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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益母草对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张微1，2，3，李君1，2，3，胡玉霞1，2，3，张谦1，2，3，郭佳庆4，张丁元4，程明杰4，常福厚1，2，3*（1.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2. 内蒙古自治区新药筛选工程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3. 内

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4.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目的　研究益母草对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方法　① 比格犬心血管系统

试验：设溶媒对照组（1% CMC-Na），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24、0.72、2.16 
g·kg － 1），选用 6 只健康成年比格犬，设 4 个给药周期，各给药周期间设 7 d 洗脱期，使用植

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DSI），采集给药前 1 ～ 2 h 及给药后 24 h 清醒比格犬的心电、血压

及体温参数。② 小鼠自主活动影响试验：选用 5 ～ 6 周龄 SPF 级 ICR 小鼠 40 只，随机分为

溶酶对照组（1% CMC-Na），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1.2、2.4、4.8 g·kg － 1），

分别经口单次灌胃，于给药前 30 min 及给药后 0.5、1、2、3、4、6、8 h 用活动记录仪测定各

鼠活动情况，记录 10 min 内的自主活动次数。③ 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试验：剂量、

给药方法同小鼠自主活动影响试验，于给药后 6 h 腹腔注射 30 mg·kg － 1 戊巴比妥钠，记录每

组进入睡眠的小鼠数和入睡潜伏期、睡眠时间。④ 大鼠协调运动试验：选取能在转棒仪滚筒

上维持 3 min 以上不掉落的 SD 大鼠 40 只，按潜伏期分为溶酶对照组（1% CMC-Na），益母草

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81、1.62、3.24 g·kg － 1），于给药后 0.5、1、2、3、4、6、8 
h 用转棒仪记录每只大鼠从转棒仪滚筒上掉落所用时间。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各指标

基金项目：内蒙古医科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No. 2019ZN11）；内蒙古医科大学三位一体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项目（No. 
SWYT2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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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生化与分子药理学研究，E-mail：changfh@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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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是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和疾病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也是保障身体健康的重要药物来源。近年
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蒙药的不断研究探索，人们对蒙药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蒙药得到了更
大的发展。传统蒙药是在临床应用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临床应用中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
达到更好的疗效，同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然而目前对于蒙药毒理学和安全性评价方面的研究相对
较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所以对蒙药进行毒理学和安全性评价非常必要。运用现代药物毒理学和安
全性评价的方法对传统蒙药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评价，对于蒙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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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显著差异（P ＞ 0.05）。结论　在实验剂量水平内，益母草对大小鼠中枢神经系统和比格

犬心血管系统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益母草；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270-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01

Effect of Mongolian medicine leonuri herba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ZHANG Wei 1, 2, 3, LI Jun1, 2, 3, HU Yu-xia1, 2, 3, ZHANG Qian 1, 2, 3, GUO Jia-qing4, ZHANG Ding-yuan4, 
CHENG Ming-jie4, CHANG Fu-hou1, 2, 3* (1. Center for New Drug Safe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2. Research Center for Drug Screening,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3. College of Pharmacy,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4.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Methods  ① Test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 Beagle dogs: a vehicle control 
group (1% CMC-Na),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of leonuri herba powder suspension (0.24, 
0.72, and 2.16 g·kg － 1) were set, 6 healthy adult Beagle dogs administered 4 dosing cycles, with 
a 7-day washout period between each dosing cycle. The implantable physiological signal telemetry 
system (DSI) was used. The electrocardiogram, blood pressure and body temperature parameters 
of the conscious Beagle dogs were collected 1 to 2 h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24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② Test of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mice: 40 SPF ICR mice aged 5 － 6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vehicle control group (1% CMC-Na) and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s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groups (1.2, 2.4, and 4.8 g·kg － 1). After a single oral gavage, the activity 
of each mouse was measured by activity recorder 30 min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0.5, 1, 2, 3, 4, 
6, and 8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The number of spontaneous activities within 10 min was recorded. 
③ The sub-threshold hypnotic test of sodium pentobarbital in mice: the dosage and administration 
method were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test of spontaneous activity, 30 mg·kg － 1 sodium pentobarbital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6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the number of mice falling asleep, the 
latency to fall asleep, and sleep time in each group were recorded. ④ Coordinated exercise test 
in rats: 40 SD rats staying on the rotating rod roller for more than 3 minutes, were divided into a 
vehicle control group (1% CMC-Na) and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groups(0.81, 1.62, and 3.24 g·kg － 1) according to the incubation period. The time taken for each rat 
to fall from the rotating instrument was recorded at 0.5, 1, 2, 3, 4, 6, and 8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Result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in all animals of experimental group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Leonuri herba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rats and mice and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of Beagle dogs 
within the experimental dose levels. 
Key words: leonuri herba; cardiovascular system; central nervous system

　　蒙药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 Houtt.）为
唇形科（Lamiaceae）益母草属（Leonurus）植物
益母草的新鲜或干燥地上部分，被收载于《神农

本草经》和 《本草纲目》，其具有活血化瘀、利尿
消肿之功效 [1]，别名益母艾、苦草、坤草等，其
味辛、微苦，性微寒，入心包、肝经，具有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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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瘀、利尿消肿之功效。益母草主要含有生物碱
类、黄酮类和二萜类成分，被蒙医视为疮疾圣药，
是蒙药处方使用的道地药材。益母草目前在我国
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主要用于月经不调、产
后瘀痛、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病等疾病的治疗，
但现代药理毒理研究甚少，其质量标准体系和安
全性评价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尚未有研究数据来综合评价益母草对于
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本项目采用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DSI）观察清醒比格
犬灌胃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后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影
响；通过大鼠运动协调试验、小鼠自主活动试验
和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试验，考察益母草对中枢
神经系统的影响 [2-6]。一方面，为蒙药益母草的药
用安全性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为内蒙古医
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将要建立的蒙药毒
理数据库提供资料。
1　材料

1.1　试药

　　益母草（安国路路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批
号：20180117，经内蒙古医科大学生药学教授渠
弼鉴定为正品）；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天
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批号：20170810）；
布洛芬缓释胶囊（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20171208，规格：0.3 g/ 粒）；碘伏（文水
大有实业有限公司，批号：20170315）；生理盐
水（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批号：D16070503）。
1.2　仪器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美国 Data Scienc-
es International 公司）；动物麻醉机（美国 Matrx
公司）；YLS-1C 小动物活动记录仪、YLS-31A 大
小鼠转棒测试仪、YLS-27A 大小鼠尾部自动标号
仪（济南益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DS-Y350 型
粉碎机（上海市顶帅工贸有限公司）；CIC1P1-
150FE-L 电子秤、BSA4202S 分析天平（赛多利斯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灌注器（苏州伟康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批号：170305）；胃管（太平洋医
材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5025519）。
1.3　实验动物

　　普通级 Beagle 犬 6 只，5 ～ 6 月龄，雌雄各
半 [ 北京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SCXK（京）2016-0001]，动物初次给
药体质量：10.45 ～ 13.85 kg，饲养于内蒙古医
科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普通设施，实验动
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蒙）2014-0003，环境

控制（温度：18 ～ 26℃，日温差＜ 3℃，湿度：
40% ～ 70%，12 h/12 h 明暗交替）。单笼饲养，
每笼 1 只，饲料为购于北京科奥协力饲料有限公
司的犬维持饲料，定时定量投饲（在动物实验前
禁食过夜），自由摄取，自由饮水。
　　SPF 级 ICR 小鼠 80 只，雌雄各半，5 ～ 6 周
龄，体质量：18 ～ 22 g；SPF 级 SD 大鼠 40 只，
雌雄各半，5 ～ 6 周龄，体质量：170 ～ 250 g [ 北
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SCXK（京）2012-0001]。大、小鼠饲
养于内蒙古医科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屏障设
施，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蒙）2014-
0003。环境控制（温度：20～26℃，日温差＜3℃，
相对湿度：41% ～ 64%，换气次数≥ 15 次·h － 1，
12 h/12 h 明暗交替），饲养密度：5 只 / 笼，饲料
为购于北京科奥协力饲料有限公司的 60Co 放射灭
菌鼠全价颗粒饲料，定时定量投饲（在动物实验
前禁食过夜），自由摄取，自由饮水。
2　方法

2.1　手术及护理

　　在 Data Sciences International 公司工程师指导
下，参照 DSI D70-PCTR 手术指南方法进行植入
手术，术前用异氟烷麻醉实验动物，术中维持，
麻醉后对实验动物进行充分备皮，主要包括整个
胸腹部和腹外侧及前肢内侧，备皮面积要大于手
术区域；植入过程主要包括植入子主体植入、压
力导管的植入及电极的植入。植入子主体放于实
验动物腹部左侧；心电电极采用模拟标准Ⅱ导联
放置，实验动物胸右侧 2 ～ 3 肋间隙与锁骨中线
相交处为电极负极，胸左侧 12 ～ 13 肋骨体与腋
中线相交处为电极正极；呼吸电极植入结束后应
对基线阻抗进行确认，确保呼吸波幅在（60±10）
ohms 范围内；压力导管插入腹股沟腹动脉，为防
止压力导管因犬活动拉扯滑出，压力导管植入后
应预留 O 型回路并用非吸收线缝合固定。手术植
入及缝合结束后进入护理周期，术后给予布洛芬
缓释胶囊 3 d，1 次·d － 1，1 粒 / 次，每日使用碘
伏对伤口消毒 1 次，连续 7 d，恢复期 3 ～ 4 周，
待全部动物恢复后开始给药。
2.2　分组及给药

2.2.1　比格犬分组及给药　6 只比格犬采用拉丁
方进行实验组别设计，分为 4 组，即溶媒对照组
（1% CMC-Na），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
剂量组（0.24、0.72、2.16 g·kg － 1）（约相当于
人临床拟用剂量倍数的 2、6、18 倍，人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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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小鼠及大鼠分组及给药　根据体质量、性 别随机分组，实验给药剂量详见表 2。

按 70 kg 计算，益母草人临床拟用量为 9 g，即
0.12 g·kg － 1），设 4 个给药周期，各给药周期

间隔 7 d。实验组别设计详见表 1。

表 1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心血管系统安全性药理组别设计 
Tab 1　Design of cardioprotective pharmacology group for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给药周期
动物流水号

1 2 3 4 5 6
D1 溶媒对照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溶媒对照组 高剂量组

D2 低剂量组 溶媒对照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溶媒对照组

D3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溶媒对照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D4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溶媒对照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表 2　中枢神经系统安全性药理剂量设计 
Tab 2　Design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组别
ICR 小鼠灌胃益母草细粉混悬液 SD 大鼠灌胃益母草细粉混悬液

剂量 /（g·kg － 1） 约相当于人临床拟用剂量倍数 剂量 /（g·kg － 1） 约相当于人临床拟用剂量倍数

溶媒对照组（1% CMC-Na） 0   0 0   0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剂量组 1.2 10 0.81   6.75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中剂量组 2.4 20 1.62 13.5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高剂量组 4.8 40 3.24 27

2.3　数据采集

2.3.1　比格犬心电、血压、体温试验　采用植入
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采集动物心电、血压及体温
指标，心电指标包括心率、PR 间期、QRS 间期、
QT 间期、P 波、R 波、ST 段、T 波。记录给药前
1 ～ 2 h 基础数据及给药后 24 h 数据。采集间隔
为每 10 s 系统自动记录一次。统计时选取给药前
0.5 h（给药前基础值）及给药后 0.5、1、2、3、4、
6、8、12、14、18、24 h，取每个时间点后 5 min
平均值作为该时间点数据，剔除因动物躁动等因
素引起的大幅度漂移数据。
2.3.2　小鼠自主活动影响试验　选用 5 ～ 6 周龄
SPF 级 ICR 小鼠 40 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 4
组，即溶酶对照组（1% CMC-Na），益母草细粉
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1.2、2.4、4.8 g·kg－ 1），
每组 10 只，各组别分别经口单次灌胃。于给药
前 30 min 及给药后 0.5、1、2、3、4、6、8 h 时
间点放入记录仪的活动箱中，测定各组小鼠活动
情况，记录 10 min 内的自主活动次数。
2.3.3　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影响试验
　选用 5 ～ 6 周龄 SPF 级 ICR 小鼠 40 只，雌雄
各半，随机分为 4 组，即溶酶对照组（1% CMC-
Na），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1.2、
2.4、4.8 g·kg－ 1），每组 10 只。于给药后 6 h 腹
腔注射 30 mg·kg－ 1 戊巴比妥钠，注射体积均为
10 mL·kg－ 1（质量浓度为 3.0 mg·mL－ 1），即

刻开始观察注射戊巴比妥钠 30 min 内每组翻正反
射消失达 1 min 以上的动物数，凡 30 min 内动物
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上者，表明发生了睡眠，
翻正反射恢复即为动物觉醒，翻正反射消失至恢
复这段时间为动物睡眠时间。记录每组发生睡眠
的小鼠数和入睡潜伏期、睡眠时间。
2.3.4　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试验　SD 大鼠置于大
小鼠转棒仪滚筒上训练，转速为 12 r·min—1。训
练结束后，选取能在转棒仪滚筒上维持 3 min 以
上不掉落的大鼠 40 只，雌雄各半，按潜伏期分
为 4 组，即溶酶对照组（1% CMC-Na），益母草
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81、1.62、3.24 
g·kg－ 1），每组 10 只。分别经口灌胃给药。分别
于给药后 0.5、1、2、3、4、6、8 h 将大鼠放在转
棒仪滚筒上，记录每只大鼠从转棒仪滚筒上掉落
所用时间，若 10 min 以上不掉落则以 10 min 计。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用
Levene’s test 方法检验方差齐性，若方差齐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
用 LSD test（参数法）进行比较分析。若方差不
齐，用 Kruskal-Wallis 检验，两组间用 Dunnett’s 
Test（非参数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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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心血管系统

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蒙药益母草细粉混悬液高、中、低剂量组清醒比

格犬的心率、PR 间期、QRS 间期、QT 间期、P
波、T 波、ST 段及 R 波均未出现明显改变（P ＞

0.05），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各项指标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indicators of conscious Beagle dogs

3.3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体温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体温未出现
明显改变（P ＞ 0.05），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体温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temperature of conscious 
Beagle dogs 

3.4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自主活动次
数未出现明显改变（P＞ 0.05），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 ICR 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f ICR 
mice

3.5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

量催眠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睡眠潜伏期

3.2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血压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
比，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对清醒

Beagle 犬的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压均未产生明
显影响（P ＞ 0.05），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收缩压（A）、舒张压（B）和平均压（C）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A），diastolic pressure（B），and average pressure（C）of conscious Beagle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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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睡眠时间均未出现明显改变（P ＞ 0.05），结果
如图 5 所示。

图 5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 ICR 小鼠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时间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sleep latency and sleep time 
of ICR mice

3.6　蒙药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

　　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大鼠协调运
动未出现明显改变（P＞ 0.05），结果如图 6所示。

图 6　益母草细粉混悬液对 SD 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leonuri herba suspension on coordinated exercise of SD rats

4　结论与讨论

　　安全药理学是考察受试药物在治疗范围以内
或治疗范围以上剂量时，潜在的不期望出现的对
生理功能的不良影响，即观察药物对中枢神经系
统、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影响 [7-11]；目前诸
多关于心血管系统安全药理学的研究多采用麻醉
或束缚状态下的实验动物，麻醉或束缚状态下所
采集的心电、血压及体温等参数可能会对实验
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研究特殊药物时，可能还
会与受试药物产生相互作用；ICH-S7A《人用药
物安全药理学研究指导原则》建议采用清醒动物
遥测技术进行心血管系统实验，最大限度降低
因麻醉剂、人为操作、动物应激等因素对实验
产生的干扰 [12-14]。结果表明，益母草细粉混悬液
在 0.24 ～ 2.16 g·kg－ 1 剂量范围内对清醒比格
犬的心电、血压及体温无明显影响；在 1.2 ～ 4.8 
g·kg－ 1 剂量范围内对 ICR 小鼠自主活动、睡眠

潜伏期及睡眠时间无明显影响；在 0.81 ～ 3.24 
g·kg－ 1 剂量范围内对 SD 大鼠协调运动无明显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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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对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张谦1，2，李君1，2，胡玉霞1，2，1，2，张百超4，孙海鹏4，君梅4，常福厚1，2，3*（1.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

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2. 内蒙古自治区新药筛选工程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3.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

院，呼和浩特　010110；4.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目的　研究沙棘对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方法　评估沙棘对心血管系统的

影响：采用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DSI）分析健康且意识清醒的比格犬 [ 雌雄各 3 只，给

药剂量为 0（0.5%CMC-Na）、0.08、0.24、0.72 g·kg－ 1] 在给药前 0.5 h，给药后 0.5、1、2、3、
4、6、8、12、14、18、24 h 的心率、心电图、血压、体温参数的变化；评估沙棘对中枢神经

系统的影响：口服给予 SD 大鼠 0、0.27、0.81、2.43 g·kg－ 1 剂量的沙棘，口服给予 ICR 小鼠 0、
0.4、1.2、3.6 g·kg－ 1 剂量的沙棘，用大、小鼠功能实验（旋杆实验、戊巴比妥钠诱导睡眠实验、

活动能力实验）评估沙棘潜在的中枢神经系统毒性。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各指标均无

显著差异（P ＞ 0.05）。结论　在实验剂量水平内，沙棘对大小鼠中枢神经系统和比格犬心血

管系统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沙棘；安全药理；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275-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02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ZHANG Qian1, 2, LI Jun1, 2, HU Yu-xia1, 2, ZHANG Wei1, 2, ZHANG Bai-chao4, SUN Hai-peng4, JUN 
Mei4, CHANG Fu-hou1, 2, 3* (1. Center for New Drug Safe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2. Center for New Drug Screening,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3. College of Pharmacy,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4.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Methods  The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was 
evaluated. An implantable physiological signal telemetry system (DSI)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heart rate, electrocardiogram, blood pressure, and body temperature parameters 0.5 h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0.5, 1, 2, 3, 4, 6, 8, 12, 14, 18, and 24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in 6 healthy conscious 
Beagle dogs [3 males and 3 females, and the dose at 0 (0.5%CMC-Na), 0.08, 0.24, and 0.72 g·kg－ 1].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ea buckthorn was given orally at 
0, 0.27, 0.81, and 2.43 g·kg－ 1 to SD rats and at 0, 0.4, 1.2, and 3.6 g·kg－ 1 to ICR mice. Functional 
experiments such as rota-rod test, pentobarbital-induced sleep test and activity ability test in rats and 
mic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central nervous systems toxicity.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in any animals of experimental group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ea buckthorn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both rats and mice and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of Beagle dogs within experimental dose levels. 
Key words: sea buckthorn; safety pharmacology; cardiovascular system;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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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棘是一种落叶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
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因此被广泛用于
水土保持，中国西北部大量种植沙棘，用于沙漠
绿化。沙棘果实中维生素 C 含量很高，素有维生
素 C 之王的美称 [1]。沙棘是植物和其果实的统称。
我国是沙棘资源利用最早的国家，早在元朝就被
列为宫廷保健品，1977 年沙棘被正式列入《中国
药典》，20 世纪 80 年代，被原国家卫生部列为
我国第一批药食两用植物品种。
　　沙棘，具有止咳去痰、活血化瘀之功效，在
民间一直作为药食两用的植物，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沙棘中含有的总黄酮对心血管系统有保护作
用，能调节免疫系统；5- 羟色胺可以预防癌症；
各种有机酸和卵磷脂可以保护肝脏 [2-6]。同时沙棘
果油开发的具有保健作用的食品如沙棘果油软胶
囊等在市场上均有销售，然而目前对沙棘的毒性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沙棘急性毒性、长期毒性和遗
传毒性的研究。尚未有研究数据来综合评价沙棘
对于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
　　本项目通过清醒比格犬灌胃沙棘考察其对心
血管系统的影响，通过大小鼠自主活动实验、运
动协调实验和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实验，考察沙
棘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1　材料

1.1　试药

　　沙棘（东营百佳益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批号：
20180301）；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天津市
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批号：20170810）；布洛
芬缓释胶囊（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20171208）；碘伏（文水大有实业有限公司，批
号：20170315）；生理盐水（山东华鲁制药有限
公司，批号：D16070503）。
1.2　仪器

　　 植 入 式 生 理 信 号 遥 测 系 统（美 国 Data 
Sciences International 公 司）， 含 D70-PCTR 植 入
子、接收器、数据交换单元、数据采集单元和数
据分析软件等；动物麻醉机（美国 Matrx 公司）；
YLS-1C 小动物活动记录仪、YLS-31A 大小鼠转
棒测试仪、YLS-27A 大小鼠尾部自动标号仪（济
南益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DS-Y350 型粉碎机
（上海市顶帅工贸有限公司）；CIC1P1-150FE-L
电子秤、BSA4202S 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注射器（苏州伟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批号：170305）；胃管（太平洋医材股份
有限公司，批号：15025519）。

1.3　实验动物

　　普通级比格犬，5 ～ 6 月龄，雄性 3 只，雌
性 3 只 [ 北京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
生产许可证号：SCXK（京）2016-0001]。动物初
次给药体质量 10.45 ～ 13.85 kg。比格犬饲养于内
蒙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普通设施，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蒙）2019-0001。
环境控制（温度 18 ～ 26℃，日温差≤ 3℃，湿
度 40% ～ 70%，12 h/12 h 明暗交替）。单笼饲养，
每笼 1 只；犬维持饲料（北京科奥协力饲料有限
公司），定时定量投饲（在动物实验前禁食过夜），
自由摄取，自由饮水。
　　SPF 级 ICR 小鼠 80 只，雌雄各半，5 ～ 6 周
龄，体质量 18 ～ 22 g；SPF 级 SD 大鼠 40 只，雌
雄各半，5 ～ 6 周龄，体质量 170 ～ 250 g[ 北京维
通利华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号：SCXK（京）2012-0001]。大、小鼠饲养于内蒙
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屏障设施，实
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蒙）2019-0001。环
境控制（温度 20 ～ 26℃，日温差≤ 3℃，相对湿
度 41% ～ 64%，12 h/12 h 明暗交替）；饲养密度：
每笼 5 只，60Co 放射灭菌鼠全价颗粒饲料购于北
京科奥协力饲料有限公司，定时定量投饲（在动物
实验前禁食过夜），自由摄取，自由饮水。
2　方法

2.1　手术及护理

　　参照 DSI D70-PCTR 手术指南方法进行植入
手术，术前用异氟烷麻醉实验动物，术中维持，
麻醉后对实验动物进行充分备皮，主要包括整个
胸腹部和腹外侧及前肢内侧，备皮面积要大于手
术区域；植入过程主要包括植入子主体植入、压
力导管的植入及电极的植入。植入子主体放于实
验动物腹部左侧；心电电极采用模拟标准Ⅱ导联
放置，实验动物胸右侧 2 ～ 3 肋间隙与锁骨中线
相交处为电极负极，胸左侧 12 ～ 13 肋骨体与腋
中线相交处为电极正极；呼吸电极植入结束后应
对基线阻抗进行确认，确保呼吸波幅在（60±10） 
ohms 内；压力导管插入腹股沟腹主动脉，为防止
压力导管因犬活动拉扯滑出，压力导管植入后应
预留 O 型回路并用非吸收线缝合固定。手术植入
及缝合结束后进入护理周期，术后给予布洛芬缓
释胶囊 3 d，每日 1 次，每次 1 粒，每日使用碘
伏对伤口消毒 1 次，连续 7 d，恢复期 3 ～ 4 周，
待全部动物恢复后开始给药。
2.2　供试品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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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溶媒对照品配制　取 CMC-Na 10 g，多次
少量地将其加入至蒸馏水中，边加边用玻璃棒
搅拌使其完全溶解，最后定容至 2000 mL，即得
0.5% CMC-Na 溶液，放置 7 d 以后，备用。
2.2.2　供试品配制　称取适量供试品于配药瓶中，
加入终体积约 70% 的 0.5% CMC-Na，用玻璃棒搅
拌溶解后定量至终体积，再用 KH-500DV 型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 100 Hz 振荡约 10 min，备用。
2.3　数据采集

2.3.1　比格犬心电、血压、体温指标测定　6 只
比格犬采用拉丁方进行实验组别设计，分为 4 组，
每组雌雄各 3 只，设溶媒对照组（0.5% CMC-
Na），沙棘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08、0.24、
0.72 g·kg－ 1），给药体积 10 mL·kg－ 1，设 4 个
给药周期，各给药周期间隔 7 d。实验前设定需
要采集的相关参数，采用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
统采集动物心电指标、血压指标及体温数据，心
电指标包括心率、PR 间期、QRS 间期、QT 间期、
P 波、R 波、ST 段、T 波；血压指标包括收缩压、
舒张压、平均压，同时采集体温数据。记录给药
前 1 ～ 2 h 基础数据及给药后 24 h 数据。采集间
隔为每 10 s 系统自动记录一次。统计时选取给药
前 0.5 h 的时间点为给药前基础值，在给药后 0.5、
1、2、3、4、6、8、10、12、14、18、24 h 取每
个时间点后 5 min 平均值作为该时间点数据，剔
除因动物躁动等因素引起的大幅度漂移数据。
2.3.2　小鼠自主活动实验　选用 5 ～ 6 周龄 SPF
级 ICR 小鼠 40 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 4 组，
溶媒对照组（0.5% CMC-Na），沙棘混悬液低、
中、高剂量组（0.4、1.2、3.6 g·kg－ 1），每组 10
只，各组分别经口单次灌胃给药，给药体积 10 
mL·kg－ 1。于给药前 0.5 h 及给药后 0.5、1、2、
3、4、6、8 h 将小鼠放入记录仪的活动箱中，测
定小鼠活动情况，记录 10 min 内小鼠的自主活动
次数。
2.3.3　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实验　选
用 5 ～ 6 周 龄 SPF 级 ICR 小 鼠 40 只， 雌 雄 各
半，随机分为 4 组，溶媒对照组（0.5% CMC-
Na），沙棘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4、1.2、3.6 
g·kg－ 1），每组 10 只。各组分别经口单次灌胃
给药，给药体积 10 mg·kg－ 1。于给药后 6 h 腹
腔注射 30 mg·kg－ 1 的戊巴比妥钠，注射体积均
为 10 mL·kg－ 1，即刻开始观察注射戊巴比妥钠
后 30 min 内每组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上的动
物数，凡 30 min 内动物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

上者，表明发生了睡眠，翻正反射恢复即为动物
觉醒，翻正反射消失至恢复这段时间为动物睡眠
时间。记录每组发生睡眠的小鼠数和入睡潜伏期、
睡眠时间。
2.3.4　大鼠协调运动实验　检疫结束后选取合格
的 SD 大鼠置于转棒仪滚筒上进行训练，转速为
12 r·min－ 1。训练结束后，选取能在转棒仪滚筒
上维持3 min 以上不掉落的大鼠40只，雌雄各半，
分为 4 组，溶媒对照组（0.5% CMC-Na），沙棘混
悬液低、中、高剂量组（0.27、0.81、2.43 g·kg－ 1），
每组 10 只。分别经口灌胃给予相应供试品，给
药体积 10 mg·kg－ 1。于给药后 0.5、1、2、3、4、
6、8 h 将大鼠放在转棒仪滚筒上，记录每只大鼠
从转棒仪滚筒上掉落所用时间，若 10 min 以上不
掉落则以 10 min 计。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
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经正态性和方差齐
性检验后，采用单因素 ANOVA 或秩和检验进行
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P＜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沙棘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比格犬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对各组动物
进行心电图检测，结果显示动物心电各项指标都
在正常值范围内。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
的数值相比，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比格犬的心
率、PR 间期、QRS 间期、QT 间期、P 波、T 波、
R 波及 ST 段，均未出现明显改变（P ＞ 0.05）。
3.2　沙棘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血压的影响

　　比格犬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对各组动物
血压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动物收缩压、舒张压及
平均压均处于正常范围，且在测量周期内血压各
项指标基本维持在相当水平，没有较大波动，与
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沙棘混
悬液各剂量组比格犬的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压
均未出现明显改变（P ＞ 0.05）。
3.3　沙棘混悬液对清醒比格犬体温的影响

　　比格犬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对各组动物
体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动物体温均处于正常范
围，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
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比格犬体温未出现明显改变
（P ＞ 0.05）。比格犬在夜间的体温值相对来说高
于白天，与灌胃与否无关。
3.4　沙棘混悬液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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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R 小鼠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测定小鼠活
动情况，记录 10 min 内的自主活动次数，与溶媒
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的数值相比，沙棘混悬液各
剂量组的小鼠自主活动次数未出现明显改变（P ＞

0.05），且从实验开始到结束，溶媒对照组和沙棘混
悬液各剂量组的活动次数都呈现下降趋势，结果如
图 1 所示。

图 1　沙棘混悬液对 ICR 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n ＝ 10，x±s）
Fig 1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suspension on the spontaneous activity of 
ICR mice（n ＝ 10，x±s）

3.5　沙棘混悬液对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

的影响

　　ICR 小鼠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溶媒对照
组、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的小鼠睡眠潜伏期均小于
10 min，睡眠时间均大于 20 min，与溶媒对照组相
比，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的小鼠睡眠潜伏期及睡眠
时间均无明显改变（P ＞ 0.05），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沙棘混悬液对 ICR 小鼠睡眠潜伏期及睡眠时间的影响（n ＝

10，x±s）
Fig 2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suspension on the sleep latency and sleep 
time of ICR mice（n ＝ 10，x±s）

3.6　沙棘混悬液对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

　　SD 大鼠灌胃给予沙棘混悬液后，在 0.5、1、2、
3、4、6、8 h 将大鼠放在转棒仪滚筒上，记录每只
大鼠从转棒仪滚筒上掉落所用时间，溶媒对照组、
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大鼠从转棒仪上掉落的时间均
集中于 200 ～ 250 s，与溶媒对照组同一采集时间点
的数值相比，沙棘混悬液各剂量组的大鼠协调运动
时间未出现明显改变（P＞ 0.05），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沙棘混悬液对 SD 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n ＝ 10，x±s）
Fig 3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suspension on coordinated exercise of SD 
rats（n ＝ 10，x±s）

4　讨论

　　沙棘在亚洲和欧洲已被用作药物和营养补品
已有数百年历史。但是，关于沙棘及其提取物安
全性评价的数据仍然很少。目前已有报道沙棘的
遗传毒性、致畸性、急性和亚慢性毒性数据，为
完善其安全性评价，本课题组评估了沙棘对比格
犬心血管系统，对小鼠和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
响。
　　有研究表明，昆明小鼠对沙棘油的最大耐受
剂量为 20 mL·kg－ 1，在亚慢性毒性研究中，2.5 
mL·kg－ 1 和 1.5 mL·kg－ 1 剂量的沙棘油对大鼠
和兔子是安全的 [7-8]。最近有研究表明，雄性和雌
性 SD 大鼠在连续 90 d 重复口服毒性试验中，沙
棘油未观察到不良反应的水平为 10 mL·kg－ 1。
遗传毒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暴露浓度分别为 8、
40、200、1000 和 5000 μg·plate－ 1 的条件下，沙
棘油对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组氨酸依赖性菌株没有
任何诱变活性；沙棘油对精子形态没有显著影响，
剂量 9.36、4.68 和 2.34 g·kg－ 1 对小鼠多色红
细胞微核率无影响 [9]。在致畸性研究中，从妊娠
第 7 日到第 16 日，用 4.68、2.34 和 1.17 g·kg－ 1

剂量的沙棘油灌胃妊娠大鼠，未观察到母体毒性
或胚胎毒性 [9]。然而，在文献中也已经报道了沙
棘提取物的不利影响。在 90 d 内，用 250 和 500 
mg·kg－ 1 的沙棘浆果提取物灌胃的大鼠血浆葡
萄糖水平增加 [10]。同样，在饲喂 2% 沙棘叶粉的
日本鹌鹑中观察到淋巴组织的增殖 [11-13]。
　　《中国药典》建议，沙棘安全剂量约为 3 ～ 10 
g·d－ 1。在本实验中，以 0.4、1.2 和 3.6 g·kg－ 1

剂量（相当于人类临床剂量的 10、30、90 倍）的
沙棘灌胃小鼠，以 0.27、0.81 和 2.43 g·kg－ 1 剂
量（相当于人临床剂量的 6.75、20.25、60.75 倍）
的沙棘灌胃大鼠，以 0.08、0.24 和 0.72 g·kg－ 1

剂量（相当于人类临床剂量的 2、6、18 倍）的沙
棘灌胃比格犬，在研究期间未观察到发病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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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迹象，且没有沙棘相关毒性或异常的迹象。
　　在中枢神经系统毒性研究中，在小鼠中给予
3.6 g·kg－ 1 剂量的沙棘相当于用标准体表面积换
算后平均体质量为 70 kg 的成人使用 27.9 g·kg－ 1

剂量的沙棘，在大鼠中给予 2.43 g·kg－ 1 的剂量
相当于用标准体表面积换算后平均体质量为 70 
kg 的成人使用 26.9 g·kg－ 1 剂量的沙棘，都超出
《中国药典》建议的安全用量。沙棘最大剂量为
2.43 g·kg－ 1，对 SD 大鼠的转棒实验没有显著影
响，3.6 g·kg－ 1 沙棘对 ICR 小鼠的戊巴比妥诱导
的睡眠和活动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沙棘在本研究
的实验条件下均未表现出中枢神经系统毒性。此
外，行为学检测方法能够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动物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化情况，然而实验动物的
种属、性别、实验间隔、粪便、气味以及实验时
间段等均可能会影响动物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
实验结果。因此，如何根据实验需要选择恰当的
动物行为学检测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还对沙棘对于比格犬的心血管毒性进
行了评估。6 只健康比格犬口服 4 种剂量水平（0、
0.08、0.24 和 0.72 g·kg－ 1）的沙棘，用标准体表
面积换算，在狗中给予 0.72 g·kg－ 1 剂量的沙棘相
当于平均体质量为 70 kg 的成人口服 27.0 g·kg－ 1

剂量。在所有剂量下，对体温，血压（收缩压，舒
张压和平均血压），心率和心电图参数（PR，QRS
间期和 QT 间期，P，T 波和 R 波，ST 段）均无明
显影响。根据给药过程中的临床体征，在一只以
0.72 g·kg－ 1 沙棘灌胃的比格犬中发现了干呕现象。
由于在给药时动物出现干呕是普遍现象，因此该
事件并不表明由于暴露于测试药物而产生了不良
后果。另外，本研究实验表明，该现象也无剂量
依赖性的趋势。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比格犬灌
胃给予沙棘浓度分别为 0.08、0.24 和 0.72 g·kg－ 1，
对其体温、血压、心率和心电图无影响。
　　综上所述，在实验剂量水平内，沙棘对大小
鼠中枢神经系统和比格犬心血管系统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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荜茇细粉混悬液的安全药理学研究

胡玉霞1，2，3，李君1，2，3，王敏杰1，2，4，白图雅1，2，3，吕晓丽1，2，3，张梦迪1，2，3，高峰1，2，3，

王跃武1，2，3，张谦1，2，3，常福厚1，2，3*（1.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2. 内蒙古

自治区新药筛选工程研究中心，呼和浩特　010110；3.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4. 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目的　观察荜茇细粉混悬对 Beagle 犬心血管系统和大、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评

价荜茇的安全性。方法　① Beagle 犬单次灌胃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 0.1、0.3 和 0.9 g·kg－ 1，

利用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DSI）检测清醒 Beagle 犬给药前后的心电、血压指标，评价荜

茇对 Beagle 犬心血管系统和体温的影响。② ICR 小鼠单次灌胃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 0.52、1.56 
和 4.68 g·kg－ 1，观察小鼠自主活动情况和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情况；SD 大鼠单次

灌胃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 0.36、1.08 和 3.24 g·kg－ 1，观察大鼠协调运动情况，评价荜茇对

大、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结果　① 与溶媒对照组相比，高剂量组 Beagle 犬给药 2 h 后

心率降低，QT 间期延长（P＜ 0.05）；荜茇细粉各剂量组对 Beagle 犬的血压和体温无明显影响。

② 与溶媒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小鼠给药 30 min 和 1 h 后活动次数均明显减少（P ＜ 0.01），

其他各检测点活动次数未见差异；荜茇细粉各剂量组对小鼠睡眠潜伏期、入睡动物数、睡眠时

间均无明显影响，证明荜茇细粉与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诱导小鼠睡眠无协同效应；荜茇细粉各

剂量组对大鼠的协调运动潜伏期未见明显影响。结论　本实验条件下，单次灌胃荜茇细粉对

Beagle 犬心血管系统和体温、对 SD 大鼠和 ICR 小鼠的中枢神经系统均未见明显影响。

关键词：荜茇；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安全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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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harmacology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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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 Beagle dogs an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rats and mice, and evaluate the 
safety of piper longum. Methods  ① The Beagle dogs were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once at 0.1, 0.3  and 0.9 g·kg－ 1.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 telemetry system 
(DSI)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CG, blood pressure and body temperature of the sober Beagle dogs 
before and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iper longum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of Beagle dogs. ② ICR mice were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rered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once at 0.52, 1.56  and 4.68 g·kg－ 1, and the spontaneous activity and the hypnosis effect 
of sub-threshold dose of pentobarbital sodium were observed in mice. SD rats were intragast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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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荜茇（Piper longum L.）属于胡椒科胡椒属
植物荜茇的干燥未成熟或成熟的果穗，别名荜
拨、派珀茇、毕勃、荜菝 [1]。荜茇在中医和蒙医
的临床应用各有特点，配伍及治疗疾病也有较大
差异。中医强调荜茇温中散寒、下气止痛的功效，
主要用于治疗胃寒或胃冷引起的腹痛、腹泻及消
化不良，亦可治疗胸腹痛、冠心病、心绞痛、神
经性头痛及牙痛等 [2]，但中医临床较少应用。荜
茇蒙医应用广泛，《内蒙古蒙成药标准》记载的
103 个成方用荜茇共 27 次 [3]，蒙药临床常用的
1011 个方剂有 195 个包含荜茇 [4]。蒙医药认为，
荜茇味辛，性温，效腻、锐、轻、燥，有调理胃
火、祛“巴达干、赫依”、调节体素、滋补强壮、
平喘、止痛等功效 [5]。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荜茇含生物碱类、萜
类、挥发油类、甾醇类、木质素类等 50 多种有
效成分，其中生物碱类化合物多达 40 余种，包
括胡椒碱、荜茇宁碱等，为目前已知荜茇的主要
化学成分 [6]，具有调血脂、抗肿瘤、抗氧化、保
肝、抗炎、镇痛、抗菌等作用 [7]。荜茇作为一种
传统的民族药材，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
　　目前荜茇的安全性评价研究多集中在急性毒
性和长期毒性研究，安全药理学研究鲜有报道。
为了进一步明确荜茇的安全性，参考国家《药物
安全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8] 的相关技术要
求，本文观察荜茇对实验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的影响，以补充和完善荜茇的安全性数
据，为日后建立蒙药毒性筛选库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试药

　　荜茇饮片（东营百佳益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批号：20180325；产地：山东潍坊，经内蒙古医
科大学生药教研室渠弼鉴定为正品）。称取适量
荜茇饮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 100 目筛，即
得荜茇细粉。称取适量荜茇细粉于配药瓶中，加
入总体积 70% 左右的 0.5% 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
先用玻璃棒搅拌溶解后定容至终体积，再用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 100 Hz 振荡 10 min，得荜茇细粉混
悬液，备用。
　　羧甲基纤维素钠（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
所，批号：20180118）；异氟烷（瑞沃德生命科
技有限公司，批号：217171101）；生理盐水（山
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批号：D16070503）；戊
巴比妥钠（上海榕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20170916）；无水乙醇（天津市津东天正精细化
学试剂厂，批号：20180317）。
1.2　动物

1.2.1　动物来源　ICR 小鼠，SPF 级，80 只，雌
雄各半，体质量：20.0 ～ 22.0 g [ 北京维通利华实
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为：
SCXK（京）2012-0001]。SD 大鼠，SPF 级，40只，
雌雄各半，体质量：190.0 ～ 210.0 g [ 北京维通利
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号为：SCXK（京）2012-0001]。Beagle 犬，普通级，
6 只，雌雄各半，体质量：9.05 ～ 12.15 kg [ 北京
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京）

administrered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once at 0.36, 1.08  and 3.24 g·kg－ 1. The 
coordination function of the rats was observed and the effect of piper longum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both rats and mice was evaluated. Results  ① Compared with the vehicle control group, the 
heart rate of Beagle dogs in the high-dose group was decreased and the QT interval was prolonged in 
2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P ＜ 0.05). Various doses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blood pressure and body temperature in Beagle dogs. ② Compared with the vehicle 
control group, activities of mice in the high dose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30 min and 1 h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P ＜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activities at other test sites. 
Various doses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leep latency, number of 
sleeping animals and the sleep time of mice, indicating no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and the sub-threshold dose hypnotic effect of sodium pentobarbital in mice. Each dose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coordination function of rats. Conclusion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suspension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the 
temperature of Beagle dogs, and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the SD rats and ICR mice after the 
single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piper longum; cardiovascular system;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afety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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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001]。
1.2.2　饲养管理　ICR 小鼠和 SD 大鼠饲养于内
蒙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屏障设施
内 [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蒙）2014-
0003]。PVC 塑料盒饲养，一盒 5 只。60Co 放射灭
菌 SPF 级大小鼠生长繁殖饲料。每日上、下午定
量给食，自由摄取，自由进水。
　　Beagle 犬饲养于内蒙古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
价研究中心普通设施内 [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
SYXK（蒙）2014-0003]。动物单笼圈养，每日上、
下午定量给食，自由摄取，自由进水。
1.3　仪器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美国 Data Sci-
ences International 公司）；动物麻醉机（VME2，
美国 Midmark 公司）；小动物活动记录仪（YLS-
1C）、大小鼠转棒测试仪（YLS-31A）（山东益延科
技有限公司）；数控超声波清洗器（KH-500DV，
北京晨曦勇创科技有限公司）；粉碎机（DS-
Y350，上海市顶帅工贸有限公司）；分析天平
（BSA4202s）、电子天平（BSA224s）（赛多利斯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心血管系统实验

　　ECG 采用标准Ⅱ导联的方式放置，胸右侧
2 ～ 3 肋间隙与锁骨中线相交处为负极，胸左侧
12 ～ 13 肋骨体与腋中线相交处为正极。呼吸电
极由 4 条导线组成，正极导线和负极导线各 2 条，
2 条正极导线放置在胸左侧第 7 肋骨前后，相距
2.5 cm，而 2 条负极导线放置在胸右侧第 7 肋骨
前后，相距 2.5 cm，通过检测呼吸阻抗的值，确
定呼吸电极放置得是否合适。手术全程通过植入
式大动物生理信号遥测系统和 VME2 型麻醉机
（通过观察气囊的变化检测呼吸频率）实时监测
动物状态。动物手术后进入手术恢复期，恢复期
为 4 周。
　　选用已经埋入植入子（TL11M3-D70-PCTR）
的健康 Beagle 犬 6 只，雌雄各半。实验设溶媒
对照组及荜茇细粉低、中、高剂量组，分别为
0.1、0.3、0.9 g·kg－ 1（相当于临床成人用药剂量
的 3、10 和 30 倍）。实验设 4 个给药周期，相邻
给药周期间隔为 7 d。灌胃给药，给药体积为 10 
mL·kg－ 1。
　　待全部动物恢复好后，利用植入式生理信号
遥测系统的 Ponemah 软件操作平台（版本 5.0）采
集动物心电、血压、体温等指标。心电指标包括

心率、PR 间期、QRS 间期、QT 间期、P 波、R 波、
ST 段（取绝对值进行统计）、T 波，血压指标包
括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压。采集给药前 2 h 及
给药后 24 h 数据。采集间隔为每 10 s 系统自动记
录一次。统计时选取给药前 30 min 的时间点为给
药前基础值、记录给药后 0.5、1、2、3、4 h 的
连续数据。剔除因动物躁动等因素导致的数据丢
失和大幅度偏移的数据，取每个时间点后 5 min
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时间点数据。
2.2　中枢神经系统实验

2.2.1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实验　选取 ICR 小
鼠 40 只，根据中心 SOP 规定按体质量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溶媒对照组，荜茇细
粉低、中、高剂量组（0.52、1.56、4.68 g·kg－ 1，
相当于临床成人用药剂量的 17、52 和 156 倍）。
分别经口灌胃给予相应供试品，给药体积为 10 
mL·kg－ 1。于给药前 30 min 及给药后 30 min、1 h、
2 h、3 h、4 h 时间点放入小动物活动记录仪的活
动箱中，测定各鼠活动情况，记录 10 min 内的自
主活动次数。
2.2.2　对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的影响实验
　选取 ICR 小鼠 40 只，根据中心 SOP 规定分
为 4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溶媒对照组，荜茇
细粉低、中、高剂量组。于给药后 6 h 腹腔注
射 30 mg·kg－ 1 戊巴比妥钠，注射体积均为 10 
mL·kg－ 1（质量浓度为 3.0 mg·mL－ 1），即刻开
始观察注射戊巴比妥钠 30 min 内每组翻正反射消
失达 1 min 以上的动物数，凡 30 min 内动物翻正
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上者，表明发生了睡眠，翻
正反射恢复即为动物觉醒，翻正反射消失至恢复
这段时间为动物睡眠时间。记录每组发生睡眠的
小鼠数和入睡潜伏期、睡眠时间。
2.2.3　对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实验（转棒法）　选
取检疫合格的 SD 大鼠置于大小鼠转棒测试仪的滚
筒上训练，转速为 12 r·min－ 1。训练结束后，选
取能在转棒仪滚筒上维持 3 min 以上不掉落的大鼠
40 只，雌雄各半，按潜伏期（从转棒仪滚筒上掉
落所用时间）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
溶媒对照组，荜茇细粉低、中、高剂量组（0.52、
1.56、4.68 g·kg－ 1，相当于临床成人用药剂量的 
17、52 和 156 倍）。分别经口灌胃给予相应供试品，
给药体积为 10 mL·kg－ 1。分别于给药后 1、2、3、
4 h 时间点将大鼠放在转棒仪滚筒上，记录每只大
鼠从转棒仪滚筒上掉落所用时间（即潜伏期），若
10 min 以上不掉落则以 10 min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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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按照中心 SOP 规定进行统计学分析，所用
软件为 SPSS 20.0。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用
Levene’s test 方法检验方差齐性。方差齐，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行统计分析，两两比
较采用 LSD test（参数法）进行比较分析；方差
不齐，则用 Kruskal-Wallis 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s Test（非参数方法）进行比较分析。计
数资料用频数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3.1.1　对清醒 Beagle 犬心电指标的影响　结果显
示给药前各剂量组所有心电指标（心率、PR 间期、
QRS 间期、QT 间期、P 波、T 波、R 波及 ST 段）
均无明显差异。荜茇细粉在给药后心电指标见表
1。与溶媒对照组在同一检测时间点的 QT 值相比，
给予高剂量组荜茇细粉混悬液 2 h 后，动物心率
降低（P ＜ 0.05），QT 间期出现延长（P ＜ 0.05）。
给药后 3 h，心率恢复正常，QT 值恢复正常。

表 1　荜茇细粉对 Beagle犬心率和 QT间期的影响 (x±s，n ＝ 6) 
Tab 1　Effect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on the heart rate and QT interval of Beagle dogs (x±s，n ＝ 6)

组别 标准Ⅱ导联
采集时间

给药前 30 min 给药后 30 min 给药后 1 h 给药后 2 h 给药后 3 h 给药后 4 h
溶媒对照组 心率 /BPM 102.62±10.22 114.56±36.72 95.37±9.68 96.24±15.28 95.23±24.38 98.72±19.23

QT 间期 /ms 217.32±27.84 213.54±21.46 220.57±23.42 216.72±25.53 220.52±29.78 228.49±25.47
低剂量组 心率 /BPM 99.09±20.53 109.53±28.47 115.36±49.45 93.46±15.27 89.52±12.53 92.33±15.67

QT 间期 /ms 209.31±17.52 206.37±19.87 209.64±26.34 221.34±18.64 215.49±24.76 230.17±19.28
中剂量组 心率 /BPM 98.76±17.96 117.44±27.38 98.75±40.35 88.92±15.01 89.58±18.73 90.40±7.62

QT 间期 /ms 214.75±28.51 215.37±26.72 210.38±25.76 225.63±28.35 230.96±24.51 218.79±17.64
高剂量组 心率 /BPM 107.38±27.54 99.50±10.19 105.63±35.67 68.25±7.45* 82.36±16.81 90.87±13.28

QT 间期 /ms 209.38±27.63 218.17±19.40 213.72±27.51 273.38±30.27* 235.82±28.91 235.68±24.22

注：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 ＜ 0.05。
Note：vs the solvent control group，*P ＜ 0.05.

3.1.2　对清醒 Beagle 犬血压的影响　Beagle 犬灌
胃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后，对各组清醒 Beagle 犬
的血压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与溶媒对照组动物
在同一检测时间点的数值相比，各实验组动物收
缩压、舒张压和平均压在所有检测时间点均未见
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1.3　对清醒 Beagle 犬体温的影响　比格犬灌胃
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后，对清醒 Beagle 犬的体温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给药前所有动物体温均在

正常体温范围内（37.1 ～ 38.2℃）波动，给药后，
与溶媒对照组动物在同一检测时间点的数值相
比，不同实验组之间未见明显差异。
3.2　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3.2.1　自主活动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与溶媒对
照组比较，荜茇细粉高剂量组动物给药 30 min、
1 h 后活动次数明显减少（P ＜ 0.01）；其他各检
测点活动次数均未见明显差异。

表 2　荜茇细粉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x±s，n ＝ 10) 
Tab 2　Effect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on the spontaneous activity of mice (x±s，n ＝ 10)

组别
采集时间

给药前 30 min 给药后 30 min 给药后 1 h 给药后 2 h 给药后 3 h 给药后 4 h
溶媒对照组 227.50±43.62 216.43±36.60 202.37±93.58 200.00±84.41 190.30±104.95 192.30±47.98
低剂量组 237.00±32.57 198.25±49.29 197.54±37.94 187.68±76.82 196.70±95.48 199.70±55.07
中剂量组 233.60±27.29 209.63±43.71 188.88±53.53 185.73±40.38 193.56±42.80 183.46±47.63
高剂量组 231.70±37.39 142.72±38.24* 158.47±47.85* 179.68±49.65 189.71±50.69 195.00±46.32

注：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 ＜ 0.01。
Note：vs the solvent control group，*P ＜ 0.01.

3.2.2　对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的影响　如表
3 所示，与溶媒对照组比较，睡眠潜伏期、睡眠
时间各组均无明显差异。
3.2.3　对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转棒法）　如表
4 所示，荜茇细粉中剂量组在给药 30 min、1 h 后

的运动潜伏期减少，荜茇细粉高剂量组在给药 30 
min、1 h、2 h、3 h 后的运动潜伏期减少，但与
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其他各检测点运动潜伏期均未见明显差异。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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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药理学主要观察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 3 个方面的影响，属于新
药安全性评价范畴，既可以在临床前阶段发现该
药物除主要药效作用之外的其他药理作用，也可
以预测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范围和概率，为药物
最终用于临床提供依据。由于技术所限，以往采
用麻醉动物进行心血管系统相关指标的测定，但

表 4　荜茇细粉对大鼠协调运动的影响 (s，x±s，n ＝ 10) 
Tab 4　Effect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on the rota-rod test of rats (s，x±s，n ＝ 10)

组别
采集时间

给药前 30 min 给药后 30 min 给药后 1 h 给药后 2 h 给药后 3 h 给药后 4 h
溶媒对照组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低剂量组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中剂量组 600.00±0.00 588.70±35.73 590.50±46.62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高剂量组 600.00±0.00 557.30±45.33 572.20±37.91 580.60±41.59 594.20±18.34 600.00±0.00

麻醉药物可能会影响受试物的作用，干扰对结果
的评价。遥测技术的成熟应用成功解决了上述问
题，已经成为安全药理学研究的常规技术 [9]。本
实验分别通过对不同种属（啮齿类和非啮齿类）
动物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后进行安全药理学研
究，多方面、多角度提供数据，有助于加深对受
试物药理毒理作用的判断 [10]。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荜茇具有抗肿瘤、保
肝、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扩张冠状动脉血
管、抗菌、抗血小板、抗高血脂、减肥、止痛、
保护心肌、抗真菌等多种药理学作用。文献报道
胡椒碱和荜茇提取物在体内外均对道尔顿腹水瘤
具有抑制作用。荜茇提取物（10 mg·kg－ 1）和胡
椒碱（1.14 mg·kg－ 1）均可以抑制道尔顿淋巴瘤
在小鼠体内的进程，延长小鼠寿命 [11]；另外 250 
μg·mL－ 1 胡椒碱对道尔顿淋巴瘤和埃利希腹水
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性 [12]。研究发现 200、400 及 
800 mg·kg－ 1 荜茇根粉末水悬液灌胃给予小鼠或
大鼠评价其止痛作用。400 及 800 mg·kg－ 1 的
荜茇粉末与非甾体抗炎药的止痛作用相似 [13]。然
而，对于其安全性的研究却很少。有报道在急性
毒性实验中，没有发现胡椒碱有致死作用，并且
在药理药效研究中给予受试动物 3 ～ 5 mg·kg－ 1

剂量条件下，没有观察到任何病态症状 [14]。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 Beagle 犬和 ICR 小鼠及
SD 大鼠单次灌胃给药进行安全药理学研究，观
察该药对 Beagle 犬心血管系统和 ICR 小鼠及 SD
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探讨给予荜茇后有无
可能出现非期望的药理作用 [15]。动物选择应与实
验方法相匹配，一般来说观察药物对神经系统的

反应采用小鼠进行研究，但小鼠体型较小，现有
实验技术很难对其心血管系统进行评价，故首选
Beagle 犬开展心血管系统实验 [16]。
　　心血管系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Beagle 犬单
次灌胃给予荜茇细粉混悬液 0.1 和 0.3 g·kg－ 1，
未观测到清醒 Beagle 犬心电指标的明显变化。高
剂量荜茇细粉混悬液 2 h 后，动物心率出现降低
（P ＜ 0.05）；在给药后 3 h 恢复正常。荜茇细粉
混悬液高剂量动物在给药后 2 h，QT 间期出现延
长（P ＜ 0.05），在给药后 3 h 恢复正常。各实验
组清醒 Beagle 犬的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压均未
见明显改变，说明荜茇在临床上的用量对心电和
血压指标无明显影响。由于动物顺应性不同，不
同动物检测过程中精神紧张程度及配合程度均有
差异，致使心电、血压检测指标有一定程度的波
动，但未出现一定的趋势。结合动物一般反应情
况，认为这些波动的出现是动物正常的生物学差
异，与药物无关。
　　中枢神经系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ICR 小鼠
单次灌胃给予荜茇细粉 0.52 和 1.56 g·kg－ 1，未
观测到小鼠活动次数的明显变化，单与同期溶媒
对照组比较，荜茇细粉高剂量组动物给药后 30 
min、1 h 活动次数明显减少（P ＜ 0.01）。研究发
现各剂量组 ICR 小鼠均未见与阈下剂量戊巴比妥
钠协同睡眠作用。SD 大鼠单次灌胃给予荜茇细
粉混悬液后各剂量组动物的协调运动能力未见明
显变化。
　　本研究表明荜茇对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
统均无明显影响，为荜茇在临床应用和新药开发
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动物实验依据。

表 3　荜茇细粉对小鼠睡眠潜伏期及睡眠时间的影响 (x±s，n ＝ 10) 
Tab 3　Effect of piper longum fine powder on the sleep latency and 

sleep duration of mice (x±s，n ＝ 10)

组别 入睡潜伏期 /min睡眠时间 /min 入睡只数 / 只 睡眠率 /%

溶媒对照组 7.50±1.05   8.59±1.20 3 30.0

低剂量组 6.52±0.57 10.35±0.82 4 40.0

中剂量组 5.83±0.49   9.75±0.55 3 30.0

高剂量组 6.42±0.73   8.49±0.76 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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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转录组测序及基因功能注释

欧阳雨晴，李玲玲，石好宇，赵艺，朱甫臻，尹艳燕，王灵芝*（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构建薏苡转录组数据库，为薏苡的功能基因挖掘、分子标记开发和遗传育种提供

序列信息。方法　取薏苡不同发育时期的各组织部位提取 RNA，利用 Illumina Hiseq 4000 高

通量测序平台进行测序，利用功能数据库进行基因功能注释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共获

得 65.57 Mb Clean reads，通过质量控制和 De novo 组装，获得 76 164 个 unigene，平均长度为

1023 bp。与非冗余核酸序列数据库（NT）、非冗余蛋白数据库（NR）、蛋白质直系同源簇数据

库（COG）、京都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SwissProt、基因本体论数据库（GO）和 InterPro
等数据库进行比对，共有 59 460 个 unigene 获得注释。其中，49 092 个 unigene 被注释到 NR
数据库中，有 51.73% 与高粱具有同源性；27 407 个 unigene 被注释到 GO 数据库，根据 GO 功

能分为三大类，56 个功能分支；20 670 个 unigene 在 COG 数据库中得到注释，根据功能的不

同分为 25 类；30 941 个 unigene 被注释到 KEGG 数据库，分属于 126 条代谢途径，其中与三

酰甘油生物合成相关的 unigene 有 257 个。本研究共获得的 51 160 个编码蛋白框（CDS）序列

中有 9 个与谷蛋白相关；共检测到 3324 个简单重复序列（SSR），分布于 11 101 个 unigene；
获得了22 764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结论　本研究所获薏苡转录组测序的各项数据，

可用于后续薏苡种植资源评价和遗传育种，进一步提高薏苡药用价值。

关键词：薏苡；转录组测序；谷蛋白；三酰甘油；功能注释

中图分类号：S519，R972+.4，Q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286-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04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gene function annotation of  
Coix larchryma-jobi L. var. ma-yuen Stapf

OU-YANG Yu-qing, LI Ling-ling, SHI Hao-yu, ZHAO Yi, ZHU Fu-zhen, YIN Yan-yan, WANG 
Ling-zh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Coix larchryma-jobi L. var. ma-juen Stapf (Coix) transcriptome database wa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sequ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molecular markers development, functional gene 
mining and genetic breeding of Coix. Methods  The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various tissu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transcriptome was sequenced with Illumina Hiseq 4000 platform. 
Functional annotation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comparing with main function 
databases. Results  Totally 65.57 Mb of Clean reads were generated. After quality control and De novo 
assembly, 76 164 unigenes were obtained with an average length of 1023 bp. Totally 59 460 unigenes 
were successfully annotated to NCBI non-redundant nucleotide sequences (NT), NCBI non-redundant 
protein sequences (NR), Cluster of orthologous groups (CO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Swiss protein (SwissProt), Gene ontology (GO) and InterPro database. Among them, 
49 092 unigenes were annotated to NR database,  51.73% of which were similar to Sorghum bicolor;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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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录组（transcriptome）是指细胞在特定发育
阶段或生理条件下，所表达的全部 RNA 的总和，
可反映相同基因在不同环境下表达的差异，揭示
不同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各自的功能 [1-2]。转录
组测序，又称为 RNA 测序（RNA-seq），将样本
总 RNA 反转录成 cDNA 后，进行高通量测序来
确定样本中整体转录组的表达情况。自 2005 年
以来，以 Solexa 技术、SOLiD 技术和 454 技术为
代表的第二代测序技术，推动了 RNA-seq 技术的
迅速发展。RNA-seq 可在限定时间内全面而快速
地获取特定样品的几乎所有 mRNA 序列信息，该
技术在基因功能分析、特异表达基因挖掘、信号
途径构建、代谢途径鉴定、基因家族确定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3]。RNA-seq 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
许多药用植物转录组信息的收集，如黄连 [4]、人
参 [5]、黄三七 [6]、银杏 [7]、红豆杉 [8] 和阿育魏实 [9]

等，在植物有效成分生物合成的功能基因挖掘和
分子标记育种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10]。
　　薏苡（Coix lacryma-jobi L.var. mayuen Stapf），
是禾本科（Gramineae）玉蜀黍族（Maydeae），薏
苡属 Coix L. 植物 [11]，为药食同源作物，具有利
水渗湿、健脾止泻之功能，中医临床常用于治疗
水肿、排尿困难和腹泻等 [12]。薏苡仁含有多种
化学成分如多糖、蛋白质、脂质、多酚、类胡萝
卜素、植物甾醇、螺甾内酯和内酰胺 [13]，具有多
种药理功能，如抗肿瘤 [14]、免疫调节 [15]、抗氧
化 [16]、降血压 [17] 等功能。其中，薏苡仁油因具
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已被研制成康莱特注射液，
广泛应用于临床，并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 [18]。薏苡仁油
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三酰甘油类，占薏苡仁油含量
的 86.96% ～ 94.39%[19]，其中甘油三油酸酯为《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薏苡仁质量标准的指标性成

分。研究表明 1，3- 二油酸 -2- 亚油酸甘油酯 [20]

和 1- 棕榈酸 -2- 亚油酸 -3- 油酸甘油酯 [21] 具有显
著抗肿瘤活性。根据溶解度不同，种子储藏蛋白
分为清蛋白、球蛋白、醇溶蛋白和谷蛋白，谷蛋
白约占总蛋白含量的 40%[22]，具有多种潜在的生
物活性。美国山核桃谷蛋白源多肽有降压，抗氧
化和抗肿瘤活性 [23]。苋菜谷蛋白水解产物有降血
糖作用 [24]。胡桃楸谷蛋白水解产物具有免疫调节
作用 [25]。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薏苡仁谷蛋白
源小分子肽具有免疫调节活性 [26]。
　　薏苡仁的生物活性主要取决于其品种。薏苡
在中国除青海和宁夏以外的大多数省份中均有分
布，药材的质量与生产区域的环境密切相关 [27]，
由于地理环境和栽培条件的差异，使得我国薏苡
仁种质资源极为丰富多样。但薏苡基因序列信息
缺乏，阻碍其遗传育种与药用价值的开发。本研
究采用 Illumina Hiseq 测序平台技术，构建薏苡转
录组数据库，并进行功能注释，为谷蛋白和三酰
甘油等成分合成关键基因提供序列信息。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材

　　薏苡种植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药材种植园，
采集不同发育时期的根、叶、穗、幼苗及籽粒，
液氮冷冻后，－ 80℃保存，用于后续 RNA 提取。
1.2　仪器与试药

　　EASY spin 植物 RNA 快速提取试剂盒（北京
博迈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 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验 RNA 完整性；Qubit Fluorometer 荧光定量仪
（美国 BioTek）；NanoDrop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美
国 Thermo）；Agilent 2100 生物分析仪（美国安
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1.3　转录组文库的建立和测序分析

　　样品检测合格后，等量混合 EASY spin 植

407 unigenes were annotated to GO database which was divided into 3 categories 56 branches; 20 670 
unigenes were annotated to COG database, classified into 25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predicted 
functions; 30 941 unigenes were successfully annotated to KEGG database (126 metabolic pathways), 
257 of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biosynthesis of triacylglycerol. A total of 51 160 coding sequences 
(CDS) were obtained, 9 of which were related to glutelin. Totally 3324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 
were detected distributed in 11 101 unigenes, and 22 764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loci were obtained. Conclusion  Coix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data can be used for subsequent 
germplasm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genetic breeding of Coix and further medicinal use. 
Key words: Coix larchryma-jobi L. var. ma-yuen Stapf;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glutelin; 
triacylglycerol; function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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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RNA 快速提取试剂盒提取的各薏苡组织的总
RNA，经带有 Oligo（dT）的磁珠纯化 mRNA 以
构 建 cDNA 文 库。 采 用 Illumina HiSeq 4000 以
PE 100 的测序读长对 cDNA 进行测序，得到原
始数据（Raw reads）。使用 SOAPnuke 处理 Raw 
reads，去除低质量，包含接头以及未知碱基 N
含量大于 5% 的 reads，得到 Clean reads。使用
Trinity 对 Clean reads 进 行 De novo 组 装， 使 用
Tgicl 对组装的转录本进行聚类，去除冗余获得
unigene。N50 值用于评估组装过程中的连续性。
1.4　转录本功能注释

　　 将 组 装 得 到 的 薏 苡 转 录 本 数 据， 通 过
BLAST 软件分别与 NT、NR、COG、KEGG 以及 
SwissProt 数据库进行比对；基于 NR 注释，使用
Blast2GO 软件获得 GO 注释，使用 InterProScan5
软件获得 InterPro 注释。
1.5　生物信息学分析

　　 使 用 Blast 软 件 将 unigene 序 列 按 照 NR、
SwissProt、KEGG、COG 数据库的优先顺序进行比
对，得到 unigene 编码区 5'-3' 方向的核酸序列，即
CDS。使用 ESTScan 软件对未比对上的 unigene 序
列，进行 CDS 预测。使用 MISA 软件对 unigene 进
行 SSR 分析，并用 Primer 3.0 软件设计 SSR 引物。
使用 HISAT 软件将 Clean reads 比对到 unigene，然
后通过变异检测软件 GATK 识别 SNP 位点。
1.6　基因表达量计算

　　基因表达量用 FPKM（Fragments Per Kilobase 
of transcript per Million mapped reads）表示。使用
Bowtie2 软件将 Clean reads 比对到 unigene，然后
利用 RSEM 计算各样品的基因表达水平。FPKM
计算公式如下：
　　F P K M ＝ c D N A F r a g m e n t s / [ M a p p e d 
Fragments（Millions）×Transcript Length（kd）]
　　式中，cDNA Fragments 表示比对到某一转
录本上片段数目，即双端 Reads 数目；Mapped 
Fragments（Millions）表示比对到转录本上的片
段总数，以 106 为单位；Transcript Length（kd）
表示转录本的长度，以 1×103 个碱基为单位。
2　结果

2.1　测序结果与序列组装

　　电泳图谱（见图 1）表明样品 RNA 完整性较
好。根据 HiSeq 测序样品质量标准，各样品均为 A
级，满足后续 cDNA 文库构建要求。使用 Illumina 
HiSeq 4000 平台共得到了 65.60 Mb Raw reads，过
滤后得到 99.95% 的 Clean reads（65.57 Mb），Q20

为 96.09%。读本中碱基分布均匀没有明显的 AT
或 GC 分离现象（见图 2A），表明该 RNA-seq 质
量较高。使用 Trinity 软件对 Clean reads 进行 De 
novo 组装，共获得 102 092 个 transcripts。经 Tgicl
软件将 transcrips 聚类并除去冗余之后，获得了
76 164 个 unigene，平均长度为 1023 bp，GC 含量
为 49.36%，N50 为 1700 bp，表明组装效果较好
（见表 1），其中序列长度为 300 bp 数目最多，有
18 321 条（见图 2B）。

表 1　组装过程质量指标 
Tab 1　Quality index of assembly process

序列种类 总数目
总长

度 /bp
平均长

度 /bp
N50/
bp

N70/
bp

N90/
bp

GC/%

transcript 102 092 91 328 286   894 1590   962 341 49.32

unigene   76 164 77 917 702 1023 1700 1093 413 49.36

图 1　薏苡各组织 RNA 电泳图

Fig 1　RNA electrophoretogram of Coix tissues 
1. 根（root）；2. 叶片（leaf）；3. 幼穗（ear）；4. 幼苗（seedling）；5. 
籽粒（kernel）

图 2　Clean reads 碱基含量（A）和 unigene 长度（B）分布图

Fig 2　Clean reads base content（A）and unigene length（B）distribution

2.2　基因功能注释

　　 将 unigene 序 列 与 NT、NR、COG、K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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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Prot、GO 和 InterPro 七大功能数据库进行
比对，共有 59 460 个 unigene 获得注释，占总数
的 78.07%。其中，在 NT 数据库中，获得注释的
unigene 数量最多，有 56 121 个，占 73.68%。而在
COG 数据库中，获得注释的 unigene 数量最少，仅
有 20 670 个，占 27.14%（见表 2）。unigene 功能注
释 Venn 图（见图 3A）显示，共有 14 177 个 unigene
在 NR、Interpro、Swissprot、COG 和 KEGG 5 个数
据库同时得到注释，占 unigene 总数的 23.84%。

表 2　Unigenes功能注释 
Tab 2　Function annotation of unigenes

数据库 数量 占比 /%
NR 49 092 64.46
NT 56 121 73.68
Swissprot 32 748 43.00
COG 20 670 27.14
KEGG 30 941 40.62
GO 27 407 35.98
Interpro 29 789 39.11

2.2.1　Unigene 的 NR 数据库比对分析　将 unigene
与 NR 数据库进行相似序列匹配，结果如图 3B 所
示，共有 49 092 个 unigene 在 NR 数据库中注释
成功。其中薏苡与高粱（Sorghum bicolor）同源的
序列最多，占 NR 总注释的 51.73%，其次匹配的
物种有玉米（Zea mays，26.29%）、小米（Setaria 
italica，10.16%）和水稻（Oryza sativa Japonica 
Group，3.21%）。
2.2.2　Unigene 的 GO 功能分类分析　如图 3C 所
示，共有 27 407 个 unigene 在 GO 数据库中注释成
功，得到 156 122 条对应关系。三大功能中生物
学过程最多，为 67 477 条（43.22%）；细胞组分数
目为 55 713 条（35.69%）；分子功能最少为 32 932
条（21.09%）。这三大功能可详细划分为56个分支，
生物学过程22个、细胞组分17个、分子功能17个。
在生物学过程类型中，与新陈代谢过程相关的
unigene 为 15 060 条，所占比例最高；在细胞组分
功能分类中，细胞与细胞成分所涉及的 unigene 数
量一致且最多，有 14 043 条；在分子功能类型中，
注释上的 unigene 涉及结合、抗氧化、催化、翻译
调节及营养储存等多方面功能活性，其中，涉及
到结合功能的 unigene 有 14 728 条，所占比例最
高，对应蛋白质标签功能的 unigene 最少（1 条）。
2.2.3　Unigene 的 COG 注释结果分析　如图 3D
所示，共有 20 670 个 unigene 在 COG 数据库中
注释成功，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可分为 25 类。一
般功能基因类别中 unigene 数量最多，占 unigene

总量的 27.33%；核结构类 unigene 有 4 条，所
占比例最小。此外，翻译、核糖体结构与生物
合成（19.86%），转录（17.50%），信号转导机制
（12.13%），复制、重组与修复（16.72%），翻译
后修饰、蛋白质转运及分子伴侣（12.76%），细胞
膜、细胞壁生物合成（10.42%），细胞周期调控、
细胞分裂与染色体重排（14.61%），碳水化合物转
运与代谢（11.55%），氨基酸转运与代谢（7.51%）
等功能类别的 unigene 表达丰度也相对较高。
2.2.4　Unigene 的 KEGG 代 谢 途 径 分 析　 共 有
30 941 个 unigene 在 KEGG 数据库中注释成功，
涉及 126 个代谢途径（见图 3E）。与新陈代谢
相关的 unigene 数量最多，参与影响氨基酸代谢
（1363 个）、次级代谢产物代谢（1085 个）、碳水
化合物代谢（2418 个）、能量代谢（704 个）、脂质
代谢（3308 个）及核酸代谢（1020 个）等多个方
面，其中，参与聚糖合成与代谢的基因最少，仅
有 496 个，占 unigene 总量的 1.60%。
　　经统计分析，注释到三酰甘油代谢路径
（ko00561）的 unigene 有 388 个，结合三酰甘油 
目前已知的生物合成途径，筛选出 257 个与三
酰甘油生物合成途径相关的 unigene，并对其表
达量进行分析（见表 3）。二酰基甘油酰基转移
酶（diacylglycerol O-acyltransferase，DGAT） 是
依赖酰基辅酶 A 的三酰甘油从头合成途径的关
键酶和限速酶。分别有 19、5、1 个 unigene 编码
DGAT1、DGAT2、DGAT3，其中编码 DGAT3 的
unigene 表达量最高，FPKM 值为 30.20。磷脂：二
酰基甘油酰基转移酶（phospholipid：diacylglycerol 
acyltransferase，PDAT）是不依赖酰基辅酶 A 的合
成途径的关键酶，共有 10 个 unigene 编码 PDAT，
FPKM 值最高为 35.49。除此之外与三酰甘油生
物合成的途径相关的酶中表达量较高的还有醛
脱 氢 酶（NAD＋）[aldehyde dehydrogenase（NAD
＋），ALDH]、1- 酰基 -sn- 甘油 -3- 磷酸酰基转移
酶（1-acyl-sn-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
plsC）和酰基甘油脂肪酶（acylglycerol lipase，
MGLL），其 FPKM 分别为 993.54、113.86、70.14。
2.3　CDS 预测

　　CDS 预测可为薏苡基因组图谱绘制及基因功
能研究提供关键依据。使用 BLAST 软件比对得到
48 449 个 CDS 序列（63.61%），通过 ESTScan 软
件预测得到 2711 个 CDS 序列（3.56%）。总共获得
51 160 个 CDS 序列，占 unigene 总数的 67.17%。
CDS 长度分布如图 4A 所示，长度在 200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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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Unigene 功能注释图

Fig 3　Functional annotation of unigenes
A. unigene 功能注释 Venn 图（Venn diagram of unigene functional annotation）；B. 基于 NR 注释的 unigene 物种分布（species distributions based 
on NR annotation of unigenes）；C. GO 功能分类（GO function classification）；D. COG 功能分布统计图（COG function distribution）；E. 
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KEGG function distribution）

表 3　薏苡三酰甘油生物合成中编码关键酶的 unigene  
Tab 3　Unigenes encoding the key enzymes involved in the synthesis of triacylglycerol in Coix

酶的简称 酶的全称 酶编号 unigene 数目 FPKM 值

DGAT1 diacylglycerol O-acyltransferase 1 2.3.1.20 2.3.1.75 2.3.1.76 19   7.15
DGAT2 diacylglycerol O-acyltransferase 2，plant 2.3.1.20   5 21.08
DGAT3 diacylglycerol O-acyltransferase 3，plant 2.3.1.20   1 30.20
PDAT phospholipid：diacylglycerol acyltransferase 2.3.1.158 10 35.49
LPAT lysophosphatidic acid acyltransferase 2.3.1.51 2.3.1.- 12 55.51
GK glycerol kinase 2.7.1.30   6 42.43
ATS1 glycerol-3-phosphate O-acyltransferase 2.3.1.15 31 31.76
plsC 1-acyl-sn-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 2.3.1.51 42 113.86
LPIN phosphatidate phosphatase 3.1.3.4 36 17.28
DPPL diacylglycerol diphosphate phosphatase 3.1.3.81 3.1.3.4 30 17.28
ALDH aldehyde dehydrogenase（NAD＋） 1.2.1.3 19 993.54
AKR1A1 alcohol dehydrogenase（NADP＋） 1.1.1.2 14 50.51
AKR1B aldehyde reductase 1.1.1.21   2 50.51
MGLL acylglycerol lipase 3.1.1.23 27 70.14
TGL4 TAG lipase 3.1.1.3 3.1.1.13 3.1.1.4 2.3.1.51   3 18.66

bp 内的 CDS 序列有 33 550 个（69.25%）；长度为
300 bp 的数量最多，9793 个（20.21%）；其中与
谷蛋白相关的 CDS 序列有 9 个（见表 4），分别来
自 Swissprot、NR 数据库和 NT 数据库，可用于后
续谷蛋白基因克隆和定点突变研究。

2.4　SSR 检测结果

　　使用 MISA 软件对 unigene 进行 SSR 检测，
共搜索得到分布于 11 101 个 unigene 中的 3324 个
SSR，占 unigene 总序列的 29.94%。SSR 长度特
征见表 5 及图 4B，SSR 类型丰富，从单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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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核苷酸均有出现，其中，三核苷酸重复最多
（7899，占 71.2%），出现频率最高的基序为 CCG/
CGG（3690），最低的是 ACT/AGT（84）。在二核
苷酸重复类型中，AG/CT 基序出现的频率最高
（1407），而 CG/CG 出现的频率最低（242）。

表 5　SSR长度统计结果 
Tab 5　Statistics of SSR length distribution

重复单元 数目 / 个
单核苷酸 1737
二核苷酸 2840
三核苷酸 7899
四核苷酸 306
五核苷酸 444
六核苷酸 828

2.5　SNP 位点分析结果

　　使用 GATK 软件对样本基因进行 SNP 检
测，共鉴定出 22 764 个 SNP，其中转换 15 141
个（66.51%），发生 A-G 替换的有 7704 个，发
生 C-T 替换的有 7437 个；变异类型为颠换的共
7623 个（33.49%），发生 A-C、A-T、C-G 及 G-T
替换的数目分别为 1831、1699、2322 及 1771 个
（见表 6）。

表 6　SNP变异类型统计 
Tab 6　Statistics of SNP variation types

变异类型 替换 数量

转换 A-G 7704
C-T 7437

颠换 A-C 1831
A-T 1699
C-G 2322
G-T 1771

2.6　Unigene 表达量计算

　　根据组装结果，使用 Bowtie2 软件将 Clean 
reads 比对到 unigene，后使用 RSEM 软件计算样
品的基因表达水平，计算获得 72 188 条 unigene

的表达量。
3　讨论

　　RNA-seq 技术具有灵敏度高、通量高、成本
低、操作简单、重复性好、检测范围广、分辨率
高等诸多优势，不局限于已知的基因组序列信息，
还可用于发现未知基因及非编码 RNAs，精确地识
别可变剪切位点以及 SNP，提供更加全面的样本

表 4　薏苡谷蛋白相关 CDS序列 
Tab 4　Glutelin related CDS of Coix 

序号 基因 ID 功能注释 FPKM 值 数据库

1 CL4257.Contig1_coix-s_p Protein GLUTELIN PRECURSOR ACCUMULATION 3 9.51 Swissprot
2 CL4257.Contig2_coix-s_p Protein GLUTELIN PRECURSOR ACCUMULATION 3 2.56 Swissprot
3 CL4257.Contig3_coix-s_p Protein GLUTELIN PRECURSOR ACCUMULATION 3 1.96 Swissprot
4 CL6156.Contig3_coix-s_p Glutelin type-A 2 23.12 Swissprot
5 CL6156.Contig4_coix-s_p Glutelin type-A 3 30.88 Swissprot
6 Unigene14240_coix-s_p Glutelin-2 1919.4 Swissprot
7 Unigene17235_coix-s_p Protein GLUTELIN PRECURSOR ACCUMULATION 3 1.44 Swissprot
8 Unigene17237_coix-s_p Protein GLUTELIN PRECURSOR ACCUMULATION 3 10.08 Swissprot

Glutelin type-A 3 Swissprot
9 Unigene2125_coix-s_p glutelin type-B 5 [Sorghum bicolor] 402.94 NR

Sorghum bicolor glutelin type-B 5 NT

图 4　薏苡 CDS（A）和 SSR（B）分布图

Fig 4　CDS（A）and SSR（B）distribution in Co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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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组信息 [3，28-29]。目前，RNA-seq 技术已成功应
用于多种药用植物转录组信息的采集。李依民等 [6]

应用 Illumina HiSeq 2000 测序平台，以 PE150 的
测序读长，对黄三七根茎进行 RNA-seq 技术，得
到 63 322 086 条 Clean reads 和 52 575 个 unigene，
为今后黄三七功能基因的鉴定、代谢途径的分析
及奠定基础。Majeed 等 [8] 构建了红豆杉参考转录
组，经注释得到 129 869 个 unigene，同时产生了
7041 个 SSR 标记，为破译红豆杉遗传多样性及其
保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Amiripour 等 [9] 对阿
育魏实的花序进行 RNA-seq 技术，De novo 组装
后产生 68 051 个 unigene，其中 43 156 个获得注
释，生成了 8751 个 SSR 标记，是目前第一个可
用于转录组表征、基因发现、开发 SSR 分子标记
和阿育魏实基因组研究的数据库。邓楠等 [30] 应用
Illumina HiSeq 2000 测序平台对膜果麻黄不同发育
期种子进行 RNA-seq 技术，得到 12 999 122 条初
始序列，组装后获得 49 449 条编码基因，并根据
KEGG 通路找到了有关姜醇烷、二芳基庚及芪类
合成途径的编码基因片段 230 个。张绍鹏等 [31] 获
得了珠子参根茎的转录组信息数据，为该物种资
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李
铁柱等 [32] 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构建杜仲叶片和
果实的转录组数据库，共获得 54 471 338 条 Raw 
reads，拼接组装后得到 49 610 条 unigene，总长度
为 37 616 729 bp。本研究使用 Illumina HiSeq 4000
平台对薏苡不同发育时期的各种组织部位 RNA
进行 RNA-seq 技术，构建薏苡转录组数据库。总
共获得 76 164 个 unigene，总长度为 77 917 702 
bp，数据量大且组装效果较好，可为薏苡分子生
物学研究及相关药用价值的开发提供重要依据。
将 unigene 与七大功能数据库比对后分别有 49 092
（NR：64.46%）、56 121（NT：73.68%）、32 748
（Swissprot：43.00%）、20 670（COG：27.14%）、
30 941（KEGG：40.62%），27 407（GO：35.98%）
以及 29 789（Interpro：39.11%）个 unigene 得到注
释。未得到注释的 unigene 占 21.93%，推测原因可
能是由于数据库基因信息缺乏、测序技术的局限、
序列长度较短未包含蛋白质功能域，或者是由于
序列本身是非编码序列或不完整序列或薏苡特有
的新基因 [33]。NR 数据库比对结果显示，薏苡与高
粱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51.73%），这与 Ottoboni
等 [34] 研究结果一致。GO 功能分类中涉及代谢过
程的 unigene 数量最多（15 060）与 KEGG 数据库
的注释结果相一致。由 KEGG 注释结果可知，代

谢分支中，除涉及全局和概览图途径外，涉及脂
质代谢途径的 unigene 数量最多（3308），提示脂类
化合物在薏苡生长发育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本
研究分析了三酰甘油生物合成的相关代谢通路的
257 个 unigene，为今后提高三酰甘油含量奠定了
理论基础。
　　质谱鉴定中的数据库搜索是肽 / 蛋白质结构解
析的重要步骤，通过扩展蛋白数据库可显著提高
肽 / 蛋白质鉴定的准确性和灵敏度。Goecks 等 [35]

采用 RNA-seq 技术建立了果蝇雌性寄生蜂腹部转
录本序列文库，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鉴定寄生蜂
毒液腺腔分离纯化的肽序列，将肽谱数据与转录组
数据库信息进行比对，最终从寄生蜂 L. boulardi 毒
液中鉴定获得了 129 种蛋白，从 L. heterotoma 毒液
中鉴定得到 176 种蛋白。本研究共获得 51 160 个
CDS 序列，成功构建了薏苡蛋白数据库，解决了
以往薏苡蛋白序列信息量较少的问题，丰富了禾本
科植物蛋白数据库，为薏苡及其近缘物种蛋白及
多肽序列的分析、鉴定提供重要依据。薏苡仁谷
蛋白水解物具有显著的降压活性，本研究中获得
的 CDS 序列中有 9 个与谷蛋白相关，借助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选择高表达谷蛋白相关基因亲本材
料，可为薏苡抗高血压亲本的选育，提高薏苡仁的
药用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推测到的 3324 个 SSR
中 CCG/CGG 基序出现最多（36 090），与水稻、高
粱、玉米的 SSR 检测结果相一致 [36]。基于这 3324
个 SSR 位点，开发 SSR 分子标记，将为薏苡的遗
传多样性研究和进化研究奠定基础。得到的 22 764
个 SNP 位点中，转换位点以 A-G 居多（7704），颠
换位点最多的是 C-G（2322），与张得芳等 [37] 对花
叶海棠的 SNP 位点研究相一致。薏苡生长发育的
过程中需要大量基因的调控，而 SNP 位点的改变
可能会导致所在基因序列的改变，从而对基因的转
录、翻译过程造成影响，得到结构和功能可能发生
变化的蛋白质，进而造成薏苡植株性状的改变 [38]。
因此，通过对 SNP 位点和其改变所造成的植株性
状变化，可为薏苡的分子育种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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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琥酯脂质体的处方优化及抗非小细胞肺癌评价

吴小瑜1，2，龙苗苗2，毛静1，程沁园2，邱立朋1*，陈敬华1（1. 江南大学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 无

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药学系，江苏　无锡　214028）

摘要：目的　通过薄膜分散法制备青蒿琥酯脂质体（ART-liposome），并考察其体外抗非小细

胞肺癌的活性。方法　对磷脂 / 胆固醇比例和探头超声时间进行筛选，制备 ART-liposome 并

表征其制剂学性质。选择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为模型，通过细胞毒性、生长状态、摄取

情况和染色观察评价 ART-liposome 的抗肿瘤作用。结果　优化后制备的 ART-liposome 粒径为

（120±5.01） nm 的球形粒子，分布均一，包封率为（92.45±3.57）%，能够在肿瘤酸性条件下

特异性释放药物，累积释放率达到 60%。体外细胞实验表明，空白脂质体对细胞几乎没有毒

性，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而 ART-liposome 能够被细胞较好地摄取以有效地杀死肿瘤细胞。

结论　ART-liposome 是一种有前景的抗肿瘤药物新制剂，可为后续青蒿琥酯的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脂质体；青蒿琥酯；处方优化；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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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in vitro antitumor efficacy of  
artesunate liposomes

WU Xiao-yu1, 2, LONG Miao-miao2, MAO Jing1, CHEN Qin-yuan2, QIU Li-peng1*, CHEN Jing-
hua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Wuxi Higher Health Vocational Technology School, Wuxi  Jiangsu  214028)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artesunate-loaded liposomes (ART-liposome) by thin film dispersion 
method and evaluate the in vitro antitumor activity agains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The 
phospholipid/cholesterol ratio and probe ultrasound time were screened to prepare ART-liposome 
and determine the pharmaceutical properties. A549 cells, as the model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ART-liposome by determining the cytotoxicity, 
growth status, cellular uptake and staining observation. Results  ART-liposome presented uniformly 
distributed spherical particles of (120±5.01) nm and encapsulation efficacy of (92.45±3.57) %, and 
specifically released drugs under the acid condition of tumor. In vitro antitumor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blank liposomes showed nearly no toxicity to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549 cells, suggesting 
good biocompatibility. However, ART-liposome could be uptaken into the tumor cells resulting in 
effective killing of the tumor cells. Conclusion  ART-liposome is a promising new antitumor formula,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esunate.
Key words: liposome; artesunate; formulation optimization; antitumo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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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作为世界三大疾病之一，其新发病例与
死亡人数正逐年递增。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癌
症治疗现状不容乐观，发病率和致死率均居于第

一位 [1]。多年来，癌症的治疗受到广泛关注，化疗
作为其治疗的重要策略，不良反应严重、缺乏选
择性、患者耐受性差等缺点影响了其临床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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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3]。纳米给药系统的迅速发展为癌症的临床治
疗开辟了新的方向，通过给药系统的包载可以有效
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药物的稳定性，降低给
药剂量。此外，纳米给药系统的应用还可以增加药
物的体内循环时间，实现缓释给药等作用。
　　青蒿琥酯（artesunate，ART）是青蒿素衍生
物，一直是抗肿瘤药物研究的热点，对很多肿瘤
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4-5]。Efferth 等 [6] 发现青蒿
琥酯对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卵巢癌、黑
色素瘤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都有较好的抑制
作用。然而，ART 的溶解度较低，遇水容易降
解，半衰期短，对肿瘤选择性较差，生物利用度
低，无法发挥较好的抗肿瘤效果 [7]，限制了临床
应用。因此，将其制备成新型纳米制剂是一个理
想的选择。脂质体是纳米制剂的一种，一般是由
磷脂和胆固醇构成的一种双分子层小囊泡，具有
类似生物膜结构的特性，这种特殊的结构能够有
效改善药物水溶效果，维持药物活性，提高药物
的生物利用度 [8-12]。磷脂和胆固醇是构成细胞膜
的关键成分，因此脂质体表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通过与靶标细胞的吸附与融合能实现药物的
有效输送。
　　虽然青蒿琥酯脂质体（ART-liposome）的文献
已有报道，但大多侧重作用机制、功能修饰及对
肝癌的治疗等，缺乏对 ART-liposome 制备处方工
艺及抗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期
筛选的基础上，对关键的制备处方和工艺进行优
化，制备出粒径均匀的 ART-liposome，并对其体
外抗非小细胞肺癌作用进行评价。
1　材料

1.1　仪器

　　Zetasizer Nano ZS 纳米粒度仪（英国 Malvern
仪器有限公司）；JEM-2100 透射电镜（日本日立
公司）；UV-25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
津仪器有限公司）；Multiskan GO 酶标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ce 公司）；Ti2-E ＋ A1 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日本尼康公司）。
1.2　试药与细胞

　　氢化大豆磷脂（HSPC，德国 Lipoid GmbH）；
胆固醇（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青蒿琥酯（上
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多聚甲醛、氯仿、
二甲亚砜（DMSO）（国药集团上海试剂公司），
DMEM 细胞培养基（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ce
公司）；噻唑蓝（MTT）、青霉素 - 链霉素（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

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DAPI 染色液（碧云天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alcein-AM/PI 细胞双染试
剂盒（Abcam 试剂有限公司）；人非小细胞肺癌细
胞 A549（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细胞
库）；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2　方法

2.1　脂质体处方筛选及制备

　　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脂质体并对 HSPC 和胆
固醇的比例（摩尔比分别为 2.0∶1.0、1.0∶1.0、
1.0∶1.5、1.0∶2.5）进行筛选。以 1.0∶1.0 为例，
称取等摩尔比的 HSPC 和胆固醇溶于适量氯仿，
将溶液转移至圆底烧瓶中，旋转蒸发除去氯仿，
至圆底烧瓶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将圆底烧瓶
置于真空干燥箱 24 h，进一步除去氯仿。干燥结
束后在圆底烧瓶中加入 10 mL 去离子水，超声破
碎得到脂质体。随后用动态光散射法（DLS）测
定脂质体的粒径、多分散系数（PDI）及电位。
2.2　纳米化时间筛选

　　选择超声破碎法对所制得的脂质体进行处理，
为得到尺寸更小、粒径均一的脂质体，笔者对超
声时间进行了筛选。用超声破碎仪对按“2.1”项
下方法制得的脂质体分别进行 3、5、10、15 min
的超声破碎，随后采用 DLS 测定脂质体的粒径及
电位。
2.3　载药脂质体的制备及表征

　　将筛选出的最优比例的 HSPC 和胆固醇溶于
氯仿，并加入适量 ART 后，将溶液转移至圆底
烧瓶中，旋转蒸发除去氯仿，至圆底烧瓶上形成
一层均匀的薄膜，将圆底烧瓶置于真空干燥箱 24 
h，进一步除去氯仿。干燥结束后在圆底烧瓶中
加入 10 mL 去离子水超声破碎得到载药脂质体，
并用透析法除去未载入的 ART，制备得到 ART-
liposome。用纳米粒度仪测定脂质体的粒径及电
位，用透射电镜（TEM）观察其形貌。
2.4　药物释放

　　通过动态透析法研究载药脂质体的体外药物
释放行为。向透析袋中加入载药脂质体，分别浸
泡在 20 mL pH 7.4 和 5.0 的 PBS 中，并置于 37℃
摇床中，摇床转速为 100 r·min － 1，在特定的时
间点取出 1 mL PBS 用于测量 ART，并补充相同
体积新的 PBS。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ART 的
释放量（Er）。计算公式如下：

　　Er（%）＝（Ve Ci ＋ V0Cn）/m×100%

　　取样体积和释放介质的总体积分别以 V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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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 表示，胶束中药物含量以 m 表示；第 i 次取样
时样品浓度以 Ci 表示。
2.5　脂质体细胞毒性

　　采用 MTT 法考察脂质体的体外毒性，并选
择 A549 细胞作为体外细胞模型。将细胞以 6000
个 / 孔的密度铺于 96 孔板中，然后于 37℃培养
箱中培养 12 h 使其贴壁生长，弃去原培养基并补
加 100 μL 含不同质量浓度空白脂质体或载药脂
质体的培养基，继续孵育 48 h 后每孔加入 100 μL 
MTT 溶液（0.5 mg·mL－ 1），孵育 4 h。随后弃去
MTT 溶液，加入相同体积的 DMSO 溶解蓝紫色
晶体，在 57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值并计算细
胞存活率，以未经脂质体处理的细胞作为对照。
细胞存活率（%）＝脂质体组吸光度 / 空白组吸光
度 ×100%。
2.6　细胞状态观察

　　将细胞以 3×104 个 / 孔的密度铺于 24 孔板
中，然后于 37℃培养箱中培养 12 h 使其贴壁生
长，弃去原培养基并补加 1 mL 含不同质量浓度
的游离药物和载药脂质体的培养基，继续孵育 48 
h 后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
2.7　细胞摄取

　　将细胞以 2×105 个 / 孔的密度铺于 6 孔板中，
然后于 37℃培养箱中培养 12 h 使其贴壁生长，
弃去原培养基并补加 2 mL 含不同质量浓度载药

脂质体的培养基，继续孵育 48 h。弃去培养基并
用预冷的 PBS 洗涤 3 次，每孔加入 500 μL 细胞
裂解液裂解细胞并离心收集（12 000 r·min － 1，
10 min），测定上清液中青蒿琥酯的含量。
2.8　Calcein-AM/PI 细胞染色

　　将细胞以 1×105 个 / 孔的密度铺于激光共聚
焦小皿中，然后于 37℃培养箱中培养 12 h 使其
贴壁生长，弃去原培养基并补加 2 mL 不同质量
浓度的载药脂质体的培养基，继续孵育 48 h 后用
Calcein AM/PI 染色 15 min，然后用预冷的 PBS
洗涤 3 次，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2.9　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SPSS 17.0 软件完成，
数据以平均值 ±标准差（Mean±SD）表示，组
间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HSPC 与胆固醇比例筛选

　　如图 1 所示，4 种脂质体粒径都在纳米级，且
都带有负电性，HSPC 与胆固醇比例为 2.0∶1.0 与
1.0∶2.5时，制得的脂质体粒径较大且分布不均匀，
PDI 也较大；比例为 1.0∶1.0 与 1.0∶1.5，粒径较
小且分布较为均匀，其中 1.0∶1.0 制备的脂质体
负电荷更强，更有利于其血清稳定性，因此选择
HSPC 与胆固醇比例为 1.0∶1.0 进行脂质体制备。

图 1　HSPC 与胆固醇不同摩尔比脂质体的粒径（A）、电位（B）以及 PDI（C）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molar ratios of HSPC and cholesterol on the liposome particle size（A），zeta potential（B）and PDI（C）

3.2　超声时间筛选

　　通过 DLS 测定不同超声时间处理的脂质体的
粒径和 PDI，结果如图 2 所示。随着超声时间的
延长，脂质体的粒径逐渐减小，超声破碎 10 min
时脂质体的粒径在110～120 nm 且分布均匀（PDI
约为 0.25），经肿瘤增强渗透滞留效应（EPR）可
以有效地蓄积在靶标部位。但是在超声 15 min 时
粒径分布图显示出现双峰，PDI 也逐渐增大，推
测是过度超声破坏了脂质体的结构，部分脂质体

发生絮凝，因此超声时间选择 10 min。
3.3　载药脂质体的表征

　　如图 3所示，ART-liposome 粒径为（120±5.01）
nm，TEM 结果显示 ART-liposome 呈规则的球形，
且大小均匀。这一特点可使脂质体不被网状内皮系
统吞噬，并经 EPR 效应蓄积到靶标部位 [13]。ART-
liposome 的包封率为（92.45±3.57）%，载药量为
（15.72±1.31）%，表明脂质体对 ART 具有良好的
包载药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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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载药脂质体的 TEM 图（A）和粒径图（B）

Fig 3　TEM image（A）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B）of ART-
liposome

3.4　体外药物释放

　　如图 4 所示，载药脂质体在 pH 7.4 的 PBS 中
累积释放率在 30% 左右，说明脂质体在血液中维
持良好的稳定性，可以有效减少血液输送过程中
的药物泄露，降低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然而，
ART-liposome 在 pH 5.0 的 PBS 中累积释放率达到
了 60%。这可能是由于青蒿琥酯在弱酸性环境中的
溶解度比中性条件下高，扩大药物在脂质体和溶出
介质中的浓度差，更有利于药物的溶出。以上结果
表明载药脂质体在肿瘤部位酸性条件下可以释放出
药物，增加肿瘤部位药物蓄积量，提高治疗效果。

图 4　不同 pH 条件下载药脂质体的药物释放情况

Fig 4　Drug release of ART-liposome at different pH condition

3.5　体外细胞毒性

　　如图 5A 所示，即使空白脂质体的浓度达到
500 µg·mL－ 1，细胞存活率仍高于 85%，说明空白

脂质体对细胞基本无毒。以游离 ART 作为对照组，
通过 MTT 法考察了载药脂质体在 48 h 的体外细胞
毒性。结果显示，随着 ART 浓度的增加细胞存活
率下降，且游离 ART IC50 值在 24 h 和 48 h 分别为
（58.79±5.1）µg·mL－ 1 和（81.94±8.4）µg·mL－ 1，
游离药物细胞毒性药强于 ART-liposome（见图 5B）
（P ＜ 0.05）。

图 5　空白脂质体（A）和 ART-liposome（B）在 48 h 的细胞毒性

（P ＜ 0.05）
Fig 5　Cytotoxicity of blank liposomes（A）and ART-liposome（B）at 
48 h（P ＜ 0.05）

3.6　细胞形态

　　如图 6 所示，未加药物的空白培养基中细胞
成明显的梭形，排列紧密且贴壁生长，细胞状态
良好。而经 ART-liposome 孵育的细胞数目明显减
少，且与浓度成负相关，大量细胞变圆且边缘发
亮，证明细胞贴壁不牢，生长状态差或已经死亡，
说明 ART-liposome 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

图 6　经不同质量浓度 ART 和 ART-liposome 处理后细胞状态

Fig 6　A549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e ART and 
ART-liposome

3.7　细胞摄取

图 2　不同超声时间制备的脂质体的粒径（A）、PDI（B）以及粒径分布图（C）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ultrasonic times on the liposomes particle size（A），PDI（B）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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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7 所示，游离 ART 的摄取量高于 ART-
liposome（P ＜ 0.05），这可能是由于小分子药物
ART 依靠被动扩散进入细胞，而脂质体则可能通
过胞饮等主动转运方式进入细胞，具有能量依赖
性。此外，随着孵育时间的延长，细胞对 ART-
liposome 的摄取明显增加，表现出明显的时间依
赖性。

图 7　A549 细胞对 ART-liposome 的摄取情况（*P ＜ 0.05）
Fig 7　Uptake of ART-liposome by A549 cells（*P ＜ 0.05）

3.8　Calcein-AM/PI 细胞染色

　　如图 8 所示，对照组细胞被染成明显的亮绿
色，细胞呈梭形，生长状态良好。ART-liposome
组有大量细胞核被染成红色，且浓度越高死亡数
目越多。被染成绿色的活细胞形状不再是梭形，
而是呈圆形或椭圆形，表明细胞状态不佳。3D
模式下荧光图更为直观地表明了这一特点（见图
8B），这说明 ART-liposome 能够有效地杀死肿瘤
细胞。

图 8　经不同质量浓度制剂处理的 A549 细胞荧光平面图（A）和立

体图（B）

Fig 8　Plane fluorescence images（A）and stereo fluorescence images 
（B）of A549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e ART and 
ART-liposome

4　讨论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乳腺癌、白血病、前列

腺癌等多种肿瘤有抑制其生长的活性，是潜在的
高效低毒的新一类抗肿瘤药物。其中，ART 不但
对多种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还可以增加肿瘤细
胞的放射敏感性和逆转肿瘤细胞对传统药物的多
耐药性。此外，它有选择性高、安全性好及剂量
低等优势，符合当前抗肿瘤药物开发思路。然而，
由于 ART 半衰期短、溶解度低、遇水易降解，难
以制成液体制剂，限制了其作为抗肿瘤药物在临
床的应用。
　　脂质体是较为成熟的纳米制剂，具有生物
相容性和肿瘤靶向性等优点，目前已有多种脂
质体抗肿瘤药物上市。虽然已有文献制备 ART-
liposome，验证了其抗肿瘤作用，但缺乏详细的脂
质体制备方法和工艺，或仅为通过醋酸钙梯度法
等制备功能化 ART-liposome [14-15]，对具有工业化
潜力的 ART-liposome 处方和工艺研究较少。此外，
已有文献报道 ART 可以降低非小细胞肺癌的发
生与侵袭 [16]，增加其放疗的敏感性 [17]，但 ART-
liposome 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作用尚无报道。
　　因此，本文在前期实验筛选基础上，选择
HSPC 和胆固醇为主要处方材料，通过薄膜分散
法优化两者配比，并筛选超声工艺，制备 ART-
liposome。最终 ART-liposome 粒径较小，外形均
一，具有较高的载药量。通过细胞毒性、生长状
态、摄取情况以及染色观察，验证 ART-liposome
的体外抗肿瘤活性。虽然结果显示游离药物通过
被动扩散能够更快地进入肿瘤细胞发挥作用，但
是，游离药物水溶性差，并缺乏肿瘤选择性，可
能引起全身不良反应。ART-liposome 通过 EPR
效应被动靶向到肿瘤组织，然后被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摄取，发挥抗肿瘤作用。目前本研究
仅通过体外抗肿瘤评价了 ART-liposome 作为抗肿
瘤新剂型的可行性，动物体内抗肿瘤作用、体内
安全性等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此外，还可以对脂
质体进行深入修饰，引入长循环、主动靶向等特
性，制备多功能化 ART-lip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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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氟康唑 2D-HPLC 血药浓度测定方法研究

王颖1，2，曾含清3，肖轶雯1，2，原海燕1，2，刘文辉1，2，罗芝英1，2*，王峰1，2*（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药学部，长沙　410011；2. 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长沙　410011；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135）

摘要：目的　应用新型二维液相色谱系统，建立采血量少、检验时间短、自动化高的早产儿氟

康唑血药浓度的测定方法。方法　第一维色谱柱采用 Aston SNX1（氰基柱，3.5 mm×50 mm，

5 μm），流动相：V 甲醇∶V 水＝ 64∶36，流速 0.8 mL·min－ 1。第二维色谱柱采用 Aston SBN（苯

基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V 水∶V 甲醇∶V 乙腈＝ 54∶38∶8，流速 1.0 mL·min－ 1；

中间柱采用 Aston SH4（苯基柱，4.6 mm×10 mm，3.5 μm），辅助流动相为纯水，检测波长

209 nm，柱温 40℃，进样体积 200 μL。结果　氟康唑在 54.08 ～ 5281.42 ng·mL－ 1 与峰面

积线性关系良好（r ＝ 0.9999），定量限为 54.08 ng·mL－ 1，回收率为 93.6% ～ 102.7%，提取

回收率为 100.6%，日内、日间精密度 RSD 均小于 5%。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单、准确、灵敏，

适用于早产儿氟康唑临床血药浓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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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luconazole in neonates by 2-dimensional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ANG Ying1, 2, ZENG Han-qing3, XIAO Yi-wen1, 2, YUAN Hai-yan1, 2, LIU Wen-hui1, 2, LUO Zhi-
ying1, 2*, WANG Feng1, 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2. Institute of Clinical Pharmac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3.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35)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fluconazole in neonates by 
2-dimensional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2D-HPLC) method with small blood 
volume, short test time and high automation. Methods  Aston SNX1 (cyano column, 3.5 
mm×50 mm, 5 μm) was the first-dimensional chromatographic column. The mobile phase was 
methanol∶water ＝ 64∶36, and the flow rate was 0.8 mL·min－ 1. Aston SBN (phenyl column, 4.6 
mm×250 mm, 5 μm) was the second 2-dimensional chromatography column, the mobile phase was 
water ∶ methanol ∶ acetonitrile ＝ 54∶38∶8, and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1. The middle 
column was Aston SH4 (Phenyl column, 4.6 mm×10 mm, 3.5 μm), the auxiliary mobile phase was 
pure water, with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at 209 nm, column temperature at 40℃ , and injection 
volume at 200 μL. Results  The linearity of fluconazole was good at 54.08 ～ 5281.42 ng·mL－ 1 
(r ＝ 0.9999) and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was 54.08 ng·mL－ 1. 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method 
was 93.6% to 102.7%, the extraction recovery rate was 100.6%, and RSD of inter-day and intra-day 
assay was less than 5%.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sensitiv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clinical determination of fluconazole.
Key words: 2-dimensional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neonate; fluconazole; blood 
concentration

　　氟康唑是新一代三唑类抗真菌药物，作为新
生儿预防和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一线用药，在
临床广泛使用。但是最近有文献报道，常规给药
方案会增加真菌定植的风险，并且可能导致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
真菌感染率和耐药率上升 [1-4]；因此对新生儿氟康
唑进行血药浓度监测（TDM），可以帮助临床判断
预防用药时体内浓度及其浓度变化模型，评估氟
康唑临床疗效，降低病房真菌感染率和耐药率。
　　新生儿与儿童、成人相比，体表面积更大、
皮下脂肪组织更薄、血容量更少 [5-6]，考虑到患儿
血常规、肝肾功能、感染指标测评等需要一定血
样量，因此能供血药浓度监测的血样量很少；另
外临床主要采用平卧位采血，患儿血容量多集中
于躯干及内脏，足末梢的血循环相对较差，以致
需要反复挤压或者多次穿刺获得血标本，这样不
仅采血量不足，还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6-7]。因此建
立微量血液的测定方法十分必要。
　　血药浓度测定属于临床检验范畴，评估及
时性的标准指标为“检验结果回报时间”（turn-

around time，TAT）。由于早产儿身体器官发育尚
未完善，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条件下体重容易快
速变化，从而导致药物动力学的变化；另外早产
儿出生后会长时间住在 NICU，呼吸系统疾病、
感染等病情隐匿性强且变化快，而一般血药浓度
检测时间为 3 h，因此快速的血药浓度报告对于
缩短判断周期，即时调整用药方案十分重要。
　　近年来，全自动二维高效液相色谱法（auto-
matic 2-dimensional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2D-HPLC）逐渐应用到血药浓度监
测 [8-10]，本研究旨在研究氟康唑 2D-HPLC 的各种
条件，建立高灵敏度方法，降低血液样品体积需
求，提高自动化，为早产儿氟康唑个体化用药提
供适宜的监测技术，为临床医师用药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2D-LC-UV 系统由 FLC 全自动二维液相色谱
耦合仪（湖南德米特仪器有限公司）及岛津 LC-
20A 液相色谱部件构成，FLC 连接第一维色谱
泵、第二维色谱泵、检测器、自动进样器等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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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其中第一维色谱系统（LC1）完成样品富
集及一维分离，第二维色谱系统（LC2）完成进
一步分离检测，两维系统通过智能流路控制系
统（TRS）连接，采用“中心切割”模式转移目标
物，中间转移柱同时承担转移、拦截杂质的功能，
工作站为 Lab Solution 工作站，具体结构示意图
见图 1。GH-202 电子分析天平（AND，日本）；
XW-80A 漩涡震荡仪（上海琪特）。

