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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一致性评价关键技术——定量指纹图谱联合 
一线多评法研究

闫慧1，孙国祥2*，孙万阳3*，兰丽丽2，李想2，蒲道俊4，胡延雷5，贾景明1，陈振鸿6（1. 沈阳药科

大学中药学院，沈阳　110016；2.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沈阳　110016；3.  暨南大学药学院，广州　510632；4. 西南药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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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用定量指纹图谱结合一线多评法评价复方甘草片质量一致性。方法　色谱柱为
COSMOSIL C18-MS-Ⅱ柱（250 mm×4.6 mm，5 μm），以 0.2% 磷酸水溶液（含 0.005 mol·L－ 1

庚烷磺酸钠）为流动相 A，乙腈 - 甲醇（9∶1，V/V）溶液为流动相 B，洗脱程序为 0 ～ 10 
min，96% ～ 79%A；10 ～ 20 min，79% ～ 65%A；20 ～ 32 min，65% ～ 47%A；32 ～ 45 
min，47% ～ 18%A；45 ～ 50 min，18% ～ 15%A；50 ～ 55 min，15% ～ 96%A，流速为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20 nm，柱温 35℃，进样量 5 μL。结果　9 个厂家共 145 批样品的 Sm

均大于 0.9，Pm 均在 80% ～ 120%，质量均符合规定，但不同厂家样品之间的 Pm 值存在显著
差异，用标准曲线法和一线多评法分别测定的 5 个指标含量无显著差异。结论　一线多评法操
作简便，节省对照品，在定量指纹图谱校正前提下结果可靠、误差小，与定量指纹图谱联合可
对复方甘草片质量进行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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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包括中药原料药物、中间体和制剂质量一致性控制。其控制核心是多指标定量、定量
指纹图谱、稳定性和固体制剂溶出度，单纯谱效控制略显偏颇和不符合整体起效规律。多指标定量涉及大量价格

昂贵的化学对照品，一线多评法建立在定量指纹基础上，有双标校正技术可保证用一个价格低廉对照品来准确定

量多个指标成分。该法特点是有线性范围考察和误差控制理论，应用时仍用一点法测定。中药固体制剂溶出度测

定方法和评价方法都不多，我们提出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用于评价中药溶出曲线相似性。当溶出曲线满足

Sm ≥ 0.9，90% ≤ Pm ≤ 110% 时 f2 基本大于 50。中药溶出曲线可定 DG3（85% ≤ Pm ≤ 115%），特殊情况可定

DG4（Sm ≥ 0.9，70% ≤ Pm ≤ 130%）。溶出曲线相似性需根据制剂复杂程度和工艺水平来定。定量指纹图谱联

合一线多评法以及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均是中药一致性评价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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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fingerprints combined with multi-marker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for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 Hui1, SUN Guo-xiang2*, SUN Wan-yang3*, LAN Li-li2, LI Xiang2, PU Dao-jun4, HU Yan-lei5, JIA 
Jing-ming1, CHEN Zhen-hong6 (1.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2. College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3. College of Pharmac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4. Southwest Pharmaceutical Co., Ltd., 
Chongqing  400038; 5. 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rporation Ltd., Beijing  101301; 6. 
Xinjiang Fuwo Pharmaceutical Co., Ltd., Aksu  Xinjiang  84229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consistency of compound licorice tablets with the 
quantitative fingerprints combined with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Methods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s were conducted on a COSMOSIL C18-MS-Ⅱ column (250 
mm×4.6 mm, 5 μm). The 0.2% phosphoric acid solution (containing 0.005 mol·L－ 1 sodium 
1-heptanesulfonate) was taken as the mobile phase A and acetonitrile-methanol ＝ 9∶1 as the mobile 
phase B. Gradient program was set as 96% － 79%A at 0 － 10 min; 79% － 65%A at 10 － 20 min; 
65% － 47%A at 20 － 32 min; 47% － 18%A at 32 － 45 min; 18% － 15%A at 45 － 50 min; 
15% － 96%A at 50 － 55 min, with the flow rate at 1.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20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5 μL. Results  The Sm of 
145 batches of samples from nine manufacturers were all greater than 0.9, and the Pm was between 
80% and 120%. The quality of all samples met the requirements, but with differences in Pm values 
among samples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 of 
the five markers by the standard curve method and the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easy to operate, saves reference standard with reliable results and minor 
errors after quantitative fingerprint correction. 
Key words: compound licorice tablet; HPLC; quantified fingerprint;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consistency evaluation

　　药物一致性评价，狭义上要求仿制药与原研
药符合相同的质量标准，广义上要求两者具有相
同的活性成分和适应证，药物剂型规格和给药途
径相同，符合相同的质量标准，达到生物等效，
即药学等效和药效等效 [1]。由于中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标准
化过程，因此无法采用参比制剂来进行一致性评
价。与化药相比，中药来源复杂，药效成分多样，
对某种疾病起效可能为几种成分的协同作用，故
仅检测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成分不能达到整体评价
中药质量的目的，这给中药的质量评价带来很大
的困难。因此，为了更加系统准确地评价中药的
质量，孙国祥教授建立了中药定量指纹图谱评价
理论和技术，提出中药标准制剂控制模式和全质
量关控制模式。中药标准制剂控制模式是中药一
致性评价首选模式，尤其是双标校正后的标准制
剂的对照指纹图谱将是中药一致性评价的必由之
路。中药系统指纹定量法从宏观定性和宏观定量

角度出发，以定量指纹图谱控制中药中整体化学
物质，进而成为整体评价中药质量的新方法 [2]。
本文在中药标准制剂建立后，采用定量指纹图谱
技术模式即中药指纹图谱与多指标成分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 [3]。
　　但由于中药成分复杂，某些对照品价格昂贵
或难得，使得某些成分的定量控制比较困难，因
此，王智民等 [4] 提出了一测多评法。一测多评
法的出现不仅减少了中药质量评价的成本，也简
化了测定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测多评法是
通过中药有效成分间存在的内在函数关系和比例
关系，建立样品中某一有效、价廉、易得的典型
成分与样品其余成分间的相对校正因子（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RCF）以计算样品中其他成分的
量 [4]。但是一测多评法在技术上存在 4 个方面的
不足：① 缺乏线性范围考察和系统方法学验证技
术，导致误差较大；② 无误差分析理论和可靠度
分析理论，导致分析方法可靠度无法验证，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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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导试验技术人员如何避免误差；③ 色谱体系
无误差校正方法，通常检测色谱条件与当初建立
标准的色谱系统存在系统定量误差，误差传递导
致最终结果误差较大（大于 5%）；④ 理论技术不
够扎实，数学上理论探讨不够深入。
　　本文在一测多评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线多评法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MAML），
即基于一测多评法原理并结合中药定量指纹图谱理
论提出的新方法，弥补了一测多评法在技术上的缺
陷和不足。既然中药定量指纹图谱承认所确定的全
部指纹峰都能整体定量，那么对于主要的几个指标
成分的量值分布必然有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然
能使用一测多评法。一测多评法最大缺陷是忽略了
线性范围，考察浓度范围太窄，忽视了建立标准系
统和检验系统之间的量值校正问题即系统定量误差
没进行任何校正。一线多评法是在多指标定量时采
用与指纹图谱检测相同的色谱条件同时建立多个活
性化合物的标准曲线，利用一测化合物（一测物）和
多评化合物（多评物）标准曲线的参数计算校正因
子、误差、可靠度，从而实现用一测物标准曲线对
多评物进行定量的分析方法。当方法建立后，以一
线多评法对多评物进行定量时的计算公式与一测多
评法相同（一般以线性范围的平均浓度进行试验），
不同的是相对校正因子由多条标准曲线的参数计算
而来，具有误差分析和校正理论及可靠度分析理论。
因此一线多评法是在定量指纹图谱基础上利用多条
标准曲线获得的与定量指纹系统具有密切关联度量
值的相对校正因子法，由于有双标校正法而实现定
量误差可控或很小。中药定量指纹图谱联合一线多
评能实现对中药化学指纹物质总量的等位等效控制。
　　孙国祥教授提出：① 中药多指标定量分析属
于中药质量的多点或者多点线质量控制模式（两
点确定一直线，因此是线性控制范围）；② 定量
指纹图谱控制属于从中药主组分化学成分出发形
成的平面轮廓控制（用指纹图谱定性控制是形象
化外观圆控制，用中药指纹图谱定量控制是对总
量的幅度控制 - 大小不同圆）；③ 中药溶出度控
制属于对中药主组分指纹溶出的立体控制 - 球形
（实际情况可能为凹凸不规则的球）。中药质量一
致性评价必须是基于标准制剂的点线面立体化控
制，见图 1。中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的药学质量研
究应从这三个方面开展，才能控制好药效物质总
量的等位，同时控制好体外溶出度一致性来实现
对中药固体制剂工艺过程的一致性控制——质量
与药效实现等位等效。
1　定量指纹图谱联合一线多评法模型的建立

1.1　一线多评法线性范围

图 1　中药一致性评价点线面立体控制模型（Q-markers 点线控制，

指纹图谱圆面控制和溶出度立体球控制）

Fig 1　Dot-line-plane-stereoscopic control model for TCM consistency 
evaluation（dot-line control of Q-markers，circular plane control of 
fingerprints and stereoscopic ball control of dissolution）

　　在定量指纹图谱条件下的多指标定量时，必须
采用统一化色谱条件同时建立多条标准曲线，用其
中一条标准曲线来对多指标分别准确定量的方法称
为一线多评法。一线多评法的最大特点是把标准曲
线法最大程度地简化，节省对照品使用。具体要
求为：① RCF（fsi）必须满足一定线性范围，推荐
10 ～ 20 倍浓度范围，最大不超过 100 倍；② 一测
物线性范围为 Rs ＝ [Cs1，Cs2]，多评物线性范围为
Ri ＝ [Ci1，Ci2]，则被测物浓度应在 Ri ＝ [Ci1，Ci2]，
通常线性范围的均值浓度为最佳点 Cavg ＝（C1 ＋

C2）/2；③ 用标准曲线 A ＝ bC ＋ a 求 RCF 更合理
（有线性范围）。用线性方程求 RCF 特点：① 用最
小二乘法计算浓度斜率 bi，能准确地揭示峰面积对
浓度增长的灵敏度，且给出误差项 ai（标准曲线的
截距）；② 给出的线性范围和相关系数能揭示浓度
适用范围和误差大小；③ 用截距和截距斜率容易计
算 fsi 误差；④ 方法可靠度能预先准确估算；⑤ 一
线多评法方法学验证后，仍然采用一点法或两点法
对多指标成分定量，因此检验工作中没必要每次都
作标准曲线，避免浪费对照品和资源。
1.2　一线多评法应用
　　一测物 S 标准曲线和多评物 i 标准曲线见公式
（1）和（2），根据标准曲线计算一测物绝对校正因
子 fi 见公式（3）和（4）。bas ＝ as/Cs，bai ＝ ai/Ci 分
别为一测物 S 截距斜率和多评物 i 截距斜率（即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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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绝对误差）。可知测定绝对校正因子时，一测物
Cs 和多评物 Ci 对 bas 和 bai 影响很大，两者浓度越
大则截距斜率越小，即高浓度测定误差很小。线
性平均浓度 C0 ＝ 0.5（C1 ＋ C2）（即通常为测定样
品浓度，线性范围中间浓度）为最佳。用斜率公
式直接计算相对校正因子 fsi 见公式（5），把标准曲
线斜率之比称为简相对校正因子 f 'si，当 ba ＝ │a/
C│≤1%b 时可用斜率直接计算 fsi，见公式（6）（误
差小于 1.0%）。
　　As ＝ bsCs ＋ as （1）
　　Ai ＝ biCi ＋ ai （2）
　　fs ＝ As/Cs ＝ bs ＋ as/Cs ＝ bs ＋ bas （3）
　　fi ＝ Ai/Ci ＝ bi ＋ ai/Ci ＝ bi ＋ bai （4）
　　fsi ＝ fs/fi ＝（bs ＋ bas）/（bi ＋ bai） （5）
　　f 'si ＝ fs/fi ≈ bs/bi （6）
　　一线多评法是建立在一测物 S 和多评物 i 的标
准曲线基础上，具有以下特点：① 线性范围揭示
一线多评法适用范围；② 给出误差范围和可靠度；
③ 基于标准曲线的一线多评法科学性和准确性显
著提高；④ 一线多评法只有在精密度和方法重复
性均 ba ＝ │a/C│ ≤ 1%b 时，RSD ≤ 2.0% 才能保

证方法的准确度是可靠的。
1.3　一线多评法误差

1.3.1　相对校正因子的相对误差　按误差传递规

律得 fsi 相对误差见公式（7），主要由一测物 S 和

多评物 i 截距误差之差所决定。用均值浓度计算

截距斜率时，标准曲线自身误差的大小决定了相

对 fsi 误差。计算一线多评的被测物浓度的相对误

差，见公式（8），称量步骤的相对误差小是十分

重要的，得定量可靠度，见公式（9）。其中被测物

相对峰面积误差代入样品中 i 组分精密度的 RSDi

（REi ≈ RSDi），一测物 S 的相对峰面积误差代入

对照品精密度试验中的 RSDs（REs ≈ RSDs），两

者有部分抵消作用（之差小于 1.0%）：

　　① 若△ fsi/fsi ≤ 2.0% 和△ Csi/Cs ≤ 2.0%，则

定量误差小于 4.0%；定量可靠度 R 不低于 95.5%；

　　② 若△ fsi/fsi ≤ 1.0% 和△ Csi/Cs ≤ 1.0%，则

定量误差小于 2.0%；定量可靠度 R 不低于 97.7%；

　　③ 截距斜率误差大小直接影响定量结果，一

测物和多评物浓度越高则截距斜率越小，测定样

品准确度越好。

表 1　一线多评法的不确定度和可靠度划分标准 
Tab 1　Unreli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No. 参数 公式
等级

超准 极准 很准 准确 中等 一般 较准 欠准 不准

1 一测浓度误差 △ Cs/Cs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2 相对因子误差 △ fsi/fsi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3 一测因子误差 bas/bs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4 多评因子误差 bai/bi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5 多评峰面积 RSD RSDi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6 一测物面积 RSD RSDs ≤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3.0% ≤ 5.0% ≤ 10%
7 不确定度 UR UR ≤ 0.3% ≤ 0.5% ≤ 1.1% ≤ 2.3% ≤ 3.4% ≤ 4.5% ≤ 6.7% ≤ 11.2% ≤ 22.4%
8 可靠度 R R 99.7% 99.5% 98.9% 97.7% 96.6% 95.5% 93.3% 88.8% 77.6%
9 可靠性 D RD SR HR VR QR MR GR PR LR UR
10 可靠度等级 RG RG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11 定量级 QL QL QL1 QL2 QL3 QL4 QL5 QL6 QL7 QL8 QL9

　　△ fsi/fsi ＝ bas/bs － bai/bi （7）
　　△ Ci/Ci ＝△ Cs/Cs ＋△ fsi/fsi ＋△ Ai/Ai －△ As/As （8）

　　   （9）

1.3.2　一线多评法的相对误差　如果标准曲线仅有
截距误差（制备标准溶液的浓度误差小于 1.0%），
则测定多评物的可靠度，见公式（9），① 测定 S 和
i 峰面积均 RSD ≤ 2.0%（不含中间精密度），截距
误差小于 1.0%，则方法可靠度大于 96.7%；② 若
五项相对误差都小于 1.0%，则方法误差小于 2.0%，
可靠度大于 97.7%，称量误差小显得十分重要；③ 
若五项相对误差都小于 2.0%，则方法误差小于

4.0%，可靠度大于 95.5%；④ 当斜率误差较大时方
法准确度误差约 5.0%。当只考虑截距误差时，可
靠度估算见表 1。因为一线多评法的相对误差只与
测定混合对照品和多组分样品时的仪器精密度试验
结果和称量精密度有关。因此一线多评法的方法重
复性试验和准确度试验是评价该方法整体误差的必
要方法。根据各测量误差进行不确定度和可靠度大
小进行标准划分，总计有 9 个等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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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系统指纹定量法原理 [5-8]　系统指纹定量
法（systematically quantified fingerprint method，
SQFM）能从宏观定性角度和宏观定量角度对中
药进行全方位立体量化控制，适合中药质量一致
性评价。主要包括三个参数：宏定性相似度（Sm），
宏定量相似度（Pm）和指纹均化变动系数（α），
分别见公式（10 ～ 12）。其中α 在分级控制时使
用较少，只要充分利用好 Sm 和 Pm 就能实现对整
体主组分指纹的定量控制，该方法还可用于紫外
全指纹溶出度评价，同时还能以标准制剂（或参
比制剂）为参照对不同批次中药固体制剂溶出曲
线的相似性进行评价，因此 SQFM 和中药溶出系
统指纹定量法是中药一致性评价的核心方法，它
们的计算方法相同。

Sm ＝ 1/2(SF ＋ S'F) ＝ 1/2 （10）

Pm ＝ 1/2(C ＋ P) ＝ 1/2  SF （11）

a ＝ │1 － P/C│ （12）

1.3.4　定量指纹图谱双标校正法　色谱系统改变会
带来定量误差，通过双标校正法进行校正。把建
立特征指纹图谱（标准指纹图谱）的系统称为第一
色谱系统（first chromatographic system，FCS），对
发生误差后的色谱系统称为第二色谱系统（second 
chromatographic system，SCS）， 在 强 极 性 区 和
弱极性区各选择一个参照物峰作双标（一般为
Q-markers），测定固定浓度双标混合溶液对应峰面
积来计算 FCS 和 SCS 的绝对定量校正因子 fd1 和
fdi，见公式（13）和公式（14）[9]。SCS 与 FCS 的绝
对定量校正因子之比称为双标相对定量校正因子
fqi，见公式（15），把 FCS 定量性质平移到新检测
系统可通过相对定量校正因子 fqi 与样品称样质量
（mi）直接相乘实现校正，见公式（16），称为双标
校正法 [9]。双标校正法能消除不同色谱系统在不同
时间测定的指纹图谱时所产生的系统误差，也能保
证一线多评法误差可控或很小。双标校正法是定量
指纹图谱执行中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的必要基础和有
效保证，是一线多评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2　方法

2.1　仪器与试药

1 2
d1

1 2

A Af
C C

= （13）

' '
1 2

di ' '
1 2

A Af
C C

= （14）

fqi ＝ fdi/fd1 （15）

Pm ＝ 1/2(C ＋ P)
RFPRFP d1

m
i iqi di

1 1( ) 100% ( ) 100%
2 2

fmm
f fm m

= + × = + ×C P C PP ＝ 1/2(C ＋ P)
RFPRFP d1

m
i iqi di

1 1( ) 100% ( ) 100%
2 2

fmm
f fm m

= + × = + ×C P C PP （16）

　　Agilent1100 型液相色谱仪（配有二极管阵
列检测器、四元低压梯度泵、在线脱气装置、自
动 进 样 器），Agilent OpenLAB CDS Chemstation
（Edition C.01.07）网络工作站（Agilent 科技有限
公司）。Sarturius-BS 110S 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
斯天平有限公司）；ES-E120D 电子分析天平（天
津市德安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机
（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安捷伦 706ds
全自动溶出仪（配有 850ds 自动取样器）。
　　磷酸（色谱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甲醇、
乙腈（色谱纯，山东禹王和天下新材料有限公司）；
娃哈哈纯净水（沈阳娃哈哈启力食品有限公司）；庚
烷磺酸钠（色谱纯，山东省禹城市中美色谱产品
厂）；吗啡（MP，批号：171201-200822）、磷酸可待
因（MMP，批号：171203-200504）、甘草苷（LQN，
批号：111610-200604）、甘草酸铵（CHAA，批号：
110731-201619）和苯甲酸钠（SB，批号：100433-
200301）（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复 方 甘 草 片（S1 ～ S49 为 厂 家 A 生 产；
S50 ～ S61 为 厂 家 B 生 产；S62 ～ S73 为 厂 家
C 生产；S74 ～ S85 为厂家 D 生产；S86 ～ S97
为 厂 家 E 生 产；S98 ～ S109 为 厂 家 F 生 产；
S110 ～ S121 为厂家 G 生产；S122 ～ S133 为厂
家 H 生产；S134 ～ S145 为厂家 I 生产）。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双标溶液制备　分别取 MP 和 CHAA 对照
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200 
μg MP 和 800 μg CHAA 的双标混合对照品溶液，
摇匀，即得。
2.2.2　混合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取 MP、LQN、
MMP、SB 和 CHAA 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35 μg MP、60 μg LQN、16 
μg MMP、160 μg SB 和 800 μg CHAA 的混合对照
品溶液，摇匀，即得。
2.2.3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复方甘草片 10 片，
称重，研细，精密称取约 4 片量，置于 50 mL 量
瓶中，精密加提取溶剂（80% 甲醇溶液，含 0.5%
磷酸）50 mL，精密称定，45℃超声处理（功率
240 W，频率 40 kHz）10 min，静置至室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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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称定，用提取溶剂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
0.45 μm 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3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 为 COSMOSIL 5C18-MS-Ⅱ 柱（250 
mm×4.6 mm，5 μm）； 以 0.2% 磷 酸 水 溶 液
（含 0.005 mol·L－ 1 庚烷磺酸钠）为水相 A，乙
腈 - 甲醇（9∶1，V/V）溶液为有机相 B，梯度洗
脱（0 ～ 10 min，96% ～ 79%A；10 ～ 20 min，
79% ～ 65%A；20 ～ 32 min，65% ～ 47%A；
32 ～ 45 min，47% ～ 18%A；45 ～ 50 min，
18% ～ 15%A；50 ～ 55 min，15% ～ 96%A）；
检测波长为 220 nm，柱温为 35℃，流速为 1.0 
mL·min－ 1，进样量为 5 μL。
3　结果与讨论

3.1　方法学考察

　　在此定量指纹图谱系统的色谱条件下，以甘
草酸（CHA）峰为参照物峰，并用压缩因子 τ 的
平方校正理论塔板数后要求应不低于 8500[10]。此
外，连续进样测定 6 次考察仪器精密度；精密吸
取 S1 供试品溶液，分别在溶液制备后的 0、2、4、
6、14、22 h 进样测定，考察供试品溶液的稳定
性；通过分析 6 个单独同法制备的 S1 供试品溶液
考察方法的重复性。评价时以 CHA 峰的保留时间
和峰面积为参照，各共有指纹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的 RSD 均小于 1.0%，相对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5.0%，结果表明仪器进样精密度良好，供试品溶
液在室温放置 22 h 内稳定，方法重复性良好。
3.2　复方甘草片指纹图谱建立和评价

　　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9 厂家共 145 批
复方甘草片，记录色谱图。将积分后 *.cdf 文件
导入【中药主组分一致性数字化评价系统 2.0】软
件（带审计追踪功能），以 CHA 峰的保留时间和
峰面积为参照，确定 28 个共有指纹峰，按平均值
法生成标准指纹图谱（RFP），见图 2，其中 10 号
峰为 MP 峰，14 号峰为 LQN 峰，15 号峰为 MMP
峰，16 号峰为 SB 峰，27 号峰为 CHA 峰。以此
RFP 为评价标准对 145 批复方甘草片进行评价，
样品指纹图谱与 RFP 的 Sm 不得低于 0.90，Pm 应
在 80% ～ 120%。根据所得评价结果，以 Sm 和 Pm

为参数进行聚类分析，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系统聚
类，结果 S75、S81 ～ S85、S107 ～ S109 为第Ⅰ
类，其余为第Ⅱ类。虽然Ⅰ类 Pm 数值偏大，但全
部在规定范围内，决定不剔除任何批次样品。9 厂
家样品定量指纹图谱评价结果见表 2（以每个厂家
所有批次结果的均值体现），表明 9 厂家产品质量

均合格。其中厂家 A 生产的批号为 20171213、厂
家 B 生产的批号为 PDE0712、厂家 E 生产的批号
为 3180502、厂家 G 生产的批号为 20180620 以及
厂家 H 生产的批号为 18053001 和 18060501 的复
方甘草片的 Sm ≥ 0.95，Pm ≈ 100%，可初步选作
复方甘草片的标准制剂 [11]。试验中每隔一段时间
进样测定双标溶液，记录色谱图，计算相对定量
校正因子。结果表明在复方甘草片特征指纹图谱
研究期间（约 45 d）以及样品测定期间，fqi 始终在
0.97 ～ 1.03，系统定量性质无显著变化，不需对
色谱系统进行双标校正。

图 2　复方甘草片对照指纹图谱（RFP）
Fig 2　RFP of compound licorice tablet

表 2　系统指纹定量法评价复方甘草片质量一致性结果 
Tab 2　Quality consistency of evaluated by the systematically 

quantitative fingerprints

厂家 批次 Sm 均值 Pm 均值 /% Pm 相对标准偏差 /%

A 49 0.977   95.1 4.1

B 12 0.966   97.6 4.4

C 12 0.972 105.0 1.4

D 12 0.981 111.5 3.0

E 12 0.979   99.9 4.9

F 12 0.967 106.6 5.8

G 12 0.968 100.0 2.4

H 12 0.984   97.2 4.2

I 12 0.985   98.4 3.0

RSD/% 0.76     5.2

　　从表 2 的结果可看出，所有厂家样品的平均
Sm 均大于 0.96，说明不同厂家生产的样品之间定
性相似度均良好，但只以定性相似度进行评价，
不同批次间的差异不显著，不能有效地将不同批
次的样品质量区分开来，只能表明不同厂家样品
之间的化学指纹数量和分布比例十分相似。因此
在评价过程中引入 Pm 是十分必要的，根据 Pm 结
果可进一步区分不同厂家生产的复方甘草片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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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劣以及同一厂家样品的批间相似性大小。从
结果中可看出厂家 A 生产的复方甘草片平均 Pm 值
最小，厂家 D 生产的复方甘草片平均 Pm 值最大，
两者相差 16.4%，说明不同厂家样品的化学指纹含
量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中药质量评价时仅
仅采取指纹图谱定性参数评价不能达到全面控制
中药质量的目的，定性参数结合指纹图谱的定量
相似度参数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中药质量。
3.3　含量测定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测定复方甘草片中 5 种化
合物含量：
　　① 标准曲线法：精密称定 MP、LQN、MMP、
SB 和 CHAA 适量，用甲醇稀释，制成 6 个质量浓
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每份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各平行测定两次，以峰面积均值（Aavg）对各对
照品浓度（C，mg·mL－ 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3。5 种化合物在各线性范围内的线性关系均很好。
利用各标准曲线以外标法计算 145 批样品中 5 种
化合物含量，其中 CHA 含量应在 CHAA 标准曲
线计算所得值基础上乘以 0.9797[12]。

　　② 一线多评法：利用标准曲线根据公式分别
计算一测物和多评物的 bas/bai 与 fs/fi，进而计算出
各标准曲线的 fsi，见表 4。以标准曲线法计算 SB
含量，再以 SB 含量和 fsi 计算其他 4 组分含量。
另外，各组分的定量可靠度均不低于 96.5%，见
表 4，表明方法可靠性满足测定要求。以上两种
含量计算方法所得结果见表 5（以每个厂家各含
量结果均值体现）。另外，《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要求每片复方甘草片中 MP 含量在 0.36 ～ 0.44 
mg，CHA 含量不少于 7.3 mg[12]，根据表 5 结果
可知，除厂家 A 和厂家 G 的 MP 平均含量不合格
外，其余厂家 MP 平均含量均符合药典规定，此
外，所有厂家 CHA 平均含量均达到药典标准。
　　将标准曲线法与一线多评法计算所得的每个
厂家每种组分的平均含量结果进行比较，计算相
对误差，见表 6，两种计算方法所得相对误差最大
值为 0.46%，表明一线多评法能准确测定复方甘草
片中 5 种化合物含量。相较于标准曲线法，一线
多评法可节省对照品与分析时间，为中药及其复
方制剂的含量测定提供了一种新的、简便的思路。

