿香醇；肝微粒体；抑制；酶促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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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mpetitive inhibition effect of patchouli alcohol on CYP3A4  
of human liver microsome in vitro

WU Meng-lin, QIN Chong-zhen*, CHAI Yu-na, LU Yao-yao, WANG Xin-ru, ZHANG Jing-min, 
QI Guang-zhao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atchouli alcohol (PA) on CYP450 activity 
of human liver microsome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in vitro. Methods  After the incubation of 
PA and human liver microsome system, the IC50 and Ki values were determined, and its mechanism 
was speculated. Moreover, cDNA-expressed CYP3A4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selective inhibition. 
Results  PA strongly inhibited CYP3A4 activity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ith IC50 5.195 
μmol·L － 1 in human liver microsome. The typical Lineweaver-Burk plots and secondary plots 
showed that PA inhibited CYP3A4 activity noncompetitively, with a Ki value at 0.86 μmol·L － 1 in 
human liver microsome. Conclusion  PA can inhibit CYP3A4 activity in vitro and may lead to drug 
interactions by CYP3A4 with other drug combinations. 
Key words: CYP3A4; patchouli alcohol; liver microsome; inhibition; enzymatic kinetic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No. 81703780）；2021 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科技攻关）项目（No. 212102310348）。
作者简介：武梦琳，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和临床药理学方向的研究，E-mail：wmL5150@126.com　* 通信作者：秦崇臻，

女，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和临床药理学方向的研究，E-mail：qcz0378@126.com

　　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CYPs）是
最重要的药物代谢酶，在外源性药物的解毒和内源
性分子的生物合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CYP3A4 
在药物代谢酶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超过 60% 的
临床药物通过此酶代谢，并且其与许多药物间的相
互作用有关，因此药物对于 CYP3A4 的抑制作用
会导致药物合用时出现毒副作用 [3-4]。

　　已有许多关于中药对 CYPs 抑制作用的研究，
如三白草酮对 CYP2C19 的非竞争性抑制作用 [5]，
芹菜素对 CYP2C9 的抑制作用 [6]，丹参提取物对
CYP450 的抑制作用 [7-8] 等。
　　广藿香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主要用于防治
瘟疫、流行性感冒、腹痛等疾病，以广藿香为
主要成分的中成药制剂也日益增多 [9]。作为广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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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之一，广藿香醇（patchouli 
alcohol，PA），又称百秋李醇，是天然植物中提取
的三环倍半萜化合物 [10]，具有抗病毒、神经保护、
抗炎、抗真菌以及胃肠调节等活性 [11-13]。目前在
临床上，广藿香醇也是多种中成药的重要组分，
如藿香正气颗粒、小儿感冒颗粒以及小儿广朴止
泻口服液等。其中广藿香醇作为小儿感冒颗粒的
有效成分之一，可以发汗解表，用于治疗小儿外
感风热 [14]；作为小儿广朴止泻口服液的主要成分
之一，可以化湿健胃，对腹痛、腹泻以及腹胀的
治疗有着较好的临床效果 [15]。在国家食品安全中，
广藿香醇因气味宜人，也常作为食品添加剂和香
精香料 [16]。因此，应当特别注意广藿香醇与其他
药物联用时可能引起的药物相互作用。
　　目前关于广藿香醇的研究侧重于含量测定、
化学结构鉴定以及基础药理学方面 [10，17-18]，而在
药物相互作用机制中的影响，以及药物联用时对
CYPs 是否有影响尚未有相关报道。为评估广藿
香醇的用药安全，本文通过 Cocktail 法以探针底
物为检测体系，探讨广藿香醇在人肝微粒体和重
组酶中的作用以及酶促动力学的影响，旨在为临
床提供安全合理的联合用药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美国 Waters 公司 MS/MS 系统：API 型三重
四级杆质谱仪，带电喷雾离子化源（ESI）及数
据采集 Masslynx 软件；Waters 2695 型超高效液
相色谱仪带自动进样器和柱温箱；Luna C18（150 
mm×2.0 mm，5 μm）色谱柱。
1.2　试药

　　香豆素（批号：01260595）、7- 羟基香豆素
（批号：54826）、甲苯磺丁脲（批号：T0891）、
4- 羟基甲苯磺丁脲（批号：UC160）、（S）- 美芬
妥英（批号：UC175）、4'- 羟基美芬妥英（批号：
H146）、美托洛尔（批号：80337）、α- 羟基美托
洛尔（批号：80073）、咪达唑仑（批号：M-908）、
1- 羟基咪达唑仑（批号：H-922）、曲马多（批号：
1672600）、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葡萄糖 -6-
磷 酸（G-6-P）、 葡 萄 糖 -6- 磷 酸 脱 氢 酶（G-6-
PDH）、辅酶Ⅱ（β-NADP）（Sigma 公司）。广藿香
醇（天津万象恒远科技有限公司，批号：WXHY-
001994，HPLC 测纯度＞ 98%）。甲醇、甲酸、乙
腈、叔丁基甲基醚和甲酸铵（广州迪马公司，色
谱纯）；实验用水为娃哈哈纯净水；其余试剂为
分析纯。人肝微粒体和人重组酶（BD 基因公司）。

2　方法

2.1　微粒体孵育条件

　　100 mmol·L－ 1 K2HPO4-KH2PO4（pH ＝

7.4）的缓冲溶液反应体系（总体积为 200 μL）中
加入肝微粒体（终质量浓度为 0.5 mg·mL－ 1）
或重组酶（终质量浓度为 0.5 mg·mL－ 1）、3.3 
mmol·L － 1 的 MgCl2、1.3 mmol·L － 1 的β-NADP、
3.3 mmol·L － 1 的 G-6-P 和 对 应 的 药 物，37℃
摇动水浴中预孵化 5 min，加入 0.4 U·mL－ 1 的
G-6-PDH（20 μL），37℃水浴20 min 之后用含1.13 
μmol·L－1曲马多（内标）的100 μL 甲醇终止反应。
加入 1 mL 叔丁基甲基醚，震荡 5 min，3500×g
离心 10 min。分离出 800 μL 有机层用氮气吹干，
100 μL 流动相溶解之后进样 10 μL 到质谱系统。
2.2　色谱、质谱条件 
　　采用课题组以前建立并验证的方法 [19]。流动
相为 10 mmol·L － 1 乙酸铵（含 0.1% 甲酸）- 乙
腈（13∶87，V/V），流速为 0.25 mL·min－ 1，总
时间为 5 min。离子源温度和去溶剂温度分别为
100℃和 400℃。锥孔气和脱溶剂气分别设定为
50 L·h－ 1 和 400 L·h－ 1。ESI 源，MRM 扫 描，
正离子模式监测。
2.3　广藿香醇对肝微粒体酶抑制动力学实验

2.3.1　广藿香醇对 CYP450 的抑制作用　加入浓
度分别为 0、0.1、1 和 10 μmol·L － 1 广藿香醇，
孵育体系下测定每个 CYP450 对应的特异性底物
的代谢物浓度。每个样品平行做 3 份。
　　 加 入 浓 度 分 别 为 0.01、0.1、1、10 和 100 
μmol·L － 1 广藿香醇，孵育体系下测定 CYP3A4
酶活性，将所得数据以抑制剂浓度的 log 值
（μmol·L － 1）作为横坐标，剩余活性率（%）
作为纵坐标作图。采用 Graphpad Prism 5.0（San 
Diego，CA，USA）软件计算广藿香醇的 IC50。
2.3.2　广藿香醇在人肝微粒体中对 CYP3A4 的
抑制模型　为了验证广藿香醇的抑制类型，将广
藿 香 醇（0、5、10 μmol·L － 1） 在 加 入 NADPH
的人肝微粒体中预孵育 0、10 或 30 min，然后
加入 CYP3A4 特异性底物咪达唑仑（5、10 或 20 
μmol·L － 1），37℃孵育 30 min。每个样品平行
做 3 份。所得数据采用 SigmaPlot 软件（版本 10.0，
Systat software，Inc.：Chicago，IL，USA） 做
Lineweaver-Burk 图和二次作图。
2.3.3　CYP3A4 重组酶验证实验　为验证广藿香醇
选择性抑制 CYP3A4，将广藿香醇（0.01、0.1、1、
10 和 100 μmol·L－ 1）、咪达唑仑和 NADPH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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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pmol 人重组 CYP3A4 酶中 37℃孵育 30 min。
每个样品平行做 3 份。所得数据以抑制剂浓度的
log 值（μmol·L－ 1）作为横坐标，剩余活性率（%）
作为纵坐标作图，采用 Graphpad Prism 5.0（San 
Diego，CA，USA）软件计算广藿香醇的 IC50。
2.4　统计分析

　　计算人肝微粒体中不同浓度广藿香醇对酶活
性的影响，每个样品平行 3 份，数据表示为平均
值±SD，采用方差分析，P ＜ 0.05 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使用 GraphPad Prism 5.0（San Diego，CA，
USA）通过非线性回归计算 50% 抑制浓度（IC50）
值。Lineweaver-Burk 图采用 SigmaPlot 软件（版本
10.0，Systat software，Inc.：Chicago，IL，USA）
制作。
3　结果

3.1　广藿香醇对人肝微粒体中 CYP450 酶的抑制

作用

　　加入不同浓度广藿香醇（0、0.1、1 和 10 
μmol·L － 1）后对酶底物代谢产物进行测定，分
析剩余活性，结果见图 1A。由图可知广藿香醇
对人肝微粒体 CYP2A6、CYP2C9、CYP2C19 和
CYP2D6 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且与浓度无关。
而在图 1B 中，随着广藿香醇浓度升高，肝微粒
体 CYP3A4 活性明显下降，其 IC50 值为 5.195 
μmol·L － 1。提示当药物经由 CYP3A4 代谢时，
广藿香醇可能对其会有抑制作用。
3.2　广藿香醇对 CYP3A4 的抑制特点

　　从图 2 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广藿香醇对
CYP3A4 抑制作用不同，随着广藿香醇浓度的增
加，CYP3A4 活性降低；而不同时间段的广藿香醇
对 CYP3A4 抑制作用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广藿
香醇呈现浓度依赖性地抑制肝微粒体中 CYP3A4
催化的咪达唑仑羟基化，但不具有时间依赖性。
3.3　广藿香醇对 CYP3A4 的抑制作用类型分析

　　以底物浓度 1/[S] 作为横坐标，反应速度
1/[V] 作为纵坐标，按 Lineweaver-Burk 法作图，
确定提取物的抑制类型，结果见图 3A。以广藿
香醇浓度作为横坐标，Lineweaver-Burk 图中几条
直线的斜率作为纵坐标，作图得图 3B，据此可以
得到广藿香醇抑制常数（Ki）。
　　从图 3A 中可以看出，不同浓度广藿香醇共
同孵育之后所得的曲线有一个共同交点并且落在
横坐标轴上，说明广藿香醇对于 CYP3A4 抑制类
型为非竞争性抑制。从图 3B 中可以计算得到广
藿香醇抑制常数 Ki 为 0.86 μmol·L － 1。

3.4　广藿香醇对 CYP3A4 重组酶的抑制作用

　　采用 10 pmol 人重组 CYP3A4 与广藿香醇共
同孵育，验证广藿香醇对于 CYP3A4 选择性抑制
作用，结果见图 4，发现广藿香醇可以显著抑制
CYP3A4 活性，其 IC50 值为 5.625 μmol·L－ 1，广
藿香醇对 CYP3A4 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这与在

图 1　人肝微粒体中不同浓度广藿香醇对 CYP2A6，CYP2C9，
CYP2C19，CYP2D6 酶（A）和 CYP3A4 酶（B）活性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A on the enzyme activities 
of CYP2A6，CYP2C9，CYP2C19 and CYP2D6（A），and CYP3A4
（B）in human liver microsomes 

图 2　广藿香醇对 CYP3A4 酶的抑制特点

Fig 2　Inhib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A on CYP3A4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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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肝微粒体中实验结果一致。
4　讨论

　　联合用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非常普遍，但是

联合用药过程中存在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药
物相互作用一般由 CYPs 酶代谢引起，从而导致严
重的不良反应 [20-21]。目前，有关药物相互作用的
报道越来越多，因此研究药物对 CYPs 的抑制作用
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药物相互作用，从而避免或
减少联合用药时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广藿香醇
具有抗炎、抗氧化、抑菌、抑制病毒、抗克氏锥虫、
免疫调节、抗肿瘤等药理活性 [9-13，17]。其在临床
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与经 CYP3A4 代谢消除的
药物联合使用，从而影响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常见含广藿香醇的药物如藿香正气水，应当特别
注意与其他药物联用时可能引起的药物相互作用。
本研究利用经典的肝微粒体体外孵育模型，探讨
广藿香醇对 CYP3A4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首次检测了广藿香醇对 CYPs 的抑制
作用、抑制类型以及机制模型，发现广藿香醇对
CYP2A6、CYP2C9、CYP2C19、CYP2D6 活性没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 CYP3A4 活性的抑制作用
呈浓度依赖性，但不具有时间依赖性。在广藿香
醇对 CYP3A4 的抑制作用类型分析中，得到了 Ki

值为 0.86 μmol·L－ 1，可以判断药物抑制作用的
类型主要是非竞争性抑制。随后采用体外人肝微
粒体孵育和重组酶验证作为主要的实验方法，通
过 CYP3A4 重组酶验证了这一结果。因此，当联
用药物经由 CYP3A4 代谢时，可能会由于广藿香
醇的抑制作用，该药不能被及时代谢，而导致药
物的血药浓度升高，造成蓄积中毒等情况。这为
预测药物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临床上应用
含广藿香醇成分的药物的安全性提供了参考，但
其在临床使用中的真实情况，尚需动物体内实验
以及临床试验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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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脑屏障上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的表达、分子调控 
及其介导的药物转运

王敏，胡冰莹，孙莹莹，韦阳*（杭州医学院，浙江省神经精神疾病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3）

摘要：血脑屏障（BBB）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CNS），使得各种脑部疾病

的治疗效果不佳甚至无效，因此开发有效的跨脑屏障药物传递技术成为了 CNS 疾病治疗的研究

热点。已知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人类：OATPs；啮齿类动物：Oatps）在 BBB 中高表达，并且可

参与各种内源性物质和外源性药物的细胞摄取过程，因此 OATPs/Oatps 家族成员有很大的潜力可

用于改善治疗药物进入大脑的过程。本文主要总结了 OATPs/Oatps 在 BBB 中的定位、功能表达、

分子调控及其介导的药物转运过程，以期为改善 CNS 疾病的药物治疗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血脑屏障；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功能表达；分子调控；药物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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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molecular regulation and medidated drug transport of organic 
anion transport polypeptides at blood brain barrier

WANG Min, HU Bing-ying, SUN Ying-ying, WEI Yang* (Zhejiang Key Laboratory of 
Neuropsychiatric Drug Research,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Hangzhou Medic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3)

Abstract: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largely limits the entry of drugs in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which weakens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brain diseases or even makes it ineffectiv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drug delivery technology across the BBB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treatment of CNS diseases. It is known that organic anion transport polypeptides (Human: 
Oatps; Rodent: Oatps) are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BBB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ellular uptake of various 
endogenous substances and exogenous drugs. So OATPs/Oatps family members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way therapeutic drugs enter the BBB.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d the localization, 
functional expression and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OATPs/Oatps at the BBB, and drug transport mediated 
by it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to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NS diseases. 
Key words: blood brain barrier; organic anion transport peptide; function expression; molecular 
regulation; drug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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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
tem，CNS）之间形成了三大屏障，即血脑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BBB）、血脑脊液屏障和
蛛网膜屏障，这些屏障为维持 CNS 的稳态提供
了高度可控的微环境。构成 BBB 结构基础的微

血 管 内 皮 细 胞（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MVECs）是介导血液 -CNS 之间物质交换的主要
场所，MVECs 之间存在紧密连接，限制了离子
和其他小的亲水性溶质通过细胞间隙（细胞旁途
径），因此，脑内所需的一些营养分子包括氨基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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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一元羧酸、有机阳离子、己糖、核苷和肽等
需要通过跨膜转运途径穿过 BBB[1]，而相关转运
蛋白的缺乏以及内皮细胞囊泡含量低等因素则形
成了一种“运输屏障”。
　　由于 BBB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药物向 CNS
的转运，导致很多 CNS 疾病治疗效果不佳甚至
无效。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如何提
高脑内病灶部位的有效药物浓度，改善药物的治
疗效果。在大脑皮层，药物的外排由三磷酸腺苷
结合盒转运蛋白（ATP binding-cassette，ABC）的
成员介导 [2]，参与药物摄取的转运蛋白则属于溶
质转运蛋白（solute carrier，SLC）家族 [3]。BBB
上的 ABC 超家族 [ 如 P- 糖蛋白（P-glycoprotein，
P-gp）] 或 SLC 家族（如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转
运体是改善药物向大脑输送的重要靶点。值得注
意的是，一些针对 P-gp 的小分子抑制剂的临床试
验由于抑制剂本身的毒性或者脑内非病灶组织对
外源药物的渗透性增强而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而
失败。为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内源性表达
的 SLC 转运体。
　　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rganic anion transport 
polypeptides，OATPs/Oatps）， 作 为 SLC 超 家 族
的一个重要成员，可通过钠离子非依赖性转运
系统介导大量的两亲性化合物（包括多种药物）
的跨膜转运。有研究证明，OATPs/Oatps 可作为
CNS 药物传递的潜在靶点，其底物如他汀类药
物，在缺氧、炎症性疾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症中具
有较好的神经保护作用 [4]。同时 OATPs/Oatps 还
可介导阿片类镇痛药（如 deltorphin Ⅱ和 DPDPE
等）的血脑转运，从而治疗疼痛和脑缺氧 [5]。本
文旨在探讨 OATPs/Oatps 在 BBB 上的定位、功能
表达、分子调控机制及其介导的药物转运过程，
以期为 CNS 疾病的临床药物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1　血脑屏障 
　　BBB 由排列在脑微血管的内皮细胞及其
间的紧密连接构成，包括基底膜、星形胶质细
胞、周细胞和神经元在内的“神经血管单位”
（neurovascular unit，NVU）也参与了其形成。脑
微血管内皮细胞外有一层连续不断的基底膜，基
底膜外又被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围绕形成的胶质膜
所包围，而周细胞是嵌入到微血管基底膜中的血
管壁细胞，多层膜性结构共同形成了大脑的保护
性屏障（见图 1）。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NS 疾病可能与
BBB 的功能障碍有关，包括一些神经退行性疾

病 [ 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
和帕金森病 ] 和与炎症相关的脑部疾病（如感染、
中风、血管性痴呆和多发性硬化症）等 [6-8]。

图 1　血脑屏障 [9]

Fig 1　Blood-brain barrier[9]

2　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

　　OATPs/Oatps 由溶质载体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
家族成员基因（solute carrier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family member，SLCO/slco）编码，目前人体内发
现的 OATP 包括 6 个家族（OATP1 ～ 6）、12 个亚
型（OATP1A2、OATP1B1、OATP1B3、OATP1B7、
OATP1C1、OATP2A1、OATP2B1、OATP3A1、
OATP4A1、OATP4C1、OATP5A1、OATP6A1），
关于基因 SLCO1B7 和转运体 OATP1B7 的信息几
乎没有文献报道，OATP1B3-1B7（LST-3TM12）是
最近发现的 OATP1B 家族的新成员，该功能转运
体是由 SLCO1B3 和 SLCO1B7 的剪接变异体共同
编码的产物，定位于肝微粒体滑面内质网上，其
底物包括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和 estradiol- 
17β-D-glucuronide 等 [10]。OATPs 在人体组织中广
泛分布，但有些亚型广泛表达，有些亚型选择性
表达在某个部位，在细胞内稳态的维持和药物的
处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OATPs/Oatps 在 BBB 的定位与表达

　　为了进一步优化转运体介导的脑靶向递药系
统，了解 OATPs/Oatps 在 BBB 的定位和功能表
达至关重要，人 OATPs 和啮齿动物 Oatps 在基因
和蛋白质表达以及底物谱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定位于 BBB的 OATPs包括 OATP1A2、OAT-
P1C1、OATP2B1 和 OATP2A1。OATP1A2 是 第 一
个被鉴定且被证实在 BBB中大量表达的 OATP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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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最初在人脑微血管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顶
端发现 [11-12]，后来证实，在肿瘤和邻近的健康组织
中也有表达 [13]，通过观察大脑皮质、小脑和海马
体的石蜡切片，发现 OATP1A2 也定位于神经元和
神经元突起 [14-15]。相对于其他组织，大脑中 OAT-
P1A2 mRNA的表达水平更高，并且与 OATP2B1和
P-gp相比，全脑组织裂解液中 OATP1A2 蛋白丰度
更高 [14，16]。与 OATP1A2 相比，OATP2B1 的定位
似乎仅局限于脑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的管腔膜侧。
OATP1C1 是 BBB处甲状腺激素（thyroid hormones，
THs）的高亲和力双向转运体，研究发现 OATP1C1
分布在放射状胶质细胞、脑屏障、Cajal-Retzius细
胞、脑干的迁移纤维以及一些具有特殊和复杂时空
模式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中 [17]。OATP1C1 在 BBB
中的表达具有明显的物种差异性，在大鼠和小鼠的
微血管内皮细胞上高度富集，而在人脑微血管内皮
细胞上表达量甚微。除此之外，OATP1C1 还定位
在脉络层上皮细胞的基底侧 [18]。OATP2A1，也被

称为甲状腺素转运体，在全身组织包括大脑中广泛
表达，目前已在脑额回神经元中检测到其蛋白水平
的表达，但其在 BBB中的具体定位尚不清楚。
　　啮齿类动物 BBB 中主要表达 3 种 Oatp 亚型：
Oatp1c1、Oatp2a1 和 Oatp1a4[19-21]。Admati 等 [21] 通
过 Oatp1c1 mRNA 探针和抗 -EGFP 抗体对转基因
鱼进行了双 ISH/ 免疫组化，发现 Oatp1c1 在 BBB
的微血管内皮细胞的顶端和基底侧均有表达，同
时也定位在特定脑区的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
Kis 等 [22] 研究表明，Oatp2a1 定位在脑内皮细胞的
管腔膜侧，其在 BBB 内皮细胞中的表达量低于其
在星形胶质细胞、周细胞和脉络层上皮细胞中的
表达。Oatp1a4 是人 OATP1A2 在 BBB 上的功能
性同源物，但与 OATP1A2 不同，Oapt1a4 定位于
BBB 微血管内皮细胞的顶端和基底外侧膜 [23]，这
意味着它可能还充当着外排转运体的功能 [13，23] 详
见表 1 和图 2。

表 1　OATPs/Oatps在 BBB的定位及其底物 
Tab 1　Localization and substrates of OATPs/Oatps at the BBB

人类蛋白 啮齿动物同源蛋白

名称 组织定位 BBB 定位 名称 BBB 定位 底物 [22，24-29]

OATP1A2 血脑屏障，肾，肠，

睾丸，肝脏

顶端，胶质细胞 Oatp1a4 顶端和基底外侧 伊马替尼、甲氨蝶呤、伊立替康、阿霉素、甲状腺

激素、Biphalin、非索非那定、阿片肽类似物、雌

酮 -3- 硫酸酯、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HIV 蛋

白酶抑制剂、β 受体阻断剂、牛磺胆酸盐

OATP2B1 肝脏，血脑屏障，

胚胎，心脏

顶端，胶质细胞 Oatp2b1 神经元细胞 他汀类药物、非索非那定、E3S、硫酸化类固醇、

SN-38、厄洛替尼

OATP1C1 脑，睾丸 可能是胶质细胞 Oatp1c1 顶端 甲状腺激素、共轭甾醇

OATP2A1 广泛表达 还未明确 Oatp2a1 顶端，神经元细胞 前列腺素

图 2　OATPs/Oatps 在 BBB 的定位

Fig 2　Localization of OATPs/Oatps at the BBB

2.2　OATPs/Oatps 的分子调控

　　要实现将 OATPs/Oatps 转运体作为增强 CNS
药物传递载体的目标，需要对其分子调控机制进

行深入了解。遗传多态性、翻译和翻译后调控以
及与诱导剂或抑制剂的相互作用都有可能导致
OATPs 转运功能的改变。
2.2.1　OATP1A2 和 Oatp1a4　近年来，有关 OAT-
P1A2 分子调控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启动子中含
有一个 PXR 反应元件，可通过与 PXR 结合，促
进 SLCO1A2 的转录和翻译 [30]。位于 SLCO1A2
转录起始位点上游－ 1836 ～－ 1845 bp 处有一
个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的可能
结合位点，并且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可通过 NFκB 的负性调控进而
抑制 SLCO1A2 的转录 [31]。OATP1A2 的翻译后过
程受到一组激酶，包括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酪蛋白激酶 2（casein kinase 2，CK2）
和 AMP 依赖的蛋白激酶（5'-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的复杂调控，PKC 通过网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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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依赖性途径介导蛋白内化来调节 OATP1A2 的
转运功能 [32]，CK2 通过调节其在质膜上的定位，
在优化 OATP1A2 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 [33]，而
AMPK 则可调控 OATP1A2 的亚细胞定位和蛋白
稳定性 [34]。PDZ 蛋白，特别是盘状同源区域蛋白
1（PDZ domain containing 1，PDZK1）和钠氢交换
调控因子 1（Na＋ /H＋exchanger regulatory factor 1，
NHERF1），通过与 OATP1A2 C 端的 PDZ 结合域
直接相互作用激活 OATP1A2 功能 [35]。
　　OATP1A2 的转运活性还受 pH 值的影响，在
pH 6.0 条件下，OATP1A2 介导的 0.3 mmol·L － 1

雌酮 3- 硫酸盐的摄取率比在 pH 7.4时高 6.6倍 [36]。
缺血和再灌注对 OATP1 的表达和功能也具有调节
作用，细胞暴露于糖氧剥夺条件 2 h 后，OATP1
的表达显著增加 [37]。Thompson 等 [38] 也发现在缺
氧 1 h 后的 30 min 复氧期间，大鼠体内 Oatp1a4
的表达增加，而在较长的复氧过程中，Oatp1a4 的
表达却降低，因此研究缺血再灌注过程中 OATP1
表达的分子调节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证实 TGF-β/ALK1 信号激动剂 BMP-9
可增强大鼠脑微血管中 Oatp1a4 的功能性表达，
而 高 选 择 性 ALK5 抑 制 剂 SB431542 也 可 促 进
Oatp1a4 介导的转运过程，这表明 Oatp1a4 转运功
能可由通过 ALK1 和 ALK5 跨膜受体介导的 TGF-β
信号转导调节 [24，39]。
2.2.2　OATP2B1　Pomari 等 [40] 研究表明，驱动
SLCO2B1 转录的启动子具有组织特异性。不同的
启动子启动不同 SLCO2B1 转录本的表达。这些
OATP2B1 变体使用 5 个不同的第一外显子（1a，
1b，1c，1d 和 1e）和相关的启动子，但共享后续
的外显子（外显子 2 ～ 14）。通过分析 SLCO2B1
的启动子区域，发现 5' 侧翼区域包含一个顺式
作用元件 GC 盒，它可与转录因子 Sp1 结合并
控制来自肝脏和小肠的几种细胞系的 SLCO2B1
表达 [41]。肝细胞核因子 4-α（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alpha，HNF4α） 可 与 SLCO2B1-1e 近 端
启动子的某一区域结合激活其转录过程 [42]。在
HepaRG 细胞中，MicroRNA-24 的表达水平与
OATP2B1 mRNA、蛋白质和 HNF4α  mRNA 的表
达水平呈负相关，这表明 MicroRNA-24 不仅抑制
OATP2B1 的翻译过程，而且可通过降解 HNF4α  
mRNA 抑制 OATP2B1 的转录过程 [43]。抑瘤素 M
（OSM）是白细胞介素 -6（IL-6）家族的一员，可
以下调人肝细胞中 OATP2B1 的 mRNA 水平 [44]。
　　除了特征明确的转录修饰外，翻译后修饰也

会影响转运蛋白的定位和活性。OATP2B1 的转
运功能易受细胞外环 IX-X半胱氨酸残基变化的
影响 [45]，OATP2B1 中共有 6 个色氨酸残基，即
W272、W276、W277、W523、W611 和 W629，位
于跨膜结构域 11（transmembrane domain 6，TM11）
的 W611 是 影 响 OATP2B1 转 运 功 能 的 关 键 部
位，而位于第三细胞外环和 TM6 交界处的 W272、
W276 和 W277 对 OATP2B1 的转运功能也起到一
定的影响 [46]。OATP2B1 的 C端含有 PDZ结合基
序，PDZK1 蛋白可通过与该区域结合调控其在
细胞中的定位、表达和功能 [47]。同源建模显示
OATP2B1 TM1 以及 N端末端的 TM2，4 和 5 可能
位于底物结合口袋内，对维持转运蛋白的摄取功能
非常重要 [48]。此外，第 51 位的苯丙氨酸（F51）似
乎在 OATP2B1 的正确折叠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
F51 的替代可能会导致转运蛋白的加速降解 [48]。有
研究表明 OATP2B1 可通过 PKC介导的网格蛋白内
在化，随后被胞内溶酶体靶向降解 [49]。
2.3　OATPs/Oatps 介导的 CNS 药物转运

2.3.1　抗 AD 药　目前普遍认为 AD 患者一个特
征性的病理改变是β- 淀粉样蛋白（Aβ）在大脑中
不断积累。有研究表明，作为 Oatp1a4 底物的瑞
舒伐他汀和牛磺胆酸盐可通过原位脑灌注降低小
鼠大脑中的 Aβ 水平 [50]。随着病情的加重，AD
大鼠脑毛细血管中的 Oatp1a4 的表达量呈下降趋
势 [51]，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底物药物进入
脑内病灶区发挥作用。
2.3.2　 治 疗 缺 血 性 脑 中 风 的 药 物　 阿 片 肽
Biphalin 在缺血性脑中风时可提供神经保护作用，
他汀类药物与中风后早期的神经功能改善相关，
而 OATP1A2 和 Oatp1a4 可介导阿片肽 Biphalin
和他汀类药物在 BBB 的转运过程，并且缺血再
灌注期间 OATP1 表达的增加可以改善阿片肽
Biphalin 或其他与 OATP1 有亲和力的潜在脑缺血
治疗药物的脑部运输 [5，37-38]。
2.3.3　抗脑部肿瘤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OATPs 在各种类型的癌症中的表达会发生改变，
在蛋白质水平上，OATP1A2 和 OATP2B1 在形成
BBB 和血脑肿瘤屏障的内皮细胞的管腔膜以及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中均有表达，可介导一些化疗药
物输送到肿瘤部位 [13，52]。AZD1775 是一种酪氨
酸激酶 Wee1 的小分子抑制剂，是治疗胶质母细
胞瘤的潜在化疗和放射增敏剂。在相对酸性的肿
瘤微环境中，AZD1775 主要通过 OATP1A2 介导
的主动摄取过程进入脑肿瘤细胞 [53]。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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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药物被证明由 OATP1A2 和 OATP2B1 介导转
运，OATP1A2介导甲氨蝶呤（MTX）的转运过程
具有饱和性和 pH 依赖性，在细胞外酸性环境中，
其转运速率可提高 7 倍 [54]。除此之外，OATP1A2
介导转运的化疗药物还包括伊立替康、阿霉素等，
而 SN-38（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产物）、厄洛替尼
则由 OATP2B1 转运。
2.3.4　抗抑郁药　圣约翰草可用于治疗轻度抑
郁症，金丝桃苷是圣约翰草的主要活性成分之
一，通过激活核受体中的孕烷 X 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从而增强 CYP3A4 的表达，在
合并用药过程中可能引起严重的药物 - 药物或食
物相互作用，限制了其临床使用。金丝桃苷作为
OATP2B1 的底物，可通过 OATP2B1 跨膜转运，
因此 OATP2B1 可增加金丝桃苷的细胞摄取量，从
而增强 PXR 的活化 [55]。
2.3.5　抗癫痫药　在慢性癫痫大鼠的大脑中，
Oatp1a4 的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而 mRNA 水平不
变，这表明慢性癫痫可能影响了 Oatp1a4 的转录
后过程 [56]。丙戊酸钠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抗癫痫
药，研究表明 Oatp1a4 参与了丙戊酸钠在血脑屏
障处的转运，并且改变 Oatp1a4 的表达可能改善
耐药癫痫患者对丙戊酸钠的耐药性 [57]。
2.3.6　OATPs/Oatps 的基因多态性对药物转运的
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 SLCO 的基因多态性通过影
响药物转运，从而显著改变其底物药物的药理和
毒理反应。Angelini 等 [58] 报道了接受伊马替尼治
疗的 189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主要反应与
包括 OATP1A2 在内的几种 SLC 转运体的遗传变
异之间存在显著关系。Zhou 等 [59] 在一组受试者
中鉴定了 SLCO1A2 的 5 个新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G550A、G553A、G673A、A775C 和
G862A，它们分别编码 OATP1A2 变体 E184K、
D185N、V255I、T259P 和 D288N。通过 HEK293
细胞评估这些变体转运蛋白的功能，发现新的变
异 体 E184K、D185N、T259P 和 D288N 对 底 物
药物雌酮 -3- 硫酸酯、伊马替尼和 MTX 的转运
量明显降低，仅为野生型的 20% ～ 50%。此外，
SLCO1A2 的遗传变异也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MTX 毒性产生的危险因素。Wang 等 [60]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 SLCO1A2 遗传变异与 MTX
毒性的关系，结果显示，550AA 基因型与 MTX
毒性相关，并且 H3（H3 ＝ AG）患者产生 MTX
毒性的风险较高。另一项体外研究也表明，相对
于野生型，OAP1A2*3（A516C，E172D）和 *6

（A404T，N135I）变异体对 3 种测试底物即雌
酮 -3- 硫酸酯、deltorphin Ⅱ和 DPDPE 的转运活
性均显著降低 [12]。
　　OATP2B1 rs2306168（1457C ＞ T）是一种错
义突变，与野生型相比，其转运活性降低 50%。
据报道，非索非那定在体内的消除受到 OATP2B1 
rs2306168 的显著影响，具有 C 等位基因的受试
者体内非索非那定曲线下面积（AUC）显著降
低 [61]。另一项研究表明，与野生型受试者相比，
具有 SLCO2B1 c.* 396T ＞ C 变异体的受试者伏
立康唑的口服吸收慢且生物利用度降低 [62]。
　　这些数据表明 SLCO1A2 和 SLCO2B1 的基因多
态性可能是药物处置和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个体间
变异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与 OATP1A2 和
OATP2B1 相关的遗传变异不仅会影响内源性和外
源性化合物在外周器官（如肾脏、肠道）中的分布，
还会改变向关键组织区室（如大脑）输送药物的程
度，从而导致药物反应性的个体间差异。
3　总结与展望

　　自从 Oatp 基因被发现以来，有机阴离子转运
多肽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点，人体相关的 OATPs
至今发现了 12 个亚型，其中 OATP1B3-1B7 尚未
完全被确证。确认的 11 个 OATP 亚型影响着人体
的生理功能，且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成为疾病形成
的关键因素。OATPs 参与药物的转运，并有可能
成为药物治疗的功能靶点。因此，对 OATPs 分布
及功能的深入研究，对新药研发有重要的意义。
　　药物穿过 BBB 并在 CNS 内获得有效浓度的
能力取决于多种转运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通过内
流转运体进入大脑和由外排转运体介导的外流过
程。笔者总结了定位于 BBB 的 OATPs/Oatps 的表
达，分子调控及其介导的药物转运过程，这为优
化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包
括 TGF-β 信号通路、核受体系统等。同时，发现
细胞间信号通路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如 ALK1
和 ALK5 受体不仅参与调节 Oatp1a4 的转运活性，
还与 P-gp 的功能调节有关 [63]，这些对于研究
Oatp1a4 和 P-gp 共同底物的转运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必须意识到，在 BBB 中高表达的
OATPs/Oatps 也定位在外周的其他器官，并且参
与药物处置过程。例如，定位在肾小管上皮细胞
顶端侧的 OATP1A2 参与底物药物的分泌 [64]，肝
脏中表达的 Oatp1a4 则参与底物药物的代谢 [65]，因
此，需重点关注 OATPs/Oatps表达的组织差异性以
及调控其表达的下游信号之间的分岔点，使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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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疾病的药物更少地在外周被代谢和分泌。目
前，大部分研究只关注 CNS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
中 BBB处药物转运体的改变，却忽略了外周器官
如肝脏、肾脏和小肠等部位关键药物转运体以及代
谢酶的变化。有研究表明，在 AD小鼠肾脏中，多
药耐药相关蛋白 2（MDR2）、OAT3 和 OCT2 的蛋
白表达分别上调 1.6、1.3 和 1.4 倍 [66]，这些改变可
能会影响药物在外周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
程，最终影响进入 CNS的有效药物浓度。
　　在大脑发育过程中，转运体蛋白的含量也在
不断变化，如在脑毛细血管发育过程中 Oatp1c1
蛋白表达的上坡型变化可能满足了大脑正常发育
对足够甲状腺激素的需求 [67]。此外性别也可能
会影响转运体的表达，与雄性大鼠相比，雌性
大鼠脑微血管 Slco1a4 mRNA 和 Oatp1a4 蛋白表
达增加，但在青春期前大鼠中未观察到脑微血
管 Oatp1a4 表达的性别差异性 [68]。最后，转运
体介导药物的转运存在立体选择性，一项临床研
究表明，单剂量摄入苹果汁（含一种 OATP2B1
的有效抑制剂），可使其底物药物非索非那定
AUC0 ～ 24（R 构型）/AUC0 ～ 24（S 构型）从 1.49 增
加到 2.00[69]。因此，未来在 CNS 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必须充分考虑到相关的生物变量，包括患者
的年龄、性别和手性药物转运中的立体选择性等，
这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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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先进疗法药物的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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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因治疗产品、细胞治疗产品和组织工程产品等先进疗法药物（ATMPs）有潜力为一些

罕见病、恶性肿瘤、遗传性疾病等重大难治性疾病的治疗提供开创性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当今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本文从全球 ATMPs 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着眼，基于欧美经验浅析

ATMPs 发展面临的挑战，以期为我国同类产业的监管和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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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大多数传统药物是为“一般患者”而
设计，用药也是“一刀切”，对于某一特定病情，
采用标准化的治疗方式。先进疗法药物（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ATMPs）包括基因治
疗产品、细胞治疗产品和组织工程产品，这些高
度复杂的治疗产品无论是生产和给药途径，还是
临床疗效均不同于传统药物。一些基因治疗产品
可以解决疾病的病因，为患者提供一次性用药治
愈的前景，也有一些细胞治疗产品和组织工程产
品是专门为特定患者而生产的，形成个体化定制
药物 [1]。2001 年，第一个细胞治疗产品——用于
治疗膝关节软骨缺损的自体人软骨细胞（商品名：
Chondron®）在韩国获批上市，次年韩国批准了
第一个组织工程产品（商品名：Holoderm®），用
于治疗大面积深度二、三级烧伤。2004 年，用
于治疗头颈癌的重组人 p53 腺病毒注射液（商品
名：今又生）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是世界上第

一个被批准上市的基因治疗产品 [2]。欧盟于 2009
年批准了第一个 ATMP ChondroCelect®，一种用于
治疗软骨缺损的组织工程产品。一年后，ATMP 
PROVENGE® 在美国上市，它是一种治疗激素难
治性晚期前列腺癌的体细胞疗法 [3]。从 ATMPs
理论概念的提出，到第一次临床试验的授权开展
和新疗法的获批上市，这中间的时间跨度之大与
ATMPs 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新颖性有关，这些性
质也影响患者获得治疗的机会。为促进创新、提
高 ATMPs 的可及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和 欧
洲药品管理局（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分别于 1991 年、1999 年开始对 ATMPs 实
施科学监管，从法律、法规到行业指南三个层级
实现系统管理，涵盖研发阶段 ATMPs 的分类程序
和科学建议、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的指导、激
励政策、注册阶段的上市许可程序以及上市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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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求、真实世界数据（real-world evidence，
RWE）收集和药物警戒。
1　ATMPs的概述
1.1　ATMP 的分类（见表 1）
　　欧盟的人用医药产品主要受指令 Directive 
2001/83/EC 和 法 令 Regulation（EC）No 726/2004
的约束，在此基础上 EMA 针对 ATMPs 颁布了专
门的法令 Regulation（EC）No 1394/2007，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该法令建立了对此类产品进
行监管和上市许可程序的总体框架，并成立负责
评估 ATMPs 的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先进疗
法委员会（CAT）。其后 EMA 又出台指令 Direc-
tive 2009/120/EC 进一步更新先进疗法的定义和
详细的科学技术要求 [3-5]。Regulation（EC）No 
1394/2007 将 ATMP 分为三类：① 基因治疗产品
（gene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GTMP）；② 体
细胞治疗产品（somatic cell therapy medicinal prod-
uct，SCTMP）；③ 组织工程产品（tissue-engineered 
product，TEP）。此外，ATMPs 可与生物材料、
支架、基质等医疗器械结合形成组合的 ATMPs
（Combined ATMPs，cATMPs）[6]。EMA 强 调 出
于安全的考虑，可能属于 GTMP、SCTMP 及 TEP
定义范围内的产品应被视为 GTMP，同时符合
SCTMP 和 TEP 定义的产品优先被视为 TEP[7]。
　　与欧盟一样，美国也将 ATMPs 视为生物制
品，由 FDA 的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BER）负
责审评和监管。FDA 主要依据法律《美国食品药
品和化妆品法案》和《公共卫生服务法案》第 351
部分以及法规《美国联邦法规集》第 21 部分的
600 ～ 680 号（针对生物制品的规定）和 1271 号
（《人体细胞和组织产品的管理规定》）对这些药
物进行监管 [3，8]。“ATMP”这一术语在美国的法
律法规监管文件中并不常用，FDA 将这些产品统
称为“细胞和基因疗法”（cellular & gene therapy 
products，CGTs）。应该明确的是，CGTs 不应与
“人体细胞、组织以及基于细胞和组织的产品”
（human cells，tissues，and cellular and tissue-
based products，HCT/Ps）混淆，HCT/Ps 被定义
为“旨在用于植入、移植、输注或转移至患者的
人体细胞或组织”，FDA 仅根据 PHSA 第 361 部
分和 21 CFR 1270 & 1271 号对 HCT/Ps 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HCT/Ps 不属于药品或生物制品的范
畴 [3，9]。CGTs 包括两个子分类：① 人类基因疗
法（human gene therapy）；② 体细胞治疗产品
（somatic cell therapy products，SCT）。
　　欧盟和美国在 ATMPs 的定义、分类方面的异

同见表 1。对于 GTMP，欧盟和美国的纳入标准相
似，产品要求是由包含重组核酸 / 遗传物质的活性
成分组成的生物制品，且重组核酸 / 遗传物质须是
生物源性，由化学合成的重组核酸 / 遗传物质组成
的产品将被作为化学药进行管理，如反义寡核苷酸
药物。其次 FDA 和 EMA 均明确将旨在治疗或预
防传染病的基于基因的产品排除，如疫苗。对于基
于组织和细胞的 ATMPs，欧盟和美国的产品分类
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欧盟认为 SCTMP 和 TEP
两者在产品的预期用途有所区别，而在美国基于细
胞和组织的 ATMPs 没有细分类别，均属于 SCT。
如在欧美均获批上市的 MACI®，是由接种在猪的
胶原蛋白膜上的自体软骨细胞组成，用于成年患者
膝盖症状性全层缺损修复 [3]。在美国，MACI® 被
认为是一种基于治疗目的的生物制品 - 医疗器械组
合的细胞治疗产品。另一方面，在美国，用于造
血或免疫重建的骨髓祖细胞或外周血细胞被认为
是 SCT，FDA 已批准了多种脐带血药物上市；而
EMA 认为，当这些细胞用于造血或免疫重建时，
其没有受到实质性操作且在供、受体中表现的是相
同的细胞基本功能，因此不被视为 ATMPs，只有
当它们用于治疗心肌梗死或其他血管疾病则可归类
为 ATMPs[7，13]。
1.2　ATMP 的特点
　　ATMPs 具有区别于传统药物的独特属性 [1]：
　　① 治愈潜力：ATMP 的设计更多针对的是疾
病的生物学机制，而非症状，这意味着这些创新
性疗法可能为难治性疾病患者提供“治愈性”解
决方法，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寿命。
　　② 一次性治疗：ATMP 通常只使用一次，即
“一针给药，终身受益”，因此，不会出现慢性
病患者在服用传统药物时面临的依从性挑战，同
时可以显著减轻慢性病患者对常规治疗和日常护
理的需求，从而节省卫生系统的长期成本。
　　③ 高额的前期费用：由于 ATMPs 的研发难
度大、生产成本高、目标人群小等特点导致其药
价高昂，而这些变革性疗法通常要求一次性预付
费用，这可能带来支付方面的挑战。
　　④ 复杂的生产过程：ATMP 是复杂的产品，
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技术要
求。例如，基于病毒载体的基因疗法，不同的病
毒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各异，往往需要高度一
致的反应条件和生产过程，才能保证放大和纯化
后得到的产品符合质量控制标准。确保起始物
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
ATMPs 生产商共同面临的挑战。
　　⑤ 储存和运输 [14]：一些 ATMPs 是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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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很短，需要制订确保产品稳定性和质量可
控性的储存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运输
困难。
2　全球先进疗法药物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2.1　临床试验开展情况
　　据统计显示，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
全球范围内共新增 2097 项 ATMPs 临床试验，主
要分布在北美洲（845 项）和亚洲（736 项），其次
是欧洲（323 项）、南美洲（26 项）、大洋洲（17 项）
和非洲（11 项），还有 139 项跨国家、多中心的临
床试验。与 2014 年相比，2018 年 ATMPs 的临床
试验数量总体上涨 32%，北美洲（上涨 36%）和
亚洲（上涨 28%）增长明显，而欧洲（＜ 2%）相
对稳定（见图 1）。约 63% 的临床试验处于Ⅱ / Ⅲ
期阶段 [15]。在产品类型上，GTMP[ 包括利用基
因传递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和基于基因修饰的嵌
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等 ] 占新增临
床试验的 63%，其次是 SCTMP（占 32%）[15]（见
图 2）。自 2013 年以来，CAR-T 疗法临床试验数

量在全球范围内呈爆发式增加，中国（119 项）
于 2017 年超过美国（112 项）成为注册 CAR-T
疗法临床试验最多的国家。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clinicaltrials. gov”上登记的 CAR-T 临床
试验数量已超过 600 项，中国和美国分别登记
357 项和 256 项 [16]。在疾病类型上，正在研发的
ATMPs 中有 50% 以上针对肿瘤学开展，包括白
血病、淋巴瘤、脑癌等，其次是心血管疾病，此
外还包括许多罕见病，涉及肌肉骨骼、中枢神经
系统、内分泌、皮肤病等各方面 [17]。
2.2　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ATMPs 经历了十几年的螺旋式发展，至今在
多种遗传性和获得性疾病中取得了令人兴奋的研
究成果，已有多个 GTMP 被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脂
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PLD）（Glybera®）、腺苷脱
氨酶缺乏型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ADA-SCID）
（Strimvelis®）、RPE65 型遗传性视网膜营养不
良（Luxturna®）、非β0/β0 基因型输血依赖性β-
地中海贫血（TDT）（Zynteglo®）、脊髓性肌萎缩

表 1　欧盟和美国 ATMPs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ATMPs in European Union and United States

产品分类 活性物质 预期用途 纳入种类 排除种类

EMA
（ATMPs）

GTMP[4] 由生物源性重组核酸组成，如 DNA、

RNA、基因改造的病毒、细菌或 
细胞

用于人类以调整、修复、

替换、增加或删除基

因，其治疗、预防或

诊断作用依赖于它所

含的重组核酸或基因

表达产物

质粒 DNA、病毒载体、

基因工程微生物、人

类基因编辑技术、患

者源性细胞基因治疗

产品

非生物制品（如反义寡

核苷酸药物）、预防

或治疗传染病的疫苗

SCTMP[4] 人的自体、同种异体或异种的细胞或

组织，经过体外实质性操作使其

与预期用途相关的生物学特性、生

理功能或结构特性被改变或使其在

供、受体中表现不同的基本功能

通过细胞或组织的药理

学、免疫学或代谢作

用来预防、诊断或治

疗疾病

含有 / 由动物细胞或组织

组成的产品、癌症免

疫疗法、异种活细胞、

干细胞和干细胞衍生

产品

用于造血或免疫重建的

脐带血药物、含有或

完全由非活性细胞 /
组织组成的且不通过

药理、免疫学或代谢

作用发挥效用的产品 
TEP[5] 人的自体、同种异体或异种的细胞或

组织，经过体外实质性操作使其

与预期用途相关的生物学特性、生

理功能或结构特性被改变或使其在

供、受体中表现不同的基本功能；

细胞或组织可以是非活性的

再生、修复或替换人体

组织

含有 / 由动物细胞或组织

组成的产品、用于治

疗软骨或心脏缺陷的

产品、干细胞和干细

胞衍生产品

含有或完全由非活性细

胞 / 组织组成的且不

通过药理、免疫学或

代谢作用发挥效用的

产品

cATMPs[6] 与生物材料、支架、基质等医疗器械

结合的 ATMPs
治疗、预防或诊断疾病

以及再生、修复或替

换人体组织

/ /

FDA
（CGTs）

人类基因疗

法 [10]

生物源性遗传物质 修饰或操纵基因的表达，

或改变活细胞的生物

特性以达到预防、治

疗或治愈疾病的目的

质 粒 DNA、 病 毒 载 体、

基因工程微生物、人类

基因编辑技术、患者源

性细胞基因治疗产品

非生物制品（如反义寡

核苷酸药物）、预防

或治疗传染病的疫苗

体细胞治疗

产品 [11-12]

经培养、扩增、诱导分化、筛选、药

物处理或以其他方式改变生物学特

性的人用自体、异体或异种细胞

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

或治疗

细胞免疫疗法、癌症疫

苗、异种活细胞、造血

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

HCT/Ps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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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SMA）（Zolgensma®）等罕见病 [18]。实际上，
ATMPs 也有望用于治疗患者人群规模较大的疾
病。基因编辑技术是基因治疗的一种形式，通过
对多能干细胞衍生的细胞进行改造，为患者带来
独特的治疗益处，从而解决一些难治疗的慢性疾
病，如糖尿病。2018 年，ViaCyte 公司与基因编
辑上市公司 CRISPR Therapeutics 达成协议合作
开发能够有效治愈 1 型糖尿病的干细胞衍生胰岛
素替代疗法。ViaCyte 开创了一款由人胚胎干细
胞（hESCs）定向分化为胰腺内胚层细胞的疗法
PEC-Encap（Vc-01），该疗法使用 Encaptra® 免疫
保护装置进行包装，通过皮下植入患者体内，一
旦植入成功，这些细胞就会成熟发展为能分泌胰
岛素的β 细胞和其他正常的胰岛细胞来调节血糖
水平，同时 Encaptra® 装置通过使用半透性保护膜
包围 PEC-01 细胞来防止免疫排斥，消除了其他
移植治疗方法的免疫抑制，此疗法有可能为 1 型
糖尿病患者提供功能性治愈方法 [19]。目前 PEC-
Encap（Vc-01）已进入临床研究，在美国、加拿
大和欧洲的不同中心进行临床试验以评估安全性
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SCTMP 将在慢性疼痛的治疗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 DiscGenics 开发了一
种名为 IDCT 的新型、同种异体、可注射的细胞
疗法，利用椎间盘组织中提取的椎间盘细胞，为
治疗轻度至中度退行性椎间盘疾病提供一种非手
术的、潜在组织再生的解决方案。该产品已获得

FDA 的快速通道资格认定，目前在美国和日本进
行多中心临床试验以评估其减少与退行性椎间盘
疾病相关的疼痛和残疾的药效 [20-21]。
2.3　上市药物市场动态（见表 2）
　　在基因组学、精确的基因编辑工具以及分子
和细胞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推动下，学术界、非营
利性组织、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等相关利益者对
ATMPs 的研究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 ATMPs 被批
准上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FDA 已批准 18
个 ATMPs，包括 6 个基因治疗产品和 12 个 SCT
（其中有 8 个是脐带血药物）；EMA 已批准 16 个 
ATMPs，其中有 10 个 GTMP，3 个 SCTMP 和 3 个 
TEP；同时在美国和欧盟两个地区上市的 ATMPs
有 7 个。另外也有一些候选产品已向 FDA/EMA
提交上市许可（MA）申请，如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治疗血友病的基因疗法 ValRox（BioMarin）、治
疗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芳香族 L- 氨基
酸脱羧酶缺乏症（AADC）的基因疗法 GT-AADC
（PTC Tx）、治疗儿童类固醇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SR-aGVHD）同种异体细胞疗法 Ryoncil
（Mesoblast）、治疗小儿先天性无胸腺引起的原发
性免疫缺陷的组织工程产品 RVT-802（Enzyvant 
Tx）等 [17]。遗憾的是，由于 ATMPs 的定价高、报
销难、市场需求低等复杂因素，有几个产品被迫
退出欧洲市场。由于生产基地的关闭，MACI® 的
MA 被暂停，直至 MA 到期后其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MAH）未续签选择撤出市场 [22]；EMA 批准
的首个基因治疗产品 Glybera® 由于患者需求和成
员国医保支付意愿不及预期，其 MAH 同样选择
不续签 MA[23]；Provenge® 由于其 MAH 破产而放
弃欧洲市场 [24]，后 ChondroCelect® 和 Zalmoxis® 的
MAH 由于商业原因主动要求撤回 MA 并永久终止
产品在欧盟地区的销售 [25-26]。
3　欧美先进疗法药物的挑战及应对
3.1　ATMPs 的支付与报销
　　实际上，药物的上市并不意味着患者可以立
即获得相应的治疗方法。在欧美，药物经药品监
管机构批准上市后，要基于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进行后续的药品定
价和报销谈判 [27]。已上市的 ATMPs 药物定价在
两万至两百万美元不等，GTMP 的价格明显高于
SCTMP 和 TEP。如此高昂的价格无疑会影响患
者获得创新疗法的机会，也会对医疗财政系统造
成重大影响。支付创新疗法的费用需要从医疗保
障预算中分配资源，因此可能会对一些现有的治
疗方法，特别是效率和成本效益较低的药物 / 技
术进行更严格的预算限制，这意味着 ATMPs 将

图 1　2014 － 2018 年 ATMPs 新增临床试验数量主要分布情况 [15]

Fig 1　Main distribution of new ATMPs clinical trials initiated during 
the 2014 － 2018[15]

图 2　新增临床试验中 ATMPs 的产品类型分布（2014.01.01 － 

2019.06.30）[15]

Fig 2　ATMPs distribution in clinical trials initiated 1 Jan 2014 － 30 
June 2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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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 FDA和欧盟 EMA先进疗法药物上市情况和价格 [21] 

Tab 2　Market authorizations and prices of ATMP by FDA and EMA [21]

机构 名称（MAH） 适应证 分类 上市时间 审批途径 市场价格

FDA Tecartus®（Kite Pharma，
Inc）

一种靶向 CD19 的 CAR-T 细胞疗法，用于治疗复

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r/r MCL）成人患者

基因疗法 2020-07-24 加速审批、孤儿

药认定、突破

性疗法认定

N/A

FDA Zolgensma®（AveXis，
Inc）

一种基于腺相关病毒 9 型（AAV9）载体的基因疗

法，用于治疗 2 岁以下患有 SMN 基因 1 等位

突变导致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患者

基因疗法 2019-05-24 快速通道认定、

孤儿药认定、

突破性疗法认

定、优先审评

$ 2 125 000
（公司定

价）

FDA Luxturna®（Spark 
Therapeutics，Inc）

一种基于 AAV2 载体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由双

等位基因 RPE65 突变导致的遗传性视网膜营养

不良，并且具有足够的活视网膜细胞的患者

基因疗法 2017-12-19 突破性疗法认定、

孤儿药认定、

优先审评

$ 850 000

FDA Yescarta®（Kite Pharma，
Incorporated）

一种 CAR-T 疗法，用于治疗接受过两次或以上系

统性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特定类型大 B 细胞淋

巴瘤成人患者

基因疗法 2017-10-18 孤儿药认定、突

破性疗法认定

$ 373 000 

FDA Kymriah®（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一种 CAR-T 疗法，用于治疗 25 岁以下复发或难

治性 B 细胞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的患者，和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大 B 细

胞淋巴瘤（DLBCL）的成年患者

基因疗法 2017-08-30 孤儿药认定、突

破性疗法认定

$ 475 000 

FDA MACI®（Vericel 
Corporation）

猪胶原蛋白膜自体培养软骨细胞，用于成年患者

膝盖症状性全层缺损修复

细胞疗法 2016-12-13 / $ 38 129

FDA Imlygic®（Amgen Inc） 一种基因修饰的溶瘤病毒治疗，用于初次手术后

复发的黑色素瘤患者不可切除的皮肤、皮下和

淋巴结病变的局部治疗

基因疗法 2015-10-27 快速通道认定、

孤儿药认定

$ 466 077 

FDA Gintuit®（Organogenesis 
Incorporated）

一种由异体人体细胞（细胞供体与患者无关）和

牛胶原蛋白制成的细胞产品，用于外敷辅助治

疗成人粘膜牙龈疾病手术所致创面的血管损伤

细胞疗法 2012-03-09 / N/A

FDA Laviv®（Fibrocell 
Technologies，Inc）

自体成纤维细胞，用于改善成人中度至重度鼻唇

沟皱纹

细胞疗法 2011-06-21 / N/A

FDA Provenge®（sipuleucel-T）
（Dendreon Corporation）

一种基于抗原呈递细胞的自体细胞免疫疗法，用

于治疗激素难治性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成年患者

细胞疗法 2011-04-29 / $ 141 005

EMA Libmldy®（Orchard 
Therapeutics）

一款基于自体 CD34+ 细胞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

患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MLD）儿童患者

基因疗法 2020-12-09 孤儿药认定 N/A

EMA Zolgensma®（AveXis EU 
Limited）

用于治疗 5q SMA 患者，具体为：① SMN1 存在

双等位基因突变、且临床诊断为 SMA-1 型的 5q 
SMA 患者；② SMN1 基因存在双等位基因突变、

且存在多达 3 个拷贝 SMN2 基因的 5q SMA 患者

基因疗法 2020-05-18 “有条件”批准、

孤儿药认定

N/A

EMA Zynteglo®（LentiGlobin）
（Bluebird Bio（Nether-
lands）B.V.）

用于治疗 12 岁及以上的需要定期输血来治疗疾病

并且没有匹配的干细胞移植供体的非β0 /β0 基

因型输血依赖性β- 地中海贫血（TDT）患者

基因疗法 2019-05-29 “优先药物”资格认

定、“有条件”批

准、孤儿药认定

$ 1 800 000
（公司定

价）

EMA Luxturna®（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一种基于 AAV2 载体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由双

等位基因 RPE65 突变导致的遗传性视网膜营养

不良，并且具有足够的活视网膜细胞的患者

基因疗法 2018-11-22 孤儿药认定 N/A

EMA Yescarta®（Kite Pharma 
EU B.V.）

用于治疗经两次或以上系统性治疗的、患有复发或

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和原

发性纵隔大 B 细胞淋巴瘤（PMBCL）成年患者

基因疗法 2018-08-23 “优先药物”资格

认定；孤儿药

认定

N/A

EMA Kymriah®（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用于治疗 25 岁以下复发或难治性 B 细胞前体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患者，和用于治疗

复发或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
的成年患者

基因疗法 2018-08-22 “优先药物”资格

认定；孤儿药

认定

$ 441 538
（德国）；

$ 413 120
（英国）

EMA Alofisel®（Takeda 
Pharma A/S）

用于成人非活动性 / 轻度活动性腔内克罗恩病患

者复杂性肛周瘘的治疗，其中这些患者的瘘管

至少对一种常规或生物疗法反应不足

细胞疗法 2018-03-23 孤儿药认定 N/A



210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续表 2

推动医疗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可能会对医疗保障
体系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 [28]。虽
然这些并不是评估一种新药价值的关键要素，但
却是一些国家制定药品准入政策的重要标准。由
于 ATMPs 技术的特殊性，如自体细胞治疗、伦
理道德、复杂给药过程以及疾病的罕见性等因
素，使用金标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评估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的适用性不强，因此产品可能基于有限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数据而获得上市批准，这导致一些以临
床证据为导向的 HTA 机构和医保支付方不愿意根
据上市前的短期研究数据来提供相应 ATMPs，因
而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新的治疗方法，Glybera® 和
ChondoCelect® 正是由于临床疗效数据不足，在法
国被拒绝报销 [1]。
　　针对部分已上市的 ATMPs，欧洲一些国家已
制定相应的报销策略。在英格兰，Imlygic® 通过患
者用药可及性方案（Patient Access Scheme，PAS）
获得报销 [29-30]，在 PAS 中，制药公司根据使用
该药物的患者数量、患者对药物的临床反应或收

集的新证据（结果）提供折扣、返款等形式 [31]。
Strimvelis® 根据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的
高度专业化技术（highly specialized technology，
HST）评估，认为其成本效益是合理的，因此被
推荐进入国民健康保障体系进行报销。此外，两
个 CAR-T 产品 Yescarta® 和 Kymriah® 可以通过癌
症药物基金获得资助治疗，这种机制下的报销是
临时性的，并以收集进一步的真实世界证据为依
据来支撑未来药价的重新谈判 [29-30]。在德国，新
药上市后的头 12 个月内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在
这期间，德国联邦联合委员会会进行疗效评估并
推荐报销办法以供国家法定健康保险基金协会的
后续价格谈判参考，该协会旗下有上百个健康保
险公司。2019 年 3 月，诺华与德国法定健康保险
联盟 GWQ ServicePlus 签订了基于疗效的支付协
议，根据该协议，如果患者生存率无法达到约定
的界限，诺华将向保险公司偿还部分 Kymriah@

的药费 [1]。还有基于疗效的分期付款方式，对于
Zynteglo®，Bluebird 提供了一项为期 5 年、以结
果为导向的分期付款计划。

机构 名称（MAH） 适应证 分类 上市时间 审批途径 市场价格

EMA Spherox®（CO.DON 
AG）

自体软骨细胞球状体，用于修复成人膝关节软骨

缺损

组织工程

产品

2017-07-10 / $ 18 950 
（英国）

EMA Strimvelis®[Orchard 
Therapeutics
（Netherlands）BV]

一种自体 CD34 ＋细胞转导表达腺苷脱氨酶

（ADA）的离体干细胞基因疗法，用于 ADA 缺乏

型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症（ADA-SCID）儿科患者

基因疗法 2016-05-26 孤儿药认定 $ 738 223
（英国）

EMA Imlygic®（Amgen 
Europe B.V.）

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发生区域或远端转移

（Ⅲ B、Ⅲ C 和Ⅳ M1a 期），且没有骨、大脑、

肺或其他内脏疾病的黑色素瘤成年患者

基因疗法 2015-12-16 / $ 357 309
（德国）

EMA Holoclar®（Holostem 
Terapie Avanzate s.r.l.）

用于因物理或化学因素所致眼部灼伤导致的中度

至重度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症（LSCD）成人患者

的治疗

细胞疗法 2015-02-17 “有条件”批准、

孤儿药认定

$ 93 432 
（英国）

EMA Zalmoxis®（MolMed 
SpA）

作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经过 haplo-identical HSCT 单

倍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特异性辅助疗法

基因疗法 2016-08-18；
2019-10-
09 MA 被

撤回 

“有条件”批准 $ 814 780
（德国）

EMA Provenge®（Dendreon 
UK Ltd）

一种基于抗原呈递细胞的自体细胞免疫疗法，用

于治疗激素难治性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成年患者

细胞疗法 2013-06-09；
2015-05-
06 MA 被

撤回

/ $ 110 920
（德国）

EMA MACI®（Vericel 
Denmark ApS）

猪胶原蛋白膜自体培养软骨细胞，用于成年患者

膝盖症状性全层缺损修复

组织工程

产品

2013-06-27；
2018-07-01 
MA 到期

/ $ 21 926 
（英国）

EMA Glybera®（uniQure 
biopharma B.V.）

用于患有家族性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PLD）且

脂肪摄入受限但仍患有严重或多发性胰腺炎的

成年患者

基因疗法 2010-10-25；
2017-10-28 
MA 到期

特例批准、孤儿

药认定

$ 120 675
（德国）

EMA ChondroCelect®

（TiGenix N.V.）
一种自体人软骨细胞类产品，用于治疗成人膝关节

股骨髁单个有症状软骨损伤

组织工程

产品

2009-10-05；
2016-11-30 
MA 被撤回 

/ $ 21 926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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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开展
　　在欧盟，ATMPs 申请 MA 失败的主要因素
是临床疗效证据不足以及安全性问题，其次是质
量或非临床研究的问题 [32]。针对目前无治疗方
法的疾病或罕见病而开发的 ATMPs，通常是基
于短期临床数据而被批准的，这些数据来源于单
臂、开放标签、观察性研究，随访时间短，患者
人数少，关键性临床试验方法学应用的局限性是
导致 ATMPs 长期疗效和安全的不确定性的主要
原因 [30]。寻找直接反映患者感觉、功能或生存的
特性或变化的临床终点指标 [33] 来评估疗效也是
ATMPs 临床试验设计的一个重要障碍。评价基因
治疗产品的有效性有时依赖于替代终点而非临床
终点或临床结果，例如针对肿瘤，使用无进展生
存期的数据作为替代终点，而不是将总体生存期
的数据作为临床终点，因为这样可以实施较短的
试验并有助于加快上市许可的监管评估。然而选
择替代终点需要谨慎，一方面是经过验证的替代
终点较少，当使用新的替代终点时，需要使用有
限的数据和时间来开发和验证这些终点，另一方
面是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替代终点可能
无法准确体现某种治疗的综合收益风险曲线，不
能真正地预测疾病转归以及定量地反映该治疗真
正的临床获益。与此同时，患者诊断、招募、以
及持续的医学随访，也是阻碍 ATMPs 临床试验
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34]。
　　对于 ATMPs 这一复杂的产品的评估，无论
是药品监管部门还是 HTA 机构，都需要在临床
证据要求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产品的开发
研究者需加强替代终点的使用和验证，如应用生
物标志物、患者报告结局或观察性试验结局作为
试验完成的终点 [35]，以尽早发现和临床相关的显
著治疗效果，对于无法进行对照试验的适应证，
应增加间接比较试验以增强说服力。针对人数
较少的小样本临床试验的设计与研究，EMA 和
FDA 均有出台指导原则 [36-37]。HTA 机构在进行技
术评估时应做出一定让步，如美国临床与经济评
估研究所认为对于超罕见病治疗可考虑采用历史
对照的方法评估其药效 [38]。真实世界证据的发展
有助于解决长期疗效、安全性、健康相关生活质
量和医疗资源使用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也需要
结合真实世界人群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
3.3　立法与监管障碍
　　首先，ATMPs 的定义和范围缺乏监管上的
统一。在欧盟，虽然法令 Regulation（EC）No 
1394/2007 明确了 ATMP 的定义，但每个成员国
可能会对同一产品进行不同的分类，这不利于产