图 1　全自动二维液相色谱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for automatic 2D-HPLC
1. C 泵（pump C）；2. 自动进样器（autosampler）；3. 一维色谱柱

（the first dimensional chromatographic column）；4. 废 液 池（waste 
liquid pool）；5. A 泵（pump A）；6. 二维色谱柱（the second-dimen-
sional chromatographic column）；7. 检测器（detector）；8. 中间柱

（intermediate column）；LC1. 第一维色谱系统（the first dimensional 
chromatography system）；LC2. 第二维色谱系统（the second dimen-
sional chromatography system）；TRS. 智能流路控制系统（intelligent 
flow control system）

1.2　试药

　　氟康唑对照品（批号：100314-201204，含量：
99.8%，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乙腈
（色谱纯，ACS）；磷酸、磷酸铵、三氟乙酸（分
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纯净水为
纯水仪所制（不低于 GB17323 执行标准）。
2　方法

2.1 　色谱条件

　　第一维色谱柱采用 Aston SNX1（氰基柱，3.5 
mm×50 mm，5 μm，ANAX），流动相：V甲醇∶V水＝

64∶36，流速 0.8 mL·min－ 1。第二维色谱柱采
用 Aston SBN（苯基柱，4.6 mm×250 mm，5 μm，
ANAX），流动相：V水∶V甲醇∶V乙腈＝ 54∶38∶8，
流速 1.0 mL·min－ 1；中间柱采用 Aston SH4（苯基
柱，4.6 mm×10 mm，3.5 μm，ANAX），辅助流动
相为纯水，检测波长为 209 nm，进样体积为 200 
μL。检测流程如表 1 所示。
2.2 　溶液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氟康唑对照
品 66.02 mg，用纯水溶解后，定容至 50 mL，配
制成质量浓度为 1320.36 μg·mL－ 1 的氟康唑对照

品储备液。精密吸取不同量氟康唑对照品储备液，
加入 10 mL 量瓶中，用空白血浆定容至刻度，得
到 质 量 浓 度 为 54.08、135.20、338.01、845.03、
2640.71、5281.42 ng·mL－ 1 的系列线性溶液，保
存在－ 20℃待用。
2.2.2　质控样品配制　精密吸取“2.2.1”项下氟
康唑对照品储备液适量，加入到 10 mL 量瓶中，
用空白血浆定容至刻度，配制成高、中、低 3 种
质量浓度（4225.13、2112.57、211.26 ng·mL－ 1），
取 3 mL 分装到质控瓶中，保存在－ 20℃冰箱中。
2.3　血浆样品处理
　　准确吸取 10% 三氟乙酸去蛋白剂 600 μL 至
1.5 mL EP 管中，再准确加入 200 μL 血浆样本，
涡旋振荡 1 min 后，高速离心（14 500 r·min－ 1）
8 min，取 650 μL 上层清液转移至进样瓶中，加
入 1 mol·L－ 1 的碳酸铵水溶液 65 μL 调节 pH 值，
涡旋混匀。
3　结果
3.1　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空白血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提供）、
患者血浆样品处理溶液及氟康唑对照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结果见图 2。氟康
唑保留时间为 11.7 min，目标物从第一维转移到
第二维色谱系统，需要约 3 min 的样品处理时间。
氟康唑与杂质分离较好，血浆内源性物质及其他
杂质均不干扰样品的分离测定。大多数样品中均
发现存在与氟康唑较为接近的色谱峰（见图 2C），
是否为代谢物有待继续研究。
3.2　线性范围和定量限
　　取“2.2.1”项下系列线性溶液，按“2.1”项下
方法检测。以氟康唑的峰面积（Y）对氟康唑质量
浓度（X，ng·mL－ 1）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
程为：Y ＝ 498.5X － 3297.3，r ＝ 0.9999，氟康
唑在 54.08 ～ 5281.42 ng·mL－ 1 与峰面积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定量限为 54.08 ng·mL－ 1，能够满
足临床新生儿氟康唑血药浓度检测要求。
3.3　准确度和精密度
　　取“2.2.2”项下质控样品进行方法学准确度
和精密度检测。每个浓度梯度设置 5 个平行组，
计算实际浓度，比较实际浓度与理论浓度得出方
法回收率和变异系数，检验方法准确度和日内精

表 1　二维液相色谱条件设置 -时间程序 
Tab 1　Time program for conditions in 2D-HPLC

流程 时间 /min 系统工作状态

工序 1     0 ～ 2.0 LC1 色谱柱工作，进行样品初级分离

工序 2  2.0 ～ 2.8 LC1 与中间柱连通，样品中目标组分的捕获

工序 3 2.8 ～ 14 LC2 与中间柱连通，样品中目标组分的分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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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连续 3 d 用相同方法配制并测定质控样品，
考察检测方法日间精密度。建立的氟康唑分析的
方法回收率在 93.6% ～ 102.7%，RSD ＜ 4.7%，
日内、日间变异系数均小于 5%。表明本法符合
临床血药浓度监测检测的方法学要求。
3.4　提取回收率
　　取质量浓度为 10 μg·mL－ 1 的氟康唑对照品
溶液（临用新配），用流动相稀释 10 倍后作为对
照，用空白血浆稀释 10 倍，用同样的前处理方
式沉淀样品，计算提取回收率。结果提取回收率
为 100.6%，RSD 为 4.6%（n ＝ 6），证明本法的
提取回收率高且稳定。
3.5　稳定性试验
　　取“2.2.2”项下的质控样品，分别于室温放置 
24 h、反复冻融 3 次以及－ 20℃冰冻保存 30 d 后
测定样品浓度，结果 RSD 均小于 5%，表明血浆中
氟康唑稳定性良好。
3.6　临床应用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本 院 NICU 对
40 名住院患儿预防性地给予口服氟康唑 3 mg/
（kg·次），每 3 日给药一次，直至治愈出院。根
据氟康唑药代动力学特征，患儿在第 3 次给药时
达到稳态血药浓度，于第 3 次给药后，对所有患
儿通过足底毛细血管采样，共收集 120 个血液样
本，2 mL 抗凝管全血采集后经 3000 r·min－ 1 离
心 10 min，取上清液，－ 70℃冻存待检。冻存
样本化冻后，按“2.3”项下方法处理样品后，按
“2.1”项下方法测定，每位患者测 3 个血清样
本，随行测定高、中、低质控样品。平均采样量

为（647±12.3）μL。其中 81 个样本血药浓度介于
200 ～ 2000 ng·mL－ 1，占总样本量的 67%；28
个样本结果介于 2000 ～ 4000 ng·mL－ 1，占总样
本量的 23%；11 个样本结果高于 4000 ng·mL－ 1，
占总样本量的 10%。
4　讨论
4.1　光谱图
　　氟康唑的 3D 光谱图显示（见图 3），氟康唑
在 206 nm 及 261 nm 有最大吸收波长，261 nm 吸
收强度远小于 206 nm。209 nm 虽然不是最大吸
收波长，但可以明显减小色谱图基线的波动，考
虑到 209 nm 与 206 nm 相差并不大，因此选择
209 nm 波长作为检测波长。由于氟康唑在波长
222 nm 处吸收出现下降，引起色谱图基线较大的
波动，所以应当使用参比较正，但使用参比校正
时发现 209 nm 波长差减 222 nm 波长强度，虽然
改善色谱图基线状态，但并未有效改善色谱图基
线状态，因此未采用此技术。

图 3　氟康唑 3D 图 
Fig 3　3D stereogram of fluconazole

4.2　样品在线处理能力
　　本研究应用的全自动二维液相色谱系统，通
过在线萃取提高测定灵敏度，但一维色谱柱通常
载样量具有一定上限，因此进样量过大的时候，
会发生柱上扩散现象。本文提出“进样量线性区
间（linear injection volume，LIV）”表达二维系统
在线萃取的能力，进样量增加至 200 μL 时，峰面
积增加开始不成线性，400 μL 与 500 μL 二维系
统产生的峰面积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本方法设
定进样量为 200 μL，与普通色谱 20 μL 比较，灵
敏度可以提高 10 倍。
4.3　长光程样品池与灵敏度
　　本系统应用近年出现的长光程紫外样品池提
高检测灵敏度，与普通样品池比较，紫外线通过
全息反射到达传感器端，光程长达 85 mm，而普

图 2　系统适用性试验色谱图

Fig 2　System suitability chromatogram
A. 空白血浆（blank plasma）；B. 氟康唑对照品（fluconazole refer-
ence）；C. 患者血浆（patient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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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样品池仅有 10 mm 光程，根据朗伯比尔定律，
光程越长灵敏度更高。但为了不增加样品池体积，
长光程管道体积很小，容易发生堵塞，因此使用
时需要特别注意，每次用完后清洗色谱柱和替换
流动相中间的盐。
　　图 4 显示空白血样添加 10 μg·mL－ 1 氟康唑
的两种样品池检测色谱图，长光程样品池获得峰
面积约为标准样品池的 6.5 倍，很大程度地提高
了样品的测定能力。

图 4　长光程样品池与标准样品池的灵敏度

Fig 4　Sensitivity of long path sample cells and standard sample cells

　　氟康唑血药浓度测定受到基质效应、多电荷
现象与源内裂解的限制 [11-12]，内标修正上述技术
缺陷，难以做到不同处理批使用同一校准曲线计
算样品结果，尤其当不同条件测定方法交替、批
数量过多、离子源劣化时，需要重新处理校准曲
线，这样不仅需要更多的维护，也不具备足够的
稳健性达到及时性要求；与 HPLC 比较，紫外检
测氟康唑灵敏度较低，需要复杂且耗时的前处理
过程 [13]。本方法开发的在线萃取、二维分离、长
光程紫外检测以及光谱差减技术具有样品处理简
单、分离过程自动以及检测稳定的特征，可达到
早产儿血药浓度监测血样量需求小、报告及时的
技术要求。
　　本研究分析并控制每个过程产生的时间消
耗，通常早产儿足跟采血比成人静脉采血时间
长，但也很少超过 5 min；临床样品送达实验室
时间与每个单位具体路线和程序有关，本院通常
时间小于 30 min；关键的时间消耗在实验室测定
过程中产生，本研究采用新型 2D-HPLC，利用稳
定的光学检测系统，样品浓缩与分离自动完成，
并标定了二维方法的转移特征，因此受环境温度
变化、试剂纯度变化、样品复杂度变化影响小。
本方法工作曲线可以长期使用，同时无需内标相
关操作及每批定标操作，节省大量时间，可以在
30 min 完成从测定系统启动到结果生成的过程。
　　目前，新生儿基于 PK/PD 数据预防性使用
氟康唑的经验十分有限。研究认为，氟康唑的稳

态血药浓度应维持在 2 mg·L－ 1 以上，才能达到
AUC/MIC 为 50 的临床预防效果 [3]。笔者分析发
现新生儿使用 3 mg·kg－ 1，每周两次的给药方案
后，仅 33% 的患儿氟康唑血药浓度在 2 mg·L－ 1

以上，结果提示氟康唑整体用药剂量不足，达到
有效治疗浓度者不足 1/3。因此，临床医师应可
根据治疗药物监测结果，更密切地参与氟康唑临
床用药，减少常规的经验用药和间接判断所致的
不合理用药，减少不良反应，辅助精准医疗，降
低住院费用，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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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活化激酶抑制剂 PF-3758309 脂质体的 
制备工艺及体外质量评价

徐佳璐，顾艳丽，刘佳，吕晓洁，李瑞娟*（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目的　筛选 PF-3758309（PF-309）脂质体（Lip@PF-309）的制备工艺并评价其体外质

量，为其体内药效学考察奠定研究基础。方法　采用薄膜超声分散法制备 Lip@PF-309，通过

正交实验筛选出最佳工艺并进行质量评价，冷冻真空干燥技术制备冻干脂质体，高效液相色

谱测定血浆稳定性，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溶血效应。结果　最优制备工艺为：卵磷脂质量浓度

5 mg·mL－ 1，药脂比 1∶10，胆固醇 - 卵磷脂质量比 1∶2，该条件下制得的 PF-309 脂质体包

封率＞ 90%，平均粒径为 112.25 nm，PDI 为 0.158；脂质体包载后药物的缓释效果明显；制备

得到的冻干脂质体外观疏松饱满，再分散性良好，复溶后的粒径、包封率与冻干前样品无明显

差异；Lip@PF-309 的血浆稳定性良好且较 PF-309 溶血现象明显降低。结论　Lip@PF-309 制

备简便，包封率较高，具有较好的缓释作用。其冻干品再分散性良好，延长了脂质体的储备期

限，药物包载于脂质体中明显降低了药物的溶血效应。

关键词：PF3758309；脂质体；制备工艺优化；体外质量评价；溶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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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quality evaluation of P21-activated kinases 
inhibitor PF3758309 liposome

XU Jia-lu, GU Yan-li, LIU Jia, LYU Xiao-jie, LI Rui-juan*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PF-3758309 liposome (Lip@PF-309), screen the preparation, evaluate 
its quality in vitro,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ts pharmacodynamic research in vivo. Methods  Lip@
PF-309 was prepared by the film-ultrasound method. The orthogonal design was adopted to obtain 
the optimal prescription,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The freeze-dried liposome was prepared by freeze-
drying technology. The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tability of Lip@PF-309 in rat plasma, 
and hemolysis of Lip@PF-309 was assessed with UV analysis. Results  The best prescription was as 
follows: the concentration of phospholipid was 5 mg·mL－ 1, the drug to phospholipid ratio was 1∶10, 
cholesterol to phospholipid ratio was 1∶2.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Lip@
PF-309 was ＞ 90%,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was 112.25 nm, and the PDI was 0.158. The sustained 
release of Lip@PF-309 was obvious. The freeze-dried liposome was loose and full in appearance 
with good redispersion. The particle size and encapsulation rate of the freeze-dried liposome after the 
resolution was not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before the lyophilization. The plasma stability of Lip@
PF-309 was good and the hemolysis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PF-309. Conclusion  Lip@PF-309 is 
prepared conveniently and feasibly with high efficiency of encapsulation and good sustained release. Lip 
@PF-309 diminishes the hemolysis in vitro due to the encapsulation of the medication. 
Key words: PF3758309; liposome; process optimization; in vitro quality evaluation; hemoly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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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3758309（PF-309）是一种以吡唑为母
核选择性作用于 p21 活化激酶（p21-activated 
kinases，PAKs）的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抑制剂，
可以竞争性地结合 PAKs 的 ATP 位点，阻断信号
传导，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促进
肿瘤细胞的凋亡，从而发挥靶向作用 [1]。PF-309
在临床研究中用于晚期转移性实体瘤的治疗，对
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株均表现出广泛的抑制作
用 [2]，但 PF-309 口服生物利用度较低，水溶性
不高以及药物稳定性较差等特点限制了其临床药
效 [3]。脂质体是新型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以卵
磷脂为主要膜材，脂质双分子层与生物膜成分相
似，组织相容性良好，脂质体包载下不仅能提高
难溶药物的溶解度，增强药物的治疗效果，还能
提高药物的生物相容性，从而减少给药剂量，降
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4-5]。利用脂质体的包埋技术
使得药物的释放具有一定的缓释作用，可以提高
被包埋药物的稳定性，适合静脉注射使用。脂质
体作为药物载体具有淋巴趋向性，抗癌药物包封
于脂质体中，能使药物选择性地杀伤癌细胞，增
加药物对淋巴的定向性，改变药物在组织中的分
布。本课题制备 PF-309 脂质体（Lip@PF-309），
并以包封率为考察指标，通过正交实验筛选最优
制备工艺条件并对其进行体外质量评价，为 PF-
309 新剂型研究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1260 vialsampler 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科
技有限公司）；ZD-85 双功能气浴恒温振荡器（常
州金坛良友仪器有限公司）；S2-100V2 型纳米粒
度分析仪（HORIBA 日本公司）；SB25-12 DTD
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N-1300D 旋转蒸发仪（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
社）；S4800 扫描电镜（国仪量子公司）；BFX5-
320 型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白洋离心机厂）；
UpHW-II-90T 超纯水器（四川优普超纯科技有限
公司）；TU-1901 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FDU-2110
型冷冻干燥机（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VOS-
310C 真空定温干燥箱（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
Thermo Heraeus Pico 17R 冷冻离心机（赛默飞世
尔科技公司）。
1.2　试药

　　PF-309（质量分数 99.20%，批号：AK474043，
安耐吉化学）；大豆卵磷脂、胆固醇（罗恩试剂有

限公司）；水为超纯水；甲醇、三乙胺为色谱纯；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葡聚糖凝胶 G-50（北
京偶合科技有限公司）；D-（＋）葡萄糖（分析纯，
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蔗糖（分析
纯，天津市科盟化工工贸有限公司）；甘露醇（分
析纯，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乳糖
（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Lip@PF-309 的制备

　　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脂质体。按处方量精密
称定 PF-309 2.5 mg、胆固醇 12.5 mg、大豆卵磷
脂 25 mg，溶于 5 mL 无水乙醇 - 三氯甲烷（3∶7）
混合有机溶剂中，超声使药物与膜材完全溶解，
45℃水浴条件下常压旋转蒸发 20 min 后缓慢减压
至 0.1 MPa，至有机溶剂完全蒸出，在蒸发得到
的均匀类脂膜中加入 5 mL 磷酸盐缓冲液（PBS），
60℃水浴条件下水合 1.5 h，使膜完全脱落得到脂
质体混悬液，冰水浴中超声均化 20 min，至均一
体系，再经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 10 次整粒，即
得 Lip@PF-309，4℃下保存。
2.2　包封率的测定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Hypersll GOLD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为
甲醇 -0.1% 三乙胺水溶液（70∶30）；流速为 1.0 
mL·min－ 1；紫外检测波长为 254 nm；进样量为
10 μL；柱温为28℃。结果表明，在此色谱条件下，
PF-309 游离药物与空白脂质体分离性良好，辅料
对药物的测定无干扰。
2.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将质量浓度为 100 
µg·mL－ 1 的 PF-309 对照品溶液稀释为 5、10、
20、30、40、50 µg·mL－ 1 的系列对照品溶液。按
照“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得标准曲线方
程 Y ＝ 13.26X＋ 1.187，r ＝ 1.000， 表 明 PF-309
在 5 ～ 50 µg·mL－ 1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2.3　方法学验证　制备含空白脂质体的低、中、
高 3 种不同质量浓度 PF-309 样品溶液，计算平
均回收率分别为 99.8%、100.0%、100.1%（n ＝

3），RSD 均小于 2%，结果符合加样回收率要求。
精密吸取质量浓度为 100 µg·mL － 1 的 PF-309 对
照品溶液在同一日内连续进样 5 针，记录峰面积，
计算日内 RSD；用同一个对照品溶液每日进样 1
针，连续进样 5 d，记录峰面积，计算日间 RSD，
结果日间、日内 RSD 分别为 0.71%、0.26%（n ＝

5），表明精密度良好。精密取同一样品 5 份，测
定，测得药物峰面积 RSD 为 0.45%（n ＝ 5），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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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2.4　包封率的测定　采用葡聚糖微型凝胶柱
离心法来分离脂质体与游离未包封药物 [6-7]。取
Lip@PF-309 混悬液 0.5 mL 于 10 mL 量瓶中，甲
醇破乳并稀释定容，按“2.2.1”项下色谱条件检
测总的药物含量（W0）。另取 Lip@PF-309 混悬液
0.5 mL 缓慢滴加到微柱顶端，2500 r·min－ 1 离
心 2.5 min 后，收集洗脱液，然后补充 0.5 mL PBS
（pH 7.2）于微柱顶端，同样条件洗脱，连续洗脱
3 次，收集所有洗脱液于 10 mL 量瓶中，甲醇破
乳并稀释定容，按“2.2.1”项下色谱条件检测包封
药物含量（W1）。根据公式计算包封率，包封率
（EE%）＝（W1/W0）×100%。
2.3　Lip@PF-309 处方的单因素考察

2.3.1　卵磷脂浓度对包封率的影响　固定其他
条件不变，选取卵磷脂质量浓度 1、3、5、9、
15 mg·mL－ 1， 测 定 其 包 封 率 分 别 为 79.8%、
82.3%、85.2%、77.6%、75.9%，结果表明在一
定范围内，药物的包封率随卵磷脂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但过高的磷脂浓度会导致磷脂聚集，使
药物难以释放 [8]，故选择卵磷脂浓度 1、3、5 
mg·mL－ 1 进行正交实验。
2.3.2　胆固醇与卵磷脂质量比（膜材比）对包封
率的影响　胆固醇对脂质体膜流动性起调节作
用，改善了药物的包封率与稳定性，但过量的胆
固醇会与脂溶性药物（PF-309）在磷脂双层膜中
发生竞争置换现象，导致包封率降低。固定其他
条件不变，膜材比取1∶1、1∶2、1∶3、1∶4、1∶5，
测 定 其 包 封 率 分 别 为 81.2%、85.3%、83.6%、
79.5%、76.8%，故选择膜材比为 1∶1、1∶2、1∶3
进行正交实验。
2.3.3　药脂比对包封率的影响　固定其他条件不
变，药脂比分别为 1∶5、1∶10、1∶15、1∶20、
1∶30，测定其包封率分别为 84.2%、88.7%、
86.3%、75.5%、73.2%。结果表明，药物的包封
率随胆固醇质量增加而增加，当两者比例逐渐增
大时，包封率有所下降，当药脂比达到 1∶20 时，
包封率较低，故选择药脂比为 1∶5、1∶10、1∶15
进行正交实验。
2.4　正交实验设计优化 Lip@PF-309 处方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选择膜材比（A）、
药脂比（B）、卵磷脂浓度（C）为考察因素，D
列为误差列，采用 L9（34）因素水平表进行正交
设计实验，以包封率为评价指标，筛选制备 PF-
309 脂质体的最佳工艺。正交因素与水平设计见

表１，以包封率为考察指标的正交实验设计与结
果见表２，方差分析见表３。根据表中极值（R）
直观分析可知，影响 Lip@PF-309 脂质体包封率
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 B ＞ A ＞ C，最佳处方为
B2A2C1，即卵磷脂浓度 5 mg·mL－ 1，膜材比 1∶2，
药脂比 1∶10。

表 1　正交因素设计水平 
Tab 1　Factor and level of orthogonal design

因素
水平

1 2 3
A. 膜材比（W∶W） 1∶1 1∶2 1∶3
B. 药脂比（W∶W） 1∶5 1∶10 1∶15
C. 卵磷脂浓度 /（mg·mL － 1） 5 3 1

表 2　正交实验设计结果 
Tab 2　Orthogonal design

编号 A B C 空白 包封率 /%
1 1 1 1 1 79.05
2 1 2 2 2 79.54
3 1 3 3 3 80.21
4 2 1 2 3 82.97
5 2 2 3 1 92.11
6 2 3 1 2 80.40
7 3 1 3 2 77.38
8 3 2 1 3 90.70
9 3 3 2 1 85.71
K1 238.80 239.40 250.15
K2 255.48 262.35 248.22
K3 253.79 246.32 249.70
R   16.68   22.95     1.93

表 3　方差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值 P 值

A 56.1976 2 28.0988 0.7872 ＞ 0.05
B 92.3944 2 46.1972 1.2497 ＞ 0.05
C   0.6797 2   0.3398 0.0092 ＞ 0.05

2.5　Lip@PF-309 的验证及质量评价

　　按“2.4”项下的最优处方，制备 3 批 Lip@PF-
309，测得包封率分别为（92.15±0.21）%、（91.89± 

0.18）%、（92.22±0.06）%，表示最优工艺有良好
的重现性。制得的脂质体外观呈乳白色混悬液，
平均粒径为（112.25±0.08）nm，粒径的多分散指
数（PDI）为（0.158±0.03）（见图 1），Zeta 电位为
（－ 7.75±0.13）mV。制得的 Lip@PF-309 呈球形
或类球形，粒径集中在 110 ～ 130 nm，分布较为
均匀（见图 2）。4℃条件下放置 30 d，Lip@PF-309
没有出现沉降现象，包封率无明显降低，表明稳
定性良好。
2.6　体外释放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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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ip@PF-309 的粒径分布图

Fig 1　Particle size of PF-309 liposome

图 2　Lip@PF-309 脂质体扫描电镜图

Fig 2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photograph of PF-309 liposome

　　取 Lip@PF-309 混悬液，以等浓度的 PF-309
原溶液作对照，分别吸取 1 mL 移入已处理好的
透析袋（8000 ～ 14 000 D）中，置于 50 mL（pH 
7.2）PBS 缓冲液中，于恒温（37±1）℃、恒速（85 
r·min－ 1）的摇床中混匀，在 0.5、1、1.5、2、4、
6、8、10、12、24、48、72 h 不同时段取释放液
1 mL，HPLC 测定含量，计算平均累积释放百分
率，释放曲线结果见图 3。PF-309 原料药组 6 h 时
PF-309 累积释放率达 85.65%，释放迅速。Lip@
PF-309 组 24 h 时 PF-309 累计释放率仅为 85.03%，
释放相对于原料药组较为缓慢，参比制剂（Rt）
PF-309 溶液与受试制剂（Tt）Lip@PF-309 两者溶
出曲线的相似因子（f2）值为 41，小于 50，说明
两者溶出曲线不相似，即缓释效果较为明显。
2.7　冻干脂质体的制备

　　分散在水溶液中的脂质体在长期贮存后一般
会出现物理化学不稳定性，磷脂的水解氧化和脂
质体的聚集是脂质体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9]。为了
提高 Lip@PF-309 的储备稳定性，解决液态脂质
体无法长期贮存的问题，本研究采用真空冷冻干
燥技术来制备 Lip@PF-309 冻干脂质体，但是脂
质体在冻干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脂质体破裂导

致包封药物渗漏以及粒子融合造成粒径增大的问
题，因此在冷冻干燥过程中需加入冻干保护剂。
多元醇类和糖类由于结构中均有羟基基团，均能
产生“优先水化作用”，可在脂质体样品冻干过
程中起保护作用。但由于采用单个冻干保护剂
冻干时，冻干脂质体的外观欠佳，再分散性较
差，包封率与冻干前脂质体样品差距较大等问
题 [10-11]，故本研究将采用双冻干保护剂联用，来
考察冻干脂质体的最佳工艺。
2.7.1　联用冻干保护剂种类的筛选　固定冻干保护
剂加入总量为 10%（w/v），两种保护剂质量比相等，
以冻干制品的外观、再分散性、包封率等为评价指
标，考察保护效果较好的甘露醇与乳糖、蔗糖和葡
萄糖分别联用对冻干样品的保护效果。参考文献 [12]，
本研究固定预冻时间为－ 80℃，在前期预实验的基
础上，冷冻干燥的温度设置为－ 80℃，时间 24 h。
结果显示甘露醇与蔗糖和葡萄糖分别联用时，得到
的冻干品外观均有萎缩且再分散性较差，而甘露醇
与乳糖联用时得到的冻干脂质体外观疏松饱满，再
分散性良好，复溶后的包封率接近冻干前样品，且
粒径无明显变化。
2.7.2　联用冻干保护剂用量的考察　使用甘露
醇 - 乳糖（1∶1）作为联用保护剂，考察保护剂的
总量分别为 1%、5%、10%、15%、20% 时对冻
干脂质体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当保护剂总量
为 10% 时，冻干品的包封率最高。
　　综上所述，取 2 mL Lip@PF-309 混悬液，外加
10%（w/v）甘露醇 - 乳糖（1∶1），－ 80℃条件下预
冻 24 h，冷冻干燥过程－ 80℃条件下进行 24 h，制
得 Lip@PF-309 冻干脂质体。外观如图 4 所示，冻干
品外观疏松平整，为白色粉末状，高度无明显塌陷。
冻干脂质体的再分散性良好，加入与冻干前脂质体
样品相同体积的 PBS 溶液，振摇后，冻干品即可复
溶。冻干前样品粒径和包封率分别为 112.25 nm 和

图 3　体外释放曲线

Fig 3　Drug release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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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冻干后样品的粒径和包封率分别为 115.77 
nm 和 90.35%，可见冻干后脂质体的粒径略有增大，
包封率略有减小，但均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A                                         B
图 4　Lip@PF-309 混悬液（A）及其冻干品（B）

Fig 4　Lip@PF-309 suspension（A）and freeze-dried product（B）

2.8　溶血实验及血浆稳定性考察

2.8.1　体外溶血实验　取新鲜鼠血，收集于肝素
钠采血管中。3000 r·min－ 1 离心 5 min，弃去上
层血浆，加入约 10 倍量生理盐水摇匀后，4℃、
2500 r·min－ 1 离心 10 min，弃去上层清液洗涤
2 ～ 3 次，直至上清液不再呈红色为止。吸取底
层红细胞 0.8 mL，用生理盐水稀释至 40 mL，摇
匀，即得 2% 红细胞混悬液 [13]。取 8 只洁净离心
管，编号依次为 A1、A2、A3、B1、B2、B3、阴
性对照、阳性对照。A1、A2、A3 分别为 10、20、
40 µg·mL－ 1 的 PF-309 对照品溶液；B1、B2、B3

分别为 PF-309 质量浓度为 10、20、40 µg·mL－ 1

的脂质体混悬液；阴性对照为生理盐水；阳性
对照为蒸馏水。每管加入适量的 2% 红细胞混
悬液，立即置于（37±0.5）℃的恒温水浴中孵育
30 min，离心取上清液，在 535 nm 处测定吸光
度（A 值），计算溶血率。溶血率（%）＝（Ai －

A0）/（A1 － A0）×100%，Ai 为各供试品的吸光
度，A0 为阴性对照吸光度，A1 为阳性对照吸光
度，溶血率＞ 5% 则表明发生溶血。结果见表 4，
当 PF-309 对照品达到 20 µg·mL－ 1 时的溶血率＞

90%，而将 PF-309 包裹在脂质体中，当 PF-309
高达 400 µg·mL－ 1 时，也未出现溶血（溶血率
仅为 1.88%），表明脂质体的包裹可有效解决 PF-
309 溶血的不良反应。
2.8.2　血浆稳定性实验　脂质体在血液中稳定是
发挥药物递送作用的关键，从体循环向各组织器
官或者体液转运的过程中，稳定的脂质体形态有
助于药物更好地发挥药效 [14-15]。取新鲜鼠血置于
肝素钠采血管中，迅速于 4000 r·min－ 1 低温离
心 10 min，取上层血浆待用 [16]。精密吸取空白
血浆 450 μL 于离心管中，加入药物质量浓度为

200 µg·mL－ 1 的 Lip@PF-309 混悬液 50 μL（重
复 5 份），涡旋混匀 1 min，得 20 µg·mL－ 1 的样
品液，37℃水浴条件下分别放置 0 min、10 min、
30 min、1 h、2 h、4 h、6 h、8 h、12 h 后 取 样。
取血浆样品 200 µL 加入离心管，涡旋 30 s，加乙
酸乙酯 3 mL，涡旋，于 3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吸取上清液于另一试管中，37℃真空干燥
后，加流动相 100 µL 复溶，涡旋，离心，用 0.22 
μm 的有机滤膜过滤后，采用 HPLC 方法检测，
记录色谱图，计算包封率。结果见表 5。

表 5　不同时间点 Lip@PF-309 在血浆中的包封率及粒径变化 
Tab 5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and particle size change of Lip@

PF-309 in the plasma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时间 包封率 /% 粒径 /nm

0 min 100 115

10 min 94.73 112

30 min 91.09 107.53

1 h 90.32 108.75

2 h 86.72 102.9

4 h 81.53 100.23

6 h 61.73 101.25

8 h 51.54 95.55

12 h 40.07 88.63

　　由表 5 结果可知，Lip@PF-309 在血浆中包
封率下降的速度较慢，至 6 h 时 Lip@PF-309 的
包封率仍大于 60%，这表明 Lip@PF-309 注射入
血后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脂质体形态完整，稳定
的剂型结构可以使药物在递送系统的包载下，更
好地到达靶部位发挥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构建 Lip@PF-309 递药系统，利
用脂质体的包埋技术，来提高药物的溶解性、稳
定性及生物相容性，改善药物的溶血作用，并对
其进行体外质量评价。在实体瘤生长部位，病变
导致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适当粒径范围的脂

表 4　PF-309 溶液及 PF-309 脂质体的体外溶血活性 
Tab 4　In vitro hemdytic activity of PF-309 solution and PF-309 liposome

药物 药物浓度 /（µg·mL － 1） 溶血率 /%
PF-309 溶液   10       2.47

  20     97.13
  30 100.7

PF-309 脂质体混悬液   10 0
  20 0
  40 0
  80 0
100 0.01
200 0.14
40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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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体，在病变部位的渗透性和滞留量增加。粒径
作为影响纳米载药系统药动学与药物靶向性的主
要因素，决定着脂质体在体内的分布与被动靶向
性作用 [17]。扫描电镜下观察 Lip@PF-309 外观圆
整、粒径均一，粒径＜ 200 nm，与纳米粒度仪测
试结果一致，符合静脉给药的要求。体外释放实
验可知，Lip@PF-309 脂质体混悬液相比 PF-309
溶液，表现出了较好的缓释效果。首先可能是脂
质体作为药物的储存形式，能使包埋的内含物缓
慢释放；其次阴离子脂质体表面的负电荷与带正
电荷的药物分子产生静电吸附作用，提高了药物
的包封效率，达到缓释的作用效果 [18]；除此之
外脂质体表面电荷的性质会影响纳米粒子的稳定
性、生物分布以及细胞亲和力，Lip@PF-309 表
面带有少量的负电荷，较中性粒子可以更快更大
程度地通过内吞促进细胞摄取，同时少量的负电
荷可以降低粒子的聚集性，避免吞噬机制，从而
延长脂质体在体内的循环时间 [19]。具有苯环或共
轭结构的化合物对乙酰胆碱酯酶有抑制作用，药
物作用于红细胞膜的乙酰胆碱酯酶，使其受到高
度抑制，使红细胞破坏加速造成溶血 [20]。经体
外溶血实验发现，PF-309 溶液具有显著的溶血现
象，这也是 PF-309 在临床中引起毒副反应的主要
原因之一，本文制备的 Lip@PF-309，当脂质体
中药物质量浓度高达 400 µg·mL－ 1 时，溶血率
仅为 1.88%，表明脂质体的包裹可有效解决 PF-
309 引发的溶血不良反应，这为新剂型的安全性
提供了参考。
　　本研究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 Lip@PF-309，
制备工艺简单，且制得的脂质体纳米粒有较高的
包封率和良好的体外缓释效果，显著降低了 PF-
309 的溶血作用，脂质体在血液中表现出良好的
稳定性，在进入血循环到达靶部位之前，完整的
形态有助于药物更好地发挥药效，这为 Lip@PF-
309 的后续体内药动学及药效研究奠定了重要基
础，对 PF-309 药物新剂型的研发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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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Behnken响应面法优化制远志与蜜远志的炮制工艺

袁蒙蒙1，阴美华1，唐志书1，许洪波1*，陈世忠2*（1. 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2. 北京大

学药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目的　建立远志中 7 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优化制远志和蜜远志的炮制工艺。方

法　单因素考察制远志中甘草用量、加水量和煎煮时间以及蜜远志中炼蜜用量、炮制温度和时

间对综合评分的影响；采用 HPLC 法测定不同炮制法远志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以远志 酮 B、

细叶远志皂苷 A、远志糖苷 C、远志 酮Ⅲ、3，6'- 二芥子酰基蔗糖、远志皂苷 B 和远志皂苷

F 的综合评分为响应值，采用 Box-Behnken 响应面法优化制远志与蜜远志的炮制工艺。结果　

制远志的最佳炮制工艺为甘草用量 6%，加水 36 倍，炮制时间为 40 min；蜜远志的最佳炮制

工艺为炼蜜用量 25%，温度 123℃，炮制时间为 7 min。结论　所建立 HPLC 含量测定方法稳

定、可靠；获得了制远志和蜜远志的最佳炮制工艺。

关键词：远志；远志皂苷；响应面法；炮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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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by Box-Behnke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YUAN Meng-meng1, YIN Mei-hua1, TANG Zhi-shu1, XU Hong-bo1*, CHEN Shi-zhong2* (1. School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2. School of 
Pharmac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7 chemical components in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to optimize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Methods  The single factor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licorice, the 
amount of water added, and the time of decoction in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the amount of 
refined honey in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the processing temperature and time 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the effective ingredients 
in Polygala tenuifolia with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Polygala ketone B, polygala saponin A, 
polygala glycoside C, polygala ketone Ⅲ , 3, 6'-diarosyl sucrose, polygala saponin B and polygala 
saponin F were taken as the response value, and the Box-Behnke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Results  The best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was 
6% licorice, 36 times of water, and processing for 40 min; for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was 25% honey refining, the temperature at 123℃ , and processing for 7 min. Conclusion  The 
HPLC method is robust and reliable. The best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have been obtained. 
Key words: Polygala tenuifolia.; polygala saponi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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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志为远志科植物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或卵叶远志 Palygala sibirica L. 的干燥根。气
微，味苦，微辛，具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解
毒的功效，临床用于治疗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多
梦、咳痰不爽、疮疡肿毒等。远志中含有多种皂苷、

酮及糖酯类成分，如细叶远志皂苷 A，远志
酮Ⅲ和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等 [1]。其中皂苷类成
分可刺激胃黏膜，反射性地增加支气管的分泌而
发挥祛痰作用，但同时会导致轻度恶心 [2-3]。
　　远志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在中
医药治疗中应用较为广泛，其临床主要使用生远
志、制远志、蜜远志等，不同炮制方法对于中药
远志的有效成分含量和疗效存在差异 [4]。在《雷
公炮炙论》中记载远志可用甘草炮制，“凡使远志，
先须去心，若不去心，服之令人闷。去心了，用
熟甘草汤浸一宿，漉出，曝干用之”。有研究表
明远志经蜜炙后，其所含有的细叶远志皂苷减
少，提示远志炮制解毒的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皂
苷含量来实现的 [5]。本研究利用单因素和响应面
法优化制远志和蜜远志的炮制工艺，同时建立了
HPLC 法测定不同炮制法远志中 7 种有效成分的
含量，为远志的临床应用和工业生产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岛津 UPLC 液相色谱仪（LC-20ADXR 高压
泵、CTO-20AC 柱温箱、SPD-M20A 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SIL-20AC 自动进样器、CBM-20A 控制
器、DGU-20A5R 自动脱气机、LC Solution 工作站）；
电子天平（ME204，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
101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北京科伟永兴仪器有限公
司）；Milli-Q 超纯水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
多功能粉碎机（TQ-500，上海天祺盛世科技有限
公司）；水浴锅（北京科伟永兴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生远志（宝鸡市博仁药业有限公司），由北
京大学医学部陈世忠教授鉴定为远志科植物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的干燥根。7 种对照品信
息见表 1。乙腈（色谱纯，Merck 公司），甲酸（色
谱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超纯水
（Milli-Q 制备），甲醇（色谱纯，Merck 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含量测定方法

2.1.1　HPLC 色 谱 条 件 [6-9]　 色 谱 柱：Hypersil 
GOLDTM C18 柱（100 mm×2.1 mm，1.9 µm）；
流动相：0.1% 甲酸水（A）- 乙腈（B）；按照表

2 进行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310 nm；进样量为
3 µL；柱温 30℃；流速为 0.4 mL·min － 1。按照
上述色谱条件测定饮片中 7 种对照品的含量，分
别测定对照品和样品，记录色谱图。

表 2　梯度洗脱程序 
Tab 2　Gradient elution

时间 /min 乙腈 /%
  0 ～ 3   8 ～ 10
  3 ～ 13 10 ～ 18
13 ～ 42 18 ～ 28
42 ～ 45 28 ～ 37
45 ～ 60 37
60 ～ 65   37 ～ 100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远志 酮
B、远志 酮Ⅲ、3，6'- 二芥子酰基蔗糖、细叶
远志皂苷 A、远志糖苷 C、远志皂苷 B、远志皂
苷 F 对照品适量，分别加甲醇溶解，制成质量浓
度分别为1.00、1.00、1.08、1.13、1.05、1.06和1.00 
mg·mL － 1 的对照品溶液。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
筛）约 1 g，精密称定，置圆底烧瓶中，精密加入
85% 甲醇 15 mL，称定重量，80℃条件下加热回
流 70 min，放冷，再称定重量，用 85% 甲醇补足
减失重量，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1.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2.1.2”项
下的单一对照品储备液，以甲醇倍比稀释 5 次，
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测定峰面积，
绘制各标准曲线，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和线性范
围，结果见表 3，色谱图见图 1。
2.1.5　 精 密 度 试 验　 取 对 照 品 溶 液， 按 照
“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重复进样 6
次，结果远志 酮 B、远志 酮Ⅲ、3，6'- 二芥
子酰基蔗糖、细叶远志皂苷 A、远志糖苷 C、远
志皂苷 B、远志皂苷 F RSD 分别为 1.1%、0.26%、
0.49%、0.58%、0.90%、0.25%、0.15%，表明仪
器精密度良好。
2.1.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远志药材粉末，按
照“2.1.3”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室温放置，分别

表 1　对照品信息 
Tab 1　Reference material information

对照品 纯度 /% 批号 厂家

远志 酮Ⅲ ＞ 98 162857-78-5 上海宝曼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 ＞ 98 139891-98-8 上海宝曼

远志皂苷 B ＞ 98 MUST-20090211 成都曼思特

远志糖苷 C ＞ 99 MUST-20081310 成都曼思特

细叶远志苷 A ＞ 98 wkq20073005 四川省维克齐

远志 酮 B ＞ 98 wkq20073109 四川省维克齐

远志皂苷 F ＞ 95 PRF20021942 成都普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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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2、4、8、12 h，进样测定，结果远志 酮
B、远志 酮Ⅲ、3，6'- 二芥子酰基蔗糖、细叶
远志皂苷 A、远志糖苷 C、远志皂苷 B、远志皂
苷 F RSD 分别为 2.1%、0.66%、1.0%、2.4%、1.1%、

0.66%、1.1%，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性
良好。
2.1.7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远志药材粉末 6 份，
精密称定，按照“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结果远志 酮 B、远志 酮Ⅲ、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细叶远志皂苷 A、远志
糖苷 C、远志皂苷 B、远志皂苷 F RSD 分别为
1.3%、0.90%、0.81%、2.7%、2.6%、0.99%、1.2%，
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1.8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 9 份已知含量的
远志饮片粉末（过三号筛）0.5 g，每 3 份分别按
照 1∶0.8、1∶1、1∶1.2 精密加入远志 酮 B、远
志 酮Ⅲ、3，6'- 二芥子酰基蔗糖、细叶远志皂
苷 A、远志糖苷 C、远志皂苷 B、远志皂苷 F 对照
品，按“2.1.3”项下方法制备，进样测定，计算 7
种成分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和 RSD 值，远志 酮 B
为 96.22%（RSD ＝ 1.9%）、远志糖苷 C 为 94.58%
（RSD ＝ 2.0%）、 细 叶 远 志 皂 苷 A 为 102.34%
（RSD ＝ 1.0%）、远志 酮Ⅲ为 96.63%（RSD ＝

0.97%）、3，6'- 二芥子酰基蔗糖为 98.75%（RSD ＝

2.3%）、远志皂苷 B 为 98.81%（RSD ＝ 1.3%）、远
志皂苷 F 为 103.85%（RSD ＝ 2.6%）。

表 3　7 种指标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Tab 3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linearity of 7 index components

成分 线性回归方程 r2 线性范围 /（mg·mL － 1）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 Y ＝ 6.429×106X － 2.720×105 0.9994 0.0313 ～ 1.00
细叶远志皂苷 A Y ＝ 3.737×106X － 9.966×104 0.9996 0.0156 ～ 0.50
远志 酮Ⅲ Y ＝ 4.307×106X ＋ 2.462×104 0.9991 0.0019 ～ 0.13
远志 酮 B Y ＝ 3.816×106X ＋ 1.308×104 0.9993 0.0039 ～ 0.25
远志糖苷 C Y ＝ 7.150×106X ＋ 3.212×104 0.9993 0.0039 ～ 0.25
远志皂苷 B Y ＝ 2.253×106X ＋ 8.396×104 0.9993 0.0313 ～ 1.00
远志皂苷 F Y ＝ 1.237×106X ＋ 5.815×103 0.9999 0.0313 ～ 1.00

2.2　评价方法

　　采用加权平均法，根据 7 种对照品成分的药理
作用情况，确定远志 酮Ⅲ、3，6'- 二芥子酰基蔗
糖的含量均占权重的 25%，细叶远志皂苷 A、远
志 酮 B、远志糖苷 C、远志皂苷 B、远志皂苷 F
的含量均占权重的 10%[10]。本试验以综合评分 OD
值（Y）为评价指标，Y ＝（A/Amax）×25%＋（B/
Bmax）×25%＋（C/Cmax）×10%＋（D/Dmax）×10%
＋（E/Emax）×10%＋（F/Fmax）×10%＋（G/Gmax）
×10%，Amax ～ Gmax 分别为各成分对应的最高含量。
2.2.1　制远志单因素炮制工艺考察　分别考察辅
料甘草汁用量（4%、5%、6%、7%、8%），加水
倍数（25、30、35、40、45 倍）及煎煮时间（25、

30、35、40、45 min）对远志炮制的影响。称取
甘草，纯净水浸泡，煎煮两次，合并甘草水煎液，
加入远志采用文火煮至甘草汁吸尽 [11-12]。取出冷
却，干燥，即得制远志饮片。计算综合评分，结
果见图 2。炮制辅料用量为 5%、加水倍数 35 倍、
煎煮时间为 40 min 时，综合评分最高，因此，将
其选择作为响应面试验中炮制辅料用量的中心点。
2.2.2　蜜远志单因素炮制工艺考察　考察炮制辅料
蜜炼的用量（15%、20%、25%、30%、35%），炮
制温度（100、120、140、160、180℃）、炮制时间
（3、8、13、18、23 min）对蜜远志炮制工艺的影响。
称远志样品 200 g，分别焖润 2 h，用文火炒至炼蜜
被吸尽，远志表面为深黄色且不黏手，取出冷却，

图 1　远志样品（A）和混合对照品（B）HPLC 图

Fig 1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of Polygala tenuifolia
（A）and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1. 远志 酮 B（polygala tenuifolia B）；2. 远志 酮Ⅲ（polygala 
tenuifolia Ⅲ）；3.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3，6 '-dicarboyl sucrose）；

4. 细叶远志皂苷 A（polygala tenuifolia saponin A）；5. 远志糖苷 C
（polygala tenuifolia glycoside C）；6. 远志皂苷 B（polygala tenuifolia 
saponin B）；7. 远志皂苷 F（polygala tenuifolia saponi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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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即得蜜远志饮片 [13-14]。同法计算综合评分，
结果见图 3。炮制辅料用量为 25%、炮制温度为

140℃、烘制时间为8 min 时，综合评分最高，因此，
将其作为响应面试验中炮制辅料用量的中心点。

图 3　辅料用量（D）、温度（E）和炮制时间（F）对蜜远志综合评分的影响

Fig 3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excipients（D），temperature（E）and processing time（F）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2.3　制远志及蜜远志响应面法优化炮制工艺

2.3.1　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结果的基础上，
根据中心组合试验设计原理，利用 Design-Expert 
8.0.6 软件，设计 3 因素 3 水平的响应面试验。选
取甘草用量（A）、加水倍数（B）和煎煮时间（C）
为自变量，以远志 酮 B、远志 酮Ⅲ、3，6'- 二
芥子酰基蔗糖、细叶远志皂苷 A、远志糖苷 C、远

志皂苷 B、远志皂苷 F 的综合评分（Y1）为响应值，
考察制远志的炮制工艺；同时，在单因素试验结
果的基础上，选用炼蜜用量（D）、炮制时间（E）、
炮制温度（F）作为考察因素，综合评分（Y2）为
响应值，考察蜜远志的炮制工艺。利用 Design-
Expert 8.0.6 软件设计 3 因素 3 水平试验，因素与
水平见表 4。试验安排与结果见表 5。

表 4　制远志及蜜远志响应面试验因素与水平 
Tab 4　Factor and level of response surface test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水平
制远志因素 蜜远志因素

A 甘草用量 /% B 加水倍数 / 倍 C 煎煮时间 /min D 辅料用量 /% E 炮制温度 /℃ F 炮制时间 /min
－ 1 4 30 35 25 120   3
     0 5 35 40 30 140   8
     1 6 40 45 35 160 13

图 2　辅料用量（A）、加水倍数（B）和煎煮时间（C）对制远志综合评分的影响

Fig 2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excipients（A），water addition（B）and decoction time（C）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2.3.2　回归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对试验结果进行拟
合回归分析，得到 Y1 ＝ 80.31 ＋ 5.71A＋ 1.61B＋

0.11C ＋ 3.90A2 ＋ 1.66B2 ＋ 0.21C2 － 1.10AB ＋

0.36AC＋ 0.26BC；Y2 ＝ 84.86 － 3.64A＋ 0.030B －

2.44C － 3.47A2 － 3.16B2 － 2.19C2 ＋ 5.64AB －

1.73AC － 0.040BC。该模型 P ＜ 0.001，具有极显
著性并且与数据的拟合度好，误差低，可以用于进
一步的分析与检测 [15-16]，结果见表 6。
2.3.3　响应面图的分析与优化　根据制远志回归方
程可绘制出响应曲面，见图 4。由图 4 可知，在响
应面试验中时间的梯度设计较小，对制远志的综合
评分影响较小。甘草用量与加水量的交互作用对 Y1

的影响较大，所以图中显示曲面较为陡峭；加水量
越大制远志提取液中有效成分的含量更高，但从节
约能源和生产耗能方面考虑，加水量应根据试验调
整。甘草用量为 5.96%，加水量为 36.21 倍，时间
设定为 40.43 min 时为制远志的最佳炮制工艺。
　　根据蜜远志回归方程可绘制响应曲面，见
图 5。由图 5 可知，在炼蜜用量与温度交互作用
时曲面较为陡峭，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温度会使
炼蜜性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蜜远志的成分的含
量，所以对蜜远志的综合评分 Y2 影响较大。在
炼蜜用量为 25%，温度为 122.27℃，时间设定为
7.22 min 时可以得到蜜远志的最佳炮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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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制远志及蜜远志响应面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 5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response surface test arrangement and results

试验号
制远志 蜜远志

A 甘草用量 /% B 加水倍数 / 倍 C 煎煮时间 /min 综合评分 Y1 D 辅料用量 /% E 炮制温度 /℃ F 炮制时间 /min 综合评分 Y2

1 4 30 40 78.08 25 120 8 85.20
2 6 30 40 89.61 35 120 8 71.56
3 4 40 40 84.33 25 160 8 73.52
4 6 40 40 91.47 35 160 8 82.54
5 4 35 35 77.61 25 140 3 85.16
6 6 35 35 90.41 35 140 3 76.40
7 4 35 45 77.72 25 140 13 85.45
8 6 35 45 91.95 35 140 13 69.78
9 5 30 35 81.45 30 120 3 82.56
10 5 40 35 83.30 30 160 3 83.06
11 5 30 45 80.55 30 120 3 76.03
12 5 40 45 83.45 30 160 13 76.37
13 5 35 40 80.81 30 140 8 88.29
14 5 35 40 81.02 30 140 8 84.40
15 5 35 40 80.24 30 140 8 83.46
16 5 35 40 79.55 30 140 8 84.42
17 5 35 40 79.94 30 140 8 83.74

表 6　制远志和蜜远志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Tab 6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regression model variance analysis

药材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值 F P 药材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值 F P
制远志 模型 367.29 9 40.81 23.15 0.0002 蜜远志 模型 418.94 9 46.55 4.65 0.0276

A 261.06 1 261.06 148.08 ＜ 0.0001 A 106.22 1 106.22 10.60 0.0139
B 20.67 1 20.67 11.73 0.0111 B 0.0072 1 0.0072 0.000 72 0.9794
C 0.10 1 0.10 0.057 0.8175 C 47.78 1 47.78 4.77 0.0653
AB 4.82 1 4.82 2.73 0.1423 AB 127.24 1 127.24 12.70 0.0092
AC 0.51 1 0.51 0.29 0.6069 AC 11.94 1 11.94 1.19 0.3112
BC 0.28 1 0.28 0.16 0.7043 BC 0.0064 1 0.0064 0.000 64 0.9805
A2 63.97 1 63.97 36.28 0.0005 A2 50.69 1 50.69 5.06 0.0593
B2 11.64 1 11.64 6.60 0.0370 B2 42.10 1 42.10 4.20 0.0795
C2 0.19 1 0.19 0.11 0.7519 C2 20.28 1 20.28 2.02 0.1978
残差 12.34 7 1.76 残差 70.14 7 10.02
失拟项 10.87 3 3.62 9.83 0.0256 失拟项 54.75 3 18.25 4.75 0.0833
纯误差 1.47 4 0.37 纯误差 15.38 4 3.85
总离差 379.63 16 总离差 489.07 16

2.6　验证试验

　　以远志为原料，根据响应面预测值和实际操
作调整制远志的炮制工艺为甘草用量 6%，加水 36
倍，炮制时间为 40 min；蜜远志的炮制工艺为炼
蜜用量 25%，温度 123℃，炮制时间为 7 min。按

上述最优制备工艺进行验证，平行操作 6 次，测
定 7 种成分的含量，结果见表 7。所得制远志综合
评分（90.08%）与预测值 89.69% 相近，蜜远志综
合评分（85.45%）与预测值 87.58% 相近，这说明
该工艺条件稳定可行，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17]。

表 7　制远志和蜜远志的验证试验结果 (%) 
Tab 7　Verification test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and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

指标 远志 酮 B 细叶远志皂苷 A 远志糖苷 C 远志 酮Ⅲ 3，6'- 二芥子酰基蔗糖 远志皂苷 B 远志皂苷 F

制远志   0.14 0.49 0.1 0.18 0.67 0.86 1.05

蜜远志   0.12 0.38   0.09 0.14 0.66 0.85 0.99

综合得分 Y1 90.08

综合得分 Y2 85.45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单因素和响应面试验优化了制远
志和蜜远志的炮制工艺，筛选甘草的用量、加水倍
量和煎煮时间以及炼蜜用量、温度和炮制时间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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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炮制工艺过程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对试验数
据建立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明确了最优工艺。
　　在中药的炮制过程中辅料的用量和炮制时参数
的设定对与中药有效成分含量有较大影响，由试验
结果知，制远志含量的综合评分较蜜远志高，蜜炙
后所含远志皂苷减少，减毒效果更好。甘草制远志
时甘草用量和加水量的变化对综合评分影响较大；
炼蜜炮制远志时炼蜜的用量和炮制温度对蜜远志的
质量影响较大，在试验和生产中需要对其参数进行
量化考察，依据文献报道和响应面试验因素之间的
交互作用结果得到最佳工艺参数，制远志的最佳炮
制工艺为甘草用量 6%，加水 36 倍，炮制时间为 40 
min；蜜远志的最佳炮制工艺为炼蜜用量 25%，温
度 123℃，炮制时间为 7 min。通过试验设计和验证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炮制远志的质量，提高工艺
的稳定性，为中药远志的炮制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陶珍，荣巍巍，李清，等 . 远志的研究进展 [J]. 中草
药，2016，47（13）：2381-2389. 

[2] 王小雨，刘传鑫，周佳丽，等 . 中药远志的化学成分和
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及其潜在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J]. 国
际药学研究杂志，2020，47（7）：483-495，513. 

[3] Zhao X，Cui YL，Wu P，et al. Polygalae Radix：A 
review of its traditional uses，phytochemistry，pharma-
cology，toxicology，and pharmacokinetics [J]. Fitoterapia，
2020，147：104759. 

[4] 高慧，黄雯，熊之琦，等 . 远志的炮制研究进展 [J]. 中

国试验方剂学杂志，2020，26（23）：209-218. 
[5] 白钢钢，袁斐，叶慧，等 . 不同蜜炙方法对远志化学成

分的影响 [J]. 中药材，2018，41（9）：2097-2100. 
[6] 崔月莉，吴鹏，张丹捷，等 . 远志与炆远志 HPLC 指纹

图谱比较 [J]. 中药材，2020，43（3）：575-581. 
[7] 张琳，杨冰月，王晶，等 . 不同产地野生远志中 5 种

主要成分的含量测定及质量分析 [J]. 中草药，2020，51
（6）：1609-1616. 

[8] 巫柳岑，林俏雁，谭志滨，等 . 华南远志和远志 HPLC 指
纹图谱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2018，29（9）：2049-2052. 

[9] 赵梦君，李晨晨，甘龙，等 . HPLC 测定远志碱水解 8
个成分含量 [J]. 中国现代中药，2020，22（3）：391-397. 

[10] 张金莲，张文然，刘明贵，等 . 多指标正交法优选建昌
帮炆远志炮制工艺 [J].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0
（2）：59-62. 

[11] 李鸿飞，刘飞，刘兆龙 . 2 种炮制工艺对远志化学成分的
影响 [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9，42（8）：1068-1072. 

[12] 张文娟，房敏峰，李云峰，等 . 正交试验法优选甘草制
远志炮制工艺 [J]. 中成药，2008，30（2）：232-236. 

[13] 王海花，孙靓 . 不同炮制方法对中药远志药效的影响 [J]. 
中外医疗，2020，39（27）：178-180. 

[14] 王勃，宁晨旭，苏晓娟，等 . 蜜远志的炮制工艺研究 [J]. 
中药材，2020，43（8）：1874-1878. 

[15] 江迎春，邓翀，李景丽 . Box-Behnken 响应面法优选蜜制
金樱子炮制工艺 [J]. 中南药学，2015，13（9）：938-942. 

[16] 王玲丽，滕红梅，郭艳茹，等 . 响应面分析法优化超声
提取细叶远志皂苷工艺研究 [J]. 中药材，2014，37（4）：
679-683. 

[17] 吴兰芳，康立英，张静宜，等 . 响应面法优化远志多糖
的提取工艺 [J]. 广州化工，2017，45（14）：114-116，121. 

（收稿日期：2021-02-05；修回日期：2021-04-06）

图 4　不同炮制参数对制远志综合评分 Y1 的响应面图

Fig 4　Response surface plot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paramet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Y1 of Glycyrrhiza Polygala tenuifolia

图 5　不同炮制参数对蜜远志综合评分 Y2 的响应面图

Fig 5　Response surface diagram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paramet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Y2 of Honey-stir-baked Polygala tenu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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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效液相色谱特征图谱和一测多评法的 
淫羊藿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研究

刘晓霞1，2，丁青1，2，陈芳1，2，梁月仪1，2，魏梅1，2，孙冬梅1，2，田维忠3，霍文杰1，2，李振雨1，2*

（1.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　528244；2. 广东省中药配方颗粒企业重点实验室，广东　佛山　528244；3. 中国中药控股

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　528303）

摘要：目的　建立淫羊藿配方颗粒 HPLC 特征图谱，并采用一测多评法（QAMS）测定总黄

酮醇苷的含量，为淫羊藿配方颗粒的质量评价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Agilent ZORBAX SB C18

（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乙腈 - 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流速 1 mL·min － 1，检

测波长为 270 nm，柱温为 30℃，进样量为 10 μL，建立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以淫羊藿

苷为内参，计算朝藿定 A、B、C 的相对校正因子，创建一测多评模式。结果　从 12 批淫羊藿

配方颗粒样品特征图谱中共标定出 7 个共有特征峰，并指认了其中 5 个化学成分，分别为朝藿

定 A、B、C，淫羊藿苷和宝藿苷Ⅰ，特征图谱相似度均大于 0.9。朝藿定 A、B、C 的相对校

正因子分别为 1.35、1.26 和 1.24。结论　该方法快速准确，简便高效，专属性良好，能较好地

检测淫羊藿配方颗粒的质量。

关键词：淫羊藿配方颗粒；高效液相色谱特征图谱；一测多评；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淫羊藿苷；宝藿苷Ⅰ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316-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09

Quality standard for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based on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 combined with QAMS

LIU Xiao-xia1, 2, DING Qing1, 2, CHEN Fang1, 2, LIANG Yue-yi1, 2, WEI Mei1, 2, SUN Dong-mei1, 2, 
TIAN Wei-zhong3, HUO Wen-jie1, 2, LI Zhen-yu1, 2* (1. Guangdong E-fo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Foshan  Guangdong  528244; 2.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Foshan  Guangdong  528244; 3.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ldings Co., 
Limited, Foshan  Guangdong  5283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an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total flavonol glycosides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components 
(QAM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Methods  
Agilent ZORBAX SB C18 (4.6 mm×250 mm, 5 μm) was used with gradient elution by acetonitrile-water 
so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70 nm,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and the sample size was 10 μL. The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was established. The relative calibration factors of epimedin A, B and C were determined 
with icariin as internal reference to develop QAMS. Results  Seven common peaks were marked in the 
fingerprints of 12 batches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5 of which were identified as epimedin A, 
B, C, icariin and baohuoside Ⅰ . The similarities were over 0.9. The relative deviations of epimedin A, B 
and C were 1.35, 1.26 and 1.24.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rapid, simpl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specific, 
which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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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配方颗粒作为临床饮片的补充，具有安
全、卫生、便于随身携带、方便调剂使用等优势，
是中药饮片剂型改革的主要方向 [1]。截止目前中
药配方颗粒尚没有正式出台统一的国家标准，因
此，市场流通的中药配方颗粒规格不统一，质量
的参差不齐导致临床使用疗效难以保证，也为市
场监管带来一定难度。
　　淫羊藿为小檗科植物淫羊藿 Epimedium brev-
icornu Maxim.、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et Zucc.）Maxim.、柔毛淫羊藿 Epimedium 
pubescens Maxim. 或朝鲜淫羊藿 Epimedium korea-
num Nakai 的干燥叶 [2]，是临床常用的补阳药。现
代化学和药理学研究表明，淫羊藿含有黄酮、酚
苷、多糖和生物碱等多种有效成分，其中代表性
的有效成分有淫羊藿苷，朝藿定 A、B、C，宝藿
苷Ⅰ等 [3]，具有一定的骨细胞诱导潜能 [4]，能够
促进成骨细胞和骨髓基质细胞的增殖 [5]，抑制肿
瘤细胞表达、阻止骨细胞钙化的功能 [6]。由于中
药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单一成分定量的
化学药品质量控制模式既缺乏专属性，又难以反
映中药内在质量，中药指纹 / 特征图谱能够提供更
为全面、丰富的信息，因此常用于中药的质量控
制研究。一测多评模式借助相对校正因子，只需
测定一个成分（内参物），实现对多个有效成分的
定量分析，解决了对照品难以获得的难题，在中
药的质量控制方面应用越来越广泛 [7-9]。本研究将
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与一测多评模式相结合，
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来评价淫羊藿配方颗粒的质
量，为淫羊藿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Waters 高效液相色谱仪（e2695，沃特世公
司），Thermo 高效液相色谱仪（U3000，赛默飞
公司），Agilent 高效液相色谱仪（1260，安捷伦公
司），Agilent ZORBAX SB 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安捷伦公司），Phenomenex Luna C18

（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赛默飞公司），
Waters XSelect HSS T3（4.6 mm×250 mm，5 μm）
色谱柱（沃特世公司），万分之一分析电子天平
（ME204E）、百万分之一分析电子天平（XP26，梅
特勒 - 托利多公司），电子天平（JJ600，常熟市双

杰测试仪器厂），数控超声波清洗器（KQ500DE，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锅（HWS28
型，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超纯水系统
（Milli-Q Direct，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1.2　试药

　　乙腈（默克股份有限公司，色谱纯），水为超
纯水（实验室自制），其余试剂皆为分析纯。朝藿
定 A 对照品（批号：150520，含量：99.4%）、朝
藿定 B 对照品（批号：150518，含量：99.24%）
（成都普菲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朝藿定 C 对
照 品（批 号：111780-201503， 含 量：100%）、
淫 羊 藿 苷 对 照 品（批 号：110737-201516， 含
量：94.2%）、宝藿苷Ⅰ对照品（批号：111852-
201603，含量：99.9%）（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 [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YYH01 ～ YYH12，规格：0.5 g/
袋（相当于常规饮片 10 g）]。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采用 Agilent ZORBAX SB 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以乙腈为流动相 A，水为流
动相 B，梯度洗脱（0 ～ 30 min，24% ～ 26%A；
30 ～ 31 min，26% ～ 45%A；31 ～ 45 min，
45% ～ 47%A）；流速为 1.0 mL·min － 1；柱温
为 30℃；检测波长为 270 nm；进样量为 10 μL。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朝藿定 A、B、C 对照品和淫羊藿
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含朝藿定 A 
17.201 μg、朝藿定 B 36.938 μg、朝藿定 C 48.270 
μg、淫羊藿苷99.890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即得。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淫羊藿配方颗粒样品适量，研细，取约
0.2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75% 乙醇 50 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45 min，放冷，再称定重
量，用 75% 乙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
2.4　特征图谱方法学考察

2.4.1　精密度试验　取淫羊藿配方颗粒（批号：
YYH11）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
续进样 6 次，以淫羊藿苷色谱峰为参照峰 S，计

Key words: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 QAMS; epimedin A; 
epimedin B; epimedin C; icariin; baohuoside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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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余特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均不超过
0.7%，相对峰面积 RSD 值均不超过 0.11%，说明
仪器精密度良好。
2.4.2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淫羊藿配方颗粒
（批号：YYH11），按“2.3”项下方法制备 6 份供
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以淫羊
藿苷色谱峰为参照峰 S，计算其余特征峰的相对
保留时间 RSD 值均不超过 0.12%，相对峰面积
RSD 值均不超过 0.14%，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3　稳定性试验　取淫羊藿配方颗粒（批号：
YYH11）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
在 0、3、6、14、19 和 24 h 进样测定，以淫羊藿
苷峰为参照峰 S，计算其余特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均不超过 0.18%，相对峰面积 RSD 值均不超
过 0.29%，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5　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的建立

　　取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供试品溶液（批号：
YYH01 ～ YYH12），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测定，记录各批次样品的特征图谱，并导出 CDF
格式，将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 CDF 格
式导入到“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12 版）”，以 YYH01 的特征图谱为参照，对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进行共有峰标识，
并进行保留时间校正和峰匹配（见图 1），选择出
峰稳定，峰形和分离度较好的 7 个共有峰作为淫
羊藿配方颗粒的特征峰，建立淫羊藿配方颗粒特
征图谱共有模式（见图 2），参考相关文献 [10]，通
过对照品的保留时间比对并结合 3D 光谱分析确
定峰 2 为朝藿定 A，峰 3 为朝藿定 B，峰 4 为朝
藿定 C，峰 5 为淫羊藿苷，峰 7 为宝藿苷Ⅰ，见
图 3。以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共有模式为参
照，计算各样品特征图谱的相似度均大于 0.9（见
表 1），说明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的整
体相似度较高，质量较稳定。
2.6　总黄酮醇苷一测多评含量测定

2.6.1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定对照品朝藿
定 A 4.883 mg、 朝 藿 定 B 4.643 mg、 朝 藿 定 C 
10.001 mg、 淫 羊 藿 苷 10.573 mg， 置 10 mL 量
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制成每 1 mL 含朝藿
定 A 485.370 μg、朝藿定 B 460.771 μg、朝藿定
C 1000.100 μg、淫羊藿苷 995.977 μg 的混合对照
品储备液。精密移取上述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0.5、
0.5、0.5、1、2、3 mL，分别置 100、25、5、5、5、
5 mL 的量瓶中，加甲醇稀释并定容至刻度，制成
系列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液，精密吸取上述混

合对照品储备液和系列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各
10 μL，分别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以
色谱峰面积响应值为纵坐标（y），相应的对照品

图 1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 HPLC 特征图谱

Fig 1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 of 12 batches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图 2　淫羊藿配方颗粒 HPLC 特征图谱共有模式

Fig 2　Common pattern of HPLC specific chromatograms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图 3　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

Fig 3　Chromatogram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供试品（sample）；

2. 朝藿定 A（epimedin A）；3. 朝藿定 B（epimedin B）；4. 朝藿定 C
（epimedin C）；5. 淫羊藿苷（icariin）；7. 宝藿苷Ⅰ（baohuoside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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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回
归方程及线性范围见表 2。
2.6.2　精密度试验　取“2.2”项下对照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方法连续进样 6 次，计算朝藿定
A、B、C 及淫羊藿苷的峰面积 RSD 值分别为 1.1%、
0.33%、0.41% 和 0.3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3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按“2.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在 0、3、6、14、
19、24 h 测定，结果朝藿定 A、B、C 及淫羊藿
苷的峰面积 RSD 值分别为 0.51%、0.30%、0.37%
和 0.3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6.4　重复性试验　取淫羊藿配方颗粒供试品
（批号：YYH02）溶液 6 份，按“2.3”项下方法
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
样分析，以干燥品计，朝藿定 A、B、C 及淫羊
藿 苷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6.76、14.00、18.73、37.95 
mg·g － 1，RSD 值 分 别 为 1.5%、0.81%、0.93%
和 0.69%，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6.5　加样回收试验　取淫羊藿配方颗粒（批号：
YYH02）适量，研细，取约 0.125 g，精密称定，按
样品与对照品（朝藿定 A、B、C 及淫羊藿苷）的含
量比为 1∶0.5、1∶1 及 1∶1.5 的比例加入朝藿定
A、B、C 及淫羊藿苷对照品，每种比例平行 3 份，
按“2.3”项下方法制备 9 份供试品溶液，按“2.1”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结果朝藿定 A、B、C 及
淫羊藿苷的加样回收率分别在 95.84% ～ 99.78%、
95.49% ～ 101.62%、95.17% ～ 101.41%、
95.07% ～ 99.92%，RSD 值均小于 2.0%，表明该分
析方法准确度良好。

2.6.6　相对校正因子计算　根据“2.6.1”项下线
性考察结果，以对照品的浓度及其对应的色谱峰
面积，计算内标物淫羊藿苷与朝藿定 A、B、C
的相对校正因子 [11]。朝藿定 A、B、C 的平均相
对校正因子分别为 1.35、1.26 和 1.24，RSD 值分
别为 0.43%、1.1% 和 1.2%。
2.6.7　耐用性考察　精密吸取“2.2”项下对照品溶
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分别考察 Waters 
ARC、ThermoU3000、Agilent 1260 infinity 3 种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Agilent ZORBAX SB C18（4.6 
mm×250 mm，5 μm）、Phenomenex Luna C18（4.6 
mm×250 mm，5 μm）、Waters XSelect HSS T3（4.6 
mm×250 mm，5 μm）3 种不同色谱柱，以及不同
柱温和流速对朝藿定 A、B、C 的相对校正因子以
及各色谱峰分离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色谱
仪、色谱柱、柱温及流速下测定的朝藿定 A、B、
C 的相对校正因子 RSD 值均小于 2.0%，且各色谱
峰的分离度均大于 1.5，表明该方法耐用性较好。
2.6.8　色谱峰定位　根据“2.6.7”项下耐用性
考察结果，以淫羊藿苷峰为参照峰，分别计
算 Waters ARC、Thermo U3000、Agilent 1260 
infinity 3 种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Agilent ZORBAX 
SB C18（4.6 mm×250 mm，5 μm）、Phenomenex 
Luna C18（4.6 mm×250 mm，5 μm）、Waters 
XSelect HSS T3（4.6 mm×250 mm，5 μm）3 种不
同色谱柱，以及不同柱温和流速对朝藿定 A、B、
C 相对于参照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值。结果显示，
不同的仪器、色谱柱、柱温和流速对朝藿定 A、B、
C 的相对保留时间影响较小，RSD 均小于 5.0%，
因此，可以采用相对保留时间作为色谱峰定位的
依据，朝藿定 A、B、C 的相对保留时间值取不
同仪器、色谱柱、柱温和流速下相对保留时间的
均值，分别是 0.71、0.79 和 0.88。
2.6.9　QAMS 与 EMS 比较　取 12 批淫羊藿配方
颗粒样品，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分别采用外标
法（ESM）和 QAMS 计算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
中朝藿定 A、B、C 的含量，并计算两种测定法
的相对平均偏差（RAD）（见表 3），结果显示，两
种方法测定的朝藿定 A、B、C 的 RAD 均小于
1.0%，说明两种方法计算结果一致，一测多评法
能准确测定 4 种成分的含量。12 批淫羊藿配方颗
粒淫羊藿苷的含量均大于 20 mg·g － 1，12 批淫
羊藿配方颗粒总黄酮醇苷的含量在 46.73 ～ 88.94 
mg·g － 1。

表 1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相似度 
Tab 1　Similarity of specific chromatogram of 12 batches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批号 相似度 批号 相似度

YYH01 0.990 YYH07 0.986 
YYH02 0.999 YYH08 0.988 
YYH03 0.995 YYH09 0.993 
YYH04 0.997 YYH10 0.997 
YYH05 0.986 YYH11 0.999 
YYH06 0.985 YYH12 0.998 

表 2　4 种成分的线性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Tab 2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linearity of 4 components

对照品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L － 1）

朝藿定 A y ＝ 1.692×104x － 9.238×103 0.9999 2.427 ～ 485.370

朝藿定 B y ＝ 1.823×104x ＋ 6.022×103 0.9999 2.304 ～ 460.771

朝藿定 C y ＝ 1.795×104x ＋ 2.124×104 0.9999 5.001 ～ 1000.100

淫羊藿苷 y ＝ 2.261×104x ＋ 1.668×104 0.9999 4.980 ～ 99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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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含量测定结果 (以干燥品计，mg·g － 1) 
Tab 3　Determination of 12 batches of Herba epimedii dispensing granules (mg·g － 1)

批号
淫羊藿苷 朝藿定 A 朝藿定 B 朝藿定 C

总黄酮醇苷含量
ESM ESM QAMS RAD/% ESM QAMS RAD/% ESM QAMS RAD/%

YYH01 40.18 6.71 6.61 0.75 15.71 15.64 0.22 21.86 22.10 0.55 84.46
YYH02 37.90 6.59 6.49 0.76 14.04 13.97 0.25 18.63 18.83 0.53 77.16
YYH03 39.05 6.68 6.58 0.75 14.82 14.76 0.20 20.19 20.41 0.54 80.74
YYH04 40.28 7.04 7.01 0.21 23.78 23.53 0.53 17.84 18.02 0.50 88.94
YYH05 30.49 5.39 5.37 0.19 13.77 13.63 0.51 13.10 13.23 0.49 62.75
YYH06 35.22 6.18 6.15 0.24 18.16 17.97 0.53 17.79 17.97 0.50 77.35
YYH07 43.47 7.04 7.01 0.21 13.48 13.34 0.52 22.46 22.69 0.51 86.45
YYH08 27.72 5.64 5.61 0.27   7.16   7.09 0.49   6.21   6.28 0.56 46.73
YYH09 29.01 5.59 5.57 0.18   7.15   7.07 0.56   6.39   6.46 0.54 48.14
YYH10 28.97 5.70 5.67 0.26   7.19   7.11 0.56   6.90   6.97 0.50 48.76
YYH11 29.07 5.68 5.66 0.18   7.44   7.36 0.54   7.19   7.27 0.55 49.38
YYH12 25.94 4.15 4.13 0.24 10.65 10.54 0.52 15.43 15.58 0.48 56.17

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以“特征图谱总峰面积 / 称样量”及总黄酮醇
苷的含量为指标，系统考察了提取溶剂（不同比
例的甲醇 - 水、乙醇 - 水、甲醇和乙醇）、提取方
式（超声和回流两种不同方式）和提取时间（15、
30、45、60 min）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及
含量测定的影响，结果显示，以 75% 乙醇 50 mL
超声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45 min 效
果最佳。
3.2　特征图谱和一测多评研究

　　对 12 批淫羊藿配方颗粒特征图谱研究，确
定了 7 个共有特征峰，指认了其中 5 个，各特征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一致性较好，相对峰面积差异
较大，但指纹图谱的整体，相似度较高，都大于
0.9。含量测定结果显示，4 种成分的含量在不同
批次样品间相差较大，可能与原料的来源和生产
工艺的不同有关；外标法与一测多评法所得结果
无明显差异，表明本研究建立的一测多评法能够
代替外标法对淫羊藿配方颗粒进行质量控制。
4　小结

　　中药化学成分繁多，单一成分难以准确评价
配方颗粒的质量，一测多评法是多指标质量控制
方法之一，将一测多评法与指纹 / 特征图谱法相
结合，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来评价淫羊藿配方
颗粒的质量，该方法快速准确，简便高效，专属

性良好，为淫羊藿配方颗粒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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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七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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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麻布七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的化学成分。方法　对麻布七的 80%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柱色谱、Sephadex-LH-20 凝胶柱色谱、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分离

纯化，通过理化性质及波谱技术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 5 个化合物，分别

鉴定为 acetyldelcosine（1），kirinenine A（2），dehydronapelline（3），11-α-hydorxy-lepenine（4），

β- 谷甾醇（5）。结论　化合物 1 ～ 4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麻布七；分离；鉴定；化学成分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321-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10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WANG Fei1, 2, ZHANG Jiao2, LI Yu-ze2, LUO Ding-qiang1*, SONG Xiao-mei2* (1. Shaanxi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Xi’an  710065; 2. School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roots of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Methods  The 80% ethanol extract of Aconitum sinomontanum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Sephadex-LH-20 and semi-preparative HPLC column. The structures of obtained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ral data. Results  Fiv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acetyldelcosine (1), kirinenine A (2), dehydronapelline (3), 11-α-hydorxy-
lepenine (4), and β-sitosterol (5). Conclusion  Compounds 1 － 4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chemical constit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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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布七又名高乌头，为毛茛科乌头属（Aconi-
tum L.）植物高乌头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的根。因其根大多分支，并且有的从主根头部直
接分支，且下部须根较多，延长相互交织，结如网
状，中空，形如麻袋，故名“麻布七”，又因其有
治疗跌打损伤、骨折的功效，故又名“碎骨还阳”。
其药性味苦、辛，性温；有毒。具有祛风除湿、理
气止痛及活血消肿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类风湿
关节炎、跌打损伤、胃痛、胸腹胀满、急慢性菌痢、
急慢性肠炎、瘰疬、疮疖等症 [1]。目前从麻布七中
分离了 28 个化合物，其中生物碱 27 个（二萜类生
物碱 26 个 [2-4]），主要化学成分为二萜类生物碱，

这类成分多具有抗炎、镇痛、抗肿瘤、抗癫痫、抗
寄生虫和改善心血管等作用 [5-7]，麻布七中高乌甲
素成分的抗炎镇痛作用也较明显 [8-9]。为了进一步
开发利用本植物，本实验对麻布七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研究，从中分离得到 5 个化合物（见图 1），其中
化合物 1 ～ 4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材料

　　核磁共振仪（型号：Burker AVANCE 400 型，瑞
士 Burker 公司）；三用紫外线分析仪（型号：ZF-1，
上海金鹏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分析天平（型号：
OB204，万分之一，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
司）；Sephadex LH-20 葡聚糖凝胶（美国 G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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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超声波清洗器（型号：KQ-500DE，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半制备液相色谱仪（型号：岛津
LC-6AD，检测器 SPD-20A，日本 Shimadzu 公司）；
柱色谱硅胶（100 ～ 200 目）、薄层色谱用硅胶 G（青
岛海浪硅胶干燥剂有限公司）；半制备色谱柱（型号：
YMC-Pack R&D ODS-A，5 μm，10 mm×250 mm）；
旋转蒸发仪（型号：EYELAN OSB-2100）、水浴锅
（型号：HH-2）（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色谱甲
醇（天津市科密欧公司）；娃哈哈纯净水；分析甲醇、
二乙胺、丙酮、三氯甲烷、石油醚（30 ～ 60℃）（天
津科密欧公司）；显色剂为碘化铋钾溶液（源叶生
物）。
　　麻布七药材于 2016 年 7 月采自陕西省太白
山，经陕西中医药大学王继涛教授鉴定为毛茛科
乌头属植物高乌头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的干燥根。存放于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标
本室（标本号：20160727）。
2　提取与分离

　　称取麻布七药材 5.0 kg，粉碎，10 倍量 80%
乙醇 80℃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1.5 h，滤过，合
并滤液，减压浓缩得浸膏。将浸膏分散于盐酸水
溶液，用稀盐酸调 pH 至 1，石油醚萃取酸水液，
萃取后水相用氨水调 pH 至 10，用三氯甲烷萃取
碱水相得到总生物碱（256 g）。
　　取总生物碱，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 - 丙酮 -
二乙胺（50∶1∶0.1 ～ 1∶1∶0.1）梯度洗脱，得到
4 个部分（Fr.1 ～ Fr.4）。Fr.1 经硅胶柱色谱，以石
油醚 - 丙酮 - 二乙胺（50∶1∶0.1 ～ 1∶1∶0.1）洗
脱，得到 Fr.1-1 和 Fr.1-2 组分，将 Fr.1-2 组分采用
丙酮进行重结晶得到化合物 2（20 mg），Fr.1-1 组
分经 Sephadex LH-20 凝胶柱色谱分离得到化合物 5
（20 mg）。Fr.2 经硅胶柱色谱，以石油醚 - 丙酮 - 二
乙胺（40∶1∶0.1 ～ 1∶1∶0.1）洗脱得到 Fr.2-1 和

Fr.2-2 组分，将 Fr.2-1 组分纯化得到化合物 3（15 
mg），Fr.2-2 组分经半制备高效液相（75% 甲醇 -
水）分离得到化合物4（10 mg）。Fr.3经硅胶柱色谱，
以石油醚 - 丙酮 - 二乙胺（30∶1∶0.1 ～ 1∶1∶0.1）
洗脱得到化合物 1（15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无定型白色粉末，碘化铋钾反应
阳性（红棕色），表明该化合物可能为生物碱类。
分子量为 495 [M]＋；1H-NMR（400 MHz，CDCl3）
中δH 1.07（3H，t，J ＝ 7.2 Hz），2.75（1H，m），
2.98（1H，m）显示该化合物含有一个 N-CH2CH3

基团；δH 2.00（3H，s）推测含有 -OCOCH3；δH 

3.34（6H，s），3.33（3H，s）显示该化合物含有 3
个 -OCH3；

13C-NMR（100 MHz，CDCl3）谱图显
示 26 个碳信号，其中δC 172.6，22.8 推测为乙酰
基 信 号，δC 90.2，88.1，82.2，78.3，77.5，75.9，
72.9 为 7 个连氧碳信号，通过与文献 [10] 中化合
物 delcosine 相比，发现多出两个碳信号，分别为
δC172.6 和 22.8，可归属为一个乙酰基信号。结
合上述信息，化合物 1 比 delcosine 结构只多出一
个乙酰基；13C-NMR（100 MHz，CDCl3）δC：72.9
（C-1），27.7（C-2），29.6（C-3），37.8（C-4），
45.4（C-5），90.2（C-6），88.1（C-7），78.3（C-
8），45.5（C-9），39.6（C-10），49.0（C-11），29.5
（C-12），44.2（C-13），75.9（C-14），34.7（C-
15），82.2（C-16），66.5（C-17），77.5（C-18），
57.3（C-19），13.9（N-CH2-CH3），50.6（N-CH2-
CH3），57.6（6-OCH3），56.7（16-OCH3），59.3（18-
OCH3），171.4（14-OCOCH3），22.8（14-OCOCH3）。
以上数据与文献 [11] 报道一致，故化合物 1 鉴定为
acetyldelcosine。
　　化合物 2：无色晶体（甲醇），碘化铋钾反应
阳性（红棕色），表明该化合物可能为生物碱类。
HR-EI-MS 显示 m/z 495.2328 [M]＋；1H-NMR（400 
MHz，CD3OD）δH 1.03（3H，t，J ＝ 7.1 Hz），2.90
（1H，m），2.81（1H，m）推测该化合物含有一
个 -N-CH2CH3 基 团；δH 3.25（3H，s），3.29（3H，
s），3.35（3H，s），3.46（3H，s）推测该化合物含
有 4 个 -OCH3，δH 1.99（3H，s）可能归属为一个乙
酰基质子信号；δH 4.02（1H，s）和 2.84（1H，s）
推测可能为 6 位和 17 位的氢质子信号；13C-NMR
（100 MHz，CD3OD）显示 26 个碳共振信号，δC 

91.3，89.9，84.6，84.4，82.7 和 78.9 为 6 个 连 氧
碳信号；δC 172.0 和 22.2 归属为一个乙酰基信号；
δC 51.8 和 14.5 可归属为 N-CH2CH3 信号。结合上

图 1　化合物 1 ～ 5 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compounds 1 ～ 5



1323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述信息推断该化合物为乌头碱型 C19 类二萜生物
碱。13C-NMR（100 MHz，CD3OD）δC：85.4（C-
1），28.0（C-2），32.3（C-3），82.7（C-4），56.0（C-
5），91.3（C-6），89.9（C-7），78.9（C-8），45.0
（C-9），47.1（C-10），52.2（C-11），29.7（C-12），
39.4（C-13），84.4（C-14），34.8（C-15），84.6
（C-16），65.6（C-17），56.7（C-19），14.5（N-CH2-
CH3），51.8（N-CH2-CH3），58.0（1-OCH3），59.1（6-
OCH3），56.5（14-OCH3），56.6（16-OCH3），171.2
（4-OCOCH3），22.2（4-OCOCH3）。以上数据与文
献 [12] 报道一致，故化合物 2 鉴定为 kirinenine A。
　　化合物 3：白色无定形粉末，碘化铋钾反
应阳性（红棕色），表明该化合物可能为生物碱
类，UV 254 nm 外 有 吸 收。HR-EI-MS 显 示 m/z 
357.2274 [M]＋；1H-NMR（CDCl3，400 MHz）谱
中：δH1.00（3H，t，J ＝ 7.1 Hz），2.60（1H，m），
2.69（1H，m）推测该化合物具有一个 -NCH2CH3；
δH 0.82（3H，s）推测该化合物含有一个叔甲基；δH 

5.18（2H，brd，J ＝ 1.5 Hz）显示该化合物含有一
个 -C ＝ CH2 基团；δH 1.14（1H，dd，J ＝ 4.3 Hz）
和 1.85（1H，dd，J ＝ 6 Hz）可分别归属为 C-14
上的两个 H 质子信号；2.45（1H，d，J ＝ 6 Hz）
可归属为 C-13 上的 H 质子信号。13C-NMR（100 
MHz，CDCl3）显示 22 个碳共振信号，δC 157.8
和 109.7 分 别 为 -C ＝ CH2 信 号，δC 48.5 和 14.4
为 -NCH2CH3 信号，综上所述该化合物为 napelline
型 C20 二 萜 类 生 物 碱；13C-NMR（100 MHz，
CDCl3）δC：68.0（C-1），30.1（C-2），24.7（C-3），
38.0（C-4），32.7（C-5），24.2（C-6），46.9（C-
7），50.7（C-8），46.1（C-9），52.1（C-10），28.0
（C-11），76.6（C-12），49.0（C-13），30.6（C-14），
77.8（C-15），157.8（C-16），109.7（C-17），19.2
（C-18），93.2（C-19），66.2（C-20），14.4（N-CH2-
CH3），48.6（N-CH2-CH3）。以上数据与文献 [13] 报道
基本一致，故化合物 3 鉴定为 dehydronapelline。
　　化合物 4：白色无定形粉末，碘化铋钾反应
阳性（红棕色），表明该化合物可能为生物碱类，
UV 254 nm 外有吸收。分子量为 359；1H-NMR
（CDCl3，400 MHz）：δH 1.02（3H，t，J ＝ 7.1 
Hz），δH 2.30（1H，m）和 2.68（1H，m）显示该
化合物具有一个 -NCH2CH3；δH 0.67（3H，s）推
测该化合物含有一个叔甲基；δH 5.01（1H，s），
δH 5.21（1H，s）推测该化合物含有一个 -C ＝ CH2

基团。13C-NMR（100 MHz，CDCl3）显示 22 个
碳共振信号，δC 71.1，73.4 和 78.2 可归属为 3 个

连 氧 碳 信 号；δC 154.8 和 109.5 可 归 属 为 -C ＝

CH2 信号；δC 50.9 和 13.9 可归属为 -NCH2CH3 信
号。综上所述推测该化合物为 C20 类二萜生物
碱；13C-NMR（100 MHz，CDCl3）δC：71.1（C-
1），31.5（C-2），38.9（C-3），33.9（C-4），51.2
（C-5），23.3（C-6），47.0（C-7），43.9（C-8），
54.4（C-9），52.6（C-10），73.4（C-11），42.5（C-
12），24.8（C-13），27.7（C-14），78.2（C-15），
154.8（C-16），109.5（C-17），26.2（C-18），57.3
（C-19），67.9（C-20），13.9（N-CH2-CH3），50.9
（N-CH2-CH3），以上数据与文献 [14] 报道一致，故
化合物 4 鉴定为 11-α-hydorxy-lepenine。
　　 化 合 物 5： 白 色 无 定 型 粉 末。1H-NMR
（CD3OD，400 MHz）δH：0.71（3H，s，H-18），
1.01（3H，s，H-19），0.94（3H，d，J ＝ 6.4 Hz，
H-21），0.88（3H，d，J＝7.7 Hz），0.85（3H，d，
J ＝ 7.7 Hz）；13C-NMR（100 MHz，CD3OD）δC：
38.7（C-1），33.2（C-2），72.6（C-3），43.6（C-
4），142.4（C-5），122.6（C-6），33.4（C-7），32.5
（C-8），51.9（C-9），37.8（C-10），22.3（C-11），
41.3（C-12），43.2（C-13），58.3（C-14），25.5
（C-15），30.6（C-16），57.6（C-17），12.5（C-
18），20.0（C-19），37.6（C-20），19.5（C-21），
35.3（C-22），27.4（C-23），47.5（C-24），30.9
（C-25），19.6（C-26），20.3（C-27），24.3（C-
28），12.4（C-29）。以上数据与文献 [15] 报道一致，
故化合物 5 鉴定为β- 谷甾醇。
4　讨论

　　本实验从麻布七中共分离得到 4 个生物碱。
近年来，麻布七的药理活性主要围绕高乌甲素及
N- 去乙酰基高乌甲素进行研究；另有研究发现
delcosine 和 lepenine 为麻布七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的有效成分，为麻布七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等炎症
提供科学依据 [16]。而关于本研究中 4 个生物碱的
活性及其作用机制未见有报道，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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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拉非片的制备及体内外释放的研究

孙钦勇，冯中，张朝，杜丽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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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 CIALIS 作为参比制剂，通过 Box-Behnken design 软件对他达拉非片自制片

的处方进行优化。方法　以溶出率和溶出曲线相似因子（f2）为评价指标，筛选他达拉非片辅料

一水乳糖与羟丙基纤维素的比例、原料药的粒径和十二烷基硫酸钠在处方中的最佳配比；进一

步研究自制片与 CIALIS 片在 Beagle 犬体内的药动学特征。结果　当一水乳糖∶羟丙基纤维素为

30∶1，原料药粒径为 4.5 μm，十二烷基硫酸钠用量为 0.26% 时，得到自制片与参比制剂溶出率

f2 最接近；口服药物后 Beagle 犬体内的药动学参数：自制片 Cmax 为（100.24±10.20）ng·mL－ 1，

tmax 为（1.86±0.23）h，参比制剂 Cmax 为（102.36±7.32）ng·mL－ 1，tmax 为（1.71±0.26）h，二者

基本一致。自制片 AUC0 ～ t、AUC0 ～∞、Cmax 的 90%CI 均在 80% ～ 125%，两制剂间 tmax 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自制片与参比制剂在体内外释放基本一致，该工艺适用于他

达拉非片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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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prescription of tadalafil tablets by Box-Behnken design (BBD) 
with CIALIS as the reference. Methods  The dissolution rate and the dissolution curve similarity 
factor (f2) were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ratio of tadalafil tablet excipient lactose monohydrate 
to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raw material was determined. The best ratio of 
sodium lauryl sulfate and sodium lauryl sulfate in the prescription was decided. The pharmacoki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self-made tablets and CIALIS tablets in Beagle dogs were further studied. Results  
When the ratio of lactose monohydrate to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was 30∶1,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bulk drug was 4.5 μm, and the dosage of sodium lauryl sulfate was 0.26%,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the 
self-made tablet and the reference preparation was closest to f2.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in Beagle 
dogs after the medication: Cmax and tmax of the self-made tablets were (100.24±10.20) ng·mL－ 1 
and (1.86±0.23) h. Cmax and tmax of the reference preparation were (102.36±7.32) ng·mL－ 1 and 
tmax was (1.71±0.26) h. AUC0 － t, AUC0 －∞ and Cmax of the 90%CI of the self-made tablets fell within 
80%－ 12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max between the two preparations (P＞ 0.05). 
Conclusion  The release of self-made tablets and the reference preparations basically the same in vivo 
and in vitro. This process is suita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adalafil tablets. 
Key words: tadalafil tablet; prescription optimization;  in vitro dissolution; release in vitro and in vivo

　　他达拉非（tadalafil）为环磷酸鸟苷（cGMP）
特异性磷酸二酯酶 5 的选择性抑制剂 [1]，分子式
为 C22H19N3O4，分子量为 389.41，是继西地那非
和伐地那非的第三代临床通过抑制 5 型磷酸二酯
酶（PDE5）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的药物 [2]，
具有疗效好、作用持久、安全性高等优点。
　　他达拉非片原研厂家为美国 Lilly Company，
商品名为 CIALIS，于 2003 年在 FDA 批准，上市
规格为 2.5 mg，5 mg，10 mg 和 20 mg。他达拉非
属于生物药剂学（BCS）Ⅱ类 [3]，即低溶解性 - 高
渗透，在水中溶解度低影响了药物的溶出速度，导
致其生物利用度低且吸收差异度大 [4]，目前国内有
关他达拉非片制剂工艺的研究文献较少。本研究以
CIALIS 为参比制剂，通过对原研片的处方及制备
工艺进行调研，对其溶出曲线、溶出率、硬度、崩
解时限等指标进行测定，旨在寻找能使自制片与
参比制剂性质接近的制备工艺。预试验表明，选
用湿法制粒工艺制备内颗粒与外加辅料混合后压
片，得到自制片与原研片溶出率和溶出相似因子略
有差异，其他性质基本接近。本试验拟采用 Box-
Behnken 法优化配方工艺，期望提高自制片与原研
片的溶出率与溶出相似因子，同时用 Beagle 犬对
自制片与原研片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进行评价。
1　材料

　　CPR-18 型 8 冲 旋 转 压 片 机（意 大 利
BONAPACE）；TMG 1/6 型 混 合 制 粒 机（德 国
Glatt）；Quadro® Comil® U5 型锥式整粒机（IDEX 
Corperation，USA）；Mini/Midi-Glatt 型 流 化 床 /

GC1 型包衣机（德国 Glatt）；DT50 型自动崩解
仪（瑞士 Sotax）；UltiMate 3000 型高效液相色谱
仪（美国 Thermo）；System 860DL 型溶出仪（美
国 Logan）；HDT-400C 硬 度 仪（美 国 Logan）；
TSQ Quantum UltraAM 型 LC-MS/MS 联用仪（美
国 Thermo Finnigan）；Milli-Q 超 纯 水 机（美 国
Millipore 公司）；Spiral Jet Mill MC44 型气流粉碎
机（昆山优纳克机械有限公司）。
　　他达拉非片（商品名 CIALIS）（参比制剂，
Lilly USA， 规 格：20 mg， 批 号：C931765A）；
他 达 拉 非 原 料 药（山 东 新 时 代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含 量：99.9%， 批 号：20191001）；（6S，
12aS）-tadalafil 对 照 品（含 量：99.8%， 批 号：
16121401）、地西泮对照品（含量：99.9%，批号：
181116-201903）（上海特化医药科技公司）；一水
乳糖（DFE，批号：104BX94）；羟丙基纤维素
（Nippon soda，批号：NID-0831）；十二烷基硫
酸钠（BASF，批号：5190200001966）；微晶纤
维素（MingTai，批号：5190800005267）；羧甲
基纤维素钠（JRS，批号：32010183144）；硬脂
酸镁（Peter Greven，批号：518022299）；欧巴代
（卡乐康，批号：H20170700）；正己烷、异丙醇、
甲醇、乙腈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
为纯化水。
　　Beagle 犬，雄性，体质量（6.5±0.5）kg [ 北
京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号 SYXK（鲁）20180007]。动物饲养于山东新时
代药业药理中心，饲养环境温度（22±4）℃，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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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5% ～ 75%，12 h/12 h 交替照明。动物给药前
禁食过夜（12 h），可自由饮水。所有动物实验符
合实验室动物饲养和使用指导原则，取血在山东
新时代药业药理中心完成。
2　方法与结果

2.1　他达拉非片的制备

　　称取一水乳糖 245.00 g、羟丙基纤维素 8.23 
g、十二烷基硫酸钠 1.00 g 分别过 40 目筛后与他
达拉非原料药 20.00 g [ 粒径为 5 μm（D90）]，充
分混匀，湿法制备内颗粒，流化床干燥，所得颗
粒与微晶纤维素 52.50 g、羧甲基纤维素钠 22.40 
g 混合均匀，加入过 80 目筛的硬脂酸镁 0.87 g，
混合 5 min，压片，目标片重 350 mg，目标硬度
90 ～ 110 N，10% 欧巴代溶液包衣增重 3% 即得。
2.2　他达拉非含量测定

2.2.1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配 制　 精 密 称 取（6S，
12aS）-tadalafil 对照品适量，加正己烷∶异丙醇∶
乙腈＝ 40∶40∶20（V/V/V）溶解，稀释制成 0.25 
mg·mL－ 1 的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取他达拉非参比制剂
两片，用研钵研碎后精密称取粉末约 45 mg，加
正己烷∶异丙醇∶乙腈＝ 40∶40∶20（V/V/V）溶解，
稀释制成 0.25 mg·mL－ 1 的溶液。
2.2.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HiChrom Partisil SCX
（250 mm×4.60 mm，5 µm），流动相为正己烷∶
异丙醇＝ 50∶50（V/V）；检测波长 285 nm；流
速 1.0 mL·min－ 1；柱温 35℃；进样量 10 µL[5-6]。
　　本色谱条件下他达拉非质量浓度（C）在
0.025 ～ 0.500 mg·mL－ 1 内与峰面积（A）线性关
系良好，回归方程为 A ＝ 1.963×104C＋ 20.13，
r ＝ 0.9998。取供试品溶液（0.26 mg·mL－ 1）分
别 在 0、2、4、6、8、12、24、48 h 取 样， 测 得
样品的 RSD 为 1.6%，表明该方法的稳定性良好。
高、中、低浓度的平均加样回收率（n ＝ 3）分别
为 99.8%、99.5% 和 98.6%，RSD 值分别为 0.45%、
0.62% 和 0.97%，表明该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良好。
2.2.4　他达拉非溶出方法　采用 FDA 溶出度
数据库推荐的溶出测定装置Ⅱ（桨法），选用
0.5% SDS 溶液 1000 mL 作为溶出介质，温度为
（37±0.5）℃，转速为 50 r·min－ 1，分别于 5、
10、20、30、45 min 取样测定含量 [7]。
2.2.5　基础处方的质量评价结果　照“2.1”项下
处方和工艺制备他达拉非自制片，并照上述方法
进行溶出率与溶出曲线相似因子的测定，自制片
与参比制剂的 f2 为 48.9；溶出率为参比制剂的

（87.4±3.9）%，结果表明，该基础处方工艺不能
初步满足他达拉非片溶出的要求，需进一步优化。
2.3　效应面法优化溶出率

　　经处方分析，一水乳糖为填充剂，占比较大，
对物料的流动性、混合均匀度、片剂成型、崩解时
限以及溶出等都具有显著影响，羟丙基纤维素是常
用的崩解剂，其用量影响片剂的崩解，因一水乳糖
与羟丙基纤维素的比例影响药物的崩解与溶出，将
其作为重点考察，确立为因素 A；他达拉非为 BCS 
Ⅱ类，原料药粒径会改变药物的溶解性，因此将原
料药的粒径（D90，μm）确立为因素 B；十二烷基
硫酸钠分子结构中含有烷基，能增加他达拉非的
溶出，将其百分量占比作为因素 C。在进行溶出度
检测时，20 min 时自制片与参比制剂溶出率差异最
大，作为相似因子的评价指标；45 min 时参比制剂
溶出率达 97%，选择 45 min 考察最终溶出率；定
义相似因子与溶出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为 Y，Y ＝ Y20

＋ 1.25Y45（Y20、Y45 为自制片与参比制剂 20 min、
45 min 溶出率差的绝对值，Y20 约为 Y45 的 1.25 倍，
进行 1.25 倍的加权修正）。
　　星点设计因素水平表和试验结果见表 1 和
表 2，运用 Design-Expert 8.06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
行拟合和分析。按“2.1”项下工艺制备片剂，按
“2.2.4”项下方法检测溶出。

表 1　BBD设计因素水平表 
Tab 1　Factors and levels for BBD design

因素
水平

－ 1 0 1
A 25∶1 30∶1 35∶1
B 2 4 6
C 0.2 0.3 0.4

　　 使 用 Design-Expert 8.0.6 对 溶 出 率 试 验 结
果（Y）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拟
合 Y ＝ 90.07 － 3.90A ＋ 1.53B － 107.16C －

0.11AC － 0.23BC＋ 0.066A2 ＋ 0.21B2 ＋ 206.55C2，
R2 ＝ 0.9895，二项式模型拟合的 P 值为 0.0001
（P ＜ 0.05），表明精密度良好，模型能较好地预
测试验结果，能应用于自制片的处方筛选试验。
　　根据上述方程绘制自变量 A、B、C 对评价指
标 Y 的等高线和效应面，见图 1，由图可知，因素
A、B、C 相互之间均具有较为明显的交互作用，根
据设计的评价指标应选择区域最低点为目标值，此
效应面有较优区域，其中对 Y 影响最大的为一水乳
糖与羟丙基纤维素的比例，其次为原料药的粒径分
布。片剂崩解行为根据 Design-Expert 8.06 软件推
荐的处方并结合片剂制备的实际情况，确定单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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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一水乳糖∶羟丙基纤维素为 30∶1，原料药粒
径为 4.5 μm，十二烷基硫酸钠用量为 0.26%。
2.4　处方验证

　　采用优化后的处方，称取一水乳糖 735.5 g、
羟丙基纤维素 24.51 g、十二烷基硫酸钠 2.730 g
分别过 40 目筛后与他达拉非原料药 60.00 g（粒
径为 4.5 μm）充分混匀制备内颗粒，加入微晶纤
维素 157.5 g，羧甲基纤维素钠 67.20 g，混合均
匀后加入过 80 目筛的硬脂酸镁 2.630 g，混合均
匀后压片，控制片重为 350 mg 压片，10% 欧巴
代溶液包衣增重至片重的 3% 即得。自制批量为
3000 片的 3 批他达拉非片，所得制品为暗黄色、
光滑杏仁状药片，他达拉非片的基本参数见表 3。
　　按照“2.2.4”项下溶出方法测定 3 批自制片
和参比制剂（C931765A）在 0.5% SDS 溶液的溶
出曲线（n ＝ 6）见图 2，最终溶出率差异见表 4，
溶出度相似因子 f2 见表 5，可认为自制片与参比
制剂在 4 种溶出介质中体外溶出行为相似。

表 2　各因素对片剂溶出率的影响 
Tab 2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dissolution

序号 A B C Y20 Y45 Y/%

1 － 1 0 1 9.47 7.78 19.20

2 0 － 1 1 9.20 7.33 18.36

3 1 0 － 1 8.21 6.72 16.61

4 0 1 1 9.23 7.18 18.21

5 0 0 0 7.05 5.58 14.03

6 1 － 1 0 8.40 6.54 16.57

7 1 1 0 8.13 6.76 16.58

8 0 0 0 6.89 5.79 14.13

9 1 0 1 9.70 7.46 19.02

10 － 1 － 1 0 8.14 6.77 16.60

11 0 1 － 1 7.68 6.49 15.79

12 0 0 0 7.15 5.62 14.17

13 0 － 1 － 1 7.66 6.48 15.76

14 0 0 0 6.94 5.81 14.20

15 － 1 1 0 8.15 6.82 16.67

16 0 0 0 7.21 5.58 14.19

17 － 1 0 － 1 8.35 6.58 16.57

图 1　Y 的三维响应面图

Fig 1　Three-dimensional response surface plots of Y

图 2　不同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对比

Fig 2　Dissolution profiles in different media

表 4　参比制剂与 3 批自制片在不同介质中的溶出率 (%) 
Tab 4　Dissolution curve of 3 batches of self-made tablets and 

reference listed drug in different media (%)