表 3　5 种化合物线性方程、相关系数、线性范围、定量限和检测限 
Tab 3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linearity，LOQ and LOD of the five Q-markers

化合物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 线性范围 /（mg·mL － 1） 定量限 /ng 检测限 /ng
MP A ＝ 17.17C － 0.4566 1.0000 2.990 ～ 107.5 5.376 1.344
LQN A ＝ 16.06C － 3.982 1.0000 5.060 ～ 182.5 7.604 2.281
MMP A ＝ 15.18C － 0.0142 0.9999 1.250 ～ 44.88 5.610 1.870
SB A ＝ 13.67C － 10.40 1.0000 13.35 ～ 480.5 12.01 6.006
CHAA A ＝ 1.210C ＋ 0.3883 1.0000 64.58 ～ 2325 116.3 29.06

表 4　复方甘草片一线多评法的各项参数值 
Tab 4　Parameter of compound licorice tablet by multi-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化合物 C0 bai ＝ a/C0 fi fsi RE（b）/% 1%bi f 'si 可靠度 R（i）/%
MP     55.26 － 0.008 26 17.1627   0.7987 － 0.05 0.1717   0.7959 96.52
LQN     93.78 － 0.042 47 16.0135   0.8560 － 0.26 0.1606   0.8511 96.51
MMP       6.57 － 0.002 16 15.1778   0.9032 － 0.01 0.1518   0.9003 96.52
SB   246.93      0.042 11 13.7081   1.0000      0.31 0.1367   1.0000 －

CHAA 1194.79      0.000 32   1.2108 11.3212      0.03 0.0121 11.2895 96.52

表 5　5 种化合物含量测定结果 
Tab 5　Content of the five Q-markers

厂家
标准曲线法 /（mg/ 片） 一线多评法 /（mg/ 片）

MP LQN MMP SB CHA MP LQN MMP SB CHA
A 0.3577 0.6821 0.1586 2.0100 9.2193 0.3570 0.6800 0.1584 2.0100 9.2076
B 0.3646 0.7981 0.1585 1.8900 10.1797 0.3637 0.7953 0.1581 1.8900 10.1595
C 0.3606 0.7854 0.1535 2.0069 8.6629 0.3599 0.7833 0.1536 2.0069 8.6515
D 0.3878 0.7126 0.1741 2.0550 9.2639 0.3870 0.7101 0.1738 2.0550 9.2499
E 0.3701 0.7321 0.1605 1.9247 8.6848 0.3693 0.7296 0.1602 1.9247 8.6703
F 0.3692 0.7148 0.1744 1.9819 9.1719 0.3682 0.7115 0.1739 1.9819 9.1528
G 0.3504 0.5934 0.1638 1.9149 9.2814 0.3497 0.5913 0.1636 1.9149 9.2688
H 0.3647 0.6662 0.1661 1.9204 9.2838 0.3640 0.6640 0.1659 1.9204 9.2710
I 0.3616 0.6673 0.1650 1.8967 8.5280 0.3609 0.6650 0.1647 1.8967 8.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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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线多评法与标准曲线法的相对误差 
Tab 6　Relative errors between standard curve method and multi-

markers assay by monolinear method

厂家
相对误差 /%

MP LQN MMP CHA
A 0.20 0.31 0.13 0.13
B 0.25 0.35 0.25 0.20
C 0.19 0.27 0.07 0.13
D 0.21 0.35 0.17 0.15
E 0.22 0.34 0.19 0.17
F 0.27 0.46 0.29 0.21
G 0.20 0.35 0.12 0.14
H 0.19 0.33 0.12 0.14
I 0.19 0.34 0.18 0.15

4　讨论
　　本文以复方甘草片为研究对象，通过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 145 批样品指纹图谱，并建立复方
甘草片标准制剂的标准指纹图谱，以系统指纹定
量法进行评价。本文提出中药一致性评价应以定
量指纹图谱联合一线多评法，实现复方甘草片主
组分为中药指纹组分的复方中药制剂的整体质量
的量化控制。本文提出一线多评法理论、误差估
算方法和可靠度评价方法，该方法主要采用统一
化色谱条件，建立双标校正法，消除测定系统变
动带来的系统定量误差。通过比较一线多评法和
标准曲线法的计算结果，可知一线多评法所得结
果准确可靠，操作简便，节省对照品，可降低检
测成本和减少分析时间，为中药一致性评价既提
供了定量指纹图谱控制方法，也提供了一线多评
法的多指标定量方法，达到了在整体上控制好化
学指纹物质一致性的目的。因此，中药定量指纹
图谱联合一线多评法构成了中药一致性评价的首
要关键技术。本课题组在复方甘草片质量一致性
评价中充分使用标准制剂控制模型，用价廉易得
的苯甲酸钠对照品作为一测物来同时定量复方甘

草片中其他 4 种药效物质，收到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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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一致性评价关键技术——中药溶出 -系统指纹定量法 
评价溶出曲线相似性

张凡1，杨婷1，兰丽丽1，张沁怡1，迟晗笑2，孙万阳3*，孙国祥1，2*（1.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沈阳　

110016；2. 药都（本溪）一致科技有限公司，辽宁　本溪　117004；3. 暨南大学药学院，广州　510632）

摘要：目的　建立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以复方甘草片为模型药物使用溶出 - 宏定性相

似度（Sm）和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Pm）评价供试制剂与参比制剂溶出曲线一致性。方法　以

复方甘草片为例，在水和 pH 1.0 盐酸溶出介质中，用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法测定样品累积溶

出度和溶出曲线，用 Sm、Pm 及 f2 评价溶出曲线相似性，并研究 f2 与 Pm 间的关系。结果　用中

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的 Sm、Pm 评价溶出曲线相似性，在选择不同溶出介质和不同参照标

准时，评价结果显著不同。当溶出曲线满足① Sm ≥ 0.9 和② 90% ≤ Pm ≤ 110% 时 f2 基本大于

50。结论　本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复方甘草片溶出曲线进行评价，可揭示不同厂家产

品质量的差异性。中药制剂溶出曲线可定在 DG3（85% ≤ Pm ≤ 115%）。特殊情况，考虑中药

多成分复杂性可定在 DG5（① Sm ≥ 0.9 和② 70% ≤ Pm ≤ 130%）。中药制剂溶出曲线相似性标

准要根据制剂工艺复杂程度和制剂稳定性情况来确定。

关键词：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溶出 - 宏定性相似度；溶出 - 宏

定量相似度；复方甘草片

中图分类号：R917，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245-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02

Dissolution-systematically quantified fingerprint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similar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solution curves

ZHANG Fan1, YANG Ting1, LAN Li-li1, ZHANG Qin-yi1, CHI Han-xiao2, SUN Wan-yang3*, SUN 
Guo-xiang1, 2* (1. College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2. Medicinal Capital (Benxi) Consisten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Company, Benxi  Liaoning  
117004; 3. College of Pharmac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issolution-systematically 
quantified fingerprint method (DSQFM)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dissolution curves between 
the test preparation and the reference preparation of TCM solid formulations was evaluated by the 
dissolution-macro qualitative similarity (Sm) and the dissolution-macro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Pm). 
Methods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s (CLTs) was used as the model medicine. The cumulative 
dissolution of CLTs samples was measured by the overall UV fingerprint dissolution assay in water 
and pH 1.0 hydrochloric acid dissolution media. The experiment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Sm, Pm 
and f2 to determine the corelation between f2 and Pm. Results  With Sm and Pm of DSQFM to evaluate 
the dissolution curves of CLT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varied significantly with different dissolution 
media and reference preparations. It clearly reflected the in vitro dissolution difference among 
CLTs produced b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When the dissolution curve profile m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① Sm ≥ 0.9 and ② 90% ≤ Pm ≤ 110%, the f2 was greater than 50. Conclusion  The 
method can evaluate the dissolution process of CLTs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rev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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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s quality consistency b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e dissolution profile 
of TCM formulations can be set at dissolution grade 3 (85% ≤ Pm ≤ 115%). It also can be set as 
dissolution grade 5 ( ① Sm ≥ 0.9 and ② 70% ≤ Pm ≤ 130%) in some occasions due to the complex 
conponents of TCM. Dissolution similarity criteria for TCM formul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formulation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TCM dissolution-systematically quantified fingerprint method; dissolution similarity 
evaluation; dissolution-macro qualitative similarity; dissolution-macro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 

　　溶出度是指活性药物从片剂、胶囊剂或颗
粒剂等普通制剂在规定条件下的溶出速率和程
度 [1]。固体制剂只有溶出才能被机体吸收，所以
溶出度能反映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是评价
药物工艺的重要指标。药物溶出曲线评价方法主
要有差异因子（f1）法、相似因子（f2）法、溶出
模型依赖法、Kalman 滤波法、组分权重系数法和
自身对照法等 [2-3]。根据《普通口服固体制剂溶出
曲线测定与比较指导原则》及相关文献 [4-9]，多采
用 f2 法对中药固体制剂中单一组分或多组分进行
溶出度测定，但是中药成分复杂多样，多组分协
同发挥作用，测定单一或数个指标成分溶出行为
不能充分体现制剂整体药效成分的溶出特性。在
中药质量控制中应体现“整体观”，而 f2 法对差
异限度要求过高，有 1 ～ 2 点相差 10% 则导致 f2

不合格。f2 无溶出总量差异的简捷描述，因此不
适合中药固体制剂溶出度评价。鉴于此，本文提
出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用于溶出曲线评价。
　　复方甘草片是常用镇咳祛痰药，收录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其质量按照化学药控制方法对
吗啡和甘草酸含量进行测定，无溶出度测定 [10]。
主要成分为甘草浸膏粉 112.5 mg、罂粟果提取物
粉 4 mg、八角茴香油 2 mg、樟脑 2 mg 和苯甲酸
钠 2 mg，这 5 种原料质量约占片重的 90%。中药
提取物成分约占片重的 88%，因此复方甘草片实
质是中药复方制剂，但因含吗啡和磷酸可待因等
麻醉物质而被列入麻醉品管控，按化学药质量控
制管理。2016 年它被列入一致性评价 289 目录第
97 号，为国内特有品种，有 36 个药厂生产。孙国
祥教授参与主持该药一致性评价时，鉴于中药固
体制剂溶出曲线无统一的、被广泛认可的评价方
法，从中药特殊性出发对 11 个厂家共 39 批复方
甘草片紫外全指纹溶出曲线用 Sm 和 Pm 评价并与 f2

对比，找到了中药溶出曲线一致性评价的新方法。
1　中药溶出 -系统指纹定量法原理

　　中药系统指纹定量法广泛用于 HPLC 指纹图

谱评价和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法的累计溶出度计算，
本文首次将其用于中药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
1.1　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 [11-13]

　　把中药供试制剂溶出曲线各点溶出度值按时
间顺序排列定义为供试溶出指纹向量， ＝（x1，
x2，…，xn），把参比制剂溶出曲线各溶出度值

按时间顺序排列定义为参比溶出指纹向量， ＝

（y1，y2，…，yn），则 与 之间的夹角余弦即

为定性相似度 SF，但其受溶出度大值影响。为

消除其影响，将 作 ＝（1，1，…，1）， 作 

＝（x1/y1，x2/y2，…，xn/yn），则 和 之间的

夹角余弦即比率定性相似度 SF'，将 SF 与 SF' 的均
值 Sm 称为溶出 - 宏定性相似度，见式（1）；用其
整体监测供试溶出曲线指纹大小分布比例与参比
制剂溶出曲线指纹大小分布比例的相似程度，一
般 Sm ≥ 0.90 时供试制剂溶出曲线与参比溶出曲
线很相似。投影含量相似度 C 用来揭示两制剂溶
出曲线对应指纹溶出度的投影含量相似程度（大
溶出指纹权重大，掩蔽小指纹），定量相似度 P
是宏观含量相似度 R 经 SF 校正所得（大小指纹等
权且消除溶出度大小交叠效应），将 C 和 P 的均
值 Pm 称为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用来表征两制剂
溶出曲线中全部对应指纹总量百分比，就是供试
制剂溶出曲线下面积相当于参比制剂溶出曲线下
面积百分比，是以参比制剂溶出曲线面积为标准
来定量描述供试制剂溶出曲线下面积百分数，见
式（2）。利用溶出 - 宏定性相似度和溶出 - 宏定量
相似度来定性定量评价溶出曲线相似性方法，称
为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见图 1，据此将药物
溶出曲线相似性划分为 8 级，见表 1。

' （1）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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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2 因子评价法 [14-16]

　　f2 因子是一种简单的非模型依赖方法，是用
来评价相同溶出条件下受试与参比制剂溶出曲线
相似性。f2 越接近 100，则两条曲线越完全一致；
f2 大于 50，认为两条曲线相似。根据公式（3）计
算 f2，其中 Rt 与 Tt 分别代表参比和受试制剂第 t
时间点的平均累积释放度，n 为测试点数。f2 会
放大 Rt 与 Tt 差异值，其数值和溶出量对应差异
不够简单明确。一般受试制剂溶出曲线指纹与参
比制剂溶出曲线指纹相似度满足① Sm ≥ 0.9 和
② 90% ≤ Pm ≤ 110% 时则 f2 大于 50。但对中药
复杂体系要适当放宽标准，满足① Sm ≥ 0.9 和
② 70% ≤ Pm ≤ 130% 即认为受试制剂溶出曲线
相似性合格，此时 f2 可能会低于 50，但不影响
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对溶出曲线相似性的
定量判断。
f2 ＝ 50×lg{[1＋（1/n ∑n

t ＝ 1（Rt－Tt）
2）－0.5×100]}（3）

图 1　三种类型中药溶出定量指纹曲线

Fig 1　Three types of quantitative fingerprint dissolution curves of TCM 
A. 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大于 100%（dissolution-macro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greater than 100%）；B. 参比制剂溶出曲线（dissolution 
profiles of reference formulations）；C. 溶 出 - 宏 定 量 相 似 度 小 于

100%（dissolution-macro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less than 100%）

表 1　中药溶出 -系统指纹定量法划分中药溶出曲线相似性标准 
Tab 1　Similarity grades standard of TCM dissolution curve divided by DSQFM

参数
溶出曲线相似性标准

DG1 DG2 DG3 DG4 DG5 DG6 DG7 DG8

Sm ≥ 0.95 ≥ 0.90 ≥ 0.85 ≥ 0.80 ≥ 0.70 ≥ 0.60 ≥ 0.50 ＜ 0.5

Pm/% 95 ～ 105 90 ～ 110 85 ～ 115 80 ～ 120 70 ～ 130 60 ～ 140 50 ～ 150 0 ～∞

溶出曲线 极相似 很相似 相似性好 相似性良好 相似 相似性一般 相似性差 相似性劣

1.3　中药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法 [13，17-21]

　　中药紫外光谱突出反映中药主组分化学物质
对紫外光的吸收信息，由不饱和双键、三键、长
共轭体系结构及少量特殊饱和键产生（由π→π*，
n→π*，n→σ* 跃迁产生）。中药紫外全指纹溶出
度测定采用 HPLC-DAD 法，以空心 PEEK 管代
替色谱柱测定样品的非分离色谱图（所有组分在
同一色谱峰内），通过记录中药全部混合主组分
化学指纹的在线紫外光谱来获得整体化学物质在
190 ～ 400 nm 紫外光谱指纹图谱。有两种测定方
法：① 2 h 溶出标准谱法：以 2 h 点作为全溶出紫
外标准指纹图谱来定量测定其他取样点的溶出度，
这种方法会出现 2 h 组分存在未全溶出情况；② 
全溶出标准谱法：取本品 10 片，精密称定，研细，
精密称取细粉适量（约相当于 1 片重），置 900 mL

溶出介质中，超声 10 ～ 30 min 至完全溶解（时间
通过预试验测定），测定该溶出点为全溶出紫外标
准图谱来定量测定其他取样点紫外指纹的溶出度
（装置图见图 2）。第二种方法由于采用非样品溶
出环境常会导致组分过度溶出，因此对于不同厂
家同一种制剂和不同批次采用第 2 种方法评价为
佳。此两种方法均监控 190 ～ 400 nm 紫外光谱的
221 个紫外波长下的指纹点，采用中药系统指纹定
量法计算，实际仍然使用公式 1 ～ 2。用【中药主
组分一致性数字化评价系统 2.0】软件（带审计追
踪）计算溶出紫外指纹谱的 Sm 和 Pm，以 Pm 计算
累积溶出度（溶出介质 900 mL，每次取样 2.5 mL，
补液体积为 2.5 mL），按公式（4）计算；不补液时
按公式（5）计算。

　　 　　（4）补液

　　 　　（5）不补液

　　复方甘草片质量一致性评价中有 12 个药厂
采用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法评价复方甘草片体
外溶出度差异。经过多年应用试验证明该法能有

效区分复方甘草片工艺中存在的问题，为复方
甘草片制剂工艺一致性控制提供了有效监测方
法 [13]。但是文献 [13] 仍使用 f2 评价溶出曲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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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使用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评价溶出曲线
相似性。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法和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是使用同一套计算公式，只是前
者是计算各溶出取样点的溶出度，后者是对整条
溶出曲线计算供试制剂与参比制剂间的两条溶出
曲线相似性。
2　仪器与试药

　　Agilent 科技有限公司 Agilent 1100 型液相色谱仪
（配有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四元梯度泵、在线脱气机、
自 动 进 样 器）、Agilent OpenLAB CDS Chemstation
（Edition C.01.07）网络工作站、ZRS-8G 溶出度测
定仪（天津新天光分析仪器技术有限公司）、ES-
E120BⅡ电子分析天平（天津市德安特传感技术有
限公司）、JP-040S 超声波清洗器（深圳市洁盟清洗
设备有限公司）。磷酸（色谱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盐酸（色谱纯，天津市凯信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
司化工分公司）、纯净水（沈阳娃哈哈启力食品有限
公司）。复方甘草片共 39 批，由厂家 A（S1 ～ S3）、
B（S4 ～ S6）、C（S7 ～ S9）、D（S10 ～ S12）、E
（S13 ～ S15）、F（S16 ～ S20）、G（S21 ～ S23）、H
（S24 ～ S26）、I（S27 ～ S29）、J（S30 ～ S34）、K
（S35 ～ S39）生产。
3　方法

3.1　色谱条件

　　聚醚醚酮空心管替换色谱柱（PEEK Tube，
5000 mm×0.18 mm）；柱温：35.0℃；流动相：
乙 腈 - 水 - 磷 酸（40 ∶ 60 ∶ 0.2）； 流 速：0.7 
mL·min － 1；进样量：5 μL；检测波长：190 ～ 

400 nm（DAD）。
3.2　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时不同点取样溶液 
3.2.1　溶出介质为 pH 1.0 盐酸溶液　采用桨法测
定样品溶出度。取同一厂家同一批号样品 6 片分
别投入溶出杯中，pH 1.0 盐酸（精密量取盐酸 9 
mL，用水稀释至 1000 mL，摇匀，即得）。体积为

900 mL，温度为 37℃，转速 50 r·min－ 1，溶出时
间取样点分别为 5、30、60、90、120、180、240、
300 min，取样体积为 2.5 mL，仪器自动取液并补
充相同体积及温度的溶出介质。
3.2.2　溶出介质为纯化水　采用桨法测定样品溶
出度。取同一批样品 6 片分别投入溶出杯中，溶
出介质体积为 900 mL，温度为 37℃，转速 50 
r·min － 1，溶出取样时间点分别为 5、15、30、
45、60、90、120 min，取样体积 2.5 mL，仪器自
动取液并补充相同体积及温度的溶出介质。
3.2.3　全溶出溶液制备　取复方甘草片（S1）10
片，精密称定，研细，精密称取 1 片量，置于 900 
mL 的溶出介质（纯化水）中，超声 15 min 至完全
溶解，摇匀，用0.45 μm 水系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3.3　紫外全指纹溶出度测定法

　　每个企业取 3 ～ 5 批不同批复方甘草片，每批
6 片，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检测。将测得非分离
色谱图导出在线紫外光谱 *.csv 文件，再导入【中
药主组分一致性数字化评价系统 2.0】软件（带审计
追踪），分别以全溶出点或 120 min、300 min 紫外
指纹图谱做标准计算各点溶出液的 Pm，其中 Pasi 即
为各时间点相对累积溶出度。
4　结果与讨论

4.1　方法学验证

4.1.1　精密度试验　取全溶出供试品溶液适量，
连续测定 6 次，按平均值法生成紫外对照指纹图
谱，结果平均 Sm ＝ 1.00（RSD ＝ 0.0%）；平均
Pm ＝ 100.0%（RSD ＝ 0.7%），结果表明仪器精
密度良好。
4.1.2　稳定性试验　取全溶出供试品溶液适量，
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3、6、9、12、24 h 后进样
测定，以 0 时测定的紫外指纹图谱为标准，评价
其他 5 次测定紫外指纹图谱，结果 Sm、Pm 的 RSD
均小于 2.0%，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4.1.3　重复性试验　取厂家 A 样品（S1），平行
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再进样测定，按平均值法
生成紫外对照指纹图谱，结果 Sm、Pm 的 RSD 均
小于 2.0%，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4.2　不同溶出介质中溶出情况比较

　　以不同时间相对累积溶出度为纵坐标，溶出
时间为横坐标绘制累积溶出曲线，不同企业样品
在水和 pH 1.0 盐酸溶液中的溶出曲线见图 3。
4.3　用两种方法评价同一厂家批内溶出曲线相似性 
　　同一厂家内，选择各厂家溶出曲线均值为参
比，分别采用 f2 法和中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

图 2　紫外全波段（190 ～ 400 nm）监测中药全化学指纹成分的溶出

度装置图

Fig 2　Dissolution apparatus for monitoring the overall chemical 
fingerprints of TCM components with UV full-band（190 ～ 4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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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厂家内不同批次的样品进行溶出曲线相似
性比较。以最末点为标准，在水介质和 pH 1.0 盐
酸介质中 39 批复方甘草片批内除 S33（pH 1.0 盐
酸为介质时 f2 ＝ 43）外其他 38 批复方甘草片的
溶出曲线相似性都合格（f2 都＞ 50）。以全溶出
为标准，S2、S20 和 S27 等 3 批制剂在水介质中
溶出曲线相似性不合格（f2 ＜ 50）。以全溶出为
标准时，在 pH 1.0 盐酸介质中有 13 批复方甘草
片（S16、S18 ～ 19、S22、S25 ～ 26、S28 ～ 29、
S31 ～ 36）批内溶出曲线相似性都不合格（f2

均＜ 50），总计有 16 批结果的 f2 不合格，见表 2。
把 39 批复方甘草片的 f2 作为纵坐标，Pm 作为横
坐标作图（见图 4A），图中底部方框内按照中药
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只要满足① Sm ≥ 0.9 和② 
70% ≤ Pm ≤ 130% 即可认为中药溶出度合格，这
个标准会把部分 f2 值低的制剂的溶出曲线纳入合
格范围，比如上述 16 个不合格的 f2 对应复方甘
草片溶出曲线按新方法评价只有 3 个数据（S26、
S29 和 S33）逸出。当溶出曲线满足① Sm ≥ 0.9 和

② 90% ≤ Pm ≤ 110% 时 f2 值都＞ 50，因此中药
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规定在以上标准范围内其评
价结果与 f2 评价结果完全一致。
4.4　用两种方法评价厂家之间的溶出曲线相似性

4.4.1　选择厂家 A 为参比制剂评价溶出曲线相似
性　不同厂家之间溶出曲线评价时，首先选择厂家
A 为参比制剂，其余生产企业的复方甘草片作为受
试制剂，分别采用 f2 法和溶出系统指纹定量法评
价。对生产工艺不同和辅料不尽相同的 11 家企业
进行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结果见表 3。结果对于不
同厂家溶出曲线，两种评价方法结果差异较大：例
如厂家 D 在以末点为标准，溶出介质为水时选择厂
家 A 为参比制剂，f2 ＜ 50 为不合格。用 Sm ＞ 0.90
和 Pm ＝ 118.4%，厂家 D 制剂相当于厂家 A 制剂
118.4%，用新方法制订的标准评价是合格的，新方
法优点在于明确给出了被评制剂溶出度相当于参
比制剂溶出曲线的具体百分值。若 f2 ＜ 50，新给
出 Pm 可判断供试制剂溶出总量，对于指导提高工
艺具有明确判定指标值。根据中药特殊性把 Pm ＞

图 3　复方甘草片在水介质和 pH 1.0 盐酸介质中的溶出曲线

Fig 3　Dissolution curve of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 in water and HCl（pH 1.0） 
A. 水介质中以末点为标准（the final point served as the standard in aqueous media）；B. pH 1.0 盐酸介质中以末点为标准（the final point served 
as the standard in pH 1.0 HCl media）；C. 水介质中以全溶出为标准（the full dissolution sample served as the standard in aqueous media）；D. pH 1.0
盐酸介质中以全溶出为标准（the full dissolution sample served as the standard in pH 1.0 HC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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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两种不同介质中用溶出 -系统指纹定量法和 f2 法评价 11 厂家批内溶出曲线相似性 
Tab 2　Similarity of dissolution curve of 11 manufacturers in two media (DSQFM and f2)

No.
末点标准 - 水介质 末点标准 -pH 1.0 盐酸 全溶出标准 - 水介质 全溶出标准 -pH 1.0 盐酸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S1 90.1 1.000 99.2 64.2 0.999 93.2 73.3 1.000 96.1 62.4 0.999 106.5