品在欧盟市场的流通 [39]。其次，由于缺乏对 MA
程序的监管统一，不同地域的 ATMP 上市数量不
同。FDA 已批准 18 个 ATMPs，而 EMA 已批准
16 个 ATMPs，这导致由于地理区域的不同使患
者获得治疗的水平不一 [40]。此外，与药品监管机
构之间缺乏互动或沟通有限也可能降低 ATMPs
获得 MA 的机会 [39]。
　　为了促进患者尽早获得 ATMPs，EMA 已制
定一些监管策略，以支持新 ATMPs 的早期开发。
CAT 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为 ATMPs 的分类提供建
议，尤其是当产品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类别时 [41]。
申报者还可通过科学建议或协议援助寻求药物
开发早期试验设计和研究的帮助 [42]。与此同时，
EMA 制定了优先药物制度（PRIority Medicines 
scheme，PRIME），以促进有关药物疗效和安全
性的可靠数据的生成，并加快对药品上市的评估，
受益于 PRIME 的申报者可以在申请 MA 时获得加
速审评的资格 [43]，还有其他加快新药审评审批的
途径，如“有条件批准”“特例批准”[44]。同样地，
FDA 也鼓励新药研发者在药物开发早期增加与评
审中心的互动，CBER 推出了 INTERACT 会议计
划 [45]，旨在为因使用复杂制造技术、创新设备或
先进测试方法而产生未知安全性问题的新型产品
提供药物开发的化学、生产和控制、药理毒理学
或临床研究方面的早期、不具约束力的建议，通
过提供专家建议的流程，有助于申报者应对科学
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加快产品开发。FDA 目前已
建立“优先审评”“快速通道”“突破性疗法认定”
以及“加速审批”4 个快速审评审批途径，对药物
从开发到上市的不同阶段给予支持，此外还为治
疗罕见病的“孤儿药”研发开辟特别通道，获得孤
儿药认定身份的药物将享有税费减免、研究资助、
协议辅助、快速审评以及上市后 7 年的市场独占
权 [46]。此外，EMA 与 FDA 已意识到各自在积极
支持 ATMPs 的研发中面临着类似的监管挑战，双
方已达成共识，尽早提供平行的科学咨询意见，
并进一步加强现有的 ATMPs 团队合作，以期就这
些药物的监管制定共同的科学方法，最有效地促
进其临床前和临床开发以及上市后的数据收集 [47]。
3.4　ATMPs 的生产和操作实施
　　大多数的 ATMPs 的生产和质量控制过程是
漫长而复杂的，GTMP 面临难以大规模生产临床
级载体的困难，SCTMP 也存在特定细胞亚型的
筛选问题，GMP 合规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产
成本和复杂性 [39]。在运输和供应方面也存在薄弱
环节，某些 ATMPs 的保质期较短，在急需治疗
的情况下难以保证及时提供。一些 ATMPs 要求在



2102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特定的医院或研究中心进行管理，如 Strimvelis®

仅在意大利一个研究中心进行给药，这意味着患
者必须前往特定的临床环境接受治疗，这种方式
所产生的额外时间和资源成本可能成为限制患者
获得治疗机会的因素 [48]，也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素养以及用药前检查和用药后医疗监测这些方面
的医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ATMPs
需要有适当的、经监管机构批准和充分验证的配
套诊断测试，而这一测试的可及性因不同国家、
地区而异 [49]。
　　研究表明，实施个性化和精准医疗需要对卫
生系统进行重大变革，包括采用信息技术处理数
据，并为临床使用信息引入支持工具 [50]。其次，
应从国家层面重视并解决 ATMPs 的研发、生产、
成果转化面临的挑战。美国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下属的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CATS）
牵头主持了针对罕见病基因疗法的技术平台构建
的 PaVe-GT（The Platform Vector Gene Therapy）
试点项目，关注基因疗法制药工艺中的共同问题
如基因载体放大生产、剂量的选择、将转基因递
送到正确组织的递药机制研究等，其目标是通过
开发和测试多种罕见病基因疗法以提高临床试验
启动的效率，并与公众共享科学结果、经验和监
管文件为未来的基因治疗开发项目“铺路”[51]。
4　结语

　　ATMPs 有望为患者、社会和医疗系统带来巨
大的临床价值。迄今为止，只有少数 ATMPs 获
得了 FDA 和 EMA 的批准，还有更多的疗法正在
进行临床前 / 临床开发，预计在未来将进入市场。
目前欧美的监管政策和措施侧重于鼓励创新和加
快对 ATMPs 的审批，而不是促进这些新疗法的
可负担性和可及性。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
GTMP 商业化的国家，也是 ATMPs 临床研究最
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总体上，国内患者的临床获
益和产业发展状况与欧美仍有明显差距，一是由
于我国 ATMPs 的监管体系建设滞后，尚未针对
这类新型药物确定顶层框架并建立分级分类管理
和技术评价体系，行政管理、注册审批、伦理审
查的监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晰；二是临床研究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重复研究多，研发品种较
为单一，如存在靶向 CD19、CAR-T 研究扎堆的
现象，因此需要将研究方向更多地引导到 CD19
以外的靶点和 CAR-T 疗法以外的先进疗法上，
将 CRISPR 基因编辑和诱导多能干细胞等新技术
整合到先进疗法开发中，可能会带来新的研究突

破；三是在产品应用转化和产业化存在较大的瓶
颈，至今未有新的产品上市。总而言之，ATMP
的蓬勃发展需要持续的科学监管、创新的支付与
报销机制、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广泛
的全球合作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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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PD-L1 抑制剂在 EGFR-TKIs治疗失败的 
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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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属于 ERBB/HER 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成员。在 NSCLC 中，20% 左右的人群有 EGFR 突变。在

EGFR 突变阳性患者中，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能明显地改善患者的预后，

延长生存时间，因而是该类人群的首选治疗方案，但是使用 EGFR-TKIs 治疗的患者最终仍然

会发展成耐药，目前对于耐药后的患者仍然没有标准的后线治疗方案。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
（PD-1）及其配体（PD-L1）抑制剂是通过解除免疫抑制激活免疫系统来发挥抗肿瘤效应。基

于 PD-1/PD-L1 抑制剂及 EGFR-TKIs 两类药物的抗肿瘤机制的不同，有必要了解 PD-1/PD-L1
抑制剂在 EGFR-TKIs 治疗失败患者中的疗效。本文从目前 PD-1/PD-L1 抑制剂在 EGFR-TKIs
耐药患者中的治疗现状予以综述，并展望未来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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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基因突变指的是体细胞失去了原有的基
因排布造成了致癌基因信号通路的活跃，使体
细胞改变了原有的细胞特点从而无规则无程序的
增殖。对于携带驱动基因突变的肿瘤来说，一般
认为肿瘤的发生绝大部分甚至完全是由驱动基
因导致的 [1]。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作为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
瘤 [2]，驱动基因突变占据总人群的 69%[3]，其中又
以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最为常见（见图 1）。对于 EGFR 突变阳性
的 NSCLC 患者，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s）是一线治疗
药物，但是最终仍然会发展成耐药 [5-7]。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programmed death-1，
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
L1）抑制剂是通过阻断免疫抑制信号通路，激活
免疫系统达到杀伤肿瘤的作用，目前多个 PD-1/
PD-L1 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zulimab）、
特瑞普利单抗、阿替丽珠单抗（Atezolizumab）等
都已经相继纳入到 NSCLC 的治疗指南中 [8-10]。鉴
于驱动基因阴性肺癌患者能从 PD-1/PD-L1 抑制剂
中获得明显的预后改善，并且 PD-1/PD-L1 抑制剂
与 TKIs 发挥抗肿瘤效应作用机制的不同，因此对
于驱动基因 EGFR 阳性且 TKIs 治疗失败的患者来

说，PD-1/PD-L1 抑制剂能否为其带来获益值得探
讨。本文从这方面予以综述，并展望未来的治疗
方向。
1　EGFR
　　EGFR 属于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其中该家
族也包括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HER3 及 HER4。

Progress in PD-1/PD-L1 inhibitors in the EGFR-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EGFR-TKIs failure

ZHOU Yu-ling1, ZHANG Yong-chang2, LIAO De-hua3*, YANG Nong2* (1.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1;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Lung Cancer and Gastrointestinal 
Unit, Hunan Cancer Hospital, Changsha  410013; 3. Department of Pharmacy, Hunan Cancer 
Hospital, Changsha  410013)

Abstrac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cancer associated 
mortality.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belongs to the ERBB/HER family of tyrosine 
kinase receptors, and EGFR mutation occurrs in approximately 20% of NSCLC patients.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 have been proved to be first-line treatment in EGFR-mutated 
NSCLC and markedly improved response rates, and overall survival. However, patients with EGFR 
mutation eventually develop EGFR-TKIs resistance without standard regime in subsequent treatment. 
Programmed death-1 (PD-1) or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inhibitors via blocking T cell 
immunosuppressive signals may induce anti-tumor effect. Based on different anti-tumor mechanisms, 
the efficacy of PD-1/PD-L1 inhibitor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in EGFR-TKIs resistance patien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research progression of PD-1/PD-L1 inhibitors and 
predicted future treatment direction in EGFR-TKIs resistance lung cancer patients. 
Key word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EGFR-TKIs resistance; immunotherapy; PD-1/PD-L1 inhibitor

图 1　NSCLC 中各类驱动基因所占比例

Fig 1　Frequency of mutation in driver oncogenes in NSCLC
EGFR.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ALK. 
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Kras. 鼠类肉瘤病毒

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NTRK. 神经营养性酪

氨酸激酶（neurotrophic tyrosine kinase）；Her2.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others. 其他类

型（oth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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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中，EGFR 是主要的驱动突变基因，约占
据全球患者人数的 20%，其中在亚洲人中可高
达 40%[4，11]。EGFR 突变主要集中在 19 号外显
子的缺失及 21 号外显子 L858R 氨基酸分子的替
换，EGFR 突变的 NSCLC 患者会使 MAPK/ERK、
PI3K-AKT-mTOR 等下游通路持续激活，从而导致
细胞无限增殖，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EGFR-TKIs
则是通过与 ATP 竞争性结合 EGFR 胞内激酶位
点，阻断下游通路的激活，达到抑制肿瘤的增殖
的作用 [12-13]。与化疗相比，EGFR-TKIs 治疗能使
EGFR 阳性患者的总体生存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达70%、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延长至 18.6 个月 [14-16]。但是患
者最终会对 EGFR-TKIs 发生耐药，目前对于耐药
患者的后线治疗模式常选用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
方案，其 ORR 在 30% 左右，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
（median progressive free survival，mPFS）在 5 ～ 6
个月 [17-18]。
2　PD-1/PD-L1 抑制剂

　　PD-1/PD-L1 是一对抑制性协同刺激分子。
PD-1 主要表达在活化的 CD4 ＋ T 细胞、CD8 ＋

T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 细胞、B 细胞和单核
细胞中，是免疫细胞的负性免疫检查点，能够
抑制细胞的程序性死亡；PD-L1 在普通体细胞中
通常低表达或者不表达，但是在恶性肿瘤，如
在 NSCLC 中会呈现高表达状态，当肿瘤细胞的
PD-L1 与免疫细胞膜表面的 PD-1 结合时就会发
生负性免疫应答造成肿瘤细胞的逃逸，促进肿瘤
的发生、发展及转移。PD-1/PD-L1 抑制剂是通
过阻断 PD-1/PD-L1 通路的结合，解除免疫细胞
的负性调控，阻止免疫逃逸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
作 用 [19]。 在 KEYNOTE010[20]、CheckMate057[21]

及 OAK[22] 研究中，对于多线耐药的 NSCLC 患
者，PD-1/PD-L1 抑制剂与多西他赛相比能延长
患者的中位总体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至 12.2 ～ 13.8 个月，其中当对肿瘤组织中
的 PD-L1 进行分层分析时，发现 PD-1/PD-L1 抑
制剂对 PD-L1 阳性的患者疗效更好。并且 PD-1/
PD-L1 抑制剂也被纳入 NSCLC 的 NCCN 指南的
一类推荐 [10，23-25]。
3　PD-1/PD-L1 抑制剂在 EGFR-TKIs治疗失败

患者中的疗效

　　EGFR-TKIs 耐药机制多种多样，其中常见的
有继发 T790M 突变，旁路激活和小细胞的转化
等。近期，Peng 等 [26] 研究指出对 EGFR-TKIs 耐

药的肺癌细胞系往往会高表达 PD-L1。此外，在
临床回顾性分析中发现，PD-L1 高表达的 EGFR
突变阳性的肺癌患者使用 EGFR-TKIs 治疗时，其
mPFS 明显短于 PD-L1 低表达的患者 [27-28]。因
此，基于 PD-1/PD-L1 抑制剂对于 PD-L1 高表达
的 NSCLC 具有很好的疗效，同时 EGFR-TKIs 治
疗失败的极大部分患者可能会存在 PD-L1高表达，
故而 PD-1/PD-L1 抑制剂治疗 EGFR-TKIs 耐药的
肺癌患者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治疗模式。
3.1　PD-1/PD-L1 抑制剂联合 EGFR-TKIs
　　CAURAL 研 究 把 29 名 EGFR-TKIs 失 败 的
T790M 阳性的 NSCLC 患者 1∶1 随机分配到奥希
替尼联合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治疗与奥
希替尼单药治疗组，最终联合治疗组 vs 单药治疗
组的 ORR 为 64.00% vs 80.00%，mPFS 为还未达
到（not achieved，NA）vs 19.3 个月，但该研究
由于 G3 级以上的间质性肺炎不良反应持续发生
而提前终止 [29]。CheckMate021 研究公布了纳武
利尤单抗（Nivolumab）联合厄洛替尼治疗 EGFR
突变晚期非鳞 NSCLC 患者的数据，该研究共纳
入 21 名厄洛替尼耐药患者，给予厄洛替尼联合
Nivolumab 进行再次挑战，最终 21 名厄洛替尼耐
药的患者 ORR 为 15.00%，mPFS 为 5.1 个月，5
（24%）名患者出现 G3 级不良反应事件 [30]（见表
1）。吉非替尼联合 PD-1/PD-L1 抑制剂也开展了
多项临床研究，但是相关临床试验都由于安全性
差而提前终止 [31-32]。从目前的临床研究来看，吉
非替尼及奥希替尼联合 PD-1/PD-L1 抑制剂由于
毒性大导致临床试验的提前终止，因此即使患者
能从中获益但仍然不倾向于作为联合方案；厄洛
替尼联合 PD-1/PD-L1 抑制剂仍然会对厄洛替尼
耐药的 15% 的人群带来生存获益并且未出现因
不良反应事件而终止试验的情况。因此，对于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患者可以考虑厄洛替尼联
合 PD-1/PD-L1 抑制剂，但是由于目前临床试验
较少且多为Ⅰ期，因此有关厄洛替尼联合 PD-1/
PD-L1抑制剂的安全性及疗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2　PD-1/PD-L1 单药、联合化疗或者抗血管药物

　　 在 KEYNOTE010、CheckMate057，OAK
及 IMpower130 临 床 试 验 中， 对 EGFR-TKIs 治
疗失败的 EGFR 突变阳性的患者进行亚组分析
时发现：该亚组患者无论是在 Pembrozulimab、
Nivolumab、Atezolizumab 单药还是 Atezolizumab
联合化疗治疗方案中均不会有生存获益 [20-22，33]。
目前一些其他的临床研究显示，PD-1/PD-L1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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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能对 EGFR-TKIs 耐药的 EGFR 突变阳性的患
者发挥抗肿瘤效应。
　　ATLANTIC[34] 是一项单臂Ⅱ期临床研究，分析
了在有无 EGFR/ALK 驱动基因的晚期 NSCLC 中，
Durvalumab 作为后线方案的治疗疗效。该研究共
纳入 444 名 2 线或多线治疗失败的患者并将他们
分成 A、B、C 3 组，其中 A 及 B 组又分成两个亚
组，A 组为 111 名 EGFR ＋ /ALK ＋的患者，按照肿
瘤细胞中 PD-L1 的表达（＜ 25%，≥ 25%）分成
两个亚组；B 组为 265 名 EGFR － /ALK －的患者，
同样以 25% 为界分成亚组；C 组为 68 名 EGFR－ /
ALK － 且 PD-L1 ≥ 90% 患 者。 当 PD-L1 ≥ 25%，
A vs B vs C 的 ORR 分 别 为 12.2% vs 16.4% vs 
30.9%，mPFS 分别为 1.9 个月 vs 3.3 个月 vs 2.4 个
月，mOS 分别为 13.3 个月 vs 10.9 个月 vs 13.2 个
月； 当 PD-L1 ＜ 25% 时，A vs B 的 ORR 为 4% vs 
8%，mPFS 均为 1.9 个月，mOS 分别为 9.9 个月 vs 
9.3 个月；G3 ～ G4 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
为 5%、8% 及 18%。从 ATLANTIC 研究发现，当
PD-L1 ≥ 25% 时，PD-L1 抑 制 剂 Durvalumab 能
在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患者中改善预后，并
与 Durvalumab 在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中预后改善相
当。因此尽管该临床试验受限于小样本人口，但
是为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 EGFR 突变阳性患
者提供了一个可能治疗方向：PD-L1 ≥ 25% 时，
Durvalumab 可以考虑作为后续的治疗选择。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展示了 CT18 研
究的结果，CT18 研究是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用
于 EGFR-TKI 治疗失败的 EGFR 突变阳性 T790M
阴性晚期 NSCLC 患者Ⅱ期研究。该研究对 40 名入
组患者给予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最
终 ORR 为 50.0%（95%CI：33.8% ～ 66.2%），DCR
为 87.5%（95%CI：73.2% ～ 95.8%），mPFS 为 7.0
个月（95%CI：4.8 ～ 0.3 个月），其中 G3 ～ G4 级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7.5%，未出现任何 G5 级不良
事件。对 PD-L1 进行分层分析发现：PD-L1 ≥ 1%
相对 PD-L1 ＜ 1% 的患者预后更好（mPFS：8.3 个
月 vs 5.7 个月）；同样该研究也受限于小样本，但
提示对于 PD-L1 ≥ 1% 的 EGFR-TKIs 治疗失败患
者，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可能是一个安全可行的
后线治疗方案。
　　IMpower150[35] 是一项 PD-1/PD-L1 抑制剂与
化疗和 VEGF-TKIs 联合的开放标签的Ⅲ期、多中
心随机对照试验，入组患者是多线耐药的晚期非
鳞 NSCLC，随机分配至 A 组（Atezolizumab 联合

贝伐珠单抗和化疗）、B 组（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
及 C组（Atezolizumab 联合化疗）3 组。在对 124
名 EGFR 突变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时，A 组的 ORR
和 mPFS 分 别 为 70.6%（95%CI：52.2 ～ 84.9）、
10.2 个月（95%CI：7.9 ～ 15.2），mOS 未评估；B
组 ORR 和 mPFS 分别为 41.9%（95%CI：27.0 ～ 

57.9）、6.9 个月（95%CI：5.7 ～ 8.5），mOS 是 18.7
个月；C 组的 ORR 和 mPFS 分别为 35.6%（95%CI：
21.9 ～ 51.2）、6.9 个月（95%CI：5.7 ～ 8.2），mOS
是 21.4 个月；A vs B 组 mPFS 及 mOS 的风险比分
别为 0.41（0.23 ～ 0.75）及 0.31（0.11 ～ 0.83）。3
个方案的 EGFR 亚组患者发生了 G3 ～ G4 级不良
反应，其中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组的患者出现了
1 例 G5 级不良反应事件，其余两组未出现 G5 级
的不良反应事件。该研究与以往的 ATLANTIC 及
CT18 研究不同的是，PD-L1 的表达并不会影响
PD-1/PD-L1 抑制剂联合化疗和 VEGF-TKIs 的治疗
疗效。这可能是与加入的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珠
单抗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能抑制造血干细胞向树突
细胞的分化、抑制 T 细胞向肿瘤的浸润以及通
过 Fas 配体介导 T 细胞的凋亡，因而抗血管生成
药物能促进树突细胞的成熟以及增加 T 细胞对肿
瘤的浸润，改变肿瘤的免疫微环境 [36-39]。EGFR-
TKIs 耐药的患者肿瘤免疫微环境会发生改变 [40]。
因此，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通过改变 EGFR-TKIs
耐药患者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加 T 淋巴细胞浸
润，使 PD-1/PD-L1 抑制剂发挥效应，并且其抗肿
瘤效应不受患者 PD-L1 表达的限制。IMpower150
提示，在 EGFR-TKI 治疗失败的 NSCLC 患者中，
Atezolizumab 联合化疗和抗血管生成药物抗肿瘤效
应不会受到 PD-L1 表达的影响，这种联合模式是
未来 PD-L1 低表达或者不表达的 EGFR-TKIs 治疗
失败的 EGFR 突变阳性肺癌患者潜在的后线治疗
选择，但是临床医师尤其需要注意到其高达 60%
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3.3　双免疫靶点治疗

　　免疫治疗不仅包括了 PD-1/PD-L1 抑制剂，也
包括针对其他免疫检查点如 TGF-β 及 CTLA-4 抑
制剂等，但是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 并
不会发挥很好的疗效，因而多与 PD-1/PD-L1 抑
制剂进行联合或者设计成特异性双靶点药物 [41-42]。
NCT02517398 研究了 TGF-β 和 PD-L1 双特异性
靶点抑制剂 Bintrafusp Alfa 在 NSCLC 中疗效和
安全性的Ⅰ期研究，该研究入组了 80 例疾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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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 NSCLC 患者，并按照 1∶1 分成 500 mg 及
1200 mg 两组，最后 500 mg vs 1200 mg 的总体患
者 ORR、mPFS 及 mOS 分别为 17.5% vs 25%，1.4
个月 vs 4.0 个月，13.6 个月 vs 17.1 个月。在 10
例 EGFR 突变阳性的患者中，有 6 例 EGFR 突变
阳性的患者分到 500 mg 组，4 例患者分至 1200 
mg 组进行，有 1 名在 1200 mg 组的患者获得临
床疗效，ORR 为 25%[43]。WCLC 报道了一项 31
例一线 EGFR TKI 标准治疗失败的晚期 EGFR
突 变 NSCLC 患 者 中 Nivolumab 与 Nivolumab 联
合 CTLA-4 抑 制 剂 伊 匹 单 抗 （Ipilimumab）（允
许交叉）的Ⅱ期临床研究，其中 Nivolumab vs 
Nivolumab 联合 Ipilimumab 的 ORR 为 0 vs 6.25%，
mPFS 为 1.31 个月 vs 1.22 个月，两组中未有任何
患者发生 G3 级及以上的不良反应，该研究也由
于方案无效而提前终止。双免疫靶点治疗方案在
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展示了可观的疗效并且相对
单个 PD-1/PD-L1 抑制剂其疗效会更好 [44-45]，但是
在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 EGFR 突变阳性的患者
中并没有展示生存获益，这可能与入组患者数量
以及 EGFR-TKIs 治疗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相
关，因此双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药物可能是未来
的研究方向。
4　总结与展望

　　EGFR-TKIs 联 合 PD-1/PD-L1 抑 制 剂 尽 管
在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部分患者中展示出
一定的疗效，但是因其安全性差导致临床试验
提前终止的事件也不容忽视，从患者安全及获

益角度出发，不优先考虑这种联合模式；如果
要选择这种联合模式时，临床医师必须要慎重
考 虑 EGFR-TKIs 与 PD-1/PD-L1 抑 制 剂 药 物 搭
配。在单个 PD-1/PD-L1 抑制剂或者联合化疗
的研究结果中，大部分治疗方案的疗效与患者
的 PD-L1 的表达密切相关：对于 PD-L1 高表达
的患者，Durvalumab、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
还是 Atezolizumab 联合化疗和 VEGF-TKIs 是潜
在的方案；对于 PD-L1 低表达或者不表达的患
者，Atezolizumab 联 合 VEGF-TKIs 应 该 考 虑 成
为一个捆绑联合治疗选择，但是临床医师在选
择 Atezolizumab 捆绑联合抗血管药物时，需要密
切关注患者的不良反应，尽早对患者进行干预处
理。在双免疫靶点治疗模式中，暂时未见到可观
的疗效，可能与患者例数过少相关，此外 EGFR-
TKIs 治疗失败的患者单独使用双免疫靶点可能不
会发挥很好的疗效，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是未来
需要考虑的联合治疗方案。总之，尽管在有些临
床试验中，PD-1/PD-L1 抑制剂相对后线选用化疗
并未增加 EGFR-TKIs 治疗失败的患者生存获益，
但是在有些临床试验中，PD-1/PD-L1 抑制剂在该
类患者中仍然获得了不错的结果，造成这种差异
的原因可能与选取的 PD-/PD-L1 抑制剂及联合治
疗方案不同相关，挑选合适的抑制剂及联合方案
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PD-1/PD-L1 抑制剂仍
然是 EGFR-TKIs 耐药患者后线方案的潜在选择，
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同时免疫治疗联合抗
血管药物治疗方案可能是可行的联合治疗模式。

表 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 EGFR-TKIs治疗失败患者中疗效比较 
Tab 1　Efficacy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after EGFR-TKIs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EGFR-mutant NSCLC

研究名称 患者总数 /n 组别
EGFR 突变阳性

患者数 /n ORR/% mPFS/ 月 mOS/ 月

CAURAL[29]     29 Durvalumab ＋奥希替尼 14 64.00 NA NA

奥希替尼 15 80.00 19.3 NA

CheckMate021[30]     21 Nivolumab ＋厄洛替尼 21 15.00   5.1 18.7

ALTANTIC[34]   444 Durvalumab 97 NE NE NE

PD-L1 ＜ 25% UK   4.00   1.9   9.9

PD-L1 ≥ 25% UK 12.00   1.9 13.3

CT18     40 特瑞普利＋化疗 40 50.00   7 NE

IMpower150[35] 1202 Atezolizumab ＋抗血管药物＋化疗 34 70.60 10.2 NA

抗血管药物＋化疗 45 41.90   6.9 18.7

Atezolizumab ＋化疗 45 35.60   6.9 21.4

NCT02517398[43]     80 Bintrafusp Alfa：500 mg   6   0 NE NE

Bintrafusp Alfa：1200 mg   4 25.00 NE NE

WCLC.OA01.06     31 Nivolumab 15   0   1.31 NE

Nivolumab ＋ Ipilimumab 16   6.25   1.22 NE

注：UK. 未知（unknown）；NA. 还未达到（not achieved）；NE. 未评估（not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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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共突变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和预后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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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的临床应用给存在 EGFR 突变的肺

癌患者带来了曙光，但是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的 EGFR 共突变事件被

发现，且提示其与预后较差相关。近年来，聚焦于 EGFR 共突变的临床研究受到极大的关注，

但是针对其的治疗手段存在争议，目前对于此类患者的治疗策略选择尚无定论。本文对近几年

国内外关于 EGFR 共突变对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及预后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此类患者的治

疗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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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have exhibited dramatic prospects for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multiple 
EGFR co-mutation were found and suggested poor prognosis. In recent years, though clinical studies 
on EGFR co-mutation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re are limited treatment options available 
for these patient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impact of EGFR co-mutation on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NSCLC, which may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argeted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NS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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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死亡率最高的呼吸系统恶
性肿瘤 [1]，其中 85% 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且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在初诊时已经发生远处转移而被诊断为晚期 [2]。
近年来，一系列致癌驱动基因被发现，其相应的
靶向治疗使 NSCLC 治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特
别是 EGFR-TKIs 的出现，改变了晚期 EGFR 突变
NSCLC 的治疗模式，显著改善了患者总体生存期
（OS）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FS），改善了患者
生活质量，并促进了肺癌向慢性疾病的转化 [3]。

　　而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人
们发现绝大多数 EGFR 突变都有伴随突变，并且提
示与预后较差相关 [4]。因此，单一驱动基因的常规
模型已不足以解释 NSCLC 的复杂性，EGFR-TKIs
单药治疗也不能成为 EGFR 突变人群固定治疗模
式。本文通过对近年来 EGFR 共突变对 NSCLC 治
疗及预后的影响进行综述，希望对此类患者临床
EGFR-TKI 的研究和治疗提供一定指导。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 EGFR 共突变对
NSCLC 治疗和预后的影响，并评估了共突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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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抗肿瘤治疗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1　共突变类型 
　　EGFR 共突变主要分为抑癌基因突变（TP53、
RB1、PTEN 等）， 多 重 驱 动 基 因 突 变（ALK、
MET、ROS1 等）两种类型，其中抑癌基因突变为
最常见类型。在最新的一项关于晚期 EGFR 突变
肺腺癌患者接受一代 EGFR-TKI 治疗的研究中，
共收录 180 名肺腺癌患者，其中仅 EGFR 突变的
患者 59 名（32.8%），EGFR 伴随抑癌基因突变的
患者 97 名（53.9%），EGFR 伴随多重驱动基因突
变的患者 24 名（13.3%）。接受吉非替尼治疗后结
果显示，这些患者的中位 PFS 分别为 13.2 个月 vs 
9.3 个月 vs 4.0 个月（P ＜ 0.05），OS 分别为 32.0
个月 vs 21.7 个月 vs 15.5 个月（P ＜ 0.001），揭示
存在 EGFR 共突变与预后差相关，其中多重驱动
基因突变预后最差 [5]。
2　常见共突变基因
2.1　TP53
　　TP53 基因是编码肿瘤蛋白 p53 的抑癌基因，
超过 50% 的癌症患者携带了 TP53 的功能丧失突
变 [6]。TP53 可通过调节细胞周期，DNA 修复，
细胞程序性凋亡等通路参与多种肿瘤的发展与转
移和放化疗的耐药 [7]。TP53 属于最常见的 EGFR
共 突 变 基 因，54.6% ～ 64.6% 的 EGFR 阳 性 的
NSCLC 患者中存在 TP53 突变 [8]，而 TP53 基因
突变最主要是错义突变 [9]。
　　EGFR/TP53 共突变与 NSCLC 预后不良相关。
有临床前研究表明，TP53 基因的表达情况与肺癌
细胞对 EGFR-TKI 的敏感性存在相关性 [10]。在肺癌
细胞系中给予吉非替尼治疗后，野生型的 P53 基因
从细胞质向细胞核转移，通过上调质膜上的 FAS 和
casepase 的表达从而诱导肺癌细胞的凋亡，增加肺
癌细胞对吉非替尼的敏感性。相反，在 TP53 突变
的肺癌细胞系中，吉非替尼诱导凋亡的能力受到了
抑制。临床上，Labbé 等 [11] 发现，在接受了 EGFR-
TKIs 治疗的晚期 EGFR 突变肺癌患者中，TP53 突
变与野生型的客观缓解率（ORR）无显著性差异。
与 TP53 基因野生型（n ＝ 36）比较，在 TP53 基因
错义突变（n ＝ 17）中 PFS 显著缩短（PFS：8.9 个
月 vs 12.8 个月，HR ＝ 1.91，95%CI：1.01 ～ 3.60，
P ＝ 0.04）（见表 1）。
　　一项针对于 TP53 突变类型的研究表明，不
同的 TP53 突变类型对 EGFR-TKIs 治疗的敏感性
存在差异。其中与 TP53外显子8野生型患者相比，
TP53 外显子 8 突变患者的反应最差，TP53 外显
子 8 突变的疾病控制率（DCR）显著降低（87.3% 

vs 41.7%；P ＜ 0.001），PFS 和 OS 明显缩短，且
TP53 外显子 8 突变患者的疾病进展的相对危险度
（RR）几乎是野生型的 10 倍（P ＜ 0.05）。该研
究还根据 EGFR 突变类型进行亚组分析 TP53 与
TKIs 反应的关系，发现在 EGFR 19 外显子缺失
的患者（n ＝ 74）中，其中 66 例患者携带 TP53
突变。EGFR 19 外显子缺失且 TP53 野生型的患
者 DCR 为 98%，而同时携带了 TP53 突变的患者
DCR 为 70%， 中 位 PFS 为 16.8 个 月 vs 4.2 个 月
（P＜ 0.001），中位 OS 为未达到 vs 7.6 个月（P＝

0.006），TP53 外显子 8 突变的患者的疾病进展或
死亡风险几乎是 TP53 野生型的患者的 7 倍 [HR 
6.99（2.34 ～ 20.87），P ＝ 0.006]。但是其他类型
EGFR 突变患者中，是否伴随 TP53 突变与预后没
有相关性。同时该研究还发现，TP53 外显子 8 突
变中最常见的为非破坏性的，约占总数的 92%。
然而非破坏性 TP53 突变也与预后不良相关，在
EGFR 19 外显子缺失的患者中，与伴随 TP53 破坏
性突变的患者相比，同时伴随 TP53 非破坏性突变
患者的 ORR 和 DCR 明显降低，分别为 70.7% vs 
37.5%（P ＝ 0.079），93.1% vs 75%（P ＝ 0.151），
后者的疾病进展风险几乎是野生型患者的 4 倍 [12]

（见表 1）。以上研究证明 EGFR/TP53 共突变与
NSCLC 预后不良相关，且 TP53 外显子 8 突变患
者对 EGFR-TKI 的反应最差。
2.2　PTEN
　　第 10 号染色体上缺失的磷酸盐和张力同源
物基因（PTEN），属于肿瘤抑制基因，是 PI3K/
AKT 途径的主要负调节因子，编码参与 PTEN 蛋
白的合成 [13]。蛋白质水平下调，杂合性缺失和
表观遗传沉默等导致 PTEN 蛋白失活，从而激活
PI3K/AKT 途径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 [14]。
　　PTEN 缺失在 NSCLC 病例中占 40% 以上，但
与 EGFR 基因共突变较少见 [15]。在 Zhong 等 [16] 的
研究中，仅在 1 名原发耐药患者中检测到 PTEN 缺
失，约占总数的 9.1%。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PTEN
缺失与预后不良相关，同时 PTEN 与 EGFR-TKI
敏感性也有相关性 [17]。Endoh 等 [18] 在 78 名肺癌
术后复发使用吉非替尼治疗的患者中检测 PTEN
的表达水平，发现高 PTEN 表达水平与 OS 延长
有关。Wang 等 [19] 对 169 例接受 EGFR-TKIs 治
疗的 EGFR 敏感突变的晚期 NSCLC 患者进行研
究，发现 EGFR 突变合并 PTEN 缺失的患者 PFS
和 OS 短于仅 EGFR 突变的患者 [PFS：HR，3.64；
95%CI（1.47 ～ 9.00）；OS：HR，2.86；95%CI
（1.04 ～ 7.89）]，同时 PTEN 缺失（HR，4.29；
95%CI：1.72 ～ 10.70）和 PTEN 低蛋白表达（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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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CI：1.22 ～ 3.13）是 EGFR-TKIs 治疗预
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子（见表 1）。
　　既往研究表明 EGFR 突变合并 PTEN 缺失的
患者对 EGFR-TKI 治疗不敏感，提示预后不良，
但对于 PTEN 缺失影响 EGFR-TKIs 疗效的机制，
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2.3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
　　ALK 重排不超过 NSCLC 总数的 3% ～ 5%，
但它是继 EGFR 之后第二个使 NSCLC 治疗策略发
生重大改革的靶向基因 [20]。ALK 与包括 EML4、
HIP1 和 TPR 在内的基因融合，通过异常激活下游
信 号， 如 Ras/MAPK、PI3K/AKT 和 JAK/STAT 通
路，促进癌症的发生发展 [21]。有研究发现，在西
方患者中 ALK 重排的发生与 EGFR 突变相互排
斥 [22]。近年来，随着检测方法变得更加敏感，共
突变检出的频率越来越高，有研究发现存在 EGFR
突变伴随 ALK 重排的 NSCLC 患者，其发生率为
0.45% ～ 1.6%， 占 EGFR 突 变 的 3.9% ～ 13.6%，
占 ALK 重排患者的 15.4% ～ 18.8%[23-25]。
　　一项针对中国患者的研究发现，EML4-ALK/
EGFR 共突变患者发生率（3.06%，11/359）显著
低于非 EML4-ALK/EGFR 共突变患者（16.67%，
10/60，P ＜ 0.01）， 在 使 用 EGFR-TKI 治 疗 后
EML4-ALK/EGFR 共突变患者（n ＝ 7）的 PFS 显
著短于非 EML4-ALK/EGFR 共突变患者（n ＝ 8）
（6.0 个月 vs 15.0 个月，P ＝ 0.046），该研究说明
EML4-ALK/EGFR 共 突 变 和 非 EML4-ALK/EGFR
共突变显示出不同的临床特征且对 EGFR-TKI 的
敏感性存在差异，EML4-ALK/EGFR 共突变的患
者预后相对较差 [26]（见表 1）。
　　 在 Lou 等 [27] 的 研 究 中， 入 组 了 118 名 晚
期 NSCLC 患者进行靶向治疗，10 例 EGFR/ALK
共突变的患者中有 9 例对一线 EGFR-TKI 有良
好 的 反 应，EGFR-TKI 对 EGFR/ALK 共 改 变 和
仅 EGFR 突变患者的 ORR 分别为 80%（8/10）和
65.5%（55/84）（P ＝ 0.57），PFS 分别为 11.2 个月
和 13.2 个 月（HR ＝ 0.95，95%CI：0.49 ～ 1.84，
P ＝ 0.87）。而克唑替尼对 EGFR/ALK 共改变患者
和对仅 ALK 重排患者的 ORR 分别为 40%（2/5）和
73.9%（1/23）（P ＝ 0.29），中位 PFS 分别为 1.9 个
月和 6.9 个月（HR ＝ 0.40；95%CI：0.15 ～ 1.10，
P ＝ 0.08）。针对 EGFR 突变、ALK 重排和 EGFR/
ALK 共改变 3 种不同的突变类型进行生存分析，
发现其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21.3 个月、23.7 个月和
18.5 个月（P ＝ 0.06），其中 ALK 重排和 EGFR/
ALK 共突变的中位总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3）[27]（见表 1）。以上研究证明 EGFR/

ALK 共突变与 NSCLC 预后不良相关，且 EML4-
ALK/EGFR 共突变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差。
2.4　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MET）
　　MET 基因属于共突变中的多重驱动基因突变
类型，其发生率较低。在 Zhong 等 [16] 的研究中，
通过对 11 例原发性耐药患者和 11 例对 EGFR-TKIs
敏感的患者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在 2 名原发耐药患
者中检测到 MET 扩增，约占总数的 18.2% [16]。
　　MET 受体是跨膜酪氨酸激酶，它可以通过
与配体肝细胞生长因子结合来激活下游的 RAS/
RAF/MAPK 和 PI3K/AKT/mTOR 等 信 号 传 导 途
径，从而介导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28-29]。
　　目前 MET 基因扩增已被认为是 EGFR-TKIs
耐药的常见机制，且伴随 MET 基因扩增提示与预
后差相关 [30]。在体外实验中，通过对吉非替尼耐
药的 HCC827 细胞（EGFR 外显子 19 突变扩增）
进行检测后发现 MET 基因扩增通过 erbB3 以与
EGFR 相同的方式激活 PI3K 信号传导，从而导致
了肿瘤细胞对 EGFR-TKIs 产生抵抗。同时该研究
在 22%（18/4）对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获得性耐药
的 NSCLC 标本中检测到了 MET 基因扩增 [31]。
　　Lai 等 [32] 对 200 例 EGFR 突变阳性的患者进
行 MET 荧光原位杂交，将每个细胞核≥ 5 个拷贝
视为 MET 表达高，结果显示 MET 表达高和 MET
表达低患者的 ORR 分别为 74.4% 和 53.9%（P ＝

0.033），而治疗失败的中位时间在这两组中相似
（12.2 个月 vs 13.1 个月）[32]（见表 1）。以上研究
表明 EGFR 合并 MET 扩增导致 EGFR 突变阳性
的患者对 EGFR-TKIs 发生原发性耐药。
3　治疗策略
3.1　EGFR-TKI 联合化疗
　　EGFR-TKIs 仍 为 EGFR 突 变 阳 性 的 晚 期
NSCLC 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但目前不少研
究证明 EGFR-TKIs 联合化疗相比 EGFR-TKIs 单
药能给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期。
　　NEJ005 研究显示吉非替尼联合化疗同期方
案和序贯方案的 PFS 分别为 17.5 个月和 15.3 个
月（P ＝ 0.13），OS 分别为 41.9 个月和 30.7 个月
（P ＝ 0.036）[33]。此项研究证实，EGFR-TKIs 联
合化疗同步较序贯治疗能获得更大的临床效益。
　　在 NEJ009研究中，在晚期 EGFR 突变 NSCLC
患者中比较了吉非替尼单药与吉非替尼联合培美
曲塞和卡铂的疗效，联合治疗组的 ORR 和 PFS 均
优于吉非替尼组 [ORR，84% vs 67%（P ＜ 0.001）；
PFS，20.9 个月 vs 11.9 个月（P ＝ 0.001）]，同时
联合组的 OS 也显著长于吉非替尼组（50.9 个月 vs 
38.8 个月；HR 0.722；P ＝ 0.021）。但是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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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3 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如血液学毒性）的发
生率高于吉非替尼组（65.3% vs 31.0%）[34]。Cheng
等 [35] 发现，在晚期 EGFR 突变 NSCLC 患者中，
吉非替尼联合培美曲塞组的 PFS 显著长于吉非
替尼组（15.8 个月 vs 10.9 个月；P ＝ 0.029）。对
EGFR 外显子 19 缺失和 EGFR 外显子 21 L858R 点
突变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吉非替尼联合培美
曲塞治疗未能明显改善 21 L858R 亚组患者的 PFS 
[HR ＝ 0.58，95%CI（0.33 ～ 1.01）]。
　　目前并没有针对于 EGFR 共突变患者使用
EGFR-TKIs 联合化疗的临床研究，但针对 EGFR
敏感突变的 NSCLC 患者来说，相较于 EGFR-TKIs
单药治疗而言，EGFR-TKIs 联合化疗效果临床获
益有所提高，可以成为克服 EGFR 共突变的一种
备选治疗方案。但联合治疗组的患者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也比单药组明显升高，在临床应用中应警
惕不良反应的发生。
3.2　EGFR-TKI 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
　　临床前研究证明，激活 EGFR 途径可增加肿
瘤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产生，其
以旁分泌方式作用于内皮细胞以促进血管生成。
因此，使用 EGFR 抑制剂的同时伴随着 VEGF 表
达的下调，且肿瘤细胞对 EGFR 抑制剂的耐药性
与 VEGF 水平的上调相关 [36]。这为 EGFR-TKIs
与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联合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关于 EGFR-TKIs 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
治疗 EGFR 突变的晚期 NSCLC 患者的研究越来越
多，均得到不错的预期疗效。一项多中心、随机试
验 JO25567 入组 154 例携带 EGFR 突变的患者，分
为厄洛替尼组和厄洛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组。结
果显示联合治疗组和厄洛替尼组的中位 PFS 分别
为 16.4 个月和 9.8 个月（HR ＝ 0.52，P ＝ 0.0005），
中位 OS 分别为 47.0 个月和 47.4 个月（HR ＝ 0.81，

P ＝ 0.3267），5 年 OS 率分别为 41% 和 35%，表
明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 EGFR-TKIs 治疗 EGFR 突
变的晚期 NSCLC 的疗效优于 EGFR-TKI 单药治
疗 [37]。在另一项Ⅲ期随机试验 NEJ026 中，扩大了
入组的患者数，将 224 名携带 EGFR 突变的患者同
样分为厄洛替尼组和厄洛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组，
该研究得到同样的结论，联合治疗组的中位 PFS
为 16.9 个月，厄洛替尼单药组为 13.3 个月（P ＝

0.016）[38]。
　　中国研究者发起了一项针对 EGFR 突变阳性
的晚期 NSCLC 人群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开放性
Ⅲ期临床研究 CTONG1509，一组为 EGFR-TKI 单
药治疗模式，另一组为 EGFR-TKI 联合贝伐珠单
抗。贝伐珠单抗联合厄洛替尼组和厄洛替尼单药
组的中位 PFS 分别为 18.0 个月和 11.3 个月 [HR ＝

0.55，95%CI（0.41 ～ 0.75）；P ＜ 0.001]。 此 外，
针对 19 外显子缺失和 21 L858R 这两种最经典的
EGFR 突变亚型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21 L858R
突变患者接受联合治疗的获益更加显著，其中位
PFS 达 19.5 个月，比 TKI 单药的 9.7 个月延长了
近 10 个月。而联合治疗模式主要的不良事件为蛋
白尿和高血压，与 EGFR-TKI 单药治疗相比，3 级
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是18.5% vs 3.3%、8.3% 
vs 0，虽然联合治疗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所上升，
但仍在可控可管理的范围内 [39]。
　　ALTER-L004 是一项针对 EGFR 突变阳性伴
有共突变的晚期 NSCLC 患者的临床研究。数据截
止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共入组 34 名患者，其中
包括伴随 TP53（14/34）、ALK（1/34）、RB1（1/34）
等基因与 EGFR 共突变，其使用安罗替尼联合埃
克替尼治疗的 ORR 为 70.6%，DCR 为 97.1%。而
在数量最多的伴随 TP53 共突变的亚组中，1 名
（7.1%）患者得到完全缓解（CR），10 名（71.4%）

表 1　常见 EGFR共突变基因疗效比较 
Tab 1　Efficacy of common EGFR co-mutation genes

基因类型 治疗方案 分组 患者数 / 人 中位 PFS/ 月 中位 OS/ 月 DCR ORR 参考文献

TP53 一线 EGFR-TKI 野生型 / 突变型 37/17 12.8/8.9* 26.6/17.8** [11]
TP53 一线 EGFR-TKI EGFR 19del ＋ / － TP53 突变 8/66 4.2/16.8*** 7.6/NA* 70%/98% [12]

＋ / －外显子 8 突变 7/14 4.2/12.5 16.2/32.3 41.7%/87.3%***

TP53 外显子 8 突变破坏 / 
非破坏

13/8 93.1%/75% 70.7%/37.5%

PTEN EGFR-TKI EGFR ＋ / － PTEN 突变 5/64 约延长 5 个月 ** 约延长 10 个月 * [19]
ALK EGFR-TKI ＋ / － EML4-ALK/EGFR共突变 7/8 6.0/15.0* [26]
ALK 一线 EGFR-TKI EGFR ＋ / － ALK 10/84 11.2/13.2 80%/65.5%

克唑替尼 EGFR ＋ / － ALK 5/23 1.9/6.9* 40%/73.9%
ALK ＋ / － EGFR 11/23 18.5/23.7*

EGFR ＋ / － ALK 11/84 18.5/21.3 [27]
MET 一线 EGFR-TKI EGFR ＋ MET高 /低 39/115 12.2；13.2* 74.4%/53.9%* [32]

注（Note）：*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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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得到部分缓解（PR），3 名（21.2%）患者病情
稳定（SD），其 ORR 为 78.5%，DCR 为 100%[40]。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EGFR-TKIs 联合抗血管生
成药物治疗 EGFR 突变的晚期 NSCLC 患者效果
优于 EGFR-TKIs 单药，且对于伴随了 EGFR 共突
变的患者同样具有潜在的疗效。
3.3　EGFR-TKI 联合其他靶向药物
　　Zhao 等 [41] 认 为 一 代 EGFR-TKIs 和 ALK-
TKIs 对 EGFR/ALK 共突变的患者均有效，并且提
出 EGFR-TKIs 和克唑替尼序贯治疗可以作为一
种治疗选择。他们筛选出了 26 名 EGFR/ALK 共
突变的患者（26/5816，4.47%），在 22 名适合进
行生存分析的患者中，与 95 例仅 EGFR 突变的
患者和 60 例仅 ALK 重排的患者进行对比分析。
在进行 EGFR-TKIs 治疗后，EGFR 突变患者和
双突变患者的 ORR 分别为 62.1%（59/95）和 63.2
（12/19）（P ＝ 0.93），PFS 分别为 11.4 个月和 10.3
个月 [HR 0.96；95% CI（0.59 ～ 1.57）；P ＝ 0.87]。
而在进行克唑替尼治疗后，双突变患者和 ALK
重排患者的 ORR 分别为 66.7%（8/12）和 65.0%
（39/60）（P ＝ 1.00），PFS 分别为 11.1 个月和 12.5
个月 [HR 1.39；95% CI（0.69 ～ 2.80）；P ＝ 0.28]。
有 9 名 EGFR/ALK 共突变患者同时接受 EGFR-
TKIs 和克唑替尼治疗，其中 8 名在 EGFR-TKIs
治疗进展后接受克唑替尼治疗，另一名患者在接
受克唑替尼治疗进展后接受 EGFR-TKIs 治疗。在
该亚组中，EGFR-TKIs 的 ORR 为 55.6%（5/9），
克唑替尼的 ORR 为 66.7%（6/9）。在 EGFR-TKIs
治疗进展后，改用克唑替尼作为序贯疗法时，观
察到 PFS 为 15.0 个月 [41]。此研究表明，同时具
有 EGFR/ALK 突变的患者使用 EGFR-TKIs 和克
唑替尼与具有单一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一样有
效，且 EGFR-TKIs 治疗失败后克唑替尼可作为
后续有效治疗方案。
　　在 Lai 等 [32] 的研究中，一名 EGFR L858R 突
变合并 MET 扩增的患者在使用厄洛替尼治疗的 1
个月内发生了疾病进展，但在改用克唑替尼单药
治疗后肺部病灶显著缩小。同时 Li 等 [42] 也报道
了一名 EGFR 19 号外显子缺失合并 MET 扩增的
患者，在一线使用埃克替尼治疗后，该患者疾病
进展，但在改用克唑替尼单药治疗后，患者肺部
肿块明显缩小。这些研究表明，同时合并 MET 扩
增的患者可能会受益于 MET 抑制剂。但这些研究
仅为个案，还需要增加样本量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目前有几项临床研究表明 EGFR-TKIs 联合
MET 抑制剂对 EGFR 突变合并 MET 扩增患者
有效 [43-45]。在 INSIGHT 研究中，Wu 等 [43] 比较

了 EGFR-TKIs 耐药后 MET 过表达或 MET 扩增
的 EGFR 敏感突变 NSCLC 患者应用 Tepotinib 联
合吉非替尼与标准化疗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在
MET 扩增（拷贝数≥ 5 或 MET/CEP7 ≥ 2）亚组
（n ＝ 19）中，Tepotinib 联合吉非替尼相比含铂
双药化疗 PFS 和 OS 得到显著的延长，中位 PFS
分别为 16.6 个月和 4.2 个月 [HR ＝ 0.13，90%CI
（0.04，0.43）]。同样 TATTON 研究证实了奥希
替尼联合 MET 抑制剂在 MET 扩增的 EGFR 突变
NSCLC 患者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效果和可
靠的安全性 [45]。因此，MET 抑制剂单药治疗和联
合 EGFR-TKIs 的治疗方案可能是 EGFR 突变合
并 MET 扩增患者的潜在治疗策略，其中 EGFR-
TKIs 联合 MET 抑制剂的双靶向药治疗模式有可
能成为未来的一线治疗选择。
　　EGFR-TKI 针对 EGFR 基因突变患者的治疗
效果毋庸置疑，但对于伴随多重驱动基因突变的
患者的治疗方法存在争议。如果肿瘤细胞同时携
带多种基因突变，相对应靶点的抑制剂进行联合
治疗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合理选择。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对常见 EGFR 共突变基因进行综述，通
过一系列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共突变基因的存在可
能导致了 EGFR 突变患者对 EGFR-TKIs 产生原
发性耐药，从而促进了肿瘤进展，限制了患者对
靶向治疗的应答。
　　在 EGFR 突变的 NSCLC 中，癌基因和肿瘤
抑制基因的共突变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其中
伴随 TP53 突变最为常见，其他还有伴随 PTEN、
ALK 等突变。而目前研究表明 EGFR 共突变与预
后不良相关，且根据突变类型的不同，对 EGFR-
TKIs 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伴随
TP53 外显子 8 或者 EML4-ALK 突变类型的患者
对 EGFR-TKIs 的反应较差。
　　令人遗憾的是，针对此类型患者，目前为止
并没有关于标准治疗方法的定论。但目前针对
EGFR 共突变治疗的研究已经引起全球专家的关
注，EGFR 共突变相关的临床研究取得一定的进
展，提示我们进行联合治疗化疗、抗血管生成治
疗或其他靶向药物联合 EGFR-TKI 疗法可能是目
前增加患者生存获益的最佳选择。虽然进行了不
同药物的叠加，但其毒性仍在可控范围，仍具有
可靠的安全性。而具体选择何种联合方式，需要
我们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目前来看，
EGFR 伴随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使用双靶向治疗
模式能获得更好的临床效益，而 EGFR 伴随抑癌
基因突变的患者可以选择 EGFR-TKI 联合化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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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管生成治疗，EGFR-TKI 联合抗血管生成药
物在未来可能将会是一个可靠的治疗方向。
　　然而目前的研究以回顾性研究为主，且样本
量较少，未来仍需要对 EGFR 共突变的耐药影响
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不同突变基因对原发耐
药的影响，并总结归纳开发出相对应的最优治疗
模式，给患者带来更好的临床效益，EGFR 共突
变将是今后精准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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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靶向药物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治疗实体瘤骨转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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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骨靶向药物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用于实体瘤骨转移，在减少或延缓骨相关事件方面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但相关药物选择、给药方案、治疗持续时间及如何避免不良反应仍值得探讨。

本文将从骨靶向药物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实体瘤骨转移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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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bisphosphonates and denosumab therapy for solid 
tumors with bone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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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ne-targeted agents, bisphosphonates and denosumab, have shown effective in reducing 
or delaying skeletal-related events, but such issues as drug selection, dosing schedule, duration of 
therapy and how to avoid toxicity need more attention. The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mechanism of 
bone-targeted agents and their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solid tumors with bone metastasi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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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转移是晚期实体瘤患者的并发症 [1]，常见
于前列腺癌（85%）、乳腺癌（70%）、肺癌（40%）、
肾癌（40%）[2] 等，可致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
骨痛、骨放疗等骨相关事件（SREs）。乳腺癌骨转
移 1 年内，发生骨折、高钙血症、脊髓压迫的患
者比例分别为 49%、12% 和 4%[3]，前列腺癌骨转
移患者经历骨痛、骨折、脊髓压迫的比例分别为
33%、25% 和 8%[4]，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生存时间 [5]。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6]、欧
洲肿瘤医学学会（ESMO）[7]、美国国立综合癌症
网络（NCCN）[8]、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9]

指南指出，晚期实体瘤患者若发生骨转移，在
系统性抗肿瘤治疗基础上，为预防 SREs 的发
生，可进行外科手术或姑息性放疗，并考虑使用
骨靶向药物。骨转移治疗的目标是改善或缓解症
状，预防或延缓 SREs 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或延长生存时间。骨靶向药物主要包括双膦酸盐
（bisphosphonates，BPs）和地舒单抗。迄今为止，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帕米膦

酸、唑来膦酸和地舒单抗用于降低晚期实体瘤骨
转移患者 SREs 的发生风险，见表 1。2019 年 5 月，
地舒单抗在中国获批上市，用于骨巨细胞瘤的治
疗，2020年1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
批准地舒单抗用于预防实体瘤骨转移和多发性骨
髓瘤引起的 SREs。然而，在实体瘤伴骨转移的治
疗中，骨靶向药物的选择和用药方案仍不明确。
本文就 BPs 与地舒单抗的作用机制及其在晚期实
体瘤骨转移中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表 1　FDA批准用于降低 SREs风险的药物 
Tab 1　FDA-approved drugs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skeletal-related 

events
药物 乳腺癌 前列腺癌 其他实体瘤

帕米膦酸 是 否 否

唑来膦酸 是 是 是

地舒单抗 是 是 是

1　作用机制

1.1　双膦酸盐

　　骨组织特殊的微环境有助于实体瘤骨转移的
形成，肿瘤细胞经过血液循环、侵袭、黏附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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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定植于骨组织，骨组织中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
为肿瘤细胞的播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0]，促进了
肿瘤细胞的增殖，破坏了由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
介导的骨平衡，最终引起溶骨反应或成骨细胞损
伤致骨形成减少 [11]。BPs 是焦磷酸盐分子的稳定
类似物，以 P-C-P 基团取代焦磷酸盐中的 P-O-P
基团，在体内不易被酶水解。BPs 能紧密地吸附
在羟磷灰石的表面，被破骨细胞吸收并干扰其特
定的生化过程，抑制破骨细胞活性，诱导破骨细
胞的凋亡，阻断破骨细胞介导的骨质破坏 [12]。
　　当 P-C-P 结构的 R1 侧链是羟基时，可以增
加药物与骨的结合力；R2 侧链则决定药物作用强
度，其含有氮原子，可显著增加 BPs 活性 [13]。按
R2 侧链是否含有氮原子，分为含氮 BPs 和不含氮
BPs，含氮 BPs（如帕米膦酸、伊班膦酸、唑来膦
酸等）抑制甲羟戊酸途径关键酶（法尼基焦磷酸合
成酶）的合成，导致破骨细胞骨架结构破坏，诱
导破骨细胞凋亡，不含氮 BPs（如依替膦酸、氯膦
酸）作用机制不同，通过破骨细胞代谢形成类似
三磷酸腺苷的有毒物质，最终导致破骨细胞活性
降低 [13]。有研究显示，含氮 BPs 还具有抑制肿瘤
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抑制肿瘤血管形成、提
高机体免疫等直接抗肿瘤作用 [14]。
　　按照 BPs 上市时间和作用强度，可将 BPs 分
为三代。第一代 BPs 包括依替膦酸、氯膦酸，第
二代 BPs 包括帕米膦酸、阿仑膦酸，第三代包括
利塞膦酸、伊班膦酸、唑来膦酸。第三代 BPs 作
用强度是第一代 BPs 的 1000 ～ 100 000 倍 [15]。体
外研究结果表明，唑来膦酸是作用最强的 BPs[16]。
唑来膦酸为含氮的杂环 BPs，分子中有一个咪唑
环侧链，咪唑环中含有两个位置至关重要的氮原
子，使其活性明显强于其他含氮 BPs。虽然不同
BPs 作用强度有差异，但由于剂量强度、给药途
径、剂量密度以及疗程的不一致，作用强度的差
别往往被弱化 [15]。BPs 因极性高，口服吸收差，
生物利用度低，必须空腹服药。BPs 主要经肾排
泄，在骨组织中半衰期较长，可以嵌入骨骼中持
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体内可滞留数年之久 [17]。
1.2　地舒单抗
　　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 / 核因子 κB 受体活
化因子配体 / 骨保护素（RANK/RANKL/OPG）信
号通路是调节破骨细胞分化、活化及功能的关键
信号通路 [18]，OPG 是一种可以保护骨骼免受破
骨细胞对骨质溶解的物质，RANKL 主要由成骨
细胞和骨基质细胞分泌，是 RANK 的配体，通
过与破骨细胞上的受体 RANK 结合，促进破骨

细胞前体细胞分化成熟。地舒单抗是一种靶向
RANKL 的单克隆抗体，其与 RANKL 结合，阻
止激活破骨细胞表面的受体 RANK，抑制破骨细
胞的形成及存活，从而降低骨吸收，发挥抗骨转
移作用 [19]。由于 RANK 还表达于乳腺癌、前列
腺癌等肿瘤细胞上，地舒单抗可以与肿瘤细胞上
的 RANK 受体结合，抑制肿瘤的发生与转移，具
有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20]。此外，地舒单抗
与抗肿瘤免疫治疗具有协同作用 [21]。
　　针对不同的适应证，地舒单抗用量有所差异，
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推荐剂量为 60 mg，每 6 个月皮
下注射一次；用于骨巨细胞瘤或肿瘤所致高钙血
症推荐剂量为 120 mg，每 4 周一次，治疗第 1 个
月的第 8 日和第 15 日分别额外给予 120 mg；用于
实体瘤骨转移推荐剂量为 120 mg，每 4 周一次 [22]。
2　在实体瘤骨转移中的应用
2.1　乳腺癌骨转移
　　NCCN 2021.V1 版乳腺癌诊疗指南 [8] 指出，如
发生骨转移，患者预期生存期超过 3 个月，肾功
能允许的情况下，应在化疗和激素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地舒单抗、唑来膦酸或帕米膦酸。CSCO 指
南 [9] 推荐双膦酸盐及地舒单抗均可用于乳腺癌骨
转移。一项关于 BPs 对比安慰剂治疗乳腺癌骨转
移的 meta 分析 [23] 显示，双膦酸盐降低了 14% 的
SREs 发生风险（HR ＝ 0.86，95%CI 0.78 ～ 0.95，
P ＝ 0.003）， 但 未 改 善 患 者 总 生 存 期（OS）
（HR ＝ 1.01，95%CI 0.91 ～ 1.11，P ＝ 0.85）；其
中，唑来膦酸 4 mg iv q4 w 降低了 41% 的 SREs 发
生 风 险（HR ＝ 0.59，95%CI 0.43 ～ 0.82，P ＝

0.0018），其次是帕米膦酸 90 mg iv q4 w（HR ＝

0.78，95%CI 0.69 ～ 0.88，P ＝ 0.0043）、伊班膦
酸 6 mg iv q4 w（HR ＝ 0.80，95%CI 0.67 ～ 0.96，
P ＝ 0.014）、氯膦酸 1600 mg po qd（HR ＝ 0.82，
95%CI 0.71 ～ 0.96，P ＝ 0.011）、 伊 班 膦 酸 50 
mg po qd（HR ＝ 0.86，95%CI 0.73 ～ 1.02，P ＝

0.011）、 帕 米 膦 酸 300 mg po qd（HR ＝ 0.86，
95%CI 0.70 ～ 1.05，P ＝ 0.14）。
　　与唑来膦酸 4 mg iv q4 w 相比，地舒单抗
120 mg ih q4 w 首次 SREs 发生时间延长了 18%
（HR ＝ 0.82，95%CI 0.71 ～ 0.95，P ＝ 0.01，优
效），多次 SREs 风险降低了 23%（HR ＝ 0.77，
95%CI 0.66 ～ 0.89，P ＝ 0.001），中重度疼痛的
出现延长了 3.9 个月。在安全性方面，唑来膦酸
更易发生肾毒性及急性相反应，地舒单抗更易发
生低钙血症 [24]。
　　唑来膦酸 4 mg 通常每 4 周给予乳腺癌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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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患者，而最新荟萃分析表明，唑来膦酸每 12
周与每 4 周给药的 SREs 发生风险相似（HR ＝

1.05，95%CI 0.88 ～ 1.25，P ＝ 0.64），但具有减
少肌酐升高发生风险的趋势（HR ＝ 0.41，95%CI 
0.15 ～ 1.16，P ＝ 0.09）[25]，结果支持延长乳腺
癌骨转移患者唑来膦酸的给药间隔，但该研究没
有亚组分析进一步明确唑来膦酸每 4 周或每 12
周给药的获益人群。帕米膦酸和地舒单抗用于乳
腺癌骨转移延长给药间隔的临床试验仍在进行中
（NCT02051218）。2017 年 ASCO 指南 [26] 更新推
荐唑来膦酸用于乳腺癌骨转移的给药频率为每 12
周或每 3 ～ 4 周，2020 年 ESMO 指南 [7] 推荐唑来
膦酸用于乳腺癌骨转移的剂量为 4 mg，每 4 周给
药一次，3 ～ 6 个月后，给药频率可延长为每 12
周一次。地舒单抗推荐剂量为 120 mg 皮下注射，
每 4 周一次。从成本 - 效益分析看，相对于每 3
个月唑来膦酸治疗，地舒单抗治疗每避免 1 个
SRE，治疗成本增加 162 918 ～ 347 655 美元，每
3 个月唑来膦酸的成本效益优于每月地舒单抗 [27]。
因此，每 3 个月应用唑来膦酸相对于每月一次应
用地舒单抗是更经济的一种选择。
2.2　前列腺癌骨转移
　　2020年，加拿大安大略癌症治疗中心（CCO）
及 ASCO 发布了前列腺癌骨健康指南 [28]，对于去
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骨转移患者，建议使
用唑来膦酸或地舒单抗预防或延缓 SREs。2020
年 CSCO 前列腺癌诊疗指南 [29] 推荐 CRPC 骨转移
患者使用 BPs 或地舒单抗预防或推迟 SREs。研
究表明帕米膦酸二钠用于 CRPC 骨转移患者，并
没有降低 SREs 发生率 [30]。对于初治或激素治疗
有效的 CRPC 骨转移患者，口服氯膦酸二钠 2080 
mg·d － 1，共计 3 年，中位随访 59 个月，结果显
示氯膦酸二钠较安慰剂具有延长无症状性骨病灶
进展时间（HR ＝ 0.79，95%CI 0.61 ～ 1.02，P ＝

0.066） 和 OS（HR ＝ 0.80，95%CI 0.62 ～ 1.03，
P ＝ 0.082）的趋势，但也常因胃肠道不良反应
及乳酸脱氢酶升高而调整剂量 [31]。随着中位随
访时间的延长，OS 优势具有统计学意义（HR ＝