批次
0.5%SDS 水

溶液

0.5%SDS
pH 4.0 乙酸

缓冲液

0.5%SDS pH 
6.8 磷酸缓冲液

0.5%SDS 
0.1 mol·L － 1 

HCl 溶液

参比制剂 96.81 90.12 95.82 87.29

自制批 1 93.70 87.62 93.70 82.15

自制批 2 92.66 86.82 92.17 83.13

自制批 3 94.13 85.15 92.29 85.11

表 5　3 批自制片和参比制剂在不同介质中溶出曲线相似性 f2 
Tab 5　f2 of 3 batches of self-made tablets and reference listed drug 

in different media 

批次
0.5%SDS 水

溶液

0.5%SDS 
pH 4.0 乙酸

缓冲液

0.5%SDS pH 
6.8 磷酸盐缓

冲液

0.5%SDS 
0.1 mol·L － 1 

HCl 溶液

自制批 1 65 69 74 60

自制批 2 68 63 68 62

自制批 3 69 65 69 67

2.5　体内药代动力学

2.5.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Welch Ultimate XB-C18

表 3　他达拉非自制片物理性质及其含量 
Tab 3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content of self-made tadalafil tablets

批次
片重 /mg

（n ＝ 20）
崩解时限 /s
（n ＝ 6）

硬度 /N
（n ＝ 20）

脆碎度 /
%

含量 /%
（n ＝ 3）

1 357.2±1.9 45.49±2.94 101.2±6.5 0.00 99.86±1.20

2 361.3±2.7 43.58±3.17 102.9±7.3 0.00 98.98±0.71

3 358.9±2.1 42.37±3.62 99.7±5.9 0.33 99.5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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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m×150 mm，5 μm）；流动相：甲醇∶10 
mmol·L－ 1 乙酸铵（含 0.1% 甲酸）＝ 95∶5；流速：
0.3 mL·min － 1；柱温：40℃；样品盘温度：4℃；
进样量：10 µL。
2.5.2　质谱条件　离子源：ESI；离子检测方式：
MRM；离子极性：正离子；毛细管电压：3.2 kV；
离子源温度：110℃；脱溶剂温度：350℃；锥孔气：
65 L·h－ 1；脱溶剂气：680 L·h－ 1；正离子方式
检测，扫描方式为选择反应监测（MRM），用于
定量的离子分别为他达拉非 [M ＋ H]＋ m/z：母离
子 390.4，子离子 268.2，碰撞电压 CV 40 V，碰
撞能 CE 22 V；内标地西泮 [M ＋ H]＋ m/z：母离
子 285.3，子离子 154.2，碰撞电压 40 V，碰撞能
CE 30 V。
2.5.3　内标溶液的配制　精确称量 10.03 mg 的地
西泮对照品置 10 mL 棕色量瓶中，甲醇溶解、稀
释定容至刻度线，制备成 1000 μg·mL－ 1 的内标
地西泮储备液，取适量储备液用甲醇稀释至 200 
ng·mL－ 1 即得。
2.5.4　血浆样品的处理　精密移取血浆 200 μL，
加入 20 μL 地西泮对照品溶液（200 ng·mL－ 1）置
20 mL EP 管中，涡旋混匀 30 s，加入 3 mL 提取
剂（乙醚∶二氯甲烷＝ 70∶30），涡旋混匀 3 min，
3000 r·min － 1 离 心 10 min， 取 有 机 层 2.4 mL，
40℃、N2 吹干，用 200 μL 流动相复溶，4℃、10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 150 μL 于进样瓶中，
进样量 10 μL。
2.5.5　方法学考察　他达拉非质量浓度（C）在
1.0 ～ 2000 ng·mL－ 1 内 与 峰 面 积（Y） 线 性 关
系 良 好， 回 归 方 程 Y ＝ 0.007 82C＋ 0.001 99，
R2 ＝ 0.9969；建立比格犬血浆浓度的含量测定
方法，结果表明，在蒸馏水和血浆中分别加入内
标和他达拉非 10、100、1000 ng·mL－ 1，测得
的基质效应在 83.51% ～ 90.32%，说明血浆对他

达拉非的测定无干扰；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分别在
3.4% ～ 8.1% 和 2.8% ～ 8.9%，日内和日间准确度
在 1.4% ～ 4.1% 和 0.3% ～ 4.5%；他达拉非回收率
在 86.71% ～ 97.51%，内标回收率 91.28%；样品
在－ 20℃放置 7 d，反复冻融 3 次期间测得的样品
的含量在 98.31 ～ 103.54%，表明本法可准确测定 
Beagle 犬血浆中他达拉非的含量。
2.5.6　药动学方案及样品处理　采用单剂量双
周期交叉试验方案 [7-8]，14 只雄性 Beagle 犬，随
机分成两组（A 组和 B 组），洗净期为一周。对
Beagle 犬称重，试验前禁食 12 h，空腹分别给予
A、B 组他达拉非自制片和参比制剂 20 mg，给药
前与给药后 0.2、0.5、1.0、1.5、2.0、2.5、3.0、
4.0、8.0、16.0、24.0、36.0、48.0 h 于 前 肢 或 后
肢静脉取血约 4 mL，置于肝素钠采血管中，35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样品置于 2 mL 离
心管中，置于－ 20℃冰箱中冷冻保存。
2.5.7　药动学试验结果　按照“2.5.4”项下方法
处理血液样本，通过色谱分析并计算，绘制平均
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结果见图 3。采用 DAS 2.0
软件，利用非房室模型进行拟合 [9-10]，主要药动
学参数见表 6。

图 3　他达拉非自制片和参比制剂 CIAIS 的平均药 - 时曲线

Fig 3　Average plasma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of tadalafil tablets and 
CIAIS

表 6　Beagle犬口服自制片和 CIAIS片后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x±s，n ＝ 14) 
Tab 6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self-made and CIAIS of Beagle dogs after an oral administration (x±s，n ＝ 14)

制剂
AUC0 ～ t /

（ng·h·mL － 1）

AUC0 ～∞ /
（ng·h·mL － 1）

tmax/h
Cmax/

（ng·mL － 1）
t1/2/h

CLz/F/
（L·h·kg － 1）

Vz/F/
（L·kg － 1）

自制片 750.80±106.23 773.24±109.22 1.86±0.23   100.24±10.20   9.48±1.70 0.026±0.004 0.38±0.08

CIAIS 片（参比制剂） 783.51±100.29 823.34±115.35 1.71±0.26 102.36±7.32 11.33±1.50 0.025±0.003 0.40±0.05

　　由表 6 可知，自制片 Cmax、tmax 与参比制剂
CIAIS 基本一致。参比制剂和自制片的 AUC0 ～ t、

AUC0 ～∞、Cmax 经对数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两种
制剂上述的参数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经双侧 
t 检验及（1 － 2α）% 置信区间（CI）法计算得自制

片 AUC0 ～ t、AUC0 ～∞、Cmax 的 90%CI 分别为参比制
剂相应参数的 87.8% ～ 104.2%、86.3% ～ 102.2%、
91.6% ～ 104.2%，均在 80% ～ 125%，说明两者的
AUC0 ～ t、AUC0 ～∞、Cmax 等效。采用 Wilcoxon 检验
比较两种制剂的 tmax，结果显示两者 tmax 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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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 ＞ 0.05）。
3　讨论

　　一水乳糖作为填充剂和黏合剂能增加药片的
耐磨性，加快崩解；羟丙基纤维素为赋形剂、崩
解剂，增加药片的成形性，通过响应面法优化两
者配比；他达拉非水溶性较差，气流粉碎后能增
加药物的相对比表面积，增加药物的溶解性，提
高药物的溶出速率；十二烷基硫酸钠是一种表面
活性剂，能减少压片过程中出现的黏冲、脱片等
现象，能显著改善难溶性药物的溶出 [11]，因此采
用 BBD 设计法对这 3 种因素进行考察。BBD 设
计是目前最常用的优化实验方案的方法之一，在
各个学科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12]，通过对一
水乳糖与羟丙基纤维素的比例，原料药粒径以及
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用量进行优化，最终确定处方
中一水乳糖∶羟丙基纤维素为 30∶1，原料药粒径
4.5 μm，十二烷基硫酸钠用量为 0.26% 时与参比
制剂有较好的相似性。
　　随着药物粒径的减小，比表面积增大，孔隙
率增加，吸附性增强，溶解性增强 [13]，生物利用
度增高，但他达拉非原料随着粒径的增大，溶出
率和相似因子先增大后减小，主要原因可能为药
物粒径减小到一定程度，药物表面光滑 [14]，不易
被润湿。随着十二烷基硫酸钠比例的增高，药物
溶出率增高（Y45），20 min 时自制片与参比制剂
溶出的绝对值在增大，不利于他达拉非与参比制
剂溶出相似因子的改善，此可能为 Y 值随十二烷
基硫酸钠用量增加先增大后减小的主要原因。
　　通常体外相关性较高，则体外释放条件越能模
拟人体内的环境 [15]，自制他达拉非片体外溶出曲
线与参比制剂相似性较好，Beagle 犬体内药时曲线
与参比制剂相关性都较高，所以此处方可进行进一
步用于人体等效性实验。本实验的药动学方法，可
为他达拉非在临床上生物等效实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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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设计优选利湿通淋颗粒的醇提工艺研究

袁敏（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济南　250014）

摘要：目的　优选利湿通淋颗粒的醇提工艺，为利湿通淋颗粒的应用与开发提供数据参考。方

法　以小檗碱转移率和干膏得率的综合评分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考察和 L9（34）正交试验设

计，优选利湿通淋颗粒的最佳醇提工艺条件。结果　优选的最佳醇提工艺为：黄柏、石韦等 5
味中药饮片分别加 60% 的乙醇溶液 10 倍、8 倍、8 倍量，提取 3 次，每次 1.0 h。结论　优选的

利湿通淋颗粒醇提工艺合理可行，重复性好，为利湿通淋颗粒的进一步开发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利湿通淋颗粒；醇提工艺；单因素；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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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alcohol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Lishi Tonglin granules by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

YUAN Min (Shando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4 )

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alcohol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Lishi Tonglin granul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i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The composite score of transfer 
rate of berberine and the dry paste yield were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single factor and L9 
(34) orthogonal test design were used to optimize the alcohol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Lishi Tonglin 
granules. Results  The optimum alcohol extraction was as follows: 5 Chinese herbs were extracted 
with alcohol for 3 times with 1.0 hour each time, with 10 times, 8 times, and 8 times of 60% alcoho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reasonable and repeatabl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ishi Tonglin granule. 
Key words: Lishi Tonglin granule; alcohol extraction technique; single factor; orthogon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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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湿通淋颗粒由黄柏、蒲公英、苦地丁、金
钱草、绵萆薢、石韦、益母草、王不留行、皂角刺、
川牛膝 10 味中药组成，是在经典方五味消毒饮、
滋肾通关丸及程式萆薢消毒饮的基础上，结合多
年的临床经验化裁而来，具有清热利湿、散结通
淋之功效 [1]，为治疗湿热瘀阻型慢性前列腺炎的
有效方剂。针对方中各药材的理化性质及药理作
用 [2-6]，为使各药的主要有效成分尽可能多地被
提取出来，更好地发挥药效，对方中黄柏、石韦、
王不留行、皂角刺、川牛膝 5 味中药饮片进行醇
提，蒲公英、益母草、苦地丁、金钱草、绵萆
薢 5 味中药饮片进行水煎煮提取（工艺筛选另文
发表）。黄柏是清下焦湿热的佳品，具有清虚热、
解疮毒作用，含有多种生物碱成分，其主要成分

为小檗碱，研究表明小檗碱可通过诱导周期停滞
和细胞凋亡来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 [2]。本文
以君药黄柏中小檗碱转移率和醇提物干膏得率为
评价指标 [7]，采用单因素考察及 L9（34）正交试验
设计对方中醇提药材进行工艺优选，为利湿通淋
颗粒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Waters e2695-2998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Diamonsil C18 柱（北京迪科马科科技有限公
司）；十万分子一电子天平 [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
京）有限公司，型号：BT125D]；超声波双频清洗机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型号：SB5200DTS）。
1.2　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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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小檗碱对照品（批号：0713-9906，供含量
测定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饮片均购自
山东百味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经中药资源研究室
林慧彬研究员鉴定为 2015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的
正品；乙腈、甲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Diamonsil C18 柱（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乙腈 -0.1% 磷酸溶液（50∶50）
（每 100 mL 加十二烷基硫酸钠 0.1 g）；流速：1 
mL·min－ 1；检测波长 265 nm；进样量：10 μL；
柱温：30℃。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盐酸小檗碱对照品适量，加流动相
溶解，定容，制得质量浓度为 0.108 mg·mL－ 1

的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黄柏 4 g、石韦 4 g、王不留
行 4 g、皂角刺 3 g、川牛膝 2 g，分别加 60% 乙
醇为饮片总重的 10 倍、8 倍、8 倍量，提取 3 次，
每次 1.0 h，合并提取液，120 目滤布过滤，置于
500 mL 量瓶内，冷却至室温，加 60% 的乙醇溶
液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移取样品溶液 10 mL，
置于蒸发皿中，蒸干，用流动相溶解并转移至 50 
mL 量瓶中，加流动相适量，超声处理（250 W，
40 kHz）40 min，放至室温，加流动相稀释至刻
度，摇匀，用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2.4　黄柏药材溶液的制备

　　取黄柏饮片粉末（过三号筛）约 0.1 g，精密
称定，置 100 mL 量瓶中，加流动相 80 mL，超声
处理（250 W，40 kHz）40 min，放冷，用流动相
稀释至刻度，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1]。
2.5　干膏得率的测定 
　　精密移取“2.3”项下样品溶液 25 mL，水浴
蒸干，残渣于 105℃干燥 3 h，取出，置于干燥器
中，放冷至室温，精密称定，根据减失的重量，
计算干膏得率（%）。
2.6　缺黄柏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照处方比例称取缺黄柏的其他 4 味饮片，按
照“2.3”项下方法处理，制得缺黄柏阴性样品溶液。
2.7　专属性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
缺黄柏阴性样品溶液各 10 μL，进样测定。结果
在与对照品溶液相同的保留时间处，阴性样品溶
液未出现相应吸收峰，表明该方法无干扰、专属

性好。结果见图 1。

图 1　盐酸小檗碱对照品（A）、供试品（B）、缺黄柏阴性样品溶液

（C）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berberine hydrochloride（A），sample
（B），and negative sample without Phellodendri（C）

1. 盐酸小檗碱（berberine hydrochloride）

2.8　方法学考察
2.8.1　线性关系考察　按“2.2”项下方法配制并
稀释制得质量浓度为0.04、0.08、0.12、0.16、0.20、
0.24 mg·mL－ 1 的小檗碱系列对照品溶液。按照
“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进样量（µg）
为横坐标，以峰面积（A）为纵坐标，绘制标准
曲线，得回归方程为 Y ＝ 4.37×106X － 3.13×105

（r ＝ 0.9999），表明盐酸小檗碱在 0.40 ～ 2.40 μg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8.2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2”项下对照品
溶液 10 μL，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峰面积值，得
RSD 为 0.31%，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8.3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2.3”项下供试品
溶液，分别在 0、2、4、8、12、24 h 时进样测定
峰面积值，得 RSD 为 1.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8.4　重复性试验　按“2.3”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样品溶液 6 份，分别进样测定，结果小檗碱的平
均含量为 51.43 mg·g－ 1，RSD 为 1.2%，表明该
方法重复性良好。
2.8.5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移取“2.3”项下样品溶液
5 mL，置于蒸发皿中，蒸干，用流动相转移至 50 mL 
量瓶中，精密加入质量浓度为 0.40 mg·mL－ 1 的盐
酸小檗碱对照品溶液 5 mL，按照“2.3”项下方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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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操作 6 份，分别进样 10 μL，计算得小檗碱的加样
回收率在 97.84% ～ 100.4%，RSD 为 2.1%（n ＝ 6）。
2.9　单因素考察
　　分别以 50%、60%、70%、80% 和 90% 的乙醇为
提取溶剂，按照“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
样测定。以小檗碱转移率和干膏得率为主要评价指
标，权重系数按小檗碱转移率（小檗碱转移率 % ＝

利湿通淋颗粒中小檗碱的含量 / 黄柏药材中小檗碱
的含量×100%）和干膏得率分别占比 60%、40%
来 计 算 综 合 评 分，Y ＝ X1/X1max×60%×100 ＋ X2/
X2max×40%×100，以综合评分值（Y）对试验结果进
行分析 [8]。由试验结果可知，60% 的乙醇溶液作提取
溶剂时，所得小檗碱转移率和干膏得率的综合评分
最高，因此，选用 60% 的乙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
2.10　正交试验研究
2.10.1　因素与水平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以
60% 的乙醇溶液作提取溶剂，以 60% 的乙醇用
量、提取次数、提取时间为考察因素，每个因素
考察 3 个水平，选用 L9（34）正交试验表安排试
验 [9]，因素水平见表 1。

表 1　因素及水平 
Tab 1　Factor and level

水平
因素

A 乙醇用量 / 倍 B 提取次数 / 次 C 提取时间 /h
1 6，4，4 1 1
2 8，6，6 2    1.5
3 10，8，8 3 2

2.10.2　方法与结果　按处方比例称取各药材饮
片，按照正交试验表安排试验，结果见表 2、3。

表 2　正交试验及结果 
Tab 2　Orthogonal test

试验号 A B C D
小檗碱转

移率 /%
干膏得

率 /%
综合评

分 Y
1 1 1 1 1 30.76   9.30 57.31
2 1 2 2 2 42.12 15.38 84.11
3 1 3 3 3 47.96 17.59 95.94
4 2 1 2 3 33.83 11.60 65.95
5 2 2 3 1 43.43 17.20 89.59
6 2 3 1 2 48.57 16.94 95.29
7 3 1 3 2 38.28 13.05 74.46
8 3 2 1 3 48.69 15.07 91.45
9 3 3 2 1 49.25 18.76 100.0
k1 237.4 197.7 244.1 246.9
k2 250.8 265.1 250.1 253.9
k3 265.9 291.2 260.0 253.3
k1 79.12 65.91 81.85 82.30
k2 83.61 88.38 83.35 84.62
k3 88.64 97.08 86.66 84.45
R 9.520 31.17 5.313 2.322

　　直观分析结果表明，各因素对 5 味饮片提取
的影响程度依次为 B ＞ A ＞ C，即提取次数＞乙
醇用量＞提取时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因素 B
对小檗碱的转移率具有显著影响（P ＜ 0.01），因
素 A 与因素 C 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综合直观和
方差分析结果，从节能、节时及降低成本方面综合
考虑，确定最佳提取工艺为 A3B3C1，即以 60% 的
乙醇溶液为提取溶剂，溶液用量分别为饮片总重的
10 倍、8 倍、8 倍量，提取 3 次，每次提取 1.0 h。
2.10.3　验证试验　按处方比例称取 5 味饮片，平
行操作 3 份，按照确定的最佳醇提工艺进行试验，
计算小檗碱转移率。结果显示，小檗碱转移率分
别 为 48.82%、47.93%、49.24%，RSD 为 1.4%，
干膏得率分别为 17.42%、17.13%、17.76%，RSD
为 1.8%。表明该醇提工艺稳定可行，重复性良好。
3　讨论
　　加权评分法进行处方工艺的优选时，权重系数
的赋予是综合评分标准是否科学、合理的直接体
现。浸膏作为中药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在遵循中
医药理论和确保药效的基础上，结合本处方中药物
有效成分，以黄柏中所含有效成分小檗碱的转移率
和醇提物出膏率的综合评分为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分别为 0.6、0.4，在单因素试验结果的基础上，采
用正交试验法对利湿通淋颗粒的醇提工艺进行了优
选，从而确保制剂提取工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0]。
　　本制剂组方有 10 味药材组成，黄柏作为君药，
在提取工艺筛选过程中，课题组曾将黄柏按照处方
比例和石韦等其余 4 味中药饮片混合，以 60% 的
乙醇溶液作提取溶剂，又将黄柏按照处方比例和组
方中蒲公英、益母草等其余 5 味药材一起水煎煮
提取，以同样的提取溶剂倍数、提取时间、提取次
数，制备样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经高效液相色谱
测定，并计算，水煎煮提取的黄柏中小檗碱转移率
为 14.56%，远远小于 60% 的乙醇溶液提取的小檗
碱转移率 48.66%，故将黄柏列入醇提药材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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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认知障碍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陈景1，杨磊1，左亚杰1，张琴1，彭词艳2*（1.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制剂部，长沙　410007；2.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11）

摘要：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黄芩苷（50、100、200 mg·kg－ 1）对慢性脑低灌注（CCH）所致大鼠

认知障碍的保护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　大鼠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建立 CCH 模型。

采用水迷宫实验评价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新事物认知实验评价大鼠的非空间学习记忆；在体场

电位记录长时程增强（LTP）评价大鼠海马 CA1 区突触可塑性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核（NeuN）、突触素（SYP）、磷酸化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p-Nrf2）以及血红素加氧

酶 -1（HO-1）的表达；试剂盒检测氧化应激指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丙二醛（MDA）的变化。结果　CCH 能导致大鼠出现显著的空间及非空间学习记忆损伤，

并伴随海马 CA1 区 LTP 抑制及 NeuN 和 SYP 的表达下调。给予 100、200 mg·kg－ 1 黄芩苷能显著

改善 CCH 大鼠的学习记忆损伤及 LTP 抑制；并且 100 mg·kg－ 1 黄芩苷可逆转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 NeuN 和 SYP 的表达下调。进一步探讨机制发现黄芩苷可显著上调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 GSH-
Px 和 SOD 活性，下调 MDA 含量，并显著上调 p-Nrf2 及 HO-1 的蛋白表达。结论　黄芩苷能改善

CCH 所致的认知障碍，其作用可能与激活 Nrf2/HO-1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氧化应激损伤有关。

关键词：黄芩苷；慢性脑低灌注；认知障碍；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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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脑低灌注（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CCH）又称为慢性脑缺血，它是指由各种原因引
发的长期脑血流灌注不足。CCH 可导致脑关键部
位（尤其是海马 CA1 区）缺血缺氧，诱发迟发性
神经元损害，进而引起认知障碍 [1]。因此，CCH
被认为是造成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aD）的一个主要诱因 [2]。VaD 是继阿尔茨海默症
之后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目前尚无有效的治
疗药物 [3]。借助 CCH 模型，大量研究对 VaD 的发
生发展进行了探讨，但其详细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因此，通过 CCH 模型研究 VaD 的发病机制、寻找
有效的治疗药物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芩苷是从黄芩干燥根中提取分离出来的一
种黄酮类化合物，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显示出多种
药理活性 [4]。动物研究显示黄芩苷对局灶性脑缺
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抗氧化
实现的 [5]。然而，黄芩苷能否改善 CCH 所致的认
知损伤，以及其所涉及的分子机制，目前尚未见
报道。因此，本研究拟观察黄芩苷对 CCH 所致
认知障碍的作用，并探讨其机制，从而为 VaD 的
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1　材料

1.1　动物

　　SD 雄性大鼠 90 只，体质量 180 ～ 200 g [ 湖南
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

（湘）2016-0002，质量合格证号：43004700042552]。
大鼠自由饮水摄食，随机分笼饲养。饲养环境温度
（25±2）℃，光照遵循明暗交替 12/12 h 的节律。所
有实验操作均遵循国际卫生研究机构关于动物使用
伦理学方面的原则。
1.2　试药及仪器

　　黄芩苷（批号：021608102，Sigma 公司，纯
度≥ 95%）。水合氯醛（批号：20170302，天津市
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乌拉坦（批号：51-79-
6，上海山浦化工有限公司）。神经元核（NeuN）抗
体（批号：ab177487）、突触素（SYP）抗体（批号：
ab32127）（Abcam 公司），磷酸化核因子 E2 相关因
子 2（p-Nrf2）抗体（批号：LM-2013R，上海联迈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血红素加氧酶 -1（HO-1）抗
体（批 号：10701-1-AP，Proteintech）， 内 参 甘 油
醛 -3- 磷酸脱氢酶（GAPDH）抗体（批号：cw0100，
Cwbiotech 公司）。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试剂盒、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试剂盒、丙二
醛（MDA）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水迷宫实验记录分析系统（MT-200，成都泰盟科
技有限公司），电生理在体场电位记录分析系统
（RM6240BD，成都仪器厂），凝胶电泳仪（DYY-
8C，北京六一仪器厂）。其余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2　方法

2.1　CCH 模型建立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aicalin (50, 100, and 200 mg·kg－ 1)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caused by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CCH),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The CCH model of rats was established by ligation of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ter maze experimen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of rats. Non-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of rats were evaluated by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 Long term enhancement 
(LTP) was record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synaptic plasticity in the hippocampal CA1 region of 
the rats. The expression of NeuN, SYP, p-Nrf2 and HO-1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change 
of GSH-Px, SOD and MDA was detected by test kit. Results  CCH caused significant spatial and 
non-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in rats, accompanied by inhibition of LTP and down-
regulation of NeuN and SYP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al CA1. Middle and high dose of baicalin 
(100 and 200 mg·kg－ 1)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and 
reverse the inhibition of LTP in rats with CCH. Moreover, 100 mg·kg－ 1 baicalin improved the 
down-regulation of NeuN and SYP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al CA1. Furthermore, baicalin could 
increased the GSH-Px and SOD activity, reduced the MDA content, and markedly increased the p-Nrf2 
and HO-1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al CA1 of rats with CCH. Conclusion  Baicalin can alleviate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caused by CCH, with its mechanism via activating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s to inhibit the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Key words: baicalin;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cognitive impairment; 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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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手术建立大鼠 CCH
模型。术前大鼠禁食 12 h，禁食后大鼠腹腔注射
350 mg·kg－ 1 水合氯醛麻醉，小心分离双侧颈总
动脉，剥离迷走神经。用手术线分别在双侧颈总
动脉的远心端与近心端进行双结扎，将两个结扎
点之间血管剪断。假手术组大鼠不结扎和剪断血
管，其他操作同上。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大鼠体
温在 36 ～ 38℃。手术过程中，大鼠的双侧颈总
动脉血管被剪断，故最终纳入观察的大鼠均默认
为缺血成功。
2.2　动物分组及给药

　　18 只大鼠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造模后死亡。剩
余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6 组，即假手术组、模
型组、缺血＋黄芩苷低剂量组（50 mg·kg－ 1）、缺
血＋黄芩苷中剂量组（100 mg·kg－ 1）、缺血＋黄芩
苷高剂量组（200 mg·kg－ 1）、假手术＋黄芩苷组
（100 mg·kg－ 1），每组 12 只。黄芩苷溶液用生理
盐水配制，于造模 1 周后开始灌胃给药，给药剂量
参考文献方法 [6]，每日一次，持续给药 2 周。
2.3　水迷宫实验

　　在造模后的第 14 ～ 19 日采用水迷宫实验评
价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将大鼠置于水迷宫中进
行连续 5 d 的定位航行训练让其寻找平台，每日
4 次，每次间隔约 10 min。每次实验大鼠共游泳
60 s 来寻找隐藏的平台，若大鼠在 60 s 内找到平
台，记录该时间为逃逸潜伏期，并让其在平台上
停留 10 s；若大鼠在 60 s 未找到平台，其逃逸潜
伏期默认为 60 s，并人工诱导大鼠至平台上停留
10 s。于第 6 日将平台移去进行探索实验，记录
大鼠 60 s 内在目标象限所待的时间。逃逸潜伏期
用以评价大鼠的学习能力，目标象限所待时间用
以评价大鼠的记忆功能。
2.4　新事物认知实验

　　在造模后的第 20 日采用新事物认知实验评价
大鼠的非空间学习记忆。实验装置由一个开口木
制敞箱（50 cm×50 cm×90 cm）组成。在实验前
一日，将大鼠放置木箱中探索 5 min 以适应环境。
第 2 日为正式实验，由间隔 1 h 的两个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将一个棕色木制正方体（边长 5 cm）
与黑色橡胶圆锥体（底面直径 5 cm，高 5 cm）分
别放置敞箱的两个对角。将大鼠从敞箱中间位置
放入，让其自由探索两个物体。探索行为定义为：
大鼠鼻尖接触物体或鼻尖指向物体且距离小于 1 
cm。第一阶段实验中，当大鼠累积探索时间达到
20 s 时，将大鼠取出。在第二阶段实验，将黑色

橡胶圆锥体（旧事物）换成一个直径 5 cm 的蓝色
玻璃球（新事物），记录 5 min 内大鼠探索两个物
品各自的时间。数据分析采用分辨指数对各组大
鼠进行比较。分辨指数＝（探索新事物的时间－

探索旧事物的时间）/（探索新事物的时间＋探索
旧事物的时间）。
2.5　电生理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记录

　　新事物认知实验后的第 2 日，大鼠用 1.5 
g·kg－ 1 乌拉坦腹腔注射麻醉后进行海马 Schaffer
侧枝 -CA1 区 LTP 的记录。刺激电极定位：前囟
后 3.7 mm；旁开 3.2 mm；硬膜下 2.0 mm；记录
电极定位：前囟后 3.3 mm；旁开 2.2 mm；硬膜下 1.8 
mm。选择诱发最大兴奋性突触后电位（EPSPs）
幅度 40% 所对应的电压强度作为基础刺激，刺激
间隔 30 s，频率 0.3 Hz。记录基线 20 min 后，采
用高频高强刺激诱导 LTP，参数为：连续 4 串脉
冲，每串脉冲间隔 5 min，每串脉冲持续 1 s，频
率 100 Hz；刺激强度为最大 EPSPs 幅度 80% 所
对应的电压强度。高频高强刺激后休息 5 min，
然后将刺激参数调为与基础刺激一致，继续记录
1 h。将高频高强诱导后的 EPSPs 平均值与诱导前
基线平均值进行标准化，比较标准化后各组间诱
导后的平均值。
2.6　大鼠海马 CA1 区 NeuN 及 SYP 的表达

　　大鼠 LTP 记录完成后，立马断头取脑分离出
海马 CA1 区组织备用。将其中 6 只大鼠的组织分
别提取总蛋白后，取等量蛋白进行凝胶电泳，电
泳分离完成后转印至 PVDF 膜上。经脱脂奶粉封闭
后，4℃孵育 NeuN 抗体、SYP 抗体、p-Nrf2 抗体、
HO-1 抗体及内参 GAPDH 抗体过夜。次日，将条
带洗涤后孵育相应二抗 1 h。孵育完成后，将条
带进行清洗并用 ECL 显影成像。曝光图像用 NIH 
Image J 对灰度值进行分析，GAPDH 抗体所对应条
带的灰度值作为内参进行校正。统计时将假手术组
的灰度值标准化为 1，计算各组的相对灰度值。
2.7　脑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检测

　　将剩余的 6 只大鼠海马 CA1 区组织称重后
置于 9 倍质量的生理盐水中，冰浴制备匀浆。离
心后取上清液，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对 GSH-Px、
SOD 的活性以及 MDA 的含量进行测定。
2.8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
均数 ±标准差表示。水迷宫实验中逃逸潜伏期结
果采用重复测量双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比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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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非空间学习记忆损伤

　　图 2A 为新事物认知实验的示意图。图 2B 结
果显示，与假手术组大鼠相比，模型组大鼠的分
辨指数明显降低（P ＜ 0.01）。给予中、高剂量黄
芩苷治疗能显著改善脑缺血所引起的分辨指数降
低（均 P ＜ 0.01）。

图 2　黄芩苷对 CCH 大鼠非空间学习记忆损伤的影响（n ＝ 12）
Fig 2　Effect of baicalin on the non-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induced by CCH in rats（n ＝ 12）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1（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a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1）。

3.3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 LTP 的抑制

　　图 3A 为大鼠海马 Schaffer 侧枝 -CA1 区 LTP
诱导前后 EPSPs 图。图 3B 显示，与假手术组大
鼠相比，模型组大鼠的 LTP 的诱导明显受到抑制
（P ＜ 0.01）。给予中、高剂量黄芩苷后能部分逆
转缺血大鼠 LTP 诱导的抑制（P ＜ 0.05）。

图 3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 LTP 的抑制（n ＝ 12）
Fig 3　Baicalin ameliorated the CCH-induced inhibition on LTP at the 
CA1 area of the hippocampus in rats（n ＝ 12）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a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5）。

3.4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及

突触损伤

表 1　黄芩苷改善 CCH大鼠空间学习记忆损伤 (n ＝ 12) 
Tab 1　Baicalin ameliorated the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induced by CCH in rats (n ＝ 12)

逃逸潜伏期 /s 目标象限所

待时间 /s第 1 日 第 2 日 第 3 日 第 4 日 第 5 日

假手术组 54.76±6.31 32.22±6.44 24.47±8.44 20.50±7.77 19.96±5.86 19.15±2.45
缺血模型组 57.88±2.30 52.85±5.91a 47.32±9.14a 44.14±11.06a 38.99±11.93a 12.18±2.35a

缺血＋黄芩苷低剂量组 55.79±2.75 49.23±4.88 41.98±8.58 36.71±9.47 34.65±10.97 14.12±3.78
缺血＋黄芩苷中剂量组 55.06±5.67 45.20±14.24b 36.29±13.43c 32.70±13.88c 28.79±16.03b 15.92±2.81c

缺血＋黄芩苷高剂量组 54.43±4.44 41.43±11.56c 32.16±9.92c 30.33±10.85c 26.80±13.31b 17.96±5.00c

假手术＋黄芩苷组 55.18±5.83 30.53±6.86 22.30±6.65 20.17±6.13 19.48±6.36 20.57±3.40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bP ＜ 0.05，cP ＜ 0.01（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a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5，cP ＜ 0.01）。

图 1　各组大鼠水迷宫实验典型游泳轨迹图

Fig 1　Typical swimming paths of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task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
用 LSD-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空间学习记忆损伤

　　大鼠定位航行训练结果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与假手术组大鼠相比，模型组大鼠在第 2 ～ 5 日
的逃逸潜伏期明显延长（P ＜ 0.01）；给予中、高

剂量黄芩苷处理后，缺血大鼠逃逸潜伏期的延长
得到了逆转（P ＜ 0.05 或 P ＜ 0.01）。在探索实
验中，与假手术组大鼠比较，模型组大鼠在目标
象限所待时间明显缩短（P ＜ 0.01），给予中、高
剂量黄芩苷能显著延长缺血大鼠在目标象限所待
时间（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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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探讨黄芩苷改善慢性脑缺血的分子生
物学途径，我们选择黄芩苷中剂量给药组进行后续
机制分析。如图 4A 及 4B 所示，与假手术组大鼠相
比，模型组大鼠 NeuN 及 SYP 的表达显著降低（P
均＜ 0.01）。给予 100 mg·kg－ 1 黄芩苷后能显著上
调缺血大鼠 NeuN 及 SYP 的表达（P 均＜ 0.05）。
3.5　黄芩苷改善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的氧化应

激指标

　　如表 2 所示，与假手术组大鼠比较，缺血大鼠
海马 CA1 区 GSH-Px 及 SOD 的活性显著降低（均
P ＜ 0.01），MDA 的含量显著升高（P ＜ 0.01）；给
予 100 mg·kg－ 1 黄芩苷后能显著上调 GSH-Px 和
SOD 的活性以及降低 MDA 的含量（P 均＜ 0.05）。
3.6　 黄 芩 苷 促 进 CCH 大 鼠 海 马 CA1 区 Nrf2/
HO-1 信号通路的激活

　　如图 5 所示，与假手术组大鼠相比，模型组
大鼠海马 CA1 区 p-Nrf2 及 HO-1 的表达显著升高
（均 P ＜ 0.05）。给予 100 mg·kg－ 1 黄芩苷后能
进一步促进缺血大鼠 p-Nrf2 及 HO-1 的表达上调
（P ＜ 0.05，P ＜ 0.01）。

4　讨论

　　VaD 是一种年龄相关性的痴呆类型。近年来，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VaD 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但关于 VaD 的发病机制目前还未研究
清楚，其治疗也尚无批准的有效药物。因此深入
VaD 的研究迫在眉睫。通过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手
术建立大鼠 CCH 模型是研究 VaD 最常用的一种
模型 [2]。借助此模型，本研究发现 CCH 能导致
大鼠出现显著的空间及非空间学习记忆损伤，给
予中、高剂量黄芩苷（100、200 mg·kg－ 1）可显
著改善 CCH 所致的学习记忆损伤。
　　LTP 可以从突触可塑性的角度阐明学习记忆形成
的细胞分子机制 [7]；而神经元和突触变化可以从结构
可塑性的机制阐明学习记忆的改变 [8]。本研究通过在
体场电位记录大鼠海马 CA1 区 LTP，进一步证实中、
高剂量黄芩苷可以改善 CCH 所致的学习记忆损伤。
并且，黄芩苷改善 CCH 所致的学习记忆损伤可能与
抑制海马 CA1 区神经元及突触损伤有关。
　　事实上，大量研究显示黄芩苷可以改善脑缺血
损伤 [9-10]，并且对多种模型引起的认知障碍有改善
作用 [11-12]。黄芩苷改善缺血损伤的一个重要机制是
缓解缺血引起的氧化应激 [5，10]。氧化应激是由于组
织氧化还原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从而引起自由基大
量聚集、膜脂质破坏、DNA 裂解、蛋白氧化；最终
可导致突触丢失，神经元死亡，突触可塑性减弱。
抑制氧化应激损伤已被充分证实可以减少神经元的
丢失和突触的破坏，改善认知功能 [13-14]。GSH-Px
活性、SOD 活性降低及 MDA 含量通常联系起来作
为评估氧化应激程度的指标。GSH-Px 和 SOD 是机
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重要抗氧化酶；而 MDA 含量可

图 4　黄芩苷对 CCH 大鼠海马 CA1区 NeuN 及 SYP 表达的影响（n＝6）
Fig 4　Effect of baicalin on the expression of NeuN and SYP induced by 
CCH in hippocampal CA1 area of rats（n ＝ 6）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a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5）。

表 2　黄芩苷对 CCH大鼠海马 CA1 区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 (n ＝ 6) 
Tab 2　Effect of baicalin on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CCH in 

hippocampal CA1 area of rats (n ＝ 6)

组别
GSH-Px/

（U·mg － 1）

SOD/
（U·mg － 1）

MDA/
（nmol·mg－ 1）

假手术组 90.20±12.64 131.23±26.61   6.36±2.72

缺血模型组 60.73±15.94a   83.72±12.31a 11.63±4.31a

缺血＋黄芩苷中剂量组 79.83±10.16b 110.89±14.22b   7.48±2.07b

假手术＋黄芩苷组 90.85±13.98 126.62±27.73   6.06±1.86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a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5）。

图 5　黄芩苷对 CCH 大鼠海马 CA1 区 Nrf2/HO-1 信号通路的影响

（n ＝ 6）
Fig 5　Effect of baicalin on the activation of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hippocampal CA1 of rats after CCH（n ＝ 6）

注（Note）：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cP ＜ 0.01（Compared with Sham group，a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CH model group，bP ＜ 0.05，c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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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间接反映出细胞受自由基损害的程度。本研究发
现给予黄芩苷后能显著逆转 CCH 引起的 GSH-Px 和
SOD 活性降低及 MDA 含量升高。提示黄芩苷改善
CCH 所致的学习记忆损伤是通过抗氧化实现的。
　　Nrf2 作为核转录因子，在细胞防御多种应激
损伤中起重要作用。氧化应激时，Nrf2 可发生磷
酸化并转位进入细胞核，在细胞核内积聚并进一
步识别、结合抗氧化反应元件，从而启动具有细
胞保护效应的多种抗氧化酶基因（如 HO-1）的转
录，达到降低氧化应激水平，保护细胞和组织的
作用 [15-16]。本研究发现 CCH 模型大鼠海马 CA1
区 p-Nrf2 及 HO-1 的蛋白表达出现上调，提示
Nrf2/HO-1 通路激活，这可能是机体启动的一种
自我保护机制，与此前报道相一致 [17]。给予黄芩
苷后，p-Nrf2 及 HO-1 的表达进一步上调，证实
黄芩苷可能是通过促进 Nrf2/HO-1 通路的激活，
缓解氧化应激损伤，从而改善 CCH 所致的认知
障碍。这与文献报道在其他模型下黄芩苷可经
Nrf2/HO-1 通路调控氧化应激损伤相一致 [18]。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大鼠 CCH 模型，发现
黄芩苷能改善 CCH 所致的认知障碍，其机制可能
与促进 Nrf2/HO-1 信号通路的激活，抑制 CCH 所
引起的氧化应激，缓解神经元及突触损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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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液对 MC3T3-E1、HUVEC 
细胞活力及对 H2O2 损伤保护的影响

王慧慧，位雪，谢雪晴，邓玉莹，王晶，王春梅*（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探究土鳖虫各部位水提物对小鼠胚胎成骨前体细胞（MC3T3-E1）、人脐静脉内

皮细胞（HUVEC）活力及对 H2O2 损伤后这两种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方法　采用煎煮法制

备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物。利用 MTT 法检测土鳖虫水提物对 MC3T3-E1 和 HUVEC 细胞活

力的影响。利用 H2O2 建立 MC3T3-E1、HUVEC 细胞损伤模型，以细胞增殖活力恢复情况评

价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物对细胞的保护作用。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液

作用于 MC3T3-E1、HUVEC 细胞后均能显著增强细胞活力（P ＜ 0.05）。样品质量浓度≤ 1 
mg·mL－ 1 时，促进细胞活力的效果均为：背壳＞全体＞腹壳＞肉体。MC3T3-E1、HUVEC
经 H2O2 损伤后，细胞活力分别降为原细胞活力的 26.51%、25.03%，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液

均能恢复两种细胞的增殖活力，且呈剂量依赖性。结论　土鳖虫不同部位水提液显著增强

MC3T3-E1、HUVEC 的细胞活力，且对 H2O2 损伤的 MC3T3-E1、HUVEC 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土鳖虫背壳的活性最高，其次是全体和腹壳，肉体作用相对较小。

关键词：土鳖虫；不同部位；细胞增殖；H2O2 损伤

中图分类号：R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339-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14

Effect of water extrac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Eupolyphaga sinensis on the 
cell viability of MC3T3-E1 and HUVEC and H2O2 injury protection

WANG Hui-hui, WEI Xue, XIE Xue-qing, DENG Yu-ying, WANG Jing, WANG Chun-me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water extrac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Eupolyphaga 
sinensis (ESWE) on the cell viability of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two cells after H2O2 injury. Methods  The ESWE was prepared by decoction method. MT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ESWE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H2O2 was used to 
establish MC3T3-E1 and HUVEC cell damage models, and the recovery of cell prolifera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SWE on H2O2 damaged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SW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ell viability after acting on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When the sample concentration was ≤ 1 mg·mL－ 1, the cell viability 
promotion for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was as followed: dorsal shell ＞ whole body ＞ abdominal 
shell ＞ flesh. After MC3T3-E1 and HUVEC were damaged by H2O2, the cell viability decreased to 
26.51% and 25.03% of the original cell viability. Different parts of ESWE restored the proliferation 
viability of the two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ESW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ell viability of MC3T3-E1 and HUVEC cell, and protect the MC3T3-E1 and 
HUVEC cell damage against H2O2. The dorsal shell group is the most active, followed by the whole body 
group and the abdominal shell group, with the flesh group being the least active. 
Key words: Eupolyphaga sinensis; different sample; cell proliferation; H2O2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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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鳖虫又称土元、地鳖虫等，为鳖蠊科昆
虫 地 鳖（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或 冀 地
鳖 [Steleophaga plancyi（Boleny）] 的雌虫干燥
体 [1]。中药土鳖虫药性咸寒、归肝经，有小毒，
有破血逐瘀、续筋接骨之功效，用于跌打损伤、
筋伤骨折、症瘕痞块、血瘀经闭、产后瘀阻腹痛
等 [2]。其促进骨折愈合的功效明确而效果显著，
临床应用较广。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中含有土
鳖虫的处方共 29 份，其中 14 份用于治疗跌打损
伤，可见土鳖虫的促骨折愈合活性值得重视。
　　中药药效不仅受药材品种、产地、采收期、
炮制等因素的影响，入药部位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体型较大的动物药多以部位入药（如鹿茸、鳖甲，
水牛角等），如鹿茸还根据不同部位又进一步分为
蜡片、粉片、血片、骨片，不同部位药材功效不
同 [3-5]。对于体型较小的昆虫类因采集的复杂性多
以全体入药，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分部位入药已
经不难实现。对于昆虫不同部位活性的差异也已
有相关研究。如全蝎中，古人认为蝎子之毒乃至
药力主要集中在尾，近代根据这一特点采用一次
性剪尾提取，人工刺激、电刺激提取等提取工艺
也逐渐成熟 [6]，获得了临床疗效的更好产品。因
此，深入研究虫类药的用药部位对于精准用药及
中药精制有重要价值。
　　研究证明土鳖虫在体内外均具有促进骨折愈
合的作用，并发现体外细胞模型实验和大鼠体内
促骨折愈合实验的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7-9]。但
关于土鳖虫的活性物质主要集中于什么部位未见
报道，限制了对其深入开发和应用。因此本研究
以前期实验室建立的成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模
型对全体、背壳、腹壳、肉体的活性进行分析，
为土鳖虫的深入开发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
1.1　药材
　　鲜品土鳖虫购自安徽亳州药材市场，经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系杨瑶君教授鉴定为鳖蠊科
昆虫地鳖 Eupolyphaga sinensis 雌虫。
1.2　细胞 
　　小鼠胚胎成骨前体细胞（MC3T3-E1），由中
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实验室张贵峰教授
馈赠，培养于含 10% 胎牛血清的 MEM 培养基
中；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存于北京中
医药大学生物制药系）培养于含有 15% 胎牛血清
的 DMEM 培养基中。
1.3　仪器与试药
　　噻唑蓝（MTT）、二甲基亚砜（DMSO）（美

国 Sigma 公司）；HyClone 胎牛血清、DMEM 和
MEM 培养基（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
司）；胰酶（美国 Amresco 公司）；过氧化氢溶液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冷冻干燥机（北京博
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Bio TEK Epoch 全波长
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TE2000-U 倒置显微
镜（Nikon 公司）；无水乙醇、氯化钠、氯化钾、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北京化工厂）。
2　方法
2.1　土鳖虫各部位水提物的制备
　　将活体土鳖虫于－ 80℃冰箱处死即得鲜土鳖
虫，取一部分用作全土鳖虫，其余用水洗净，弃
掉头足，分成背壳、腹壳、肉体三部分。分别取
背壳、腹壳、肉体及全土鳖虫适量，剪碎并研
磨，按料液比 1∶20（W/V，g/mL，下同）加入蒸
馏水，浸泡 1 h，煎煮 40 min，过滤收集第一次滤
液，滤渣 1∶15 加入蒸馏水继续煎煮 40 min，过
滤收集第二次滤液，合并两次滤液，4℃、8000 
r·min － 1 离心 20 min，上清液过 0.45 μm 的滤膜
后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冻干，分别称重。并根据公
式计算产物得率（%）＝土鳖虫各部位冻干粉干
重 / 土鳖虫各部位用量 ×100%。
2.2　土鳖虫各部位对 MC3T3-E1、HUVEC 细胞

增殖的影响

　　按照文献方法 [10]，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单
位体积细胞个数为 2×104 个·mL－ 1，每孔 100 
μL）接种到 96 孔板中，孵育 24 h 后，将实验设
置为正常对照组（control），土鳖虫背壳、腹壳、
肉体和全体不同浓度加药组，对应加入 150 μL
培养基和各浓度稀释样品，每组重复 6 次。置于
37℃、5%CO2 培养箱孵育 24 h。用倒置显微镜观
察并拍照监测形态变化。每孔加入 100 μL 含 0.5 
mg·mL－ 1 MTT 的 PBS 再孵育 4 h，除去上清液，
加入 150 μL DMSO 并摇动 10 min。使用酶标仪
测量 570 nm 处吸光度。细胞增殖率（%）＝（加
药组 A570 －对照组 A570）/ 对照组 A570×100%。以
上实验重复 3 次。
2.3　 土 鳖 虫 各 部 位 对 H2O2 损 伤 MC3T3-E1、
HUVEC 细胞的保护作用 [7] 
　　采用先损伤再保护的方法。将对数生长期的
细胞（单位体积细胞个数为 4×104 个·mL－ 1，每
孔 100 μL）接种到 96 孔板中，孵育 24 h 后分组。
正常对照组：完全培养基培养（MEM 或 DMEM
培养基）；损伤模型组：含 300 μmol·L－ 1 H2O2

的基础培养基处理细胞（MC3T3-E1 损伤 8 h、
HUVEC 损伤 7 h）；土鳖虫背壳、腹壳、肉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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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水提液加药组：先构建损伤模型，然后加入
不同浓度的药液进行干预，每组重复 6 次。置于
37℃、5%CO2 培养箱孵育 24 h，MTT 法检测细胞
活力。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Graphpad Prism 进行数据处理，结果以
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P ＜ 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土鳖虫不同部位占比及水提物得率
　　土鳖虫背壳、腹壳、肉体各部位在全体中所
占的比重及各部位水提物得率见表 1，背壳、腹
壳、肉体的物质得率差异不大，全体土鳖虫可能
因为头和腿的可溶性物质溶出少，得率略低。

表 1　土鳖虫不同部位占比及物质得率 
Tab 1　Proportion and material yield of different parts of ESWE

部位 部位占重比 /% 得率 /%
全体 100 7.31±0.62
背壳 15.21±3.01 8.52±0.63
腹壳   9.03±1.14 8.67±0.98
肉体 50.77±3.10 8.29±0.69

3.2　土鳖虫各部位对 MC3T3-E1、HUVEC 细胞
活力的影响
3.2.1　 土 鳖 虫 各 部 位 对 MC3T3-E1 细 胞 活 力
的影响　土鳖虫各部位不同浓度水提物均能增
强 MC3T3-E1 细胞的活力（见图 1），细胞活力
随剂量的提高而增强（P ＜ 0.01）。其中，对
MC3T3-E1 细胞的作用土鳖虫全体、背壳、腹壳
各质量浓度组均高于土鳖虫肉体组。高浓度（1.5、
2 mg·mL－ 1）时土鳖虫全体组的细胞活力最高，
当质量浓度≤ 1 mg·mL－ 1 时各部位增强细胞活
力的效果为：背壳＞全体＞腹壳＞肉体。
3.2.2　土鳖虫各部位对 HUVEC 细胞活力的影
响　土鳖虫各部位不同浓度水提物均能增强 
HUVEC 的细胞活力（见图 2），细胞活力随剂量
的提高而增强（P ＜ 0.05）。其中，对 HUVEC 细
胞的作用土鳖虫全体、背壳、腹壳组高于土鳖虫
肉体组（P ＜ 0.05）。高浓度（1、2 mg·mL－ 1）
时土鳖虫全体组的增强细胞活力的效果最好，背
壳的效果次之，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低浓度时的促增殖效果为：背壳＞全体＞腹壳＞

肉体，同 MC3T3-E1 细胞的结果一致。
3.3　 土 鳖 虫 各 部 位 对 H2O2 损 伤 MC3T3-E1、
HUVEC 细胞的保护作用 
3.3.1　土鳖虫各部位对 H2O2 损伤 MC3T3-E1 细胞
的保护作用　设正常对照组细胞活力为 100%，经

H2O2 损伤后 MC3T3-E1 细胞的活力降为 26.51%，
表示造模成功。造模成功后加药保护，当土
鳖虫各部位水提物质量浓度为 0.05 mg·mL－ 1

时，细胞活力有所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随着用药质量浓度的升高，对细
胞的保护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当土鳖虫全体、背
壳、腹壳、肉体的用药质量浓度为 2 mg·mL－ 1

时，MC3T3-E1 细胞的活力分别恢复至 201.61%、
204.36%、201.43%、192.92%（P 均 ＜ 0.01）。 同
一质量浓度比较时，肉体组的损伤保护作用较其
他样品处理组弱（见图 2）。
3.3.2　土鳖虫各部位对 H2O2 损伤 HUVEC 细胞的
保护作用　设正常对照组细胞活力为 100%，经
H2O2 损伤后 HUVEC 细胞的活力降为正常对照组
的 25.03%，表示造模成功。造模成功后加药保
护，当土鳖虫各部位水提物用药质量浓度为 0.05 
mg·mL－ 1 时，细胞活力有所升高，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随着用药质量浓度的升高，
对细胞的保护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当质量浓度大
于 0.5 mg·mL－ 1 时，背壳的保护作用最好，肉
体的保护作用最弱（见图 2）。
4　讨论

　　土鳖虫在临床上具有确切的促进骨折愈合的作

图 1　土鳖虫各部位水提物对 MC3T3-E1 及 HUVEC 细胞活力的影

响（x±s，n ＝ 6）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parts of ESWE on the viability of MC3T3-E1 
and HUVEC cells（x±s，n ＝ 6）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5，**P ＜ 0.01；与肉体组相比，
aP ＜ 0.05；与腹壳组相比，bP ＜ 0.05。

Note：vs  the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1；vs the flesh 
group，aP ＜ 0.05；vs the abdominal shell group，b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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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1-12]，现代研究发现，土鳖虫体外可以诱导大鼠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体内可以促进兔下
颌骨牵张成骨过程中的骨形成，其作用机制均可
能是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有关 [13-14]。本文
选择常用的成骨细胞 MC3T3-E1 和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 HUVEC 对土鳖虫不同部位活性进行研究，以
期找到有效成分密集的部位。结果发现土鳖虫全
体、背壳、腹壳、肉体对体外培养的 MC3T3-E1、
HUVEC 细胞均有促进细胞增殖活力作用，背壳的
效果最好。
　　氧化应激能够抑制成骨细胞前体细胞系向成
骨细胞的分化，诱导其死亡 [15-16]。本文用 H2O2

氧化损伤细胞模拟骨折过程中损伤的细胞，构建
了 MC3T3-E1、HUVEC 细 胞 H2O2 氧 化 应 激 损
伤模型来研究土鳖虫不同部位对细胞氧化损伤
的修复作用，发现土鳖虫各部位均能使损伤的
MC3T3-E1 细胞的增殖活力明显升高；背壳组对

氧化损伤的 HUVEC 细胞的保护作用最好。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土鳖虫中增强细胞活力和
保护细胞氧化损伤的活性物质可能更多的集中于
甲壳部分，这为土鳖虫的深加工以及活性成分的
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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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药 24 h 后土鳖虫各部位水提物对 H2O2 损伤的 MC3T3-E1
及 HUVEC 细胞的保护作用（x±s，n ＝ 6）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parts of ESWE treated for 24 h on H2O2 
damage protection of MC3T3-E1 and HUVEC cells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 ＜ 0.01；与 H2O2 组相比，**P ＜ 0.01；
与肉体组相比，aP ＜ 0.05。

Note：v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01；vs the H2O2 
group，**P ＜ 0.01；vs the flesh group，a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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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的纳米给药系统 
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王悦，黄元政*，朱丹丹，廉宝平，刘潇璇*（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药物科学

研究院高端药物制剂与材料研究中心，南京　210009）

摘要：高分子前药是前药分子设计策略中的一类重要分支，能够显著改善原药分子自身的性质

缺陷。近年来，以聚酰胺 - 胺和肽类树形分子为代表的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质

而被广泛应用于高分子前药的设计之中。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丰富的表面官能团和纳米级的

分子尺寸，使其能与不同功能和特性的纳米材料相结合构建智能型树形分子前药纳米给药系

统，以增加药物的体内循环稳定性、肿瘤富集能力、细胞穿透及组织渗透能力，进而实现肿瘤

的多模式治疗和诊疗一体化。因此，本文重点归纳并总结了以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为基础，

通过共价键合或非共价组装的方式构建新型抗肿瘤纳米给药系统的设计策略，为后续基于树

形分子前药的纳米给药系统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高分子前药；树形分子前药；聚酰胺类树形分子；纳米给药系统；恶性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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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based nanosystems in cancer therapy

WANG Yue, HUANG Yuan-zheng*, ZHU Dan-dan, LIAN Bao-ping, LIU Xiao-xu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atural Medicines, Center of Advanced Pharmaceuticals and Biomaterial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Polymer prodrugs are an important class of prodrug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fects of the active drugs. Recently, polyamide dendrimers including poly (amidoamine) and peptide 
dendrimer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design of polymer prodrugs due to their unique properties. 
The abundant surface groups within a nanoscale volume of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 facilitate 
to combination with other multifunctional nanomaterials to construct smart dendrimer prodrug-based 
delivery systems. These systems can increase the circulation stability, enhance drug accumulation 
at tumor sites, and promote the cell penetration and tissue penetration of drugs. This review briefly 
summariz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novel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 based nanosystems 
for cancer therapy, aimin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design of multifunctional prodrug based 
nanosystems for future nanomedicine. 
Key words: polymer prodrug; dendrimer prodrug; polyamide dendrimer; nanosystem; 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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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复杂，其高侵袭、易转移
等特性给相应的治疗及药物研发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小分子药物因其结构相对简单、价格低廉且
结构体系庞大，一直在抗肿瘤药物开发和肿瘤的
临床治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2]。然而，小分子
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往往伴随着漫长的试验周期和
巨大的淘汰比例，而临床上的小分子抗肿瘤治疗
药物又通常存在诸如水溶性差、选择性差、毒性
大或多药耐药等缺陷 [3-5]。面对新化学实体的研发
困境，利用前药策略对已上市药物进行二次开发
或对临床试验药物的缺陷进行改进成为了抗肿瘤
药物研发的新热点。
　　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在肿瘤药物递送领域
的不断发展，高分子前药策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与传统的小分子前药设计理念不同，高分
子前药策略利用特异性连接臂将具有一定尺寸的
高分子载体与活性药物共价偶联，并通过调控其
组装行为和靶部位药物释放性能来构建纳米级前
药。此策略可以有效结合前药策略和纳米给药技
术的优势，增加药物体内循环稳定性，通过高通
透性和强滞留效应 [6]（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 效应）提高药物在肿瘤组织
的富集能力，进而突破小分子药物在肿瘤治疗过
程中面临的诸多瓶颈，提高治疗效率。
　　目前，可用于前药构建的高分子材料种类繁
多、性质各异，其中，树形分子因其独特的结构和
性能被广泛关注。树形分子是一类具有树枝状结构
的大分子，一般由核心、分支单元和末端基团三个
部分组成，并以分支单元的增长次数表示其代数
（一般表示为 Gn）

[7]。与其他用于前药构建的聚合
物相比，树形分子高度可控的制备途径使其具有精
确的分子结构和尺寸 [8]；同时，树形分子本身较小
的纳米尺寸使其具有良好的肿瘤组织渗透性 [9]；此
外，树形分子还通过高度支化的方式在表面引入了
丰富的可修饰基团，这些表面基团不仅为键合活性
药物或其他功能性修饰提供了基础平台 [10]，还使得
树形分子具有多价效应，进一步将表面的功能性协
同放大。在开发的各类树形分子中，以聚酰胺 - 胺
类 [Poly（amidoamine），PAMAM] 和肽类树形分子
（peptide dendrimers）为代表的聚酰胺类树形分子是
目前树形分子前药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结构类型。
其中，部分研发的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及以其作为载
体开发的前药已进入临床应用或正在进行转化 [8]。
例如，第一个基于聚赖氨酸（PLL）树形分子的药物
SPL7013（VivaGel）已经在澳大利亚和欧盟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细菌性阴道病 [11]；此外，Starpharma 公司
开发的聚酰胺类树形分子 - 抗肿瘤药物多西他赛的
前药（DEP-Docetaxel）最近的临床Ⅰ期试验数据显
示，与活性药物多西他赛相比，多西他赛树形分子
前药不仅能够增加药物的安全性，延长血浆半衰期；
同时还能降低血药浓度峰值，增加整体的药物暴露
量 [12]。这些成功的案例促使研究人员对聚酰胺类树
形分子前药的设计合成进行了愈加深入的研究。
　　然而，肿瘤组织独特的病理特征为树形分子
前药的构建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由于肿瘤的异
质性和复杂性，仅仅依靠 EPR 效应不能有效地将
药物转运到肿瘤组织内部；同时，肿瘤组织较高的
间质压使得药物很难渗透到肿瘤组织的深部杀死肿
瘤细胞 [13-16]；此外，采用单一药物治疗肿瘤的策略
常会导致耐药性的产生和肿瘤复发，临床上主要采
用多药联合的治疗手段 [17]。因此，迫切需要构筑
一种多模式协同治疗的给药系统，用以改善肿瘤的
治疗效果。基于此，借助聚酰胺类树形分子丰富的
表面基团和精确的纳米结构，研究人员将其与诸多
功能性有机材料或无机纳米粒等结合，进而开发出
结构更加新颖且功能更加优异的纳米给药系统，以
适应肿瘤复杂的微环境，并为实现肿瘤多模式联合
治疗和诊疗一体化提供可能性。
　　本综述先简要介绍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的
组成和结构基础，然后进一步系统阐述近年来以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为基础通过共价键合、非
共价组装以及 Janus 树形分子自组装方式构建的
纳米给药系统的设计思路和应用策略（见图 1）。
1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的组成及结构基础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主要是由树形分子、
活性药物以及可控制药物释放的连接臂组成（见
图 2），在高分子前药设计中，这三种成分的选择
尤为重要。
　　作为前药结构中的药物载体部分，聚酰胺类
树形分子的结构和性质都会对前药的制备、生物
学功能以及后续的各种修饰产生很大的影响，是
前药分子设计的重要环节。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如
PAMAM 和 peptide dendrimers）的结构中含有大
量的酰胺结构，同时分子表面还拥有丰富的可供
修饰的官能团 - 氨基，这种特殊的结构使得聚酰
胺类树形分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类蛋白特
性，在生物医药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
作为药物载体用于前药的开发方面研究得尤为深
入 [18]。利用此类树形分子作为前药载体有利于改
善母体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清除和毒
性（ADMET），同时其拥有的大量表面官能团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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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连接提供了数量丰富且灵活可变的结合位点。
　　活性药物是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发挥抗肿瘤
作用的核心部分，整个树形分子前药的设计都是围
绕药物的作用部位、作用机制以及药物自身存在的
缺陷等方面开展。在前药的设计上，药物结构稳定
性及是否具有可修饰官能团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在前药形成和解离过程中药
物自身的生物活性不发生改变；其是否具有可修饰
官能团则决定了该活性药物是否能进行前药的构建
以改善其 ADMET。在活性药物的结构中，常见的
可修饰官能团包括氨基、羟基、羧基、羰基等 [19]，
这些官能团的种类将影响药物与树形分子之间敏感
性连接臂的选择、设计以及控制药物释放的能力。
图 3 列出了在树形分子前药设计中常被应用的一些
抗肿瘤药物，其中大部分已被用于构建聚酰胺类树
形分子前药（见图 3）。
　　在树形分子前药中，药物与树形分子之间的
连接臂的选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药物在体内
释放的位置和速度，进而决定树形分子前药在体
内的安全性以及最终的抗肿瘤效果 [20]。理想的连
接臂应具有一定的动态稳定性，即在血液循环中
保持相对稳定，而在到达肿瘤部位后，通过特定

的刺激响应机制解离并按需释放药物。目前认为，
肿瘤部位特殊的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弱酸性（肿
瘤组织中 pH 为 6.5 ～ 6.8，细胞的内涵体、溶酶
体内的 pH 为 4.5 ～ 6.5）、多种酶类的高表达（基
质金属蛋白酶、酯酶、α- 淀粉酶、组织蛋白酶 B
等）、还原性物质 [ 以谷胱甘肽（GSH）为主 ] 和
活性氧（ROS）水平较高、氧气缺乏等 [12，21-22]。
针对这些独特的肿瘤微环境特征，研究人员已经
设计出了多种刺激响应性化学结构并将其应用于
控制药物的精准释放。目前，在诸多响应性结构
中应用较多的包括：弱酸性环境响应的腙键、亚
胺键、顺乌头酰胺键等；酶响应的酯键、偶氮键、
多种短肽类（GFLG 等）间隔物等；还原性物质
GSH 响应的二硫键以及 ROS 响应的缩硫醛（酮）
键等（见表 1）[23-37]。此外，还有一些乏氧响应的
化学键、自毁型化学键，以及能够在外部光、温
度等刺激下发生断裂的化学结构也已被成功开发
并应用于树形分子前药的构建 [38-39]。
2　以共价键合方式构建基于聚酰胺树形分子前

药的纳米给药系统

　　共价键合是构建纳米给药系统的较为常用的策
略之一，此策略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通常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 [40]。通过共价键合的方式在聚酰胺类树
形分子前药中引入具有不同功能和特性的纳米材
料、生物大分子，或直接将前药分子通过交联剂聚
合，不仅能够构建基于小尺寸树形分子前药尺寸变
换的纳米给药系统，增强 EPR 效应以及药物在肿
瘤组织的深层渗透，还能够结合其他治疗模式，进
一步实现肿瘤的多功能协同治疗或诊疗一体化。
　　纳米给药系统的尺寸与其在肿瘤部位的聚集
和扩散密切相关，较大尺寸的纳米给药系统更
容易通过 EPR 效应在肿瘤部位富集 [41]。为形成
尺寸更大的纳米结构，将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
直接共价交联是最为有效的设计策略之一。基于
此，Wang 等 [29] 首先利用丙烯酸酯结构将喜树碱
（CPT）键合到 G3 PAMAM 表面获得了树形分子

图 1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纳米递送系统构建策略

Fig 1　Construction of nano-drug delivery systems based on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

图 2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组成示意图

Fig 2　Composition of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

图 3　常见用于构建聚酰胺类树形分子前药的活性药物

Fig 3　Common active drug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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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药，随后选用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
作为交联剂与前药分子相互偶联形成了具有缓控
释药能力的纳米递送系统（见图 4A）。在生理条
件下，丙烯酸酯结构能够在树形分子表面氨基的
作用下缓慢降解并释放药物，而由酯键构成的交
联剂使得整个凝胶体系在体内发生缓慢的降解，
从而避免高分子药物载体在体内的过度累积。
　　然而，研究表明：尺寸较大的纳米粒子
（100 ～ 200 nm）能够在肿瘤部位快速聚集，却
难以接近远端的肿瘤细胞；相反，较小的纳米粒
子（＜ 50 nm）虽然具有更好的深层渗透能力，但
通常在肿瘤部位的蓄积不足 [9，41-42]。为解决这一
问题，研究人员利用不同机制设计了各种尺寸可
变换的纳米给药系统。一方面，在前药共价交联
构建给药系统的策略中使用具有肿瘤病理特征响
应能力的交联剂，使得交联构建的大尺寸给药系
统能在肿瘤微环境中释放小尺寸树形分子前药进
入肿瘤组织深层发挥药效。例如，Hou 等 [36] 选
择 Asp-Ala-Thr-Gly-Pro-Ala 肽段作为交联剂，以
共价键合的方式构建了一种基于树形分子前药的
纳米凝胶系统，并借助静电相互作用力在其表面
包覆透明质酸（HA），最终获得了一种具有特异
性尺寸变换特性的纳米递送系统（见图 4B）。该
体系中 HA 的包覆不仅能够提高药物生物相容性
并延长血浆半衰期，还通过主动靶向作用使纳米
颗粒更多地累积在肿瘤部位；多肽交联剂能够被

表 1　常见的用于构建树形分子前药的响应型连接臂的类型、结构

及响应条件 
Tab 1　Type，structure and response of common responsive link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ndrimer prodrugs

响应类型 化学键 化学结构式 响应条件 参考文献

酸响应型 腙键 R1 N
H

N R2

R3

pH 5.0 ～ 6.0 [23-26]

亚胺键
N

R2 R3

R1 pH 5.0 ～ 7.4 [27]

顺乌头酰胺键

OH

H
N

O
R1

O

HN
O R2

pH 5.0 ～ 6.0 [28]

酶响应型 酯键

R1 O

O
R2

酯酶 [29-31]

偶氮键
N N

R1

R2 偶氮还原酶 [32]

短肽类间隔物 GFLG 组织蛋白酶 B [33-35]

氧化还原

响应型

二硫键 S SR2

R1 GSH [36]

缩硫醛 
（酮）键

S
R3

SR1 R2R4

ROS [37]

肿瘤成纤维细胞上高表达的纤维细胞活化蛋白α
（FAP-α）特异性切割，从而实现小尺寸树形分
子前药的特异性释放，产生尺寸转变的效果；而
由二硫键构建的前药分子则能够在肿瘤细胞内
GSH 的刺激下有效释放出药物分子——阿霉素
（DOX），从而产生显著的抗肿瘤效果。另一方
面，也可以通过在树形分子前药体系中引入具有
不同性质的纳米材料或生物大分子达到相似的目
的。例如，Hu 等 [28] 将树形分子前药与明胶共价
连接制备了一种同样具有尺寸变换机制的纳米给
药系统。该研究首先在聚 L- 赖氨酸树形分子表面
通过酸敏感的顺乌头酰胺键连接 DOX，并修饰上
聚乙二醇（PEG）和 RGD（精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
氨酸）靶向肽，获得了具有肿瘤靶向功能的树形
分子前药（粒径约为 30 nm）；然后将此前药共价
连接到明胶（gelatin）表面形成了较大粒径的纳米
给药系统（约为 190 nm）（见图 4C）。结果表明，
前药键合明胶形成的给药系统在肿瘤部位的富集
明显增加，到达肿瘤组织后，明胶能够被肿瘤组
织中高表达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2（MMP-2）降解，
使其能够解散并释放出树形分子前药，进而增加
药物在肿瘤中的渗透能力。以上基于小尺寸树形
分子前药共价键合构建尺寸可变的纳米给药系统
的策略，充分利用了不同纳米尺寸的优势，增强
了药物在肿瘤部位的富集及其对远端肿瘤细胞的
渗透，提高了药物的疗效。
　　此外，树形分子前药与不同功能的纳米材料键
合构建的给药系统还能够应用于协同治疗和诊疗一
体化的研究。例如，Li 等 [25] 将 DOX 通过腙键装
载到 G4 PAMAM 树形分子上，然后将此前药与金
纳米棒共价键合，构建了一种联合化疗和光热治疗
的纳米粒子——PEG-DOX-PAMAM-AuNPs（见图
5A）。当载药纳米粒子进入肿瘤细胞时，在内涵体
酸性环境（pH 5.0）刺激下，药物快速释放杀伤肿
瘤细胞；同时，给药体系中的金纳米棒还能够将吸
收的近红外光转变成热量，进一步增强对肿瘤细胞
的杀伤能力。与单一治疗手段相比，此化 - 光疗协
同的纳米递送系统在体内外实验中均表现出了更好
的治疗效果。而在另一项研究中，Chang 等 [31] 将
紫杉醇（PTX）通过酯键键合到含有叶酸（FA）靶
向基团的 PAMAM 树形分子上，再将树形分子前
药与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IONP）通过配体
交换反应共价连接，制备了一种可同时用于肿瘤
治疗与诊断的纳米给药系统（见图 5B）。此诊疗系
统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血液稳定性，可通过
EPR 效应特异性累积在肿瘤部位，并经由叶酸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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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内吞作用被肿瘤细胞快速摄取，从而起到杀
伤肿瘤细胞以及肿瘤成像的作用。

图 5　聚酰胺树形分子前药与无机纳米粒子共价键合构建的多模式

纳米给药系统

Fig 5　Multi-mode cooperative nanosystems constructed by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 and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A. 与金纳米粒共价键合实现协同治疗（covalent construction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for synergistic treatment）；B. 与铁纳米粒子共价键

合实现诊疗一体（covalent construction with iron nanoparticl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采用共价键合方式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具有
相对较高的稳定性，能够应对复杂的体内环境并
实现治疗目的。但是，由共价键结合的材料往往
会受其本身性质的约束，合成条件复杂且纯化难
度较大；同时，这些纳米给药系统的结构相对固
定，可能会对材料自身的功能性产生一定的限
制，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3　以非共价键结合方式构建基于聚酰胺树形分
子前药的纳米给药系统
　　除了共价键合的方式以外，树形分子前药还

可以通过非共价弱相互作用力与其他材料组装形
成超分子纳米结构的给药系统。所利用的非共价
作用力主要包括 π-π 堆积作用、电荷相互作用力、
亲疏水作用和主客体相互作用等。与共价键合方
式相比，由非共价作用力构建的纳米组装体具有
动态可逆的特性，更易于进行特异性的尺寸、电
性或形貌的变换，以适应不同体内环境的要求，
实现多级响应性的药物输送。
　　树形分子前药所携载的药物往往为疏水药
物，因而可以利用药物间 π-π 堆积作用以及疏水
性质简单便捷地构建较大尺寸的给药系统，以促
进药物在肿瘤部位的富集。例如，Zhang 等 [33] 将
制备 PEG 化的 PLL 树形分子 -DOX 前药组装形
成粒径为 60 ～ 90 nm 的超分子组装体，其能通
过 EPR 效应累积在肿瘤部位，在卵巢癌 SKOV-3
细胞的体内模型中显示出了比 DOX 更高的抗肿
瘤活性。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自身具有良好的亲水性
质，在递送系统构建中，这种亲水特性不仅使树
形分子前药能够与疏水片段偶联形成两亲性分
子，进而借助亲疏水作用组装构建尺寸可变的多
级响应性纳米递送系统；还能够使前药进入脂质
体的亲水空腔，通过包载的方式实现药物的按需
递送。例如，Li 等 [43] 将顺铂通过还原敏感的连
接臂键合到 G4 PAMAM 树形分子上（粒径约为
5 nm），再将疏水性的聚己内酯（PCL）通过肿
瘤微酸环境敏感的连接键（2- 丙酸基 -3- 甲基丁
烯二酸酐（CDM）修饰到树形分子表面，从而获
得了一种具有两亲性的树形分子前药；随后，通
过亲疏水作用力，将前药分子与 PCL、PEG 和聚
己内酯的共聚物（PEG-b-PCL）共同组装为超分

图 4　通过共价键合构建的特异性尺寸转换的树形分子前药纳米给药系统

Fig 4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based on nanosystems with specific size converting function by covalent construction
A. PEG-DA 作为交联剂连接前药分子（PEG-DA used as the cross-linker for the prodrug molecules）；B. 响应性肽段作为交联剂连接前药分子

（responsive peptides used as the cross-linker for the prodrug molecules）；C. 前药分子通过与明胶共价键合实现尺寸转换（prodrug molecules  
with gelatin by covalent construction for size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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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给药系统（粒径约为 100 nm）（见图 6A）。进
入血液循环后，这种超分子首先会在肿瘤部位蓄
积；在进入肿瘤组织后，CDM 键响应肿瘤微酸
环境发生断裂，组装体单元失去亲疏水性质，超
分子解散，继而使顺铂 - 树形分子前药游离出来，
以实现更好的深层渗透效果；顺铂 - 树形分子前
药进入肿瘤细胞后，在胞内 GSH 的作用下，释
放药物，从而完成整个多级响应的过程，并在各
种肿瘤模型中均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此外，
Satsangi 等 [35] 将紫杉醇 -PAMAM 树形分子前药
包载在带有 FA 的脂质体中，制备了一种靶向给
药体系（见图 6B）。其中，紫杉醇和 PAMAM 树
形分子之间通过 GFLG 短肽共价连接，在肿瘤细
胞内高表达的组织蛋白酶 B 的作用下会发生断
裂，从而释放出药物；而包载前药分子的脂质体

外壳能降低网状内皮系统（RES）对纳米粒子的
清除作用，还能够特异性地靶向叶酸受体高表达
的肿瘤细胞，增加药物在作用位点的蓄积，从而
提高疗效。而 Xiong 等 [44] 则利用相似的策略将顺
铂 -PAMAM 树形分子前药包载在带有 RGD 环肽
（cRGD）靶向肽的热敏性脂质体中，并在脂质层
中负载光热剂吲哚菁绿（ICG），构建了一种能够
在近红外光（NIR）照射下发生崩解的纳米给药
系统（见图 6C）。这种包载树形分子前药的脂质
体能够通过 EPR 效应和 cRGD 的靶向作用富集在
肿瘤部位，当其受到近红外光照射时，脂质层中
的 ICG 能够将获得的能量转化成热量从而提高局
部温度，进而使热敏脂质体裂解，并释放出粒径
约 8 nm 的树形分子前药，实现药物在肿瘤组织
的按需递送和深层渗透。

图 6　通过亲疏水相互作用构建基于树形分子前药的纳米给药系统示意图

Fig 6　Construction of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based on nanosystems via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 由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形成的前药递送系统（a prodrug delivery system from amphiphilic block co-polymers）；B. 含 ICG 的脂质体包载树形分

子前药（dendrimer prodrugs embedded in ICG encapsulated liposomes）；C. 含 Ce6 的二氧化硅纳米棒包埋树形分子前药（dendrimer prodrugs 
embedded in Ce6 encapsulated silicon dioxide nanorods）

　　利用聚酰胺类树形分子的结构特点，通过静
电相互作用构建纳米给药系统也是一项行之有效
的设计策略。在生理条件下，PAMAM 和 PLL 等
聚酰胺类树形分子会因为大量的表面氨基而表现
出正电性，这些密集的正电荷不仅能被带有阴离
子的聚合物包覆，以起到电荷屏蔽、协同增效的
效果；还能够借助电荷翻转，控制前药分子之间
的聚集和离散。利用这种策略，Guo 等 [45] 在 G4 
PAMAM 树形分子表面同时键合了顺铂和 DOX
两种抗肿瘤药物，随后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在前药
分子上包覆了一层带有负电荷的 HA，以此构建
了可以用于联合治疗的纳米给药系统（见图 7A）。
这种超分子纳米材料构成简单可控，形成条件温
和，不仅增加了前药分子的粒径，整合了 HA 的
功能，还能够屏蔽 PAMAM 自身的表面正电荷，
从而降低毒性和延长血浆半衰期。Xia 等 [23] 则利
用静电相互作用设计了一种基于联合用药和免疫
治疗的多功能纳米递送系统。该研究首先通过腙
键将 DOX 键合到 G4 PAMAM 树形分子表面得

到了树形分子前药，再利用静电相互作用将带有
负电荷的免疫佐剂胞嘧啶 - 磷酸鸟嘌呤寡核苷酸
（CpG ODNs）附着在前药分子表面，随后选用
带有负电荷的低分子肝素（LMWH）作为外壳包
覆在整个前药分子和免疫佐剂上，完成树形分子
前药给药系统（LMWH/PPD/CpG）的构建（见图
7B）。其中，LMWH 是一种天然、可生物降解的
多糖，其能够通过屏蔽 PAMAM 树形分子表面的
正电荷降低 RES 对给药体系的清除以及前药分子
的潜在毒性；抗肿瘤药物 DOX 除了能够直接对
肿瘤造成细胞杀伤作用，还能够诱导细胞的免疫
原性死亡，从而使机体产生免疫反应，而免疫佐
剂 CpG ODNs 则能够协同并促进这一过程，使得
这种多功能纳米给药体系统对黑色素瘤原发肿瘤
和肺转移均具有较高的治疗效果。
　　通过敏感键的微环境响应，将电荷吸附作用
转变为电荷排斥作用，从而快速地解散超分子体
系，是非共价作用力构建给药系统中独特的设计
策略。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是通过 2，3- 二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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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酐对一些含末端氨基的材料进行表面修
饰，使其具有响应型电荷翻转功能，再将其与前
药分子进行超分子组装，形成纳米给药系统。例
如，Li 等 [46-47] 尝试使用 2，3- 二甲基马来酸酐分
别修饰聚乙二醇 - 聚（2- 氨基乙基 - 天冬酰胺）共
聚物和聚乙二醇 - 聚（2- 氨基乙基 - 天冬酰胺）-
聚己内酯的三嵌段共聚物，成功得到了两种阴离
子的嵌段共聚物，并将这两种嵌段共聚物分别与
顺铂 -PAMAM 树形分子前药通过静电相互作用
组装成尺寸可变的纳米给药系统（见图 7C）。这
两种嵌段共聚物均能在肿瘤微环境中发生电荷翻
转，暴露带正电性的氨基表面，产生静电斥力，
进而释放出更有利于深层渗透和细胞摄取的 Pt-
PAMAM 前药，进入肿瘤细胞发挥药效。

图 7　通过静电相互作用构建基于树形分子前药的纳米给药系统的

示意图

Fig 7　Construction of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based on nanosys-
tems via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A. 透 明 质 酸 包 覆（hyaluronic acid coating）；B. 肝 素 包 覆，CpG 
ODNs 实现协同治疗（heparin coating，encapsulating CpG ODNs for 
cooperative treatment）；C. 纳米给药系统电荷翻转，实现尺寸变换

（charge inversion of nanosystems for size conversion）

　　通过非共价相互作用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能
够借助分子结构特性进行自发的识别组装，所以形
成条件温和，纯化便捷，同时也为结构功能的多样
化提供了基础。但是，这种弱相互作用也相应地降
低了超分子组装体在体内循环中的稳定性。
4　基于 Janus树形分子前药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
　　在多数的树形分子前药设计中，较高代数的
树形分子一般作为首选载体，这主要因为低代数
的树形分子表面基团数量较少，载药量偏低。但
高代数树形分子则往往存在合成难度大、生产成
本高等缺陷，这也给树形分子前药的构建带来了
诸多困难 [48]。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一类具有精确结构的低代数 Janus 树形分子

用于前药的构建。这类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一般
具有亲 - 疏水的不对称结构，可以通过亲疏水作
用力自组装成尺寸更大、表面基团更密集的纳米
颗粒，进而能通过 EPR 效应富集在肿瘤部位。此
外，得益于 Janus 的结构，这类树形分子前药通
常能具有至少两种不同的功能化表面，由此也能
赋予这类树形分子以不同的性质。这些特殊的结
构特点及其极佳的组装性能使得 Janus 树形分子
及其前药在生物领域极具应用潜力。
　　在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的设计策略中，将疏
水药物与亲水树状单元分别置于分子两端是一类
常见的结构形式。与一般的树形分子类似，对于
Janus 树形分子末端基团进行合理的结构修饰同
样能够改善自组装后纳米给药系统的整体性质，
使其能在体内更好地克服各类生理屏障，并将药
物高效地递送至靶部位。例如，为了提高给药系
统的靶向性，Miller 等 [30] 以 PEG- 树状聚β- 谷氨
酸偶联物作为亲水端，将 PTX 通过酯键键合到
PEG 链另一端作为疏水端，同时，将具有一定骨
肿瘤靶向性的阿仑膦酸盐修饰到亲水性聚β- 谷氨
酸的表面，由此制备了一种具有靶向性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其在生理条件下可以自组装形成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纳米胶束（见图 8A）。此前
药胶束表面的阿仑膦酸盐能特异性结合骨骼中的
碱式磷酸钙，使其能靶向骨肿瘤并蓄积在肿瘤部
位，在产生与游离的 PTX 相当的抗肿瘤和抗血管
生成活性的同时，又表现出比 PTX 更好的安全
性和更长的血浆半衰期。此外，为实现给药系统
选择性的细胞穿透作用，Zhang 等 [24，49] 对一种
由 DOX 和树状聚赖氨酸构成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
药进行了表面修饰，首先在树状赖氨酸表面修饰
上能增强细胞穿透作用的精氨酸，同时，为了能
够特异性作用于肿瘤细胞，进而利用 2，3- 二甲
基马来酸酐对表面的精氨酸进行了进一步修饰，
由此构建的具有多羧基表面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
药。形成的酰胺键能够在血液循环中稳定存在，
并于肿瘤微环境中快速解离（见图 8B）。修饰后
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在生理条件下能够进行自
组装，形成带负电荷的纳米给药系统；该纳米给
药系统在血液循环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低的
毒性，能通过 EPR 效应累积在肿瘤部位，并能在
肿瘤微酸环境的刺激下脱去表面的负电性修饰基
团，暴露出原有的精氨酸表面基团，快速进入肿
瘤细胞。此策略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能够特异性
地增强肿瘤细胞摄取，从而提高药物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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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聚酰胺类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构建的纳米给药系统示意图

Fig 8　Janus poly-amide dendrimer prodrugs-based on nanosystems
A. 由紫杉醇与聚赖氨酸树形分子构成的前药分子自组装（self-
assembly of prodrug molecules consisting of taxol and polylysine 
dendrimers）；B. 由阿霉素与经表面修饰的聚赖氨酸树形分子构成

的前药分子自组装（self-assembly of prodrug molecules consisting of 
doxorubicin and surface-modified polylysine dendrimers）

　　药物作为疏水端树状单元作为亲水端形成的
Janus 前药分子一般稳定性较高，且药物本身不
易泄漏，但通常载药量偏低。为进一步提高载药
量，研究人员尝试将药物共价键合到本身具有两
亲性质的树形分子表面，设计并制备了另外一种
形式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在此类 Janus 树形分
子的设计中，亲水端的选择尤为重要。因 PEG 链
自身良好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常常被用于亲
水端的构建。例如，Li 等 [34] 构建了以乙二胺为
核心的不对称聚赖氨酸枝状物，其一端是 G2 的
PLL 树形分子，而另一端是 G3 代的 PLL 树形分
子；随后在 G2 PLL 树形分子表面键合 PEG 作为
亲水端，在 G3 PLL 树形分子表面通过酶敏感肽
GFLG 键合了多个 DOX 作为疏水段，以此构建了
一种组织蛋白酶 B 响应的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见
图 9A）。这种前药分子能够在生理条件下自组装
形成纳米组装体。与游离的 DOX 相比，Janus 树
形分子前药纳米给药系统不仅具有更长的半衰期，
而且能够通过 EPR 效应富集在肿瘤部位，并在乳
腺癌模型中显示出了更高的肿瘤抑制和诱导凋亡
作用。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疏水端的疏水性质，
充分利用树形分子表面的可修饰基团，合成了一
种由谷氨酸和赖氨酸构成的 Janus 树形分子，并
在谷氨酸末端共价键合了 PEG 作为亲水端，在赖
氨酸末端键合了疏水性的苯基甲酯结构作为疏水
端，随后又通过腙键进一步在疏水端上键合抗肿
瘤药物 DOX，由此得到了一种 Janus 树形分子前
药（见图 9B）[31]。这种 Janus 分子能够通过自组
装形成具有 PEG 外壳的超分子纳米粒，且由于外
层 PEG 的存在而具有较长的血浆半衰期，能够通
过 EPR 效应富集在肿瘤部位，并在酸性环境下快

速释放出 DOX，进而有效地杀死肿瘤细胞。
　　除了使用亲水性聚合物 PEG 作为亲水端外，
可生物降解的水溶性天然多糖也能作为 Janus 树
形分子前药的亲水端。She 等 [26] 选用天然多糖肝
素作为亲水端，设计了一种由肝素和聚赖氨酸树
状单元构成的 Janus 树形分子，并利用上述相似
的策略将 DOX 通过酸敏感的腙键键合在树状单
元的末端构建前药分子（见图 9C）。其中，肝素
是一种天然多糖，可以通过与肿瘤相关因子（如
选择素、肝素酶和生长因子）相互作用来抑制肿
瘤的生长和转移。当这种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自
发组装形成纳米颗粒时，DOX 作为疏水端被包裹
在内部，而肝素则会处于外层。前药分子能够在
pH 5.0 的环境中快速释药，并在乳腺肿瘤模型中
表现出了比游离的 DOX 更强的抗肿瘤活性。

图 9　表面药物修饰的自组装聚酰胺类 Janus 树形分子纳米给药系统

Fig 9　Self-assembly of surface drug-modified Janus polyamide 
dendrimer based nanosystems
A. G2L-G3L 树形分子经 PEG 修饰后自组装形成纳米给药系统（self-
assembly of PEG modified G2L-G3L dendrimer prodrugs）；B. 在载药

端键合疏水基团，亲水端键合 PEG 形成的 Janus 树形分子自组装形

成纳米给药系统（self-assembly of PEG modified polylysine dendrimer 
prodrugs）；C. 由赖氨酸与亲水性肝素构成的 Janus 树形分子自组

装形成纳米给药系统（self-assembly of heparin modified polylysine 
dendrimer prodrugs）

　　此外，还可以选用疏水性的烷基链和亲水性
的 PAMAM 树形分子构建两亲性的树形分子，并
将活性药物键合在树形分子表面以构建 Janus 树
形分子前药。基于这种设计，Zhou 等 [50] 利用酯
键将核苷药物类似物连接到含有十八烷基疏水链
的 G2 PAMAM 两亲性树形分子表面，以此构建
了两亲性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这种前药分子能
够在较低的临界胶束浓度（CMC）下进行自组
装，并通过酯酶降解释放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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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Janus 树形分子前药自身具有的亲疏水
特性，使其能够结合低代和高代树形分子前药的
多种优势，结构精确，功能多变，是纳米给药系
统的理想载体。但是，基于亲疏水作用力的纳米
颗粒仍然存在稳定性不足，易在体内循环中解离
的缺陷。
5　总结
　　树形分子前药因结合了树形分子和前药的独
特优势而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然而，肿
瘤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给树形分子前药的构建带来
了诸多挑战。本综述主要聚焦于以聚酰胺类树形
分子前药为基础的纳米给药系统构建模式，分析
总结了共价键合、非共价组装以及 Janus 树形分
子自组装三种设计策略。其中，共价键合的构
建方式结构稳定，能够适应体内不同微环境的变
化，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非共价相互作用的构
建方式灵活多变，且形成条件温和，结构动态可
逆，能够更好地实现多样化的体内功能；而基
于 Janus 树形分子的超分子组装体则综合了低代
和高代数树形分子前药的优势，在保证结构精确
的同时，还降低了合成难度，丰富了体系的多样
性。这些纳米给药系统能够有效地调控组装行为、
特异性地进行药物释放并结合不同的功能性材
料，在控制药物释放、降低毒性、增强靶向作用
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树形分子材料的工业合成难
度；一些分子量较高的树形分子前药仍缺乏有效
的表征手段；树形分子材料体内安全性的研究不
足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在不久的将
来都会被有效地解决，树形分子前药仍具有很大
的临床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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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K9 抑制剂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丘岳，黄晓青，黄振光*（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南宁　530021）

摘要：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PCSK9）是一种全新的低密度脂蛋白调节靶向物，主要通

过调节肝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表达和分泌活性来发挥作用，已证明抑制其作用可以改善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患者结局。近期两个大型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在使用

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基础上，PCSK9 单克隆抗体 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 可降低稳定型和非稳

定型 ASCVD 的心血管事件。正在进行的 PCSK9 单克隆抗体一级预防和对 PCSK9 小分子干扰

RNA 的二级预防心血管预后试验的研究结果可为其应用提供新的依据。本文着重综述 PCSK9
抑制剂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PCSK9 抑制剂；Evolocumab；Alirocumab；小分子干扰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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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PCSK9 inhibitors for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QIU Yue, HUANG Xiao-qing, HUANG Zhen-gu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Abstract: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 is a novel target for the regulation 
of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and secretion activity of its receptors in the 
liver.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PCSK9 inhibition improves the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SCVD). Two recent large clinical trials revealed 
that two PCSK9 monoclonal antibodies Evolocumab and Alirocumab reduce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on top of background stati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ASCVD and those with recent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The ongoing trials on primary prevention of PCSK9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may help provide a new basis for treatment.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CSK9 inhibitors.
Key words: PCSK9 inhibitor; Evolocumab; Alirocumab; small interfering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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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一种
累及动脉壁的炎症性疾病，特征是脂质和炎症细
胞在大的动脉内膜内进行积聚。多种因素参与了
As 的发生过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是 公 认 的 导 致 
As 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血 管 疾 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启动和进展的主要原因。尽管他汀类
药物广泛用于血脂异常的治疗，但高危患者的残

余风险仍然存在。2003 年，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
菌 素 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PCSK9）的发现，改变了大众对脂蛋白代谢
的认识。PCSK9 是一种含有 692 个氨基酸，主要
表达于肝脏、肠道、肾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分泌
蛋白，其影响血脂的机制是与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DL-R）结合促
进 LDL-R 降解，下调细胞表面 LDL-R 的表达，
从而使 LDL-C 水平升高。最近的两项心血管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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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使用
PCSK9 抑制剂，ASCVD 患者获益更多 [1-2]。2020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非持续性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管理建议：如果使用了最大耐
受剂量的他汀及依折麦布治疗，LDL-C 仍不达标
者，建议加用 PCSK9 抑制剂。我国《超高危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血脂管理中国专家共
识》[3] 对超高危 ASCVD 患者的血脂管理路径，如
果他汀类药物联合依折麦布治疗 4 ～ 6 周 LDL-C
仍不达标（不能达到 LDL-C ＜ 1.4 mmol·L － 1 且
较基线降幅≥ 50%），建议联合 PCSK9 抑制剂治
疗。本文综述了 PCSK9 抑制剂目前在临床实践中
的作用以及如何根据最新的证据调整 PCSK9 抑制
剂的使用策略。
1　PCSK9 抑制剂降低 LDL-C的机制及应用

　　脂质渗入学说认为，LDL-C 升高是 As 发
生、发展的主要危险因素，LDL-C 通过血管内皮
进入血管内，在内皮下层滞留的 LDL-C 氧化后
被巨噬细胞吞噬形成泡沫细胞，后者构成 As 斑
块的脂质核心 [4-5]。一般情况下，肝细胞表面的
LDL-R 会结合 LDL-C 形成复合物，由网格细胞
吞入肝细胞内，之后 LDL-R 重新回到细胞表面摄
取更多循环中的 LDL，导致血液中 LDL-C 水平
降低。而 PCSK9 可进入血液循环阻滞 LDL-R 功
能，抑制 LDL-R 的再循环，使血液中 LDL-C 不
能被清除而在体内堆积。研究表明，PCSK9 基因
突变导致功能变化，进而增加或减少 LDL-C 的水
平，与相应的冠心病风险的升高或降低有关。此
外，使用他汀类药物时，循环中的 PCSK9 水平
上调，这提示抑制 PCSK9 通路有可能补充他汀
类的降 LDL-C 作用 [6]。由 PCSK9 的作用机制可
知，抑制 PCSK9 的活性或者降低 PCSK9 的水平
可以提高肝细胞表面的 LDL-R 数量，增加血液
中 LDL-C 的转化，从而降低血液中 LDL-C 的水
平。根据这个指导思想，靶向 PCSK9 的血脂调节
药可以有两种研发思路：阻止 PCSK9 与 LDL-R
的结合，如单抗、模拟肽、模拟抗体蛋白药；抑
制 PCSK9 分子的表达或干扰 PCSK9 分泌，如小
分子干扰 RNA、反义寡核苷酸、小分子抑制剂
等。针对 PCSK9 的单克隆抗体已经开发出来，其
中两种（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已被证明是
除了他汀类药物外，还能有效降低 ASCVD 患者
心血管预后事件的药物 [1-2]。此外，小干扰核糖核
酸（siRNA）通过靶向抑制翻译，影响细胞内肝
细胞 PCSK9 的产生 [7]。最有前途的 siRNA——

Inclisiran，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心血管预后试验的
Ⅲ期临床研究（ORION-4，NCT03705234）。另一
种 PCSK9 抑制作用的方法是通过接种疫苗，激
活机体产生持久的抗 PCSK9 抗体。目前唯一一种
针对 PCSK9 的疫苗研究正在进行Ⅰ期临床试验
（NCT02508896）[8]。
1.1　单克隆抗体

　　两种 PCSK9 单克隆抗体 Evolocumab（Repatha，
依洛尤单抗）及 Alirocumab（Praluent，阿利西尤单
抗） 率 先 上 市。Evolocumab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
获得欧洲药物管理局（EMA）批准，2015 年 8 月
28 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2016
年 1 月 22 日获得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
（PMDA）批准上市，2018 年在我国上市，商品名
为 Repatha（瑞百安）。Alirocumab 年 2015 年 7 月 24
日获得 FDA 批准，2015 年 9 月 23 日获得 EMA 批
准，2016 年 7 月 4 日获得 PMDA 批准上市，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我国批准上市，商品名为 Praluent。
1.2　小分子干扰 RNA
　　与目前已获批上市的 PCSK9 抑制剂都为单
克隆抗体药物不同，Inclisiran 是一种小分子干
扰核糖核酸（siRNA），每年只需皮下注射两次，
而目前已上市的 PCSK9 单克隆抗体药物需要每
两周或每月一次皮下注射给药。2019 年 9 月初，
ESC 首次公布关键性Ⅲ期 ORION-11 对 ASCVD
患者或 ASCVD 风险患者的研究结果。Inclisiran
（Leqvio）2020 年在欧洲获批用于治疗成人高胆
固醇血症及混合性血脂异常。Inclisiran 在首次及
第三个月初始治疗后，每年只需注射两次的给药
方案，有望解决患者长期依从性困境。Inclisiran
也正在接受 FDA 的审查，用于治疗接受最高耐
受剂量他汀疗法后仍存在高水平 LDL-C 的成人
患者 [9-11]。
2　PCSK9 抑制剂的疗效

2.1　降低 LDL-C 的效果

　　Alirocumab 和 Evolocumab 降 低 LDL-C 的 作
用已经在多个Ⅲ期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主要针
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性血脂异常并同时
使用其他药物进行降脂治疗的患者。最近两项
大型临床研究试验结果显示：在 12 ～ 52 周内，
Evolocumab 使 LDL-C 较基线降低了 18.3% ～ 66%，
Alirocumab 使 LDL-C 在 24 ～ 78 周内较基线降低了
36.3% ～ 61.0%[1-2]。ORION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使
用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治疗后仍无法使 LDL-C 达
标的患者，Inclisiran 可以使 LDL-C 下降 5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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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心血管风险事件的影响

　　FOURIER 和 ODYSSEY OUTCOMES[1] 试验
是两项旨在评估 PCSK9 单克隆抗体 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 是否可以降低 ASCVD 患者的心血
管事件风险的大型研究。FOURIER 纳入了 27 564
名 ASCVD（心肌梗死史、非出血性卒中或症状
性外周动脉疾病）患者，这些患者尽管接受了最
大耐受剂量的他汀和 / 或依折麦布治疗，LDL-C
水平仍≥ 70 mg·dL － 1（1.8 mmol·L － 1）或非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仍≥ 100 mg·dL － 1（2.6 
mmol·L － 1）。患者按 1∶1 的比例随机分配接
受皮下注射 Evolocumab（每 2 周 140 mg 或每月
420 mg）或安慰剂。研究结果表明：在 2.2 年的
随访中，Evolocumab 显著降低了主要终点事件
（复合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中风、不稳定心
绞痛住院或冠状动脉重建术）（HR 0.85；95%CI 
0.79 ～ 0.92；P ＜ 0.001）；不同类型心肌梗死
的风险下降 27%（HR 0.73；95%CI 0.65 ～ 0.82；
P ＜ 0.001）；显著降低了所有类型脑卒中的风险
（HR 0.79；95%CI 0.66 ～ 0.95；P ＝ 0.01） 和 缺
血性脑卒中（HR 0.75；95%CI 0.62 ～ 0.92；P ＝

0.005），对出血性卒中无影响（HR 1.16；95%CI 
0.68 ～ 1.98；P ＝ 0.5）。ODYSSEY 结局试验，纳
入 18 924 名 1 ～ 12 月前诊断 ACS 使用了最大
耐受剂量他汀治疗的患者，LDL-C 水平仍≥ 70 
mg·dL － 1（1.8 mmol·L － 1）、非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水平≥ 100 mg·dL － 1（2.6 mmol·L － 1）或
载脂蛋白 B ≥ 80 mg·dL － 1。在随访的 2.8 年，
Alirocumab 显著降低了主要终点事件（因冠心病
导致的综合死亡事件、非致死性心肌梗死、致
死性或非致死性缺血性中风或需要住院治疗的
不稳定型心绞痛）（HR 0.85；95%CI 0.73 ～ 0.93；
P ＜ 0.001）。Alirocumab 显著降低了各种卒中的
风险（HR 0.72；95%CI 0.57 ～ 0.91），出血性卒
中与安慰剂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一项纳入 35 个随机对照试验 5539 例患者的
大型荟萃分析显示，与未接受 PCSK9 抑制剂的
患者相比，接受 PCSK9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心肌
梗死、卒中、冠脉血运重建率更低 [13]。最近一项
涉及 54 个随机对照试验和 97 910 名患者的 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PCSK9 抑制剂
使老年患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复合心血管死
亡、非致命性心肌梗死和非致命性中风）风险降
低 16%（RR 0.84；95%CI 0.79 ～ 0.89），非致命
性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17%（RR 0.83；95%CI 

0.74 ～ 0.93），任何类型卒中风险降低 25%（RR 
0.75；95%CI 0.65 ～ 0.85）[14]。
2.3　对载脂蛋白 a 的效果

　　载脂蛋白 a[Lp（a）] 已被证实有致 As、血
栓形成和促炎作用。目前 FDA 尚无批准降低 Lp
（a）的药物上市。在 FOURIER 和 ODYSSEY 研
究中证实了 PCSK9 抑制剂可降低 Lp（a）水平
并改善 As。一项纳入 11 864 名患者 27 个 RCT
的 meta 分析显示：PCSK9 抑制剂使 Lp（a）较
基 线 下 降 21.9%[15]。O’Donoghue 等 [16] 分 析 了
FOURIER 研究的 25 096 名患者的 Lp（a）水平，
证明不管 LDL-C 水平如何，高水平的 Lp（a）与
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有关。虽然 PCSK9 抑制剂
诱导 Lp（a）降低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但最近的
证据表明，PCSK9 抑制剂通过增强 Lp（a）的清
除和减少 Lp（a）的产生来降低 Lp（a）浓度。一
项涉及 63 名健康男性的研究显示，Evolocumab
单用时通过减少 Lp（a）的产生来降低 Lp（a）浓
度 [17]；与他汀类药物联合使用时，Evolocumab 通
过显著上调 LDL-R，加速 Lp（a）分解代谢，从
而降低 Lp（a）浓度。最近有报道称，在 PCSK9
抑制剂治疗中 LDL-C 与 Lp（a）降低之间存在不
一致，这表明 LDL-R 的上调可能不是 PCSK9 抑
制剂降低 Lp（a）的唯一机制 [18]。
3　PCSK9 抑制剂的多效性

　　有研究显示 PCSK9抑制剂可能具有独立于降
LDL-C 之外的直接抗炎和稳定斑块作用。PCSK9 
抑制剂一定程度上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水平，减
轻斑块炎症负荷，从而改变易损斑块的进展，起
到稳定斑块的作用。体内外研究表明，PCSK9 是
由各种参与 As 过程的细胞如巨噬细胞、内皮细
胞、血管平滑肌细胞等细胞分泌的。氧化的 LDL
上调巨噬细胞中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α、
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和 PCSK9 的
表达。核因子 -κB 是调节各种炎症介质诱导的主
要转录因子，PCSK9 抑制剂抑制核因子 -κB 的
活化，使白细胞介素 -1α、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
坏死因子 -α 的生成减少。PCSK9 抑制剂心血管
保护作用可能更为复杂，不仅可调节脂蛋白代
谢、抑制炎症反应，还包括对血小板反应性的影
响 [19-23]。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一篇纳入了 10
项 RCT 的 meta 分析显示，短期的 PCSK9 抑制剂
的治疗，对循环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浓度
没有影响 [24]。因此，PCSK9 抑制剂的抗炎作用
有待进一步研究。一项关于 Alirocumab 的Ⅲ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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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旨在研究 Alirocumab 对接受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As 斑块和炎症
的影响，可能有助于阐明 PCSK9 抑制剂的多效
性作用（PACMAN-AMI，NCT03067844）。
4　PCSK9 抑制剂的安全性

　　两种 PCSK9 抑制剂 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
的安全性已通过若干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进行
了评估。一项包含 45 539 名患者的 35 项随机对
照试验的大型荟萃分析结果推断 [13]，PCSK9 抑
制剂治疗与神经认知不良事件（OR 1.12；95%CI 
0.88 ～ 1.42；P ＝ 0.37），肌痛（OR 0.95；95%CI 
0.75 ～ 1.20；P ＝ 0.65），新发或既往糖尿病恶化
（OR 1.05；95%CI 0.95 ～ 1.17；P ＝ 0.32）， 肌
酸激酶水平升高（OR 0.84；95%CI 0.70～ 1.01；P＝

0.06），丙氨酸转氨酶或天冬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
（OR 0.96；95%CI 0.82 ～ 1.12；P ＝ 0.61） 均 无
关。FOURIER 研究是第一个提供 PCSK9 抑制剂
长期安全性数据的 RCT。该研究纳入了 27 564 例
ASCVD 患者，与安慰剂相比，两组不良事件包括
新发糖尿病和神经认知事件无显著性差异。治疗
相关不良事件均来自注射部位反应，Evolocumab
组略高（2.1% vs 1.6%）。Sabatine 等 [1] 开展的随
机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同时接受他汀类药物、依
洛尤单抗或安慰剂治疗的患者，在 19 个月内未
观察到明显的认知功能差异。在推荐剂量下，
Evolocumab 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鼻咽炎、上呼吸
道感染、背痛、关节痛、流感和注射部位反应以
及其他不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也有较少治疗因
不良反应中断。
5　PCSK9 抑制剂的经济价值考虑

　　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 的成本 - 效果是限
制其应用的重要因素。2017 年，FOURIER 试验
采用了成本 - 效果分析模型，以确定 PCSK9 抑制
剂加他汀治疗策略是否比只加他汀治疗策略更具
成本效益。在 PCSK9 抑制剂的年价格为 14 300
美元的情况下，他汀联合 PCSK9抑制剂治疗的增
量成本 - 效果比为 337 729 美元每质量调整生命
年（QALYs），这是普遍接受的社会阈值 100 000
美元 QALYs 的 3 倍多 [25]。因此，PCSK9 抑制剂
的价格 QALYs 需要下降 62%，即降至 5459美元 /
年。根据 ODYSSEY 试验的成本 - 效果分析模型，
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用 Alirocumab 替代
依折麦布，Alirocumab 的价格需要下降 86%，才
算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 [26]。
6　总结