S2 87.1 0.999 98.7 62.7 0.997 105.5 44.7 0.999 116.7 63.9 0.997 96.1

S3 80.5 0.998 102.1 72.3 0.998 101.1 50.5 0.998 87.1 73.0 0.998 97.2

S4 82.3 1.000 98.9 81.9 1.000 101.5 67.8 1.000 104.3 76.8 0.999 98.5

S5 61.8 0.997 96.8 74.3 0.999 97.8 52.7 0.997 91.4 73.8 0.999 99.1

S6 60.3 0.998 104.1 86.4 1.000 100.7 60.3 0.998 104.2 76.8 1.000 102.4

S7 81.6 0.999 99.4 54.7 0.989 102.7 72.9 0.999 96.8 54.2 0.988 95.8

S8 66.6 0.999 104.5 60.4 0.995 102.8 52.6 0.999 110.5 50.4 0.995 110.5

S9 66.8 0.998 96.0 58.8 0.994 93.9 58.6 0.998 92.6 58.3 0.994 93.1

S10 59.9 0.997 93.5 70.6 0.998 99.0 54.3 0.997 89.9 73.3 0.998 105.6

S11 56.2 0.996 107.0 71.7 0.999 97.8 60.1 0.996 103.8 69.4 0.999 107.2

S12 87.6 0.999 99.2 73.0 0.999 103.1 63.8 0.999 106.0 61.6 0.999 87.0

S13 92.1 1.000 99.3 91.9 1.000 100.5 87.4 1.000 101.4 78.9 1.000 96.8

S14 83.6 0.999 101.1 83.8 1.000 100.2 83.7 0.999 101.0 57.3 1.000 109.3

S15 88.4 0.999 99.6 77.6 0.999 99.2 77.9 0.999 97.5 64.4 0.999 93.9

S16 76.8 0.999 101.4 55.4 0.994 107.3 76.3 1.000 101.9 48.4 0.993 112.9

S17 66.8 0.998 102.4 72.1 0.997 99.1 52.5 0.997 109.3 70.0 0.997 97.1

S18 87.2 0.999 99.6 51.5 0.994 90.6 79.9 1.000 102.0 33.7 0.994 71.2

S19 81.8 1.000 101.0 71.6 0.998 101.6 66.0 1.000 105.0 36.3 0.999 124.9

S20 61.4 0.998 95.5 83.1 0.999 101.0 39.8 0.997 81.6 64.7 0.999 93.4

S21 75.3 0.999 97.8 83.8 1.000 99.0 75.9 0.999 99.9 55.9 1.000 91.4

S22 62.4 0.996 103.9 86.8 1.000 100.0 59.3 0.996 104.7 49.0 1.000 111.9

S23 77.1 0.999 98.2 78.3 1.000 101.0 65.6 0.999 95.3 70.8 0.999 96.7

S24 92.0 1.000 100.0 66.4 0.999 94.3 57.5 1.000 110.4 80.6 0.999 100.9

S25 78.6 0.999 102.7 60.7 0.995 97.2 85.4 0.999 100.5 39.9 0.997 129.6

S26 80.4 1.000 97.3 55.4 0.996 108.1 56.9 1.000 89.1 39.4 0.995 69.2

S27 67.0 0.998 96.6 61.1 0.996 96.4 46.1 0.995 114.3 58.9 0.998 110.3

S28 75.7 1.000 102.5 65.5 0.997 101.0 73.8 0.999 97.6 43.8 0.998 123.5

S29 65.9 0.997 100.7 70.0 0.998 102.3 51.4 0.995 87.6 36.2 0.992 65.9

S30 62.5 0.997 95.3 50.1 0.991 90.3 56.7 0.997 91.7 59.5 0.992 93.7

S31 61.3 0.998 93.9 73.0 0.998 100.9 66.2 0.998 97.1 46.0 0.998 77.3

S32 66.2 0.999 104.6 63.5 0.998 95.3 64.9 0.999 105.3 61.5 0.997 107.7

S33 75.9 0.999 102.1 43.0 0.989 112.1 66.6 0.999 95.4 31.3 0.990 142.4

S34 69.4 0.999 103.8 69.8 0.998 100.3 54.3 0.999 110.2 46.1 0.997 77.7

S35 91.3 1.000 98.9 53.5 0.994 91.5 74.1 1.000 96.3 46.6 0.994 85.2

S36 61.2 0.998 94.9 72.3 0.999 96.9 60.4 0.998 104.0 40.8 0.999 119.9

S37 90.3 1.000 101.2 73.1 0.999 102.6 78.9 1.000 97.3 67.4 0.999 95.3

S38 73.4 1.000 103.2 65.9 0.999 104.9 76.7 1.000 102.3 52.7 0.999 111.5

S39 73.4 0.999 101.6 70.9 0.999 103.8 74.8 0.999 100.0 51.8 0.999 87.8

Mean 74.8 1.0 100.0 68.7 1.0 99.9 64.6 1.0 100.0 57.1 1.0 99.9

RSD/% 14.6 0.1 3.2 16.4 0.3 4.6 18.5 0.1 7.7 24.1 0.3 16.2

70% 认为是合格。用 Sm 和 Pm 评价溶出曲线时选择
不同溶出介质和不同参比制剂时，评价结果显著不
同。这可清晰反映不同厂家生产的复方甘草片的体
外溶出差别，说明其工艺存在差异。选择厂家 A 为
参比制剂只有厂家 H 的溶出曲线相似性合格，其他

均不相似。当以全溶出为标准时只有在水中厂家 H
的溶出曲线与 A 相似性合格。
4.4.2　以 11 厂家溶出曲线均值为参比评价溶出曲
线相似性　选择 11 个厂家的均值为标准溶出曲
线，分别采用 f2 法和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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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厂家 A为参比制剂评价 11 个厂家间复方甘草片溶出曲线相似性结果 
Tab 3　Similarity of dissolution curve of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 from 11 manufacturers evaluated by reference preparation manufacturer A

No.
末点为标准 全溶出为标准

水介质 pH 1.0 的 HCl 水介质 pH 1.0 的 HCl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A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B 23.6 0.933 135.4 31.8 0.975 125.5 25.9 0.933 117.1 24.4 0.974 143.7
C 41.6 0.988 118.1 49.0 0.994 112.9 46.0 0.988 105.3 46.3 0.994 115.7
D 40.8 0.988 118.4 45.2 0.987 112.1 46.6 0.988   99.4 33.6 0.989   68.9
E 34.7 0.979 123.7 39.8 0.984 116.4 38.7 0.978 108.6 41.8 0.983 114.1
F 27.2 0.951 131.0 41.3 0.987 116.2 30.1 0.952 113.4 40.9 0.986 116.8
G 24.3 0.939 135.1 27.7 0.967 130.1 24.5 0.939 124.0 25.9 0.965 135.7
H 77.8 0.999 102.9 52.9 0.992 108.0 52.9 0.999   89.3 43.9 0.995   81.4
I 32.0 0.966 125.6 37.5 0.984 119.5 33.1 0.965 115.0 48.0 0.996   85.4
J 36.6 0.979 121.7 49.6 0.992 111.5 41.8 0.979 103.1 45.2 0.994   83.7
K 24.8 0.941 134.1 39.4 0.984 117.5 28.2 0.941 113.5 41.2 0.984 115.3
Mean 36.3 1.0 124.6 41.4 1.0 117.0 36.8 1.0 108.9 39.1 1.0 106.1
RSD/% 44.1 2.5     8.1 19.3 0.8     5.7 26.7 2.4     9.2 21.3 1.0   23.5

  A    B

图 4　复方甘草片批内（A）及批间（B）溶出曲线一致性评价时 f2 与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关系

Fig 4　Quality consistency of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 dissolution curves intro （A）or inter（B）different batches of  f2 versus dissolution-macro 
quantitative similarity 

对生产工艺不同和辅料不尽相同的 11 家企业进
行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结果见表 4。无论采用末
点法，还是全溶出为标准，在水介质中厂家 C、
D、E、F、I、J 复方甘草片的溶出曲线 f2 均大于
50。但在 pH 1.0的 HCl 介质中，末点法为标准 B、
C、D、E、F、H、I、J、K 的 f2 均 大 于 50； 但
以全溶出为标准时，在 pH 1.0 的 HCl 介质中 A、
C、E、F、K 的 f2 均大于 50。选择标准不同则
评价结果有差异。把 11 个厂家的复方甘草片的
f2 作为纵坐标，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作为横坐标
作图（见图 4B），图中底部三个方框内按照中药
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只要满足① Sm ≥ 0.9 和② 
70% ≤ Pm ≤ 130% 即可认为中药溶出度合格，但

f2 低于 50，此时只有 10 个数据不合格。一般溶
出曲线是 DG1、DG2 时对应 f2 基本大于 50，部
分 DG3 溶出曲线的 f2 也合格（与制剂溶出规律有
关）。通过本文数据可知如果溶出曲线相似度落在
DG1 和 DG2 区间则 f2 基本合格。对于 DG3 区间
需要具体计算。因此溶出系统指纹定量法，当溶
出曲线满足① Sm ≥ 0.9 和② 90% ≤ Pm ≤ 110%
时 f2 大于 50，因此对于溶出效果好的制剂可以定
在此范围。如果中药制剂溶出度较差可以考虑定
在 DG3。特殊情况可以把溶出标准定在 DG5 即
满足① Sm ≥ 0.9 和② 70% ≤ Pm ≤ 130%。中药
制剂的溶出曲线相似性标准要根据制剂的复杂程
度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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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提出中药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法——中
药溶出 - 系统指纹定量法，将溶出曲线相似性等
级划分为 8 级，通过 11 个厂家复方甘草片溶出曲
线数据，找到 f2 与溶出 - 宏定量相似度关系，当
溶出曲线满足① Sm ≥ 0.9 和② 90% ≤ Pm ≤ 110%
时 f2 ＞ 50，因此对溶出效果好的中药制剂可把标
准定在此范围；如果中药制剂溶出度较差可考虑
定在 85% ≤ Pm ≤ 115%；特殊情况可把溶出标
准定为 Sm ≥ 0.9 和 70% ≤ Pm ≤ 130%。中药制
剂溶出曲线相似性标准要根据制剂复杂程度和制
剂工艺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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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均值为标准评价 11 个厂家复方甘草片溶出曲线相似性结果 
Tab 4　Similarity of dissolution curve of compound liquorice tablet from 11 manufacturers evaluated by the mean value

No.
末点为标准的均值法 全溶出为标准的均值法

水介质 pH 1.0 的 HCl 水介质 pH 1.0 的 HCl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f2 Sm Pm/%

A 35.0 0.974 78.1 43.2 0.99 84.8 38.5 0.974 88.4 51.2 0.990 92.8
B 42.1 0.989 113.1 50.6 0.996 109.7 42.8 0.989 110.7 29.5 0.995 137.5
C 59.2 0.996 94.9 66.5 0.998 97.0 59.9 0.996 95.9 58.5 0.998 109.0
D 59.8 0.995 95.3 57.5 0.993 96.7 52.5 0.995 90.6 31.3 0.993 64.9
E 70.1 0.998 100.5 57.1 0.993 100.6 70.2 0.998 99.9 52.6 0.993 108.0
F 52.5 0.996 108.5 75.9 0.999 100.6 54.2 0.996 106.3 55.2 0.999 110.8
G 44.1 0.991 112.6 42.1 0.992 114.3 39.0 0.99 117.0 32.5 0.991 130.6
H 38.0 0.981 80.8 54.8 0.994 92.8 36.2 0.981 79.5 39.6 0.995 76.3
I 72.3 0.999 102.8 66.6 0.999 103.9 60.5 0.999 106.6 43.1 0.996 80.0
J 74.6 0.998 98.7 59.0 0.994 95.8 65.9 0.998 94.7 41.7 0.995 78.6
K 45.4 0.993 111.6 65.8 0.997 101.8 48.8 0.993 107.0 55.2 0.997 109.4
Mean 53.9 1.0 99.7 58.1 1.0 99.8 51.7 1.0 99.7 44.6 1.0 99.8
RSD/% 26.3 0.8 12.0 17.8 0.3 8.0 22.6 0.8 11.1 23.7 0.3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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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探讨太白楤木皂苷治疗缺血性 
脑卒中的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

陶星茹1，刘珂娣1，赵石1，李伟红1，陈海霞1，2，董泰玮1，卫培峰3，段佳林4*，奚苗苗3，5*（1. 陕西

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2.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药剂科，西安　710032；3.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陕西　咸阳　712000；4. 西北工业大学医学研究院，西安　710072；5. 西安天工生物医药研究所，西安　710032）

摘要：目的　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初步探讨太白楤木皂苷（sAT）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IS）的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文献收集 sAT 化学成分，并获取化学成分作用靶标；

通过数据库获取 IS 疾病靶标，用 Veen 在线工具取交集，即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靶标；利用

Cytoscape 3.7.6 软件中 CytoHubba 插件获得核心靶标；利用 DAVID 数据库进行 GO 及 KEGG
富集分析；利用 AutoDock Vina 软件对 sAT 化学成分与部分核心靶标进行分子对接验证；通

过构建氧糖剥夺 / 复糖复氧（OGD/R）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模型，CCK-8 法检测细

胞活性，ELISA 法检测 VEGF 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VEGF 蛋白表达，对网络药理学及分子

对接结果进行初步验证。结果　共收集 31 种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靶标 71 个；GO 功能和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提示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主要与血管内皮调节、细胞凋亡、炎症反应、

钙离子通道生物过程有关；分子对接结果显示楤木皂苷 D、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竹节参

皂苷Ⅰb 能与部分核心靶标强烈结合；细胞实验结果表明，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显著提高

HUVECs 活性、促进 VEGF 释放、上调 VEGF 蛋白表达且呈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结论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呈多成分、多靶标、多通路协同作用特点，提示 sAT 可能通过促进血管新生，

进而发挥脑保护作用，实验验证结果与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预测结果一致，提示有效应用

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可为中药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太白楤木皂苷；缺血性脑卒中；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血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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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saponins from Aralia Taibaiensis for  
ischemic stroke by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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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material basi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aponins from 
Aralia Taibaiensis (sAT) for ischemic stroke (IS)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technique.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we collected ingredients isolate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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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and obtained the targets of the ingredients. IS related targets were gained in the disease database. 
That was the common targets of the sAT and IS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online tool Veen. The core 
targets were obtained with the CytoHubba plug-in in Cytoscape 3.7.6 software. DAVID database 
was used for GO enrichment analysis and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Besides, molecular 
docking of ingredients with some targets was verified by AutoDock Vina program. The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GD/R)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models were 
replicated. The cell activity was detected by CCK-8 assay. The VEGF level was detected by ELISA. 
VEGF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results were preliminarily verified. Results  Totally 31 ingredients and 71 overlapped 
genes related to IS and sAT were obtained. GO and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treatment of IS was mainly related to such biological processes as vascular endothelial regulation, cell 
apoptosis,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calcium channels. The molecular docking showed that araloside 
D, deglucose-chikusetsu saponin Ⅳa and chikusetsu saponin Ⅰb were strongly combined with some 
of the core targets. Cell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deglucose-chikusetsu saponin Ⅳ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HUVECs activity, promoted the release of VEGF, and up-regulated VEGF protein 
express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  sAT shows a synergistic multi-molecular, multi-
target and multi-pathway mechanism in the treatment of I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technology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saponin from Aralia Taibaiensis; ischemic stroke; network pharmacology; molecular 
docking; angiogenesis

　　脑卒中在全球范围已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
癌症的第三大致死病因，其发病率、致残率、死亡
率及复发率持续上升，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1]。脑卒
中主要分为缺血性脑卒中（IS）和出血性脑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占临床病例的 70% ～ 80%[2]。临床上
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有效治疗药物只有重组组织型
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但由于治疗时间窗的限
制，大多数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3-6]。研
究显示，恢复缺血半暗带血流量，恢复血供及氧
供，促进血管新生，增加脑组织缺血区氧供，可以
挽救缺血导致的组织损伤，进而改善神经功能 [7]。
　　中药太白楤木是五加科楤木属（Aralia）的落叶
灌木或小乔木，太白楤木皂苷（saponins from Aralia 
Taibaiensis，sAT）提取自太白楤木根皮，具有心脑
血管保护、降血脂、降血糖等药理作用 [8]。课题组
前期研究结果表明，太白楤木皂苷可降低大脑中动
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大
鼠脑梗死体积，改善 MCAO 大鼠神经功能学评分，
表现出良好的神经保护作用 [9]。但是，sAT 治疗 IS
的药效物质、生物过程及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网络药理学广泛用于中药药效物质及作用机
制的研究，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思想
相契合，同时与中药多途径、多靶标的治疗原理

一致 [10]，分子对接技术广泛用于中药及中药复方
作用药效物质预测及验证 [11]，因此，本研究拟通
过网络药理学的研究策略，寻找 sAT 治疗 IS 的药
效物质，揭示 sAT 治疗 IS 的生物学过程及分子
机制，并通过半柔性对接方法及细胞实验进行初
步验证。
　　氧糖剥夺 / 复氧复糖（oxygen and glucose depri-
vation/reperfusion，OGD/R） 模 型 为 IS 研 究 的 常
用细胞模型 [12]，氧糖剥夺模拟脑缺血病程，复氧
复糖模拟再灌注病程，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
VECs）是用于研究血管新生的经典细胞 [13]，因此，
本研究构建 HUVECs OGD/R 模型，阐明 sAT 促进
血管新生治疗 IS 的药效物质基础和具体作用机制，
为 sAT 的临床应用及二次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371 型 CO2 培 养 箱（美 国 Thermo 公 司），
YQX-Ⅱ型厌氧培养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MultiskanSky 型酶标仪（美国 Thermo 公
司），生物显微镜（奥林巴斯有限公司），BSC-
1100ⅡA2-X 型生物安全柜（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
限公司），TD4 型台式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
器开发有限公司），BSA124S 型分析天平 [ 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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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THZ-100 型恒
温摇床（上海一恒仪器有限公司），QL901 型涡旋
仪（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有限公司），电泳仪（北
京凯元信瑞仪器有限公司），凝胶成像系统（北京
赛智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对照品（辰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批号：26020-14-4，纯度＞ 98%）；胎
牛血清（FBS，以色列 BI 公司，批号：1928625）；
青霉素 - 链霉素双抗溶液（批号：20210331）、胰蛋
白酶消化液（批号：CR2103040）、杜氏磷酸盐缓
冲液（D-PBS，pH 7.4，批号：21031022）（武汉塞
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MEM/F-12 高糖培养
基（美国 Corning 公司，批号：10092013）；DMEM
无糖培养基（大连美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MA0582-Jul-03F）；二甲基亚砜（DMSO，美国 MP
公司，批号：Y181007）；CCK-8 试剂盒（兰杰柯科
技有限公司，批号：70120258）；人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酶联免疫吸附检测试剂盒（武汉伊莱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批号：VIXCFZ2X4W）；SDS-PAGE
凝胶制备试剂盒（陕西中晖赫彩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批号：BG1103）；VEGF 抗体（Servicebio，
批 号：AC2102017D）；GAPDH 抗 体（Servicebio，
批号：LS194236）；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实验室
常用规格；水为超纯水。
1.3　细胞
　　HUVECs 由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药剂科赠予。
2　方法
2.1　网络药理学研究
2.1.1　sAT 化学成分收集及其治疗 IS 的靶标获
取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CNKI）及 PubMed 数据
库，全面收集 sAT 化学成分，并对 sAT 化学成
分治疗所有疾病的靶标进行预测。在 GeneCards
和 OMIM 数 据 库 中 以“stroke”为 关 键 词， 在
CTD 数据库中以“stroke”“cerebral infarction”和
“middle cerebral artery”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获
得的靶标取与 sAT 化学成分预测靶标的交集，即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将获得的靶标导入
STRING 数据库，限定物种为人类，置信分数设
置为 0.400，获得各靶标互作信息。
2.1.2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的 GO 富集分
析及 KEGG 富集分析　将获得的 sAT 化学成分治
疗 IS 的靶标导入 DAVID 数据库，以“P ＜ 0.05”
为筛选条件，对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进
行 GO 富集分析。以“P ＜ 0.05”及“count ≥ 5”
为筛选条件，对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进
行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2.1.3　核心靶标预测　核心靶标是基于蛋白质相
互作用网络得到的，在信号通路中具有重要调
控作用的靶标。最大团体中心性算法（maximal 
clique centrality，MCC）能够从网络中的高连接
度靶标与低连接度靶标中捕获到网络中的核心靶
标，MCC 值越大代表靶标在网络中越重要 [14]。
故本研究将 STRING 数据库中获得的靶标互作信
息导入 Cytoscape 3.7.6 软件中，采用 CytoHubba
插件中的 MCC 算法，筛选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核心靶标。
2.2　分子对接验证
　　将 sAT 化学成分与部分核心靶标进行半柔
性对接，以探究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分子机
制。靶标蛋白结构全部来源于 RCSB 蛋白数据库
（http：//www.rcsb.org/），选取结构相似且分辨
率较高的人源受体晶体结构 [15]。利用 ChemBio 
Draw Ultra14.0 绘制 sAT 化学成分的结构并保存
为 Mol2 格式。运行 Autodock Vina 程序对接来验
证 sAT 化学成分与部分核心靶标的结合效果，根
据结合能小于－ 7.0 kcal·mol － 1 筛选得到潜在的
药效物质 [16]，并用 Discovery Studio 软件对结合
模式进行可视化。
2.3　细胞实验验证
2.3.1　细胞培养　HUVECs 使用完全培养基（即含
10%FBS、1% 青霉素 - 链霉素双抗的 DMEM/F-12
高糖培养基），置于 37℃、5%CO2 恒温培养箱中
培养，每 2 日更换一次培养基，待细胞融合至 90%
左右时，用 0.25% 胰蛋白酶消化并进行传代。
2.3.2　细胞分组及造模　将 HUVECs 分为 6 组，
正常组：完全培养基培养；OGD/R 模型组：给予
DMEM 无糖培养基放于厌氧培养箱中培养 5 h，取
出换成含药的完全培养基放于 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溶剂组：给予 DMEM 无糖培养基放于厌氧
培养箱中培养 5 h，再换成含 0.1%DMSO 的完全培
养基放于 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去葡萄糖竹节参
皂苷Ⅳa 低、中、高剂量组：给予 DMEM 无糖培养
基放于厌氧培养箱中培养 5 h，再取出换成含 10、
20、40 μmol·L－ 1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溶剂
为 0.1%DMSO，浓度根据前期预实验结果设置）的
完全培养基于 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2.3.3　CCK-8 法检测细胞活性　以 5×104 个 / 孔
将 HUVECs 接种于 96 孔板中，待细胞贴壁后，
按“2.3.2”项下方法分组处理，同时设置不含细
胞和药物的空白对照组，每组设置 3 个复孔。造
模给药完成后，更换含 10%CCK-8 液的完全培
养基，于 37℃、5%CO2 细胞培养箱中孵育 2 h，
使用酶标仪在 450 nm 波长处检测各孔的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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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值并计算细胞活性，实验重复 3 次。
2.3.4　试剂盒检测细胞 VEGF 水平　以 2×105

个 / 孔将 HUVECs 接种于 6 孔板中，待细胞贴壁
后，按“2.3.2”项下方法分组处理，每组设置 3
个复孔。造模给药完成后，细胞消化离心后，加
入 300 μL 含蛋白酶抑制剂的 RIPA 裂解液放于冰
上裂解，离心，取上清液，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检测。实验重复 3 次。
2.3.5　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细胞
VEGF 蛋白表达　以 5×105 个 / 孔将 HUVECs 接
种于培养瓶中，待细胞融合至 90% 左右时，按
“2.3.2”项下方法分组处理。造模给药完成后细
胞消化离心，每管加入 400 μL 含蛋白酶抑制剂的
RIPA 裂解液放于冰上裂解，离心，取上清液，用
BCA 蛋白检测试剂盒检测蛋白浓度，加入 5×蛋
白上样缓冲液试剂后，加热变性。10% 十二烷基
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分离
等量的蛋白质（20 μg），电泳后转移到 PVDF 膜
上。5% 脱脂牛奶在 TBST 缓冲液中室温下封闭
2 h，随后加入 VEGF 及 GAPDH 抗体，4℃摇床
孵育过夜。TBST 洗膜 30 min 后，加入二抗羊抗
兔 IgG 孵育 2 h 后，再用 TBST 缓冲液洗膜 30 min
后，用凝胶成像系统成像并用 Lane 1D 软件进行
蛋白半定量分析。实验重复 3 次。
2.3.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
用 Tukey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sAT 的化学成分收集与靶标预测
　　从 CNKI 及 PubMed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中共
收集 31 个 sAT 化学成分（见表 1）。对 31 种化学
成分进行靶标预测，将预测的靶标导入 UniProt
数据库，限定研究物种为人类，进行校正和剔
重，共获得 416 个靶标。
3.2　IS 发病机制靶标收集及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获取
　　通过 CTD、GeneCards、OMIM 3 个数据库，
共获得 383 个无重复的 IS 发病机制相关靶标。将
sAT 中 31 个化学成分对应的 416 个预测靶标与 IS
相关的 383 个靶标导入 Venn 在线绘图工具，取
交集共获取 71 个共同靶标即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其 Uniprot ID、蛋白质及基因名信息
见表 2。
3.3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靶标的 GO 及 KEGG
富集分析
　　对 71 个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进行
GO 富集分析，以 P ＜ 0.05 为筛选条件，共得到

241 个生物过程（BPs）、30 个细胞成分（CCs）
与 66 个分子功能（MFs）。富集的生物过程结果
表明，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主要参与凋亡
过程的负调控、缺少配体的外源性凋亡信号通路、
细胞增殖的正向调控、对缺氧的反应、ERK1 和
ERK2 级联正向调控、细胞迁移正向调控、血管
生成正向调控；富集的细胞成分结果表明，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间隙、
细胞膜、膜筏、细胞外区域、胞浆；富集的分子
功能结果表明，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主要
参与酶结合位点、丝氨酸型酶内切酶活性、蛋白
结合、相同的蛋白结合、蛋白激酶活性、蛋白丝
氨酸 / 苏氨酸激酶活性。
　　对 71 个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靶标进行
KEGG 富集分析，以 P ＜ 0.05 为筛选条件，共得
到 104 条 KEGG 通路，根据 count 值≥ 5 筛选与
IS 相关的前 20 条信号通路，结果表明，sAT 化学
成分主要通过黏着斑、PI3K-Akt、HIF-1、VEGF、
Toll 样受体、凋亡等信号通路治疗 IS（见表 3）。
3.4　核心靶标预测
　　STRING 中保存获得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关系
数据库作为 TSV 文件，导入 Cytoscape 3.7.6 软
件。利用 CytoHubba 插件筛选得到前 20 个核心靶
标，即 TNF、CASP3、VEGFA、PTGS2、EGFR、
JUN、STAT3、MAPK1、MMP9、MMP2、ESR1、
MAPK8、MAPK14、FGF2、IL1B、MMP3、
MMP1、PLG、BCL2L1、CASP8。
3.5　分子对接结果
　　根据 GO 及 KEGG 富集分析结果，发现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靶标多参与血管内皮功能调节。
因此本研究将 sAT 中 31 种化学成分与核心靶标
中与血管新生相关靶标进行对接，即 VEGFA、
MMP9、MMP2、FGF2、EGFR，将其作为对接
蛋白，由于 KDR 为 VEGFA 的主要受体，与血管
新生过程息息相关，因此，将其纳入对接蛋白，
对接蛋白基本信息见表 4。对接结果提示，31 种
化学成分都与多个靶标有不同程度的有效结合。
结合能小于－ 7.0 kcal·mol － 1，同时作用于 5 个
靶标的有 3 个化学成分，分别为楤木皂苷 D、去
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竹节参皂苷Ⅰb；同时作
用于 4 个靶标的有 12 个化学成分。选择与 6 个
靶标结合最好的 5 种化学成分深入分析，结果见
图 1 ～ 6。
3.5.1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VEGFA 相互
作用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VEGFA 对接
结果如图 1，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羟基的氢
与 TRP105 及 LEU4 形成 2 个氢键作用，母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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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AT中 31 种化学成分的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31 ingredients from sAT

编号 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文献

1 taibaienoside Ⅰ C51H82O18 982.0 [17]
2 taibaienosideⅡ C49H78O18 954.0 [17]
3 taibaienoside Ⅲ C55H88O23 1116.0 [17]
4 taibaienoside Ⅳ C46H76O14 852.0 [17]
5 taibaienoside Ⅴ C52H86O14 934.0 [17]
6 taibaienoside Ⅵ C47H74O18 926.0 [17]
7 taibaienoside Ⅶ C55H88O23 1116.0 [17]
8 taibaienoside Ⅷ C57H92O23 1144.0 [17]
9 taibaienoside Ⅸ C47H76O17 912.0 [19]
10 araloside A C47H74O18 926.0 [17，26]
11 araloside D C46H74O16 882.0 [20]
12 narcissiflorine C41H64O13 764.0 [18]
13 stipuleanoside R2 C53H84O23 1088.0 [17]
14 deglucose-chikusetsu saponin Ⅳa C36H56O9 632.0 [21]
15 chikusetsu saponin Ⅰb C47H74O18 926.0 [21]
16 lucyoside H C42H68O13 780.0 [19]
17 aralia saponin Ⅱ C53H86O22 1074.0 [18，25]
18 yuzhizioside Ⅳ C52H84O21 1044.0 [18]
19 chikusetsu Saponin Ⅳa C42 H66 O14 794.0 [17]
20 elatoside F C52H84O21 1044.0 [18，24]
21 pseudoginsenoside RT1 C47H74O18 926.0 [18]
22 tarasaponin Ⅴ C53H84O23 1088.0 [18]
23 aralia saponin Ⅻ C53H86O22 1074.0 [18，23]
24 aralia saponin Ⅲ C58H94O26 1206.0 [18，25]
25 aralia saponin Ⅵ C53H86O22 1074.0 [18，25]
26 3-O-[β-D-glucopyranosyl-（1 → 2）-α-L-arabinopyranosyl] oleanolic acid-28-O-[β-D-glucopyranosyl-（1 → 