0.77，95%CI 0.60 ～ 0.98，P ＝ 0.032）[32]。 临 床
研究 [33] 显示，唑来膦酸用于去势敏感性前列腺
癌（CSPC）骨转移并不能降低 SRE 发生风险，目
前没有证据支持骨靶向药物用于 CSPC 骨转移患
者的防治。一项临床研究 [34] 对比了唑来膦酸与地
舒单抗预防 CRPC 骨转移患者发生 SREs 的作用，
该研究纳入 1904 名 CRPC 骨转移患者，结果显示
地舒单抗相较于唑来膦酸推迟了首次 SREs 的发

生时间（20.7 个月 vs 17.1 个月，P ＝ 0.008），但
均未改善患者 OS。虽然地舒单抗相较于唑来膦酸
延缓 SREs 发生更有优势，但唑来膦酸是一种更
具成本 - 效益的选择 [35]。对于 CRPC 骨转移患者，
唑来膦酸和地舒单抗延长给药间隔的现有证据不
足，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NCT02721433，
NCT02051218）。
2.3　其他实体瘤骨转移
　　双膦酸盐用于除乳腺癌、前列腺癌之外的实
体瘤骨转移的治疗多见于唑来膦酸的研究报道。
临床研究 [36] 发现，相较于安慰剂，唑来膦酸能推
迟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患者 SREs 首次发生时间
（236 d vs 155 d，P ＝ 0.009），降低 31% 的 SREs
发生风险（HR ＝ 0.69，P ＝ 0.003）。一项对比唑
来膦酸和地舒单抗疗效的研究 [37]，纳入 1776 名
实体瘤骨转移患者（排除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其
中肺癌患者 811 名，研究结果表明地舒单抗疗效
不劣于唑来膦酸，可延长首次 SREs 发生时间的
趋势（20.6 个月 vs 16.3 个月，P ＝ 0.06），降低
SREs 发生风险（HR ＝ 0.84，95%CI 0.71 ～ 0.98，
P ＝ 0.007，非劣效性），两组患者 OS 相似。在
肺癌骨转移亚组中，地舒单抗较唑来膦酸延长 1.2
个月 OS，降低 20% 死亡风险。非小细胞肺癌骨
转移患者使用地舒单抗中位 OS 较唑来膦酸延长
1.5 个月，死亡风险降低 1.5 个月 [38]。
　　基于唑来膦酸的相关研究结果，肺癌 [39]、肾
癌 [40]、结直肠癌 [41] 骨转移等专家共识推荐第一
代、第二代、第三代 BPs 均可用于预防或延缓
SREs。由于作用强度的差异，第一、二代 BPs
推荐给药剂量较大，如氯膦酸盐片剂口服 1600 
mg·d － 1，帕米膦酸盐 90 mg，每 3 ～ 4 周静脉
给药一次；第三代 BPs 只需较小剂量即可发挥作
用，如唑来膦酸 4 mg，每 3～ 4周静脉给药一次。
2.4　用药时间及停药指征
　　指南推荐一旦确诊骨转移则立刻开始使用双
膦酸盐或地舒单抗，延缓或预防 SREs 发生，直
至患者情况恶化 [7]。但对于治疗的最佳维持时间
缺少明确的标准，仅建议治疗满 2 年后可停用唑
来膦酸，或减少输注频率（如每 12 周一次），适
用于骨转移不具有侵袭性，且通过系统抗肿瘤治
疗获得良好控制的患者 [7]。对骨转移进展的肿瘤
患者，则推荐持续治疗。
2.5　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
　　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耐受性良好，常见的不
良包括急性相反应、肾毒性、低钙血症及颌骨坏
死（ONJ）。地舒单抗更易发生低钙血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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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5.0%），唑来膦酸更易发生急性相反应（20.2% 
vs 8.7%）及肾毒性（11.8% vs 9.2%），地舒单
抗与唑来膦酸下颌骨坏死发生率相似（1.8% vs 
1.3%）[42]。
　　双膦酸盐主要经肾脏排泄，地舒单抗通过非
特异性网状内皮系统代谢。使用骨靶向药物前后
应监测患者肾功能和电解质水平，重点关注血肌
酐、血清钙、血清镁等指标。当肌酐清除率在
30 ～ 60 mL·min － 1，唑来膦酸需要调整剂量，
肌酐清除率＜ 30 mL·min － 1 时，不建议使用唑
来膦酸，推荐使用地舒单抗。使用骨靶向药物期
间要注意钙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建议骨转移癌
症患者摄入钙 1000 ～ 1200 mg·d － 1 和维生素 D 
800 ～ 1200 IU·d － 1[7]。2020 年 8 月，英国警告
60 mg 地舒单抗停用或延迟治疗后有可能导致多
发性椎体骨折风险。因此，如果停用地舒单抗超
过 6 个月，建议使用 BPs（如唑来膦酸）抑制反
弹性骨溶解。
　　拔牙、牙周疾病及口腔感染是 ONJ 发生的危
险因素，虽然颌骨坏死发生比较少见，但仍推荐
常规进行牙护理，保持口腔卫生。一旦开始骨靶
向药物治疗，应尽量避免侵入性口腔操作，如果
必须进行牙科手术，术后应暂停骨靶向药物 2 个
月后再重新使用 [43]。
3　小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骨靶向药物 BPs 和地舒单抗用于
实体瘤骨转移可减少或延缓 SREs 的发生。国内外
肿瘤相关诊疗指南均推荐 BPs 和地舒单抗用于乳
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骨转
移 SREs 的防治，唑来膦酸是适应证最广、临床疗
效最强的 BPs。关于骨靶向药物的选择，应综合
考虑临床疗效、安全性、使用便利性及药物经济
学等。与 BPs 相比，地舒单抗显著推迟了乳腺癌
及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 SREs 的发生（P ＜ 0.05），
对于其他实体瘤骨转移，地舒单抗疗效不劣于唑
来膦酸，有延缓 SREs 发生的趋势。BPs 更易发生
急性相反应及肾毒性，地舒单抗更易发生低钙血
症，其余不良反应相当。现有证据支持唑来膦酸
可延长至每 12 周给药一次，但其余 BPs 和地舒
单抗延长给药间隔的证据不足。唑来膦酸较地舒
单抗更具有成本效益，且各种 BPs 已进入 2020 版
国家医保目录。现有研究报道骨靶向药物用药持
续时间多见于 2 年以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ONJ 的发生率增加，是否需要延长使用时间依据
患者安全性和临床获益情况而定，最佳持续治疗
时间仍需更多临床研究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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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在肝脏损伤与再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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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肝脏既是体内的代谢器官，也是一个重要的免疫调节器官。补体系统是肝脏内环境平衡

和免疫反应的关键部分，不仅参与了肝损伤的发生也参与了肝脏自我修复的过程，适当的补

体激活能够促进肝再生，修复受损肝脏。在肝脏疾病的治疗中，治疗性的补体调节可能是一种

合理的、有希望的方法，可以避免进一步的组织破坏，保持补体在增殖区域的有益作用。本文

就近年来补体在肝脏损伤与再生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为补体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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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complement in the liver injury and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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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ver is both a complex immune system and a special organ. The complement system 
is a key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balance and immune response in the liver, which not only involves  
the occurrence of liver injury but also liver self-repair. Proper complement activation can promote the 
liver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the damaged liver. Therapeutic complement regulation is a reasonable 
and promising approach to avoiding further tissue destruc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beneficial role 
of complement in the proliferative region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ole of complement in the liver 
injury and regeneration in recent year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mplement research. 
Key words: complement system; liver regeneration; live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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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体系统是机体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桥
梁，是机体针对致病性感染的一线防御体系，由
30 多个不同的血浆蛋白及膜蛋白组成，形成了蛋
白酶级联反应体系 [1]。其组成包括可被级联激活
的固有组分、补体调节蛋白及补体受体等 [2]。补
体与肝脏的关系十分紧密，血浆中 80% ～ 90%
的补体成分在肝脏合成，补体是一把双刃剑，在
维持宿主内稳态和防御微生物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然而，激活不足或刺激过度都可能对宿主造
成危害，引起微生物易感性增加或者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发生 [3]。现就补体在肝损伤与再生中的作

用进行综述，为其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补体系统

　　补体可识别“自我”和“非我”成分，是机体
免疫的重要因子。补体系统可通过经典途径、旁
路途径和凝集素途径激活，在 C3 上汇集形成 C3
转化酶，将 C3 裂解为 C3a 和 C3b。过敏毒素 C3a
和 C5a 与 C3aR 和 C5aR 受体结合后，启动下游
介质的产生，诱发急性炎症反应，推动促炎性介
质的释放 [4]。C5b 募集 C6、C7、C8 及 C9 到靶细
胞表面，形成 C5b-9（通常称为 TCC），插入膜或
释放到流体相，则形成膜攻击复合物（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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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 complex，MAC）[5-6]。它们激活共同的终末
途径，裂解靶细胞，释放促炎因子，识别并清除
入侵微生物，使免疫细胞聚集到炎症发生部位，
这些效应的级联作用使补体在机体的防御体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
2　肝脏损伤与再生
　　肝脏发生损伤时，一系列信号通路被激活，
扩张剩余肝组织，刺激肝脏再生 [7-8]。肝再生主要
包括三个阶段：
　　① 启动阶段（G0 ～ G1）：白介素 -6（interleu-
kin 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共同启动肝脏再生，协同激
活 G0 期肝细胞，使肝细胞由 G0 期进入 G1 期

[9]。
TNF-α 与 TNF-α Ⅰ型受体结合后，顺序诱导 NF-
κB→ IL-6→ STAT3，影响核内众多基因的表达，使
肝脏启动再生功能 [10-11]。
　　② 增殖阶段（G1 ～ S 期）：影响肝细胞周期
的主要为 TNF-α、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和转化生长因子 -α（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alpha，TGF-α）等促有丝分裂的生长
因子 [12-13]。当肝叶部分切除或其他原因产生残缺
肝细胞后，剩余的肝实质细胞及非实质细胞会有
序地进入增殖状态，以此来补充肝细胞的数量及
维持肝脏的功能 [8]。
　　③ 终止阶段（G1 ～ G0 期）：转化生长因子 -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与 TGF-β 受
体相互作用从而参与有丝分裂的终止，诱导细胞
凋亡，使大多数肝细胞恢复到静止状态 [14]。
3　补体对不同原因所致肝损伤与再生的调节
3.1　补体与肝部分切除术
　　大鼠 2/3 肝切除模型（partial hepatectomy，
PH）为肝再生机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是应
用最多、最广的再生研究模型。肝损伤后，病原
通过血流激活再生起始因子 TNF-α 和 IL-6 的释
放，活化转录激活因子 NF-κB 和 STAT-3，上调
再生效应因子 EGF、TGF-α 和 HGF 的表达，最
终启动肝脏的再生 [15]。许多研究结果显示补体系
统参与了切除后肝再生过程，且其中的关键组分
C3 和 C5 对于肝再生的启动至关重要。
　　小鼠肝切除模型中，C3、C5 及其受体的阻
断可造成严重的再生障碍，有较高的死亡率和明
显的肝实质损伤。C3、C5 基因共敲除小鼠，表
现出更加严重的肝损伤和肝衰竭现象，但及时在
术前或术后给予过敏毒素 C3a 和 C5a，病变则可
以部分逆转 [15-16]。C3 缺失小鼠术后死亡率、坏死

和病变程度更高，这是因为 C3 作为补体系统的
中心组分，不仅影响 C3a 活化产物的生成，还阻
碍其下游级联反应 [17]。C3 缺失小鼠术后死亡率、
坏死和病变程度更高，这是因为 C3 作为补体系
统的中心组分，不仅影响 C3a 活化产物的生成，
还阻碍其下游级联反应，如 C5 的活化和作用等，
因此，C3 缺失对于动物肝再生的影响较 C5 缺失
更为严重，但 C3 和 C5 基因共敲除鼠中肝受损的
叠加效果说明 C5 依然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这
应该与其在库普弗细胞上的受体（C5aR）相互作
用有关 [17]。可见，C3 和 C5 这两种补体成分，在
肝再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补体与化学性肝损伤
　　化学性肝损伤是指化学性肝毒性物质所造成的
肝损伤，常用的模型是 CCl4 急性肝损伤模型 [18]，
能造成肝实质的凋亡和损伤 [19]。CCl4 通过细胞色
素 P450 2E1（cytochrome P450 2E1，CYP2E1）在肝
中代谢，产生三氯甲基自由基，干扰肝中的氧化还
原稳态，引起氧化应激，促进脂质过氧化，最终造
成肝细胞损伤 [20]。在毒性肝损伤过程中，补体促
进肝再生功能同样存在。
　　C5 缺失小鼠 CCl4 毒性损伤后，肝脏严重受
损，出现持续性、弥散性的实质损伤和坏死，肝
细胞进入 S 期明显延迟，而给予小鼠 C5 或 C5a
后能显著恢复肝细胞再生 [21]。C3 与 C5 一样，对
CCl4 毒性肝损伤的再生也有影响，C3 经历两次
激活，分别于 2 h 和 48 h 达到峰值。C3 缺失小鼠
CCl4 损伤后肝再生受损，凋亡和坏死细胞清除延
迟，补充 C3a 则可以恢复 [16]。因此，C3、C5 以
及先天免疫应答中的促炎因子 C3a 和 C5a 都可能
是毒性损伤后肝再生的重要条件，结合它们在肝
切除后所起的相似作用，说明它们在两种模型中
具有相似的肝再生调节作用。
3.3　补体与酒精性肝损伤
　　酒精性肝病是一种发病率高的肝脏疾病，酒
精的急、慢性作用都能够抑制肝再生 [22-23]，其机
制可能与乙醇代谢产生自由基，引起脂质过氧化
以及抗氧化剂的耗竭有关，继而引起肝损伤和炎
症反应 [24]，最终导致疾病发生 [25]。补体作为免
疫防御的重要组分，其活化及其介导的免疫调节
和效应放大，会加剧酒精肝损伤的作用。
　　C3 缺失小鼠可耐受或显著减轻酒精诱导的
急性或慢性肝脏脂肪变性，表现出肝脏保护作
用 [26]。C5 缺失小鼠则没有表现出保肝作用，但
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T）和肝脏炎症反应均下
降 [27]。补体调节蛋白 CD55/DAF，抑制激活 C3，



2125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减轻三酰甘油聚集，延缓酒精性肝病的病程，而
CD55/DAF 功能的缺失则会增强酒精诱导肝脂肪
变性，加剧肝脏损伤和炎症反应 [27]。也有研究
发现 C3 激活产物 C3a 和 Asp（C3a-des-Arg）在
肝脏脂肪变性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通过
CYP2E1 调节甘氨酸转移 tRNA（Gly-tRF）的表
达，揭示了补体介导的 Gly-tRFs 促进脂肪生成和
抑制脂肪酸β 氧化的新机制 [28]。
　　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补体各组分在疾病过
程中的机制和作用，为酒精性肝脏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依据。值得注意的是，C3 活化的补体抑
制剂和 Gly-tRF 抑制剂治疗可能是酒精性脂肪肝
潜在的治疗方法。
3.4　补体与病毒性肝损伤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肝脏炎症，
具有高发病率和强传染性的特点。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
titis C virus，HCV）构成急性肝炎的主体，是发
展为慢性肝病、肝硬化和肝癌的重要诱因 [29]。尽
管其机制尚不明确，但免疫应激及其导致的损伤
发挥了重要作用 [30]。近年来，关于补体与病毒性
肝病的关系也有一些报道。
　　在研究病毒性肝炎自身防御的实验中发现，
部分 HCV 病毒表面能够表达补体调节蛋白 CD59，
CD59 通过抑制 MAC 的生成，使病毒逃避补体
系统的攻击，而 CD59 功能的丧失会增强补体对
HCV 病毒的破坏 [31]。另有研究发现，HCV 核心蛋
白引发的炎症、脂肪变性、纤维化等病变与补体
（C3）的上调有关，注射补体调节因子 CD55 可抑
制炎症 [32]。同时，补体 C4、C5 的血清浓度与肝
纤维化程度也显著相关，可作为评价肝纤维化的
指标，此外，C4 也可作为评价干扰素和利巴韦林
治疗 HCV 感染的指标 [33-34]。
　　Qu 等 [30] 研究发现，在 HBV 转基因动物肝
脏中补体调节因子 CD59 水平明显下降，HBV 感
染患者肝脏中也存在同样现象，提示补体活化在
HBV 感染过程中具有致病效应。乙型肝炎核心抗
原（hepatitis B core antigen，HBcAg）是一种病毒
衣壳蛋白，诱导 HBV 感染肝细胞中固有免疫蛋
白 toll 样受体 2（toll-like receptor 2，TLR2）的改
变 [35]，抑制 IL-6、IL-12 和 TNF 等基因的表达，
影响 HBV 感染肝细胞的生理功能 [36-38]。HBcAg
与补体系统相关的膜分子 CD59 相互作用，下调
其表达，增加肝细胞对补体的敏感性，最终促使
慢性 HBV 感染期间肝损伤的发生 [39]。因此，抑
制 HBc-CD59 的相互作用可以预防 HBV 感染引

起的炎症性肝病的发生，阻断这一过程可能是对
抗这些疾病的潜在途径。
3.5　补体与肝缺血再灌注损伤
　　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epatic ischemia-reperfu-
sion injury，HIRI）是肝脏手术的主要并发症，包
括肝移植、肝切除和创伤手术 [40]。缺血是由于供
氧不足导致血流中断，扰乱细胞代谢所致。再灌
注可恢复血流、氧传递和组织 pH 值，从而加剧
缺氧或缺氧引起的细胞损伤 [41-42]。肝脏损伤后，
补体系统被激活，中性粒细胞聚集，增加血管通
透性，引发炎症，造成细胞损伤 [43]。因此，补体
可以减轻大鼠 HIRI，提高肝脏的再生能力。
　　可溶性补体受体 1（soluble complement re-
ceptor，sCR1）的治疗可有效降低 C3 活化，改善
微血管循环，减少黏附性白细胞 [43]。PMX53 是
C5aR1拮抗剂，它能降低 HIRI 后肝酶水平，减少
嗜中性粒细胞浸润，使全 HIRI 的死亡率下降 [44]。
使用融合蛋白 CR2-CD59 靶向抑制补体，在小鼠
HIRI 模型中也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45]，它既保护
宿主免疫又能提高生物利用度，但 CR2-CD59 的
抑制作用对 C3 和 C5 并没有影响，这使得 C5a 和
C3a 在 HIRI 局部继续发挥作用 [45]。CR2-CD59 不
同于其他目前可用的补体抑制剂，是一种很有前
途的无毒治疗方法，可在多种临床环境下保护肝
脏免受损伤并促进再生 [46]。因此，在 HIRI 中，
补体的激活平衡了损伤和保护之间的微调效应，
但这种相互作用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3.6　补体与自身免疫性肝病
　　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s，
AILDs）是自身免疫介导的肝细胞和 / 或胆管上皮
细胞慢性炎症损伤性疾病 [47]，主要包括自身免疫
性肝炎 [48]（autoimmune hepatitis，AIH）、原发性胆
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原
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及其重叠综合征等，其发病机制与免疫反应
关系密切。补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有着重要作
用，但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的作用并不明确。
　　有研究发现，与健康人和对照小鼠相比，AIH
小鼠模型和 AIH 患者血浆中的 C3 水平均升高，
83% 的儿科 AIH 患者中存在 C4d 沉积 [49]，在乙
型肝炎患者中也同样发现了 C4d 沉积 [26]，而尚无
补体在成人 AIH 患者中作用的报道。研究发现，
PBC 患者血浆中 C3 和 C4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升
高 [50]，在酒精性肝炎和病毒性肝炎中也存在同样
的情况，但在肝硬化 PBC 患者中 C3 和 C4 水平则
下降。在 PSC 患者和胆总管结石患者的血浆中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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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健康对照组升高，而 PSC 和健康对照组之
间的 C4 水平则没有发现差异，提示炎症可能是导
致 C3 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 [51]。综上所述，尽管
补体系统参与了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一些肝脏
疾病，但补体在 AIH、PBC 和 PSC 中的作用似乎
有限。
4　结果与讨论
　　肝脏是最能发挥补体作用的器官，它不仅是
补体蛋白的主要来源，对补体的攻击也有极强的
耐受性。补体系统是机体内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组织防御外来侵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充分阐明补体在各种免疫介导疾病中的确切
作用是开发有效治疗性补体调节药物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补体药物领域的研究飞速发展，自
2007 年首个 C5 抑制单抗批准上市之后，已有数
十种在研药物用于不同适应证的开发。2007 年，
FDA 批准了补体领域第一个药物——依库珠单抗
（eculizumab，Soliris，Alexion Pharm），其为针对
C5 的补体特异性药物，用于治疗罕见病突发性睡
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并随后将适应证扩展
为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aHUS），乙酰胆碱受
体自身抗体阳性的广泛性重症肌无力（gMG），以
及水通道蛋白 AQP4 自身抗体阳性的视神经脊髓
炎谱系障碍（NMOSD）。2008 年，重组血浆丝氨
酸 C1 脂酶抑制剂 C1-INH（Cinryze）获批用于遗
传性血管水肿，尽管 C1-INH 不是一种严格的补
体特异性药物，但其发现推动了几项针对经典激
活和凝集素激活途径的联合靶向临床试验治疗。
　　目前临床开发的补体药物种类主要为多肽和
单克隆抗体，个别为小分子和 SiRNA，其中绝
大多数适应证为罕见病。但是否能扩展至常规免
疫用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补
体领域临床获批药物仅有一款 Soliris，包括其优
化后的长效版本 raculizumab（Ultomiris，Alexion 
Pharm），显然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在未来，大型
肝脏手术后，补体调节药物可能有助于预防补体
介导的肝脏损伤，促进肝脏再生。虽然还需要更
多的研究，但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补体可能
成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优化肝脏独特生理特征的
关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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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泊酚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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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丙泊酚作为临床常用的超短效静脉麻醉药之一，其最常见的药理作用为麻醉镇静、镇痛、

抗炎、抗氧化。此外，免疫调节与神经保护等作用也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综述了近

十年来丙泊酚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为其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同时为临床用药提供

科学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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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ropo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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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ofol as a commonly ultra-short-acting intravenous anaesthetics, shows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cluding anaesthesia, sedation, analgesia, anti-inflammation and 
antioxidization. In addition, immunomodulation and neuroprotection of propofol also become 
the hotspot in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ropofol in the past decade,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pofal usage in clinical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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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泊酚（propofol）是一种新型的快速、短效
静脉注射麻醉药，广泛用于临床麻醉的诱导和维
持重症患者的镇静等。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丙
泊酚除了有麻醉效应外，在镇痛、抗炎、抗氧化
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免疫调节、神经保
护、抗血小板聚集、止呕、保护心肌细胞、抑制
癌细胞、抗癫痫、舒张平滑肌等临床效应也逐渐
被报道，但其具体的药理机制仍不清楚，需要进
一步探索。现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中丙泊酚的
药理作用进行综述。
1　麻醉镇静作用
　　丙泊酚在麻醉的各个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
尤其是与其他麻醉药联合使用可起到不同的麻醉
效果 [1-3]，而且对一些疾病的不良反应或并发症有

一定的改善作用。Yıldırım 等 [4] 通过探讨以丙泊
酚为基础的麻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与儿童
放疗并发症相关的因素，结果发现非阿片类佐剂
与丙泊酚联合使用不仅可以实现均衡麻醉还可减
少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夏江燕等 [5] 发现在无痛胃
镜检查中丙泊酚复合阿片类药物可以减轻丙泊酚
单用引起的不良反应，减少丙泊酚的剂量，并缩
短呼唤睁开眼睛的时间。有研究表明丙泊酚联合
脱氮可以减少丙泊酚剂量，降低对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的抑制作用，此外，还可减少体内运动，
缩短唤醒时间，提高唤醒质量 [6]，表明丙泊酚联
合用药的麻醉效果比单用药效果更佳。还有研究
表明 [7]，丙泊酚的麻醉深度与谷氨酸的变化有关，
谷氨酸在中枢神经的不同部位的含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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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对丙泊酚麻醉的影响程度尚不清楚。
　　丙泊酚具有镇静作用，与多种药物联合的镇
静作用效果更佳。黄昌林等 [8] 研究显示丙泊酚可
以达到深度镇静的目的，少量使用雷米芬太尼与
丙泊酚可以产生协同作用，能更有效地抑制应激
反应，并保持血液动力学的稳定性。另外，持续
静脉输注丙泊酚复合雷米芬太尼，易于维持循环
稳定且恢复快。Elbakry 等 [9] 评估清醒开颅手术中
丙泊酚 - 右美托咪定与丙泊酚 - 瑞芬太尼有意识镇
静的效果，发现两种联用方案均有效，表明丙泊
酚联合用药在清醒开颅手术中有较好的镇静作用。
Van 等 [10] 研究发现丙泊酚在无气管插管对食管和
胃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中的应用是安全
的，麻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低，住院时间短，镇
静效果好。李重颐等 [11] 发现丙泊酚麻醉镇静剂应
用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有增加容量反应性的趋
势，会减少静脉回流，给血流动力学带来一定的
影响，但对心肌收缩力不影响或影响不大。
2　镇痛作用
　　丙泊酚可改善术后镇痛效果，降低恶心呕吐
的发生率 [12]，但对呼吸和心血管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有研究表明，亚睡眠剂量丙泊酚与其他
阿片类药物合用具有明显的镇痛效果 [13-14]。Qiu
等 [15] 通过在福尔马林诱导的大鼠炎症性疼痛模
型中先发性给药，研究了丙泊酚的镇痛作用及其
潜在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结果发现丙泊酚可通过
调节脊髓背角神经元含 GluN2B 的 N- 甲基 -D- 天
冬氨酸（NMDA）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 和 2
（ERK1/2）途径对炎性疼痛产生预防性镇痛作用。
傅洪等 [16] 发现利多卡因与丙泊酚混用可以降低
丙泊酚的 pH 值及其水相浓度，从而缓解丙泊酚
的注射痛。黄芳等 [17] 观察丙泊酚、依托咪酯联
合地佐辛在无痛人流术中的镇痛效果，发现小剂
量地佐辛诱导后联合应用丙泊酚和依托咪酯镇痛
效果良好，对无痛人流患者的呼吸、循环系统有
轻微的抑制作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镇痛方法。
更有研究表明，丙泊酚的镇痛作用与低氧诱导因
子和炎性体在复杂区域性疼痛综合征中的抑制作
用有关 [18]。综上所述，丙泊酚具有一定的镇痛作
用，而且与其他药物联用效果更佳。然而，其对
呼吸与心血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引起
呼吸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因此，临床用药时有
待商榷。
3　抗炎、抗氧化作用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是氧化应激反应中的一种酶，其含量反映
了人体的抗氧化能力，它可以有效去除氧自由

基并中和氧化产物，减少氧化应激损伤，从而
保护机体 [19-21]。Wu 等 [22] 通过评估丙泊酚对热
应激诱导的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
的作用机制，发现丙泊酚能通过上调锰超氧化
物歧化酶（MnSOD）的表达来保护热应激损伤
的细胞，有效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直接或间
接损害，但具体的抗氧化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杨明等 [23] 发现丙泊酚能减少过氧化
氢（H2O2）诱导的氧化应激损伤原代视网膜细胞
的产生，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丙泊酚可以增加抗
氧化酶 SOD 活性，抑制核因子 κB（NF-κB）激
活和炎症因子产生，从而降低氧化应激损伤细
胞。临床上已证实丙泊酚能抑制氧自由基的产生
或拮抗其氧化效应，并且对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
预防或治疗作用 [24-25]，此外，它还可以调节巨噬
细胞，抑制人体的炎症反应 [26]。李喆等 [27] 的实
验表明丙泊酚预处理可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的损
伤来保护肢体缺血再灌注。以上结果表明，丙
泊酚可作为 SOD 的激活剂，增强 SOD 对氧自由
基以及氧化产物的清除能力，从而有效减少氧
化应激反应，达到保护机体的作用。Kochiyama
等 [28] 探讨了丙泊酚对人极化巨噬细胞产生炎性
细胞因子的影响，结果发现丙泊酚通过抑制 γ- 氨
基丁酸 A 型受体（GABAA）和核因子 E-2- 相关
因子 2（Nrf2）介导的信号转导途径的白细胞介
素（IL）-1β 和 IL-6 的表达来防止人 M1 巨噬细
胞极化期间的炎症反应，表明丙泊酚具有较好的
抗炎作用。此外，丙泊酚在治疗浓度下对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s，LPS）诱导的巨噬细胞中肿
瘤坏死因子 -α（TNF-α）、IL-1β、IL-6 和一氧化
氮（NO）的生物合成具有抑制作用，且这些作用
体现在翻译前水平 [29]。沈倩等 [30] 研究了丙泊酚
麻醉对颅脑外伤患者氧化应激、神经功能及炎性
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后，发现脑外科手术可以刺
激患者，导致 IL-1β、IL-6 和 TNF-α 的水平升高，
而丙泊酚可以有效抑制术后应激反应并降低炎症
细胞因子水平，有助于颅脑外伤患者手术的正常
进行并有效地减轻了术中出现的并发症。
4　免疫调节作用
　　不同麻醉方式及麻醉药品的使用均可减少肿
瘤患者手术引起的应激反应，且麻醉药品本身可
影响患者的免疫功能，尤其是淋巴细胞的免疫功
能 [31]。王志刚等 [32] 发现丙泊酚用于腹腔镜下宫
颈癌根治患者围手术期的细胞免疫保护效果优于
七氟烷，表明丙泊酚在宫颈癌手术治疗中可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从而减少免疫系统疾病。黄泽清
等 [33] 研究结果提示硬膜外麻醉联合清醒镇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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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泊酚靶控输注可以提高患者围手术期免疫功
能。此外，其他研究表明，丙泊酚可以增加危重
症患者血清中 IL-1β、IL-6 和黏附因子，减少中
性粒细胞的肺浸润，降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
发生率 [34]。
5　神经保护作用
　　丙泊酚具有较好的脑保护作用。Yang 等 [35]

证实丙泊酚可通过上调 GABA 中神经元中氯化钾
共转运蛋白 2（KCC2）的表达来发挥神经保护功
能。另外，丙泊酚对神经功能的保护在体内多种
研究模型中也得到了证实 [36-37]。何亚等 [38] 发现
丙泊酚作为诱导全身低温的全身麻醉药可以减轻
海马神经元的自噬与凋亡现象，对神经元有更好
的保护作用。Wang 等 [39] 研究发现丙泊酚可在局
灶性脑缺血 / 再灌注大鼠模型中诱导长期神经保
护作用，并减少α- 氨基 -3- 羟基 -5- 甲基 -4- 异恶
唑丙酸亚型谷氨酸受体 2（AMPAR GluR2）的内
在化。研究表明，PI3K/Akt 通路参与多种神经保
护作用 [40-42]。此外，有研究证实，PI3K/Akt 途径
的激活可以调节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活性，
激活或抑制自噬，在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43]。胡
洪凭等 [44] 探讨丙泊酚对脑外伤大鼠的神经保护
作用与 PI3K/Akt /mTOR 信号通路之间的关系，
发现丙泊酚可以激活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
抑制神经细胞凋亡和自噬，对脑外伤大鼠具有脑
保护作用。综上，丙泊酚在大鼠模型中显示神经
保护作用，但是其临床神经保护作用研究较少，
且作用机制尚不全面，作为临床中的神经保护药
物还需进行大量研究。
6　其他
6.1　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丙泊酚能够明显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有效地
降低血液高凝状态。王生超等 [45] 对烧伤大鼠应用
丙泊酚静脉麻醉后，发现丙泊酚能够明显抑制血
小板和内皮素的生成，降低血液高凝状态，降低
血栓形成的风险，表明丙泊酚不仅能减轻大鼠烧
伤的疼痛感，而且还能减少由烧伤引起的血流供
应不足而导致大面积组织坏死的现象。刘敏等 [46]

发现在微循环中丙泊酚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影
响血液黏度。冯行云等 [47] 研究显示丙泊酚能够抑
制血小板活化，预防血栓，改善重要脏器的微循
环灌注。
6.2　止呕作用
　　迄今为止，大量的研究证明丙泊酚具有抗恶
心呕吐的作用，无论在术中或术后都能明显降低
恶心呕吐的发生率。钮昆等 [48] 综述了丙泊酚在术
中及术后恶心呕吐的应用，发现丙泊酚抗恶心呕

吐的效果好，且不良反应少。Kawano 等 [49] 的研
究证明在腹腔镜妇科手术中，丙泊酚和挥发性麻
醉药的联合能有效降低术后恶心的发生率。总而
言之，丙泊酚可缓解患者在术中引起的恶心呕吐
症状，为手术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
6.3　保护心肌细胞
　　丙泊酚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心功能。徐
彦秋等 [50] 研究表明丙泊酚能够提高心肌细胞的
恢复率，降低环路压力，改善心肌水肿，降低
心肌酶的含量。刘飞君等 [51] 发现丙泊酚可以显
著增强心肌肥厚大鼠离体心脏的心功能，减慢
心率。此外，丙泊酚还可通过保护线粒体损伤，
防止心肌缺氧，从而达到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
Zhu 等 [52] 研究表明丙泊酚可通过抑制缺血 / 再灌
注大鼠心脏中细胞质膜微囊蛋白 -3（caveolin-3）
的蛋白酶体降解来保护心脏，但作用机制尚不清
楚。田首元等 [53] 研究结果表明丙泊酚可通过阻碍
细胞凋亡来保护线粒体，并且抑制心肌细胞的凋
亡，从而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6.4　抑制癌细胞作用
　　丙泊酚在抑制癌细胞方面的研究可为今后
临床癌症治疗提供新思路。刘英海等 [54] 研究结
果显示丙泊酚可以通过调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
（HDAC1）表达和下游 p38/MAPK 通路，抑制胃
癌细胞（MGC-803）的侵袭、迁移和上皮间质转
化过程，从而抑制癌细胞转移，为胃癌患者的生
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Shen 等 [55] 研究表明丙
泊酚可通过调控 HOST2/JAK2/STAT3 信号通路抑
制卵巢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促进细胞凋亡，
进而抑制卵巢癌的进展，此外，HOST2/JAK2/
STAT3 信号通路可作为丙泊酚抑制卵巢癌的一种
分子作用机制。Wang 等 [56] 研究证实丙泊酚对肿
瘤血管生成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为丙泊酚可
能对肿瘤生长和转移产生负面影响的潜在机制提
供了临床前证据。
6.5　抗癫痫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丙泊酚具有十分明显的抗
癫痫作用。彭贵鑫等 [57] 观察丙泊酚注射液对癫
痫持续状态的临床疗效，发现其起效快、控制率
高，患者意识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使用。赵春
芬等 [58] 研究表明丙泊酚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疗效确
切，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缩短插管时间，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孙涛等 [59] 关于丙泊酚治疗难治
性癫痫持续状态疗效及安全性 meta 分析指出，丙
泊酚能有效控制癫痫发作，但不能降低其死亡率。
　　总之，丙泊酚不仅被广泛应用于麻醉领域，
在其他领域也有广泛的临床应用潜能。然而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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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的临床治疗使用率低，以实验药理学研
究为多，研究不够深入、未系统化。因此，未来
对于丙泊酚在其他领域的药理作用应更进一步挖
掘和证实，才能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使其在临
床上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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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CP-MS及化学计量学研究不同产地茯苓微量元素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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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多元素结合化学计量学探究不同产地茯苓的微量元素差异。方法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安徽、湖北、云南 3 个省中 6 个产地的茯苓样品中 20 种

微量元素的含量，采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
DA）两个化学计量学工具构建判别方法。结果　PLS-DA 和 OPLS-DA 分析方法均可将 3 个产

地样品的微量元素明显区分，OPLS-DA 的拟合数据程度与预测能力均强于 PLS-DA，其中锶

（Sr）、铷（Rb）、铯（Cs）、锰（Mn）、钡（Ba）、钼（Mo）和钒（V）元素是最重要的 7 个变

量。结论　该方法科学准确，结合 PLS-DA 和 OPLS-DA 化学计量学工具，可以明确区分安徽、

湖北、云南 3 个产地茯苓样品的微量元素，为中药茯苓的产地鉴别提供科学实验依据。

关键词：茯苓；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化学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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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Poria cocos from different areas based on ICP-MS  
and chemometrics

DING Ze-xian1, JIANG Yue-hang1, ZHANG Yue1, ZHANG Cai-yun1, 4, WANG Lei1, 2, 3, 4, PENG 
Dai-yin1, 2, YU Nian-jun1, 2, FANG Ling5*, CHEN Wei-dong1, 2, 3, 4* (1. School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2. 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 Hefei  230012; 3.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New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Hefei  230012; 4.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Hefei  230012; 5.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1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race elements in Poria cocos from different areas 
with multi-element combined chemometrics. Method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20 trace elements in Poria cocos samples from 6 origins 
in Anhui, Hubei, and Yunnan.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PLS-DA) and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as the 2 chemometric tool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PLS-DA and OPLS-DA distinguished the trace elements in the samples from 3 
provinces. OPLS-DA worked better than PLS-DA in data fitting and predictive ability. Sr, Rb, CS, Mn, 
Ba, Mo and V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variables.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Combination with PLS-DA and OPLS-DA chemometric tool, can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trace 
elements of Poria cocos from Anhui, Hubei, and Yunnan. This result provid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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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Schw.）
Wolf 的干燥菌核，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和宁心等
功效 [1]。茯苓属于大宗常用中药材，主要分布在我
国安徽、湖北、云南等地 [2]。茯苓品质与特定自然
条件和生态环境直接相关，因此茯苓的地理来源鉴
定尤为重要 [3-4]。微量元素在自然界中含量小、性
质稳定，同时在产地加工、炮制过程中不易被代
谢或转化，且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微量
元素可以作为茯苓地理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
来，化学计量学结合多元素被用于不同产地的橄榄
油 [5]、蜂蜜 [6]、茶叶 [7]、枸杞 [8]、红蒜 [9] 等食品或
药材的地理鉴别，但中药茯苓基于元素差异的产地
鉴别研究尚未见报道。
　　微量元素可分为有益元素与有害元素。有益
元素对于人体生理活动或药材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如锌（Zn）元素可以促进组织修复，铁（Fe）和铜
（Cu）是造血元素，锰（Mn）是许多酶的激活剂，
铬（Cr）具有发挥胰岛素作用的功能，钼（Mo）具
有保护心肌的作用 [10]，锶（Sr）是骨豁和牙齿的重
要组成部分 [11]。有害元素会损害人体健康与药材
生长，如铅（Pb）元素在体内沉积后严重影响人体
的中枢神经和造血系统，砷（As）、汞（Hg）元素
对人体的消化道、肝脏、心血管等多部位都有强
烈毒性，铝（Al）元素能损害人的脑细胞，还有部
分元素过量会具有强烈毒性，如 Cr 元素在体内形
成六价铬化合物，高浓度的 Cu 元素会使蛋白质变
性，引发人体的不适 [12]。探究茯苓中的这些元素
在不同产地之间的差异，对分析具有判别产地潜力
的元素与中药质量综合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n-
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
MS）[13] 测定茯苓中 20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结合
化学计量学 [14] 工具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 和
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OPLS-DA）探究不
同产区茯苓的元素差异，建立了 3 个产地的元素
判别模型，以期为茯苓的产地鉴别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

1.1 　仪器 
　　ICAP Q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赛默

飞世尔科技公司）；AB135-S 型十万分之一天平
（德国 Mettler Toledo 公司）；WX-7000HP 消解仪、
G-160 智能控温电加热器（上海屹尧仪器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2　试药

　　硝酸（优级纯，500 mL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批号：20190326）；多元素 [Al、钒（V）、
Cr、Mn、Fe、钴（Co）、镍（Ni）、Cu、Zn、As、
硒（Se）、铷（Rb）、锶（Sr）、镉（Cd）、铯（Cs）、
钡（Ba）、Pb] 标 准 溶 液（1×104 μg·L － 1，100 
mL，批号：20190305），Mo、Hg、银（Ag）标准
溶液（1×105 μg·L － 1，50 mL，批号：B1810046、
B1804095、B1811019），钪（Sc）、锗（Ge）、铟
（In）、铋（Bi）标准溶液（1×106 μg·L － 1，批号：
201312、201311、201311、201303）（国家有色金
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胡萝卜成分分析
标准物质 [GBW10047（GSB-25），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勘查研究所 IGGE]。
1.3　样品采集

　　 茯 苓 采 自 安 徽 金 寨 县 长 岭 乡（31.17N，
115.93E）、霍山县漫水河镇（31.22N，116.02E）、岳
西县来榜村（30.93N，116.19E），湖北罗田县九资河
镇（31.14N，115.65E）、英山县汤家湾村（31.03N，
115.73E），云南腾冲市曲石镇（25.35N，98.62E）6
个产地，共计 51 个样品，经安徽中医药大学俞年
军教授鉴定，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各项
规定，为茯苓 Poria cocos（Schw.）Wolf 的干燥菌
核。其中 1 ～ 9 号样品采自安徽省岳西县来榜村；
10 ～ 15 号采自安徽省霍山县漫水河镇；16 ～ 24 号
采自安徽省金寨县长岭乡；25 ～ 33 号采自湖北省
罗田县九资河镇；34 ～ 42 号采自湖北省英山县汤
家湾村；43 ～ 51 采自云南省腾冲市曲石镇。
2　方法

2.1　ICP-MS 主要工作参数 
　　采用 ICP-MS 进行分析，主要工作参数：射频功
率为1600 W，冷却气（氩气）流速为13.7 mL·min－1，
辅助气（氦气）流速为 0.80 mL·min－ 1，雾化气流
速为 1.026 mL·min－ 1，样品重复次数为 3 次，采样
深度为 5.00 mm，进样泵转速为 40 r·min－ 1，数据
采集方式为跳峰，驻留时间为 0.01 ～ 0.05 s。
2.2　样品处理 
　　将茯苓鲜品用蒸馏水洗去表面杂物后再用去

locali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ria cocos. 
Key words: Poria cocos; ICP-MS; chem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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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水淋洗 3 遍，控干表皮水分，使用不锈钢刀
剥皮，菌核切块，置于 60℃烘箱烘干至恒重。用
陶瓷研钵粉碎后通过 60 目筛，密封备用。
2.3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茯苓样品粉末 0.1 g，置于聚四氟乙
烯消解罐中，加入 6 mL 优级纯硝酸浸泡样品 1 h，
封罐，置于微波消解仪内，按表 1 程序进行消解。
消解程序结束后，待罐内温度降至 70℃以下，将
消解罐取出置于智能控温电加热器上 110℃赶酸，
待挥发至约 1 mL 时取下，稍冷后将消解液转移至
10 mL 量瓶内，用去离子水少量多次润洗消解罐
内壁，再用去离子水定容，将定容好的母液转移
至 15 mL 离心管内，即为供试品溶液，置于 4℃
保存备用。同法制备对应的空白对照溶液。

表 1　微波消解仪工作参数 
Tab 1　Operating parameter of microwave digestion instrument

步骤 温度 /℃ 时间 /min 压强 /bar

1 120   2 10

2 150   2 15

3 180   2 25

4 200 30 30

2.4　标准品待测溶液的制备

　　精密移取 Al、V、Cr、Mn、Fe、Co、Ni、Cu、
Zn、As、Se、Rb、Sr、Mo、Ag、Cd、Cs、Ba、
Hg、Pb 系列标准原液，用去离子水梯度稀释，配制
成不同质量浓度的标准品待测液，Hg 元素标准品浓
度依次为 0.1、0.5、1、2、5 μg·L－ 1；Mo、Ag、V、
Cr、Co、Cu、Zn、As、Se、Rb、Sr、Cd、Cs、Ba、
Pb 元素标准品质量浓度依次为 0.1、0.5、1、2、5、
10、20、50 μg·L－ 1；Al、Mn、Fe、Ni 微量元素混
合标准品质量浓度依次为 0.5、1、5、10、50、100 
μg·L－ 1；微量元素混合内标（Sc、Ge、In、Bi）用
去离子水梯度稀释为 10 μg·L－ 1 的质量浓度。
2.5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和 SIMCA 14.1 对
不同产地茯苓的元素含量进行 Kruskal-Wallis 检
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正交偏最
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
3　结果

3.1　方法学考察

3.1.1　线性关系考察　将各标准品溶液用去离子水
梯度稀释，配制成不同浓度的标准品待测溶液，进
样测定，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见表 2。
3.1.2　检测限　用去离子水连续进样 10 次，取测定
值的标准差的 3 倍，即为检测限，结果见表 2。

3.1.3　精密度试验　精密称取标准物质样品粉末
0.2 g，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
测定，连续测定 6 次，Se 元素 RSD 值为 25.3%，
Ag 元素 RSD 值为 13.5%，这与元素含量过低有
关，其余 18 种元素的 RSD 值在 1.3% ～ 8.4%，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3.1.4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标准物质样品粉末
6 份，每份 0.2 g，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在“2.1”项条件下进样测定，记录各元素
含量。检测结果表明，Se 元素 RSD 值为 13.7%，
Ag 元素 RSD 值为 18.8%，其余 18 种元素的 RSD
值均小于 7.7%，说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3.1.5　生物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检测　对生物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按照样品前处理方法进行消化定容，
各取 6 份平行样测定，结果见表 3。其中 Al、Ag、
Hg 不在量值范围内，其他元素基本符合，RSD 值
均不超过 14.3%。Al 元素在环境中含量较高，各类
容器均可能附着 Al 元素，可能导致测量结果偏高；
As、Ag、Hg 元素未达到检测线，Ag 元素不溶于
水，使用去离子水定容可能使含量测定结果偏低，
Hg 元素性质不稳定，赶酸过程中容易挥发，使含
量测定结果偏低。虽然部分元素没有达到要求，但
为了综合评价微量元素的差异、进行半定量的相对
比较，仍将所有元素数据应用于分析之中。

表 2　线性关系及仪器检测限考察 
Tab 2　Linearity and 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 investigation

元素 回归方程
相关

系数

线性范围 /
（μg·L － 1）

检测限 /
（μg·L－1）

27Al y ＝ 2.612×104x ＋ 3.061×104 1.000 0.5 ～ 100 0.613
51V y ＝ 2.946×104x ＋ 2.830×103 1.000 0.1 ～ 50 0.034
52Cr y ＝ 2.714×104x ＋ 2.248×104 1.000 0.1 ～ 50 0.113
55Mn y ＝ 4.389x×104 ＋ 6.257×103 1.000 0.5 ～ 100 0.325
57Fe y ＝ 774.3x ＋ 1.902×104 0.9974 0.5 ～ 100 1.39
59Co y ＝ 2.918×104x ＋ 128.7 1.000 0.1 ～ 50 0.005
60Ni y ＝ 6.089×103x ＋ 922.5 1.000 0.5 ～ 100 0.067
63Cu y ＝ 1.434×104x ＋ 887.0 1.000 0.1 ～ 50 0.052
66Zn y ＝ 6.276x ＋ 3.880×104 0.9991 0.1 ～ 50 0.934
75As y ＝ 4.459×103x ＋ 461.2 1.000 0.1 ～ 50 0.168
82Se y ＝ 613.1x ＋ 207.8 1.000 0.1 ～ 50 0.104
85Rb y ＝ 3.254×104x ＋ 507.9 1.000 0.1 ～ 50 0.018
88Sr y ＝ 4.456×104x ＋ 6.410×103 1.000 0.1 ～ 50 0.07
95Mo y ＝ 5.387×103x ＋ 157.2 0.9993 0.1 ～ 50 0.019
107Ag y ＝ 2.305×104x － 1.059×104 1.000 0.1 ～ 50 0.007
111Cd y ＝ 5.850x ＋ 43.59 1.000 0.1 ～ 50 0.022
133Cs y ＝ 5.399×104x ＋ 39.00 1.000 0.1 ～ 50 0.002
137Ba y ＝ 6.557×103x ＋ 1.506×103 1.000 0.1 ～ 50 0.138
202Hg y ＝ 9.876×103x － 1.319×103 0.9951 0.1 ～ 5 0.007
208Pb y ＝ 3.831×104x ＋ 2.883×103 1.000 0.1 ～ 50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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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成分标准物质量值及检测结果 (n ＝ 6，μg·g － 1) 
Tab 3　Certificate values of elements in biological component 

standard substances (n ＝ 6，μg·g － 1)

元素 胡萝卜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测定值
27Al 0.046 93 
51V 0.21 0.14 
52Cr 1.04±0.13 0.72 
55Mn 12.1±0.5 11 
57Fe 148±15 187 
59Co 0.066±0.007 0.055 
60Ni 0.67±0.1 1.3 
63Cu 4.1±0.3 3.3 
66Zn 11.2±0.5 14 
75As 0.11±0.02 0.067 
82Se 0.031±0.01 0.025 
85Rb 6.9±0.5 8.0 
88Sr 22±2 23 
95Mo 0.1±0.01 0.25 
107Ag 0.006 0.0010 
111Cd 0.034±0.004 0.026 
133Cs 0.042±0.004 0.034 
137Ba 24±3 29 
202Hg 0.0032±0.0008 0.0045 
208Pb 0.43±0.07 0.28 

3.2　茯苓中微量元素含量研究

　　对不同产地的茯苓样品进行 ICP-MS 分析，结
果见表 4。由表可知，安徽省的茯苓中 Fe 元素含量
最为丰富，其次是 Ni、Al、Zn、Cu、Mn 等；湖北
省的茯苓中 Fe 元素含量最为丰富，其次是 Al、Ni、
Mn、Zn、Cu 等；云南省的茯苓中 Al 元素含量最为
丰富，其次是 Fe、Ni、Mn、Zn、Cu 等；3 个省份
的茯苓样品中必需元素 Fe、Cu、Zn、Ni、Rb 含量
均在 1 μg·g － 1 以上，Se、Co、Cr、Mo、V 等元素
含量较低均在 0.5 μg·g－ 1 以下，特别是 V，安徽地
区含量最低。对含量测定结果数据进行 Shapiro-Wilk 
和 Levene 检验。结果表明，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和
方差齐性，因此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检验，结
果 3 个省份茯苓中 Al、V、Mn、Fe、Co、Se、Rb、
Sr、Mo、Ag、Cd、Cs、Ba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3.3　PLS-DA 分析

　　为综合分析茯苓药材不同产地间的差异性，
不同产地药材的 20 个元素含量输入 SIMCA-P 
14.1 分析软件，建立有监督模式的 PLS-DA 模型。
提取 2 个主成分，模型解释率参数 R2Y 为 0.709，
模型拟合数据程度高，SIMCA 软件采用了交叉验
证法，得到预测能力参数 Q2 为 0.644，高于 0.5，
说明所建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力。经 PLS-DA 模
型分析分别生成得分图、载荷图和变量重要性投
影值图（VIP 图），分别见图 1 ～ 2。

　　PLS-DA 得分散点图中的每 1 个点代表 1 个地
方的样品，聚合程度反映同省份样品间相似度。由
图 1 得分散点图可知，PLS-DA 模型中除湖北 1 个
点、云南 2 个点外其余数据点均在 95% 置信区间
内，聚合程度良好，不同省份间区分明显，说明
3 个不同省份的茯苓样品的元素含量上存在一定差
异，而同一省份的样品相似度高，具有趋势性。

图 1　PLS-DA 得分散点图

Fig 1　PLS-DA scores scatter plot

图 2　PLS-DA 载荷散点图（A）和 VIP 值图（B）

Fig 2　PLS-DA loadings scatter plot（A）and VIP plot（B）

　　PLS-DA 载荷图 [15] 中每 1 个点代表 1 种元素，
距离原点越远的点权重值越大，决定样本差异的作
用越大。VIP 可反映变量（元素）对模型分类的整
体贡献度，PLS-DA 模型中变量 VIP 值大于 1.0 说
明该变量对整体模型的贡献度高于平均水平，由图
2 可知 Sr、Cs、Mn、Rb、Ba、Mo、Ag 贡献度较大，
可能是不同产地茯苓的主要标志性元素。Al 在诸
如陶瓷研钵、干燥箱等仪器及相关实验环境中分布
广泛，在样品处理过程中难以避免其干扰，因此，
作为标志元素的潜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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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OPLS-DA 分析

　　有监督模式的 OPLS-DA 模型。提取 2 个预
测主成分和 2 个主成分，模型解释率参数 R2Y 
为 0.790，采用交叉验证法，预测能力参数 Q2 为
0.707，均高于 0.5，说明所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
释率和预测力。判别效果比 PLS-DA 更佳。经
OPLS-DA 模型分析分别生成得分图、载荷图和变
量重要性投影值图（VIP 图），分别见图 3 ～ 4。

图 3　OPLS-DA 得分散点图

Fig 3　OPLS-DA scores scatter plot

　　与 PLS-DA 类似，OPLS-DA 得分散点图中的每
1 个点代表 1 个地方的样品，聚合程度反映同省份
样品间相似度。由图 3 得分散点图可知，OPLS-DA 
模型中除云南 2 个点外其余数据点均在 95% 置信区
间内，聚合程度与区分性均明显优于 PLS-DA 分析，
说明在比较 3 个不同省份茯苓样品的元素含量差异
性上，OPLS-DA 分析构建的判别模型效果更好。

表 4　不同产地茯苓样品的各元素含量 (μg·g － 1) 
Tab 4　Elements of Poria cocos from different origins (μg·g － 1)

元素 安徽（n ＝ 24） 湖北（n ＝ 18） 云南（n ＝ 9） P 值
27Al 12±3 25±13 64±43 ＜ 0.001
51V 0.0056±0.0088 0.017±0.020 0.032±0.030 0.018
52Cr 0.24±0.10 0.23±0.13 0.20±0.05 0.336
55Mn 3.2±1.5 9.9±3.8 15±9 ＜ 0.001
57Fe 37±27 41±8 41±16 0.040
59Co 0.076±0.078 0.078±0.022 0.069±0.020 0.045
60Ni 13±15 16±15 25±16 0.074
63Cu 4.0±1.8 3.7±0.8 4.8±2.3 0.613
66Zn 6.6±1.7 6.0±1.4 6.7±2.6 0.301
75As 0.0066±0.029 － 0.000 74±0.025 18 0.016±0.032 0.390
82Se 0.049±0.067 0.021±0.022 0.041±0.017 0.014
85Rb 2.0±0.7 1.1±0.5 3.8±1.7 ＜ 0.001
88Sr 0.33±0.12 0.71±0.10 0.25±0.10 ＜ 0.001
95Mo 0.025±0.009 0.017±0.006 0.028±0.008 0.003
107Ag 0.057±0.050 0.005±0.050 0.012±0.054 0.001
111Cd 0.031±0.013 0.073±0.238 0.011±0.005 ＜ 0.001
133Cs 0.014±0.013 0.0060±0.0016 0.065±0.018 ＜ 0.001
137Ba 0.96±0.41 1.50±0.36 1.95±0.54 ＜ 0.001
202Hg 0.017±0.004 0.016±0.0034 0.017±0.003 0.338
208Pb 0.32±0.32 0.850±2.661 0.29±0.27 0.472 　　OPLS-DA 中载荷图中每 1 个点代表 1 种元

素，距离原点越远的点权重值越大，决定样本差
异的作用越大。VIP 可反映变量（元素）对模型分
类的整体贡献度，PLS-DA 模型中变量 VIP 值大
于 1.0 说明该变量对整体模型的贡献度高于平均
水平，由图 4 可知 Sr、Mn、Cs、Rb、Ba、Mo、V、
Ag 重要性最大，因为 Ag 元素含量过低，未达检
测线，所以参考意义有待商榷。由表 4 可知 Sr、
Rb、Cs、Mn、Ba、Mo、V 元素不同产地具有显
著性差异。因此，Sr、Rb、Cs、Mn、Ba、Mo、
V 元素具有作为判别产地差异性元素的潜力。由
上述两个分析方法结果可知，OPLS-DA 的 R2Y、
Q2 均大于 PLS-DA，OPLS-DA 分析可以明显区分
安徽、湖北、云南 3 个产地的茯苓样品。
4　讨论

　　本研究在课题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16]，对消
解方法进行了考察优化，以消解溶液无色透明为
指标，最终选择了加入 6 mL 硝酸进行微波消解处
理茯苓样品。目前微量元素主要测定方法有原子吸
收（AAS）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
OES）法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原
子吸收法具有测量精度好和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但是不能多元素同时分析且操作没有 ICP-MS 简单
快捷 [17-18]。ICP-OES 方法成熟，操作简单 [19-21]，但
是 ICP-MS 具备更低的检测限与高效的分析能力，
对大批量的样品处理效率远远高于 ICP-OES[22-23]。
本研究主要选择 20 种微量元素作为判别指标，其
中 Cu、Cr、As、Hg、Pb 为有害元素，影响了茯苓

图 4　OPLS-DA 载荷散点图（A）和 VIP 值图（B）

Fig 4　OPLS-DA loadings scatter plot（A）and VIP plo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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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的品质，同时不利于人体健康 [24]；Al 元素对
人体也有潜在毒性，但它是地壳中含量最高的金属
元素，所以在判别产地差异中具备潜力。V、Mn、
Fe、Co、Ni、Zn、Se、Rb、Sr、Mo、Ag、Cd、
Cs、Ba 元素不仅对人体有益，而且还在中药材生
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5]，元素含量的不同可能
会直接影响药材有效成分的积累，以至于影响药材
的活性 [26]。如甘草药材中甘草酸含量与镁（Mg）
元素含量成显著正相关，与钾（K）、Fe 元素含量
成显著负相关 [27]；青蒿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含量与
Cu、Fe 等元素含量以及 Cu、Zn 含量比值具有相关
性 [28]，虽然 Cu 元素具有潜在毒性，但它也是人体
和药材生长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不同地区因气候、
土壤环境、海拔等因素导致元素组成不同，因此可
以作为产地鉴别的指标 [29]。内标元素选择茯苓中不
含有且质量数相近的元素，结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本研究选择了 Sc、Ge、In 和 Bi 元素。
　　对元素测定结果采用 PLS-DA 与 OPLS-DA
技术进行区分处理，并比较了这两个技术对产地
的判别能力。研究表明 PLS-DA 模型具有较强的
判别能力，在不同产地或不同批次的成分差异研
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学工具 [30-31]。
　　OPLS 与 PLS 相比，其判别效果及得分图的可
视化效果更好 [32]。有研究发现 [33] 在土茯苓差异化合
物的探索中，PLS-DA 不能很好地区分两组样品的数
据，而在 OPLS-DA 得分图中明显提高了分辨能力。
　　综上所述，本实验采用 ICP-MS 多元素分析
技术，对安徽、湖北、云南 3 个产地 51 个茯苓
样品中的 20 种元素进行了测定，生物成分分析
标准物质检测等考察均符合方法学要求，对测定
结果进行 PLS-DA 分析和 OPLS-DA 分析，初步
建立了判别模型，基本可满足茯苓的微量元素
差 异 判 别 要 求，Sr、Rb、Cs、Mn、Ba、Mo 和
V 等 7 种元素具有作为产地判别差异性元素的潜
力。其中 OPLS-DA 的模型拟合数据的程度更高，
预测能力更佳，在区分 3 个产地元素差异中优于
PLS-DA，为茯苓的微量元素差异研究乃至地理
判别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与分析工具。不同的化
学计量学工具对于不同距离的元素差异具有区别
性，本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地理位置相近的具
体地点，以进一步完善判别模型精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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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联用质谱法对睡莲花中 4 种成分 
的鉴定和含量测定

李洁1，丁文欢2，樊珍珍1，张浩科1，田树革3*（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乌鲁木齐　830011；2. 新

疆医科大学中心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11；3.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建立睡莲花中 4 种成分（没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槲皮素）的高效液

相色谱联用质谱（HPLC-UV-MS/MS）鉴定和含量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 Agilent C18 反相色谱

柱（4.6 mm×250 mm，5 μm）分析，以流动相 A 为 0.2% 的冰乙酸水溶液，流动相 B 为甲醇进

行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270 nm，柱温为 30℃，流速为 1 mL·min － 1；质谱条件：电喷雾负

离子扫描模式（ESI －）。结果　通过睡莲花中 4 种成分的一级和二级质谱与对照品对比，鉴定

药材中的目标化合物，4 个化合物在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2 ≥ 0.9990），平均加样回收

率为 98.87% ～ 103.25%。结论　本法能准确、可靠的对睡莲花中 4 种化学成分进行鉴定和含

量测定，可用于睡莲花的质量控制，为其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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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39-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26

Identific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by HPLC-UV-MS/MS

LI Jie1, DING Wen-huan2, FAN Zhen-zhen1, ZHANG Hao-ke1, TIAN Shu-ge3*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2. Central 
Laborato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3.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基金项目：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No.2016D01C182）。
作者简介：李洁，女，硕士，主要从事医院药学工作，E-mail：985233763@qq.com　* 通信作者：田树革，男，教授，主要从事中药分

析研究，E-mail：tianshuge@xjmu.edu.cn



214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睡莲花是睡莲科植物雪白睡莲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的干燥花蕾，具有降热止咳、止
痛、益心安神等功效，临床用于治疗感冒发热、
头痛咳嗽、心悸不安、咽痛或热证引起的头痛、
热感咳嗽及小儿急、慢惊风等表症 [1]。其主要分
布在我国新疆，也是多种抗病毒复方制剂中的主
要的组方药材 [2]。药理学研究表明睡莲花具有抗
氧化、抗菌、消炎、降血糖、保肝等作用 [3]。睡
莲花主要含有鞣质、黄酮类成分等成分，其中没
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槲皮素等是发
挥抗菌、保肝作用的主要成分 [4-5]，因此，本实验
采用 HPLC-UV-MS/MS 对上述 4 种成分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以期获得更准确可靠的方法，为睡莲
花的质量控制提供基础研究。
1　材料

1.1　仪器

　　KQ-200KDE 型超声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XS-105 型电子天平（瑞士梅勒 - 托利
多公司）；TGL-16B 型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AK-1000A 型摇摆式中药粉碎机（温岭市奥
利中药机械有限公司）；HY-BⅡ型回旋振荡器（金
坛市医疗仪器厂）；6310 ion trap 液质联用系统（美
国 Agilent 公司），包括 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
仪，1100 型紫外检测器。
1.2　试药

　　睡莲花样品于 2012 年 8 月—2013 年 2 月分
别从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维药制药厂和
维吾尔医院等地收集，共 6 批，由新疆医科大
学中医学院中药系徐海燕副教授鉴定为睡莲花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没食子酸对照品（纯
度：98%，批号：110831-2012054，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没食子酸甲酯对照品（纯度：99%，
批号：92366A，瑞士阿达姆斯试剂有限公司），
槲皮素对照品（纯度：98.5%，批号：20111013，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花苷对照品（纯
度：97%）由新疆药物研究所赵军博士提供，色
谱甲醇（飞世尔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适量没食
子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槲皮素对照品分
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定容，制成质
量浓度分别为 0.450 mg·mL－ 1 没食子酸、0.410 
mg·mL－ 1 没食子酸甲酯、0.531 mg·mL－ 1 烟花
苷、0.340 mg·mL－ 1 槲皮素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2.1.2　供试品溶液　睡莲花粉末过 3 号筛，精密
称定 1 g，置具塞锥形瓶中，加入 50 mL 的甲醇
溶液，称定，超声提取 30 min（功率 80 W，频率
100 Hz），放冷，再次称重，用甲醇补足减失的
重量，用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后取滤液，备用。
2.2　色谱及质谱条件

　　采用 Agilent C18 反相色谱柱（4.6 mm×250 
mm，5 μm），0.2% 冰 乙 酸 水 溶 液（A）- 甲 醇
（B） 梯 度 洗 脱：95% → 90% A（0 ～ 10 min），
90% → 75% A（10 ～ 20 min），75% → 55% A
（20 ～ 40 min），55% → 15% A（40 ～ 50 min），
15% → 0% A（50 ～ 60 min）。流速 1 mL·min－ 1，
进样量 20 μL，柱温 30℃，检测波长 270 nm。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HPLC-UV-MS/MS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4 components (gallic acid, methyl gallate, nicotiflorin and quercetin)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an Agilent C18 reversed 
phase chromatography column (4.6 mm×250 mm, 5 μm) with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0.2% 
acet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A) and methanol (B) in a gradient elutio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70 nm,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flow rate was 1 mL·min－ 1. The electrospray 
negative ion scanning mode (ESI－ ) was used. Results  The 4 target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the MS and MS/MS spectrometry information of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with that of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The methodology validation showed good linearity of the 4 components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R2 ≥ 0.9990), and the average recoveries ranged at 98.87% ～ 103.25%. 
Conclusion  The HPLC-UV-MS/MS method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and determine the 4 chemical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accurately and reliably. It can control the quality of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tudy of its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s. 
Key words: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HPLC-UV-MS/MS; identification;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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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谱参数：负离子扫描模式（ESI－），毛细管
电压为 3.5 kV，雾化气（氮气）压力是 30 psi，干
燥气温度为 350℃、流速为 12 L·min－ 1，雾化气、
干燥气均为氮气。一级质谱、二级质谱扫描范围均
为 m/z 100 ～ 650，锥孔电压范围 0.4 ～ 1 V。
2.3　方法学考察

2.3.1　专属性　在“2.2”项色谱条件下，分别进
样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 20 µL，结果各组
分峰形良好，无干扰峰，各峰之间的分离度均符
合要求，见图 1。

图 1　混合对照品（A）和供试品（B）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mixture standards（A）and samples （B）

a. 没食子酸（gallic acid）；b. 没食子酸甲酯（methyl gallate）；c. 烟
花苷（nicotiflorin）；d. 槲皮素（quercetin）

2.3.2　线性范围考察　取“2.1.1”项下混合对照
品溶液，按“2.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以对照品
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计算，结果见表 1。
2.3.3　精密度试验　取“2.1.1”项下混合对照品
溶液 20 µL，按“2.2”项下色谱条件下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峰面积，结果没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
烟花苷和槲皮素的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 2.1%、
1.8%、1.5%、2.0%。表明该仪器精密度良好。
2.3.4　重复性试验　称取按“2.1”项下方法配制
的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含量 RSD 值分别

为没食子酸 1.3%、没食子酸甲酯 1.5%、烟花苷
1.1% 和槲皮素 1.8%，表明本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3.5　稳定性试验　按“2.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分别在室温放置 0、2、4、8、12、24 h 进
样测定，结果没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
和槲皮素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为 2.0%、1.4%、
1.8%、1.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3.6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供试
品 6 份，分别加入已知含量的 80%、100%、120%
混合对照品适量混匀，在“2.2”项色谱条件下测
定，结果没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和槲
皮素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8.87%、100.34%、
103.25%、101.56%，RSD 分 别 为 0.45%、0.68%、
0.52%、1.4%。
2.4　睡莲花中 4 种成分的鉴定