　　 从 现 有 数 据 来 看，PCSK9 单 克 隆 抗 体
Evolocumab 和 Alirocumab 的 短 期 安 全 性 非 常
好，但长期安全性尚不确定。鉴于其上市时间较
短，需进一步完善针对该药疗效及安全性的上市
后评价以及在我国人群中的临床实践信息。开
展 PCSK9 抑制剂在不同种族的疗效和安全性研
究是必要的。PCSK9 抑制剂的高成本限制了其广
泛应用，因此需要大幅度降低其价格以使其具有
良好的成本效益。PCSK9 抑制剂与 As 发展过程
中的炎症反应的关系尚未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
PCSK9 抑制剂在一级预防和急性心血管事件早期
使用的心血管结局。PCSK9 单克隆抗体能有效降
低血浆 LDL-C 水平，但由于其相对短的半衰期，
这种被动免疫的方法需要频繁注射，而主动免疫
可以为高胆固醇血症的治疗提供一种持久而有效
的方法。几项针对通过接种疫苗产生长期抗体的
临床前研究显示了良好的前景，未来的研究需要
评估 PCSK9 单克隆抗体的替代方法，如 siRNA
的使用和疫苗接种。总之，PCSK9 抑制剂的上市
为 ASCVD 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使得无
法耐受他汀治疗或是使用了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
治疗但 LDL-C 仍不能达标的患者能够进行最大
化调脂治疗，从而降低心血管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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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氯喹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糖影响的研究进展

胡冬霞1，2，姚瑶1，葛卫红1*，于锋2*（1.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医院，南京　210008；2. 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

临床药学学院，南京　210009）

摘要：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因炎症、药物等因素影响，糖尿病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长

期血糖代谢紊乱将增加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积极控制 RA 患者的血糖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而羟氯喹作为风湿免疫病的常用药物之一，在治疗过程中除了改善疾病活动度之外还表现

出积极的降糖作用，且具有以下特点：① 羟氯喹与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合用可改善 RA 合并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② 与甲氨蝶呤、肿瘤坏死因子 -α 拮抗剂相比，羟氯喹可显著降低血

糖；③ 羟氯喹在使用 / 未使用激素 RA 患者中均具有降低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作用。本

文旨在综述羟氯喹对 RA 患者血糖影响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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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ydroxychloroquine on glucos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HU Dong-xia1, 2, YAO Yao1, GE Wei-hong1*, YU Feng2* (1.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f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2.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and Clinical Pharmacy,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The morbidity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ue to inflammation and agents. Long-term glucose 
metabolism disorder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RA patients. Therefore, 
controlling the blood glucose of RA patients is important. As a common agent for RA patients, 
hydroxychloroquine (HCQ) reduces not only disease activity, but also blood glucose during the 
the treatment,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① for RA patients combined with diabetes, HCQ 
combined with insulin or oral hypoglycemic agents can control the glucose; ② compared with 
methotrexate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antagonists, HCQ can obviously reduce the blood glucose; 
③ HCQ can reduce the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in RA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glucocorticoid.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effect of HCQ on blood glucose in RA patien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Key words: hydroxychloroquine; rheumatoid arthritis;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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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是一种弱碱
性的 4- 氨基喹啉化合物 [1]，于 1944 年首次合
成 [2]，与氯喹化学结构相似，但不良反应明显减
少，1955 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
于临床 [3]，最初作为抗疟药物使用。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发现羟氯喹对风湿病具有缓解症状的
作用 [4]，此后广泛用于治疗风湿免疫疾病，如类
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系统性

红 斑 狼 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
等。《2018 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指南》[5] 建议
将羟氯喹与其他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物（disease-
modifying antirheumatic agents，DMARDs） 联 合
使用治疗 RA；国内一项大型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显示，羟氯喹在 RA 患者中疗效显著，且总体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 [6]。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
发现除抗炎、免疫调节作用外，羟氯喹还具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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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糖的作用：1999 年 Shojania 等 [7] 首次报道羟
氯喹在关节炎患者中可引起低血糖反应，自此，
羟氯喹对 RA 患者血糖的影响逐渐进入研究者视
野。本文就羟氯喹对 RA 患者血糖代谢影响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
1　RA患者血糖代谢异常的原因和机制

1.1　危险因素

　　1950 年 Jarvinen[8] 首次研究 RA 与糖尿病之
间的关系，此后多项研究显示 RA 患者血糖异常
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加拿大一项大型研究显示
RA 患者的糖尿病发病率为 0.86%，是一般人群
的 1.5 倍 [9]；墨西哥一项研究显示 RA 患者胰岛素
抵抗发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50.5% vs 10.0%，
P ＜ 0.001）[10]；意大利一项研究显示 RA 患者空
腹血糖受损、糖尿病发病率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20.4% vs 12.4%，P ＝ 0.001；13.6% vs 8.4%，P ＝

0.01）[11]；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RA 患者高血糖、胰
岛素抵抗、糖尿病发病率均高于一般人群（35% vs 
22%，P ＝ 0.11；58% vs 19%，P ＜ 0.001；12% 
vs 4%，P ＝ 0.10）[12]。其中 RA 患者新发糖尿病
风险不仅与年龄、肥胖、吸烟、饮酒、缺乏运动、
糖尿病家族史等传统危险因素有关，还与全身炎
症、疾病活动度、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
及 DMARDs 的使用密切相关 [13-14]。
1.2　RA 致高血糖的机制

　　RA 致高血糖可能与炎症状态引起胰岛素抵
抗有关 [15]。RA 病理特征为关节滑膜慢性炎症性
增生，关节液和滑膜中有大量的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和炎症细胞浸润，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在外
周由外源性抗原或改变的自身抗原所活化，从
而导致促炎细胞因子如白介素 -1（IL-1）、白介
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分泌
增多 [16]。研究表明，在 RA 患者中稳态模型胰
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与 IL-6（r ＝ 0.63，
P ＜ 0.001）、TNF-α（r ＝ 0.50，P ＜ 0.001）、C
反应蛋白（r ＝ 0.29，P ＝ 0.001）、红细胞沉降
率（r ＝ 0.26，P ＝ 0.002）成显著正相关，提示
IL-6、TNF-α 水平升高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17]。
1.2.1　IL-6 与胰岛素抵抗　IL-6 可能通过以下作
用机制促进胰岛素抵抗：① 通过 Janus 激活蛋白
激酶 / 信号传导子及转录激活子（Janus-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途径激活胰岛素信号
通路的抑制剂（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ling，

SOCS），从而抑制胰岛素受体 -1（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1，IRS-1）的酪氨酸磷酸化；② 降低葡
萄糖转运蛋白（glucose transporter 4，GLUT4）表
达；③ 通过急性转化逆转录病毒 / 哺乳类雷帕霉
素靶蛋白（acute transforming retrovirus thymoma/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Akt/mTOR）途径
使 IRS-1 的丝氨酸磷酸化，导致细胞产生胰岛素
抵抗和胰岛素信号传导受损；④ 降低脂肪细胞胰
岛素敏感性脂肪因子——脂联素的表达 [18]。
1.2.2　TNF-α 与胰岛素抵抗　TNF-α 可能通过以
下作用机制促进胰岛素抵抗：① 诱导合成 SOCS；
② 降低 IRS-1 和 GLUT4 的表达；③ 刺激脂肪组
织脂解，并增加游离脂肪酸的浓度，从而抑制胰
岛素的细胞作用；④ 降低脂联素的循环水平；⑤
以肌肉为代价增加脂肪量，从而促进胰岛素抵抗
的发展 [14]。
1.3　治疗 RA 相关药物对血糖的影响及机制

　　治疗 RA 药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激素、
DMARDs、非甾体抗炎药、生物靶向制剂、植物
药，其中激素、环孢素、他克莫司有升高血糖的
作用；羟氯喹、甲氨蝶呤、来氟米特、柳氮磺吡啶、
TNF-α 抑制剂、IL-1 受体拮抗剂、IL-6 受体拮抗
剂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1.3.1　药物升高血糖的作用机制　一项纳入 41 例
早期活动性 RA 患者的随机、对照、单盲试验表明
接受大剂量激素治疗 1 周后，新发 2 型糖尿病患
者的人数从 7% 增加到 24%[19]。一项纳入 3267 名
RA 患者的关于他克莫司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上市
后监测研究显示：糖尿病是他克莫司常见的不良
反应之一（1.5%）[20]。一项关于使用 DMARDs 与
风湿病患者新发糖尿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
明：环孢素的使用可增加 RA 患者新发糖尿病风险
（HR ＝ 1.14，95%CI 0.77 ～ 1.70）[21]。
　　激素导致高血糖的主要机制包括：诱导β 细
胞衰竭、减少外周组织摄取葡萄糖、增加胰岛素
抵抗和糖异生以及抑制胰岛β 细胞生成和分泌胰
岛素 [22]。他克莫司影响血糖的机制可能包括：与
FKBP12（FK506-binding protein 12）及 Ryanodine
受体结合，阻断胰岛β 细胞中的钙调磷酸酶，影
响胰岛素合成、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以及β
细胞存活 [23]。环孢素对胰岛细胞的影响较轻，它
影响血糖的机制可能包括：减少胰岛素 mRNA 表
达；抑制胰岛素分泌；诱导胰岛素抵抗，从而损
害β 细胞功能 [24-25]。
1.3.2　药物降低血糖的作用机制　来氟米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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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氮磺吡啶 [26]、IL-6 受体拮抗剂（如托珠单抗）[27]

和 IL-1 受体拮抗剂（如 anakinra）[28] 可以改善 RA
患者的血糖；而生物制剂 TNF-α 抑制剂（如英夫
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依那西普）[29-30]、甲氨蝶
呤 [31] 及羟氯喹不仅可改善血糖，还可以减少 2 型
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32]。
　　上述药物影响血糖的机制各不相同：① 来氟
米特、甲氨蝶呤、TNF-α 拮抗剂通过增加组织对
葡萄糖的摄取来降低血糖 [33-34]；② 柳氮磺吡啶 [35]、
IL-6 受体拮抗剂 [27]、IL-1 受体拮抗剂 [28] 通过改善
胰岛素抵抗来降低血糖； ③ 羟氯喹则是通过抑制
胰岛素代谢、延长胰岛素作用时间、增加胰岛素
敏感性、抑制肝脏糖异生来降低血糖 [36-37]。
　　综合上述因素，RA 患者并发高血糖的风险
增加，经常需要合用降糖药物，增加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及联合用药的风险，而羟氯喹在上述降低
血糖的 DMARDs 中因其安全、价廉的特点，作
为一种辅助药物可能有助于改善 RA 联合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水平 [38]，因此研究羟氯喹对 RA 患者
的血糖代谢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　羟氯喹的降糖作用及机制

2.1　羟氯喹对无糖尿病 RA 患者血糖的影响

　　研究指出羟氯喹可导致无糖尿病 RA 患者出
现低血糖不良反应，但此类报道较少 [39-40]。一项
横断面研究表明，在非糖尿病 RA 女性患者中，
经校正传统心血管风险因素、疾病活动度及激素
使用后，使用羟氯喹的患者空腹血糖低于未使用
羟氯喹的患者（82.5 mg·dL－ 1 vs 86.6 mg·dL－ 1，
P ＝ 0.05）[41]。同时，一项涉及 4905 例 RA 患者
的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表明：与未使用羟氯
喹患者相比，使用羟氯喹患者糖尿病发生风险降
低 38%（HR ＝ 0.62，95%CI 0.42 ～ 0.92）； 而
使用羟氯喹超过 4 年的患者糖尿病发生风险降低
77%（HR ＝ 0.23，95%CI 0.11 ～ 0.50）[42]。研
究进一步显示，在 RA 患者中，相比 TNF-α 拮抗
剂与甲氨蝶呤，羟氯喹可显著降低新发糖尿病风
险 [43]，而且羟氯喹合用 TNF-α 拮抗剂后预防糖尿
病效果增加（HR＝0.49，95%CI 0.36～0.66）[21]。
2.2　羟氯喹对有糖尿病患者血糖的影响

　　羟氯喹同样可导致有糖尿病 RA 患者出现低
血糖不良反应，但此类报道较少 [8]。冯乐恒等 [44]

研究显示，相比胰岛素联合甲氨蝶呤治疗 RA 组，
羟氯喹联合胰岛素、甲氨蝶呤治疗 RA 组空腹血
糖、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OMA-IR 值
显著下降，稳态模型胰岛素分泌指数（homeosta-

sis model assessment of estimatedsteady-state beta 
cell function，HOMA-β）值显著升高。杭元星
等 [45] 研究显示，相比二甲双胍联合甲氨蝶呤治
疗 RA 组，羟氯喹联合二甲双胍、甲氨蝶呤治疗
RA 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均显著降低，且呈现剂量依赖性。研究进一步显
示，与甲氨蝶呤相比，羟氯喹可显著降低 RA 患
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0.66% vs － 0.11%，P ＝

0.041），且羟氯喹合用甲氨蝶呤、柳氮磺吡啶后，
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作用增强 [46]。近年有多项研究
表明，在难治性 2 型糖尿病患者原有胰岛素或口
服降糖药治疗方案中加用羟氯喹后，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均显著下降，表明羟氯
喹具有作为三线药物治疗血糖控制不佳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潜力。综上，在使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
药基础上，合用羟氯喹可辅助降低 RA 合并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47-49]。
2.3　羟氯喹对使用 / 未使用激素患者血糖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羟氯喹在使用 / 未使用激素 RA
患者中都表现出降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升高
HOMA-β 的作用，且羟氯喹在使用激素 RA 患者
中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而在未使用激素 RA 患
者中可显著升高 HOMA-β [41]（见表 1）。这提示在
RA 患者使用激素的同时加用羟氯喹，可能有助
于减少激素所致高血糖的不良反应，但仍需进一
步研究证实。
2.4　羟氯喹降血糖的作用机制

2.4.1　增加胰岛素水平　一项随机、双盲、对照
试验 [52] 表明羟氯喹可以通过增加糖尿病前期患
者的血清胰岛素水平来有效降低血糖水平。另有
研究发现羟氯喹以浓度依赖方式增加糖尿病大鼠
体内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水平，其机制可能与
羟氯喹抑制大鼠肝细胞胞浆胰岛素代谢酶从而减
少胰岛素代谢有关 [37，53]。由此可见，羟氯喹增加
胰岛素水平可能与胰岛素代谢减少有关。
2.4.2　减少胰岛素抵抗
　　① 增加 IRS-1 和 Akt 的磷酸化：胰岛素可
通过激活其受体的酪氨酸激酶活性，从而使包括
IRS-1 在内的各种底物磷酸化；磷酸化的 IRS-1
与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通过蛋白激酶 B（Akt）
的磷酸化触发胰岛素信号传导途径，从而刺激细
胞生长、葡萄糖转运、糖异生、糖原合成和蛋
白质合成。动物研究表明羟氯喹可显著增加高
脂饮食大鼠肝组织中 IRS-1 和 Akt 的磷酸化 [54]，
因此，推测羟氯喹改善胰岛素抵抗可能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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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1 和 Akt 的磷酸化有关。
　　② 增加脂联素水平：脂联素是一种表达丰
富的脂肪因子，可以抑制肝脏糖异生；调节食物
摄入量和能量消耗；刺激胰岛素分泌；刺激骨
骼肌中的葡萄糖摄取。它通过结合脂联素受体 1
（AdipoR1）和脂联素受体 2（AdipoR2）发挥胰
岛素增敏作用。在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中，脂
联素和脂联素受体均被下调，而羟氯喹可升高肥
胖和胰岛素抵抗的动物模型中下调的脂联素水
平 [55]。除此之外，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也
发现羟氯喹可显著升高胰岛素抵抗的非糖尿病个
体的脂联素水平 [42]。因此，推测羟氯喹可能通过
增加脂联素水平来改善胰岛素抵抗。
　　③ 降低 IL-6、TNF-α 水平：RA 患者中导致胰
岛素抵抗的主要炎症因子是血清 IL-6 和 TNF-α [56]，
而羟氯喹可降低多种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包括
单核细胞分泌的 IL-1、IL-2、IL-6 和 TNF-α [57]。因
此，推测羟氯喹可以通过降低 IL-6、TNF-α 水平
来改善胰岛素抵抗。
　　④ 调节内皮功能障碍和脂肪因子的平衡：除
上述机制外，也有研究表明羟氯喹改善胰岛素抵
抗的作用可能与调节内皮功能障碍和脂肪因子的
平衡有关：与未使用羟氯喹高脂饮食小鼠相比，
使用羟氯喹高脂饮食小鼠空腹血糖、HOMA-IR
水平均显著下降（P ＜ 0.05），其机制可能与羟氯
喹降低高脂饮食小鼠的内皮黏附因子 [ 包括可溶
性 E 选择素（sE-selectin）、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
子 -1（sICAM-1）和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
（sVCAM-1）] 在血清中的水平及脂肪细胞因子
（包括瘦素、抵抗素、内脂素、脂蛋白 -2）在血
清和内脏脂肪组织中的水平有关 [57]，但是具体机
制尚需进一步研究确证。
3　结语

　　对糖尿病或非糖尿病 RA 患者，羟氯喹都表
现出改善血糖的作用，且表现出以下特点：① 
对于 RA 合并糖尿病患者，羟氯喹与胰岛素或口
服降糖药合用可改善血糖控制；② 与甲氨蝶呤、
TNF-α 拮抗剂相比，羟氯喹可显著改善血糖，与
甲氨蝶呤、TNF-α 拮抗剂合用后降糖效果增加；
③ 羟氯喹在使用 / 未使用激素 RA 患者中均具有
降低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作用，提示在
RA 患者使用激素的同时加用羟氯喹，可能有助
于减少激素所致的高血糖不良反应。因此在没有
禁忌证的情况下，推荐合并糖尿病或使用激素的
RA 患者合用羟氯喹，以增加血糖代谢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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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键介导的肿瘤微环境智能响应型抗肿瘤药物 
递送系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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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疗药物普遍存在着水溶性差、毒副作用大、生物利用度低等问题。基于生物体内氧化

还原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二硫键对氧化还原电势的响应性，二硫键已被广泛运用于设计纳米前药

和纳米载体，这一策略能够实现靶向肿瘤部位的特异性药物递释，提高抗肿瘤药物的疗效并且

降低其毒副作用，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本文简要介绍了肿瘤氧化还原微环境及二硫键氧化

还原响应机制，着重综述了近年来二硫键在氧化还原响应型纳米前药和纳米载体中的应用。

关键词：二硫键；氧化还原；药物递送系统；肿瘤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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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isulfide bond mediated tumor microenvironment 
responsive drug delive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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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1*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2.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Abstract: Many chemotherapeutic drugs have such problems as poor water solubility, high toxicity 
and low bioavailabilit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redox environment in the organism and the 
response of disulfide bond to redox potential, disulfide bo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design of 
nano-prodrugs and nano-carriers. This strategy can achieve specific drug delivery targeting the tumor 
site,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anti-tumor drugs and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with an excellent application 
prospe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and reviewed the redox microenvironment of the tumor 
and the redox response mechanism of disulfide bon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sulfide bond in redox 
responsive nano-prodrugs and nano-carrier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disulfide bond; redox; drug delivery system; tumor micr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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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1]。化疗是目前
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于不能通过手术
治疗和已发生转移扩散的肿瘤，然而，化疗药物
一般具有水溶性差、生物利用度低和全身毒性严
重等问题 [2]。随着纳米技术在药物传递领域的广
泛应用，这些问题有所改善。但目前临床应用的
纳米制剂还存在着载药量低、稳定性差、载体材
料相关的毒副作用、药物在贮存过程中的结晶和
渗漏等缺点 [3-5]。因此，设计和构建高效低毒纳

米药物传递系统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前
药是一类药理活性很小或无药理活性的药物衍生
物，给药后可在体内进行生物转化，产生活性代
谢物，发挥治疗作用。前药策略通过对药物分子
中羟基、胺基等官能团进行可断裂化学键修饰，
能够克服药物分子存在的理化性质的缺陷，改变
药物的溶解度、稳定性等关键的生物药剂学性质，
对提高化疗药物的治疗效率有重要意义 [6]。
　　相较于正常组织，肿瘤部位代谢和增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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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非常复杂且异质性高的微环境，其特征
主要包括乏氧、微酸性、高还原性、高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蛋白酶及酯酶
等的过表达 [7]。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
是哺乳动物细胞中含量最丰富的硫醇，具有还原
性，谷胱甘肽 / 氧化型谷胱甘肽（GSH/GSSG）
维持着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 [8]。细胞内过量的
ROS 不利于细胞氧化还原平衡的维持，进而导致
癌症等疾病的发生。肿瘤微环境中 H2O2 的浓度
比正常组织高近 100 倍，高达 100 μmol·L － 1[9]。
肿瘤部位特殊的微环境已被广泛用来设计各种刺
激响应型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即使用不同类型的
敏感键构建纳米前药或纳米载体，也可使化疗药
物选择性在肿瘤组织中富集，并在肿瘤部位响应
性释放，这一策略显著提高了抗肿瘤药物的递送
效率，达到增效减毒的治疗效果 [10]。
　　二硫键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在硫醇的存在下

可生物降解，且对不同浓度 GSH 刺激的响应性有
明显差别，二硫键还能够在肿瘤内部高 ROS 水平
的环境中发生氧化反应增加药物递送体系的亲水
性，有利于基于二硫键的载体或前药发生水解反
应，促进纳米粒解体和药物释放。因此，二硫键已
被广泛用来设计氧化还原敏感的前药和纳米药物载
体，用于抗肿瘤药物和荧光探针等的递送 [11]。目
前二硫键在氧化还原刺激响应型纳米递药系统中的
应用主要包括二硫键作为药物、药物与载体、载
体之间的连接剂以及药物载体中的交联剂 [12]，如
表 1 所示。二硫键修饰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在进入
肿瘤细胞之前可以稳定存在，在肿瘤细胞中高浓度
GSH 或 ROS 条件下，基于二硫键的纳米前药或纳
米药物载体可迅速降解释放抗肿瘤药物，有效避免
药物的过早释放对正常组织细胞产生的毒副作用。
这一策略为改善抗肿瘤药物的药动学性质、提高药
效提供了一种新的式范。

表 1　二硫键在构建氧化还原响应型药物递送系统中的应用 
Tab 1　Disulfide bo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dox responsive drug delivery system

分类 二硫键在药物递送系统结构组成中的作用 引文

二硫键桥联前药 药物 - 药物偶联物 连接剂 [21]
化疗药物与叶酸、抗体等肿瘤靶向基团桥联 连接剂 [23-24]
化疗药物与荧光成像探针桥联 连接剂 [25]

二硫键修饰纳米载体 聚合物纳米胶束（两亲性药物 - 聚合物结合物、聚合物载体） 连接剂 [30]
连接剂或交联剂 [35，37]

纳米凝胶 交联剂 [39]
二氧化硅纳米粒（药物与二氧化硅纳米粒共价相连、 

二氧化硅纳米载体）

连接剂 [46]
连接剂 [48]

1　二硫键氧化还原响应药物递送系统设计原理

　　与正常细胞相比，肿瘤细胞内存在更高浓度
的 ROS 和 GSH[13]。GSH 在肿瘤细胞内部环境高
表达，研究报道肿瘤细胞中的 GSH 水平是血浆
中的 1000 倍，且至少比正常细胞高 4 倍 [13]。这
种浓度差异为基于二硫键的氧化还原响应型纳米
给药系统的特异性药物释放提供了先决条件。相
较于正常细胞，肿瘤细胞还能不断产生高水平
的 ROS，例如过氧化氢、羟基自由基和超氧化
物 [14-15]。包含二硫键、硼酸酯、二茂铁等 ROS 响
应性基团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可以针对 ROS 高
表达的特定部位特异性释放药物 [16]。
　　具有二硫键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在肿瘤细胞内
刺激响应释药机制如图 1 所示。二硫键在包含巯基
官能团的还原性物质（如 GSH）作用下断裂形成硫
醇，实现递药体系药物释放 [13]。二硫键的氧化响
应能力表现为在体内强氧化自由基（如 ROS）作用
下，被氧化成砜或者亚砜，使递药体系亲水性增
强，促进药物载体解体进而释放药物 [17]。

图 1　基于二硫键的聚合物纳米载体氧化还原（GSH/ROS）响应释

药机制

Fig 1　Redox（GSH/ROS）responsive mechanism of polymer nano-
carriers conjugating via disulfide bond

　　二硫键桥联前药与基于二硫键的纳米载体具
有相似的氧化还原响应性，即肿瘤细胞内高浓度
的 GSH 或 ROS 有利于二硫键桥联前药的水解进
而发挥药效，其具体释药机制如图 2 所示。
　　由于生物体内氧化还原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二
硫键对肿瘤细胞内外氧化还原电势响应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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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键具有在血液循环过程中稳定存在，在肿瘤
细胞中才发生反应的特点，因此被广泛用来设计
氧化还原敏感的药物递送系统。
2　二硫键前药
　　研究表明药物 - 药物偶联物中引入二硫键可以
诱导疏水性药物分子自组装成纳米结构聚集体，这
主要是由于二硫键具有独特的二面角，平衡了药物
分子间的非共价作用力，抑制其在水中结晶 [18-20]。
由此制备的前药自组装纳米粒具有明确的组成结构
和极高的载药量，显著改善了小分子化疗药物溶解
度差、具有非选择性毒副作用等问题。同时在前药
结构中引入二硫键能够赋予药物分子环境响应性药
物释放的能力。Ma 等 [21] 将紫杉醇和阿霉素通过二
硫键共轭相连，制备了具有氧化还原响应性的前药
自组装纳米粒，其具有较好的粒径（180 nm 左右），
且稳定性良好，由于二硫键两端均是药物，该前药
纳米粒具有 89% 的超高载药量。
　　此外，二硫键桥联的前药自组装纳米粒制备
相对简单，结构相对灵活，通过各种多功能化修饰
可以实现药物的高效递送。将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
的基团，例如叶酸、抗体、肽类等，通过二硫键与
小分子化疗药物连接，可实现主动靶向功能，提高
药物递送效率和治疗效果 [22]。例如，由于有些肿
瘤细胞表面会表达过量的叶酸受体，叶酸可以作为
抗肿瘤药物靶向输送中的靶向配体。当带有荧光的
阿霉素和叶酸靶头用二硫键共价键连接后，阿霉素
的荧光会被淬灭 [23]。一旦前药进入叶酸受体高表
达的肿瘤细胞，二硫键会与细胞内高表达的 GSH
发生反应，使得阿霉素从前药中释放出来，药物荧
光得以恢复，并对肿瘤细胞有较好的杀伤作用。二
硫键也被用于连接单克隆抗体与化疗药物，这类可
激活前药利用抗体与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特异性
结合反应，介导纳米粒内化到肿瘤细胞中。例如，
2017 年上市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奥英妥珠单抗使用
含二硫键的连接臂共价连接靶向肿瘤细胞表面特异
性表达的 CD22 抗体的单抗和可诱导 DNA 双链断
裂的 N- 乙酰基 -γ- 卡奇霉素，用以治疗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 [24]。二硫键能够在血液循环中稳定存在，

在肿瘤部位特异性裂解的性质极大降低了 N- 乙酰
基 -γ- 卡奇霉素的系统毒性。二硫键还可用于化疗
药物和荧光成像探针的连接（见图 3），前药在肿瘤
部位特异性激活后同时具备诊断和治疗功能，包括
喜树碱和光敏剂、羟基喜树碱和荧光物质、米托蒽
醌和荧光分子共轭等 [25-27]。

图 3　基于二硫键响应的共轭化合物 [28]

Fig 3　Conjugated compounds based on disulfide bond responses[28]

3　基于二硫键的纳米载体

3.1　基于二硫键的聚合物纳米胶束
　　利用二硫键将药物与聚合物的功能基团相连
形成的两亲性聚合物 - 药物结合物，可在水中自
组装形成纳米胶束，由于胶束稳定的物理化学性
质，二硫键修饰的聚合物纳米胶束可稳定存在于
血液循环中，通过实体瘤的高通透性和滞留效应
（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
靶向肿瘤部位，并具有肿瘤微环境敏感性释药的
特点，可以显著减少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提
高治疗效果 [16，18-20，29]。为了降低联合用药引起
的毒副作用、实现药物的可控释放，Yang 等 [30]

构建了具有氧化还原敏感性的共载紫杉醇（pacli-
taxel，PTX）和阿霉素（doxorubicin，DOX）的胶
束体系。使用亲水性聚乙二醇单甲醚（methoxy-
polyethylene glycols，mPEG） 通 过 二 硫 键 修 饰
疏水性的 PTX 和 DOX，合成的两种聚合物 - 药
物结合物，分别记为 mPEG-SS-PTX 和 mPEG-
SS-DOX，具有氧还原敏感性。mPEG-SS-PTX 和
mPEG-SS-DOX 均为两亲性嵌段，可以在水中自
组装形成混合胶束，平均粒径为 93.3 nm，胶束
能够通过 EPR 被动靶向到肿瘤部位发挥作用。此
外，该药物递送系统可以根据临床用药效果精确
确定 PTX 和 DOX 的比例，同时能够实现药物的
氧化还原敏感性释放 [30]。Yang 等 [31] 合成了两亲
性结合物阿霉素 - 二氯乙酸盐，该偶联物可以通
过使用少量 DSPE-PEG2000 自组装成纳米颗粒，减
少了相关赋形剂的使用，载药量高达 71.8%（w/
w）。纳米粒给药后没有对小鼠造成系统毒性，最
大耐受剂量为 75 mg·kg － 1，比游离 DOX 高 15
倍。这些研究为简化药物制备过程，增加载药量，

图 2　二硫键桥联前体药物氧化还原（GSH/ROS）响应释药机制

Fig 2　Redox（GSH/ROS）responsive mechanism of disulfide-bridged 
pro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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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全身毒性以及提高抗肿瘤效率提供了有希望
的策略。Hu 等 [32] 制备的新型氧化还原敏感性羟
乙基淀粉 - 阿霉素结合物（HES-SS-DOX），HES-
SS-DOX 在细胞外 GSH 水平下相对稳定，但在细
胞内 GSH 水平下迅速释放 DOX。与游离 DOX
相比，HES-SS-DOX 延长了 DOX 的血浆半衰期，
增强了 DOX 在肿瘤内的蓄积。
　　除了作为聚合物 - 药物结合物之间的连接
物，二硫键还可作为两亲性高分子材料、聚合物
的主链间或主链与侧链之间的连接键 [12]。通过二
硫键连接亲水和疏水性聚合物链段所形成的两亲
性共聚物，临界聚集浓度较低，能够自组装形成
粒径适当、稳定性良好的纳米胶束，极大丰富了
抗肿瘤药物递送载体的结构和功能 [33]。文献报
道了一种氨基葡萄糖（amino-glucose，AG）修饰
的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和聚乳
酸（polylactic acid，PLA）嵌段聚合物（AG-PEG-
SS-PLA）[34]，可以在水溶液中自组装成纳米胶束。
研究表明包封 PTX 的 AG-PEG-SS-PLA 纳米胶束
能够主动靶向肿瘤细胞递送药物，通过内吞途径
被肿瘤细胞摄取，并且可以在肿瘤细胞内高浓度
GSH 的刺激下快速释放 PTX，有效改善肿瘤细胞
的多重耐药性。Thambi 等 [35] 利用二硫键将石胆
酸（lithocholic acid，LCA）连接到羧甲基葡聚糖
（carboxymethyl-dextran，CMD）链上，所构建的
偶联物（CMD-SS-LCAs）具有自组装能力。采用
乳化法制备的负载 DOX 的纳米胶束，载药量高
达 70%，在体外 10 mmol·L － 1 GSH 条件下可实
现 DOX 的完全释放，与游离 DOX 相比表现出显
著增强的抗肿瘤效果。
　　聚合物载体在血液循环中可能与蛋白或细胞
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使得载体的稳定性降低，药
物提前泄漏 [36]。使用氧化还原响应性裂解的二硫
键作为聚合物药物载体中的交联剂 [12]，可以提
高聚合物载体的血液稳定性，实现肿瘤细胞内的
特异性药物释放。Guo 等 [37] 合成了 PEG- 赖氨酸
（lysine，Lys）- 苯丙氨酸 -（phenylalanine，PPhe）
三嵌段聚合物（PEG-Lys-PPhe），使用含二硫醚的
交联剂 3，3'- 二硫代双（磺酸琥珀酰亚氨基丙酸
酯）与 PLys 侧链上的氨基反应形成交联壳层，胶
束表面使用脱氢抗坏血酸（dehydroascorbic acid，
DHAA）共价修饰，由此制备的 DHAA 修饰的二
硫键交联聚合物载体可装载 DOX，形成粒径 60.34 
nm 左 右 的 纳 米 胶 束 [DPL（s-s）P/DOX]。DPL
（s-s）P/DOX 在生理条件下可以稳定存在，能够
通过葡萄糖转运体 GLUT1 主动靶向肝癌细胞，内

化进入肿瘤细胞后，在胞内高浓度 GSH 条件下二
硫键断裂、胶束发生降解，使 DOX 从胶束中快速
释放出来，体内外实验表明 DPL（s-s）P/DOX 胶
束抗肿瘤效率有所增强。
3.2　基于二硫键的纳米凝胶
　　近年来含二硫键的链段作为水凝胶和微凝胶
的交联剂已经成为聚合物载药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 D/L- 二硫苏糖醇、谷胱甘肽和 L- 半胱氨酸等
还原性物质存在的条件下，二硫键交联纳米凝胶
的三维网络结构被破坏进而解体 [13]。二硫键使得
载药纳米凝胶具有优异的还原响应性，所装载的
药物可以在氧化还原微环境中快速释放。紫草素
（shikonin，SHK）是一种通过诱导细胞坏死发挥
抗肿瘤作用的天然产物，对骨肉瘤有较好的治疗
作用，但其具有化疗药物普遍存在的溶解性差和
非选择性杀伤正常组织细胞等缺陷。Li 等 [38] 使
用靶向骨肉瘤的多肽修饰的二硫化物交联纳米凝
胶递送 SHK（STP-NG/SHK），用于降低药物的
全身毒性，提高患者的耐受性。STP-NG/SHK 能
够主动靶向肿瘤细胞，体外释放实验表明二硫
键在还原条件（高浓度 GSH 条件）下 20 h 内超
过 75% 的 SHK 从载体中释放，而无 GSH 存在
下仅有少量释放。Pan 等 [39] 以 N，N'- 双（丙烯
酰）胱胺为交联剂制备了聚甲基丙烯酸纳米凝胶
（polymethyl methacrylate-nanogel，PMAA-NG），
用以高效递送 DOX。负载 DOX 的 PMAA-NG 具
有 pH/ 氧化还原双响应释药能力，在生理 pH 条
件下仅有少量药物释放，而在酸性和还原环境
（pH 5.0，10 mol·L － 1 GSH）中，5 h 内约 91%
的 DOX 能够从纳米凝胶中释放出来。PMAA-NG
装载 DOX 的载药量高，研究表明其能通过吞噬
作用迅速被肿瘤细胞摄取，PMAA-NG 在弱酸性
和还原性肿瘤微环境中特异性降解释药，具有良
好的抗肿瘤作用。
3.3　基于二硫键的二氧化硅纳米粒
　　二氧化硅纳米粒相较有机纳米载体稳定性好、
载药量高，根据微观结构的不同可分为介孔硅
纳 米 粒（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MSNs）
和无孔硅纳米粒（non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NSNs）[40]。近年来，许多研究使用二硫键对二氧
化硅纳米粒进行修饰，多种具有可控降解特性的
纳米递药系统已经被开发出来 [41-42]。该系统可在
肿瘤细胞内高浓度 GSH 的诱导下降解进而发挥药
效，对正常细胞毒副作用小，已被广泛应用于诊
疗制剂的递送。
　　其中，MSNs 具有多孔结构和较大的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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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能够有效装载药物并缓慢可控地释放药物，
是以在医药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11，43]。为了避免抗
肿瘤药物在到达肿瘤部位前从介孔硅纳米载体中
泄漏，研究中使用含有二硫键的中间体将 Fe3O4

等无机纳米粒、环糊精等大环化合物、聚（N- 丙
烯酰氧基丁二酰亚胺）、聚乙烯亚胺等高分子聚
合物与介孔硅表面共价相连 [11，44-45]。这种修饰使
得介孔硅孔道在体循环中处于闭合状态，药物分
子无法释放；当纳米粒进入肿瘤细胞后，二硫键
被 GSH 等物质还原断裂，介孔硅表面的修饰物
解离，封装的药物得以释放 [46]，从而提高制剂
在血液循环中的稳定性，实现其在肿瘤部位特异
性释药。然而纯二氧化硅骨架在生物体内难以降
解，长期使用会在体内滞留，继而引发严重且无
法预测的毒性风险。因此，需要设计和合成更加
安全的二氧化硅载体。通过在二氧化硅骨架中引
入二硫键构建可生物降解的二氧化硅纳米粒，不
仅保持了二氧化硅纳米载体原有的生理稳定性，
还可实现肿瘤部位氧化还原微环境响应性生物降
解，有助于提高载体的生物安全性和药物治疗效
率 [47]。例如，Huang 等 [48] 将双（3- 三乙氧基硅丙
基）二硫化物共价掺杂于 MSNs 的二氧化硅骨架
中，制备了有机 - 无机杂化的中空介孔有机硅纳
米胶体（HMONs@PEG）。二硫键的引入加速了
HMONs@PEG 骨架在还原微环境中的生物降解和
负载药物阿霉素的还原响应释放，增加二氧化硅
纳米粒生物相容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了阿霉素的
治疗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游离阿霉素
的毒副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纳米递药系统具有可提高疏水性药物溶解性、
延长药物作用时间、被动靶向给药等诸多优势，
从而成为近几十年纳米领域中的研究热点。然而，
药物在未达到肿瘤部位时已经从纳米粒中提前泄
漏于血液循环中，导致到达肿瘤部位的药物减少，
从而使得纳米给药系统临床疗效并无明显增强。
药物作用于非靶部位容易对正常组织造成损伤从
而引起不良反应，仅足量作用于靶部位才能引起
较好的治疗作用。因此不论基于前药自组装还是
载体的纳米递药系统，药物在肿瘤部位的选择性
释放对于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至关重要。目
前，人们开发了一系列基于二硫键的纳米前药及
聚合物纳米胶束、纳米凝胶、二氧化硅纳米粒等
载药体系，利用二硫键的氧化还原特性实现肿瘤
部位特异性释放，有效避免了抗肿瘤药物在血液
循环及进入肿瘤细胞的过程中从纳米粒中渗漏，

智能触发药物在肿瘤细胞内的选择性释放，为开
发安全有效的纳米制剂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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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Y12 受体拮抗剂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进展

赵静，成睿珍（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药学科，天津　300450）

摘要：阿司匹林联合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抗血小板方案可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血栓事件

风险。考虑到疾病分型、患者年龄、基础疾病等因素，该抗血小板方案中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

选择不尽相同。临床常用口服 P2Y12 受体拮抗剂（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和普拉格雷）因生物活

性、可逆性、药效等特点，不同患者群中应给予不同推荐。本文对比了近年来各指南与共识中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同时结合临床大数据试验，以期为临床实践和决策

提供帮助。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P2Y12 受体拮抗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口服抗凝药物；慢性

肾脏疾病

中图分类号：R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370-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19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ZHAO Jing，CHENG Rui-zhen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Binhai New Area Hospital of TCM, 
Tianjin 300450)

Abstract: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including aspirin and a potent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 helps reduce 
bleeding risks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Choice of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s varies with 
disease classification, patient age, basic diseases and other factors. Based on bioactivation, reversibility, 
effect and other factors in oral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s (clopidogrel, ticagrelor and prasugrel), different 
patients choose different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s.This review compared th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and outcome for antiplatelet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Key word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oral anticoagulant; chronic kidne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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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通过抗血小板治疗可显著降低血栓事
件风险，国内外指南一致将阿司匹林联合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抗血小板方案作为二级预防的首选
推荐 [1]。但 ACS 患者因疾病分型，治疗方案、基
础疾病、年龄等因素，此方案中 P2Y12 受体拮抗
剂的选择存在差异 [2-10]。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口服 P2Y12 受体拮抗剂
包括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和普拉格雷，其中替格
瑞洛和普拉格雷被称为新型 P2Y12 受体拮抗剂。
氯吡格雷是上市最久的品种，但因为其抗血小板
活性偏低，同时又是前体药物，需要通过肝脏代
谢成活性产物，容易与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
个体差异大，临床使用中存在局限性 [4]。普拉格
雷也需要经过肝脏代谢，起效快，抑制血小板活

性较氯吡格雷高，但出血风险较高 [10]。对比以上
两种药物，替格瑞洛为非前体药物，无需经肝脏
代谢，起效快，效果可逆，个体差异小 [11-12]。替
格瑞洛因治疗效果和风险系数等优势 [13]，近年来
被指南予以强烈推荐 [2-3]。关于普拉格雷的结论
尚不统一，有研究证实该药在减少缺血事件的同
时，出血风险较高 [14]。而 ISAR-REACT 研究提
示，普拉格雷显著降低不良终点事件发生率，且
未增加出血风险 [15]。相比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
普拉格雷改善血管功能方面优于氯吡格雷和替格
瑞洛 [16]，但目前国内暂未上市。
　　本文整理了近年来国内及欧洲 ACS 抗血小
板治疗方案 [1-10]（见表 1），同时结合大数据的临
床试验，进行适当分析和解读，以期为临床实践
和决策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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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和欧洲指南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使用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推荐 
Tab 1　Recommendations for P2Y12 receptor inhibitor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atients at home and European

年份 指南 / 共识名称 患者人群
抗血小板方案 推荐

级别起始基础用药 推荐联合 P2Y12 受体拮抗剂种类

2020 欧洲：非持续性 ST 段

抬高型急性冠脉综

合征（NSTE-ACS）
的管理 [2]

NSTE-ACS，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阿司匹林 普拉格雷 Ⅰ，B

NSTE-ACS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或存在禁忌

证）

Ⅰ，B
Ⅰ，C

NSTE-ACS，口服抗凝药（OAC） 新型口服抗凝药

（NOAC）＋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不推荐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作为

三联抗栓治疗

Ⅰ，A
Ⅲ，C

2018 中国：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非血运重建

患者抗血小板治疗

中国专家共识 [3]

ACS，非血运重建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或存在禁忌证）

—

ACS，非血运重建：≥ 75 岁；急性轻型缺

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重度肾功能不全；高尿酸血症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ACS，非血运重建，轻中度肾功能不全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

ACS，非血运重建：既往缺血性卒中或 TIA
史；糖尿病患者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 —

ACS，非血运重建，中重度缺血性卒中 阿司匹林 / 氯吡

格雷

－ —

ACS，非血运重建，OAC NOAC 或华法林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ACS，非血运重建，痛风急性发作 西洛他唑 氯吡格雷 —

2018 中国：高龄老年（≥ 75
岁）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患者规范化诊

疗中国专家共识 [4]

ACS，≥ 75 岁，急诊 PCI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 —

2018 中国：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特殊人群抗

血小板治疗中国专

家建议 [5]

ACS，≥ 75 岁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ACS，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溶栓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不推荐使用替格 
瑞洛

—

ACS：卒中 /TIA 患者；重毒肾功能不全；

合并痛风；高尿酸血症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ACS：糖尿病患者；对轻中度肾功能不全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 —

ACS，OAC NOAC/ 华法林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ACS：肺栓塞（或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 NOAC/ 华法林＋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

2018 欧洲：心肌血运重建

指南 [6]

NSTE-ACS，PCI 术前

NSTE-ACS，PCI 术后

—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或存在禁忌证）

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或存在禁忌证）

Ⅱ a，C

Ⅰ，B

心肌梗死（MI）和高缺血风险，耐受双联

抗血小板治疗（DAPT）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优于普拉格雷或氯吡格雷 Ⅱ b，B

STEMI，PCI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氯吡格雷

（无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或存在

禁忌证）

Ⅰ，A

ACS，PCI，OAC OAC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Ⅱ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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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指南 / 共识名称 患者人群
抗血小板方案 推荐

级别起始基础用药 推荐联合 P2Y12 受体拮抗剂种类

2017 欧洲：冠心病患者双

抗治疗指南 [1]

ACS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Ⅰ，B
ACS，PCI 阿司匹林 普拉格雷 Ⅰ，B
NSTE-ACS，侵入性治疗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Ⅱ a，C
NSTEMI，溶栓后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Ⅰ，A
ACS，OAC，PCI

ACS，OAC，出血风险＞缺血风险

OAC ＋阿司匹林

OAC

氯吡格雷

不推荐使用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

氯吡格雷

Ⅱ a，B
Ⅲ，C

Ⅱ a，A
2017 欧洲：ST 段抬高型急

性心肌梗死管理指

南 [7]

STEMI，PCI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 普拉格雷，氯吡格雷

（无替格瑞洛 / 普拉格雷或存在

禁忌证）

Ⅰ，A

2016 中国：非 ST 段抬高

型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诊断和治疗指

南 [8]

NSTE-ACS，PCI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 氯吡格雷 Ⅰ，B
NSTE-ACS，OAC OAC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不建议三联抗栓治疗中使用替格瑞

洛

Ⅱ a，C
Ⅲ，C

2016 中国：中国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指南 [9]

NSTE-ACS，PCI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 氯吡格雷 Ⅰ，B
STEMI，PCI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或存在禁忌证）

Ⅰ，B

2015 欧洲：非 ST 段抬高型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

管理 [10]

NSTE-ACS，中高缺血事件 阿司匹林 替格瑞洛 Ⅰ，B
NSTE-ACS，PCI 阿司匹林 普拉格雷 Ⅰ，B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无替格瑞洛 / 普拉格雷

或存在禁忌证）

Ⅰ，B

NSTE-ACS，OAC OAC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不建议三联抗栓治疗中使用替格瑞

洛 / 普拉格雷

Ⅱ a，C
Ⅲ，C

续表 1

1　ACS-PCI
1.1　NSTE-ACS
　　2020 年欧洲颁布的《非持续性 ST 段抬高
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管理》[2] 延续了 2015 年版
NSTE-ACS 患者 PCI 术后的抗血小板策略：阿司
匹林联合普拉格雷 [10]。此推荐与 2017 年《欧洲
冠心病患者双抗治疗指南》[1] 和 2018 年《欧洲心
肌血运重建指南》[6] 存在差异，这两部指南推荐
的是替格瑞洛。但由于普拉格雷未在中国上市，
对于 NSTE-ACS 患者 PCI 术后，国内指南对氯吡
格雷和替格瑞洛进行平行推荐。
　　PLATO Ⅲ期临床研究 [17] 和 TRITON-TIMI 38
试验研究 [14] 提示阿司匹林＋新型 P2Y12 受体拮
抗剂（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组成的双联抗血小
板治疗是 NSTE-ACS 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的标准策
略。国际上对替格瑞洛和普拉格雷已作为一线药
物进行推荐 [1-2]，这体现了强化抗血小板治疗的
观点，临床上应予以借鉴。
1.2　STEMI
　　欧洲关于 STEMI 患者 PCI 术后抗血小板策略
中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推荐是替格瑞洛或普拉格
雷优于氯吡格雷 [6]。PRAGUE-18 实验证实了替格

瑞洛或普拉格雷对于 STEMI 患者 PCI 术后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18]。支持同样结论的研究还有 PLATO
研究 [13]。同样因为国内尚无普拉格雷，目前对于
STEMI 患者 PCI 术后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推荐是
替格瑞洛，仅在无替格瑞洛或存在禁忌证时才选
用氯吡格雷（Ⅰ，B）[9]。笔者认为，这类人群在
经过 PCI 术后，双联抗血小板中优选新型 P2Y12

受体拮抗剂是更为积极抗血小板理念的表现。
2　非血运重建
　　非血运重建 ACS 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远
高于血运重建患者 [19]。长期坚持抗血小板治疗可
显著降低非血运重建 ACS 患者全身动脉粥样硬化
血栓风险，是重要的二级预防措施，但事实上能
够规范接受抗血小板治疗的比例远低于 PCI 术后
患者 [20]。目前国内外对非血运重建 ACS 患者一致
推荐的是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 [1，3]。基于该患
者群的 PLATO NSTE-ACS 亚组研究也证实，替格
瑞洛在主要缺血终点事件风险上优于氯吡格雷 [17]。
建议临床优选替格瑞洛是考虑通过增加抗血小板
治疗强度来预防缺血性风险，但同时更应关注并
提高的是用药依从性，以达到二级预防目标。
3　高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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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我国颁布的三部关于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人群的诊疗建议中 [3-5]，都将患者高龄作
为独立因素进行了药物推荐。其中两部抗血小板
方案中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推荐建议都倾向于氯
吡格雷 [3，5]，而另一部共识对 ACS 急诊 PCI 患
者则同时推荐了替格瑞洛 [4]。国外的指南未对患
者的年龄进行明确分层，但考虑普拉格雷的出血
风险，对 75 岁以上的患者不建议使用 [1]。在老
年 NSTE-ACS 患者中，氯吡格雷较替格瑞洛可
降低 1 年内的出血风险 [21]。通过对比 70 岁以上
NSTE-ACS 老年患者应用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抗
血小板治疗，发现氯吡格雷可以减少缺血事件的
发生，同时出血风险低于替格瑞洛 [22]。一项关于
STEMI 的抗血小板药物研究证实了氯吡格雷在
70 岁以上患者中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3]。对
于高龄患者，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强度应该更加
谨慎，在考虑有效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安全问题。
4　联合口服抗凝药物

　　在 ACS 患者中，有因合并房颤等疾病需要
联合使用口服抗凝药物的群体。这类患者的抗栓
方案更加复杂，因为房颤患者需要口服抗凝药物
预防缺血性卒中，同时 ACS 又需要抗血小板治
疗。抗凝联合抗血小板在预防血栓的同时也增加
了出血风险 [24]。目前，国内及欧洲指南大多推
荐抗凝＋阿司匹林＋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三联抗
栓方案 [2-3，5]，时程为 1 ～ 6 个月，后调整为抗
凝＋ P2Y12 受体拮抗剂至 12 个月，氯吡格雷作
为 P2Y12 受体拮抗剂的优选，贯穿整个治疗过程。
并且强调，在三联抗栓的方案中，不建议使用
替格瑞洛和普拉格雷（Ⅲ，C）[1-2]。但是近年美
洲颁布的《房颤患者 PCI 术后抗栓治疗》[24] 以及
《心房颤动患者管理指南》[25] 对房颤患者 PCI 术
后的抗血小板治疗的 P2Y12 受体拮抗剂均推荐了
替格瑞洛。
　　新型 P2Y12 受体拮抗剂应用于 ACS 房颤患者
的临床试验结论不一致。RE-DUAL PCI 研究结
果显示应用替格瑞洛联合 NOAC 未出现安全性差
异 [26]。而关于抗凝药物联合阿司匹林和普拉格雷
的抗栓治疗研究则提示出血风险较高，故目前在
三联抗栓方案中未被推荐，建议临床仍继续沿用
氯吡格雷 [27-28]。
5　其他基础疾病

5.1　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有研究显示，在 ACS 患者中，合并 CKD 群
体不低于 30%，这类患者因基础肾脏疾病，可能

存在血小板功能障碍及异常凝血级联反应，造成
出血或血栓风险较高，同时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时效果不理想，目前指南对于轻中度 CKD 患者
推荐使用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重度 CKD 患者
推荐使用氯吡格雷 [3，5]。
　　 一 项 药 代 动 力 学 OPT-CKD 研 究 显 示，
NSTE-ACS 合并轻中度 CKD 患者应用替格瑞洛
对血小板的抑制作用较氯吡格雷更强 [5]。另有研
究显示，ACS 合并 CKD 患者的替格瑞洛治疗效
果明显优于氯吡格雷 [29]。尽管替格瑞洛在 ACS
合并 CKD 患者中疗效肯定，但是其呼吸困难和
出血风险不应忽视，临床使用需进行评估，不可
盲目。
5.2　糖尿病

　　ACS 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以血栓数量增多和
血小板反应性增强为主要特征，导致血栓和出
血风险都明显增高 [3，5]。这类人群国内目前推
荐的 P2Y12 受体拮抗剂是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
PLATO 亚组研究结果更加倾向于替格瑞洛，认为
ACS 合并糖尿病患者应用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
疗可降低主要复合终点风险，同时不增加出血风
险 [30]。这类人群的基础用药种类繁杂，在对抗血
小板治疗的决策中，应考虑治疗成本以及患者依
从性问题。
6　小结与展望

　　纵观近年来对于 ACS 患者的抗血小板治疗
理念，以更为积极的选择新型 P2Y12 受体拮抗剂
为主流思想，但是患者在应用新型 P2Y12 受体拮
抗剂过程中，因药物导致的出血或呼吸困难等不
良反应、经济压力、用药频次（需 2 次·d － 1）等
因素，导致患者依从性降低，最终更换为氯吡格
雷或停药 [31]。
　　为了提高 ACS 患者抗血小板的规范治疗率，
当前多项研究为未来优化 P2Y12 受体拮抗剂方案
指明了方向。TOPIC 研究是应用阿司匹林＋新型
P2Y12 受体拮抗剂 1 个月后调整为阿司匹林＋氯吡
格雷，对比原方案，治疗效果无差异，但是安全
性增加 [32]。一项关于普拉格雷的研究显示，应用
普拉格雷 1 周后降阶梯为氯吡格雷至 1 年，与常
规普拉格雷 1 年对比，获益无显著差异 [33]。针对
P2Y12 受体拮抗剂用量（氯吡格雷 75 mg qd；替格
瑞洛 60 mg bid；替格瑞洛 90 mg bid）的实验研
究，显示替格瑞洛 60 mg bid 的用法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34]。同样观点的还有 ELECTRA 研
究，证实 60 mg bid 替格瑞洛可以达到理想的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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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效果 [35]。另一项在老年和低体质量的 ACS 患
者中的研究也支持该结论，通过降低普拉格雷剂
量可使患者规避出血风险 [36]。2019 年的美国心血
血管年会上公布了 GLASSY 研究：老年患者 PCI
术后应用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 1 个月后应用替
格瑞洛 23 个月，这种缩短双抗疗程的替格瑞洛
抗血小板治疗新方案并不劣于标准的双抗治疗方
案（双联抗血小板治疗 12 个月后阿司匹林单药治
疗 12 个月）[37]。这无疑扩宽了新型 P2Y12 受体拮
抗剂应用的思路。在 ACS 患者的抗血小板治疗方
案中，不应局限在品种的选择上，在时程和剂量
方面的优化也可增加临床获益，同时提高患者依
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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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甲氨蝶呤化疗产生的毒性反应与药物基因多态性之间的关

系，为甲氨蝶呤临床个体化用药提供参考。本文查询近 10 年相关文献，总结可能影响甲氨蝶

呤化疗毒性反应的相关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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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肿瘤药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
干扰叶酸正常代谢，用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的巩固化
疗。大剂量甲氨蝶呤（high dose methotrexate，
HD-MTX）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繁殖，治疗效果
显著，但其毒性反应的发生也随剂量增加而增
加，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毒性反应而减
少剂量或者停止用药，导致 ALL 复发或死亡率
增加。造成毒性反应的因素有给药途径、输注时
间、合并用药、体质量、给药剂量、患者生理病
理状况和药物相关基因多态性 [1]。基因多态性主
要影响 MTX 代谢、转运和作用靶点 [2]，在不同
患者使用相同剂量的 MTX 时，可能会导致毒性
反应的不同。个体化差异是毒性反应类型和程度
差异发生的原因之一。鉴于此，笔者查阅国内外

相关文献，结合药物基因组学分析各相关基因多
态性与 MTX 化疗期间毒性反应之间的关联性。
1　MTX代谢相关的基因多态性
1.1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
olate reductase，MTHFR）
　　MTHFR 基 因 位 于 1p36.6， 编 码 区 长 1980 
bp，包含 11 个外显子和 10 个内含子，是调节细
胞内叶酸代谢的关键酶，MTHFR 催化 5，10- 亚
甲基四氢叶酸不可逆地还原为 5- 甲基四氢叶酸。
C677T 位点的突变使丙氨酸被缬氨酸代替，导致
酶活性降低 [3]。HD-MTX 治疗的患者中，MTHFR 
C677T 突变纯合 TT 基因型发生毒性反应的风险
是 野 生 基 因 型 的 12 倍（TT vs CC：OR ＝ 12.2，
95%CI ＝ 2.54 ～ 58.9，P ＝ 0.001），其中中性粒
细胞减少、肝毒性和胃肠道毒性的发生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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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4-5]。Frikha 等 [6] 纳入 35 名患者以评估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对其 MTX 化疗相关毒
性的影响，结果发现 CT 基因型发生肝毒性的风险
比 CC 型更高（OR ＝ 13，P ＝ 0.002）。Chae 等 [7]

分析了 117 名 ALL 患儿在 HD-MTX 治疗 337 个周
期后相关毒性反应与 MTHFR 677CC 多态性之间
的关系，结果发现 TT 基因型相较于 CC、CT 基因
型患者黏膜炎的发生率更高（P ＝ 0.0273）。有研
究进一步证明，携带突变基因的患者发生黏膜炎
和腹泻的风险更高 [8]。但也有研究指出，MTHFR 
677CC 基因型使患者血液毒性的风险增加了 4.5 倍
（OR ＝ 4.5，P ＝ 0.026），而 T 等位基因（OR ＝

0.265，P ＝ 0.047）、677CT 基因型（OR ＝ 0.150，
P ＝ 0.006）对于血液毒性具有保护作用，分别使
其风险降低 4 倍和 7 倍 [9]。野生基因型与Ⅲ～Ⅳ
级白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相关（60% vs 31%，P ＝

0.05），且野生基因型感染风险增加（21% vs 0%，
P ＜ 0.05）、Ⅲ～Ⅳ级贫血的发生率增加（26% vs 
5%，P ＜ 0.05）[10]。由于现存样本量较少，且结
论不一致，故有学者对此做了 meta 分析。Yang
等 [11] 的荟萃分析中纳入 14 项研究得出结论：T 突
变等位基因与 MTX 化疗引起毒性风险的增加显
著相关，包括肝毒性（TT/CT 与 CC：OR ＝ 1.70，
95%CI：1.05 ～ 2.75）、口腔黏膜炎（TT/CT 与 CC：
OR＝ 3.68，95%CI：1.73～ 7.85）、胃肠道毒性（TT/
CT 与 CC：OR ＝ 2.36，95%CI：1.36 ～ 4.11）、皮
肤毒性（T 与 C：OR ＝ 2.26，95%CI：1.07 ～ 4.74）。
而在另外一篇 meta 分析中纳入了 9 篇研究，共计
3607 名 ALL 患者，研究结果得出，MTHFR 基因
多态性与患者在 MTX 化疗引起中性粒细胞减少、
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黏膜损伤以及肝功能
损伤的毒性反应均无相关性（P 均＞ 0.05）[12]。由
此可见，meta 分析也存在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可
能与人种、纳入文献质量或其他混杂等因素相关，
故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予以证实。
　　A1298C 是 MTHFR 基因中另外一个被广泛研
究的位点，其多态性是 A 碱基被 C 碱基替换后改
变了 429 位的密码子，使该位点谷氨酸被丙氨酸
代替，MTHFR 活性降低。研究报道显示，MTHFR 
1298CC 基因型与野生型相比，患者发生Ⅲ～Ⅳ级
贫血的概率更高（56% vs 21%，P ＜ 0.05），且与
黏 膜 炎（OR ＝ 4.39，95%CI：1.14 ～ 13.69，P ＝

0.011）、腹泻（OR＝3.22，95%CI：1.08～9.57，P＝

0.036）的发生也显著相关 [13-14]。另外，C 突变基因
携带者发生中性粒细胞减少的风险明显增加（AC/
CC vs AA：OR ＝ 6.1，95%CI：1.3 ～ 29.5，P ＝

0.04）[15]。周丽红 [16]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携带突变基

因患者使用 MTX 出现毒性反应的风险明显高于野
生型 AA（P ＝ 0.01）。刘晶霞等 [17] 的研究结果与上
述不同，ALL 患者 MTX 化疗后出现Ⅱ度以上的骨
髓抑制、口腔黏膜炎、恶心、胃肠道反应、肝脏损
伤和皮疹，其中，AA 基因型患者毒性反应明显高
于 AC 和 CC 型患者。而荆锐 [18] 的研究发现，各基
因型与肝功能异常、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无相关性。
　　MTHFR A1298C 基因多态性与 MTX 化疗产
生毒性反应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需
要更大型试验或者 meta 分析来论证。
2　与 MTX转运相关的基因多态性
2.1　溶质载体 19A1（solute carrier family member 
1，SLC19A1）
　　SLC19A1 又称为 RFC1，定位于 21 号染色体
的长臂上，这些蛋白表达减少或运输动力学改变
会减少细胞对 MTX 的吸收而导致毒性反应更易
发生，其中 rs1051266、rs2838958 和 rs1051296 位
点与毒性反应的发生可能具有相关性。Shimasaki
等 [19] 的研究分析 SLC19A1 G80 ＞ A（rs1051266）
多态性能否作为 MTX 维持性化疗期间毒性反应
发生的预测指标，结果得出 A 突变基因更容易
发生血液毒性。有研究报道，突变纯合 AA 基因
型患者肝毒性风险明显增加，血小板和血红蛋白
水平显著降低，且 AA 型发生不良反应的基因型
频率最高（AA ＝ 80%）[20-22]。然而有研究与上
述结果不一致 [23-26]，在 Chiusolo 等 [23] 的一项前
瞻性研究当中，纳入的 54 名患者均接受大剂量
MTX 治疗，并未发现 SLC19A1 G80A 基因多态
性与 MTX 毒性具有相关性。针对 rs2838958 位
点，Kotnik 等 [27] 的研究指出，rs2838958 TT 基因
型的患者发生黏膜炎的可能性更高（OR ＝ 0.226，
95%CI：0.071 ～ 0.725，P ＜ 0009）。 此 外， 在
SLC19A1 rs1051296 G ＞ T 基因型与 MTX 化疗毒
性相关性的研究中报道，携带突变基因 GT 型患
者血液毒性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携带野生型基因患
者（38.81% vs 13.79%，P ＜ 0.05）[28]。
　　SLC19A1 rs2838958、rs1051296 位点可能与
黏膜炎、血液毒性的发生相关，而 rs1051266 位
点各基因型与 MTX 诱导的毒性反应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具有矛盾性，由于各研究纳入样本数量较
少，故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2.2　溶质转运蛋白（solute carrier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1B1，SLCO1B1）
　　SLCO1B1 基 因 位 于 12 号 染 色 体 的 短 臂
上， 长 度 为 108.59 kb， 由 14 个 外 显 子 和 1 个
内含子组成，编码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 1B1
（OATP1B1），OATP1B1 主要将 MTX 转运进入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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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SLCO1B1 基因突变可能改变 OATO1B1 对
MTX 在肝脏中的摄取，而导致 MTX 化疗毒性的
产生 [29]。张华年等 [30] 的研究中纳入了 82 例 ALL
患者以探讨 SLCO1B1 c. 521T ＞ C（rs4149056）多
态性与 MTX 临床疗效的关系，结果发现，携带
C 突变等位基因的患者胃肠道和肝脏严重毒性反
应（Ⅲ～Ⅳ）的发生率均显著升高，主要表现为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口腔黏膜炎、肛周黏
膜炎；谷丙转氨酶和天门冬氨酸转氨酶突发性升
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有学
者的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Liu 等 [31] 研究发
现，SLCO1B1 c. 521T ＞ C 位点中 C 突变等位基
因的患者发生黏膜炎的风险较低。此外，也有学
者对其他位点进行了研究，Treviňo 等 [32] 研究认
为，SLCO1B1 rs11045879 T 等位基因（OR ＝ 16.4，
95%CI：8.7 ～ 26.7，P ＝ 0.0045）和 rs4149081 中
的 G 等位基因（OR ＝ 15.3，95%CI：7.9 ～ 24.6，
P ＝ 0.03）与胃肠道毒性显著相关。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SLCO1B1 基因多态性可
能成为 MTX 化疗发生的胃肠道毒性、黏膜炎和
肝毒性的预测因子，但各位点的相关研究数量偏
少，此结论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2.3　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蛋白（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ABC 转蛋白）
2.3.1　ABCB1　ABCB1 基因位于 7 号染色体长臂
的 q21 上，包含 28 个外显子和 17 个内含子，由
1280 个氨基酸组成。ABCB1 主要参与 MTX 外排
机制，随着药物基因组学的深入研究发现，该基
因多态性影响 MTX 化疗毒性反应的发生 [33]。本
节 主 要 探 讨 rs1045642 位 点 和 rs1128503 位 点。
Zgheib 等 [24] 纳 入 127 名 ALL 患 者， 以 评 估 基
因多态性是否能预测 MTX 治疗毒性，结果得出
ABCB1 3435C ＞ T（rs1045642）T 突变等位基因携
带者中性粒细胞计数（ANC）平均从 87.8% 下降
至 60.5%（OR ＝ 5.174，95%CI：1.674 ～ 15.989）。
樊春艳 [34] 的研究指出，ABCB1 3435 位点携带 CT/
TT 基因型的患者在 MTX 化疗后发生骨髓抑制风
险比 CC 型患者高 2.489 倍（OR ＝ 2.489，95%CI：
0.106 ～ 5.839）。而胡川 [35] 的研究中 41 名患者
与 MTX 化疗后发生的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
减少、血红蛋白降低、肝脏毒性、肾脏毒性、黏
膜损伤和胃肠毒性反应无相关性。荆锐 [18] 的研究
同样认为，患者在 HD-MTX 化疗后出现肝功能异
常、骨髓抑制与 ABCB1 C3435T 基因态之间无相关
性。有学者也对 rs1128503 位点做了研究，结果得
出，ABCB1 1236C ＞ T（rs1128503）与血液毒性相
关，患者中性粒细胞计数（ANC）从 80.5% 下降

至 53.5%（OR＝ 3.364，95%CI：1.257～ 9.004）[24]。
2.3.2　ABCC2　ABCC2 基因位于人体 10 号染色
体长臂 q24 上，共有 32 个外显子，由 1545 个
氨基酸构成。有报道 ABCC2 基因突变改变了
MDR2 功能，其中 rs717620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影
响 MTX 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导致 MTX 在体内
蓄积产生毒性 [36]。有学者对此位点进行了研究，
Razali 等 [37] 研究纳入 38 名患者，通过高效液相
色谱 - 质谱法分析静脉输注 MTX 在 24 h 和 48 h
血清浓度水平和毒性的关系，结果表明，治疗 48 
h 后，MTX 水平较高患者的 ABCC2 rs717620 基
因突变频率较高，该多态性与Ⅰ～Ⅳ白细胞减少
症的发生显著相关（P ＝ 0.03）。Liu 等 [38] 研究
指出，携带 ABCC2-24C ＞ T（rs717620）突变等
位基因的患者明显比野生基因型患者（ABCC2-
24CC）具有更高的 MTX 血浆浓度，且毒性反应
风险明显升高：白细胞减少（P ＝ 0.02，OR ＝

4.74，95%CI：1.46 ～ 15.33）， 贫 血（P ＝ 0.02，
OR ＝ 6.11，95%CI：1.42 ～ 26.36），血小板减少
（P ＝ 0.02，OR ＝ 5.87，95%CI：1.40 ～ 24.67），
黏膜损伤 / 口腔黏膜炎（P ＝ 0.01，OR ＝ 9.00，
95%CI：2.11 ～ 38.35）和胃肠道反应（P ＝ 0.01，
OR ＝ 11.08，95%CI：3.48 ～ 35.21）增加。
2.3.3　ABCC4　ABCC4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13q32，
长 312 kb，含有 31 个外显子，编码 1325 个氨基
酸，主要将 MTX 运送至胞外，ABCC4 rs7317112
和 rs2274407 位点与 MTX 化疗产生的毒性相关。
Den 等 [39] 研究 134 名 ALL 患者以确定 MTX 化疗
毒性的遗传因素，结果发现，rs7317112 A ＞ G 野
生 AA 基因型患者黏膜炎的发生风险更高（AA：
OR ＝ 2.81，95%CI：1.01 ～ 7.84）。
　　研究发现 rs2274407 位点在 ABCC4 934CA
基因型患者中Ⅲ～Ⅳ级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增
加（P ＝ 0.01）[40]。Gervasini 等 [41] 研 究 认 为，
ABCC4 934C ＞ A 野生 CC 基因型与化疗产生的
血液毒性相关（P ＝ 0.041）。
　　综上所述，ABC 家族包含多个成员，本文相
关研究提示：ABCB1、ABCC2、ABCC4 基因的多
个位点和 MTX 化疗毒性之间呈相关性，有必要
对其家族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2.4　γ- 谷氨酰水解酶（gamma-glutamyl hydrolase，
GGH）
　　GGH 基因位于 8 q12.23 ～ 13.1，全长 24 kb，
编码区全长 957 bp，由 9 个外显子组成，长度在
51 ～ 371 bp。有研究发现该基因启动子区 C-401 及
编码区 C452T 多态性与 MTX 化疗毒性相关 [42-44]。
Koomdee 等 [42] 研究 rs3758149 位点，结果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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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剂量 MTX 治疗后，GGH 401 C ＞ T 突变基
因型 CT 和 TT 患者发生血小板风险更高（OR ＝

3.17，95%CI：1.41 ～ 7.13；OR ＝ 4.02，95%CI：
1.58 ～ 10.26）。Kalantari 等 [43] 研究认为，GGH 401 
C ＞ T 多态性与 ALL 患者 MTX 化疗中白细胞减
少、血小板减少显著相关。针对 rs11545078 位点，
Chen 等 [44] 研究指出，GGH C452T 突变基因型 CT
和 TT 发生 2 级以上肝毒性（OR ＝ 0.17，95%CI：
0.04 ～ 0.80，P ＝ 0.029）和黏膜炎毒性（OR ＝

0.11，95%CI：0.02 ～ 0.56，P ＝ 0.01）风险升高。
　　综述所述，在现有的少数研究中表明 GGH 
rs3758149 位点和 rs11545078 位点可能与化疗产
生的血液毒性相关，有待成为 MTX 化疗毒性的
预测因子。
3　与作用靶点相关的基因多态性
3.1　TYMS 
　　胸苷酸合成酶（thymidylate synthase，TS）
基因位于人类 18 号染色体短臂 18p11.32，由 7
个外显子和 6 个内含子组成。TS 基因多态性主
要有 3 种：TS 5’端非翻译区转录起始点上游存
在的 28 bp 核苷酸（CCGCGCCACCTTGGCCTG-
CCTCCGTCCCG）串联重复（R）序列多态性 [TS
增强子区（TS enhancer region，TSER）]、TS 3’-
UTR1494 bp 处存在的 6 bp 核苷酸缺失或插入多
态性（1494del6）和 TS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45]。有研
究得出 rs34743033 位点与 ALL 患者 HD-MTX 化
疗毒性相关。Erčulj 等 [46] 研究发现，高表达基因
型 2R/3RG、3RC/3RG、3RG/3RG 与白细胞减少
症（OR＝ 0.49，95%CI：0.25～ 0.94，P＝ 0.032）、
血小板减少症（OR ＝ 0.19，95%CI：0.06 ～ 0.58，
P ＝ 0.003）、口腔黏膜炎（OR ＝ 0.21，95%CI：
0.05 ～ 0.96，P ＝ 0.044）毒性反应发生的风险降
低相关。而在朱秀娟等 [47] 的研究中，73 例 ALL
患者化疗期间发生中性粒细胞减少、血红蛋白降
低、血小板减少、肝脏毒性、黏膜损伤和胃肠道
毒性等不良反应与 TS 各基因型的相关性无统计
学意义。对于 rs2790 位点，杨春兰等 [48] 纳入 75
名 ALL 患者以研究 TS 基因多态性与 HD-MTX 治
疗时毒副作用的相关性，结果得出突变 GG 基因
型使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降低（OR ＝ 0.07，
95%CI：0.01 ～ 0.64，P ＝ 0.026）。TS 3'-UTR1494 
bp 处的 6 bp 核苷酸缺失或插入多态性（1494del6）
与化疗毒性也具有一定相关性，Yousef 等 [49] 收集
了 50 名 ALL 化疗患者的毒性反应数据以讨论基
因多态性与 MTX 化疗毒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1494del6 等位基因缺失患者化疗期间中性粒

细胞减少的风险更高（Del/Del ＋ Del/Ins：94% vs 
Ins/Ins：71.4%；OR ＝ 6，95%CI：1.2 ～ 31.1，P ＝

0.04）。
　　上述研究提示，TS 的 3 种基因多态性可能是
影响 MTX 化疗毒性反应的重要因素，有进一步
深入研究的价值。
3.2　DHFR
　　DHFR 可催化二氢叶酸还原为四氢叶酸，
编码二氢叶酸还原酶（dihydrofolate reductase，
DHFR）的基因位于染色体的 5q14.1。DHFR 基
因中研究最多的是 DHFR 19bp Ins/Del 多态性。
Ongaro 等 [50] 研究纳入 122 名 ALL 患者每周给予
MTX 15 ～ 20 mg 维持治疗，结果表明，DHFR 
19 bp 中杂合子与突变纯合子基因型患者肝毒性分
别增加了 2.07 倍和 4.57 倍。有研究指出，DHFR 
Ins/Ins 基因型携带者发生Ⅲ～Ⅳ级白细胞减少
症的风险是缺失基因型患者的 5.4 倍（Ins/Ins：
50% vs Ins/Del ＋ Del/Del；OR ＝ 5.4，95%CI：
1.6 ～ 17.8，P ＝ 0.006）[49]。对于 DHFR C-680A
（rs442767） 位 点，Kodidela 等 [51] 研 究 认 为，-
680CA 基因型与白细胞减少症相关（P ＜ 0.05）。
Gervasini 等 [52] 研究指出，突变纯合 AA 基因型
发生Ⅲ～Ⅳ级中性粒细胞减少更严重 [AA vs CC/
CA：19（IQR ＝ 14）vs 11.5（IQR ＝ 11），P ＝

0.04]。针对 rs408626 位点，有学者指出，DHFR-
317A ＞ G 野生基因型 AA 与严重的白细胞减少症
相关 [52]。
　　DHFR 基因多态性对 ALL 患者在 MTX 化疗
期间发生毒性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参考价值有
限，故需要更多的研究以进一步论证。
4　总结
　　综上所述，ALL 患者在 MTX 化疗相关毒性
反应受药物转代谢、转运和作用靶点相关基因多
态性的影响。MTHFR A1298C、C677T 多态性与
肝毒性、血液毒性、胃肠道毒性和口腔黏膜炎等
毒性反应的研究尚均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更大规
模试验或 meta 分析进一步论证。转运蛋白相关
SLC19A1 基 因、SLCO1B1 基 因、ABCB1 基 因、
ABCC2 基因、ABCC4 基因和 GGH 基因可能影
响化疗毒性反应，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代谢途
径中 TYMS、DHFR 基因多态性与毒性反应在有
限的文献中提示具有一定相关性，结论仍有待商
榷。患者化疗过程中产生毒性反应的类型和程度
因人而异，研究表明药物基因多态性与毒性的产
生存在一定关系，但存在诸多混杂因素，不足以
得出可靠的结论，需要大型的前瞻性研究予以证
明，尽管如此，药物基因组学对 MTX 化疗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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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预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有助于临床
MTX 用药剂量的调整，促进个体化用药，加强
医院合理用药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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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究进展

杜思颖1，欧阳华2*（1. 重庆市人民医院，重庆　400014；2.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福建　厦门　361004）

摘要：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炎症性自身免疫疾病。甲氨蝶呤（MTX）是一种抗叶酸药

物，是治疗 RA 的首选锚定药物。MTX 具有良好的长期疗效、耐受性和安全性，然而其疗效

和不良反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超过1/3的患者使用 MTX 无效。本文就小剂量 MTX（5～25 
mg/ 周）在 RA 中的药动学、胞内代谢途径、临床反应、治疗药物监测以及相关基因多态性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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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an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 Methotrexate (MTX) is an 
antifolate drug, which is the anchoring choice for RA. MTX has good long-term efficacy, tolerance and 
safety.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among 
patients. More than one-third of patients do not respond to MTX.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harmacokinetics, intracellular metabolic pathways, clinical responses,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and related gene polymorphism of low-dose MTX (5 ～ 25 mg/w) fo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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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
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以侵蚀性和对称性
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与全身性自身免疫
相关。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不仅会累及患
者心脏、肺等其他器官，还会致残、致畸，病情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1]。目前，我国 RA 患者已高
达 500 万人，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巨大负
担 [2]。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于 1948 年
发现，最初以大剂量（高达 1 g）治疗急性白血病
等癌症用于临床 [3]。1985 年开始以低剂量（5 ～ 25 
mg/ 周）用于 RA 的治疗，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
全性，成为国内外治疗 RA 的首选药物 [4-7]。
　　然而，RA 患者对 MTX 的临床反应表现出
显著的个体差异，超过 1/3 的患者治疗无效，
10% ～ 37% 的患者因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 [8]。

MTX 起效较慢，一般在治疗 3 个月后方显现出明
显疗效。因此如何在 RA 早期合理地使用 MTX，
并预测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文对小剂量 MTX 在 RA 中的药动学、胞内
代谢途径、临床反应、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以及相关基因多态性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找到能够预测 MTX 早期
疗效和不良反应的标志物，实现 RA 患者的个体
化治疗。
1　药动学

　　MTX（4- 氨基 -10- 甲基叶酸，结构式见图
１）是叶酸的一种修饰形式，分子中有两个羧
基，在生理条件下几乎完全解离。由于其亲水性，
MTX 不太可能通过简单扩散方式穿过体内的生
物膜，而是参与了一个载体介导的运输系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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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肠道吸收、组织分布和肾脏排泄 [9]。

图 1　甲氨蝶呤及其主要代谢物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of methotrexate and its main metabolites
注（Note）：MTX：甲氨蝶呤；DAMPA：2，4- 二氨基 -N10-

甲基蝶酸；7-OH-MTX：7- 羟基 - 甲氨蝶呤；MTXPGs：多聚谷氨

酸化甲氨蝶呤。

　　小剂量 MTX 经口服后，在空肠近端被迅速
吸收，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有小部分代谢为 2，4-
二氨基 -N10- 甲基蝶酸（DAMPA），DAMPA 的量
不到 MTX 给药剂量的 5%[10]。然后大部分 MTX
以原形通过肝门静脉到达肝脏，其中约 10% 的
MTX 在醛氧化酶的作用下代谢为 7-OH-MTX；其
余 MTX 通过下腔静脉到达血液，随后以两房室
分布，以一级速率清除 [11-12]。在血液中，MTX
可转运到膝关节等作用部位，也可转运到红细胞
中代谢为多聚谷氨酸化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s，MTXPGs），持续发挥药理作用，
这是 MTX 非常重要的代谢途径 [13]。MTXPGs
的分布容积近似于红细胞的体积，并且随着红
细胞的破裂而被清除 [12]。血液中部分 MTX 还
可经 SLCO1B1 基因编码的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
（OATP1B1）的运输作用下到达肝细胞，继续进
行肝脏代谢 [14]。MTX 的血浆蛋白结合率在 50%
左右，平均口服生物利用度为 64%，个体间差异
较大，范围为 21% ～ 96%[15]。MTX 和 7-OH-MTX
主要由肾脏（约 40% ～ 90%）排出，但也有小部
分（小于 10%）从胆汁中排出 [10]。
　　小剂量 MTX 的血浆半衰期短，口服或静
脉注射 24 h 后基本消除，但其细胞内代谢产物
MTXPGs 长期滞留。文献报道，血清 MTX 的半衰
期为 5 ～ 11 h，而红细胞中 MTXPGs 的半衰期可
达 28 d，达稳态时间至少 6 个月 [16-17]。目前，关
于血清 MTX 的群体药动学研究较多，但是关于
红细胞中 MTXPGs 的群体药动学研究较少，国内
研究几乎空白。有文献报道，高加索人服用小剂
量 MTX 后血清 MTX 的清除率群体典型值为 8.4 
L·h－ 1，而红细胞中 MTXPGs 的清除率群体典型
值为 2.94×10－ 4 L·h－ 1，可见红细胞中 MTXPGs
清除十分缓慢 [18]。有研究者对国外文献报道的药
动学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基于半生理特征的药动学

模型获取 MTXPGs 的药动学参数，得到 MTXPGs
的清除率群体典型值为 1.03×10－ 3 L·h－ 1[12]。目
前还未有文献报道我国 RA 患者红细胞中 MTXPGs
的群体药动学模型，因此很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以发现影响 MTXPGs 清除率的因素，这对于
RA 患者的个体化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2　胞内代谢途径
　　MTX 在细胞膜上还原型叶酸载体 RFC1（也
称为溶质载体 SLC19A1）的主动转运下进入细
胞，然后在叶酰聚谷氨酸合成酶（FPGS）的催
化作用下，连接 1 ～ 6 个长度不等的谷氨酸残
基，转变成胞内的主要活性形式 MTXPGs[19]。
MTXPGs 由于其分子结构大，不易透过细胞膜，
因此可以在胞内长期滞留，持续发挥抗风湿作
用。研究证明，MTXPGs 通过不同途径抑制以下
3 种酶，从而达到治疗效果：① 二氢叶酸还原酶
（DHFR）；② 胸苷酸合成酶（TYMS）；③ 5- 氨
基咪唑 -4- 羧基酰胺核糖核苷酸（AICAR）甲酰
基转移酶（ATIC）[20]。
　　相比 MTX，MTXPGs 与 DHFR 的结合亲和
性更高，通过阻碍二氢叶酸（DHF）向四氢叶酸
（THF）的转化，导致胞内 THF 的耗尽 [20]。THF
是叶酸辅因子 5-CH3-THF 的前体，5-CH3-THF 对
同型半胱氨酸转化为甲硫氨酸至关重要，而甲
硫氨酸反过来又有助于多胺的合成 [21]。亚甲基
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是叶酸途径（folate 
cycle）中的另一个关键酶，负责将 5，10-CH2-
THF 转化为 5-CH3-THF。MTHFR 不受 MTXPGs
的直接抑制，但通过 THF 对细胞内叶酸循环的影
响而间接受到 MTXPGs 的影响。
　　除了抑制叶酸途径外，MTXPGs 还抑制了
TYMS，阻碍脱氧尿苷酸（dUMP）甲基化生成脱
氧胸苷酸（dTMP），进而影响嘧啶的合成。此外，
当 AICAR ATIC 被 MTXPGs 抑制时，细胞内产生
AICAR 积聚，AICAR 为腺苷脱氨酶（ADA）的
有效抑制剂，从而减少了腺苷的降解，导致血液
中腺苷释放增加。腺苷激活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中的细胞外受体 A2a、A2b 和 A3，抑制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白介素（IL）-6 和 IL-8，从而降
低 E- 选择素在细胞表面的表达。同时腺苷能够促
进 IL-1 受体拮抗剂 mRNA 的转录，增加 IL-10 的
分泌，是一种有效的抗炎药 [19]。
　　与 MTX 相比，细胞内 MTXPGs 对 ATIC 等酶
的结合亲和力更强，在 MTX 的抗炎作用中起重要
作用 [22]。因此，细胞内 MTXPGs 被认为在抑制细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以及通过抑制 DNA 合成或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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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代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
　　MTXPGs 也 可 在 细 胞 内 γ- 谷 氨 酰 水 解 酶
（GGH）的作用下裂解谷氨酸残基，使长链变成
短链，最终水解成原形 MTX，再通过三磷酸腺苷
（ATP）结合盒（ABC）转运体（主要是 ABCB1 和
ABCC1-4，也称为多药耐药蛋白）的运输作用，流
出细胞 [22]（见图 2）。

图 2　甲氨蝶呤细胞内代谢途径

Fig 2　Methotrexate intracellular metabolic pathway
注（Note）：ABCC1-4/ABCB1：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

ADA：腺苷脱氨酶；AICAR：5- 氨基咪唑 -4- 羧基酰胺核糖核苷酸；

AMPD：单磷酸腺苷脱氨酶；ATIC：甲酰基转移酶；5-CH3-THF：
5- 甲基四氢叶酸；5，10-CH2-THF：5，10- 亚甲基四氢叶酸；DHF：
二氢叶酸；DHFR：二氢叶酸还原酶；dTMP：脱氧胸苷酸；dUMP：
脱氧尿苷酸；FAICAR：10- 甲酰基 -5- 氨基咪唑 -4- 羧酰胺；FPGS：
叶酸聚谷氨酸合成酶；GGH：γ- 谷氨酰水解酶；IMP：肌苷 5- 磷
酸；MTHFR：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R：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X：甲氨蝶呤；MTXPGs：多聚谷氨酸化甲氨蝶呤；SLC19A1：
溶质载体 19A1；THF：四氢叶酸；TYMS：胸苷酸合成酶。

3　临床反应
3.1　疗效的影响因素
　　尽管小剂量 MTX 因其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
而成为最常用的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
但患者对 MTX 的反应是高度可变的，相同剂量
下，只有约 2/3 的患者治疗有效 [8]。导致接受小
剂量 MTX 治疗临床反应变异性的因素通常可分
为：① 与患者相关，如年龄、性别、种族、吸烟
状况、合并症、肝肾功能和遗传多态性；② 与
疾病相关，如疾病持续时间；③ 与治疗相关，如
MTX 的给药特点（剂量、治疗持续时间和给药途
径）和合并用药 [10]。
3.2　不良反应
　　在小剂量 MTX 的临床应用中，观察到的
MTX 相关毒性通常较小，最常见报告的是胃肠道
（如腹痛、腹泻）、血液系统（如白细胞减少、中
性粒细胞减少）和肝胆道不良反应 [23]。Meta 分析
显示，接近 13% 的 RA 患者出现肝酶升高（超过
正常上限的 2 倍）；3.7% 的患者因肝毒性永久停

止使用 MTX[8]。叶酸（1 ～ 5 mg·d － 1）的补充被
认为有助于预防 MTX 相关毒性 [23]。Meta 分析表
明，叶酸与 MTX 的联合应用对 MTX 的疗效没有
影响，同时还可以减少 MTX 的胃肠道不良反应
和肝毒性等 [24-25]。最新的美国风湿病学会（ACR）
指南 [7] 和我国《甲氨蝶呤在风湿性疾病中的应用
中国专家共识》[6] 中均建议在 MTX 服用期间补充
叶酸。
4　治疗药物监测
　　MTX 治疗 RA 的方案是小剂量每周给药。由
于 RA 的治疗效果可以维持在几周内，而血液中
MTX 的半衰期却只有几个小时，MTX 血浆浓度不
能直接反映对 RA 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科研人
员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胞内 MTXPGs 浓度作为 MTX
治疗反应的潜在预测因子上 [26]。Dervieux 等 [27] 观
察 226 个 RA 患者后发现，当红细胞 MTXPGs 浓
度小于 60 nmol·L－ 1 时临床疗效差；Takahashi
等 [28] 报道，RA 患者红细胞中 MTXPGs 的浓度范
围为 80 ～ 100 nmol·L－ 1 时，疗效好且肝毒性小。
MTXPGs 浓度受众多因素影响，包括 MTX 的剂
量、给药途径和疗程、并发疾病、合并用药、患者
年龄、肾功能和吸烟状况等 [29]。治疗药物监测是
优化患者临床反应的最常用策略之一。MTXPGs 治
疗范围狭窄以及患者间存在变异性，因此通过监测
红细胞中 MTXPGs 浓度，寻找合适的治疗窗可能
是预测 MTX 长期疗效较好的方法。
　　目前，MTXPGs 的检测方法主要有酶分析
法、放射化学配体结合分析法、高效液相色谱
法（HPLC）、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FPIA）和液
质联用（LC-MS）的检测方法 [30-34]。抑制 DHFR
的酶分析法最先在 1985 年建立，该法特异性不
强，易受到内源性物质的干扰。放射化学配体结
合分析法早在 1986 年建立，该法灵敏度高、特
异性强，能够将每种 MTXPG 单独分离，但费时
费力，且需要放射性同位素，不便于临床开展。
HPLC 法是 2003 年由美国学者 Dervieux 等 [35] 首
次建立，该法专属性强，但是制备相对繁琐，且
需要昂贵的在线光化学反应器，同时灵敏度不
够。FPIA 法是 2008 年由日本学者 Hayashi 等 [36]

首次报道，该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需要特定
的试剂盒，成本较高。HPLC-MS/MS 法是当下最
适用于临床测定 MTX 或 MTXPGs 浓度的方法，
该法不仅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鉴别性，
还具有缩短分析时间，操作简便的优点，并且定
量下限可达到 1 ng·mL－ 1[37-38]。
　　按照检测途径，测定红细胞中 MTXPGs 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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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还可分为直接测定法 [33] 和间接测定法，而间
接测定法又包括红细胞间接测定法和全血间接测定
法 [37-39]（见表 1）。笔者认为全血间接测定法操作简

便且较为经济，该法无需分离红细胞，无需购买聚
合物 MTXPGs 对照品和外源性水解酶，适用于临床
上服用小剂量 MTX 的 RA 患者的治疗药物监测。

表 1　红细胞中 MTXPGs浓度测定方法的比较 
Tab 1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MTXPGS concentration in red blood cells

测定方法 直接测定法
间接测定法

红细胞间接测定法 全血间接测定法

对照品 MTXPG2-7 MTX MTX
是否分离红细胞 是 是 否

水解方法 不用水解 加入外源性 GGH 酶或重组人血浆 直接利用血浆中 GGH 酶水解

测定浓度 红细胞中每种 MTXPG 浓度 红细胞经酶水解后测出总 MTX 浓度 C1，

未经酶水解测出游离 MTX 浓度 C2

全血经酶水解后测出总 MTX 浓度 C3，未

经酶水解测出游离 MTX 浓度 C4

计算方法 各 MTXPG 浓度之和 C1 － C2 （C3 － C4）/ 红细胞体积比

优点 能够研究疗效与每一种 MTXPG 浓

度的相关性

无需分离红细胞，无需购买聚合物

MTXPG2-7 对照品

操作简便且经济：无需分离红细胞，无需

购买 MTXPG2-7 对照品和外源性水解酶

缺点 对照品昂贵且需配备特殊的柱后光

氧化装置，分离和检测难度大

需购买昂贵的外源性酶或者制备重组人血

浆，无法测出每一种 MTXPG 的浓度

无法测出每一种 MTXPG 的浓度

5　相关基因多态性
　　遗传变异是影响药物疗效和毒性的重要因素。
RA 患者个体间 MTX 疗效和毒性的巨大差异可能和
参与 MTX 转运和代谢的酶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相 关。 在 MTX 的
细胞内代谢途径中可能发现影响 MTX 反应和毒性
的多种基因多态性，包括 RFC1、ABCs、MTHFR、
FPGS 和 GGH 等，特别是 RFC1，影响 MTX 的吸
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40]。已有研究者从 87 项检
测 MTX 疗效和毒性的遗传相关性研究中选择 RFC1 
80G ＞ A（rs1051266）进行随机效应荟萃分析，结
果发现 RFC1 80G ＞ A 与 RA 患者的 MTX 疗效有
关，但与毒性无关 [41]。另一项共纳入了 68 项 RA 患
者基因多态性研究的 meta 分析对所有与 MTX 相关
的 42 个基因多态性进行分析，发现 AMPD 134C ＞ T
（rs17602729）、ATIC 675T ＞ C（rs4673993）和 RFC1 
80G ＞ A 基因多态性与疗效相关，而 TYMS 1494 
del6、FPGS（rs10106）的缺失和 MTHFR 677C ＞ T
（rs1801133）的存在与出现不良事件相关 [42]。
　　除胞内的转运体和酶的基因多态性会影响
MTX 治疗 RA 的疗效和毒性以外，OATP1B1 也
是需要关注的。OATP1B1 由 SLCO1B1 基因编
码，在许多内源性物质和外源性药物的转运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其 SNP 对 MTX 的
清除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以 SNP 388A ＞ G
（rs2306283）和 521T ＞ C（rs4149056）研究的
最多。国内外有很多关于 521T ＞ C 基因多态
性影响急性白血病患儿 MTX 清除的报道 [43-44]，
521T ＞ C SNP 通过影响 MTX 向肝脏的转运，进
而影响血浆中 MTX 的药动学。然而关于 RA 患

者与 SLCO1B1 基因多态性相关性的研究很少，
仅在最近的一项小样本研究中，观察到 388A ＞

G SNP 对 MTX 群体清除率 CL/F 有显著影响 [45]。
因此 388A ＞ G 和 521T ＞ C SNP 是否有可能通
过影响 MTX 的药动学进而间接影响其细胞代谢
物 MTXPGs 的浓度还有待更多的研究。
6　小结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在 RA 治疗中涉及小剂量
MTX 的药动学、胞内代谢途径和基因多态性等方面
的研究进展。MTX 由于其安全性和经济性仍是临床
治疗 RA 最为常用的抗风湿药物。由于 MTX 显著的
个体差异，基因多态性和群体药动学的研究是未来
的热点，对实现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红
细胞中 MTXPGs 浓度与 RA 患者疗效的相关性，寻
找合适的治疗窗范围以及探讨疗效的影响因素可能
是预测 MTX 长期疗效和不良反应较好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Smolen JS，Aletaha D，McInnes IB. Rheumatoid arthri-
tis [J]. The Lancet，2016，388（10055）：2023-2038. 

[2]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 . 2018 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
指南 [J]. 中华内科杂志，2018，57（4）：242-246. 

[3] Farber S，Diamond LK，Mercer RD，et al. 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aminopter-
in）[J]. N Engl J Med，1948，238（23）：787-793. 

[4] Michael E，Weinblatt MD，Jonathan S，et al. Efficacy of 
low-dose methotrexat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J]. N Engl J 
Med，1985，312（13）：818-822. 

[5] Lau CS，Chia F，Dans L，et al. 2018 update of the 
APLAR recommendations for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
thritis [J]. Int J Rheum Dis，2019，22（3）：357-375. 



1386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6] 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 . 甲氨蝶呤在风湿性
疾病中的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J]. 中华内科杂志，2018，
57（10）：719-722. 

[7] Singh JA，Saag KG，Bridges SL，et al. 2015 American col-
lege of rheumatology guidel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J]. Arthritis Rheumatol，2016，68（1）：1-26. 

[8] Salliot C，van der Heijde D. Long-term safety of metho-
trexate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search [J]. Ann Rheum Dis，2009，
68（7）：1100-1104. 

[9] Brown PM，Pratt AG，Isaacs J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methotrexat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and the search for bio-
markers [J]. Nat Rev Rheumatol，2016，12（12）：731-742. 

[10] Lucas CJ，Dimmitt SB，Martin JH. Optimising low-dose 
methotrexate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A review [J]. Br J Clin 
Pharmacol，2019，85（10）：2228-2234. 

[11] Keppeler G. Pharmacokinetics of low-dose methotrexat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J]. J Pharm Sci，2010，78
（2）：165-171. 

[12] 刘东阳，苏金梅，宋瀚麟，等 . 甲氨蝶呤及其活性代谢
产物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体内的药动学模型研究 [J]. 中
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15，20（5）：571-577. 

[13] Yamamoto T，Shikano K，Nanki T，et al. Folylpoly-
glutamate synthase is a major determinant of intracellular 
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 Sci Rep，2016，6：35615. 

[14] 高萍，张华年 . SLCO1B1 基因多态性对甲氨蝶呤治疗的
影响 [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4，30（8）：730-732. 

[15] Hoekstra MHC，Neef C，Proost J，et al. Bioavailability 
of higher dosemethotrexate comparing oral and subcutane-
ous adminis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 J 
Rheumatol，2004，31（4）：645-648. 

[16] Dalrymple JM，Stamp LK，O’Donnell JL，et al. Phar-
macokinetics of oral methotrexate in patients with rheu-
matoid arthritis [J]. Arthritis Rheum，2008，58（11）：
3299-3308. 

[17] Hiraga Y，Yuhki Y，Itoh K，et al. Pharmacokinetics and 
efficacy of low-dose methotrexat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
toid arthritis [J]. Mod Rheumatol，2004，14（2）：135-142. 

[18] Korell J，Stamp LK，Barclay ML，et al. A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 for low-dose methotrexate and its 
polyglutamated metabolites in red blood cells [J]. Clin Phar-
macokinet，2013，52（6）：475-485. 

[19] Tian H，Cronstein B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methotrexate：Impli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J]. Bull NYU Hosp Jt Dis，2007，65
（3）：168-173. 

[20] Jansen G，Weijers K，Blits M，et al. Folates and antifolat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J]. Pteridines，2013，24（1）：21-26. 

[21] Ede AE，Laan RF，lom HJ，et al. Methotrexate in rheu-
matoid arthritis：An update with focus on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oxicity [J]. Semin Arthritis Rheu，1998，27
（5）：277-292. 

[22] Zhu H，Deng FY，Mo XB，et al. Pharmacogenetics and 
pharmacogenomics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responsiveness 

to methotrexate treatment：The 2013 update [J]. Pharma-
cogenomics，2014，15（4）：551-566. 

[23] Cronstein BN. Low-dose methotrexate：A mainstay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J]. Pharmacol Rev，
2005，57（2）：163-172. 

[24] Shea B，Swinden MV，Ghogomu ET，et al. Folic acid 
and folinic acid for reducing side effects in patients receiv-
ing methotrexate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J]. J Rheumato，
2014，41（6）：1049-1060. 

[25] Joyce DA，Will RK，Hoffman DM，et al. Exacerbation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thotrexate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folinic acid [J]. Ann Rheum Dis，
1991，50（12）：913-914. 

[26] Gridneva G，Muraviev Y，Lila A，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thotrexate（MTX）in rheuma-
toid arthritis（RA）and MTX polyglutamates levels（MTX-
PGS）in red blood cells by tandem chrotmatomass spectrome-
try（pilot study）[J]. Ann Rheum Dis，2019，78：747. 

[27] Dervieux T，Furst D，Lein DO，et al. Pharmacogenetic 
and metabolite measur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sta-
tu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treated with metho-
trexate：Results of a multicentred cross sectional observation-
al study [J]. Ann Rheum Dis，2005，64（8）：1180-1185. 

[28] Takahashi C，Kaneko Y，Okano Y，et al. Association 
of erythrocyte methotrexate-polyglutamate levels with the 
efficacy and hepatotoxicity of methotrexat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A 76-week prospective study [J]. 
RMD Open，2017，3（1）：e000363. 

[29] Stamp LK，O’Donnell JL，Chapman PT，et al. Deter-
minants of red blood cell 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 con-
centration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receiving long-
term methotrexate treatment [J]. Arthritis Rheum，2009，
60（8）：2248-2256. 

[30] Schroder H，Heinsvig EM. Enzymatic assay for metho-
trexate in erythrocytes [J]. Scand J Clin Lab Inv，1985，45
（7）：657-659. 

[31] Kamen BA，Winick N. Analysis of methotrexate polyglu-
tamate derivatives in vivo [M]. Academic Press，1986，
122：339-346. 

[32] Silva MF，Ribeiro C，Goncalves VMF，et al. Liquid 
chromatographic methods for the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
ing of methotrexate a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for person-
alized medicine：A brief review [J]. Biomed Chromatogr，
2018，32（5）：e4159. 

[33] den Boer E，Meesters RJ，van Zelst BD，et al. Measur-
ing 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s in red blood cells：A new 
LC-MS/MS-based method [J]. Anal Bioanal Chem，2013，
405（5）：1673-1681. 

[34] Karami F，Ranjbar S，Ghasemi Y，et al. Analytical meth-
odologies for determination of methotrexate and its me-
tabolites in pharmaceutical，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J]. J Pharm Anal，2019，9（6）：373-391. 

[35] Dervieux T，Lein DO，Marcelletti J，et al. HPLC deter-
mination of erythrocyte 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s after 
low-dose methotrexat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1387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arthritis [J]. Clin Chem，2003，49（10）：1632-1641. 
[36] Hayashi H，Fujimaki C，Tsuboi S，et al. Application of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immunoassay for determination 
of methotrexate-polyglutamat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
tients [J]. Tohoku J Exp Med，2008，215（1）：95-101. 

[37] Mo X，Wen Y，Ren B，et al. Determination of erythrocyte 
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
dem mass spectrometry after low-dose methotrexate therap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 J Chromato-
gr B Analyt Technol Biomed Life Sci，2012，907：41-48. 

[38] 杜思颖，吕佩瑜，温悦，等 . HPLC-MS/MS 间接测定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红细胞中多聚谷氨酸化甲氨蝶呤的浓
度 [J]. 中国药学杂志，2019，54（22）：1876-1881. 

[39] Li H，Luo W，Zeng Q，et 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
tion of blood methotrexate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 with online post-column electrochemical oxida-
tion and fluorescence detection [J]. J Chromatogr B Analyt 
Technol Biomed Life Sci，2007，845（1）：164-168. 

[40] Muralidharan N，Sundaram R，Kodidela S，et al. Folyl 
polyglutamate synthethase（FPGS）gene polymorphisms 
may influence methotrexate adverse events in South Indian 
Tamil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J]. Pharmacogenomics J，
2020，20（2）：342-349. 

[41] Kung TN，Dennis J，Ma Y，et al. RFC1 80G ＞ A is a 
genetic determinant of methotrexate efficacy in rheumatoid 
arthritis：A human genome epidemiologic review and me-
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J]. Arthritis Rheumatol，
2014，66（5）：1111-1120. 

[42] Chen YH，Zou K，Sun J H，et al. Are gene polymorphisms 
related to treatment outcomes of methotrexat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Pharmacogenomics，2017，18（2）：175-195. 

[43] Radtke S，Zolk O，Renner B，et al. Germline genetic 
variations in methotrexate candidate genes are associated 
with pharmacokinetics，toxicity，and outcome in child-
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J]. Blood，2013，121
（26）：5145-5153. 

[44] Zhang HN，He XL，Wang C，et al. Impact of SLCO1B1 
521T ＞ C variant on leucovorin rescue and risk of relapse 
in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reated with 
high-dose methotrexate [J]. Pediatr Blood Cancer，2014，
61（12）：2203-2207. 

[45] Wang Z，Zhang N，Chen C，et al. Influence of the OATP 
polymorphism on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meth-
otrexate in Chinese patients [J]. Curr Drug Metab，2019，
20（7）：592-600. 