6）-β-D-glucopyranosyl] ester
C53H86O22 1074.0 [19]

27 3-O-[β-D-rhamnopyranosy（1 → 2）-α-L-arabinopyranosy]-28-O-[β-D-glucopyrannoside（1 → 6）-β-D-
glucopyrannoside] oleanolic acid

C53H86O21 1058.0 [18，27]

28 3-O-{β-D-glucopyranosyl-（1 → 2）-[β-D-glucopyranosyl-（1 → 3）] β-D-glucurono-pyranosyl}-olean-11，13
（18）diene-28-oic acid 28-O-β-D-glucopyranosyl ester

C54H84O24 1116.0 [17，22]

29 3-O-{β-D-glucopyranosyl-（1 → 3）-[α-L-arabinofuranosyl-（1 → 4）] β-D-glucopyranosyl}-qlean-11，13
（18）-diene-28-oic acid 28-O-β-D-glucopyranosyl ester

C53H82O23 1086.0 [17，22]

30 3-O-{β-D-glucopyranosyl-（1 → 2）-[α-L-arabinofuranosyl-（1 → 4）] β-D-glucopyranosyl}-oleanolic acid 
28-O-β-D glucopyranosyl ester

C53H84O23 1088.0 [17，22]

31 3-O-{β-D-glucopyranosyl-（1 → 2）-[α-L-arabinofuranosyl-（1 → 3）] β-D-glucopyranosyl}-oleanolic acid 
28-O-β-D glucopyranosyl ester

C54H86O24 1118.0 [17，22]

TYR104 形成 Pi-σ 键，与 LYS45、VAL58、LEU47
和 PRO59 形成烷基及 Pi- 烷基键。
3.5.2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FGF2 相互作
用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FGF2 对接结
果如图 2，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羟基的氢与
GLY122 形成氢键，与 ARG33 及 ARG81 氨基酸
残基形成 2 个氢键作用，此外，母核与 ARG39
形成烷基键，甲基与 TYR124 形成 Pi- 烷基键。
3.5.3　竹节参皂苷Ⅰb 与 EGFR 相互作用　竹节参
皂苷Ⅰb 与 EGFR 对接结果如图 3，竹节参皂苷 Ib
与 ASP323、BMA3283 氨基酸残基形成 2 个氢键作
用，此外，母核与 ALA122及 LEU178形成烷基键。
3.5.4　蓣知子皂苷Ⅳ与 MMP2 相互作用　蓣知
子皂苷Ⅳ与 MMP2 对接结果如图 4，蓣知子皂苷

Ⅳ 与 GLY81、ASP80、ASP77、TYR74、LEU82、
ALA84 分别形成 6 个氢键作用，母核与 TYR142、
LEU83、HIS130 形成烷基及 Pi- 烷基键。
3.5.5　太白楤木皂苷Ⅸ与 MMP9 相互作用　
太白楤木皂苷Ⅸ与 MMP9 对接结果如图 5，太
白 楤 木 皂 苷Ⅸ 与 ASP235、TYR248、TYR245、
LEU188、ALA191、MET247、GLY186 形成 7 个
氢键作用，母核与 HIS236、LEU187、HIS230 形
成烷基及 Pi- 烷基键。
3.5.6　楤木皂苷 D 与 KDR 相互作用　楤木皂苷 D
与 KDR 对接结果如图 6，楤木皂苷 D 与 GUL885
形成 1 个氢键作用，母核与 HIS1026、LEU889、
ILE1044、VAL899、CYS1024、ILE888、CYS1045
形成烷基及 Pi- 烷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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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1 个 sAT化学成分治疗 IS靶标的基本信息 
Tab 2　Basic information of 71 targets from sAT for IS

编号 Uniprot ID 蛋白质 基因名 编号 Uniprot ID 蛋白质 基因名

1 P15692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VEGFA 37 P08183 P-glycoprotein 1 ABCB1
2 P01375 TNF-alpha TNF 38 P09619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eta
PDGFRB

3 P00533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rbB1 EGFR 39 P49841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beta GSK3B
4 P42574 Caspase-3 CASP3 40 P13726 Tissue factor F3
5 P28482 MAP kinase ERK2 MAPK1 41 P05556 Integrin beta-1 ITGB1
6 P35354 Cyclooxygenase-2 PTGS2 42 P00750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PLAT
7 P05412 Proto-oncogene c-JUN JUN 43 P55210 Caspase-7 CASP7
8 P4076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44 P11511 Cytochrome P450 19A1 CYP19A1
9 P45983 c-Jun N-terminal kinase 1 MAPK8 45 P08684 Cytochrome P450 3A4 CYP3A4
10 P14780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MMP9 46 O14920 Inhibi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kinase 

beta subunit
IKBKB

11 P01584 Interleukin-1 beta IL1B 47 P10415 Apoptosis regulator Bcl-2 BCL2
12 P03372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ESR1 48 P35228 Nitric oxide synthase，inducible NOS2
13 P09038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2 49 P17252 Protein kinase C alpha PRKCA
14 P24385 Cyclin D1 CCND1 50 P06493 Cyclin-dependent kinase 1 CDK1
15 P08253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MMP2 51 Q05655 Protein kinase C delta PRKCD
16 Q16539 MAP kinase p38 alpha MAPK14 52 P43235 Cathepsin K CTSK
17 Q07817 Apoptosis regulator Bcl-X BCL2L1 53 P05771 Protein kinase C beta PRKCB
18 P12821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ACE 54 P07550 Adrenergic receptor beta ADRB2
19 P60568 Interleukin-2 IL2 55 P25101 Endothelin receptor ET-A EDNRA
20 P05121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 SERPINE1 56 P24530 Endothelin receptor ET-B EDNRB
21 P35968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KDR 57 O14684 Prostaglandin E synthase PTGES
22 P00747 Plasminogen PLG 58 P09211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i GSTP1
23 P37231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G 59 P31645 Serotonin transporter SLC6A4
24 P08254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MMP3 60 P04035 HMG-CoA reductase HMGCR
25 Q14790 Caspase-8 CASP8 61 P00742 Thrombin and coagulation factor X F10
26 P42336 PI3-kinase p110-alpha subunit PIK3CA 62 P10635 Cytochrome P450 2D6 CYP2D6
27 P08069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 receptor IGF1R 63 P08709 Coagulation factor VII F7
28 P04150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NR3C1 64 P08235 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NR3C2
29 P00797 Renin REN 65 P24723 Protein kinase C eta PRKCH
30 P55211 Caspase-9 CASP9 66 P14416 Dopamine D2 receptor DRD2
31 P00734 Thrombin F2 67 P20292 5-lipoxygenase activating protein ALOX5AP
32 Q00987 p53-binding protein Mdm-2 MDM2 68 O15244 Solute carrier family 22 member 2 SLC22A2
33 P03956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 MMP1 69 Q96FL8 Multidrug and toxin extrusion protein 1 SLC47A1
34 P45984 c-Jun N-terminal kinase 2 MAPK9 70 Q08499 Phosphodiesterase 4D PDE4D
35 P30556 Type-1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AGTR1 71 O95342 Bile salt export pump ABCB11
36 P45452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3 MMP13

3.6　体外细胞实验
3.6.1　细胞活性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细胞
活性显著降低（P ＜ 0.01），提示 OGD/R 模型
引起 HUVECs 活性下降。与模型组比较，溶剂
组细胞活性无明显变化，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
Ⅳa 各浓度组细胞活性均显著升高（P ＜ 0.05 或
P ＜ 0.01），提示其可提高 HUVECs OGD/R 损伤
后的活性且呈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结果见图 7。
3.6.2　细胞中 VEGF 水平测定结果　与正常组比
较，模型组细胞 VEGF 水平显著降低（P ＜ 0.01），
提示 OGD/R 模型引起 HUVECs 中 VEGF 水平下
降。与模型组比较，溶剂组细胞 VEGF 水平无明
显变化，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中、高浓度组细

胞 VEGF 水平均显著升高（P＜ 0.05 或 P＜ 0.01），
提示其可提高 HUVECs OGD/R 损伤后的 VEGF 水
平且呈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结果见图 8。
3.6.3　细胞中 VEGF 蛋白表达结果　与正常组比
较，模型组细胞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 ＜ 0.01），
提示 OGD/R 模型引起 HUVECs 中 VEGF 蛋白表
达下降。与模型组比较，溶剂组细胞 VEGF 蛋白
表达无明显变化，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中、高
浓度组细胞 VEGF 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
或 P ＜ 0.01），提示其可提高 HUVECs OGD/R 损
伤后的 VEGF 蛋白表达且呈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
结果见图 9。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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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1 个 sAT化学成分治疗 IS靶标涉及的生物过程、信号通路以及参与调控的核心靶标 
Tab 3　Target of 71 sAT ingredients for IS included biological process，signaling pathway，and core target involved in regulation

生物过程 ID 生物功能及信号通路 核心靶标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regulation

GO：0008284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VEGFA、EGFR、FGF2、
MMP9、MMP2、GO：0001666 Response to hypoxia

GO：0070374 Positive regulation of ERK1 and ERK2 cascade
GO：0030335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ell migration
GO：0048661 Positive regulation of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GO：0045766 Positive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GO：0022617 Extracellular matrix disassembly
GO：0001525 Angiogenesis
KEGG：04510 Focal adhesion
KEGG：04151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KEGG：04066
KEGG：04370
KEGG：04068
KEGG：04015
KEGG：04012
KEGG：04722
KEGG：04915
KEGG：04080
KEGG：04310
KEGG：04024

HIF-1 signaling pathway
VEGF signaling pathway
FoxO signaling pathway
Rap1 signaling pathway
ErbB signaling pathway
Neurotrophin signaling pathway
Estrogen signaling pathway
Neuroactive ligand-receptor interaction
Wnt signaling pathway
cAMP signaling pathway

Inflammatory response KEGG：04620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TNF、IL1B、PTGS2、MMP1、
MMP3

STAT3

GO：0071222 Cellular response to lipopolysaccharide
KEGG：04010 MAPK signaling pathway
KEGG：04668 TNF signaling pathway
KEGG：04621 NOD-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KEGG：04152 AMPK signaling pathway
KEGG：04014 Ras signaling pathway

Apoptosis GO：0032355 Response to estradiol CASP3、CASP8、BCL2L1、
ESR1KEGG：04210 Apoptosis

GO：0043066 Negative regulation of apoptotic process
GO：0097192 Extrinsic apoptotic signaling pathway in absence of ligand

Calcium overload GO：0051592
GO：0007204

GO：0060559

KEGG：04020

Response to calcium ion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ytosolic calcium ion 
Concentration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alcidiol 
1-monooxygenase activity
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

MAPK8、MAPK1、MAPK14、
PLC

JUN

表 4　AutoDock Vina计算中 6 个靶标的参数设置及对应结果 
Tab 4　Parameters setting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 of 6 targets by AutoDock Vina calculation

靶标 PDBID 中心坐标（x，y，z）/nm 盒子大小（x×y×z）/nm3 最低结合能 /（kcal·mol － 1）

VEGFA 3BDY － 39.653，－ 51.842，－ 3.458 80×60×80 － 8.3
MMP9 6ESM 0.794，50.361，19.921 80×60×80 － 9.5
MMP2 1HOV 5.367，18.049，21.566 80×60×80 － 9.2
FGF2 5X1O 26.135，15.687，257.423 80×60×80 － 8.3
KDR 3EFL 37.407，34.676，12.273 60×60×60 － 8.3
EGFR 3C09 － 3.843，－ 54.448，－ 27.584 80×60×80 － 7.1

　　中药所含化学成分复杂，其药理作用是中药
所含多种药效物质通过多途经、多环节和多靶标
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或整合作用 [29]，作用机制复杂，
中药药效物质的研究是目前中医药研究面临的最
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中药治疗脑卒中历史悠久，

大量体内外研究已证明多种中药制剂或其单体成
分可通过促进血管新生，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30]。
中药多成分作用于多靶标的药用特点与疾病复杂
的作用机制相对应，但其主要药效成分的研究仍
不明确，为阐明其作用药效物质，本文采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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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VEGFA 对接结果图

Fig 1　Docking diagram of deglucose-chikusetsu saponin Ⅳa with 
VEGFA

图 2　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 FGF2 对接结果图

Fig 2　Docking diagram of deglucose-chikusetsu Saponin Ⅳa with 
FGF2

图 3　竹节参皂苷Ⅰb 与 EGFR 对接结果图

Fig 3　Docking diagram of chikusetsu saponin Ⅰb with EGFR

图 4　蓣知子皂苷Ⅳ与 MMP2 对接结果图

Fig 4　Docking diagram of yuzhizioside Ⅳ with MMP2

图 5　太白楤木皂苷Ⅸ与 MMP9 对接结果图

Fig 5　Docking diagram of taibaienoside Ⅸ with MMP9

图 6　楤木皂苷 D 与 KDR 相互作用对接结果图

Fig 6　Docking diagram of araloside D with KDR

图 7　各组细胞活性检测结果（x±s，n ＝ 3）
Fig 7　Survival rate of cells in each group（x±s，n ＝ 3）

注（Note）：与正常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
#P ＜ 0.05，##P ＜ 0.01（vs the normal group，**P ＜ 0.01；vs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图 8　各组细胞中 VEGF 水平测定结果（x±s，n ＝ 3）
Fig 8　VEGF content of cells in each group（x±s，n ＝ 3）

注（Note）：与正常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
#P ＜ 0.05，##P ＜ 0.01（vs the normal group，**P ＜ 0.01；vs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筛选，节约了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为新药的研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收集了 31 种 sAT 化
学成分及其治疗 IS 靶标 71 个。GO 和 KEGG 富
集分析提示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主要与血管内
皮功能调节、细胞凋亡、炎症反应、钙离子超载
生物过程相关。血管内皮功能调节是治疗 IS 的
关键环节 [31]，sAT 化学成分通过作用于 VEGFA、
EGFR、FGF2 等 核 心 靶 标 调 控 VEGF、PI3K-
Akt、HIF-1 等信号通路，进而影响细胞增殖、迁
移、血管生成正向调控和细胞外基质分解等生物
过程。细胞凋亡贯穿 IS 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sAT 化学成分通过作用于 CASP3、BCL2L1 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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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靶标调控 Apoptosis、FOXO、MAPK 等信号通
路，进而影响细胞凋亡过程。研究表明，通过上
调 OGD VECs 细 胞 和 MCAO 大 鼠 PI3K/AKT 蛋
白表达，促进 Bcl-2 表达，减少 ROS 的生成，减
少细胞凋亡，可发挥脑保护作用 [32]。炎症级联
反应是 IS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sAT 化学
成分可通过作用于 TNF、PTGS2、IL1B 等核心
靶标，调控 TNF、toll 样受体、NOD 样受体等信
号通路，进而影响炎症过程。研究表明，在脑缺
血早期阶段，促炎因子 TNF-α 的分泌或合成增加
是导致脑梗死的主要原因 [33]。钙信号通过激活
内源性神经保护机制在保护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
中发挥作用，sAT 化学成分通过作用于 MAPK1、
MAPK8、PLC 等核心靶标，调控钙信号通路，进
而影响胞质钙离子正调控等生物过程。钙信号通
路系统可以和其他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应激后的适
应性，通过阻止胞外钙离子过度内流，避免细胞
内钙离子超载对缺氧神经元进行保护 [34]。
　　根据 GO 及 KEGG 富集分析结果，我们发现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靶标多参与血管内皮功能调
节，分子对接结果显示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楤木皂苷 D、竹节参皂苷 Ib 与血管新生靶标结合较
好，很有可能是其治疗 IS 的药效物质。
　　VEGF 是现公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种
高度特异性促血管内皮生长的细胞因子，直接参
与缺血缺氧组织或器官的血管生成 [35]。VEGF 家
族有许多成员，其中 VEGFA 是 VEGF 家族中最
重要的成员，KDR 是 VEGF 特异性结合高亲和力
的受体，激活下游蛋白发挥生物功能，对于血管
修复具有重要作用 [36]。分子对接结果显示去葡萄
糖竹节参皂苷Ⅳa 和楤木皂苷 D 与 VEGFA/KDR
强烈结合，很可能是太白楤木皂苷治疗 IS 作用

于 VEGFA/KDR 靶标的药效物质。MMPs 是一组
依赖钙离子和锌离子的蛋白内切酶，其中 MMP2、
MMP9 与血管新生关系最为密切。分子对接结果
显示，楤木皂苷 D、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及竹
节参皂苷 Ib 都能与 MMP2 及 MMP9 很好地结合。
FGFs 是由 FGF 基因家族编码的结构相关的一组蛋
白质多肽，FGF 家族在促进血管生长、改善神经
功能缺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FGF2 是其家族中
的一种，能间接促进 VEGF 生成，对于脑卒中后
神经发生和血管生成至关重要。EGFR 是一种具
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跨膜糖蛋白，EGF 与其受体
EGFR 结合后，磷酸化激活下游信号分子 ERK 和
Elk-1，从而促进细胞生存，在细胞增殖及血管新
生方面起重要作用。分子对接结果显示去葡萄糖
竹节参皂苷Ⅳa 和 FGF2 结合最好，竹节参皂苷 Ib
与 EGFR 结合最好。
　　基于 VEGFA 与血管新生过程密切相关并且
与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对接效果最好，因此
本研究选取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与对接靶标
VEGFA，验证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是否通过作
用于 VEGFA 靶标促进血管新生，发挥脑保护作用。
通过复制 HUVECs OGD/R 模型，观察不同剂量去
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对 HUVECs 活性及 VEGF 的
释放和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去葡萄糖竹节
参皂苷Ⅳa 能够提高细胞活性，促进 VEGF 的释放
和蛋白表达且呈剂量 - 效应依赖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网络药理学初步阐明
了 sAT 化学成分治疗 IS 的可能作用机制，并利
用分子对接技术对 sAT 化学成分促进血管新生治
疗 IS 的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共
筛选出 15 种同时与多个血管新生相关靶标结合的
化学成分，其中最具潜力的为去葡萄糖竹节参皂
苷Ⅳa、楤木皂苷 D 及竹节参皂苷 Ib，通过细胞
实验验证了去葡萄糖竹节参皂苷Ⅳa 促进血管新
生，发挥脑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为上调 HUVECs 
VEGF 蛋白表达，促进 VEGF 释放，提高细胞活
性，与分子对接预测结果一致，提示网络药理学
结合分子对接技术可用于中药治疗疾病的药效物
质及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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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七中一个新的羽扇豆烷型三萜皂苷

刘渝1，2，汤海峰2*，王玉梅3*，陆云阳2，张倩2，刘杨2，毕琳琳2（1.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购中心，西

安　710032；2. 空军军医大学药学系中药与天然药物学教研室，西安　710032；3. 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目的　研究红毛七的皂苷类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反相 ODS 柱色谱、

Sephadex LH-20 凝胶柱色谱和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从红毛七 70% 乙醇提取物的正丁

醇萃取部位分离化合物，通过波谱分析和化学手段鉴定化学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 5 个三萜皂

苷类成分，分别鉴定为 3-O-β-D- 吡喃葡萄糖 -（1 → 2）-α-L- 吡喃阿拉伯糖 - 白桦酸 -28-O-α-L-
吡喃鼠李糖 -（1 → 4）-β-D- 吡喃葡萄糖 -（1 → 6）-β-D- 吡喃葡萄糖苷（1）、HN-saponin F（2）、

红毛七皂苷 D（3）、3-O-β-D- 吡喃葡萄糖 -（1 → 2）-α-L- 吡喃阿拉伯糖 - 齐墩果酸 -28-O-α-L-
吡喃鼠李糖 -（1 → 4）-β-D- 吡喃葡萄糖 -（1 → 6）-β-D- 吡喃葡萄糖苷（4）和 arboreaside D（5）。

结论　化合物 1 为新化合物，且首次在红毛七属植物中发现羽扇豆烷型三萜皂苷，化合物 5 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红毛七；三萜皂苷；羽扇豆烷型；白桦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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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upane-type triterpenoid saponin from Caulophyllum robustum

LIU Yu1, 2, TANG Hai-feng2*, WANG Yu-mei3*, LU Yun-yang2, ZHANG Qian2, LIU Yang2, BI 
Lin-lin2 (1. Procurement Center,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Medicines, School of Pharmacy,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3. College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saponin constituents from the roots and rhizomes of 
Caulophyllum robustum. Methods  The compounds from the n-butanol fraction after 70% ethanol 
extraction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column chromatographies of silica gel, ODS, Sephadex LH-
20 and semi-preparative HPLC.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oscopic analysis and chemical 
methods. Results  Five triterpenoid saponin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3-O-α-L-glucopyranosyl- 
(1 → 2)-α-L-arabinopyranosyl-betulinic acid-28-O-α-L-rhamnopyranosyl- (1 → 4)-β-D-glucopyranosyl- 
(1 → 6)-β-D-glucopyranosyl ester (1), HN-saponin F (2), auloside D (3), 3-O-β-D-glucopyranosyl- 
(1 → 2)-α-L-arabinopyranosyl-oleanolic acid-28-O-α-L-rhamnopyranosyl- (1 → 4)-β-D-glucopyranosyl- 
(1 → 6)-β-D-glucopyranosyl ester (4), and arboreaside D (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ompound 
1 is a new compound and this lupane-type triterpenoid saponin has been firstly found from genus 
Caulophyllum. Compound 5 was obtained from the genus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Caulophyllum robustum; triterpenoid saponin; lupane-type; betuli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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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毛七为小檗科（Berberidaceae）红毛七
属植物类叶牡丹 Caulophyllum robustum Maxim. 
[Leontice robustum Diels] 的根及根茎，因其须根

多而细呈紫红色，故得此名，又名金丝七、搜山
猫、红毛细辛、火焰叉、通天窍、葳严仙、海椒
七、鸡骨升麻等。类叶牡丹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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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及陕西、湖北等地，药材作为陕西七药（太
白七药）之一，具有活血散瘀、祛风止痛、降血
压、止血、解草乌中毒功效，主治月经不调、经
期小腹疼痛、关节炎、高血压等症 [1-2]。红毛七主
要含有三萜皂苷、生物碱以及甾醇等成分，已从
中分离鉴定了上百个化合物，其中三萜皂苷类 50
余个，所涉及的 10 余种苷元均属于齐墩果烷型。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红毛七提取物及其皂苷、生物
碱等成分具有抗炎镇痛、抗菌、抗氧化、抗肿
瘤、抗心肌缺血等作用 [3-4]。对红毛七的研究报道
甚多，但仍不断有新的化学成分被发现，本课题
组预实验提示陕西产地红毛七与东北等其他产地
的药材在化学成分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基于课
题组前期对陕产红毛七化学成分的初步研究 [5-6]，
为进一步明确其药效物质基础，从而为红毛七的
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继续对其 70% 乙醇
提取物的正丁醇萃取部位进行化学成分研究，共
分离得到 5 个三萜皂苷 1 ～ 5（见图 1），其中，
化合物 1 为新化合物，且首次在红毛七属植物中
发现羽扇豆烷型三萜皂苷，化合物 5 为首次从该
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材料

　　PL343 旋光仪（Perkin-Elmer 公司）；Quatrro 
Micro 质谱仪（Micromass 公司）；Bruker AVANCE 
500 型核磁共振波谱仪（Bruker 公司）；戴安
P680 高效液相色谱仪（P680 系列单泵、UV-VS 
检测器、CHROMELON 工作站）[ 配 YMC-Pack 
R&D ODS-A 半制备色谱柱（20 mm×250 mm，5 
μm）]；Agilent GC-6820 气相色谱仪 [ 配 HP-5 弹
性石英毛细管柱（30 m×0.32 mm，0.25 μm），氢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ODS C18 柱（Merck 公司）；
Sephadex LH-20 凝胶（GE 公司）；柱色谱硅胶
（100 ～ 200 目、200 ～ 300 目）、薄层色谱用硅胶
H、预制硅胶板 G（青岛海洋化工厂）；RP-18 高
效薄层预制板（Merck 公司）。色谱纯甲醇（天津
科密欧公司）；氘代试剂（Merck 公司）；对照品
L- 阿拉伯糖、D- 半乳糖、L- 鼠李糖和 D- 葡萄糖
（Sigma 公司）；显色剂（20% 硫酸 / 乙醇溶液）；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药材于 2014 年 8 月采自陕西省太白山，经空
军军医大学药学系中药与天然药物学教研室汤海
峰教授鉴定为类叶牡丹（Caulophyllum robustum 
Maxim.）的根及根茎，药材标本（No.20140918）
保存于该教研室标本室。

图 1　皂苷 1 ～ 5 的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 of saponins 1 ～ 5

2　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粉碎的药材 5 kg 用 70% 乙醇回流提
取 3 次，每次 2 h，减压回收溶剂得浸膏 413.2 
g。将浸膏加水 5 L 分散后用等体积石油醚萃
取 2 次，再用等体积正丁醇萃取 3 次，减压回
收正丁醇层得浸膏 202.6 g。取正丁醇浸膏 130 
g 用硅胶柱色谱分离，用 V三氯甲烷：V甲醇：V水

（50∶1∶0 ～ 63∶35∶0.5）梯度洗脱，合并得到
7 个部分（Fr.1 ～ Fr.7）。Fr.1（5.11 g）经 Sephadex 
LH-20 凝胶柱色谱（洗脱剂为甲醇）除去杂质，再
经 ODS C18 柱 色 谱，V甲 醇：V水（3∶7 ～ 10∶0）
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2（19.8 mg）。Fr.6（14.77 
g） 经 Sephadex LH-20 凝 胶 柱 色 谱（洗 脱 剂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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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三氯甲烷：V甲醇＝ 1∶1）除去杂质，再经 ODS C18

柱色谱分离，V甲醇：V水（1∶1 ～ 7∶3）梯度洗
脱，合并得到 3 个组分（Fr.6-1 ～ Fr.6-3）。Fr.6-2
（440 mg）经过半制备 HPLC 分离纯化（流速 8 
mL•min－ 1，检测波长 206 nm），65% 甲醇洗脱
得到化合物 4（157.9 mg，tR ＝ 6.5 min）。Fr.6-3
（700 mg）经半制备 HPLC 反复分离纯化（流速 3 
mL•min－ 1，检测波长 206 nm），70% 甲醇洗脱得
到化合物 1（11.9 mg，tR ＝ 32.9 min）、化合物 3
（28.3 mg，tR ＝ 22.4 min）和化合物 5（169.8 mg，
tR ＝ 40.6 min）。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白色无定形粉末，[α]D

22 － 23.2°

（c 0.1，MeOH），Liebermann-Burchard 和 Molish
反应均呈阳性，提示该化合物可能为皂苷类。IR
（KBr）ν max cm－ 1：3400（OH），2930（CH），
1725（C ＝ O）。ESI-MS 显示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1243 [M ＋ Na] ＋（正离子模式）和 1219 [M －