　　将 4 种化合物对照品分别进行质谱分析，通
过优化质谱条件，在全扫描一级、二级质谱中，
4 种化合物对照品溶液的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
峰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2 及图 2。在相同色谱条
件下，将混合对照品与供试品溶液进样分析，如
图 2 所示，混合对照品溶液的色谱图中，没食子
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和槲皮素保留时间分
别为 9.35、23.19、45.65 和 48.18 min，且供试品
出现相同保留时间色谱峰，同时比较一级、二级
质谱，且对应出相同分子离子峰和碎片离子峰，
鉴定出睡莲花中该 4 种化学成分。
　　睡莲花中没食子酸、没食子酸甲酯为简单的
酚酸类化合物，质谱裂解行为较为简单，主要为
取代基羧基和羟基的丢失，没食子酸的准分子离
子由 m/z168.7 脱去羧基（－ 44），得到 m/z 124.7 的
碎片离子（见图 3A）；没食子酸甲酯（m/z 182.7）
则是先脱水（－ 18）得到没食子酸的离子峰（m/z 
167.6），再脱去羧基（－ 44）得到 m/z 124.7 的碎片
离子（见图 3B）；烟花苷属于黄酮苷类化合物，准
分子离子峰 m/z 593.3，通过脱去两个葡萄糖，得到
黄酮苷元（m/z 284.7）（见图 3C）；槲皮素属于黄酮
醇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由于 A，B 苯环较稳定

表 1　睡莲花中 4 种化学成分的回归方程 
Tab 1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4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化合物 线性回归方程 R2 线性范围 /
（μg·mL － 1）

没食子酸 Y ＝ 1.606×104X － 462 0.9991 0.818 ～ 6.428

没食子酸甲酯 Y ＝ 7.406×104X － 110.4 0.9991 0.152 ～ 1.680

烟花苷 Y ＝ 8.559×103X － 360.6 0.9997   1.182 ～ 13.000

槲皮素 Y ＝ 1.728×104X － 76.10 0.9991 0.124 ～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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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易开裂，因此质谱裂解主要发生 C 环的 retro-
Diels-Alder（RDA）裂解，以及包括丢失中性 H2O，
CO 和 CO2 的过程。槲皮素的准分子离子峰 300.8

发生 RAD 裂解，得到 m/z 178.6 的碎片，继续失去
中性分子 CO 进一步裂解产生裂片离子 m/z 150.06，
再丢失 CO2 产生 m/z 106.7 的碎片（见图 3D）。

表 2　睡莲花中 4 种化学成分的质谱信息 
Tab 2　Mass data of 4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编号 保留时间 /min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破碎电压 /V MS/（m/z） MS/MS/（m/z）

a 9.35 没食子酸 C7H6O5 0.40 168.7 124.7

b 23.19 没食子酸甲酯 C8H8O5 0.40 182.7 167.6、123.7

c 45.65 烟花苷 C27H32O15 1.00 593.3 284.7

d 48.18 槲皮素 C15H10O7 0.60 300.8 106.7、150.6、178.6

图 2　睡莲花中 4 种化学成分的一级、二级质谱图

Fig 2　MS and MS/MS spectrogram of 4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A. 没食子酸（gallic acid）；B. 没食子酸甲酯（methyl gallate）；C. 烟花苷（nicotiflorin）；D. 槲皮素（quercetin）

图 3　睡莲花中没食子酸（A）、没食子酸甲酯（B）、烟花苷（C）和槲皮素（D）的质谱裂解途径

Fig 3　Mass fragmentation patterns of gallic acid，methyl gallate，nicotiflorin and quercetin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2.5　样品含量测定

　　按“2.1.2”项下方法制备各批次供试品溶
液，在“2.2”项色谱条件下进行测定，4 种成分
含量见表 3。6 批不同批次的睡莲花中，没食子
酸、没食子酸甲酯、烟花苷、槲皮素的含量分别

在 8.00 ～ 15.61、1.10 ～ 3.26、20.24 ～ 28.31、
1.83 ～ 2.40 µg·g － 1。其中烟花苷与没食子酸的
含量较高，没食子酸甲酯与槲皮素次之。
3　讨论

　　睡莲花具有清热解毒，镇静安神的功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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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种复方、单方制剂的组方药材，本研究建立
了 HPLC-UV-MS/MS 法同时测定睡莲花中 4 种成
分。本文分别用水、70% 乙醇、无水乙醇、70%
甲醇、甲醇结合超声提取法提取样品，发现甲醇
的提取率较高，因此选用甲醇作为提取溶剂。采
用甲醇 - 水、甲醇 -0.2% 冰乙酸水溶液、乙腈 -
水、乙腈 -0.2% 冰乙酸水溶液进行梯度洗脱，发
现各成分在甲醇 -0.2% 冰乙酸水溶液中响应良好
且有较好的色谱峰，故采用甲醇 -0.2% 冰乙酸水
溶液作为流动相。
　　对被测成分的质谱参数进行优化，这 4 种成分
在负离子模式下的响应远高于正离子模式，在负离
子检测模式下易产生加合离子峰，故确定选择负离
子模式下检测 4 种主要成分。将丰度最大的子离子
作为定量离子，保证了方法的专属性和准确性。
　　在质量控制方面，HPLC-MS/MS[7-12] 等现代分
析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色谱的强分离性能与质谱
的强定性相结合，尤其在缺乏对照品的情况下，对
色谱峰鉴定分析，有助于药材的质量控制 [13-15]。由
于睡莲花存在基源不清、代用混用等问题，导致药
材质量标准不完善，本实验采用 HPLC-UV-MS/MS
法测定样品中 4 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归属其主要的
一级、二级质谱特征，提供有力的鉴定证据，该方
法操作便捷、结果准确且重现性较好，可为其质量
控制提供实验依据，也可为研究睡莲花及其制剂的
体内外代谢分析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新疆特色资源
睡莲花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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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品中 4 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结果 (µg·g － 1，n ＝ 3) 
Tab 3　Content of 4 components in Nymphaea candida C. Presl (µg·g － 1，n ＝ 3)

编号
没食子酸 没食子酸甲酯 烟花苷 槲皮素

含量 RSD/% 含量 RSD/% 含量 RSD/% 含量 RSD/%

1 15.56 15.59 15.61 0.16 1.67 1.75 1.70 2.2 24.73 25.61 25.74 2.2 2.09 2.11 2.10 0.48

2 13.48 12.93 13.35 2.2 2.20 2.29 2.31 2.6 22.76 23.08 23.29 1.2 2.00 2.05 2.07 1.8

3 14.13 14.92 14.45 2.8 2.34 2.31 2.29 1.1 20.36 21.02 20.24 2.0 2.11 2.15 2.16 1.3

4   8.17   8.23   8.00 1.5 1.10 1.14 1.12 1.5 27.71 27.16 28.31 2.1 1.83 1.92 1.83 2.8

5 11.46 11.06 11.20 1.8 2.95 2.83 2.99 2.9 22.04 22.76 22.44 1.6 2.39 2.38 2.40 0.42 

6 11.54 11.47 11.39 0.65 3.11 3.17 3.26 2.4 21.11 21.48 21.56 1.1 2.21 2.24 2.2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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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苄西林钠有关物质研究

彭琳1，艾俊涛1*，廖彬1，刘雁鸣2（1. 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长沙　410014；2.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长沙

　410011）

摘要：目的　建立了液相色谱法分析磺苄西林钠特定杂质及杂质谱。方法　采用 Acclaim 120 
C18 色谱柱，以 0.02 mol·L－ 1 磷酸二氢钾溶液 - 甲醇为流动相，流速为 1.0 mL·min－ 1；通过

DAD 检测器测定后进行样品杂质谱的比较分析。结果　磺苄西林钠与有关物质分离良好，6-
氨基青霉烷酸在 1.113 ～ 11.130 μg·mL － 1、左旋磺苯乙酸在 1.217 ～ 12.170 μg·mL － 1、磺

苯乙酰氯在 1.284 ～ 12.840 μg·mL － 1 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结论　磺苄西林钠特定杂质

检测及杂质谱的建立为磺苄西林钠原料及其注射液质量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磺苄西林钠；有关物质；杂质谱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44-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27

Determination of impurities in sulbenicillin sodium

PENG Lin1, AI jun-tao1*, LIAO bin1, LIU Yan-ming2 (1. Hunan Testing Institute for Medical Devices, 
Changsha  410014; 2. Hunan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Changsha  41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pecific impurities 
and impurity profile in sulbenicillin sodium. Methods  The HPL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Acclaim C18 column and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0.02 mol·L－ 1 monopotassium phosphate 
aqueous solution and methanol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 1. The comparation of impurity 
profile of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DAD. Results  The related substances in sulbenicillin sodium 
were separeted well.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and the peak area of 6-APA, 
l-sulfophenylacetic acid and sulfonyl chloride was good at 1.113～ 11.130 μg·mL－ 1, 1.217～ 12.170 
μg·mL － 1 and 1.284 ～ 12.840 μg·mL －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method is 
effectiv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impurities in sulbenicillin sodium and the impurity 
profil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ulbenicillin sodium and its injection. 
Key words: sulbenicillin sodium; related substance; impurit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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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苄西林钠（sulbenicillin sodium）为半合成广
谱青霉素类抗菌药物，应用于铜绿假单胞菌、肠
杆菌属、变形菌和其他敏感菌所致的系统感染 [1-3]；
1972 年由日本武田药品公司研究所研发，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开始使用；《中国药典》于 1990 年
版起收录本品。现行质量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二部 [4]。标准中采用 HPLC 自身对照法
测定有关物质，要求单个杂质峰面积不得大于对
照溶液主峰与相对保留时间 0.9 处的色谱峰面积和
的 2 倍（2.0%），各杂质峰面积的和不得大于对照
溶液主峰相对保留时间 0.9 处的色谱峰面积和的 4

倍（4.0%），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小于对照溶液主
峰与相对保留时间 0.9 处的色谱峰面积和的 0.05
倍的峰忽略不计。标准中未规定杂质的具体种类。
分析磺苄西林钠的合成路线（见图 1）[5-7]，其采用
的主要原料有：6- 氨基青霉烷酸（6-APA）、磺苯
乙酰氯，合成工艺见图 1。本研究对合成工艺过程
中可能引入的多种特定杂质进行方法学验证及定
量研究，以用于本品质量控制和工艺稳定性考察。
1　仪器与试药

　　LC-30A 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SPD-M20A 二
极管阵列检测器（岛津公司），Labsolution 色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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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岛津公司），NewClassic 电子天平（Mettler 
toledo 公司，精度：0.1 mg）；磷酸二氢钾（分析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色谱纯，
TEDIA 公司）。对照品信息见表 1。自制样品 [ 编号
1、2、3，含量：每 1 mg 的效价为 1140 磺苄西林单
位（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对照样品 [ 编号 4，来
源：某制药企业已上市产品，含量：每 1 mg 的效价
为 1140 磺苄西林单位（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

表 1　对照品信息 
Tab 1　Reference information

对照品 批号 含量 来源

磺苄西林 130345- 
201203

每 1 mg 的效价不得少

于 939 磺苄西林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6- 氨基青霉烷

酸（6-APA）

/ / 某制药企业提供

左旋磺苯乙酸 / / 某制药企业提供

磺苯乙酰氯 / / 某制药企业提供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供试品溶液　取样品，精密称定，加流动
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 mL 中约含 0.2 mg 的溶液。
2.1.2　对照溶液　精密量取上述供试品溶液 1 
mL，置 50 mL 量瓶中，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
2.1.3　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分别取 6-APA、磺苯
乙酰氯及左旋磺苯乙酸适量，加流动相溶解并定
量稀释制成每 1 mL 含以上杂质约为 10 μg 的混合
对照品储备液。
2.1.4　线性溶液　分别精密量取“2.1.3”项下混
合对照品储备液适量，加流动相定量稀释，配成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作为线性测定溶液。
2.1.5　破坏试验用溶液
　　① 酸破坏：取样品（编号 1）10 mg，精密称
定，置 50 mL 量瓶中，加 0.05 mol·L－ 1 盐酸溶
液 1.5 mL 溶解，放置 0.5 h，用 0.05 mol·L－ 1 氢
氧化钠溶液中和，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作为酸
破坏供试品溶液。
　　② 碱破坏：取样品（编号 1）10 mg，精密称
定，置 50 mL 量瓶中，加 0.1 mol·L－ 1 氢氧化钠
溶液 1.5 mL 溶解，放置 2 min，用 0.1 mol·L－ 1

盐酸溶液中和，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作为碱破
坏供试品溶液。
　　③ 氧化破坏：取样品（编号 1）10 mg，精密
称定，置 50 mL 量瓶中，加流动相 5 mL 溶解后，
加 30% 过氧化氢溶液 2 滴，放置 0.5 h，用流动
相稀释至刻度，作为氧化破坏供试品溶液。
　　④ 热破坏：取在 120℃烤箱中加热 3 h 后冷
却至室温的样品（编号 1），用流动相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作为热破坏供试品溶液。
　　⑤ 光破坏：取样品（编号 1），在光强度 
4500 Lx 下照射 48 h 后，稀释剂稀释至刻度，作
为光破坏供试品溶液。
2.2　色谱方法
　　磺苄西林钠质量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二部及 JP17，某制药公司生产的本
品执行标准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
YBH06232010。各标准中有关物质方法存在以下
差别，见表 2。

表 2　各质量标准有关物质方法比较 
Tab 2　Related substance in different standards

项目 流动相 检测波长色谱图记录时长 分离度要求 限度

ChP2015 0.05 mol·L － 1 磷酸二氢钾溶液 - 乙
腈（88 ∶ 12）

220 nm 主成分保留时

间的 4.5 倍

相对保留时间为

0.9 处的峰与

主峰的分离度

应符合要求

单个杂质≤ 2.0%
总杂质≤ 4.0%
任何小于对照溶液主峰与相对保留时间 0.9

处峰面积和的 0.05 倍的峰可忽略不计

YBH06232010 0.02 mol·L － 1 磷酸二氢钾溶液 - 甲
醇（80 ∶ 20）

230 nm 主成分保留时

间的 2 倍

/ 单个杂质≤ 2.0%
总杂质≤ 4.0%

JP17 10 g·L － 1 磷酸二氢钾溶液（氢氧化

钠调 pH 至 6.0）- 乙腈（94 ∶ 6）
254 nm 主成分保留时

间的 1.5 倍

主成分两个峰分

离度不小于2.0
单个杂质≤ 2.0%，总杂质≤ 5.0%

图 1　磺苄西林钠合成工艺路线图

Fig 1　Synthesis route of sulbenicillin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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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自制产品为技术转化，合成工艺完全
与该制药公司合成工艺一致，未作修改，故按
照 YBH06232010 标准方法对有关物质方法进行
验证：色谱柱为 Acclaim 120 C18（4.6 mm×250 
mm，5 µm）； 检 测 波 长：230 nm； 流 速：1.0 
mL·min － 1；柱温：35℃；进样体积：20 μL；流动相：
0.02 mol·L － 1 磷酸二氢钾溶液 - 甲醇（80∶20）。
2.3　专属性试验

　　精密量取流动相 20 μL，进样测定，结果溶

剂空白仅在 2 min 左右出现溶剂峰，但在主峰与
杂质峰位置处不显示色谱峰，结果表明空白溶剂
不干扰有关物质测定，见图 2A。
2.4　破坏试验

　　按照“2.2”项下色谱条件，分别测定“2.1.5”
项下的不同酸、碱、氧化、热与光破坏条件下制
备的各种相应供试品溶液，结果分别与未经破坏
的样品进行比较，分析杂质谱的变化情况，结果
见图 2，样品杂质情况见表 3。

图 2　专属性实验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s of specificity test
A. 空白溶液（blank solvent）；B. 左旋磺苯乙酸对照品（L-sulfophenylacetic acid reference）；C. 6- 氨基青霉烷酸（6-APA）；D. 磺苯乙酰氯对

照品（sulfonyl chloride reference）；E. 酸破坏（acid degradation）；F. 碱破坏（alkaline degradation）；G. 氧化破坏（oxidative degradation）；

H. 热破坏（high temperature degradation）；I. 光照破坏（illumination degradation）；J. 自制样品（homemade sample）；K. 对照样品（control 
sample）；3. 左旋磺苯乙酸（L-sulfophenylacetic acid）；4. 6- 氨基青霉烷酸（6-APA）；17. L（＋）磺苄西林钠（L-sulbenicillin sodium）；18. D
（－）磺苄西林钠（D-sulbenicillin sodium）

　　结果，① 酸破坏：经酸破坏 0.5 h 出现多个未
知的明显的杂质，主峰下降 11.1%。② 碱破坏：经
碱破坏 2 min 即出现多个未知的明显的杂质，主峰
下降 39.7%；破坏 1.5 h 主成分已被完全破坏。③ 
氧化破坏：样品对氧化剂不稳定，经氧化破坏 0.5 
h 出现多个未知的明显的杂质，主峰下降 50.2%。
④ 热破坏和光破坏使样品的总杂质略为增加。在
该色谱条件下，样品经酸、碱、氧化、高温、光降
解所产生的降解产物均能与主峰完全分离，该系统
适合检测本品有关物质。同时说明样品具备一定的
热和光稳定性，但在酸、碱、氧化条件下均不稳定。

2.5　杂质线性关系考察

　　按“2.1”项下的制备方法和“2.2”项下色谱条件，
分别测定 6-APA、左旋磺苯乙酸及磺苯乙酰氯的系列
标准工作溶液，记录色谱图，以质量浓度为 x 轴，峰
面积为 y 轴，进行线性回归，结果 6-APA 回归方程
为：y ＝ 7688.3x － 208.87，r ＝ 1.000；左旋磺苯乙
酸回归方程为：y ＝ 4118.9x ＋ 448.33，r ＝ 0.9998；
磺苯乙酰氯回归方程为：y ＝ 1892.6x ＋ 673.78，r ＝
0.9991。 结 果 6-APA 在 1.113 ～ 11.130 μg·mL－ 1、
左旋磺苯乙酸在 1.217 ～ 12.170 μg·mL－ 1 与峰面积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磺苯乙酰氯在 1.284 ～ 1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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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mL－ 1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6　检测限与定量限
　　取各杂质线性最低点，对其色谱图中数据计
算方法检测限与定量限，结果 6-APA、左旋磺苯乙
酸、磺苯乙酰氯的检测限分别为 0.009、0.014、0.035 
μg，定量限分别为 0.029、0.046、0.116 μg。
2.7　回收试验
　　取样品（编号 1）约 20 mg，精密称定，置 10 
mL 量瓶中，共 9 份，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各分别取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加入混
合对照品储备液 4.8、4.0、3.2 mL，各 3 份，加流
动相稀释并定容至刻度，作为回收供试品溶液，测
定并计算回收率。结果 6-APA 高、中、低浓度的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4.5%、93.1%、94.3%，RSD 分
别为 0.82%、0.63%、0.83%（n ＝ 3）；左旋磺苯
乙酸高、中、低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1.4%、
102.4%、102.2%，RSD 分别为 0.42%、0.84%、1.1%
（n ＝ 3）；磺苯乙酰氯高、中、低浓度的平均回收
率为 102.2%、101.9%、103.4%，RSD 分别为 1.1%、
1.2%、1.8%（n ＝ 3），说明本法准确可行。
2.8　稳定性考察
　　按照“2.2”项下色谱条件，分别在 0、2、
4、8、16、24 h 测定同一供试品溶液，以杂质含
量为考察指标，结果最大单杂及总杂质分别在
0.41% ～ 0.46%、0.89% ～ 1.01%，相应的 RSD 分

别为 5.3%、5.1%，说明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9　重复性试验
　　按照 “2.2”项下色谱条件，连续测定 6 份供试品
溶液及对照品溶液，以杂质含量为考察指标，结果
最大单杂及总杂质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0.43%、0.89%，
RSD 分别为 3.8%、2.0%，说明方法重复性结果好。
2.10　耐用性试验
　　取样品（编号 1），按“2.1”项下方法制备，
分别考察流动相比例变化 20%、检测波长变化
±5 nm、柱温变化 ±5℃、流速变化 20% 及不同
品牌的色谱柱，结果见表 4。以上结果表明变换
波长、柱温、流速、流动相比例及色谱柱，测试
结果变化均在很小的范围内，说明上述 5 种条件
的微小变化对测试结果无影响。
2.11　样品测定
　　按“2.1”项下的制备方法和“2.2”项下色谱
条件，测定自制 3 批样品及 1 批对照样品，列表
比较自制样品与对照样品杂质检出情况，结果见
表 5。自制样品杂质谱与对照样品的杂质谱略有
差别，对照样品杂质峰的数量比自制样品多 1 个，
自制样品最大单杂及总杂质的量与对照样品相当。
3　讨论

3.1　色谱方法的选择
　　磺苄西林钠质量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2020
年版二部及 JP17，各质量标准有关物质方法比较

表 3　破坏试验杂质谱 
Tab 3　Impurity profiling of destruction test

No. 成分
峰的保留时间 /min

未破坏 酸破坏 碱破坏 氧化破坏 热破坏 光破坏

  1 未知 2.704 ▲

  2 未知 3.279 ▲

  3 左旋磺苯乙酸 3.551 3.599 ↑ 3.542 ↑ 3.516 ↑ 3.582 ↑ 3.525 ↑

  4 6-APA 4.472 ▲ 4.423 ▲

  5 未知 5.054 ▲ 4.979 ▲

  6 未知 5.445 ▲ 5.546 ▲

  7 未知 5.949 ▲ 5.916 ▲ 5.852 ▲ 5.92 ▲

  8 未知 6.293 ▲ 6.260 ▲

  9 未知 6.533 6.639 ↑ 6.670 ↑ 6.575 ↑ 6.642 ↑ 6.625 ↑

10 未知 7.159 ▲ 7.205 ▲

11 未知 7.455 ▲

12 未知 8.097 8.146 ↑ 8.118 ↑ 8.029 ↑ 8.092 ↑

13 未知 8.662 8.802 ↑ 8.617 ↑ 8.677 ↑ 8.779 8.665
14 未知 13.104 ▲

15 L（＋）磺苄西林 * 13.863 14.044 14.050 13.895 14.006 13.925
16 D（－）磺苄西林 * 20.870 20.855 21.492 20.726 21.094 20.865
17 未知 27.520 ▲

18 未知 29.487 ▲

最大单杂 /% 0.41 3.81 24.97 22.47 0.52 0.60
总杂质 /% 0.93 13.52 60.29 52.94 1.34 1.46

注（Note）：* 表示主峰，▲表示破坏后新增的色谱峰，↑表示破坏后峰面积百分比上升（* refers to the main peak，▲ refers to the new 
peak after the damage，↑ refers to the ascending percentages of peak area after the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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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本研究按照某制药公司批准的执行标准
YBH06232010 的有关物质测定方法，该方法在流动
相的组成、检测波长、色谱图记录时长、限度要求等
方面与药典标准略有差异。因本次自制产品为技术转
化，合成工艺与该制药公司一致，未作修改，故按
照 YBH06232010 标准方法对有关物质方法进行验证，
以便于自制产品与原研产品测定结果的对比分析。
　　同时，《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中规定记录
色谱图至主成分峰保留时间的 4.5 倍，本研究给
出的色谱图显示记录至 40 min，未达到 4.5 倍，
在方法建立过程中已进行过考察，能确保将所有
杂质成分都能洗脱出来，故仍按照 YBH06232010
方法，采用检测时间 40 min 进行验证。
3.2　有关物质特定杂质的控制
　　磺苄西林钠的现行质量标准《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中对单杂及总杂质量有控制，未对具体
的单个杂质量进行限量规定。根据本产品的有关
物质考察结果，成品中含有未反应完全的起始物
料 6-APA，经一定程度破坏还会产生其他杂质，
如左旋磺苯乙酸（原料磺苯乙酰氯带入），因此建
议根据产品的工艺特性增加特定杂质的限度要求。
3.3　破坏试验结果分析

　　强制降解试验显示，磺苄西林钠在氧化破坏
及酸破坏试验中产生的杂质较多，根据青霉素类
抗菌药物降解反应的特点 [8]，推测其主要是β- 内
酰胺抗菌药物的水解产物，其具体杂质结构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研究提示本品与酸性药物存在配
伍禁忌，且易被氧化分解，同时热和光破坏也会
使杂质量略微增加，因此建议本品的储存、运输
过程中避光、避热、密封保存。
3.4　小结
　　综上，有关物质 [9-13] 是与生产工艺、生产过
程控制水平密切相关的项目，对药品安全性影响
较大，目前杂质水平已经成为药品质量控制中至
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运用各项检测技术及知识，
建立磺苄西林钠中杂质的测定方法，灵敏度高，
分离效果好，可准确定性，为其工艺生产及储存
运输提供有效的信息，为磺苄西林钠原料及其注
射液质量控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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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耐用性试验结果 
Tab 4　Different condition

考察条件 最大单杂 /% 总杂质 /%
波长：225 nm 0.59 1.13 
波长：230 nm 0.41 0.93
波长：235 nm 0.42 0.61
柱温：30℃ 0.45 0.98 
柱温：35℃ 0.41 0.93
柱温：40℃ 0.46 0.94 
流速：1.2 mL·min － 1 0.45 0.95 
流速：1.0 mL·min － 1 0.41 0.93
流速：0.8 mL·min － 1 0.43 0.92 
流动相比例（磷酸盐 - 甲醇）85∶15 0.41 0.77 
流动相比例（磷酸盐 - 甲醇）80∶20 0.41 0.93
流动相比例（磷酸盐 - 甲醇）75∶25 0.42 0.96 
色谱柱 1：Purospher STAR LP 0.42 0.96 
色谱柱 2：Acclaim TM 120 C18 0.41 0.93
色谱柱 3：InertsilR ODS-SP 0.45 0.94 

表 5　杂质谱对比 
Tab 5　Impurity profile

No.
自制样品 对照样品

保留时间 /min 含量 /% 保留时间 /min 含量 /%
1（左旋磺苯乙酸）     3.501   0.389   3.548   0.416
2 / / 5.84   0.064
3     6.486   0.233   6.553   0.315 
4     8.097   0.036   8.086   0.081
5     8.428   0.215   8.550   0.245
6（主成分） 13.69 23.850 13.749 23.890
7（主成分）   20.409 75.277 20.684 74.991
总杂质 /%   0.873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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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饮片指纹图谱的建立及主要成分的含量测定

汪洋1，黄宇飞1，金文芳1，王国凯1，朱月健2，葛德助3，刘劲松1*（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中药研究与

开发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12；2. 安徽普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　亳州　236800；3.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目的　建立甘草饮片的 HPLC 指纹图谱，为其质量标准建立以及品种优劣鉴定提供参

考。方法　采用 HPLC 法建立不同市场和不同产地的 30 批次甘草饮片的指纹图谱，采用多元

统计学分析方法比较其含量差异，为其质量评价提供依据。结果　30 批药材的指纹图谱相似

度为 0.940 ～ 0.999，层次聚类分析将所有样品聚为两大类，共标定 13 个共有峰，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 3 个主成分可用于共有峰的区分。甘草苷和甘草酸加样回收率的均值分别为 100.34%
和 100.52%，含量分别为 0.33% ～ 2.20% 和 2.80% ～ 8.20%。结论　该 HPLC 指纹图谱法和含

量测定法准确可靠，可用于甘草饮片的质量控制以及品种优劣的鉴定。

关键词：甘草；指纹图谱；甘草苷；甘草酸；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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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fingerprints of licorice pieces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main components

WANG Yang1, HUANG Yu-fei1, JIN Wen-fang1, WANG Guo-kai1, ZHU Yue-jian2, GE De-zhu3, LIU 
Jin-song1* (1. School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2. Anhui Puren Chinese Herb Slices 
Limited Co., Bozhou Anhui 236800; 3. Anhui Jiren Pharmaceutical Co., Bozhou  Anhui  2368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fingerprints of different batches of licorice piec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quality standards and quality identification. Methods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fingerprints of 30 batches of licorice pieces from different markets and producing 
areas, and the content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by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The fingerprints of 30 batche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obtained. The similarity was at 0.940 －

0.999.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divided all samples into 2 types, with 13 common peak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3 principal components could be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common peaks.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the glycyrrhizin and glycyrrhizic acid were 100.34% and 
100.52%, and the content was 0.33% － 2.20% and 2.80% － 8.2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HPLC fingerprint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a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identification of licorice pieces. 
Key words: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fingerprint; glycyrrhizin; glycyrrhizic acid; cluster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No.1804b06020356）。
作者简介：汪洋，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化学研究，E-mail：17719492519@189.cn　* 通信作者：刘劲松，男，硕士，教授，

主要从事中药化学研究，E-mail：jinsongliu@ahtcm.edu.cn

　　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 Bat. 或光果甘草 Glycyr-
rhiza glabra L. 的干燥根和根茎，味甘性平，作用温
和 [1-2]，具有抗炎、抗肿瘤、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抗

病毒等作用 [3-6]。
　　随着中药指纹图谱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指纹
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已经能提供丰富的指
标成分和药效成分信息，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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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饮片的质量，近年来已被广泛用作中药材的
质量控制方法 [7-8]。甘草作为一种大宗药材，已
有多位学者对其指纹图谱或含量测定进行过研
究 [9-10]，这些研究也为甘草质量标准的控制奠定了
基础。但是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发现，多数学者都
是研究同一产地或者同一品种甘草药材的指纹图
谱 [11-13]，对甘草饮片质量的研究较少。同时，由
于市场中药材来源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甘草饮片
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能更有效地控制甘草药材饮
片的质量，区分甘草饮片的品质，本研究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建立了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和不同
产地的多批次甘草饮片的指纹图谱，为质量标准
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Waters 1525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1525）；超纯水处理系统（美国 PALL CascadaTM 
ⅡⅠ5）；超声波清洗机（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 KQ2200）；分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
DO AB135-S）；乙腈（色谱纯，瑞典 Oceanpak 公
司）；磷酸（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0.22 μm 微孔滤头（美国沃特世）；甘草酸铵（批
号：CFN99153，纯度≥ 98.00%）、甘草苷（批号：
CFN99154，纯度≥ 98.00%）（武汉天植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30 批甘草饮片分别采集于不同省市，
由安徽中医药大学俞年军教授鉴定为豆科植物甘
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来源见表 1。

表 1　样品来源 
Tab 1　Sample source

编号 来源 编号 来源

S1 安国市场 1 S16 甘肃产地 1

S2 安国市场 2 S17 甘肃产地 2

S3 安国市场 3 S18 甘肃产地 3

S4 安国市场 4 S19 甘肃产地 4

S5 安国市场 5 S20 甘肃产地 5

S6 亳州市场 1 S21 内蒙古产地 1

S7 亳州市场 2 S22 内蒙古产地 2

S8 亳州市场 3 S23 内蒙古产地 3

S9 亳州市场 4 S24 内蒙古产地 4

S10 亳州市场 5 S25 内蒙古产地 5

S11 亳州市场 6 S26 新疆产地 1

S12 亳州市场 7 S27 新疆产地 2

S13 亳州市场 8 S28 新疆产地 3

S14 亳州市场 9 S29 新疆产地 4

S15 亳州市场 10 S30 新疆产地 5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WondaSil C18 Superb（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B）-0.1% 磷酸水
（A）， 梯 度 洗 脱（0 ～ 15 min，20% ～ 30%B；
15 ～ 25 min，30% ～ 32%B；25 ～ 30 min，
32% ～ 43%B；30 ～ 43 min，43% ～ 44%B；
43 ～ 48 min，44% ～ 90%B；48 ～ 55 min，
90% ～ 20%B）；流速 1 mL·min－ 1；柱温 30℃；
检测波长 254 nm；进样体积 20 μL。
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药材适量，粉碎（过 3 号筛），精密称取 2.0 
g 于具塞锥形瓶中，加入70% 的乙醇50 mL，称重，
超声 30 min，放凉后用 70% 的乙醇补重，摇匀后
离心，取上清液过 0.22 μm 的微孔滤膜，即得。
2.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甘草苷和甘草酸铵对照品 10.00 mg，
置于 5 mL 的量瓶中，加入 70% 的乙醇充分振荡
溶解，定容到刻度，得到单个质量浓度为 2.00 
mg·mL－ 1 的对照品溶液。精密移取适量对照品溶
液置同一量瓶中混合，定容，即得混合对照品溶液。
2.4　多成分含量测定

2.4.1　线性关系考察　各取适量对照品溶液进行
混合，使混合溶液中甘草苷的浓度分别为 0.025、
0.05、0.15、0.20、0.30、0.40 mg·mL－ 1；甘草酸
的浓度分别为 0.10、0.20、0.40、0.60、0.80、1.00 
mg·mL－ 1。进样测定，以峰面积为纵坐标（X），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Y）建立线性方程，结果甘草
苷标准方程为 Y ＝ 1.31×107X － 2.61×105（r ＝
0.9996）；甘草酸为 Y ＝ 6.32×106X － 1.75×105

（r ＝ 0.9997）。
2.4.2　精密度试验　连续进样 6 次同一供试品溶
液（S7），计算甘草苷和甘草酸的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7% 和 0.86%，证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3　稳定性试验　分别在 0、2、4、8、12、24 
h 后进样同一批供试品溶液（编号：S7），得甘草
苷和甘草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84% 和 1.7%，
表明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4.4　重复性试验　进样检测同一批供试品溶液
6 次（S7），计算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的 RSD 分
别为 1.6% 和 1.5%，说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4.5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 0.50 g 同一批药
材粉末6份（S7），分别加入0.12 mg 甘草苷和0.55 
mg 甘草酸铵的对照品，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
定，甘草苷和甘草酸加样回收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100.34% 和 100.52%，其 RSD 值分别为 0.98% 和
0.88%，表明此方法准确可行，回收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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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含量测定结果　将甘草饮片粉末制备成供
试品溶液，进样测定，外标法计算样品中甘草酸
和甘草苷成分的百分含量，结果见表 2。S6、S8、
S10、S22 的甘草酸的含量高于其他批次，其甘草
苷的含量也高于大部分批次。

表 2　30 批甘草药材含量测定结果 (n ＝ 2) 
Tab 2　Determination of 30 batches of licorice materials (n ＝ 2)

编号 甘草苷 /% 甘草酸 /%

S1 1.05±0.05 4.85±0.11

S2 0.40±0.04 2.80±0.12

S3 1.10±0.01 5.67±0.02

S4 0.58±0.01 3.60±0.02

S5 0.77±0.02 4.92±0.05

S6 1.31±0.04 7.37±0.11

S7 1.30±0.03 5.52±0.23

S8 1.29±0.03 6.70±0.09

S9 0.68±0.01 3.55±0.04

S10 2.17±0.01 8.16±0.02

S11 0.73±0.02 4.57±0.03

S12 0.57±0.02 6.08±0.11

S13 0.52±0.01 5.08±0.08

S14 0.39±0.01 3.68±0.05

S15 0.58±0.00 5.29±0.01

S16 0.51±0.01 5.00±0.08

S17 0.52±0.00 5.80±0.10

S18 0.53±0.00 4.99±0.01

S19 0.57±0.00 4.79±0.02

S20 0.33±0.00 2.95±0.02

S21 1.21±0.06 4.62±0.13

S22 2.08±0.00 7.85±0.04

S23 0.80±0.04 3.01±0.03

S24 0.43±0.01 3.68±0.06

S25 0.52±0.00 5.29±0.04

S26 0.47±0.01 4.64±0.11

S27 0.50±0.00 5.01±0.01

S28 0.49±0.02 5.31±0.09

S29 0.53±0.01 5.36±0.10

S30 0.36±0.01 3.30±0.03

2.5　指纹图谱

2.5.1　指纹图谱的建立及特征峰的指认　按
“2.2”项下方法制备（S1 ～ S30）供试品溶液，
进样检测。将混合对照品溶液色谱图与 S1 号色
谱图进行对比（见图 1），发现 2 号峰与 13 号峰
的保留时间与混合对照品一致，并通过光谱对
比，确定 2 号峰为甘草苷，13 号峰为甘草酸。
2.5.2　相似度评价　采用 2012 版的中药指纹图
谱软件对 30 批药材图谱进行多点校正，校正完
成后选择 Mark 峰匹配，匹配后 30 批药材的叠加
色谱图见图 2，选择 S1 号色谱图作为参照图谱，

进行相似度计算，结果相似度均在0.941～0.999。
2.6　多元统计学分析

2.6.1　聚类分析　使用 SPSS 23.0 软件，采用系
统聚类法，以各共有峰峰面积为变量对药材样品
进行聚类分析 [14-16]，结果见图 3。当把范围设置
为 10 时，采用聚类分析法可将 30 批甘草药材聚
为 2 类，S6、S8、S10、S22 为Ⅰ 类，S1 ～ S5、
S7、S9、S11 ～ S21、S23 ～ S30 为Ⅱ 类。 结 果
内蒙古产地与亳州市场的药材聚为了一类，我国
市面上的大部分甘草品种为乌拉尔甘草 [17]，可能
是因产地内蒙古和亳州市场的药材为同一品种。
2.6.2　主成分分析　采用 SPSS 23.0 软件对 30 批
不同批次甘草药材的 13 个共有峰的数据进行主
成分分析，计算得 KMO 值大于 0.5，存在显著差
异（P＜ 0.05）。计算主成分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以特征值大于 1 为标准，得到前 3 个主成分因子
的特征值分别为 7.010、3.049、1.048，特征值的
大小代表了矩阵正交化之后所对应特征向量对于
整个矩阵的贡献程度，前 3 个主成分因子的累计
方差贡献率为 85.43%（＞ 85.00%），说明这 3 个
主成分代表了甘草药材 13 个共有峰 85.43% 的
信息量，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在＜ 3 时陡峭，＞ 3 时平缓（见图 4），说明主成
分因子 1、2、3 可以反映甘草药材指纹图谱共有
峰的大部分信息。
2.6.3　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分别将 30 批
药材的共有峰面积和不同产地的共有峰面积数

图 1　混合对照品溶液（A）和样品 S1 共有模式（B）的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 of the mixed standard solution（A）and S1 common 
mode（B）

2. 甘草苷（liquiritin）；13.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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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导入 SIMCA 14.1 软件，进行有监督的 OPLS-
DA 建模分析，生成的 OPLS-DA 得分散点图分
别为图 5 和图 6，其预测模型的 Q2 分别为 0.556
和 0.835，均大于 0.5，说明建立的预测模型有
效。30 批药材的 OPLS-DA 得分散点图中发现
S6、S8、S10、S22 的点在二、三象限，其余各

批次的点大部分都聚集在一、四象限中。不同产
地的得分图中，不同产地分别聚集在不同的象
限中，均有明显的区分。

图 5　OPLS-DA 得分散点图

Fig 5　OPLS-DA’s dispersion plots

3　讨论

　　本试验前期通过对甘草指纹图谱相关文献

图 3　30 批甘草药材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 3　Clustering analysis dendrogram of 30 batches of licorice materials

表 4　主成分特征值和及方差 
Tab 4　Principal component eigenvalue sum and variance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1 7.010 53.92 53.92

2 3.049 23.45 77.37

3 1.048   8.06 85.43

图 4　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Fig 4　PCA gravel diagram 

图 2　30 批甘草药材叠加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s of 30 batches of licoric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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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选取 254 nm 作为检测波长 [18]。分别考
察了几种不同的流动相体系（乙腈 -0.05% 磷酸
水、乙腈 -0.1% 磷酸水、甲醇 -0.05% 磷酸水和甲
醇 -0.1% 磷酸水），结果表明乙腈 -0.1% 磷酸水体
系的基线更平稳，重现性最好。分别考察了不同
的提取方式（超声、回流），提取溶媒（甲醇、乙
醇、水），提取溶剂的浓度（30% 和 70%）、取样
量（0.20、2.00、4.00 g）和提取时间（20、30、40 
min），通过对各色谱图的对比，发现回流和超声
提取的峰形差别不大，但是超声提取的方式更简
单方便，故选择超声提取；不同的提取溶媒中，
水提取的有效成分较少，甲醇和乙醇提取的有效
成分较多，色谱图相差不大，故选择乙醇作为
提取溶媒；对不同取样量进行考察，发现 2.00 g
和 4.00 g 的色谱图差别不大，但明显优于 0.20 g
药材的色谱图，综合考虑取样量选择 2.00 g；在
提取溶剂浓度的考察中，70% 的浓度明显优于
30%；在对提取时间的考察时，发现提取 30 min
后的色谱图变化不大，但有效组分的含量明显高
于 20 min。
　　本试验采用 HPLC 梯度洗脱建立了甘草饮片
的指纹图谱，对 30 批次甘草饮片的 HPLC 指纹
图谱进行分析，得到 13 个共有峰，软件分析其
相似度均在 0.9 以上。通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
析对比，发现 30 批次甘草饮片的 HPLC 指纹图
谱聚类分析垂直树状图与 OPLS-DA 得分散点图
的分类结果一致，说明了此次创建的指纹图谱方
法可靠。不同产地的药材分别聚集在不同的象限
内，有明显的区别。对亳州市场的 10 批饮片的
含量进行对比，发现差别较大，这也表明在同一
市场中的药材饮片的质量参差不齐，品质不一，

对其进行质量控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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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产地 OPLS-DA 得分散点图

Fig 6　Dispersion plots of OPLS-DA from different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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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盐酸妥洛特罗原料的 
残留溶剂、杂质与含量

陈子龙，路京，赵丽，吕倩，杜思迪（陕西省渭南市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药品检验中心，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目的　建立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盐酸妥洛特罗原料中 7 种残留溶剂、杂质邻氯苯乙酮

和盐酸妥洛特罗的含量。方法　使用 Agilent DB-624（30 m×320 μm×1.8 μm）毛细管色谱柱。

程序升温，起始温度为 55℃，维持 2 min，以每分钟 10℃的速率升温至 180℃，再以每分钟

50℃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10 min，流速 1.5 mL·min－ 1，分流比为 10∶1。检测器为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检测器温度为 250℃，进样口温度为 240℃。结果　各组分在各自的

质量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平均加样回收率在 98.6% ～ 100.2%，RSD
均小于 3.0%。结论　本方法灵敏、准确，可用于盐酸妥洛特罗原料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盐酸妥洛特罗；邻氯苯乙酮；残留溶剂；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54-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29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solvents, impurity and content in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by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CHEN Zi-long, LU Jing, ZHAO Li, LYU Qian, DU Si-di (Food and Drug Control Center of Weinan 
Institute of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in Shaanxi Province, Weinan  Shaanxi  714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7 residual solvents, O-chloroacetophenone and content in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by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Methods  Agilent DB-624 column (30 
m×320 μm×1.8 μm) was used with the initial temperature at 55℃ , maintaining for 2 min, raised 
to 180℃ at 10℃·min － 1, and then to 240℃ at 50℃·min － 1, maintaining for 10 min. The flow 
rate was 1.5 mL·min － 1 and split ratio was 10∶1. FID was used as the detector at 250℃ . The inlet 
temperature was 240℃ . Results  The linearity of each component was good in the range of its mass 
concentration.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8.6% － 100.2% with RSD less than 3.0%.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accurate and sensitiv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Key words: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O-chloroacetophenone; residual solvent;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作者简介：陈子龙，男，硕士研究生，主管药师，主要从事药品检验工作，E-mail：656109897@qq.com

　　盐酸妥洛特罗为肾上腺素β 受体兴奋剂，对
支气管平滑肌具有强而持久的扩张作用，对心脏
的兴奋作用较弱，临床适用于缓解支气管哮喘、
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尘肺等呼吸道阻塞性
症状 [1]。其现行标准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标准 WS-10001-（HD-0558-2002）[2]，在具体操作
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行标准采用薄层色谱法，
用 2% 自身对照检查杂质限度，该方法检测灵敏
度低，自身对照的斑点几乎观察不到，且样品斑

点在该色谱条件下有拖尾现象，影响结果判定，
方法的专属性和准确性较差；二是根据盐酸妥洛
特罗原料的生产工艺，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使用
了乙醇、正己烷、甲基叔丁基醚、二氯甲烷、1，4-
二氧六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等多种有机溶剂，
但现行标准仅对乙酸乙酯进行了控制，JPXVⅡ等
其他国外现行标准中均未对残留溶剂进行控制；
三是含量测定采用以醋酸汞溶液为溶剂的高氯酸
非水滴定法，而醋酸汞对环境和人体危害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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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使用。本文参考相关文献 [3-14]，建立了毛
细管气相色谱法，经方法学验证，对盐酸妥洛特
罗原料的 7 种残留溶剂、杂质邻氯苯乙酮和盐酸
妥洛特罗含量同时进行测定，弥补了原标准残留
溶剂项组分缺失，杜绝了含量测定的汞污染，还
可以对杂质邻氯苯乙酮的残留量进行检测，极大
提高了检验效率，可更好地用于本品的质量控制。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6890N 气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XPE-
105 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全自动空
气源 HA-300 型（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
1.2　试药 
　　盐酸妥洛特罗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批号：100472-202002，含量：99.4%），盐酸妥
洛特罗原料（某公司，批号：20171001，20171002，
20171003，按干燥品计，纯度＞ 99.0%）；二甲基
亚砜、无水乙醇、二氯甲烷、甲基叔丁基醚、正己
烷、乙酸乙酯、1，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邻氯
苯乙酮（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采 用 Agilent DB-624（30 m×320 μm×1.8 
μm）毛细管色谱柱，程序升温，起始温度为
55℃， 维 持 2 min， 以 10℃·min－ 1 的 速 率 升
温至 180℃，再以 50℃·min－ 1 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10 min；进样口温度 240℃；检测
器 温 度 250℃， 流 速 1.5 mL·min－ 1， 分 流 比
10∶1，进样体积 1 μL。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无水乙醇247.0 
mg、二氯甲烷 32.83 mg、甲基叔丁基醚 249.9 
mg、正己烷 14.30 mg、乙酸乙酯 248.6 mg、1，4-
二氧六环 21.16 mg、乙酸丁酯 253.4 mg、邻氯苯
乙酮 53.93 mg，同置 100 mL 量瓶中，用二甲基
亚砜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对照品储备液①；精
密称取盐酸妥洛特罗对照品 100.23 mg，置 10 mL
量瓶中，用二甲基亚砜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对
照品储备液②；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①和②各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用二甲基亚砜稀释至刻
度，摇匀，得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残留溶剂和邻氯苯乙酮测定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盐酸妥洛特罗样品适量，用二甲基亚砜
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 mL 约含50 mg 的溶液，即得。
2.2.3　含量测定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盐酸妥洛

特罗样品适量，用二甲基亚砜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 mL 约含 1 mg 的溶液，即得。
2.3　系统适用性试验 
　　分别取空白溶剂（二甲基亚砜）、对照品溶液和
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结果
溶剂对测定无干扰，出峰顺序依次为乙醇、二氯甲
烷、甲基叔丁基醚、正己烷、乙酸乙酯、1，4- 二氧
六环、乙酸丁酯、邻氯苯乙酮和盐酸妥洛特罗，上
述组分与相邻峰分离度均符合要求，色谱图见图 1。

图 1　气相色谱图

Fig 1　GC chromatograms 
A. 空白溶剂（blank solution）；B. 对照品溶液（reference solution）；

C. 残留溶剂和邻氯苯乙酮测定供试品溶液（sample solution of 
residual solvents and O-chloroacetophenone）；D. 含量测定供试品溶

液（sample solution of contents in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1. 无水

乙醇（absolute alcohol）；2. 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3. 甲基

叔丁基醚（methyl tert-butyl ether）；4. 正己烷（N-hexane）；5. 乙酸

乙酯（ethyl acetate）；6. 1，4- 二氧六环（1，4-dioxane）；7. 乙酸丁

酯（butyl acetate）；8. 邻氯苯乙酮（O-chloroacetophenone）；9. 盐
酸妥洛特罗（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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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①、②，适量稀
释得系列线性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分析，以峰面积对对照品溶液质量浓度进行线性

回归，得线性方程，结果显示，在各自线性范围
内，各组分均与测定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结果
见表 1。

表 1　各组份的线性、范围、检测限及定量限 
Tab 1　Linear relationship，range，LOD and LOQ of components

组分 线性方程 r 线性范围 /（mg·mL － 1） 定量限 /（μg·mL － 1） 检测限 /（μg·mL － 1）

无水乙醇 y ＝ 342.17x ＋ 0.42 0.9990 0.0062 ～ 0.37 6.2 1.9

二氯甲烷 y ＝ 98.82x ＋ 0.11 0.9997 0.0082 ～ 0.049 8.2 3.3

甲基叔丁基醚 y ＝ 425.15x － 1.87 0.9993 0.0062 ～ 0.37 6.2 1.9

正己烷 y ＝ 344.65x ＋ 0.55 0.9988 0.0036 ～ 0.021 3.6 1.4

乙酸乙酯 y ＝ 308.62x ＋ 1.52 0.9997 0.0062 ～ 0.37 6.2 1.9

1，4- 二氧六环 y ＝ 265.91x ＋ 0.07 0.9999 0.0053 ～ 0.032 5.3 2.1

乙酸丁酯 y ＝ 464.52x ＋ 1.95 0.9989 0.0063 ～ 0.38 6.3 1.9

邻氯苯乙酮 y ＝ 515.99x － 0.51 0.9999 0.0027 ～ 0.081 2.7 1.3

盐酸妥洛特罗 y ＝ 245.27x － 28.25 0.9996 0.50 ～ 1.49 / /

2.5　回收试验 
2.5.1　残留溶剂和邻氯苯乙酮测定回收率　精密
称取本品约0.5 g，共6份，分别置10 mL 量瓶中，
精密加入对照品储备液① 1 mL，用二甲基亚砜
稀释至刻度，摇匀。取上述溶液，按“2.1”项下
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计算回收率，结果乙醇、二
氯甲烷、甲基叔丁基醚、正己烷、乙酸乙酯、1，
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邻氯苯乙酮的回收率
分 别 为 99.8%、98.8%、99.3%、99.0%、99.5%、
98.6%、99.2% 和 100.2%，RSD 均＜ 3.0%。
2.5.2　含量测定回收率　精密称取本品约 5 mg，
共 9 份，分别置 1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加入
对照品储备液② 0.3、0.5 和 0.7 mL，用二甲基
亚砜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低、中、高 3 个浓
度的加样回收测定样品溶液。取对照品溶液和上
述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计算
回收率，结果盐酸妥洛特罗低、中、高 3 个浓度
的平均回收率为 99.7%、99.8%、99.8%，RSD 为
0.60%、0.30%、0.40%。
2.6　检测限与定量限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逐步稀释，稀释后的样品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分析，得不同组分的
定量限和检测限，结果见表 1。
2.7　精密度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
续进样 6 次，结果乙醇、二氯甲烷、甲基叔丁基醚、
正己烷、乙酸乙酯、1，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
邻氯苯乙酮和盐酸妥洛特罗的峰面积的 RSD 分别
为 1.6%、2.1%、1.9%、1.8%、1.2%、2.2%、1.7%、
1.1% 和 1.0%，表明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2.8　重复性试验 
　　取批号为 20171001 的样品，分别按“2.2”
项下方法制备残留溶剂和杂质测定供试品溶液及
含量测定供试品溶液各 6 份。取对照品溶液和上
述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计算
样品中残留溶剂、邻氯苯乙酮和盐酸妥洛特罗的
含量，结果乙醇、二氯甲烷、甲基叔丁基醚、正
己烷、1，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邻氯苯乙酮
均未检出，乙酸乙酯的含量为 0.008%（RSD 为
2.0%），盐酸妥洛特罗含量为 100.0%（RSD 为
1.3%）。
2.9　稳定性试验 
　　取批号为 20171001 的样品，分别按“2.2”项
下方法制备残留溶剂和杂质供试品溶液及含量测
定供试品溶液各 1 份。分别在 0、2、4、6、8、
10、12 h 进样分析，结果乙醇、二氯甲烷、甲基
叔丁基醚、正己烷、1，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
邻氯苯乙酮均为未检出，乙酸乙酯峰面积的 RSD
为 1.4%，盐酸妥洛特罗峰面积 RSD 为 1.2%，表
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
2.10　耐用性试验 
　　耐用性试验结果表明，采用不同品牌极性相
同的色谱柱 [Agilent DB-624（30 m×530 μm×3.0 
μm），Agilent DB-624（30 m×320 μm×1.8 μm）；
DIKMA DB-624（30 m×250 μm×1.4 μm）]，适
当改变载气流速和柱温，均可满足系统适应性试
验要求。
2.11　样品测定 
　　取 3 批样品，按“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分析，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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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样品中残留溶剂乙醇、二氯甲烷、甲基叔丁基
醚、正己烷、1，4- 二氧六环、乙酸丁酯均未检
出；3 批样品中乙酸乙酯的含量分别为 0.008%、
0.004% 和 0.004%，均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
版四部 0861）残留溶剂的限度要求；邻氯苯乙酮
均未检出；盐酸妥洛特罗含量与现行标准（采用
高氯酸非水滴定法测定）结果基本一致，见表 2。

表 2　不同方法测定盐酸妥洛特罗含量结果 (%) 
Tab 2　Determination of tulobuterol hydrochloride by different 

methods (%)

方法
批号

20171001 20171002 20171003

GC 法 100 99.5 99.6

非水滴定法      99.7 99.3 99.4

3　讨论

3.1　邻氯苯乙酮限度的确定 
　　邻氯苯乙酮为无色油状液体，吞食有害，刺
激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鉴别为可能的或肯定的人类致癌物，半
致死剂量（LD50）为 1.820 mg·kg － 1（经口 - 大
鼠），结合本品推荐的最大治疗剂量，推算出本
品中邻氯苯乙酮的理论限度为 9.1%，本方法拟定
限度为 0.1%，远低于理论杂质限度。
3.2　溶剂的选择 
　　根据盐酸妥洛特罗的溶解性试验可知，本品
在水、甲醇、N，N- 二甲基甲酰胺、N，N- 二甲
基乙酰胺和二甲基亚砜中易溶，因正己烷等待测
组分在水中不溶，因此对甲醇、N，N- 二甲基甲
酰胺、N，N- 二甲基乙酰胺和二甲基亚砜等 4 种
溶剂进行了试验，发现二甲基亚砜作为溶剂，各
组分峰形良好，灵敏度高，因此选择二甲基亚砜
为溶剂。
3.3　色谱条件的优化 
　　由于待测的 9 个组分中，二氯甲烷、甲基叔
丁基醚、正己烷沸点与极性相近，分离难度大，
同时全部 9 个组分之间的极性差异大，因此优先
选择中等极性的 DB-624 色谱柱，以兼顾各组分
的不同极性。试验过程中也考察了非极性的 DB-1
和极性的 DB-WAX 色谱柱，结果表明各组分的分
离和色谱峰的对称性均不如 DB-624 色谱柱。
　　在梯度洗脱程序的优化过程中，考虑到各组
分沸点各不相同，跨度大，从最低的 39.8℃（二

氯甲烷）到 264.2℃（盐酸妥洛特罗）。因此选择
较低的起始温度和升温速率，确保沸点较低的 7
种残留溶剂分离良好，然后以较快的升温速率迅
速升温至 240℃并维持 10 min，使溶剂和其他信
号杂质在坡度基线出峰，待测的邻氯苯乙酮和盐
酸妥洛特罗在基线平稳处出峰。此外，在确保各
组分分离度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流速至
1.5 mL·min－ 1，以缩短进样分析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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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法同时测定舞阳贝母 
中 3 种生物碱类成分的含量

李珊1，王晓燕1，张红伟1*，李向阳1，刘菊2，黄霞1（1.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及

饮片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18；2. 郑州市中医院，郑州　450007）

摘要：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 -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HPLC-ELSD）法同时测定舞阳贝母中 3
种生物碱类成分（贝母辛、贝母素甲、贝母素乙）的含量。方法　采用 YMC-Triart C18 色谱柱

（4.6 mm×250 mm，5 µm），流动相为乙腈和 0.1% 三氟乙酸，梯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

柱温 30℃，检测器 ALLTECH2000 ES ELSD，漂移管温度 105℃，载气流速 2.5 L·min－ 1。

结果　贝母辛、贝母素甲、贝母素乙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0.0409 ～ 0.4092、0.0499 ～ 0.4986、
0.0421 ～ 0.4208 mg·mL－ 1，r 均≥ 0.9991；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7.6%、96.3%、98.8%，

RSD 均≤ 1.9%。结论　本法操作简便，重复性好，准确可靠，可用于舞阳贝母中 3 种生物碱

类成分的含量测定。

关键词：舞阳贝母；高效液相色谱 -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生物碱类成分；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58-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30

Determination of 3 alkaloids in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by HPLC-ELSD

LI Shan1, WANG Xiao-yan1, ZHANG Hong-wei1*, LI Xiang-yang1, LIU Ju2, HUANG Xia1 (1. Henan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NMPA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Prepared Slices), Zhengzhou  450018; 2. Zhe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7)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3 alkaloids (peimisine, verticine and verticinone from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by HPLC-ELSD. Methods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 YMC-Triart C18 column (4.6 
mm×250 mm, 5 µm) with a gradient of acetonitrile-0.1% TFA (v/v) aqueous so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set at 30℃ . The detector was Alltech 2000 ES ELSD. The 
drift tube temperature was 105℃ , and the carrier gas flow rate was 2.5 L·min－ 1. Results  Peimisine, 
verticine and verticinone were obtained with good linearity at 0.0409 ～ 0.4092, 0.0499 ～ 0.4986, and 
0.0421 ～ 0.4208 mg·mL－ 1, r ≥ 0.9991. The recovery was 97.6%, 96.3%, and 98.8%, respectively, 
RSD ≤ 1.9%.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reproducibl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3 alkaloids in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Key words: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HPLC-ELSD; alkaloid component;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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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主管中药师，主要从事中药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hongwei8253@163.com

　　贝母为百合科贝母属多种植物的鳞茎，是常
用中药之一。我国贝母属植物资源丰富，主要分
布于浙江、四川、新疆、甘肃、湖北、安徽等省 [1]。
全国各地用作贝母的原植物种类繁多，各地均有
代用品 [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贝母具有抑菌 [3]、
镇咳 [4-7]、平喘 [8-11]、抗肿瘤 [12-16] 等作用。舞阳贝

母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南省舞钢市、驻马店市、南
阳市、信阳市等地，主要生长于海拔 230 ～ 700 
m 的山坡草丛或疏林草地，舞钢为其分布中心，
有较长的人工栽培和使用历史 [17]。舞阳贝母作
为河南省特有的药材资源，现已收入河南省中药
材标准，中药材名为“贝母”，为百合科植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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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贝母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Z.Y.Gao 的干燥鳞
茎或鳞叶。现有研究多针对主要活性成分阳贝母
生物碱类进行含量测定 [18-25]。生物碱类成分具有
显著的镇咳、平喘、祛痰、抗炎活性 [26-29]，本文
首次采用 HPLC-ELSD 法同时测定舞阳贝母中 3
种生物碱类成分，并考察了不同产地加工方法对
其含量的影响，以期为舞阳贝母的进一步开发利
用、产地加工规范化以及质量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ALLTECH2000 
ES ELSD（安捷伦），XPE205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Mili-Q Advantage A 10 超纯水
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KQ-250E 型超声波
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乙腈为色谱
纯（德国默克股份两合公司），三氟乙酸、甲醇、
三氯甲烷、氨水为分析纯，超纯水为自制。12 批
舞阳贝母样品信息见表 1，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
验所雷留成主任药师鉴定为百合科植物舞阳贝
母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Z.Y.Gao 的干燥鳞茎或鳞
叶。对照品贝母辛（批号：111892-201402，含量：
100.0%）、贝母素甲（批号：110750-201913，含量：
98.4%）、贝母素乙（批号：110751-201712，含量：
97.7%）（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表 1　样品信息 
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编号 产地 采集日期 产地加工方法

1 舞钢杨庄乡 2017-05-08 传统炕制

2 舞钢杨庄乡 2017-05-08 硫熏

3 舞钢杨庄乡 2019-05-16 硫熏

4 舞钢尹集镇 2019-05-16 传统炕制

5 舞钢杨庄乡 2019-05-16 传统炕制

6 南阳桐柏县 2019-08-07 烘箱烘干

7 南阳桐柏县 2019-08-07 烘箱烘干

8 南阳桐柏县 2019-08-07 烘箱烘干

9 南阳桐柏县 2019-08-07 烘箱烘干

10 舞钢杨庄乡 2020-07-03 传统炕制

11 舞钢杨庄乡 2020-07-03 硫熏

12 舞钢杨庄乡 2007-06-01 传统炕制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YMC-Triart C18（4.6 mm×250 mm，
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1% 三氟乙酸水溶
液（B），梯度洗脱（0 ～ 10 min，21%A；10 ～ 35 
min，21% ～ 33%A；35 ～ 50 min，33%A）； 柱
温为 30℃；流速为 1.0 mL·min－ 1；进样量为 10 
μL；检测器为 ELSD，漂移管温度为 105℃，载
气为氮气，流速为 2.5 L·min－ 1，增益值为 1。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贝母辛、贝母
素甲、贝母素乙的对照品各适量，加甲醇溶解
并定容，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0.4092、0.4986、
0.4208 m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于冰箱内
冷藏保存，备用。
2.2.2　供试品溶液　取本品粉末约 2 g，精密称
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浓氨试液 4 mL 浸润 1 h，
精密加入三氯甲烷 - 甲醇（4∶1）的混合溶液 40 
mL，称定重量，混匀，置 80℃水浴中加热回流
2 h，放冷，再称定重量，加上述混合溶液补足减
失的重量，滤过，用相应的溶剂洗涤锥形瓶和滤
纸，滤液蒸干，残渣加甲醇使溶解并转移至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
2.3　系统适用性试验 
　　对照品及供试品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3 种生物碱类成分色谱峰之间分离度均＞ 1.5，理
论塔板数均＞ 12 000，色谱图见图 1。

图 1　混合对照品（A）和舞阳贝母样品（B）的 HPLC 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A）and 
Fritillaria Wuyangensis sample（B）

1. 贝 母 辛（peimisine）；2. 贝 母 素 甲（verticine）；3. 贝 母 素 乙

（verticinone）

2.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2.2.1”项下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1、
2、3、4、5、6、10 mL，分别置于 7 个 10 mL 量
瓶中，加甲醇稀释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制成系
列不同质量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项
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记录其色谱图，以峰面积
对数值（lgA，Y）为纵坐标，以对照品质量浓度
对数值（lgC，X，mg·mL－ 1）为横坐标进行线
性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2。

表 2　3 种生物碱类成分的线性方程和线性范围 
Tab 2　Linear equation and linearity of 3 alkaloid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mg·mL － 1）

贝母辛 Y ＝ 1.6840X ＋ 5.9024 0.9994 0.0409 ～ 0.4092

贝母素甲 Y ＝ 1.6937X ＋ 5.9164 0.9991 0.0499 ～ 0.4986

贝母素乙 Y ＝ 1.6257X ＋ 5.9297 0.9993 0.0421 ～ 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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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密度试验 
　　取“2.2.1”项下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
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记录贝母辛、贝母
素甲、贝母素乙的峰面积，计算得到其 RSD 分别
为 1.8%、1.9%、1.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取 6号样品粉末 6份，每份约 2 g，精密称定，
按“2.2.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3 个生物碱类成分含量，
结果贝母辛、贝母素甲、贝母素乙 RSD 分别为
0.77%、1.6%、1.7%，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4 号样品），分别于 0、
2、4、8、12、24、36 h 进样测定，结果贝母辛、
贝母素甲、贝母素乙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66%、
0.96%、1.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36 h 内稳定。
2.8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 6 号样品 6 份，每
份约 1 g，精密加入贝母辛对照品溶液（1.0641 
mg·mL－ 1）、 贝 母 素 甲 对 照 品 溶 液（1.7152 
mg·mL－ 1）、次贝母素乙对照品溶液（1.0967 
mg·mL－ 1）各 1 mL，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测定含量，并计算回收率及 RSD，结
果贝母辛、贝母素甲、次贝母素乙的平均加样回
收率分别为97.6%、96.3%、98.8%，RSD 均≤1.9%。
2.9　样品含量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在
“2.1”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结果见表 3。

表 3　3 种生物碱类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n ＝ 3，%) 
Tab 3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3 alkaloids (n ＝ 3，%)

编号 贝母辛 贝母素甲 贝母素乙 合计

1 0.0266 0.1462 0.0931 0.2659
2 0.0223 0.0933 0.0348 0.1504
3 0.0380 0.0978 0.0700 0.2058
4 0.0375 0.1424 0.0763 0.2562
5 0.0232 0.1721 0.0582 0.2535
6 0.0967 0.1667 0.1061 0.3695
7 0.1025 0.2048 0.0470 0.3543
8 0.1040 0.1618 0.0491 0.3149
9 0.0574 0.1324 0.1031 0.2929
10 0.0348 0.1159 0.0745 0.2252
11 0.0183 0.1086 0.0401 0.1670
12 0.0257 0.1628 0.0784 0.2669

3　讨论
3.1　提取条件的选择
　　本文比较了不同提取溶剂系统（氯仿、甲醇、
氯仿 - 甲醇混合溶液）、不同提取方法（超声、回
流）、不同提取时间（60、90、120、150 min）等
因素对舞阳贝母中 3 个生物碱类成分提取效果