（收稿日期：2020-08-25；修回日期：2020-12-08）

脑心清片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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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脑心清片是以柿叶为原料经水提、醇沉、乙酸乙酯精制而成的柿叶提取物制剂。自

2000 年临床应用以来，脑心清片被广泛用于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脑心清片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

临床应用三方面展开，对柿叶提取物及其制剂脑心清片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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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oxinqing tablets are preparation with a persimmon leaves as the raw material through 
water extraction, alcohol precipitation and ethyl acetate refinement. Since their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2000, Naoxinqing table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such 
a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in Naoxinqing tablets has also made some progres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in persimmon leaf extract and Naoxinqing tablets from three aspects: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Naoxinqing tablet; persimmon leaf extract;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clinical application

　　柿叶为柿树科柿树属植物柿（Diospyros kaki 
L.f.）的新鲜或干燥叶，作为药用已有近 600 年，
最早记载于明代《滇南本草》。后《本草再新》记
载“柿叶味苦，性寒，无毒，入肺经，治咳嗽吐
血，止渴生津”，主要用于止血、降压及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胃溃疡出血、肺结核出血等 [1]。
近年来，随着现代提取分离技术和现代药理学方
法的快速发展，对柿叶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
研究也不断深入。柿叶含有黄酮、有机酸、三萜、
多酚、多糖、脂肪酸、香豆酸等化学成分，具有
降血糖、抗氧化、抗菌、抗肿瘤及保护心脑血管
等作用 [2]。脑心清片是在现代医药理论指导下，
以柿叶作为原料经水提、醇沉、乙酸乙酯萃取而
成的柿叶提取物，再加以药用辅料制备而成的纯
中药制剂。主要用于脉络瘀阻、眩晕头痛、肢体
麻木、胸痹心痛、胸中憋闷、心悸气短，具有活
血化瘀、通络的功效，主治冠心病、脑动脉硬化
症等心脑血管疾病 [3]。本文对柿叶提取物及其制
剂脑心清片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三
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脑心清片化学成分研究

　　脑心清片的化学成分组成相对明确，主要含
有黄酮、有机酸和三萜类成分。大量研究表明，
黄酮类成分是脑心清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
活性物质，具有改善心肌功能、保护神经、抗动
脉粥样硬化、抑制血小板等药理作用 [4]。黄酮类
成分占柿叶提取物总含量的 25.7%[5-7]，主要包含
槲皮素、山柰酚及两者的氧糖苷类成分（如金丝
桃苷、黄芪苷、异槲皮素、杨梅素、柚皮素、山
柰酚 3-O-β-D- 吡喃葡萄糖苷、山柰酚 3-O-β-D- 吡
喃半乳糖苷等）。有机酸类成分具有抗氧化、抗
炎、抑制血小板和抗血栓等作用 [8]，主要含有原
儿茶酸（3，4- 二羟基苯甲酸）、糠酸（2- 呋喃甲
酸）、琥珀酸、苹果酸等，其中原儿茶酸占柿叶

提取物含量的 4.5% ～ 6.6%，糠酸占柿叶提取物
含量的 1.6% ～ 2.4%[9-10]。三萜类成分具有明显的
血管修复、抗衰老、抗神经损伤作用，主要含有
齐墩果酸、熊果酸等 [11-12]。由于柿叶提取物是柿
叶经提取分离、纯化制备而成的柿叶乙酸乙酯浸
出物，相较于柿叶，其化学成分组成已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因此，关于脑心清片的全化学成分分
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2　脑心清片药理作用研究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脑心清片具有抗氧
化、抗炎、抗凋亡、改善血液流变学和血流动力
学、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降血压等药理
作用，对心肌缺血和脑缺血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
有明显的药效。
2.1　抗氧化作用

　　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体内存在的内源性
抗氧化酶系统可加速自由基转化和失活，但过多
的自由基产生会引起氧化物和抗氧化物平衡失
调，诱发细胞和组织的氧化损伤 [13]。已有研究表
明，脑心清片可能通过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增加抗氧化酶体系发挥抗氧化作用。Bei 等 [14] 研
究表明，脑心清片可抑制 H2O2 损伤 NG108-15 细
胞引起的过氧化氢酶活性、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谷胱甘肽（GSH）含量降低和
丙二醛（MDA）含量增高，对氧化应激所致的相
关氧化因子有明显抑制作用。Kazzem 等 [15] 研究
显示，脑心清片明显抑制 H2O2 诱导的人血管内
皮细胞 EA.hy926 损伤和细胞内活性氧（ROS）的
生成。覃仁安等 [16]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抑制脑
缺血大鼠脑脂质过氧化，降低脑组织 MDA 含量，
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2.2　抗炎作用

　　炎症是机体受到应激损伤后释放大量致炎因
子所致的病理现象，是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心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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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高血压、肿瘤、关节炎等的主要病理生
理基础。李颖等 [17] 研究发现，脑心清片对同型
半胱氨酸诱导的小胶质细胞炎症因子 [ 肿瘤坏死
因子 -α（TNF-α）、白介素 1β（IL-1β）、白介素 6
（IL-6）]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具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其作用与银杏叶提取物 EGb761 相当。林
娟等 [18] 进一步采用脂多糖诱导 BV-2 细胞损伤的
经典炎症模型证明脑心清片可能是通过激活 Akt/
ERK1/2 信号通路介导抗炎作用。
2.3　抗凋亡作用

　　细胞凋亡又称程序性死亡，是机体内外因素
触发细胞内预存的死亡程序而导致细胞死亡的过
程。细胞凋亡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变化，外在变化
主要表现为细胞形态上的变化，而内在变化则涉
及到多种基因蛋白的变化 [19]。Bei 等 [14] 研究显
示，脑心清片可减少 H2O2 损伤 NG108-15 细胞
凋亡数量，增加细胞内抗凋亡因子 Bcl-2 的基因
表达。林娟等 [18] 进一步证明，脑心清片可增加
Bcl-2 的蛋白表达，降低凋亡因子 Bax 的蛋白表
达，抑制小胶质细胞的凋亡。黄永洪等 [20] 证实，
脑心清片能降低心肌梗死大鼠心肌组织 Fas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2.4　改善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抑制血小板

和血栓形成

　　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是研究血液在血管
系统中的流动力学、流动性和变形性的学科，两
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发展有着密切的联
系 [21-22]。臧忠良等 [23]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显著改
善犬血流动力学，降低开胸麻醉犬的总外周阻力，
对血压有一定的降低作用。覃仁安等 [24] 研究表
明，脑心清片对多种诱导剂如磷酸腺苷（ADP）、
花生四烯酸（AA）、胶原（CG）引起的血小板聚
集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可改善动物血液流变学，
明显延长实验性动脉血栓形成时间，改善高黏滞
血症大鼠的软脑膜微循环，对高黏滞血症大鼠的
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清黏度和血沉均有显著
的降低作用。吴玉玲等 [25] 研究进一步发现，脑心
清片能明显降低高血压大鼠血浆肾素活性（PRA）
和血管紧张素Ⅱ的含量，延长凝血时间，降低血
小板聚集率，有效改善动脉的血管重构。
2.5　抗心肌缺血作用

　　心肌缺血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
失常、心力衰竭等多种心血管病的病理特点 [26]。
覃仁安等 [27] 报道，脑心清片能改善犬急性心肌
缺血，有效降低心外膜心电图 ST 段的升高值，

减轻心肌缺血程度，减小心肌梗死范围，降低心
肌耗氧量。黄永洪等 [20] 研究进一步表明，脑心
清片通过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和改善心室重塑，增
强心肌梗死大鼠的心肌收缩和舒张功能，发挥抗
心肌缺血作用。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脑心清片具有
抗心肌缺血的作用，但关于其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伤、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理研究仍待佐证，对于其
发挥抗心肌缺血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阐明。
2.6　抗脑缺血作用

　　脑组织发生缺血缺氧后会出现一系列缺血级
联反应，引起脑组织损伤，是脑卒中的主要诱发
因素 [28]。Bei 等 [29]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连续给药
7 d（造模前 3 d 及造模后 4 d）对局灶性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模型大鼠脑梗死面积和神经功能有显著
改善作用。覃仁安等 [16]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预防
给药 7 d（造模前）可改善 FeCl3 所致局灶性脑缺
血模型大鼠和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
受损的神经功能，有效缩小脑梗死范围和减轻脑
水肿。闵冬雨等 [30] 研究表明，建立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模型大鼠后连续给予脑心清片 21 d 能明显改
善大鼠海马神经元损伤和脑血管损伤。以上结果
提示，脑心清片无论是预防给药还是治疗给药都
具备改善脑缺血的药理作用，然而脑心清片临床
应用主要集中于恢复期阶段或二级预防，对其在
脑缺血恢复期阶段开展有针对性的药效与作用机
制研究可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证据支持。
2.7　降压作用

　　中医药防治高血压具有整体调节、平稳降压
的优势，可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吴玉玲
等 [25] 研究发现，与降血压西药相比，脑心清片
连续用药 3 个月不仅显著降低自发性高血压模型
大鼠的血压水平，而且能改善颈总动脉重构，减
轻高血压所致靶器官损伤的同时兼具抗血小板和
抗凝作用。
3　临床应用

　　中医药理论研究认为，脑心清片具有活血化
瘀、通络之功，可用于脉络瘀阻、眩晕头痛、肢
体麻木、胸痹心痛、胸中憋闷、心悸气短等中医
证候。现代临床医学研究表明，脑心清片适用于
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症、缺血性脑血管病，对高
血压、高脂血症及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有综合调控作用。
3.1　冠心病心绞痛 
　　大量临床观察发现，脑心清片可以明显减
少冠心病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和持续时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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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头晕目眩等症状效
果显著，能有效降低患者血脂、改善血液流变
性、心电图和抑制血小板聚集，且临床安全性较
好 [31-36]。闫海慧等 [37] 研究发现，脑心清片可增加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血清脂联素（APN）、一氧化
氮（NO）水平，降低血清 TNF-α、超敏 C 反应蛋
白（hs-CRP）、内皮素（ET）、血栓素 B2（TXB2）
水平，改善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症状和血液流流变
学指标。梁建光等 [38]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对冠心
病心绞痛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有良
好的临床效果，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和 hs-CRP 的水平，减少不良心血管事件
的发生。脑心清片用于缺血性心脏病患者，可显
著提高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增强其黏附、迁
移和体外血管生成能力 [39]，提示脑心清片具有促
进血管新生的作用。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脑心
清片用于变异型心绞痛患者的治疗可扩张冠状动
脉，改善微循环，有效减轻疼痛症状 [40]。从目前
临床应用报道显示，脑心清片对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的临床症状、血液流变学、炎症等多项指标有
明显改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改善心肌缺
血和血管内皮功能有关。然而对于脑心清片在冠
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优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3.2　脑动脉硬化症

　　脑动脉硬化症属于动脉粥样硬化范畴，自从
脑血管病分类之后，已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疾病定
义 [41]。尽管脑动脉硬化症已作为脑血管疾病的一
种病理特征存在，但对其早发现早治疗将为防治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提供诊疗依据。蔡越冬等 [42] 早
期临床评价发现，脑心清片治疗脑动脉硬化症有
效率为 83.33%，对其伴随的血压血脂的升高有明
显的调控作用。叶创新等 [43] 采用脑心清片联合阿
司匹林治疗脑动脉硬化患者 12 周，结果脑心清
片可有效降低患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和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脑
动脉硬化症的总有效率为 93.33%，因此，脑心清
片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的临床价值可为脑卒中一级
预防提供参考。
3.3　缺血性脑血管病

　　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疾
病，约占脑血管病的 85%，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TIA）、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脑动脉盗血综合
征（SSCA）和慢性脑缺血 [44]。陈亦华等 [45] 临床研
究显示，脑心清片能明显延长血浆凝血酶原时间和
凝血活酶时间，对 TIA 有明显的临床疗效。肖旭

等 [46] 临床研究表明，脑心清片可扩张脑血管，降
低血液高凝状态，改善脑血液循环，对椎 - 基底动
脉供血不足患者的头晕、目眩症状作用明显。魏超
等 [47] 研究显示，脑心清片能有效降低脑卒中患者
的复发率，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二级预防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王阿兰等 [48] 临床研究显示，
脑心清片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心律失常、心肌
酶及心功能异常等脑心综合征。此外，脑心清片对
慢性脑供血不足的头晕、血管性头痛、老年性眩晕
的临床疗效均得到相关临床证实 [49-51]。以上临床观
察证实脑心清片对不同类型的缺血性脑血管病具有
治疗价值，尤其是对脑缺血引起的眩晕、头痛等症
状作用显著，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抗凝、扩张脑血
管等有关。
3.4　高血压

　　研究证实，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最主要
危险因素，对其有效的防控可减少心脑血管事件
的发生 [52]。黄晓忠 [53] 临床观察发现，脑心清片
联用缬沙坦可显著提升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降压
效果，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优于单一使用
缬沙坦，对高血压合并高脂血患者有显著的降脂
作用。这可能与脑心清片具有扩张脑血管、改善
脑部血液循环、调节脂质代谢的药理作用有关，
与缬沙坦联用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陈世伟等 [54]

临床研究发现，脑心清片明显增强非洛地平对高
血压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收缩压调控作
用，减少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该结果提示脑心
清片对伴有高血压的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具有很好
的临床意义。临床上 75% 的中国高血压患者普遍
存在高同型半胱氨酸现象，为了强调其危害性与
普遍性，我国学者提出了“H 型高血压”概念 [55]。
魏超等 [56] 报道，脑心清片干预治疗能有效降低
老年 H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周
静等 [57-58] 采用脑心清片治疗老年 H 型高血压患者
的研究显示，脑心清片不仅降压作用明显，而且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安全性较好，对高血压伴随症
状头晕、头痛、失眠效果也有所改善。
3.5　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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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脂质代谢紊乱性疾
病，是心脑血管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可引起冠
心病、心绞痛、中风、心肌梗死等多种疾病 [59]。
伍新林等 [60] 发现脑心清片能明显改善高脂血症
患者血脂代谢，降低血液黏稠度，临床安全性
好。魏超等 [61] 证实，脑心清片可降低老年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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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患者的血脂异常，并且随着用药时间的
推移，疗效更为显著。高脂血症对机体最直接的
损害是加速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脑心清片对血脂
代谢的调节作用可减少脂质在血管内皮的沉着，
进而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3.6　糖尿病合并脑梗死

　　糖尿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临
床证据显示，严格的血糖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减
少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导致的
死亡风险 [62]。唐冰霜等 [63] 报道脑心清片可改善
糖尿病脑梗死患者的血脂、hs-CRP 和血液流变学
等指标，能有效地应用于糖尿病合并脑梗死的辅
助治疗。目前，脑心清片对血糖的调节作用无相
关报道，其是否能单独用于糖尿病的治疗还有待
进一步临床观察。
4　展望

　　脑心清片主要由黄酮、有机酸、三萜等化学成
分组成，是其发挥抗氧化、抗炎、抗凋亡、改善血
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抑制血小板和血栓形成及
抗心脑缺血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临床上主要应用
于防治冠心病、缺血性脑血管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的综合防控。尽管目前
已有研究对脑心清片的化学成分开展了一些研究，
但随着现代药物分析设备与技术的提升，开展脑心
清片的全化学成分分析，明确其化学成分群和成分
含量构成比，对产品质量和临床价值的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此外，随着多组学技术和系统生物学理论
的出现，进一步研究脑心清片的药效物质基础、入
血成分及体内过程分析，揭示其药效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对其找准产品临床定位，发现新适应证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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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碱改善肥胖及相关代谢紊乱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安冬1，杨军红1*，宋晓萌2（1. 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大学儿童医院），天津　300134；2.天津医科大学，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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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甜菜碱是一种天然无毒的膳食营养素，作为渗透压保护剂及甲基供体发挥生理作用，目

前被应用于非酒精性脂肪肝、心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治疗。研究发现甜菜碱

能增加肥胖患者的瘦体重，降低体脂率，改善体成分，降低脂肪组织炎症水平及改善肥胖相

关代谢紊乱。其可能的机制包括改善脂肪酸代谢、增加蛋白质合成、降低脂肪组织炎症反应以

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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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mechanism of betaine in reducing obesity and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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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Abstract: Betaine is a natural, non-toxic dietary nutrient that physiologically serves as an osmotic 
pressure protector and methyl donor. It is currently used for non-fatty liver diseas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ype 2 diabetes,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Research found that betaine increased lean body 
weight, reduced body fat rate, improved body composition, reduced inflammation level of adipose 
tissue and improved obesity-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in obese patients. The possible mechanism 
included improving fat metabolism, increasing protein synthesis, reducing inflammation of adipose 
tissue, and improving insulin resistance etc. 
Key words: betaine; obesity; fatty acid; inflammation; insulin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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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源于过度的脂肪堆积，与遗传倾向、高
脂饮食、个人行为、环境和社会因素等有关，是
脂肪细胞内分泌功能紊乱的状态，可诱导脂肪组
织产生代谢性炎症，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全身性
慢性炎症性疾病。肥胖可促使胰岛素抵抗和代
谢综合征的发生，是多种疾病如非酒精性脂肪
肝（NAFLD）、心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癌症
等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1-2]，目前尚无
有效治疗药物。在过去三十年中，肥胖和超重的
患病率大幅上升，中国将近 9 千万人口受到影
响 [3]。由于肥胖的高患病率及与其相关的健康问
题增加，有效的减重和减重后维持策略变得十分
重要，其中应用无毒且天然存在的膳食营养素防

治肥胖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近年来研究证实，甜菜碱在许多人类疾病如
肥胖、糖尿病、癌症、NAFLD、阿尔茨海默病等
的治疗中都具有积极的功效 [4-6]，因而受到广泛
关注。本文就甜菜碱的生理功能，对体成分及肥
胖相关指标的影响研究以及改善肥胖及其相关代
谢紊乱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1　甜菜碱的生物特性及生理功能

　　甜菜碱，又名甘氨酸甜菜碱，分子式为
C5H11NO2，是一种季铵盐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动植
物及微生物体内，以甜菜的蜜糖为主要来源。健康
成人甜菜碱每日平均摄入量在 100 ～ 400 mg[7]，其
准确摄入量取决于食物来源种类和烹调方式。此



1394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外，人类还可通过肝脏或肾脏内胆碱氧化内源性获
得甜菜碱 [8]。
　　甜菜碱摄入体内后，在小肠快速吸收，主要通
过甜菜碱 -γ 氨基丁酸转运和氨基酸转运系统 A 跨
膜转运，分布于肝、肾、脑中，在肝肾线粒体内代
谢，少量可从汗液或尿液排出，能被重吸收进入血
液循环或被贮存于组织中 [9]。甜菜碱可作为渗透压
保护剂维持蛋白质原有结构，防止高渗状态下细胞
萎缩，抑制高渗诱导凋亡蛋白的表达，保护细胞、
蛋白质及酶类免受渗透胁迫 [4，10]；甜莱碱也可作
为甲基供体，参与甲硫氨酸（Met）循环，使同型
半胱氨酸（Hcy）在甜菜碱 - 同型半胱氨酸甲基转
移酶（BHMT）的催化下转甲基生成 Met 和二甲基
甘氨酸（DMG）。甜菜碱参与含硫氨基酸（SAA）
的代谢，使 Met 在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MAT）催
化下形成 S- 腺苷甲硫氨酸（SAM），SAM 去甲基
形成 S- 腺苷同型半胱氨酸（SAH）[4]，发挥生理作
用。此外甜菜碱对胆碱介导的单碳代谢、细胞膜完
整性、信号转导及神经递质合成等也至关重要 [11]。
甜菜碱从食物中获得或者应用补充剂补充，生物
利用度相似。健康人血清甜菜碱水平在 20 ～ 70 
mmol·L－ 1，通常男性高于女性，与膳食摄入量或
直接补充量成正相关 [12]。
2　甜菜碱对体成分及肥胖相关指标的影响

　　体成分分析因能提供体脂质量和体脂率而被
认为是评价肥胖程度最准确的指标 [13]。在动物
实验中，甜菜碱对体脂改变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证
实，并已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增加猪或鸡的瘦肉
量，减少其脂肪量 [14-16]。但在人群中，尤其是超
重或肥胖人群中，甜菜碱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近年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甜菜碱的摄入量还
是血清甜菜碱水平，在正常体重者中均为最高，其
次为超重者，在肥胖者中最低 [12]，在对肥胖鼠组
织进行代谢组学分析的研究中可得到相同结论 [17]。
2016 年 Gao 等 [12] 运用 DXA 系统进行纽芬兰人口
体成分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甜菜碱能降低体脂水
平，尤其显著降低躯干体脂率及男性体脂率，并可
增加人体瘦体重百分比。该团队 2018 年针对北美
地区成年人口的研究同样显示，在成年男性中，去
除可能的混杂因素后，血清甜菜碱水平与肥胖相关
指标成显著负相关。但在成年女性中，可能由于性
别差异造成的体成分和性激素不同，导致相关不
明显 [18]。2020 年 Zhong 等 [19] 进行长达 3 年的前瞻
性队列研究显示血清甜菜碱水平较高的中国中老年

人，其瘦体重丢失量、脂肪量及体脂率增加量均
显著减少，以男性为甚。在 RCT 试验中，2013 年
Cholewa 等 [20] 首次证明了甜菜碱能明显改善体成
分，减少体脂，增加瘦体重。2018年 Cholewa 等 [21]

对 11 名年轻女性补充 2.5 g·d－ 1 甜菜碱同时运动
进行为期 9 周的研究，Grizales 等 [22] 关于 14 名糖
尿病前期及肥胖者予以口服甜菜碱（20 d，前 10 d，
每次 3.3 g，每日两次，后 10 d，每次 4.95 g，每日
两次）的 RCT 研究以及 2019 年一项关于甜菜碱降
低体脂的 RCT 研究的 meta 分析 [23] 均验证甜菜碱
能增加瘦体重，改善体成分的结论。
3　甜菜碱的作用机制

3.1　抑制脂肪酸合成

　　Yang 等 [24] 在大豆发酵食品的体外抗肥胖研
究中发现，甜菜碱能够减少组织内脂质积累和合
成。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作为细胞能
量传感器和代谢平衡调节因子能够调控如脂肪酸
合成酶（FAS）等相关基因表达水平 [25]。研究显
示甜菜碱促进 AMPK 磷酸化，降低甾醇调节元
件结合蛋白 1c（SREBP-1c）、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ACC）、FAS、苹果酸酶的活性及其 mRNA 的
表达 [26]，抑制脂肪酸合成。
　　脂蛋白脂肪酶（LPL）作为乳糜微粒和极低
密度脂蛋白（VLDL）代谢的限速酶，可为脂肪
组织提供用于贮存的游离脂肪酸（FFA）。甜菜碱
可降低 LPL mRNA 表达，减少从循环脂蛋白中
摄取三酰甘油，降低脂肪酸结合蛋白（A-FABP）
及 FAS 的表达。此外，甜菜碱促进 Hcy 甲基化为
Met 的过程可能减少脂肪酸合成底物乙酰辅酶 A
的含量，减少脂肪酸合成 [18]。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
主要在脂肪组织中表达，促进脂肪细胞增殖与分
化，增加脂肪沉积 [27]。在高脂饮食致肥胖小鼠的
研究中，甜菜碱通过影响细胞周期抑制转录因子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α（C/EBPα）和 PPARγ
的表达，抑制 3T3-L1 前脂肪细胞增殖分化，减
少白色脂肪（WAT）合成 [14]。近年研究显示肌间
脂肪与肥胖密切相关，而在补充甜菜碱的动物研
究中显示甜菜碱能增加 PPARγ 表达，从而增加肌
间脂肪 [15，28]，所以关于甜菜碱对 PPARγ 的影响
还需进一步研究。
3.2　促进脂肪酸氧化分解，减少脂质累积

　　1H-NMR 代谢组学研究揭示甜菜碱的代谢可
增加α- 酮戊二酸（α-KG）的生成，增加β- 羟基
丁酸（β-HB）在肝外组织的利用，促进三羧酸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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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TCA），提示甜菜碱对线粒体内呼吸链具有
正向调控作用 [29]。此外，研究发现甜菜碱在体内
分解代谢快，在补充甜菜碱后，由于对其降解需
求的增加，促进了 TCA 循环和线粒体氧化去甲
基化作用，从而改善线粒体功能。甜菜碱还能够
增加肝脏及肌细胞中线粒体含量及活性，为其促
进脂肪氧化分解提供依据 [14，30]。
　　相关研究证实肉碱能增加肥胖鼠能量消耗，
改善糖耐量 [31]。补充甜菜碱能增加动物和人类
组织内肉碱的吸收，促进由肉碱棕榈酰转移酶Ⅰ
（CPT1）介导的 FFA 易位进入线粒体，增加脂肪
酸β- 氧化 [31]。甜菜碱还可通过增加激素敏感性
脂肪酶（HSL）活性来促进脂肪组织的脂解，转
移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β 氧化 [18]。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
在代谢活跃的组织如肝脏、骨骼肌、棕色脂肪
中大量表达，增加脂肪酸转运和氧化，降低体
重 [27]。活化的 AMPK 能上调 PPARα 表达，并且
与 PPARα 同为 CPT1 的上游调节因子。甜菜碱能
活化 AMPK，上调 PPARα 及其下游脂肪酸氧化
相关基因，如酯酰辅酶 A 氧化酶 1/2（ACOX1/2）
的表达 [14]，从而增加 CPT1 活性，促进脂肪酸在
线粒体内进行β- 氧化 [32]。此外，甜菜碱可能通
过改善 PPARα 或其他相关核受体复合物的转录
作用促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Fgf21）分泌，
Fgf21 释放儿茶酚胺促进脂肪分解。且通过缺乏
Fgf21 的小鼠实验表明，甜菜碱只有在 Fgf21 的
协同作用下可上调皮下 WAT 中氧化代谢相关基
因 Ucp1 和 Ppargc1a 的表达，促进皮下 WAT 褐
化，从而增加全身能量消耗，降低体重 [33]。
　　肌细胞内脂肪含量与体重成正相关。多不饱和
脂肪酸（PUFA）可以通过调节脂肪代谢相关基因表
达水平，介导脂肪细胞分化及能量代谢，尤其是可
以通过降低 SREBP-1c 表达减少脂肪酸合成，通过
激活 PPARα 加强脂肪酸氧化。在高脂饮食致肥胖小
鼠模型中，添加甜菜碱能显著增加肌细胞内 PUFA
含量，减少肌细胞内脂质累积 [14]，降低体重。
3.3　促进蛋白质合成，改善体成分

　　研究显示甜菜碱增加肝细胞体积，增加人骨
骼肌质量和动物瘦体重，说明甜菜碱能增加蛋白
质合成。相关研究发现甜菜碱能降低人体运动致
皮质醇浓度，促进生长激素（GH）分泌，还可
以直接或间接通过调节 SAM，上调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1（IGF-1）分泌，改善胰岛素 IRS/Akt-
mTOR 蛋白质合成途径，促进肌纤维分化；减少

同型半胱氨酸硫内酯（HTL），促进苏氨酸蛋白
激酶（Akt）磷酸化，增加胰岛素 /IGF-1 途径合
成蛋白质，同时减少蛋白质合成相关酶变性或失
活；通过转甲基作用促进 Hcy 转化成 Met 用于蛋
白质合成；甜菜碱在细胞中积累，通过渗透调节
的甜菜碱 /GABA 转运体 -1（BTG-1）增加肌浆渗
透压，导致细胞肿胀，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抑
制蛋白质水解 [19，34]。
　　在 DNA 甲基化方面，甜菜碱减少 PPARα 和
LPL 启动子高甲基化，使参与脂肪酸摄取、利用
和分解代谢的蛋白质合成也随之增加，从而改善
脂代谢，增加瘦体重，改善体成分 [35]。
3.4　改善肥胖相关炎症状态

　　肥胖可导致脂肪组织的慢性低度炎症，这种
炎症状态通常与脂肪细胞肥大、免疫细胞浸润等
有关 [36]。目前应用甜菜碱控制脂肪组织炎症的实
验研究受到关注。
　　脂肪组织不仅能储存能量，还是一个内分泌
器官。由 WAT 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大多数具有
促炎作用。在对肥胖动物和肥胖人的研究中已
证实，在不断扩大的脂肪组织中会出现组织缺
氧，炎症相关脂肪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瘦素、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 -1（MCP-1）等的分泌随脂肪细胞的
增大和缺氧程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37]。Olli 等 [38]

的体外试验显示甜菜碱能降低脂肪组织缺氧条件
下 TNF-α、IL-6 在脂肪细胞中的表达，改善脂肪
组织炎症状态。在肥胖诱导炎症过程中，脂肪细
胞释放的炎症因子通过磷酸化作用调控多种信号
通路。研究显示甜菜碱通过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MAPKs），阻止 IκB 和 IκB 激酶（IKK）磷
酸化，抑制转录核因子 κB（NF-κB）及其下游基
因表达，也可抑制激活 NF-κB 的上游信号分子
的表达，如 Toll 样受体 4，通过抑制 Toll 样受体
4/ 转录核因子 κB（TLR4/NF-κB）信号通路降低
NF-κB 活性；此外甜菜碱能维持硫醇稳态，抑制
活性氧（ROS），降低 NF-κB 活性，减少促炎因
子（如 IL-1β、IL-23）的产生 [39]。
　　ROS 因机体氧化反应作用或外界刺激而产
生。通过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小鼠及对肥胖患者的
研究均显示肥胖可诱导氧化脂蛋白水平升高，降
低血液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HS-Px）、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等抗氧化酶的活性，增
加脂肪细胞 ROS 的产生 [40-41]。甜菜碱作为甲基
供体，通过改善 SAA 的代谢，增加体内 Met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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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含量，降低 Hcy。Met 可被肝细胞利用合成
谷胱甘肽（GSH），SAM 则为体内直接的抗氧化
剂，调节 GSH 代谢 [42]，清除体内自由基和 ROS。
甜菜碱还可通过提高 SAM 与 SAH 的比值，增
加 MAT 活性，抑制炎症引起的一氧化碳合酶 2
（NOS2）的表达，增加 GHS-Px、SOD 等抗氧化
酶，减少脂质过氧化物（LPO）[43-44] 以抑制氧化
应激反应，改善肥胖相关炎症状态。
3.5　改善胰岛素抵抗

　　肥胖所致的过度脂肪堆积不仅发生于 WAT，
同样发生在肝脏、骨骼肌等胰岛素反应器官，导致
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发展，从而引发肥胖相关代谢紊
乱。Hartstra 等 [45] 研究显示血清甜菜碱水平与外周、
肝脏及脂肪组织胰岛素敏感性成正相关。
　　瘦素是一种多肽类激素，能抑制食欲性神经元
活性。与瘦素敏感个体相比，肥胖个体常因瘦素信
号受损导致瘦素抵抗，使其不能发挥减少摄食、增
加能耗的作用，加重肥胖程度。在高脂饮食诱导
的肥胖 C57BL/6 小鼠模型中，其腹股沟皮下脂肪
和内脏脂肪组织中瘦素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增
加 [31]。肥胖状态下瘦素作为炎症相关脂肪细胞因
子诱导脂肪组织炎症，进而导致脂肪组织胰岛素
抵抗的发生。肥胖患者的脂肪细胞分泌脂联素水
平较正常人减少，也可促进脂肪组织发生胰岛素抵
抗 [46]。研究表明甜菜碱能降低缺氧或正常氧条件
下瘦素基因的转录和分泌，所以可以推断甜菜碱能
够使肥胖个体高瘦素水平正常化，其机制可能与
低氧诱导因子 1（HIF-1α）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
证实。此外甜菜碱作为甲基供体，降低脂肪组织中
Hcy 水平，增加脂联素的产生，降低试验动物炎症
水平 [38]，从而改善脂肪组织的胰岛素抵抗。
　　甜菜碱改善 NAFLD 和 2 型糖尿病的研究显示
其能直接作用于胰岛素信号转导，加强胰岛素受
体底物1（IRS-1）在体内外的磷酸化，增加 thr308-
PKB/Akt 水平，抑制α- 葡萄糖苷酶活性，从而降
低糖异生，增加糖原合成，降低血葡萄糖水平，
改善胰岛素抵抗 [24]。甜菜碱可增加 SAM 水平，通
过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1（PRMT-1）的催化生成更
多的甲基化非均相核糖核蛋白（hnRNPQ），持久
激活胰岛素受体，参与胰岛素信号转导。甜菜碱
还可增加肝内和循环中 Fgf21 水平改善葡萄糖稳
态 [33]，改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 和蛋白激酶
B，以增强脂肪组织中的胰岛素敏感性 [47]。此外
甜菜碱减少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减少肝糖异生；
活化 AMPK，通过葡萄糖转运蛋白 4（GLUT-4）

促进葡萄糖摄取 [4]，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
4　小结及展望

　　甜菜碱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膳食营养素，目前甜
菜碱在临床上的应用多依赖于其作为甲基供体的作
用，以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NAFLD、动脉
粥样硬化等疾病。近年来甜菜碱关于改善肥胖及
其相关代谢紊乱的研究仍以动物模型和体外细胞试
验为主。尽管动物实验显示甜菜碱有一定的有益
功效，但相同物种不同部位的脂肪组织（如皮下脂
肪、肌间脂肪、内脏脂肪）补充甜菜碱后结果并不
一致，实验剂量与使用时长不同以及物种差异甚至
会得出相反结论。如今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疾
病远比动物模型复杂，研究人员需要进一步研究甜
菜碱的有效作用部位、是否存在有效阈值以及更进
一步挖掘甜菜碱在人体内的针对肥胖及相关代谢紊
乱的作用机制。未来也需要更多的基于超重或肥胖
人群的大样本前瞻性 RCT 研究来证实甜菜碱的治
疗效果，弥补目前不同类型研究所造成的差距，以
确定增加摄入富含甜菜碱的食物和 / 或长期补充甜
菜碱是否确定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改善肥胖及其相关
代谢紊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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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靶点 EZH2 及其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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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Zeste 增强子同源物 2（EZH2）是一种重要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能介导组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的甲基化来调控抑癌基因的表达。大量研究发现过表达的 EZH2 能促进癌症的发

生发展，并且临床上 EZH2 的过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基于 EZH2 在癌症中的关键作

用，以 EZH2 为靶点设计抑制剂在癌症治疗的应用吸引了广大科研学者的关注。本文就近年来

EZH2 靶点的机制研究及其抑制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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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ue 2 (EZH2) protein is a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and mediates 
the methylation of the 27th lysine of histone H3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Research has corroborated that overexpressed EZH2 could promot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ancers, and overexpression of EZH2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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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蛋白和 DNA 的修饰包括 DNA 甲基化、
组蛋白甲基化和乙酰化等，是重要的表观遗传
调控机制，维持着细胞内基本的生命过程正常
进行 [1]。近十年来，大量研究证实表观遗传调
控机制失调在癌症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基于表观遗传调控机制设计的靶向表观
遗传药物，在癌症的治疗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 [2]。Zeste 增 强 子 同 源 物 2（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ue 2，EZH2）是多梳蛋白抑制复合体 2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PRC2）的催化
亚基，具有组蛋白甲基化酶的活性，可以催化组
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残基（lysine 27 on histone 
H3，H3K27）甲基化来调控抑癌基因的表达 [3]。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EZH2 过表达或功能增强
能促进癌症的发生，推动癌症恶性进展 [4]。基于
EZH2 在癌症中的关键作用，以 EZH2 为靶点设
计抑制剂在癌症治疗的应用吸引了广大科研学者
的关注 [5]。本文综述了近年来 EZH2 蛋白结构和
生物功能、致癌机制及其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1　EZH2 蛋白结构和生物功能

1.1　蛋白结构

　　EZH2 由 746 个氨基酸组成，结构分析表明
其含有 7 个功能结构域，即 WDB 结构域、2 个
SANT 结构域、结构域Ⅰ、结构域Ⅱ、CXC 结构
域和 SET 结构域。其中 WDB 结构域是与 PRC2 复
合物中 EED 亚基结合的部位，SANT 结构域是与
组蛋白相互作用的部位，结构域Ⅱ是与 PRC2复合
物中 SUZ12 亚基结合的部位，SET 结构域是发挥
甲基转移活性的部位 [6]。在 SET 结构域中，存在
S- 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 methionine，SAM）结
合位点，可发生 SAM 的甲基转移到组蛋白上的反
应，这一过程可产生甲基化组蛋白和 S- 腺苷同型
半胱氨酸（S-adenosylhomocysteine，SAH）[7]。
1.2　生物功能

　　EZH2 主要是通过与 EED、SUZ12、RBBP4/7
三个亚基组合形成 PRC2 功能复合体发挥转录调
控作用。EZH2 作为催化亚基催化 H3K27 甲基
化，形成三甲基赖氨酸（trimethylation of lysine 27 
on histone H3，H3K27me3），从而调控其下游基

因的表达，维持细胞正常功能 [8]。但是当细胞过
表达 EZH2 时，H3K27me3 表达水平将上调，导
致下游与肿瘤抑制相关的基因表达沉默，诱导
细胞癌变 [9]。在 PRC2 功能复合物中，EED 亚基
和 SUZ12 亚基对于 EZH2 维持甲基化活性非常重
要；RBBP4/7 亚基是 SUZ12 结合的亚基，能促进
PRC2 复合物与组蛋白的结合从而提高 EZH2 催化
能力，但对活性维持并非是必要的 [10]。在一些成
熟的非增殖细胞中，发现存在 EZH2 的同源蛋白
EZH1，但 EZH1 甲基化能力很弱，只有当 EZH2
表达下调或功能被抑制时，EZH1 才能通过补偿机
制行使主要的甲基化功能 [11-12]。近年来，有报道
EZH2不形成 PRC2复合物而发挥转录调控的作用，
但具体的机制研究尚不清楚 [13]。
2　EZH2 与恶性肿瘤的关系

　　EZH2 过表达或功能上调的现象在多种癌症
中出现，包括胃癌、乳腺癌、头颈癌、血液系统
恶性肿瘤等，EZH2 的过表达与患者预后差、生
存期短有关，使得 EZH2 成为癌症治疗中一个重
要的生物标记物 [14]。
2.1　胃癌

　　与正常胃上皮细胞相比，在胃癌细胞中 EZH2
通常过表达。Pan 等 [15] 在 63 份胃癌临床样本中
发现 74.6% 的样本存在 EZH2 过表达的情况，并
且 EZH2 的过表达与患者预后不良显著相关。在
胃癌细胞中，过表达的 EZH2 能上调 H3K27me3
水平从而抑制肿瘤抑制因子 EphB3 的表达。过低
的 EphB3 能下调 E-cadherin 蛋白和上调 Vimentin
蛋白，促进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化的过程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增加胃
癌细胞生长和转移能力 [16]。Gan 等 [17] 发现在胃癌
细胞中，过表达的 EZH2 能直接结合在重要的肿
瘤抑制因子第 10 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
白同源基因（PTEN）启动子处而抑制 PTEN 表达，
导致过度激活 Akt 信号通路，进而上调 Vimentin
蛋白和下调 E-cadherin 蛋白、促进 EMT 进程，使
得胃癌细胞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增强。
2.2　乳腺癌

　　研究分析 177 例乳腺癌患者和 719 例良性

in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key role of EZH2, the application of inhibitors that are designed 
with EZH2 as the target in cancer treatmen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mechanism of EZH2 target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its inhibitors. 
Key words: EZH2; anti-cancer target; histone methylation; epigenetic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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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肿瘤患者的活检样本，Beca 等 [18] 发现，当
20% 正常乳腺上皮细胞存在过表达 EZH2 情况
时，机体患乳腺癌风险显著提升，证实 EZH2 的
表达水平可以作为乳腺癌风险预测的生物标记物。
Chang 等 [9] 发现 EZH2 在乳腺癌发生阶段非常重
要，在早期的乳腺癌干细胞中 EZH2 表达增加，
H3K27me3 水平升高，导致 DNA 修复蛋白 RAD51
基因沉默，使 DNA 损伤修复障碍和基因组异常，
进而过度激活 RAF1-ERK 信号通路，促进乳腺癌
干细胞增殖和乳腺癌发展。Hirukawa 等 [19] 使用小
鼠模型揭示了 EZH2 在 Luminal B 亚型乳腺癌侵袭
转移的机制，即 EZH2 表达增加而维持高水平的
H3K27me3，导致转录因子 FOXC1 的基因沉默，
使 FOXC1 无法转录其下游的与转移抑制相关的基
因，进而导致癌细胞转移能力增加。
2.3　头颈癌

　　Nienstedt 等 [20] 通过研究 394 份头颈鳞癌临
床样本中 EZH2 的表达，将其分成高中低三种类
型，发现其中 81.8% 的样本显现有 EZH2 表达，
分析出 EZH2 的表达水平可以用来预测癌症的淋
巴转移情况。在头颈鳞癌细胞中，敲除 EZH2 基
因能上调 E-cadherin 蛋白和下调 Vimentin 蛋白的
表达，降低细胞侵袭能力，抑制癌症的发展，揭
示 EZH2 可以作为头颈鳞癌治疗的潜在靶标 [21]。
Cao 等 [14] 通过研究 117 例有效的头颈鳞癌临床样
本，发现在头颈鳞癌细胞中 EZH2 的表达与细胞
周期蛋白 cyclin D1 表达密切相关，推测过表达的
EZH2 促进癌细胞的增殖可能是通过影响 cyclin 
D1 的调节实现的，同时研究证实，检测 EZH2 和
cyclin D1 两者的表达水平能有效预测头颈鳞癌患
者预后。在口腔癌研究领域，Cao 等 [22] 使用免疫
组化方法分析 76 例患有口腔黏膜白斑（最常见的
口腔癌前病变）的患者样本，发现 45% 患者存在
EZH2 过表达现象；5 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发展为
口腔鳞癌的患者 80% 是 5 年前存在 EZH2 过表达
现象的患者，表明 EZH2 的表达水平可以作为口
腔鳞癌风险预测的生物标记物。Zheng 等 [23] 发现
口腔鳞癌细胞中过表达的 EZH2 能增加 STAT3 的
磷酸化和下调 FOXO1 的表达，STAT3 和 FOXO1
信号通路的过度激活能增加癌细胞糖酵解，促进
癌细胞的侵袭。
2.4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EZH2 的靶基因（如 SOX 基因和 KIF 家族）对
于维持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发育完整性至关重要，
EZH2 在淋巴样细胞中的异常表达，导致这些基因

的转录障碍可能导致淋巴癌的发生 [24]。Bodor 等 [25]

评估 366 例滤泡型淋巴瘤患者发现大约 27% 患者
存在 EZH2 基因突变，其突变是早期癌症发生的
重要事件。EZH2 的 Y641 突变在弥漫大 B 细胞型
淋巴瘤和滤泡型淋巴瘤中非常频繁，高达 22%；
EZH2 抑制剂能有效抑制此类突变癌细胞的增殖，
在荷瘤鼠中也有很好的抑制活性 [26]。Liu 等 [27] 通
过分析 38 例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发现，癌
细胞增殖活跃与 EZH2 的过表达有很强的相关性，
使用 EZH2 抑制剂可以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增殖，
EZH2 可以作为该型淋巴瘤潜在的治疗靶点。
3　EZH2 抑制剂研究进展

　　基于过表达的 EZH2 在癌症的发生和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以 EZH2 为靶点设计抑制剂在
癌症治疗的应用吸引了广大药物化学研究者的
关注 [5]。早期 EZH2 抑制剂研究较多的是一种
SAH 水解酶抑制剂 3-deazaneplanocin（DZNep）。
DZNep 通过抑制 SAH 的水解上调产物 SAH 水
平，间接抑制 EZH2 活性，但是这种抑制作用缺
乏选择性使得 DZNep 存在毒性大等问题，限制
了其进一步开发。尽管 DZNep 的开发以失败告
终，但相关研究推动了一批新型的选择性 EZH2
抑制剂的设计和开发 [28]。目前多个 EZH2 抑制剂
分子处于临床和临床前研究阶段（见表 1）。
3.1　临床研究的 EZH2 抑制剂

3.1.1　GSK-126　GSK-126 是葛兰素史克公司通
过高通量筛选和结构优化手段开发的一种 SAM
竞争型 EZH2 抑制剂，对 EZH2 具有很高的选择
性。GSK-126 对正常和突变型 EZH2 都有很好的
抑制活性，抑制常数（Ki）小于 3 nmol·L－ 1，能
有效地降低淋巴瘤细胞内的 H3K27me3 表达水平
和癌细胞的增长速度 [26]。分子构效关系研究表明，
吡啶酮部分是活性关键部位，其中氮原子和氧原
子与 Trp624 形成两个氢键，吡啶酮环与 Phe686
的苯环产生π-π 相互作用力，分子中间部位的酰
胺键中的氮原子与 Tyr111 产生氢键，另一端的
吡啶基哌嗪环暴露于溶剂区 [29]。GSK-126 已经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但在一项淋巴瘤Ⅰ期临床研究
中，32% 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50% 左右患者
出现疲劳和恶心症状。该药的最大耐受量是 2400 
mg，由于分子的半衰期相对短，使得临床治疗效
果达不到要求，提示 GSK-126 并不能成为有效的
EZH2 抑制剂，其分子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30]。
3.1.2　PF-06821497　PF-06821497 是 辉 瑞 公 司
开发的一种可口服的选择性 EZH2 抑制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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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H2 抑制能力很强，Ki 小于 0.1 nmol·L－ 1，能
有效降低癌细胞的增殖速度。PF-06821497 的物
理化学性质和药代动力学指标都很好，被选作候
选化合物进一步开发。PF-06821497 与 PRC2 共
晶研究表明，其占据的口袋与 SAM 的口袋相似，
吡啶酮部分的氮原子和氧原子与 Trp624 形成氢
键，内酰胺部分的羰基与 Tyr111 形成氢键，氧杂
环丁基部分与 Tyr111 的侧链产生相互作用力，这
些作用力对活性的维持都非常关键 [31]。目前 PF-
06821497 已经进入临床试验开发阶段，该分子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激素抵抗性前列腺癌、滤泡性
淋巴瘤和弥漫性大 B 细胞型淋巴瘤的研究都处于
Ⅰ期临床试验中 [32]。
3.1.3　CPI-1205　CPI-1205 是 Constellation 制药
公司开发的一种选择性 EZH2 抑制剂，对 EZH2

有很强的抑制活性，半抑制浓度（IC50）为 2 
nmol·L－ 1。构效关系研究表明，其母核分子呈
锯齿状占据在狭窄的口袋中，哌啶取代部分的一
个氟原子与 EED 亚基中 Asp237 形成氢键，吡啶
酮部分占据的部位是 EZH2 中 Phe665、Phe686 和
Trp624 形成的疏水空腔，吡啶酮中氮原子和氧原
子与 Trp624 形成了两个关键的氢键作用力。CPI-
1205 具有很好的药代动力学性质，且安全性高，
已经开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33]。在一项 B 细胞型
淋巴瘤的Ⅰ期临床试验中，CPI-1205 表现出良好
的耐受性和可接受的毒性。目前 CPI-1205 联合其
他药物用于实体瘤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34]。
3.1.4　EPZ-6438　EPZ-6438（又称 Tazemetostat），
是 Epizyme 公司开发的一种选择性可口服的
EZH2 抑制剂，其对 EZH2 的 IC50 为 11 nmol·L－ 1。

表 1　正在研究中的 EZH2 抑制剂 
Tab 1　EZH2 inhibitors in study

药物 结构式 活性 机制 受众 研发阶段 参考文献

GSK-126

HN

O

H
N

O

N
N NH

Ki ＜ 3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淋巴瘤 Ⅰ期 [26，30]

PF-06821497

HN

O

O

N

O

Cl

Cl

O

O Ki ＜ 0.1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非小细胞肺癌、 
前列腺癌等

Ⅰ期 [32]

CPI-1205

HN

O

OMe
H
N

O

N
N

CF3

IC50 ＝ 2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B 细胞型淋巴瘤 
和实体瘤

Ⅰ期 [33-34]

EPZ-6438

HN

O

H
N

O

N

O

N
O

IC50 ＝ 11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血液肿瘤和基因 
缺陷型实体瘤，

上皮样肉瘤

上市，扩大适应

证临床研究

[35-39]

EPZ-2511

HN

O

H
N

O

N

O

O
N

IC50 ＝ 4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 临床前 [39]

SKLB-1049

HN

O

H
N

O

N

O

N
N

IC50 ＝ 14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 细胞水平 [40]

化合物 9b

HN

O

H
N

O

N

O

N

IC50 ＝ 22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 细胞水平 [29]

GNA002

O

O

OOH

HO
O

O
H
N

O IC50 ＝ 0.024 ～ 1.670 
μmol·L － 1

共价降解型 － 临床前 [41]

化合物 21

HN

O

SMe
H
N

O

N

N
N

O

IC50 ＜ 0.1 nmol·L － 1 底物竞争型 － 临床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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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性横纹肌样瘤细胞中，EPZ-6438 表现出很强
的 H3K27 甲基化抑制效应 [35]。EPZ-6438 在体内
实验中也表现出良好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性质，
是第一个上市进入临床应用的 EZH2 抑制剂 [36]。
　　在临床试验中，口服 EPZ-6438 的安全性和
耐受性良好，但仍有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在一项弥漫性大 B 细胞型淋巴瘤Ⅱ期临床试验
中，27% 的患者出现三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37]。在
一项滤泡性淋巴瘤的Ⅱ期临床试验中，少数患者
出现血小板减少、呕吐、贫血等不良反应，低于
20% 的患者出现三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38]。基于
EPZ-6438 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的良好的疗效和耐受
性，2020 年该药经 FDA 批准上市，用于上皮样
肉瘤的治疗。目前 EPZ-6438 在治疗多种血液系
统肿瘤和基因缺陷型实体瘤处于Ⅰ期和Ⅱ期临床
试验，在软组织癌和滤泡性淋巴瘤的研究处于Ⅲ
期临床试验 [36]。还有一些 EZH2 抑制剂处于临床
试验中，由于资料获得受限，未记入此文。
3.2　临床前研究的 EZH2 抑制剂

3.2.1　EPZ-2511　恒瑞公司在 EPZ-6438 的基础
上利用骨架跃迁的手段，得到一系列新型具苯并
呋喃结构的 EZH2 抑制剂，其中 EPZ-2511 表现
突出。EPZ-2511 对 A677G 突变型 EZH2 具有很
强的抑制活性，IC50 为 4 nmol·L－ 1，具有良好
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浆分布特性，能有效降低
H3K27me3 表达水平。在 Pfeiffer 移植瘤模型鼠
中，相同剂量下 EPZ-2511 比 EPZ-6438 具有更高
的抗癌活性。目前 EPZ-2511 正处于 EZH2 突变
型癌症的临床前研究阶段 [39]。
3.2.2　SKLB-1049 和化合物 9b　目前，EPZ-6438
的治疗用剂量非常高，可能源于分子本身物理化
学性质不佳（如溶解度太小），Zhang 等 [40] 对 EPZ-
6438 结构优化设计出一系列新型六氢异喹啉化合
物，得到比 EPZ-6438 溶解度更好，具有发展潜力
的 SKLB-1049 分子。在弥漫性大 B 细胞型淋巴瘤细
胞研究中，SKLB-1049 能有效降低 H3K27me3 表达
水平，杀伤癌细胞，IC50 为 14 nmol·L－ 1。He 等 [29]

在 SKLB-1049 的溶剂暴露区进行结构优化，得到
化合物 9b。化合物 9b 对 EZH2 有良好的抑制活性，
IC50 为 22 nmol·L－ 1，能有效地抑制 SU-DHL-4 癌
细胞（EZH2 过表达型细胞系）增殖。目前该分子在
体内的生物功能和抗癌机制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3.2.3　GNA002　已有 EZH2 抑制剂抗实体恶性
肿瘤效果不理想，针对该状况，Wang 等 [41] 团队
利用高内涵筛选技术从 1215 个化合物库中筛选

能降低人类鳞癌细胞中 EZH2 表达水平的化合
物，得到结构新颖的藤黄酸（gambogenic acid，
GNA）。GNA 能有效抑制 EZH2 的功能，IC50 为
3.522 μmol·L－ 1。有研究报道，GNA 是中药藤黄
中一种重要的天然活性成分，在多种癌症中均能
发挥良好的抗癌效果，但具体靶标尚不清楚 [42]。
Wang 等 [41] 团队对其机制开展研究发现 GNA 不同
于目前研究中的底物竞争型 EZH2 抑制剂，具有
独特的作用机制，是一种高效的、特异性的共价
结合 EZH2 抑制剂。分子构效关系研究表明，八
位和九位形成的碳碳双键与十位的羰基对于 GNA
发挥活性非常重要，其可与 EZH2-SET 结构域中
668 位半胱氨酸的巯基发生 Michael 加成反应形成
共价键抑制 EZH2 的功能。并且该团队使用带生
物素的 GNA 衍生物探针与细胞内蛋白孵育，结
合生物质谱分离分析的手段，验证得到 EZH2 的
确是 GNA 在细胞内主要的共价结合蛋白。
　　Wang 等 [41] 对 GNA 进 行 结 构 优 化 得 到
与 EZH2 共价结合能力更强、抑制活性更高的
GNA002，其对多种癌细胞的 EZH2 均有很好的
抑制活性，IC50 为 0.024 ～ 1.670 μmol·L－ 1。深
入的机制研究揭示，GNA002 除有直接共价抑
制 EZH2 活性外，还能通过招募 E3 泛素连接
酶 CHIP 促进 EZH2 泛素化降解，表现出更强
的 EZH2 抑制活性。在多种移植瘤模型鼠（包括
Cal-27、Daudi 和 Pfeiffer 等）中，口服给予 100 
mg·kg － 1 的 GNA002 能有效地靶向癌细胞中的
EZH2，降低癌细胞内 H3K27me3 的表达水平，
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有效抑制模型鼠中癌症
的发展。在模型小鼠体内的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
中，GNA002 表现出良好的成药性，其口服生物
利用度良好，药物半衰期合适（6.28 h），并且呈
现出药效与剂量依赖性的关系。与细胞毒型药物
顺铂相比，GNA002 发挥药效具有很强的靶向性
能，能特异作用于 EZH2 蛋白，在体内发挥抗癌
效果时毒性更低。目前 GNA002 的开发处于临床
前的阶段。
3.2.4　化合物 21　目前开发的 EZH2 抑制剂存
在易被肝药酶 CYP3A4 代谢，半衰期短的问题。
Constellation 制药公司在 CPI-1205 的基础上进一步
结构修饰开发得到第二代长半衰期 EZH2 抑制剂。
将 CPI-1205 结构中吡啶酮 4 位取代的甲氧基替换成
甲硫基使分子半衰期从原来的 4.5 h 提高到 46 h；再
对哌啶部分结构改造得到长半衰期且抗癌效果良好
的化合物 21，其开发正处于临床前的阶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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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与展望

　　EZH2 介导表观遗传机制失调在癌症的发生
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证实 EZH2 是一个可
成药的新型抗癌靶点。在底物竞争型 EZH2 抑制
剂中，它们有相同的作用部位 SET 结构域，具有
相似的母核吡啶酮结构，该结构与 EZH2 作用底
物 SAM 关键部分结构相似，对抑制剂发挥活性
非常重要。然而，吡啶酮结构易在体内代谢，使
得目前开发的抑制剂在体内半衰期较短，严重影
响其抗癌活性。提高 EZH2 抑制剂在体内维持活
性的时间，是接下来 EZH2 抑制剂开发过程中需
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今后研究人员还需对
EZH2 抑制剂结构进行优化。在优化过程中，要
注意保留分子结构中发挥活性部位的结构，改造
非活性部位结构，得到活性和活性持续时间兼优
的 EZH2 抑制剂。再者，研究人员可以采用高通
量或高内涵等筛选方式得到新型结构的 EZH2 抑
制剂。目前 EZH2 抑制剂的开发得到了多个制
药公司和科研机构的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EZH2 抑制剂能作为新一代表观遗传调控干预药
物广泛应用于癌症的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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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富马酸比索洛尔原料药及其 
制剂中的有关物质

程智1，王孝艳1，雍子宜1，2，谢华1*（1.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都　611731；2. 成都医学院药学院，成都　

610500）

摘要：目的　建立 HPLC 法测定富马酸比索洛尔原料药及其制剂中的有关物质。方法　采用色

谱柱 Kromasil C18（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 A 为磷酸盐缓冲液（称取磷酸二氢铵3.45 
g，加水 900 mL，磷酸调节 pH 值至 2.5，加水至 1000 mL），流动相 B 为磷酸盐缓冲液 - 乙腈

（20∶80），梯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25 nm，柱温 30℃，进样量 20 μL。

结果　富马酸、杂质 A、杂质羟乙酯、杂质 L、杂质酸、比索洛尔、杂质 G、杂质 K、杂质 M、

杂质 N- 醛依次出峰，各峰间的分离度良好，均大于 1.5；空白溶剂、片剂及胶囊辅料均不干扰

8 个已知杂质的检测，杂质 A、杂质 G、杂质 K、杂质 L、杂质 M、杂质 N- 醛、杂质羟乙酯、

杂质酸和比索洛尔的定量限分别为 0.152、0.246、0.286、0.268、0.216、0.241、0.214、0.257
和 0.159 μg·mL－ 1，平均回收率在 90.45% ～ 108.82%，RSD 均小于 3%。结论　该方法灵敏

度高，专属性好，可用于富马酸比索洛尔原料药、片剂和胶囊中有关物质的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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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马酸比索洛尔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心血管疾
病常见的一种选择性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1-3]，
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ChP2020）、美国药典
（USP42）、欧洲药典（EP10.0）、英国药典（BP2020）
以及日本药典（JP17）中均有收载。富马酸比索洛
尔片在 ChP2020、美国药典（USP42）、英国药典
（BP2020）以及日本药典（JP17）中均有收载，国内
有批准文号的 3 家生产企业均通过了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研究，并获批了新的药品标准 [4-7]。富马酸比索
洛尔胶囊为我国特有剂型，只在 ChP2020 中收载。
　　在有关物质检测方面，除美国药典（USP42）
在片剂中无规定外，其他标准均为有关物质检测
提供了方法和参考，但各标准在已知杂质、色谱
条件和杂质限度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
别是在国内各企业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获得新
的注册标准后，其有关物质测定方法及限度均高
于 ChP2020，故存在注册标准与药典并行检验的
情况。为统一和提高我国药品标准，参考国内外
各标准中有关物质的测定方法，结合国内原料药
及其制剂中杂质含量的实际情况，建立 HPLC 法
测定富马酸比索洛尔及其制剂中的有关物质。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Waters 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岛津 LC-20AD 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中
国有限公司）；CPA225D 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XPR6UD5 百万分之一电子天平、SevenExcel-
lence 多参数测量酸度计（梅特勒 - 托利多公司）；
Sartorius arium pro 纯水仪（德国 Sartorius 公司）。
1.2　试药

　　 富 马 酸 比 索 洛 尔 对 照 品（批 号：100711-
201602，纯度：99.7%）、富马酸对照品（批号：
111541-201803，纯度：99.9%）（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杂质 A（批号：A-J20161128-01，纯度：
99.7%）、杂质 B（批号：LGC，MM0460.07，纯度：
100%）、 杂 质 E（批 号：19085， 纯 度：99.5%）、
杂质 G（批号：1455-093A2，纯度：99.2%）、杂
质 K（批 号：3015-0692A2， 纯 度：99.3%）、 杂
质 L（批号：150401，纯度：97.1%）、杂质 M（批
号：VST019，纯度：97.0%）、杂质 N- 醛（批号：

VST009，纯度：97.0%）、杂质酸（批号：VST020，
纯度：97.0%）、杂质羟乙酯（批号：VST021，纯度：
97.0%）（自制）。磷酸二氢铵（分析纯）、磷酸（分
析纯）、乙腈（色谱纯）、水为纯化水。
　　富马酸比索洛尔原料药（企业 A，批号：
1712241； 企 业 B， 批 号：9351059、9351060、
9351061； 企 业 C， 批 号：20160202、180402、
181201）；富马酸比索洛尔片（企业 A，批号：
1903115、1808281；企业 B，批号：NT001201、
NT001882； 企 业 C， 批 号：200306、180802）；
富马酸比索洛尔胶囊（企业 D，批号：190101、
190201、190702，规格：2.5 mg）。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 Kromasil C18（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 A 为磷酸盐缓冲液（称取磷酸二
氢铵 3.45 g，加水 900 mL，磷酸调节 pH 值至

图 1　富马酸比索洛尔及其杂质化学结构式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 of bisoprolol fumarate and its 
impurity

108.82%, with RSD less than 3%.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ensitive and specific,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related substances in bisoprolol fumarate bulk drugs, tablets and capsules. 
Key words: bisoprolol fumarate; related substance;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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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加水至 1000 mL），流动相 B 为磷酸盐缓冲
液 - 乙腈（20∶80，V/V），梯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25 nm，柱温 30℃，进
样量 20 μL。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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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90 10
  3 90 10
  6 85 15
17 70 30
24 60 40
33 40 60
40 40 60

   40.5 90 10
50 90 10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称取杂质 A、杂质
酸、杂质 L、杂质羟乙酯、杂质 G、杂质 K、杂质
M、杂质 N- 醛和富马酸比索洛尔对照品适量，用溶
剂（磷酸盐缓冲液）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 mL 约
含比索洛尔 1 μg、杂质 A 1.5 μg、杂质羟乙酯和杂质
酸 2 μg、其他杂质 2.5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即得。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细粉适量（约
相当于富马酸比索洛尔 25 mg），精密称定，置
50 mL 量瓶中，加溶剂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2.3　对照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2.2.2”项下
供试品溶液 1 mL，分别置于 100 mL 量瓶中，加
溶剂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2.2.4　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　分别称取杂质 A、
杂质酸、杂质 L、杂质羟乙酯、杂质 G、杂质 K、
杂质 M、杂质 N- 醛和富马酸比索洛尔对照品适
量，用溶剂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 mL 约含比索
洛尔500 μg 和其他各已知杂质2 μg 的溶液，即得。
2.2.5　空白辅料溶液　取混合辅料约 0.75 g，置
50 mL 量瓶中，加溶剂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3　方法学考察

2.3.1　系统适用性试验　精密量取“2.2.4”项下
的系统适用性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分析，记录色谱图。结果空白辅料峰无干扰，比
索洛尔峰与各杂质峰分离度均＞ 1.5，理论板数
均＞ 3000，见图 2。
2.3.2　专属性试验　取富马酸比索洛尔原料（企
业 B，批号：9351060）约 25 mg，加混合辅料（均
为片剂与胶囊的混合辅料）0.75 g 置 50 mL 量瓶

中，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① 加水溶解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未破坏
供试品溶液；② 酸破坏：加入 1 mol·L－ 1 盐酸溶
液 2 mL，室温放置 1.5 h 后，加入 1 mol·L－ 1 氢氧
化钠溶液 2 mL 中和，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
为酸破坏供试品溶液；③ 碱破坏：加 2 mol·L－ 1

氢氧化钠溶液 2 mL，100℃水浴加热 3 h，加入 2 
mol·L－ 1 盐酸溶液 2 mL 中和，加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碱破坏供试品溶液；④ 氧化破坏：加
30% 的过氧化氢溶液 2 mL，水浴 80℃加热 2 h，加
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氧化破坏供试品溶液；
⑤ 高温破坏：加水适量溶解，于 100℃水浴加热 4 
h，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高温破坏供试品
溶液；⑥ 光照破坏：置日光灯下照射 48 h，取出，
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强光破坏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上述供试品溶液各 20 μL，进样测
定，对比未破坏供试品溶液色谱图，酸破坏检
出 8 个杂质，其中杂质 A 含量较高（10.18%）；
碱破坏检出 9 个杂质，其中杂质 A 含量较高
（0.29%）；氧化破坏产生杂质较多；高温破坏、
光照破坏未产生新杂质。结果见图 3。

图 2　系统适用性试验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 of system suitability
A. 空白辅料溶液（blank excipients solution）；B. 系统适用性溶液

（system suitability solution）
1. 富马酸（fumaric acid）；2. 杂质 A（impurity A）；3. 杂质羟乙酯

（impurity hydroxyethyl ester）；4. 杂质 L（impurity L）；5. 杂质酸

（impurity acid）；6. 比索洛尔（bisoprolol）；7. 杂质 G（impurity G）；

8. 杂质 K（impurity K）；9. 杂质 M（impurity M）；10. 杂质 N- 醛
（impurity N-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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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杂质 A、G、K、
L、M、N- 醛、羟乙酯、酸及富马酸比索洛尔对
照品各约 2.5 mg，分别置 10 mL 量瓶中，加溶剂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精密量取各溶液
适量置同一 10 mL 量瓶中，加溶剂稀释制成每 1 
mL 中分别约含富马酸比索洛尔 15 μg、杂质 A 15 
μg、杂质 G 25 μg、杂质 K 25 μg、杂质 L 25 μg、
杂质 M 25 μg、杂质 N- 醛 25 μg、杂质羟乙酯 20 
μg、杂质酸 20 μg 的溶液，作为混合对照品储备
液，取适量稀释成限度浓度的 1000%、500%、
200%、100%、50%、20% 的线性溶液。分别精
密量取 20 μL，照“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结果
见表 2。

表 2　已知杂质线性范围 
Tab 2　Linearity of the known impurity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L － 1）

杂质 A Y ＝ 5.12×104X － 381.0 1.000 0.305 ～ 15.252

杂质 G Y ＝ 3.48×104X ＋ 2.21×103 1.000 0.492 ～ 24.580

杂质 K Y ＝ 8.24×103X ＋ 842.9 1.000 0.572 ～ 28.584

杂质 L Y ＝ 4.80×104X ＋ 5.31×103 0.9999 0.535 ～ 26.748

杂质 M Y ＝ 4.35×104X ＋ 1.07×103 1.000 0.433 ～ 21.640

杂质 N- 醛 Y ＝ 4.01×104X ＋ 1.27×103 1.000 0.481 ～ 24.060

杂质羟乙酯 Y ＝ 1.32×104X ＋ 741.0 1.000 0.428 ～ 21.420

杂质酸 Y ＝ 7.91×103X ＋ 1.58×103 0.9997 0.513 ～ 25.660

比索洛尔 Y ＝ 3.43×104X ＋ 1.69×104 1.000 0.317 ～ 15.858

2.3.4　精密度试验　取“2.3.3”项下 100% 质量浓
度线性溶液 20 μL，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
样 6 次，结果比索洛尔及各杂质峰面积的 RSD 均
小于 1.2%（n ＝ 6），表明该方法精密度良好。

2.3.5　检测限与定量限考察　取“2.3.3”项下富马
酸比索洛尔及各杂质的对照品溶液，逐级稀释，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以信噪比为3∶1，
计算检测限，以信噪比为10∶1计算定量限。结果，
杂质 A、G、K、L、M、N- 醛、羟乙酯、酸及比
索洛尔的检测限分别为 0.031、0.049、0.057、0.054、
0.043、0.048、0.043、0.051、0.032 μg·mL－ 1，定
量 限 分 别 为 0.152、0.246、0.286、0.268、0.216、
0.241、0.214、0.257、0.159 μg·mL－ 1。
2.3.6　稳定性试验　取“2.3.3”项下100% 质量浓度
线性溶液及“2.2.2”项下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5℃
放置 0、6、12、17、24 h 后按“2.1”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分析，结果混合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在 5℃下
放置 24 h 内杂质个数及杂质量均无明显变化。
2.3.7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片剂细粉和胶囊剂
内容物细粉适量（本底中含 0.152 μg·mg－ 1 的杂
质 A 及 1.562 μg·mg－ 1 的 杂 质 G）， 共 9 份， 分
别置 1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量取“2.3.3”项下混
合对照品储备液 0.5、1.0、1.5 mL 各 3 份，置上
述量瓶中，加溶剂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滤
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
谱条件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杂质 A 回收率在
100.74% ～ 104.86%，RSD 为 1.3%；杂质 G 回收率
在 98.15% ～ 106.21%，RSD 为 2.5%； 杂 质 K 回 收
率在 100.44% ～ 105.23%，RSD 为 1.6%；杂质 L 回
收率在 104.68% ～ 108.82%，RSD 为 1.2%；杂质 M
回收率在 100.61% ～ 105.63%，RSD 为 1.5%；杂质 N-
醛回收率在 98.80% ～ 103.92%，RSD 为 1.5%；杂质
羟乙酯回收率在 100.13% ～ 104.44%，RSD 为 1.3%；

图 3　专属性试验色谱图

Fig 3　HPLC chromatogram of related substances in bisoprolol fumarate from specificity test
A. 未破坏（no destruction）；B. 酸破坏（acid destruction）；C. 碱破坏（alkali destruction）；D. 氧化破坏（oxidative destruction）；E. 高温破坏

（high temperature destruction）；F. 光照破坏（light destruction）；1. 富马酸（fumaric acid）；2. 杂质 A（impurity A）；6. 比索洛尔（bisopro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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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酸回收率在 90.45% ～ 94.42%，RSD 为 1.4%。
2.3.8　耐用性试验　分别调整各色谱参数：流
速 [（1.0±0.05）mL·min－ 1]、柱温（35℃、40℃）、
流动相 pH 值（2.5±0.1），取系统适用性溶液注入
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各条件下 8 个已知杂质与主

峰之间的分离度均能不低于 1.2，结果重现性较好，
方法耐用性良好。
2.3.9　样品测定　分别取各生产企业的原料药或制
剂样品适量，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样品中各杂质含量检测结果 (%) 
Tab 3　Impurity determination in the samples(%)

药物 批号 杂质 A 杂质 G 杂质 K 杂质 L 杂质 M 杂质 N- 醛 杂质羟乙酯 杂质酸 其他最大单杂 杂质总量

原料 1712241 0.09 0.02 － 0.05 － － － － 0.08 0.37
9351059 0.02 0.16 － － － － － － 0.01 0.20
9351060 0.02 0.18 － － － － － － 0.01 0.21
9351061 0.02 0.17 － － － － － － 0.01 0.20
180402 0.01 － － 0.02 － － － － 0.04 0.12
181201 0.02 0.02 － 0.02 － － － － 0.05 0.14
20160202 0.18 － － 0.02 － － － 0.04 0.04 0.30

片剂 1903115 0.02 0.02 0.10 0.05 0.03 0.05 0.03 － 0.05 0.53
1808281 0.02 0.006 0.08 0.04 0.03 0.03 － － 0.03 0.32
NT001201 0.03 0.19 0.72 0.13 0.16 0.14 － 0.02 0.16 1.66
NT001882 0.02 0.17 0.23 0.04 0.04 0.04 － － 0.04 0.61
200306 0.02 0.04 0.08 0.04 0.01 － － － 0.05 0.29
180802 0.02 0.005 0.14 0.03 0.01 － － － 0.04 0.28

胶囊 190101 0.04 0.06 0.15 0.10 0.01 － － － 0.06 0.54
190201 0.03 0.06 0.14 0.10 0.01 － － － 0.03 0.51
190702 0.04 0.06 0.15 0.10 0.01 － － － 0.06 0.55

注：“－”表示未检出。

Note：“－”means not detected.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筛选与确定 
　　BP2020 中收载的已知杂质最多，故本次研究
大部分杂质沿用了 BP2020[8] 中的杂质命名，杂质
酸、杂质羟乙酯和杂质 N- 醛沿用的是进口注册标
准 JX20150419[9]。收集目前标准中收载的共 10 个
已知杂质对照品进行系统适用性研究，在参照目
前获批的 4 个片剂最新国家药品标准（分别沿用的
ChP2020 原料有关物质检测系统和进口注册标准
JX20150419 有关物质检测系统）和 1 个原料最新
药品标准 [10] 的基础上，对色谱条件进行了筛选。
结果表明，进口注册标准 JX20150419 的色谱系统
优化后可以在一个色谱系统中实现 10 个已知杂质
的良好分离，色谱图见图 4。
3.2　已知杂质的收载 
　　对比国内外标准表明：BP2020 富马酸比索洛
尔原料中收载了 15 个已知杂质，明确控制了 3 个
已知杂质；BP2020 片剂中收载并明确控制了 6 个
已知杂质；片剂进口注册标准 JX2015019 中明确
控制了 7 个已知杂质；片剂标准 YBH06092019 及
YBH07222020 中收载并明确控制了 9 个已知杂质；
片剂标准 YBH05892018 中收载并明确控制了 3 个已

知杂质。各标准收载的已知杂质多有交叉，且基本
在 BP2020 中有收载。结合本品的实际处方及生产工
艺分析，本研究初期对有关物质中需要重点控制的 8
个已知杂质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各杂质的特性各异，
研究中未找到合适的破坏条件制备同时含多个杂质
的系统适用性溶液，考虑到后期标准执行中各杂质
对照品的获取问题，在最后的拟订标准中收载了在
样品普遍存在且最能反映样品质量的 4 个杂质（杂
质 A、杂质 L、杂质 G、杂质 K）作为已知杂质控制，
其余各杂质均作为“其他杂质”一并控制。
3.3　杂质限度的拟订

　　参考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ICH）的要求 [11-12]，拟订原料限度如下：除富马酸
及富马酸之前的色谱峰不计外，如有与杂质 A、杂
质 L、杂质 G、杂质 K 保留时间一致的色谱峰，按
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分别不得过 0.3%、0.1%、
0.1%、0.1%，其他单个杂质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溶
液中比索洛尔峰面积的 0.1 倍（0.10%），杂质总量不
得过 0.5%；拟订制剂限度如下：除富马酸及富马酸
之前的色谱峰不计外，如有与杂质 A、杂质 L、杂
质 G、杂质 K 保留时间一致的色谱峰，按外标法以
峰面积计算，分别不得过 0.3%、0.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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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个杂质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中比索洛尔
峰面积的 0.2 倍（0.2%），杂质总量不得过 2.0%。
3.4　影响因素试验 
　　参照 ChP2020 四部指导原则＜ 9001＞《原料药

物与制剂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考察 3 家企业富
马酸比索洛尔片（各 1 批）的杂质变化情况。在高
温下放置 10 d 后，3 家企业的杂质总量均明显增大
（A 企 业 0.19% → 0.71%，B 企 业 1.17% → 2.21%，
C 企业 0.30% → 1.15%），但已知杂质变化情况各
异（A 企业主要是杂质 L 由 0.05% → 0.19%，B 企
业主要是杂质 K 由 0.42% → 1.00%，C 企业主要是
杂质 L 由 0.05% → 0.15%）。在高湿下放置 10 d 后，
A 企业和 C 企业样品的杂质总量均无明显变化，但
B 企业的杂质总量明显增大（1.17% → 1.95%），主
要是由于杂质 L 和杂质 G 的增大引起的。在光
照下放置 10 d 后，A 企业和 C 企业样品的杂质总
量均无明显变化，但 B 企业的杂质总量明显增大
（1.17% → 2.03%），主要是由于杂质 L、杂质 G、
杂质 M 和杂质 N- 醛的增大引起的。各企业样品在
影响因素试验中表现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为富马酸比索洛尔原
料、片剂及胶囊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及全面的
有关物质分析方法，可以为该品种的系统质量控
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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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适用性试验色谱图

Fig 4　System suitability chromatogram of bisoprolol fumarate 
1. 富马酸（fumaric acid）；2. 杂质 A（impurity A）；3. 杂质羟乙酯

（hydroxyethyl ester）；4. 杂质 L（impurity L）；5. 杂质酸（acid）；6. 
比索洛尔（bisoprolol）；7. 杂质 G（impurity G）；8. 杂质 K（impurity 
K）；9. 杂质 B（impurity B）；10. 杂质 E（impurity E）；11. 杂质 M
（impurity M）；12. 杂质 N- 醛（N-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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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口服液体制剂中 12 种添加剂的含量

辜慧，李道霞，何成军，杜钢*（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成都　611731）

摘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口服液体制剂中 12 种添加剂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

方法　采用 HPLC 法对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脱氢乙酸、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胭

脂红、新红、酸性红、诱惑红及亮蓝进行测定，色谱柱为 Waters XBridge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 A 为 20 mmol·L－ 1 乙酸铵溶液，流动相 B 为甲醇，梯度洗脱，流速 0.8 
mL·min－ 1，柱温 35℃，检测波长 230 nm，进样体积 10 μL。结果　各添加剂相应色谱峰分

离效果较好，在 0.5 ～ 20 μg·mL－ 1 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r ＝ 0.9992 ～ 0.9999），加样

回收率为 92.7% ～ 108.1%，RSD 为 0.040% ～ 1.6%。结论　该方法简单、准确、重复性好，

可适用于口服液体制剂中 12 种添加剂的检测。

关键词：高效液相色谱法；口服液体制剂；添加剂

中图分类号：R917，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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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12 additives in oral liquid preparations by HPLC

GU Hui, LI Dao-xia, HE Cheng-jun, DU Gang* (Sichuan Institute for Food Control, Chengdu  
61173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12 additives used in oral liquid preparations by HPLC. Methods  
Benzoic acid, sorbic acid, saccharin sodium, dehydroacetic acid, tartrazine, sunset yellow, amaranth, 
ponceau 4R, new red, carmoisine, allura red and brilliant blue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The 
column was Waters XBridge C18 (250 mm×4.6 mm, 5 μm). Mobile phase A was 20 mmol·L－ 1 
ammonium acetate solution, mobile phase B was methanol, the elution program was gradient, the 
flow rate was 0.8 mL·min－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30 
nm,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10 μL. Results  The chromatographic peaks of all additives were 
well separated and showed a good linearity at 0.5 － 20 μg·mL－ 1 (r ＝ 0.9992 － 0.9999). The 
recovery of 12 additives was 92.7% － 108.1%.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varied at 0.040% －

1.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12 
additives in oral liquid preparations. 
Key words: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oral liquid preparation; add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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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液体制剂易被微生物污染而发霉变质，
为保障该类制剂临床用药安全，需添加适量的防
腐剂，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达到有效的防腐
目的。另外，还需添加适量甜味剂及色素，改善
制剂口感及外观，提高患者依从性 [1]。然而，添
加剂的超范围使用、过量添加会对人体造成一定
的伤害。人工合成色素、甜味剂和防腐剂在市场
上已有滥用的趋势，给药品安全带来了隐患，对
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目前，国内口

服液体制剂生产企业众多，所加添加剂的种类与
浓度亦各不相同，关于添加剂的测定方法文献均
有报道 [2-7]，未见有同时测定人工合成色素、甜味
剂和防腐剂的方法报道。为了提高检验效率，节
约成本，更全面地控制口服液体制剂的安全性，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同时测定口服液体制剂中 12
种添加剂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
1　仪器与试药

　　LC-20AT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配二极管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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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日本 SHIMADZU 公司）；ME204 分析
天平（十万分之一，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
司）；FB15065 超声波发生器（美国 Fisher 公司）；
Milli-Q 型高纯水发生器（美国 Millipore 公司）；
苯甲酸（批号：B0001649，浓度：1000 μg·mL－ 1）、
山梨酸（批号：B0002741，浓度：1000 μg·mL－ 1）、
酸性红（批号：C0005676，纯度：90.7%）、脱氢
乙酸（批号：B0003452，纯度：99.9%）、糖精
钠（批 号：B0001955， 浓 度：1000 μg·mL－ 1）
（BePure）；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
新红、诱惑红及亮蓝（A CHEMTEK INC，批号：
S027451，浓度：1000 μg·mL－ 1）；甲醇、乙酸
铵（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Waters XBridge C18（250 mm×4.6 mm，
5 μm）；流速：0.8 mL·min－ 1；柱温：35℃；检
测波长：230 nm；进样体积：10 μL；流动相 A 为
20 mmol·L－ 1 乙酸铵溶液，流动相 B 为甲醇，梯
度洗脱程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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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95   5
  5 70 30
  7 65 35
12 15 85
15 15 85
16 95   5
18 95   5

2.2　溶液的配制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酸性红、脱
氢乙酸对照品约 10 mg，分别置 10 mL 量瓶中，用
水超声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分别作为酸性红
对照品储备液、脱氢乙酸对照品储备液。其余组份
对照品储备液均从对照品公司购得。再分别精密
量取各对照品储备液 1 mL，置同一 50 mL 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以布洛芬混悬液为例，精
密量取样品 1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水适量，
超声处理 10 min，再加水定容至刻度，摇匀，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2.3　阴性样品溶液　取阴性样品（蛋白酶合剂）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备用。
2.3　方法学考察

2.3.1　专属性考察　分别量取“2.2”项下的空白

溶剂（水）、混合对照品溶液、阴性样品溶液、供
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10 µL，记
录色谱图，见图 1。结果色谱图基线稳定，峰形
对称，分离度较好，各峰保留时间适中，能够满
足检测需要，说明本试验的专属性良好。

图 1　典型 HPLC 色谱图

Fig 1　Typical chromatogram by HPLC
A. 空白溶剂（blank solvent）；B. 混合对照品（reference substance）；

C. 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D. 供试品（sample）；1. 柠檬黄

（tartrazine）；2. 新 红（new red）；3. 苋 菜 红（amaranth）；4. 苯
甲酸（benzoic acid）；5. 糖精钠（saccharin sodium）；6. 脱氢乙酸

（dehydroacetic acid）；7. 山梨酸（sorbic acid）；8. 胭脂红（ponceau 
4R）；9. 日落黄（sunset yellow）；10. 诱惑红（allura red）；11. 亮蓝

（brilliant blue）；12. 酸性红（carmoisine）

2.3.2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不同体积的各
对照品储备液，加水稀释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0.5、1、
2、5、10、20 μ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精密
吸取 10 μL 注入液相色谱仪，以各组分的峰面积 Y
为纵坐标，进样质量浓度 X（μg·mL－ 1）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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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种添加剂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线性范围、检测限与定量限 
Tab 2　Regression equ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linearity，LOD and LOQ for 12 additive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μg·mL － 1） LOD/（μg·mL － 1） LOQ/（μg·mL － 1）

柠檬黄 Y ＝ 1.416×104X － 2.540×102 0.9998 0.50 ～ 20.00 0.15 0.50

苋菜红 Y ＝ 5.065×104X － 1.090×103 0.9999 0.50 ～ 20.00 0.10 0.30

胭脂红 Y ＝ 3.850×104X － 6.608×102 0.9997 0.50 ～ 20.00 0.10 0.30

日落黄 Y ＝ 5.452×104X － 7.858×102 0.9997 0.50 ～ 20.00 0.10 0.30

诱惑红 Y ＝ 4.244×104X － 1.088×103 0.9999 0.50 ～ 20.00 0.10 0.30

新红 Y ＝ 3.324×104X － 5.775×102 0.9999 0.50 ～ 20.00 0.10 0.30

酸性红 Y ＝ 3.235×104X － 1.805×103 0.9997 0.55 ～ 21.82 0.10 0.30

脱氢乙酸 Y ＝ 6.790×104X － 2.421×103 0.9999 0.50 ～ 20.04 0.10 0.30

苯甲酸 Y ＝ 5.803×104X ＋ 2.236×103 0.9992 0.50 ～ 20.00 0.10 0.30

山梨酸 Y ＝ 8.593×104X ＋ 5.143×103 0.9997 0.50 ～ 20.00 0.05 0.15

糖精钠 Y ＝ 2.816×104X ＋ 1.812×103 0.9998 0.50 ～ 20.00 0.10 0.30

亮蓝 Y ＝ 9.055×103X － 3.106×102 0.9995 0.50 ～ 20.00 0.15 0.50

2.3.3　检测限及定量限考察　取混合对照品溶
液，逐级稀释成系列质量浓度，分别进样 10 μL，
当峰高为基线噪音的 3 和 10 倍量时，测得各添
加剂的检测限及定量限，结果见表 2。
2.3.4　精密度考察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
项下色谱条件下连续进样 6 次，苯甲酸等 12 种
添加剂峰面积的 RSD 为 0.11% ～ 0.85%（n ＝ 6），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5　重复性考察　取一批样品（检出柠檬黄、
苋菜红、胭脂红），按“2.2.2”项下方法前处理，
平行制备 6 份，按“2.1”项下色谱条件检测，计
算得样品中柠檬黄平均含量为 0.52 μg·mL－ 1，
苋菜红平均含量为 3.11 μg·mL－ 1，胭脂红平均
含量为 5.88 μg·mL－ 1，RSD 分别为 1.8%、1.4%、
0.99%（n ＝ 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3.6　回收试验　以未检出添加剂的阴性样品为
基质，按低、中、高浓度分别精密加入混合对照
品溶液（质量浓度为 20 μg·mL－ 1）0.5、1.0、5.0 
mL，按“2.2.2”项下方法处理，制备约相当于 1、
2、5 μg·mL－ 1 的回收试验溶液，每个浓度平行
制备 6 份。按“2.1”项下色谱条件下进行检测，
并计算回收率及 RSD，结果见表 3。
2.3.7　稳定性试验　取回收试验中的低、中、高
浓度的溶液，室温放置，分别于 0、6、12、24、
48 h 进样，各组分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2.0%，
表明 12 种添加剂在 48 h 内均稳定。
2.3.8　样品测定　取 10 批抽检的口服液体制剂，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结果见表 4。
3　讨论

3.1　流动相的选择

　　液相色谱方法测定目标化合物时，多在流动
相中加入缓冲盐，试验通过优化流动相梯度洗脱
程序获得合适的保留时间、峰形以及分离效果。
本试验参考文献 [8-10]，流动相选择乙酸铵溶液 -
甲醇系统，考察了流动相中乙酸铵的质量浓度分
别为 10、20、50 mmol·L－ 1 时对 12 种添加剂色
谱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乙酸铵质量浓度为 20 
mmol·L－ 1 时，12 种添加剂的色谱峰峰形尖锐，
分离度较好。故最终选择流动相为 20 mmol·L－ 1

乙酸铵溶液 - 甲醇体系，该流动相体系也可在检
出添加剂后，直接用于 LC-MS/MS 作进一步分析
确认。
3.2　检测波长的确认

　　利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对苯甲酸、山梨酸、
糖精钠、脱氢乙酸、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
胭脂红、新红、酸性红、诱惑红及亮蓝分别进行

表 3　12 种添加剂的平均回收率 (n ＝ 6) 
Tab 3　Average recovery of 12 additives (n ＝ 6)

成分
1 μg·mL － 1 2 μg·mL － 1 5 μg·mL － 1

回收率 /% RSD/% 回收率 /% RSD/% 回收率 /% RSD/%

柠檬黄   99.1 0.99 105.1 1.1   99.7 0.42

苋菜红 102.6 1.6 108.1 1.5   99.9 0.34

胭脂红 101.2 1.2 106.9 0.26 102.1 0.81

日落黄 101.5 1.1 105.7 0.84 100.7 0.040

诱惑红 101.8 1.1 100.4 1.1   98.7 0.46

新红   98.5 0.32 100.9 0.69   98.9 0.74

酸性红 101.0 0.42 101.6 1.4 100.2 0.16

脱氢乙酸   95.0 0.38   93.1 1.0   93.8 0.79

苯甲酸   97.1 0.97 105.4 1.1   97.3 1.3

山梨酸   96.2 0.15   95.7 0.37   97.6 0.88

糖精钠   98.1 0.16 103.7 0.79 100.4 0.11

亮蓝   98.8 0.32   92.7 0.080 10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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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扫描。其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脱氢
乙酸最大吸收波长均在紫外光区，柠檬黄、日落
黄、苋菜红、胭脂红、新红、酸性红、诱惑红及
亮蓝虽然最大吸收波长均在可见光区，但紫外光
区也有较强吸收。综合分析 12 个标准物质的吸
收曲线，各组分在 220 ～ 240 nm 均有较强吸收，
故选择 230 nm 作为检测波长，在此波长下基线
平稳、噪声小，各组分均具有较高灵敏度。
3.3　色谱柱的选择

　　本文参考文献 [10-12]，考察了色谱柱 Waters 
XBridge C18（250 mm×4.6 mm，5 μm）、Agilent 
ZORBAX SB-C18（4.6 mm×250 mm，5 µm）、
Eclipse XDB-C18（4.6 mm×250 mm，5 μm）对目
标化合物分离度及峰形的影响，最终选择 Waters 
XBridge C18 色谱柱，结果 12 个目标化合物可以
达到分离测定的要求，且准确可靠、重复性好。
3.4　其他

　　本试验采用 HPLC 法同时测定口服液体制剂
中的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脱氢乙酸、柠檬
黄、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新红、酸性红、
诱惑红及亮蓝的含量，该方法操作简便、精密度
好、回收率高，能满足检测要求，适用于口服液
体制剂中人工合成色素、甜味剂和防腐剂的检查。
结果发现目前国内一些药品中仍存在着添加剂滥
用的现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需要进行严格
监管。

参考文献

[1] 吴飞，赵春草，冯怡，等 . 中药口服制剂矫味研究的探

讨 [J]. 中国新药杂志，2015，24（8）：893-899. 
[2] 周凌，姜范成，李宪刚，等 . HPLC 法同时测定通脉口

服液中 9 种甜味剂和防腐剂的研究 [J]. 中国药物评价，
2019，36（1）：37-40. 

[3] 刘洪超，栾永福，焦阳，等 . HPLC-DAD 法测定硬胶囊
囊壳中 9 种人工合成色素 [J]. 国际药学研究杂志，2020，
47（1）：67-71. 

[4] 刘志辉 . HPLC 法测定布洛芬混悬液中 5 种合成着色
剂 [J]. 中国药事，2014，28（12）：1322-1326. 

[5] 曹素萍，金卓，孙达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人参珍珠
口服液中附加剂的含量 [J]. 中南药学，2014，12（12）： 
1245-1247. 

[6] 张恒斌 .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明胶空心胶囊中 6 种
偶氮类人工合成色素 [J]. 中南药学，2019，17（9）： 
1522-1525. 

[7] 袁媛，钟水生，张华锋，等 . HPLC 法同时测定小儿咳
喘灵口服液中 7 种防腐剂的含量 [J]. 中国药师，2020，
23（12）：2473-2476. 

[8] 陈洁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市售自制饮料中多种色素、
防腐剂及甜味剂 [J]. 中国食品添加剂，2021，1（1）：
92-95. 

[9] 曾楚莹，王露，吕海燕，等 .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测
定饮料中 13 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
学报，2020，11（11）：3508-3515. 

[10] 黄丽娟，李道霞，李双等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
11 种合成着色剂及其铝色淀 [J]. 理化检验 - 化学分册，
2020，56（12）：1254-1260. 

[11] 王宏亮，陈盼盼，何计龙，等 . HPLC 测定口服液体
制剂中防腐剂和甜味剂的含量 [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5，32（7）：844-847. 

[12] 张小芳，付大友，周良芹，等 . HPLC 法同时测定蜂蜜
中 9 种防腐剂、甜味剂和色素 [J]. 食品工业，2019，40
（6）：275-278. 

（收稿日期：2021-03-10；修回日期：2021-04-02）

表 4　口服液体制剂中检测出的各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μg·mL － 1，n ＝ 3) 
Tab 4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various constituent in oral liquid preparations (μg·mL － 1，n ＝ 3)

制剂 柠檬黄 苋菜红 胭脂红 亮蓝 苯甲酸 山梨酸

布诺芬混悬液 0.52 3.11 5.88 － － －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 － － 7.43 21.95 20.36

地氯雷他定糖浆 3.64 － 0.50 － 44.21 －

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 － － － 32.51 －

鼻窦炎口服液 － － － － 15.09 20.39

清果口服液 － － － － 22.02 7.11

玉屏风口服液 － － － － 43.29 －

小儿止咳糖浆 － － － － 39.00 －

脑心舒口服液 － － － － 37.82 －

盐酸氨溴索口服液 － － － － 40.01 －

注：“－”表示未检出，未列出的化合物均未检出。

Note：“－”represents not detected. The compounds not listed were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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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香薷饮挥发油气相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鉴志刚1，叶世芸1*，李向东2，王敏1（1.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阳　550002；2. 贵州得轩堂护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　550008）

摘要：目的　建立新加香薷饮的气相色谱（GC）指纹图谱，为其质量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HP-5 毛细管色谱柱（30 m×0.32 mm，0.5 μm），程序升温，检测器为氢火焰离子检测器，

检测器温度 240℃，进样口温度 240℃，载气为高纯度氮气，柱流量 2.0 mL·min － 1，分流比

20∶1，进样量 1 μL，对 16 批新加香薷饮中挥发油进行分析，使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

评价系统”（2012 版）对色谱图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　16 批样品指纹图谱中有 29 个共有峰，

所建立的新加香薷饮的 GC 指纹图谱方法专属性、稳定性、重复性和精密度良好。结论　该方

法简单、准确、快速，可用于新加香薷饮的整体评价，可为经典名方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加香薷饮；气相色谱指纹图谱；β- 蒎烯；麝香草酚

中图分类号：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15-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27

GC fingerprint of volatile oil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JIAN Zhi-gang1, YE Shi-yun1*, LI Xiang-dong2, WANG Min1 (1.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02; 2. Guizhou Dexuantang Huk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Guiyang  550008)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GC fingerprint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for its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The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HP-5 capillary column (30 m×0.32 mm, 
0.5 μm) with programmed temperature. The FID detector was used. Both the inlet temperature and 
the detector temperature was 240℃ . The carrier gas was nitrogen with high purity, the splitted ratio 
was 20∶1, the flow rate was 2.0 mL·min － 1, and the inlet volume was 1 μL. The similarity of 16 
batche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was evaluated with similarity assay. Results  The GC fingerprint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was specific, stable, reproducible and precise, with 29 common peaks 
in the 16 sample batche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fast, and accurate, and the established 
fingerprint can be applied for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providing ideas and 
basi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lassic popular prescriptions. 
Key words: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GC fingerprint; β-pinene; thymol

基金项目：2019 年贵州中医药大学横向课题（No.3052-052190026）；贵州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No.GNYL[2017]008 号）。

作者简介：鉴志刚，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民族药的质量控制及新药研究，E-mail：1206698597@qq.com
* 通信作者：叶世芸，女，教授，主要从事中药、民族药的质量控制及新药研发，E-mail：1043842510@qq.com

　　新加香薷饮记载于清代医家吴鞠通所著《温
病条辩》[1]，由香薷（二钱）、银花（三钱）、鲜扁
豆花（三钱）、厚朴（二钱）、连翘（二钱）等 5 味
中药组成，香薷发汗解表，和中利湿，有“夏月
麻黄”之称，为夏月解表祛暑要药，金银花、连翘
均味辛凉而质轻清，有轻以去实，清热解毒之功；
白扁豆花能健脾化湿以和中，辛凉宣散，增强香
薷清透暑热之力；厚朴苦辛性温，燥湿化滞，行

气消闷，助香薷理气化湿。诸药相合，共奏祛暑
解表，清热化湿之功。临床应用主要集中在夏季
暑湿型感冒、发热、中暑等疾病 [2-4]，是用于祛湿
解表的经典名方，已经收录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8 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
　　近几年来，国家连续发布关于经典名方的相关
政策，质量控制方面要求更加严格，而指纹图谱是
中药质量控制方面常用重要手段 [5]，目前新加香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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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多集中在其临床应用方面，在质量控制方
面仅谢佳佳等 [6] 建立了新加香薷饮标准汤剂的 HPLC
指纹图谱，可见相关研究薄弱，同时缺少对方中挥
发性成分的相关研究，无法全面地对新加香薷饮进
行质量评价，方中多种药材含有挥发性成分，如香
薷中麝香草酚、香荆芥酚是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控
制香薷质量的指标性成分 [7]，故本研究采用 GC 法对
16 批新加香薷饮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指纹图谱研究。
1　材料

1.1　仪器

　　Agilent 7890 气相色谱仪及 Agilent HP-5 毛细
管色谱柱（30 m×0.32 mm，0.5 μm）（美国安捷伦

公司）；DZTW 调温电热套（北京市永光明医疗
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杭州
友恒称重设备有限公司）。
1.2　试药

　　对照品麝香草酚（批号：C100179-191125，纯
度≥ 98.00%）、香荆芥酚（批号：C102093-201028，
纯 度 ≥ 99.00%）、α- 蒎 烯（批 号：GZDD0228-
201217，纯度≥ 99.00%）、β- 蒎烯（批号：C101512-
201109，纯度≥ 99.00%）（贵州迪大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乙酸乙酯（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
纯）。各药材均购自其道地产区或主产区，其来源见
表 1，均经贵州中医药大学魏升华教授鉴定为正品。

表 1　样品信息 
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编号
产地

香薷 连翘 金银花 扁豆花 厚朴

S1 广西玉林 20210106 河北涉县 20210118 湖南邵阳 20210108 云南昭通 20201205 四川绵阳 20210103
S2 广西玉林 20210106 河北涉县 20210118 陕西商洛 20210112 河北安国 20201215 湖南湘西 20210107
S3 河南信阳 20210110 山西长治 20210116 湖南邵阳 20210108 山东菏泽 20210102 四川绵阳 20210103
S4 河南信阳 20210110 山西长治 20210116 陕西商洛 20210112 山东菏泽 20210102 四川成都 20201204
S5 河南信阳 20210110 山西运城 20201201 陕西商洛 20210112 河北安国 20201215 四川绵阳 20210103
S6 安徽亳州 20210111 陕西商洛 20210113 河南封丘 20210108 山东菏泽 20210102 湖南湘西 20210107
S7 广西玉林 20210106 陕西商洛 20210113 湖南邵阳 20210108 河北安国 20201215 四川成都 20201204
S8 安徽亳州 20210111 河南卢氏 20210101 湖南邵阳 20210108 云南昭通 20201205 四川成都 20201204
S9 广西玉林 20210106 陕西商洛 20210113 河南封丘 20210108 河北安国 20201215 四川绵阳 20210103
S10 河南信阳 20210110 河北涉县 20210118 山东平邑 20210119 山东菏泽 20210102 湖南湘西 20210107
S11 广西玉林 20210106 河南卢氏 20210101 河南封丘 20210108 山东菏泽 20210102 四川绵阳 20210103
S12 安徽亳州 20210111 山西运城 20201201 河南封丘 20210108 云南昭通 20201205 四川成都 20201204
S13 广西玉林 20210106 河南卢氏 20210101 陕西商洛 20210112 河北安国 20201215 湖南湘西 20210107
S14 安徽亳州 20210111 山西长治 20210116 山东平邑 20210119 云南昭通 20201205 四川成都 20201204
S15 安徽亳州 20210111 山西运城 20201201 山东平邑 20210119 云南昭通 20201205 湖南湘西 20210107
S16 广西玉林 20210106 陕西商洛 20210113 河南封丘 20210108 云南昭通 20201205 四川成都 20201204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HP-5 毛 细 管 色 谱 柱（30 m×0.32 mm，0.5 
μm）；FID 检测器；检测器温度 240℃；进样
口温度 240℃；程序升温，以 40℃为起始温
度，保持 2 min，以 5℃·min － 1 升至 70℃，以
0.5℃·min－ 1 升 至 74℃， 以 5℃·min － 1 升 至
110℃，以 10℃·min － 1 升至 230℃，并保持 9.8 
min；载气为氮气（＞ 99.99%）；柱流量为 2.0 
mL·min－ 1；分流比为 20∶1；进样量为 1 μL。
2.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于 5 mL 量瓶中，加
乙酸乙酯定容至刻度，即得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在 Excel 表格中用 RAND 函数将各药材不同
批次随机排序得到 16 个随机组合，编号见表 1。

照表 1 组合，按 1 钱＝ 3.73 g，分别称量香薷、
厚朴、连翘各 7.46 g，金银花及扁豆花各 11.19 g，
加水浸泡 30 min，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
通则 2204 挥发油测定法甲法操作，于测定器上
端加水使之充满刻度部分，并溢流入烧瓶为止，
再加乙酸乙酯 5 mL，加热回流 2 h，分取乙酸乙
酯液，用铺有无水硫酸钠的漏斗滤过，精密量取
续滤液 1 mL，即得。
2.4　组方中各药挥发油制备

　　分别称取组方中各味药材，按“2.3”项下方
法制备各单药的挥发油乙酸乙酯溶液。
2.5　方法学考察

2.5.1　专属性试验　取新加香薷饮供试品溶液、空
白溶剂（乙酸乙酯），按“2.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
进样，理论塔板数按麝香草酚计算不少于 10 000，
各色谱峰分离度良好且拖尾因子在 0.95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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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方法的专属性良好。
2.5.2　精密度试验　取“2.3”项下同一批次
（S16）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
进样 6 次，13 号色谱峰峰形及分离度良好，峰面
积较大且稳定，故以 13 号色谱峰为参比峰，测
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n ＝ 6）为
0.0017% ～ 0.16%，相对峰面积的 RSD（n ＝ 6）
为 0.027% ～ 1.2%，说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3　稳定性试验　取“2.3”项下同一批次
（S16）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分
别于 0、2、4、8、16、24 h 进样，以 13 号色谱
峰为参比峰，测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n ＝ 6）为 0.0017% ～ 0.17%，相对峰面积的
RSD（n ＝ 6）为 0.025% ～ 2.0%，说明该供试品
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5.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次药材按“2.3”项
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 6 份，按“2.1”项下色
谱条件依次进样，以 13 号色谱峰为参比峰，测
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n ＝ 6）为
0.031% ～ 0.19%，相对峰面积的 RSD（n ＝ 6）
为 0.024% ～ 2.7%，说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6　GC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的建立与分析

　　将不同批次的供试品依次进样并记录色谱
图，并将数据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
价系统软件（2012.130723 版）》，宽度为 0.1 min，
采用中位数方法，由于溶剂峰太大，影响后续相
似度计算结果，且 37 min 后无色谱峰，故选取了
3 ～ 40 min 间色谱图进行色谱峰匹配处理，生成
新加香薷饮 GC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见图 1，记
录 16 批供试品的指纹图谱并生成色谱叠加图，
见图 2，并对 16 批样品图谱进行相似度计算，相
似度评价结果见表 2。以参比峰的保留时间和峰
面积为 1，计算各色谱峰保留时间和保留峰面积
与同一图谱中参比峰的保留时间和保留峰面积的
比值，见表 3 及表 4。

表 2　16 批新加香薷饮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2　Similarity evaluation of 16 batche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批号 相似度 批号 相似度 批号 相似度 批号 相似度

S1 0.835 S2 0.835 S3 0.916 S4 0.889

S5 0.946 S6 0.981 S7 0.949 S8 0.982

S9 0.982 S10 0.864 S11 0.987 S12 0.973

S13 0.991 S14 0.898 S15 0.984 S16 0.981

　　结果显示 16 批新加香薷饮 GC 指纹图谱的共
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0.18%，说明各共
有峰重现性好，各批次间成分差异较小；但共有

峰相对峰面积的 RSD 较大，说明不同批次新加香
薷饮各成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产地对各成分含
量存在一定影响。通过对相似度评价结果分析发
现 16 批样品中 S14、S4、S10、S1、S2 相似度均
低于 0.90，说明不同批次新加香薷饮指纹图谱中
各共有峰的峰面积存在一定差异。
2.7　GC 指纹图谱中共有峰指认及归属

　　取“2.2”项下混合对照品及“2.3”项下各单
药挥发油乙酸乙酯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得到混合对照品溶液的 GC 色谱图及新加
香薷饮各峰归属图，见图 3 及图 4。通过各图谱
对比研究，对指纹图谱中 29 个共有峰进行归属
分析，其中 3、4、5、6、12 号峰来自于连翘，7、
8、9、10、11、13、14、15、16、17、18、19 号
归属于香薷，20、21、25、26、27 号来自于扁豆
花，22、23、24、28、29 号来自于厚朴，共有峰
中未发现来自于金银花的特有峰成分。通过比对
指认出 4个色谱峰，其中 5号为α- 蒎烯、6号为β-
蒎烯、13 号为麝香草酚、14 号为香荆芥酚。
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制备条件的选择

　　通过查阅《中国药典》2020 年版及多篇文
献 [8-12]，本研究以色谱图中总峰面积、峰形、分
离度等为参考指标，分别对供试品溶液提取中提
取方式、萃取溶剂、提取时间进行了考察与优
化，提取方式上分别考察了水蒸气蒸馏法、超声

图 1　新加香薷饮 GC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

Fig 1　Common mode of GC fingerprint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图 2　16 批次新加香薷饮 GC 指纹图谱

Fig 2　GC fingerprints of 16 batche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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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6 批新加香薷饮 GC指纹图谱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Tab 3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common peaks in the GC fingerprint of 16 batche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峰号
批号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0.128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27 0.13 
2 0.130 0.130 0.130 0.130 0.130 0.129 0.129 0.130 0.130 0.130 0.129 0.129 0.129 0.129 0.129 0.129 0.130 0.14 
3 0.188 0.188 0.188 0.188 0.187 0.188 0.187 0.188 0.188 0.188 0.187 0.187 0.187 0.187 0.187 0.187 0.188 0.18 
4 0.314 0.314 0.314 0.314 0.314 0.313 0.313 0.314 0.314 0.314 0.313 0.313 0.313 0.314 0.313 0.313 0.314 0.077 
5 0.321 0.320 0.321 0.321 0.321 0.320 0.320 0.320 0.320 0.321 0.320 0.320 0.320 0.320 0.320 0.320 0.320 0.080 
6 0.374 0.373 0.375 0.375 0.375 0.374 0.373 0.374 0.374 0.374 0.374 0.375 0.374 0.376 0.374 0.374 0.374 0.18 
7 0.399 0.398 0.399 0.399 0.399 0.398 0.398 0.398 0.398 0.399 0.398 0.398 0.398 0.398 0.398 0.398 0.398 0.075 
8 0.437 0.437 0.437 0.437 0.437 0.436 0.436 0.437 0.437 0.437 0.436 0.436 0.436 0.437 0.436 0.436 0.437 0.073 
9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0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451 0.061 
10 0.458 0.458 0.458 0.458 0.458 0.457 0.457 0.458 0.458 0.458 0.457 0.457 0.457 0.458 0.458 0.457 0.458 0.069 
11 0.519 0.518 0.519 0.519 0.519 0.518 0.518 0.519 0.519 0.519 0.518 0.518 0.518 0.518 0.518 0.518 0.518 0.059 
12 0.807 0.807 0.806 0.806 0.807 0.806 0.806 0.806 0.806 0.807 0.805 0.806 0.806 0.806 0.806 0.806 0.806 0.063 
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14 1.008 1.008 1.008 1.008 1.009 1.008 1.008 1.009 1.009 1.009 1.009 1.008 1.009 1.008 1.008 1.009 1.008 0.036 
15 1.057 1.058 1.058 1.058 1.059 1.057 1.057 1.058 1.058 1.059 1.056 1.057 1.057 1.058 1.058 1.057 1.058 0.062 
16 1.106 1.107 1.108 1.107 1.108 1.106 1.106 1.107 1.107 1.108 1.105 1.107 1.106 1.107 1.107 1.106 1.107 0.064 
17 1.119 1.119 1.120 1.120 1.121 1.119 1.119 1.120 1.120 1.121 1.118 1.119 1.119 1.120 1.120 1.119 1.119 0.065 
18 1.131 1.131 1.132 1.132 1.133 1.131 1.131 1.132 1.132 1.133 1.130 1.131 1.131 1.132 1.132 1.131 1.131 0.065 
19 1.158 1.159 1.160 1.160 1.160 1.159 1.159 1.159 1.159 1.161 1.157 1.159 1.159 1.159 1.159 1.158 1.159 0.067 
20 1.199 1.200 1.201 1.200 1.201 1.200 1.200 1.200 1.200 1.202 1.199 1.200 1.200 1.200 1.200 1.199 1.200 0.068 
21 1.212 1.212 1.213 1.213 1.214 1.212 1.212 1.213 1.213 1.214 1.211 1.212 1.212 1.213 1.213 1.212 1.213 0.067 
22 1.220 1.221 1.223 1.221 1.222 1.220 1.221 1.221 1.221 1.223 1.220 1.220 1.221 1.221 1.221 1.220 1.221 0.071 
23 1.226 1.227 1.228 1.227 1.228 1.226 1.226 1.227 1.227 1.228 1.225 1.227 1.226 1.227 1.227 1.226 1.227 0.067
24 1.237 1.237 1.239 1.238 1.239 1.237 1.237 1.238 1.238 1.239 1.236 1.237 1.237 1.238 1.238 1.237 1.238 0.066 
25 1.247 1.248 1.249 1.249 1.249 1.248 1.247 1.248 1.249 1.250 1.247 1.248 1.248 1.248 1.249 1.247 1.248 0.074 
26 1.295 1.296 1.298 1.297 1.298 1.296 1.296 1.297 1.296 1.298 1.295 1.296 1.296 1.296 1.296 1.296 1.296 0.067 
27 1.313 1.314 1.316 1.315 1.315 1.314 1.314 1.314 1.314 1.316 1.313 1.314 1.314 1.314 1.314 1.313 1.314 0.067 
28 1.379 1.380 1.381 1.381 1.381 1.380 1.380 1.381 1.380 1.383 1.379 1.380 1.380 1.381 1.381 1.380 1.380 0.067 
29 1.447 1.448 1.449 1.448 1.449 1.447 1.448 1.448 1.448 1.450 1.446 1.448 1.448 1.448 1.448 1.447 1.448 0.066 

法、挥发油提取法，结果表明挥发油提取法所提
取的供试品总峰面积大，峰数目多，提取效率
高；提取时间上先后考察了 2、4、6、8 h，发现
提取 4 h 较提取 2 h 效果更好，但与 6 h、8 h 相
比差异较小，为提高效率及节约资源，故选择提
取 4 h；萃取溶剂考察了乙酸乙酯、乙醚、石油
醚（60 ～ 90℃）、正丁醇等不同溶剂，结果发现
相较于其他溶剂，乙酸乙酯能完全溶解新加香薷

饮中挥发性成分，对样品无干扰，且沸点高，毒
性低，更不容易挥发，制得供试品溶液更易于保
存，故采用乙酸乙酯作为其萃取溶剂。
3.2　指纹图谱色谱条件的考察

　　 本 研 究 考 察 了 HP-1（30 m×0.32 mm，0.25 
μm）、HP-5（30 m×0.32 mm，0.5 μm）、DB-1（30 

图 4　新加香薷饮各峰归属

Fig 4　Assignment of the peak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S1. 供 试 品（sample）；S2. 香 薷（elsholtzia）；S3. 金 银 花
（honeysuckle）；S4. 扁豆花（lentil flower）；S5. 厚朴（magnolia）；
S6. 连翘（forsythia）

图 3　混合对照品色谱图

Fig 3　Chromatogram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
1. α- 蒎烯（α-pinene）；2. β- 蒎烯（β-pinene）；3. 麝香草酚（thymol）；