H] －（负离子模式）；从 HR-ESI-MS 的准分子离
子峰 m/z 1219.6081 [M － H] －（C59H95O26，计算值
为 1219.6112），结合 NMR 数据，可推断出其分子
式为 C59H96O26。化合物 1 的 1D NMR 数据显示δH 
0.86（H3-24），0.90（H3-26），0.98（H3-25），1.02
（H3-27），1.06（H3-23）和 1.71（H3-30）处的 6 个
甲基单峰信号，δH 4.63 和 4.76 处的 2 个宽单峰烯
质子信号以及δC 151.9（C-20）和 110.6（C-29）处
的一对特征的烯碳信号，以及δC 176.4（C-28）处
的酯羰基碳信号，表明化合物 1 的苷元具有羽扇
豆 -20（29）- 烯 -28- 酸的骨架。δH 3.15（dd，J ＝
12.0，4.5 Hz）处的连氧次甲基信号归属为 H-3，
NOESY 谱中 H-3 和 H-5（δH 0.76，br d，J ＝ 11.5 
Hz）的 NOE 相关表明 H-3 为α 构型。通过 2D 
NMR（1H-1H COSY、TOCSY、HSQC、HMBC 和
NOESY）分析归属了苷元部分的碳氢信号，见表
1。与白桦酸的核磁数据（CDCl3 或 C5D5N）[7-9] 对
照，排除溶剂不同（CD3OD）的影响，结果基本
一致，从而确定化合物 1 的苷元为 3β- 羟基 - 羽扇
豆 -20（29）- 烯 -28- 酸，即白桦酸（桦木酸）。化
合物 1 的 C-28 和 C-3 的化学位移值分别比白桦
酸 [7] 位移了－ 4.1 和＋ 12.4，表明其为 3 和 28 位
连糖的双糖链皂苷。化合物 1 用 2 mol•L－ 1 三氟
乙酸水解，按文献方法 [8，10] 将所得单糖制备三甲
基硅醚化 L- 半胱氨酸衍生物，以标准糖衍生物
作对照，进行 GC 分析，表明化合物 1 的糖基为
D- 葡萄糖（Glc）、L- 鼠李糖（Rha）和 L- 阿拉伯
糖（Ara），组成比为 3∶1∶1。在 1H-NMR 谱中

显示 5 个糖基的端基氢信号δH 4.52（d，J ＝ 6.0 
Hz，Ara），4.60（d，J ＝ 7.5 Hz，GlcⅢ），5.49
（d，J ＝ 8.5 Hz，Glc Ⅰ），4.40（d，J ＝ 8.0 Hz，
GlcⅡ） 和 4.86（s，Rha）， 在 HMQC 谱 中 分 别
与相应的糖端基碳信号相关（δC 105.5，104.9，
95.4，104.7 和 103.1）。 由 GlcⅠ、GlcⅡ 和 GlcⅢ
的端基氢偶合常数可知 3 个葡萄糖形成的苷键均
为β 构型；在 NOESY 谱中阿拉伯糖的 H-1 和 H-3、
H-1 和 H-5 存在 NOE 相关（4C1 式），可推知其形
成的苷键为α 构型，尽管其端基氢偶合常数（6.0 
Hz）小于甲基 -α-L- 吡喃阿拉伯糖苷（8.0 Hz），这
可解释为 4C1 和

1C4 式的快速构象平衡 [11]；鼠李
糖的端基氢信号为单峰，根据其 C-5 的化学位移
值（δC 70.8）可知其形成的苷键为α 构型 [12]。通过
对2D NMR 解析，归属了5个糖基的碳氢信号（见
表 1）。通过 HMBC 和 NOESY 分析可确定糖基的
连接位置和连接顺序（见图 2）。在 HMBC 谱中，
Ara H-1 与苷元 C-3 存在远程相关峰，说明 Ara 连
接于苷元 C-3 位；Glc Ⅲ H-1 与 Ara C-2 的远程相
关表明 Glc Ⅲ连接于 Ara 的 C-2 位；同样，Glc Ⅰ 
H-1/C-28、GlcⅡ H-1/GlcⅠ C-6 和 Rha H-1/Glc Ⅱ 
C-4 的远程相关信号可以确定 28 位糖链的结构。
NOESY 谱的相关信号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糖链结
构。综上所述，确定化合物 1 的结构为 3-O-β-D-
吡喃葡萄糖 -（1 → 2）-α-L- 吡喃阿拉伯糖 - 白桦
酸 -28-O-α-L- 吡喃鼠李糖 -（1 → 4）-β-D- 吡喃葡
萄糖 -（1 → 6）-β-D- 吡喃葡萄糖苷，经 SciFinder
检索为新化合物。

图 2　化合物 1 重要的 HMBC 和 NOESY 相关

Fig 2　Key HMBC and NOESY correlations of compound 1

　　化合物 2：白色无定形粉末，Liebermann-
Burchard 和 Molish 反应均呈阳性。ESI-MS 显示
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789 [M ＋ Na] ＋（正离子模
式）和 765 [M － H] －（负离子模式），提示其相
对分子质量为 766，结合 NMR 数据推断其分子
式为 C41H66O13。在化合物 2 的 1H-NMR 谱高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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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 0.90，0.90，0.94，0.98，1.15 和 1.20 处可见归
属于苷元部分的 6 个甲基单峰信号，在δH 5.45 处
可见一个烯氢宽单峰信号；此外，还可观察到 δH 

3.12（dd，J ＝ 13.5，4.0 Hz，H-3）和 3.28（dd，
J ＝ 11.5，4.5 Hz，H-18）等信号。在化合物 2 的
13C-NMR 谱中，可见一对烯碳信号分别位于δC 
123.5 和 144.1，一个酯糖基碳信号δC 177.0，一
个氧取代亚甲基碳信号δC 65.0 和一个氧取代次甲
基碳信号δC 82.4。这些是齐墩果烷型三萜常春藤
皂苷元的特征信号，而且在苷元的 3 位和 28 位
均与糖基成苷。化合物2苷元部分的碳谱信号（见
表 2）与文献报道一致 [5]，从而确认了苷元的结
构。按与化合物 1 相同的方法，对化合物 2 进行
酸水解及衍生，经 GC 分析表明其糖基为 L-Ara
和 D-Glc（1∶1）。NMR 谱中显示两个糖的端基
氢和端基碳信号 [δH 6.24（d，J ＝ 7.9 Hz，GlcⅠ 

H-1），4.99（d，J ＝ 7.0 Hz，Ara H-1）；δC 96.3
（GlcⅠ C-1），107.2（Ara C-1）]，根据苷化位移
规律，可推断阿拉伯糖与苷元的 3 位连接，葡萄
糖与苷元的 28 位羧基成酯苷。因此，确定化合
物 2 的结构为 3-O-α-L- 吡喃阿拉伯糖 - 常春藤皂
苷元 -28-O-β-D- 吡喃葡萄糖苷，即已知化合物
HN-saponin F，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13]。
　　化合物 3：白色无定形粉末，Liebermann-
Burchard 和 Molish 反应均呈阳性。ESI-MS 显示
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1097 [M ＋ Na] ＋（正离子
模式）和 1073 [M － H] －（负离子模式），提示其
相对分子质量为 1074，结合 NMR 数据推断其分
子式为 C53H86O22。通过与化合物 2 对照，发现两
者苷元部分的碳谱数据一致，确定化合物 3 的苷
元亦为常春藤皂苷元，且在苷元 3 位和 28 位均
与糖连接成苷。化合物 3 的 13C-NMR 谱中，比
化合物 2 多出一组六碳糖信号和一组甲基五碳糖
信号，因苷元 3 位阿拉伯糖的碳化学位移无变
化，这两个糖应该属于苷元 28 位的糖链。按与
化合物 1 相同的方法，对化合物 3 进行酸水解
及衍生，经 GC 分析表明其糖基为 D-Glc、L-Ara
和 L-Rha（2∶1∶1）。通过 2D NMR 分析归属了
化合物 3 的所有碳氢信号，重要的 1H-NMR（500 
MHz，C5D5N）信号如下：δH 0.85，0.86，0.93，
0.97，1.11，1.16（each 3H，s），1.71（3H，d，
J ＝ 6.1 Hz，Rha H-6），3.06（dd，J ＝ 13.5，4.0 
Hz，H-3），3.14（1H，dd，J ＝ 3.5，13.5 Hz，
H-18），4.92（1H，d，J ＝ 7.3 Hz，Ara H-1），
4.94（1H，d，J＝8.0 Hz，Glc Ⅱ H-1），5.38（1H，
br s，H-12），6.23（1H，d，J ＝ 8.2 Hz，GlcⅠ 
H-1），6.39（1H，s，Rha H-1）；13C-NMR 数据见
表 2。根据 HMBC 谱分析确定了 28 位糖链的结
构，与化合物 1 的 28 位糖链相同。通过与文献
报道对照 [14]，确定化合物 3 的结构为 3-O-α-L- 吡
喃阿拉伯糖 - 常春藤皂苷元 -28-O-α-L- 吡喃鼠李
糖 -（1 → 4）-β-D- 吡喃葡萄糖 -（1 → 6）-β-D- 吡
喃葡萄糖苷，即已知化合物红毛七皂苷 D，两者
波谱数据一致。
　　化合物 4：白色无定形粉末，Liebermann-
Burchard 和 Molish 反应均呈阳性。ESI-MS 显示
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1243 [M ＋ Na] ＋（正离子
模式）和 1219 [M － H] －（负离子模式），提示其
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0，结合 NMR 数据推断其分
子式为 C59H96O26。通过与化合物 3 对照，发现化
合物 4 的 13C-NMR 谱中少了一个连氧亚甲基碳信
号，多了一个甲基碳信号δC 29.4（C-23），并因

表 1　化合物 1 的 1H-NMR (500 MHz)和 13C-NMR (125 MHz)数据

(in CD3OD) 
Tab 1　1H-NMR (500 MHz) and 13C-NMR (125 MHz) data of 

compound 1 in CD3OD

No. δC δH mult.（J in Hz） No. δC δH mult.（J in Hz）
1 40.2 1.71 m，0.94 m 3-O-sugar
2 27.3 1.87 m，1.74 m Ara-1 105.5 4.52 d（6.0）
3 91.3 3.15 dd（12.0，4.5） 2 79.2 3.90 m
4 40.2 － 3 73.8 3.78 m
5 57.2 0.76 brd（11.5） 4 69.1 3.86 m
6 19.4 1.55 m，1.43 m 5 65.4 3.52 m，3.85 m
7 35.6 1.42 m，1.40 m Glc Ⅲ-1 104.9 4.60 d（7.5）
8 40.7 － 2 76.1 3.22 s
9 52.1 1.34 m 3 78.1 3.57 m
10 38.2 4 71.1 3.46 m
11 22.3 1.44 m，1.16 m 5 78.3 3.27 m
12 27.0 1.72 m，1.07 m 6 63.1 3.66 m，3.83 m
13 39.5 2.34 m 28-O-sugar
14 42.3 － GlcⅠ-1 95.4 5.49 d（8.5）
15 31.0 1.58 m，1.18 m 2 74.2 3.35 m
16 33.0 2.35 m，1.48 m 3 78.4 3.46 m
17 58.1 － 4 71.9 3.27 m
18 50.7 1.68 m 5 78.2 3.37 m
19 48.5 3.02 td（11.0，5.0） 6 69.7 3.82 m，4.13 m
20 151.9 － Glc Ⅱ-1 104.7 4.40 d（8.0）
21 31.7 1.98 m，1.40 m 2 75.4 3.27 m
22 37.8 1.98 m，1.49 m 3 76.9 3.48 m
23 28.6 1.06 s 4 79.7 3.55 m
24 17.0 0.86 s 5 77.0 3.33 m
25 16.8 0.98 s 6 62.1 3.68 m，3.83 m
26 16.9 0.90 s Rha-1 103.1 4.86 s
27 15.3 1.02 s 2 72.6 3.85 m
28 176.4 － 3 72.4 3.64 m
29 110.6 4.63 brs，4.67 brs 4 73.9 3.42 m
30 19.7 1.71 s 5 70.8 3.98 m

6 18.0 1.28 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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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邻近碳的化学位移变化（C-3、C-4、C-5、
C-24 等），表明化合物 4 的苷元为齐墩果酸，且
同样为双糖链皂苷；经与以齐墩果酸为苷元的皂
苷的波谱数据对照 [9]，可确认化合物 4 的苷元结
构。化合物 4 的 13C-NMR 谱中，比化合物 3 多
出一组六碳糖信号，根据 Ara C-2 的化学位移变
化（δC 82.3），提示该糖基连接于 Ara 的 C-2 位。
按与化合物 1 相同的方法，对化合物 4 进行酸
水解及衍生，经 GC 分析表明其糖基为 D-Glc、
L-Ara 和 L-Rha（3∶1∶1）。通过 2D NMR 分析归
属了化合物 4 的所有碳氢信号，重要的 1H-NMR
（500 MHz，C5D5N） 信 号 如 下：δH 0.88，0.89，
0.90，1.02，1.05，1.10，1.22，1.23（each 3H，
s），1.70（3H，d，J ＝ 6.2 Hz，Rha H-6），3.19
（1H，overlapped，H-3），3.19（1H，overlapped，
H-18），4.91（1H，d，J ＝ 5.7 Hz，Ara H-1），
4.96（1H，d，J＝7.8 Hz，Glc Ⅱ H-1），5.18（1H，
d，J ＝ 8.0 Hz，Glc Ⅲ H-1），5.36（1H，br s，
H-12），6.23（1H，d，J ＝ 8.2 Hz，GlcⅠ H-1），
6.28（1H，s，Rha H-1）；13C-NMR 数据见表 2。
根据 HMBC 谱分析确定了 3 位和 28 位糖链的结
构，与化合物 1 的糖链相同。因此，确定了化合
物 4 的结构，即已知化合物 3-O-β-D- 吡喃葡萄
糖 -（1 → 2）-α-L- 吡喃阿拉伯糖 - 齐墩果酸 -28-
O-α-L- 吡喃鼠李糖 -（1 → 4）-β-D- 吡喃葡萄糖 -
（1 → 6）-β-D- 吡喃葡萄糖苷，波谱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 [15]。
　　化合物 5：白色无定形粉末，Liebermann-
Burchard 和 Molish 反应均呈阳性。ESI-MS 显示

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1243 [M ＋ Na] ＋（正离子
模式）和 1219 [M － H] －（负离子模式），提示
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0，结合 NMR 数据推断其
分子式为 C59H96O26，与化合物 4 相同。通过与
化合物 4 对照，发现两者苷元部分的碳谱数据
一致，确定化合物 5 的苷元亦为齐墩果酸，且
同样为双糖链皂苷。按与化合物 1 相同的方法，
对化合物 5 进行酸水解及衍生，经 GC 分析表
明其糖基为 D-Glc、L-Ara、L-Rha 和 D- 半乳糖
（D-Gal），组成比为 2∶1∶1∶1。通过 2D NMR
分析归属了化合物 5 的所有碳氢信号，重要的
1H-NMR（500 MHz，C5D5N-D2O ＝ 3∶1）信号如
下：δH 0.81，0.83，0.84，0.99，1.03，1.16，1.19
（each 3H，s），1.64（3H，d，J ＝ 6.1 Hz，Rha 
H-6），3.09（1H，br d，J＝13.1 Hz，H-18），3.18
（1H，dd，J ＝ 11.2，5.0 Hz，H-3），4.88（1H，
d，J ＝ 6.2 Hz，Ara H-1），4.92（1H，d，J ＝ 7.6 
Hz，Gal H-1），5.12（1H，d，J ＝ 7.8 Hz，Glc Ⅲ 
H-1），5.37（1H，br s，H-12），5.68（1H，s，Rha 
H-1），6.14（1H，d，J ＝ 8.2 Hz，GlcⅠ H-1）；
13C-NMR 数据见表 2。根据 HMBC 谱分析，可确
定苷元3位和28位的糖链分别为 Rha（1→4）[Glc
（1 → 2）]Ara- 和 Gal（1 → 6）Glc-。通过与文献
报道对照 [16]，确定化合物 5 的结构为 3-O-β-D- 吡
喃葡萄糖 -（1→2）-[α-L- 吡喃鼠李糖 -（1→4）]-α-
L- 吡喃阿拉伯糖 - 齐墩果酸 -28-O-β-D- 吡喃半乳
糖 -（1 → 6）-β-D- 吡喃葡萄糖苷，即已知化合物
arboreaside D，两者波谱数据一致。化合物 5 为
首次从红毛七属植物中得到。

表 2　化合物 2 ～ 5 的 13C-NMR数据 (125 MHz，2 ～ 4 in C5D5N，5 in C5D5N-D2O ＝ 3∶1) 
Tab 2　13C-NMR data of compounds 2 ～ 5 (125 MHz，2 ～ 4 in C5D5N，5 in C5D5N-D2O ＝ 3∶1)

编号 化合物 2 化合物 3 化合物 4 化合物 5 编号 化合物 2 化合物 3 化合物 4 化合物 5

1 39.4 39.0 39.6 38.5 Ara Ara Ara Ara

2 26.7 26.2 27.3 26.2 1 107.2 106.8 105.9 104.6

3 82.4 82.1 89.7 88.7 2 73.7 73.2 82.3 80.6

4 44.0 43.6 40.4 39.6 3 75.3 74.8 74.4 72.5

5 48.1 47.7 56.3 55.6 4 70.2 69.8 69.5 78.4

6 18.7 18.3 18.8 18.3 5 67.6 67.1 66.2 64.8

7 33.1 32.6 33.8 32.9 GlcⅠ GlcⅠ GlcⅠ GlcⅠ

8 40.5 40.1 41.3 39.3 1 96.3 95.7 95.8 95.4

9 48.7 48.3 49.2 47.8 2 74.7 74.1 73.6 73.2

10 37.5 37.1 38.6 36.7 3 79.9 78.4 78.8 76.8

11 24.4 24.0 24.7 23.6 4 71.6  70.4 70.6 70.5
12 123.5 123.0 123.6 122.6 5 79.5 78.1 78.1 77.5
13 144.7 144.3 144.7 143.9 6 62.7 69.3 69.3 68.9
14 42.7 42.3 43.4 41.9 Glc Ⅱ Glc Ⅱ Gal
15 28.8 28.4 29.2 28.0 1 105.0 104.8 104.5
16 23.9 23.4 24.4 23.1 2 75.4 75.4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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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化合物 2 化合物 3 化合物 4 化合物 5 编号 化合物 2 化合物 3 化合物 4 化合物 5
17 47.5 47.1 48.1 46.8 3 76.6 76.6 76.1
18 42.3 41.8 42.6 41.4 4 78.8 78.7 68.1
19 46.7 46.3 47.5 46.0 5 77.3 77.4 76.2
20 31.3 30.9 31.6 30.5 6 61.4 61.5 62.3
21 34.5 34.1 35.2 33.8 Rha Rha Rha
22 33.4 32.9 33.2 32.3 1 102.9 103.6 102.4
23 65.0 64.6 29.4 28.0 2 72.7 72.4 71.3
24 14.2 13.7 17.7 16.5 3 72.9 72.6 72.3
25 16.7 16.3 16.6 15.4 4 74.0 73.8 73.6
26 18.1 17.7 18.4 17.3 5 71.0 71.2 70.1
27 26.6 26.2 27.3 25.9 6 18.6 18.9 18.3
28 177.0 176.7 177.2 176.3 Glc Ⅲ Glc Ⅲ
29 33.7 33.2 34.4 32.9 1 107.2 105.6
30 24.2 23.8 24.7 23.5 2 77.3 75.1

3 79.2 77.7
4 72.5 70.6
5 79.1 78.0
6 63.4 61.0

续表 2

4　结果与讨论

　　类叶牡丹在全国分布较为广泛，其中，陕产
红毛七作为重要的陕西七药（太白七药）之一，
在陕西民间应用甚广，但有关其皂苷成分的报
道并不多（进行皂苷成分研究的药材多来自黑龙
江）。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陕产红毛七总皂
苷有良好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为了从中
发现抗肿瘤活性化合物，本研究对其皂苷类成分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离鉴定，共报道 5 个皂苷成
分，包括 4 个已知化合物（其中 1 个为首次从红
毛七属植物中发现）和 1 个新化合物。新化合物
为羽扇豆烷型三萜皂苷，而目前从红毛七中发现
的 50 余个三萜皂苷其苷元均为齐墩果烷型，这
是否可证明不同产地的红毛七存在成分的差异，
值得进一步探讨。在研究中发现，陕产红毛七含
有种类丰富的皂苷成分，可能还存在一些新化合
物，将进一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化学和药理活性
研究，为其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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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膝和白芍配伍对帕金森病肝阳上亢证小鼠的 
协同神经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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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牛膝和白芍配伍对帕金森病（PD）肝阳上亢证小鼠的协同神经保护作用及
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镇肝熄风汤组、牛膝组、白
芍组、牛膝和白芍配伍组，采用附子汤灌胃联合腹腔注射 MPTP 法制备 PD 肝阳上亢证小鼠
模型。通过激惹实验、旷场实验及转棒实验观察小鼠行为学改变；免疫组化方法测定 TH 阳
性表达水平；硫代巴比妥酸法、羟胺法、微量酶标法分别检测脑组织氧化应激指标谷胱甘肽
（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水平；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脑组织氧化应
激相关蛋白核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2（Nrf2）、血红素氧合酶 1（HO-1）的表达。结果　与模
型组相比，牛膝组、白芍组、牛膝和白芍配伍组均可明显改善小鼠激惹程度，增加旷场活动
总距离，延长转棒掉落潜伏期，增加 TH 阳性表达率；牛膝组及配伍组可明显提高小鼠脑组织
SOD 及 GSH 水平，降低 MDA 含量，激活 Nrf2 核转位并上调 HO-1 蛋白的表达，对氧化应激
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白芍组对改善氧化应激作用不明显；与单独用药组相比，配伍组治疗效
果最为显著。结论　牛膝和白芍配伍可能通过牛膝激活 Nrf2/HO-1 信号通路抑制氧化应激，对
PD 肝阳上亢证小鼠发挥协同增效的神经保护作用。
关健词：帕金森病；肝阳上亢证；牛膝；白芍；氧化应激；核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2；血红素
氧合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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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compatibility of 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 and Paeoniae radix alba on Parkinson disease mice with 

the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and related mechanism 

ZHANG Jing-yan1, 2, GUO Ke-dong2, JIN Ming2, RONG Hua2, ZHANG Xiao-jie1, 3* (1.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Colle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erbin  150000; 
2. Institute of Pathology, Qiqihaer Medical College, Qiqihaer  Heilongjiang  161000; 3. Heilongjiang 
Nursing College, Haerbin  1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synergistic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 (ABR) and Paeoniae radix alba (PRA) on Parkinson disease (PD) mice 
with the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a control group, a model group, a Zhengan Xifeng 
decoction group, an ABR group, a PRA group and an ABR ＋ PRA group. The mice were given 
Fuzi decoction intragastrically and MPTP intraperitioneally to establish the PD mice models with 
the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The behavioral changes of the mice were determined 
with irritable test, open field experiment and rotating-stick experiment. Then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tyrosine hydroxylase (TH)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Thiobarbituric acid, hydroxylamine and microenzyme labeling methods we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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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是中老年
人群常见的椎体外系神经退行性疾病，以静止性
震颤、姿势异常、行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严
重者会造成情绪、记忆及认知功能障碍。中脑黑
质致密部大量多巴胺（dopamine，DA）能神经元
进行性丢失及路易小体异常聚集为其典型的病理
表现 [1]。PD 患者脑组织抗氧化酶活性显著减少，
脂质过氧化水平异常增加 [2]，而活性氧形成过量
和 DA 能神经元功能障碍及死亡密切相关 [3]。目
前，寻找具有抗氧化能力及神经保护作用的药物
已经成为 PD 治疗的重要方向 [4]。
　　镇肝熄风汤为《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经典方
剂，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在肝阳上亢型 PD
的治疗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疗效 [5-6]。然而大复方
由于成分众多，药味间作用关系复杂，药物配伍
在复方中的真实作用难以准确反映。牛膝与白芍
是镇肝熄风汤的核心药对，是治疗 PD 方剂中出
现频率较高的药对，课题组前期体外实验已经证
实，牛膝与白芍有效组分配伍对 DA 能神经元具
有协同增效的神经保护作用 [7]，但其配伍的体内
实验及抗 PD 的具体机制鲜有研究。本研究采用
中医特色明显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通过行为学
实验、生化检测及分子生物学等方面探讨牛膝和
白芍配伍对 PD 肝阳上亢证小鼠氧化应激反应的
调节机制，为临床中药复方的二次开发及应用提
供实验基础。
1　材料

1.1　动物

　　SPF 级 8 周龄健康 C57BL/6 雄性小鼠 90 只，

体质量（20±2）g [ 辽宁长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动物许可证号：SCXK（辽）2020-0001]。饲
养条件：室温 25℃，湿度 40% ～ 50%。
1.2　试药与仪器

　　附子（湖北金贵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批号：
D4120201）；牛膝、白芍（北京同仁堂有限公司，
批号：801000130、801001062），分别取附子、牛
膝、白芍及牛膝白芍配伍组 4 组饮片按传统煎药
法制成含附子、牛膝、白芍及牛膝白芍配伍组（生
药量分别为 0.2、0.33、0.17、0.5 g·mL － 1）水煎
液。镇肝熄风汤（齐齐哈尔医药商厦，相当于生
药量为 1.67 g·mL － 1，经齐齐哈尔医学院药物
研究所鉴定专家进行鉴定）；1- 甲基 -4 苯基 -1，
2，3，6- 四氢吡啶（MPTP，美国 Sigma 公司，批
号：M0896）；兔抗鼠酪氨酸羟化酶（TH，批号：
58844S）、Lamin B 抗体（批号：13435S）（CST 公
司）；兔抗鼠核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2（Nrf2）、血
红素氧合酶 1（HO-1）抗体（Abcam 公司，批号：
ab137550、ab189491）；谷胱甘肽（GSH）、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试剂盒（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批号分别为：A003-4-1、
A001-3-2、A006-1-1）。全自动凝胶成像仪（美国
Bio-Rad 公司）；SA102 转棒式动物疲劳测试仪（江
苏赛昂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模型建立与给药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镇肝熄风汤
组、牛膝组、白芍组及牛膝白芍配伍组，每组 15
只。除对照组外，各组给予附子汤（3 g·kg－ 1）灌

respectively to detect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glutathione (GSH),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malondialdehyda (MDA) in the brain tissue.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oxidative 
stress-related proteins nuclear factor NF-E2 ralated factor 2 (Nrf2) and heme oxygenase 1 (HO-1). 
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irritable degree of mice was reduced, the total distance 
in the open field experiment was increased, the drop latency was prolonged 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TH was improved in the ABR group, the PRA group and the ABR ＋ PRA group. In the ABR 
group and ABR ＋ PRA group, the levels of SOD and GSH were enhanced, the content of MDA were 
reduced, the nuclear transfer of Nrf2 were activated and expression of HO-1 were up-regulated, and 
oxidative stress were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PRA group had no obvious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medication group, the ABR ＋ PRA group showed the most remarkable effect of 
treatment.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ABR and PRA exerts synergistic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PD mice with the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whos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by ABR to inhibit the oxidative stress. 
Key words: Parkinson disease;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 
Paeoniae radix alba; oxidative stress; nuclear factor NF-E2 related factor 2; heme oxygen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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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4 周制备肝阳上亢证动物模型 [5]。附子灌胃结
束后，牛膝、白芍及牛膝白芍配伍组分别按 4.5、
2.3、6.8 g·kg－ 1 灌胃给予相应药物水煎液，镇肝
熄风汤组给予镇肝熄风汤（25 g·kg－ 1），1 次·d－ 1，
连续灌胃给药 14 d。于给药第 10 日开始，灌胃给
药前 1 h，模型组及各给药组小鼠连续 5 d 腹腔注
射 MPTP（30 mg·kg－ 1）制备 PD 肝阳上亢病症
结合小鼠模型 [8]。造模结束后以小鼠出现易激惹、
竖毛、弓背、震颤、抽搐等症状即视为模型建立
成功 [9]。本次模型制备全部成功。
2.2　小鼠易激惹程度的评定