的影响，结果提取效率氯仿 - 甲醇混合溶液＞甲
醇＞氯仿，生物碱类化合物易溶于极性较弱的溶
剂，如氯仿等，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浙贝
母含量测定项下采用了氯仿 - 甲醇（4∶1）作为提
取溶剂，氯仿可以减少水溶性杂质的溶出，而甲
醇穿透性强，故在氯仿中加入甲醇增强穿透性有
利于生物碱类成分的溶出。回流法提取效率高于
超声法，选用了回流法。提取时间以 120 min 最
好，保证了 3 种生物碱类成分充分溶出。最终确
定本文所采用的提取方法。
3.2　色谱条件的优化
　　贝母类药材中生物碱类成分众多，且大多是
立体异构体，难以分离，本文比较了乙腈 - 水、
乙腈 -0.1% 二乙胺、乙腈 -0.1% 三氟乙酸 3 个流
动相系统，分别考察了等度及梯度洗脱，发现乙
腈 -0.1% 三氟乙酸流动相系统梯度洗脱，对 3 个
生物碱成分的分离度、灵敏度及柱效均优于其他
流动相系统，且由于流动相系统中存在酸性试剂，
在 LC-MS 中使用时会比碱性流动相系统更有利于
生物碱类成分的离子化，检测灵敏度提高，有利
于舞阳贝母药材中生物碱类成分的进一步研究，
故选用乙腈 -0.1% 三氟乙酸流动相梯度洗脱。
　　比较了 5 种不同色谱柱 Agela-Venusil XBP 
C18（4.6 mm×250 mm，5 µm）、YMC-Triart C18

（4.6 mm×250 mm，5 µm）、Agilent ZORBAX 
SB-C18（4.6 mm×250 mm，5 µm）、Waters-
Symmetrm C18（4.6 mm×250 mm，5 µm）、JADE-
PAKRS C18（4.6 mm×250 mm，5 µm），发现 5 种
色谱柱均能将贝母中 3 种生物碱有效分离，最终
发现色谱柱 YMC-Triart C18（4.6 mm×250 mm，5 
µm）不仅对 3 种生物碱化合物分离度良好，且
在不同的流速（0.5、0.8、1.0 mL·min－ 1）条件
下均具有最优的色谱图基线，出峰数目及理论
塔板数，故最终选择此色谱柱，确定流速为 1.0 
mL·min－ 1。
3.3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条件的选择
　　确定流动相的种类和梯度洗脱条件后，比较
不同氮气流速、不同漂移管温度时 3 种生物碱类
成分的信号强度和基线噪音，确定了蒸发光散射
检测器的检测条件：漂移管温度为 105℃、氮气
流速为 2.5 L·min－ 1。
3.4　含量测定结果分析
　　由含量测定结果可知，12 批次舞阳贝母中
贝母辛、贝母素乙含量普遍较低，分别为贝母辛
（0.0183% ～ 0.1040%）、贝母素乙（0.0348% ～ 

0.1061%），贝母素甲含量普遍较高（0.0933% ～ 

0.2048%）。此外，本文采用的 12 批舞阳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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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是由硫熏、传统炕制和烘箱烘干 3 种不
同的产地加工方法加工而成，由测定结果中
的 3 种生物碱类成分总量可知，烘箱烘干的样
品含量最高（0.2929% ～ 0.3695%），其次是传
统炕制（0.2252% ～ 0.2659%），硫熏含量最低
（0.1504% ～ 0.2058%），可见不同产地加工方法
对 3 种生物碱类成分总量产生较大影响，烘箱烘
干损失较小，而硫熏损失较大，有文献报道显示
硫磺熏蒸不仅使中药材及饮片残留大量的二氧化
硫，还伴随有复杂的化学反应，会导致多种有效
成分的化学结构和含量发生改变 [30]。
　　舞阳贝母作为河南特色药材，针对其化学成
分的基础研究较少，探讨舞阳贝母的生物碱类成
分，对考察舞阳贝母质量，保证临床用药稳定性
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首次建立同时测
定舞阳贝母中 3 种生物碱类成分的采用 HPLC-
ELSD 法，操作简便，准确度高，专属性强、可
用于舞阳贝母中贝母辛、贝母素甲、贝母素乙 3
种成分的定量分析，为舞阳贝母的质量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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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毒饮的高效液相指纹图谱及 4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

韩晓珂1，梁朝锋1，秦亚东2，徐斌1（1. 芜湖市中医医院，安徽　芜湖　241000；2.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目的　建立败毒饮的指纹图谱，并对 4 种成分的含量进行测定。方法　采用安捷伦

ZORBAX SB-C18 色谱柱（4.6 mm×150 mm，5 µm），以乙腈 -0.1% 磷酸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

脱，检测波长 334 nm，柱温 30℃。通过相似度软件对 11 批败毒饮的指纹图谱进行质量评价，

对指认的 4 个成分进行含量测定。与单味药进行比对，确定共有峰归属。结果　建立了败毒饮

的特征指纹图谱，得到 16 个共有峰，相似度在 0.995 以上，通过对照品指认出绿原酸、咖啡

酸、黄芩苷、蒙花苷，其分别在 19.92 ～ 199.2 ng（r2 ＝ 0.9994）、7.92 ～ 79.2 ng（r2 ＝ 0.9995）、

248 ～ 2480 ng（r2 ＝ 0.9994）、78.16 ～ 781.6 ng（r2 ＝ 0.9995）与峰面积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结论　所建立的方法简单，准确可靠，可用于败毒饮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败毒饮；高效液相色谱法；指纹图谱；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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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fingerprints and content of 4 components in Baidu decoction 

HAN Xiao-ke1, LIANG Chao-feng1, QIN Ya-dong2, XU Bin1 (1. Wuh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Wuhu  Anhui  241000; 2.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HPLC fingerprints of Baidu decoction and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4 components. Methods  HPLC analysis was preformed on an Agilent ZORBAX SB-
C18 column (4.6 mm×150 mm, 5 µm) with the temperature of 30℃ .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0.1% phosphoric acid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44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Similarit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fingerprint of the 11 batches 
of Baidu decoction, and the content of 4 components was determined simultaneously. Attribution 
of the common peaks was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chromatograms of single constituent drugs. 
Results  The fingerprints of Baidu decoction showed that the similarity was greater than 0.995, and 
16 common peaks were obtained. The components of chlorogenic acid, caffeic acid, baicalin, and 
buddleoside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 reference substances. The 4 components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19.92 ～ 199.2 ng (r2 ＝ 0.9994), 7.92 ～ 79.2 ng (r2 ＝ 0.9995), 248 ～ 2480 ng (r2 ＝ 0.9994), 
and 78.16 ～ 781.6 ng (r2 ＝ 0.9995).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Baidu decoction. 
Key words: Baidu decoction; HPLC; fingerprint;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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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毒饮为本制剂中心与院内内科专家根据多
年临床经验总结而成，由金银花、野菊花、蒲
公英、紫花地丁、黄芩、赤芍、天葵子 7 味中
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制成的中药制剂（皖药制字
Z20050035），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用于疖肿、
痈疽以及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方中金

银花、野菊花为君药，均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 [1-2]。
　　现行质量标准无法全面反映制剂的内在特
征 [3]，而中药指纹图谱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复杂中
药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监测中药质量及稳定
性，并对其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4]，对中药及制
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 HPLC 法对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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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饮指纹图谱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绿原酸、咖
啡酸、黄芩苷、蒙花苷 4 个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为全面评价本制剂的质量提供了参考。
1　材料

　　Waters e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XP205 电子天平（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有
限公司）；优普系列超纯水器（UPS-11-10T，成
都优普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败毒饮共 11 批（批号分别为 190603、190617、
190620、190708、190721、190814、190819、
190910、190918、191012、191028，芜湖市中医
医院制剂室，编号为 S1 ～ S11）；饮片赤芍、蒲
公英、紫花地丁、天葵子、金银花、野菊花、黄
芩均来源于芜湖市中医医院中药房，经徐斌副主
任中药师鉴定，均符合药典标准；黄芩苷（批号：
110715-201821，纯度以 95.4% 计）、蒙花苷（批号：
111528-201308，纯度以 95.1% 计）、绿原酸（批号：
110753-201415，纯度以 96.6% 计）、咖啡酸（批号：
110885-200102，纯度以 98.0% 计）对照品（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乙腈（色谱纯）；其
他试剂（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安捷伦 ZORBAX-SB C18（150 mm× 

4.6 mm，5 µm）；流动相为乙腈（A）-0.1% 磷酸溶
液（B），梯度洗脱：0 ～ 8 min，7% ～ 11%A；8 ～ 13 
min，11% ～ 17%A；13 ～ 30 min，17% ～ 28%A；
30 ～ 32 min，28%A；32 ～ 40 min，28% ～ 80%A；
40 ～ 45 min，80% ～ 90%A；体积流量 1 mL·min－ 1；
波长 334 nm；柱温 30℃ [5-7]，进样量 10 µL。
2.2　样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败毒饮 2 mL，置 50 mL 量瓶中，
加稀乙醇至刻度，摇匀，滤过，滤液过 0.22 µm
微孔滤膜，取续滤液，即得。
2.3　指纹图谱方法学考察

2.3.1　精密度试验　取败毒饮（批号：190814），
按“2.2”项下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按“2.1”项
下条件测定，连续 6 次进样，以 12 号色谱峰（黄
芩苷）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 0.87%，相对峰面积 RSD ＜ 2.7%，表示
精密度良好。
2.3.2　稳定性试验　取败毒饮（批号：190814），
按“2.2”项下方法制备，分别在 0、2、4、6、8、
10、12 h 按“2.1”项下条件测定，以 12 号色谱峰
（黄芩苷）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

时间 RSD ＜ 1.3%，相对峰面积的 RSD ＜ 2.5%，
说明样品溶液在 12 h 内保持稳定。
2.3.3　重复性试验　取败毒饮（批号：190814）6
份，按“2.2”项下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按“2.1”
项下条件测定以 12 号色谱峰（黄芩苷）为参照峰，
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 1.2%，相
对峰面积的 RSD ＜ 2.5%，重复性良好。
2.4　败毒饮 H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将 11 批败毒饮色谱图数据输入“中药色谱指
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进行数据匹配，
以 S1 为参照图谱，运用中位数法，设时间宽度
为 0.1，多点校正后自动匹配色谱峰，生成对照图
谱，见图 1。选择图谱中稳定性好、特征性明显
的色谱峰作为共有峰，确定 16 个共有峰，指纹图
谱叠加图见图 2。根据对照品比对，指认出 3 号
峰为绿原酸、6 号峰为咖啡酸、12 号峰为黄芩苷、
13 号峰为蒙花苷。利用该系统对 11 批样品指纹
图谱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相似度均＞ 0.995，表
明各批制剂批间差异小，制剂质量稳定。见表 1。

图 1　败毒饮对照指纹图谱

Fig 1　HPLC reference fingerprint of Baidu decoction

图 2　11 批样品 HPLC 指纹图谱

Fig 2　HPLC fingerprint of 11 batches of samples

2.5　4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

2.5.1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
分别用甲醇制成含绿原酸 199.2 µg·mL － 1、咖啡
酸 79.2 µg·mL － 1、黄芩苷 1.24 mg·mL － 1、蒙
花苷 156.32 µg·mL － 1 的对照品母液。分别精密
吸取绿原酸、咖啡酸对照品母液各 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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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1 mL，吸取黄芩苷对照品母液各 0.2、
0.4、0.8、1.2、1.6、2 mL，吸取蒙花苷对照品母
液 各 0.5、1、2、3、4、5 mL 至 10 mL 量 瓶 中，
加甲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系列对照品溶液。
按照“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进样量和
峰面积分别作为横坐标（X）和纵坐标（Y），进行
线性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各成分在
相应的线性范围内与峰面积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表 2　4 种成分线性关系 
Tab 2　Linearity of the 4 components

成分 回归方程 r2 线性范围 /ng

绿原酸 Y ＝ 2.498×103X ＋ 5.177×103 0.9994 19.92 ～ 199.2

咖啡酸 Y ＝ 4.171×103X － 1.299×103  0.9995 7.92 ～ 79.2

黄芩苷 Y ＝ 1.241×103X － 3.122×104  0.9994 248 ～ 2480

蒙花苷 Y ＝ 779.8X － 8.342×103  0.9995 78.16 ～ 781.6

2.5.2　精密度试验　取上述对照品溶液，在
“2.1”项色谱条件下连续测定 6 次，测得绿原酸、
咖啡酸、黄芩苷、蒙花苷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2.9%、1.6%、2.1%、0.77%，表示精密度良好。
2.5.3　稳定性试验　取败毒饮（批号：190814），
按“2.2”项下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0、2、
4、6、8、10、12 h 进样分析，测得绿原酸、咖啡
酸、黄芩苷、蒙花苷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58%、
0.66%、0.13%、0.54%，说明样品溶液在 12 h 内
保持稳定。
2.5.4　重复性试验　取败毒饮（批号：190814）6
份，按“2.2”项下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进样测
定，结果绿原酸、咖啡酸、黄芩苷、蒙花苷的平
均含量分别为 0.5178、0.037 05、3.274、0.7346 
mg·mL － 1，RSD 分 别 为 0.86%、2.7%、0.39%、
2.7%，表明重复性良好。
2.5.5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量取败毒饮（批号：
190814）1 mL，共 6 份，置 50 mL 量瓶中，分别

精密加入绿原酸（0.249 mg·mL － 1）2.1 mL、咖
啡酸（7.92 μg·mL － 1）4.8 mL、黄芩苷（0.182 
mg·mL － 1）15 mL、蒙花苷（78.16 μg·mL － 1）
9 mL，加稀乙醇至刻度，滤过摇匀，滤液过 0.22 
µm 微孔滤膜，取续滤液，按“2.1”项下色谱条
件进行测定，结果 4 种成分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
为 99.4%、101.8%、99.5%、99.7%，RSD 分别为
2.3%、2.8%、2.6%、1.6%，符合方法学要求。
2.5.6　含量测定　取 11 批败毒饮（S1 ～ S11）各
2 mL，按照“2.2”项下方法处理后，按“2.1”项
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混合对照品及样品色谱图
见图 3，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11 批样品中 4 种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mg·mL － 1) 
Tab 3　Content of the 4 components in 11 batches of samples (mg·mL－1)

样品 绿原酸 咖啡酸 黄芩苷 蒙花苷

S1 0.47 0.03 2.68 0.53
S2 0.57 0.04 3.27 0.65
S3 0.59 0.04 3.28 0.65
S4 0.52 0.04 2.92 0.57
S5 0.55 0.03 3.14 0.62
S6 0.52 0.04 3.27 0.73
S7 0.47 0.03 2.67 0.55
S8 0.56 0.04 3.14 0.62
S9 0.55 0.04 3.83 0.69
S10 0.54 0.04 3.15 0.62
S11 0.54 0.04 3.06 0.61

2.6　共有色谱峰的归属

　　取处方量 1/5 的饮片，按照制剂提取工艺，
提取各个饮片，定容至 200 mL，得到黄芩、野菊
花、紫花地丁、蒲公英、天葵子、赤芍、金银花
饮片的溶液。精密量取上述溶液各 2 mL，置 50 
mL 量瓶内，加稀乙醇定容至刻度，即得到各个
饮片的供试品溶液。
　　将各个饮片的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
条件测定，记录色谱图，通过和样品色谱图的保

表 1　11 批样品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1　Similarity of 11 batches of samples

No.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R
S1 1.000 0.999 0.999 0.999 0.996 0.999 1.000 0.999 1.000 0.999 1.000 0.999
S2 0.999 1.000 0.998 0.999 0.997 0.999 0.999 1.000 0.999 1.000 0.999 1.000
S3 0.999 0.998 1.000 0.999 0.998 0.999 0.999 0.999 0.998 0.999 0.998 1.000
S4 0.999 0.999 0.999 1.000 0.999 1.000 0.999 0.999 1.000 0.999 0.999 0.999
S5 0.996 0.997 0.998 0.999 1.000 0.999 0.998 0.999 0.998 0.997 0.996 0.996
S6 0.999 0.999 0.999 1.000 0.999 1.000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S7 1.000 0.999 0.999 0.999 0.998 0.999 1.000 1.000 0.998 0.999 1.000 1.000
S8 0.999 1.000 0.999 0.999 0.999 0.999 1.000 1.000 1.000 1.000 0.999 0.999
S9 1.000 0.999 0.998 1.000 0.998 0.999 0.998 1.000 1.000 0.997 0.998 0.999
S10 0.999 1.000 0.999 0.999 0.997 0.999 0.999 1.000 0.997 1.000 0.999 0.999
S11 1.000 0.999 0.998 0.999 0.996 0.999 1.000 0.999 0.998 0.999 1.000 0.998
R 1.000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1.000 1.000 0.997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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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对比，对样品指纹色谱共有峰的来源进行
归属。经过试验发现，共有峰 1、3、4、9、10、
11 来自金银花，3、8、9、10、11、13 来自野菊花，
2、6、9 来自蒲公英，7、8、12、14、15、16 来
自黄芩，5 来自紫花地丁，未发现天葵子和赤芍
的色谱峰。相关饮片色谱图见图 4。

图 4　单味药材与样品 HPLC 色谱图

Fig 4　HPLC chromatogram of singl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sample

3　讨论

3.1　流动相考察

　　本试验对不同的流动相系统进行了考察，
分析了乙腈 -0.1% 磷酸、乙腈 -0.4% 磷酸、乙
腈 -0.1% 甲酸等多个系统，考察了各个系统对整
个色谱峰的分离效果及特征峰信息量，最终确定
流动相为乙腈 -0.1% 磷酸系统。
3.2　检测波长考察

　　本试验采用 DAD 检测器在 190 ～ 400 nm 全
波长下扫描了败毒饮样品，根据三维色谱图，结
合色谱峰信息的全面性、基线平稳性、各峰分离
度等方面，最终确定 334 nm 为采集波长。

3.3　色谱峰归属

　　在考察色谱峰归属时，未发现任何色谱峰归
属于赤芍和天葵子。有关赤芍的含量测定及指纹
图谱研究常选择波长为 230 nm、260 nm[8-10]。天
葵子主要成分为生物碱、氰基和硝基类、酚酸类
等 [11]，孙志强等 [12] 在波长 258 nm 处对其特征指
纹及其两个成分含量进行了研究，本色谱条件未
出现赤芍和天葵子相应色谱峰，可能其在 334 nm
处吸收较弱。
4　结论

　　本研究首次建立了败毒饮的指纹图谱，确认
了 16 个共有峰，指认出绿原酸（3 号峰）、咖啡
酸（6 号峰）、黄芩苷（12 号峰）、蒙花苷（13 号峰）
4 个成分并对其进行了含量测定。本方法前处理
条件快捷简单，准确度和重现性好，实用性强，
为有效地控制败毒饮的质量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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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混合对照（A）及样品（B）色谱图

Fig 3　HPLC chromatogram of the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A）and 
the sample（B）

3.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6. 咖啡酸（caffeic acid）；12. 黄芩苷

（baicalin）；13. 蒙花苷（buddle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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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属性层次模型的肿瘤科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合理性评价

邢孔浪1，宋佳伟2，柴芳1，邓黎黎3，郭仁芬1，黄卉1（1. 三亚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海南　三亚　572000；2. 亳

州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中心，安徽　亳州　236800；3.三亚市人民医院血液内科，海南　三亚　572000）

摘要：目的　建立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合理性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肿瘤科氟比洛芬酯注射液临床

应用的合理性。方法　以氟比洛芬酯注射液药物说明书、相关指南或专家共识为依据，制订氟

比洛芬酯注射液合理性评价标准。采用属性层次模型（AHM）对 2020 年 1—6 月三亚市人民

医院肿瘤内科 159 例应用氟比洛芬酯注射液的归档病例进行分析评价。结果　氟比洛芬酯注射

液不合理问题主要为用法用量不适宜、联合用药不合理、长疗程用药及特殊人群用药不规范。

病例得分（MRS）≥ 90 分的 4 例（3%），80 ≤ MRS ＜ 90 的 48 例（30%），60 ≤ MRS ＜ 80
的 84 例（53%），MRS ＜ 60 的 23 例（15%），病例平均得分为 74.39 分。结论　该院药品氟比

洛芬酯注射液使用量显著上升，但使用合理性较差。属性层次模型科学、合理、简单、实用，

为药物合理性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关键词：属性层次模型；氟比洛芬酯；药物利用评价；合理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R9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66-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32

Rationality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in oncology department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ical model

XING Kong-lang1, SONG Jia-wei2, CHAI Fang1, DENG Li-li3, GUO Ren-fen1, HUANG Hui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People’s Hospital of Sanya, Sanya  Hainan  572000; 2.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Center, People’s Hospital of Bozhou, Bozhou  Anhui  236800; 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Sanya, Sanya  Hainan  572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and to 
comprehensive evaluate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in onc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label, relevant drug guidelines or expert consensus by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We evaluated 
159 archived medical records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in People’s Hospital of Sanya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0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ical Model (AHM). Results  The main problems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included unsuitable usage and dosage, over course of treatment, improper treatment plan 
for special groups, and unreasonable drug combinations. Among the 159 cases, 4 (3%) with medical 
record score (MRS) ≥ 90, 48 (30%) with 80 ≤ MRS ＜ 90, 84 (53%) with 60 ≤ MRS ＜ 80, and 
the other 23 (15%) with MRS ＜ 60. The average medical record score was 74.39. Conclusion  The 
consumption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in this hospital has increased greatly, but the rationality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needs improvement. Analytic Hierarchical Model is scientific, reasonable, 
simple and practical,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method of drug rationality evaluation. 
Key words: Analytic Hierarchical Model; flurbiprofen axetil; drug use evaluation; ration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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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比洛芬酯是以脂微球为药物载体的新一代非
选择性环氧酶抑制剂，具有一定的靶向性，优先分
布在炎症和损伤组织 [1]。临床用于术后镇痛及癌痛
的治疗，近年来医院使用量明显增高。合理用药基
本原则为安全、有效、经济、适宜，临床在减少患
者药品费用的同时要保障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
适宜性。属性层次模型（AHM）是在层次分析法的
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通过相对属性的求解指标权重的
无结构决策方法 [2]。AHM 无需计算特殊向量，无需
进行一致性检验，是一种简便易行、行之有效、具
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3]，已广泛应用
于其他行业多指标的评价 [4-6]。本研究通过制订氟
比洛芬酯注射液药物利用评价（drug use evaluation，

DUE）标准，基于 AHM 对其在肿瘤科临床应用的
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为临床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氟比洛芬酯 DUE 标准的建立 
　　由 5 家三甲医院的 5 名高年资临床药师与 1
名肿瘤内科、1 名血液内科具有高级职称的临床医
师组成合理用药评价小组。以氟比洛芬酯说明书
为框架，参考《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年版）》[7]、
《安徽省癌症疼痛诊疗专家共识（2019 年版）》[8]、
《中国胸外科围手术期疼痛管理专家共识（2018
版）》[9] 等指南与专家共识，经评价小组充分讨论
并达成共识，制订氟比洛芬酯 DUE 标准，包括适
应证、用法用量、疗程等 8 项指标，具体见表 1。

表 1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DUE标准 
Tab 1　Drug us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flurbiprofen axetil injection

指标名称 评价标准

适应证 ① 围手术期术后轻、中度疼痛（NRS ＜ 7 分）的镇痛；② 癌性疼痛；③ 围手术期术前全身预防性镇痛 [9-10]；④ 不用于发热

患者的退热和腰疼症患者的镇痛

用法用量 ① 成人每次 50 mg，缓慢给药 1 min 以上，1 ～ 4 次·d － 1[11]，日累积剂量不超过 200 ～ 250 mg[12]；② 持续输注：

200 ～ 250 mg/24 h[12]；③ 围手术期术前预防性镇痛：术前 1 d 使用；④ 给药途径：静脉注射，不可肌内注射

疗程 静脉注射连续使用不超过 7 d[10]

联合用药 ① 避免与噻嗪类（氢氯噻嗪）、髓袢利尿剂（呋塞米）、双香豆素类抗凝剂（华法林）、甲氨蝶呤、锂剂、新喹诺酮类药物、

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合用，合用时需调整药物剂量；② 避免与通过 CYP2C9 代谢的药物合用，合用时应调整药物剂量；③

避免与其他非甾体抗炎药合用；④ 避免与胰岛素合用，合用时应监测血糖，调整剂量

禁忌 ① 禁用于对氟比洛芬酯活性成分或辅料（大豆油、蛋黄卵磷脂、甘油、磷酸二氢钠、枸橼酸）中任何成分有过敏史的患者；② 
禁用于服用阿司匹林或非甾体抗炎药（包括 COX-2 抑制剂）后出现哮喘、荨麻疹以及其他过敏反应的患者；③ 禁用于冠状

动脉搭桥手术围手术期疼痛的治疗；④ 禁用于有应用非甾体抗炎药后发生胃肠道出血或穿孔病史的患者；⑤ 禁用于活动性

消化性溃疡 / 出血，或既往曾复发溃疡或出血的患者；⑥ 禁用于重度心力衰竭的患者；⑦ 禁用于重度高血压患者；⑧ 禁用

于严重肝肾及血液系统功能障碍的患者；⑨ 禁用于正在使用依诺沙星、洛美沙星、诺氟沙星、普卢利沙星的患者

特殊人群用药 ① 儿童：避免作为镇痛药物用于 3 月龄以下的婴儿 [10]；② 妊娠妇女：避免孕 32 周前使用 [10]；③ 老年患者 [13]：单次 17 ～ 

25 mg，1 ～ 4 次·d － 1；避免长疗程（＞ 7 d）
疗效评价 ① 疼痛治疗有效，患者疼痛缓解；② 疼痛治疗无效，3 ～ 5 d 后更换其他止疼药物

不良反应 无不良反应发生或发生不良反应后停药并作相应处理

1.2　基于 AHM 建立数据库并确立指标相对权重 
　　分别比较 8 个指标 Ij（j ＝ 1、2、……8）相
对重要性并确立每个指标权重，并量化为数值
（数值无具体单位，仅表示其相对于另一个指标的
相对重要程度，数值越大表示重要性越高，反之
则越低）。μ ij 表示第 i 个指标相对于第 j 个指标的
重要性值；μ ji 表示第 j 个指标相对于第 i 个指标的
重要性值；μ ii 表示第 i 个指标自身的比较，按数
学规律可知μ ii ＝ 0，μ ij ＋μ ji ＝ 1。构造判断性矩
阵，并对判断性矩阵按公式（1）进行一致性检验，
再按公式（2）求得指标相对属性权重向量 [14-16]。
　　令

　　g（x）＝
＞ 0.5
≤ 0.5

　　Qi ＝ {j∶g（μ ii）＝ 1，1 ≤ j ≤ n}

　　g（μ ik）＝ g[∑jen g（μ ik）] ≥ 0，1 ≤ k ≤ n　
　　　　　　　　　　　　　　　　　公式（1）
　　wc（i）＝ 2/n（n － 1）∑ m

j ＝ 1 μ ij 　　公式（2）
　　wc（i）：第 i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n：评价指
标数量；μij：第 i 个指标相对于第 j 个指标的重要
性值。
1.3　病例抽取 
　　采用美康合理用药系统（PharmAssist）抽取
2020 年 1 － 6 月肿瘤内科使用过氟比洛芬酯的全
部归档病例，共收集有效病例 159 例。纳入标准：
病理确诊为癌症患者、使用过氟比洛芬酯、病例
信息完整（可查询住院期间电子医嘱单、入院诊
断、出院诊断、医技报告、费用信息、病程记录
和护理记录等内容）。排除标准：住院时间＜ 3 d、
自动出院或转院、死亡病例（与研究药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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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处方点评及计算病历得分 
　　根据建立的 DUE 标准对氟比洛芬酯进行合
理性评价，无法准确判断合理性的病例，通过与
住院医师沟通，征询临床实际情况，再经处方评
价小组人员讨论、共同作出判断。经评价小组讨
论，完全符合评价标准的病例赋 100 分，根据确
定的相对权重系数分别赋予该指标相应的分值，
病例中不合理的指标扣除相应的分值，最终获取
各病例得分（MRS）。
2　结果
2.1　病例情况 
　　159 例患者中，女性 62 例（39%），男性 97
例（61%）；年龄范围为 35 ～ 92 岁，平均年龄
（64±10）岁，＞ 65 岁的 85 例（53%）。
2.2　各指标不合理率及相对权重系数 
　　单项评价指标不合理率居前 3 的分别为联合
用药、用法用量、特殊人群用药，具体见表 2。
AHM 确立的指标相对权重及指标赋分见表 2。

表 2　8 项评价指标结果、相对权重系数及赋分 
Tab 2　Results，relative weight coefficient and score of 8 evaluation 

indexes 

评价指标 合理病例数 不合理病例 相对权重系数 赋分

适应证 159   0 0.1702 17.02

用法用量   65 94 0.1310 13.10

疗程 111 48 0.1256 12.56

联合用药   61 98 0.1143 11.43

禁忌 153   6 0.1696 16.96

特殊人群用药   85 74 0.1190 11.90

疗效评价 144 15 0.0964   9.64

不良反应 157   2 0.0738   7.38

2.3　病例得分情况 
　　MRS 最高为 100 分，最低为 41.37 分，平均得
分 74.39 分，90 ≤ MRS ＜ 100 的有 4 例（3%），
80 ≤ MRS ＜ 90 的有 48 例（30%），60 ≤ MRS ＜ 80
的有 84 例（53%），MRS ＜ 60 的有 23 例（14%），根
据医院文件本研究中 MRS ＜ 80 为不合理病例。
3　讨论
　　该院既往的合理用药评价仅针对单个指标进
行，单个指标不合理即归为不合理用药，临床对
此评价方法认可度不高。AHM 对评价标准的多
个指标进行赋权，避免了传统单个评价指标不合
理即判定不合理用药的模式。现根据评价结果对
主要不合理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3.1　用法用量不适宜 
　　用法用量不适宜表现为单次剂量偏大、日累
积剂量超说明书推荐日累积剂量。在治疗效果
不佳的情况下，维持 qd 给药，仅增加单次剂量。

氟比洛芬酯半衰期为 5.8 h，单次给药后起效时
间约 15 min，维持时间约 8 h[12]，建议根据药物
的 PK/PD 选择合理的给药频次，维持有效的血药
浓度。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具有“天花板效
应”，给药剂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增加给药剂
量并不能增加其止疼效果，反而会增加不良反应
发生率 [7，8，17-18]，所以应合理选择给药频次和单
次给药剂量确保患者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
3.2　超疗程用药 
　　《成人手术后疼痛处理专家共识》[12] 建议术
后止疼疗程不超过 3 d，另有专家共识 [10] 建议不
超过 7 d。考虑癌性疼痛属于慢性疼痛且持续时
间长，本研究采用 7 d 为一个疗程（因疾病导致
不能口服药物除外）。病例中有 48 例患者超疗程
给药，最长连续使用 34 d。建议按癌性疼痛治疗
原则及说明书要求口服 NSAIDs。
3.3　联合用药不合理 
　　联合用药不合理主要为氟比洛芬酯与肾上
腺皮质激素、华法林、新喹诺酮类药物、其他
NSAIDs、胰岛素合用。化疗方案有部分药物需
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地塞米松）预处理，减轻
化疗导致的不良反应。预防或治疗化疗引起的恶
心呕吐常使用激素，应避免同时使用，必须使用
时应调整氟比洛芬酯剂量并加强监护。氟比洛芬
酯与华法林合用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查看医技
报告，发现合用时未密切监测凝血酶原时间、国
际化标准化比值（INR），建议临床密切关注 INR
变化，有条件的进行血药浓度监测。氟比洛芬酯
与左氧氟沙星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抽搐，尤其是
有癫痫病史的患者，应避免合用，选择其他可替
代喹诺酮类的抗菌药物。氟比洛芬酯可增加胰岛
素的降血糖作用，应避免同时使用，如需使用应
调整胰岛素剂量，加强血糖监测。氟比洛芬酯说
明书明确要求避免与其他 NSAIDs 合用，包括选
择性 COX-2 抑制剂。抽查的病例中氟比洛芬酯与
NSAIDs 联合使用较为突出，包括与塞来昔布、双
氯芬酸、酮咯酸氨丁三醇等合用。两种 NSAIDs
联合应用，不仅疗效不增加，反而会增加不良反
应发生率，不主张联合使用 NSAIDs[18-19]。
3.4　禁忌证用药 
　　6 例禁忌证用药，其中 5 例为活动性消化道
出血，1 例重度高血压。NSAIDs 具有多项禁忌
证，不当使用可能增加胃肠道溃疡、出血、心血
管不良事件等风险 [20-22]。氟比洛芬酯还可导致已
有的高血压症状加重，临床医师应权衡利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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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必须使用的高血压患者应加强血压监测，根据
结果及时调整高血压治疗方案。
3.5　拟开展的干预措施及本研究的局限性
　　拟采用行政干预联合药学干预，行政干预：
依据医院合理用药文件进行处罚，包括经济处
罚、院长约谈和停处方权等。药学干预包括合理
用药培训及处方前置审核，合理用药培训内容包
括药品说明书、诊疗规范及相关指南。根据建立
的 DUE 标准结合该院 PharmAssist 的处方前置审
核功能自定义设置审查规则，如对用法用量、疗
程和禁忌设置系统拦截，不合理的医嘱无法保
存。适应证、联合用药及特殊人群用药设置为药
师审核，药师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审核，审核
结果包括拒绝发药和医师双签执行。本研究具有
以下局限性：一为仅抽取肿瘤内科病历，缺乏其
他科室氟比洛芬酯合理性数据；二为不良反应数
据来源于不良反应上报系统，但该院存在不良反
应上报不积极、样本量有限的问题，可能存在发
生了不良反应但未收集到相关信息。
　　本研究中特殊人群主要为老年患者，病例中
有 53% 的老年患者，应从小剂量慎重给药，注意
疗程。肿瘤科患者经过长期化疗，免疫功能差，
多数老年患者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治疗药物较多。同时使用
超过 5种药物时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会增加 7倍 [17]。
氟比洛芬酯致呼吸困难 [23]、上消化道出血 [24]、过
敏性休克 [25]、精神异常 [26] 的不良反应反应时有
报道。建议临床严格按照说明书及权威的指南规
范化用药，根据临床症状及监测结果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促进合理用药，保障患者在享受经济性的
同时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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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希替尼药物利用评价标准的建立及应用

柴芳1，邢孔浪1，李志强2，万鸿兴2，邓黎黎2（1. 三亚市人民医院药学部，海南　三亚　572000；2. 三亚市人民

医院肿瘤科，海南　三亚　572000）

摘要：目的　建立奥希替尼的药物利用评价（DUE）标准并分析其临床应用情况。方法　以奥希

替尼说明书为基础，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指南工作委员会、美国

国立综合癌症网络等发布的相关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建立奥希替尼药物利用评价标准。采用

回顾性研究方法，对三亚市人民医院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过奥希替尼的

住院患者的归档病例进行合理性评价。结果　148 份使用奥希替尼病例中，临床应用最常见的不

合理类型为适应证（29.05%）、基因检测（25.68%）和联合用药（10.14%）。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

奥希替尼药物利用评价标准较全面地涵盖了合理用药评价指标，可行性强。本院需加强抗肿瘤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提高医疗机构和医师的诊疗水平，促进抗肿瘤药物的合理使用。

关键词：奥希替尼；药物利用评价；药物标识外使用；专项处方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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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drug use evaluation (DUE) criteria for osimertinib, an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use of osimertinib. Methods  Based on the osimertinib label instruction, DUE 
of osimertinib was established with reference t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expert consensuse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elines of 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nd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ho used osimertinib from July 1, 2019 to December 31, 
2020 in People’s Hospital of Sanya.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irrational use of osimertinib 
included off-label use (29.05%), gene test (25.68%) and drug combination (10.14%) in the 148 cases. 
Conclusion  The DUE criteria for osimertinib is feasible and comprehensively covers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Key words: osimertinib; drug use evaluation; off-label use; specific prescription evaluation

作者简介：柴芳，女，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方面的研究，E-mail：390758003@qq.com

　　奥希替尼是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对 EGFR
和 T790M 突变均具有抑制作用 [1]。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批准奥希替尼用于 EGFR 外显子 19 缺
失或 21 外显子（L858R）置换突变的局部晚期或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以及既往经 EGFR-

TKI 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经检测存在
EGFR-T790M 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成人患者的治疗 [2]。奥希替尼治疗效果显著，不
良反应小，尤其适用于对第一、二代 EGFR-TKI
耐药或脑转移的患者 [3]，随着奥希替尼纳入医保
后治疗费用的下降，使用量显著性上升，不合理
问题也不断增加。《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
原则》（2020 年版）[2] 和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办法》（试行）[4] 明确要求重视抗肿瘤药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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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处方、医嘱的专项点评。本院抗肿瘤药物管
理工作组组织肿瘤专业、病理学专业和临床药学
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成立点评小组，根据建立的
药物利用评价（DUE）标准对奥希替尼临床应用
情况进行评价与分析，以期为临床合理使用奥希
替尼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奥希替尼 DUE 标准的建立 
　　以奥希替尼说明书为基础，参考《新型抗肿
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20 年版）[2]、《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5]、《Ⅳ期
原发性肺癌中国治疗指南》[6] 以及欧洲药品管理
局（EMA）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的奥希替尼说明书 [7-8]，建立奥希替尼 DUE
标准，包括体力状况评估、器官功能与实验室指
标、适应证、基因检测、处方合法性、用法用量、
停药指征、联合用药、禁忌证、用药监护、疗效
评价及不良反应，具体见表 1。
1.2　病例资料及处方点评 
　　利用美康合理用药系统（PharmAssist）抽取
本院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使用
过奥希替尼的归档病例。纳入标准：医嘱中使用
了奥希替尼；病例信息完整（可查询住院期间电
子医嘱单、入院诊断、出院诊断、医技报告、费
用信息、病程记录和护理记录等内容）。排除标
准：住院时间≤ 3 d；自动出院、死亡（与奥希替
尼无关）、转院的患者。本次共收集 148 例奥希
替尼归档病例，根据 DUE 标准对病例中患者的
体力状况评估、器官功能与实验室指标、适应证
等 12 项指标进行评价。如无法判断合理性情况，
处方点评小组与临床医师沟通，征询临床实际情
况，再经处方点评小组人员讨论、达成共识。
2　结果

2.1　病例情况 
　　抽取的病例共计 49 位住院患者使用奥希
替尼 148 例次，其中男性 16 例（33%），女性
33 例（67%）；患者年龄 31 ～ 87 岁，平均年龄
（61.3±11.7）岁；涉及的临床科室包括肿瘤内科、
肿瘤外科、呼吸内科。
2.2　合理性评价结果 
　　奥希替尼临床应用不合理问题排名前 3 的依
次是适应证（29.05%）、基因检测（25.68%）和联
合用药（10.14%），具体问题见表 2。
3　讨论

3.1　超适应证用药分析及拟解决方法 

　　本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合理问题为超适应证用
药，如用于无 T790M 检测结果的 NSCLC 治疗，
EGFR 突变的非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一线治
疗。考虑说明书的滞后性，超肿瘤药物超适应证用
药问题突出 [11-12]。《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
原则》[2]（2020 年版）要求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须
遵循药品说明书，不能随意超适应证使用，在尚无
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可根据其他国家或地
区说明书中标记的用法、国际权威学协会或组织发
布的诊疗规范、指南，国家级学协会发布的经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可的诊疗规范、指南严格控制
使用。针对该问题，拟从以下 3 个方面开展工作：
① 根据《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要
求 [4] 完善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建立抗肿瘤
药物超适应证用药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制度；② 
加强对临床医师的培训，内容包括肿瘤的诊疗规范
及临床指南、本院合理用药管理制度及安全用药意
识；③ 加强合理用药督查，对不合理用药进行行
政干预，对不合理用药的临床医师进行经济处罚，
按规定扣除科主任管理绩效，多次出现不合理用药
且不整改的科室，院长和纪委书记对当事科主任进
行谈话，取消当年科室评优评先资格，医疗质量例
会通报批评，必要时调整科主任岗位。
3.2　基因检测不合理分析及拟解决方法 
　　基因检测不合理表现为病历中未见 EGFR 和 /
或 T790M 阳性检测结果，奥希替尼需靶点检测后
方可使用 [2]，无基因检测结果用药可能会导致治
疗无效、增加患者及医保的经济负担、不必要医
疗纠纷及药物不良反应损害。本院未开展基因检
测，基因检测结果为第三方检测或患者自行提供，
无法核实患者提供的检测结果是否为经 NMPA 批
准的方法检测，存在局限性。针对该问题，本院
正在加快基因检测实验室的筹建，开展基因检测
后纳入信息化管理，对无 EGFR 和 / 或 T790M 突
变的患者通过合理用药的处方前置审核模块审核，
医师无法保存医嘱，从源头减少不合理用药。
3.3　联合用药不合理分析及拟解决方法 
　　联合用药不合理表现为奥希替尼与瑞舒伐他
汀、地高辛、卡马西平合用。与卡马西平合用时
未调整剂量至 160 mg；与瑞舒伐他汀或地高辛
合用时未进行监测。建议避免合用，奥希替尼无
法替换的情况下建议更换其他降血脂或抗凝药
物。针对联合用药不合理问题，根据 DUE 标准
对奥希替尼处方前置审核规则进行设置：① 禁止
合用的联合用药，通过处方前置审核设置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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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奥希替尼 DUE标准 
Tab 1　DUE criteria of osimertinib

指标 评价细则

体力状况评估体力状况（PS）评分 0 ～ 2 分

器官功能与实

验室指标

白细胞（WBC）≥ 3.5×109·L － 1，中性粒细胞（NEUT）≥ 1.5×109·L － 1，血小板（PLT）≥ 100×109·L － 1，肌酐清除率

（Ccr）≥ 30 mL·min － 1，总胆红素≤ 1.5 ULN 和 / 或转氨酶≤ 1.5 ULN[9]

适应证 说明书适应证：① EGFR 外显子 19 缺失或外显子 21（L858R）置换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的一线治疗；② 既往经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经检测存在 EGFR T790M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NSCLC 
超说明书适应证：存在 EGFR T790M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一线治疗 [6]

基因检测 ① 一线用药：明确有经 NMPA 批准的 EGFR 基因检测方法检测到的 EGFR 外显子 19 缺失或外显子 21（L858R）置换突变 [2]；

② 二线用药和超适应证用药：明确有经 NMPA 批准的检测方法检测到 EGFR T790M 突变 [2]

处方合法性 ① 处方医师具有抗肿瘤药物处方权 [2]；② 适应证；③ 仅限于三级医院授权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开具 [2]

用法用量 ① 80 mg qd po，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② 整片和水送服，不可压碎、掰断或咀嚼；漏服＜ 12 h，则补服；漏

服＞ 12 h，则不补服。③ 每日进餐或空腹的同一时间服用。④ 无法口服或经胃管喂饲，溶于 50 mL 不含碳酸盐的水中，搅

拌分散后迅速吞服，再加入半杯水吞服以确保杯中无残留。剂量调整：⑤ 至少 2 次心电图监测提示 QTc 间期＞ 500 ms，待

QTc 间期＜ 481 ms 或恢复至基线水平，调整为 40 mg qd po；⑥ 无症状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EVF）绝对值相对基线下降

10% 且＜ 50%，4 周内改善至基线水平，则维持 80 mg qd po；⑦ 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 5.0》
（CTCAE 5.0）[10] 发生≥ 3 级的不良事件，3 周内恢复至 0 ～ 2 级则可维持 80 mg qd po 或减量至 40 mg qd po

停药指征 ① 间质性肺炎 / 肺感染性肺炎；② QTc 间期延长伴有严重心率失常；③ 症状性充血性心力衰竭；④ 无症状的 LEVF 绝对值相

对基线下降 10% 且＜ 50%，4 周内未改善至基线水平；⑤ 根据《CTCAE 5.0》[10] 发生≥ 3 级的 AE，3 周内未恢复至 0 ～ 2 级

联合用药 ① 禁止与圣约翰草合用；② 避免与肝药酶 CYP3A4 强诱导剂（苯妥英、利福平和卡马西平等）合用，无法避免时应增加奥希

替尼剂量至 160 mg qd；③ 避免与依赖 BCRP 进行分布且治疗治疗窄的药物（瑞舒伐他汀、柳氮磺吡啶、拓扑替康等）合用，

无法避免时应进行监测 [8]；④ 避免与依赖 P-gp 处置且治疗指数窄的药物（地高辛、达比加群、阿利吉仑等）合用，无法避免

时应进行监测

禁忌证 ① 18 岁以下儿童，妊娠、哺乳期患者；② 对奥希替尼或辅料 [8]（甘露醇、微晶纤维素、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富马酸钠）过

敏的患者；③ 重度肝功能损害患者；④ 重度肾功能损害或终末期肾功能损害患者；⑤ 先天性长 QT 间期综合征的患者

用药监护 ① 充血性心力衰竭、电解质异常或使用已知能够延长 QTc 间期的药物的患者应定期接受心电图和电解质的监测 [9]；② 有已知

心血管风险及存在可能影响 LVEF 情况的患者，需要考虑监测心脏功能，包括在基线和服药期间测定 LVEF 功能 [9]

疗效评价 定期（2 ～ 3 个月）按照实体瘤疗效评价 1.1 版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继续使用，

评价结果为进展终止奥希替尼治疗

不良反应 ① 未发生不良反应；② 发生不良反应后参考《CTCAE 5.0》[10] 进行分级，通过对症治疗、暂停用药和 / 或调整剂量等方式处理

拦截，同时开具两种药物时无法保存医嘱；② 对
DUE 中联合用药需调整剂量或进行监测的，设置
审查规则为药师审核。药师根据病历具体情况对
未调整剂量或加强监测的拒绝发药，必须修改。
对调整剂量或加强监测的设置为医师双签执行，

医师在双签后才可保存医嘱。
　　除主要的不合理问题，其他不合理问题也需
干预。新型抗肿瘤药物较传统化疗药物安全性好、
不良反应少，临床医师易忽视用药安全性和用药
监护，但奥希替尼导致的严重的不良反应 [13-15] 时
有报道。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组需加强
管理、通过处方前置审核、药学干预结合行政干
预的方式对奥希替尼合理用药进行干预。临床药
师在抗肿瘤药物合理使用上扮演重要角色，一方
面协助医师制订最优的治疗方案，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另一方面要减
少不合理药品费用，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维护
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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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影响的 meta分析

王纯叶1，黄睿超3，盛小燕2，王婷2，党桂宁2，张国超3*，黎赛2*（1. 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广东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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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维普期刊数据库、PubMed、Clinical trials、Cochrane、
Web of Science 和 Embase 数据库，纳入空腹和餐后给药后比较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差异的研

究，提取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下面积（AUC0 ～ t）、峰浓度（Cmax）和半衰期（t1/2）等药代动力学

参数，用 RevMan 5.3 软件对纳入的研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 8 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共 948 名健康志愿者。空腹与餐后相比，氯吡格雷的 AUC0 ～ t（SMD：2.62，95%CI：
2.07 ～ 3.17）和 Cmax（SMD：2.10，95%CI：1.70 ～ 2.50）显著下降（P ＜ 0.000 01）。高脂饮

食虽然能延长氯吡格雷半衰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MD：－ 0.08，95%CI：－ 0.61 ～ 0.44，
P ＝ 0.76）。与空腹相比，氯吡格雷的无活性代谢产物 SR26334 的 AUC0 ～ t 在餐后显著下降

（SMD：－ 0.75，95%CI：－ 1.16 ～－ 0.33，P ＝ 0.0004）。结论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及其

代谢产物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行为产生显著的改变，能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增强体内暴露强

度，降低转化 SR26334 的水平，可能进一步增强其抗血小板活性。本研究对氯吡格雷临床用

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氯吡格雷；高脂饮食；空腹；药代动力学；meta 分析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73-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3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82104420）；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No.2018B020207009）；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

（No.20202119，No.20201386，No.20211268）。
作者简介：王纯叶，女，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抗感染临床药学和循证药学研究，E-mail：happychywang@163.com　* 通信作者：张国

超，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创伤骨科、血栓性疾病防治，E-mail：Simon120@126.com；黎赛，男，主管药师，主要从事心血管临

床药学和循证药学研究，E-mail：lisai0716@163.com



2174

中南药学

　　氯吡格雷为临床上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和冠脉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术后的
双联抗血小板药物之一。由于其能显著降低患者
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ss-
cular events，MACE），2013 年美国心脏病协会以
及 2017 年冠心病二级预防中国指南将其作为ⅠA 
类推荐 [1-2]。作为一种噻吩并吡啶类前体药物，氯
吡格雷经口服肠道吸收后（大约 50%），85% 经羧
酸酯酶转化为无活性羧酸代谢产物 SR26334，剩
余的 15% 主要在肝脏 CYP450 酶系统的 CYP2C19
参与下，经两步代谢最终生成具有活性的硫醇衍
生物，与血小板 ADP 受体结合发挥抗血小板效
应 [3-4]（见图 1）。由于存在 CYP2C19 基因多态
性 [5]、药物相互作用 [6]、特殊人群 [7] 等因素，氯
吡格雷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存在个体差异。上
述影响因素中，饮食的影响往往容易被忽视。有
研究显示，饮食对药物的吸收和代谢过程可产生
明显改变 [8]。但饮食是否对氯吡格雷的药代动力
学行为产生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 meta 分
析方法，评价饮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图 1　氯吡格雷体内代谢活化过程

Fig 1　Biotransformation of clopidogrel in vivo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服务系统、维普期刊数据库、PubMed、
Clinical trials、Cochrane、Web of Science 和
Embase 数据库。中文检索词：氯吡格雷、药代动
力学 / 药动学和空腹；英文检索词：Clopidogrel、
Pharmacokinetics 和 Fasting，采用主题词与自由
词相结合的方式检索，检索时间建库至 2021 年 8
月 6 日。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the clopidogrel pharmacokinetics: A meta-analysis

WANG Chun-ye1, HUANG Rui-chao3, SHENG Xiao-yan2, WANG Ting2, DANG Gui-ning2, ZHANG 
Guo-chao3*, LI Sai2* (1. Huizhou Firs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2. HuizhouFirs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3. 
Heshan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Jiangmen  Guangdong  5297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the clopidogrel 
pharmacokinetics.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databases of CNKI, Wanfang,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Service System (CBMdisc), VIP, PubMed, Clinical trials, Cochrane, Web of Science and 
Embase to include comparative study of pharmacokinetic differences in clopidogrel after fasting and 
postprandial administratio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such as areas und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time curve (AUC0 ～ t), peak concentration (Cmax) and half-life (t1/2) were collected. RevMan 5.3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Totally 8 study involving 948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include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postprandial state, the AUC0 ～ t (SMD: 2.62, 95%CI: 2.07 ～ 3.17) 
and Cmax (SMD: 2.10, 95%CI: 1.70 ～ 2.50) of clopidogrel in fasting stat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00 01). High-fat diet prolonged the half-life of clopidogrel, but the difference wasn’t 
significant (SMD: － 0.08, 95%CI: － 0.61 ～ 0.44, P ＝ 0.76). Compared with that of fasting state, 
AUC0 ～ t of the inactive metabolite of clopidogrel was SR26334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meal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SMD: － 0.75, 95%CI: － 1.16 ～ － 0.33, P ＝ 0.0004). Conclusion  
High-fat diet significantly changes the pharmacokinetic behaviors of clopidogrel and its metabolites, 
improving the bioavailability, enhancing the exposure intensity, reducing the level of transformed 
SR26334, and further enhancing the antiplatelet activity.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use of clopidogrel. 
Key words: clopidogrel; high-fat diet; fasting; pharmacokinetics;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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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排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 生物等效性试验或Ⅰ期临
床研究，资料完整，语种限于中英文；② 服用氯
吡格雷的健康受试者，年龄、性别、国籍不限；③ 
服药方式分为空腹和餐后组，两组均经过血药浓
度检测和分析；④ 结局指标：不同服药方式的药
代动力学参数，包括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下面积
（AUC0 ～ t）、峰浓度（Cmax）和半衰期（t1/2）等；⑤ 
参考《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
仿制药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高脂
饮食的标准：高脂高热饮食的热量约 800 ～ 1000 
kcal，其中脂肪约提供不少于食物中 50% 的热量。
　　文献排除标准：① 综述型文献、病例报道、
基础研究及重复性研究；② 资料不清晰或出现错
误导致不能提取所需数据资料的文献。
1.3　资料提取
　　由两名评价者独立完成文献筛选并提取以下
信息：① 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研究地区、纳入
分析的患者人数、性别、年龄、体质量、药物剂
量；② 空腹和餐后氯吡格雷及其代谢产物的 Cmax、
AUC0～ t、t1/2指标。如果分别提供了中位数、最小值、

最大值，而没有提供均数和标准差，则用 Chowbay
等 [9] 所述方法估算均数和标准差。如文献提供的
是标准误（SE），则在 RevMan 中换成标准差。
1.4　统计学分析
　　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分析，各研究间的
异质性采用 χ2 检验，若无统计学异质性（P ＞ 0.1
和 I2 ＜ 5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若存
在统计学异质性（P ＜ 0.1，I2 ≥ 50%）时，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并进行敏感性分析或亚组分析。采
用漏斗图评估发表偏倚。计量资料以标准化均数
差（SMD）及其 95% 置信区间（CI）表示。
2　结果
2.1　文献基本情况
　　通过检索数据库共获得相关文献 47 篇，按
图 2 筛选后，最终纳入 8 篇文献 [10-17]，总计 948
名健康志愿者。4 篇文献研究地区为中国，其余
为国外人群。除 Hurbin[10] 和 Nirogi[13] 的研究外，
其余均为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文
献基本资料见表 1，筛选流程图见图 2。
2.2　Meta 分析结果
2.2.1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Cmax 的影响　纳入本

表 1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 
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studies

纳入研究 发表时间 地区
性别（n）

剂量 /mg
样本量（n） BMI/（kg·m － 2）

观察指标
男性 女性 空腹组 餐后组 空腹组 餐后组

Hurbin et al[10] 2012 美国 129   0 300   64   65 25.6±2.6 25.6±2.6 ①②③④⑤

Brvar et al[11] 2014 斯洛文尼亚 214   0   75   96 118 24.9±1.8 26.4±2.3 ①②③④⑤

Savu et al[12] 2016 罗马尼亚   17 22   75   27   12 24.1±3.1 25.84±1.78 ①②

Nirogi et al[13] 2006 印度   12   0   75     6     6 NA NA ①②③④

Pei et al[14] 2020 中国 NA NA   75   66   66 19 ～ 26 19 ～ 26 ①②③④

Gong et al[15] 2019 中国 182 74   25 128 128 21.8±1.6 21.8±1.7 ①②③④

李文博等 [16] 2014 中国 126   0 300   70   56 21.9±0.6 21.2±1.7 ①②③④

卜海涛等 [17] 2019 中国   40   0   75   20   20 NA NA ①②③④

注（Note）：① Cmax；② AUC0 ～ t；③ t1/2；④ tmax；⑤代谢产物 PK 参数（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 of metabolite of clopidogrel）；NA：

未提供（Not available）。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研究的 8 篇文献 [10-17] 均报道了高脂饮食对氯吡

格雷的 Cmax 水平的影响，各研究之间异质性较
大（P ＜ 0.1，I2 ＞ 50%），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按照给药剂量进行亚组分析：① 300 mg
剂量共纳入 2 篇文献，总人数 255 人，结果显
示，空腹给药时氯吡格雷的达峰浓度要显著低
于餐后给药（SMD：2.04，95%CI：1.46 ～ 2.61，
P ＜ 0.000 01）； ② 75 mg 剂 量 共 纳 入 5 篇 文
献，共 427 人，结果显示，空腹给药时氯吡格雷
的达峰浓度要显著低于餐后给药（SMD：2.39，
95%CI：1.58 ～ 3.20，P ＜ 0.000 01）；③ 25 mg 剂
量共纳入 1 篇文献，共 256 人，结果空腹给药时
氯吡格雷的达峰浓度要显著低于餐后给药（SMD：
1.91，95%CI：1.61～ 2.20，P＜ 0.000 01），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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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AUC0 ～ t 的影响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 4　Forest plots of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clopidogrel AUC0 ～ t

图 3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Cmax 的影响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 3　Forest plots of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Cmax of clopidogrel

图 5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t1/2 的影响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 5　Forest plots of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t1/2 of clopidogrel

2.2.3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t1/2 的影响　共有 7 篇
文献 [10-11，13-17] 报道了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半衰
期的影响，共 899 人，各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
（P ＜ 0.1，I2 ＞ 50%），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的半衰期无影响
（SMD：－0.08，95%CI：－0.61～0.44，P＝0.76），
见图 5。
2.2.4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代谢产物 SR26334
药动学的影响　共有 2 篇文献 [10-11] 报道了高脂
饮食对 SR26334 Cmax 和 AUC0 ～ t 的影响。结果显
示，高脂饮食能显著减少 SR26334 在体内的峰浓
度（SMD：－ 0.75，95%CI：－ 1.16 ～－ 0.33，

P ＝ 0.0004），说明空腹状态能促进氯吡格雷向
SR26334 的转化。结果显示高脂饮食虽然能减
少 SR26334 在体内的暴露强度，但与空腹相比
AUC0 ～ t 无显著差异（SMD：－ 0.20，95%CI：－

0.41 ～ 0.02，P ＝ 0.07），见图 6。

2.2.2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AUC0 ～ t 的影响　纳
入本研究的 8 篇文献 [10-17] 均报道了高脂饮食对氯
吡格雷的 AUC0 ～ t 水平的影响，各研究之间异质
性较大（P ＜ 0.1，I2 ＞ 50%），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同“2.2.1”项下按照给药剂量进行亚组
分析：① 300 mg 剂量结果显示，空腹给药时氯吡
格雷的体内暴露强度要显著低于餐后给药（SMD：

2.92，95%CI：1.79 ～ 4.05，P ＜ 0.000 01）；② 75 
mg 剂量结果显示，空腹给药时氯吡格雷的暴露
强度要显著低于餐后给药（SMD：2.35，95%CI：
1.67 ～ 3.02，P ＜ 0.000 01）； ③ 25 mg 剂 量 结
果与上述两个结果一致，空腹给药时氯吡格雷
的暴露强度要显著低于餐后给药（SMD：3.02，
95%CI：2.66 ～ 3.38，P ＜ 0.000 01），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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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药物进入人体后，发挥药效作用前，要经过机
体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处置过程。各
种内外因素通过影响这四个过程来调节药物在体内
的血药浓度，进而影响该药的药理作用强度和程
度。目前药物相互作用、疾病状态、基因多态性等
是临床上关注较多的影响因素，而饮食对药物药代
动力学的影响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18-19]。氯吡格雷
为常用的口服抗血小板药物，其作用受诸多因素的
影响，容易造成血小板反应多样性，进而出现氯吡
格雷抵抗，发生血栓事件 [20]。在众多影响因素中，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以及竞争该酶的药物相互作
用研究成为目前研究氯吡格雷个体化用药的热点，
而饮食是否对其吸收、代谢甚至抗血小板活性产生
影响，关注甚少 [21]。因此，本文通过 meta 分析方
法，评价饮食对氯吡格雷药代动力学的影响，并分
析其原因，旨在引起大家关注饮食对药物造成的影
响，为其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研究结果显示，餐后口服氯吡格雷后，其达
峰时间明显延长（tmax 从空腹组的 0.58 ～ 1.0 h 延
长至餐后组的 1.5 ～ 3.0 h），Cmax 显著增加，体

内的暴露水平明显提高，t1/2 有所延长。由于食物
的影响，氯吡格雷转化为 SR26334 的过程也受到
抑制，导致 SR26334 在体内的暴露强度和水平存
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上述结果提示，氯吡格雷在
食物的影响下生物利用度增加，酯酶代谢途径受
到抑制，无活性产物的暴露水平下降。推测氯吡
格雷经 CYP2C19 代谢途径可能被激活，其转化
为活性成分硫醇代谢物水平有望升高，其抗血小
板活性可能也会相应的提高。
　　口服给药方式最容易被食物从吸收和代谢两
个环节影响药物的体内药代动力学过程 [22]。首
先，食物通过改变改变胃肠道的 pH 值、排空速
率，促进胆汁分泌来影响药物的吸收。其次，当
药物进入体内后，食物中的脂肪、维生素等成分
能够调节药物代谢酶的活性进一步影响药物在体
内的暴露水平。在本研究中，氯吡格雷和代谢产
物 SR26334 的体内药代动力学过程受饮食改变明
显，可能的原因包括：① 氯吡格雷主要在小肠吸
收，食物可能导致胃排空速率减慢，致使药物连
续不间断达到小肠吸收部位，避免达到过饱和状
态，药物吸收总量可能增加；② 氯吡格雷为脂溶

图 6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代谢产物 SR26334 药动学参数 Cmax（A）和 AUC0 ～ t（B）meta 分析森林图

Fig 6　Forest plots of effect of high-fat diet on Cmax（A）和 AUC0 ～ t（B）metabolite of SR26334

2.3　发表偏倚和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的发表偏倚主要由漏斗图进行分析评
估。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 Cmax、t1/2 以及 AUC0 ～ t

影响结果显示，点基本均匀分布中线或合并
SMD 值两侧，提示偏倚控制较好，发表偏倚对此
次 meta 影响较小，结论较为准确（见图 7）。本次

分析的异质性检验显示 Cmax、AUC0 ～ t 和 t1/2 的异
质性较大，但通过亚组分析和逐个剔除纳入文献
分析，显示合并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分析
结果较稳定。由于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代谢产物
SR26334 药动学参数影响纳入文献较少（2 篇），
故不应用漏斗图进行发布偏倚评估。

图 7　高脂饮食对氯吡格雷药动学 Cmax（A），AUC0 ～ t（B）和半衰期（C）影响的漏斗图

Fig 7　Invert funnel plot of high-fat diet on Cmax（A），AUC0 ～ t（B）and half-time（C）of clopidog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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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药物，高脂高热食物会刺激胆汁流量，增加血
流量和淋巴液的循环，胆汁中胆酸盐可增加亲脂
药物的溶解度，促进药物吸收 [23]，增加药物的生
物利用度；③ 高脂高热饮食导致吸收入血的胆固
醇酯、三酰甘油等物质增加，该类物质可能会竞
争性抑制代谢氯吡格雷为 SR26334 的羧酸酯酶活
性 [24]，从而导致 SR26334 在体内的暴露强度下降。
　　本 meta 分析存在的局限性：首先，纳入研究有
4 篇文献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文献相对较少，且样
本量相对有限，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其
次，纳入的研究都只关注了氯吡格雷原形药物以及
无活性产物 SR26334 在空腹和进食后的药代动力学
状态，而实际发挥抗血小板作用的硫醇代谢物的药
代动力学变化并未检测，而且纳入的研究只探讨饮
食对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未进一步报道长期的高脂
饮食与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以及心血管事件之间
的关系。此外，数据没有按年龄、性别等其他可疑因
素分层，因此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进行更精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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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的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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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确定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方剂中各种中药的应用频次和

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总结用药经验。方法　使用医院 HIS 系统收集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病历，筛选并建立方剂数据库，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分析其组方规律。结果　对数据库

慢性萎缩性胃炎 200 条方剂进行了分析，用药频次前 3 位的中药分别是茯苓、白芍、香附，出

现频率最高的药对是白芍 - 茯苓，挖掘出核心组合 14 个，新处方 7 个。结论　慢性萎缩性胃

炎方剂组方以益气健脾、疏肝、行气为主，挖掘出的处方可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组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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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principles of prescription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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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frequency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and association among 
herb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summarize herbal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heritance platform. Methods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of our hospital was used to collect medical record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he prescription 
database was retrieved, and the prescrip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auxiliary platform software. Results  Totally 200 prescription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in the database were analyzed. The top 3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prescriptions 
included Poria cocos Wolf, Radix Paeoniae Alba and Cyperus rotundus, and the core drug pairs were 
Radix Paeoniae Alba and Poria cocos Wolf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Totally 14 core combinations 
and 7 new prescriptions were obtained. Conclusion  The prescription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mainly focus on nourishing qi to invigorate spleen, soothing the liver and promoting qi. 
Key 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CM inheritance platform; composi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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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
一，是胃癌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主要以胃黏
膜萎缩 / 伴肠上皮化生或非典型增生为特征的一
种疾病 [1]。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病因素多样、
机制不明确及病情迁延反复，致使其在疾病的各
个阶段有不同的临床表现，防治较为棘手。本研

究通过采用医院 HIS 系统和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分析总结本院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用药经验，
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大数据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处方来源

　　本研究以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脾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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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医堂出诊处方为来源，筛选符合慢性萎缩性
胃炎诊断标准的病例，共收集有效处方 200 首。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慢性胃炎共识
意见》（2017 版）[1]，其西医诊断标准如下：
　　① 临床表现：可无典型症状，也可表现为胃
脘部疼痛痞满的症状，可伴有上腹胀、嘈杂、嗳
气、呕吐等症状，其内镜、病理学表现与症状之
间无相关性。
　　② 内镜检查：内镜下可见黏膜红白相间，以

白为主，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部分黏膜血管显
露；可伴有黏膜颗粒或结节状等表现。
　　③ 病理组织学检查：病理活检显示固有腺体
萎缩或肠化。可根据病理结果结合内镜，判断萎
缩的范围和程度。
1.2.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慢性萎缩性胃炎中
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2017 版）[2] 中医辨证分
型标准，具体见表 1。主症必备，加次症 2 项以
上即可确定证型。

表 1　中医胃炎分型 
Tab 1　Gastritis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证型 主症 次症

脾胃湿热 ① 胃脘痞胀或疼痛；② 舌质红，苔黄厚或腻 ① 口苦口臭；② 恶心或呕吐；③ 胃脘灼热；④ 大便黏滞或稀溏；⑤ 
脉滑数

肝胃气滞 ① 胃脘胀满或胀痛；② 胁肋胀痛；③ 舌苔薄白 ① 症状因情绪因素诱发或加重；② 嗳气频作；③ 胸闷不舒；④ 脉弦细

肝胃郁热 ① 胃脘饥嘈不适或灼痛；② 舌质红苔黄 ① 心烦易怒；② 嘈杂反酸；③ 口干口苦；④ 大便干燥；⑤ 脉弦

胃络瘀血 ① 胃脘痞满或痛有定处；② 舌质暗红或有瘀点、瘀斑 ① 胃痛拒按；② 黑便；③ 面色暗滞；④ 脉弦涩

脾胃虚弱 ① 胃脘胀满或隐痛；② 胃部喜按或喜暖；③ 舌质淡 ① 食少纳呆；② 大便稀溏；③ 倦怠乏力；④ 气短懒言；⑤ 食后脘闷；

⑥ 脉细弱

胃阴不足 ① 胃脘痞闷不适或灼痛；② 舌红少苔 ① 饥不欲食或嘈杂；② 口干；③ 大便干燥；④ 形瘦食少；⑤ 脉细

1.3　纳入标准

　　病例纳入标准：① 符合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西
医诊断标准和中医诊断标准；② 年龄在 18 ～ 60
岁；③ 同一患者同一诊断的处方仅纳入首次就诊
时处方；④ 病案资料规范，病史全面，处方完整。
1.4　症状评分标准 
　　中医临床症状评分标准参照《中国慢性胃炎
共识意见（2017 年）》[1] 中的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
准，具体评分标准如下：按照无、轻、中、重分
级量化计分，在主证分别记 0、2、4、6 分，在
次证则分别记 0、1、2、3 分，比较治疗前后各
症状积分变化或症状总积分变化。症状、体征明
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 70% 为显效；症状、体
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 30% 为有效；症状、
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
足 30% 为无效。积分变化计算公式为：[（治疗前
积分－治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 ]×100%。
1.5　分析软件
　　采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由中国中
医科学院提供。
1.6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上述符合纳入标准的处方录入“中医传承
辅助平台”。在完成数据录入后，由双人审核录
入的数据，以确保数据源的准确性。
1.7　数据分析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中“统计报表系