4. 香荆芥酚（carnep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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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批新加香薷饮 GC指纹图谱共有峰相对峰面积 
Tab 4　Relative peak area of common peaks in the GC fingerprint of 16 batches of Xinjia Xiangru decoction

峰号
批次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0.014 0.016 0.025 0.021 0.028 0.014 0.015 0.019 0.018 0.036 0.011 0.015 0.015 0.018 0.019 0.014 0.019 32.9 
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0.003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27.7 
3 0.003 0.003 0.004 0.005 0.013 0.003 0.005 0.005 0.003 0.006 0.003 0.008 0.007 0.005 0.006 0.006 0.005 46.5 
4 0.003 0.003 0.050 0.054 0.044 0.015 0.010 0.022 0.017 0.005 0.023 0.035 0.021 0.052 0.032 0.017 0.025 67.3 
5 0.014 0.016 0.404 0.451 0.368 0.104 0.074 0.142 0.115 0.034 0.148 0.273 0.148 0.439 0.258 0.114 0.194 75.5 
6 0.040 0.040 1.644 1.902 1.409 0.460 0.314 0.534 0.514 0.113 0.559 1.096 0.593 1.842 0.956 0.515 0.783 76.9 
7 0.023 0.024 0.058 0.069 0.058 0.037 0.030 0.043 0.043 0.017 0.046 0.052 0.046 0.071 0.043 0.043 0.044 34.4 
8 0.024 0.023 0.032 0.034 0.035 0.028 0.024 0.038 0.032 0.015 0.038 0.035 0.035 0.040 0.030 0.032 0.031 21.0 
9 0.103 0.103 0.080 0.114 0.115 0.113 0.100 0.136 0.121 0.068 0.144 0.129 0.121 0.123 0.103 0.123 0.112 16.9 
10 0.007 0.009 0.059 0.066 0.051 0.021 0.018 0.027 0.026 0.013 0.030 0.043 0.028 0.067 0.033 0.023 0.032 57.9 
11 0.084 0.079 0.082 0.096 0.098 0.093 0.076 0.123 0.109 0.047 0.023 0.115 0.113 0.122 0.098 0.110 0.092 28.4 
12 0.017 0.015 0.081 0.076 0.078 0.026 0.029 0.055 0.036 0.019 0.046 0.064 0.050 0.077 0.050 0.031 0.047 47.8 
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 
14 0.213 0.204 0.122 0.085 0.215 0.216 0.206 0.372 0.348 0.186 0.344 0.103 0.340 0.125 0.110 0.363 0.222 44.2 
15 0.041 0.040 0.027 0.033 0.025 0.042 0.037 0.037 0.037 0.018 0.037 0.026 0.037 0.026 0.022 0.037 0.032 22.5 
16 0.005 0.005 0.005 0.008 0.005 0.005 0.004 0.005 0.006 0.006 0.00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16.0 
17 0.004 0.004 0.003 0.005 0.005 0.004 0.003 0.005 0.005 0.003 0.006 0.004 0.005 0.005 0.004 0.005 0.004 15.1 
18 0.027 0.028 0.011 0.014 0.016 0.031 0.023 0.018 0.022 0.010 0.025 0.027 0.021 0.030 0.026 0.018 0.022 29.5 
19 0.004 0.004 0.003 0.005 0.004 0.005 0.003 0.004 0.004 0.003 0.005 0.006 0.004 0.007 0.005 0.005 0.004 22.6 
20 0.004 0.007 0.016 0.006 0.013 0.006 0.009 0.004 0.008 0.019 0.008 0.003 0.009 0.005 0.005 0.003 0.008 56.9 
21 0.004 0.002 0.005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4 0.004 0.002 0.003 0.003 0.005 0.005 0.002 0.003 33.7 
22 0.006 0.010 0.020 0.004 0.015 0.006 0.014 0.005 0.010 0.015 0.008 0.003 0.012 0.004 0.005 0.007 0.009 51.6 
23 0.006 0.006 0.004 0.003 0.003 0.006 0.005 0.003 0.003 0.004 0.003 0.004 0.004 0.005 0.006 0.003 0.004 27.2 
24 0.014 0.008 0.015 0.010 0.010 0.007 0.007 0.005 0.014 0.015 0.006 0.008 0.013 0.009 0.023 0.010 0.011 41.0 
25 0.039 0.027 0.057 0.038 0.048 0.027 0.028 0.020 0.038 0.060 0.022 0.036 0.035 0.041 0.079 0.031 0.039 38.8 
26 0.007 0.009 0.023 0.012 0.014 0.011 0.012 0.008 0.010 0.042 0.014 0.008 0.011 0.010 0.011 0.008 0.013 63.7 
27 0.004 0.005 0.014 0.004 0.007 0.006 0.008 0.004 0.005 0.019 0.007 0.003 0.006 0.003 0.004 0.003 0.006 66.7 
28 0.022 0.029 0.050 0.033 0.036 0.035 0.039 0.029 0.030 0.143 0.036 0.031 0.027 0.040 0.045 0.034 0.041 65.7 
29 0.008 0.012 0.021 0.011 0.012 0.017 0.019 0.012 0.012 0.074 0.017 0.012 0.010 0.010 0.011 0.014 0.017 89.2 

m×0.25 mm，0.25 μm）、DB-1701（30 m×0.25 
mm，0.25 μm）等多种色谱柱，最终发现 HP-5（30 
m×0.32 mm，0.5 μm）可以满足出峰要求，各色谱
峰分离度较好，拖尾因子介于 0.95 ～ 1.05，因此选
用此规格毛细管柱建立新加香薷饮 GC 指纹图谱。
3.3　GC 指纹图谱建立的意义

　　本研究建立了新加香薷饮的 GC 指纹图谱，
并对 16 批样品进行了相似度评价，结果显示 16
批样品成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所建立的 GC 指
纹图谱测定方法可为新加香薷饮中挥发性成分的
整体评价提供依据。
　　本研究所指认出的麝香草酚、香荆芥酚、α-
蒎烯、β- 蒎烯均有一定的抗菌及抗病毒 [13-14] 功效，
以上成分可能是新加香薷饮治疗流感疾病的药效物
质基础 [15]，但配伍后其相互作用机制需进一步研
究。通过对 16 批样品共有峰分析发现不同产地来
源所组成的新加香薷饮挥发性成分存在一定差异，
不同产地对其含量及疗效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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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油高效液相色谱特征图谱研究及 5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

韩锋1，肖宏华1*，胡妍文1，马秉智2，刘开玉1（1. 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北京　100124；2. 中日

友好医院，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建立溃疡油的高效液相色谱特征图谱，并同时测定欧前胡素、藁本内酯、异欧前胡

素、大黄素、大黄酚的含量。方法　采用 Waters XBridge 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

以甲醇（A）-0.2% 磷酸溶液（B）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采用 DAD 检测器，检测波长 254 
nm，流速 1.0 mL·min－ 1，柱温 40℃。通过 10 批样品建立特征图谱，对市售的 5 批样品进行测定。

结果　初步建立了溃疡油的 HPLC 特征图谱，确定了 13 个特征峰，市售各批次与对照图谱相似

度均在 0.85 以上，并对特征峰进行了化学成分的识别及药味归属。5 个指标成分欧前胡素、藁本

内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分别在 20.44 ～ 510.9 ng（r ＝ 0.9999）、33.16 ～ 829.0 ng（r ＝
0.9999）、4.119 ～ 103.0 ng（r ＝ 0.9999）、4.224 ～ 105.6 ng（r ＝ 0.9999）、8.540 ～ 213.5 ng（r ＝
0.9999）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4.2%、91.0%、109.8%、102.7%、99.2%，

RSD 分别为 0.86%、1.9%、1.0%、2.8%、2.1%（n ＝ 6）。结论　该方法简便易行、准确可靠，可

为溃疡油的质量评价及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溃疡油；特征图谱；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917，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20-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28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Kuiyang oil by HPLC and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HAN Feng1, XIAO Hong-hua1*, HU Yan-wen1, MA Bing-zhi2, LIU Kai-yu1 (1. Food and Drug Safety 
Monitoring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24; 2.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Kuiyang oil by HPLC an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imperatorin, ligustilide, isoimperatorin, emodin and chrysophanol. Methods  
The HPLC column was Waters XBridge C18 (4.6 mm×250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was methanol 
(A)-0.2% phosphoric acid (B)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54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40℃ .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was 
established for 10 batches of samples, and 5 batches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ampl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Kuiyang oil was established primarily, and 13 peaks were 
作者简介：韩锋，女，主管药师，硕士，主要从事药品检验及质量分析研究，E-mail：ztthanfeng@sina.com　* 通信作者：肖宏华，男，

副主任药师，硕士，主要从事药品检验及质量分析研究，E-mail：xhh9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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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油为中药复方制剂，处方由大黄、白芷、
川芎组成，临床用于热毒蕴结于肌肤所致的疥
疮、溃疡等症，具有活血生肌、消肿止痛的功能。
现行质量标准 [1-3]，通过薄层色谱法进行定性鉴
别，样品用量大，提取方法较为繁琐。目前，针
对该制剂质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报道较少，为更好
地控制产品质量，本文参考相关文献 [4-6]，采用
HPLC-DAD 法建立溃疡油的特征图谱，对该制
剂所含多种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并对其中欧前胡
素、藁本内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的
含量进行测定，为其质量评价及控制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1260，DAD 检测器，
二元泵，ChemStation 工作站）；电子天平（XS-205 
DU，十万分之一，METTLER-TOLEDO）；纯水 / 超
纯水系统（明澈 TM-D 24 UV，Merck Millipore）；超
声波清洗器（KQ-500E，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药 材 大 黄（批 号：121249-201304）、 川 芎
（批号：120918-201612）、白芷（批号：120945-
201510）（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照品欧前
胡素（批号：110826-201918，含量以 99.0% 计）、
藁本内酯（批号：111737-201608，含量以 86.9%
计）、异欧前胡素（批号：110827-201611，含量以
99.4% 计）、大黄素（批号：110756-201512，含量
以 98.7% 计）、大黄酚（批号：110796-201922，含
量以 99.4% 计）（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
（HPLC，Fisher Chemical）；磷酸（HPLC，天津
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超纯水（自制）；花
生油（批号：20190923，嘉里粮油青岛有限公司）。
　　按溃疡油质量标准收载的处方与制法制备
10 批样品，处方中大黄、白芷、川芎各 10 批均
为市售，经本中心肖宏华副主任药师鉴定，符合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的要求。市售溃疡油
5 批（厂 家 A：20180403、20191205、20200324、
20200401；厂家 B：20200106）。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Waters XBridge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
5 µm）；甲醇（A）、0.2% 磷酸溶液（B）为流动相，
梯度洗脱（0 ～ 15 min，60%A；15 ～ 25 min，
60% ～ 100%A；25 ～ 37 min，100%A）；检测波
长 254 nm；光谱范围：190 ～ 400 nm，流速 1.0 
mL·min－ 1；步进值 1.0 nm；柱温 40℃；进样量
10 μL。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取欧前胡素、藁本内
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对照品各适量，
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分别含欧前胡素
51.09 µg、藁本内酯 82.90 µg、异欧前胡素 10.30 
µg、大黄素 10.56 µg、大黄酚 21.35 µg 的混合对照
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取溃疡油样品，精密称取 2 
g，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20 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500 W，40 kHz）20 min，放冷至
室温，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 18℃冷
藏 2 h，取上清液用 0.45 µm 滤膜滤过，取续滤液，
即得。
2.2.3　药材及阴性样品溶液　按照溃疡油处方及
工艺，制备大黄、白芷、川芎药材及相应的阴性
样品，以及花生油阴性样品，并按“2.2.2”项下
方法制备相应阴性样品溶液。
2.3　溃疡油 HPLC 特征图谱研究

2.3.1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以峰 6（欧
前胡素）为参照峰，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020% ～ 0.080%，相对峰面积的 RSD 为

identified, with the similarity of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atches and the control chromatogram 
over 0.85.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eaks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drug flavor 
was assigned. The methods achieved good linearity at 20.44 － 510.9 ng (r ＝ 0.9999) for imperatorin, 
33.16－829.0 ng (r＝0.9999) for ligustilide, 4.119－103.0 ng (r＝0.9999) for isoimperatorin, 4.224－
105.6 ng (r ＝ 0.9999) for emodin, and 8.540 － 213.5 ng (r ＝ 0.9999) for chrysophanol.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the 5 components were 94.2%, 91.0%, 109.8%, 102.7%, and 99.2%, with the RSD of 
0.86%, 1.9%, 1.0%, 2.8% and 2.1%, respectively (n ＝ 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specific,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Kuiyang oil. 
Key words: Kuiyang oil;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content determination;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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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 1.7%，相似度均大于 0.99，结果表明该
检测系统具有良好的精密度。
2.3.2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溃疡油样品，按
“2.2.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峰 6（欧前胡
素）为参照峰，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020% ～ 0.11%，相对峰面积的 RSD 为 0.32% ～ 

1.7%，相似度均大于 0.99，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
性良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4、8、12、16、24 h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
行测定，以峰 6（欧前胡素）为参照峰，各共有峰
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020% ～ 0.23%，相对
峰面积的 RSD 为 0.18% ～ 1.6%，相似度均大于
0.99，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3.4　特征图谱的建立　取 10 批溃疡油，分别
进行 HPLC 检测，将得到的色谱数据导入“中药
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12 版”进行数据
分析，计算相似度，建立对照图谱，见图 1 和图
2。结果显示各批图谱与对照图谱之间相似度均
大于 0.94，见表 1。并确定 13 个共有峰，其中峰
6（欧前胡素）分离度良好，保留时间和峰面积适
中，且其相对稳定，故选定峰 6（欧前胡素）为参
照峰（S）。

图 1　对照 HPLC 特征图谱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reference

图 2　10 批溃疡油 HPLC 图谱

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10 batches of Kuiyang oil

表 1　10 批溃疡油相似度分析结果 
Tab 1　Similarity of 10 batches of Kuiyang oil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R

S1 1 0.967 0.955 0.981 0.942 0.983 0.947 0.985 0.946 0.956 0.995

S2 0.967 1 0.971 0.949 0.926 0.954 0.956 0.940 0.919 0.954 0.979

S3 0.955 0.971 1 0.920 0.892 0.931 0.990 0.930 0.880 0.909 0.961

S4 0.981 0.949 0.920 1 0.982 0.944 0.897 0.943 0.986 0.987 0.989

S5 0.942 0.926 0.892 0.982 1 0.884 0.856 0.875 0.992 0.984 0.963

S6 0.983 0.954 0.931 0.944 0.884 1 0.933 0.994 0.894 0.908 0.970

S7 0.947 0.956 0.990 0.897 0.856 0.933 1 0.936 0.847 0.879 0.947

S8 0.985 0.940 0.930 0.943 0.875 0.994 0.936 1 0.892 0.902 0.968

S9 0.946 0.919 0.880 0.986 0.992 0.894 0.847 0.892 1 0.984 0.965

S10 0.956 0.954 0.909 0.987 0.984 0.908 0.879 0.902 0.984 1 0.975

R 0.995 0.979 0.961 0.989 0.963 0.970 0.947 0.968 0.965 0.975 1

2.3.5　特征峰的药味归属　取“2.2.3”项下大黄、
白芷、川芎药材溶液及相应的阴性样品溶液，进
行 HPLC 检测，通过色谱峰保留时间及 DAD 光
谱图对溃疡油样品色谱中的特征峰进行药味归
属，利用对照品进行成分确认。结果峰 1 来源于
辅料花生油，峰 2、3、6（欧前胡素）、8、10（异
欧前胡素）来源于白芷，峰 4、7（藁本内酯）、9
来源于川芎，峰 5、11（大黄素）、12（大黄酚）、
13 来源于大黄，见图 3。
2.3.6　样品测定　取市售溃疡油 5 批进行检测，
利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12
版”进行数据分析，并通过与特征峰的相对保留
时间和光谱图比对，除 20180403 样品（其中 2、
3、4、7、13 色谱峰低于检出限）外，各批色谱
数据与对照特征图谱的相似度在 0.85 以上，均检
出与对照特征图谱相对应的 13 个特征峰，表明
本文建立的特征图谱具有良好的适用性，见图 4。
2.4　溃疡油中 5 个成分的含量测定

2.4.1　专属性考察　分别取供试品、对照品、阴
性样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在供试品色谱中待测成分与其他成分分
离度大于 1.5，各阴性样品色谱中分别在欧前胡
素、藁本内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色
谱峰相应保留时间处，无相对应的色谱峰，表明
各阴性样品与待测成分之间无干扰，色谱图见图
3。通过色谱数据处理软件（AgilentChemStation）
的光谱功能，对各色谱峰进行纯度检测，纯度因
子均大于 993，供试品中的待测成分色谱峰的光
谱图与各对照品色谱峰的光谱图一致，表明该方
法专属性良好。
2.4.2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1”项下对
照品混合溶液 0.4、1.0、1.5、2.0、3.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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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L，分别置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
度，摇匀。将上述 8 个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混合溶
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峰面积
为纵坐标（Y），对照品量（ng）为横坐标（X），
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2。
2.4.3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测得欧前
胡素、藁本内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
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1%、0.77%、0.93%、1.1%、
1.5%，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4、8、12、16、20、24 h 按“2.1”项 下 色 谱
条件进行测定，结果欧前胡素、藁本内酯、异欧
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1.0%、1.0%、0.71%、1.7%、1.3%，结果表明供
试品溶液中上述 5 个成分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4.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样品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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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进行测定，以外标法计算欧前胡素、藁本内
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的含量，RSD
分别为 2.4%、1.4%、2.9%、2.4%、2.3%，结果表
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6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5 mL，置具塞锥形瓶中，减压挥干溶剂，加入已
知含量的样品（批号：20191205）1 g，混匀，制
备 6 份，按“2.2.2”项下方法处理，按“2.1”项
下色谱条件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欧前胡
素、藁本内酯、异欧前胡素、大黄素、大黄酚的
平均加样回收率（n ＝ 6）分别为 94.2%（RSD ＝

0.86%）、91.0%（RSD ＝ 1.9%）、109.8%（RSD ＝

1.0%）、102.7%（RSD ＝ 2.8%）、99.2%（RSD ＝

2.1%），回收率符合要求。
2.4.7　样品含量测定　分别取厂家 A 溃疡油 4 批
及厂家 B 溃疡油 1 批，按“2.2.2”项下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用外标法计算，结果见表 3。

图 3　样品、对照品、单味药材、各阴性样品的 HPLC 图谱

Fig 3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reference substance，single 
medicinal and negative samples
6. 欧前胡素（imperatorin）；7. 藁本内酯（ligustilide）；10. 异欧前胡

素（isoimperatorin）；11. 大黄素（emodin）；12. 大黄酚（chrysopha-
nol）

图 4　5 批市售溃疡油与对照 HPLC 图谱

Fig 4　HPLC chromatogram of 5 batches of Kuiyang oil and reference

表 2　线性关系 
Tab 2　Linearity

成分 线性方程 r
范围 /

ng
定量限 /

ng

欧前胡素 Y ＝ 3.974X － 1.411 0.9999 20.44 ～ 510.9 1.191

藁本内酯 Y ＝ 1.234X ＋ 0.552 0.9999 33.16 ～ 829.0 4.124

异欧前胡素 Y ＝ 3.681X － 0.207 0.9999 4.119 ～ 103.0 0.777

大黄素 Y ＝ 3.283X － 0.152 0.9999 4.224 ～ 105.6 0.537

大黄酚 Y ＝ 4.649X － 3.320 0.9999 8.540 ～ 213.5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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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μg·g － 1，n ＝ 3) 
Tab 3　Samples determination (μg·g － 1，n ＝ 3)

批号 欧前胡素 藁本内酯 异欧前胡素 大黄素 大黄酚

20180403 36.14 — 25.13 — 23.11

20191205 33.86   93.49 12.43   8.76 18.03

20200324 52.12   59.67 21.38 16.77 30.43

20200401 51.44 113.94 18.39 31.23 49.55

20200106 66.07   72.32 17.29 13.88 27.58

注（Note）：“—”表示小于定量限（“—”showed less than LOQ）。

3　讨论

3.1　指标成分的选择

　　通过文献 [2-3] 可知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为
白芷的有效指标成分，藁本内酯为川芎的有效指
标成分，大黄素、大黄酚为大黄的有效指标成分，
均具有专属性，故对溃疡油中上述 5 种成分进行
质量控制。
3.2　色谱条件的选择

　　通过文献 [7-10] 分析，选择乙腈 - 水、甲醇 -
水、乙腈 -0.1% 磷酸溶液、甲醇 -0.2% 磷酸溶液
等作为流动相进行考察，并进行了比例优化，结
果表明甲醇 -0.2% 磷酸溶液作为流动相通过梯度
洗脱，所得色谱峰峰形较好，保留时间和峰面积
较稳定。通过光谱分析，各成分最大吸收波长分
别为欧前胡素（248、302 nm）、藁本内酯（280、
330 nm）、异欧前胡素（250、312 nm）、大黄素
（290 nm，并在 240 ～ 280 nm 处有宽幅吸收）、
大黄酚（257 nm），以上 5 个成分均在 254 nm 处
有较大的紫外吸收，且基线平稳，无其他成分
干扰。考察了 Waters XBridge、Waters Sunfire 与
Phenomenex C18 色谱柱及柱温（30、35、40℃），
结果表明 Waters XBridge C18 色谱柱，柱温 40℃
的分离效果最好。
3.3　提取方法的选择

　　考察了乙腈、甲醇作为提取溶剂，在相同条
件下所得检测结果无明显差异，从溶剂的性质及
成本考虑，最终选择甲醇作为提取溶剂。考察了
回流提取和超声提取，在相同条件下检测结果无
明显差异，从操作简便考虑，最终选择超声提
取。并对提取时间（15、20、40、60 min）、溶剂
用量（10、20、25 mL）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溶
剂用量 20 mL、超声提取 20 min 为最优提取条件。
3.4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市售 5 批样品中，各批次间的峰面积有一定差
异（RSD 为 16.0% ～ 48.9%），反映出各化学成分

含量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于原料，也可能
是贮存条件造成的。样品 20180403 的图谱中，变
化较大的 4 号峰和 7 号峰均来自于川芎，其中 7 号
峰对应的藁本内酯变化最大。对藁本内酯的稳定
性研究表明，室温（18 ～ 25℃）避光条件下放置
6 个月后，川芎挥发油中藁本内酯的质量分数由初
始的 59.89% 降至 18.10%[11]，因此样品 20180403
中藁本内酯的含量低于定量限，可能是由于贮存
时间较长或温度偏高造成。另外，样品 20180403、
20191205 在保留时间 29 ～ 35 min 处的色谱峰较其
他样品有较大差异，可能受制备工艺、贮存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后续需要收集更多样品进一步研究。
3.5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的溃疡油 HPLC 特征图
谱方法和对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不仅可以
对该制剂中化学成分进行量化分析和质量评价，
也可以为原料的筛选、制备工艺的优化、贮存稳
定性的考察等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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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千斤拔的质量标准研究

郑元青1，何风艳2，张鹏1，龚云1*（1.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株洲　412000；2.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北京  100050）

摘要：目的　建立妇科千金片 / 胶囊君药大叶千斤拔药材的质量标准。方法　采用显微观察大叶千

斤拔细胞学特征；采用薄层色谱法（TLC）对大叶千斤拔中染料木苷进行定性鉴别；采用《中国药

典》四部通则 0832、2302、2341、2321、2351（第二法）、2201 及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测定大叶千斤拔

水分、总灰分、有机氯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及有害物质残留量、黄曲霉毒素、浸出物和染料木苷含

量。结果　大叶千斤拔的性状和细胞学特征明显，染料木苷斑点清晰，药材水分为 8.02%～ 9.72%，

总灰分为 1.67% ～ 4.68%，染料木苷含量为 0.03% ～ 0.08%，浸出物为 8.76% ～ 16.33%，黄曲霉

毒素含量为 0 ～ 3.79 µg·kg－ 1，重金属及有害物质 Pb 含量为 0.24 ～ 0.94 mg·kg－ 1、Cd 含量为

0.023 ～ 0.060 mg·kg－ 1、Hg 含量为 0.0024 ～ 0.0052 mg·kg－ 1、Cu 含量为 3.37 ～ 6.40 mg·kg－ 1、

As 含量为 0.10 ～ 0.14 mg·kg－ 1，没有检测到有机氯农药残留。结论　本研究从性状、显微、鉴别

等方面对中药材大叶千斤拔进行质量控制，为该药材标准化的建设提供基础。

关键词：大叶千斤拔；质量标准；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染料木苷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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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standard for Moghania macrophylla

ZHENG Yuan-qing1, HE Feng-yan2, ZHANG Peng1, GONG Yun1* (1. Zhuzhou Qianjin Pharmaceutical 
Co., Ltd., Zhuzhou  Hunan  412000; 2.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Beijing  10005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standard for Moghania macrophylla. Methods  The 
properties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were observed.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to qualitatively identify genistin. The moisture, total ash, organic pesticides, heavy metal and 
nocuous matter, aflatoxin, extract and content of genistin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properties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Moghania macrophylla showed strong specificity. The spots of 
genistin were clear and well separated. The content of moisture, total ash, extract and genistin was 
8.02% － 9.72%, 1.67% － 4.68%, 8.76% － 16.33%, and 0.03% － 0.08%,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aflatoxin, lead, cadmium, mercury, copper, and arsenic was at 0 － 3.79 µg·kg－ 1, 0.24 － 0.94 
mg·kg－ 1, 0.023 － 0.060 mg·kg－ 1, 0.0024 － 0.0052 mg·kg－ 1, 3.37 － 6.40 mg·kg－ 1, and 0.10 －

0.14 mg·kg－ 1. The content of organic pesticides was 0.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specific, which is useful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oghania macrophylla. 
Key words: Moghania macrophylla; quality standard; TLC; HPLC; geni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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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斤拔始载于《植物名实图考》，其性味甘、
温，具有祛风湿、益脾肾，强筋骨之功效，主要
用于治疗风湿骨痛、腰肌劳损、月经不调、痛经
和白带多等妇科疾病 [1-2]。2015 年版《中国药典》
四部收载其植物来源包含蔓性千斤拔 Moghania 

philippinessis（Merr.et Rolfe）Li、 大 叶 千 斤 拔 
Moghania macrophylla（Willd.）O. Kuntze 和绣毛
千斤拔 Moghania ferruginea（Wall. ex Benth.）Li
的干燥根 [3]，其中绣毛千斤拔在国内分布较少，
且未形成大宗商品 [4]。在 2009 年版《湖南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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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标准》中收载了千斤拔（蔓性千斤拔）Flen-
mingia philippinessis Merr.et Rolfe 的干燥根和大叶
千斤拔 F.macrophylla（Willd.）Prain 的干燥根和
茎 [5]，是中药材千斤拔的主要来源。按照一品一
标的原则，本文对大叶千斤拔的性状、鉴别、检
查、含量等质量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妇科千金片 / 胶囊是千金药业自主开发并独
家生产的纯中药制剂，占有妇科炎症类口服中成
药 20% 的市场份额，其中千斤拔为其君药。黄
酮类化合物是千斤拔中所含的主要成分类型 [6-9]，
代表性成分为染料木苷（genistin）和染料木素
（genistein），两者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类激素、
抗菌、抗癌和保护心血管等主要作用 [10-17]。千斤拔
作为中成药妇科千金片、妇科千金胶囊、金鸡胶囊
等的君药，在治疗妇科疾病和风湿病方面正是这类
化学成分起着类激素作用和抗炎、抗氧化作用。因
此，本文在湖南省地方标准的基础上，以妇科千金
片 / 胶囊中的君药大叶千斤拔为研究对象，新增以
染料木苷为对照品的薄层色谱（TLC）及高效液相
色谱（HPLC）定性和定量检测方法，补充安全性
评价指标，从建立性状、显微鉴别、薄层色谱、水
分、总灰分、有机氯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物质、
黄曲霉毒素、浸出物、特征图谱和含量测定各项研
究方法，为大叶千斤拔的标准化建设提供基础，为
保障千斤拔药材质量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e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Agilent 
1260-6410B LC-MS 联用系统（Agilent），Mettler 
AE240、Mettler XS105DU 电子天平（梅特勒 - 托
利多），KQ-300DA 型医用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TGL-16G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CAMAG Linomat V 半 自 动 点 样 仪、CAMAG-
Reprostar 3 薄层色谱数码成像系统（瑞士玛卡）。
BX43 型生物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DHG-
9140A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公
司）；SX2-4-10 型 电 阻 炉（长沙市华光电炉厂）；
iCAPRQ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热电公
司）；AFS830a 原子荧光光谱仪（中国吉天公司）。
1.2　试药

　　染料木苷对照品（批号：111709-201702，含
量以 99.9% 计）及蔓性千斤拔对照药材（批号：
121502-200802）（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
醇、乙酸（分析纯）、聚酰胺薄膜（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乙腈、冰醋酸（色谱纯，Fisher
公司）；水为 ddH2O。
　　药材均经千金药业 QC 主管丁小明鉴定，其
中 大 叶 千 斤 拔 [Moghania macrophylla（Willd.）
O.Kuntze] 15 批， 蔓 性 千 斤 拔 [Moghania phil-
ippinessis Merr.et Rolfe Li] 1 批， 绣 毛 千 斤
拔 [Moghania ferruginea（Wall.ex Benth.）Li] 1
批，山豆根（Sophora tonkinensis Gagnep）1 批，
药用部位均为根（见表 1）。

表 1　样品来源 
Tab 1　Sample source

编号 样品 来源 编号 样品 来源

1 大叶千斤拔 湖南炎陵县 10 大叶千斤拔 云南玉溪市

2 大叶千斤拔 湖南炎陵县 11 大叶千斤拔 广西百色市

3 大叶千斤拔 贵州晴隆县 12 大叶千斤拔 云南普洱市

4 大叶千斤拔 云南丘北县 13 大叶千斤拔 广西玉林市

5 大叶千斤拔 广西融安县 14 大叶千斤拔 贵州晴隆县

6 大叶千斤拔 贵州六盘水 15 大叶千斤拔 云南勐腊县

7 大叶千斤拔 云南镇沅县 16 蔓性千斤拔 云南砚山县

8 大叶千斤拔 云南南林山 17 绣毛千斤拔 云南广南县

9 大叶千斤拔 湖南炎陵县 18 山豆根 云南双柏县

2　方法与结果

2.1　大叶千斤拔根的性状

　　根据样品实际情况并参照各地方标准描
述，根有多数分支，根头部常呈结节状膨大，长
5 ～ 10 cm，直径 0.5 ～ 8.0 cm；表面灰棕色或红
棕色，有细纵纹及横长皮孔样斑痕；质硬，不易
折断；切面皮部薄，棕红色；木部淡红色，具放
射状纹理；微具豆腥气，味微甘涩。

图 1　大叶千斤拔根

Fig 1　Roots of Moghania macrophylla（Willd.）O.Kuntze

2.2　根横切面显微特征

　　大叶千斤拔根横切面特征如下：
　　① 木栓层由数列木栓细胞组成。② 皮层具数
列椭圆形薄壁细胞。③ 韧皮部纤维成束或散在，壁
厚，微木化；分泌细胞单个散在或数个成群存在，
内含黄棕色或红棕色物；韧皮射线明显。④ 形成层
明显。⑤ 木质部导管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连，径向排
列；木纤维成片，壁厚，木化；木射线宽 1 ～ 5 列
细胞；薄壁细胞内含草酸钙方晶、淀粉粒和黄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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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体见图 2。

图 2　根横切面特征图

Fig 2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roots
注（Note）：1. 木栓层（phellem layer）；2. 韧皮射线（phloem 

rays）；3. 木质部（xylem）；4. 木纤维（xylon）；5、6. 韧皮纤维

（phloem fiber）；7. 薄壁细胞淀粉粒（granule of starch）；8. 薄壁

细胞黄棕色物（yellow secretion in parenchyma cell）；9. 分泌细胞

（secretory cell）；10. 韧皮纤维（偏光）[phloem fiber（polarized）]；
11. 草酸钙方晶（regular crystal）；12. 导管（vessel）。

2.3　TLC 鉴别

　　取样品粗粉约 1 g，加甲醇 10 mL，超声处
理 30 min，过滤，取滤液，作为供试品。另取染
料木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0.2 

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参照薄层色谱法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0502）试验，吸
取对照品溶液 1 µL、供试品溶液 2 µL，分别点于
同一聚酰胺薄层板上，以 36% 乙酸为展开剂，展
开，取出，晾干，喷以 2% 三氯化铝乙醇溶液，
热风加热 1 min，置紫外光灯（365 nm）下检视。
结果显示，供试品色谱在与对照品相应的位置
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且大叶千斤拔与伪品山
豆根的色谱有明显区别，详见图 3。

图 3　千斤拔薄层色谱图

Fig 3　TLC chromatogram of Moghania macrophylla
注（Note）：1. 染 料 木 苷 对 照 品（reference substance of 

genistin）；2. 千斤拔对照药材（reference crude herb）；3 ～ 10. 大叶

千斤拔 [sample of Moghania macrophylla（Willd.）O. Kuntze]；11. 蔓
性千斤拔（Moghania philippinessis）；12. 绣毛千斤拔（Moghania 
ferruginea）；13. 混淆品山豆根（Sophora tonkinensis Gagnep）。

表 2　大叶千斤拔各项指标测定结果 
Tab 2　Determination of Moghania macrophylla

编号 水分 /%
总灰

分 /%
浸出

物 /%
染料木苷

含量 /%
黄曲霉含量 /
（µg·kg － 1）

重金属及有害物质 /（mg·kg － 1） 有机氯农药残留 /（mg·kg － 1）

铅 镉 砷 汞 铜 总六六六 总滴滴涕 五氯硝基苯

1 9.16 1.79 12.59 0.05 1.79 0.72 0.023 0.14 0.0029 3.37 0 0 0
2 9.23 3.28   8.76 0.04 0 0.76 0.060 0.12 0.0043 5.04 0 0 0
3 9.13 2.97 15.22 0.06 0 0.50 0.052 0.14 0.0043 3.80 0 0 0
4 8.23 1.67 16.33 0.05 0 0.24 0.046 0.12 0.0024 3.75 0 0 0
5 8.52 2.38 10.55 0.05 3.79 0.94 0.058 0.13 0.0052 4.52 0 0 0
6 9.02 3.46 14.89 0.05 1.29 0.86 0.059 0.14 0.0042 6.40 0 0 0
7 9.07 4.35 15.18 0.06 0 0.40 0.044 0.12 0.0026 5.28 0 0 0
8 8.17 3.78 12.55 0.08 1.07 0.24 0.046 0.11 0.0031 4.58 0 0 0
9 9.57 4.61   8.93 0.03 0 0.24 0.045 0.12 0.0034 3.38 0 0 0
10 9.45 2.19 14.07 0.05 0 0.31 0.041 0.12 0.0032 4.86 0 0 0
11 8.02 1.99 10.39 0.04 0 0.25 0.038 0.10 0.0036 6.16 0 0 0
12 9.45 3.25 13.78 0.07 1.31 0.27 0.052 0.13 0.0029 5.38 0 0 0
13 8.49 4.68 16.06 0.08 0 0.45 0.049 0.12 0.0035 4.23 0 0 0
14 9.72 2.75 11.20 0.07 0 0.32 0.035 0.14 0.0034 4.71 0 0 0
15 9.26 3.57 12.37 0.07 0 0.29 0.051 0.11 0.0031 5.02 0 0 0

2.4　水分

　　按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水分测定法 [3]

项下方法测定样品水分。结果表明，15 批样品水
分在 8.02% ～ 9.72%（见表 2），故拟订大叶千斤
拔含水分不得过 12%。
2.5　总灰分

　　按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总灰分测定

法 [3] 测定样品灰分。结果表明，15 批样品总灰分
在 1.67% ～ 4.68%（见表 2），故拟订大叶总灰分
不得过 6.0%。
2.6　浸出物

　　按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醇溶性浸出物
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 [3] 测定样品浸出物。结果表
明，15 批样品浸出物在 8.76% ～ 16.33%（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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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值下浮 20% 为 10.3%，故拟订大叶千斤拔
浸出物不得少于 10%。
2.7　重金属及有害物质

　　按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铅、镉、砷、
汞、铜的测定法 [3] 测定样品重金属及有害物质。
结果表明，15 批样品铅在 0.24% ～ 0.94%，镉在
0.023% ～ 0.060%， 砷 在 0.10% ～ 0.14%， 汞 在
0.0024% ～ 0.0052%，铜在 3.37% ～ 6.40%。参考
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甘草、白芍、西洋参等
品种项下的相关规定，拟订大叶千斤拔重金属及
有害物质的限度：铅不得过 5 mg·kg－ 1，镉不得
过 1 mg·kg－ 1，砷不得过 2 mg·kg－ 1，汞不得过 0.2 
mg·kg－ 1，铜不得过 20 mg·kg－ 1。
2.8　有机氯类农药残留

　　按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农药残留量
测定法项下第一法 [3] 测定样品有机氯类农业残
留。结果表明，15 批样品总六六六、总滴滴涕、
五氯硝基苯均为 0。
2.9　黄曲霉毒素

　　按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黄曲霉毒素
测定法项下的第二法 [3] 测定样品。结果表明，15
批样品黄曲霉毒素浓度在 0 ～ 3.79 µg·kg－ 1。参
考 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大枣、肉豆蔻等品
种项下的相关规定，拟订大叶千斤拔黄曲霉毒素
的限度：每 1000 g 含黄曲霉毒素 B1 不得过 5 μg，
黄曲霉毒素 G2、黄曲霉毒素 G1、黄曲霉毒素 B2

和黄曲霉毒素 B1 总量不得过 10 μg。
2.10　含量测定

2.10.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染料木苷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加 70% 甲醇制成每 1 mL 含染
料木苷 46 μg 的溶液，即得。
2.10.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粉碎，过三
号筛，称取粉末约 1.0 g，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
加入 70% 甲醇 25 mL，密塞，称定重量，超声处
理（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30 min，放冷，称
定重量，补重，摇匀，6000 r·min－ 1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2.10.3　 色 谱 条 件　 采 用 Agilent Zorbax SB-
phenyl 色 谱 柱（4.6 mm×250 mm，5 μm）， 流
动相为乙腈（A）-0.5% 乙酸水溶 液（B），梯
度 洗 脱（0 ～ 20 min，10% → 20%A；20 ～ 40 
min，20% → 30%A；40 ～ 60 min，30% → 
50%A；60 ～ 80 min，50% → 70%A；80 ～ 90 
min，70% → 90%A），流速 1.0 mL·min－ 1，柱
温 30℃，检测波长 260 nm。理论板数按染料木

苷峰计算应不低于 3000。
2.10.4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和供
试品溶液各 1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即
得。典型色谱图见图 4。

图 4　千斤拔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4　HPLC chromatogram of Moghania macrophylla
A. 对照品溶液（reference）；B. 供试品溶液（sample）

2.10.5　方法学验证
　　① 线性关系考察：取染料木苷对照品溶液，分
别配制成 5、10、20、40、64、80 μg·mL－ 1，进样
体积为 10 μL，记录峰面积。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X，
峰面积为纵坐标 Y 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线性回归，
线性范围 0.05 ～ 0.80 ng，回归方程 Y ＝ 6×106X －

2.679×104，相关系数 0.9999，表明线性关系良好。
　　② 精密度试验：取“2.10.1”项下对照品溶液
连续进样 6 次，染料木苷峰面积的 RSD 为 0.5%，
表明方法精密度良好。
　　③ 稳定性试验：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4、8、16、24 h 进样测定峰面积，染料木
苷峰面积的 RSD 为 1.1%，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④ 重复性试验：分别精密称取同一千斤拔样
品 6 份，按“2.10.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测得染料木苷平均含量为 1.30 mg·g－ 1，RSD 为
2.0%，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⑤ 加样回收试验：精密称取已知成分含量的
千斤拔样品 0.5 g，精密加入 0.02 mg·mL－ 1 染料
木苷对照品溶液 25 mL，按“2.10.2”项下方法平
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染料木
苷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6.7%，RSD 为 1.3%，符
合要求。
　　⑥ 耐用性试验：取同一供试品溶液，采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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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高效液相色谱仪、3 根不同品牌的苯基柱进行
测定，染料木苷含量的 RSD 为 1.5%，表明方法
的耐用性较好。
2.10.6　样品测定　取 15 批样品各适量，参照文
献方法 [18] 检测样品含量。结果染料木苷的平均含
量为 0.06%，以该值下调 20% 则为 0.048%，故
拟订本品含染料木苷含量不得少于 0.04%。
3　讨论

　　目前，千斤拔药材的质量标准未收录至《中国
药典》，在云南、广西、湖南等省的地方标准中
仅体现为性状、鉴别、浸出物等检查项。本文在
此基础上新增含量、重金属及有害物质、黄曲霉、
有机氯农药残留的研究，为其质量标准提升提供
数据支撑；在现有地方标准中薄层鉴别方法多使
用千斤拔对照药材（蔓性千斤拔）或者羽扇豆醇对
照品，本文新建以染料木苷为对照的大叶千斤拔
的薄层鉴别方法，使其能有效的区别同为豆科的
山豆根（混淆品），增强了方法专属性。在薄层色
谱方法中笔者对比了 G254 薄层板和聚酰胺薄层
板，对照物质考察了千斤拔对照药材、染料木苷、
染料木素，发现聚酰胺薄层板的斑点更加清晰，
分离效果更好；大叶千斤拔与对照药材两者在固
定相上区别较为明显，主斑点数及颜色都有差异；
染料木素和染料木苷两个成分极性相差较大，同
时在薄层板上作为对照品的效果不理想，而染料
木素的分离效果不如染料木苷。最终条件选择了
聚酰胺薄层板，以染料木苷为对照，以 36% 乙酸
为展开剂建立检测方法，条件简单，易于操作。
　　考察了不同的提取方式、提取溶剂和提取时
间对色谱图的影响。结果表明染料木苷色谱峰受
提取方式的影响较大。6''-O- 丙二酰染料木苷对
热不稳定 [19]，加热时会转化为染料木苷，因此，
本研究选择超声提取的方式以避免加热导致6''-O-
丙二酰染料木苷转化。3 种溶剂中 70% 甲醇的提
取效率最优，而 30 min 与 60 min 的提取效果相
近，最终选择 70% 甲醇超声提取 30 min。
　　大叶千斤拔的主要成分包括糖类、苷类、黄
酮类、鞣质、酚类、氨基酸、甾体、皂苷、有机酸、
生物碱、挥发油、蒽醌类化合物等 [20]，其中染料
木苷成分药理作用丰富，是含量较高的黄酮类成
分，且保留时间靠前，分离度、色谱峰纯度等方
面均符合含量测定要求，故选定染料木苷作为大
叶千斤拔药材含量测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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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测定叶下珠中 7 种成分的含量

秦鹏1，柏玉冰1，唐锋1，李洪权2*（1.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07；2. 株洲市食品药品检验

所，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目的　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叶下珠中柯里拉京、短叶苏木酚、芦

丁、槲皮素、山柰酚、原儿茶酸、没食子酸 7 种成分的含量。方法　叶下珠以 70% 甲醇超声

提取，采用 Welch Xtimate C18（150 mm×4.6 mm，5 μm）色谱柱，以含 10 mmol·L－ 1 乙酸铵

的 0.1% 甲酸水溶液（A）- 乙腈（B）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流速 0.8 mL·min－ 1，柱温 30℃，

进样量 2 μL。采用电喷雾离子源，进行负离子扫描。结果　柯里拉京、短叶苏木酚、槲皮素、

山柰酚、芦丁、原儿茶酸和没食子酸分别在 0.500 ～ 50.0、0.0260 ～ 2.60、0.001 30 ～ 0.130、
0.005 00 ～ 0.500、0.320 ～ 32.0、0.007 00 ～ 0.700、0.300 ～ 30.0 μg·mL－ 1 内与峰面积线性

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8.6%、103.8%、100.4%、101.3%、100.8%、99.6% 和 98.1%；

含量分别为 359.5 ～ 1200、7.254 ～ 36.34、0.1175 ～ 0.6352、2.649 ～ 0.4698、124.9 ～ 443.5、
1.254 ～ 3.214 和 12.88 ～ 70.65 μg·g－ 1。结论　该方法高效、准确、灵敏度高，可用于叶下

珠药材中上述 7 种成分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叶下珠；酚酸；黄酮；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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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7 components in Phyllanthus urinaria L. by UPLC-MS/MS

QIN Peng1, BAI Yu-bing1, TANG Feng1, LI Hong-quan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2. Zhuzhou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Zhuzhou  Hunan  412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corilagin, brevifolin, quercetin, 
kaempferol, rutin, protocatechuic acid, and gallic acid in Phyllanthus urinaria L.. Methods  Phyllanthus 
urinaria L. was extracted by ultrasound with 70% methanol.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 Welch Xtimate C18 column (150 mm×4.6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0.1% formic acid solution containing 10 mmol·L － 1 ammonium acetate (A) and acetonitrile (B)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0.8 mL·min －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 μL. The mass spectra was obtained b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n the negative ion mode. 
Results  Corilagin, brevifolin, quercetin, kaempferol, rutin, protocatechuic acid and gallic acid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0.500 － 50.0, 0.0260 － 2.60, 0.001 30 － 0.130, 0.005 00 － 0.500, 0.320 － 32.0, 
0.007 00 － 0.700 and 0.300 － 30.0 μg·mL－ 1,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them was 98.6%, 
103.8%, 100.4%, 101.3%, 100.8%, 99.6% and 98.1%,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the 7 components 
was 359.5 － 1200, 7.254 － 36.34, 0.1175 － 0.6352, 2.649 － 0.4698, 124.9 － 443.5, 1.254 － 3.214, 
and 12.88 － 70.65 μg·g－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highly efficient, accurate and 
sensitive, which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7 components in Phyllanthus urinaria L.. 
Key words: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Phyllanthus 
urinaria L.; phenolic acid; flavone;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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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下珠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叶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 的干燥全草，收载于各地方
标准，性微苦、凉，归肝、脾经，具有清热、利
湿、解毒、消肿的功效 [1-4]。叶下珠含有木脂素 [5]、
香豆素 [6]、萜类 [7-8]、黄酮 [9]、酚酸 [10]、有机酸 [11]、
生物碱 [12] 等成分，具有抗病毒 [13]、抗肿瘤 [14]、
抗菌 [15]、抗氧化 [16] 及护肝 [17] 等药理作用。
　　根据已有活性研究可知，抗病毒的作用成分
为柯里拉京等 [18]，抗菌的作用成分为柯里拉京、
没食子酸和原儿茶酸等 [19-20]，抗肿瘤的作用成分
为柯里拉京、芦丁、槲皮素和山柰酚等 [21-23]，抗
氧化的作用成分为柯里拉京、没食子酸、原儿茶
酸、槲皮素和山柰酚等 [24-26]，护肝的作用成分为
短叶苏木酚等 [27]。
　　为准确把握叶下珠的用法用量，对这些功效
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已有研究
中对这些成分建立了含量测定方法 [28-33]，但这些
方法仍有可改进之处，如在分析多成分时为达到
一定分离度，信号采集时间较长 [28-29]；单次分析
成分数量较少 [30-32]；方法灵敏度不高 [33] 等。这
些都可能影响含量测定的高效性和准确性。而基
于质荷比分析的色谱 - 串联质谱法几乎不依赖于
峰与峰之间的分离度，信号采集时间短，灵敏度
高 [34]，可优化上述问题。且目前尚未发现有基于
此方法对叶下珠中上述功效成分进行含量测定的
相关报道。
　　因此，本研究特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
质谱（UPLC-MS/MS）法建立叶下珠中 7 种功效
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以期更高效、准确地测定
其含量。
1　材料

1.1　试药

　　 槲 皮 素（纯 度：97.4%， 批 号：100081-
200907）、山柰酚（纯度：95.9%，批号：110861-
200808）、 芦 丁（纯 度：90.5%， 批 号：100080-
200707）、原儿茶酸（纯度：99.9%，批号：110809-
201205）、没食子酸（纯度：91.5%，批号：110831-
201906）（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柯里拉京
（北京坛墨质检科技有限公司，纯度：98.0%，批
号：A0647）；短叶苏木酚（长沙诚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纯度：98.0%，批号：20032403）；乙腈、
甲醇（色谱纯，霍尼韦尔有限公司）；甲酸、乙酸
铵（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叶下
珠样品信息见表 1。所有批次药材经株洲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胡冠宇主管药师鉴定均为大戟科叶下

珠属植物叶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 的干燥全
草。所有批次药材均经粉碎后过 4 号筛，备用。
1.2　仪器

　　XSE 205DV 电子天平（精度：0.01 mg，梅
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HNS-SY-150 超声波
仪（40 kHz，400 W，北京恒奥德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Agilent 1290 Infinity Ⅱ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QTRAP 4500 三重四极
杆质谱（上海爱博才思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表 1　样品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f sample

序号 批号 产地 药材提供企业

1 190901 湖南 湖南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 20191002 河南 湖南馨恒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3 2019102604 四川 湖南然润堂中药有限公司

4 18051102 湖南 湖南中医药研究院

5 1808060462 湖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 201912007 广西 湖南省博世康中医药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采用 Welch xtimate C18 色谱柱（150 mm×4.6 
mm，5 μm），以含 10 mmol·L－ 1 乙酸铵的 0.1%
甲酸水溶液（A）- 乙腈（B）为流动相，梯度洗脱
（0 ～ 6 min，10% → 85%B；6 ～ 8 min，85% → 
95%B；8 ～ 8.5 min，95% → 10%B；8.5 ～ 10.0 
min，10%B），流速 0.8 mL·min－ 1，采集时间为
10 min，柱温为 30℃，进样量 2 μL。
2.2　质谱条件　

　　电喷雾电离源（ESI），负离子扫描，多反应
监测（MRM），离子源温度：550℃，电喷雾电
压：－ 4500 V，气帘气：35.0 psi，离子源气 1：
55 psi，离子源气 2：55 psi，碰撞气：氩气。各
成分的质谱参数见表 2。
2.3　溶液的制备

2.3.1　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精密称取不同质量的柯
里拉京、短叶苏木酚、槲皮素、山柰酚、芦丁、原
儿茶酸、没食子酸对照品，置 25 mL 棕色量瓶中，
加 70% 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经
含量折算，上述各对照品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0.500、
0.260、0.130、0.500、0.320、0.700、0.300 mg·mL－ 1。
对照品总离子流和提取离子色谱图见图 1。
2.3.2　供试品溶液　取叶下珠粉末（粉碎后过 4 号
筛），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70% 甲醇溶液 40 
mL，称量，超声（400 W，40 kHz）提取 20 min，
静置至室温，再称量，用 70% 甲醇溶液补足减失
的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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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负离子模式下 7 种成分的保留时间及质谱参数 
Tab 2　Retention time and UPLC-MS/MS parameters of the 7 

components in the neagtive ion mode

名称
母离子 /
（m/z）

子离子 /
（m/z）

去簇电压 /
V

碰撞能

量 /V
保留时间 /

min
柯里拉京 633.1 301.0 － 157 － 49 3.13
短叶苏木酚 247.1 191.1 － 80 － 22 7.71
槲皮素 301.1 105.9 － 114 － 26 4.89
山柰酚 285.2 117.0 － 118 － 47 5.38
芦丁 609.3 299.9 － 160 － 48 3.50
原儿茶酸 153.1 108.9 － 62 － 18 3.02
没食子酸 168.7 124.8 － 63 － 19 2.47

项下条件进行测定，以质量浓度 C（ng·mL－ 1）为
横坐标，峰面积 A 为纵坐标，计算 7 个成分的线性
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3。

表 3　线性关系结果 (n ＝ 7) 
Tab 3　Linearity of the 7 components (n ＝ 7)

成分 回归方程 R2

柯里拉京 Y ＝ 6.595×105X ＋ 3.792×103 1.000
短叶苏木酚 Y ＝ 1.193×106X － 6.112×103 0.9999
槲皮素 Y ＝ 6.750×106X － 2.625×103 0.9998
山柰酚 Y ＝ 1.125×106X ＋ 2.350×103 0.9996
芦丁 Y ＝ 8.521×105X － 3.848×103 1.000
原儿茶酸 Y ＝ 1.579×107X － 2.973×104 0.9996
没食子酸 Y ＝ 2.064×107X ＋ 6.815×104 0.9998

2.4.2　精密度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按照
“2.1”和“2.2”项下条件分别连续进样 6 次，记
录各成分峰面积并计算 RSD。结果柯里拉京、短
叶苏木酚、槲皮素、山柰酚、芦丁、原儿茶酸和
没食子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65%、0.88%、
0.72%、0.89%、0.76%、0.60% 和 0.73%，表明仪
器精密度良好。
2.4.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1 号样品），
称取 6 份，按照“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记录各成分峰面积并计算 RSD。
结果柯里拉京、短叶苏木酚、槲皮素、山柰酚、
芦丁、原儿茶酸和没食子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0%、1.2%、1.3%、1.5%、1.2%、1.4% 和 1.4%，
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4.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1 号样品）的
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4、8 和 12 h 进样分析，
记录各成分峰面积并计算 RSD。结果各成分峰面积
的 RSD 分别为 2.0%、2.0%、2.0%、1.8%、2.5%、2.1%
和 1.9%，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
2.4.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1 号样
品）6 份，每份约 0.5 g，精密称定，分别加入绝
对含量接近 0.5 g 药材所含含量的对照品溶液后，
按“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分析，
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柯里拉京、短叶苏木酚、
槲皮素、山柰酚、芦丁、原儿茶酸和没食子酸
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8.6%、103.8%、100.4%、
101.3%、100.8%、99.6% 和 98.1%，RSD 分 别 为
1.6%、1.3%、1.7%、2.2%、1.8%、2.0% 和 1.6%，
表明本方法回收率良好。
2.5　样品测定

下珠样品总离子流和提取离子色谱图见图 2。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3.1”项下混合
对照品储备液适量，用 70% 甲醇溶液稀释得系列质
量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柯里拉京：0.500 ～ 50.0 
μg·mL－ 1；短叶苏木酚：0.0260 ～ 2.60 μg·mL－ 1；
槲皮素：0.001 30 ～ 0.130 μg·mL － 1；山柰酚：
0.005 00 ～ 0.500 μg·mL － 1；芦丁：0.320 ～ 32.0 
μg·mL－ 1；原儿茶酸：0.007 00 ～ 0.700 μg·mL－ 1；
没食子酸：0.300～30.0 μg·mL－1），按“2.1”和“2.2”

图 1　叶下珠混合对照品总离子流和提取离子色谱图

Fig 1　Total ion current chromatogram and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 of Phyllanthus urinaria L. mixture reference

图 2　叶下珠样品总离子流和提取离子色谱图

Fig 2　Total ion current chromatogram and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 of Phyllanthus urinaria L.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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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称取 6 批次不同批号的叶下珠各 2 份，
分别按照“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

照“2.1”和“2.2”项下条件进样测定，代入线性
回归方程计算 7 种成分含量，结果见表 4。

表 4　6 批次样品 7 种成分的含量 (μg·g － 1，n ＝ 2) 
Tab 4　Contents of the 7 components in 6 batches of samples (μg·g － 1，n ＝ 2)

序号 柯里拉京 短叶苏木酚 槲皮素 山柰酚 芦丁 原儿茶酸 没食子酸

1 549.0 14.49 0.1203 0.5558 228.7 1.283 31.55
2 654.3 26.34 0.6352 0.6789 399.6 1.254 56.15
3 359.5 18.64 0.4562 1.245 124.9 1.546 12.88
4 1085 7.254 0.1175 1.776 154.6 2.645 34.25
5 635.4 30.45 0.2354 2.649 236.4 1.590 25.69
6 1200 36.34 0.1781 0.4698 443.5 3.214 70.65

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制备条件考察

3.1.1　提取溶剂的比较　本研究比较了 30% 甲
醇、50% 甲醇、70% 甲醇、90% 甲醇作为提取溶
剂，以 7 种成分的峰面积大小为判断依据，确定
最佳提取溶剂。结果当甲醇浓度为 70% 时，7 种
成分的峰面积均达到最大值。因此，选择 70% 甲
醇为提取溶剂。
3.1.2　提取时间的比较　本研究比较了 10、20
和 30 min 的提取时间，以 7 种成分的峰面积不再
增加为判断依据，确定最佳提取时间。结果 7 种
成分均在提取 20 min 时达到最大值。而当提取时
间为 30 min 时，部分成分含量不增反降，尤其是
原儿茶酸和没食子酸，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超声时
间的增加，水温升高，促使部分酚酸被氧化。因
此，20 min 为最佳提取时间。
3.1.3　提取体积的比较　本研究比较了 30、40
和 50 mL 的提取体积，以 7 种成分的峰面积与
其提取所加入溶剂体积的乘积达到上限为判断依
据，确定最佳提取体积。结果发现当提取体积为
40 mL 时，其峰面积与提取时所加入溶剂的体积
的乘积已经达到上限，因此，40 mL 为最佳提取
体积。
3.2　色谱条件优化

3.2.1　色谱柱的选择　本研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
色 谱 柱，Welch Xtimate C18（4.6 mm×150 mm，
5 μm） 和 Thermo Acclaim 120 C18（4.6 mm×150 
mm，5 μm），以 7 种成分的分子离子峰的保留性
和峰形等因素为判断依据，确定更为合适的色谱
柱。根据试验结果，两款色谱柱均获得了较为合
适的保留时间和较好的峰形，但仍有区别。当使
用 Thermo Acclaim 120 C18 柱时，原儿茶酸、没食
子酸、短叶苏木酚和柯里拉京峰稍有前延，槲皮
素和山柰酚峰稍有拖尾；而当使用 Welch Xtimate 

C18 色谱柱，峰形均未出现峰拖尾和前延的现象。
因此，选择 Welch Xtimate C18 色谱柱较为合适。
3.2.2　流动相系统的选择　本研究比较了 3 种不
同的流动相系统，包括乙腈 - 水、乙腈 -0.1% 甲
酸水溶液和乙腈 - 含 10 mmol·L－ 1 乙酸铵的 0.1%
甲酸水溶液，以 7 种成分的分子离子峰的峰形为
判断依据，确定更为合适的流动相系统。结果发
现当选择乙腈 - 水作为流动相时，槲皮素、没食
子酸稍有拖尾；当选择乙腈 -0.1% 甲酸溶液水作
为流动相时，短叶苏木酚稍有拖尾；而选择以乙
腈 - 含 10 mmol·L－ 1 乙酸铵的 0.1% 甲酸水溶液
作为流动相时，峰形均较为对称。因此，选择乙
腈 - 含 10 mmol·L－ 1 乙酸铵的 0.1% 甲酸水溶液
较为合适。
3.2.3　水相起始比例的选择　本研究比较了水相
90%、70% 和 50% 3 种不同起始比例，以 7 种成
分的分子离子峰的峰形为判断依据，确定最佳水
相起始比例。发现不同起始比例情况下，峰形差
异较大。当水相起始比例为 90% 时，各峰峰形较
好；当起始比例降低至 70% 时，7 种成分的峰形
变差，出现不同程度的峰前延和拖尾现象；当降
低至 50% 时，峰前延和拖尾现象加剧，尤其是原
儿茶酸、没食子酸的峰前延和槲皮素、山柰酚峰
拖尾现象，甚至，柯里拉京出现峰分叉的现象。
因此，选择 90% 的水相作为起始比例较为合适。
3.3　总结

　　综上，基于上述供试液制备条件的考察、色
谱条件的优化、质谱参数的建立及方法学考察等，
本研究首次建立了叶下珠中柯里拉京、短叶苏木
酚、槲皮素、山柰酚、芦丁、原儿茶酸和没食子
酸 7 种成分的 UPLC-MS/MS 含量测定方法。本方
法的完成，可更为高效、准确地测定叶下珠中多
种成分的含量，为基于这些成分的叶下珠药用价
值开发奠定了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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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诃止咳颗粒的质量标准研究

任晓蕾，庄岩，刘华石，霍金海*（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哈尔滨　150036）

摘要：目的　建立风诃止咳颗粒质量标准。方法　采用薄层色谱法对复方中诃子、栀子、山楂、

甘草进行定性鉴别，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制剂中防风药材升麻苷、升麻素、5-O- 甲基维

斯阿米醇苷、亥茅酚苷、花椒毒素含量，采用 Kromasil 100-5C18（250 mm×4.6 mm，5 μm）柱；

以水为流动相 A，甲醇溶液为流动相 B，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254 nm；流速为 1.0 mL·min－ 1；

进样量为 10 μL。结果　薄层色谱斑点清晰且阴性样品无干扰，升麻苷、升麻素、5-O- 甲基维

斯阿米醇苷、亥茅酚苷、花椒毒素分别在 0.1 ～ 2.0、0.016 ～ 0.32、0.07 ～ 1.4、0.018 ～ 0.36、
0.002 ～ 0.04 mg·mL－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5.3% ～ 99.3%（RSD ＝

2.2%）、96.2% ～ 101.5%（RSD ＝ 2.0%）、95.4% ～ 100.8%（RSD ＝ 1.3%）、95.6% ～ 101.1%
（RSD ＝ 2.7%）、97.3% ～ 101.3%（RSD ＝ 2.7%）。结论　所建立的方法准确、简便，可用于

风诃止咳颗粒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风诃止咳颗粒；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法；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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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standard for Fenghe Zhike granules

REN Xiao-lei, ZHUANG Yan, LIU Hua-shi, HUO Jin-hai*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36)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Fenghe Zhike granules. Methords  TLC was 
used to qualitatively identify the compound myrobalan, gardenia, hawthorn and liquorice respectively.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prim-O-glucosylcimifugin, cimicifugin, 
5-O-methylvisamminoside, hesperidin and zanthoxylin in Saposhnikovia divaricata.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Kromasil 100-5C18 (250 mm×4.6 mm, 5 μm) column with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water-methanol at the flow rate of 1.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length was 254 nm, and the 
sample size was 10 μL. Results  TLC spots were clear and well separated without negative interference. 
The linearity of prim-O-glucosylcimifugin, cimicifugin, 5-O-methylvisamminoside, hesperidin and 
zanthoxylin was 0.1 － 2.0, 0.016 － 0.32, 0.07 － 1.4, 0.018 － 0.36 and 0.002 － 0.04 mg·mL－ 1. 
The recoveries were 95.3% － 99.3% (RSD ＝ 2.2%), 96.2% － 101.5 % (RSD ＝ 2.0%), 95.4 －

100.8% (RSD ＝ 1.3%), 95.6% － 101.1% (RSD ＝ 2.7%), and 97.3% － 101.3% (RSD ＝ 2.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ethod is simple and accurate, which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Fenghe Zhike granules.
Key words: Fenghe Zhike granule;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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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诃止咳颗粒为本院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药产品，以本院临床使用多年的治疗咳喘的医院
制剂为基础，由防风、诃子、栀子、山楂、甘草

等 8 味中药组成，具有止咳、平喘、化痰、利咽
之功效，对痰内伏于肺引起的咳嗽、咳吐不利、
痰黏难出、呼吸急促、喉间哮鸣、咽痛等症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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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疗效。为了对制剂质量进行控制，本研究
建立风诃止咳颗粒质量标准，采用薄层色谱法
（TLC）对制剂中诃子、栀子、山楂、甘草进行
定性鉴别，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同时测
定制剂防风药材中升麻苷、升麻素、5-O- 甲基维
斯阿米醇苷、亥茅酚苷、花椒毒素的含量，提高
原制剂质量标准，为开发治疗咽痛咳喘的中药新
药风诃止咳颗粒奠定基础。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Waters e2695 型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Waters 
2489 型紫外检测器（美国沃特世），KQ-300DB 超
声清洗机（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BP211D 型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HWS26 型水浴
锅（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甘草对照药材（批号：120904-201519，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诃子（批号：DZYC-K-003）、
山楂（批号：DZYC-S-022）对照药材（成都彼斯
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草苷（批号：G-009-
161230）、栀子苷（批号：RFS-Z00311802022）、升
麻 苷（批 号：S-004-150421）、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醇苷（批号：J-002-150420）、升麻素（批号：
S-007-150421）、亥茅酚苷（批号：H-027-150915）、
花椒毒素（批号：H-035-150729）（对照品，纯度＞

98%，成都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硅胶 G 薄
层板（青岛海洋化工厂）；甲醇为色谱纯（德国默
克），水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诃子的薄层鉴别 [1-2]

　　取本品 8 g，加无水乙醇 30 mL，超声处理 30 
min（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滤过，滤液蒸
干，残渣加无水乙醇 1 mL 溶解，作为供试品溶
液。按处方制备不含诃子药材的阴性样品，取该
阴性样品粉末 8 g，同法制成阴性样品溶液。另取
诃子对照药材 1 g，同法制备对照药材溶液。照薄
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 2 种溶液
10 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三氯甲
烷 - 乙酸乙酯 - 甲酸（3∶2∶1）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晾干，喷以 10% 硫酸乙醇溶液，105℃加
热至斑点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
谱相应的位置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见图 1）。
2.2　甘草的薄层鉴别 [3-5]

　　取本品 10 g，加乙醚 60 mL，加热回流 1 h，
滤过，弃去乙醚液，残渣加甲醇 60 mL，加热回

流 1 h，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水 40 mL 使溶
解，以正丁醇震摇提取 3 次，每次 20 mL，合并
正丁醇液，用水洗涤 3 次，弃去水液，正丁醇液
蒸干，残渣加 5 mL 甲醇使溶解，置中性氧化铝柱
（100 ～ 200 目，15 g，内径为 1.5 cm），用 40%
甲醇 150 mL 洗脱，收集洗脱液，蒸干，残渣加甲
醇 1 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按处方制备不
含甘草药材的阴性样品，取该阴性样品粉末 10 g，
同法制成阴性样品溶液。另取甘草对照药材 1 g，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再取甘草苷对照品，加
甲醇制成每 l mL 含 2 mg 的溶液。照薄层色谱法
（通则 0502）试验，吸取供试品溶液、甘草对照
药材、甘草对照品溶液上述 4 种溶液各 10 μL，对
照品溶液 5 μL 分别点于同一块硅胶 G 薄层板上，
以乙酸乙酯 - 甲酸 - 冰醋酸 - 水（15∶1∶1∶2）为
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10% 硫酸乙醇
溶液，在 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
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和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
置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见图 2）。
2.3　栀子的薄层鉴别

　　取本品 10 g，加 50% 甲醇 25 mL，超声处理
40 min（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滤过，取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按处方制备不含栀子药材
的阴性样品，取该阴性样品粉末 10 g，同法制成
阴性样品溶液。取栀子对照药材 l g，同法制成对
照药材溶液。另取栀子苷对照品，加乙醇制成每
1 mL 含 4 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
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 4 种溶液各
5 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
酯 - 丙酮 - 甲酸 - 水（5∶5∶1∶1）为展开剂，展

                                   1         2         3          4         5
图 1　诃子薄层色谱 
Fig 1　TLC chromatogram of Terminalia chebula Retz.
1 ～ 3. 供试品（sample）；4. 诃子对照药材（reference of Terminalia 
chebula Retz.）；5. 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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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取出，晾干，喷以 10% 硫酸乙醇溶液，在
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
与对照药材色谱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同颜色的斑点，结果见图 3。

                                  1       2       3        4       5          6
图 3　栀子薄层色谱

Fig 3　TLC chromatogram of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
1 ～ 3. 供 试 品 溶 液（sample）；4. 对 照 药 材 溶 液（reference of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5. 桅子苷对照品（geniposide）；6. 阴性

样品（negative sample）

2.4　山楂的薄层鉴别

　　取本品 10 g，加水 60 mL，加热回流 2.5 h，
滤过蒸干，残渣加甲醇 1 mL 溶解，作为供试品
溶液。按处方制备不含山楂药材的阴性样品，取
该阴性样品粉末 10 g，同法制成阴性样品溶液。
取栀子对照药材 l 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
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供试品
溶液、对照药材溶液及阴性样品溶液各 10 μL，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板，以正己烷 - 三氯甲烷 -
乙酸乙酯（5∶2.5∶6）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喷以 10% 硫酸乙醇试液，在 105℃加热，
至呈紫红斑点，结果见图 4。

                                1           2           3           4          5
图 4　山楂薄层色谱

Fig 4　TLC chromatogram of 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
1 ～ 3. 供 试 品 溶 液（sample）；4. 山 楂 对 照 药 材（reference of 
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5. 阴性样品溶液（negative sample）

2.5　HPLC 法测定

2.5.1　色谱条件　色谱柱：Kromasil 100-5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以水为流动相
A，甲醇为流动相 B，梯度洗脱（0 ～ 15 min，
65%A；15 ～ 25 min，65% ～ 45%A；25 ～ 35 
min，45%A；35 ～ 40 min，45%A）；检测波长
为 254 nm；柱温 30℃；流速 1.0 mg·mL－ 1；进
样量 10 μL。
2.5.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
升麻苷、升麻素、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亥茅
酚苷、花椒毒素，加甲醇配制成质量浓度依次为
4000、2800、640、720、80 µg·mL－ 1 的混合对
照品溶液。
2.5.3　供试品和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
末 1 g，精密称定，加入甲醇 25 mL，称定重量，
回流提取 40 min，取出，放至室温，称重，以甲
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
得。按处方制备不含防风药材的阴性样品，取该
阴性样品粉末 1 g，同法制成阴性样品溶液。
2.5.4　专属性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及阴性样品溶液各 10 μL，注入液相
色谱仪，在“2.5.1”项色谱条件下，5 种成分能较
好分离，且阴性样品溶液无干扰，结果见图 5。
2.5.5　线性关系考察　按“2.5.2”项下方法配制
混合对照品溶液，升麻苷、5-O- 甲基维斯阿米
醇苷、升麻素、亥茅酚苷、花椒毒素的系列质量
浓度作为线性溶液，在“2.5.1”项色谱条件下进
样测定，记录峰面积，以峰面积积分值 Y 为纵坐
标，以质量浓度 X（µg·mL－ 1）为横坐标，进行
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见表 1。
2.5.6　精密度试验　取“2.5.3”项下供试品溶液，

                                 1        2        3         4        5       6
图 2　甘草薄层色谱 
Fig 2　TLC chromatogram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1 ～ 3. 供 试 品 溶 液（sample）；4. 甘 草 对 照 药 材（reference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5. 甘草苷对照品（liquiritin）；6. 阴性

样品溶液（negativ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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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5.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以峰面
积计算升麻苷、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升麻
素、亥茅酚苷及花椒毒素的 RSD 值分别为 0.48%、
1.4%、1.1%、0.90%、1.3%，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7　重复性试验　取本品 6 份，按“2.5.3”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升麻
苷、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升麻素、亥茅酚
苷及花椒毒素 RSD 分别为 0.73%、1.6%、1.0%、
0.85%、1.8%，结果显示方法重复性良好。
2.5.8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10 
μL，按“2.5.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于 0、2、4、8、
12、24 h 测定峰面积，结果升麻苷、5-O- 甲基维
斯阿米醇苷、升麻素、亥茅酚苷及花椒毒素 RSD
值 分 别 为 0.20%、0.46%、1.4%、0.85%、2.1%，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5.9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样品 6 份，按
含量 1∶1，分别精密加入升麻苷、5-O- 甲基维斯
阿米醇苷、升麻素、亥茅酚苷及花椒毒素对照品
溶液，按“2.5.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在
“2.5.1”项条件下测定，计算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表 1　线性关系 
Tab 1　Linearity

成分 线性方程 r 线性范围 /（µg·mL － 1）

升麻苷 Y ＝ 2×106X ＋ 7.683×103 0.9999 100 ～ 2000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Y ＝ 2×106X ＋ 1.065×104 0.9999   70 ～ 1400
升麻素 Y ＝ 3×106X ＋ 3.077×103 0.9999 16 ～ 320
亥茅酚苷 Y ＝ 2×106X － 670.9 0.9998 18 ～ 360
花椒毒素 Y ＝ 4×106X ＋ 54.91 0.9999 2 ～ 40 

96.8%、97.9%、95.1%、96.5%、95.8%，RSD 值
分别为 2.2%、2.0%、1.3%、2.7%、2.7%。
2.6　样品含量测定 
　　取 3 批样品精密称定，按“2.5.3”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5.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检测，记录峰面积，计算样品含量，升麻苷、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升麻素、亥茅酚苷及花
椒毒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0.88、0.21、0.03、0.09
及 0.0067 mg·g－ 1。
3　讨论

3.1　制剂中诃子薄层研究 
　　预试验按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诃子
项下薄层条件，以甲苯 - 冰醋酸 - 水（12∶10∶0.4）
为展开剂，分别于日光及紫外 365 nm 下检视，特
征斑点不明显且阴性样品有干扰；经摸索将展开
剂调整为三氯甲烷 - 乙酸乙酯 - 甲酸（3∶2∶1），
喷以 10% 硫酸乙醇溶液，对照药材主斑点显色清

晰 Rf 值适中，供试品溶液相应位置斑点达到较好
分离且阴性样品无干扰。
3.2　制剂中甘草薄层研究 
　　前期预试验发现，复方中甘草药材的薄层鉴
别方法较难除去背景干扰，采用正丁醇提取后上
中性氧化铝柱，对照药材、对照品及供试品色谱
相应位置显相同亮黄色特异性斑点且阴性样品无
干扰，分离度好且 Rf 值适中，方法简便易操作
且，专属性强，可供其他复方中甘草药材质量标
准建立提供参考。
3.3　制剂中防风成分相关研究 
　　防风通过其疏风解表之功达清热利咽之效，
宣肺散风止咳。升麻苷、升麻素和 5-O- 甲基维斯
阿米醇苷具有显著的解热、镇痛、抗炎及抗凝作
用，亥茅酚苷也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6-8]。李悦悦
等 [9-10] 通过 RRLC-TOF/MS 分析防风入血、尿液
成分发现，防风中含量高的升麻苷和 5-O- 甲基维

图 5　风诃止咳颗粒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5　HPLC chromatogram of 5 batches of Fenghe zhike granules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B. 供试品（sample）；C. 阴性样

品（negative sample）；a. 升麻素苷（prim-O-glucosylcimifugin）；b. 升
麻素（cimicifugin）；c.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5-O-methylvisammi-
noside）；d. 花椒毒素（hesperidin）；e. 亥茅酚苷（zanthox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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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C-MS/MS法测定利奈唑胺及其中间体（S）-N-（2-乙酰
氧基 -3-氯丙基）乙酰胺中的遗传毒性杂质（S）-1-氨基 -3-

氯 -2-丙醇

刘峰1，赵荣丽2，王璐1（1.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都　611731，2.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23）

摘要：目的　建立液质联用色谱法（UPLC-MS/MS）同时测定利奈唑胺及其中间体（S）-N-
（2- 乙酰氧基 -3- 氯丙基）乙酰胺中的基因毒性杂质（S）-1- 氨基 -3- 氯 -2- 丙醇。方法　采用

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18 色谱柱，流动相为 0.1% 甲酸水溶液 -0.1% 甲酸甲醇溶液（梯度洗

脱），流速为 0.3 mL·min － 1，柱温为 35℃，进样量为 2 μL，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多

反应监测模式（MRM）测定，定量离子对为质荷比（m/z）110.0 → 91.9，定性离子对为质荷比

（m/z）110.0 → 56.1。结果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在 0.836 ～ 208.989 ng·mL － 1 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r ＝ 0.9996），检测限为 0.279 ng·mL － 1，定量限为 0.774 ng·mL － 1，利奈唑

胺中该杂质平均加样回收率在 96.6% ～ 97.6%（RSD ＜ 2%），中间体中该杂质平均加样回收

率在 101.6% ～ 105.6%（RSD ＜ 2%）。3 批利奈唑胺中均未检出该杂质，3 批中间体中该杂质

含量均小于 0.05%。结论　本法灵敏、可靠，可用于利奈唑胺及其起始原料（S）-N-（2- 乙酰

氧基 -3- 氯丙基）乙酰胺中基因毒性杂质（S）-1- 氨基 -3- 氯 -2- 丙醇的测定。

关键词：利奈唑胺；（S）-N-（2- 乙酰氧基 -3- 氯丙基）乙酰胺；液质联用色谱法；基因毒性杂质；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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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峰，男，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化学药品质量控制与分析，E-mail：52986758@qq.com

斯阿米醇苷入血量很少，反而在血浆和尿液中含
量最高的成分是升麻素，推测升麻素为防风主要
代谢形式，升麻苷和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等苷
类物质主要转化为升麻素（苷元）后才能入血被
吸收，因此升麻素在防风药效发挥中的作用也相
当重要，对其含量测定具有一定意义。花椒毒素
是防风香豆素类化合物中的一种，具有抗炎、抗
菌、抗过敏、抗凝、止血、祛痰等作用，在防风
主要功效的发挥中也有一定作用，因此对以上 5
种成分进行含量测定。
　　本文针对所有药材建立质量标准，采用薄层
及液相色谱针对每味药材进行质量控制，以提高
复方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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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奈唑胺（linezolid）是美国 Pfizer 公司研
发的第一个噁唑烷酮类抗菌药物，化学名为
N-[[（5S）-3-[3- 氟 -4-（4- 吗啉基）苯基 ]-2- 氧代 -5-
噁唑烷基 ] 甲基 ] 乙酰胺，其 2000 年获得美国
FDA 批准，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菌引起的感染，
包括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疑似或确诊院内获得
性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皮肤或皮肤软组
织感染以及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感染。利奈唑胺为细
菌蛋白质合成抑制剂，作用于细菌 50S 核糖体亚单
位的作用部位。由于其作用部位和方式独特，故不
易与其他抑制蛋白合成的抗菌药物发生交叉耐药，
在体外也不易诱导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1-3]。利奈唑
胺临床应用文献报道较多，临床关注度高，但其药
学研究尤其质量控制内容较少。
　　利奈唑胺有多条合成路线，（S）-N-（2- 乙
酰氧基 -3- 氯丙基）乙酰胺（[（2S）-1-acetamido-3-
chloropropan-2-yl] acetate，以下简称 ACPA）是原
研工艺中的关键中间体，利奈唑胺多通过这个关

键中间体合成 [2-4]。ACPA 的合成会用到（S）-1-
氨基 -3- 氯 -2- 丙醇，该物质具有基因毒性警示结
构 [4-9]，可能在 ACPA 中残留，导致在终产品利
奈唑胺中残留。目前（S）-1- 氨基 -3- 氯 -2- 丙醇
的测定方法尚未见文献报道 [10-13]，本文所建方法
灵敏度高、方法简便可靠、适用性强，可为利奈
唑胺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采用遗传毒性杂质过
程控制和终产品控制的质控理念，充分保障利奈
唑胺临床使用的安全性。
1　材料

1.1　仪器

　　岛津 LC-30 系列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
津公司）；API 4000 三重四极杆质谱仪，软件版
本：Analyst Version：1.6.3（美国 AB Sciex 公司）；
CPA255D 十万分之一天平（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XA205DU 十万分之一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
公司）；BioHit 移液枪（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1.2　试药

Determination of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in linezolid and its 
intermediate [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2-yl] acetate by  

UPLC-MS/MS

LIU Feng1, ZHAO Rong-li2, WANG Lu1 (1. Sichuan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Chengdu  611731; 2.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Co., Ltd., Chengdu  61002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UPLC-MS/MS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genotoxic impurity of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in linezolid and its intermediate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
2-yl] acetate. Methods  The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18 column 
with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0.1% formic acid water solution-0.1% formic acid methanol 
solution (gradient elution) at the flow rate of 0.3 mL·min－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 μL. Electrospray ion source was used under positive mode in multiple 
reactions monitoring mode.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on pairs were m/z 110.0 → 91.9 and 
110.0 → 56.1. Results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0.836 － 208.989 
ng·mL－ 1 (r ＝ 0.9996). The LOD of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was 0.279 ng·mL－ 1, LOQ 
was 0.774 ng·mL － 1. RSDs of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all lower than 
5%.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in linezolid was at 96.6% ～ 97.6% 
(RSD ＜ 2%), and in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2-yl] acetate was at 101.6% ～ 105.6% 
(RSD ＜ 2%). The content of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in 3 batches of linezolid was all not 
detected, and all below 0.05% in the 3 batches of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2-yl] acetate.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ensitive and reliable, which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S)-1-amino-3-
chloro-2-propanol in linezolid and its intermediate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2-yl] acetate. 
Key words: linezolid; [(2S)-1-acetamido-3-chloropropan-2-yl] acetate; LC-MS/MS; genotoxic 
impurity; (S)-1-amino-3-chloro-2-prop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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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氨 基 -3- 氯 -2- 丙 醇 盐 酸 盐 对 照
品（PCL 公 司， 批 号：PCL-#-Am2333， 含 量：
100%）；ACPA 样品（成都海亚特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批号：170901、181101、190101）；利奈
唑胺样品（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171001、171002、171003）；甲醇、甲酸为色谱纯，
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18（4.6 
mm×50 mm，2.7 μm），流动相为 0.1% 甲酸水
溶液（A）-0.1% 甲酸甲醇溶液（B），梯度洗脱
（0 ～ 2 min，20%B；2 ～ 6 min，20% → 90%B；
6 ～ 8 min，90%B；8 ～ 9 min，90% → 20%B；
9 ～ 10 min，20%B），流速 0.3 mL·min－ 1，柱
温 35℃，进样量 2 μL。
2.2　质谱条件

　　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
（ESI＋），多反应监测模式（MRM）测定，气帘
气 30 psi，GS1 50 psi，GS2 50 psi，IS 5500，TEM 
500℃，定量离子对为质荷比（m/z）110.0 → 91.9，
DP 41，CE 14，CXP 5，EP 8，定性离子对为 m/z 
110.0 → 56.1，DP 41，CE 20，CXP11，EP 8。
2.3　溶液的制备

2.3.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S）-1- 氨
基 -3- 氯 -2- 丙醇盐酸盐对照品 11.04 mg [ 相当于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 8.36 mg]，用 50% 甲
醇溶液溶解并稀释制成（S）-1- 氨基 -3- 氯 -2- 丙
醇质量浓度约为 0.8 mg·mL－ 1 的对照品储备液。
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适量，用 50% 甲醇溶液稀
释成约 0.04 μg·mL－ 1 的对照品溶液。
2.3.2　灵敏度试验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对照品
溶液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用 50% 甲醇溶液稀
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灵敏度试验溶液。
2.3.3　利奈唑胺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利奈唑胺适量，用 50% 甲醇溶解并稀释成约 3.5 
mg·mL－ 1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3.4　ACPA 供 试 品 溶 液 的 制 备　 精 密 称 取
ACPA 适量，用 50% 甲醇溶解并稀释成约为 0.1 
mg·mL－ 1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4　专属性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空白溶剂（50% 甲醇溶液）、利奈唑胺供
试品溶液、ACPA 供试品溶液、对照品溶液与灵
敏度试验溶液，进样分析。结果空白溶剂不干扰
待测组分测定；利奈唑胺在此条件下无质谱峰出
现，ACPA 有质谱峰，但不干扰（S）-1- 氨基 -3-
氯 -2- 丙醇的测定；灵敏度试验溶液中定量离子
峰的信噪比大于 10。

图 1　典型质谱图

Fig 1　Typical mass spectrum
A. 空白溶剂（blank solvent）；B. 利奈唑胺供试品溶液（linezolid sample solution）；C.ACPA 供试品溶液（ACPA sample solution）；D. 对照品

溶液（standard solution）；E. 灵敏度试验溶液（sensitive test solution）

2.5　线性关系考察

　　取“2.3.1”项下对照品储备液进行稀释，得
系列对照品溶液，进样分析。以（S）-1- 氨基 -3-
氯 -2- 丙醇质量浓度作为横坐标（x），相应峰面

积作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结果（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在 0.836 ～ 208.989 ng·mL－ 1

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y ＝ 5.283×103x ＋
6.79×103，r ＝ 0.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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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检测限与定量限考察

　　精密量取“2.3.1”项下对照品储备液适量，
以 50% 甲醇溶液逐级稀释，进样分析，记录质
谱图。以信噪比（S/N）约为 3 时的质量浓度作为
检测限（LOD），S/N 约为 10 时的质量浓度作为
定量限（LOQ），结果 LOD 为 0.279 ng·mL－ 1，
LOQ 为 0.774 ng·mL－ 1。
2.7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3.1”项下对照品溶液、“2.6”项
下 LOQ 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记录色谱图，考
察进样精密度和定量限精密度，结果（S）-1- 氨
基 -3- 氯 -2- 丙醇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80%、
3.6%，表明本法进样精密度、定量限精密度良好。
2.8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2.3”项下对照品溶液、利奈唑胺
供试品溶液和 ACPA 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
4、6、8、10、12、14、16、18、20 h，进样测定，
记录色谱图，考察溶液稳定性。结果对照品溶液
中（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峰面积的 RSD 为
2.3%，利奈唑胺供试品溶液和 ACPA 供试品溶液
中均未检出（S）-1- 氨基 -3- 氯 -2- 丙醇，表明各
溶液在 20 h 内均稳定。
2.9　加标重复性试验

　　取利奈唑胺（批号：171001）样品，ACPA
（批号：190101）样品适量，各 6 份，按“2.10.1”
项下准确度 100% 样品制备方法制备，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考察加标重复性。结果利奈唑
胺中（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平均含量为 11.45 
μg·g－ 1，RSD 为 0.75%（n ＝ 6），ACPA 样品中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平均含量为 0.041%，
RSD 为 2.3%（n ＝ 6）。表明本法重复性良好。
2.10　准确度试验

　　精密量取“2.3”项下（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对照品储备液 1 mL，置 200 mL 量瓶中，用
50% 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准确
度溶液①；再精密量取 5 mL，置 50 mL 量瓶中，
用 50% 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准确
度溶液②。
2.10.1　利奈唑胺准确度试验　精密称取利奈唑
胺样品（批号：171001）约 35 mg，共 9 份，置
1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加入对照品准确度溶液
② 0.5、1.0、1.5 mL，各 3 份，按“2.3.3”项下方
法制备准确度试验 50%、100%、150% 的供试品
溶液，进样测定，计算回收率。
2.10.2　ACPA 准确度试验　精密称取 ACPA 样品

（批号：190101）约 10 mg，共 9 份，置 10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加入对照品准确度溶液① 0.5、
1.0、1.5 mL，各 3 份，按“2.3.4”项下方法制备
准确度试验 50%、100%、150% 的供试品溶液，
进样测定，计算回收率。
　　结果利奈唑胺中（S）-1- 氨基 -3- 氯 -2- 丙
醇的高、中、低浓度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6.6%
（RSD ＝ 1.1%）、97.6%（RSD ＝ 1.3%）、97.5%
（RSD ＝ 0.52%）。ACPA 中（S）-1- 氨 基 -3-
氯 -2- 丙醇的高、中、低浓度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1.6%（RSD ＝ 1.6%）、101.8%（RSD ＝ 2.2%）、
105.6%（RSD ＝ 1.3%）。
2.11　耐用性试验

　　取利奈唑胺（批号：171001）和 ACPA（批号：
190101）样品，分别按“2.10.1”项下准确度 100%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配制加标供试品，按以下方
式处理：① 考察流速 0.2、0.4 mL·min－ 1；② 考
察柱温 30、40℃；③ 考察梯度洗脱程序：梯度为
0～2 min，15%B；2～6 min，15% →90%B；6～8 
min，90%B；8 ～ 9 min，90% → 15%B；9 ～ 10 
min，15%B；和梯度为 0 ～ 2 min，25%B；2 ～ 6 
min，25% → 90%B；6 ～ 8 min，90%B；8 ～ 9 
min，90% → 25%B；9 ～ 10 min，25%B。结果利
奈唑胺加标供试品溶液中（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含量平均值为 11.61 μg·g － 1，RSD 为 1.6%；
ACPA 加标供试品溶液中（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含量平均值为 0.040%，RSD 为 1.9%，表明
色谱条件发生一定变化时本法耐用性良好。
2.12　毒性杂质的含量测定

　　取利奈唑胺样品与 ACPA 样品，按“2.3”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 3 批
利奈唑胺均未检出（S）-1- 氨基 -3- 氯 -2- 丙醇；
170901、181101 批 ACPA 中（S）-1- 氨基 -3- 氯 -2-
丙 醇 含 量 分 别 为 0.043%、0.006%，190101 批
ACPA 中未检出。
3　讨论

3.1　检测方法的筛选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分子结构中无生
色基团，无明显紫外吸收，且具有基因毒性警示
结构。其控制限度较低，故采用灵敏度较高的液
质联用法（UPLC-MS/MS）进行测定。先采用针
泵注射进样方式，利用质谱仪对待测物的准分子
离子峰和碎片离子的 DP、EP、EP、CXP 值分别
进行优化。由于（S）-1- 氨基 -3- 氯 -2- 丙醇的对
照品为其盐酸盐，在溶液中氯离子与（S）-1-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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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3- 氯 -2- 丙醇解离，因此准分子离子峰选择
m/z 110.0，定量离子选择丰度较高的 m/z 91.9，
定性离子选择丰度稍低的 m/z 56.1。
　　首先采用 Waters ACQuity UPLC BEH C18（2.1 
mm×50 mm，1.7 μm）色谱柱，以 0.1% 甲酸水
溶液为流动相 A，0.1% 甲酸甲醇溶液为流动相 B
进行梯度洗脱，对（S）-1- 氨基 -3- 氯 -2- 丙醇进
行试验，发现其在该色谱柱上几乎无保留，在0.5 
min 左右即出峰，出峰时间太早。更换 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18（4.6 mm×50 mm，2.7 μm）
色谱柱进行试验，并调整梯度程序，（S）-1- 氨
基 -3- 氯 -2- 丙醇在约 1.7 min 时出峰，ACPA 在
约 5.5 min 时出峰，峰形较好，空白溶剂无干扰，
ACPA 与利奈唑胺均无干扰峰，此色谱条件适用
于（S）-1- 氨基 -3- 氯 -2- 丙醇的分析检测。另考
察了制备供试品溶液的溶剂，APCA 与（S）-1-
氨基 -3- 氯 -2- 丙醇盐酸盐对照品在水中溶解性均
良好，但利奈唑胺在水中溶解性较差，为了使色
谱条件能同时对利奈唑胺和 ACPA 中的（S）-1-
氨基 -3- 氯 -2- 丙醇进行测定，简化操作流程，最
终选用三者溶解性均较好的 50% 甲醇溶液作为供
试品溶液的制备溶剂。
3.2　控制策略

　　按照 ICH M7 和《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通则 9306 的相关要求，均需重点关注致突变的
遗传毒杂质，（S）-1- 氨基 -3- 氯 -2- 丙醇为潜在
遗传毒杂质，一般采用过程（中间）控制、终产
品控制以及过程（中间）控制＋终产品控制，由
于利奈唑胺的中间体 APCA 有部分批次检出，且
检出量超过采用 TTC 法（毒理学可关注阈值）计
算出的安全限值 15 μg·g － 1，而片面控制 APCA
的纯度，可能大幅增加生产成本，不符合药物经
济学的基本要求，因此本品采用了中间控制＋终

产品控制的控制策略，规定在中间体 APCA 中
（S）-1- 氨基 -3- 氯 -2- 丙醇不得过 0.05%，终产
品利奈唑胺中（S）-1- 氨基 -3- 氯 -2- 丙醇不得过
15 μg·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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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ESI-MS/MS法测定清开灵注射液中 5 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龙凯，王娟，彭建彪（云南省红河州食品药品检验所，云南　蒙自　661199）

摘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清开灵注射液中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含量

的 LC-ESI-MS/MS 法。方法　采用 ACE UltraCore 2.5 Super C18 柱（100 mm×2.1 mm，2.5 μm），

流动相：甲醇 - 含 0.1% 甲酸的 5 mmol·L－ 1 甲酸铵溶液，梯度洗脱，流速：0.4 mL·min－ 1，

进样量：2 μL，柱温：40℃。采用电喷雾离子源，正负离子切换模式，多反应监测模式进

行扫描定量分析，结果　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分别在 7.44 ～ 44.64 
μg·mL－1，7.22～43.32 μg·mL－1，1.88～11.28 μg·mL－1，11.26～67.56 μg·mL－1，1.10～6.60 
μg·mL－ 1 与测定值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r ≥ 0.9994），平均加样回收率在 98.5% ～ 99.8%，

RSD 在 0.83% ～ 2.0%（n ＝ 6）。结论　该方法简便准确，灵敏度高，专属性高，干扰小，重现

性好，可用于清开灵注射液中 5 种主要成分的含量测定。

关键词：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液相 - 电喷雾串联质谱法

中图分类号：R917，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07-1444-03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33

Determination of 5 active components in Qingkailing injection by LC-ESI-MS/MS

LONG Kai, WANG Juan, PENG Jian-biao (Yunnan Honghe Institution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Mengzi  Yunnan  66119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hyodeoxycholic acid, cholic acid, jasminoidin, 
baicalin, and chlorogenic acid in Qingkailing injection by LC-ESI-MS/MS. Methods  ACE UltraCore 
2.5 Super C18 (100 mm×2.1 mm, 2.5 μm) column was used with methanol-5 mmol·L－ 1 ammonium 
formate (containing 0.1% formic acid) as the mobile phase, and gradient elution at 0.4 mL·min－ 1.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 μL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40℃ . MS detection was performed in 
multi-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with positive/negative ion switching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Results  
Hyodeoxycholic acid, cholic acid, jasminoidin, baicalin, and chlorogenic acid in Qingkailing injection 
had good linearity with the peak area at 7.44 － 44.64 μg·mL－ 1, 7.22 － 43.32 μg·mL－ 1, 1.88 －

11.28 μg·mL－ 1, 11.26 － 67.56 μg·mL－ 1, and 1.10 － 6.60 μg·mL－ 1, respectively (r ≥ 0.9994).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8.5% － 99.8%, and RSD was 0.83% － 2.0% (n ＝ 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sensitive, specific, and reproducible with little interference,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in Qingkailing injection. 
Key words: hyodeoxycholic acid; cholic acid; jasminoidin; baicalin; chlorogenic acid; LC-ESI-MS/MS

作者简介：龙凯，男，主要从事药物分析研究，E-mail：1125476743@qq.com

　　清开灵注射液主要由猪去氧胆酸、胆酸、栀
子、黄芩苷、金银花等 8 味中药制成，具有清热
化痰、醒神开窍的功效，多用于热病、神昏、上
呼吸道感染、肺炎证候者。猪去氧胆酸、胆酸、
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为其主要有效成分，《中
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中收载了该品种猪去氧胆
酸、胆酸、栀子、黄芩苷含量测定的 HPLC 方
法 [1]，但需用两种不同的检测器分别进行测定，

主色谱峰出峰时间较长，原质量标准未制订金银
花含量测定的项目，没有进行全面质量控制。目
前尚无同时测定该剂型 5 种成分含量的相关报
道 [2-4]，日常质量检测工作中操作繁琐费时，为
简化检测方法，研究采用 LC-ESI-MS/MS 法同时
测定清开灵注射液中 5 种成分的含量。
1　仪器及试药
　　Thermo UltiMate 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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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Thermo Scientific）；AB SCIEX QTRAP4500
三重四极杆质谱仪（AB SCIEX 公司）；Sartorius 
BP211D 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猪去氧胆酸
（批号：100087-201411，含量：99.7%）、胆酸（批
号：100078-201415，含量：98.9%）、栀子苷（批
号：110749-201919，含量：97.1%）、黄芩苷（批
号：110715-201821，含量：95.4%）、绿原酸（批号：
110753-202018，含量：96.1%），（对照品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清开灵注射液（吉林省集
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10 mL/ 支，批
号：20011803、20021901、20041505、20030601、
20042801、20061102）；甲醇（色谱纯，霍尼韦尔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
为色谱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分析条件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CE UltraCore 2.5 Super 
C18（100 mm×2.1 mm，2.5 μm）；流动相：甲醇
（A）- 含 0.1% 甲 酸 的 5 mmol·L－ 1 甲 酸 铵 溶 液
（B）， 梯 度 洗 脱（0 ～ 3.0 min，5%A；3.0 ～ 4.0 
min，5%～100%A；4.0～8.0 min，100%A；8.0～9.0 
min，100% ～ 5%A；9.0 ～ 10.0 min，5%A）；流速：
0.4 mL·min－ 1；进样量：2 μL：柱温：40℃。
2.1.2　质谱条件　离子源：ESI；检测方式：正
负离子切换模式；扫描方式：多反应离子监测
（MRM）；离子化电压：正负离子模式均为 4500 
V；干燥气（N2）温度：500℃；喷雾气（N2）压力：
50 psi；5 种成分质谱参数 [5-7] 见表 1。
2.2　溶液配制

2.2.1　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猪去氧胆酸、胆
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对照品适量，置 25 
mL 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制成每 1 mL 含
猪去氧胆酸 372 μg、胆酸 361 μg、栀子苷 94 μg、
黄芩苷 563 μg、绿原酸 55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均按纯度折算）。
2.2.2　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样品 1 mL，置 100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用 0.22 μm 微孔
滤膜过滤，即得。
2.3　方法学考察
2.3.1　专属性考察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
溶液、空白溶液（甲醇），按“2.1” 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记录色谱图，结果见图 1，图中可见空白
溶液在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
原酸相应保留时间处无干扰峰。
2.3.2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1”项下混
合对照品溶液 0.2、0.4、0.6、0.8、1.0、1.2 mL
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作
为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各精密吸取 2 μL 进行
测定，记录峰面积，以对照品溶液质量浓度 X
（μg·mL－ 1）为横坐标，以峰面积 Y 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线性关系考察、检测限和定量限 
Tab 2　Linearity，limit of detection and limit of quantization

名称 回归方程 线性范围 /（μg·mL － 1） r 检测限 /（ng·mL － 1） 定量限 /（ng·mL － 1）

猪去氧胆酸 Y ＝ 8.42×104X ＋ 9.60×105   7.44 ～ 44.64 0.9997 7.44 24.80
胆酸 Y ＝ 7.89×102X ＋ 6.95×103   7.22 ～ 43.32 0.9994 8.03 26.77
栀子苷 Y ＝ 1.24×105X ＋ 2.86×104   1.88 ～ 11.28 0.9997 1.51   5.04
黄芩苷 Y ＝ 3.84×104X － 5.02×105 11.26 ～ 67.56 0.9999 2.68   8.94
绿原酸 Y ＝ 1.12×105X － 1.83×104 1.10 ～ 6.60 0.9997 1.89   6.31

2.3.3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2.2.1”项下混合
对照品溶液 1 mL，置 10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
释至刻度，按“2.1”项下分析条件连续进样 6 次，
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峰
面积 RSD 分别为 0.99%、0.93%、0.83%、0.77%、
1.0%（n ＝ 6）。间隔 24 h 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
在相同分析条件下再连续进样 6 次，5 种成分峰
面积 RSD 分别为 1.0%、0.99%、0.90%、0.85%、
1.1%（n ＝ 12）。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4　稳定性试验　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

按“2.1”项下分析条件分别于 0、1、2、4、8、
12、24 h 测定，结果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
苷、黄芩苷、绿原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1%、
1.1%、1.2%、1.0%、1.3%（n ＝ 7），表明供试品
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3.5　重复性试验　取批号 20011803 的样品，按
“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按“2.1”
项下条件测定，计算样品中猪去氧胆酸、胆酸、
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3.11、
3.21、0.55、5.25、0.36 mg·mL－ 1，RSD 分别为

表 1　质谱参数 
Tab 1　Mass spectrum parameters

名称 检测离子对 /（m/z） 离子模式 DP/V CE/V
猪去氧胆酸 391.6 → 391.6 － 120 30
胆酸 407.2 → 343.3 － 120 30
栀子苷 406.1 → 209.1 ＋   30 19
黄芩苷 447.1 → 271.0 ＋   86 25
绿原酸 353.1 → 191.0 －   6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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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3%、1.0%、1.3%（n ＝ 6），表明
方法重复性良好。
2.3.6　检测限和定量限　精密量取“2.2.1”项下
混合对照品溶液 1 mL，置 10 mL 量瓶中，用甲
醇稀释至刻度，按“2.1”项下分析条件测定，以
信噪比（S/N）约为 3 和 10 时分别计算猪去氧胆
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的检测限和
定量限，结果见表 2。
2.3.7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量取已知含量的样品
（批号：20011803）1 mL 置 10 mL 量瓶中，用甲
醇稀释定容，取 1 mL 置 100 mL 量瓶，共 6 份，
分别精密加入“2.2.1”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 1.0 
mL，用甲醇稀释至刻度，进样测定，计算加样
回收率，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9.6%、99.4%、
98.5%、99.8%、98.7%；RSD 分别为 1.1%、0.98%、
1.5%、0.83%、2.0%（n ＝ 6）。
2.4　样品含量测定
　　取清开灵注射液样品 6 批，按“2.2.2”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条件进样测
定，计算猪去氧胆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
绿原酸的含量，结果见表 3。

表 3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n ＝ 2，mg·mL － 1) 
Tab 3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amples (n ＝ 2，mg·mL － 1)
批号 猪去氧胆酸 胆酸 栀子苷 黄芩苷 绿原酸

20011803 3.12 3.21 0.54 5.27 0.34
20021901 3.05 2.74 0.39 5.03 0.49
20041505 2.66 3.09 0.52 4.60 0.57
20030601 3.01 3.17 0.44 4.77 0.30
20042801 2.85 3.16 0.46 5.19 0.51
20061102 2.97 2.99 0.41 5.10 0.31

3　讨论
　　曾用甲醇 -0.1% 甲酸水溶液作为流动相体
系，结果黄芩苷峰形拖尾严重，响应值低。而使
用甲醇 - 含 0.1% 甲酸的 5 mmol·L－ 1 甲酸铵溶
液作为流动相时黄芩苷峰形较好，响应值稳定且
更高，因此本方法采用甲醇 - 含 0.1% 甲酸的 5 
mmol·L－ 1 甲酸铵溶液作为流动相。

　　在正、负离子模式同时扫描时，黄芩苷和
绿原酸在两种模式下均有明显的响应值，黄芩
苷在正离子模式下响应值更高，而绿原酸在负
离子模式下响应值更高。猪去氧胆酸分子量为
392.6，[M-H]－离子为 m/z 391.6，使用质谱对其
进行扫描，未发现其特征性的子离子碎片，参考
文献 [8] 选择 m/z 391.6 → 391.6 作为猪去氧胆酸的
检测离子对，并得到了良好的色谱峰和响应值。
　　批号 20041505 与批号 20030601 的样品绿原酸
含量测定结果相差较大，可能是由于金银花不同产
地、不同季节、不同批次所含绿原酸量差异所导致。
　　本方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同时测定猪去氧胆
酸、胆酸、栀子苷、黄芩苷、绿原酸的含量，色
谱分离效果好，具有高灵敏度、高专属性、准确、
稳定的特点，相较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定性定量方
面更为准确，为清开灵注射液 5 种主要成分含量
的分析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质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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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开灵注射液多反应监测（MRM）色谱图

Fig 1　MRM chromatogram of Qingkailing injection
A. 对照品（reference substance）；B. 空白（blank）；C. 供试品（sample） ；1.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2. 栀子苷（jasminoidin）；3. 黄芩苷

（baicalin）；4. 猪去氧胆酸（hyodeoxycholic acid）；5. 胆酸（cho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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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血美安胶囊中 4 种成分的含量

田明（湖北省荣军医院药剂科，武汉　430079）

摘要：目的　建立 UPLC 法同时测定血美安胶囊中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和丹皮酚

的含量。方法　采用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C18（2.1 mm×100 mm，1.8 µm）色谱柱，柱温

30℃；以 0.1% 磷酸水溶液 - 乙腈为流动相，梯度洗脱，体积流量为 0.20 mL·min－ 1，检测波

长为 230 nm。结果　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和丹皮酚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3.36 ～ 84.10、
3.01 ～ 75.20、5.66 ～ 141.40、4.72 ～ 118.10 µg·mL－ 1； 平 均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98.3%、99.1%、

98.8%、99.8%，RSD 分别为 0.83%、0.83%、1.5%、1.3%。结论　该方法简便快速，重复性好，

可为血美安胶囊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关键词：超高效液相色谱；血美安胶囊；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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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nents in Xuemei'an caspules by UPLC

TIAN M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Hubei Rongjun Hospital, Wuhan  430079)

Abstract: Objective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galli acid, oxypaeoniflora, paeoniflorin and 
paeonol in Xuemei’an caspules by UPLC. Methods  An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C18 (2.1 
mm×100 mm, 1.8 µm) column was used.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0.1% phosphoric 
acid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0.2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30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Results  Galli acid, oxypaeoniflora, paeoniflorin and paeonol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3.36 － 84.10, 3.01 － 75.20, 5.66 － 141.40, and 4.72 － 118.10 µg·mL－ 1,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8.3% (RSD ＝ 0.83%), 99.1% (RSD ＝ 0.83%), 98.8% (RSD ＝ 1.5%), 
and 99.8% (RSD ＝ 1.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ensitive and fast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Xuemei’ an caspules. 
Key words: UPLC; Xuemei’an capsule; galli acid; oxypaeoniflora; paeoniflorin; paeo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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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美安胶囊收载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部分，是由猪蹄甲、赤芍、
牡丹皮、地黄 4 味中药加工制成的复方制剂，具
有清热养阴、凉血活血作用，用于原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血热伤阴挟瘀症，症见皮肤紫癜、齿
衄、鼻衄、月经过多、口渴、烦热、盗汗等 [1]。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血美安联用其他药物治疗特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有较好疗效 [2-3]，还可用
于治疗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血小板减少症 [4]。血美
安胶囊的质量标准中有芍药苷和丹皮酚的含量测
定项目，但该标准是 2002 年申报新药时制订的，
且芍药苷和丹皮酚不是同时检测，耗费时间。因
此，有必要对血美安胶囊的质量标准进行提升研
究。研究表明，猪蹄甲主要含蛋白质、氨基酸等