　　易激惹程度分为 3 级：Ⅰ级为小鼠头颈部被捉
持时立即表现出尖叫、惊跳等症状；Ⅱ级为小鼠头
颈部被捉持时表现出攻击行为；Ⅲ级为小鼠尾部被
提起时即表现出尖叫、惊跳或攻击行为。Ⅰ～Ⅲ级
均不出现者为 0 级，实验结束前测量 1 次 [10]。
2.3　行为学检测

2.3.1　旷场实验　实验前适应环境 1 h。实验时
将小鼠放于旷场箱（50 cm×50 cm）中央，采用
旷场实验分析系统记录小鼠运动总路程，测试时
间为 5 min[11]。
2.3.2　转棒实验　实验前对小鼠进行预先训练，
转速 30 r·min－ 1，训练时间为 3 min，连续训
练 2 d。实验时以 0.12 r·min－ 1 的加速度从 4 
r·min－ 1 开始恒定加速，最大转速为 40 r·min－ 1，
记录小鼠在 5 min 内，在转棒上停留的时间，即
转棒掉落潜伏期 [12]。
2.4　免疫组化法分析 TH 阳性神经元平均光密度

　　黑质区取材进行石蜡包埋切片，脱蜡，抗原
修复，3%H2O2 封闭。PBS 漂洗后滴加兔抗 TH
多克隆抗体（1∶200），室温孵育。PBS 漂洗后滴
加羊抗兔二抗孵育 1 h。DAB 工作液显色，苏木
素复染，PBS 充分冲洗返蓝并封片。在显微镜下
观察黑质中 TH 表达阳性的神经元并拍片，根据
Image-Pro Plus 6.0 软件计算各组平均光密度。
2.5　氧化应激指标测定

　　于冰上取适量小鼠脑黑质，加入 9 倍预冷的生
理盐水制备 10% 组织匀浆，离心（2500 r·min－ 1，
15 min）后取上清液，按照试剂盒说明采用生物化
学法测定 GSH 与 MDA 的表达水平及 SOD 的活性。
2.6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

　　冰上取脑组织剪碎，加入蛋白酶抑制剂及裂解
液震荡混匀，以 12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
上清液即为所提蛋白溶液。另取脑黑质按照核蛋白
抽提试剂盒说明书抽提核蛋白，均采用 BCA 法进

行蛋白定量。SDS 凝胶电泳分离蛋白，转膜、封闭。
分别加入一抗 Nrf2（1∶1000）、HO-1（1∶1000）、
β-actin（1∶500）及 Lamin B（1∶1000），于 4℃孵
育过夜，二抗（1∶6000）孵育，TBST 缓冲液洗膜。
ECL 化学发光法显影后，采用 AlphaEase FC 图像
分析软件对免疫印迹条带进行分析。
2.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方法，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牛膝白芍配伍对小鼠易激惹程度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易激惹程度明显
增加；与模型组相比，镇肝熄风汤组、牛膝组、
白芍组及配伍组均可不同程度改善小鼠的易激惹
程度（见表 1）。

表 1　各组小鼠易激惹程度的比较 (n ＝ 15) 
Tab 1　Irritation degree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 (n ＝ 15)

组别
剂量 /

（g·kg － 1）

易激惹程度

0 Ⅰ Ⅱ Ⅲ

对照组 － 12 3 0 0

模型组 －   0 2 7 6##

镇肝熄风汤组 25   3 6 5 1*

牛膝组 4.5   3 7 3 2*

白芍组 2.3   4 5 5 1*

牛膝白芍配伍组 6.8   4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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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

3.2　牛膝白芍配伍对小鼠行为学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旷场运动总距离
明显减少、转棒掉落潜伏期明显缩短；与模型组
相比，各给药组均可不同程度增加小鼠旷场运动
总距离、延长转棒掉落潜伏期；配伍组作用明显
优于牛膝和白芍单独用药组；配伍组与镇肝熄风
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1 及图 2）。
3.3　牛膝白芍配伍对小鼠神经细胞 TH 阳性表达

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黑质 TH 阳性表达明
显减少；与模型组相比，各给药组可不同程度增
加 TH 阳性表达水平；与牛膝、白芍单独用药组相
比，配伍组 TH 阳性表达增加更为明显；配伍组与
镇肝熄风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3）。
3.4　牛膝白芍配伍对小鼠脑组织氧化应激指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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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组小鼠黑质神经细胞 TH 阳性表达的比较（x±s，n ＝ 5）
Fig 3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H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x±s，n ＝ 5）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P ＜ 0.01；与牛膝白芍配伍组比较，△ 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ABR ＋ PRA group，△ P ＜ 0.05.

图 1　各组小鼠旷场实验运动轨迹

Fig 1　Movement trajectory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 in the open field experiment

图 2　各组小鼠行为学比较（x±s，n ＝ 15）
Fig 2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mice in each group（x±s，n ＝ 15）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P ＜ 0.01；与牛膝白芍配伍组比较，△ 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ABR ＋ PRA group，△ P ＜ 0.05.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脑黑质抗氧化
物质 SOD 活性、GSH 水平明显降低，氧化物质
MDA 水平明显增高；与模型组相比，镇肝熄风
汤组、牛膝组及配伍组可不同程度逆转 SOD 活
性、GSH 及 MDA 的水平，而白芍组对改善氧化
应激作用不明显；配伍组改善氧化应激效应明显
优于牛膝、白芍单独用药组；配伍组与镇肝熄风
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4）。
3.5　牛膝白芍配伍对小鼠脑组织 Nrf2、HO-1 蛋

白表达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黑质核 Nrf2 蛋白、
浆 HO-1 蛋白表达水平未见明显差异；与模型组
相比，镇肝熄风汤组、牛膝组及配伍组核 Nrf2、
浆 HO-1 蛋白表达量均明显增加，而白芍组蛋白
表达虽有增加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配伍

组蛋白表达明显优于牛膝、白芍单独用药组；配
伍组与镇肝熄风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图 5）。
4　讨论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逐年加重，PD 的
发病率日益增加，如何对该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已
成为医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13]。西医治疗 PD 不
良反应明显，长期持续治疗药效减退，且不能阻
止病情的进展 [14]。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是 PD 的
核心中医病机，临床研究报道了镇肝熄风汤对 PD
肝阳上亢证的防治，疗效确切 [15]。然而中药大复
方药味繁多，药对的具体作用难以在方剂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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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确定。牛膝白芍是镇肝熄风汤的核心配伍药对，
牛膝补益肝肾、引火下行，具有明显的抗氧化、
调节免疫作用 [16-17]；白芍养血濡筋、缓急止痉，
具有神经保护、镇痛抗炎作用 [18]。前期体外实验
表明，牛膝和白芍的主要有效成分能抑制鱼腾酮
诱导的 PC12 细胞凋亡，有效成分配伍后作用增
强 [7]。基于“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念，本
课题组提取镇肝熄风汤的君药牛膝和臣药白芍为
核心配伍药对，探讨两者配伍对 DA 能神经元是
否具有协同神经保护作用及具体作用机制。
　　附子辛燥大热，久服耗伤阴血，附子灌胃可
制备肝阳上亢证动物模型，使动物出现烦躁、易

怒（易激惹）症状 [5，10]；MPTP 是啮齿及灵长类
PD 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外源性神经毒素，可选择
性损伤 DA 能神经元并诱导 PD 的发生发展 [19]。
研究表明，由 MPTP 复制的 PD 模型小鼠的运动
功能明显异常且 DA 能神经元数量显著减少 [20]。
TH 是催化 DA、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合成的限
速酶 [21]，常用于验证 PD 模型是否构建成功，细
胞表达 TH 是判断 DA 能神经元数目的黄金标
准 [22]。本实验结果表明，以附子灌胃联合腹腔注
射 MPTP 制备的 PD 肝阳上亢证小鼠模型，其激
惹程度明显增加，旷场运动总距离明显减少，转
棒掉落潜伏期明显缩短，TH 阳性表达减少，人
类肝阳上亢型 PD 的行为特征及病理特点在本实
验小鼠模型中得到了较好的模拟。本研究发现，
各给药组可不同程度降低小鼠激惹程度，增加旷
场运动总距离，延长转棒掉落潜伏期，减少 TH
阳性神经元的丢失，说明牛膝、白芍及两者配伍
均可有效改善小鼠肝阳上亢症状及运动功能障
碍，减少 DA 能神经元损伤，并且配伍组比单独
用药组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PD 的发生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 [22]，研究表
明神经毒素 MPTP 会使神经元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而诱发氧化应激 [23]。氧自由基使神经元膜结构被
氧化，产生大量 MDA，使得 DA 能神经元变性
及缺失 [24]，因此 MDA 可间接反映组织氧化损伤
的水平 [25]。为应对过度氧化，机体在氧化应激
刺激下产生抗氧化物 SOD 及 GSH。SOD 可抑制
氧自由基生成 [23]，GSH 对氧化应激产物进行还
原 [27]，SOD 及 GSH 水平体现机体对抗氧化损伤
的能力 [28]。为检测小鼠脑内氧化应激的损伤程
度，本课题组检测了氧化与抗氧化反应的标志物。
结果发现，模型组小鼠黑质 MDA 含量明显增高，
SOD 及 GSH 水平明显降低，说明模型组小鼠脑

图 4　各组小鼠脑组织氧化应激指标的比较（x±s，n ＝ 6）
Fig 4　Oxidative stress index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x±s，n ＝ 6）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与牛膝白芍配伍组比较，△ 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ABR ＋

PRA group，△ P ＜ 0.05，△△ P ＜ 0.01.

图 5　小鼠脑组织 Nrf2、HO-1 蛋白表达比较（x±s，n ＝ 5）
Fig 5　Nrf2 and HO-1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brain tissue of mice
（x±s，n ＝ 5）

注：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与牛膝白芍配伍

组比较，△ 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ABR ＋ PRA group，△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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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氧化应激损伤明显。而经药物治疗后，牛膝组
及配伍组小鼠脑内氧化应激反应出现不同程度的
改善，且配伍组改善氧化应激的效果较优。
　　Nrf2 是诱导机体产生抗氧化酶以对抗氧化应
激的重要因子 [29]。在细胞发生氧化应激或受内源
性、外源性反应性物质如 H2O2、超氧化物攻击时，
生理条件下位于细胞质中非活性状态的 Nrf2 蛋白
被激活，与其结合蛋白发生解离，转位至细胞核，
诱导 SOD、GSH 的表达，减少脂质过氧化物 MDA
生成，并启动下游抗氧化酶 HO-1 的转录 [30-31]。研
究发现，HO-1 能保护器官免受氧化应激 [32]，其
表达减少与 PD 等年龄依赖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有
关 [33]。本研究表明，牛膝组及配伍组均可促进神
经细胞 Nrf2 的核内表达并诱导其下游产物 HO-1
转录增加，改善脑内的氧化应激状态，其中配伍组
效应最强，其作用与镇肝熄风汤相当，而白芍组对
PD 肝阳上亢证小鼠虽有抗氧化趋势，但作用不明
显。本实验结果说明，牛膝与白芍虽对 PD 肝阳上
亢证小鼠均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但两者在抗氧化及
相关靶通路发挥的作用仍存在差异，白芍在两者配
伍中发挥的作用将另文报道，牛膝白芍配伍发挥抗
氧化作用的机制与牛膝的抗氧化功能相关，两药配
伍后发挥协同增效的神经保护作用。
　　综上，牛膝白芍配伍可有效改善 PD 肝阳上
亢证小鼠的易激惹程度及行为障碍，保护 DA 能
神经元，两药配伍具有协同作用，其机制可能
是通过牛膝激活 Nrf2/HO-1 信号转导通路发挥抗
氧化作用。本实验证明牛膝白芍两药配伍在治
疗 PD 肝阳上亢证方面存在相使作用，虽然其治
疗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本实验为中药配伍
“相使增效”的科学理论及中药大复方的二次优
化升级提供了更多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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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改善小鼠生殖功能研究

黄芷棋，宁一博，贺润铖，孙建宁，董世芬*（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中药药理系，北京　102488）

摘要：目的　研究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雄性小鼠生殖功能的改善作用。方法　将 48 只 2 月

龄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低剂量组（YS 0.25 g·kg－ 1 ＋ FS 0.25 
g·kg－ 1 组）、高剂量组（YS 0.5 g·kg－ 1 ＋ FS 0.5 g·kg－ 1 组），五子衍宗丸 1 g·kg－ 1 组（简称

阳性药组）。高、低剂量组每日上午灌胃对应剂量的益肾强身丸溶液，下午灌胃对应剂量的防衰益

寿丸溶液；对照组及阳性药组每日上午灌胃相应的饮用水和五子衍宗丸，连续 30 d。记录小鼠 7、
14、21、28 d 跨骑次数、相关脏器指数、精子数目和活性、血清睾酮、海绵体组织 NO 和 cGMP
水平。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低剂量组可提高小鼠性行为次数（P ＜ 0.01），低、高剂量组均可增

加精子数目、提高精子活率及活力且降低精子畸形率（P ＜ 0.01，P ＜ 0.001）；高剂量组可提高海

绵体 cGMP 水平（P ＜ 0.001）；低、高剂量组均对性器官指数没有影响。结论　益肾强身丸和防

衰益寿丸可改善雄性小鼠的生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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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老是随年龄增加，机体各组织、器官缓慢
出现、普遍发生的退行性变化过程 [1-2]。性功能障
碍如睾丸功能退行性病变、生精能力减弱、睾酮
水平降低等会随着衰老逐渐出现 [3]，主要表现为
性欲低下和勃起功能障碍。因此，改善生殖健康
成为研究抗衰老的重要问题之一。
　　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是施今墨先生抗衰
老名方，以“药对”形式配合早晚服用，早服益
肾强身丸，晚服防衰益寿丸。益肾强身丸，有益
肾填精、补气养血之功效，可用于肾精不足、气
血两虚、胸闷气短、失眠健忘、腰腿酸软、全身
乏力、脑力减退等。防衰益寿丸，有滋阴助阳、
培元固本之功效，用于脏腑机能失调、气血阴阳
俱损、面色无华、心悸怔仲、神疲乏力、胃寒肢
冷、健忘失眠、五心烦热、食欲不振、便溏或便
秘、月经不调、小便颇数或夜尿多等。
　　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临床广泛用于衰老
相关疾病的防治以及亚健康状态的早期干预 [4]，

但是有关其干预生殖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的深入研
究较少。本文考察了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
生殖功能的改善作用。
1　材料

1.1　动物

　　2 月龄雄性 SPF 级 C57BL/6J 小鼠 48 只，体
质量（22±3）g [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
公司，许可证编号：SYXK（京）2020-0033]。2
月龄雌性 SPF 级 C57BL/6J 小鼠 48 只，体质量
（20±3）g [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
SCXK（京）2016-0006]。所有小鼠饲养于北京中
医药大学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 [SYXK（京）2016-
0038]，均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与实验动物伦
理委员会审批 [BUCM-4-2020101601-4159]，室温
（25±2）℃、45% 相对湿度，12 h/12 h 光暗周期，
饲养期间小鼠自由进食及饮水。
1.2　试药

　　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粉末 [ 北京同仁堂

Ameliorative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the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mice

HUANG Zhi-qi, NING Yi-bo, HE Run-cheng, SUN Jian-ning, DONG Shi-fen*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the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male mice. Methods  Totally 48 two-month-old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including a control group, a YS 0.25 g·kg － 1 ＋ FS 0.25 
g·kg － 1 group (the low dose group), a YS 0.5 g·kg － 1 ＋ FS 0.5 g·kg － 1 group (the high dose 
group) and a WZYZ 1 g·kg － 1 group (positive group). Both the low and the high dose groups 
were given Yishen Qiangshen pills intragastrically in the morning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in 
the afternoo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ositive group were given constant volume of water or 
Wuzi Yanzong pills intragastrically in the morning for 30 days consecutively.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rcourses within 20 min was recorded on day 7, 14, 21 and 28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related 
organ indexes were also measured, and the number and viabilities of sperms in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testosterone and the level of NO and 
cGMP in corpus cavernosum tissue were measured. 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rcourses was increased within 20 min (P ＜ 0.01) in the low dose group. The 
number and viabilities of sperm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rate of sperm malformation 
decreased (P ＜ 0.01, P ＜ 0.001) in the low and the high dose groups. The level of cGMP in the 
corpus cavernosum tissue was increased in the high dose group (P ＜ 0.001). In addition, both the 
low and high dose had no effect on the sexual organ indexes. Conclusion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could improve the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male mice. 
Key words: Yishen Qiangshen pill; Fangshuai Yishou pill; male mice; reproduc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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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唐山）有限公司，批号：17030066、
16030061]。五子衍宗丸 [5]（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
公司同仁堂制药厂，批号：19035100），其成分
为枸杞子、菟丝子（炒）、覆盆子、五味子（蒸）、
盐车前子，辅料为赋形剂蜂蜜。苯甲酸雌二醇注
射液（江西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规格：2 mL/4 
mg，批号：200507），将原液用玉米油稀释 20 倍
即 0.1 mg·kg － 1 待用。睾酮酶联免疫试剂盒（批
号：20201028）、一氧化氮（NO）测试剂盒（批号：
20201105）、环磷酸鸟苷（cGMP）酶联免疫试剂
盒（批号：20201015）（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
1.3　仪器

　　高速冷冻离心机（5810R，德国 Eppendorf 公
司）；酶标仪（Epoch，美国 BioTeK 仪器公司）；空
气浴震荡器（HZQ-C，哈尔滨市东明医疗仪器厂）；
组织匀浆机（Bead Ruptor 24，美国 OMNI 公司）；
小动物行为观察记录分析系统（Noldus，荷兰）。
2　方法

2.1　分组与给药

　　2 月龄 SPF 级雄性 C57BL/6J 小鼠 48 只，随
机分为正常组，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低剂量
组（YS 0.25 g·kg－1 ＋ FS 0.25 g·kg－1 组）、高
剂量组（YS 0.5 g·kg－1 ＋ FS 0.5 g·kg－1 组）及
五子衍宗丸 1 g·kg－1 组（简称阳性药组）。按照
0.2 mL/10 g 容积灌胃给药，低、高剂量组每日灌
胃给药 2 次，早服益肾强身丸，晚服防衰益寿丸；
正常组及阳性药组每日灌胃给药 1 次，正常组给
予相应体积的去离子水。连续干预 30 d。2 月龄
SPF 级雌性 C57BL/6J 小鼠 48 只，随机平分为 8
笼，每笼 6 只。待检测雄性小鼠性行为时，称重
小鼠并记录体质量。交配前 2 d，按照 0.1 mL/10 
g 给药容积皮下注射雌二醇注射液以刺激雌鼠发
情，给药量为 1 mg·kg－ 1。
2.2　小鼠性行为（跨骑次数）检测方法

　　分别于第 7、14、21、28 日对小鼠进行交配
实验。交配前 2 d，雌性小鼠每日 1 mg·kg－ 1 皮
下注射雌二醇注射液刺激雌鼠发情。交配于 18：
30 ～ 23：00 进行，观察时保持室内安静，减少灯
光照明，调至昏暗，足以观察交配行为即可，并采
集交配行为录像。具体操作为：取雄性小鼠 1 只置
于30 cm×50 cm×20 cm 的观察盒内，适应5 min 后，
放入发情雌性小鼠 3 只，记录 20 min 内骑跨次数
（mount frequency，MF）：观察时间内爬高总次数，
有无插入均计数并统计小鼠交配行为的相关数据。
2.3　体质量记录和相关脏器指数计算

　　30 d 给药结束后，禁食 12 h，称取小鼠体质
量。眼球取血约 1 mL，3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取血后，解剖取左右侧睾丸、
左右侧附睾、提肛肌、包皮腺称重，并计算相
关脏器指数。脏器指数（mg·g－ 1）＝脏器质量
（mg）／小鼠体质量（g）。
2.4　精子数目和活性检测 [6]

　　将称量好的小鼠左侧附睾，置于含有 1 mL 
M199 培养液的微型离心管中，剪碎附睾于 37℃
水浴箱中孵育 30 min，使精子充分游出来。用 70 
μm 滤膜滤过得上清液，然后用血球计数板提前
置于 37℃温箱中预热，吸取微型离心管中混悬
液 10 μL 加于血球计数板的计数池中，用 100 倍
电子显微镜数精子数量；用 200 倍电子显微镜观
察精子活力 [ 精子活力＝（Ⅰ＋Ⅱ）／（Ⅰ＋Ⅱ＋

Ⅲ＋Ⅳ）×100% 和精子活率＝（Ⅰ＋Ⅱ＋Ⅲ）／
（Ⅰ＋Ⅱ＋Ⅲ＋Ⅳ）×100%（Ⅰ表示快速、直线
地向前运动的精子数目；Ⅱ表示慢速、迟钝地直
线或非直线向前运动的精子数目；Ⅲ表示不向前
运动的精子数目；Ⅳ表示不活动的精子数目）]；
用 400 倍电子显微镜观察精子畸形率。
2.5　血清睾酮、海绵体组织 NO 和 cGMP 水平检测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步骤检测血清睾酮、海绵
体组织 NO 和 cGMP 水平。
2.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
以平均值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一步采
用 LSD 法进行两两比较。以 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性行为（跨

骑次数）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给药第 3 周后，阳性药组及
低剂量组可明显增加小鼠跨骑次数（P ＜ 0.01），
表明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低剂量组可能对小
鼠的性行为有提高作用（见图 1）。
3.2　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的性器官指

数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阳性药组能明显提高附
睾（双侧）指数以及包皮腺指数（P ＜ 0.001，
P ＜ 0.05）；低、高剂量组的睾丸（双侧）、附睾
（双侧）、提肛肌、包皮腺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表明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
小鼠的性器官无影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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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益肾强肾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性器官指数的影响 (x±s) 
Tab 1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sex organ index of mice (x±s)

组别 例数
性器官指数 /（mg·g － 1）

睾丸（双侧） 附睾（双侧） 提肛肌 包皮腺

对照组     9 8.01±1.37 2.90±0.38 2.88±0.31 2.18±0.49

低剂量组   11 8.32±0.83 3.07±0.31 2.79±0.39 2.79±0.65

高剂量组   10 7.53±1.05 2.98±0.36 2.85±0.34 2.90±0.98

阳性药组   10 8.21±0.61 3.45±0.35*** 3.17±0.54 3.26±1.58*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01。

3.3　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精子数目和

活性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阳性药组、低、高剂量组均
能明显增加小鼠精子数目、提高精子活率和精子
活力（P ＜ 0.01，P ＜ 0.001），并明显降低小鼠精
子畸形率（P ＜ 0.05，P ＜ 0.01），表明益肾强身
丸和防衰益寿丸能提高小鼠的精子质量（见图 2）。
3.4　血清睾酮水平检测

　　与对照组比较，低剂量组具有升高血清睾酮
水平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3）。
3.5　海绵体组织 NO 和 cGMP 水平检测

　　与对照组比较，低剂量组具有升高海绵体组织
NO 水平的趋势（P ＞ 0.05）；阳性药组及高剂量组
海绵体 cGMP 水平显著升高（P＜0.05，P＜0.001）
（见图 4）。
4　讨论

　　中医认为肾气虚衰是衰老的关键环节之一。施
今墨的经典方药——早服益肾强身丸、晚服防衰益
寿丸属于古方大剂模式，药味偏多；施老根据衰老、
虚损之医理，采用“对药”的方式调和阴阳、补肾
益精从而达到延缓衰老之用 [4]。随着年龄增长，男
性受勃起功能障碍、前列腺增生等疾病的影响，且

图 1　益肾强肾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性行为的影响（x±s）
Fig 1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sexual behavior of mice（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

图 2　益肾强肾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精子质量的影响（x±s）
Fig 2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the sperm quality of mice（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1，***P ＜ 0.001。

随着政策的开放及人们观念的开放，较大龄夫妇的
生育需求明显增多，即生育年龄有所推延。因此，
改善生殖健康成为研究衰老进程的重要问题之一。
　　小鼠交配实验是性功能的关键评价指标 [7]，交配

性行为如骑跨、射精等的潜伏期或次数指标呈阳性，
即可提示干预药物能够一定程度地提高小鼠性功
能 [8]。本实验以小鼠 20 min 内骑跨次数为指标，结
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给药第 3 周，低剂量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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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小鼠跨骑次数，提高小鼠的性功能。性器
官指数可反映生殖器官的发育情况及损害情况 [9]，本
实验结果显示低、高剂量组对小鼠的性器官指数均
无显著性影响，表明给药后不损害小鼠的生殖器官。
　　中医认为，肾气充沛则精液充足、精子活跃；
肾气不足则精液不足、精子活力和数量下降 [10]。
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各剂量组均能明显增加小
鼠精子数目、提高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并明显降
低小鼠精子畸形率，从而提高小鼠的精子质量。
　　体内 90% 的睾酮是由睾丸间质细胞分泌，在
临床认为，血清性激素如睾酮（testosterone）的水
平与睾丸的生精功能密切相关，其可促进精子的
成熟释放以及增强男性性渴求与性欲望 [11-12]。当性

刺激时，副交感神经、非肾上腺素非胆碱能神经末
梢和血管内皮细胞在一氧化氮合成酶（nitricoxide 
synthase，NOS）的作用下，阴茎神经末梢和海绵
体内皮细胞的 NO 合成增加进而激活鸟苷酸环化
酶，促使 cGMP 水平升高，cGMP 使细胞胞质内
Ca2 ＋浓度降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进而改善性功
能 [11-12]。高剂量组小鼠的海绵体组织 cGMP 水平显
著升高，其具体调控机制尚需深入研究。
　　综上，早服益肾强身丸，晚服防衰益寿丸具有
明显提高成年小鼠性功能，改善勃起功能的作用，
包括明显增加精子数量、精子活动率，减少精子畸
形率，显著提高勃起功能相关指标 cGM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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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益肾强肾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血清睾酮的影响（x±s，n ＝

9 ～ 11）
Fig 3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the levels of testosterone in the serum（x±s，n ＝ 9 ～ 11）

图 4　益肾强肾丸和防衰益寿丸对小鼠海绵体组织 NO 及 cGMP 水

平的影响（x±s，n ＝ 9 ～ 11）
Fig 4　Effect of Yishen Qiangshen pills and Fangshuai Yishou pills on 
the levels of NO and cGMP in cavernous tissue（x±s，n ＝ 9 ～ 1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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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酸枣仁对地西泮诱导的睡眠及宿醉效应的影响

叶晓楠1，2，向甜甜1，王艳艳1，黄莉莉1，华伊1，吴传芳1，李廷利1*（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150040；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目的　研究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小鼠睡眠的协同作用及对地西泮诱导的宿醉效应的影

响。方法　以小鼠睡眠时间和入睡率为评价指标，筛选地西泮诱导小鼠睡眠的最小有效剂量；

小鼠连续 7 d 灌胃给予炒酸枣仁（80 g·kg－ 1），以小鼠睡眠持续时间、睡眠潜伏期、自主活动

及高架十字迷宫为评价指标，探讨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催眠的协同作用及对地西泮所致宿醉效

应的影响。结果　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加，地西泮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间和入睡率增加，呈现良

好的量效关系，当剂量达到 20.8 mg·kg－ 1 时，小鼠入睡率达到 100%。与地西泮组小鼠相比，

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小鼠的睡眠持续时间增加，自主活动次数、站立次数增加，在高架十字

迷宫的开放臂进入次数及闭臂进入次数明显增多。结论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诱导的睡眠具有协

同作用，对地西泮所致的宿醉效应具有拮抗作用。

关键词：炒酸枣仁；地西泮；催眠作用；宿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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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sleep and hangover induced by 
diazepam in mice