统”和“数据分析系统”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医案
中所使用的方剂进行药物频次统计及组方规律分
析，并以统计表及网络图形式显示结果 [3-4]。
2　结果
2.1　中医证型分析
　　慢性萎缩性胃炎主要有脾胃湿热、肝胃气滞、
肝胃郁热、胃络瘀血、脾胃虚弱、胃阴不足 6 个证
型 [2]。将 200 首处方中的中医证型分类进行统计分
析，脾胃湿热证出现频次最高，占 54.50%，见表 2。

表 2　中医证型分类 
Tab 2　Syndromes typ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证型 频数 占比 /%
脾胃湿热 109 54.50
肝胃气滞   55 27.50
肝胃郁热   17   8.50
胃络瘀血   10   5.00
脾胃虚弱     7   3.50
胃阴不足     2   1.00

2.2　用药频次分析

　　符合纳入标准的有 200 首处方，包含 247 味
药物。用药频次在 70 次以上的有 30 味中药，其
中使用频次排前 3 位的分别是茯苓、白芍、香附，
见表 3。
2.3　药物四气、五味、归经分析

　　对 200 首处方中的 247 种药物归经频次进行
分析，四气频次统计显示寒性药物使用频次为
2194 次，所占比例最大，为 38.09%；五味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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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苦味药物的使用频次是 2860 次，所占
比例最大，为 33.87%，见表 4。归经频次统计显
示：使用频次第一位的是胃经，见表 5。

表 4　药物四气、五味频次分析 
Tab 4　Frequency of four qi and five flavors of drugs

四气 频次 五味 频次

寒 2194 苦 2860
温 2115 辛 2775
平 1294 甘 2013
凉   146 酸   454
热     11 咸   195

涩   147

表 5　药物归经频次分析 
Tab 5　Frequency of channel tropism of drugs

序号 归经 频次 序号 归经 频次 序号 归经 频次

1 胃 3077 5 心 1518 9 小肠 556

2 脾 3023 6 大肠 1022 10 膀胱 361

3 肝 2284 7 胆 861 11 三焦 232

4 肺 1783 8 肾 730 12 心包 68

2.4　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规律分析

　　将支持度个数设为 114，置信度设为 0.95，获
得核心组合 28 个，涉及 13 味中药，其中使用频
率最高的药对是白芍 - 茯苓，见表 6。分析所得药
物组合的用药规则见表 7，网络展示见图 1。

表 6　处方中使用频次为 114 以上的药物组合 
Tab 6　Drug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with frequency over 114

序号 药物模式 频次 序号 药物模式 频次

1 白芍 - 茯苓 145 15 白芍 - 百合 118
2 茯苓 - 香附 142 16 茯苓 - 茵陈 117
3 当归 - 茯苓 142 17 当归 - 香附 117
4 当归 - 白芍 141 18 白芍 - 枳实 117
5 当归 - 白芍 - 茯苓 136 19 白芍 - 茯苓 - 香附 117
6 黄芩 - 茯苓 134 20 黄芩 - 香附 116
7 砂仁 - 茯苓 130 21 茯苓 - 枳实 116
8 白花蛇舌草 - 茯苓 129 22 白芍 - 百合 - 茯苓 116
9 鸡内金 - 茯苓 125 23 砂仁 - 茯苓 - 香附 115
10 砂仁 - 香附 124 24 当归 - 茯苓 - 香附 115
11 黄芩 - 白花蛇舌草 122 25 当归 - 百合 - 茯苓 115
12 白芍 - 香附 122 26 当归 - 百合 115
13 百合 - 茯苓 119 27 百合 - 乌药 115
14 茯苓 - 三七 118 28 当归 - 枳实 114

表 3　药物频次分析 
Tab 3　Drug use frequency

序号 中药名称 频次 序号 中药名称 频次 序号 中药名称 频次

1 茯苓 178 11 百合 124 21 蒲公英 92
2 白芍 154 12 黄连 123 22 柴胡 90
3 香附 154 13 三七 119 23 延胡索 90
4 黄芩 148 14 厚朴 116 24 全蝎 88
5 当归 147 15 乌药 115 25 莱菔子 83
6 砂仁 142 16 川芎 110 26 紫苏梗 81
7 白花蛇舌草 141 17 半枝莲 107 27 藿香 79
8 枳实 131 18 半边莲 99 28 木香 77
9 鸡内金 128 19 豆蔻 99 29 佩兰 74
10 茵陈 128 20 炒白术 94 30 苦参 74

2.5　新方分析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和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
的新处方分析：选择相关系数为 10，惩罚度为 3，
运用复杂系统熵聚类，提取出 3 ～ 4 味药的核心
组合，共计 46 个（见表 8）。在以上核心组合的
基础上，应用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算法，得到 14
个核心组合，见表 9，网络视图见图 2。可以进
一步聚类，得到 7 首新处方（见表 10），新处方
药物网络图见图 3。

3　讨论
　　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中医“胃脘痛”“痞满”等
范畴，临床上多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呃逆、
嗳气等，病位在胃腑，与脾、肝和肾三脏密切相
关，病因多由感受外邪、情志内伤和饮食不节等
因素损伤脾胃，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调、中焦气
机不利而发病。本文收集本院治疗慢性萎缩性胃
炎的病例，筛选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有效处方
200 首，采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处方中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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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组方规律、规则分析，进一步进行数据挖
掘，提取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新方剂。
3.1　中医证型研究
　　本研究显示在证型分类中脾胃湿热证占第一
位（54.50%）。由于湿热致病广泛，缠绵难愈，病
因病机复杂，病程较长，一直备受关注。王彦刚
等 [5] 认为浊毒既是致病因素，同时是代谢产物，
也是病理产物，提出“浊毒学说”，并以清热利
湿和化浊解毒为根本大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临床疗效显著。此外，在湿热证的病程中要忌大
汗、大下和滋补。吴鞠通 [6] 指出：“汗之则神昏耳
聋；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同时还要
注意慎用温补法，以免“甘温壅滞，助热留邪”。
肝胃气滞证在证型分类中占第二位（27.50%），这
提示精神因素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社会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激烈，忧思焦虑，
情志不畅，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横逆犯胃。黄
炜铭 [7] 认为目前临床上慢性萎缩性胃炎属肝胃气
滞证患者比例较大，治法以疏肝解郁、理气和胃
为主，方用胃炎舒解汤加红花。肝胃气滞证在疾
病演变过程中，久则可生郁热，甚则耗气伤阴，
而理气药又大多味辛偏燥，故在治疗选用理气药
时，须防过于香窜燥烈，尤须注意病情经久不愈
而阴份不足者。
3.2　常用药物
　　本研究通过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方剂总
结分析发现，用药频次排在前 10 位的分别是茯苓、
白芍、香附、黄芩、当归、砂仁、白花蛇舌草、枳实、
鸡内金、茵陈。归属中药中的利水渗湿药、清热药、
理气药、补虚药、化湿药和消食药。可见，治疗慢
性萎缩性胃炎用药多以苦味、寒味药物为主。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病机复杂多样，在辨
证时要分清主次和疾病的虚实。脾胃湿热者，加
茯苓、黄芩、砂仁、白花蛇舌草、厚朴、豆蔻、
蒲公英、藿香等清热化湿，和中醒脾；肝胃气滞
者，加香附、白芍、枳实、川芎、苏梗、木香等
疏肝理气和胃；肝胃郁热者，加黄芩、茵陈、白
芍、黄连、柴胡等清肝泻热，和胃止痛；胃络瘀

表 7　处方中药物组合关联规则 (置信度＞ 0.95) 
Tab 7　Association rules of drug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fidence ＞ 0.95)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1 乌药 → 百合 1.000   9 当归 → 茯苓 0.9660
2 当归，百合 → 茯苓 1.000 10 当归，白芍 → 茯苓 0.9645
3 三七 → 茯苓 0.9916 11 百合 → 茯苓 0.9597
4 白芍，百合 → 茯苓 0.9831 12 当归 → 白芍 0.9592
5 当归，香附 → 茯苓 0.9829 13 白芍，香附 → 茯苓 0.9590
6 鸡内金 → 茯苓 0.9766 14 当归，茯苓 → 白芍 0.9577
7 百合，茯苓 → 白芍 0.9748 15 百合 → 白芍 0.9516
8 百合，茯苓 → 当归 0.9664

图 1　关联规则网络展示图（支持度为 114，置信度为 0.95）
Fig 1　Demonstration of association network （support 114，confidence 
0.95）

表 8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药物核心组合 
Tab 8　Key drug combinations based on complex entropy clustering  

system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1 竹茹 - 荷叶 - 天花粉 25 半边莲 - 绞股蓝 - 半枝莲

2 香橼 - 佛手 - 预知子 26 虎杖 - 赤芍 - 黄精

3 香橼 - 预知子 - 鸡内金 27 炒麦芽 - 陈皮 - 乌药

4 香橼 - 厚朴 - 鸡内金 28 僵蚕 - 冬凌草 - 石见穿 - 藤梨根

5 白芍 - 川芎 - 乌药 29 香橼 - 藤梨根 - 预知子 - 合欢皮

6 白芍 - 川芎 - 百合 30 白芍 - 枳实 - 当归 - 百合

7 白芍 - 当归 - 乌药 31 全蝎 - 茵陈 - 半边莲 - 半枝莲

8 全蝎 - 苦参 - 半边莲 32 全蝎 - 板蓝根 - 藿香 - 鸡骨草

9 茵陈 - 黄连 - 鸡骨草 33 全蝎 - 苦参 - 藿香 - 鸡骨草

10 茵陈 - 厚朴 - 鸡内金 34 牡蛎 - 儿茶 - 生地黄 - 珍珠母

11 牡蛎 - 龙骨 - 珍珠母 35 儿茶 - 生地黄 - 寒水石 - 珍珠母

12 板蓝根 -鸡骨草 -绞股蓝 36 板蓝根 - 藿香 - 柴胡 - 鸡骨草

13 延胡索 -蒲公英 -合欢皮 37 板蓝根 - 藿香 - 柴胡 - 蒲公英

14 白芷 - 甘松 - 五灵脂 38 黄芩 - 白花蛇舌草 - 半边莲 - 半
枝莲15 白芷 - 虎杖 - 丹参

16 苦参 - 鸡骨草 - 绞股蓝 39 苦参 - 藿香 - 柴胡 - 鸡骨草

17 苦参 - 半边莲 - 绞股蓝 40 苦参 - 藿香 - 黄连 - 鸡骨草

18 佩兰 - 半边莲 - 半枝莲 41 川芎 - 三七 - 豆蔻 - 乌药

19 龙骨 - 珍珠母 - 石决明 42 川芎 - 三七 - 豆蔻 - 百合

20 青皮 - 虎杖 - 赤芍 43 川芎 - 三七 - 豆蔻 - 鸡内金

21 莱菔子 - 清半夏 - 瓜蒌 44 川芎 - 豆蔻 - 石菖蒲 - 郁金

22 当归 - 陈皮 - 乌药 45 藿香 - 豆蔻 - 黄连 - 鸡骨草

23 当归 - 陈皮 - 百合 46 蒲公英 - 合欢皮 - 石菖蒲 - 郁金

24 当归 - 茯苓 - 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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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用于新处方聚类的药物组合 
Tab 9　Drug combinations of new prescription clustering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1 香橼，预知子，鸡内金 8 香橼，厚朴，鸡内金

2 白芷，甘松，五灵脂 9 白芷，虎杖，丹参

3 当归，陈皮，乌药 10 炒麦芽，陈皮，乌药

4 板蓝根，藿香，柴胡，鸡骨草 11 苦参，藿香，柴胡，鸡骨草

5 板蓝根，藿香，柴胡，蒲公英 12 藿香，柴胡，蒲公英，石菖蒲，郁金

6 藿香，豆蔻，黄连，鸡骨草 13 藿香，豆蔻，黄连，石菖蒲，郁金

7 香橼，黄连，合欢皮，石菖蒲，郁金 14 香橼，预知子，合欢皮，石菖蒲，郁金

表 10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Tab 10　New prescriptions based on entropy clustering

序号 新处方 功效 适应证

1 香橼，预知子，鸡内金，厚朴 疏肝理气，消食和胃 肝胃气滞证

2 白芷，甘松，五灵脂，虎杖，丹参 理气止痛，活血祛瘀 胃络瘀血证

3 当归，陈皮，乌药，炒麦芽 疏肝理气，健脾开胃 脾胃虚弱证

4 板蓝根，藿香，柴胡，鸡骨草，苦参 清热解毒，行气化湿 脾胃湿热证

5 板蓝根，藿香，柴胡，蒲公英，石菖蒲，郁金 疏肝和胃，解毒化湿 肝胃郁热证

6 藿香，豆蔻，黄连，鸡骨草，石菖蒲，郁金 清热燥湿，芳香行气 脾胃湿热证

7 香橼，黄连，合欢皮，石菖蒲，郁金，预知子 疏肝理气，化湿和胃 肝胃气滞证

图 2　用于新处方聚类的组合药物网络展示图

Fig 2　Network demonstrations of drug combination of new prescription 
clustering

图 3　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新处方药物网络展示图

Fig 3　Network demonstration of new prescription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prescription

血者，加当归、三七、延胡索等理气活血，化瘀
止痛。接下来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用药频次排名靠

前的药物进行深入分析。
　　茯苓归心、脾、肾经，具有健脾和胃、利水
渗湿、宁心等作用，研究表明茯苓有抗炎、调节
胃肠功能、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8]。白芍味苦、酸，
性微寒，具有养血柔肝、敛阴止汗、缓中止痛等
作用，研究表明白芍有抗炎、提高免疫功能、抗
溃疡、抗菌消炎等药理作用 [9-10]。《滇南本草》记
载：“收肝气逆疼，调养心肝脾经血，舒经降气，
止肝气疼痛”，说明白芍具有柔肝止痛、舒经缓
急的作用。香附具有疏肝理气、调经止痛等作用，
其提取物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来预防阿司匹林引
起的胃黏膜损伤 [11]。香附还具有理气宽中，助消
化的作用。黄芩具有苦寒之性，尤善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有研究表明黄芩素发挥抗氧化应激及
抗炎的作用可改善胃溃疡大鼠胃黏膜损伤 [12]。当
归味甘、辛，性温，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同时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当归有抗氧化、镇痛、抗炎、
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13]。白花蛇舌草，味苦、甘，
性寒，入胃、大肠、小肠经，有清热解毒、清利
湿热之效，现代药理研究显示，白花蛇舌草总黄
酮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同时，其提取物具有免
疫调节作用 [14]。枳实，苦寒，归脾、胃经，有破
气消积、化痰除痞之功，为治疗脾胃病的常用中
药。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可见，以上 10 种药物为
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常用要药。
3.3　常用药物组合
　　进一步分析其用药模式，设置支持度为 114，
可以得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常用药物组合，
涉及中药 13 味，包含药物茯苓、白芍、香附、黄
芩、当归、砂仁、白花蛇舌草、鸡内金、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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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乌药、枳实、茵陈。其中白芍、香附、黄芩、
当归、砂仁、白花蛇舌草、鸡内金与茯苓，当归
与白芍，砂仁与香附，茯苓、当归与白芍之间最
常见配伍。统计分析显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处方中最常用的两味药对是白芍 - 茯苓，茯苓能
健脾渗湿以促气血生化，白芍于土中泻木，柔肝
抑肝，二药相伍，脾健肝柔，脾胃自和。最常用
的三味药对是当归 - 白芍 - 茯苓，辛散苦泄之品散
邪易耗伤人体正气，而以甘味药物补之，可缓和
辛味苦味药物过急之性，更能使中气充沛，而使
上下气机转输正常。故三者合用，可使散邪而不
伤正，扶正而不敛邪。健脾药以茯苓最常用，针
对脾胃虚弱的病机特点；疏肝药以白芍、香附最
常用，针对肝胃不和的病机特点；清热药以黄芩、
白花蛇舌草最常用，针对湿热内蕴的病机特点；
化湿药以砂仁最常用，针对寒湿蕴脾的病机特点；
活血药以当归、三七最常用，针对胃络瘀阻的病
机特点；理气药以乌药、枳实最常用，针对脾虚
气滞和肝郁气滞的病机特点。这些药物组合体现
了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以益气健脾、清热化
湿、疏肝理气为基本大法，佐以清肝、养阴、活
血的治疗思想。
3.4　新处方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用熵层次聚类分析数
据挖掘方法，得到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14 个核
心组合，7 个新处方，分析其药物组成，新方 1
和 7 适应肝胃气滞证；新方 2 适应胃络瘀血证；
新方 3 适应脾胃虚弱证；新方 4、5 和 6 适应湿
热和肝郁证。7 个新处方有疏肝、理气、和胃、
活血、健脾、清热、解毒、祛湿的功效，能治脾
胃虚弱，兼有湿热蕴结、肝郁脾虚、气滞血瘀、
湿浊中阻等因素导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补虚泻
实，扶正祛邪，对临床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提供
重要的指导意义。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药用药有其多样性，本文
结合以前的相关研究 [15-16]，基于医院 HIS 系统和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平台，分析了本院治疗慢性萎
缩性胃炎的方剂组方用药规律。通过对临床数据
的发掘获得了药物使用频次、核心组合和新处方
等信息，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深入研究提供
了更有价值的思路。同时，本研究也表明中医传

承辅助平台可用于总结名老中医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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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在提高抗菌药物调配残留量达标率方面的应用

刘梦，赵欣，艾则孜江·艾尔肯，滕亮*（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应用正交试验提高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抗菌药物调配残留量达标率。方法　采用正

交试验考察溶媒体积（7.5 mL 和 10 mL）、溶药针类型（直孔针和侧孔针）、预溶后静置放置时

间（0 min 和 2 min）、振荡时间（0 min 和 1 min）4 个因素对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头孢他啶、

头孢曲松钠、盐酸万古霉素混合调配后残留量的影响。建立药品调配残留量限度标准，采用减

重称量法测定抗菌药物的调配残留量。结果　溶药针类型对残留量影响最小，振荡时间对残留

量影响最大，最终采用 10 mL 溶媒、侧孔针头、加入溶媒后放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的

方式进行抗菌药物调配。结论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头孢他啶、头孢曲松钠、盐酸万古霉素

调配残留达标率由 40%、46%、24% 和 40% 分别提升到 84%、86%、80% 和 88%，采用此调

配方式可降低抗菌药物的调配残留量，提高静脉输液质量。

关键词：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抗菌药物；正交试验；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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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gonal test in 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residue in antibiotics 

LIU Meng, ZHAO Xin, Aize-zi-jiang AIERKEN, TENG Li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Abstr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residue in antibiotics by orthogonal test in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Methods  Orthogonal test were used. The solvent volume 
(7.5 mL and 10 mL), solvent needle type (straight-hole needles and side-hole needles), standing time 
after the pre-dissolution and oscillation time were selected as the 4 main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n the residue proportion in antibiotics, such as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ceftazidime, 
ceftriaxone sodium and vancomycin hydrochloride. The limit of drug mixture residue was established. 
The residue of antibiotics was determined by weight-loss weighing. Results  The solvent needle 
type had minimal impact on residue, and oscillation time had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residue. 
The final mixture method was determined as the 10 mL solvent volume, side-hole needles and 1 min 
oscillation time after adding the solvent.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residue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ceftazidime, ceftriaxone sodium and vancomycin hydrochloride is raised from 40%, 
46%, 24% and 40% up to 84%, 86%, 80% and 88%. The residue of antibiotics can be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can be improved by the method. 
Key words: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antibiotics; orthogonal design;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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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日调配量大，
工作强度高、节奏紧张、效率高。在 PIVAS 高强
度、高效率的工作背后，本院 PIVAS 发现存在药
品残留量高的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 PIVAS 将
关注点转向如何控制并降低药品的残留量及减少

人员差异造成的残留量差异，从而保证患者输液
剂量的准确性、确保药物的有效治疗效果 [1-3]。
　　抗菌药物引湿性较强 [4]，大多数抗菌药物在混
合调配过程中溶解性差，一般遇溶媒易结块、沉降
于西林瓶底和产生泡沫，导致溶解不完全 [5]。齐雷



2186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等 [6] 发现影响 PIVAS 难溶性抗菌药物残留量的主
要因素为溶媒体积，其次为溶药针类型。本院抗菌
药物中，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头孢他啶、头孢曲
松钠、盐酸万古霉素调配后药品残留量大。现拟根
据以上每种药品的溶解特性、调配特点，采用正交
试验法探讨溶媒体积、溶药针类型、预溶后静置放
置时间、振荡时间 4 个因素对上述药物混合调配后
残留量的影响。
1　材料

1.1　仪器

　　生物安全柜（BSC-ⅡA2 型）、水平层流台
（SW-CJ-1B 型）（苏净集团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
公司）；真空干燥箱（DZF-6050 型，上海一恒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 [SQP 型，赛多利斯
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d ＝ 0.1 mg]；振荡器
（JY-B 型，扬州全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振荡器
（DT96-4 型，江苏大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振
荡器（ZW-B 型，常州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微量进样器（上海高鸽工贸有限公司，500 μL）；
一次性使用无菌溶药注射器（山东威高集团医用
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规格：30 mL 直孔针，
20 mL 侧孔针，溶药针规格：1.6 mm）；一次性使
用无菌注射针（上海康德菜集团，1.2 mm）。
1.2　试药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商品名：泰能，规
格：0.5 g∶0.5 g， 批 号：S039903，Merck Sharp 
＆ Dohme Corp.USA），头孢他啶（商品名：凯复
定，规格：1.0 g，批号：108538C，Antibioticos 
do Brasil Ltda.），头孢曲松钠（商品名：罗氏芬，
规格：1.0 g，批号：SH6691，上海罗氏制药有限
公司），盐酸万古霉素（商品名：稳可信，规格：
500 mg，批号：D096448，VIANEX S.A.）。
2　方法

2.1　平均装量的测定 
　　取同一批号的药品 5 瓶，除去标签、铝盖，容
器外壁用乙醇擦净，35℃、0.1 MPa条件下干燥，
小心开启内塞，使容器内外气压差平衡，盖紧后精
密称定。然后倾出内容物，容器依次用蒸馏水或无
水乙醇洗涤干净，在 35℃、0.1 MPa条件下减压干
燥至恒重后，再分别精密称定每一容器的质量，求
出每瓶装量与平均装量。每瓶装量与平均装量相比
较应符合装量差异限度规定，若有 1 瓶不符合规
定，应另取 10 瓶复试，应符合规定。
2.2　残留量限度标准

　　根据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制剂通则中

注射剂装量的相关规定 [7]，制订注射用无菌粉末
调配残留量限度标准，见表1。药品残留限度量＝

平均装量 ×残留量限度。

表 1　注射用无菌粉末残留量限度标准 
Tab 1　Residue limit standard of sterile powder for injection

平均装量 /g 残留量限度 /%
≤ 0.05  ±15
0.05 ～ 0.15  ±10
0.15 ～ 0.50 ±7
＞ 0.50 ±5

2.3　调配残留量和调配残留达标率的测定 
　　取“2.1”项下批次的药品，除去标签、铝盖，
容器外壁用乙醇擦净，在 35℃、0.1 MPa 条件下减
压干燥至恒重，盖紧胶塞后精密称定；然后将西林
瓶及相应胶塞用蒸馏水、无水乙醇洗涤干净，在上
述条件下减压干燥至恒重，盖紧胶塞后精密称定。
采用减量称重法进行调配残留量的计算。若残留量
小于残留限度量，则判定为达标，反之为超标。统
计达标的西林瓶数量，计算调配残留达标率（药品
调配残留达标个数 / 总个数×100%）。
2.4　正交试验设计 [8]

　　本院 PIVAS 在调配药品方法一般是根据药品
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溶媒选择 0.9% 氯化钠注
射液。上述每种抗菌药物根据药品规格和西林瓶
体积，选择的溶媒量有所不同。调配时一般选择
30 mL 直孔一次性使用溶药注射器。除盐酸万古
霉素进行预溶外，其余药品直接进行调配。根据
每种药品的溶解特性、西林瓶体积，同时兼顾实
际工作和配制速度，确定每种药品的正交试验的
因素和水平。本试验以溶媒体积（A）、溶药针类
型（B）、预溶后静置放置时间（C）、振荡时间
（D）４个因素对上述难溶性抗菌药物调配后残留
量的影响进行考察，每个因素确定两个水平，以
西林瓶内药物残留量作为考察指标。选用 L8（24）
正交表进行试验，因素水平表见表 2。
2.5　正交试验调配流程 
　　每个品种、批号与测定平均装量时相同的
药品各取 24 支，按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入 8 个
试 验 方 案，1 号 -A1B1C1D1、2 号 -A1B1C1D2、3
号 -A1B2C2D1、4 号 -A1B2C2D2、5 号 -A2B1C2D1、
6 号 -A2B1C2D2、7 号 A2B2C1D1、8 号 A2B2C1D2。
每个试验方案下由 3 名操作人员平行进行调配。
调配过程与日常调配过程相同，其中预溶后静置
放置前将西林瓶上下颠倒 2 次。具体调配流程见
表 3。收集各组西林瓶，计算调配残留量，方法
同“2.3”项下。



2187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表 3　正交试验混合调配流程 
Tab 3　Admixing process of orthogonal test

No. 调配流程

1 7.5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溶解后直接加入液体中稀释

2 7.5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后放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

3 7.5 mL 溶媒，侧孔溶药针，加入溶媒静置放置 2 min 后稀释

4 7.5 mL 溶媒，侧孔溶药针，加入溶媒静置放置 2 min，再在振荡

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

5 10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静置放置 2 min 后稀释

6 10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静置放置 2 min，再在振荡

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

7 10 mL 溶媒，侧孔溶药针，加入溶媒溶解后直接加入液体中稀释

8 10 mL 溶媒，侧孔溶药针，加入溶媒后放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

2.6　统计学方法

　　将正交试验结果应用 SPSS 19.0 软件，计量
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平均装量和残留量限度、达标率

　　药品的平均装量和残留量限度、达标率结果
见表 4。

表 4　平均装量和残留量限度、达标率 
Tab 4　Average capacity，residue limit and proportion

药品名称 标示量
平均

装量 /g
残留量

限度 /g
残留量

达标率 /%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1.0 g 1.1477 0.0574 40

头孢他啶 1.0 g 1.2925 0.0646 46

头孢曲松钠 1.0 g 1.2242 0.0612 24

盐酸万古霉素 500 mg 0.5993 0.0300 40

3.2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3.2.1　直观分析　正交试验结果和 SPSS 软件直
观分析结果见表 5。比较各药品各个因素的极差
可知，溶药针类型对试验结果影响最小，振荡时
间对试验结果影响最大。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调
配后残留量最小的方案是 A2B2C1D2，即采用 10 
mL 溶媒，侧孔溶药针，加入溶媒后放在振荡器
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调配。头孢他啶、盐酸万古
霉素调配后残留量最小的方案是 A2B1C2D2，即采
用 10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静置放置

2 min，再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调配；头
孢曲松钠调配后残留量最小的方案是 A2B1C1D2，
即采用 10 mL 溶媒，直孔溶药针，加入溶媒后放
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稀释调配。
3.2.2　方差分析　由表 6 方差分析结果可知，4
个药品的溶药针类型的离均差平方和均最小，是
4 个因素中的误差项。对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头孢他啶和头孢曲松钠，溶媒体积和振荡时间为
关键因子，预溶后静置放置时间为重要因子，溶
药针类型为次要因子；对于盐酸万古霉素，预溶
后静置放置时间和振荡时间为关键因子，溶媒体
积为重要因子，溶药针类型为次要因子。
3.3　验证试验

　　根据结果，本院 PIVAS 采用 10 mL 溶媒，侧
孔针头，加入溶媒后放在振荡器上振荡 1 min 后
稀释的方式进行调配。采用此种调配方式让“调
配残留量和调配残留达标率的测定”项的 10 名
混合调配人员再次进行调配，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钠、头孢他啶、头孢曲松钠和盐酸万古霉素的调
配达标率分别由 40%、46%、24%、40% 提高至
84%、86%、80% 和 88%。
4　讨论
4.1　溶药针类型的影响
　　侧孔针头在抽取最后留在西林瓶瓶口的药液
时，针头的孔可以尽可能地与药液平齐，避免药液
残留过多 [9-10]；而直孔针头可使溶媒快速而直接冲
击到底部较为紧实的粉末，加快溶解速度并使溶解
更为完全。本次试验发现溶药针类型对调配后的残
留量影响不大，但为了避免药品溶解时进入胶塞和
药液中的微粒，推荐采用侧孔针进行溶解。
4.2　残留量超标原因及改进方法
　　本次研究发现导致本院药品调配残留量达标率
低的原因如下 [11-12]：① 对于抗菌药物，由于其药品
性质和干燥方式导致遇溶媒易结块并沉降于西林瓶
底，难以完全溶解；② 调配人员责任意识薄弱，片
面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出现不规范操作的现象，
如溶媒量加入不够、振摇溶解不充分、西林瓶颈部
残留液未抽干净；③ 操作方法不当，如抽药手法及
角度不当、加入溶媒方式不当导致泡沫太多。
　　责任意识、质量意识、专业素养以及调配操
作手法是影响药品调配残留量达标率的最主要因
素。为确保在实际调配工作按照优化的方法进行，
需要在 PIVAS 工作中完善和规范：① 采取定期培
训和分层次的培训模式，规范工作人员的操作，
尤其对于残留量较大的调配人员要持续重点关注
和样品抽查 [13]；② 加强岗位培训和敬业精神培训，
增强责任心和质量教育；③ 加强设备设施的维护

表 2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Tab 2　Factor and level of orthogonal test

水平

因素

溶媒体积

（A）/mL
溶药针类型

（B）

预溶后静置放置 
时间（C）/min

振荡时间

（D）/min

1 7.5 直孔 0 0

2 10 侧孔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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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养，确保适宜的调配环境；④ 持续不断地进
行 PDCA 循环，探索有效和合理的调配方法。
4.3　小结
　　本院 PIVAS 已建立抗菌药物调配方法标准作
业程序（SOP），该方法可作为部分难溶性药物的
调配规范，为其他医院及部门提供参考，促进调配
人员更快、更好地掌握标准配制方法。PIVAS 工作
人员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熟练、规范的调配操
作手法，减少药品调配过程中出现的剂量误差，保
证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确保患者的用
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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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L8 (2
4)正交试验结果 

Tab 5　L8 (2
4) orthogonal test

药品

名称

试验

编号

因素 残留量 /mg
A B C D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头孢他啶 头孢曲松钠 盐酸万古霉素

1 1 1 1 1 80.5 71.8 75.2 76.5
2 1 1 1 2 54.2 52.2 70.5 26.2
3 1 2 2 1 75.8 75.9 94.4 51.2
4 1 2 2 2 62.3 41.6 66.7 20.3
5 2 1 2 1 66.3 47.2 67.9 40.3
6 2 1 2 2 40.5 35.1 40.8 17.3
7 2 2 1 1 56.2 50.1 50.3 73.4
8 2 2 1 2 45.2 41.6 47.6 21.2

亚胺培南西司

他丁钠

K1 68.20 60.38 59.03 69.70
K2 52.05 59.88 61.23 50.55
R 16.15 0.50 2.20 19.15

头孢他啶 K1 60.38 51.58 53.93 61.25
K2 43.50 52.30 49.95 42.63
R 16.88 0.73 3.98 18.63

头孢曲松钠 K1 76.70 63.60 60.90 71.95
K2 51.65 64.75 67.45 56.40
R 25.05 1.15 6.55 15.55

盐酸万古霉素 K1 43.55 40.08 49.33 60.35
K2 38.05 41.53 32.28 21.25
R 5.50 1.45 17.05 39.10

表 6　方差分析表 
Tab 6　Analysis of variance

因素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头孢他啶 头孢曲松钠 盐酸万古霉素

离均差

平方和
F P

离均差

平方和
F P

离均差

平方和
F P

离均差

平方和
F P

A 521.65 1043.29 ＜ 0.01 569.53 541.77 ＜ 0.01 1255.01 474.48 ＜ 0.01     60.50   14.39 ＜ 0.05
B     0.50  1 ＞ 0.05   1.1   1.0 ＞ 0.05     2.6 1 ＞ 0.05         4.205 1 ＞ 0.05
C     9.68     19.36 ＜ 0.05   31.60   30.06 ＜ 0.05     85.81   32.44 ＜ 0.05   581.41 138.27 ＜ 0.01
D 733.45 1466.89 ＜ 0.01 693.78 659.96 ＜ 0.01   483.61 182.84 ＜ 0.01 3057.62 727.14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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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患者长处方的安全性评价

王彧杰，原永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011）

摘要：目的　建立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评估长处方对患者药物治疗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根据知信行理论，利用德尔菲法设计评价量表。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后，对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门诊慢病长处方患者用药安全性进行调查。结果　此次专家设

计的量表权威程度为 0.882，信度为 0.813，各问题的支持率大于 70%，变异系数均小于 0.25，
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慢病患者对慢病药物治疗的知识、认同度以及依从性方面的认同均超过

80%。但长处方组中有 20% 患者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用量，显著高于正常处方组（11.7%）；

长处方组患者维持率高于正常处方组。长处方患者中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的患者控制率高，约

登指数达到 0.83。结论　长处方对患者的治疗控制率高，疫情期间对于慢病稳定期的患者可开

具长处方，但应重点提示患者治疗期间勿自行调整药物剂量，用药前应重视阅读药品说明书。

关键词：慢病；德尔菲法；长处方；安全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1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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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f long-term prescriptions for chronic diseases

WANG Yu-jie, YUAN Yong-f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scription safety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assess 
the safety of long-term prescriptions. Methods  Safety evaluation scale was designed with Delphi 
method by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theory. After establish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safety of medication for the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from April 
1, 2020 to June 30, 2020. Results  The authority of the scale was 0.882 and the reliability was 0.813. 
The approval rate of each question was higher than 70%,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lower than 
0.25, indicating good efficacy of the scale. More than 80% of the patients showed good knowledge, 
attitude and compliance. However, 20% of the patients in the long-term prescription group adjusted their 
medication plan, versus 11.7% in the normal prescription group. The maintenanc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long-term prescrip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prescription group. Among the long-
term prescription patients, those who carefully read the drug instructions had a high control rate, and the 
Youden index was 0.83.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long-term prescriptions is useful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able chronic diseases. Patients with long-term prescriptions are prone to self-
adjusting the drugs dosag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harmacists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in this regard. 
Key words: chronic disease; Delphi method; long-term prescription; safety evaluation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抗疫相关药事管理与合理用药研究专项课题（No. JDYX2020KYZX006）；上海

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No. 沪卫计人事 [2019]72 号）。

作者简介：王彧杰，男，硕士，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和医院药事管理工作，E-mail：iwangyj@163.com　* 通信作者：原永芳，

女，博士，主任药师，主要从事医院药事管理研究，E-mail：nmxyyf@126.com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国家卫
健委为减少患者就医发生交叉感染的可能，对于
门诊慢性病患者，视病情可以将其处方用量延长
至 12 周。医疗机构也积极响应号召，执行该要

求。研究表明患者对于服药的态度会影响慢病药
物治疗的依从性 [1]。因此，本研究围绕延长患者
用药处方开展安全性评价，为全国实行延长处方
用量的政策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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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

1.1　建立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

　　邀请 10 位药学专家，根据知信行理论，利
用德尔菲法设计评价量表。统计专家参加的积极
系数、权威系数和协调系数。
　　权威系数（Cr）表示专家权威程度，专家的
权威程度一般由专家对研究问题的熟悉程度和判
断依据来决定，其中熟悉程度（Cs）分为很熟悉、
熟悉、较熟悉、一般、较不熟悉、很不熟悉 6 个
等级，分别赋值为 0.9、0.7、0.5、0.3、0.1、0.0；
判断依据（Ca）包括理论分析、实践经验、同行
了解、个人直觉 4 个维度，根据对专家判断影响
程度的大小将每个维度分为大、中、小 3 个层次，
赋值情况为理论分析 0.3、0.2、0.1； 实践经验 0.5、
0.4、0.3；同行了解 0.1、0.1、0.1；个人直觉 0.1、
0.1、0.1。Cr ＝（Ca ＋ Cs）/2。
　　采用 Likert 5 分量表法，对量表中的问题重
要程度进行打分，分值 1 ～ 5（很重要 5 分；重要
4 分；一般重要 3 分；不太重要 2 分；不重要 1 分）。
用 Kendall’s W 指数反映量表中问题的协调程度，
并利用卡方检验对协调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根据权威系数和协调系数调整量表内容，对
修改后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根据各专家
评分，利用 Cronbach’s α 公式（见公式 1）计算量
表信度。根据 Likert 5 分量表计算专家对问卷内
容的支持程度，并计算每个问题的变异系数。

　　α ＝      公式 1

1.2　慢病长处方患者用药安全性调查

1.2.1　研究对象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门诊慢病患者中按就诊时间顺序分别抽取开具超
过 1 个月用药量的慢病处方（长处方组）和不超过
1个月用药量的慢病处方（正常处方组）各 225张。
1.2.2　研究方法　2020 年 11 月对抽取的慢病患
者开展《新冠疫情期间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
量表》调查，并询问患者在用药期间疾病预后情
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2.3　研究指标
　　① 直接指标：患者疾病生理生化指标。比
较开具长处方前和长处方用药期间患者直接指标
变化，结合相关指南的诊断标准，转换成定性指
标：好转、持续控制、未控制。
　　② 间接指标：新冠疫情期间慢病患者处方安
全性评价量表得分。其中患者认知相关问题 5 个
（满分5分），患者态度相关问题4 个（满分4分），

患者行为相关问题 6 个（满分 6 分）。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 分析数据，对
于性别、处方金额数据采用独立 t 检验；年龄分
组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评价量
表得分、药物治疗转归情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建立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

2.1.1　量表设计　通过检索文献，参考《中国居
民用药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2]《Morisky
药物依从性量表》（MMAS-8）[3]、《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预防知识之慢性病患者预防临时指南》[4] 等
资料，利用知信行理论框架设计第一版《慢病患
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
2.1.2　量表评价　邀请 10 位药学专家对量表
进行第一轮评价，并对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系
数、协调系数进行统计。第一轮调查共发放量表
10 份，回收有效量表 10 份，专家积极系数达到
100%。统计量表中各问题的平均权威系数值（作
为量表咨询专家的权威程度）为 0.882（＞ 0.7），
说明此次咨询的专家权威程度符合要求。
　　汇总各专家对问题重要度打分结果后，考察
各问题评分结果的离散情况，用 Kendall’s W 指
数反映量表中问题的协调程度，并利用卡方检验
对协调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若 P ＜ 0.05，可以
认为协调系数经检验后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专家
评估或预测协调性好，结果可取。第一次设计的
量表 Kendall’s W 指数为 0.306，P ＜ 0.05，提示
该量表中问题协调程度一致（见表 1）。

表 1　第一次量表协调程度 
Tab 1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irst scale

指标 值

个案数 10
Kendall’s W 指数 0.306
卡方 88.719
自由度 29
渐近显著性 ＜ 0.001

2.1.3　优化量表　为进一步优化量表中问题的重
要度，提高协调程度。汇总专家对量表提出的意
见，对量表进行修改，并进行第二次评价。
　　① 量表信度评价：根据各专家评分，利用
Cronbach’s α 公式计算量表信度为 0.813，说明
该量表信度非常好（见表 2）。在 15 个问题中，
专家一致认为“孕妇、儿童以及老人是否与一般
成人用药标准一致”“新冠疫情期间是否担心到医
院就诊开药发生交叉感染”“是否认为用药前阅读
说明书很重要”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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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及信效度评价 
Tab 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rescription safety evaluation scal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分类 内容
Likert 5 评分 删除项后的

Cronbach’s α
支持率 /%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患者认知 是否认为越贵的药品越有效？ 4.20 0.422 0.844 84 0.10

孕妇、儿童以及老人是否与一般成人用药标准一致？ 5 0 － 100 0.00

是否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对您慢病的影响？ 4.80 0.422 0.854   96 0.09

是否了解您所使用药品的储存条件？ 4.90 0.316 0.844   98 0.06

是否了解评估您疾病治疗效果的方法？ 4.80 0.422 0.789   96 0.09

患者态度 新冠疫情期间是否担心到医院就诊开药发生交叉感染？ 5 0 － 100 0.00

是否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要？ 5 0 － 100 0.00

是否认为根据医师开具药物的用法用量给药很重要？ 4.90 0.316 0.762   98 0.06

是否认同目前的药物治疗方案？ 4.90 0.316 0.762   98 0.06

患者行为 是否没有在医师的建议下，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减量或停

服药物？

4.90 0.316 0.762   98 0.06

停止药物治疗后是否未再就医？ 4.80 0.422 0.774   96 0.09

过去一个月中是否有因为疾病进展而换药？ 4.90 0.316 0.762   98 0.06

是否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用量？ 4.90 0.316 0.762   98 0.06

主动向专业人员询问药物相关信息？ 4.80 0.422 0.854   96 0.09

您是否在症状得到控制后，自行减量服药？ 4.90 0.316 0.762   98 0.06

　　② 量表效度评价：根据 Likert 5 分量表计算
专家对问卷内容的支持程度，并计算每个问题的
变异系数。该量表中各问题的支持率大于 70%，
变异系数均小于 0.25，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2.2　慢病长处方患者用药安全性调查

2.2.1　受访者积极性　301 位开具超过 1 个月用
药量的慢病处方的患者中有 225 人接受并完成有
效评价，受访者积极性为 74.8%；270 位开具 1
个月内用药量的慢病处方的患者中有 225 人接受
并完成有效评价，受访者积极性为 83.3%。
2.2.2　基线分析　对长处方组和正常处方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以及处方金额进行分析（见表 3），
长处方组与正常处方组在患者性别与年龄方面无
显著性差异，平均年龄接近 65 岁，由此可见慢
病患者以老年人群为主。长处方组平均处方金额
为 632.48 元，显著高于正常处方组（P ＜ 0.001）。
2.2.3　评价量表得分　对 450 名慢病患者进行
“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调查（见表 4）。
发现 5 项内容长处方组与正常处方组患者存在显
著差异（P ＜ 0.05）。对于“了解评估您疾病治疗
效果的方法”“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未
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用量”长处方组患者的得
分显著高于正常处方组患者；“停止药物治疗后再
次就医”“过去一个月中没有因为疾病进展而换
药”正常处方组得分显著高于长处方组患者。
2.2.4　药物治疗转归　根据患者用药后症状及客
观指标变化判断，慢病患者药物治疗转归情况见

表 5，正常处方组中患者好转率、未控制率也显
著高于长处方组，而长处方组患者持续控制率高
于正常处方组。
2.2.5　量表中差异性评价指标对长处方患者疾病
控制的预测作用　长处方患者在“了解评估您疾
病治疗效果的方法”“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
要”“停止药物治疗后再次就医”“过去一个月中没
有因为疾病进展而换药”“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
用量”5 个评价指标与正常处方患者存在显著差
异。进而对上述评价指标与正常处方患者慢病药
物治疗转归进行比较。将好转及持续控制的患者
归为控制组后，进行二分类变量统计。结果表明
“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要”的长处方患者对
预测长处方患者慢病药物治疗转归的效率最高，

表 3　慢病患者处方基线分析 
Tab 3　Baseline of prescri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项目 长处方组 正常处方组 P

性别      0.509

男 100 107

女 125 118

年龄 / 岁      0.089

0 ～ 17     2     2

18 ～ 44   26   32

45 ～ 64   77   89

65 ～ 90 115 100

＞ 90     4     2

平均年龄 63.2±15.0 61.3±17.0      0.203

处方金额 / 元      632.48      249.35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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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敏感度 97.63%，特异度 85.71%，阳性预测值
99.04%，阴性预测值 70.59%，约登指数 0.83。
3　讨论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本出台《关于做好当
前慢性病长期用药处方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
要求患者提高自我用药管理能力和用药依从性。

因此，首先需要设计量表对疫情中慢病患者自我
用药管理水平进行评价。通过德尔菲法设计的慢
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其
中，“孕妇、儿童以及老人是否与一般成人用药标
准一致”“新冠疫情期间是否担心到医院就诊开药
发生交叉感染”“是否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
要”三个问题被专家一致认为非常重要。这也与
已有的研究契合，上述问题可影响药物治疗的安
全性和可及性，从而改变药物治疗效果 [5-7]。
　　利用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对开具长
处方和正常处方的患者进行调查发现，上海市慢
病患者对与慢病药物治疗的知识、认同度以及依
从性方面的认同均超过 80%，高于德国 [8]、希腊 [9]

以及中东 [10] 等国家开展的药物依从性评价结果。
　　通过量表比较长处方和正常处方慢病患者对疾
病治疗的知、信、行方面的区别。长处方的患者在
了解疾病、用药前阅读药品说明书、持续药物治疗
方面优于正常处方的患者。这可能与患病的时间有
关。长期药物治疗的慢病患者对于疾病和药物的了
解程度高于新诊断的慢病患者 [11]。然而，研究中
发现 20% 的长处方患者在治疗期间调整过药物剂
量，显著高于正常处方患者。患者自行调整药物剂
量是影响慢病患者药物依从性的主要因素 [12]。
　　进一步分析慢病长处方患者对药物治疗知信
行方面的了解以及疾病治疗的转归情况。慢病长
处方对于患者疾病控制优于正常处方，这可能与

表 4　慢病患者处方安全性评价量表平均得分 
Tab 4　Average scores of prescription safety evaluation scal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分类 内容 长处方组 正常处方组 P 值

患者认知 是否认为越贵的药品越有效？ 0.876 0.902 0.369

孕妇、儿童以及老人是否与一般成人用药标准一致？ 0.907 0.924 0.498

是否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对您慢病的影响？ 0.791 0.742 0.221

是否了解您所使用药品的储存条件？ 0.947 0.964 0.361

是否了解评估您疾病治疗效果的方法？ 0.871 0.791 0.024

患者态度 新冠疫情期间是否担心到医院就诊开药发生交叉感染？ 0.658 0.613 0.328

是否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要？ 0.924 0.791 ＜ 0.001

是否认为根据医师开具药物的用法用量给药很重要？ 0.996 0.978 0.101

是否认同目前的药物治疗方案？ 0.831 0.800 0.395

患者行为 是否没有在医师的建议下，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减量或停服药物？ 0.956 0.933 0.304

停止药物治疗后是否未再就医？ 0.920 0.782 ＜ 0.001

过去一个月中是否有因为疾病进展而换药？ 0.987 0.942 0.011

是否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用量？ 0.800 0.893 0.006

主动向专业人员询问药物相关信息？ 0.844 0.880 0.274

您是否在症状得到控制后，自行减量服药？ 0.907 0.947 0.104

表 5　慢病患者药物治疗转归比较 [n (%)] 
Tab 5　Outcomes of drug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 [n (%)]

组别 未控制 持续控制 好转

长处方组 14（6.2%） 133（59.1%）   78（34.7%）

正常处方组 41（18.2%）*   38（16.9%）* 146（64.9%）*

注（Note）：与长处方组相比，*P ＜ 0.001（Compared with the 
long-term prescriptions group，*P ＜ 0.001）。

表 6　长处方安全性评价指标对判断慢病控制的作用 
Tab 6　Effect of prescription safety evaluation on the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in prescribing long-course medicines

评价指标
正确的

阳性
假阴性 假阳性

正确的

阴性

敏感

度 /%
特异

度 /%
阳性预

测值 /%
阴性预

测值 /%
约登

指数

了解评估您疾病治疗效果的方法 189 22   7   7 89.57 50.00 96.43 24.14 0.40 

认为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要 206   5   2 12 97.63 85.71 99.04 70.59 0.83 

停止药物治疗后再次就医 203   8   4 10 96.21 71.43 98.07 55.56 0.68 

过去一个月中没有因为疾病进展而换药 210   1 12   2 99.53 14.29 94.59 66.67 0.14 

未自行调整过药物或用法用量 175 36   5   9 82.94 64.29 97.22 20.0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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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处方患者处于疾病稳定期有关。此外，针对长
处方与正常处方患者对量表中有显著差异的指
标，分析长处方患者中相关指标的理解对预后的
影响。发现患者用药前阅读说明书很重要，该评
估指标能很好地预测患者药物治疗的预后。药品
说明书中既包括了药物的用法用量信息，也包括
了用药时的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有助于改善患
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和治疗效果 [13]。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药师在为长处方患者
发药时应重点提示患者治疗期间勿自行调整药物
剂量，告知患者用药前应重视阅读药品说明书。

参考文献

[1] 缪琴，刘竟芳 . 长沙市城区老年慢性病患者服药依从性

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南药学，2019，17（10）：1783-1787. 
[2] 张佳颖，郭西芮，吴行伟，等 . 居民用药风险“知识 -

态度 - 行为”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药房，2018，
29（11）：1445-1448.

[3] Morisky DE，Ang A，Krousel-Wood M，et al. Predictive 
validity of a medication adherence measure in an outpatient 
setting [J]. J Clin Hypertens，2008，10（5）：348-354.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

众防护指南》. （2020-01-30）[2021-05-19]. https://www.
chinacdc.cn/jkzt/crb/zl/szkb_11803/jszl_2275/202001/
t20200131_212080.html.

[5] Lin HY，Liao CC，Cheng SH，et al. Association of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with adverse out-
comes in ambulatory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

es [J]. Drugs Aging，2008，25（1）：49-59. 
[6] Katz MG，Kripalani S，Weiss BD. Use of pictorial aids in 

medication instruction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Am J 
Health Syst Pharm，2006，63（23）：2391-2397. 

[7] Mauro V，Lorenzo M，Paolo C，et al. Treat all COVID 
19-positive patients，but do not forget those negative 
with chronic diseases [J]. Intern Emerg Med，2020，15：
787-790. 

[8] Jüngst C，Gräber S，Simons S，et al. Medication adher-
ence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A survey-based 
study in pharmacies [J]. QJM，2019，112（7）：505-512. 

[9] Plakas S，Mastrogiannis D，Mantzorou M，et al. Valida-
tion of the 8-item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 in 
chronically ill ambulatory patients in rural Greece [J]. Open 
J Nurs，2016，6（3）：158-169. 

[10] Al Qasem A，Smith F，Clifford S. Adherence to medica-
tion among chronic patients in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Review of studies [J]. East Mediterr Health J，2011，17
（4）：356-363. 

[11] Holman H，Lorig K. Patient self-management：A key to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 care of chronic disease [J]. 
Public Health Rep，2004，119（3）：239-243. 

[12] Pandey A，Raza F，Velasco A，et al. Comparison of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 with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apparent treatment-resistant hypertension [J]. 
J Am Soc Hypertens，2015，9（6）：420-426. 

[13] Hocking A，Laurence C，Lorimer M. Patients’ knowl-
edge of their chronic disease：The influence of socio-de-
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J]. Aust Fam Physician，2013，
42（6）：411-416. 

（收稿日期：2021-05-19；修回日期：2021-07-04）



2194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花类药物作用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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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类药物质轻气香、色彩鲜艳、作用温和且不良反应少，临床广泛应用于内科、外科、

妇科及儿科。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部分花类药物，如凤仙花、长春花等对食管癌、肝癌、胃癌等

具有一定的疗效。但目前对花类药物的应用特点了解尚浅，对临床常用花类药物配方味数、应

用形式、入药方式、功能与主治及现代药理作用缺乏系统分析，因此本文对 2020 年版《中国

药典》一部收录的花类药物及含花类药物的中成药作用特点进行简单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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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drugs in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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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Abstract: Flower medicines have light quality, nice scent, bright color, mild action and low toxic and 
weak side effects.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the internal medicine, surgery, gynecology and pediatrics,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clinical practice.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ome 
flower drugs, such as impatiens and periwinkle, have certain effects on esophageal cancer, liver 
cancer, and gastric cancer. Howeve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medicines 
is limited, and we lack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lavors, application, medicine proportion, function, 
treatment, and moder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flower formulas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flower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flower drug; clinical application; medicine proportion; feature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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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医者多研究本草，深知只有了解本草的
作用特点，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1]，而对花类
药物的认识和应用的重视，是历代本草学家的一
大共同之处。最古老的汉代医方书《五十二病方》
中就有以花入药的记载，《中药大辞典》（2006 年
版）共收录 307 种花类药物，其中可食用的花类
药物多达 170 余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书不
过 52 篇章，花类药物占据了 26 卷之多，可见花
类药物历来都占据重要的位置 [2]。《本草纲目》全
面总结花类药物的临床作用，统计的花类药物至
少 80 种，占植物类药物的 1/10[3]。2020 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以下简称药典）中含有大量的花类
药物，其中芫花、山金花、洋金花等均可鲜用，

凤仙花、长春花可药用，因此本文对花类药物的
临床应用进行系统总结归纳，以期为临床增强花
类药物应用提供参考。
1　花类中药材情况与分析

　　药典中花类药物总数为 27 种，入药部位包
括完整的花、花蕾、柱头、花序、花托和花粉等。
花类药物质轻，大多轻浮，如升阳的梅花；但亦
有一些花类药物是沉降的，如旋覆花、丁香、芫
花等。
　　依据《中药学》[4] 及药典 [5] 分类标准，对 27
种花类药物进行药性、药味及归经进行统计分析。
如果一味中药有多个药性药味，则全部统计在
内。在 27 味中药里，累计出现 34 次药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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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表明药味甘最为常见，药性温居多，归
肝经最为常见。花类药物药效范围分布较广，其
中清热类所占比例最高，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药典中花类药物功效分类及代表药物 
Tab 1　Efficacy class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ve flower drug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分类 频数 代表药物

清热药 6（22%）山银花 [6]、木棉花 [7]、金银花 [8]、野菊

花 [9]、密蒙花 [10]、黄蜀葵花 [11]

止血药 5（19%）蒲黄 [12]、莲房 [13]、松花粉、鸡冠花、槐

花 [14]

活血化瘀药 4（14%）月季花 [15]、红花 [16]、西红花 [17]、凌霄花

解表药 3（11%）谷精草、辛夷、菊花 [18-19]

化痰止咳平喘药 3（11%）旋覆花、款冬花 [21]、洋金花 [20]

理气药 2（7%） 玫瑰花 [22]、梅花

温里药 1（4%） 丁香 [23]

安神药 1（4%） 合欢花 [24]

化湿药 1（4%） 厚朴花

泻下药 1（4%） 芫花 [25]

   

图 1　药物药味药性及归经

Fig 1　Drug taste，drug properties and drug return

　　在四气方面，花类药不仅有寒凉药，温热
药，还有平性药；在毒性方面，花类药物极少有
毒性；在归经方面，花类药物多入脏腑，入上焦
者多。中医学有“诸花皆升”的说法，花类药物
质地清扬，以升浮向上居多，因此能宣能透，历
代医家多有论述花类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26]，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皮肤病常发于肌表之间，
引起皮肤病的原因虽多，但肺主皮毛，心主血脉
是基本的治疗原则 [27]。花类药物质轻宣达，能
治心血之中火热郁抑，又能治皮毛疮疡的六淫邪
气。因此花类药物治疗皮肤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神农本草经》率先开创了花类药物治疗皮肤
病的先河 [1]，例如凌霄花、桃花治疗面疱；金银
花、野菊花清热解毒之花治疗疮疡疔毒；红花祛
斑养肤。因花类药物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常用
于精神疾病治疗中，如玫瑰花善疏肝理气；菊花
和凌霄花有平肝风、清肝热之效；合欢花长于解
肝郁而悦心安神 [28]。不同的花药在不同种的疾病
中有不同的应用特点和区别。
2　花类中药材作用特点分析

　　花类药物多生长在植株的上部，质地较轻，

多具有上行向外透发之功用。此外，花类药物多
具芳香之气，芳香之气可辟秽、化湿、解郁，具
体花类药物特点见表 2。

表 2　花类药物药性特点 
Tab 2　Medicinal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drugs

特点 解释 代表药物

质轻气香 多位于植物上部，质轻 所有花类药物

芳香辟秽 祛风辟浊、清热解毒 金银花、野菊花

芳香化湿 芳香化湿、理气宽中 厚朴花

芳香解郁 疏肝解郁、和血散瘀 月季花、西红花、红花、凌霄

花、玫瑰花

甘缓不补 性平和、甘峻不补 合欢花、谷精草、蒲黄

苦泻清热 药性苦寒、清里热 槐花、密蒙花、菊花、金银花

　　花类药物具有祛风除湿、芳香开窍、平肝熄风、
滋阴补血、活血化瘀、温中理气、养心安神及燥湿
杀虫等广泛的作用，具体可治疗病症见表 3。

表 3　花类药物临床应用特点分析 
Tab 3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lower drugs

科室 病症 代表中药

内科 感冒、哮病、喘证、咳嗽 山银花、辛夷、金银花、款冬花

头痛、眩晕 洋金花、菊花、厚朴花、谷精草

胸痹、不寐 槐花、闹羊花、菊花、野菊花

臌胀、胁痛 蒲黄、合欢花

呃逆、泄泻、痢疾、腹痛 芫花

腰痛、痿证、痹证 厚朴花、梅花、旋覆花、西红花

血证 木棉花

水肿、淋证 闹羊花、洋金花、蒲黄

外科 痈肿疗疮 黄蜀葵花、芫花、山银花、金银花

丹毒 山银花

湿疹 木棉花

瘀肿疼痛、痈疽肿毒 月季花、红花、黄蜀葵花

麻疹 西红花

头癣、皮肤癣菌、痤疮 芫花、凌霄花、闹羊花

外伤出血、皮肤感染 蒲黄、槐花

湿疹、湿疮、痘疹 蒲黄、野菊花、梅花

妇科 月经不调、痛经及闭经 月季花、红花、凌霄花和蒲黄

崩漏下血、经水不止 鸡冠花、凌霄花、槐花

月经过多 莲房

胎衣不下 红花、芫花

儿科 小儿眉癣 旋覆花

小儿慢惊风 洋金花

小儿木蛇 黄蜀葵花

小儿口青不乳 凌霄花

小儿热疮及痱子 金银花

3　含花类药物中成药作用特点分析

3.1　含花类药物中成药的剂型及药味

　　药典检索到含花类中成药 390 种，涉及 14
种不同的剂型。其中丸剂 91 种（23.3%），胶囊
78 种（20%），片剂 72 种（18.4%），颗粒剂 5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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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口服液体制剂 41 种（10.5%），散剂
20 种（5.1%），贴膏剂 13 种（3.4%），搽剂 6 种
（1.5%），合剂 5 种（1.3%），栓剂 4 种（1.1%），
注射液 3 种（0.81%），酊剂 2 种（0.5%），冲剂 2
种（0.5%），喷雾剂 1 种（0.29%），表明丸剂在剂
型中占据主要位置，酊剂和喷雾剂比较少。含花
类药物中成药药味最少 1 味，可以单独制药（如
金银花露、金莲花片等），最多的含花类药物中
成药由 74 味药材组成（疏痛安涂膜剂）。药味组
成 1 ～ 5 味 68 种，6 ～ 10 味 120 种，11 ～ 15
味 101 种，16 ～ 20 味 54 种，21 ～ 25 味 27 种，
26 ～ 30 味 7 种，＞ 30 味 13 种。药味组成多集
中在 6 ～ 10 味，符合临床用药规律，可以减轻
肝肾负担。
3.2　含花类药物中成药的临床应用

　　花类药物中成药按照治疗疾病分类，共分为
7 类，见表 4。花类药物在临床治疗皮肤病、妇科
疾病、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中具有独特的药理
作用 [29-31]。例如基于脾胃升降理论治疗口臭 [32]，
治疗脾胃病如慢性胃炎 [33]，治疗皮肤病黄褐斑
和妇科湿病 [35-36]。花类药物临床常用药理作用与
药典中花类药物中成药功能主治统计分析结果一
致，花类药物中成药主要功效为疏肝解郁、化解
肝郁、柔肝醒胃、活血流气，主治气血津液病症，
特别是郁症。如化癥回生片用于瘀血内阻所导致
的妇女干血痨、产后血瘀等 [31]。

表 4　含花类药物中成药治疗疾病分类 
Tab 4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reated by Chinese patent 

medicione content flowers drugs 

疾病类型 品种数 /[n（%）] 代表中成药

气血津液病症 118（30.26） 妇科通经丸

肝胆系疾病   69（17.69） 二十五味松石丸

脾胃疾病   69（17.70） 石榴健胃散

肢体经络病症   40（10.26） 三七伤药颗粒

肺系疾病 34（8.72） 止嗽化痰丸

心系疾病 34（8.72） 心宁片

肾系疾病 26（6.67） 三宝胶囊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花类药物具有多种药理活
性，如西红花在临床广泛应用，具有治疗精神类
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学习记忆障碍、心血管
疾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
胃溃疡、脂肪肝以及抗癫痫、抗惊厥等多种活性
作用 [17]，因此，西红花是药典中出现频数最高的
花类药物。菊花具有去除活性氧自由基、加强毛
细血管的抵抗力、降低血液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含
量、抑制肿瘤、延缓衰老及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

种药理活性。红花可抑制心脏，同时具有降压作
用，在临床应用广泛 [16]。很多花类药物是临床治
疗皮肤病和妇科病的一线药物，如野菊花、槐花、
鸡冠花、红花和旋覆花等。玫瑰花、鸡冠花和辛
夷等治疗妇科疾病具有良好疗效。玫瑰花具有抗
氧化、抑菌及抗肿瘤作用；现代研究发现辛夷除
治疗各种皮炎之外，还具有抗炎、抗变态反应、
抗氧化作用 [22]。花类药物的使用禁忌见表 5。

表 5　药典中花类药物使用禁忌 
Tab 5　Flower drugs contraindication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中药 禁忌

黄蜀葵花 孕妇慎用

蒲黄 孕妇慎用

红花 孕妇慎用

西红花 孕妇慎用

凌霄花 孕妇慎用

洋金花 孕妇、外感及痰热咳喘、青光眼、高血压及

心动过速患者禁用

丁香 不宜与郁金同用

芫花 孕妇禁用；不宜与甘草同用

3.3　含花类药物中成药入药特点分析

　　390 种中成药中，涉及的花类药物数量最多
的为红花（146 种），其次为金银花（91 种），具体
情况见表 6。
　　花类中药最常见的入药形式是以粉末和水煎液
的形式入药，具体入药方式见表 7。近年来超微细
分化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中药，是一种利用振动
将传统的原生药粉末粒度从 75 μm 降低到 5 ～ 10 
μm 的压缩式粉碎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可以达到细
胞破壁的目的，还可以更多地保留原药材成分，这
就符合花类药物多以细粉方式入药的特点，能够
减少分离提取造成的成分损失。基于花类药物的应
用理论，花类药物多与其他药物配伍进行合煎，从
而减少毒性或者增强疗效以更好地发挥药效，因此
水煎液为第一入药方式。在临床实践应用中需考虑
药物的毒性成分和药效物质基础进行入药方式的选
择，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效。
4　花类药物作用特点分析

4.1　花治多科

　　花类药物在内科疾病中应用最多，外科普遍应
用，妇科重点应用，儿科选择应用，高达 25 种药
物广泛应用于内科。花类药物西红花、红花、鸡冠
花、槐花及凌霄花涉及内科、外科及妇科。金银花
涉及内科、外科及儿科。花类药物在治疗心血管
疾病、抑郁疾病、慢性胃炎和妇科疾病上疗效明
显 [34]。在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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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一种花就有效，如血症中的尿血，用炒槐花足
矣；风湿痹痛用防风花煎服或菊花护膝即可；有些
疾病需要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方可治愈。花类药物
在外科疾病具体运用中多有侧重，反映出中医对症
治疗特点。花类药物在治疗皮肤科的黄褐斑中独有
特色，花类药物生长于植株上部，质地轻且升浮，
与黄褐斑有“同气相求”之意。
4.2　一病多花

　　临床应用时不仅局限于单味药物，在复方配
伍中，某一药性升浮的药物与较多药性沉降的药
物配伍使用，其沉降之性会受到抑制。月季花、
红花、西红花、凌霄花等皆能调肝气以疏肝解郁，
和肝血以散瘀，常用于治疗抑郁不舒、气滞血瘀
所致的妇科疾病，以达到解郁安神功效 [37]。通常
搭配活血化瘀药使用。月季花与红花均具有活血
调经、祛瘀止痛之功，均可用治瘀血阻滞、闭经
腹痛、跌仆损伤、瘀血肿痛等。然月季花长于活
血调经，善治肝郁不舒、经脉阻滞之月经不调、
胸腹胀痛等。红花活血祛瘀作用较强，可广泛用
于各种瘀血所致的病证。花类药物中止血药居多，
对于不同的出血部位使用不同的花。衄血首选槐
花，次用黄蜀葵花；便血首用鸡冠花和槐花，次

用款冬花；热痹选用菊花、野菊花等。可见花类
药物在临床的应用颇有讲究。
4.3　一花多用

　　花类药物具体应用中，又多有侧重，根据不
同的临床病症选择不同的花类药物，反映出中医
临床的治疗原则。如西红花可治疗内科忧郁痞闷、
惊悸，治疗妇科的痛经、经闭及月经不调，亦可
治疗外科的麻疹。红花可治疗妇科的血滞经闭、
痛经，可治内科胸痹心痛、血瘀腹痛、胁痛，亦
可治外科热瘀血滞证的结节性红斑。凌霄花可治
疗内科疾病消渴，外科疾病中的风痒、酒渣鼻等，
也可治疗妇科疾病的月经不行。
5　总结