成分，赤芍含芍药苷、芍药内酯苷、氧化芍药苷
等活性成分，牡丹皮含丹皮酚、芍药苷、没食子
酸等活性成分，地黄含梓醇、二氢梓醇、毛蕊花
糖苷等活性成分 [5-8]。赤芍、牡丹皮、地黄药材的
质量控制方法报道较多，但未见同时测定血美安
胶囊中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
4 种成分的报道 [9-11]。没食子酸具有抗氧化、保
护心脑血管、抗炎、保肝等药理活性，氧化芍药
苷、芍药苷具有抗炎、镇痛、抗肿瘤、保肝、保
护神经、调节免疫、镇静催眠等多种药理活性，
丹皮酚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舒血管与降压、抗
心律失常、抗脑缺血等作用 [12-15]。上述 4 种成分
为赤药和牡丹皮的主要活性成分，赤芍具有清热
凉血、散瘀止血的功效，牡丹皮具有清热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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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的功效，共同发挥清热、活血凉血的作
用。本研究建立 UPLC 法同时测定血美安胶囊中
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的含量，
为其质量控制提供简便、快速可靠的检测方法。
1　仪器与试药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型号：ACQUITY UPLC 
H-CLASS，美国 Waters 公司）；XSE205DU 十万
分之一电子天平、ME204T/02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器
（型号：DTC-27，功率：700W，频率：40 kHz，
湖北鼎泰高科有限公司）。
　　对照品没食子酸（批号：110831-201906，纯
度：91.5%）、芍药苷（批号：110736-202044，纯
度：96.8%）、丹皮酚（批号：110708-201908，纯
度：99.8%）（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氧化芍
药苷 [ 批号：ST132301，纯度：98.0%，萨恩化
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血美安胶囊样品（规
格：0.27 g/ 粒， 批 号：190601、190602、190603、
190604，湖北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加入 80% 乙醇溶
解，配制成含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
丹皮酚分别为 0.84、0.75、1.41、1.18 mg·mL－ 1

的单一对照品储备液。精密吸取各对照品储备
液适量，用 80% 乙醇稀释成含没食子酸、氧化

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分别为 42.05、37.60、
70.70、59.05 µ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即得。
2.2　供试品溶液 
　　取血美安胶囊适量，称取约 0.5 g，精密称
定，置于 50 mL 量瓶中，再加 35 mL 80% 的乙醇
溶液，超声（700 W，40 kHz）提取 30 min，放冷
至室温，用 80% 乙醇稀释至刻度，摇匀，用 0.45 
µm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3　阴性样品溶液 
　　按血美安胶囊的处方工艺制备缺赤芍、牡丹
皮的阴性样品，再按“2.2”项下方法制备阴性样
品溶液，即得。
2.4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考察 
　　采用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C18（2.1 mm× 

100 mm，1.8 µm）色谱柱，柱温 30℃；以 0.1% 磷
酸水溶液（A）- 乙腈（B）为流动相，线性梯度洗
脱（0～5 min，6%B；5～6 min，6% →15%B；6～8 
min，15%B；8 ～ 13 min，15% → 18%B；13 ～ 15 
min，18% ～ 25%B；15 ～ 17 min，25% ～ 26%B；
17 ～ 19 min，26% ～ 27%B；19 ～ 24 min，
27% ～ 31%B；24 ～ 27 min，31% ～ 33%B；
27 ～ 35 min，33% ～ 37%B；35 ～ 38 min，
37% ～ 6%B；38 ～ 40 min，6%B）；体积流量为 0.20 
mL·min－ 1，检测波长为 230 nm，进样量为 2 µL。
各待测成分的峰之间的分离度均大于 1.5，理论塔
板数均大于 10 000。色谱图见图 1。

2.5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2.1”项下单一对照品储备液
适量，用 80% 乙醇稀释成含没食子酸、氧化芍
药苷、芍药苷、丹皮酚分别为 168.20、150.40、
282.80、236.20 µ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再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0.20、0.50、1.00、2.00、
3.00、4.00、5.00 mL，分别置于 10 mL 的量瓶中，
加 80% 乙醇溶液定容，摇匀，配制成系列质量浓
度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4”项下色谱条件分别
进样 2 µL，测定各成分的峰面积。以各成分的质
量浓度 X（µg·mL－ 1）为横坐标，平均峰面积 Y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回归方程；以信
噪比（S/N）3∶1 和 10∶1 为基准测定，分别计算
上述各成分的检测限和定量限，结果见表 1。
2.6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线性关系第 3 点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 µL，重复进样 6 次，记录各成分的峰面积并计
算 RSD 值。结果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
苷、丹皮酚峰面积的 RSD（n ＝ 6）分别为 0.64%、
0.59%、0.98%、0.27%，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7　重复性试验 
　　分别精密称取血美安胶囊（批号：190601）样

图 1　混合对照品溶液（A）、供试品溶液（B）与缺芍药、牡丹皮的阴性样品溶液（C）的 UPLC 图

Fig 1　UPLC chromatogram of mixed control（A），sample（B）and negative sample（C）

1. 没食子酸（galli acid）；2. 氧化芍药苷（oxypaeoniflora）；3. 芍药苷（paeoniflorin）；4. 丹皮酚（paeo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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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6 份，按“2.2”项下方法配制 6 份试品溶液，各
进样 2 µL，记录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
丹皮酚的峰面积，代入“2.5”项下线性回归方程，
计算各成分的含量。结果样品中没食子酸、氧化
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3.23、
1.48、4.81、4.07 mg·g－ 1，RSD 依次为 0.39%、
0.81%、0.21%、0.67%，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8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批号：190601），分别
在放置 0、3、6、12、18、24 h 后，精密吸取 2 
µL，进样分析，记录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
药苷、丹皮酚色谱峰的峰面积值，计算得各成分
的 RSD 分别为 0.48%、1.1%、0.37%、0.67%，表
明供试品溶液中各成分在放置 24 h 内稳定性较好。
2.9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血美安胶囊 9 份，每份约 0.25 
g，精密称定，每 3 份作为一组，分别置 50 mL
量瓶中，精密加入一定量的没食子酸、氧化芍药
苷、芍药苷、丹皮酚的对照品储备液，按“2.2”
项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按“2.4”项下色谱条
精密吸取 2 µL，进样分析，记录各成分的峰面
积，计算平均回收率，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
芍药苷、丹皮酚平均回收率在 96.1% ～ 101.5%，
RSD 均小于 1.5%，表明该方法的准确度良好。
2.10　样品测定 
　　取不同批次血美安胶囊样品各 3 份，分别制备
成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 2 µL，进样分析，记录峰
面积，并采用“2.5”项下回归方程计算没食子酸、
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的含量，结果见表 2。

表 2　4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结果 (mg·g － 1，n ＝ 3) 
Tab 2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nents (mg·g － 1，n ＝ 3)

批号 没食子酸 氧化芍药苷 芍药苷 丹皮酚

190601 3.23 1.48 4.81 4.07

190602 2.97 1.51 4.62 4.16

190603 3.05 1.39 4.75 4.31

190604 2.86 1.61 4.92 3.98

3　讨论

　　本试验利用 PDA 检测器分别提取了没食子
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的紫外全波长
扫描图谱，发现氧化芍药苷、芍药苷在 230 nm

波长处有强吸收，没食子酸、丹皮酚在 230 nm、
273 nm 处附近有强吸收，273 nm 波长下，氧化
芍药苷、芍药苷吸收较弱，230 nm 波长检测时，
基线稳定，各成分峰形较好，杂质干扰小，因此
选择 230 nm 作为检测波长。
　　本试验在流动相系统考察时，发现等度洗脱时
所测的 4 个成分与旁边峰难以达基线分离；用甲醇
作为有机相时，各成分峰较宽，拖尾严重；用乙腈
作为有机相时，被测 4 个成分的分离度符合要求，
峰形窄且对称性好。试验进行耐用性考察时，分别
考察了不同流速（0.18、0.2、0.22 mL·min－ 1）和
不同柱温（25、30、35℃），发现流速、柱温的改
变对分离效果及含量结果影响不大；分别考察了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C18（2.1 mm×100 mm，
1.8 µm） 柱、Acquity UPLC BEH C18（2.1 mm×50 
mm，1.7 µm）柱、ZORBAX RRHD SB-C18（2.1×50 
mm，1.8 um）柱及 Hypersil GOLD C18（2.1 mm×50 
mm，1.9 µm）柱，发现不同品牌型号的色谱柱对
分离效果影响较大，最终选择了更合适的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C18（2.1 mm×100 mm，1.8 µm）
柱进行检测分析。
　　本试验对血美安胶囊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进行了系统考察，比较了超声和回流两种提取方
法，发现回流提取时溶液黏度大，不好滤过，因
此采用超声处理方法，进一步对超声 10、20、
30、40、60 min 进行考察，发现超声提取 30 min，
所测成分基本提取完全，最终确定超声处理时间
为 30 min。试验过程中对乙醇、甲醇、80% 乙醇、
50% 乙醇、水等不同浓度的提取溶剂进行了考察，
发现 80% 乙醇作为提取溶剂时，提取率高，且水
溶性多糖、蛋白质、淀粉不被溶出，分析时能避
免其堵塞色谱柱，因此选择 80% 乙醇作为血美安
胶囊供试品的提取溶剂。
　　本试验首次采用 UPLC 法同时测定血美安胶
囊中的 4 种成分，结果所测 4 批血美安胶囊样品
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芍药苷、丹皮酚的平均
含量分别为 3.03、1.50、4.78、4.13 mg·g－ 1，总
量均大于 13.0 mg·g－ 1，比原标准仅控制芍药苷
和丹皮酚的含量更全面，建立的血美安胶囊含量
测定方法简便、快速，重复性好，可为血美安胶

表 1　4 种成分的线性关系 (n ＝ 6) 
Tab 1　Linearity correlation of 4 components

成分 标准曲线 r 线性范围 /（µg·mL － 1） 检测限（LOD）/（µg·mL － 1） 定量限（LOQ）/（µg·mL － 1）

没食子酸 Y ＝ 10.19X ＋ 0.715 0.9999 3.36 ～ 84.10 0.0016 0.0047
氧化芍药苷 Y ＝ 4.04X ＋ 0.614 0.9999 3.01 ～ 75.20 0.0040 0.0124
芍药苷 Y ＝ 7.09X ＋ 0.564 0.9998 5.66 ～ 141.40 0.0041 0.0121
丹皮酚 Y ＝ 6.39X － 0.481 0.9999 4.72 ～ 118.10 0.0019 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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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测定洛索洛芬钠中 7 种残留溶剂的含量

周绪云1，马晓茜2（1. 山东省莒县中医医院，山东　莒县　276599；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临沂　276002）

摘要：目的　建立气相色谱法测定洛索洛芬钠中丙酮、甲醇、二氯甲烷、异丙醇、乙腈、三

氯甲烷和甲苯 7 种有机溶剂残留量。方法　采用 Thermo TG WAXMS 气相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FID 检测器；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载气为氮气，载

气流速为 2 mL·min － 1。采用程序升温法：起始温度为 40℃，保持 10 min，以 20℃·min － 1

的速率升温至 200℃，保持 5 min。结果　7 种残留溶剂在各自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

良好（r＞0.999）；平均回收率在97.6%～103.5%，RSD 在1.7%～2.7%。结论　本法操作简单、

准确度高、重现性好，可用于洛索洛芬钠中 7 种有机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关键词：残留溶剂；气相色谱法；洛索洛芬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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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07.035

Determination of 7 residual solvents in loxoprofen sodium by  
gas chromatography

ZHOU Xu-yun1, MA Xiao-qian2 (1. Juxian TCM Hospital, Juxian Shandong 276599; 2. Shandong 
Medical College, Linyi  Shandong  2760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7 residual solvents (acetone, methanol, dichloromethane, 
isopropanol, acetonitrile, trichloromethane, and toluene) in loxoprofen sodium by GC. Methods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 Thermo TG WAXMS capillary column (30 m×0.25 mm×0.25 
μm) under programmed temperature. FID was used, the inlet temperature was 220℃ and the detector 
temperature was 260℃ . The nitrogen was used as the carrier gas and the flow rate of the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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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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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was 2 mL·min －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as follows: the starting temperature at 40℃ 
for 10 min, increased to 200℃ at the rate of 20℃·min － 1 and kept at 200℃ for 5 min. Results  
The 7 residual solvents had a good linearity in their respective concentration ranges (r ＞ 0.999).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were 97.6% ～ 103.5%, with RSD of 1.7% ～ 2.7%.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It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7 
residual solvents in loxoprofen sodium. 
Key words: residual solvent; gas chromatography; loxoprofen sodium

　　洛索洛芬钠（loxoprofen sodium），其化学名
为 2-[4-（2- 氧代环戊烷 -1- 基甲基）苯基 ] 丙酸
钠，属于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临床上用于类风
湿关节炎、肩周炎等的镇痛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的解热镇痛 [1-3]，具有解热镇痛作用强、消化道不
良反应小、临床应用范围广等特点 [4]，其质量标
准收载在《新药转正标准》第 66 册 [5]。本文查阅
洛索洛芬钠原料药合成方法相关的资料 [6-9]，并
对生产企业进行调研发现，洛索洛芬钠原料药具
有多条不同的合成工艺路线，在化学合成过程使
用到了多种不同的有机溶剂，这些有机溶剂均有
可能残留在原料药中，从而影响到洛索洛芬钠原
料药的安全性。在《新药转正标准》第 66 册洛索
洛芬钠质量标准中仅对甲苯一种残留溶剂进行了
检验，并没有对其他有机溶剂进行检验，存在严
重的标准缺陷。本文收集了 3 家洛索洛芬钠原料
药生产企业的样品，并对其合成路线进行调研，
发现在洛索洛芬钠合成过程中使用到了丙酮、甲
醇、二氯甲烷、异丙醇、乙腈、三氯甲烷和甲苯。
其中甲醇、二氯甲烷、乙腈、三氯甲烷和甲苯属
于第二类残留溶剂，为应该限制使用的溶剂；丙
酮和异丙醇属于第三类溶剂。以上溶剂均具有不
同的毒性，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中
均规定了其限度要求 [10]。为了有效控制洛索洛芬
钠原料药的质量和安全性，药典中“残留溶剂测
定法”的要求，本文对以上 7 种有机溶剂进行检
测，现报道如下。
1　材料

　　GC2010 Plus 型 气 相 色 谱 仪（日 本 岛 津）；
Mettler XP205 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 Mettler-Tole-
do）。洛索洛芬钠原料药（批号：16C5102004018，
16C5102006008，A 公 司； 批 号：200203，B 公
司；批号：1D2004019，1D2005029，C 公司）；丙
酮（批 号：176178， 纯 度：100%，Fisher 公 司），
甲醇（批号：L1057307943，纯度：100%）、二氯
甲 烷（批 号：1611001YT， 纯 度：99.5%）、 异 丙

醇（批 号：K50544740836， 纯 度：100%）、 乙 腈
（批号：SHBL4495，纯度：100%）、甲苯（批号：
K46504627511，纯度：99.9%）（Merck 试剂），三氯
甲烷（批号：20180726，纯度：99.9%）、N，N- 二
甲基甲酰胺（批号：20150422，纯度：99.5%）（国
药集团）。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Thermo TG WAXMS 气相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载气为氮气；流速 2 mL·min－ 1；
检测器为 FID；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
为 260℃；采用程序升温法：起始温度为 40℃，保
持 10 min，以 20℃·min － 1 的速率升温至 200℃，
保持 5 min；进样量为 1 μL；分流比为 10∶1。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丙酮 52.53 
mg、甲醇 30.66 mg、二氯甲烷 28.86 mg、异丙醇
52.40 mg、乙腈 41.97 mg、三氯甲烷 12.56 mg 和
甲苯 89.64 mg，置 10 mL 量瓶中，用 N，N- 二甲
基甲酰胺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制得每 1 mL
含丙酮 5.253 mg、甲醇 3.066 mg、二氯甲烷 2.872 
mg、异丙醇 5.240 mg、乙腈 4.197 mg、三氯甲烷
1.255 mg 和甲苯 8.955 mg 的对照品储备液；分
别精密量取上述对照品储备液 1 mL，置同一 100 
mL 量瓶中，用 N，N- 二甲基甲酰胺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洛索洛芬钠原料药
约 1.0 g，置 10 mL 量瓶中，用 N，N- 二甲基甲酰
胺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供试品溶液。
2.3　专属性试验 
　　取“2.2”项下的混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
液与空白溶剂（N，N- 二甲基甲酰胺），按“2.1”
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样检测，结果 7 种残留溶剂
色谱峰分离度均符合规定，空白溶剂对待测残留
溶剂色谱峰没有干扰，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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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白溶剂（A）、对照品溶液（B）、A 公司样品（C）、B 公司样品（D）、C 公司样品（E）GC 色谱图

Fig 1　GC chromatogram of blank solvent（A），standard solution（B），sample of company A（C），sample of company B（D），and sample of 
company C（E）
1. 丙酮（acetone）；2. 甲醇（methanol）；3. 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4. 异丙醇（isopropanol）；5. 乙腈（acetonitrile）；6. 三氯甲烷

（trichloromethane）；7. 甲苯（toluene）

2.5　检测限与定量限
　　取“2.2.1”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用 N，N-
二甲基甲酰胺逐步稀释后，进样测定，以信噪比
S/N ＝ 3 计算各残留溶剂的检测限（LOD），以信
噪比 S/N ＝ 10 计算各残留溶剂的定量限（LOQ），
结果见表 1。
2.6　回收试验
　　分别精密量取“2.2.1”项下各对照品储备液
20、50、100 μL，置 10 mL 量瓶中，每个浓度水
平平行考察 3 份，共 9 个样品，用 N，N- 二甲基
甲酰胺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回收试验溶液，
按照“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检测，并计算各残
留溶剂的回收率。结果丙酮、甲醇、二氯甲烷、
异丙醇、乙腈、三氯甲烷和甲苯的平均回收率在
97.6% ～ 103.5%，RSD 在 1.7% ～ 2.7%。
2.7　精密度试验
　　取“2.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按照“2.1”项

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并计算丙酮、甲
醇、二氯甲烷、异丙醇、乙腈、三氯甲烷和甲苯色
谱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8%、1.6%、2.2%、1.7%、
3.2%、2.2%、1.7%，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8　重复性试验
　　分别取 3 家企业的洛索洛芬钠原料药各一批，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各 6 份，按
“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结果，A 公司样
品检出丙酮与异丙醇，平均含量分别为 0.030% 与
0.016%，RSD 分别为 2.8% 与 3.4%；B 公司样品检
出甲醇与甲苯，平均含量分别为 0.025% 与 0.014%，
RSD 均为 2.4%；C 公司样品检出丙酮与异丙醇，平
均含量分别为 0.021% 与 0.011%，RSD 分别为 2.6%
与 2.8%。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9　耐用性试验
　　本文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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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法

2.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1”项下各对照品储备液 10、
50、100、200、500 μL 分别置 10 mL 量瓶中，用
N，N- 二甲基甲酰胺稀释至刻度，摇匀，制得系

列浓度对照品溶液，以各待测成分色谱峰的峰面
积为纵坐标，质量浓度（μg·mL－ 1）为横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在各自的浓度范围内，7 种
溶剂线性关系良好。结果见表 1。

表 1　线性、检测限及定量限结果 
Tab 1　Linearity，LOD and LOQ

溶剂 回归方程 线性范围 / （μg·mL － 1） r 检测限 /（μg·mL － 1） 定量限 / （μg·mL － 1）

丙酮 Y ＝ 392.6X ＋ 609.7 5.253 ～ 262.65 0.9997 0.04 0.13
甲醇 Y ＝ 556.5X ＋ 317.7 3.066 ～ 153.30 0.9999 0.05 0.15
二氯甲烷 Y ＝ 104.4X ＋ 86.26 2.872 ～ 143.60 0.9992 0.22 0.72
异丙醇 Y ＝ 273.1X ＋ 489.0 5.240 ～ 262.00 0.9997 0.04 0.13
乙腈 Y ＝ 337.9X － 332.5 4.197 ～ 209.85 0.9999 0.06 0.21
三氯甲烷 Y ＝ 97.70X － 35.13 1.255 ～ 62.75 0.9992 0.19 0.63
甲苯 Y ＝ 496.9X ＋ 846.2 8.955 ～ 447.75 0.9999 0.0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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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的要求 [10]，对气相色谱条件进行调整，通
过改变气相色谱柱型号 [Thermo TG WAXMS 气相
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与 Agilent DB 
WAX 气相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
载气流速（1.9、2.0、2.1 mL·min－ 1）；进样口
温度（215℃、220、225℃）；检测器温度（255、
260、265℃）等试验条件，考察该方法的耐用性。
结果显示本方法耐用性良好。
2.10　样品测定结果
　　取洛索洛芬钠原料药，按“2.2.2”项下方法
分别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计算各供试品
中残留溶剂的含量。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
A 公司与 C 公司样品均检出丙酮与异丙醇，B 公
司样品检出甲醇与甲苯，且检出含量均未超过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中对各残留溶剂
的限度规定要求，其余溶剂均未检出。

表 2　样品中残留溶剂测定结果 (%，n ＝ 2) 
Tab 2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solvent in samples (%，n ＝ 2)

批号 丙酮 甲醇 二氯甲烷 异丙醇 乙腈 三氯甲烷 甲苯

16C5102004018 0.030 － － 0.016 － － －

16C5102006008 0.036 － － 0.019 － － －

200203 － 0.025 － － － － 0.014

1D2004019 0.021 － － 0.011 － － －

1D2005029 0.032 － － 0.015 － － －

限度 0.5 0.3 0.06 0.5 0.041 0.006 0.089

注（Note）：“－”表示未检出（“－” means no detected）。

3　讨论
3.1　溶剂的选择
　　分别考察以水、二甲基亚砜和 N，N- 二甲基
甲酰胺作溶剂，采用水作溶剂时，部分有机溶剂如
三氯甲烷、二氯甲烷、甲苯等溶解性较差；采用二
甲基亚砜和 N，N- 二甲基甲酰胺作溶剂时，均能
与各待测有机溶剂完全互溶；但 N，N- 二甲基甲
酰胺的色谱图基线更平直，各色谱峰的分离度更
好，因此本文选择 N，N- 二甲基甲酰胺作为溶剂。
3.2　进样方式的选择
　　测定残留溶剂时，有溶液直接进样和顶空进
样两种进样方式 [11-13]。本文中检测的有机溶剂共
7 种，各有机溶剂的沸点相差较大，采用溶液直
接进样测定，方法简单，快速，重现性好。
3.3　色谱柱的选择
　　分别考察不同极性毛细管色谱柱，通过试验
比较，发现采用 Thermo TG WAXMS色谱柱能使 7
种待测有机溶剂实现较好分离，采用其他中等极性
或弱极性色谱柱时分离度达不到要求。
3.4　柱温的选择

　　本文测定的有机溶剂的沸点相对较低，采用
40℃等温保持 10 min，可以将多种待测成分分
开，程序升温可以将沸点相对较高的待测成分实
现分离。由于 N，N- 二甲基甲酰胺的沸点较高，
为了使 N，N- 二甲基甲酰胺完全流出色谱柱，本
试验采用 200℃，保持 5 min，将 N，N- 二甲基
甲酰胺与所有的干扰杂质成分完全排出色谱柱，
既保证了进样的重复性，又保护了色谱柱。
　　洛索洛芬钠原料药在化学合成过程中使用了多
种有机溶剂，然而现有质量标准仅对其中的甲苯进
行了检测，而忽略了其他的残留溶剂。根据本文检
测结果发现，在洛索洛芬钠原料药中除甲苯外，还
存在丙酮、异丙醇和甲醇等残留溶剂，严重影响了
洛索洛芬钠原料药的质量与安全性，有必要对其中
可能存在的所有残留溶剂进行全面检测，按照“最
严谨的标准”来控制洛索洛芬钠的质量。本文建立
的气相色谱方法可以同时检测洛索洛芬钠原料药中
7 种残留溶剂，具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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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腰椎内固定术后继发拟态弧菌、 
大肠埃希菌、真菌感染患者的药学实践

徐星新，韦梦涵（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南宁　530031）

摘要：临床药师全程参与 1 例腰椎内固定术后继发拟态弧菌、大肠埃希菌、真菌感染患者的治

疗，协助医师制订合理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经过彻底清创、持续冲洗负压引流以及积极的

抗感染治疗，最终患者的感染得到控制。临床药师利用药学知识和专业优势，为临床提供了高

效优质的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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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菌科（Vibrionaceae）是一群氧化酶阳性、
可发酵糖类的革兰氏阴性杆状或弯曲状细菌，广
泛存在于海水、淡水和水生动物中，其中某些种
别对人、鱼、鳗、蛙及其他动物有致病性 [1]。拟
态弧菌属于弧菌科、弧菌属，与人类感染有关 [2]，
其形态和生长特性与霍乱弧菌相同 [1]，生化特性
与霍乱弧菌类似 [3]，临床上常常将其划入非霍乱
属。目前国内外由拟态弧菌导致的血流感染鲜有
报道。本文介绍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腰椎内固定术
后继发拟态弧菌、大肠埃希菌、真菌感染患者的
抗感染治疗过程，探讨临床药师在治疗团队中的
价值，为类似病例的治疗提供参考。
1　病例摘要

　　患者，女，74 岁，体质量 45 kg。因“腰部
疼痛 10 余年，伴右下肢麻痛 1 月余”，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入院。患者 1 个月前出现右下肢麻
痛，于 9 月 23 日在当地医院 DR 提示：腰椎间盘
突出。10月10日前往南宁某医院，予推拿、针灸、
按摩等治疗后症状无明显好转；10 月 21 日来本
院就诊，腰椎 MRI 平扫：腰 4/5、腰 5/ 骶 1 椎间
盘突出。查体：T 36.5℃，P 82 次·min－1，R 20
次·min－1，BP 112/70 mmHg；神志清楚，双肺
呼吸清，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腰椎生理曲度
变直，腰部肌肉紧张，伴右臀部、右大腿、右小
腿后侧及右足放射性麻木及疼痛，尤以右足背外
侧明显，腰部自主活动无受限，余无特殊。初步
诊断：① 腰椎间盘突出症（L4/5、L5/S1）；② 腰椎

失稳（L2、L3、L4）。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10 月
24 日行“后路腰椎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椎间盘切
除 cage 植入融合术”。10 月 28 日清晨发热（Tmax 
38.5℃），伴寒战，腰椎手术切口周围皮肤稍红、
皮温高，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
红细胞沉降率（ESR）、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
升高，夜间再次低热（Tmax 37.4℃），考虑腰椎内
固定术后切口感染，参照相关研究 [4-5] 并反复权
衡利弊后决定保留内置物，予彻底清创后持续冲
洗负压引流，同时予抗感染治疗。患者 10 月 29
日无发热，白细胞（WBC）、N%、CRP 升高，经
验性使用头孢呋辛 2 g q8 h ivgtt ＋左氧氟沙星 0.3 
g qd ivgtt 抗感染。住院期间重要临床信息及药物
治疗时间轴见图 1。住院期间患者肝功能、肾功
能、凝血功能正常。
2　讨论

2.1　腰椎内固定术后血流感染治疗策略分析

2.1.1　判断血培养病原菌是污染菌、定植菌还是
致病菌　患者近期手术且有植入物；术前无发热，
10 月 28 日最高体温 38.5℃↑，10 月 28—30 日
WBC、N%、CRP、PCT、ESR 等多项感染指标
显著升高，血小板（PLT）显著降低，不能用其
他疾病或病原学结果解释；10 月 28 日双侧上肢
血培养皆为拟态弧菌，且拟态弧菌不是血培养常
见的污染菌。因此，临床药师考虑拟态弧菌是血
流感染的致病菌。
2.1.2　文献检索拟态弧菌血流感染治疗方案　

临床药师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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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住院期间重要临床信息及药物治疗时间轴

Fig 1　Important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the time axis of dru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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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ntz 等 [6] 报道了 1 例 74 岁的男性，因“腹泻，
腹部绞痛，进行性虚弱和持续 6 d 排尿量减少”入
院，入院第 2 日发热，从血液和粪便以及胆汁引
流液中分离到拟态弧菌，抗菌药物（具体不详）
治疗 2 周后好转出院。Albert 等 [7] 报道了 1 例 4
个月营养不良的女孩，因“水样便 6 d”入院，入
院第 1 日血培养出拟态弧菌，使用氨苄西林（150 
mg q6 h ivgtt，共 24 剂）抗感染，第 2 日血培养
出铜绿假单胞菌，使用庆大霉素（6 mg q8 h ivgtt，
共20剂）治疗，第6日直肠拭子培养出拟态弧菌，
随后患者自行出院失访。美国《ABX 指南》[8] 记
载：非霍乱属常见感染类型主要为蜂窝织炎、坏
死性筋膜炎、败血症、胃肠炎，治疗败血症和软
组织感染可用四环素类（多西环素或米诺环素）、
三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啶或头孢噻肟）或氟喹诺
酮类（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或莫西沙星）两两
联合用药。
2.1.3　制订血流感染治疗方案　有研究表明，腰
椎内固定术后切口感染的病原菌主要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其次为大肠埃希菌和阴
沟肠杆菌 [4-5]。《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年版》[9] 中记载脊柱手术常见的污染菌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链球菌属。临
床药师考虑：患者为 74 岁老年女性，住院时间＞

7 d，手术切口较深，不能排除革兰氏阴性菌、阳
性菌及厌氧菌混合感染可能。哌拉西林 / 他唑巴
坦抗菌谱广、耐酶，对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阳性菌、多数革兰氏阴性菌及厌氧菌都有较好的
抗菌活性，能覆盖脊柱手术常见病原菌。此外，
药敏结果显示拟态弧菌对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敏
感，且 Albert 等 [7] 曾使用青霉素类药物治疗拟态
弧菌血流感染。综合以上因素，临床药师第 1 次
会诊时建议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4.5 g q8 h ivgtt ＋
盐酸多西环素片 0.1 g bid po（首剂加倍）作为治
疗拟态弧菌血流感染的初始方案。医师未使用多
西环素，采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4.5 g q8 h ivgtt 
＋阿米卡星 0.2 g qd ivgtt 抗感染，此后多次血培
养皆未培养出拟态弧菌，提示该方案可能对拟态
弧菌血流感染有效。患者 11 月 1 日血培养（10 月
31 日采集）结果回报：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唑林、
阿米卡星、头孢曲松、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米
诺环素、美罗培南等多种药物敏感，对氨苄西林、
氨苄西林 / 舒巴坦、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耐药，
对头孢哌酮 / 舒巴坦、替卡西林 / 克拉维酸中介。
因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和阿米卡星

敏感，且使用该方案后体温及感染指标有下降，
继续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4.5 g q8 h ivgtt ＋阿米卡
星 0.2 g qd ivgtt 抗感染治疗。
2.2　肺部感染治疗策略分析及疗效评估

2.2.1　肺部感染治疗策略分析　患者 11 月 4 日
伤口脓液（10 月 31 日采集）培养结果回报：大
肠埃希菌，药敏结果同前。胸部 CT 提示：双肺
弥漫性支气管炎及两侧胸腔积液并两肺下叶膨胀
不全。临床药师分析：手术切口周围的大肠埃希
菌通过切口附近的破损血管入血，随后经血液循
环播散至肺部引起肺部感染。11 月 4 日床药师
第 2 次会诊时，患者精神萎靡，表情淡漠，仍持
续发热，呼吸 26 次·min － 1↑，氧合指数 280↓，
WBC 13.39×109·L － 1↑，N% 88.7↑，CRP 50.09 
mg·L － 1↑，PCT 2.46 ng·mL － 1↑，快速 SOFA
（qSOFA）评分 [10] 为 2，根据我国《2018 年 HAP/
VAP 诊疗指南》[11] 的建议，对于非 ICU 患者，当
qSOFA ≥ 2 时，应警惕危重症的发生。Meta 分析
显示在治疗重症肺部感染方面，美罗培南比亚胺
培南 / 西司他丁的临床有效率高，治愈率高，细
菌清除率高，且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12]。此外有研
究显示美罗培南在中、重度肺部感染的治疗中其
细菌清除率、临床治愈率略优于亚胺培南，中枢
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亚胺培南 [13]。
综上，临床药师建议根据药敏结果升阶梯使用美
罗培南 1 g q8 h ivd 抗感染。
2.2.2　肺部抗感染治疗疗效评估　患者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使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阿米卡
星期间，WBC、PCT、CRP、ESR 有下降趋势，
但用药期间仍持续低热，且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
染，提示该方案有一定疗效但疗效欠佳，一方面
可能与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的剂量不
足有关，另一方面患者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
的白蛋白分别为 26.9 g·L － 1↓、26.7 g·L － 1↓和
29.1 g·L － 1 ↓，白蛋白水平降低会导致游离型
的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和阿米卡星增多，从而清
除也增多。因此，增加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阿
米卡星的剂量以及蛋白摄入量有可能获得更好的
疗效。2019年11月4日开始使用美罗培南抗感染，
11 月 5 日－ 7 日体温恢复正常，精神明显好转，
肺部湿啰音明显减少，2019 年 11 月 10 日胸部
CT 提示：两肺炎症并两侧胸腔积液较前明显减
少，WBC、N%、ESR 恢复正常，CRP、PCT 分
别下降至 30.31 mg·L － 1↑和 0.18 ng·mL － 1↑，
提示美罗培南疗效确切，患者感染基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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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抗感染方案的调整

　　患者 2019 年 11 月 8—10 日反复低热，临床
药师分析可能原因有：① 真菌感染。患者老年
74 岁，11 月 7 日痰培养出白假丝酵母菌，痰涂
片找到真菌孢子及菌丝，且患者近期有 12 d 广谱
抗菌药物暴露史和手术史。② 深部伤口局部存在
感染灶。伤口引流不充分、清创不彻底。③ 美
罗培南引起的药物热。有文献报道美罗培南可致
药 物 热 [14-16]。11 月 8—10 日 CRP、PCT 和 ESR
皆未恢复正常，说明还存在感染，且 11 月 11 日
停用美罗培南后，体温没有迅速下降反而较前升
高，且出现低热时 CRP、PCT、ESR 皆高于正常
值，低热由感染所致可能性大，基本排除美罗培
南致药物热可能。11 月 11 日开始使用氟康唑抗
真菌，11 月 12 日重新对伤口进行清创＋庆大霉
素冲洗引流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此后除第 30
日感冒后发热 1 次外，患者再无发热。因此，患
者反复低热的原因很可能是伤口存在局部感染灶
未能充分引流和彻底清创，同时不排除合并真菌
感染。
3　参与抗感染治疗的体会

　　拟态弧菌所致的血流感染在临床上非常罕
见，建议结合抗菌药物 PK/PD 理论和药敏结果选
择抗感染药物，也可尝试美国《ABX 指南》对非
霍乱属败血症的推荐治疗方案。内固定手术切口
感染后应及时启动抗感染治疗，切口局部的充分
引流非常重要，同时须警惕病原菌血源播散至其
他部位发生继发性感染。此外，血流感染时抗菌
药物剂量要足，白蛋白的水平对抗感染疗效影响
较大。临床药师以拟态弧菌为切入点全程参与该
病例的抗感染治疗，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协助医师
制订和调整用药方案，评估疗效，保障了患者用
药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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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曲霉菌导致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治疗，通过文献复习，对真菌导致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进行总结，协助医师制订及优化抗感染治疗方案，同时实施药学监护，经过

合理的抗感染治疗后，患者感染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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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
病，死亡率高，并与多种疾病有关，其中由曲霉
菌导致的心内膜炎（Aspergillus endocarditis，AE）
是最严重的真菌性心内膜炎 [1]。近年来，由于侵
入性手术、心脏装置和假体瓣膜的使用频率增加
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AE 的发病率不断上
升。由于 AE 血液培养几乎总是阴性，同时临床
症状通常不伴发热，导致诊断通常很晚，甚至在
许多情况下是在尸检后才诊断出来的 [2-3]。因此，
AE 的迟发或误诊是导致患者诊治延迟和误诊的原
因之一。本文报道了临床药师参与 1 例曲霉菌导
致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现及治疗，探讨并总结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ous endocarditis，IE）的
诊断、治疗及用药监护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提
高临床药师服务临床的能力。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44 岁，身高 171 cm，体质量 60 
kg，2019 年 5 月 18 日（入院前 10 d），患者因无
诱因出现左下肢乏力，行走跛行，伴有肌肉持续
疼痛，伴有皮温下降，皮肤苍白，就诊于本院门
诊，门诊予以抗炎、止痛治疗（具体药物不详）之
后，无明显好转。5 月 19 日，突发双目短暂失明，
伴有大汗淋漓，立即前往附近医院就诊，就诊期
间，患者神志恍惚，头痛明显，喷射性呕吐胃内
容物一次，诊断为脑出血，予以手术治疗，5 月
27 日患者突发头痛，伴呕吐 3 次胃内容物，烦躁
不安，言语欠清晰，CT 提示“颅内新发出血”，
为求进一步治疗就诊，5 月 28 日急诊以“右侧颞
顶枕叶出血术后、左侧顶叶脑出血，心脏瓣膜置
换术后”收入神经内科住院。体格检查示：体温
36.7℃，脉搏 69 次·min － 1，呼吸 19 次·min － 1，
血压 142/76 mmHg（1 mmHg ＝ 133.3 Pa），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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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容，神志清，心前区无隆起，心律正常，心脏
各瓣膜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右下肺可闻及少量
湿啰音，皮肤黏膜正常，余未见特殊。辅助检
查示：白细胞（WBC）10.35×109·L － 1 ↑、中
性粒细胞比率（NEUT%）80.1% ↑、中性粒细
胞绝对值（NEUT#）8.29×109·L － 1 ↑、C 反应
蛋白（CRP）27 mg·L － 1 ↑、降钙素原（PCT）
0.09 ng·mL － 1 ↑、红细胞沉降率（ESR）30.00 
mm·h － 1 ↑、凝血酶原时间（PT）13 s ↑、国
际标准化比值（INR）1.2 ↑、纤维蛋白原 4.26 
g·L － 1 ↑、D2 聚体 0.583 mg·L － 1 ↑，头颅 CT
示临床诊断右侧颞顶枕叶脑出血术后、左侧顶叶
脑出血。既往史：2015 年行“甲状腺癌根治术”，
术后服用左甲状腺素钠片（优甲乐，100 μg po 
qd）；2019 年 3 月 20 日在本院行“心脏瓣膜置换
术”，术后服用氯吡格雷（75 mg po qd）与阿司匹
林（100 mg po qd）。入院诊断：脑出血术后；顶
叶脑出血；心脏瓣膜置换术；甲状腺癌术后。
2　治疗经过及用药监护

　　患者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入院，入院后给予
止血、降低颅内压、脑保护、营养神经对症处理。
2 d 后，患者出现发热，胸片提示胸腔积液，考
虑肺部感染，给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5 g ivgtt 
q8 h 抗感染治疗。6 月 1 日患者出现腹部隐痛，
CT 提示肠系膜上动，静脉主干及分支血管造影
未见明显异常，脾脏密度不均。6 月 3 日，查
体：四肢末端可见点状红斑。6 月 4 日床旁彩超
提示：① 胆囊壁增厚；② 脾可见分布不均低回
声区，不排除脏器栓塞可能。6 月 5 日，即抗感
染 7 d 后，患者仍然发热，血培养阴性，外送血
液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测序结果为曲霉菌
中的黄曲霉与米曲霉序列数 13 与 14。针对测序
结果，邀请全院多学科会诊，其中抗感染临床药
师结合患者既往史、目前症状及检查结果，建议：
① 完善真菌 GM 试验排查真菌感染；② 完善结
核相关检查；③ 完善经食道超声，以排除 IE。临
床采纳药师意见，6 月 17 日，经食道心脏超声提
示：主动脉后壁人工管道末端异常回声，考虑血
栓或赘生物。药师结合患者既往“心脏瓣膜置换
术”，以及食道超声提示人工管道末端考虑赘生
物，高度怀疑 IE，建议暂不使用抗菌药物，待发
热时再次送检、血培养，待检查结果回示再调整
用药，临床采纳建议。患者 6 月 18 日再次发热，
立即行血培养与 mNGS，3 日后提示血培养黄曲
霉菌，mNGS 提示黄曲霉及米曲霉，序列数分别

为 99 与 53。
　　依据改良 Duke 诊断标准 [4]，该患者符合两条
主要诊断标准：① 持续血培养阳性时检测出 IE 致
病微生物；② 心脏超声表现，赘生物、脓肿或新
出现的人工瓣膜开裂，即可诊断 IE。患者诊断明确
后，随即启动抗真菌感染治疗，伏立康唑 200 mg＋
5% 葡萄糖注射液 500 mL q12 h（伏立康唑首剂加倍
400 mg）联合米卡芬净 150 mg＋ 0.9% 氯化钠注射
液，250 mL qd。治疗过程中，临床药师对伏立康唑
进行用药监护并监测肝功能，在用药初期患者未出
现视觉障碍，监测过程中肝功能正常，谷丙转氨酶
（ALT）35 U·L－ 1，谷草转氨酶（AST）38 U·L－ 1。
在第 5 次用药后，监测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为 1.5 
mg·L－ 1，浓度达标，未调整剂量，联合抗真菌药
物 1 周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为下一步心外科手
术赢得时机。
3　讨论

3.1　曲霉菌导致的 IE 微生物检测

　　依据改良 Duke 诊断标准，血培养阳性为主要
的诊断标准之一，但是大多数已报道的心脏曲霉
菌病例都是在尸检组织病理学中判断的，而曲霉
菌通常不能从尸检样本中培养出来。据推测，其原
因为当活曲霉菌菌丝进入血流时，会被内皮细胞吞
噬，导致随后的内皮细胞损伤和血管血栓形成，从
而将生物体隔离，导致无法检出 [5]。因此，探索血
培养以外的真菌检测方法显得尤为重要，Meshaal
等 [6] 回顾了 2005—2016 年 26 例经组织培养确诊为
AE 的患者，其中 18 例患者血液 GM 实验为阳性；
Badiee 等 [7] 回顾了 11 例确诊的 AE 患者，PCR 全
为阳性，因此针对曲霉菌的血培养困难，可以结合
GM 实验、PCR 等手段检测，同时，近年来 mNGS
的推广也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新的选择，针对难以培
养的曲霉菌，可通过与其他检测技术平行送检提高
微生物的检出率 [8-9]。
3.2　曲霉菌导致的 IE 的药物治疗

　　治疗曲霉菌导致的 IE，不仅仅需要抗真菌药
物，通常需要联合外科清创。在大多数侵袭性曲
霉菌肺部及血流感染的病例中，伏立康唑、棘白
菌素类药物、两性霉素 B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治疗
药物 [10]，其中伏立康唑为一线推荐的药物。但针
对 AE 的药物治疗报道中，只有约 4% 的患者使用
单一药物治疗成功 [11]。因此，以伏立康唑为基础
联合棘白菌素类或两性霉素 B 显得尤为重要。由
于 AE 复发率高，故即使在明显治愈后，仍建议终
生口服抗真菌药物抑制治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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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患者抗凝及抗真菌药物用药监护

　　患者住院前因完成“心脏瓣膜置换术”，长
期使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同时此次住院期间因
抗真菌需要，使用两联抗真菌药物，其中抗血小

板药物与抗真菌药物均存在复杂的药物相互作
用，临床药师在协助临床医师诊疗过程中，更加
关注药物不良反应、相互作用及血药浓度的监护，
监护要点见表 1。

表 1　患者抗凝及抗真菌药物使用情况及监护要点 
Tab 1　Monitoring points during the use of anticoagulant and antifungal agents in patients

用药时间 使用药物情况 药师监护要点

2015 年 9 月—2019
年 7 月 6 日

左甲状腺素钠片 100 
μg qd po

药师查房过程中嘱咐患者每日饭前半小时服用一次，每 3 个月监测一次肝功能，如果需要联用

华法林，应密切监测血常规。该患者在住院期间，患者肝功能正常，未调整剂量

2019年3月20日—

7 月 6 日

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 qd po；氯吡格

雷片负荷剂量 300 
mg，之后 75 mg 维
持剂量，qd po

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合应用时，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用抗血小板药物。临床药师与

医师商讨后予加用质子泵抑制剂抑制胃酸保护胃黏膜，氯吡格雷与临床上大多数质子泵抑制

剂均通过 CYP2C19 代谢，为避免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抗血小板聚集作用，药师建议选择

对 CYP2C19 抑制作用小的雷贝拉唑（20 mg qd po），同时药师每日查房注意询问患者消化道

症状，以及是否有黑便情况，警惕一切出血风险

2019年6月21日—

7 月 6 日

伏立康唑 200 mg ＋米

卡芬净 150 mg qd 
ivgtt（伏立康唑首

剂加倍 400 mg）

在用药初期，药师每日查房关注患者是否出现视觉障碍，并定期监测患者肝功能。同时考虑伏

立康唑主要经 CYP2C19 代谢，部分经 CYP3A4 和 CYP2C9 代谢，其本身也是 CYP3A4 强

抑制剂，故药师在审方过程中特别注意伏立康唑禁止与 CYP3A4 底物合用。考虑伏立康唑

血药浓度受多因素影响，因此在治疗中对患者血药浓度进行监测，该患者监测谷浓度为 1.5 
mg·L － 1，浓度达标 [13]

4　小结

　　真菌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临床
疾病，通常与免疫缺陷的宿主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或
心脏移植等有关。由于血培养通常为阴性，所以诊
断极为困难。因此，临床药师应该对有血液恶性肿
瘤病史、最近完成心胸外科手术、免疫抑制状态而
培养阴性的心内膜炎患者保持高度怀疑。一旦确诊，
早期积极的外科清创术与联合抗真菌治疗是成功的
关键，同时抗真菌药物存在复杂的药物相互作用及
非线性的药动学参数，临床药师如何严格审核医师
医嘱同时做好血药浓度监测是治疗成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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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致 
新生儿皮疹的救治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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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源性皮疹是最常见的药品不良反应之一，皮疹的损伤程度可从暂时性的轻度红斑到中

毒性表皮坏死松解，导致功能丧失和死亡。对于严重的药源性皮疹，及时发现并采取正确的救

治措施至关重要。本文报道了临床药师在参与 1 例新生儿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致全身皮疹

的救治过程中，利用其专业的临床药学实践与丰富的药源性疾病知识，结合新生儿生理特性，

快速而精准地制订出用药方案，避免患儿药疹进一步恶化，使患儿药源性皮疹及原患疾病均

得以控制，在药品不良反应救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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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源性皮疹是最常见的药品不良反应之一，
皮疹的损伤程度可从暂时性的轻度红斑到中毒性
表皮坏死松解，导致功能丧失甚至死亡。对于轻
症的皮疹可在停药后自行消退，而中、重度药疹
则需及时停用致敏药并积极治疗 [1]。本文介绍了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引起新生儿
全身皮疹的诊疗过程，通过对新生儿的生理特点
及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致皮疹的危险性进行分析，
结合文献调研，及时为临床医师提供用药建议，
并对患儿进行药学监护，使患儿药源性皮疹及原
患疾病均得以控制，在药源性疾病的救治中发挥
积极作用。
1　 病例资料

　　患儿，男，19 d，体质量 4.0 kg。因“咳嗽
2 d”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入本院新生儿科。入
院查体：体温 36.5℃，脉搏 130 次·min － 1，呼
吸 50 次·min － 1，经皮血氧饱和度 95%，足月儿
貌，肤色红润，皮肤无皮疹，无出血点。咽充血，
声音正常。双肺呼吸音粗糙，双肺闻及少许痰鸣
音。毛细血管充盈时间小于 3 s。血常规：白细胞
9.99×109·L － 1↓，红细胞 6.11×1012·L － 1，血
红蛋白 158 g·L － 1，血小板 383×109·L － 1↑，C-
反应蛋白 0.35 mg·L － 1。大小便正常。血糖、降
钙素原、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肌酶谱均
无特殊。胸片示：双肺纹理增粗、模糊，可见点
片状高密度影，考虑炎变。临床诊断为：新生儿
肺炎。

　　患儿入院后，于 12 月 19 日给予头孢噻肟
钠 0.2 g ＋ 10 mL 0.9% 氯化钠注射液，静脉泵
入给药，q12 h 进行抗感染治疗，未加用其他药
物。3 d 后，患儿咳嗽较前加重，呼吸频率增快
（60 次·min － 1），肺部湿啰音增多，肺炎进一步
加重。12 月 22 日，更换为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舒普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号：AR1288）
0.1 g ＋ 10 mL 0.9% 氯化钠注射液，静脉泵入给
药，q8 h 进行抗感染治疗。同时加用吸入用复方
异丙托溴铵溶液 0.833 mL ＋ 3 mL 0.9% 氯化钠
注射液（雾化吸入，q8 h），吸入用丙酸倍氯米松
混悬液 1 mL ＋ 3 mL 0.9% 氯化钠注射液（雾化
吸入，q12 h），进行雾化辅助治疗。12 月 22 日、
23 日连续痰培养结果均为正常混合菌生长，未分
离出可疑致病菌。12 月 25 日 14 点，在使用头孢
哌酮舒巴坦钠治疗 3 d 后，患儿全身皮肤出现散
在红色斑丘疹，以腋窝、腹股沟及背部为甚。因
雾化治疗属于局部用药，罕有引起全身皮疹的报
道，故医师怀疑患儿皮疹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过
敏所致，立即给予患儿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0.8 mg 
tid po，糠酸莫米松乳膏外用（tid），进行对症治
疗。医师考虑患儿肺炎症状虽已控制，但并未完
全好转，且已使用抗过敏药物对症治疗，故未停
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2 月 25 日 20 点，患儿
皮肤红斑无减轻，仍有新的皮疹出现，部分融合
成片，如图 1 所示，患儿皮疹呈进行性加重，医
师请临床药师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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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儿药源性皮疹

2　 临床药师会诊分析

　　临床药师查阅患儿病历后，根据患儿系新生
儿的生理特殊性及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致皮疹的
危险性，同时为避免患儿使用其他抗菌药物引起
交叉过敏，加重皮疹，提出以下建议：
　　① 立即停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暂时不使用
其他抗菌药物，只保留雾化对症治疗。② 给予患
儿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每次 5 mg·kg－ 1，bid 进
行皮疹对症治疗。用药期间需密切观察患儿皮疹
进展，不再新出皮疹即为有效。若皮疹还是难以
控制，需换用强度更大的糖皮质激素，如甲泼尼
龙，甚至联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等。③ 再次对患
儿血液进行病原菌检测，待患儿皮疹控制后再结
合患儿肺炎病情及病原菌鉴定结果选用抗菌药物。
　　医师采纳临床药师建议，立即停用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并送患儿血样行病原菌检测。同时给
予患儿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20 mg ＋ 10 
mL 5% 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泵入给药进行对症治
疗。给药后患儿无特殊反应，生命体征稳定；约
2 h 后患儿未再新出皮疹，病情稳定。12 月 26 日
8 点，患儿全身皮疹逐渐消退，呈浅褐色斑片状，
无新出皮疹。偶有单声咳嗽，脉搏 129 次·min－ 1，
呼吸 48 次·min － 1，双肺呼吸音稍粗糙，未闻及
干湿啰音。患儿肺炎症状已减轻，因使用氢化可
的松琥珀酸钠对患儿原有肺炎病情也有治疗作用，
且血培养结果为阴性，无细菌生长。为避免患儿
再次出现药物过敏，临床药师建议不再使用抗菌
药物，只保留雾化对症治疗。密切监测患儿肺部
病情变化，一旦患儿肺炎体征出现反复，立即根
据患儿病情选用过敏反应较少的抗菌药物，医师
采纳临床药师建议。12 月 26 日 14 点，患儿皮疹
基本消退，双肺呼吸音稍粗糙，未闻及干湿啰音，
停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2 月 27 日，患儿无
咳嗽，全身皮疹消退，脉搏 128 次·min － 1，呼
吸 45 次·min － 1，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
音，肺炎及皮疹症状已痊愈，于当日办理出院。

一周后电话随访，家属诉患儿无特殊不适症状。
3　 讨论

3.1　 患儿皮疹与用药相关性分析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
法》[2]，对该不良反应进行关联性分析：① 患儿
在入院后第 4 日开始使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进
行抗感染治疗，在使用该药物 3 d 后，患儿出现
全身性皮疹，提示该不良反应的发生与用药有时
间相关性；② 在使用马来酸氯苯那敏和糠酸莫米
松乳膏对症治疗后，患儿皮疹并未得到缓解，而
在停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并使用氢化可的松
琥珀酸钠进行救治后，患儿皮疹得以控制；③ 在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说明书中有注明，该药物
会引起严重皮疹，且相关文献也报道了其致严重
皮疹的案例 [3-5]；④ 在使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之前，患儿曾使用过 3 d 头孢噻肟钠，但这期间
患儿并未出现不适或皮疹，故皮疹由头孢噻肟钠
引起的可能性小。在使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
同时，患儿还使用了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
和吸入用丙酸倍氯米松混悬液进行雾化对症治疗，
但在停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后，仍继续使用雾
化治疗，患儿皮疹未再加重，且经治疗后得到好
转，故排除雾化药物致患儿皮疹的可能。因此，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关联性评价结果为很可能。根
据 Naranjo 的 APS 评分 [6]，该药物不良反应得分
为 6 分，提示很可能有关。综上，考虑该病例为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致全身皮疹的不良反应。
3.2　 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致患儿皮疹的危险

因素分析

　　临床药师在分析患儿病历后，结合药学专业
知识，总结出患儿救治所面临的危险因素主要有
以下三点：
　　①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致皮疹的危险性。有
报道指出，皮肤及其附件的损害是头孢哌酮舒巴
坦钠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皮
疹、荨麻疹和斑丘疹等 [7]。除了引起轻症的过敏
性皮疹外，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还能诱发严重甚
至致死性的皮肤不良反应，包括剥脱性皮炎 [3]、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4]、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
症 [5] 等。而这些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在开始时仅
表现出全身或局部的皮疹，因停药不及时或只按
轻症进行救治而使不良反应进一步加重，最终演
变为致死性皮肤综合征。因此，头孢哌酮舒巴坦
钠引起的全身皮疹若不及时停药并积极治疗，就
有进一步加重甚至引起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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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患儿年龄。新生儿由于肝肾功能发育不完
善，代谢酶分泌不足，对药物的代谢能力较差，
药物易蓄积于体内，发生不良反应，并且，一旦
发生不良反应，其病情可能较成人更重 [8]。
　　③ 患儿换用抗菌药物的危险性。有案例指出，
在患者使用一种抗菌药物引起全身皮疹后，换用
其他抗菌药物会再次引起更为严重的皮疹 [5，9]，
这可能与抗菌药物间存在交叉过敏有关。故在患
儿使用一种抗菌药物引起皮疹后，需换用其他抗
菌药物时应该更加谨慎，并全程密切监护。
3.3　 处置措施

　　根据《中国特应性皮炎诊疗指南（2014 版）》[10]、
《中国儿童特应性皮炎诊疗共识（2017 版）》[11] 及相
关文献的报道 [1，12-13]，药源性皮疹的药物治疗措施
可分为以下几点：① 停用可疑致敏药物；② 轻型
药疹在停药后可自行消退，若需使用药物治疗，可
使用抗组胺药物、维生素 C、钙制剂等；③ 重型药
疹需及早给予足量的糖皮质激素（如氢化可的松、
甲泼尼龙等），若皮疹难以控制，则需加用大剂量
丙种球蛋白，以快速控制症状；④ 防治继发感染，
若需选用抗菌药物，应选用过敏反应较少的抗菌药
物，如氨曲南等；⑤ 外用局部治疗，可根据皮疹严
重程度选用炉甘石洗剂或外用糖皮质激素，在选择
外用糖皮质激素时需根据年龄、病情严重程度、部
位和皮损类型选择不同强度和剂型，初治时应选用
强度足够的制剂（强效或超强效），以求在数天内
迅速控制炎症，儿童患者在能控制病情的前提下尽
量选用中弱效激素。
　　本案例中，患儿在使用马来酸氯苯那敏片及
糠酸莫米松乳膏后，皮疹并未减轻，且呈进行性
加重，可能与未停用致敏药物有关，但患儿皮疹
已加重，为及时控制患儿病情，需立即使用全身
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为短
效糖皮质激素，具有吸收快、起效迅速，对下丘
脑 - 垂体 - 肾上腺（HAP）轴的抑制作用最小，不
需肝脏转化，半衰期短，不会在体内产生蓄积等
特点 [14]，在多项新生儿疾病的救治中被使用，且
效果良好，不易出现不良反应 [14-15]，故临床药师
建议首先使用该药物对患儿皮疹进行救治。在患
儿皮疹得到有效控制后，是否再使用抗菌药物，

选择何种抗菌药物成为医师的用药难题。临床药
师考虑到患儿肺炎症状在出现皮疹之前就已减
轻，又使用了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且血培养结
果为阴性，无细菌生长。为避免患儿再次出现药
物过敏，故建议不再使用抗菌药物，只保留雾化
对症治疗即可。2 d 后，患儿药源性皮疹及肺炎
症状均得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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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400 g超低出生体质量儿伴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营养支持的药学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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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与医师、护士组成治疗团队，根据相关指南，结合患儿生化指标与生命体征，

为 1 例胎龄 25 ＋ 5 周，体质量 400 g 的超早产儿制订精准诊疗方案与营养支持，并进行了药学

监护。患儿经救治后，转归良好，体质量达 3000 g 后出院。针对临床上伴有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NEC）的超早产儿类似病例，药师应与医师、护士合作，为患儿提供营养支持，尽快完成

追赶生长，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与预后。

关键词：超早产儿；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营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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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care for a child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with  
birth weight 400 g 

WEN Xiao-ke1,WU Xiao-yan1*, FENG Bin-bin2, GONG Jie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Hunan Provinci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Changsha  410008；2.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Hunan Provinci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Changsha  410008)

Abstract: Clinical pharmacists, doctors, and nurses formed a treatment team. The treatment team 
cooperate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low birth weight child with 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based on related guidelines. Considering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vital signs of a 
25+5 week and 400 g birth weight child was established,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plan, and nutrition 
support for the child, and provided pharmaceutical care. The child recovered well after the treatment 
and nursing, and her weight reached 3000 g before discharge. For premature infant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pharmacists should cooperate with doctors and nurses, and provide accurate nutrition 
support, help them catch up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and prognosis of 
premature infants.
Key words: super premature infant; 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utri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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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出生体质量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是指出生时体质量在 1000 g 以下
的早产儿 [1]。ELBW 由于身体各器官组织发育不
成熟，抵抗力差，易感染，并发症多，在新生儿
中病死率高 [2]。随着近年来围生医学发展和新生
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救治水平的相应提高，
ELBW 存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3]。新生儿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NEC）是新生儿期多种原因所致的

小肠、结肠局限性或广泛性坏死性炎症，临床表
现为呕吐、腹胀、腹泻、便血、严重者发生休克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腹部 X 线检查以肠壁囊性积
气为特征。NEC 发病率及病死率与早产儿胎龄及
出生体质量成负相关，可引起多种胃肠道并发症，
并可对患儿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4]。新生
儿 NEC 的发病率达 0.72% ～ 2.1%，住院病死率
达 16% ～ 20%，在重症 NEC、极低出生体质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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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BW）以及需要手术治疗的 NEC 患者中病死
率更高 [5-6]。在 ELBW 中，NEC 发病率和病死率
分别高达 12% 和 50%[7]。早产儿为无法主诉的特
殊人群，药师全程为 NEC 患儿提供药学监护，协
助医师制订治疗方案，及时发现药物治疗中存在
的问题，评估营养药物所引起的不良反应，有利
于提高营养支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8]。本文报道
了药师与医疗团队为 1 例 400 g ELBW 伴 NEC 的
治疗，并进行全程药学监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病例介绍

　　 患 儿， 女， 胎 龄 25 ＋ 5 周，2020 年 5 月 24
日 06：23 行剖宫产娩出，体质量 400 g，出生时
患儿反应及哭声欠佳，Apgar 评分 1 min 6 分，5 
min 8 分，10 min 9 分。出生后面色欠红润，无
发热、抽搐及尖叫，心率 136 次·min － 1。查
体：体温 36.0℃，呼吸 63 次·min － 1，心率 121
次·min － 1，TCSO2 76%（气 管 插 管 下）。 血 压
55/34 mmHg ↓。早产儿外貌，一般反应可，神
志清楚，皮肤胶冻样，无黄染，唇周发绀，无瘀
血，无皮疹，前囟平软，2.0 cm×2.0 cm 颅缝未
闭，后囟未闭，无产瘤，无头颅血肿，头皮无破
损，双眼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双耳外
耳道无分泌物，外耳无畸形，鼻翼无煽动。颈软，
胸廓对称，有三凹征，双肺呼吸音低，无啰音，
心前区无隆起，心音有力，律齐，无杂音。腹平
软，脐窝干洁，肝右肋下 1.0 cm 扪及，质地软，
脾左肋下未扪及，肠鸣音未闻及。肛门、外生殖
器无畸形。脊柱四肢无畸形、活动自如，四肢肌
张力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为 2 s。拥抱反射、
握持反射、吸吮反射、觅食反射均未引出。
　　入院诊断：ELBW；超早早产儿；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窒息（轻度）；失代偿性
呼吸性酸中毒合并代谢性酸中毒；低氧血症；高
乳酸血症；新生儿高血糖症；新生儿败血症？
2　诊疗经过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7 月 15 日—8 月
24 日，每日均给予 0.1 瓶水溶性维生素、0.1 瓶
脂溶性维生素、0.5～1 mL 微量元素注射液（Ⅱ）。
　　19AA-I 和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 ～ 20）的补
充：7 月 15 日开始，两者用量分别为 2.8 g·d－ 1、
14 mL·d－ 1；7 月 21 日开始，两者用量分别为 4.2 
g·d － 1、18.2 mL·d － 1；7 月 28 日，两者用量分
别为 4.6 g·d － 1、20 mL·d － 1。7 月 28 日，开始
母乳微量喂养，从 7 月 29 日—8 月 6 日，19AA-I
的用量调整为 3.6 ～ 3.8 g·d－ 1，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8 ～ 20）用量调整为 17 ～ 18.5 mL·d－ 1。8
月 7 日开始添加母乳强化剂，8 月 7 日始，两者用
量分别为 3.1 g·d－ 1、15.5 mL·d－ 1；8 月 11 日开始，
两者用量分别为 1.3 g·d－ 1、7 mL·d－ 1；8 月 20
日开始，两者用量分别为 0.7 g·d－ 1、3.5 mL·d－ 1。
　　该患儿的失代偿性呼吸性酸中毒合并代谢性
酸中毒、低氧血症、高乳酸血症、新生儿高血糖
症在经过相应的对症治疗后，相应指标均逐渐改
善，患儿病情稳定，出院时基本恢复正常，新生
儿败血症也在抗感染治疗后得到有效控制。住院
期间患儿重要临床信息及药物治疗时间轴见图 1。
3　分析与讨论

3.1　NEC 的发病机制

　　NEC 确切的发病机制表现为多因素 [9-10]。最
可能的机制是肠道菌群和其他因素对肠黏膜损伤
导致的 [10]。新生儿肠黏膜易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对
细菌、蛋白质等潜在损害物质的渗透性增加、非
免疫性防御降低（如蛋白酶和胃酸浓度降低）、宿
主免疫防御降低、肠道菌群的定植不当 [10]。除此
之外，产前（子痫、羊膜早破、胎儿窘迫、剖宫
产术）和产后 [ 早产、低出生体质量、缺血 / 低血
氧、低体温、低血压、呼吸窘迫、呼吸暂停、营
养不良、感染严重、血液动力改变的动脉导管未
闭（PDA）等 [10]] 诸多因素均能造成肠黏膜损伤，
从而增加患 NEC 的危险性 [10]。一些药物（如糖
皮质激素、吲哚美辛、长期经验性用抗菌药物）
也会增加 NEC 发生率。但 NEC 最危险的因素是
早产 [10]。
3.2　NEC 的预防和治疗

　　应针对 NEC 的病因进行预防，有研究表明，
避免早产、合理喂养（母乳喂养、早期微量喂养）、
避免感染、避免缺氧是预防 NEC 最主要的措施，
且外源性补充益生菌、表皮生长因子（EGF）、免
疫球蛋白 G、精氨酸和谷氨酰胺、乳铁蛋白、多
不饱和脂肪酸、糖皮质激素等均能一定程度上
预防和降低 NEC 发生率 [11]。为有效避免早产发
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孕妇围产期的护
理 [12]，指导孕妇按时进行产前检查；加强高危妊
娠管理，积极治疗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预防胎
膜早破，避免早产发生；与孕妇有效沟通，协助
疏导不良情绪，保持心情愉悦，避免焦虑或紧张
情绪导致的早产。
　　临床上对于 NEC 的治疗以禁食、胃肠减压、
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支持疗法等为主。该患儿出
现 NEC 时立即禁食，并密切观察其腹部改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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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住院期间患儿重要临床信息及药物治疗时间轴

Fig 1　Clinical data of chil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time axis of drug therapy

况；用胃管定期抽吸进行胃肠减压；并使用亚胺
培南西司他丁、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进
行抗感染治疗；同时给予氨基酸、脂肪乳、葡萄
糖、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进行营养支持。
3.3　NEC 肠外营养的药学监护

3.3.1　肠外营养中氨基酸、脂肪乳的补充　该
患儿在确诊为 NEC 后，药师建议及时予肠外营
养支持，并依据《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
用指南》（简称指南）[13] 及患儿的生理与病理情
况及时调整用量。7 月 15 日—7 月 28 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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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体质量的增长逐渐增加 19AA-I 和中长链脂
肪乳注射液（C8 ～ 20）的量；在 7 月 28 日开始母
乳微量喂养后，从 7 月 29 日—8 月 6 日，适当
减少 19AA-I 和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 ～ 20）的
量；8 月 7 日，在母乳喂养的同时添加母乳强化
剂（HMF），从 1/5 包逐渐增加到 1 包（8 月 7 日
到 8 月 19 日），19AA-I 和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 ～ 20）的量逐渐减少。指南指出，氨基酸可减
少早产儿宫外生长迟缓（EUGR）的发生，并促
进大脑发育和身高增长，而脂肪乳可提供大量的
非蛋白热量、保证神经组织和生长所需的必需脂
肪酸，且中长链混合型脂肪乳优于长链脂肪乳，
可减少脂代谢相关的并发症 [13]。
3.3.2　葡萄糖、液体、热量的补充　葡萄糖为早
产儿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该患儿出生当
日予葡萄糖 5.2 mg/（kg·min），后期药师建议根
据监测的血糖水平及时调整剂量（当监测的血糖
高于正常时下调糖速），以满足患儿的最佳生长
需要量。
　　药师建议在患儿的补液期间保持合适张
力，防止 NEC 复发，并根据患儿每日监测的
液体量情况及时予以调整，液体量始终维持在
120 ～ 170 mL/（kg·d），当患儿出现高胆红素血
症采用蓝光治疗时，考虑到皮肤外露，水分丢失
较多，补液量适当上调。
　　指南指出，早产儿的热量必须达到 80 ～ 

100 kcal/（kg·d）[13]。药师考虑到该患儿体质量
低，胎龄小，需较高热量才能满足追赶生长需
要，故建议随着患儿体质量的增加，热量补充也
相应增加，最高时达 120 kcal/（kg·d）。
3.3.3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　早产儿的免疫
系统发育不完全，在追赶期时微量元素的缺乏会
进一步削弱其免疫功能，增加感染发生率和复发
率 [14]。药师考虑患儿较轻，维生素消耗较大，加
之水溶性维生素在人体内储存很少 [15]，建议在
静脉营养中加入水溶性和脂溶性维生素及微量元
素，以满足患儿基本的生理需要。
　　医师采纳该建议，7月15日—8月24日期间，
每日均给予 0.1 瓶水溶性维生素、0.1 瓶脂溶性维
生素、0.5 ～ 1 mL 微量元素注射液（Ⅱ），并根据
尿生化指标及时补充所缺乏的维生素 C 等，以满
足患儿生长发育需要。
3.3.4　母乳强化剂的补充　患儿在 8 月 12 日，
无腹胀等不适，粪便隐血阴性，药师建议在母乳
喂养的同时补充 HMF，剂量从 1/5 包逐渐增加到

1 包。医师采纳该建议，8 月 12 日予母乳＋ 1/5
包 HMF，每日 2 餐，然后每日增加 HMF 的剂量，
在 8 月 19 日实现了母乳＋ 1 包 HMF 的全量强化。
后期根据喂养情况少量、逐步加母乳，于 8 月 24
日实现全肠内营养，拔除 PICC 导管。母乳中加
入 HMF 可提高母乳中部分营养素的含量及能量
密度，满足早产儿的生长发育需求。《早产儿母乳
强化剂使用专家共识》（简称共识）[16] 推荐，对于
出生体质量＜ 1800 g 的早产儿使用 HMF，并严
格按 HMF 的说明书进行添加。
　　母乳强化从半量强化开始，如早产儿能耐
受，3 ～ 5 d 内应达到标准的足量强化；如早产
儿对 HMF 耐受性差，可适当延长达到足量强化
的时间 [16]。药师考虑到该患儿胎龄小，建议从
1/5 包 HMF 开始，并建议在添加 HMF 的强化
过程中，监测体格生长、血生化、电解质和酸
碱平衡等变化，医师采纳建议。该患儿在 8 d 内
达到了足量强化，且住院期间平均体质量增长
达到了 16.18 g/（kg·d），在建议的 15 ～ 20 g/
（kg·d）内 [16]。HMF 使用的持续时间由早产儿
的体格生长状况决定，当适于胎龄儿体质量、身
长及头围位于同性别同龄儿第 25 ～ 50 百分位
（P25 ～ P50）时、小于胎龄早产儿达到第 10 百
分位（P10）时，逐渐停止添加 HMF[16]。
3.3.5　母乳喂养　考虑到母乳喂养可促进早产儿
消化系统的成熟和营养成分的吸收，加上母乳对
患儿有免疫保护作用，因此在患儿病情允许的情
况下，应尽早尝试母乳微量喂养，且《早产儿喂
养不耐受临床诊疗指南（2020）》[17] 也指出，在
出生早期建立肠内营养时，推荐首选亲母母乳喂
养，在亲母母乳不足或缺乏情况下，推荐使用捐
赠人乳替代，在亲母母乳或捐赠人乳不足或缺乏
情况下，推荐使用早产儿配方奶。该患儿在 7 月
28 日开始尝试母乳微量喂养，后根据患儿的耐受
情况及生理需要逐渐增加母乳的喂养量，成功实
现了全肠内营养。
3.3.6　禁食及相关护理　该患儿从 7 月 15 日确
诊为 NEC 后立即予以禁食，7 月 28 日开始母乳
微量喂养（1 mL），药师建议根据母乳喂养的耐
受情况及患儿生长发育的基本需要量逐渐增加母
乳喂养量，于 8 月 24 日实现了全肠内营养。关
于 NEC 禁食的时间无统一标准，一般禁食时间
为 10 ～ 14 d[18]。Brotschi 等 [19] 的研究结果提示，
短期禁食（＜ 5 d）可能会减少导管相关性血流感
染的发生，轻症病例需绝对禁食 72 h，病情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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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严格禁食 7 ～ 14 d，严重者可延长至第 3 周。
　　药师建议在患儿的常规护理中，重点关注袋鼠
护理及口腔运动（吞咽功能训练）。该患儿 8 月 4 日
开始进行袋鼠护理，即通过母亲与新生儿的肌肤抚
触来进行护理，可明显缩短达全肠内喂养的时间 [20]。
在患儿开始母乳喂养后，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了吞咽
功能训练，其有利于加快患儿的喂养进程 [21]。在整
个营养支持方案中，医师、护士、药师密切协作，
对患儿开展全程监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　总结

　　该患儿为体质量仅 400 g 的 ELBW，在整个
治疗过程中需要精细化的个体治疗与护理。针对
临床上伴有 NEC 早产儿的类似病例，临床药师
与医师、护士组成治疗团队，参考临床相关指南
与共识，结合患者的病情，协助医师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关注患儿的各项指标，为患儿提供精准
的营养支持，尽快完成追赶生长，提高早产儿的
存活率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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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前置审方系统规则优化的药学实践

戎佩佩，吴玥，张帆，陈莹，郭咸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药学部，武汉　430060）

摘要：目的　通过对前置审方系统规则进行优化，提高软件审方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基

于文献分析和梳理，定期对审方系统的警示信息进行优化，必要时调整警示内容。结果　临床

药师对前置审方系统的规则优化提高了医师对警示信息的接受度。结论　临床药师可通过优化

前置审方规则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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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optimization of prescription  
pre-examination system

RONG Pei-pei, WU Yue, ZHANG Fan, CHEN Ying, GUO Xian-x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rescription pre-examination 
system by optimizing the rules. Methods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of the system was analyzed and 
optimized regularl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warning was adjusted when necessary. 
Results  The optimization of prescription the pre-examination system improved doctor's acceptance of 
warning. Conclusion  Clinical pharmacists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rational drug use by optimizing 
the rules of prescription pre-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prescription pre-examination system;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作者简介：戎佩佩，女，硕士，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研究，E-mail：rpp1987@hotmail.com

　　前置审方系统作为一种信息化医嘱审核模
式，其普及和使用在减少用药错误、促进医疗安
全的同时，也伴随一些新的问题。现有的前置审
方系统的基础规则均基于药品说明书，该审核方
式较为刻板，不可避免地存在“假阳性”和“假阴
性”的审核结果。“假阳性”率过高，则干扰性警
示过多，可能发展为“警示疲劳”，甚至“警示脱
敏”。当出现“警示疲劳”的临床医师以较快的速
度跳过药物警示时，可能会忽略该过程中具有临
床意义的“真阳性”警示，从而导致患者预后不
良。临床药师关注信息化医嘱审核模式存在的问
题，并着手改进系统规则，现报道如下。
1　方法
　　前置审方系统（杭州逸曜）对医嘱不适宜的
警示级别分为 3、4、5、6、7、8 级，医师开医
嘱的界面只提示 5 ～ 8 级警示。3 ～ 4 级仅对该
条医嘱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提示，该级别视同
合理，在医师开医嘱的界面不主动提示，但医师

可以主动查看。5 级警示内容为理论上不被推荐
或需谨慎使用的情况，在医师开医嘱的界面主动
提示给医师，但医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修
改或强制提交医嘱；6 ～ 7 级为自定义项目，例
如“优先使用带量采购品种”等；8 级为禁忌医
嘱，在医师工作站予以拦截，不能生成医嘱，并
在医师工作站推送拦截理由，例如奥沙利铂若使
用 0.9% 氯化钠注射液作为溶媒，则被软件拦截，
并自动给予提示：“使用 5% 葡萄糖注射液作为该
药物的溶媒。”
　　前置审方系统的初始配置往往具有相对较高
的敏感性（大概是一种安全措施）和较低的特异
性，从而导致较高的“假阳性”审核结果。此外，
作为基础规则的药品说明书本身也存在部分局限
和缺陷，加之同通用名、同剂型、不同生产厂家
的药品说明书常存在差异，偶有药品说明书信息
系统维护不当等情况发生，均导致了“干扰性”
警示增加。上述情况均应在系统上线后，通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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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审方系统的规则进行梳理和优化来减少，可
采取的具体措施介绍如下：
　　① 根据临床意义调整警示级别。以合并用药
为例，严重的药物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严重的临床
后果，将警示级别设定为 5 级，例如辛伐他汀与
胺碘酮合用时有导致罕见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并可引起肾衰竭或死亡。这种风险的发生概率与
剂量相关，当辛伐他汀日剂量超过 20 mg 时这种
风险将增加 [1]，因此，当辛伐他汀和胺碘酮合用
时，如辛伐他汀日剂量超过 20 mg，则弹出 5 级
警示信息。较弱的药物相互作用将其警示级别设
定为 3 ～ 4 级，例如左氧氟沙星与多索茶碱合用
不会导致严重的临床后果，且左氧氟沙星和多索
茶碱已分别设置了最大给药剂量，因此将两药相
互作用的警示级别由 5 级修改为 4 级。
　　② 仅对引起实验室指标异常的人群给予警
示。例如，华法林与低分子肝素合用，仅当患者
的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升高时，共同给药所
导致的出血风险增加才具有临床意义。此外，有
关血钾异常、血糖波动等警示，均仅对检查指标
异常者提示。
　　③ 给药剂量和给药频次的警示阈值修改。系
统中关于给药剂量和给药频次的警示建议包括超
出单次最大剂量限制、超出每日最大剂量限制、
低于最小单次剂量、超过最大给药频次、低于最
小给药频次等。根据药物的药动学特征和临床判
断，对部分可合并剂量给药或分割剂量给药的药
品的警示阈值逐一进行修改。
　　④ 基于体重或体表面积的给药剂量警示阈值
调整。基于体重或体表面积使用的药物在实际使
用时，需要进行较小的取整值来得到实际剂量。
例如，若利妥昔单抗严格按照 375 mg·m－ 2 计
算体表面积为 1.59 m2 的剂量，则患者剂量为 596 
mg，而实际给药剂量一般为 600 mg。该类情况
可将给药剂量警示阈值上下调整 10%，以保证在
安全剂量范围内较少的警示。
　　⑤ 综合不同厂家的说明书，完善与制备工
艺相关性较弱的部分信息。例如，有些药品在
多个适应证下分别存在多个给药剂量，部分厂
家的说明书中缺失某些给药剂量，将其逐一完
善，例如江苏恒瑞生产的伊立替康注射液的药品
说明书中，只有单药化疗时使用的给药剂量 350 
mg·m－ 2，我们参考原研药的说明书，补充了联
合化疗时的给药剂量。
　　⑥ 根据循证医学证据调整警示级别。根据权
威指南、药品原研厂家说明书等，将软件可以精准

判断的部分用药问题完善到规则中去。例如，硼替
佐米皮下给药与静脉推注具有同样疗效，且神经病
变发生率更低 [2]，将警示级别从 5 级降为 4 级。
　　⑦ 对说明书中没有明确给出上限剂量的药
品，通过查阅文献补充上限剂量。
　　导致“假阴性”审核结果的原因主要系审方
系统触发原理所致的固有问题，如用药指征、用
药疗程、联合用药等，目前只能通过结合人工审
核的方法来降低“假阴性”率。首先，部分药品尤
其是靶向药物的适应人群涉及到对患者分子分型、
疾病阶段等，无法用软件精确判断的细节，尚不
能取代人工审方。其次，部分药品的预防性使用
指征涉及到患者的临床评分。例如，系统只能提
示患者存在出血风险或抗凝禁忌，却不能提示患
者存在预防性抗凝的指征，因此也不能区分预防
剂量和治疗剂量。此外，两条临时医嘱的开具时
间间隔 24 h 以上，不能触发药物相互作用和重复
用药的规则。另说明书信息更新不及时也可审核
结果导致“假阴性”，需要药师结合指南、文献逐
条手动优化规则。例如，吉非替尼说明书中有“剂
量达到能明显持续升高胃 pH 至≥ 5 的雷尼替丁
合用，可使吉非替尼的平均 AUC 降低 47%，这可
能降低吉非替尼疗效”，原规则在吉非替尼与雷
尼替丁合用时才会触发。已有研究显示，质子泵
抑制剂不仅能显著降低吉非替尼的 AUC[3]，还会
显著增加死亡风险 [4]，因此将质子泵抑制剂添加
至规则中。其他审方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系统判
断程度如表 1 所示。
2　结果
　　修改审方系统规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
在默认情况下，系统自带的警示数量巨大，修改
过程较为复杂，且具有一定风险。尽管目前尚未
发生与关闭警示信息有关的法律诉讼，但很多时
候我们担心做出的规则更改，会被视为“导致”
了药品不良事件（忽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警示中
隐藏的重要警示风险）的原因。此外，确定哪些
警示信息重要，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针对
发生每种警示情况的严重性分级进行多学科探
讨。尽管某些医疗机构可能会选择从一开始就关
闭所有针对某个特定类别的警示，但鉴于其后果
的严重性，建议采取逐步推进、谨慎判断的方法，
这无疑是一项费力耗时的过程。以本院肿瘤内科
5 个病区共 500 张病床为例，上线后前两个月共
出现警示信息 2386 种，总数量 176 978 条，其中
5 级以上警示类型 910 种，总数量 15 127 条。我
们优先处理最频繁触发的警示类型，以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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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高“信噪比”。由 4 名肿瘤专业临床药师，分
成独立的两组，对上述警示信息进行基于文献的
全面审查，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整。当两组
药师出现意见分歧时，对主要文献进行回顾和探
讨，必要时与处方医师共同商议，以帮助评估特
定警示信息的临床相关性，直到达成共识。当两
组药师一致认为某条警示信息缺乏临床意义时，
则降低警示级别至不再主动提示。经上述方法调
整后，5 级以上警示数量减少为 1505 条，调整后
较调整前 5 级以上警示信息数量减少 90.05%，次
月减少至不到 1000 条，这也侧面反映出医师对
警示信息的接受率在提高。
3　讨论
　　信息化医嘱审核无疑将大幅度提高审方效
率，但目前仍有部分工作留待解决：① 目前尚没
有一项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审方软件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以及医师对警示信息的接受率，因为医师强
制生成医嘱并不意味着警示信息被忽略，他们可
能在开具药物的同时，加强了对潜在不良反应的
监测；② 药师应着力于提高医师对警示信息的接
受度，在不断优化系统规则的同时，改善警示信

息的表达方式，例如在提出警示信息的同时，提
出医嘱优化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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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审方注意事项和系统判断程度 
Tab 1　Aspects of attention to prescription pre-examination and system judgment degree

No. 注意事项 错误类型
药品说明书

中是否注明

是否能用

系统判断
说明

1 用药指征 未基于适应证用药 是 部分 部分药品的适应证涉及除说明书外的多种

规范；不能判断预防指征；靶向药限特

定人群（分子分型；疾病阶段）

2 用药禁忌 存在用药绝对禁忌 是 是 例如当哌拉西林用于青霉素皮试阳性患者

时，触发 8 级规则

3 适应人群 存在用药人群的相对禁忌 是 是 例如当喹诺酮类用于 18 岁以下患者，四

环素类用于 8 岁以下患者

4 药物选择 例如未基于抗菌谱或感染部位选择抗菌药物 否 否 例如使用替考拉宁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5 剂型选择 开具了不适合患者使用的剂型 是 是 例如伏立康唑注射液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

6 给药时机 开具错误的给药时间或未注明给药时间 是 是 例如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与化疗应间隔

24 h 以上给予

7 给药顺序 被证明降低疗效或增加不良反应的给药顺序 是 是 例如紫杉醇的给药时间应在顺铂之前

8 给药剂量 处方剂量过大或过小（除外特殊人群生理病理状态或

药物相互作用所需进行的剂量调整）

是 部分 可以判断超过最大单剂量限制；超出最大每

日剂量限制；不能区分预防和治疗剂量

9 给药频次 例如将每周一次给药的药物开具成每日一次 是 是 例如帕洛诺司琼开具每日一次长期医嘱

10 给药途径 例如将仅供肌内注射的药物开具成静脉注射，不能鞘

内注射的药物开具成鞘内注射

是 是 例如硫酸特布他林注射液雾化给药

11 溶媒选择 开具不适当的溶媒容积，导致给药浓度过高或过低。

开具错误的配伍溶媒种类，导致药物稳定性下降

或使用的溶媒种类不适用于该患者

是 是 例如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使用葡萄糖

作为溶媒

12 给药速率 例如处方 / 医嘱药品泵入速度错误或未注明泵入速度 是 是 例如氟尿嘧啶泵入给药

13 联合用药 不恰当或缺乏依据的联合用药 否 部分 间隔 24 h 以上的两条临时医嘱不能触发

规则。例如给结肠癌患者同时开具贝伐

珠单抗和西妥昔单抗 [5]

14 用药疗程 疗程过短或过长 是 部分 长期医嘱没有停止时不能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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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治疗 1 例纹带棒状杆菌致 
化脓性关节炎的药学实践

郭少波1，储晓晓2，汪晓娟1*（1.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安徽　阜阳　236000；2. 安徽省阜阳市肿瘤医院药剂

科，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纹带棒状杆菌所致的假体化脓性关节炎患者的药物治疗，结合患者病

情特点、细菌特点及抗菌药物药动学 / 药效学特点，从药物选择、疗效及疗程方面进行分析，

协助医师制订个体化抗感染治疗方案，并提供药学监护。经积极清创、换药和抗感染治疗后，

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临床药师通过全程参与临床治疗，发挥自身优势，保障了患者安全

合理的用药，也体现了自身价值。

关键词：纹带棒状杆菌；化脓性关节炎；临床药师；药学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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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带棒状杆菌属于革兰氏阳性棒状杆菌属，
是一种常见于人类皮肤、鼻腔黏膜等浅表层的细
菌，但当患者出现免疫下降或合并慢性病时，容
易导致感染，属条件致病菌。虽然对于纹带棒状
杆菌的关注不如白喉杆菌，但随着临床工作中对
于它的报道日益增多，人们对于它的高耐药性也
提高了警惕。它对除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等的其
余药物均有很高的耐药性 [1]。笔者参与 1 例纹带
棒状杆菌骨关节感染的治疗，与医师协同制订治
疗方案，并在后续的治疗中对患者进行用药监护，
多次调整用药方案，最终协助医师完成这例罕见
病菌所致感染患者的治疗。
1　病例概况

　　患者，男，64 岁，身高 178 cm，体质量 75 
kg，因“右大腿骨肿瘤假体置换术后 2 年伴溃疡
1 月”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入院。患者 1 个月前
因右膝部后方形成包块在当地医院进行穿刺引
流，之后穿刺点出现反复流液形成窦道，伴发
热，经过对症治疗（具体用药方案不详）与局部
换药后，体温平稳，但窦道不愈合，为求进一步
治疗来本院就诊。既往史：2018 年因右侧股骨远
端内侧肿瘤行手术治疗，右髋关节及右膝关节行
置换术；丙肝 9 年；脑梗病史 5 年。入院查体：
体温（T）36.3℃，脉搏（P）68 次·min－ 1，呼
吸频率（R）18 次·min－ 1，血压（BP）131/72 
mmHg（1 mmHg ＝ 133.3 Pa），神清，双肺未闻
及哮鸣音，右大腿稍肿胀，压痛明显，右膝部后

方见皮肤溃疡伴有窦道形成，有脓液流出。入院
诊断：右大腿骨肿瘤假体置换术后感染，右髋关
节置换术后，右膝关节置换术后，右大腿溃疡，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
2　主要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血常规正常，C- 反应蛋白（CRP）
12.03 mg·L－ 1 ↑， 碱 性 磷 酸 酶（ALP）126.3 
U·L－ 1 ↑，G 试验、结核菌素试验均阴性，双下
肢 DR 检查：右膝关节假体未见断裂，松动。入
院当日取创口分泌物培养，予以头孢呋辛 1.5 g 
q8 h 静脉滴注经验性治疗。9 月 1 日，行清创手
术，术中医师见窦道达到骨组织但未见骨组织破
坏，取鲜活组织进行培养。9 月 4 日患者窦道未
见好转仍有液体流出，微生物室回报结果创口分
泌物与组织细菌培养均为纹带棒状杆菌，临床药
师会诊后建议予以万古霉素 1 g q12 h 缓慢静脉滴
注治疗，并建议再次进行穿刺液培养。9 月 8 日，
患者自诉在滴注完万古霉素后出现耳鸣、头晕、
精神萎靡症状，临床药师考虑为万古霉素不良反
应，遂建议停用，改用利奈唑胺 0.6 g q12 h 静脉滴
注。9 月 13 日，患者窦道稍愈合，微生物回报穿
刺液培养为纹带棒状杆菌，再次明确病原菌，临
床药师考虑窦道较深，感染时间长，建议继续用
药治疗。9 月 23 日，查血常规：白细胞（WBC）
2.84×109·L－ 1 ↓， 中 性 粒 细 胞 比 率（N%）
38% ↓，血红蛋白（HGB）84 g·L－ 1 ↓，血小板
（PLT）43×109·L－ 1 ↓，发生重度 PLT 减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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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为利奈唑胺的不良反应。目前利奈唑胺已用 15 
d，感染情况已基本控制但窦道仍未完全愈合，医
师考虑感染可能会反复，请临床药师再次会诊，
临床药师考虑患者使用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均出
现不良反应，建议使用利福平联合阿奇霉素（0.5 g
首剂，0.25 g qd）继续治疗。9 月 27 日，患者查血
常规：WBC 5.36×109·L－ 1，N% 58%，HGB 130 
g·L－ 1，PLT 210×109·L－ 1。10 月 4 日，患者窦
道口出现新鲜肉芽组织，且窦道口封闭，无液体
流出，医师考虑患者病情基本稳定遂停药办理出
院。患者于出院 3 周后来本院门诊复查，恢复良
好。患者感染病灶变化及后续病情追踪见图 1。

图 1　患者感染病灶变化

A. 入院时；B. 清创后治疗 1 周；C. 出院时；D. 出院 3 周后

3　讨论

3.1　抗纹带棒状杆菌感染的治疗依据

　　纹带棒状杆菌属于人体皮肤表面正常定植菌
群，在临床多被视为污染菌而忽视，由于其属于
机会致病菌，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易发生
感染，如免疫缺陷、恶性肿瘤、慢性肾脏疾病、
糖尿病等，另外植入外源性器械、颅脑手术、留
置导管等侵袭性操作也可能导致其感染，并引起
肺炎、腹膜炎、骨关节炎、脑膜炎、败血症等 [2]，
在临床上这种病原菌导致的感染常未引起重视。
化脓性关节炎一般会引起关节疼痛及关节破环，
与化脓性关节炎相关最常见的病原菌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阴性杆菌和链球菌，对于迟发性的感染
病原菌可能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皮肤杆菌或
肠球菌 [3]。患者 2 年前行关节置换手术且发病时
间较长，这种情况为纹带棒状杆菌关节感染的危
险因素 [4]。在使用万古霉素前分别取分泌物、引
流液和鲜活组织进行细菌培养，3 次结果均为纹
带棒状杆菌，根据患者实验室检查，病情体征综
合判断确诊为纹带棒状杆菌所致的化脓性关节炎。
3.2　纹带棒状杆菌的治疗方案

　　纹带棒状杆菌对多数药物呈高度耐药性，特
别是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Suh 等 [5] 从临床标本
分离的 67 株纹带棒状杆菌，其对青霉素、氨苄
西林、左氧氟沙星、头孢噻肟的耐药率达 90%，
但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达托霉素和红霉素敏
感。Wang 等 [6] 研究发现纹带棒状杆菌对头孢曲

松、亚胺培南和环丙沙星呈高水平耐药，但对万
古霉素敏感。目前对于纹带棒状杆菌的治疗缺乏
指南及充分的循证学依据，同时由于美国临床实
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尚无药敏标准，所以在
国内无法提供相应的药敏试验作为用药依据，多
数感染均只能经验性治疗。Molina 等 [7] 报告了
1 例罕见纹带棒状杆菌败血症性关节炎患者经过
4 周万古霉素静脉治疗和 4 个月康复治疗最终好
转。Kammoun 等 [8] 报道了 1 例纹带棒状杆菌引
起的脑膜炎患者使用万古霉素治疗好转。但并不
是所有万古霉素治疗都有好的治疗效果，Zhang
等 [9] 报道了1例纹带棒状杆菌引起的脑膜炎患者，
使用万古霉素后最终死亡。在多数指南和共识中
都把万古霉素作为抗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的一线药
物，万古霉素是大分子糖肽类药物，主要作用机
制为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经过文献查阅并结
合患者实际情况，临床药师最终建议予以万古霉
素 1 g q12 h 缓慢静脉滴注治疗，同时在治疗过程
中积极监测其浓度，根据 IDSA 指南，对于骨关
节感染万古霉素谷浓度应达到 15 ～ 20 mg·L－ 1，
以保证疗效与减少肾毒性、耳毒性等不良反应的
发生 [10]。
3.3　治疗方案的优化调整

　　给予万古霉素 4 d 后，患者自诉出现耳鸣，
头晕及精神不振等症状，且主诉不能耐受，医师
再次请临床药师会诊调整方案。研究显示万古霉
素耳毒性与药物纯度及血药浓度有关 [11]，在万古
霉素用药第 3 日前监测谷浓度为 15.63 mg·L－ 1，
符合要求，所以考虑可能因药物纯度引起，胡昌
勤 [12] 团队发现，国产万古霉素装量及纯度低于
原研药（13% 和 2%），何效平等 [13] 研究发现国产
万古霉素与原研药临床疗效相当，但不良反应发
生率较高。利奈唑胺经常被作为万古霉素的替代
治疗药物，其属于噁唑烷酮类药物，作用机制主
要为与细菌 50S 亚基的 23S 核糖体 RAN 上的位
点结合，从而阻止细菌形成 70S 起始复合物导致
细菌繁殖受阻。利奈唑胺用量不受肾功能不全影
响，组织穿透性较强，对于皮肤软组织或骨关节
感染疗效较好。但随着药物暴露时间的增加，导
致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以血小
板下降为主 [14]。本例患者属于老年人且合并慢性
疾病，存在易诱导血小板下降的危险因素，使用
利奈唑胺在用药过程中需严格监测血常规。经过
上述分析，临床药师提供两种方案：① 万古霉素
由国产药更改为原研药，用法用量不变，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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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继续监测血药浓度及患者不良反应；② 更改
为利奈唑胺 0.6 g q12 h，静脉滴注，并严密监测
患者血常规。医师选择利奈唑胺替代治疗方案，
并密切观察患者情况。
　　使用利奈唑胺 15 d 后，患者病情明显好
转，窦道较之前出现许多新鲜肉芽组织且基
本无渗液，但患者血常规三系下降，PLT 出现
重 度 下 降， 由 入 院 的 224×109·L－ 1 下 降 为
43×109·L－ 1 ↓，临床医师再次请临床药师会
诊调整治疗方案，临床药师考虑为利奈唑胺蓄积
导致的不良反应，建议先停用利奈唑胺。查阅文
献后发现，纹带棒状杆菌对常用药物的耐药性较
高，但达托霉素、利福平对其敏感性均在 95%
以上 [15]；磷霉素对纹带棒状杆菌敏感率暂无文
献报道，但 Falagas 等 [16] 的综述表明磷霉素对耐
药革兰氏阳性菌与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均有良好的
抗菌活性，特别是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具有协同
作用且有较高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同时磷霉素在
骨组织与皮肤软组织有较高的浓度，所以磷霉素
与达托霉素都是备选治疗方案。但由于本院无达
托霉素和磷霉素，若临采用药则可能耽误患者治
疗，故优先考虑利福平。利福平作用机制为与依
赖 DNA 的 RNA 多聚酶β 亚单位结合，抑制细菌
RNA 的合成，从而阻断 RNA 转录过程使 DNA
和蛋白质的合成停止。利福平的耐药性是由于
rpoB 基因的突变引起，并发生在多种细菌中，包
括结核分枝杆菌和多种细菌，所以在临床应用中
为了有效降低利福平的耐药性产生，一般都选择
联合用药 [17]。为了选择合适的药物联合利福平，
临床药师通过文献查阅发现红霉素、阿奇霉素对
纹带棒状杆菌也保持 50% 的敏感率 [18]，大环内
酯类药物在体外药敏试验中虽低于细菌最低抑菌
浓度（MIC），但其可抑制生物膜的主要成分藻酸
盐的合成，减少生物膜中活菌数量，同时破坏生
物膜使细菌恢复到浮游生物形态，有利于其他抗
菌更好地发挥杀菌作用 [19-20]。Romas 等 [21] 研究发
现纹带棒状杆菌的生物膜不但能传播耐药性还能
增加致病性，使细菌侵袭力更强。所以临床药师
考虑大环内酯类中相对安全的阿奇霉素，利用阿
奇霉素破坏细菌的细胞膜，再联合利福平用药也
不易产生耐药性，并且阿奇霉素与利福平没有明
显药物相互作用，不需要调整剂量。综上，临床
药师建议给予利福平 0.6 g qd ivgtt 联合阿奇霉素
0.25 g（首剂 0.5 g）qd ivgtt，并密切观察患者肝
肾功能状况及窦道恢复请况。医师采纳建议，经

过 10 d 治疗后患者窦道完全闭合且无渗液，予以
办理出院。患者为假体骨关节感染，根据指南 [22]

推荐静脉用药疗程 4 ～ 6 周，考虑到此感染的易
复发性，建议医师开具口服生物利用度高的利奈
唑胺片剂让患者继续治疗 2 周，但由于患者经济
原因拒绝服用利奈唑胺片剂，只能嘱患者门诊积
极复查。3 周后患者门诊复查伤口结痂，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继续电话回访，患者病情恢复良好，
无复发。
4　总结

　　本例患者确诊为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化脓性骨
关节炎，多次细菌培养均为临床罕见的纹带棒状
杆菌，初始使用万古霉素后由于患者出现耳毒性
而停药，临床药师会诊后提出更换为原研万古霉
素或更换为利奈唑胺。临床医师决定使用利奈唑
胺，用药 15 d 后患者出现严重 PLT 减少症，药
师评估为利奈唑胺不良反应，再次更改治疗方案
为利福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最终患者窦道口出
现新鲜肉芽组织，且 PLT 恢复正常。临床药师在
参与临床治疗过程中，为医师提供合理的治疗方
案，但也不能忽视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预见
并及时告知医师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协助共同
解决，同时做好药学监护，以保证患者的合理安
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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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体阿霉素致儿童患者重度手足综合征的药学实践与思考

陈敬1，毛艳梅1，张威2*，刘芳群1（1. 长沙市中心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04；2. 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35）

摘要：探讨临床药师在脂质体阿霉素（PLD）所致儿童患者手足综合征（HFS）防治中的作用。

临床药师结合患儿病情，协助治疗团队判断 HFS 与 PLD 的相关性及严重程度，对该不良反应

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其发生风险的相关因素，对 HFS 防治提供药学监护及用药教育。治

疗 HFS 的有效方法是降低 PLD 剂量强度，延长给药周期，避免光照，减少皮肤摩擦等，患儿

出现重度 HFS 后，予以停药及对症治疗，症状缓解。针对后续治疗提出下调 PLD 剂量，每 3
周给药一次的方案，在 PLD 化疗后积极预防皮肤毒性，保障了后续化疗的安全性。临床药师

应注意对使用 PLD 的儿童患者进行药学监护，采取积极措施预防 HFS，注意早期症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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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肉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骨恶性肿瘤，多发
生于骨骼快速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或儿童。化疗
是骨肉瘤重要的内科治疗手段。大剂量甲氨蝶呤
（HD-MTX）、 顺 铂（DDP）、 阿 霉 素（ADM）、
异环磷酰胺（IFO）为骨肉瘤的一线化疗方案 [1]。
心脏毒性是一线治疗药物 ADM 的剂量限制性毒
性，往往呈进展性和不可逆性，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脂质体阿霉素（PLD）是 ADM 新剂型，与传
统剂型相比，PLD 具有作用时间长、心脏毒性低
和肿瘤靶向性好等特征。PLD 减轻了 ADM 的心
脏毒性，但增加了皮肤和黏膜毒性，其剂量限制
性毒性包括口腔黏膜炎和手足综合征（hand-foot 
syndrome，HFS）[2]。儿童患者使用 PLD 发生 HFS
病例鲜有报道，本文介绍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骨肉
瘤患儿使用 PLD 致Ⅳ级 HFS 的评估和治疗过程，
旨在为 PLD 所致儿童患者 HFS 的防治提供参考。
1　病例摘要
　　患儿，男，10 岁，身高 148 cm，体质量 28 
kg，体表面积（BSA）1.11 m2。患者于 6 个月前
不慎摔伤左大腿致左股骨下段骨折，予以支具外
制动保守治疗，1 个月后复查可见骨痂形成，两
个月后开始患肢负重，患处疼痛、肿胀、活动受
限。就诊于当地医院，两次穿刺活检病理示：左
股骨远端骨肉瘤，予以 DDP 110 mg ＋吡柔比星
（THP）70 mg 静脉化疗 1 次。为求进一步医治，

7 月 19 日就诊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X 线
检查示：左股骨下段骨肉瘤伴病理性骨折；肺
部 CT 示：两肺多发微结节；病理会诊：骨肉瘤。
遂行新辅助化疗 3 次（8 月 1 日：HD-MTX 11 g，
8 月 15 日：IFO 15 g，9 月 9 日：DDP 90 mg ＋

PLD 60 mg）。化疗后医师建议行左髋关节离断
术，患儿家属拒绝截肢手术，强烈要求保肢治
疗，为争取保肢时机再次行 3 次高强度密集型新
辅助化疗（9 月 29 日、10 月 13 日及 11 月 2 日行
DDP 70 mg ＋ PLD 60 mg 化疗）。
　　10 月 13 日化疗后患儿出现口腔黏膜炎伴疼
痛，经对症处理后好转，同时手掌出现红斑，无
瘙痒、疼痛，患儿家属及医师均未予重视。11 月
2 日化疗后再次出现口腔、嘴角溃疡，并出现手
掌及足底红斑，手指两侧轻微脱皮，感觉麻木。
手掌和足部症状逐渐加重，2 d 后手掌及足底红斑
伴水肿，掌心、指尖、手指侧及足底、脚趾伴有
紫色水肿，之后局部红斑发展为水疱，继而脱屑、
溃烂，有灼痛感，手指弯曲不能伸直，足部疼痛
影响正常行走，严重影响患儿日常生活。临床药
师考虑为 PLD 所致的 HFS，立即告知患儿及家属
避免清洁剂或酒精等局部皮肤刺激，在手、足部
位使用保湿软膏，避免毛巾或衣袜对手足的频繁
摩擦和过度受压等。皮肤科会诊同意临床药师意
见，建议局部给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

Pharmaceutical care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foot syndrome caused 
by liposomal adriamycin

CHEN Jing1, MAO Yan-mei1, ZHANG Wei2*, LIU Fang-qun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angsha 
Central Hospital, Changsha  410004;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Beijing  
100035)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and-foot syndrome (HFS) in children caused by liposomal adriamycin (PLD). Clinical 
pharmacists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FS and PLD,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for the adverse 
reaction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and provided pharmaceutical care and medication 
educ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FS.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HFS is to reduce the 
PLD dose intensity, prolong the administration period, avoid light, reduce skin friction, etc. After the 
child develops severe HFS, stop the drug and treat the symptoms to relieve the symptoms. For follow-
up treatment, it is proposed to lower the PLD dose and use the once every 3 weeks plan to actively 
prevent skin toxicity after PLD chemotherapy,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ubsequent chemotherapy. 
Clinical pharmacis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harmacological monitoring of children who use PLD,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HFS, and early symptom monitoring. 
Key words: liposomal adriamycin; hand-foot syndrome; clinical pharmacist; pharmaceutical care



1477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金因肽，均匀喷于手足创面，qd）及莫匹罗星软
膏（百多邦，涂于手足创面，tid）。经对症治疗一
周后患儿手掌溃疡愈合，紫色水肿消退，疼痛减
轻，手指能伸直，足底红斑及水疱消退。
　　该患儿 11 月 14 日行左股骨中下段瘤段截除
人工关节置换术，手术顺利，术后行 3 次辅助化
疗，临床药师积极与医师讨论化疗方案选择及剂
量调整策略，经剂量调整及相应防治措施，后续
治疗未发生明显皮肤毒性。
2　分析讨论
2.1　关联性评价
　　HFS 是指由化疗药物引起的手足部麻木、疼
痛等感觉异常，以及红斑、肿胀、脱屑、渗液及
溃疡等皮肤损害 [3]。由抗肿瘤药物所致的 HFS 报
道较多，多由以卡培他滨为代表的氟尿嘧啶的
前体药物所致，PLD 亦可致该反应，发生率达
29% ～ 49%[4]。本例患儿在使用 PLD 第 3 周期后
即出现口腔黏膜炎及轻微掌趾红斑症状，未引起
重视，第 4 周期后手足部症状加重。根据我国药
品评价中心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价原则：① PLD
用药与该不良反应的出现有合理的时间关系；② 
该反应符合 PLD 已知的不良反应类型；③ 第 3 周
期使用 PLD 化疗后出现轻微症状，第 4 周期后症
状加重，停药后经对症处理不良反应逐渐消失，
后续减量使用并经积极预防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④ 患儿联合化疗方案中 HD-MTX 可能致口腔黏膜
溃疡，但其与 DDP 和 IFO 三种药物均未见致 HFS
的报道，故该反应不能用原发疾病和合并用药解
释。因此，该不良反应评判为肯定。根据 WHO
不良反应评价标准，HFS 严重程度分级，患儿有
脱屑、溃疡、水疱，且伴剧烈疼痛、表皮有坏死、
手掌不能伸直，影响正常行走，为Ⅳ级（重度）。
2.2　HFS 发生机制及相关因素
　　PLD 所致的 HFS 发生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可能与其分布特征及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所诱发的炎性反应有关。ADM 通
过汗腺排泄 [4]，经聚乙二醇长链修饰 PLD 后亲水
性增强，清除率降低，半衰期大大延长，更易随
汗液运输至手掌、脚掌、腋窝、腹股沟等汗腺分
布密集的部位，在角质层不断蓄积，与皮肤中丰
富的金属铜离子发生反应，产生 ROS，ROS 损伤
角质细胞，释放趋化因子及炎症因子，从而发生
皮肤组织氧化损伤 [2，5]。因此，与普通 ADM 相
比，PLD 所致 HFS 的发生风险较高 [2]。
　　目前认为其发生的风险因素主要为给药间
隔、剂量、性别、年龄、化疗周期等。延长给药

间隔可以使 PLD 的清除更加完全，减少 PLD 在
皮肤组织的蓄积。每 4 周给药相对于每周或每 2
周给药，HFS 的发生率显著降低 [3]。剂量＞ 50 
mg·m － 2 皮肤毒性发生率较剂量＜ 40 mg·m － 2

时显著增加 [6]。女性比男性 PLD 清除率低，故
HFS 发生风险高，推测可能与不同性激素如睾酮
和雌激素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不同有关 [7]。老
年患者发生风险高，80 ～ 90 岁高龄患者几乎都
可发生，很可能与其半衰期延长及清除率下降有
关 [8]。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发生 HFS 的患者
中，77.4% 是发生在使用 PLD 的第 2 ～ 3 周期，
可能与药物周期性累积有关 [9]。
　　本例为 10 岁儿童，PLD 半衰期约为 36 h[10]，
相对成人来说，儿童半衰期较短，清除较快，
HFS 发生风险相对较低。但本病例中患儿需抓
住最佳手术时机，且家属有强烈保肢意愿，采用
DDP ＋ PLD 方案连续化疗 4 周期，PLD 每 2 周
给药一次，给药间隔短，导致了 PLD 在皮肤组织
的累积，从而增加了其 HFS 的发生风险。
2.3　HFS 的防治及后续治疗建议
2.3.1　HFS 的防治措施　早期识别、患者教育和
对症支持治疗是 HFS 的主要防治措施。为降低
HFS 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教育患儿家长识别早
期 HFS 的症状和体征，准确、及时地报告给医务
人员并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强效清洁剂、酒精等
皮肤刺激，在手、足部位使用保湿软膏，避免穿
过紧、刺激的衣物、鞋袜以避免手足的频繁摩擦
和过度受压，避免捂热，减少排汗等 [2]。局部冰
敷可能对预防 HFS 有效，冰敷可诱导血管收缩，
限制 PLD 到达四肢末端，从而降低 HFS 的发生
率，减轻其严重程度，使用止汗剂也可降低 HFS
的发生率 [11]。塞来昔布对有关卡培他滨所致的
HFS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12]，是否可用于 PLD 所致
HFS 尚不明确。一些小样本病例报告认为维生素
B6 可预防 PLD 引起的 HFS，然而一项前瞻性随机
对照试验发现其在预防 PLD 所致 HFS 上没有任何
优势 [13]，其预防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治疗 HFS 的有效方法是降低 PLD 剂量强度、
延长给药周期，避免光照，减少皮肤摩擦、受压
等，症状通常在停药 1 ～ 2 周后得到改善 [6]。针
对 HFS 发生存在的局部炎性反应，局部使用糖皮
质激素，减轻炎性反应，处理局部糜烂和溃疡以
防止感染，在缓解症状上有一定疗效。此外，也
可局部使用二甲基亚砜、尼古丁贴剂、重组人表
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口服维生素 E 和细胞保护
剂氨磷汀等 [3]。该患儿出现重度 HFS 后，予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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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及对症治疗，1 周后症状有所缓解。
2.3.2　患儿后续治疗建议　鉴于该患儿新辅助化
疗疗效较好，术后辅助化疗拟继续沿用 DDP ＋

PLD，MTX，IFO 序贯方案化疗。一项单中心回
顾性研究表明 PLD 与 ADM 在骨肉瘤中的化疗效
果相似，且具有更好的心脏和血液学安全性，可
作为骨肉瘤患者的化疗优选用药选择之一 [14]。考
虑 PLD 心脏毒性低，其引起的 HFS 不影响总生
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和疾病进展
时间（TTP），经一定的预防措施可以避免，预
后较好 [9]，权衡利弊后建议该患儿后续治疗仍可
选择 PLD。考虑高强度密集化疗后患者发生了重
度 HFS，临床药师建议医师应将 PLD 剂量下调
25%，单次给药剂量下调至 40 mg。后续 3 疗程辅
助化疗中，医师接受药师建议，下调 PLD 剂量并
使用每 3 周给药一次的方案，在 PLD 化疗后积极
预防皮肤毒性，采用局部冰敷，使用保湿乳霜涂
抹手掌、足部，避免用力摩擦、受压、强光照射
等措施，临床药师对该患儿进行密切监护，该患
儿在后续辅助治疗中未再次发生 HFS。
3　总结与思考
　　本病例中患儿第 3 次 PLD化疗后出现轻微
HFS症状，未引起足够重视，第 4 次化疗后症状加
重，出现Ⅳ度 HFS。HFS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
明确，预防及治疗药物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不强，
相关防治措施是否影响化疗疗效也尚不清楚，且
HFS的发生具有个体差异性，如何在化疗前实现易
感人群筛查从而提早干预值得临床药师深入思考。
一般来说，儿童患者体内 PLD的清除相对成人较
快，PLD相关 HFS发生率相对较低，临床实践中
较少见，一旦发生严重 HFS，不仅降低患儿的生
活质量，还会导致患儿后续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从
而影响整体治效。故儿童患者使用 PLD仍建议积
极预防相关皮肤毒性，一旦出现早期症状，调整治
疗方案调整并对症处理，避免进展为重度 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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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情况及 
变化趋势分析与优化建议

罗芬1，2，李一意1，2，罗霞1，2*（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11；2. 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长沙　

410011）

摘要：目的　分析 2020 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情况，探究其变化趋势和管理思维，同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建议以促进医保政策的优化升级。方法　通过归纳和对比分析研究，对 2020 年版《医

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限定支付范围

的药品共有 847 种，占总数 22.89%，包括仅限门诊和定点药店使用、二线用药限制、医疗机

构限制、特定人群限制、险种限制和适应证限制等。结论　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相比于

2017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条件药品数量明显增加，纳入更多基本药物和新药的同

时严格限制其使用条件，保障用药合理性；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与 2019 年版《医保药品

目录》限制条件变化不大，主要是调出了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者已无文号品种，再将一些

经评估价格明显偏高的老药通过谈判降价后纳入谈判目录以提高其经济性。医保目录限制条件

的变化体现了国家医保目录在不断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益的同时，也在提升用药合理性。

关键词：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医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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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bursement limits situation and change trend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 of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2020

LUO Fen1, 2, LI Yi-yi1, 2, LUO Xia1, 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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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 in the 2020 Edition of “Medicine List for National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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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2020. Methods  The limited payment situations in the 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2020 were analyzed through induction and comparison. Results  There were 847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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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
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医保改革纵深推进，在破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
前，我国已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
障网，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5 亿
人，覆盖面稳定在 95% 以上 [1]。2020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
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20 年）》（以下简称 2020 年版《医保药
品目录》）的通知，通过本次目录调整，2020 年
版《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为 2800 种，其中
西药 1426 种，中成药 1374 种，目录内中药饮片
未作调整，仍为 892 种 [2]。本次目录调整共新调
入 119 种药品（含独家药品 96 种，非独家药品
23 种），多数是经过谈判实现降价的独家药品，
共涉及 31 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 86%，
患者受益面广泛；共计 29 种药品被调出目录，
主要为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者被药监部门
撤销文号成为“僵尸药”等品种 [3]。2020 年版《医
保药品目录》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本文旨在分析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
付情况的基础上探究其变化的趋势和管理思维，
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以促进医保政策的
优化升级。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9 年）》（以下简称 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
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17 年）》（以下简称 2017 年版《医保药
品目录》）为分析材料，归纳 2020 年版《医保药
品目录》中药品的限定支付类型，描述各类型在
药品数目、中西药占比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在此
基础上通过分类分析、对比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各
类型所涉及药品的特征，同时探讨 2020 年版《医
保药品目录》对药品限定支付的调整逻辑及管理
思想。相关数据处理运用 Excel 2013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有限定支付范围
的药品共有 845 种（本研究具体到剂型），占总数
（西药、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的总和）的 22.89%，
其中西药 407 种（占西药目录 28.54%），中成药
322 种（占中成药目录 23.44%），中药饮片 116 种
（占中药饮片目录 13.00%）。
　　本研究将其分为仅限门诊和定点药店使用、二
线用药限制、医疗机构限制、特定人群限制（主要
指限儿童用药）、险种限制（限工伤保险或生育保
险）和适应证限制，各限制条件统计数据见图 1。

图 1　2020 年《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条件统计

Fig 1　Limited payment scope in 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2020 
注：各限制类型之间品种数有重合。

Note：There is overlap in the restricted type variety.