YE Xiao-nan1, 2, XIANG Tian-tian1, WANG Yan-yan1, HUANG Li-li1, HUA Yi1, WU Chuan-fang1, 
LI Ting-li1* (1.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2.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diazepam-induced 
sleep and hangover effect in mice. Methods  The sleep time and falling asleep rate were used as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minimum effective dose of diazepam. Then the mice were given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80 g·kg－ 1) via gavage for 7 consecutive days. The sleep duration, sleep latency, 
locomotion behavior test and the elevated plus maze test of mice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the hypnotic and the hangover effect induced by diazepam in 
mice. Results  As the administration dose of diazepam increased, the sleep time and falling asleep rate 
increased, showing a dose-dependance. When the dose of diazepam reached 20.8 mg·kg－ 1, the falling 
asleep rate of mice reached 100%.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diazepam group, the sleep duration of the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combining diazepam group w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utonomous 
activities and standing tim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open arm and close arm 
entri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nclusion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has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sleep induced by diazepam and an antagonistic effect on the hangover caused by diazepam. 
Key words: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diazepam; hypnotic effect; hangover effect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2003974）；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LH2019H106，No. LH2020H098）。
作者简介：叶晓楠，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生物活性及机制研究，E-mail：498479512@qq.com　* 通信作者：李廷利，男，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生物活性及机制研究，E-mail：ltlhlj@126.com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失眠的患病率也在逐
年攀升。在我国，符合失眠症诊断标准的患者

约占 15%[1]，严重失眠的患者其病程可达十年之
久 [2]。目前，药物治疗是临床上治疗失眠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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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一，一线药物以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化学
药物为主，根据化学结构和受体作用位点的不
同，镇静催眠药可分为巴比妥类、苯二氮䓬类、
非苯二氮䓬类、褪黑素受体激动剂以及一些具有
催眠效果的抗组胺药、抗抑郁药等。苯二氮䓬类
药物短期对症疗效确切，但用药后常伴有嗜睡、
头昏以及反跳性失眠等不良反应，大剂量使用可
见共济失调，长期应用还会出现认知障碍、甚至
是蓄积中毒，因此人们迫切希望有更加安全有效
的药物或是对现有药物具有增效减毒作用的药物
出现。
　　宿醉是指服用传统镇静催眠药（苯二氮䓬

类）次日出现的头晕、困倦、精神不振等现象 [3]，
系由药物半衰期长、在体内代谢缓慢所致。研究
表明，合理配伍中药可以有效降低宿醉反应 [4-5]。
酸枣仁是鼠李科植物酸枣 Zizi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a（Bunge）Hu ex H. F. Chou 的干燥成熟种
子 [6]，始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医籍初见于《伤
寒杂病论》[7]。其味甘、酸，平，归肝、胆、心
经，具有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之功。
研究发现，酸枣仁中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高达 50
多种 [8]，近些年来有关于酸枣仁改善睡眠的研究
较为深入，其中已经明确皂苷类、生物碱类和黄
酮类物质具有改善睡眠的作用 [9]，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调节细胞因子 [10]、单胺类神经递质、氨基酸
类神经递质水平有关 [11]，但是目前在中西医结合
领域关于酸枣仁是否具有协同增强传统镇静催眠
类药物的催眠作用以及是否能降低该类药物不良
反应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选择了临床常用的苯二氮䓬类长半衰期药物地西
泮来研究酸枣仁对其增效减毒作用，为丰富酸枣
仁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 级雄性 ICR 小鼠，体质量（20±2）g [ 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CXK
（黑）2013-004]。饲养在温度（24±2）℃，湿度
50% ～ 60%，12 h 明暗交替（光照时间 7：00 ～ 19：
00，光照强度 300 Lux）的环境中，适应性喂养 7 d，
期间自由摄取食物和水。
1.2　试药

　　酸枣仁 [ 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王振月教授鉴定为鼠李科植
物酸枣 Zizi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a（Bunge）
Hu ex H. F. Chou 的干燥成熟种子 ]。地西泮注射

液（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批号：1605291，规
格：10 mg/2 mL）。
1.3　仪器

　　ME204 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梅特勒 - 托利
多）；ZZ-6 型小鼠自主活动测试仪（上海益联医
学仪器发展有限公司）；小鼠高架十字迷宫（自
制。黑色木质；中央平台：5 cm×5 cm；臂长 ×

宽：30 cm×5 cm；闭臂高度：15 cm）。
2　方法

2.1　炒酸枣仁冻干粉的制备

　　参照耿欣等 [12] 优化的方法进行酸枣仁的炮
制。将炮制后的 230 g 酸枣仁粉碎，取适量粗粉
加入 8 倍量的蒸馏水，浸泡 30 min，加热至沸腾
后煎煮 80 min，16 层纱布过滤，冷冻干燥，得冻
干粉 30 g，密封保存。使用前取炒枣仁冻干粉 26 
g，加蒸馏水溶解，定容至 50 mL，即得相当于生
药量 4 g·mL － 1 的炒酸枣仁冻干粉溶液。
2.2　地西泮诱导小鼠睡眠的最小有效剂量的研究

　　选取 120 只雄性 ICR 小鼠随机分为空白组和
地西泮注射液不同剂量（5.2、10.4、15.6、20.8、
41.6 mg·kg － 1）组，每组 20 只。实验前所有动
物禁食不禁水 12 h，地西泮注射液组小鼠分别
经腹腔注射给予相应剂量的地西泮注射液，空白
组经腹腔注射给予等体积的 0.9%NaCl 溶液。注
射后开始观察并计时，以小鼠翻正反射消失为指
标，记录 30 min 内小鼠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
上的小鼠数量及小鼠睡眠时间（翻正反射消失的
持续时间），并计算入睡率，入睡率（%）＝入睡
小鼠数量 / 该组小鼠总数 ×100%。
2.3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催眠的协同作用的研究

　　选取 36 只雄性 ICR 小鼠，随机分为空白
组、地西泮组和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每组 12
只。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小鼠经灌胃途径给予
炒酸枣仁 80 g·kg－ 1[4]，空白组和地西泮组给予
同体积蒸馏水，每日 1 次，连续给药 7 d，末次
给药前禁食不禁水 12 h，末次给药后 30 min，地
西泮组和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经腹腔注射地西
泮注射液 20.8 mg·kg － 1，空白组注射等体积的
0.9%NaCl 溶液。观察记录小鼠的睡眠潜伏期和睡
眠持续时间。
2.4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宿醉效应的影响

2.4.1　小鼠自主活动实验　在翻正反射恢复 30 
min 后，将“2.3”项下的小鼠放入小鼠自主活动
测量仪，先在仪器内适应环境 5 min，记录随后 5 
min 内的小鼠站立次数和活动次数。实验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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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醋酸水溶液擦拭箱体，以消除上只动物的气味
对后续实验动物的影响。
2.4.2　小鼠高架十字迷宫实验　在完成自主活
动实验测试后 5 min，将小鼠头朝一侧开臂，放
入高架十字迷宫中央区，让小鼠自由探索迷宫 5 
min，实验结束后，用醋酸水溶液擦拭迷宫，以
消除上只动物的气味对后续实验动物的影响。通
过视频记录分析 5 min 内小鼠开放臂停留时间、
开放臂进入次数、闭臂停留时间、闭臂进入次数。
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5.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 和 Fisher 精确检验。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用 LSD 法进行
两两比较，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地西泮诱导小鼠睡眠的最小有效剂量

　　在睡眠时间上，与空白组相比，地西泮
10.4、15.6、20.8、41.6 mg·kg － 1 组小鼠的睡眠
时间明显增加（P ＜ 0.01）；在入睡率上，地西泮
5.2 mg·kg － 1 组小鼠未进入睡眠，但观察显示小
鼠活动明显减少；地西泮 10.4 mg·kg － 1 组小鼠
仅有个别动物进入睡眠；与空白组比较，地西泮
15.6、20.8 和 41.6 mg·kg － 1 组的小鼠入睡率均
增加（P ＜ 0.01），在 20.8 mg·kg － 1 小鼠入睡率
达到 100%，因此在本研究后续实验中采用 20.8 
mg·kg － 1 的地西泮诱导小鼠睡眠。实验结果见
图 1。

图 1　地西泮诱导小鼠睡眠的最小有效剂量的研究 
Fig 1　Minimum effective dose of diazepam on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 in mice

注（Note）：与空白组比较，**P ＜ 0.01（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

3.2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催眠的协同作用

　　与地西泮组小鼠相比，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
小鼠的睡眠持续时间增加（P ＜ 0.05），睡眠潜伏
期未见明显变化（P ＞ 0.05）。结果见表 1。

表 1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催眠小鼠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持续时间的影

响 (x±s，n ＝ 20) 
Tab 1　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sleep latency and 

sleep duration of mice induced by diazepam (x±s，n ＝ 20)

组别 睡眠潜伏期 /min 睡眠持续时间 /min

空白组 － －

地西泮组 2.46±1.25 67.57±18.73

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 2.37±0.67 83.17±18.68#

注（Note）：与地西泮组比较，#P ＜ 0.05（Compared with the 
diazepam group，#P ＜ 0.05）。

3.3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宿醉效应的影响

3.3.1　小鼠自主活动实验结果　与空白组相比，
地西泮组小鼠自主活动次数、站立次数均减少
（P ＜ 0.01）。与地西泮组相比，炒酸枣仁联合
地西泮组小鼠的自主活动次数、站立次数均增加
（P ＜ 0.01）。实验结果见图 2。

图 2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宿醉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locomotion activity of 
diazepam-induced hangover in mice

注（Note）：与空白组比较，**P ＜ 0.01；与地西泮组比较，
##P ＜ 0.01（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diazepam group，##P ＜ 0.01）。

3.3.2　小鼠高架十字迷宫实验结果　与空白组相
比，地西泮组与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小鼠开放
臂停留时间明显增多（P ＜ 0.01），在闭臂停留时
间及闭臂进入次数明显减少（P ＜ 0.01），与地
西泮组相比，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小鼠在开放
臂进入次数及闭臂进入次数明显增多（P ＜ 0.01，
P ＜ 0.05）。实验结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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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失眠症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心理治疗、药物
治疗和物理治疗 [13]，苯二氮䓬受体激动剂是药物
疗法的首选药物，该类药物短期应用疗效确切，
但不良反应较多。宿醉效应是地西泮最常见的不
良反应之一 [14-15]，是指患者在服药次日晨起出现
的头晕、困倦、精神不振，如同“醉酒醒来”的
现象，严重影响了患者日间的工作效率和正常生
活。研究表明，宿醉的发生主要和药物半衰期有
关，而遗传因素、年龄和性别因素、妊娠因素及
药物的协同作用因素 [16] 均可对药物在体内的清
除速率产生影响。酸枣仁为安神类中药临床应用
的首选，其用于改善睡眠从汉末便有记载 [17]。自
宋代有了酸枣仁炮制品开始，出现了酸枣仁“生
熟异治”的药效之说，宋《太平圣惠方》载“胆虚
不眠寒也，酸枣仁炒香”[18]；明《本草纲目》曰
“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19]，考证医学古籍发现
生酸枣仁与炒酸枣仁的功效存在差异，治疗“失
眠”多用炒品 [20-21]，且炮制领域一直有着“逢子必
炒”[22] 的理论，因此本文使用的是炒酸枣仁。近
代也有许多学者围绕酸枣仁开展了主要化学成分
的研究 [23]，和其对改善睡眠的作用 [24] 及作用机
制 [25-26] 进行的药理学研究，但对于酸枣仁联合地
西泮使用治疗失眠的作用如何，尚未明确。
　　本研究围绕上述问题，首先开展了地西泮诱
导小鼠睡眠的最小有效剂量的研究，剂量选择的

依据是参照地西泮治疗失眠的人用推荐剂量，根
据体表面积进行折算 [27]，求得小鼠的使用剂量为
每日 1.3 ～ 6.5 mg·kg－ 1，在预实验中，地西泮
在 2.5 mg·kg－ 1 时，小鼠未出现翻正反射消失
的现象，因此在该实验中设置 5.2 mg·kg－ 1 为初
始浓度，结果表明，当地西泮使用剂量达到 20.8 
mg·kg－ 1 时，与空白组小鼠相比，地西泮组小
鼠睡眠时间显著延长，且入睡率达到 100%，因
此后续实验均在该剂量下进行。
　　在课题组前期的炒酸枣仁改善小鼠睡眠作
用的量效关系实验中发现，炒酸枣仁在 20 ～ 80 
g·kg－ 1 的剂量范围内，其改善睡眠的作用呈现
剂量依赖关系，当剂量达到 80 g·kg－ 1 时，其
改善睡眠的作用最佳 [4]，故在本研究中，采用其
改善睡眠作用的最佳剂量作为给药剂量，探讨其
对地西泮所致的睡眠及宿醉效应的影响。本研究
发现，炒酸枣仁可以延长地西泮所致小鼠睡眠持
续时间，但是对地西泮所致睡眠的入睡潜伏期无
影响，说明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的睡眠具有协
同增效的作用。在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宿醉效
应的影响实验中，发现炒酸枣仁可使给予地西泮
的小鼠自主活动次数和站立次数增多，而在高架
十字迷宫实验，因为地西泮和炒酸枣仁均具有抗
焦虑 [28-30] 的作用，因此单独给予地西泮以及炒酸
枣仁联合地西泮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抗焦虑的作
用，炒酸枣仁联合地西泮组小鼠的开放臂进入次

图 3　炒酸枣仁对地西泮所致宿醉小鼠在高架十字迷宫行为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fried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n EPM behavior of diazepam-induced hangover in mice
注（Note）：与空白组比较，**P ＜ 0.01；与地西泮组比较，#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diazepam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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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及闭臂进入次数增多，反映了炒酸枣仁可使
给予地西泮的小鼠自主活动能力增强。
　　本研究结果显示炒酸枣仁与地西泮联合使用
可以减轻地西泮的宿醉效应，主要表现为增强小
鼠的自主活动能力，减轻对小鼠清醒后的持续抑
制状态。综上所述，炒酸枣仁对地西泮具有一定
的“增效减毒”的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影响地西
泮的体内代谢过程有关，其详细作用机制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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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毡毛忍冬苯丙氨酸解氨酶（LmPAL2）基因的 
克隆与表达分析

王珊1，2，陈勋3，龙雨青2，4，5，童巧珍2，4，5，刘湘丹2，4，5*，周日宝2，4，5*（1.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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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灰毡毛忍冬苯丙氨酸解氨酶（LmPAL2）基因进行克隆与表达分析。方法　以

灰毡毛忍冬花总 RNA 为模板，在灰毡毛忍冬转录组数据的基础上，利用 RT-PCR 与 RACE 技
术克隆 LmPAL2 基因的 cDNA 序列全长，并通过一系列软件对 LmPAL2 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

析。应用 qRT-PCR 技术测定其在灰毡毛忍冬不同花期及不同器官（茎、叶）中的相对表达量。

结果　克隆得到 LmPAL2（GenBank：MH779889）基因，开放阅读框（ORF）长度为 2124 bp，
编码 707 个氨基酸，具有苯丙氨酸解氨酶（PAL）保守结构域和活性中心，与其他植物 PAL 基

因同源性较高；qRT-PCR 结果显示，LmPAL2 基因在绿白色花蕾期的相对表达量最高；在不同

器官中，叶＞白色花蕾期花＞茎。结论　克隆得到 LmPAL2 基因，并探索其在不同器官的表达

模式，推测其可能与灰毡毛忍冬绿原酸的生物合成有关。

关键词：灰毡毛忍冬；苯丙氨酸解氨酶；基因克隆；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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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 2 gene in  
Lonicera macranthoides

WANG Shan1, 2, CHEN Xun3, LONG Yu-qing2, 4, 5, TONG Qiao-zhen2, 4, 5, LIU Xiang-dan2, 4, 5*, 
ZHOU Ri-bao2, 4, 5* (1.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5; 2. College of Pharmacy,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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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one the phenylalanine ammonia lyase (LmPAL2) gene of Lonicera 
macranthoides and analyze its expression. Methods  The total RNA served as a template to clone the 
cDNA full-length sequence of LmPAL2 gene by RT-PCR and RAC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ranscriptome 
data of Lonicera macranthoides, and the genome sequence of LmPAL2 were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at different flowering periods and in various organa (stem and leaf) was 
determined by qRT-PCR technique. Results  The LmPAL2 (GenBank: MH779889) gene was cloned, and 
the open reading frame was 2124 bp encoding 707 amino acids. It contained conserved domains and active 
sites of PAL, which was highly homologous to PALs of other plant. qRT-PCR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green and white flower periods was the highest. In different organ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in the white bud period was higher than the stem and lower than the leaf. Conclusion  P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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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毡 毛 忍 冬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
Mazz. 来源于忍冬科，收载于《中国药典》2020 年
版山银花项下，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
是临床常用中药之一。自《中国药典》2005 年版
将金银花与山银花分列后，学者们对两者开展了
多项对比研究 [1-2]，其中主要活性成分绿原酸的含
量测定结果显示，灰毡毛忍冬显著高于忍冬。大
量研究表明，绿原酸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
抗氧化和抗炎等作用 [3]，灰毡毛忍冬作为提取绿
原酸的主要原料之一，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良
好的市场应用前景。以往提高绿原酸含量的研究
多集中在提取工艺和加工炮制等方面 [4-5]。近些年，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对灰毡毛忍冬绿原
酸生物合成途径的相关基因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有学者研究发现，绿原酸的生物合成可能与苯丙
氨酸解氨酶（PAL）、肉桂酸 -4- 羟化酶（C4H）、4-
香豆酸辅酶 A 连接酶（4CL）、羟基肉桂转移 / 羟
基肉桂酰辅酶 A 奎尼酸转移酶（HCT/HQT）和香
豆酸羟化酶（C3H）等重要酶有关 [6]。目前已有
关于灰毡毛忍冬 HQT 基因 [4，7]、LmCCoAOMT 基
因 [8]、4CL 基因 [9]，以及本项目组的 PAL1 基因 [10]

和 C3H1 基因 [11] 等陆续被克隆，这些基因皆被认
为是参与调控绿原酸生物合成途径的关键基因。
绿原酸为苯丙素类物质，其合成与苯丙烷代谢密
切相关 [12]。PAL 作为苯丙烷类代谢途径的关键酶
和限速酶，对绿原酸的合成有着促进作用 [13]。

　　本研究以灰毡毛忍冬的花、茎和叶为材料，
根据项目组前期获得的灰毡毛忍冬转录组数据库
的相关序列设计引物，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和扩增技术（RACE），克隆灰毡毛忍
冬 PAL2（LmPAL2）基因，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
分析。再采用 qRT-PCR 技术测定其在不同花期和
不同部位的表达量，并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究
LmPAL2 基因在参与灰毡毛忍冬绿原酸生物合成
中的调控作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
1.1　药材
　　灰毡毛忍冬材料均采摘于湖南中医药大学药
植园，取开花进程中的 7 个花期的花 [10] 以及茎、
叶，经湖南中医药大学周日宝教授鉴定为灰毡毛
忍冬的花、茎及叶，于－ 80℃ 冰箱保存。
1.2　试药
　　Biospin 多糖多酚植物总 RNA 提取试剂盒
（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hermo 公司），Gel Extraction 
Kit、2×Taq MasterMix（Dye）和 2×Pfu Mas-
terMix（Dye）（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SY-T1 Cloning Vector、pEASY-Blunt Cloning 
Vector 和 TranStart Green qPCR SuperMix UDG（北
京全式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MARTer RACE 
5’/3’ Kit（Clontech 公司）。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序列见表 1），浓度均为
10 μmol·L － 1。

gene of Lonicera macranthoides is cloned and its expression patterns in different organs are determined, 
whos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biosynthesis of chlorogenic acid in Lonicera macranthoides.
Key words: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 gene cloning; 
expression analysis

表 1　引物序列 
Tab 1　Primer sequence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实验目的

PAL2-F CGGAC CATTT GACGC ATAAG TTG 核心片段扩增 
PAL2-R AGTTC TCCTC TAAAT GCCTC AAG
PAL2-5’ GATTACGCCAAGCTTTCCATAGACACACCAATGGGTGTCCCTT 5’-RACE 扩增

PAL2-3’ GATTACGCCAAGCTTGCCCGCAGATAGAGGTTATCCGATCATC 3’-RACE 扩增

V-PAL2-F ACTCAACAGTCCCATATATTTTTTTCTCTCT 序列全长验证

V-PAL2-R GAAGGCCAACACACTCATTATCATCAATTAC
Q-PAL2-F CAGGGCTTGCGTCTATTGTA qRT-PCR 扩增

Q-PAL2-R ACTCTGGTTTCCCTTGCATAA
18S-F CTTCGGGATCGGAGTAATGA 内参基因

18S-R GCGGAGTCCTAGAAGCAACA

2　方法
2.1　LmPAL2 基因克隆
2.1.1　总 RNA 提取和 cDNA 第一链的合成　取灰

毡毛忍冬白色花蕾期的花适量，参照多糖多酚植
物总 RNA 提取试剂盒的步骤提取总 RNA[14]，分别
于琼脂糖凝胶（1.5%）电泳和微量分光光度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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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的完整性及纯度。根据 Thermo 反转录试剂盒
说明书，将提取的 RNA 反转录合成 cDNA 第一链。
2.1.2　LmPAL2 基因核心片段扩增　从本课题组
前期获得的灰毡毛忍冬转录组测序结果中，筛选
出标注为 PAL 的序列，应用 Primer Premier 软件
设计特异性引物 PAL2-F 和 PAL2-R（见表 1），以
cDNA 第一链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PCR 反应体
系与扩增程序参考文献 [10]，其中引物为 PAL2-F
和 PAL2-R。对 PCR 扩增产物进行电泳检测，利
用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目的条带，按照 pEASY-T1 
Cloning Vector 说明书的步骤进行连接、转化、筛
选，将挑选出的白斑进行菌液 PCR，并委托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测序。
2.1.3　LmPAL2 基因 5’- 和 3’-RACE 扩增　根据
“2.1.2”项下测得的 LmPAL2 基因核心片段设计
5’- 和 3’-RACE 引物 PAL2-5’和 PAL2-3’（见表
1）。按照 RACE 试剂盒说明书分别合成 LmPAL2
基因的 5’- 和 3’-RACE-Ready cDNA，再分别
进 行 5’- 及 3’-RACE 扩 增。PCR 反 应 体 系 与
扩增程序参考文献 [10]，其中引物为 PAL2-5’和
PAL2-3’。回收 RACE 扩增产物和 T 载体克隆等
同“2.1.2”项下，所用载体为 Blunt。
2.1.4　LmPAL2 基因 cDNA 全长的获得及验证
　 采 用 Conting Express 软 件 对 5’- 和 3’- 端 序
列进行拼接，得到 LmPAL2 基因的 cDNA 序列
全长。根据序列全长设计验证引物 V-PAL2-F
和 V-PAL2-R（见 表 1）， 以“2.1.1”项 下 得 到
的 cDNA 第一链为模板进行全长验证。PCR 反
应体系与扩增程序参考文献 [10]，其中引物为
V-PAL2-F 和 V-PAL2-R。回收目的条带、克隆等
同“2.1.2”下，所用载体为 Blunt。
2.2　LmPAL2 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应用 NCBI 在线软件查找 LmPAL2 基因的
ORF，通过 ProtParam 软件在线预测其编码蛋白
的分子量、分子式、不稳定系数及等电点等；利
用 ProtScale 软件测定其蛋白亲 / 疏水性；采用
WOLF PSORT 在线预测蛋白质亚细胞定位情况；
TMHMM 分析蛋白质的跨膜结构；SignalP 4.1 
Server 预测信号肽；InterProScan 分析蛋白质结构
域；SOPMA 和 SWISS-MODEL 分别预测蛋白质
的二级和三级结构；通过 NCBI 的蛋白质序列数
据库进行 BLAST 比对，筛选出同源性较高的物
种，再利用 DNAMAN 软件进行氨基酸多重序列
比对，并用 MEGA 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
2.3　LmPAL2 基因在不同花期和不同器官的表达
　　根据 LmPAL2 基因 cDNA 全长序列，设计荧光

定量 PCR 的特异性引物 Q-PAL2-R 和 Q-PAL2-F（见
表 1）。采用“2.1.1”项下灰毡毛忍冬 7 个花期的花
及茎、叶的 RNA，定量至 100 ng·μL－ 1 后反转录
合成各自的 cDNA 第一链，以 18 S rRNA 为内参基
因，在荧光定量 PCR 仪上进行 qRT-PCR。反应体
系与扩增程序参考文献 [10]，其中引物为 Q-PAL2-R
和 Q-PAL2-F。每个样品重复 3 次，采用 2－ ΔΔCt 法
计算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LmPAL2 基因克隆
3.1.1　总 RNA 的提取　灰毡毛忍冬花总 RNA 电泳
结果见图 1，28 S 和 18 S 条带清晰可见，其中 28 S
条带亮度约为 18 S 的 2 倍，提示提取的总 RNA 完
整性良好，A260/A280 值在1.8～2.0，A260/A230 值＞2.0，
说明总 RNA 质量较好，能够满足后续实验要求。

图 1　总 RNA 电泳图

Fig 1　Electrophoresis of total RNA

3.1.2　LmPAL2 基因核心片段扩增　通过 RT-PCR
扩增得到约 700 bp 的单一条带（见图 2），经过回
收、T 载体克隆与测序，确定该核心片段序列长
为 693 bp。采用 DNAMAN 比对，与转录组测序
所得序列基本一致。

图 2　LmPAL2 基因核心片段扩增产物

Fig 2　PCR product core fragment of LmPAL2 gene

3.1.3　LmPAL2　 基 因 5’- 和 3’-RACE 扩 增 及
cDNA 全长验证 5’- 和 3’-RACE 扩增结果均提
示在 1300 bp 附近有一亮带（见图 3A 及 3B）。将
5’- 和 3’- 端测序结果与核心片段序列拼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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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LmPAL2 基因 cDNA 全长序列 2425 bp。对
其进行全长验证，在 2400 bp 左右发现一明显亮

带（见图 3C），将亮带回收、克隆并测序，结果
与拼接全长序列一致。

　　　　　　　　　　　A　　　　　　　　　　　　　　　　　　 B　　　　　　　　　　　　　　　　　　 C
图 3　LmPAL2 基因克隆凝胶电泳

Fig 3　Clone gel electrophoresis map of LmPAL2 gene
注（Note）：A. 5’-RACE 扩增产物（PCR product of 5’-RACE）；B. 3’-RACE 扩增产物（PCR product of 3’-RACE）；C. cDNA 全长扩

增产物（PCR product of cDNA full-length）。

3.2　LmPAL2 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3.2.1　蛋白理化特性　灰毡毛忍冬 PAL2 基因全
长 2425 bp，包含一个 2124 bp 的 ORF，序列编
码 707 个氨基酸（见图 4），命名为 LmPAL2，其
GenBank 登录号为：MH779889。推测其分子式为
C3402H5441N949O1038S25，相对分子质量为 77.05 kD，等
电点为 6.23，不稳定系数为 32.51，属于稳定蛋白，
亲水性平均系数为－ 0.207，预测其为亲水性蛋白。
亚细胞定位推测 LmPAL2 蛋白可能定位于叶绿体
中。蛋白跨膜结构预测该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均在膜
外，不具有跨膜区域。信号肽预测分析，LmPAL2
蛋白中无信号肽序列，推测其为非分泌蛋白。
3.2.2　蛋白结构域和二、三级结构　蛋白结构
域预测 LmPAL2 蛋白属于 PAL 家族，包含 PAL 
保守结构域，并且含有 PAL/HAL 活性中心序列
GTITASGDLVPLSYIAG。LmPAL2 蛋白的二级结
构预测，其组成以α- 螺旋和随机卷曲为主，分别
占 55.59% 和 29.56%。LmPAL2 蛋白的三级结构
预测结果见图 5。
3.2.3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对和系统进化树分
析　LmPAL2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对结果显示，
其 与 忍 冬 Lonicera japonica（AGE10590.1）、 葡
萄 Vitis vinifera（ANB59163.1）、 猕 猴 桃 Actinid-
ia deliciosa（QED11030.1）、 山 茶 花 Camellia 
japonica（AFJ80777.1）、 唐 松 草 Thalictrum thal-
ictroides（KAF5182779.1）、梨 Pyrus bretschnei-
deri（ASV49150.1）及罂粟 Papaver somniferum
（XP_026403210.1）的同源性在 84.27%～ 99.15%。
氨基酸多重序列比对结果见图 6，分析发现这些
物种均含有 GTITASGDLVPLSYIAG 酶活性中心