　　如何结合中医理论和现代技术对花类中药进
行挖掘和创新，是当下需要进行研究和思考的问
题。只有创新花类药物的应用以扩大其应用范围，
运用现代药理研究对花类药物进行发挥药效作用
的物质进行分析，探明其机制，才是未来对花类
药物研究与创新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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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临床有效性比对研究设计策略

关元宙，王玉洁，梁毅*（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南京　211198）

摘要：曲妥珠单抗能特异性阻断人表皮生长因子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结合，达到抑制肿

瘤生长的作用。伴随其原研药专利相继在各地到期，众多药物研发企业纷纷开展曲妥珠单抗生

物类似药的研发。本文通过总结已发表的 10 篇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Ⅲ期临床研究，结合主

要国家及地区的生物类似药研发法规要求，归纳了临床试验设计及统计分析要点，旨在为曲

妥珠生物类似药临床有效性比对试验提供合理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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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是具有跨膜酪
氨酸激酶受体的蛋白，其过量表达与肿瘤细胞
的发生、进展及预后效果密切相关，曲妥珠单
抗（trastuzumab）是一种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
与 HER-2 特异结合产生抗肿瘤作用 [1]。该药
商品名为赫赛汀，由 Roche 研制，最早于 1998
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上市，目前在我国已
获批 3 项针对 HER-2 阳性患者的适应证，包括早
期乳腺癌（early breast cancer，eBC）、转移性乳
腺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mBC）及转移性
胃癌的治疗 [2]。赫赛汀 2019 年全球销售额达 60
亿美金 [3]，其专利分别于 2014 年及 2019 年在欧
洲及美国失效，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了约 20 家
生物制药研发企业开展曲妥珠生物类似药的研
发，其中不乏 Amgen、Pfizer 等跨国药企，还有
Celltrion、复宏汉霖等新兴生物药企，目前已有 8
个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在各地获批，仍有大批
候选药处于药学及临床研究阶段。
　　鉴于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临床研发日趋火
热，本文整理了主要国家及地区生物类似药研发
法规体系，同时归纳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临床
有效性比对试验的设计要点，以期为该类试验提
供合理设计策略。
1　主要国家及地区生物类似药法规概况

　　2005 年欧盟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通过了生物类似药上市许可申请
指导原则，2009 年美国通过的《生物制品价格竞
争及创新法案》则加速了生物类似药研发浪潮。
2015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发布了《生物类似药研
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为我国生物类
似药研发提供技术指导及审评标准。各地法规及
指导原则虽有细微差异，但大体上均覆盖生物类
似药研发基本原则、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
床研究、上市后监测及适应证外推等内容。
2　文献检索及结果

　　在数据库“MEDLINE”“PubMed”“中国知网”
及美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ClinicalTrials”中以“曲
妥珠”及“生物类似药”“trastuzumab”“biosimilar”
等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 485 篇文献，同时人工
检索纳入其他 3 篇文献，通过去除重复及不相关
文献，最终得到 10 篇已发表结果的曲妥珠单抗生
物类似药临床有效性研究。本文按 eBC 新辅助治
疗及 mBC 一线治疗两类适应证区分文献，归纳试
验信息，结果见表 1 ～ 2。
3　有效性比对试验设计要点

　　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研发按照逐步递进原
则，通过药学及临床前研究逐步确定候选药与赫
赛汀可比后，再进行临床药理学研究验证体内代
谢特征一致，最后开展临床比对试验证明两者有
相似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14]，本文从试验基本设计
和统计分析两方面论述有效性比对试验设计。

药物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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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 eBC新辅助治疗为研究人群及干预措施的临床研究信息汇总

项目
产品代号

ABP980 SB3 CT-P6 PF-05280014
商品名 Kanjinti Ontruzant Herzuma Trazimera
参考文献 [4] [5] [6] [7]
研发企业 Amgen Samsung Celltrion Pfizer
试验假设 等效性 等效性 等效性 非劣效性

给药频率 q3W，4C q3W，8C q3W，8C q3W，6C
联合用药 紫杉醇 多西他赛＋ FEC1 多西他赛＋ FEC 多西他赛＋卡铂

样本量（T/R2） 364/361 437/438 271/278 114/112
首要终点 tpCR3 bpCR4 tpCR Ctrough

等效界值 5 RD6（－ 13 ～ 13）
RR（0.759 ～ 1.318）

RD（－ 13 ～ 13）
RR（0.785 ～ 1.546）

RD（－ 15 ～ 15）
RR（0.74 ～ 1.35）

—7

预估疗效 /% 42.5 37.5 50 － 12.58

把握度 /% 90 80 80 85
预计失访率 /% 5 11 10 15
疗效 9/%（T/R） 48/41 49.0/39.7 46.8/50.4 46.5/48.3
疗效差异 10 

RD/% 7.3（1.2 ～ 13.4） 9.59（3.26 ～ 15.91） － 4（－ 12 ～ 5） － 2.8（－ 16.58 ～ 10.96）
RR 1.188（1.033 ～ 1.366） 1.243（1.096 ～ 1.410） 0.93（0.78 ～ 1.11） —

不良事件比例 /%（T/R）11 
TEAE —12 97.5/96.1 94/95 96.5/94.6
SAE — 12.8/13.2 7/8 6.2/5.4

注：1. FEC：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及环磷酰胺；2. T/R：候选药 / 参照药；3. tpCR：乳腺及腋下淋巴结内恶性肿瘤和原位癌消失；4. 
bpCR：乳腺内恶性肿瘤消失；5. 等效界值采用疗效差值（risk difference，RD，%）及疗效比值（risk ratio，RR）体现，95% CI；6. 该研究等

效界值 RD 及 RR 均采用 90% CI；7. 该试验为Ⅰ / Ⅲ期临床试验，首要终点为用药稳定期体液中曲妥珠谷浓度（Ctrough），不以疗效指标作为

等效值设定依据，但仍然公布了双臂疗效终点 tpCR 的差值；8. 以 Ctrough 作为疗效假设依据；9. 疗效是指达到预设首要疗效终点的样本比例；

10. 疗效差异采用 RD 及 RR，95% CI，仅 ABP980 疗效差异使用 90% CI；11. 不良事件比例指发生一次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
emergent adverse event，TEAE）和严重不良反应（serious adverse event，SAE）的样本比例；12. 该试验安全性数据以不良事件发生次数形式

公开，AB980 组 TEAE 发生 626 次，SAE 发生 61 次，参照药组 TEAE 发生 586 次，SAE 发生 18 次。

表 2　以 mBC一线治疗为研究人群及干预措施的临床研究信息汇总

项目
产品代号

CT-P6 PF-05280014 MYL-1401O HLX02 BCD-022 TrastuRel
商品名 Herzuma Trazimera Ogivri 汉曲优 HertiCAD TrastuRel
参考文献 [8] [9] [10] [11] [12] [13]
研发企业 Celltrion Pfizer Mylan 复宏汉霖 Biocad Reliance
试验假设 等效性 等效性 等效性 等效性 等效性 非劣效性

给药频率 q3W，8C q1W，33W1 q3W，8C q3W，1Y q3W，6C q3W，8C
联合用药 紫杉醇 紫杉醇 紫杉烷 多西他赛 紫杉醇 紫杉醇

样本量（T/R 2） 244/231 352/355 249/251 324/325 115/110 84/22
首要终点 ORR3 ORR ORR ORR ORR ORR
等效界值 4 RD（－ 15 ～ 15） RR（0.80 ～ 1.25） RD（－ 15 ～ 15）

RR（0.81 ～ 1.24）
RD（－ 13.5 ～ 13.5） RD（－ 20 ～ 20） － 5

预估疗效 /% － 60 69 － 24 17
把握度 /% － 85 80 － 80 80
预计失访率 /% － 10 10 － － —

疗效 6/%（T/R） 57/62 62.5/66.5 69.6/64.0 71.3/71.4  49.6/43.6  48.44/44.44
疗效差异 7 

RD/% －5（－0.14～0.04） － 5.53（－3.08～14.04）－ 0.1（－ 7.0 ～ 6.9）6.0（－ 8.05 ～ 19.89） －

RR － 0.940（0.842 ～ 1.049） 1.09（0.974 ～ 1.211） － － －

不良事件比例 8/%（T/R）

TEAE 35.7/41.1 96.6/96.0 96.8/94.7 未公布 93.81/94.55 67.07/59.09
SAE 13.5/12.1 15.2/15.9 38.1/36.2 未公布 7.08/11.82 － 9

注：1. 每 4 周为一个给药周期，共 8 周期；2. T/R：候选药 / 参照药；3. ORR：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4. 等效界值采用

RD（%）及 RR 体现，95% CI，仅 MYL-1401O 的 RR 使用 90% CI；5. 该研究非等效性比对试验；6. 疗效是指达到预设首要终点的样本比

例；7. 疗效差异采用 RD 及 RR，95% CI，但 MYL-1401O 的 RR 使用 90% CI；8. 不良事件比例指发生一次及以上 TEAE 和 SAE 的样本比例；

9. 该试验双臂共发生 16 次 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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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试验基本设计

3.1.1　试验类型　EMA、FDA 及 CDE 均推荐使
用以原研药为对照的随机双盲等效性试验设计。
等效性假设要求候选药有效性在预设区间内与赫
赛汀相等，受等效上下限同时控制，足够的样本
量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非劣效性区间仅为疗效
下限，可证空间大，较小的样本量可能为结论带
来偏倚，应慎重选用。
3.1.2　受试人群选择　应选择最敏感的人群进行
研究，同时针对适应证及疾病背景进行纳排标准
设计以保证研究人群的均质性。eBC 新辅助治疗
及 mBC 一线治疗的 HER-2 阳性患者为常用受试
人群。eBC 新辅助治疗患者前期未接受其他治疗，
能敏锐检测出药物临床差异，已成为首选的试验
人群 [15]。mBC 一线治疗患者是赫赛汀多项临床
试验的研究人群，已累计大量临床数据可供使用，
故其为常用受试人群，但应注意二线及以上治疗
人群疾病背景复杂且对治疗不敏感，不利于比对
临床有效性 [16]。相对于乳腺癌治疗，曲妥珠单抗
在转移性胃癌治疗中无明显临床产出，且中国胃
癌患者 HER-2 阳性表达率低 [17]，应谨慎选择。
3.1.3　给药方案　mBC 患者需联合紫杉醇或多
西他赛等紫杉烷进行一线治疗，而 eBC 患者可
用紫杉烷、FEC 或卡铂等进行新辅助治疗，手术
后继以辅助治疗。可采用 3 周一次（初始剂量 8 
mg·kg－ 1，后续剂量 6 mg·kg－ 1）或每周一次（初
始剂量 4 mg·kg－ 1，后续剂量 2 mg·kg－ 1）的给
药频率，通常用药 8 周期。应在临床试验方案中
明确患者缺失治疗后再次入组时治疗剂量及频率
的调整方案，同时明确是否进行为期 1 年的维持
治疗及适用人群。
3.1.4　有效性终点选择　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
常采用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等时间疗效终
点来评价药物的有效性，但这类终点往往受患者
疾病状况及过往用药等因素影响，无法满足灵敏
度要求并使试验周期延长 [18-19]。
　　EMA、FDA 及 CDE 推荐使用 ORR 或病理完
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等
能在短时间内体现药物临床差异的疗效指标作为
首要终点 [18-20]。ORR 在晚期乳腺癌的临床治疗中
与 PFS 展现密切相关性，是理想的代替性疗效指
标，可在 mBC 一线治疗临床试验中代替 PFS 作
为终点指标 [21]。pCR 能在较短的试验周期内准确

预测 eBC 治疗效果，可作为 eBC 新辅助治疗临
床试验药物加速审评临床试验的首要终点。FDA
建议将 pCR 定义为乳腺及腋下淋巴结内恶性肿瘤
和原位癌消失（tpCR），仅评价两部位恶性肿瘤
的消失也可行，但需排除单纯的乳腺内恶性肿瘤
消失（bpCR）[19]。无论选择何种人群及终点组合，
都建议将 PFS、DFS 及 OS 列为次要终点供后期
随访监测长期疗效 [22]。
3.2　统计分析

3.2.1　有效性差异计算　体现药物临床有效性差
异可使用 RD 或 RR，两者作用相当，学术界及
监管方面对采用哪一种表达形式未达成共识，如
申报 MYL-1401O 时 EMA 要求使用 RD 体现，而
FDA 要求使用 RR[10]。检索得到的 10 项试验中，
有 4 项同时使用 RD 及 RR 两种形式以满足不同
地区的监管要求，其他研究多以 RD 作为研究形
式。相对不同的是，TrastuRel 未使用 RR 或 RD，
仅通过对比双臂临床产出差异是否存在统计学意
义作为判断两者临床等效的依据 [13]。
3.2.2　等效界值设定　CDE 指导原则 [20] 荟萃
分析了 3 项赫赛汀联用紫杉烷对 mBC 一线治疗
Ⅱ / Ⅲ期临床试验，得到两者 ORR 比值 95%CI
为 1.92（1.544 ～ 2.386），保留 50% 疗效，最终
确定候选药与赫赛汀 RR 90%CI 的等效界值为
（0.8 ～ 1.25）。PF-05280014 的 mBC 组荟萃了 3
项同样的临床研究，得到 RR 95%CI 等效界值
为（0.80 ～ 1.25）[9]。而 MYL-1401O 虽然使用了
相同临床数据，但疗效保留高于 50%，故得出
更严格等效值 RR 90%CI（0.81 ～ 1.24）。尚无法
规推荐 eBC 的等效界值，根据 ABP980、SB3 及
CT-P6 的 eBC 组的计算方法 [4-6]，可归纳出基本
思路：文献荟萃估计赫赛汀联合用药较阳性对照
的有效性，保留 50% ～ 60% 的治疗效果以确定
RD/RR 的等效值。
　　目前各监管机构及业界尚未确定统一的等效
值，且文献荟萃模型及计算假设均不一致，建议
药企在进行临床试验设计时积极与监管机构进行
沟通，避免造成结果误判。
3.2.3　样本量计算　根据荟萃分析预估曲妥珠单
抗联合用药疗效，平衡试验假设、预估疗效、把
握度及失访率计算样本量，按 1∶1 随机分配至候
选药组及参照药组。建议荟萃分析纳入最新的高
质量多中心临床试验，更准确预估不同适应证中
曲妥珠单抗的疗效；CDE 建议预设 80% 的把握
度及 10% 的失访率 [20]。10 项临床试验样本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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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从几十至几百不等，归因于不同的试验假设和
参数设定。等效性试验受等效上下限控制，要求
大量样本，而非劣效性试验仅做单侧检验，所需
样本较前者小；预估疗效、把握度及失访率设置
越高，所需样本越大。PF-05280014 的 eBC 组与
TrastuRel 选用了非劣效性假设，而 TrastuRel 及
BCD-022 仅参考一篇早期曲妥珠单抗临床试验 [23]

预估出过低的疗效，均导致总体样本量偏小。
3.2.4　统计分析口径　建议采用意向治疗集
（intention-to-treat set，ITT），即满足纳排标准并
随机入组的受试者，也采用随机入组后至少接受
过 1 剂治疗的人群，ITT 可能会稀释药物疗效但
可以避免入组条件变更或病情恶化造成患者退出
而带来的偏倚 [24]。少数研究使用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即在接受完整治疗方案的群
体中进行有效性分析，在假设患者具备高度用药
依从性的基础上充分反映药物间的疗效差异，剔
除缺失治疗的患者可能导致有效性评估偏倚，应
在临床试验方案中提前声明并合理解释原因，如
SB3、CT-P6 及 PF-05280014 的 3 项临床试验 [5-7]。
值得指出的是，ABP980 药物试验选择随机入组
后接受过治疗的人群作为分析样本，但由于各地
人群基线存在差异，导致有效性结果溢出等效
值，得出候选药疗效优于参照药的结论，后期通
过敏感性分析平衡基线后，推断候选药与参照药
等效 [4]。
4　有效性比对试验设计策略

　　综合法规及过往临床试验可归纳出整体设计
策略：在随机双盲等效性比对设计基础上，根据
PICO 框架从受试人群（population）、给药方案
（intervention）、对照用药（control）、有效性终点
（outcome）及纳排标准等方面确定曲妥珠单抗临
床有效性比对试验方案，设计合理等效值及样本
量，最后完成受试者入组并开展试验，详见图 1。
5　结语

　　临床比对研究确立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相
似性后，可通过外推覆盖赫赛汀其余适应证 [16]，
需要明确所选适应证与其余适应证具有相同病理
机制及药物作用机制，同时评估候选药在新适应
证上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
药上市后需根据赫赛汀不良反应进行用药安全监
测，同时关注新不良反应信号，以确保用药安
全。考虑到曲妥珠单抗需长期用药，建议研发企
业对临床安全有效性进行延伸研究，探索其与赫
赛汀的可互换性 [25]。

　　我国是化学仿制药大国，发展生物类似药对
研发企业的科研实力及药监部门的审评审批能力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借助原研生物药专利到期
的契机，我国药企投入研发，产出与原研药安全
有效性相似的生物类似药，提高高值生物制品的
可及性，带动新药研发，最终满足国民用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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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替曲塞联合替吉奥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 
疗效观察及安全性评价

漆婷婷，金永东，马雪，裴姣，肖洪涛*（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附属肿瘤医院，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探讨雷替曲塞联合替吉奥方案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
法　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在用氟尿嘧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标准一、二线治疗后进展并且至

少有一个可测量的病变为纳入条件。评价结果主要终点为：客观有效率（ORR）和疾病控制率

（DCR），次要终点包括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毒性。结果　共回顾性分析了 24 名患者，

由于不良反应或其他个人原因，3 名患者未完成第一次评估，21 名患者完成了肿瘤反应评估：

ORR 为 9.52%，DCR 为 71.42%，中位 PFS 为 4.67 个月（95%CI 2.72 ～ 6.61）；大部分不良反

应表现为 1 级和 2 级。结论　雷替曲塞联合替吉奥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有较好的疗效，是

转移性结直肠癌三线治疗较好的选择，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雷替曲塞；替吉奥；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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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ltitrexed plus S-1 as third-line therapy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QI Ting-ting, JIN Yong-dong, MA Xue, PEI Jiao, XIAO Hong-tao*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Sichuan Cancer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ltitrexed plus S-1 as the third-
line therapy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ird-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who had at least one 
measurable lesion after first- and second-line treatment with fluorouracil, irinotecan, and oxaliplatin 
were included in this trial. The primary endpoints wer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and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 The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toxicity. 
Results  Totally 24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Due to adverse events or other personal 
reasons, 3 patients did not complete the first assessment, and 21 patients were assessed tumor 
response. In the 21 patients, the ORR was 9.52%, the DCR was 71.42%, and the median PFS was 
4.67 months (95%CI 2.72 ～ 6.61). Most of the adverse effects were mild to moderate. Conclusion  
Raltitrexed plus S-1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s effective, which is a better choice for third-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Key words: raltitrexed; S-1; third-line treatmen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efficac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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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是导致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0 年全球肿瘤流行病统计数据（GLOBOCAN）

显示，结直肠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二、死亡率
第三的癌症，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已经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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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给药方案 
Tab 1　Drug regimen

药物 公司名称 给药剂量 给药途径 给药周期

雷替曲塞 南京正大天晴药业有限公司 按体表面积（BSA）给药 3 mg·m － 2 静脉输注 每 3 周给药一次

替吉奥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BSA ＜ 1.25 m2，80 mg·d － 1；1.25 m2 ≤ BSA ＜ 1.5 m2， 
100 mg·d － 1；BSA ≥ 1.5 m2，120 mg·d － 1

口服 每 3 周 1 ～ 14 d

恶性肿瘤的第四位 [1]。以 5- 氟尿嘧啶（5-FU）、
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为主的化疗方案，联合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
是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的重要方案。美国国立综
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推荐瑞戈非尼、曲氟
尿苷替匹嘧啶片、纳武利尤单抗 ±伊匹单抗或
帕博丽珠单抗 [ 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或
错配修复功能缺失（dMMR）] 用于治疗一、二线
化疗失败后的晚期转移性结直肠癌 [2]。中国临床
肿瘤学会（CSCO）指南推荐转移性结直肠癌姑
息治疗三线方案可选药物为瑞戈非尼、呋喹替尼、
PD-1 单抗（MSI-H 或 dMMR）或参加临床研究
等 [3]。但是，目前这些方案治疗效果有限，且价
格昂贵。而且我国晚期患者人数不断增加，迫切
需要找到更多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药物和方案，
以提高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和治疗费用。
　　已有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雷替曲塞单药三
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客观有效率（ORR）为
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3.25 个月 [4]。
替吉奥单药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 ORR 为
14.29%，疾病控制率（DCR）为 39.29%[5]。雷替
曲塞是一种胸苷酸合成酶的特异性抑制剂，其
通过抑制胸苷酸合成酶使胸腺嘧啶脱氧核苷三
磷酸盐合成受阻，导致 DNA 断裂。替吉奥是
一种 5-FU 衍生物，由替加氟（FT）、吉美嘧啶
（CDHP）和奥替拉西钾（Oxo）组成。吉美嘧啶
是二氢嘧啶脱氢酶抑制剂，可以提高体内 5-FU
的浓度。二氢嘧啶脱氢酶活性升高是 5-FU 耐药
的机制之一，因此抑制二氢嘧啶脱氢酶活性是一
种克服 5-FU 耐药的策略。替吉奥和雷替曲塞的

组合，特别是患者在长期暴露 5-FU 后二氢嘧啶
脱氢酶和胸苷酸合成酶上调的情况下，可以逆转
5-FU 的耐药 [6]。本文回顾性分析雷替曲塞联合替
吉奥方案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临床数据，观
察其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
性，为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三线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回顾性分析四川省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该院使用雷替曲
塞联合替吉奥方案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患
者。运用该医院临床病例管理系统收集所需资料，
包括：既往一、二线化疗方案，不良反应，CT
或 MRI 报告提示的疗效评价结果等。
1.1.1　纳入标准　① 病理诊断明确的转移性或
不可切除的结肠直肠癌，至少有一个可测量的病
变（CT 或 MRI），符合 RECIST 1.1 标准；② 患
者年龄≥ 18 岁；③ 以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伊
立替康为基础的一、二线治疗失败，三线化疗联
合或不联合靶向治疗药物（贝伐珠单抗或西妥昔
单抗）；④ 美国东部癌症协作组（ECOG）评分
0 ～ 2；⑤ 有化疗指征。
1.1.2　排除标准　① 伴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② 
有肝、肾或其他器官功能性障碍；③ 同时伴有未
痊愈的其他内科疾病；④ 伴有精神性疾病；⑤ 
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⑥ 临床资料缺失。
1.2　方案

1.2.1　雷替曲塞联合替吉奥方案　治疗方案见表
1，治疗直至记录的疾病进展（PD）或出现不可
耐受的毒性或不愿意继续治疗。

1.2.2　疗效评价　患者从接受治疗起，每周期进
行体格检查和临床实验室检查评估安全性，2 ～ 3
周期进行影像学检查，根据 RECIST 1.1 标准进行
疗效评价，具体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
解（PR）、疾病稳定（SD）、PD，评价主要终点
为 ORR 和 DCR，次要终点为 PFS 和毒性。
1.2.3　不良反应　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订
的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 5.0 版）[7] 对
不良反应进行分级。

1.2.4　电话回访　出院时间一年以上或在院期间
用药后未出现 PD 的患者，进行电话回访。末次
回访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 日。
1.3　统计学分析

　　当无法判断进展时间时，最后一次随访的日期
记录为生存分析的删失数据。使用 Kaplan-Meier 方法
分析 PFS，置信区间 CI 为 95%。运用 SPSS 软件 25.0
（IBM Corporation，Armonk，NY）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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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纳入患者基本信息

　　以四川省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因结直肠癌入院，通过标准的
一、二线化疗失败后，仍有三线化疗指征，选择
替吉奥联合雷替曲塞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
患者为研究对象，共 24 例，中位数年龄 53.5 岁
（44 ～ 69 岁）。患者基线特征见表 2。

表 2　患者基线表 
Tab 2　Patients characteristics

特征 n 特征 n

性别 男性 16 转移灶部位 肝 14

女性   8 肺 13

ECOG 评分 / 分 0   9 脑   2

1 14 骨   3

2   1 淋巴结   6

原发肿瘤部位 直肠 11 其他   6

结肠 13

2.2　疗效

　　纳入 24 名患者中，由于不良反应或其他个人
原因，3 名患者未完成第一次评估，进行疗效评
价共 21 人。运用 RECIST 1.1 进行疗效评价，结
果所有患者都没有观察到 CR，PR 2 例（9.52%），
SD 13 例（61.90%），PD 6 例（28.57%），ORR 为
9.52%，DCR 为 71.42%。到研究结束，21 例患者
中 7名患者因失访未观察到 PD，中位 PFS 为 4.67
个月（95%CI 2.72 ～ 6.61），生存曲线图见图 1。

图 1　生存曲线图（PFS）
Fig 1　Survival graphs（PFS）

2.3　不良反应

　　24 例患者，共进行了 95 周期化疗。患者行
雷替曲塞联合替吉奥方案化疗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不良反应。以总周期 95 周期计算其不良反
应发生率，发生率较高的不良反应为恶心、呕吐、
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具
体见表 3。不良反应多为 1 级或 2 级。1 例皮疹
分级为 3 级，属于严重不良反应，该患者停止治

疗改用其他方案。化疗过程中无因药物不良反应
而死亡的病例。

表 3　不良反应发生率 (n ＝ 95) 
Tab 3　Adverse reaction (n ＝ 95)

不良反应
发生率 /%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白细胞减少 14.74 11.58 0.00 0.00

中性粒细胞减少 10.53   2.11 0.00 0.00

血小板减少 23.16   3.16 1.05 0.00

恶心 10.53 25.26 0.00 0.00

呕吐   8.42 22.11 0.00 0.00

转氨酶升高   4.21   0.00 0.00 0.00

疼痛   0.00   2.11 0.00 0.00

皮疹   0.00   0.00 1.05 0.00

口腔溃疡   0.00   1.05 0.00 0.00

3　讨论

3.1　方案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已有研究表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由于长
时间暴露于 5-FU 或其类似物中，从而介导耐药，
已经发现二氢嘧啶脱氢酶和胸苷酸合成酶上调是
5-FU 耐药的重要机制，并且抑制这些酶的活性可
以逆转耐药性 [7-8]。替吉奥含有二氢嘧啶脱氢酶抑
制剂，其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的活性已在大量
研究中得以证实。此外，一些小规模的试验已经探
索了替吉奥作为经 5-FU、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治
疗失败的患者三线方案的有效性 [9-10]。雷替曲塞是
胸苷酸合成酶的特异性抑制剂，与 5-FU 作用机制
不同。雷替曲塞直接与胸苷酸合成酶上的叶酸结
合位点发生竞争性结合，抑制 DNA 的合成。因此，
雷替曲塞与氟尿嘧啶类衍生物替吉奥联合使用，可
能不存在交叉耐药。部分患者在一、二线治疗失败
后仍然有接受进一步治疗的可能。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瑞戈非尼和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用
于一、二线化疗失败后的晚期结直肠癌 [11]。Ⅲ期
CORRECT 试验中，瑞戈非尼用于标准治疗失败的
转移性结直肠癌，其 OS 为 6.4 个月 vs 5 个月（安
慰剂），PFS 仅为 1.9 个月 vs 1.7 个月（安慰剂）[12]。
RECOURSE 试验中，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用于至
少接受过两种化疗方案的转移性结直肠癌，OS 为
7.1 个月 vs 5.3 个月（安慰剂），PFS 仅为 2.0 个月
vs 1.7 个月（安慰剂）[21]。
　　本研究分析替吉奥联合雷替曲塞三线治疗转移
性结直肠癌的病例，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在所
有观察的患者中 ORR 为 9.52%，DCR 是 71.42%。
中位 PFS 为 4.67 个月（95%CI 2.72 ～ 6.61）。与瑞
戈非尼和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的低 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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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和较小的生存获益相比 [12，21]，本研究显示
出较高的 ORR 及较长的中位 PFS。表 4 所示为近
5 年转移性结直肠癌三线化疗研究，其中生存收益
最小的为替莫唑胺方案，PFS 仅为 1.9 个月，生存
收益最高的为替莫唑胺联合伊立替康方案，PFS 为
4.4 个月。本研究方案显示出较好的疗效。

表 4　2014—2018 年转移性结直肠癌三线化疗研究对比 
Tab 4　Research on third-line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in 2014—2018

方案 研究类型 例数 PFS

卡培他滨＋亚叶酸钙 [13] 回顾性   25 2.8 个月

卡培他滨＋丝裂霉素 [14] 回顾性   31 2.5 个月

卡培他滨＋吉西他滨 [15] 前瞻性 119 2.87 个月

替吉奥＋吉西他滨 [9] 前瞻性   19 79 d

FOLFOXIRI[16] 回顾性   45 3.9 个月

雷替曲塞＋替加氟 / 丝裂霉素 [17] 回顾性   62 3 个月

培美曲塞＋吉西他滨 [18] 前瞻性   14 2.1 个月

替莫唑胺 [19] 前瞻性   41 1.9 个月

替莫唑胺＋伊立替康 [20] 前瞻性   25 4.4 个月

3.2　不良反应

　　替吉奥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腹泻、恶心、白
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 [22]。与
5-FU 相比，雷替曲塞的黏膜炎、腹泻和白细胞减
少发生率更低。本研究不良反应多表现为 1 级和
2 级，3 级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1%，没有出现 4
级不良反应，仅有 1 名患者因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3 级皮疹而放弃治疗。因此替吉奥联合雷替曲塞
三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为单臂回顾性研究，受样本量的限
制、临床资料的多样性、干预措施等因素影响，
且 7 名患者因失访未观察到 PD，该研究结果需
要更大样本的临床试验数据进行验证。
4　结论

　　本研究是对替吉奥联合雷替曲塞方案三线治
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初步研究，具有较好的疗
效，临床使用安全可耐受。因此在标准一、二线
化疗方案失败后，有化疗指征但因经济问题无法
继续治疗的患者，替吉奥联合雷替曲塞方案是三
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一种较好地选择。该方
案值得就三线或后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进行深
入研究，以便为临床用药提供可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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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立康唑对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影响的研究

段茹，王家莹，钱振中，吴云，卢映蓉*（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江苏　无锡　

214023）

摘要：目的　 探 索 伏 立 康 唑（voriconazole，VRC） 对 肺 移 植 受 者 术 后 早 期 他 克 莫 司

（tacrolimus，TAC）药物浓度的影响，为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 VRC 与 TAC 的合理用药提供

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肺移植术后早期存在曲霉菌感染需静脉滴注 VRC 的 30 例受者，使

用 VRC 前 TAC 已经达到稳态血药浓度，测定受者联用 VRC 前及联用后 TAC（第 1、3、5、

7 日）的谷浓度 C0、剂量 D、标准化血药浓度 C0/D 的变化，同时收集联合用药期间受者的

肝肾功能指标数据。结果　肺移植受者联用 VRC 后第 1 ～ 3 日，TAC 剂量显著降低，测得

TAC 的 C0 和 C0/D 显著升高，联合用药第 5 日后，TAC 剂量几乎不再变化，C0/D 趋于稳定，

C0 逐渐恢复至使用 VRC 前水平；至 VRC 使用后第 7 日，TAC 的剂量调整幅度为原剂量的

7% ～ 117%，血药浓度变化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使用 VRC 后第 1、3、5、7 日 TAC 剂量调

整平均值分别为原剂量的 56%、41%、38%、36%。联合用药期间未发现受者肝肾功能的损

伤。结论　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 VRC 对 TAC 的血药浓度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

异。两者联合使用时，为维持特定 TAC 水平，TAC 剂量需减量 2/3 的原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受

者，联合使用一周内建议严密监测 TAC 血药浓度，根据血药浓度结果及时调整 TAC 给药剂

量，实行个体化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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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患侵袭性真菌感染
（IFI）的风险很高 [1]，伏立康唑（VRC）被推荐
作为 IFI 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由细胞色素 P450
（CYP） 酶 CYP2C9、CYP2C19、CYP3A4 代
谢，同时它也是这些酶的抑制剂，因此 VRC 与
很多药物之间存在药动学相互作用 [2]。他克莫司
（TAC）是移植患者免疫治疗方案中的首选钙调
磷酸酶抑制剂，肺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使用，其
主要通过 CYP3A4 和 CYP3A5 代谢。TAC 的治
疗窗窄，个体差异大，需要常规进行药物浓度监
测。移植受者联用 VRC 往往导致 TAC 血药浓度
波动，过高浓度的 TAC 使不良反应（尤其是肾
毒性）发生率显著提高，而过低的血药浓度可能
会增加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 [2]。目前国内外对
两者联用的药动学相互作用研究集中在骨髓移
植 [3]、肝移植 [4]、肾移植 [5-6]，对肺移植的研究较
少。当移植受者术后 IFI 治疗开始时，VRC 通过
抑制 CYP3A4 代谢，从而增加 TAC 的血药浓度，
药品说明书推荐在 VRC 启动后 TAC 需统一减量

2/3，然而，实践中发现 VRC 与 TAC 的药物相互
作用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减量 2/3 不
一定能达到目标治疗浓度。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
析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使用 VRC 后 TAC 的剂量
和浓度的数据，评价 VRC 对肺移植受者术后早
期 TAC 血药浓度的影响，进一步指导肺移植受者
术后早期使用 VRC 后 TAC 剂量的调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本院行肺移植的患者移植术后早期（移植后
第一次住院期间）资料，纳入符合以下标准的受
者数据，符合纳排标准的受者共 30 例。纳入标
准：① 受者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为 TAC ＋吗替麦
考酚酯＋激素，并且静脉滴注使用 VRC 预防或
治疗霉菌感染的受者；② 年龄均大于 18 岁；③ 
使用 VRC 之前 TAC 均已服用 2 d 以上，TAC 达
到稳态血药浓度；④ 肺移植术后 45 d 以内；⑤ 
术前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 使用 VRC 和

Effect of voriconazole o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acrolimus in patients 
after early lung trans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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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The Affiliated Wuxi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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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voriconazole (VRC) o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acrolimus (TAC) in patients after early lung transplant,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combination of VRC and TAC in early lung transplant.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30 
lung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in our center who were given VRC ivgtt when Aspergillus infection 
was found. Their TAC plasma concentration had reached steady state plasma concentration before the 
use of VRC. The trough concentration C0, dose D and standardized blood concentration C0/D of TAC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receiving VRC on day 1, 3, 5, and 7. The liver and kindey function 
index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TAC dose was greatly decreased while TAC C0 and C0/D on the 
1st and 3rd da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5 days of combination therapy, TAC dose hardly 
changed, C0/D became stable, and TAC concentration gradually returned to pre-VRC level. On day 7 
the TAC dose was adjusted to 7% ～ 117% of the original dose with significa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AC concentration. The average TAC dose on day 1, 3, 5, and 7 of VRC administration was 56%, 
41%, 38% and 36% of the original dose, respectively. No damag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was 
found in the recipients during the combination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VRC has obvious effect 
o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AC in patients after early lung transplant, with significant individual 
difference. To maintain a specific TAC level, the principle of reducing the original TAC dose by 2/3 is 
not applicable for every recipient. We should closely monitor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TAC within 
the first week of combined use, and adjust the dose of TAC accordingly individua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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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 联用不足一周；② 术后更改免疫抑制方案，
更换 TAC 为环孢霉素；③ 使用 VRC 后及第 3、5、
7 日时 TAC 血药浓度监测数据缺失；④ 联合应用
其他显著影响 TAC 或 VRC 血药浓度的药物（如
五酯胶囊、奥美拉唑、泮托拉唑、钙通道阻滞药
等）；⑤ 二次移植或合并有其他移植。
1.2　给药方案及 TAC 血药浓度的测定
　　TAC 口服或鼻饲给药，q 12 h。受者发生
IFI 感染时，在原来用药的基础上联合静脉滴注
VRC，剂量为 400 mg·d － 1（有 2 例受者为 600 
mg·d － 1），q 12 h。
　　VRC 对 TAC 剂量的影响主要是在加用 VRC
后的前 7 日，7 d 后剂量无显著变化 [7]，且本中心
加用 VRC 后 TAC 监测频率为隔日监测一次，故
监测 TAC 浓度的时间点为：加用 VRC 前，加用
VRC 后第1日（D1）、第3日（D3）、第5日（D5）、
第 7 日（D7），根据测得的 TAC 浓度及时调整
剂量，以保持 TAC 浓度的稳定，避免较大波动，
并根据临床情况尽可能达到目标浓度 10 ～ 15 
ng·mL － 1。
　　于清晨服用 TAC 前 30 min 内静脉采血 2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管中，采
用雅培 Architect i1000SR 分析仪测定 TAC 的全血
血药浓度。
1.3　统计分析
　　收集 30 例肺移植受者术后使用 VRC 前、使
用 VRC 后 7 d 内的 TAC 血药浓度 C0（ng·mL－ 1），
以及对应的 TAC 日给药剂量 D（mg·kg － 1），标
准化血药浓度 C0/D[（ng·kg）/（mL·mg）]，受
者的基本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等；肝肾功
能指标：总胆红素（TB）、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谷氨
酰转肽酶（r-GT）、肌酐（Cr）、尿素（BUN）等。
使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分析，数值以 Mean±SD
表示，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移植受者基本资料及 VRC 与 TAC 联合用
药期间肝肾功能监测
　　30 例 受 者 包 括 26 例 男 性，4 例 女 性， 平
均 年 龄 50 岁（22 ～ 71 岁）， 体 质 量 51.67 kg
（37.5 ～ 75.0 kg），整个监测期间受者的肝肾功
能指标基本正常，AST 21.47（9 ～ 133）U·L－ 1、
ALT 18.70（6 ～ 94）U·L－ 1、ALP 80.24（40 ～ 190）
U·L － 1、r-GT 41.83（7 ～ 361）U·L － 1、TB 
17.46（6.2～45.6）mol·L－1、BUN 9.70（4.0～25.3）
mmo1·L－ 1、Cr 62.56（36.1 ～ 116.3）mol·L－ 1，

30 例受者 AST 和 ALT 均＜ 3 倍 URL，5 例受者
ALP 轻微升高，2 例受者 r-GT 升高，1 例受者 TB
轻微升高、1 例受者 BUN 轻微升高、30 例受者 Cr
均正常。
2.2　肺移植受者术后使用 VRC 后对 TAC 血药浓
度的影响
　　肺移植受者术后首次使用 VRC 时 TAC 即开
始减量，减量后第 1 日（D1）检测 TAC 的谷浓度。
结果如表1所示，TAC 剂量显著降低（P＜0.001），
谷浓度显著升高（P ＜ 0.001），C0/D 显著升高
（P ＜ 0.001）。  
表 1　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服用 VRC前及服用第 1 日测得的 TAC

参数 (n ＝ 30) 
Tab 1　TAC parameters before and 1 day after VRC administration 

in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s (n ＝ 30)

组别
剂量 /

（mg·kg － 1）

谷浓度 /
（ng·mL － 1）

C0/D/[（ng·kg）/
（mL·mg）]

用 VRC 前 0.1156±0.0561   7.441±3.662 87.79±90.98

用 VRC 后 0.0636±0.0328 12.541±6.006 258.37±189.58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肺移植受者使用 VRC 后 D1、D3、D5、D7
根据药物浓度值和患者具体情况继续调整 TAC
剂量，使 TAC 浓度尽快恢复至原浓度。在使用
VRC D3 TAC 剂量继续降低的情况下，TAC 浓度
依然升高；至 D5 后，TAC 剂量几乎不再调整，
C0/D 趋于稳定，TAC 浓度逐渐恢复至使用 VRC
前的水平，见图 1。
2.3　肺移植受者术后使用 VRC 后 TAC 的剂量调
整变化情况
　　本研究中的 30 例肺移植受者术后在服用
VRC 前 TAC 血药浓度已达稳态，以服用 VRC 前
TAC 剂量作为 100%，首次使用 VRC 时 TAC 即
开始调整剂量，主要调整原则是：保持 TAC 浓度
稳定，尽可能使 TAC 浓度达到目标浓度。首次调
整幅度为原剂量的 20% ～ 100%；至 VRC 使用后
D7，TAC 的剂量调整幅度为原剂量的7%～117%
（见图 2）。
　　以合用 VRC 前的 TAC 剂量为 100%，30 例肺
移植受者使用 VRC 后 D1、D3、D5、D7 的 TAC
剂量调整百分比散点图如图 3 所示，受者之间剂
量调整变化存在显著个体差异，D1、D3、D5、D7
平均减量至原剂量的 56%、41%、38%、36%。
　　同时发现，D3 ～ D7 的 C0/D 值相比未使
用 VRC 前的 C0/D 值平均增长百分比为 593.95%
（2.35% ～ 2362.96%），VRC 对 TAC 的影响程度
个体差异很大。D7 剂量降低最多的受者，TAC
剂量降低至未使用 VRC 前的 7%，C0/D 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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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77%；D7 剂量降低最少的受者与未用 VRC
前相比 TAC 剂量升高至未用 VRC 前的 116.67%，
C0/D 增长了 2.35%。

图 2　肺移植受者 TAC 剂量首次调整百分比与 7 d 后调整百分比

Fig 2　Initial adjustment and 7 days after VRC combination therapy of 
TAC dose in lung transplant ation recipients

图 3　30 例肺移植受者使用 VRC 后 D1、D3、D5、D7 TAC 剂量调

整百分比

Fig 3　TAC dose adjusted percentage on D1，D3，D5 and D7 after 
combination with VRC in 30 lung transplant ation recipients

3　讨论
　　本研究主要是回顾性分析 30 例肺移植受者
术后早期合并使用 VRC 对 TAC 剂量和药物浓度
的影响。目前关于 VRC 与 TAC 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骨髓移植 [3]、肝移植 [4]、肾移植 [5-6]，肺移植的
研究较少，且病例数最多的是 20 例 [1，7]。前期研
究提醒我们，当 VRC 和 TAC 合用时，TAC 谷浓
度和相应的 C0/D 值会急剧增加。Venkataramanan
等 [4] 研究显示说，肝脏移植患者联合使用 VRC

需要将 TAC 的日常维持剂量减少90%。Groll 等 [2]

研究显示说，在健康受试者中 VRC 使 TAC 的血
浆浓度 - 时间曲线下的平均面积增加了 3.2 倍，
TAC 的平均最大全血浓度增加了 2.2 倍。Cheng
等 [6] 通过回顾性分析 12 例肾移植受者合并使
用 VRC 的数据发现，在联合应用 VRC 时，TAC
日剂量减少了 64%，Kramer 等 [1] 随访合并使用
VRC 的 20 例肺移植受者 12 个月发现，在撤除
VRC 治疗后，TAC 的剂量平均增加 64%，上述
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
　　本研究表明，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使用 VRC
后第 1、3、5、7 日平均减量至原剂量的 56%、
41%、38%、36%， 该 减 量 方 案 与 Mahnke 等 [7]

在儿童肺移植受者推荐的减量方案比较接近，可
以尽可能减少 TAC 浓度的波动。VRC 与 TAC 联
用 7 d 内需每间隔 1 ～ 2 d 监测 TAC 的血药浓度，
根据 TAC 谷浓度来调整 TAC 的给药剂量，以防
TAC 浓度过高或过低，导致肾毒性或急性排斥反
应的发生 [6]。
　　本研究中肺移植受者 VRC 静脉滴注给药剂
量为 400 mg·d － 1（有 2 例为 600 mg·d － 1），其
余 VRC 剂量相同的 28 例受者 TAC 的 C0/D 值平
均增长 593.95%（2.35% ～ 2362.96%），存在显
著的个体差异。D7 剂量降低最多的受者，TAC
剂量降低至未使用 VRC 前的 7%，C0/D 增长了
503.77%；D7 剂量降低最少的受者与未用 VRC
前相比 TAC 剂量升高至未用 VRC 前的 116.67%，
C0/D 增长了 2.35%。提示在临床实践中，VRC 与
TAC 联用时部分患者的剂量调整不同于普通受
者，不是所有的受者最终减量均遵循说明书中的
“减至 TAC 原剂量的 1/3”。因此，应严密监测
TAC 血药浓度，实行个体化给药。
　　肝肾毒性等不良事件与移植后 TAC 血药浓度
升高有关，可以通过治疗药物监测和剂量调整加

图 1　肺移植受者使用 VRC 后 7 d 内 TAC 谷浓度（A）、剂量（B）、C0/D（C）变化情况（n ＝ 30）
Fig 1　TAC C0（A），dose（B），C0/D（C）changes in lung transplant ation recipients 7 days within VRC administration（n ＝ 30）

注：与使用 VRC 前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use of VRC，*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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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防 [8-9]。本研究的 30 例肺移植受者中，仅有
几例受者肝肾功能指标轻微的升高，并未造成肝
或肾功能的损害，可能是由于合理的 TAC 减量方
案以及频繁地监测 TAC 血药浓度避免了 TAC 浓
度过度升高引起的不良反应。 
　　TAC 主要通过 CYP3A4 和 CYP3A5 同工酶系
统进行代谢，并由 P- 糖蛋白（P-gp）转运，它们
在代谢活性上表现出 20 倍的患者间变异性 [2-3，10]。
VRC 是 CYP3A4、CYP2C9 和 CYP2C19 同工生酶
系统的竞争性抑制剂 [11-12]，因此 VRC 可能主要通
过抑制 CYP3A4 的活性而影响 TAC 的血药浓度。
CYP3A4 和 CYP3A5 单核苷酸多态性和代谢酶本
身的活性是 VRC 对 TAC 药物浓度影响产生较大
个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13-14]，另外，VRC 的代谢呈
非线性代谢，使暴露于体内的量随剂量的增加而
不成比例的增加，VRC 本身的药动学变异性也可
能会造成对 TAC 药动学变化的影响 [2]，导致 VRC
的血药浓度在受试者个体内与个体间存在很大的
变异性。
4　小结
　　本文回顾性分析 30 例肺移植受者术后使用
VRC 后一周内 TAC 血药浓度的变化，发现 VRC
对 TAC 血药浓度有显著影响，使用 VRC 后大部
分受者需要减量，减量水平有显著的个体差异。
但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小；
没有评估代谢酶（CYP3A4、CYP3A5、CYP2C9
和 CYP2C19）的基因多态性和 VRC 浓度对两种
药物联合应用时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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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受试者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实践与思考

王夏子1，2，方平飞2，朱荣华2，杨玲凤2，阳喜定2，燕强勇2，李亚敏1*（1.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长

沙　410013；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一期临床研究室，长沙　410011）

摘要：目的　探索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受试者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管理模式。方法　采用药物

Ⅰ期临床研究室与精神科合作的运行管理模式，基于受试者及研究药物特点，通过筛选期有

效知情同意、入住期落实特殊监护及随访期延续用药指导保护受试者权益。同时采取加强科室

沟通、重视试验安全管理、关键节点合理排班的措施进行质量控制。结果　4 项氯氮平试验共

筛选入组 104 例，脱落 5 例，受试者同批入组，历时（24±1.22）d 完成临床评价部分，数据分

析均表明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具有生物等效性。结论　该管理模式能够保证精神分裂症患者作

为受试者临床试验的完成效率、试验质量和受试者依从性。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患者；生物等效性试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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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bioequivalence study wi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ANG Xia-zi1, 2, FANG Ping-fei2, ZHU Rong-hua2, YANG Ling-feng2, YANG Xi-ding2, YAN Qiang-
yong2, LI Ya-min1* (1. Xiangya School of Nurs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2. Phase I 
Clinical Trial Center,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of bioequivalence study wi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s subjects. Method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hase ⅠClinical Trial Center and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study dru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s were made clear and protected by effective informed consent during the screening 
period, special car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continuous medication guidance during the follow-up.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study, we strengthen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partment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afety of the study, reasonably scheduled shift, and standardized  
dietary activities to control the quality. Results  Totally 104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four studies, and 
5 patients were dropped out.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took (24±1.22) days to 
complete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All four studies demonstrated bioequivalence between the clozapine 
tablets and reference tablets. No one was injured. Conclusion  This cooperation management can ensure 
the efficiency, quality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s subjects in clinical trials.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patient; bioequivalence study;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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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临床常见的重性精神病，
给患者本人及社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氯氮平
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疗效突出 [1]，但进口原研氯

氮平片价格高昂，国产仿制氯氮平片与原研药在
治疗效果上是否具有等效性，需通过生物等效性
试验来确定。生物等效性试验中的受试者大部分

药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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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康志愿者，由于氯氮平存在首剂效应，健康
人服用氯氮平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远大于患
者。出于对受试者的安全考虑，氯氮平片生物等
效性试验应选择已经接受过一种批准的氯氮平产
品的确定维持剂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2]。
　　与健康受试者相比，精神障碍者属于受试者
中的弱势人群，其权益更容易在临床试验中受到
损害。与其他疾病患者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发
病时行为失控导致的伤人、自伤等行为，使研究
者和受试者人身安全受损的风险更高，而其行为
能力的不稳定导致其依从性也处于动态变化状
态。同时，试验药物氯氮平不良反应较多，即便
受试者为长期规律服用氯氮平的患者，也应在试
验过程中设置并落实全面的安全性观察。
　　本院研究机构围绕国家精神卫生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两个
国家中心，建设以精神性疾病和糖尿病为重点
的重大疾病防治药物研发的临床评价技术平台。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0 月期间，采取由药物Ⅰ
期临床研究室为主导与精神科合作的形式，先后
完成 4 家制药企业生产的氯氮平片人体生物等效
性试验。试验过程中，基于精神疾病患者及精神
类药物的特点，在试验的各个阶段实施针对性措
施，可保护受试者权益，提高试验质量。
1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开放、双治疗、两周期交叉设计，
10 d 为一个周期，两周期间无清洗期，在整个试
验周期内受试者均住院。
1.1　药品 [2-3]

　　氯氮平片（受试制剂，规格：每片 25 mg，
分别由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云阳
集团药业有限公司、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上海
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生产）；氯氮平片 [ 参比
制剂，商品名：CLOZARIL，规格：每片 25 mg，
HLS Therapeutics（USA）Inc.]。
1.2　受试者的选择 [4-5]

　　试验均通过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
员 会 批 准 [（2018） 伦 审【药】第（K088） 号、
（2018） 伦 审【药】第（K064） 号、（2018） 伦
审【药】第（K079） 号、（2019） 伦 审【药】第
（K220）号 ]。所有受试者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开始筛选体检。
1.2.1　入组标准　① 年龄 18 ～ 65 周岁（包含两
端），男女不限；② 根据 ICD-10 诊断为精神分裂
症者；③ 试验前已连续服用稳定剂量的氯氮平片

至少 3 个月，且日服剂量为 150 ～ 350 mg，在研
究期间能够耐受每隔 12 h 服用 100 mg。
1.2.2　排除标准　① 有并发的精神或神经疾病；
② 有癫痫发作或癫痫病史或有严重疾病病史；③ 
试验前 1 个月内发生急性胃肠道疾病、急性肝肾
疾病、急性代谢疾病、急性内分泌疾病者；④ 试
验前 1 年内日吸烟超过 20 支或每周饮酒超过 14
单位酒精；⑤ 试验前 3 个月内参加过其他药物
或医疗器械试验者；⑥ 试验前 3 个月内献血或
大量失血（≥ 200 mL）；⑦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总
数低于 4×109·L － 1，或中性粒细胞绝对数低于
2×109·L － 1。
1.3　给药方案与血样采集 [2]

　　入选的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每 12 h 分别用
240 mL 水送服 100 mg 的氯氮平片受试制剂和参
比制剂。其中，首次服用参比制剂和受试制剂后
尽量保持仰卧位至少 6 h，同时，应限制运动至少
12 h。第 10 日早晨给药前 10 h 至给药后 4 h 内，
要求受试者保持空腹状态，并于早晨给药前 1 h
至给药后 1 h 内，禁止饮水。
　　药物代谢动力学（PK）采血时间点为：第
7 ～ 10 日早晨给药前 1 h 内，以及第 10 早晨给
药后 0.25、0.5、1.0、1.5、2.0、2.5、3.0、3.5、4.0、
5.0、6.0、8.0、10.0、12.0 h 处采集血浆样品。第
11 日交叉给药进行第二周期试验，第二周期操作
同第一周期。
2　试验运行管理

2.1　科室合作管理模式

　　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殊性，受试者同批次
入组管理困难，其他机构氯氮平生物等效性试验一
般采用分批入组的方式 [6]。本院研究机构采取由药
物Ⅰ期临床研究室为主导与精神科合作的形式，Ⅰ
期临床试验研究者团队通过以往生物等效性试验操
作过程的积累，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负责提供符
合试验要求的设施设备，规范标准操作，规范研究
药品、样本、记录、文档的管理；精神科医护人员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处及沟通经验丰富，主要负责
受试者观察，及时评估受试者的状态，必要时提供
心理疏导。两科室合作运行管理试验，受试者可同
批入组入住Ⅰ期临床试验研究病房，并得到与精神
科病房同质化的诊疗护理。
2.2　保护受试者权益

2.2.1　筛选期　严格入排标准，筛选时尽量选择
病情较稳定、沟通理解能力较强患者；知情同意
是重要的一环，也是对于精神障碍受试者比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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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过程。本研究的知情同意过程由受试者与其
法定监护人共同参与并签字，根据受试者表达意
愿的能力程度，在征得其法定监护人代理同意的
同时，也询问受试者本人是否愿意参加临床研
究，并尊重受试者本人的意愿。
2.2.2　住院期　针对性的临床观察：以阴性症状为
主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思维形式障碍、言语贫
乏，不能及时、准确地向研究者描述躯体不适，精
神科医护应耐心询问受试者主观感受，观察并详
细记录受试者情绪变化；而幻听、妄想等阳性症状
容易导致暴力攻击行为，一旦发现受试者出现指令
性语言的幻听、被害妄想症状，需对其进行密切观
察，必要时专人监护，预防伤人、自伤、毁物行为，
并由研究医师评估受试者是否退出试验。
　　针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实施全面的安全性监护：
　　① 受试者服药后避免剧烈运动，注意观察有
无头晕、体位性低血压。
　　② 粒细胞缺乏症为氯氮平严重不良反应，试
验期间需监测受试者粒细胞水平，在第一周期
PK 采血结束后对受试者进行血常规检查。同时，
注意预防粒细胞降低导致的继发性感染，生活上
做好必要协助，使受试者作息规律，协助患者洗
澡等其他日常清洁避免口腔、尿路感染等。
　　③ 交感神经亢奋引起心动过速为氯氮平另
一严重不良反应，受试者在服用研究药物期间
每日定时监测其生命体征，当测得心率大于 100
次·min － 1 时，由研究医师评估是否使用普萘洛
尔缓解症状，并记录合并用药情况。
　　④ 便秘也是常见的不良反应，未经缓解可能
引起患者的拒药不合作、情绪波动、甚至加重精
神症状。每日查房时询问受试者大便情况，连续
3 d 未解大便、大便困难或合并由便秘引起的恶
心、腹痛的受试者，遵医嘱使用开塞露，记录不
良事件并追踪转归情况。
2.2.3　随访期　精神分裂症受试者的治疗是长期
的，出组后随访应该重点关注合理用药。由于试
验期间所有受试者氯氮平给药方案均为每 12 h 口
服 100 mg 的氯氮平片，试验期结束后研究医师应
开具针对性用药方案，并随访了解停用试验用药
换药后反应，维持患者病情稳定，防止病情复发。
2.3　质量控制要点

2.3.1　加强科室沟通协调　试验前详细的授权分
工和分工确认培训会是减少实施过程中风险提高
试验质量的必要前提 [7]，Ⅰ期临床研究室负责组
织两科室多次协调会议及培训。两个科室履行各

自职责同时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及时发现问题
并高效解决，也是提高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的重要
保障 [8]。
2.3.2　重视试验安全管理　在生物等效性试验
中，病房环境是影响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因
素 [9]。在整个试验周期内受试者均住院，为确保
环境安全，试验开始前由精神医护对所有区域进
行反复检查，避免患者可接触锐器等危险物品。
入住前寄存所有随身携带物品及衣物，试验期间
及时清点受试者生活用品及餐具，避免牙刷、筷
子等被患者制作成利器。准备约束性措施器具，
严格掌握保护性约束适应证。设置单独隔离室进
行约束，避免约束失控患者影响其他受试者情
绪。除常规急救药物，应针对氯氮平可能出现的
不良事件及严重不良事件准备对症处理药物。
2.3.3　关键节点合理排班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
患者服药依从性差，易出现藏药行为 [10]。而生物
等效性试验血标本采集时间窗窄，这种频繁的有
创操作，可能会导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应激反应。
在给药、密集采样等时间交叠阶段的关键节点做
好风险预估，保证人力充足，合理搭配，预备机
动人员。由Ⅰ期临床研究室护士进行操作，精神
科护士和安保人员依次引导每位受试者配合操
作，注意态度温和动作轻柔，适时安抚。排班表
上注明如分药、采血核对、机动采血等详细内容，
做到详尽分工、责任到人。
3　结果

3.1　高效率完成临床试验 
　　4 项氯氮平试验受试者均同批入组，历时
（24±1.22）d 完成临床评价部分。共筛选入组
104 例，脱落 5 例（其中女性 2 例），无增补，完
成两周期试验99例。4项试验脱落率分别为7.14%
（2/28）、4.17%（1/24）、7.69%（2/26）、0（0/26），
脱落原因见表 1。

表 1　受试者脱落原因 
Tab 1　Subjects’ dropout 

项目 历时 /d 入组 /n 脱落 /n 脱落原因

1 26 28 2 均为精神状态不稳定

2 24 24 1 精神状态不稳定

3 23 26 2 服试验药物后呕吐；多次

嚼药，劝阻无效

4 23 26 0 /

3.2　高质量实施临床试验 
　　目前，4 项试验结果均表明氯氮平片受试制
剂和参比制剂具有生物等效性，安全性良好。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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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临床试验研究护士在血样采集、生命体征测量
等操作时进行质量检查，PK 血样采集共出现 2
例次采血超窗，其原因均为血管条件较差导致的
采血困难，其他均在时间窗允许范围内。生命体
征测量，无超窗现象。共有 88 例受试者发生 338
例次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84.62%。受试制剂和参
比制剂均有 1 例次重度不良事件，其余均为轻度
或中度不良事件。4 项试验过程中均未发生暴力
事件，无任何人员受伤。
3.3　受试者依从性良好 
　　除退出的受试者外，其余完成试验受试者均
在两周期按方案要求服用了规定剂量的药物，未
发现有药品藏匿或者吐出的情况，整体服药依从
性良好。在研究者引导下，主动配合采样、生命
体征测量、体格检查、心电图检查等操作。在精
神科护士协助下，试验期间所有受试者作息规
律，饮食饮水和活动均符合方案要求。
4　小结

　　在药品审评标准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招募
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受试者开展精神类药品生物
等效性试验，需要临床研究机构全面合理地进行
管理，以降低试验风险，在保护受试者权益的同
时保证试验质量。专业的Ⅰ期临床研究室团队
能够在整个试验过程针对不良事件发生可能的
风险要素构成，认真落实试验进展的每个阶段
和细节，采取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降低可能
存在的风险 [11]，但欠缺对患者诊疗经验。临床
科室医护虽然临床经验丰富，但可能存在对临
床试验不够重视，认为与普通临床操作相同即
可等错误认识 [12]。本研究根据研究室经验，通过
药物Ⅰ期临床研究室与精神科协调合作模式，发
挥各自专科领域特长，优势互补，并基于精神分
裂受试者及研究药物特点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

的试验结果，可供以其他种类疾病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的药物临床试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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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在临床试验药物管理过程中的风险防控与思考

马丽平1，李语玲1，王铁军1，曾娜2*（1. 上海市东方医院，上海　200120；2.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　200062）

摘要：目的　为药师在临床试验药物管理中的实践提出建议。方法　药师在项目启动前进行风

险评估，针对风险点设计具体项目的专用药物文件，在项目进行的环节中，按体现风险防控

的工作流程进行操作；对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本院 GCP 中心药房管理的 59 个

药物试验项目实施的风险防控操作在药物管理不同环节的分布和在不同年份的效果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　未发生药物方面的重大方案违背及管理不善引起的药物报损事件，避免用药重大

方案违背 2 起，避免项目风险隐患操作 28 起。我们运用风险管理的策略，重视启动前的风险

管理，使试验药物管理保持了较高的质量和工作效率。结论　药师在临床试验药物管理过程中

运用风险管理策略，可更好地促进药物临床试验顺利开展，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确保

试验结果科学、有效和可靠。呼吁行业出台临床试验药物管理的指导原则及细则，用统一的标

准指导具体操作，规范药物临床试验中试验用药物的管理，从而提高临床试验质量。

关键词：临床试验；药物管理；风险管理；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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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试验药物的管理是临床试验实施中的重
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临床试验药物的质量、临床
试验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影响新药研发最终的成
败与公众用药安全 [1]。目前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GCP）修订版与国际人用药品注
册技术协调会版（ICH 版）趋于一致，但仍缺少
临床试验用药品管理相关的指导原则 [2]。
　　风险管理是对风险进行识别、衡量以及处理
的过程，以期用最小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
利后果减小到最低程度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 [3]。
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
风险控制 [4]。临床试验过程环节多，参与方多，
存在多种风险因素，近年来风险管理策略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试验领域 [5]。药物临床试验方案（尤
其是Ⅲ期）用药步骤设计多元化，药物二次包装
方式多样，容易导致用药差错，影响临床试验的
安全性及结果判断，故本文通过重点分析临床试
验药物管理启动前和发药过程中各环节的风险
点，将风险管理的因素加入到质量管理中 [6]，以
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或影响程度，为药物临床试
验的质量管理以及项目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1　风险流程控制方法
　　本院 2017 年 5 月成立 GCP 中心药房，同年
10 月起，将风险管理运用到药物质量管理工作中。
　　试验启动前设计项目专用的药物记录表。药

师对药物管理各环节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将结
果反馈至项目组，对不能从方案设计源头改进的
风险因素（如随机系统只需点开受试者编号即可
进行药物随机，缺少受试者身份确认的环节；药
物随机时，误操作了不合逻辑的访视周期、系统
中无提醒的功能；Ⅲ期开放、随机项目中，受试
者分层或分组不使用随机系统），GCP 中心药房
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风险防控流程见图 1。

图 1　启动前风险防控流程图

　　部分双盲试验项目，将不同数量、不同批号
的不同药物二次包装，对应一个药物号，仅供一
个受试者使用，在设计此类项目专用表格时，把
药物名称、规格、数量信息按访视周期不同的用
法用量固定编辑，并用药物号、有效期代替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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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功能，避免反复填写大量数字组成的批号造
成填写偏离；对配制有特殊要求的药物（溶媒、
体积、时间、细胞毒药物的销毁等），在专用处
方、药物配制表中特别标注；对不同组别的受试
者用药不同、同一受试者不同周期用药不同的项
目，设计体现关键信息的《药房随机对照表》。
　　其次，在药物管理过程中，也采取了防控措
施应对风险。以发药前的审方为例，流程见图 2。

图 2　发药前审方的风险防控流程图

2　防控结果与分析
2.1　启动前的风险防控措施与举例
　　项目启动前，存在的风险因素主要有 5 个方
面。将各项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防控措施、具
体案例进行罗列，详见表 1。
2.2　启动后发药过程中的风险防控措施与举例
　　药物发放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主要有 7
个方面。将各项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防控措施、
具体案例进行总结，详见表 2。
2.3　防控成效与分析
2.3.1　防控成效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
储存药物的冰箱发生超温 8 次，药师分析原因并
不断总结，采取了以下防控措施：设备使用前需
测试；选择品牌设备；温度探头不靠壁，固定在
中间层架；合理摆放标记好的药物，控制冰箱开
关门时间；环境温度控制在 15 ～ 25℃。
　　2017 年 10 月起，按照制订的防控措施，药
师避免风险操作 28 起，分别为启动前 7 起，接
收过程中 9 起，储存过程中 2 起，发放过程中 4
起，药物及包装回收过程中 3 起，返还申办方过
程中 3 起。获得风险规避百分比为 73.7%[ 规避风
险数（28）/ 总风险数（38）]。
　　药师共避免2起用药重大方案违背（见表2）；

表 1　启动前药物管理风险防控表

风险因素 影响程度 采取措施 偏离内容举例 措施举例 建议

非盲流程设计不严谨 泄盲 要求申办方修订流

程；拒收药物

试验药物与对照药物存在色差，为节约

人员成本，未配备非盲 [ 临床研究协调

员）（CRC）]；非盲配置人员将剩余药

液及药瓶用黑色袋子简单包扎后交与盲

态 CRC 返回给非盲药师；非盲药师发

现其包装可以不留痕迹地打开再封上

增加非盲 CRC 
1 名

资深专职药师参

与药物手册编

写

随机系统设置不严谨 受试者编号随机

出错；用药周

期随机出错

要求优化随机程序；

针对性地设计

《药房随机对照

表》

随机系统只需点开受试者编号即可进行药

物随机，随机者易操作失误

药师登记、核对

《药房随机对

照表》中的受

试者和访视周

期信息

统一行业的中央

随机系统标准：

随机前确认受

试者身份信息；

增加有不合理

信息不能继续

操作的功能

受试者剩余药物，经研究

者清点后继续使用

受试者的用药依

从性计算易出

错；药物质量

无法保证

拒绝项目要求；提

示机构制订相应

的标准操作规程

（SOP）

回收某胰岛素，但胰岛素在受试者处滞留

时间较长，药液的浑浊度较高

访视时完全回收

上次发放的 
药物

资深专职药师参

与药物手册 
编写

项目不要求记录回收药物

的剩余量（雾化吸入用

药），仅通过日记卡计

算受试者的依从性

影响真实性 要求申办方修订 
方案

某项目对基础药物——舒利迭的回收不要

求记录剩余药量

药师按照 GCP 的

原则，认真记

录该药物装置

上的刻度

资深专职药师参

与药物手册 
编写

药物号未细化到最小包装

（非盲药物）

无法执行 要求申办方修订 
方案

某项目的试验药物包装为 5 支 / 盒，每一

盒药物编辑一个药物号，无法记录发药

表格，无法溯源

药师用记号笔在

药瓶上编辑阿

拉伯数字

资深专职药师参

与药物手册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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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分析　GCP 中心药房于 2018 年 5 月依据
风险因素编写了《GCP 中心药房 CRC/CRA 须
知》，并不断完善，在项目启动前充分告知。运
行项目数量逐年增加（2017 年 11 项，2018 年 34
项，2019 年 45 项），启动前避免风险操作共 7 起，
启动后接受、储存、发放、回收、返还过程中避
免风险操作共 21 起。在项目数量增加，人员数
量不变的情况下，药物管理保持了较高的质量，
体现出管控的效果。
　　新启动的项目数量逐年增加，2017—2019 年
分别为 11、23、25 项，启动前避免风险操作的
数目增幅不多（2017—2019 年分别为 1、2、4 起），

启动后风险防控数目有所下降（2017—2019 年分
别为 4、14、3 起），体现出启动前管控的重要性。
3　小结与思考
3.1　试验用药物管理直接影响试验数据准确性和
可靠性
　　药师首先不断完善《GCP 中心药房 CRC/
CRA 须知》，针对普遍意义的偏离因素，在项目
接洽时，向 CRC/ 临床监查员（CRA）提出避免
偏离的具体要求。对特殊的偏离因素，与项目组
提前沟通，并设计项目的专用药物表格，如盲态
药物的质检报告与药物标签不一致的，须出具完
整的、体现证据链的药检证明；已使用的、直接

表 2　药物发放过程风险防控表 

风险因素 影响程度 采取措施 偏离内容举例 措施举例 建议

医嘱错误、随机 
错误

破盲导致受

试者脱

落 / 剔除

药师熟悉方案，提升

药师审方能力

某肿瘤项目 C4 周期医嘱中的试验

药物剂量为 780 mg（取 8 瓶药

物），随机时研究者误操作为 13
瓶，随机出 13 个药物号

化疗药物给药剂量一般呈下

降趋势，药师在《药房随

机对照表》中记录受试者

C1 周期使用剂量，核对

表格后避免了一起用药重

大方案违背

统一行业的中央

随机系统标准

发放盲态药物的药

物号错误；发放

开放试验的不同

组别药物错误

破盲导致受

试者脱

落 / 剔除

双人核对、药物验证

码核对；药物号标

识清晰；不同组别

的药物名称、规格

标识清晰

某开放、对照糖尿病项目，某受试

者为对照组别，C7 周期的医嘱

错误开具为试验组别药物

首次发药时，药师在《药房

随机对照表》中记录了受

试者的组别，核对表格后

避免了一起用药重大方案

违背

药物标签、中央

随机系统中设

置验证码

发放近效期药物 受试者使用

过期药物

药师拒绝发药；强调

并标识药物应回收

时间

某国际多中心项目为节约成本，要

求将 8 月 31 日到期的沙丁胺醇

于 6 月底发放，安排受试者在 8
月初的访视期送回该药物

为防止受试者遗忘、避免其

使用过期药物，避免 8 月

份到期的药物引起受试者

误解，药师拒绝发药；医

嘱转入本院门诊药房

药物使用信息系

统管理

发放药物批号正确，

登记批号有误

疑似发放过

期药物

不同批号药物摆放有

标识

登记发放表时，抄写上一次药物的

批号，忽略了本次药物为新批号

当场对照实物登记 不适用

中央随机表出现错

误信息

无法发药 药师熟悉方案；接收

到申办方说明邮件

可酌情发药

某国际多中心的呼吸科项目有两个

药物，且都使用字母代码表示药

物名称；医嘱为试验药物 A，随

机表却显示名称为 A 药，药物

号却为试验药物 B 的药物号码；

名称为 B 药，药物号却为试验药

物 A 的药物号码

药师熟悉该方案的用药顺序

和该项目的药物号编辑规

律，要求申办方出具说明

邮件后同意发药

统一行业的质检

报告标准

非盲药物未按药物

号发放

药物追溯、

清点、统

计困难

非盲药物按有效期、

按药物号有序摆放

有的项目，未编辑非盲态药物的药

物号

发药时，在药盒上标注受试

者编号和访视周期

统一行业标准：将

所有非盲药物

的药物号作有

序编辑，将盲

态药物的药物

号作无序编辑

发放其他项目的相

同基础药物

方案偏离 按项目集中摆放药物 内分泌科大部分项目的基础药物为

二甲双胍片，易将 A 项目的二

甲双胍片发放给 B 项目需服用二

甲双胍的受试者

将显示项目名称的标识、《药

房随机对照表》与药物摆

放在一处

不适用

未发生药物方面的重大方案违背及管理不善引起
的药物报损事件；未将质量疑似或不合格药物用

于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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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细胞毒药物的包装不得回收。项目进行中，
药师须遵循风险防控的工作流程，如保证发药前
查看药物储存温度；药物有序摆放，使开关冰箱
门时间最少；下架近效期药物时，核对应回收数
量，确认无过期药物被受试者使用；不同项目有
不同的发放规则；回收已上市的基础药物包装时
须核对到最小包装上的批号；审核细胞毒药物运
输方的资质与运输包装。
3.2　建议行业制订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相关的指
导原则、细则
3.2.1　将细胞毒药物作为毒性药物管理　对生物
安全柜定期检测、保养与使用登记；细胞毒药物
的包装和剩余药液销毁记录；给药过程中，特殊
装置使用记录（如紫杉醇使用专用皮条）；细胞
毒药物运输方的资质与过程记录（如液态细胞毒
药物途中损毁可使公众权益受损）等。
3.2.2　统一药物号的编辑规则　可将所有非盲药物
的药物号作有序编辑，可避免发药错误且便于追
溯；将盲态药物的药物号作无序编辑，以示区分。
3.2.3　统一生物制品类试验药物的检测标准　试
验用药物生物制品类的要求应有所提高，需出具
国家指定的药品检定所的合格质检报告 [7]。
3.2.4　推荐体现临床试验特点的药物管理电子信
息系统　电子信息系统应具有依从性计算的功能；
具有设置禁用药物的功能；具有合并用药风险提
示的功能等。依托信息系统，药师可在医嘱审核、

合并用药选择、不良反应发现与处置中发挥作用。
3.3　小结
　　建立高效、规范的试验用药物管理模式是每
个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不断探索与改进的目标。本
文总结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为今后药师在临
床试验药物管理中的实践提出建议，同时也呼吁
行业内尽快出台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的指导原则
及细则，规范我国临床试验药物管理。

参考文献

[1] 国家药物监督管理局食品药物审核查验中心 . 药物临床试

验数据核查阶段性报告（2015 年 7 月－ 2017 年 6 月）[EB/
OL]. 北京：国家药物监督管理局食品药物审核查验中心 . 
（2017-07-21）[2019-2-15]. http：//www. Cpi. Gov. cn /pub-
lish /default /hyzx /content / 2017072409403310502. html. 