2.1　仅限门诊和定点药店使用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仅限参保人员门
诊和定点药店购药时医保基金方予支付药品共
计 241 种，其中西药 31 种（占比 12.86%），中
成药 210 种（占比 87.14%）。2017 年版《医保药
品目录》有 500 种药品限制范围是参保人员住院
使用时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门
诊使用时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的药
品 [4]。2019 年版和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均
明确了仅限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购药时使用医保
基金的药品，这表明医保正在逐步将普通门诊医
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与 2019 年《医保
药品目录》相比，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将
中西药可愈口服液体剂，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
活菌口服常释剂型，中成药枇杷叶膏和鱼鳞病片
被调出目录，以上药品除枇杷叶膏外目前均属于

of the medication use. List 2020 and 2019 do not change much in the limited conditions. The drugs with 
little clinical value, replacable or with outdated approval number have been removed. Some overpried 
drugs in regular directory are adjusted after price negotiation, to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drug use.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limited payment; medical insuranc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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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文号的药品。鲜益母草胶囊和益母草膏（片、
胶囊、颗粒）变为无限制条件。2020 年版《医保
药品目录》还新增了健胃消食片和肿痛气雾剂，
但仅限门诊和定点药店使用。2020 年 8 月公布的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建立完善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保障机制，从高血压、糖
尿病等群众负担较重的门诊慢性病入手，逐步将
多发病、常见病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纳入统筹基金
支付范围。同时提出，要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
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 [5]。
2020 年 9 月和 10 月，山西省与河北省医疗保障
局等部门先后下发文件，明确表示 2020 年底前
取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及门诊统筹
定额管理，全面开展普通门诊统筹 [6-7]。门诊统筹
重点用于解决参保城乡居民门诊多发病、常见病。
目前多地都在着手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未来几年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将常见
病、慢性病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
范围，大大减轻民众就医费用。
2.2　二线用药限制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与 2019 年版分
别对 52 种和 64 种药品进行了二线用药限制，但
并未对中成药进行二线用药限制。2017 年版《医
保药品目录》共对 59 种西药进行了二线用药限
制，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阿格列汀、艾
拉莫德等 40 个品种与 2017 年版的限制条件一致。
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与 2017 年版相比，艾
普拉唑口服常释剂型在限有十二指肠溃疡诊断患
者的二线用药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流性食管炎诊
断患者的二线用药；多个药品由限二线用药变为
其他限制条件，如地氯雷他定液体制剂限儿童用
药，多索茶碱注射剂限无法口服且氨茶碱不能耐
受的患者，门冬氨酸钾镁口服常释剂型限洋地黄
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患者，依折麦布口服常释剂
型限他汀类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不耐受的患者，
替莫唑胺口服常释剂型限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间变性星形细胞瘤；拉坦前列素滴眼剂、艾司西
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和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 12
种常用药物由限二线用药变成无限制条件；复方
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和扎鲁司特口服常释剂型在
2019 年版目录中已剔除，还剔除了利奈唑胺注
射剂，保留了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剂；同时新增
了雷沙吉兰口服常释剂型、莫西沙星滴眼液、米

卡芬净注射剂等 23 种药品的二线用药限制。而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二线用药限制与 2019
年版相比，氟罗沙星注射剂、可愈口服液体剂、
洛美沙星口服常释剂型和注射剂被调出目录；多
拉司琼注射剂和尖吻蝮蛇血凝酶注射剂由常规目
录调到谈判目录；地氯雷他定、莫西沙星、普芦
卡必利、塞来昔布、维格列汀和依托考昔（均为
口服常释剂型）改为无限制条件。二线用药限制
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医保在保证基础用药的基础
上，在不断完善调整药品目录和限制条件，以期
纳入更全、临床疗效更好的药品满足临床多样化
的需求，同时促进合理用药。
2.3　医疗机构限制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共对 40 种中成药
进行医疗机构限制，限二级及以上使用，并未对
西药目录中药品进行医疗机构限制。2017 年版
《医保药品目录》共对 26 个中成药品种进行医疗
机构限制，也并未限制西药目录中药品。2019 年
版《医保药品目录》中参附注射液、丹红注射液、
清开灵注射液等 23 种中成药均与 2017 年版相同，
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使用；与 2017 年版目录
相比，医疗机构限制不一致的是，灯盏注射制
剂、三七皂苷注射制剂和银杏叶注射制剂等药品
已剔除，新增了康艾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参
芪扶正注射液等 20 种中药注射剂限定为二级及
以上医院可用。而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将
2019年版常规目录中的丹红注射液、康艾注射液、
康莱特注射液和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等 4 种中成
药调入谈判药品目录。
　　近年来，中成药注射剂在临床使用越来越广泛
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关于中药注射剂的
不良反应研究较少，导致其未知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高，且很多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近年对中药注射
剂临床使用的管制越来越严，中药注射剂越来越多
限定二级及以上医院使用，能有效防止中药注射剂
在基层滥用，二级及以上医院在中药注射剂使用和
不良反应处理方面有更多临床经验。
2.4　特定人群限制

　　有关特定人群限制，本文主要分析儿童用药
限制。与 2017年相比，201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
剔除了安乃近滴鼻剂、对乙酰氨基酚栓剂、胆维
汀口服乳剂等 3 种西药，以及九味熄风颗粒、牛
黄抱龙丸等 5 种中成药，新增了奥司他韦颗粒剂、
伊马替尼口服常释剂型、法罗培南颗粒剂等 9 种
西药，以及消风止痒颗粒、小儿清热宣肺贴膏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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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成药。缺乏儿童专用的规格和制剂一直以来
是临床关注但未解决的难题，这是导致儿科超说
明书用药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8]。2019 年版《医保
药品目录》剔除了临床不常用的儿童用药制剂，增
加了更多临床儿童常用药物，2020 年版《医保药
品目录》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了儿童用药制剂，共
有 38 种限儿童使用品种，较 2019 年版《医保药品
目录》增加了西药罗红霉素颗粒剂和中成药健胃消
食片。以期逐渐满足临床对儿童用药的需求。
2.5　险种限制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险种限制的药品
共 10 种，其中生育保险有 3 种西药和 1 种中成
药，工伤保险有 5 种西药和 1 种中成药，与 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相同，与 2017 年版《医保
药品目录》相比，工伤保险剔除了不常用的动物
骨多肽制剂注射剂，增加了临床更为常用的氨基
葡萄糖口服常释剂型和疤痕止痒软化乳膏（软化
膏）。限生育保险的药品是生育保险基金可以支
付的药品，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发生的与生育有关
的费用时也可支付。限工伤保险的药品，是仅限
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药品，不属于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这两种险种的目录
医保也在不断及时调整完善，将更多相关常用药
列入其中，保障民众利益。
2.6　适应证限制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适应证限制共
429 种，其中西药 325 种，中成药 102 种，中药
饮片 2 种。西药适应证限制中，其中主要的特殊
限制类型数量见图 2。

图 2　2020 年《医保药品目录》西药适应证限制类型

Fig 2　Restrictions types of western medicine indications in Medical 
Insurance Drug List 2020 

注：各适应证限制之间品种数有重合。

Note：There is overlap in the restricted type variety.

　　201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与2017年版相比，
适应证限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① 限不

能或不配合口服给药：目录中剔除了 2017 年版
目录中限肝功能衰竭或无法口服的双环醇口服制
剂；门冬氨酸钾镁注射剂由限有禁食医嘱或因吞
咽困难等无法使用门冬氨酸钾镁口服制剂的患者
变为限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患者；新增了
山梨醇铁注射剂、奥氮平口崩解片和单硝酸异山
梨酯注射剂等 3 种药品；蔗糖铁、卡络磺钠（肾
上腺色腙） 和卡络磺钠（肾上腺色腙）氯化钠注射
剂由之前的无限制条件变为限不能口服患者；奥
司他韦颗粒剂、腺苷蛋氨酸注射剂、吗替麦考酚
酯口服液体制剂和美金刚口服液体制剂也在限制
适应证的基础上，增加了限不能口服或吞咽有困
难患者。② 时间限制：目录中剔除了属于第一批
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中的依达拉奉注
射剂以及长春西汀注射剂和口服常释剂型；奥曲
肽、法舒地尔、生长抑素（均为注射剂）、丁苯酞
口服常释剂型在限定适应证的基础上增加了用药
时间限制；奥扎格雷、吡拉西坦和川芎嗪等 9 种
药品（均为注射剂）由无限制条件变为有时间限
制； 目录中新增了利妥昔单抗、银杏达莫、银杏
叶提取物（均为注射剂）、替格瑞洛口服常释剂型
等 4 种有时间限制的药品。③ 重症或重症感染患
者中变化较大的是抗菌药物的使用。头孢替安、
头孢西丁、头孢美唑、头孢米诺和哌拉西林舒巴
坦（均为注射剂）由无限制条件变为限有明确药
敏试验或重症感染的患者；氨曲南和拉氧头孢（均
为注射剂）由限有药敏试验证据变为限有明确药
敏试验或重症感染的患者；厄他培南注射剂由限
腹腔感染、复杂性皮肤及附属器感染、社区获得
性肺炎、复杂性尿道感染、急性盆腔感染、直结
肠手术的预防感染改为仅限多重耐药的重症感
染；法罗培南口服常释剂型由限药敏试验证据改
为限重症感染的住院患者。④ 2019 年版目录中
白眉蛇毒血凝酶、尖吻蝮蛇血凝酶、矛头蝮蛇血
凝酶和蛇毒血凝酶（均为注射剂）由无限制条件
变为限出血性疾病治疗的二线用药；预防使用不
予支付。
　　而 2020 年版目录中西药适应证限制与 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相比，新增了阿法替尼口
服常释剂型、阿扎胞苷注射剂和舒尼替尼口服常
释剂型，这 3 种药品由之前的谈判目录调入常规
目录；氨基己酸注射剂、氨基己酸氯化钠注射剂
和美沙拉秦（美沙拉嗪）灌肠剂由无限制条件变
为有适应证限制； 氟维司群注射剂、多种维生素
（12）注射剂、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和紫杉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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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结合型）注射剂为新增药品。而沙奎那韦口
服常释剂型和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被调出
目录；尖吻蝮蛇血凝酶注射剂、多拉司琼注射剂
和阿替普酶注射剂等 7 种有适应证限制的药品调
入谈判药品目录； 阿德福韦酯、奥美沙坦酯和氯
吡格雷（均为口服常释剂型）等 7 种药品由有适
应证限制变为无适应证限制。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剔除了属于第
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中的依达拉
奉注射剂以及长春西汀注射剂和口服常释剂型；
奥曲肽、法舒地尔、生长抑素（均为注射剂）、丁
苯酞口服常释剂型在限定适应证的基础上增加了
用药时间限制；奥扎格雷、吡拉西坦和川芎嗪等
9 种药品（均为注射剂）由无限制条件变为有时间
限制；目录中新增了利妥昔单抗、银杏达莫、银
杏叶提取物（均为注射剂）、替格瑞洛口服常释剂
型等 4 种有时间限制的药品。
　　在限重症或重症感染患者中变化较大的是抗
菌药物的使用。头孢替安、头孢西丁、头孢美唑、
头孢米诺和哌拉西林舒巴坦（均为注射剂）由无
限制条件变为限有明确药敏试验或重症感染的患
者；氨曲南和拉氧头孢（均为注射剂）由限有药敏
试验证据变为限有明确药敏试验或重症感染的患
者；厄他培南注射剂由限腹腔感染、复杂性皮肤
及附属器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尿道感
染、急性盆腔感染、直结肠手术的预防感染改为
仅限多重耐药的重症感染；法罗培南口服常释剂
型由限药敏试验证据改为限重症感染的住院患者。
　　2019 年版目录中白眉蛇毒血凝酶、尖吻蝮蛇
血凝酶、矛头蝮蛇血凝酶和蛇毒血凝酶（均为注
射剂）由无限制条件（2017 年版）变为限出血性
疾病治疗的二线用药；预防使用不予支付。
　　中成药适应证中，限说明书的 1 项，限证据
证明的 20 项，限明确诊断的 4 项，限急救、抢救
的 9 项。与 2019 年版相比，2020 年版中妇科断
红饮胶囊由有适应证限制转为无适应证限制；丹
红注射液、康艾注射液和康莱特注射液等 4 种中
成药由常规目录调入谈判目录。综合来看，2017
年版到 2019 年版再到 2020 年版目录中适应证限
制变化，更多地是通过更严格限定适应证的方式
促进合理用药，特别是目前不合理使用率较高的
辅助用药、抗菌药物和一些预防用药。适应证限
定的调整不仅使医保基金更高效的使用，同时也
能促进药物更合理地使用。
3　讨论及建议

　　综合以上统计分析结果，从 2017 年版目录
到 2019 年版目录，限定支付条件药品数量明显
增加。2019 年版增加了定点药店购药时医保基金
支付的限制，比 2017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更为
明确和严格。2019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二线
用药限制的药品数量大幅提高，让临床医师和患
者在坚持合理用药的同时有了更多的用药选择。
儿童用药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2019 年版
《医保药品目录》也增加了更多的儿童常用药品。
在险种限制中，限工伤保险支付的药物增加了更
常用的品种。适应证限制中明显增加了更多限不
能或配合口服给药患者、限有证据证明、限有明
确诊断、预防使用不予支付、限重症患者等限制
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医保政策正逐渐实现患者用
药经济与合理兼备的目标。2020 年版《医保药品
目录》限制条件与 2019 年变化不大，主要是将一
些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者被药监部门撤销
文号的品种调出目录，为更多新药、好药纳入目
录腾出空间。将常规目录中“在同治疗领域中，
价格或费用偏高且没有合理理由的药品”“临床价
值不确切，可以被更好替代的药品”等纳入了谈
判范围，极大地提高了这些药品的经济性，减轻
了患者负担。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始终坚持“保
基本”的功能定位，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的要求，确立了“突出重点、补齐短板、优化结
构、鼓励创新”的调整思路 [3，9-10]，而限制条件的
变化体现其“全、新、严”的特点，纳入更多民
众需要的基本药物的同时，也纳入了更多目前临
床需要的新药好药，同时严格限制其使用条件，
保障用药合理性，大大地提升了医保基金使用效
益，进一步解决看病贵问题，使更多患者能合理
使用到临床急需、疗效确切的药物。
　　同时，医保目录的限定支付条件在临床实际
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存
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由于医保目录限
制条件的药品较多，临床经常因违反限制条件而
发生医保拒付情况，有医院统计，医保拒付条目
最多的项目为违反限定适应证（条件）用药和超
限定频次，医保拒付金额最多的项目为限儿童和
违反限定适应证（条件）用药 [11]。因此，在医保
管理中加入信息化手段从源头干预非常有必要。
直接引入市面上专门的医保智能管理系统或将医
保限定支付的条件嵌入到 HIS 中，有合理用药系
统的医院还可以将医保限制条件改造成合理用药
的审核规则，能有效帮助临床医师规范合理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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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保内药物，降低医保拒付费用，提升医保管
理效能 [12]，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的模
式，能更好地执行医保的限制条件，促进合理用
药 [13]。此外，由于医保限制条件政策的制订是基
于绝大部分人群，但临床上病情千变万化，有些
特殊患者病情常需要超出医保限制条件，建议医
保目录的限制条件逐步增加特殊患者特殊病情的
相关需求，进一步加大精细化程度，在完善过程
中也可以考虑暂时增加特殊患者超出限制范围使
用的审批通道。
　　其次，自 2017 年我国创新药物价格谈判以
来，药物经济学证据日益成为我国医疗报销决策
制定的重要依据，但从医保药品目录来看，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建议扩大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
为药品支付限制条件制订依据的品种数量。例如
202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利奈唑胺限万古霉
素治疗不可耐受的重症感染的二线治疗和耐万古
霉素的肠球菌感染，但有综合考虑疗效与成本的
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 [14] 由革兰氏阳性球菌
感染导致的肺炎和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在意愿
支付范围内，利奈唑胺相对万古霉素具有更好的
经济性，因此由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导致的肺炎
和皮肤软组织感染患者利奈唑胺作为首选药物可
能更合理。
　　再次，由于《医保药品目录》中限定支付条
件的描述比较简洁，导致医务工作者因不能充分
了解其制定的方法和依据而导致执行意愿不高，
建议目录借鉴临床治疗指南的模式在文后附限定
支付条件制定的参考文献资料，这样有利于体现
每一条限定支付条件制定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促
进政策的贯彻执行。
　　最后，由于绝大部分药品没有限定支付条件，
导致临床不合理用药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建议
进一步扩大限定支付条件的药品数量及精细化设
置限定支付条件，促进药物的安全、有效、经济
使用，节约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的患者。
　　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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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ocumab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meta分析

彭词艳1，陈景2，李斯妮3，李健和1，彭六保1，王铸辉4*（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11；

2.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长沙　410000；3.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长沙　410013；4. 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

长沙　410014）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 / 溶菌素 9（PCSK9）抑制剂 Alirocumab
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文献检索方法，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等数据库，

筛选并纳入 Alirocumab 与安慰剂相比调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段均为

建库至 2020 年 12 月。检索采用 MeSH 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运用 RevMan 5.3 软件

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 19 个随机对照研究，26 302 例患者。有

效性分析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Alirocumab 可显著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RR 0.88[95%CI 
0.82 ～ 0.94]），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95%CI 55.76 ～ 43.82]、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95%CI 48.35 ～ 36.03]，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95%CI 4.19 ～ 5.94]。安全性分析结果显

示，Alirocumab 与安慰剂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Alirocumab 可显著降低心

血管事件，改善各项血脂指标，且安全性较好。但该结论仍需要各种样本量相对较大、质量较

高、随访时间更长的亚洲人群随机对照试验和真实世界临床数据来检验。

关键词：Alirocumab；全因死亡率；心血管事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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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是血
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降低
LDL-C 是心血管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主要目
标。2016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1-2] 修订
版数据显示：“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
40.40%，较 2002 年呈大幅度上升”。血清 LDL-C
水平的升高将导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每十年增加
约 920 万。降低 LDL-C 的水平，可稳定、延缓或
消退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并能显著减少心血管病的
发生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国内外血脂异常防治
指南均强调，LDL-C 在心血管发病中起着核心作
用，提倡以降低血清 LDL-C 水平来防控心血管患
病的危险 [3-8]。他汀类药物可降低 LDL-C 从而减少
和降低心血管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改善心血管病
预后，在防治血脂异常与控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
一级和二级防控中作用明显。他汀类药物每降低 1 
mmol·L－ 1 LDL-C，主要心血管事件相对危险减
少 20%，全因死亡率降低 10%，而非心血管原因
引起的死亡未见增加 [7-8]。大量研究表明 [9]，他汀
降低心血管事件临床获益的大小与降低 LDL-C 的

比例成正比，他汀类药物治疗产生的临床获益来自
于降低 LDL-C 的效应。然而，部分患者不能忍受
推荐的他汀类药物剂量，或部分患者不能达到临床
指南推荐的降低 LDL-C 的目标。尽管高强度的他
汀类药物治疗可以进一步降低甚至实现指南建议的
降低胆固醇目标值，但药物剂量增加引起的不良反
应 [10-11]，如肌炎、转氨酶升高等易导致患者用药依
从性降低，再次入院率增高。国外荟萃分析显示，
他汀类药物剂量增加一倍，LDL-C 浓度降低幅度
仅约 6%，即所谓的“他汀疗效 6% 效应”。他汀类
药物增加剂量或联合其他类型降脂药物，作为目前
临床用于血脂异常干预的常见手段，均能使他汀不
耐受或者不能达到血脂指标的患者达标和受益，但
这种血脂的达标和受益并不能使心血管疾病患者全
因死亡率下降。
　　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 / 溶菌素 9
（PCSK9）抑制剂可阻断 LDL 受体降解，从而降
低 LDL-C 水平 [12]。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批准 PCSK9 抑制剂 Alirocumab 用于心血管疾
病的高胆固醇血症的治疗。多项临床试验结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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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更新提示 PCSK9 抑制剂可协同降脂治疗进
一步降低患者 LDL-C 水平，但降幅报道差异较
大（23% ～ 67%），疗效及安全性缺乏更全面的
评估。因此，本研究对已发表的相关随机对照试
验进行 meta 分析，对 PCSK9 抑制剂治疗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
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

　　参考 Cochrane 协作网进行文献检索，检索计算
机电子文献数据库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中国知网（CNKI）、维
普（VIP）和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各数据建库至
2020年12月31日，检索不限语言，获取全文文章。
采取关键词和 Mesh 术语相结合使用“alirocumab” 
“REGN727” “sar236553” “随机对照试验” “临床试
验” “干预研究” “随机试验”等。
2　方法

2.1　纳入与排除标准 
2.1.1　纳入标准　① 纳入试验已经结束或已公
开发表的关于 Alirocumab 与安慰剂干预治疗的临
床、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RCT）；② 高
胆固醇血症和心血管疾病患者；③ 长期接受他汀
类药物治疗不能耐受患者或接受他汀类药物调脂
治疗不能达标者。
2.1.2　排除标准　① 非随机对照、双盲、安慰
剂对照试验；② 非人类实验；③ Ⅰ期临床试验；
④ 研究同时使用除 Alirocumab 外的其他 PCSK9
抑制剂；⑤ 结局指标数据不完整，研究类型不明
确，不能完全获取可用数据。
2.2　干预措施 
　　试验组给予 Alirocumab 治疗，可单独使用也
可联合他汀、依折麦布、贝特类等其他降脂药物，
药物剂量以及疗程不限。安慰剂可以是他汀、贝
特类药物也可是联合组成的降脂药物。
2.3　数据提取与文献质量评价

　　由 2 名评价员进行独立文献筛选，提取资料
并对纳入研究进行偏倚风险评估。如遇分歧，则
讨论解决或经由第三方协助解决。文献筛选流程
见图 1。主要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
信息，包括文题、第一作者、发表时间、注册
编号等；② 研究设计类型及质量评价的主要因
素；③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基本特征，例如纳
入例数、干预措施、随访时间等；④ 结局指标
和结果测量数据。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估采用
Cochrane 手册的标准，主要针对以下方面进行评

价：① 随机分组方案；② 分组隐藏；③ 盲法；
④ 数据完整性；⑤ 选择性报道；⑥ 有无其他偏倚。
2.4　结局指标 
　　据 2020 AACE/ACE 共识声明 [13] 和 2020 VA/DoD
临床实践指南 [14]，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评价指标分
为直接结局指标和间接结局指标。本研究直接结局指
标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全因死亡率，心血
管事件（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力衰竭、中
风等）的百分比变化。间接结局指标为试验组与对照
组治疗前后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较基线水平百
分比变化、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EAEs）、严重治疗
相关不良反应（serious TEAEs）。
2.5　统计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连
续性变量即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差（MD）和
95% 可信区间（CI）表示，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
危险度（RR）和 95%CI 表示。异质性分析和统
计采用 χ2 检验，如果检测出异质性（P ＜ 0.1，
I2 ≥ 5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进行敏
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
3　结果

3.1　检索结果及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全面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325 篇，均为英文
文献，采用 EndNote 软件查重，去除 81 篇重复
文献后，仔细阅读纳入文献题目和摘要，排除
掉 200 篇文献进一步仔细阅读全文，排除与本研
究不符的 25 篇文献，最终纳入 19 篇随机对照试
验 [15-33]（见图 1），比较 Alirocumab 与安慰剂的调
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疗效与安全性。纳入研究的
特征及患者的基线资料基本情况（见表 1）。

图 1　纳入研究文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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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评价研究的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试验

阶段

平均

年龄 /
岁

种族 女 /%
随访时

间 /w
人群特征

他汀使用

情况
血脂指标

Alirocumab/
对照组患

者数量

Ako J，
NCT02984982[15] 

Ⅳ 60.9 亚洲

  （日本）

19.4 36 他汀类不能很好控制高

胆固醇血症、STEMI、
NSTEMI、ACS

使用 LDL-C ≥ 2.6 mmol·L－ 1，伴

ACS，STEMI、NSTEMI
104/102

Kausik K
（NCT02642159）[16]

63.2 白种人 47.7 24 CHD、MI、糖尿病 使用 LDL-C ≥ 2.8 mmol·L－ 1，伴

CHD，MI
275/137

Koh KK
（NCT02289963）[17]

Ⅲ 60.6 亚洲黄种人 17.6 24 高 CV 风险、中度肾病、

糖尿病

使用 LDL-C ≥ 2.8 mmol·L－ 1，伴 CHD 97/102

Kastelein JJ
（NCT01709500）[18]

Ⅲ 53.2 白种人 47.4 88 冠心病、糖尿病、HeFH 使用 LDL-C 均为 3.5 mmol·L－ 1，伴冠

心病，糖尿病

167/81

McKenney JM 
（NCT01288443）[19]

Ⅱ 56.7 白种人 52.5 12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均为 2.59 mmol·L－ 1，伴冠

心病，糖尿病

31/31

Roth EM
（NCT01288469）[20]

Ⅱ 56.9 白种人 59.8 8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均为 2.59 mmol·L－ 1，伴冠

心病，糖尿病

31/31

Teramoto T
（NCT01802707）[21]

Ⅱ 57.7 亚洲黄种人 55.0 12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 2.6 mmol·L－ 1，冠心病，

糖尿病

50/50

Robinson JG
（NCT01507831）[22]

Ⅲ 60.5 白种人 37.8 24 HeFH、CHD、糖尿病 使用 LDL-C ≥ 1.80 mmol·L－ 1，冠心病，

糖尿病

1550/788

Kereiakes DJ
（NCT01454175）[23]

Ⅲ 63.0 白种人、

   黑人

34.2 24 HeFH、CHD、糖尿病 使用 LDL-C ≥ 2.6 mmol·L－ 1，冠心病 207/107

Kastelein JJ
（NCT01623115）[24]

Ⅲ 51.9 白种人 43.6 24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 2.6 mmol·L－ 1，伴 MI 322/163

Teramoto T
（NCT0284504）[25]

Ⅲ 63.6 亚洲

  （日本）

36.8 12 HeFH 或非家族性

HeFH，高 CV 风险

使用 LDL-C ≥ 2.6 mmol·L－ 1，HeFH
或非家族性 HeFH，高 CV 风险

143/72

Ginsberg HN
（NCT01617655）[26]

Ⅲ 50.6 白种人 46.7 24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 4.14 mmol·L－ 1，冠心病，

糖尿病

71/35

Roth EM
（NCT01926782）[27]

Ⅲ 60.8 白种人、

   黑人

42.5 24 HeFH，中度和重度

CVD 风险

部分使用 LDL-C ≥ 2.6 mmol·L－ 1，HeFH、

CHD、高血压、糖尿病

573/458

Stroe E
（NCT02023879）[28]

Ⅲ 63.1 白种人 44.2 24 HeFH、CHD、高血压、

糖尿病

没使用 LDL-C ≥ 1.81 mmol·L－ 1，HeFH、

CHD、高血压、糖尿病

173/116

Schwartz GG
（NCT01663402）[29]

Ⅲ 58.6 白种人 25.2 146 ～ 
208

CHD、高血压、糖尿病 使用 LDL-C ≥ 1.81 mmol·L－ 1，CHD、

高血压、糖尿病

9462/9462

Han Y
（NCT02715726）[30]

Ⅲ 58.6 亚洲（中国、

印度、泰国）

25.0 24 高胆固醇血症、心肌梗

死、缺血性中风

他汀类加

依折麦布

LDL-C ≥ 1.81 mmol·L－ 1，高胆固

醇血症、心肌梗死、缺血性中风

405/207

Teramoto T，JAPAN
（NCT02107898）[31]

Ⅲ 60.8 亚洲

  （日本）

39.4 24 HeFH 使用 LDL-C ≥ 2.59 mmol·L－ 1，HeFH 144/72

 Bays H
（NCT01730040）[32]

Ⅲ 62.9 白种人 34.9 24 CHD、CVD、高血压、

糖尿病

使用 LDL-C ≥ 1.81 mmol·L－ 1，CHD、

高血压、糖尿病

57/112

Moriarty PM
（NCT01709513）[33]

63.4 白种人 45.2 24 HeFH，中度和重度

CVD 风险、CHD
他汀类加

依折麦布

LDL-C ≥ 2.6 mmol·L－ 1，冠心病 126/188

注：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非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NSTEMI）；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冠心病（CHD）； 心肌梗死（MI）；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eFH）；心血管疾病（CVD）。

　　文献偏倚风险评估结果为：① 所有纳入研究
都提到使用了随机方法，均对随机序列产生的方
法进行了详细描述；② 有 5 个研究描述了分配方
法隐藏的具体措施；③ 全部研究都提到对研究对
象和 / 或实施者使用了双盲；④ 19 篇研究都无失
访，结局数据完整；⑤ 有 6 篇研究不能通过文章
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是否存在其他偏倚（见图 2）。
3.2　结局指标 3.2.1　全因死亡率　纳入 8 个研究共 24 056 例患

图 2　文献偏倚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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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5-17，22-23，26，28-29]，meta 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相
比，Alirocumab 降低全因死亡率没有明显变化 [RR：
0.83，95%CI（0.72 ～ 0.95）]。与安慰剂相比在白种

人 [RR：0.83，95%CI（0.72 ～ 0.96）] 和黄种人 [RR：
0.48，95%CI（0.17 ～ 1.35）] 中 Alirocumab 干预前
后全因死亡率均无明显变化（见图 3）。

图 3　Alirocumab 治疗对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的影响

3.2.2　心血管事件　纳入 10 个研究共 24 149 例
患者 [17-18，22-24，26-30]，对其干预前后心血管事件发
生率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安慰剂治疗

相比，用 Alirocumab 治疗的心血管事件显著减
少 [RR：0.88，95%CI（0.82 ～ 0.94）]（见图 4）。

图 4　Alirocumab 治疗对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影响

3.2.3　LDL-C　 纳 入 15 个 研 究 共 5843 例 患
者 [15-27，30-31]，干预前后 LDL-C 变化百分比的 meta
分 析 显 示，Alirocumab可 使 LDL-C降 低 49.79% 
[95%CI（55.76 ～ 43.82），P ＜ 0.05，I2 ＝ 93%]。根
据种族分组进行亚组分析，显示 LDL-C在白种
人和黄种人中降低没有明显不同，白种人 LDL-C
降 低 48.05% [95%CI（55.64 ～ 40.47），P ＜ 0.05，
I2 ＝ 93%]， 黄 种 人 LDL-C降 低 53.08% [95%CI
（64.76 ～ 41.40），P ＜ 0.05，I2 ＝ 95%]（见图 5）。
3.2.4　Non-HDL-C　 纳 入 14 个 研 究 共 5781 例 患
者 [15-19，20-23，25，29-33]，干预前后 Non-HDL-C 变化百分
比的 meta 分析显示，Alirocumab 可使 Non-HDL-C

降低 42.19%[95%CI（48.35 ～ 36.03），P ＜ 0.05，
I2 ＝ 95%]（见图 6）。
3.2.5　HDL　 纳 入 15 个 研 究 共 5843 例 患
者 [15-25，28-32]，干预前后 HDL 变化百分比的 meta 分
析显示，Alirocumab 可使 HDL-C 升高 5.06% [95%CI
（4.19 ～ 5.94），P ＞ 0.05，I2 ＝ 19%]，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在白种人和黄种人中的亚组分析显示，
HDL-C 降低没有明显不同，白种人 HDL-C 升高 
5.15% [95%CI（4.17 ～ 6.12），P ＞ 0.05，I2 ＝ 14%]，
黄 种 人 HDL-C 升 高 4.71% [95%CI（2.74 ～ 6.69），
P ＞ 0.05，I2 ＝ 41%]（见图 7）。
3.2.6　安全性评估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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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lirocumab 干预后 LDL-C 较基线水平变化百分比的 meta 分析

图 6　Alirocumab 干预后 Non-HDL-C 较基线水平变化百分比的 meta 分析

图 7　Alirocumab 干预后 HDL-C 较基线水平变化百分比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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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敏感性分析　Schwartz[29] 研究的样本量较
大，所占权重远大于其他研究，剔除此研究后
进行敏感性分析，显示除全因死亡率 [RR：0.48，
95%CI（0.26 ～ 0.87），P ＞ 0.05] 外，对其他结局
性（如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总的住院率等）都无明
显影响，提示本研究结果基本稳健，但尚需更多大
型临床试验验证。
3.2.8　发表偏倚　采用 RevMan 软件绘制漏斗图
评估纳入研究发表偏倚，初步观察漏斗图左右基
本对称，可以认为纳入的研究间无明显发表偏倚
（见图 9）。

图 9　Alirocuamb 调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漏斗图

4　讨论

　　Alirocumab 降低血清中的 LDL-C 效果肯定，
Alirocumab 以一种全新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治
疗方案，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研究对 Alirocumab 已完成的随机临床试
验进行 meta 分析，评估其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
效性与安全性。观察到 Alirocumab 心血管事件
的风险显著降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减
少；但在全因死亡率方面与安慰剂相比没有观
察到明显差异。本研究更新和纳入了 ODYSSEY 
OUTCOMES 一项以心血管终点事件作为主要结
局的大型临床试验，该试验随访时间为 5 年，参
与患者为 18 924 例，结果显示本试验的加入并
没有对以前的观察结果产生重大变化。除了心血
管事件显著减少外，ODYSSEY OUTCOMES 试
验结果 [29] 与前期的临床试验结果 [34] 并没有报告
不同之处，全因死亡率、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无
差异。种族之间的亚组分析可知，生活方式和
个体基因差异的不同，Alirocumab 对 LDL-C 降
低，所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是不尽相同的。
Alirocumab 降低 LDL-C 是迅速的，但与临床受
益（如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等）之间出现延迟，
这一观察在他汀类药物试验中也出现过，在试验
观察中似乎随着试验的延长，次要终点的受益也
在增加。这些观察表明，将 LDL-C 降低作为心血

图 8　Alirocumab 干预后严重不良反应 meta 分析

组与对照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无明显差
异 [RR：0.98，95%CI（0.93 ～ 1.02），P ＞ 0.05]。
根据种族进行亚组分析，显示在白种人和黄种人
中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没有明显不同，白
种人中试验组与对照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面 [RR：0.98，95% CI（0.93 ～ 1.03），P ＞ 0.05]，
黄种人中试验组与对照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面 [RR：0.89，95%CI（0.65 ～ 1.24），P ＞ 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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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防治的主要目标需要更长时间去观察，特别
是在那些已经在使用优化的降脂方案的患者，并
认为较长的观察时间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方面
出现益处的患者中 [30]。因此，使用 Alirocumab 更
长的治疗时间可能与患者临床受益联系在一起。
　　本次 meta 分析证实：Alirocuamb 可显著降低
血液循环中 LDL-C 水平，改善心血管预后。尽管
如此，但本分析仍存在不足，如：① 纳入研究的
人群大多是欧美白种人，黄种人较少；② 部分在
中国的临床试验尚未完全结束；③ 纳入研究的随
访时间均较短；④ 纳入研究的人群多样性，心血
管疾病患者、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他汀不能耐受
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等，这可能是异质
性的主要因素；⑤ 评价目标单一，不全面，大部
分仅对脂质进行指标评价。
5　结论

　　综上所述，Alirocumab 可明显改善心血管预
后，安全性方面与安慰剂之间无明显差异，耐受良
好。但由于纳入以心血管终点事件为指标的临床试
验只有一项，目前在中国人群中开展随访时间较长
的大型临床试验尚未结束。降低 LDL-C，能否使
心血管患者获益，在中国人群中暂无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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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治疗药物监测的注射用美罗培南省集采和 
进口品种的临床应用实践分析

鲁虹，史群志，吴戈，刘芳群，毛艳梅*（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00）

摘要：目的　比较在相同人群和相同给药方案时，注射用美罗培南省集采和进口品种的血浆药

物浓度的差异。方法　通过检验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收集 2019—2020 年进行美罗培南血浆药物

浓度监测的患者资料，按年龄、肾功能和给药方案进行分组，用 SPSS 25 软件对美罗培南血浆药

物浓度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按患者年龄和肾小球滤过率分组，相同人群在相同给药方案

时，美罗培南省集采和进口品种血浆药物浓度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从美罗培南血浆

药物浓度分析，注射用美罗培南省集采品种和进口品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应按正常剂量使用。

关键词：美罗培南；进口；省集采；血浆药物浓度；肾小球滤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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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ropenem for injection collected and imported 
varieties based on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LU Hong, SHI Qun-zhi, WU Ge, LIU Fang-qun, MAO Yan-me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angsha Central Hospital,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collected and imported meropenem for injection in the same population with the same medication 
regimen. Methods  The data of patients with meropenem plasma concentrations from 2019 to 2020 
were collected by the AutoLis system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age, renal function and medication regimen. The results of meropenem plasma 
concentrations were analyzed by SPSS 25.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age an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meropenem plasma concentration 
between collected and imported varieties in the same population with the same medication regimen. 
Conclus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s between imported and collected 
meropenem for injection. 
Key words: meropenem; import; collect; plasma concentration;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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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印发《关于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的通知，选择
北京、天津、上海等 11 市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是对既往药品
采购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国家探索完善药品集中
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的重要举
措 [1]。在降低价格的同时保证药品质量及疗效，
才是真正意义上地做到质量优先。
　　2020 年湖南省发布湘医保涵（2020）57 号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做好抗菌药物专项集中
采购中标药品采购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2020
年 5 月，本院大部分抗菌药物正式更换为省集采
品种，其中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碳青霉烯类注射
用美罗培南，省集采的品种（厂家：重庆圣华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5 g/ 支）每支价格仅 9.48
元，与进口品种价格相差 15 倍，其低廉的价格
让临床医师怀疑其是否能达到进口品种的临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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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两种制剂之间的临床可互换性应基于药学等
效、生物等效和治疗等效 [2]。本文就本院注射用
美罗培南省集采和进口品种的血浆浓度监测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收集

　　从 AutoLis 系统中调取 2019—2020 年测定美
罗培南血浆浓度的患者结果，所有患者均使用美
罗培南 5 次以上，血浆浓度已达稳态浓度；在电
子病历系统中查找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用药信息，
包括年龄、性别、感染部位、用药方案、用药起
止时间和用药期间的肾功能情况。
1.2　试药与仪器

　　进口注射用美罗培南（厂家：住友制药有限
公司）和省集采的注射用美罗培南（厂家：重庆
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均为 0.5 g/ 支。
美罗培南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含
量：87%，批号：130506-201403），乙腈（色谱纯，
Merck 公司），磷酸二氢钠（分析纯，广东省化学
试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T（日本岛津公司），
H1850 高速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
限公司），Neofuge 15R 低温高速离心机（上海力
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美罗培南血浆药物浓度测定方法

1.3.1　 色 谱 条 件　 采 用 Diamond C18 色 谱 柱
（2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20 
mmol·L－ 1 磷酸二氢钠（9.5∶90.5），流速为 1.0 
mL·min－ 1，检测波长为 298 nm，柱温为 25℃，
进样量为 20 μL。
1.3.2　对照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美罗培南对照
品 42.11 mg，置 25 mL 棕色量瓶中，加甲醇溶解
并定容，配制成 1.465 mg·mL－ 1 的储备液，于－

40℃冰箱中保存备用。取空白人血浆 180 μL，加
入不同浓度的美罗培南对照溶液 20 μL，分别
配成不同质量浓度的美罗培南血浆样品（146.5、
73.25、36.62、18.31、9.156、4.578、2.289、1.144、
0.572、0.286、0.143 μg·mL－ 1）。
1.3.3　样品处理　取各浓度的血浆样品 200 μL，
置于 5 mL 离心管中，加入甲醇 200 μL，涡旋混
匀 2 min，4℃、13 000 r·min－ 1 离 心 10 min，
取上清液 300 μL 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二
氯甲烷 300 μL，涡旋混匀 2 min，4℃、13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0 μL 进样分析。
结果美罗培南的保留时间为（6.4±0.2）min，血

浆内源性物质对样品的测定无干扰，峰形良好。
1.3.4　方法学验证　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浓
度（X，μg·mL－ 1）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
回 归 方 程：Y ＝ 1.615×104X ＋ 2.573×103，r ＝
0.9996。绝对回收率：低浓度在 70.4% ～ 78.6%，
中、高浓度在 84.7% ～ 87.0%；相对回收率均
在 90% 以上，符合要求。日内精密度 RSD 为 
0.5% ～ 2.7%，日间精密度 RSD 为 1.6% ～ 3.4%。
稳定性：血浆标准样品放置在 25℃时，4 h 内降
解率未超过 10%，血浆标准样品放置在 2 ～ 8℃
时，8 h 内降解率未超过 10%；血浆标准样品处理
后放置在自动进样器中，2 h 内进样降解率约 5%，
3 h 时降解率约 10%，血浆标准样品处理后放置在 
2 ～ 8℃时，4 h 内进样降解率未超过 10%；经过
一次冻融解冻，血浆标准样品无影响。该高效液
相条件测定结果符合方法学验证的要求。
1.4　数据统计

　　本院肾功能肌酐值测定方法为酶促法，根
据 MDRD 简化公式 [3] 计算患者肾小球滤过率
（eGFR），对用法用量相同的患者美罗培南血浆
浓度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肾内科用药
方案均为 0.5 g q12 h，每周进行 3 次血液透析患
者的美罗培南血浆浓度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比较注射用美罗培南省集采和进口品种的血浆浓
度是否有差异。
1.5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 2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x±s 表示，两组数据采用 Levene 方差齐
性检验，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入
住本院，并使用注射用美罗培南进行治疗的患者
340 例，其中男 233 例，女 107 例，根据使用药
物是省集采或进口品种品种分组，两组的平均年
龄和性别比例相近。一般临床资料见表 1。
2.2　血药浓度监测结果

2.2.1　肾功能正常患者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
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分析　注射用美罗培南（厂
家：住友制药有限公司）药品说明书中提到肌酐
清除率（CrCl）＜ 51 mL·min－ 1 的患者需减少
给药剂量。《桑德福抗微生物治疗指南》[4] 中写明
肾功能正常为 CrCl ＞ 90 mL·min－ 1，肾功能
亢进是指 CrCl ＞ 130 mL·min－ 1[5]。因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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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MDRD 简化公式计算患者 eGFR，eGFR ＞ 50 
mL/（min·1.73 m2）且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患
者例数共 176 例，其中使用省集采注射用美罗培
南的患者 107 例，使用进口注射用美罗培南的患
者 69 例，按 eGFR 分为 50 ～ 90，90 ～ 130 和＞

130 mL/（min·1.73 m2）3 组，具体结果见表 2。
2.2.2　肾功能不全患者不同用药方案时血浆谷浓
度　eGFR 小于 50 mL/（min·1.73 m2）的患者例
数共 117 例，其中使用省集采注射用美罗培南的
患者 55 例，使用进口注射用美罗培南的患者 62
例，根据注射用美罗培南（厂家：住友制药有限
公司）药品说明书肾功能不全成人的剂量调整方
案分成 3 组，具体结果见表 3。eGFR ＜ 10 mL/
（min·1.73 m2），用药方案为 0.5 g qd 的省集采
品种仅 3 例，因此未纳入分析比较。
2.2.3　血液透析患者相同给药方案时血药谷浓度
　对使用方案均为 0.5 g q12 h，每周进行 3 次血
液透析患者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监测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4。
2.2.4　肾功能正常患者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美
罗培南血浆峰、谷浓度分析　同时测定美罗培南
血浆峰、谷浓度，eGFR 大于 100 mL/（min·1.73 
m2），美罗培南用药方案均为 1.0 g q8 h 的患者共

表 1　患者人口学与一般临床资料 
Tab 1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s of patients 

项目
进口品种

（n ＝ 159）
省集采品种

（n ＝ 181）
年龄 / 岁 68.86±15.47 69.83±14.69
性别（男 / 女） 107/52 126/55
感染部位 [ n（%）]
肺部感染 84（52.83%） 108（59.67%）

脓毒血症 13（8.18%） 21（11.60%）

泌尿系感染 11（6.92%） 6（3.31%）

血流感染 9（5.66%） 2（1.10%）

腹腔感染 8（5.03%） 9（4.97%）

感染性休克 6（3.77%） 2（1.10%）

肺部感染＋颅内感染 5（3.14%） 6（3.31%）

肾盂肾炎 4（2.52%） 3（1.66%）

颅内感染 3（1.89%） 1（0.55%）

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 3（1.89%） 5（2.76%）

肺部感染＋腹腔感染 2（1.26%） 1（0.55%）

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 2（1.26%） 10（5.52%）

发热查因 2（1.26%） 3（1.66%）

血流感染＋中耳炎 2（1.26%） /
导管相关性感染 1（0.63%） /
妊娠期宫内感染 1（0.63%） /
糖尿病足感染 1（0.63%） /
血流感染＋肺部感染 1（0.63%） /
血流感染＋泌尿系感染 1（0.63%） /
感染性心内膜炎＋颅内感染 / 2（1.10%）

伤口感染 / 1（0.55%）

左足闭塞性血栓性脉管炎并感染 / 1（0.55%）

表 2　肾功能正常患者美罗培南 (1.0 g q8 h)血浆谷浓度结果 
Tab 2　Plasma trough concentrations of meropenem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renal function treated with 1.0 g q8 h

来源
不同 eGFR 患者血浆谷浓度

＞ 130 mL/（min·1.73 m2） 90 ～ 130 mL/（min·1.73 m2） 50 ～ 90 mL/（min·1.73 m2）

进口（例） 2.166±3.692（n ＝ 29） 6.674±9.162（n ＝ 22） 7.364±7.328（n ＝ 18）
集采（例） 3.125±4.431（n ＝ 51） 6.011±6.470（n ＝ 35） 9.473±8.025（n ＝ 21）

F 0.278 0.072 0.435
P 1.194 3.376 0.624

表 3　肾功能不全患者美罗培南不同用药方案血浆谷浓度结果 
Tab 3　Plasma trough concentrations of meropenem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肾功能 用药方案
血浆谷浓度

F P
进口 省集采

eGFR 26 ～ 50 mL/（min·1.73 m2） 0.5 g q8 h   13.59±8.797（n ＝ 13）   14.88±10.226（n ＝ 8） 0.399 0.744
eGFR 10 ～ 25 mL/（min·1.73 m2） 0.5 g q8 h 24.732±13.193（n ＝ 15） 28.707±24.134（n ＝ 12） 0.187 1.841

0.5 g q12 h 14.717±8.793（n ＝ 21） 19.270±8.572（n ＝ 22） 0.879 0.024
eGFR ＜ 10 mL/（min·1.73 m2） 0.5 g q12 h 18.697±10.992（n ＝ 13） 21.656±15.722（n ＝ 13） 0.065 3.745

14 例，其中使用进口品种的 9 例，使用省集采品
种的 5 例，具体结果见表 5。
2.2.5　eGFR 相同的不同年龄患者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美罗培南血药谷浓度分析　根据年龄，将

患者分为成年组（60 岁以下）和老年组（60 岁以
上），因 eGFR ＜ 70 mL/（min·1.73 m2）的患者
基本为老年人，因此对 eGFR ＞ 70 mL/（min·1.73 

表 4　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结果 
Tab 4　Plasma trough concentrations of meropenem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

用药方案 进口（n ＝ 28） 省集采（n ＝ 19） F P
0.5 g q12 h 15.70±5.93 17.59±12.14 0.481 9.364

表 5　肾功能正常患者美罗培南 (1.0 g q8 h)血浆峰、谷浓度结果 
Tab 5　Plasma peak and trough concentrations of meropenem (1.0 g 

q8 h) in patients

来源 血浆峰浓度 血浆谷浓度 F P
进口（n ＝ 9） 41.96±19.41 1.03±1.03 0.071 3.938
省集采（n ＝ 5） 36.52±9.56 2.18±2.00 0.077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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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用药方案均为 1.0 g q8 h 的成年患者和老年
患者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具

体结果见表 6。

表 6　不同年龄患者美罗培南 (1.0 g q8 h)血浆谷浓度结果 
Tab 6　Plasma through concentrations of meropenem in patients of different ages treated with 1.0 g q8 h

分组
eGFR

[mL/（min·1.73 m2）]
血浆谷浓度

F P
进口（例） 集采（例）

成年组 ＞ 130 0.922±1.633（n ＝ 12） 1.656±2.891（n ＝ 17） 0.245 1.41
  90 ～ 130 2.190±1.498（n ＝ 13） 1.093±1.262（n ＝ 6） 0.847 0.04
70 ～ 90 1.822±1.760（n ＝ 4） / /

老年组 ＞ 130 3.204±4.572（n ＝ 16） 3.839±4.890（n ＝ 35） 0.603 0.275
  90 ～ 130 7.736±10.640（n ＝ 13） 5.565±6.918（n ＝ 28） 0.053 3.965

　 70 ～ 90 6.849±6.137（n ＝ 10） 5.967±3.789（n ＝ 17） 0.108 2.781

3　讨论

　　美罗培南是人工半合成的β- 内酰胺类抗菌药
物，属于碳青霉烯类，具有超广谱的抗菌活性，
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均具有良好
的抗菌作用。由于美罗培南具有较强的组织穿透
力，在体内分布广泛，临床上常用于多重耐药菌
感染、重症感染及细菌性脑膜炎等的治疗。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即为仿制药与原研药（参
比制剂）的等效性评价，评价内容包括药学等效
（PE）、生物等效（BE）和治疗等效（TE）[6]。本
研究选取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注射用美罗培南，对
进口和省集采品种的血浆浓度进行分析。美罗培南
血浆蛋白结合率较低，仅 2%[7]，因此血浆总浓度
和血浆游离浓度差别很小，可以用测总浓度代替测
游离浓度。
　　由表 2 和表 3 可知，根据药品说明书推荐的
用药方案及 eGFR 分组，相同给药方案时每组患
者进口品种和省集采品种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eGFR ＞ 50 mL/（min·1.73 
m2）的患者给药方案为 1.0 g q8 h，当 eGFR ＞ 130 
mL/（min·1.73 m2）时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平均
值 最 低，eGFR 在 90 ～ 130 mL/（min·1.73 m2）
次之，eGFR 在 50 ～ 90 mL/（min·1.73 m2）最高；
用 药 方 案 为 0.5 g q8 h 时，eGFR 在 10 ～ 25 mL/
（min·1.73 m2）组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平均值
高于 eGFR 在 26 ～ 50 mL/（min·1.73 m2）组；用
药方案为 0.5 g q12 h 时，eGFR＜10 mL/（min·1.73 
m2）组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平均值高于 eGFR
在 10 ～ 25 mL/（min·1.73 m2） 组， 可 见 eGFR
是影响美罗培南血浆浓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因为美罗培南主要通过肾小球滤过经肾脏排泄，
54% ～ 79% 以原形从尿液排出，19% ～ 27% 以无
活性的代谢物从粪便排出 [7]。
　　肾内科尿毒症患者，每周常规进行 3 次血液

透析，注射用美罗培南用药方案均为 0.5 g q12 h
的患者进口品种和省集采品种美罗培南血浆谷浓
度平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GFR ＞ 100 mL/
（min·1.73 m2），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患者同
一次给药前后分别测定美罗培南血浆峰浓度和谷
浓度，血药浓度平均值进口品种和省集采品种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有研究指出，老年患者美罗培南药动学参数
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半衰期、表观分布容积和清
除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半衰期明显延长，清
除率显著下降 [8-9]。将 eGFR ＞ 70 mL/（min·1.73 
m2），用药方案为 1.0 g q8 h 的患者根据年龄分为
成年组和老年组，每组患者进口品种和省集采品
种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
当 eGFR 相同时，老年组患者的美罗培南血浆谷
浓度平均值均高于成年组患者。eGFR 在 70 ～ 90 
mL/（min·1.73 m2）和 90 ～ 130 mL/（min·1.73 
m2）老年患者组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平均值和
成年患者组的美罗培南血浆谷浓度平均值差值较 
eGFR ＞ 130 mL/（min·1.73 m2）的两组患者血药
谷浓度平均值差值更大。
　　本研究通过分析使用相同给药方案的注射用
美罗培南，相同人群进口品种和省集采品种的美
罗培南血浆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临
床在使用省集采注射用美罗培南时，建议根据患
者年龄、肾功能和感染情况按正常剂量使用，不
能因其价格低廉，怀疑药品血药浓度比进口品种
低，可能导致临床疗效欠佳而加大剂量使用，符
合治疗药物监测指征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保证
用药的安全有效。但本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之处：
如部分患者缺少药敏结果，无法根据血浆谷浓度
判断 PK/PD 达标率；部分分组患者例数偏少，且
仅测定患者的血浆谷浓度，无法准确判断注射用
美罗培南省集采品种在药动学上和进口品种一



1497

中南药学 2021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7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uly 2021, Vol.19  No.7

致，上述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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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贝隆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药物经济学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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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米拉贝隆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经济学特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NKI、VIP、Wanfang Data 等数据库。检索时长均为建

库至 2020 年 5 月。由两名研究者分别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结果　

共纳入 8 项研究，其中 2 项最小成本分析，6 项成本效用分析，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哥

伦比亚、日本完成。2 项基于加拿大和英国全社会角度的最小成本分析显示，米拉贝隆的成本明

显低于索利那新、托特罗定缓释制剂、奥昔布宁。6 项成本效用分析均显示米拉贝隆较于托特罗

定缓释制剂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低于意愿支付阈值。3 项在哥伦比亚、英国和美国完成

的成本效用研究显示米拉贝隆较于奥昔布宁 / 奥昔布宁缓释制剂的 ICER 低于意愿支付阈值。与

索利那新相比，米拉贝隆在英国的 ICER 低于意愿支付阈值，而美国则尚存在不同结果。结论　

现有经济学研究显示，与托特罗定缓释制剂相比，米拉贝隆在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美国、

日本更具经济性；与奥昔布宁 / 奥昔布宁缓释制剂相比，米拉贝隆在哥伦比亚、英国和美国更具

经济性；与索利那新相比，米拉贝隆在英国更具经济学，而在美国则存在争议。

关键词：米拉贝隆；索利那新；托特罗定；奥昔布宁；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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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尿失禁协会将膀胱过度活动症（overac-
tive bladder，OAB）定义为无确切感染性与病理
性改变，而出现了尿急等症状的一种下尿路症候
群 [1]。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OAB 发病率
约为 6.0%。41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 11.3%。在年
龄大于 70 岁的人群中，发病率更是高达 28.4%[2]。
　　美国泌尿外科协会与中国泌尿外科协会推荐
将包括 M 受体拮抗剂索利那新、托特罗定，β3 受
体激动剂米拉贝隆作为行为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治
疗方案，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改善临床症状 [3-4]。
M 受体拮抗剂价格较低，但由于缺乏靶器官特异
性，导致诸如口干、便秘等不良反应，从而导致
了许多患者放弃治疗 [5]。米拉贝隆是第一个用于
治疗 OAB 的β3 受体激动剂，可通过促进膀胱逼
尿肌在储尿阶段的松弛，以提高膀胱容量 [6]。一
项关于真实世界研究的文献评价显示，与 M 受体
拮抗剂相比，服用米拉贝隆的患者具有更高的依
从性 [7]，且具有与 M 受体拮抗剂类似的有效率，
但其价格较高。无论是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还是
在医疗政策制定时，不仅需要考虑治疗方案的有
效性与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关注其经济性。本研
究旨在通过系统评价，分析米拉贝隆治疗 OAB
的经济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纳入、排除标准

　　研究米拉贝隆治疗 OAB 的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最小成本分析等，
研究语种限定为英文与中文。研究对象为普通成
年 OAB 患者，人种不限。采用米拉贝隆治疗，
给药途径与剂量不限。结局指标包括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QALYs）。排除综述，重复发表以及无
法获取全文的研究。
1.2　文献来源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 等英文数据库，CNKI，VIP，Wanfang Data
等中文数据库。检索时长均为建库至 2020 年 5
月。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英
文检索主要主题词包括：“mirabegron”“overactive 
bladder”“economics，medical”“solifenacin 
succinate”“tolterodine tartrate”。中文检索主要关
键词包括：米拉贝隆，成本，经济，膀胱过度活
动症。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两名研究者按照已制订的检索策略分别检索中
英文数据库，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检索结果进行
筛选，提取数据，通过讨论和第三方解决分歧。设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studies assess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mirabegron for 
overactive bladder.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in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 was performed in May 2020. Two researchers screened the studies, 
extracted the data, and evaluate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independently. 
Each included study was evaluated with checklist developed by Drummond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was conducted. Results  Eight studies namely 2 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 and 6 cost utility 
analysis (CUA) met the final eligibility criteria. the 2 CMA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cost of mirabegr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olifenacin, tolterodine extended-release, and oxybutynin from a whole societal 
perspective in Canada and Britain. The 6 CUA studies suggested the incremental cost benefit ratio (ICER) 
of mirabegron versus tolterodine extended-release was below the WTP threshold in America, Britain, 
Canada, Colombia, and Japan. Three CUA studies completed in Colombia, Britain, and America showed 
that the ICER of mirabegron versus oxybutynin/ oxybutynin extended-release formulation remained 
below the WTP threshold. Compared with solifenacin, the ICER of mirabegron in Britain was lower 
than the WTP threshold, while it was different in America. Conclusion  Existing pharmacoeco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irabegron is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patients with overactive bladder 
compared with tolterodine 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 in Canada, Colombia, Britain, America, and 
Japan, and with oxybutynin in Colombia, Britain, and America. Compared with solifenacin, mirabegron 
is cost-effective in Britain but controversial in America. 
Key words: mirabegron; solifenacin; tolterodine; oxybutynin; overactive bladder; pharmac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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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取资料项目主要包括：研究相关信息（作者、
发表时间），干预措施（给药途径、给药剂量），研
究角度，模型选择，结局指标与评价结果等。
1.4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采用卫生经济学研究评价清单 [8] 对纳入研
究进行评价，该评价清单共计由 10 个条目组成，
其中符合则得 1 分，不符合或不清楚得 0 分，满
分为 10 分 [9]，得分越高，则卫生经济学研究的质
量越高。纳入研究由两名研究者同时打分，通过
讨论或第三方解决分歧。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数据库，共获得相关文献 143 篇，
均为非中文文献，剔除重复文献 12 篇，阅读文
题和摘要，剔除其他非经济学研究或综述 92 篇，
剔除无法获得全文的会议文摘 28 篇、非英文文
献 2 篇、无法获取全文的研究 1 篇，最终纳入研
究 8 篇。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经过筛选，共计纳入研究 8 项，其中美国
2 项，英国 3 项，加拿大 1 项，哥伦比亚 1 项，
日本 1 项，未发现有中国研究。纳入研究均采
用 Markov 模型对包括米拉贝隆在内的药物治疗

OAB 的经济性进行了评价，研究角度包括支付
方、全社会、第三方支付等，研究人群主要涵盖
了 OAB 的高发人群，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用分
析和成本分析，其中成本主要包括药品成本，普
通门诊或专家门诊费用，尿失禁垫费用，并发症
治疗费用等。模型周期设置 1 ～ 10 年，多数设
置为 3 ～ 5 年，贴现率介于 2% ～ 5%，部分研究
未提及贴现率。具体见表 1。

2.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纳入的 8 项卫生经济学研究中，有 2 项基
于全社会角度的研究未就间接非医疗成本作
出说明，因此“重要的相关成本与效果”项符
合率为 75%（6/8）[10，14]；有 3 项研究未根据差
异化时间调整成本与效果，其符合率为 62.5%
（5/8）[10，14，16]；有 1 项研究未针对不确定性进行
敏感性分析，符合率为 87.5%（7/8）[14]。2 项研
究 [11，17] 未就其外国效用值是否对本国研究产生
影响进行说明，1 项研究 [15] 未对实施所面临的问
题进行讨论，3 项研究 [13，15-16] 未就研究结果在其

他环境与人群的适用性进行讨论。具体见表 2。
2.4　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

2.4.1　米拉贝隆 vs 索利那新　有 5 项 [10，13-16] 研
究对米拉贝隆与索利那新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
2 项最小成本分析和 3 项成本效用分析，在加拿
大和英国进行的 2 项最小成本分析均显示，与索
利那新相比，采用米拉贝隆治疗 OAB 耗费成本更
低。另外 3 项成本效用分析在英国和美国进行，2
项研究 [11，14] 均显示米拉贝隆与索利那新的增量成
本效果比（ICER）小于意愿支付阈值，而 Murray
等 [15] 的研究则因为索利那新与米拉贝隆具有相同

表 1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Tab 1　General character of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年份 国家 研究角度
贴现率 /%

研究时间 研究类型 模型
成本 效用

Hakimi[10] 2017 加拿大 全社会 N/A N/A   1 年 CMA Markov
Parise [11] 2019 哥伦比亚 第三方支付 5.00 5.00   5 年 CUA Markov
Aballéa [12] 2015 英国 英国国家卫生署支付体系 3.50 3.50   5 年 CUA Markov
Nazir [13] 2015 英国 英国国家卫生署支付体系 3.50 3.50   5 年 CUA Markov
Nazir[14] 2017 英国 全社会 NA NA   1 年 CMA Markov
Murray[15] 2018 美国 支付方 3.00 3.00 10 年 CUA Markov
Wielage[16] 2016 美国 支付方 NA NA   3 年 CUA Markov
Yamanishi[17] 2018 日本 支付方 2.00 2.00   5 年 CUA Markov

注（Note）：CMA：最小成本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CUA：成本效用分析（cost utility analysis）。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1　Study scree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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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QALYs，ICER 则趋向于无穷大，说明增加的成
本不值得。具体见表 3。
2.4.2　米拉贝隆 vs 托特罗定缓释制剂　纳入的 8
项研究均对米拉贝隆与托特罗定缓释制剂进行了
评估，其中在加拿大和英国进行的 2 项最小成本
分析显示，采用米拉贝隆治疗 OAB 耗费成本更
低。其余 6 项研究米拉贝隆的 ICER 均低于相应
各国的意愿支付阈值，说明增加的成本完全值得
或者可以接受。具体见表 3。
2.4.3　米拉贝隆 vs 奥昔布宁　纳入的研究中，共
计 4 项对米拉贝隆与奥昔布宁进行了评估，其中
1 项在英国进行的最小成本分析显示，米拉贝隆
具有较奥昔布宁更低的成本。而其余 3 项成本效
用研究显示，ICER 均低于相应各国的意愿支付
阈值，说明增加的成本完全值得或者可以接受。
具体见表 3。
2.4.4　敏感性分析　纳入的研究均对不确定性进
行了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对模型影响
较大的因素包括一年坚持率、治疗方案转换率、
健康状态转换率、贴现率、米拉贝隆的价格、口
干相关的效用值降低程度、每种治疗方案的监测
费用、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基线水平，每月重新
开始治疗的可能性、停止治疗的可能性、效用值
的测定方式等。根据成本效果可接受曲线，米拉
贝隆较于其他治疗方案 ICER 低于相应意愿支付
阈值的概率最低值分别为：哥伦比亚 99.5%、英
国 89.4%、英国 92.6%、美国 100%。具体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评价的方法，对国内外经济
学研究进行了分析。通过系统检索，纳入研究区
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日本，
未发现国内关于该主题的经济学研究。
　　2 项从全社会角度进行的最小成本研究显示，

基于加拿大和英国实际情况，米拉贝隆治疗 OAB
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明显低
于索利那新与托特罗定缓释制剂。以美国为例 [18]，
通过 Pharmacychecker 查询，以中国货币网提供
2020 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6.8976 换算，单日治疗
剂量成本：米拉贝隆为￥8.35 ～ 17.66 每 50 mg，
索利那新为￥3.66 ～ 13.31 每 10 mg，托特罗定
缓释制剂为￥5.03 ～ 17.17 每 4 mg，奥昔布宁为
￥0.69 ～ 5.17 每 5 mg。可以看出米拉贝隆的单
日治疗剂量成本高于索利那新、托特罗定缓释制
剂和奥昔布宁。最小成本分析米拉贝隆成本低于
其他三者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可以减少普通门
诊或专家门诊费用，且使用米拉贝隆的患者消耗
的失禁垫更少 [19]，此外，米拉贝隆的劳动力损失
更少。通过药智数据库查询 [20]，米拉贝隆国内售
价为￥13 每 50 mg，索利那新￥2.9 ～ 10.43 每 5 
mg，托特罗定缓释片￥8.83 ～ 10.18 每 4 mg，奥
昔布宁缓释片￥2.36 ～ 4.17 每 10 mg，米拉贝隆
价格高于其余三者，与国外情况类似。此外，该
2 项分析的研究周期仅 1 年，未能有效覆盖整个
OAB 疾病进程。随着疾病进展，可能存在需要更
大剂量的米拉贝隆，其能否持续保持最小成本优
势，尚待进一步验证。
　　从支付方角度进行的成本效用分析，均通过
Markov 模型模拟一定时间范围内 OAB 患者的治
疗、并发症的处理与疾病发展。研究中的成本测
量多基于研究区域的相关实际成本进行测量，直
接成本通常包括了药品费用，普通门诊或专家门
诊费用，失禁垫费用等。研究发现，在研究所涉
及哥伦比亚、英国、美国和日本，相较于托特罗
定缓释制剂，米拉贝隆治疗方案 ICER 低于研究所
在国常用的意愿支付阈值，说明增加的成本完全
值得或可以接受。而米拉贝隆较于奥昔布宁 / 奥昔

表 2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Tab 2　Quality assessment of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提出问题具

有可回答性

全面描述

对比方案

干预措施

的有效性

确定重要的

成本与效果

成本与

效果估

算恰当

成本和效

果估值的

可信性

是否对时间和

成本进行贴现

是否进

行了增

量分析

充分表述成

本与效果的

不确定性

表述用户

所有关心

的问题

总分

Hakimi[10] √ √ √ × √ √ × √ √ U 7
Parise [11] √ √ √ √ √ √ √ √ √ U 9
Aballéa [12] √ √ √ √ √ √ √ √ √ U 9
Nazir [13] √ √ √ √ √ √ √ √ √ U 9
Nazir[14] √ √ √ × √ √ × × √ U 6
Murray[15] √ √ √ √ √ √ √ √ √ U 9
Wielage[16] √ √ √ √ √ √ × √ √ U 8
Yamanishi[17] √ √ √ √ √ √ √ √ √ U 9

注（Note）：√：符合；×：不符；U：不确定（√：consistent；×：inconsistent；U：un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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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宁缓释制剂的经济性则在哥伦比亚、英国和美
国被证实。关于米拉贝隆与索利那新的经济性比
较，英国的研究显示米拉贝隆方案较索利那新的
ICER 低于所设定的意愿支付阈值，证实其增加的
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基于美国实际情况，Murray
等 [15] 通过 EQ-5D 所测得的米拉贝隆与索利那新的
健康效用值相同，导致计算所得的 ICER 趋向于无
穷大，作者未对其进行敏感性分析，此结论与另
一份同样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
　　关于治疗坚持率，转换率或重启率，不良反应
发生率等多通过 SCOPRIO 等 [19，21] 研究获得。该
研究纳入 1978 名受试者，其中主要为白种人，基
于该试验数据进行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结论，在亚洲
人群或非洲人群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模型周

期设置为 1 ～ 10 年，多数设置为 3 ～ 5 年，一份
亚洲关于 OAB 的研究显示，OAB 的病程通常长于
5 年 [22]，本文所纳入研究的模型周期设置为 3 ～ 5
年，对 5 年内药物治疗的经济性进行恰当的模拟，
但随着疾病的进展，药物疗效的改变、并发症的产
生，均可能使得原有的经济性结论发生改变。
　　本研究结果显示，米拉贝隆相比托特罗定、
奥昔布宁，具有较高的成本和健康产出，ICER 均
低于相应研究区域的意愿支付阈值，提示米拉贝
隆的经济性更好。而与索利那新相比，则有不同
的结论。世界各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医疗成本以
及意愿支付阈值都存在相当差异，治疗方案是否
具有经济学，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以上结论
可以作为临床参考，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尚

表 3　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 
Tab 3　Pharmacoeconomics research of included studies

纳入研究 货币 组别 干预措施 成本 增量成本 QALYs
增量

QALYs
ICER

意愿支付

阈值

敏感性分析

结果

经济性

评价结果

Hakimi[10] CAD Mira Mira 5.82 PD / NA NA NA NA 稳定 米拉贝隆成本更低

对照 Sol 5.89 PD － 233
Tol.ER 6.84 PD － 3050

Parise [11] USD Mira Mira 3001 / 3.455 / / 38 385 ＞ 99.5% 米拉贝隆更具成本效用

对照 Tol.ER 2717 284 3.441 0.014 20 384
Oxy.ER 2580 421 3.439 0.016 26 356

Aballéa [12] GBP Mira Mira 1645.62 / 3.764 0.009 4386 20 000 ＞ 89.4% 米拉贝隆更具成本效用

对照 Tol.ER 1607.75 37.88 3.755 / /
Nazir [13] GBP Mira Mira NA / NA / / 20 000 ＞ 92.6% 米拉贝隆更具成本效用

对照 Sol NA 3.83 NA 0.0105 366.59
Tol.ER NA 38.00 NA 0.0104 3668.20
Oxy.ER NA 43.87 NA 0.0135 3245.68

Nazir[14] GBP Mira Mira 1270.8 / NA NA NA NA 影响很小 米拉贝隆成本更低

对照 Sol 1440 － 169.2
Tol.ER 1478 － 207.2
Oxy.ER 1450 － 179.2

Murray[15] USD Mira Mira 14 738 / 7.073 / / 100 000 NA 米拉贝隆优于托特罗定

劣于索利纳新对照 Sol 13 335 1403 7.073 0.00 ∞

Tol.ER 12 776 1962 7.071 0.002 9958
Wielage[16] USD Mira Mira 6494 / 2.429 / / 100 000 100% 米拉贝隆更具成本效用

对照 Sol 6502 － 8 2.418 0.011 － 727
Tol.ER 5255 1239 2.397 0.032 38 718
Oxy 3808 2686 2.380 0.049 54 816

Mira Mira 6516 / 2.343 / /
对照 Sol 6420 96 2.334 0.009 10 666

Tol.ER 5224 1292 2.314 0.029 44 551
Oxy 3831 2685 2.299 0.044 61 022

Yamanishi[17] JPY Mira Mira 5 261 915y NA 3.86 / 25 659 27 5 000 000 99.82% 米拉贝隆更具成本效用

对照 Tol.ER 4 723 905y NA 3.839 0.021 /

注（Note）：Mira：米拉贝隆（mirabegron）；Tol.ER：托特罗定缓释制剂（tolterodine 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Sol：索利那新

（solifenacin）；Oxy.ER/Oxy：奥昔布宁缓释制剂 / 奥昔布宁（oxybutynin 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oxybutynin）；CAD：加拿大元（Canadian 
dollar）；USD：美元（US dollar）；GBP：英镑（British pound）；JPY：日元（Japanese yen）；QALYs：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ICER：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N/A：无相关数据（no relevant data）；PD：每日（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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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过基于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研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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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药品服务行业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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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模式的兴起，传统药品行业逐渐适应新的发展态势向药品电子商务模式

转变。为探索我国互联网药品服务行业的发展情况，本文对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与交易服务的

政策与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列出了能够提供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机构类型，根据它们的服务

情况简要梳理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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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 model,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adapted 
to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pharmaceutical e-commerce model.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drug servi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policies and related data 
of internet drug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transaction service, listed the types of institutions which can 
provide internet drug service, sorted out possible problems according to specific service conditions, and  
put forward rela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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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药品服务政策演变
　　随着互联网不断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医药
行业对电子商务的需求也愈发强烈。2000 年 6 月
26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电子
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国药管办 [2000]258 号），
对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药品生产者、经营者提出了
一定的约束与要求 [1]，形成了初具体系的对药品电
子商务主体、网络交易经营或生产企业、采购消费
群体的管理方案，也是国内首次以管理办法的形式
对药品领域的电子商务活动提出了指导，我国对于
互联网与药品的结合有了新的认知与举措，自此互

联网药品服务的发展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由于药品的特殊商品性质，互联网药品服务
不能简单地同普通商品一样开展市场流通，对消
费对象的资格审查、对企业的服务监管都是保证
互联网药品服务市场安全必不可少的前提。
1.1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政策
　　2000 年 12 月 4 日，《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
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管理暂行规定》）公布，
成为互联网药品服务管理第一份可以参照监管的
政策依据。
　　经过半年的实践期后，由于互联网提供药品

药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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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的弊端诸如运行网站无法保障资质的专
业性、虚假信息与广告泛滥等逐渐暴露，2001 年
9 月 27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
于加强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再
次强调要加强提供药品信息服务网站的监管，严
格把控提供药品信息服务企业的准入门槛。
　　2004 年 5 月 28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管理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多方隐
形因素后形成了更加规范的管理与处罚条例，正
式通过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迈出了推进互联网药品服务行
业发展的一大步。
　　2017 年 11 月 21 日，《管理办法》经会议修订
后形成了目前正在施行中的最新版互联网药品信
息服务管理规章。《管理办法》结合互联网及药品
领域的相关规定对提供药品信息服务活动的网站
提出了约束条件，认为网站应按照规定整顿网站
管理，提交格式规范、内容符合要求的相关材料，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经材料审核，取得《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
书》（以下简称《信息资格证书》）后方可进行药品
信息服务活动。
1.2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政策
　　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或相关企业及医疗机构
的网络药品交易需求，同时使互联网药品市场能
得到规范的管理与控制，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于 2005 年 9 月 29 日发布《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审批暂行规定》（国食药监市〔2005〕480 号，以
下简称《审批暂行规定》）以规范互联网药品购销
行为，后续经两次对《审批暂行规定》进行相关问
题的补充说明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互联网药品交
易服务的许可审批流程与要求。
　　对于交易服务的批准运行主要是以 A 类、B
类、C 类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以
下简称《交易资格证书》）为依托，分别由提供交
易服务的第三方平台、通过自身网站与其他企业
进行的互联网药品交易的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批
发企业、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的企业所拥有 [2]。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从事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网站必须是取得《信息资格证
书》至少期满三个月 [3] 且运行正常、合法的网站，
侧面反映此时国家对于互联网药品这一新兴领域
的运行还是持较为保守的态度。
　　2013—2016 年间，国家以多种形式的试点工
作尝试推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发展，如对互
联网药品交易销售药品的范围以及物流配送做出
要求 [4]，开展了于河北省等省市试点企业的互联网

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试点等。医药电商同传
统线下购销方式相比，具有非处方药可按个人的
偏好进行选择、快捷的物流配送省去了出行时间
等优势，因此发展得较为迅速。《2015 年药品流通
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表明，医药电子业务呈现
爆发式增长，仅 2015 年的销售总额就达到 476 亿
元，其中以企业间的药品交易服务为主（占总额
93.3%，约 444 亿元），且今后医药电子商务服务
模式将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互联网＋”商业模式和
跨界融合将成为行业转型创新的重要手段 [5]。
　　但由于没有完善的互联网监管体系，试点过程
中暴露出了第三方平台与实体药店之间主体责任不
清晰、对处方药的管理不严格以及药品质量安全难
以有效监管等问题 [6]，公民用药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
第三方平台的试点工作，不过此次试点工作的结束
并不代表我国医药电商所有交易均被叫停，后续还
将根据试点经验进行政策梳理总结，出台更加规范
的监管细则。
　　2017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决定取消互联网药
品交易服务企业审批（第三方平台除外）[7] 以促进
互联网药品服务更加广泛化、常态化，要求从药
品的生产、批发、零售等企业许可的强化上出发，
以直接监管督察的形式进行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的有效推动（持有效 B 证的同其他企业交易的药
品生产及批发企业可继续开展仅限于对企业的互
联网交易活动，而 C 证零售企业可向个人提供在
线的在可销售范围内的非处方药品交易）。同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企业（第三方）的审批，要求取消审批后进行更大
力度的事中事后监管 [8]。各类型的互联网药品交
易资格的审批取消，一方面可以减轻行政部门的
工作压力，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对行业的监管上，
另一方面也避免企业或平台为通过审批而忽视了
日常的运营监管。
2　互联网药品服务现状分析
　　通过互联网开展药品服务可较大地节省中间管
理成本，能较高效率地进行信息宣传和产品交易工
作，因此多数药品相关企业和单位对互联网资质的
获取保持积极态度。本文简要介绍已经审批通过的
《信息资格证书》《交易资格证书》及相应的市面上
提供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机构，以企业的服务资质来
宏观探索我国互联网药品服务的现状。
2.1　互联网药品服务证书取得情况
　　截止至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审批的取消，
已取得《交易资格证书》的记录数量停留在 A 证记
录 66 条，B 证记录 250 条，C 证记录 727 条 [9]，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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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持有 A 证第三方交易
平台主要集中在北京市；B 证主要集中在江苏、浙
江、广东等省份；而约 70% 的 C 证零售是最常见
的网络药品交易方式，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
等省份占比较多。
　　截止到 2020 年 10 月，各地药监管理部门已
审核通过的《信息资格证书》记录达 25 000 条以
上 [10]，全国各区域（按经济划分）的《信息资格证
书》数量分布如图 1 所示。根据以上数据可看出，
国内互联网药品服务行业水平处于严重不平衡的
状态，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科研能力等原
因，其他区域较大程度地落后于东部区域。

图 1　我国各区域《信息资格证书》获得记录情况

Fig 1　Qualification acquisition of internet drug information service 

certificate

　　互联网发展水平、医药行业以及经济实力等均是
影响某地区互联网药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各地区
的发展特点及优势也决定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例如广
东省以绝对的优势在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与交易服务
方面明显超越其他省份，且省内药品流通销售规模及
其复合增长率、医药分销市场销售额等经济数据均居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首位，这得益于广东省居于
全国首位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同时其发达的经济也促
进了医药行业等多领域的发展；山东省也同样是我国
的医药生产大省，以其省会济南市为例，上通京畿下
连苏沪的地理与资源优势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
充分重视使得当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或平台，
同时在政府支持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运营、物
流配送等现代流通业态 [11]，诸如此类的硬软件优势
造就了山东省良好的医药发展环境。
　　将提供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按照经营类别来
分，我国获得经营性《信息资格证书》的审批记录
为 6069 条，占记录总数的 24.26%，获得非经营性
机构《信息资格证书》的审批记录为 18 948 张，占
比为 75.74%，各地域（按经济划分）《信息资格证
书》认证记录中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大致分布情况
如图 2。可见，我国公民从互联网接受药品有关信

息的途径是具有较高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2.2　互联网药品服务机构类型
　　目前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获得的 A、B、
C 证已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得《信息资格证
书》的企业或机构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开展广泛的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与交易服务，不同类型的组
织都有可能在国家营造的“互联网＋药品”的环境
中创新发展。开展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机构不仅限于
药品生产或零售企业、医疗器械公司等，还包括
一些应用互联网开展日常运营活动的企业或单位，
例如医院、医药或健康科技公司、各类科研机构、
电子商务或信息公司、杂志社或广告公司等。
2.2.1　药品相关企业或医疗器械公司　药品相关企
业及医疗器械公司是目前向公众提供互联网药品服
务的主要来源，占《服务资格证书》记录的 90% 以
上。大多数药品零售企业（连锁药店）、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批发企业（医药物流公司）等主要以实
体药品的销售、运输为主要运营活动来取得营利，
因此对于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提供采取了申请非
经营性证书后向公众提供免费的用药指导、药政知
识，通过网站科普取得一部分顾客的信任从而使得
药品销量增加，进一步促进线上药品交易的开展；
选择提供互联网药品服务的医疗器械公司多数是有
销售外用药物制剂的经营业务，通过在网站上展示
相关的药品信息以增加线上交易的数量。
2.2.2　健康科技类公司　健康科技类公司可包括
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医疗科技等多种企业类型，
其线上业务多以付费健康计划咨询制订、线上医
药保健咨询、保健药品或设备的研发或销售、相
关技术或产品的推广为主要营利方式，因此选择
提供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例如杭州联科
美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亦称“丁香园”）以专
业知识分享网站为自身定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
模的专业检索网站及相应的知识付费业务，例如
“用药助手”“丁香医生”等产品可为民众提供在线
问诊或药学服务，也为国内医药领域专业人士提
供了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图 2　我国各区域《信息资格证书》认证记录经营性与非经营性情况

Fig 2　Operating and non-operating internet drug information service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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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则以平台代销产品为主，将销售产品作为
付费咨询的有关附带推广开展线上的药品交易服
务，是目前较多的网上药品销售的途径。
2.2.3　电子商务类公司　获得《信息资格证书》的
电子商务公司约占所有证书记录的 2%，一般是以
便民为目的搭建的网络购物且仅小部分是提供药品
服务的医药专业平台，主要药品信息服务主要是由
企业投放可使平台产生一定收益的药品广告，因此
多数平台选择申请营利性的《信息资格证书》，同
时也能开展一定的药品交易服务如网上药店等。以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为例，其代表品牌项目“阿
里健康大药房”是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与交易
服务的专业平台，通过专业的药师服务、官方企业
自营正品等获得机构信任成为我国第三方交易平台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许可证书：国 A20150001），
同时也能为公众提供非处方药的零售服务。
2.2.4　医院　对《信息资格证书》的获批记录条目进
行统计发现，提供互联网药品服务的医院单位是较少
的一个部分，占比仅约 0.45%。医院作为向公众提供
公益或非公益医疗服务的机构较少提供互联网药品交
易服务，一般是借助互联网进行患者用药的合理用药
决策及处方前置等工作，且在药品带量采购、药品零
加成等政策的限制下，药品销售已经不再是主要的营
利部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提供则是医院选择申
请《信息资格证书》的首要目的，选择开展信息服务
的医院包括传统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还包括新兴
的与线下医院交互合作的互联网医院，其中公立医院
因其公益性的经营形式以药品知识科普的形式采取非
经营性信息服务，私立医院例如互联网医院进行线上
问诊时同时也有对药品具有一定的处方权，因此存在
一定的营利空间而选择了营利性证书的申请。
2.2.5　科研类机构　科研类机构是具有自身科研、
教学、生产任务的特殊单位，《信息资格证书》的审
批记录中仅约 0.43% 均是与医药领域有一定关联的
机构，例如药物研究所、疾病研究中心、卫生信息
中心等。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多为公
益性研究机构，例如隶属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运营各类报刊媒体、电子杂志，
还管理运营互联网医疗器械及药品的信息和交易检
测平台网络数据库等，为医药行业提供了相关的行
业指导与发展导向，是具有重大参考意义的科研组
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它也是具有科普有关药学知
识的非经营性平台，具有一定的指导与教育作用。
2.2.6　信息宣传类企业　以信息宣传工作为核心的
企业作为知识信息的传播者，是民众生活比较常见
的互联网药品服务的载体，包括医药类杂志社、广
告公司等。医药类杂志作为一种专业科普的阅读刊

物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责
任，其对科研成果的严谨态度可以保证以非经营的
方式提供互联网药品服务的专业性、真实性；广告
公司多为承接企业药品的广告业务对其进行策划、
宣传、推广，尽可能地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广告
公司自身则通过广告的高效传播实现成果转化而获
益，因此多数广告公司会申请经营性《信息资格证
书》以开展上述的药品付费广告服务。
3　互联网药品服务存在的问题
3.1　药品信息渠道多样造成消费者受到误导
　　自 2017 年国家对“互联网＋药品”的发展持开
放包容的态度后，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均有意识
地开拓自己的业务范围，以不同方式开展互联网药
品信息或交易服务，但部分企业会发布一些虚假或
未经专业验证过的信息而对民众造成一定的误导。
虚假信息的传递最大的原因就是药品信息或交易服
务时信息公布不全面，包括药品交易种类公布不完
全、药品信息公布不全、药品交易过程中双方的信
息公布不完全 [12] 等，在顾客不了解详情信息且仅具
备较少的医药知识时更容易被误导。
3.2　非专业性医药服务平台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非专业性医药服务平台因自身局限性，提供
的药品信息或交易服务缺乏一定的权威性，且在
兼顾其他方面日常运营的同时无法给予医药服务
更多的重视与相应的预算，可能不具备专业药师
指导用药的消费保障；且非专业性平台提供的产
品多为保健药品或保健设备，在无指导用药的情
况下很容易发生药品滥用的情况，甚至还有销售
违法药品或特殊药品的情况存在 [13]，对于公众的
合理安全用药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3.3　涉及领域广泛，无法严格监管
　　互联网的交互性让在线药学服务来源多方多
样、途径便利可得，仅凭审批获得资格证书不能完
全保证企业提供的互联网药品服务的质量，因此后
续的服务需要国家及各地区药品监管部门进行专业
监管控制，太多类型的企业及服务种类给相关管理
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困难，因此如何对
互联网药品服务领域进行监管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4　思考与讨论
　　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普及解决了消费者在地域、
时间以及资源上对药学服务需求的限制，同时也
促进了国内多领域“互联网＋”交互发展的崛起，
但以上互联网药品服务行业现存的问题使该行业
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对服务的
可靠性、合法性加强管理，形成更加规范和谐的
互联网药品发展氛围，也能为医疗卫生等相关领
域的服务活动打下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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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规范信息传递渠道，保证药品服务的专业性
　　为避免公众被虚假信息误导，首先应该阻止
药品服务中不良信息的产生，对服务提供者与消
费者都提出相应的要求。互联网药品服务提供企
业应当秉承“服务为民、科学至上”的宗旨，将把
民众健康放在首位作为前提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利润，应当从源头上保证提供
的服务或信息的可靠性，非专业性的医药服务平
台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医师或药师提供线上咨询或
指导，各类平台也应当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对网站
进行运营维护，确保网站传递规范合理的信息给
公众，保证互联网药品服务的专业性。
4.2　搭建专门的互联网药品服务监管平台，实现
监管的全面性
　　由于业务涉及到电子商务、医药、通信等多个
高新技术，对互联网药品服务的监管应当结合各领
域的特点进行高效率、高质量的监管，其未来的发
展应当实现科学化、协同化和专业化。首先对互联
网业务的监管同样能够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方法建
设信息记录平台，对网络上的信息流动进行全天候
自动监测，自动收集药品相关的信息数据为管理部
门提供监管的依据；另外药品监管部门除了在对企
业资格审查合格后颁布《信息资格证书》以外，还
需要借鉴其他行业的技术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日常
监管，例如开展互联网药品服务行业的飞行检查、
对违规次数较多的企业进行网站整顿或证书召回、
进行网站统一标志的认证等。
4.3　加大对消费者使用互联网药品服务的宣传教育
　　消费者作为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接收者，既享
有了互联网时代特有的便利，同时也承担了相应
的风险，因此有关互联网药品服务的相关教育宣
传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使消费者接受更加优质的
服务。首先应当引导消费者选择正规有效的互联
网药品服务平台，加强日常的教育以帮助消费者
识别平台的有效认证服务资格，同时鼓励大众检
举揭发违规平台或传递虚假错误信息的网站，共
同营造良好的互联网药品服务环境；另一方面可
以借助公众熟知的媒介宣传一些医药小常识，保
证消费者在寻求互联网药品服务时有一定的辨别
能力，从源头上杜绝一部分虚假服务诱导消费者
获得错误药学服务的情况。
4.4　督促服务机构树立良好的经营理念，自觉遵
守相关规范法律
　　自国家将互联网药品服务的入市门槛降低以
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涉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互
联网领域，单靠管理部门的监管来营造良好的行
业氛围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建议对提供

互联网药品服务的机构或组织进行定期的培训教
育，帮助传递并树立良好的经营理念与服务意识，
督促其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有承担不
了相关药学服务或有问题时及时反省整改，有必
要时企业可以主动申请撤回下发的《信息资格证
书》并给予一定的帮助与辅导，共同努力营造良好
的互联网药品服务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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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碘普罗胺注射液致剥脱性皮炎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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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普罗胺是一种低渗透压单聚体非离子碘造
影剂，广泛适用于血管造影、脑和腹部 CT 扫描
及尿路造影。低渗性非离子型碘造影剂引起过敏
反应的总发生率为 1% ～ 3%，其中严重过敏反应
的发生率为 0.03%[1]。碘普罗胺注射液不良反应
（ADR）主要表现为过敏性休克或皮肤及附件、
精神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
统等方面 [2]。本文通过对 1 例患者使用碘普罗胺
注射液和注射用赖氨酸后出现剥脱性皮炎的病例
进行分析，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9 岁，2020 年 4 月 14 日因“头
晕伴双下肢乏力 2 个月”入神经内科治疗，查
体：体温 37℃，脉搏 94 次·min － 1，呼吸频率 
18 次·min － 1，血压 142/71 mmHg（1 mmHg ＝

133.3 Pa），神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心、
肺、腹未见明显异常。既往高血压病史 10 余年，
血压最高达 160/110 mmHg，口服依那普利片
10 mg qd，平时血压控制在 120 ～ 130/80 ～ 90 
mmHg；甲状腺多发结节病史 3 年；颈椎病病史
3 年；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病史 9 个月。否认其他
疾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4 月 14 日给予
倍他司汀片、依那普利片、注射用赖氨酸进行治
疗。4 月 20 日 10 点患者行头颈 CTA 检查，给
予碘普罗胺注射液 300（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批号：KT03TB3）60 mL 静脉注射
（5 mL·s － 1），4 月 20 日 21 点患者双上肢内侧
出现散在丘疹伴瘙痒，未予处理，随后患者皮疹
逐渐蔓延至全身。4 月 21 日 8 点患者全身已出
现红色密集的斑丘疹，面部、胸部出现散在片状
红斑，并伴有瘙痒疼痛。请皮肤科会诊，考虑药

物性皮疹，建议停用可疑药物，给予激素抗过敏
治疗。临床药师分析过敏反应与碘普罗胺可能性
大，但仍需要停用其他可疑致敏药物，注意激素
药物引起的 ADR，加强体温监测，注意营养支
持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医师采纳建议，立即
停用注射用赖氨酸，考虑疾病治疗因素未停用依
那普利片和倍他司汀片，给予苯海拉明注射液
（20 mg qd im）、左西替利嗪片（5 mg qd po）、氢
化可的松注射液（200 mg qd ivgtt）进行抗过敏治
疗。4 月 22 日，患者体温最高 37.9℃，全身出现
红斑，部分融合成片。4 月 23 日，患者体温最高
38.3℃，精神可，口舌干燥，面部全身皮疹、红
斑较前略减轻，局部可见皮屑。再次请皮肤科会
诊，考虑为药物所致剥脱性皮炎，建议给予赖氨
匹林（0.9 g st iv）对症治疗。4 月 26 日，患者精
神可，眼睑处红斑较前加重，伴眼部肿胀感，全
身皮肤红斑较前消退，部分可见皮屑。患者近 5
日体温升高，最高达 38.7℃，尿常规提示白细胞
98.01·μL － 1 ↑、细菌 639.54·μL － 1 ↑，血常规
提示白细胞 13.1×109·L － 1 ↑、中性粒细胞相对
值 76.7% ↑、C 反应蛋白 49.26 mg·L － 1 ↑，并
诉小便有不适感，考虑为泌尿系统感染，临床药
师建议给予左氧氟沙星片（0.2 g bid po）治疗，医
师采纳药师建议。患者口腔内可见少量米粒样溃
疡，牙龈肿胀，考虑为口腔溃疡，给予复方氯已
定含漱液漱口、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喷患处。
4 月 28 日患者体温 36.9℃，小便不适感较前减
轻，皮疹较前好转，口腔、牙龈肿痛较前减轻，
颜面部、手足肿胀较前减轻，局部可见皮屑。患
者过敏情况明显减轻，将氢化可的松注射液（100 
mg qd ivgtt）减量治疗。4 月 30 日停用氢化可的

药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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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注射液，给予甲泼尼龙片（20 mg bid po）治疗，
5 月 1 日患者体温 37.1℃，头晕好转，双下肢乏
力较前无明显变化。颜面部、全身皮疹红斑消退，
无明显瘙痒，全身可见脱屑。患者病情好转，予
以出院。5 月 1 日出院时停用倍他司汀片、左氧
氟沙星片、左西替利嗪片，继续口服依那普利片
（10 mg qd po）、甲泼尼龙片（20 mg qd po）治疗。
临床药师告知患者激素停药方法及 ADR，甲泼尼
龙片需要逐渐减量，如病情无反复，每 3 日减量
4 mg 直至停药，每日一次，8 点服用。出院后患
者皮肤逐渐脱屑，5 月 15 日停用激素治疗，5 月
20 日全身皮肤完成脱屑，脱屑下皮肤正常，症状
完全好转。
2　讨论

2.1　不良反应相关性分析

　　本例患者出现过敏症状时同时使用碘普罗胺
注射液、注射用赖氨酸、依那普利片、倍他司汀
片 4 种药物，但是住院期间未停用依那普利片
和倍他司汀片，因此考虑 ADR 与后两种药物无
关。采用 Naranjo 评分对前两种药物与 ADR 的关
联性进行分析，见表 1。碘普罗胺注射液得分为
6 分，判定为“很可能相关”，注射用赖氨酸得分
为 3 分，评判结果为“可能相关”。碘普罗胺注

射液说明书中提到皮肤过敏反应包括大疱性疾病
（如 Stevens-Johnson 或 Lyell 综合征）、皮疹、红
斑、多汗。黄琳等 [3]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对碘普罗
胺 ADR 进行信号挖掘，发现其皮肤及其附件损
害包括荨麻疹、红斑性皮疹、瘙痒、多汗症、脓
疱性皮疹、水疱疹、皮炎、耳瘙痒、蚁走感、网
状青斑、斑丘疹、划痕、皮肤病、黄斑皮疹。检
索文献，未发现国内外有碘普罗胺致剥脱性皮炎
的报道。2012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第 52 期 ADR 通报提醒医务人员关注碘普罗胺
注射液的严重过敏反应。通报中共报道 179 例严
重 ADR，其中严重过敏样反应发生率为 4.72%[4]。
国内外曾有碘克沙醇致剥脱性皮炎的报道 [5-6]。赵
亮等 [7] 报道 1 例碘普罗胺致多型红斑型皮疹迟发
性过敏反应的案例，与本例患者发病过程相似。
而赖氨酸注射液说明书提到的 ADR 有轻度胃肠
不适，相关报道较少，仅国内有 1 例注射用赖氨
酸致急性荨麻疹的报道 [8]，未曾报道严重过敏反
应。因此，分析 Naranjo 评估量表中第 5 项碘普
罗胺能单独引起该 ADR，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注
射用赖氨酸能够单独引起。综合考虑碘普罗胺引
起剥脱性皮炎的可能性更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与
注射用赖氨酸无关。

表 1　Naranjo 评估量表得分情况

指标
问题分值

碘普罗胺得分 赖氨酸得分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0（否） 0（否）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的？ ＋ 2 － 1 0 ＋ 2 ＋ 2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得到缓解？ ＋ 1 0 0 ＋ 1 ＋ 1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0      0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 1 ＋ 2 0 ＋ 2 － 1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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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0（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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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0（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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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未知） 0（未知）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 1 ＋ 1

总分值 6 3

2.2　碘造影剂引起过敏反应的发病机制、高危因素

　　碘造影剂急性 ADR 在给药后 1 h 内出现，迟
发性反应在给药后 1 h 至 1 周内发生 [9]。此案例属
于迟发性过敏样反应，发病机制考虑由 T 细胞介
导 [10]，但是关于 T 细胞参与过敏反应的过程，目
前仍不明确。碘造影剂过敏反应或过敏样反应是
不可预测的，碘普罗胺说明书中不推荐使用小剂
量对比剂做过敏试验。有文献表明，皮肤试验假
阴性率高，没有必要推广造影前皮试 [11]。但在用

药前，应询问患者病史及过敏史。西班牙过敏与
临床免疫学学会发布的《碘造影剂过敏反应临床
诊断指南》[12] 中提到碘造影剂过敏反应发生的危
险因素包括：反复使用碘造影剂，急性或慢性肾
衰竭，既往对碘造影剂过敏，既往药物过敏史，
特应性皮炎，女性，使用白介素 -2 治疗，其他与
肾血管有关的疾病（如糖尿病、骨髓瘤、脱水）心
肺疾病史，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 受
体阻滞剂或质子泵抑制剂治疗。此外，碘元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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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过敏原，既往对海鲜过敏和是否对碘造影剂
过敏无相关性 [13]。分析该患者存在两项危险因素：
女性和使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在使用造
影剂时 ADR 发生的风险明显增加。
2.3　碘造影剂 ADR 的预防措施

　　碘造影剂 ADR 的有效预防措施包括：① 使用
造影剂前后进行充足的水化，建议在使用前6～12 
h 至使用后 24 h 内对患者进行水化 [14]；② 使用前
将造影剂加热至 37℃，可以降低其黏度，减少
ADR 的发生；③ 过度兴奋、焦虑和疼痛会增加
ADR 的发生，必要时给予镇静剂；④ 检查结束后
密切观察患者，尤其是检查结束后 20 min 内。目
前美国放射学会对于碘对比剂过敏的高危患者进
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手术前给予预防给药均有推荐
方案 [15]，但是对于 CT 增强扫描前是否使用糖皮
质激素进行预防仍存在争议，对于是否使用、使
用品种及使用剂量尚未形成规范或指南。
2.4　剥脱性皮炎的治疗建议

　　剥脱性皮炎属于重型药疹的一种，应紧急处
理，停用一切可疑致敏药物，同时应早期足量应
用糖皮质激素，必要时可静脉给予大剂量丙种球
蛋白，并处理相关并发症 [16]。《糖皮质激素类药
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推荐：剥脱性皮炎的治
疗一般需中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一般使用相当于
泼尼松 40 ～ 60 mg·d － 1 的剂量，症状控制之后
逐渐减量。病情发展急剧者可选用甲泼尼龙、地
塞米松或氢化可的松等静脉滴注 [17]。本例患者出
现皮疹时病情发展迅速，给予 200 mg 氢化可的
松静脉滴注进行治疗，按照激素换算公式，氢化
可的松∶泼尼松＝ 4∶1，200 mg 氢化可的松相当
于 50 mg 泼尼松。治疗上还应密切关注激素可能
发生的 ADR，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定期复
查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及大便潜血。此外，该
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发热症状，剥脱性皮炎也可
引起发热，应注意与感染性疾病相鉴别。
3　小结

　　本例患者使用碘普罗胺注射液、注射用赖氨
酸后引发剥脱性皮炎，综合各因素分析考虑该
ADR 很可能由碘普罗胺引起，但不能最终排除注
射用赖氨酸与该不良反应关系。通过本案例，提
示临床医护人员在使用碘造影剂前，应仔细询问
患者过敏史和病史，对患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同时用药后应加强对患者的观察。此外，临
床药师应加强对使用碘造影剂患者的药学监护，
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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