[2] 裴彤，胡朝英，胡晓，等 . 中美药物临床试验中的药品

管理现状比较 [J]. 中国药房，2019，30（3）：12-16. 
[3] 王巍，陈玉文 . 浅议新药研发中药物临床试验方案的风

险管理 [J]. 药学与临床研究，2015，23（5）：514-517
[4] 周中仁 . 风险管理在药品生产监管中的应用研究 [D]. 开

封：河南大学，2009. 
[5] 林佳，刘智，景立，等 . 基于风险监查的理念、挑战和

最佳实践 [J]. 中国新药杂志，2015，24（2）：134-138. 
[6] 张继萍，王晓霞，王洪，等 .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风险

评估与防控 [J]. 肿瘤研究与临床，2019，31（6）：409-411. 
[7] 王璐璐，刘慧，王健 . 本院临床试验用药品规范化管

理模式的构建 [J].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7，26（5）：

345-347. 
（收稿日期：2021-03-03；修回日期：2021-06-07）

《中南药学》杂志基金项目论文征稿启事

　　为促进《中南药学》杂志学术质量提升，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本刊诚征各级基金项目论文，实
行快速发表通道，并提高基金项目论文奖励：
　　1. 对基金项目核心研究论文开辟“快速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发表（4 ～ 5 个月见刊）。
　　2. 对重点基金项目论文（作者须提供项目合同书扫描件）实行奖励，奖励人为基金项目主持人（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① 国家级基金项目核心研究论文每篇奖励 1000 ～ 2000 元。
　　② 省部级基金项目核心研究论文每篇奖励 500 ～ 800 元。
　　3. 投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① 投稿请直接登陆官网（http：//znyx.cbpt.cnki.net）首页，点击“作者投稿系统”栏，按要求填写有
关内容和项目后直接进行投稿，注明“基金论文投稿”。
　　② 论文写作参考本刊投稿须知，项目要齐全，包括中英文标题，中英文作者及作者单位（包括邮编、
所在地、单位名称、科室名称），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正文，图表（图表标题中英文对照）；稿件所
附图片一律要求使用原始清晰图片（像素不能低于 200）。
　　③ 来稿请在署名下标明：基金项目（项目来源及编号）；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学位、技术职称、
是否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和 E-mail）。
　　④ 来稿须附单位推荐证明（明确注明“同意推荐、内容真实、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及署名争议
问题”）和基金项目合同书扫描件。



222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1 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非液化莫拉菌 
血流感染病例的临床药学实践

吴石威1，宁丽娟2，郭小兰1，李伟1，刘湘1*（1. 湘潭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0；2. 中国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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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通过参与 1 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非液化莫拉菌血流感染病例的预防和

治疗感染全过程，根据患者病情变化，从抗菌药物的预防使用、经验选择、调整、不良反应、

剂量与疗程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讨论，并及时进行干预，优化治疗方案并成功控制感染，同时

减少了不良反应，为此类患者的药物治疗提供了参考思路，体现了临床药师在造血干细胞移

植团队中的作用。

关键词：临床药师；造血干细胞移植；血流感染；非液化莫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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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ic hematopoi-
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 目 前 已
成为各种血液、肿瘤和先天性疾病的重要治疗方
法 [1]。感染是 allo-HSCT 后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的
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原因 [2-3]，据报道，13% ～ 60%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病死
率达 12% ～ 42%[4]。感染的病因复杂，主要与中
性粒细胞减少、黏膜炎、导管使用、骨髓清除、
新免疫系统的重建、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以及移
植物抗宿主病（GVHD）等因素有关；且在正常情
况下，只有 30% ～ 40% 的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
可以获得微生物学阳性结果 [3，5]。因此，在整个
allo-HSCT 过程中，从预防到治疗感染，合理、有
效地使用抗菌药物极其重要。目前，产β- 内酰胺
酶的非液化莫拉菌血流感染的报道极少 [6]，本文
新报道了 1 例罕见的行 allo-HSCT 并发非液化莫
拉菌血流感染的病例，分析患者抗感染治疗的全
过程，探讨临床药师为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患者的感染治疗提供药学监护的切入点。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40 岁，身高 162 cm，体质量 66.2 
kg，体质指数（BMI）25.24 kg·m － 2，2019 年 3
月 13 日因“确诊急性白血病（混合型）1 年余，拟

行非血缘脐血移植”入院。患者 2017 年 7 月 10
日体检时发现血常规异常，诊断急性白血病（混
合型），相继接受多次化疗，现疾病处于缓解状
态，术前检查排除移植禁忌，因无合适同胞全合
及非血缘供者，本次入院行 allo-HSCT。既往无药
物过敏史。患者诉病程中恶心、呕吐不适，精神
一般，食欲较差，睡眠情况良好，大、小便正常，
体质量无明显变化。入院查体：体温 36.4℃，脉
搏 80 次·min － 1，呼吸频率 20 次·min － 1，血压
100/70 mmHg（1 mmHg ＝ 133.2 Pa），神清，贫
血貌，巩膜未见明显黄染，浅表淋巴结不大，双
肺呼吸音清，未及干湿性啰音，心律齐，未闻及
病理性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四肢无浮
肿。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6.11×109·L － 1，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NEU）4.30×109·L － 1，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NEU%）70.4%；C 反应蛋白
（CRP）4.34 mg·L － 1； 降 钙 素 原（PCT）0.03 
µg·L － 1；肝肾功能正常。
2　入住造血干细胞病房后预防和治疗感染过程

　　患者入院第 1 日开始采用“氟达拉滨 50 mg 
d1 ～ 3 ＋白消安 53.6 mg q6 h d2 ～ 4 ＋环磷酰胺 
3.8 g d5 ～ 6”方案进行强化清髓预处理，予水化
和碱化尿液、护肝、护胃、止吐、预防神经系统

临床药师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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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预防肝静脉闭塞病（VOD）等对症处理，
同时加用头孢丙烯胶囊、氟康唑胶囊进行细菌、
真菌感染的预防。入院第 9 日回输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予环孢素等免疫抑制药物进行 GVHD 的防
治，同时加用阿昔洛韦预防病毒感染。
　　移植后第 8 日患者出现发热，最高 38.4℃，
复 查 血 常 规 示 严 重 粒 细 胞 缺 乏，PCT 0.95 
µg·L － 1 ↑，CRP 119.00 mg·L － 1 ↑， 粒 细 胞
缺乏伴感染不排除，遂停用头孢丙烯，加用亚胺
培南 / 西司他丁 1 g q8 h ivgtt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移植后第 10 日，患者仍有间断发热，最高
38℃，危急值回报：血培养 β- 内酰胺酶阳性，
非液化莫拉菌（微生物室未报告药敏）；PCT 0.97 
µg·L － 1↑，CRP 75.80 mg·L － 1↑， 仍 较 高，
提示初始方案抗感染效果不佳，临床药师分析
后，建议调整抗感染药物，使用亚胺培南 / 西司
他丁 1 g q6 h ivgtt 联合硫酸依替米星注射液 200 
mg qd ivgtt 抗感染治疗，医师采纳，患者体温迅
速恢复。
　　移植后第 12 日，患者体温正常，复查 CRP 
41.60 mg·L － 1 ↑，较前明显下降，肝肾功能正
常，当前抗感染治疗有效，但查房时患者诉输注

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后恶心、呕吐较前明显加重，
临床药师考虑为药物不良反应，建议换用美罗培
南 1 g q8 h ivgtt，此后患者未再诉此症状。
　　移植后第 14 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最高
37.8℃，伴一过性皮疹，面色潮红，仍有恶心，
无明显咳嗽、咳痰、腹泻症状，复查 CRP 23.60 
mg·L － 1 ↑，PCT 0.15 µg·L － 1，1，3-β- 葡聚糖
检测（G 试验）＜ 3.84 pg·mL － 1，半乳甘露聚糖
（GM 试验）0.085 µg·L－ 1，巨细胞病毒核酸检测、
血培养均为阴性，药师考虑植入前综合征（PES）
可能性大，建议加用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15 
mg q12 h ivgtt 治疗，抗感染方案不调整。
　　移植后第 16 日，患者体温正常，恶心较前
好转，无明显皮疹，查粒细胞恢复可，CRP 恢
复正常，医师停用美罗培南、依替米星，换用头
孢地嗪降阶梯治疗。移植后第 22 日，患者一般
情况可，复查血常规示粒细胞明显恢复，供者基
因嵌合率检测为 100%，考虑粒系植入，感染控
制可，遂转出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行下一阶段治
疗。具体实验室检查指标见表 1，抗感染用药见
表 2。

表 1　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主要实验室检查指标

日期 移植时间 /d 体温 /℃
WBC/

×109·L － 1

NEU/
×109·L － 1 NEU/%

PCT/
（μg·L － 1）

CRP/
（mg·L － 1）

肌酐（CREA）/
（μmol·L － 1）

谷丙转氨酶

（ALT）/（IU·L－ 1）

3 月 14 日   － 8 36.4   6.11 4.30 70.4 0.03   4.34 49 36

3 月 17 日   － 5 36.6   3.97 3.65 91.9 － － 45 24

3 月 19 日   － 3 36.5   1.90 1.74 91.6 － － 45 33

3 月 21 日        0 36.5 53.55 － － － 14.10 － 94

3 月 29 日   ＋ 8 38.4   0.01 － － 0.95 119.00 － －

3 月 31 日 ＋ 10 38.0   0.06 － － 0.97 75.80 43 64

4 月 2 日 ＋ 12 36.8   0.19 0.09 47.4 － 41.60 55 28

4 月 4 日 ＋ 14 37.8   0.52 0.29 55.8 0.15 23.60 － －

4 月 6 日 ＋ 16 36.4   1.24 0.77 62.1 －   8.51 68 35

4 月 12 日 ＋ 22 36.2   2.34 1.60 68.4 0.10   3.13 56 52

表 2　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抗感染药物使用情况

抗感染药物 用法用量 用药目的 用药时间

头孢丙烯胶囊 0.5 g qd po 预防细菌感染 3 月 13 日－ 3 月 28 日

注射用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钠 1 g q8 h ivgtt 抗细菌感染 3 月 29 日－ 3 月 30 日

注射用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钠 1 g q6 h ivgtt 抗细菌感染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硫酸依替米星注射液 200 mg qd ivgtt 抗细菌感染 3 月 31 日－ 4 月 5 日

注射用美罗培南 1 g q8 h ivgtt 抗细菌感染 4 月 2 日－ 4 月 5 日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2 g q12 h ivgtt 抗细菌感染 4 月 6 日－ 4 月 12 日

氟康唑胶囊 200 mg qd po 预防真菌感染 3 月 13 日－ 4 月 12 日

注射用阿昔洛韦 0.3 g q12 h ivgtt 预防病毒感染 3 月 21 日－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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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allo-HSCT 抗菌药物的预防使用分析

　　早期植入前阶段感染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是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黏膜损伤。中性粒细胞减少
症持续约 5 ～ 7 d 或 15 ～ 30 d，这取决于预处理
方案的类型，如强度降低的方案或骨髓清除的方
案 [3，7-8]。其中细菌是主要的病原体，而真菌病
原体和单纯疱疹病毒则较少发生。美国指南指出
左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具有相同的预防功效，在
存在口腔黏膜炎的情况下左氧氟沙星可能是首
选 [9]。即使出现耐药，使用喹诺酮预防仍然可获
得更大的临床益处，且没有证据表明会增加不良
后果 [10]。中国指南对于 allo-HSCT 患者建议预防
感染，常见病原菌为革兰氏阴性需氧菌如铜绿假
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草绿色链
球菌等，可选择氟喹诺酮类等药物，不建议应用
第三代头孢菌素 [11-12]。头孢丙烯为第二代头孢菌
素，对铜绿假单胞菌无抗菌作用，患者亦无使用
左氧氟沙星禁忌证，临床药师认为选用头孢丙烯
预防细菌感染欠妥，无证据支持，建议换用左氧
氟沙星，临床未采纳建议。
　　此外，根据指南，allo-HSCT 患者有使用氟康
唑预防真菌感染，阿昔洛韦预防病毒感染指征 [12]。
3.2　初始抗感染药物的选择

　　3 月 29 日，患者出现发热，最高 38.4℃，严
重粒细胞缺乏状态，CRP 较前明显上升，根据指
南，符合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诊断，且患者存
在恶心呕吐的胃肠道症状，属于危险度分层中的
高危患者，存在耐药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先前
接触过广谱抗菌药物、重症疾病、院内感染、长
期反复住院、留置重症监护病房），初始经验用
药必须是能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和其他严重革兰氏
阴性菌的广谱抗菌药物，采取降阶梯的治疗策
略 [11]。高危患者首选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4.5 g 
ivgtt q8 ～ 6 h 或头孢哌酮 / 舒巴坦 2 ～ 3 g ivgtt 
q8 h 或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 0.5 g ivgtt q6 h（最大
1 g q6 h）或美罗培南 0.5 ～ 1 g ivgtt q8 ～ 6 h 治
疗 [12]。患者肝肾功能可，因此，在留取病原学培
养标本后，临床药师与医师讨论后，初始经验治
疗选用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 1 g q8 h 治疗。
3.3　抗菌药物的调整

3.3.1　非液化莫拉菌血流感染的治疗　莫拉氏菌
属（Moraxella）归属奈瑟菌科，是分布在人体皮
肤和黏膜表面的需氧革兰氏阴性球杆菌，一般对
青霉素均敏感，临床上分离出这些菌株较少做药

敏试验，治疗应首选青霉素，但已有产内酰胺酶
株的报道 [13]。其中非液化莫拉菌为呼吸道黏膜定
植菌群的一种，为条件致病菌，引起感染多发生
于肿瘤及放化疗等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6，13]。allo-
HSCT 受者由于移植前预处理，引起中性粒细胞减
少症和黏膜损伤，加之使用免疫药物、GVHD 等
因素，导致患者免疫功能低下，从而由定植菌成
为病原体，应引起移植治疗团队的重视 [3，7]。
　　3 月 31 日，患者仍有间断发热，PCT、CRP
仍较高，提示初始经验治疗效果欠佳，危急值回
报血培养结果提示为β- 内酰胺酶阳性非液化莫拉
菌，但由于缺少药敏，临床药师推测β- 内酰胺酶
可能为超广谱β- 内酰胺酶。根据指南，对于中性
粒细胞缺乏伴发热的高危患者存在产β- 内酰胺酶
细菌感染时推荐使用碳青霉烯酶联合氨基糖苷类
进行治疗 [14]。遂建议调整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剂
量为 1 g q6 h 及联合依替米星 200 mg qd 治疗，医
师采纳，此后患者体温迅速下降，复查 CRP 较前
明显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 allo-HSCT 中发生非液化
莫拉菌感染的报道极少，该病例提醒临床需考虑
一些非典型菌感染的可能性。
3.3.2　不良反应分析及药物调整　4 月 2 日，患
者诉输注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后恶心呕吐明显加
重。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和美罗培南同属于碳青
霉烯类药物，两者抗菌谱、疗效相当 [15]。Horita
等 [16] 在一项纳入了 10 872 名患者使用抗假单胞
菌β- 内酰胺类药物经验性治疗粒细胞缺乏伴发
热的荟萃分析中得到，在指南推荐的治疗药物
中，亚胺培南的治愈率最高，全因死亡的可能性
最低，但各种不良反应均更显著。Peter[17] 在对
6308 名患者使用美罗培南的安全性进行回顾性分
析的结果显示，美罗培南恶心、呕吐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1.2%）低于亚胺培南 / 西司他丁（2.8%）。
临床药师考虑该病例恶心呕吐为亚胺培南 / 西司
他丁引起的不良反应，建议换用美罗培南 1 g q8 
h 抗感染，医师采纳，此后患者症状好转。
3.3.3　植入前发热应与 PES 鉴别　4 月 4 日，患
者体温正常 3 d 后再次发热，同时伴一过性皮疹，
面色潮红，复查血常规恢复中，CRP 明显下降，
PCT 正常，血培养、G 试验、GM 试验、巨细胞
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考虑本次发热为 PES。
PES 指中性粒细胞植入前，部分患者出现非感染
性发热，非药物所致的红斑性皮疹、腹泻和 / 或
黄疸等临床症状的统称。其发病机制可能与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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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释放、预处理方案、输注的有核细胞数量等
因素有关，目前缺少诊断金标准。对于表现为单
纯的发热和皮疹的 PES 患者，可在严密监测下采
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18]。该患者加用甲泼尼龙治疗
后发热、皮疹、面红等症状迅速好转，抗菌药物
无需调整。
　　4 月 6 日， 患 者 体 温 正 常， 感 染 指 标 转
归，但粒系仍未达到植入标准（中性粒细胞值＞

0.5×109·L － 1），指南指出，抗菌药物的疗程一
般可用于整个粒细胞缺乏期间，直至达到植入标
准 [11-12]。此时停用美罗培南、依替米星，考虑头
孢地嗪对β- 内酰胺酶稳定，遂换用头孢地嗪降阶
梯治疗。4 月 12 日患者一般情况可，粒系植入，
停用抗菌药物转出移植病房。
4　小结

　　allo-HSCT 过程中由于中性粒细胞缺乏、黏
膜损伤、预处理、GVHD、免疫抑制剂等诸多因
素，常常诱发感染，产生不良结局甚至移植失
败，因此，应及时进行合理的感染防治。同时
由于 allo-HSCT 患者的特殊性，团队还应对非常
见病原菌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报道了 1 例 allo-
HSCT 并发非液化莫拉菌血流感染的病例，临床
药师参与了感染治疗的全过程，取得了满意结
局。作为移植团队中的一员，临床药师应当熟
悉、掌握 HSCT 的并发症及其相关指南，积极在
HSCT 的治疗中进行药学实践，为改善患者预后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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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肺鳞癌患者口服阿法替尼导致顽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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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肺鳞癌患者口服阿法替尼靶向治疗期间出现顽固性皮疹的药学监护过

程，发现阿法替尼导致皮疹后，通过查阅相关指南及文献，对阿法替尼导致的顽固性皮疹进

行相关性分析，提高了患者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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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在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在
首位 [1]，鳞状细胞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第二常见
的病理组织学类型，治疗手段单一，预后较差，5
年总生存率小于 5%。目前研究最多的肺癌靶向药
物主要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TKIs），皮肤毒性反应是 EGFR-TKIs 最常
见的治疗相关性不良反应，包括痤疮样皮疹、瘙
痒、皮肤干燥、毛发改变、甲沟炎及黏膜炎等。阿
法替尼为第二代 EGFR-TKIs，是新型苯胺喹唑啉
衍生物，作用靶点广泛，可用于含铂化疗期间或化
疗后疾病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鳞癌患者，为
二线治疗肺鳞癌的首个 TKI 类靶向药物。皮疹是
阿法替尼最常见的治疗相关性皮肤毒性反应 [2]，往
往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带来不好的用药体验，甚
至中断治疗。现对 1 例口服阿法替尼导致顽固性皮
疹伴瘙痒的肺鳞癌患者的病例进行分析。
1　病例概况

1.1　基本信息

　　患者，男，59 岁，身高 167 cm，体质量 50 
kg。2019 年 12 月患者因颈部包块入院，胸部 CT
提示：右肺下叶一 2.4 cm×3.3 cm 肿块影，右肺
门多发肿大淋巴结。颈部淋巴结穿刺活检结果：
（右颈部 4 区淋巴结穿刺）见鳞状细胞癌，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IHC）：细胞角蛋白（CK）（＋）、上
皮膜抗原（EMA）（＋）、细胞角蛋白 5/6（CK5/6）
（＋）、细胞角蛋白 47（CK47）（＋）、抑癌基因
P63（＋）、抑癌基因 P40（＋）、细胞周期相关抗
原（Ki-67）40%（＋）。诊断：右肺鳞癌伴纵膈
及右锁骨上淋巴结转移（T2N3M0 Ⅲb 期）。GP
方案（吉西他滨 1.4 g，d1、8 ＋奈达铂 600 mg，

d1）静脉化疗两周期后行右肺病灶、纵膈淋巴结
及右锁骨上淋巴结放疗。放疗后包块缩小，继续
GP 方案化疗两周期后疾病进展（PD），遂调整为
NP 方案（长春瑞滨 40 mg ivgtt，d1、8 ＋奈达铂 
130 mg ivgtt，d1）＋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15 
mg ivgtt q12 h，d1 ～ 7）化疗两周期，因患者疲
乏无力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开始口服乌苯美司胶
囊（30 mg qd）增强免疫力。第三周期化疗后复查
胸部 CT 提示包块增多增大，考虑 PD。遂于 9 月
1 日开始口服马来酸阿法替尼片（40 mg qd）靶向
治疗，同时口服安康欣胶囊（4 粒，tid）辅助抗肿
瘤治疗。9 月 9 日患者面部出现Ⅰ度皮疹伴瘙痒。
院外自行使用阿达帕林凝胶治疗 3 d，效果欠佳，
皮疹加重，遂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入院。患者无
药物过敏史，家族史无特殊，既往喜吸烟，每日
30 支，抽烟 30 余年，诊断后已戒烟。余无特殊。
1.2　治疗经过 
　　入院后查体（9 月 12 日）：生命体征平稳。双
眼睑及面部稍肿胀伴发红，皮温稍高，患者面部
大片弥漫潮红，可见明显化脓性小丘样皮疹凸起，
伴明显瘙痒。胸部可见散在新发丘疹样皮疹。辅
助检查：白细胞总数 3.4×109·L － 1 ↓，中性粒
细胞绝对值 1.8×109·L － 1 ↓，嗜酸粒细胞百分
比 1% ↑，糖类抗原（CA12-5）10.1 U·mL － 1（8
月 30 日结果为 43 U·mL － 1 ↑）。余无特殊。入
院诊断：右肺鳞癌伴纵膈及右锁骨上淋巴结转
移（T2N3M0 Ⅲ b 期）。入院予以红霉素软膏外
用（tid），氯雷他定片（10 mg po qn）治疗。入
院第 3 日患者面部仍明显发红，皮温稍高，脓疱
状皮疹未见明显好转，同时颈部新增皮疹，可见



2226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抓痕，瘙痒较前加重，影响睡眠。采用美国国立
癌症研究院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 4.03 版（NCI-
CTCAE v 4.03）[3] 进行皮疹及瘙痒分级。患者入
院时皮疹出现在面部及胸壁，随后颈部新发，约
占 10% ～ 20% 体表面积，属 2 级皮疹；瘙痒伴有
抓痕，夜间睡眠受影响，属 2 级瘙痒。综合分析
患者属中度皮肤反应。因高脂餐会降低阿法替尼
的暴露量，故本药需空腹服用，临床药师建议患
者于饭前 1 h 或饭后 3 h 口服马来酸阿法替尼（40 
mg qd）；避免抓挠；加用氢化可的松乳膏交替涂
抹，口服米诺环素胶囊（100 mg q12 h），加巴喷
丁胶囊（300 mg tid，逐渐增加剂量）。医师采纳建
议。入院第 7 日患者面部皮肤颜色稍变浅，皮温
仍稍高，面部脓疱状丘疹数量及性状较前变化不
明显，颈部及胸壁皮疹同前，仍述瘙痒难耐，夜
间休息差。经查阅文献，临床药师建议：白日交
替使用红霉素软膏与氢化可的松乳膏，睡前使用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EGF）凝胶；继续口服米
诺环素和加巴喷丁。对症处理 2 d，患者瘙痒症状
稍有缓解，皮疹缓解不明显。肺鳞癌患者基因突
变率低（＜ 5%），经传统治疗后进展的晚期患者
治疗方案有限。基于患者目前口服阿法替尼治疗
有效，为减缓 PD，医师及患者不愿中止阿法替尼
治疗。查阅相关文献后临床药师再次建议：调整
阿法替尼剂量为 30 mg·d－ 1。入院第 12 日（9 月
23 日）患者皮疹有所好转，颜色转淡，部分糜烂
脓点有所收敛，瘙痒较前有所缓解。经过 16 d 的
积极治疗后，患者颈部及胸部皮疹基本消失，面
部皮疹数量明显减少，颜色变浅，脓点明显收敛，
瘙痒明显减轻，患者遂出院继续治疗。出院两周
后随访患者，皮疹基本消失。复查胸部 CT 提示
病灶较前稍有缩小，临床评价疾病稳定（SD）。
2　讨论

2.1　阿法替尼与皮疹的关联性评价

　　本患者出现皮疹时服用的药物有乌苯美司胶
囊、阿法替尼片及安康欣胶囊。根据《药品不良
反应的因果关系评价原则》从以下五方面进行关
联性分析：
　　① 乌苯美司说明书提及本药偶有皮疹伴瘙
痒，患者化疗后单用该药 18 d 并未发生皮疹，联
合阿法替尼后出现皮疹，故乌苯美司无时间相关
性。Braden 等 [4] 研究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拮抗剂（EGFRIs）治疗相关皮疹一般在给药后
7 ～ 10 d 出现，1 ～ 2 周达最严重。患者在服用
阿法替尼第 9 日开始出现皮疹，并逐渐加重，具

有时间相关性。
　　② 阿法替尼药品说明书指出，本药最常见的
不良反应为腹泻和皮肤相关不良事件。安康欣为
中成药，辅助抗肿瘤治疗，未见有皮疹相关的文
献报道。
　　③ 本患者无相关合并症，肺癌本身不会导致
皮疹，排除疾病导致；合并用药中乌苯美司无时
间相关性，安康欣无皮疹相关不良反应，排除合
并用药导致。
　　④ 患者出现皮疹后经积极对症支持治疗症
状无缓解，期间乌苯美司及安康欣均未停药未减
量，将阿法替尼减量后患者皮疹症状有所缓解。
　　⑤ 为保证抗肿瘤治疗效果，患者一直未停
药，没有再激发结果。
　　综合以上结果分析，临床药师考虑患者的皮
疹为阿法替尼导致的皮肤毒性反应，不良反应评
价结果为：很可能。
2.2　阿法替尼导致皮疹的机制

　　EGFR 在皮肤角质形成细胞、皮脂腺、毛囊上
皮和肺周围组织中均有表达。EGFR 相关性皮疹
发生主要涉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及药代动力学
等机制几方面 [5-7]。寻常痤疮是由毛囊不同深度的
炎症以及其他继发性反应造成的，初发损害常为
白头粉刺及黑头粉刺，伴炎性丘疹、结节和囊肿，
常伴有疼痛，皮脂溢出部位好发 [8]；而 EGFR-TKI
所致的皮疹形态单一，以丘疹脓疱疹为主，可伴
有瘙痒，在临床和组织病理学特征方面都不同于
寻常痤疮 [9-10]。患者入院前所用阿达帕林凝胶主要
适用于以粉刺、丘疹和脓疱为主要表现的轻中度
寻常型痤疮的局部治疗，故效果欠佳。
2.3　阿法替尼导致的痤疮样皮疹的治疗

2.3.1　皮疹的对症支持治疗　《EGFR-TKI 不良反
应管理》专家共识 [11] 推荐的治疗方案为：轻度（1
级）皮疹通常只需局部使用低 - 中效皮质类固醇药
物＋局部抗菌药物或夫西地酸乳膏，每日用 1 次，
直至皮疹缓解；合并瘙痒可联合抗组胺药。中度（2
级）皮疹还需口服四环素类药物预防或治疗继发
感染，必要时可调整靶向药物剂量。重度（3 ～ 4
级）皮疹需暂停靶向药物，必要时口服强的松片，
重度瘙痒可口服加巴喷丁 / 普瑞巴林 / 阿瑞匹坦。
本患者采用以上方案治疗后症状仍改善不明显。
一个韩国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研究 [12] 表明，EGF
凝胶局部应用可改善厄洛替尼导致的痤疮样皮疹
的综合症状，临床药师遂建议该患者加用 EGF 凝
胶联合治疗，患者瘙痒症状有所改善。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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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教育：保持局部皮肤清洁，皮肤干燥时注意
保湿，避免使用刺激性护肤品，出门注意防晒，
穿戴宽松衣物及鞋袜，清淡饮食。
2.3.2　阿法替尼剂量调整　阿法替尼说明书指出，
出现不能耐受的 2 级或 3 级以上不良反应需中断治
疗，待不良反应恢复至 0/1 级后减量 10 mg 继续使
用。Nasu 等 [13] 发现阿法替尼出现 2 级以上皮疹反
应可能是患者长期治疗有效的一个指标。笪美红
等 [14] 研究同样表明，阿法替尼治疗肺癌时，导致
皮疹的严重程度分级越高，阿法替尼的疗效越显
著。患者因皮疹入院，经过一系列对症处理后，患
者症状无明显改善，无法耐受，为保证抗肿瘤治疗
效果，医师及患者不愿中断治疗。多数皮肤不良反
应呈剂量相关性及可逆性，临床药师积极查阅相关
文献 [15] 发现：阿法替尼降低剂量为 30 mg·d－ 1 与
标准剂量（40 mg·d－ 1）组治疗 6 个月的无进展生
存期（PFS）相似，但标准剂量组患者阿法替尼相
关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和腹泻等）更严重。另一
项多中心随机开放的Ⅱ期前瞻性临床试验 [16]，阿
法替尼从小剂量（20 mg·d－ 1）开始，根据患者耐
受性，逐渐增加至 50 mg·d－ 1，小剂量时患者的
中位 PFS 达到预期标准，且耐受性好。但当患者
剂量增加到 40 mg·d－ 1 时，常发生 3/4 级治疗相
关不良事件。以上文献结果均提示：根据患者耐受
性下调阿法替尼剂量后，可降低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同时不影响治疗效果。结合
以上研究结果，临床药师遂提出建议，下调阿法
替尼的剂量为 30 mg·d－ 1，医师及患者采纳建议，
减量使用后患者皮疹及瘙痒症状明显缓解。通过积
极对症支持治疗既保证了抗肿瘤治疗的连续性又
提高了患者的耐受性。
3　小结 
　　该肺鳞癌患者口服阿法替尼后出现了顽固性
皮疹伴瘙痒，为确保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抗肿瘤治
疗的连续性，临床药师积极查阅相关文献，全程
协助医师，通过积极对症支持治疗及下调靶向药
物阿法替尼的剂量后，在未中断治疗的前提下，
顽固性皮疹伴瘙痒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保证了抗
肿瘤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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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临床药师在携带 CYP2C19 功能缺失等位基因的急性脑梗死合并痛风发作患者药物

治疗中的作用。临床药师对痛风发作的原因分析、抗血小板药物选择及出院教育等方面全程实

施药学监护，从药学角度协助医师优化用药方案，向医师提出合理用药建议，保证了药物治

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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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he treatment of a patient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gout attack carrying CYP2C19 loss-of-funtion alleles was discussed. Clinical 
pharmacists provide pharmaceutical care in the analyzing the cause of gout attack, selecting 
antiplatelet drugs and offering medication education at discharge. Clinical pharmacists helped 
optimize drug us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drug therapy a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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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又称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各
种原因引起的脑部血液供应障碍，使局部脑组织
发生不可逆性损害，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
死 [1]。痛风是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和 / 或尿酸排泄
障碍所致的一组临床症状侯群，多以高尿酸血症
为主要特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关节炎、痛风石
形成和关节畸形等 [2]。对于携带 CYP2C19 功能缺
失等位基因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期间急性痛风
性关节炎发作的案例，临床上并不常见。本研究
旨在报道临床药师参与该类病例的药学监护，探

讨临床药师在卒中合并痛风患者的药物治疗中如
何发挥作用。
1　病例摘要

　　患者，男，54 岁，体质指数 23.67，因“头晕、
走路不稳伴视物双影 21 h”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入院。患者自诉入院前 21 h 走路过程中突然出现
头晕，伴走路不稳、视物双影，呈左、右重影，
单眼视物无双影，呕吐 7 ～ 8 次，呈非喷射性呕
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6 年，
日常口服缬沙坦胶囊 80 mg qd 治疗，血压控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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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有痛风发作病史。入院查体：T 37.3℃，P 99
次·min－ 1，R 16 次·min－ 1，血压 210/146 mmHg
（1 mmHg ＝ 0.133 kPa）；神志清楚，言语清晰，
右眼内收不能，左眼外展时有水平眼震，双眼上
视垂直眼震。双侧额纹对称，左侧鼻唇沟稍浅，
双侧软腭抬举对称有力，伸舌稍偏左；Babinski
征：左侧阳性，右侧阳性，余病理征阴性，脑膜
刺激征阴性。双侧指鼻试验、跟膝胫试验欠稳准。
NIHSS 评分为 3 分。头颅 CT 示：脑白质脱髓鞘
病灶，双侧基底节区可疑低密度灶，脑梗死可能。
入院诊断：① 急性脑梗死；② 高血压病 3 级 极高
危；③ 痛风。
2　临床诊治过程

　　入院当日予以盐酸乌拉地尔注射液 100 mg
注入输液泵，持续微量泵泵入（从 1 mL·h － 1 的
速度开始，根据血压情况调整输注速度）；此外，
给予缬沙坦胶囊 80 mg qd 降压、硫酸氢氯吡格雷
片 300 mg qd 和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 qd 抗血小
板、注射用兰索拉唑 30 mg bid 护胃、阿托伐他
汀钙片 40 mg qn 降脂和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bid 改善侧支循环等治疗。
　　 入 院 第 2 日 患 者 血 压 维 持 在 175 ～ 185/ 
110 ～ 125 mmHg ↑，考虑血压有所下降，停用
乌拉地尔注射液、缬沙坦胶囊，改用缬沙坦氨氯
地平片 85 mg qd；血尿酸为 510 μmol·L － 1 ↑，
予碳酸氢钠片 0.5 g tid 促进尿酸排泄；此外，硫
酸氢氯吡格雷片剂量调整为 75 mg qd 治疗。入
院第 3 日，患者头晕、走路不稳、视物双影症状
较前好转，血压 175 ～ 190/110 ～ 125 mmHg ↑，
心率 95 ～ 110 次·min－ 1 ↑，予以加用琥珀酸美
托洛尔缓释片 47.5 mg qd 控制血压及降心率。入
院第 7 日，患者血压 148/115 mmHg ↑，血尿酸
为 436 μmol·L － 1 ↑，无头晕症状，视物双影症
状较前好转，左膝关节肿胀，髌周压痛，局部肤
温高；阿司匹林 PTGS1 基因型检测为 AA 型、氯
吡格雷 CYP2C19*2 基因型为 GG 型、CYP2C19*3
基因型为 GA 型，停用注射用兰索拉唑，给予双
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外搽治疗。入院第 11 日，
患者视物双影症较前明显好转，左膝关节疼痛感
较前好转，血压 160/118 mmHg ↑，目前血压控
制不达标，停用缬沙坦氨氯地平片，改用培哚
普利氨氯地平片 15 mg qd。入院第 14 日，血压
144/95 mmHg ↑，血尿酸为 283 μmol·L － 1，患
者一般情况好转，轻微视物双影症状，轻微左膝
关节疼痛感，予以出院。出院带药共 7 d：阿司

匹林肠溶片 100 mg q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 mg 
qd，阿托伐他汀钙片 20 mg qd，培哚普利氨氯地
平片 15 mg qd，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 mg 
qd，丁苯酞软胶囊 0.2 g tid。出院 1 周后停用阿
司匹林肠溶片和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改用吲哚布
芬片 0.2 g bid 用于二级预防。
3　药物治疗分析和药学监护

3.1　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制订及调整

　　患者入院后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片和硫酸氢氯
吡格雷片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住院第 7 日患者出
现痛风性关节炎发作，基因检测提示 CYP2C19*3
为 GA 型，属于中间代谢型。因此，该患者继续
使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可能导致痛风加剧，使用硫
酸氢氯吡格雷片可能导致抗血小板治疗欠佳。针
对该患者选用抗血小板药物存在矛盾点问题，临
床药师给出合理用药建议，协助临床调整药物治
疗方案。
3.1.1　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生原因　痛风发作常见
的诱因包括受寒、劳累、饮酒、高嘌呤饮食、外伤、
手术、感染及药物等。综合患者病情及用药情况，
该患者住院期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可能与阿
司匹林肠溶片和注射用兰索拉唑的使用有关。
　　阿司匹对尿酸代谢影响具有剂量特异性，小
剂量阿司匹林（＜ 325 mg·d － 1）可抑制肾小管
排泄尿酸，导致尿酸升高，诱发痛风；然而大
剂量阿司匹林（≥ 325 mg·d － 1）可明显抑制肾
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促进尿酸的排泄 [3-4]。该
患者住院期间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d － 1 抗血小板治疗，因此不能排除使用阿司
匹林肠溶片诱发痛风的可能。
　　近年来，国内外均有研究证实：质子泵抑制
剂可引起痛风发作，尤其是有痛风病史的患者 [5-7]，
因为肾脏中存在 H＋ -K＋ -ATP 酶，其对酸碱和电解
质失调有高度调节作用 [8]。质子泵抑制剂（包括兰
索拉唑）同样会对肾脏部位的 H＋ -K＋ -ATP 酶产生
抑制作用，从而导致肾脏酸碱调节失衡，进而引起
尿酸排泄障碍，诱发痛风急性发作。患者既往有痛
风病史，且 CYP2C19*3 为 GA 型，属于中间代谢
型；而兰索拉唑主要经该酶代谢，相比于正常人群
的强代谢而言，中间代谢型患者所吸收利用的兰索
拉唑总量大于强代谢者，故其影响肾脏尿酸排泄障
碍更强，更易诱发痛风发作。结合上述分析，该患
者住院期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是可能由阿司匹
林肠溶片和注射用兰索拉唑两种因素共同诱发的。
3.1.2　痛风与抗血小板药物选择的平衡　Zhang



223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October  2021, Vol. 19 No.10　中南药学 2021 年 10 月 第 19 卷 第 10 期

等 [3] 研究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的中国专家
共识（2013 年）》[9] 均认为：小剂量阿司匹林尽管
会升高尿酸，但作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手段仍不
建议停用。结合患者目前处于脑梗死急性期的病
情，临床药师建议可继续使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
治疗，但需密切监测患者血尿酸水平；此外，考
虑患者目前临床症状明显好转，一直正常进食且
无胃部不适，建议停用注射用兰索拉唑，并给予
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外用止痛处理，如有出现
胃部不适可选用受 CYP2C19 代谢酶影响较小的
药物（如雷贝拉唑、泮托拉唑）或 H2 受体拮抗剂
护胃。医师予以采纳：停用注射用兰索拉唑，继
续使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并予以双氯芬酸二乙乳胶
剂治疗。
　　对于 CYP2C19 基因型检测为中间代谢型，
能否继续使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临床药师查阅
大量的指南和文献。其中有文献对《氯吡格雷抗
血小板治疗个体化用药基因型检测指南解读》[10]

中提到：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CYP2C19 基
因型检测为中间代谢型患者，可增加氯吡格雷的
剂量，但此建议暂不支持用于其他场合的指导。
此外，也有研究证实：对于 CYP2C19 中间代谢
型的轻型卒中患者，增加氯吡格雷剂量至 150 
mg·d － 1 并不能明显改善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神经
功能及降低血管事件再发生的风险 [11]。因此，结
合目前的指南和最新研究，针对该患者增加氯吡
格雷剂量并不能增强药物的疗效。
　　研究表明对于携带 CYP2C19 功能缺失等位
基因的轻型卒中患者，采用替格瑞洛治疗的血小
板聚集抑制率水平明显高于氯吡格雷 [12-13]。结合
患者的实际情况，临床药师建议：可停用硫酸氢
氯吡格雷片，改用替格瑞洛片 90 mg bid 联合阿司
匹林肠溶片 100 mg qd 抗血小板治疗维持至 21 d，
之后再长期单独使用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进行二级
预防。临床医师考虑替格瑞洛用于急性脑梗死治
疗属于超说明书适应证用药，未采纳药师建议。
　　根据 2019 年《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管理指南
（节选版）——缺血性脑血管病临床管理》[14]：在
不具备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治疗条件时，西洛他
唑可用于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
物；对于阿司匹林不耐受及高出血风险的急性脑
梗死患者，使用吲哚布芬是可行的。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药师建议临床在该患者双抗治疗疗程达
21 d 后，长期单独使用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进行二
级预防时，选用西洛他唑或吲哚布芬更为合适，

这样可以避免使用阿司匹林诱发痛风的同时又可
避免使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片导致血小板抑制率不
足。随访患者 3 月，患者坚持服用吲哚布芬 0.2 g 
bid，无其他出血、痛风等不良反应，无卒中复发
情况。
3.2　药学监护

　　患者在使用双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期间，需
密切关注是否出现皮肤瘀斑、牙龈出血、血尿、
黑便以及有无胃部不适等，定期复查血小板、肝
肾功能和血尿酸等，避免出现抗血小板药物相关
性出血或胃肠道损伤等不良反应。
3.3　出院教育

　　患者出院时，临床药师主要对患者进行用药
及饮食生活方面的指导：
　　① 用药依从性：阿司匹林肠溶片和硫酸氢氯
吡格雷片每日应坚持服用，且应在相对固定的时
间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应在餐前服用；
　　② 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1 周后复查血栓弹
力图评估抗血小板药物的疗效；同时必须密切关
注是否有牙龈出血、皮下瘀斑、黑便等出血症状
及关节疼痛加剧症状；
　　③ 药物相互作用：硫酸氢氯吡格雷主要经
CYP2C19 代谢酶进行代谢，应避免联合使用存在
相互作用的药物，建议使用其他药物时应咨询医
师，并告知医师自己 CYP2C19*3 为 GA 型，为中
间代谢型；
　　④ 生活饮食：定期监测血压，应低盐低脂低
嘌呤饮食，多食新鲜蔬菜，多饮温开水，避免过
度劳累，保持乐观心情。
4　小结

　　对于携带 CYP2C19 功能缺失等位基因的急
性脑梗死合并痛风的患者，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方面需要平衡药物疗效和痛风发作两者之间的关
系。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病例报道较为罕见，也
是临床上处理较为棘手的问题。临床药师结合该
患者的病情及用药情况，在保证抗栓药物疗效的
前提下，同时避免痛风再次发作的风险，为临床
提供专业的个体化用药建议和出院教育。虽然临
床医师仅采纳了药师的部分建议，但本药学监护
可为今后类似病例的治疗提供依据，同时提高了
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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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39 岁，身高 170 cm，体质量
65 kg。2019 年 11 月 12 日因“确诊隐球菌脑膜
炎、肺隐球菌 8 月余”入院复查。患者曾因无明
显诱因出现剧烈头痛，伴恶心、喷射样呕吐，最
高 体 温 达 39.5℃， 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入 院 诊
治，既往诊断“乙肝小三阳”8 余年，具体诊治
不详。入院查得乙肝表面抗原（HBsAg）、乙肝 e
抗体（HBeAb）、乙肝核心抗体（HBcAb）阳性，
HBV-DNA 4.85×103 IU·mL－ 1。脑脊液涂片墨
汁染色查见少量隐球菌，脑脊液培养示新型隐球
菌，胸部增强 CT 示：右肺上叶不张伴钙化灶，
右肺上叶支气管闭塞，双肺下叶胸膜下见条索及
磨玻璃影，双肺下叶胸膜下少许间质性炎症。诊
断：隐球菌脑膜炎，肺隐球菌病，慢性乙型病毒
性肝炎（CHB）复治。先后给予患者两性霉素 B、
氟胞嘧啶、氟康唑抗真菌，恩替卡韦抗病毒，病
情好转后，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带药出院。本
次入院前，患者规律口服氟康唑 450 mg qd、恩
替卡韦 0.5 mg qd。入院查体：T 36.7℃，P 102
次·min － 1，R 19 次·min － 1，BP 134/98 mmHg（1 
mmHg ＝ 133.3 Pa）；神志清楚，表情自如，对
答准确，颈软无抵抗，心、肺、腹部查体无异常。
入院诊断：① 新型隐球菌脑膜炎；② 肺隐球菌病；
③ CHB 复治。
　　患者入院后，11 月 12 日即给予口服氟康唑
胶囊 450 mg qd 抗真菌，恩替卡韦分散片（正大天
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90422101）0.5 
mg qd 抗病毒。11 月 13 日查：谷丙转氨酶（ALT）
41 IU·L－ 1，谷草转氨酶（AST）149 IU·L－ 1，
肌酸激酶（CK）19 884 IU·L－ 1 ↑（正常范围：
19 ～ 226 IU·L－ 1）， 乳 酸 脱 氢 酶（LDH）309 

IU·L－ 1，HBV-DNA 1×102 IU·mL－ 1。患者 CK
异常升高，无肌肉酸痛、乏力、胸闷等不适，考
虑为药物所致不良反应，11月14日停用恩替卡韦，
改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300 mg qd 抗病
毒。11 月 18 日复查：CK 2442 IU·L－ 1 ↑，较前
明显下降，肌电图示双股四头肌静息时可见失神
经电位，小力收缩时运动单位电位波幅及时限在
正常范围，其余所检神经及肌肉未见异常。11 月
19 日患者病情稳定，带药出院，院外继续口服氟
康唑 450 mg qd、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300 
mg qd。2020 年 5 月 15 日，患者为复查再次入院，
查得 HBV-DNA 扩增阴性，CK 112 IU·L－ 1，已
恢复至正常水平。
2　讨论

2.1　恩替卡韦致高肌酸激酶血症的关联性评价

　　当前，我国 CHB 的治疗药物主要以核苷类
药物（NAs）和干扰素为主，其中以恩替卡韦为
代表的新一代 NAs，因具有高基因耐药屏障，已
成为我国 CHB 治疗的一线用药 [1]。抗 CHB 治疗
中，NAs 可引起 CK 升高甚至肌病，以替比夫定
最常见 [2-3]。一项比较不同 NAs 对 CHB 患者 CK
影响的研究显示，经超过 12 个月的治疗，恩替
卡韦组致 CK 升高发生率与对照组相当（9.1% vs 
10.1%），显著低于替比夫定组（30.2%）[4]。Yuan
等 [5] 首次报道了 1 例恩替卡韦相关性肌病，该
患者连续 5 年每日服用恩替卡韦 0.5 mg 后出现
下肢肌肉疼痛无力症状，CK 达 6281 IU·L－ 1，
未予特殊处理，1 个月后 CK 继续上升至 9135 
IU·L－ 1，遂停药，停药 1 周后，CK 下降至 675 
IU·L－ 1，肌痛、无力症状好转。此外，国内亦
偶有恩替卡韦发生肌病甚至横纹肌溶解的个案报
道 [6-7]。患者自使用恩替卡韦以来，多次检查结果

药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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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CK 正常，用药 8 个月后，首次发现 CK 严重
升高，CK 水平升高与使用恩替卡韦存在合理的
时间顺序。停用恩替卡韦 5 d 后，患者 CK 水平
即显著下降，6 个月后再次复查，已恢复至正常
水平。
　　CK 升高可受生理因素和病理因素影响，生
理方面以剧烈运动最为常见；病理方面心肌损伤
性疾病、溶栓治疗、肌肉疾病、脑部疾病和手术
均可造成 [8]。患者入院查得 CK 严重升高，除隐

球菌脑膜炎外无其他相关疾病史。关于隐球菌脑
膜炎，患者现已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其脑脊液常
规、脑脊液生化、隐球菌抗原滴度等均提示病情
显著好转，故排除生理和病理因素影响，考虑与
药物有关。
　　综上，临床药师根据该病例实际情况，使用
诺氏评估量表 [9-10] 对患者进行药品不良反应关联
性评价，结果见表 1，总分为 7 分，患者本次 CK
严重升高很可能由恩替卡韦引起。

表 1　恩替卡韦致高肌酸激酶血症的诺氏评估量表及得分情况

相关问题
问题分值

评分理由 得分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是（有相关文献报道） ＋ 1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 ＋ 2 － 1 0 是（CK 升高是在使用恩替卡韦后发生的） ＋ 2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得到缓解 ＋ 1 0 0 是（停药后 CK 恢复到正常水平） ＋ 1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未知（停药后未再次用药） 0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1 ＋ 2 0 否（该患者无其他原因单独引起 CK 升高） ＋ 2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否（未使用安慰剂） 0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未知（未测定恩替卡韦血药浓度） 0

8. 该 ADR 是否随剂量增加而加重，或随剂量减少而缓解 ＋ 1 0 0 否（患者未进行剂量调整，直接停药处理） 0

9. 患者是否曾暴露于同种或同类药物并出现过类似反应 ＋ 1 0 0 未知（未知该患者是否曾暴露于同类药物并出现类似反应） 0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是（有 CK 检验结果） ＋ 1

总分值 　 　 　 　 7

注：总分值≥ 9 分，表明药物与不良反应的因果关系为肯定；5 ～ 8 分为很可能有关；1 ～ 4 分为可能有关；总分值≤ 0 为可疑的。

2.2　恩替卡韦致 CK 升高的机制

　　恩替卡韦致 CK 升高的可能机制为 NAs 类
药物的线粒体毒性 [5，11]：恩替卡韦在细胞质内磷
酸化，这些磷酸化的衍生物被脱氧核苷酸载体或
脱氧胞苷三磷酸系统递送至线粒体，当人体线粒
体聚合酶和病毒聚合酶被抑制时，恩替卡韦就可
能产生线粒体毒性，造成其 DNA、蛋白质缺乏。
而线粒体 DNA 数量一旦减少，可能导致呼吸链
电子传递复合物功能失调，进一步影响氧化磷酸
化及三磷酸腺苷（ATP）的产生，此外，线粒体
蛋白质的缺乏同样也可以影响细胞能量供应，因
此，高度依赖 ATP 的骨骼肌在线粒体功能紊乱时
就愈显脆弱，肌肉细胞一旦受到破坏、大量 CK
就将被释放入血，最终导致高 CK 血症。
2.3　恩替卡韦致高 CK 血症临床特点及防治

　　当患者伴随肌痛、肌无力症状时，CK 往往
是肌肉损伤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有部分患
者仅表现出无症状或极轻微症状的血浆 CK 升高。
目前认为，CK 超过正常上限 1.5 倍即可定义为
高 CK 血症 [12]，而超过 5 倍则可支持横纹肌溶解
症的诊断 [13]。本病例患者自使用恩替卡韦至发生
高 CK 血症，用药时长共计 8 个月，与文献报道

的 NAs 致高 CK 血症或相关性肌病的时间特点一
致，为长期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3-5]。本例患者 CK
严重升高，但并未表现出明显肌痛、肌无力等症
状，在目前报道中罕见。经过及时停药处理，患
者 CK 水平最终恢复正常。
　　该病例提示医务人员，对于长期应用恩替卡
韦或其他 NAs 的患者，需密切观察其用药后 CK
的变化趋势，以及是否出现肌痛、肌无力等临床
症状。鉴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发布关于替比
夫定及拉米夫定致横纹肌溶解风险的安全警告，
因此建议临床一旦发现相关症状，应立即停药，
防止进一步恶化发展成为横纹肌溶解甚至肾衰
竭，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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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哚普利吲达帕胺致复发性血管性水肿 1 例
杜青青1，钱妍1，范国荣2，熊学惠2*（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重庆　400000；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上海　200080）

关键词：培哚普利吲达帕胺；复发性；血管性水肿；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R96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0-2234-03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0.048

1　病例摘要

　　患者女，65 岁，身高 162.5 cm，体质量 84.1 
kg，体质指数（BMI）31.85 kg·m－ 2。因“发作性
上唇肿胀 3 月余，加重伴口齿不清及全身散在皮疹
2 d”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入院。既往高血压病史
20 余年，最高达 200/100 mmHg（1 mmHg ＝ 133.3 
Pa），服用坎地沙坦降压 7 年，平素血压未监测。
否认食物和药物过敏史。2019 年 4 月，患者将坎
地沙坦更换为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商品名：百普
乐，规格：4 mg /1.25 mg，施维雅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2015623）1 片 qd 降压治疗，后反复出现干
咳。8 月出现右侧上唇肿胀，1 ～ 2 d 后自行缓解。
9 月出现左侧上唇肿胀，1 ～ 2 d 后自行缓解。11 
月 11 日，患者晨起后出现舌头伴唇部肿胀致口齿
不清，伴散在全身皮疹、瘙痒，立即至本院急诊科
就诊。血压高达 202/96 mmHg，生化：尿酸 369.9 
μmol·L－ 1，谷草转氨酶 40 U·L－ 1。头颅 CT 平

扫：未见异常。头颅血管 MRI 平扫：双侧基底节区、
双侧脑室旁多发腔隙灶、缺血灶。颅内 MRA 未见
异常征象。予以阿司匹林抗血小板、阿托伐他汀调
脂治疗。晚间患者皮疹再次加重，上下唇明显肿
胀，口齿不清症状稍有减轻，血压 173/95 mmHg。
为进一步诊治，拟以“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皮疹”
收入院。
　　入院查体：体温 36.4℃，脉搏 84 次·min－ 1，
呼吸 18 次·min－ 1，血压 139/66 mmHg。神志清
楚，舌唇肿胀、口齿不清；全身皮疹，淡红色，
高于皮面，压之不褪色。入院诊断：荨麻疹，高
血压 3 级（极高危）。11 月 12 日查血常规、心肌
损伤标志物、肝肾功能等无明显异常；心电图见
窦性心律；头颅 MRI 平扫见双侧基底节区及额
叶缺血灶，脑白质病。完善相关检查后考虑患者
口齿不清系舌肿胀所致，与脑缺血无关。停用培
哚普利吲达帕胺，考虑到患者血压较高，给予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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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良反应发生机制

　　按发病原因可将 AE 分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ereditary angioedema，HAE）和获得性血管性水
肿，ACEI 诱导的血管性水肿（ACEI-AE）属于后
者。至今尚无常规的实验室检查来帮助诊断。2014 
年欧洲变应性反应与临床免疫学会（EAACI）更新
了血管性水肿指南 [4]，目前认为 ACEI-AE 的发生机
制与缓激肽有关。缓激肽是血管舒张和血管通透性
的有效局部介质，半衰期非常短，可被组织和血清
中的肽酶 [ 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 迅速代谢。
ACE 抑制剂（ACEIs）阻断 ACE 活性，影响缓激肽
的降解，引起缓激肽等水平增加，毛细血管扩张，
最终导致水肿的发生。亦有研究证明 P 物质参与 AE
的发展 [5]。由于 ACEI-AE 不是 IgE 介导，故独立存
在时不会引起皮疹、瘙痒症状，临床上可见 AE 与
过敏症状单独或同时出现 [6]。本例患者在服用培哚
普利吲达帕胺后同时出现 AE 和全身过敏反应。患
者在用药后还反复出现干咳，亦可能与缓激肽水平
增加相关 [7]。
2.3　ACEI-AE 发生的特点与治疗

　　研究表明，ACEI-AE 的累积发生率为 0.1% ～ 

0.7%[1，8]。ACEI-AE 发生的高危因素包括黑人患
者、吸烟、女性、＞ 65 岁等 [5]，频繁使用非甾体
抗炎药或容易过敏人群（常使用抗组胺药、糖皮质
激素、哮喘药等）发生 AE 的概率也相对增加。此
外，mTOR 抑制剂可以使肾移植患者中 ACEI-AE
的发生率增加到 6.6%[9]，口服降糖药 DPP-4 抑制
剂与 ACEI 联用时可使 AE 的发生率增加 4.6倍 [10]。
　　ACEIs 治疗与 AE 发作之间的潜伏期从数小
时到数年变化很大，但更常见于治疗早期 [11]。有
相当一部分出现过 ACEI-AE 的患者仍继续服用
药物，导致 AE 反复发作 [12]。本例患者服用培哚
普利吲达帕胺后第 4、5、7 个月均有 AE 发作，
发作频繁。
　　ACEI-AE 多发生在面部、口唇、舌部等，典
型的临床表现是脸、嘴唇和舌头肿胀，无瘙痒或
疼痛。症状一般持续数小时，如果不治疗，可
持续 48 ～ 72 h。ACEI-AE 一般是自限性的，约
10%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气道阻塞，应立即对症治
疗。较少发生在四肢、胃肠道、生殖器等部位。

沙坦钾 100 mg po qd 降压；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100 mg ivgtt qd，氯雷他定 10 mg po qd，异丙嗪
注射液 25 mg im st 抗过敏，余对症治疗。11 月
14 日，将激素调整为泼尼松片 20 mg po qd，加
用依巴斯汀 10 mg po qd 抗过敏。11 月 17 日患者
全身皮疹消退，舌唇部无肿胀不适感。11 月 19 
日出院。后随访 1 年，患者未再出现类似症状。
2　分析与讨论

2.1　不良反应相关性分析

　　本例患者为老年女性，肥胖，既往有高血压
病史，突发口齿不清，不能排除急性脑血管病可
能，但患者头颅 CT、MRI 等检查均无明显异常。

临床药师结合病史及用药史，进行不良反应药物
相关性分析：① 血管性水肿（AE）及皮疹系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类药物已知的不良
反应类型 [1]；② 舌唇肿胀、全身皮疹于用药后出
现；③ 患者未停药，上述症状反复出现，且有加
重趋势 [3]；④ 停药并对症治疗后，水肿和皮疹消
失；⑤ 患者平素常用药为普伐他汀，未见相关不
良反应报道。采用诺氏药物不良反应评估量表 [3]

进行评估，得分为 7 分，见表 1。即具有客观证
据支持培哚普利吲达帕胺很可能是造成 AE 和过
敏反应的原因。

表 1　诺氏药物不良反应评估量表及得分情况

相关问题
问题结果

分值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具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 1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 ＋ 2 － 1 0 ＋ 2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得到缓解 ＋ 1 0 0 ＋ 1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 2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1 ＋ 2 0 0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0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0
8. 该 ADR 是否随剂量增加而加重，或随剂量减少而缓解 ＋ 1 0 0 0
9. 患者是否曾暴露于同种或同类药物并出现过类似反应 ＋ 1 0 0 ＋ 1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0
总分值 7

注：总分值≥ 9 分，表明该药物与不良反应的因果关系为肯定；5 ～ 8 分为很可能有关；1 ～ 4 分为可能有关；总分值≤ 0 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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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例患者服药后反复出现唇舌肿胀、全身皮
疹、瘙痒，考虑 AE 合并过敏性皮疹。药师详细
询问病史发现，患者既往仅出现唇部肿胀，本次
发生舌肿胀导致口齿不清，不排除继续服药出现
喉头水肿的可能。
2.4　ACEI-AE 的治疗措施

　　一旦怀疑 ACEI 引起 AE，应立即停药。多数
情况下，停药可预防或减少 AE 复发，但并非完
全有效，与机体缓激肽慢代谢有关 [13]。
　　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对缓激肽介导的 AE
疗效不佳。既往将新鲜冰冻血浆用于 AE 的治
疗 [14]，但作用有限。近年来，FDA 相继批准多
个药物用于 HAE 的治疗，亦有研究将这些药物
用于 ACEI-AE 的治疗，如 C1 抑制剂浓缩物 [15]、
缓激肽受体拮抗剂艾替班特 [16]、血浆激肽释放酶
抑制剂艾卡拉肽 [17] 等，有一定疗效，但仍具争
议。在降压药选择方面，一项来自丹麦的全国性
百万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与其他降压药
相比，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不会增
加既往已有 ACEI-AE 患者 AE 的发生率，可用作
替代治疗 [18]。
　　药师在识别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的不良反应
后，建议及时停药，并推荐氯沙坦钾暂作替代治
疗。另给予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对症处理过敏
性皮疹。出院时患者症状好转。在随访 1 年时间
内，AE 未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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