序列。
　　从 NCBI 中下载与 LmPAL2 同源性较高的部
分植物 PAL 基因家族氨基酸序列，应用 MEGA
软件构建 NJ 系统进化树（见图 7）。系统进化
树主要聚为三支，灰毡毛忍冬 Lonicera macran-
thoides 与忍冬 Lonicera japonica、向日葵 Helian-
thus annuus、罂粟 Papaver somniferum、猕猴桃
Actinidia deliciosa、柑橘 Citrus clementina 以及梨
Pyrus bretschneideri 聚为一支，其中与同科同属
的忍冬亲缘关系最近。
3.3　LmPAL2 基因不同花期和不同器官的表达分析
　　LmPAL2 基因在不同花期的相对表达量结果
表明，其在绿白色花蕾期表达强烈，花蕾初期、
青绿色花蕾期和金黄色花期次之，枯萎期表达量
最低（见图 8）。而 LmPAL2 基因在不同器官中的
相对表达量结果显示，叶中的表达量最高，其次
是白色花蕾期，茎中最低（见图 9）。
4　讨论
　　本研究克隆得到 PAL2 基因 cDNA序列全长，
其中 ORF为 2124 bp，编码 707 个氨基酸。与本项
目组前期获得的 PAL1 基因 ORF为 2145 bp，编码
714 个氨基酸相比 [10]，存在稍许差异，这也验证了
同一植物多基因家族中的各个基因编码长度不尽相
同 [15]。同源性比对结果显示，LmPAL2 与 LmPAL1
的相似度为 82.77%。两者均含有 PAL典型结构域
和活性中心，只是氨基酸的位点有所不同。
　　PAL 是催化苯丙烷类代谢第一步反应的限速
酶，在植物次生代谢、生长发育和防御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16]。因此，PAL 基因在许多植物中得
到广泛的研究。蓖麻 RcPAL 基因表达上调时木
质素含量显著增加，下调时则相反，表明 Rc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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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蓖麻木质素生物合成的关键基因 [17]。膜
荚黄芪中的 AmPAL2 基因的表达可能与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的积累密切相关 [18]。茉莉花 JsPAL2
基因可能与茉莉花香气物质的合成有关 [19]。水
稻 OsPALS 基因通过调节水杨酸和木质素的生物
合成和积累，提高水稻对褐飞虱的抗性 [20]。关
于 PAL 参与绿原酸生物合成的功能研究也早已开

展。大豆 PAL2 基因转化烟草后，转基因植株叶
中的 PAL 转录水平提高 5 倍，且叶中绿原酸含量
显著增加 [21]。拟南芥 AtPAL2 基因在转基因烟草
中的过表达使绿原酸的含量增加了 1 倍 [22]。忍冬
LjbZIP8在转基因烟草中过表达通过抑制 NtPAL1、
NtPAL2 和 NtPAL4 的表达，降低了新绿原酸、绿
原酸和隐绿原酸的含量，也间接说明 PAL 是绿原
酸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基因 [23]。
　　在大多数植物中，PAL 基因属于一个基因家
族，PAL 家族的每个成员表现出明显的表达模式
和活性差异 [24]。如忍冬 LJPAL1 和 LJPAL3 基因
的表达量花蕾＞叶，而 LJPAL2 则为花蕾略低于

图 4　LmPAL2 全长序列及推测的氨基酸序列

Fig 4　Full-length cDNA sequence of LmPAL2 gene and predicted 
amino acid sequence

图 5　LmPAL2 蛋白三级结构预测图

Fig 5　Prediction of tertiary structure of LmPAL2 protein

图 6　LmPAL2 与其他植物 PAL 蛋白的多序列比对分析

Fig 6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of LmPAL2 and other plant PAL 
proteins

注（Note）：框内代表酶活性中心序列（characters in the box 
represent the enzyme activ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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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25]。红腺忍冬 LHPAL1 基因的表达量花蕾＞

叶，LHPAL2 和 LHPAL3 基因的表达量则为叶＞花
蕾 [25]。华南忍冬 PAL1 基因的表达量为叶＞花蕾，
PAL2 基因花蕾略低于叶，PAL3 基因则花蕾明显
高于叶 [26]。灰毡毛忍冬 LmPAL1 基因的表达量为
白色花蕾期花＞茎＞叶 [10]，而 LmPAL2 则为叶＞

白色花蕾期花＞茎。这也提示 PAL 基因家族成员
在苯丙氨酸代谢途径的功能调控中存在差异。
　　本研究中 LmPAL2 基因在绿白色花蕾期强烈
表达，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灰毡毛忍冬不同花
期的绿原酸含量测定结果显示，从绿白色花蕾期

开始，绿原酸的含量逐渐上升，至金黄色开花期
达到峰值 [11]，初步推测 LmPAL2 表达丰度的升
高，促进了后期绿原酸的合成。后续可通过构建
植物表达载体，转入转基因植株以开展 LmPAL2
基因参与绿原酸合成的功能验证研究。
　　本研究完成了灰毡毛忍冬 LmPAL2 基因的克
隆，并比较了其在不同花期和不同器官的表达差
异，为进一步研究灰毡毛忍冬次生代谢产物绿原酸
积累的分子调控机制提供依据，为通过基因工程技
术培育出绿原酸含量更高的优良品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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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青年人肠道菌群的分布特征研究

田学梅，王慧，梁静宣，王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信息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2488）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健康青年人群分类间的差异菌，以此构建基于肠道菌群的健康青年人群

分类模型，说明不同分类的健康青年人肠道菌群的分布特征，为青年人的健康管理提供策略。

方法　将肠道菌群种层面相对丰度数据转变为定性数据，并运用聚类算法将受试人群分成不

同类；分析不同类人群的差异菌，依据 NB、IBK、J48、R 分类算法和属性筛选算法，得到以

不同类人群的肠道菌群分布差异为客观指标的人群分类模型；并对各模型性能相关的多项评

价指标及各模型的 ROC 曲线图进行分析，以获得最优模型。结果　对二类、三类、四类、五

类分类人群所建立的模型筛选出了各自最优模型，所有模型测试的准确性在 82.50% ～ 100%，

平衡精度在 0.672 ～ 1.00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在 0.842 ～ 1.000。通过模型间的比较

基于肠道菌群将受试人群分为四类时，所建模型为最优。结论　基于肠道菌群种层面数据构建

的健康青年人群分类模型具有可行性，通过分析不同分类健康青年人群肠道菌群的分布特征，

可为其健康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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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among different 
healthy young people, build a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them,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stinal flora, and provide strategies for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young adults. 
Methods  The relative abundance data at the species level of the intestinal flora were transformed 
into qualitative data. Clustering algorithm was used to classify the subject population. The NB, IBK, 
J48, R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nd attribute screening algorithms were used to obtain a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 model with difference in the intestinal flora distribution as the objective indicator. 
Multiple evaluation indexes and ROC graph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model were analyzed 
to obtain the optimal model. Results  The optimal models were screened out for different classified 
populations. The accuracy of all tested models ranged from 82.50% to 100%, the equilibrium accuracy 
ranged from 0.672 to 1.000, and the area under the subject work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anged from 
0.842 to 1.000. The proposed models were optimal when the subject population wa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onclusion  It is feasible to construct classification models for healthy youth adults based 
on the species level of intestinal flora, to help with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young adults.
Key words: intestinal flora;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model building

　　人类肠道内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在参与维持正
常生理过程的同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息息相
关 [1]。肠道微生物不仅可以调控肥胖 [2]，干预多糖和
纤维素在体内消化吸收 [3]，还影响胃肠道疾病如炎症
性肠病、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代谢类疾病如肥胖、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4-6]。微生物组菌群结构的变化与
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利用肠道菌
群的分布差异进行个体疾病、健康等的相关研究已逐
渐增多。例如 2 型糖尿病患者与健康个体相比，其
肠道内双歧杆菌数量减少 [7]，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与
健康对照者相比，肠道菌群存在特征性改变，韦荣
氏球菌属（Veillonella）相对高丰度表达与胆汁淤积性
肝病强相关 [8] 等。肠道菌群的状态会以各种方式反
馈给宿主 [9]，健康个体在不同生活方式、药物、饮食、
疾病状态、地域以及年龄阶段，其肠道菌群的分布
存在很大差异 [10-11]。通过研究不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
的分布特征，调理肠道菌群的状态以改善健康状况。
因此是否可以利用不同健康人群间肠道菌群的分布
差异对健康人群进行分类，以此来评价个体健康状
态并对个体健康进行有效精准的健康管理呢？基于
以上思考，本研究利用 16S rRNA 技术 [12] 获得的肠
道菌群种层面相对丰度数据并转换为定性数据，聚
类分析将健康青年人群进行分类，根据不同分类的
健康青年人群间的差异菌通过数据挖掘方法 [13-14]，建
立以不同健康青年人分类间肠道菌群的分布差异为
指标的健康青年人群分类模型，并探讨不同分类的
健康青年人肠道菌群分布特征。以期为青年个性化
的健康管理研究奠定基础。
1　数据获得
1.1　样本来源

　　选择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一、大二的本
科生 4000 人，随机抽样后共纳入研究对象 114
人，男女性别比例 1∶1，年龄 18 ～ 22 岁。研究
经学校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均了
解并签署项目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健康大学生且正常饮食无明显饮
食偏颇情况。排除标准：① 患有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病等炎症性肠病及慢性便秘、慢性腹泻等
其他肠道疾病患者；② 使用抗菌药物、进行阑尾
手术等的患者；③ 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脑
血管意外等危急重症者；④ 有严重情绪或精神异
常而无法配合者；⑤ 重大疾病患者。
1.3　肠道菌群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受试者均无严重疾病，入组后前一个月避免
抗菌药物、胃肠道药物等使用并正常饮食，取受
试者的早餐前粪样，通过 16S rRNA 测序 [15] 技术
进行肠道微生物菌种的组成测定，获得研究样本
肠道菌群种层面相对丰度数据。将肠道菌群种层
面相对丰度数据转变为定性数据（相对丰度＞ 0
即定为含有这种菌，用 1 表示；没有相对丰度即
定为不含这种菌，用 0 表示）。
2　方法及原理
2.1　肠道菌群定性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13] 是数据挖掘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属于无监督的学习方法。根据
研究目的，本文所选用的是凝聚聚类算法中的离差
平方和法 [16]，采用欧氏距离作为聚类分析的指标，
对“1.3”项下肠道菌群种层面定性数据进行聚类分
析，聚类分析工作基于软件 Orange 2.7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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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差平方和方法：如果有两个样本类 G1、

G2，n1、n2 分别为 G1、G2 样本个数
　　D（G1，G2）＝ D12 － D1 － D2　　  （1）
　　其中 D1 ＝ ∑x1ϵG1（xi － x1)

T（xi － x1)，D2 ＝

∑x1ϵG2（xi － x2)
T（xi － x2)　　　　　　   （2）

　　D12 ＝ ∑xiϵG1∪G2（xi － x)T（xi － x)　（3）
　　式中，x1＝1/n∑xiϵG1xi，x2＝1/n∑xjϵG1xj，x＝1/
（n1 ＋ n2）∑xkϵG1∪G2

κ
　　若 G1，G2 内部点与点距离很小，则它们能
很好地各自聚为一类，并且这两类又能充分分离
（D12 很大），这时 D 就很大。
2.2　聚类分析结果差异菌的筛选 
　　基于“2.1”项下的结果发现，114 名样本的肠
道菌群种层面组成个体间有显著差异。为了提高
后续人群分类模型构建时建模数据的质量，加快
挖掘速度并且使挖掘出的规则更准确易懂，本研
究分析了受试样本在不同分类时组间的差异菌，
并对其进行初步筛选得到人群分类的属性指标。
　　利用肠道菌群种层面相对丰度数据对不
同组间进行差异菌分析。当聚类数为 2，通过
Welch’s t-test 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两组差异菌的分
析（P ＜ 0.05）；当聚类数为 3 ～ 5 时，通过方差
分析进行多组间差异菌的分析（P ＜ 0.05）。不同
分类间差异菌的筛选通过 STAMP 软件进行 [17]。
2.3　基于差异菌的数据建立人群分类模型方法 
　　首先将聚类后每类样本差异菌的定性数据及
属性指标分别作为模型输入指标，再分别利用
朴素贝叶斯（NB）算法 [18]、K 最近邻（IBK）算
法 [19]、决策树（J48）算法 [20]、随机森林（RF）
算法 [21] 进行模型的构建，并依据曲线下面积
（AUC）选出优的算法及分类，为后续模型的优
化奠定基础。将各分类样本集随机划分 70% 作
为训练集，30% 作为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
模型，同时运用 Cor（Correlation-based Attribute 
Evaluation）[22] 属性筛选算法进行筛选，优化训
练模型；测试集用于验证模型，最终得到基于肠
道菌群的人群分类模型，具体模型构建思路如图
1 所示。
　　本文中涉及分类算法和特征属性选择算法均
在 10 折交叉的环境下运行，交叉验证是数据建
模中常用且有效的一种内部验证方法，常用来测
试模型或算法的准确性 [23-24]。所有操作均通过数
据挖掘平台软件 Weka 3.8 实现；运行过程中所有
参数均采用平台默认的参数设置。
2.4　模型评价指标 
　　在本文中使用 ROC 的 AUC，为 ROC 曲线提

供了量化值，可以通过比较 AUC 值的大小来评
估分类模型的性能 [25-27]。
3　结果与讨论
3.1　肠道菌群在门、种水平的微生物含量组成分析
　　在门水平上，研究对象的微生物含量组成如
图 2 所示：最终将所有的序列鉴定为 22 个门，
其中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硬壁菌门（Fir-
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的含量较高，占测序序列总数
的 97% 以上，其他菌门如梭杆菌门（Fusobacte-
ria）、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无壁菌门（Te-
nericutes）、TM7、黏胶球形菌门（Lentisphaerae）
等的含量较低。
　　个体肠道菌群的组成在种水平上具有很大的
差异，研究中的种水平的肠道菌群组分构成，最
终将序列鉴定为 257 个种，相对丰度比例最高的
前 50 个种构成的组分柱状图见如图 3。
3.2　肠道菌群定性数据的聚类分析 
　　目前的聚类算法大多数需要预先给定聚类数，
再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确定最佳聚类数是聚类分
析中的关键步骤。因此为了确定最佳的聚类数，保
证数据集的划分和评判结果是有效正确的，本研
究依据肠道菌群种层面定性数据将受试人群划分为
2 ～ 5 类的结果，通过后续建立人群分类模型的结果
选择最终的聚类数。聚类结果见表 1。
3.3　聚类分析结果差异菌的筛选 
　　针对“3.2”项下不同分类人群差异菌的分析，
以 P ＜ 0.05 为检验水平，发现当数据样本分为两
类时，组间差异菌有 50 个；当分为三类时，组间
差异菌有 68 个；当分为四类时，组间差异菌有

图 1　基于肠道菌群的人群分类模型构建方法

Fig 1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 models based on the 
intestinal flora



2294

Central South Pharmacy. November  2021, Vol. 19 No.1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1 月 第 19 卷 第 11 期

图 2　门水平微生物含量组成

Fig 2　Composition of microbial content at the phylum level

图 3　受试者在种水平微生物相对丰度组成

Fig 3　Relative abundance composition of subjects at the species level

67 个；当分为五类时，组间差异菌有 73 个，如
表 2。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群其差异菌的类别与其
分类程度成正相关。
3.4　人群分类最优模型的选择与评价 
　　为了进一步说明可以依据差异性的肠道菌群
对人群分类的可行性，基于前面试验结果将聚类
后的每类样本的差异菌的定性数据分别作为模型
输入指标，再分别利用 NB、IBK、J48、RF 四种
算法进行模型的构建。并筛选出不同人群分类模
型中 AUC 值最高的算法及分类，所建模型的应
用算法及构成模型的肠道菌属性集结果见表 3。

　　基于不同分类人群间差异菌所建各类模型的评
价指标如表 4 所示，ROC 曲线图见图 4。所建模型
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各个指标结果都趋近，这表明
在应用未知数据时，所建模型不会发生故障。
　　通过综合比较每种模型的 ROC 曲线图、准
确性、SE、SP、BACC 选择最优模型。最终，基
于肠道菌群分为四类时，所建模型为最优。对于
最优模型的选取，与各模型性能相关的多项评价
指标，及各模型的 ROC 曲线图进行了分析。最
优模型的性能是从训练集和测试集两个角度进
行评价的。模型 10 折交叉验证测试的准确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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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分为两至五类时聚类结果 
Tab 1　Clustering of categories when divided into two to five categories

聚类数 分类 每类中的样本

2 Ⅰ类 N1、N68、N41、N66、N70、N15、N23、N22、N74、N28、N85、N106、N36、N80、N96、N6、N91、N30、N64、
N86、N92、N37、N104、N59、N102、N11、N108、N49、N82、N98、N62、N13、N107、N35、N48、N2、N76、
N77、N109、N16、N63、N110、N65、N83、N9、N45、N51、N39、N20、N100、N34、N94、N3、N43、N25、
N52、N61、N112、N114、N38、N47、N12、N40、N7、N8、N19、N14、N73、N71、N88、N17、N89、N5、N56、
N67、N105、N21、N53、N113、N101、N44、N99、N111

Ⅱ类 N4、N10、N58、N81、N87、N26、N27、N95、N31、N90、N69、N18、N79、N97、N24、N46、N50、N29、N32、
N57、N72、N93、N33、N75、N42、N55、N84、N103、N54、N60、N78

3 Ⅰ类 N1、N68、N41、N66、N70、N15、N23、N22、N74、N28、N85、N106、N36、N80、N96、N6、N91、N30、N64、
N86、N92、N37、N104、N59、N102、N11、N108、N49、N82、N98、N62、N13、N107、N35、N48

Ⅱ类 N2、N76、N77、N109、N16、N63、N110、N65、N83、N9、N45、N51、N39、N20、N100、N34、N94、N3、N43、
N25、N52、N61、N112、N114、N38、N47、N12、N40、N7、N8、N19、N14、N73、N71、N88、N17、N89、N5、
N56、N67、N105、N21、N53、N113、N101、N44、N99、N111

Ⅲ类 N4、N10、N58、N81、N87、N26、N27、N95、N31、N90、N69、N18、N79、N97、N24、N46、N50、N29、N32、
N57、N72、N93、N33、N75、N42、N55、N84、N103、N54、N60、N78

4 Ⅰ类 N1、N68、N41、N66、N70、N15、N23、N22、N74、N28、N85、N106、N36、N80、N96、N6、N91、N30、N64、
N86、N92、N37、N104、N59、N102、N11、N108、N49、N82、N98、N62、N13、N107、N35、N48

Ⅱ类 N2、N76、N77、N109、N16、N63、N110、N65、N83、N9、N45、N51、N39、N20、N100、N34、N94、N3、N43、
N25、N52、N61、N112、N114、N38、N47、N12、N40、N7、N8、N19、N14、N73、N71、N88、N17、N89、N5、
N56、N67、N105、N21、N53、N113、N101、N44、N99、N111

Ⅲ类 N4、N10、N58、N81、N87、N26、N27、N95、N31、N90、N69、N18、N79、N97
Ⅳ类 N24、N46、N50、N29、N32、N57、N72、N93、N33、N75、N42、N55、N84、N103、N54、N60、N78

5 Ⅰ类 N1、N68、N41、N66、N70、N15、N23、N22、N74、N28、N85、N106、N36、N80、N96、N6、N91、N30、N64、
N86、N92、N37、N104、N59、N102、N11、N108、N49、N82、N98、N62、N13、N107、N35、N48

Ⅱ类 N2、N76、N77、N109、N16、N63、N110、N65、N83、N9、N45、N51、N39、N20、N100、N34、N94
Ⅲ类 N3、N43、N25、N52、N61、N112、N114、N38、N47、N12、N40、N7、N8、N19、N14、N73、N71、N88、N17、

N89、N5、N56、N67、N105、N21、N53、N113、N101、N44、N99、N111
Ⅳ类 N4、N10、N58、N81、N87、N26、N27、N95、N31、N90、N69、N18、N79、N97
Ⅴ类 N24、N46、N50、N29、N32、N57、N72、N93、N33、N75、N42、N55、N84、N103、N54、N60、N78

表 2　聚类数为两至五类时组间差异菌 
Tab 2　Differences in bacteria between groups when divided into two to five categories

聚类数 组间差异菌

2 formigenes、intestinihominis、indistinctus、variabile、eutactus、dolichum、symbiosum、lenta、gordonii、massiliensis、termitidis、
anaerobius、mitsuokai、vadensis、onderdonkii、ruminis、citroniae、perfringens、methylpentosum、producta、cateniformis、colinum、

acnes、islandicum、finegoldii、infantis、indica、fragilis、caccae、intermedia、lactaris、catus、magnetotacticum、fermentans、flave-
faciens、callidus、moorei、mobilis、coprophilus、parahaemolyticus、anginosus、formicigenerans、ureolyticus、longicatena、putredi-
nis、xylanivorans、nordii、aldenense、torques、haemoglobinophilus

3 variabile、indistinctus、uniformis、prausnitzii、ovatus、inulinivorans、dolichum、faecis、symbiosum、pullicaecorum、lenta、intestini-
hominis、longicatena、mitsuokai、anaerobius、putredinis、formigenes、hathewayi、clostridioforme、distasonis、formicilis、eutactus、
perfringens、lactaris、onderdonkii、acnes、formicigenerans、copri、eggerthii、gordonii、citroniae、ureolyticus、D168、indica、
cateniformis、magnetotacticum、intermedia、caccae、torques、finegoldii、catus、vadensis、anginosus、colinum、xylanivorans、
parainfluenzae、pectinoschiza、ramosum、termitidis、subflava、callidus、methylpentosum、barnesiae、animalis、boydii、lavalense、
mucilaginosa、ruminis、mobilis、infantis、producta、parahaemolyticus、coprophilus、biforme、aerofaciens、mucosae、moorei、
citreus

4 variabile、uniformis、prausnitzii、ovatus、inulinivorans、faecis、indistinctus、pullicaecorum、lenta、dolichum、symbiosum、putredi-
nis、intestinihominis、longicatena、acnes、distasonis、mitsuokai、anaerobius、perfringens、hathewayi、indica、formigenes、clostrid-
ioforme、magnetotacticum、mucosae、copri、formicilis、cateniformis、johnsonii、lactaris、citroniae、eutactus、onderdonkii、catus、
influenzae、simulans、farmeri、animalis、eggerthii、parainfluenzae、formicigenerans、gordonii、finegoldii、D168、granulosum、

citreus、ureolyticus、pseudolongum、torques、xylanivorans、anginosus、rectus、fragilis、intermedia、caccae、lavalense、colinum、

vadensis、indoligenes、pectinoschiza、subflava、bartlettii、ramosum、termitidis、hamsteri、aerofaciens、calli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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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数 组间差异菌

5 variabile、inulinivorans、ovatus、prausnitzii、uniformis、faecis、symbiosum、pullicaecorum、indistinctus、acnes、dolichum、lenta、
cateniformis、perfringens、putredinis、longicatena、intestinihominis、distasonis、mitsuokai、anaerobius、clostridioforme、hathe-
wayi、indica、magnetotacticum、formigenes、mucosae、citroniae、formicilis、copri、animalis、xylanivorans、gordonii、johnsonii、
eutactus、onderdonkii、lactaris、pectinoschiza、influenzae、D168、mobilis、catus、barnesiae、simulans、eggerthii、farmeri、
methylpentosum、longoviformis、fermentans、parainfluenzae、torques、mucilaginosa、formicigenerans、citreus、ruminis、anginosus、
ureolyticus、finegoldii、granulosum、pseudolongum、rectus、caccae、intermedia、lavalense、aerofaciens、fragilis、segnis、indoli-
genes、colinum、ramosum、ruminantium、vadensis、massiliensis、subflava

表 3　聚类结果为两至五类时人群分类模型 
Tab 3　Crowd classification model when the clustering results are two to five types

聚类数 分类 算法 构成模型的肠道菌属性集

2 Ⅰ类 NB variabile、indistinctus、anaerobius、onderdonkii、intestinihominis、formigenes、caccae、longicatena、acnes、eutactus、indica、
lenta、dolichum、lactaris、symbiosum、colinum、gordonii、formicigenerans、cateniformis、moorei

Ⅱ类 NB variabile、indistinctus、onderdonkii、anaerobius、intestinihominis、caccae、formigenes、longicatena、acnes、eutactus、lenta、
indica、lactaris、dolichum、symbiosum、gordonii、colinum、cateniformis、formicigenerans

3 Ⅰ类 NB dolichum、mitsuokai、lenta、hathewayi、barnesiae、symbiosum、producta、citroniae、D168、mucilaginosa、animalis、
eggerthii、biforme、torques、coprophils、variabile、pectinoschiza、formigenes

Ⅱ类 RF intestinihominis、hathewayi、eggerthii、onderdonkii、indistinctus、colinum、lactaris、mitsuokai、eutactus、D168、finegoldii、
anaerobius、variabile、dolichum、barnesiae、mucilaginosa、torques、longicatena、gordonii、caccae、subflava、
cateniformis、indica、lavalense、producta、infantis、moorei、coprophilus、pectinoschiza、methylpentosum、lenta、faecis、
acnes、citroniae、catus、pullicaecorum、distasonis、formicigenerans、parainfluenzae、boydii

Ⅲ类 RF variabile、indistinctus、anaerobius、onderdonkii、intestinihominis、formigenes、caccae、longicatena、acnes、lenta、indica、
eutactus、lactaris、dolichumsymbiosum、colinum、gordonii、cateniformis、formicigenerans、vadensis、moorei、finegoldii、
citroniae、animalis、infantis、parahaemolyticus、citreus、catus

4 Ⅰ类 NB mitsuokai、dolichum、hathewayi、lenta、citroniae、symbiosum、eggerthii、D168、ureolyticus、acnes、fragilis、torques、
ramosum、animalis、variabile、pectinoschiza、formigenes

Ⅱ类 RF intestinihominis、eggerthii、onderdonkii、hathewayi、indistinctus、lactaris、mitsuokai、anaerobius、finegoldii、D168、
variabile、torques、caccae、eutactus、bartlettii、colinum、subflava、longicatena、gordonii、hamsteri、lavalense、dolichum、

indica、fragilis、ramosum、johnsonii、ureolyticus、catus、cateniformis、mucosae、formicigenerans、citroniae、lenta、
simulans、granulosum、farmeri、pullicaecorum、distasonis、anginosus、faecis、formigenes、vadensis、animalis、callidus、
copri、pectinoschiza、formicilis

Ⅲ类 NB longicatena、variabile、lactaris、indistinctus、johnsonii、putredinis、onderdonkii、indica、caccae、catus、formicilis、
acnes、callidus、pullicaecorum、distasonis、simulans、farmeri、indoligenes、bartlettii、intestinihominis、formicigenerans、
magnetotacticum、lavalense、colinum、anaerobius、eutactus、citreus、pectinoschiza、vadensis、clostridioforme、perfringens、
hathewayi、gordonii、formigenes、citroniae、aerofaciens、copri、finegoldii、lenta、eggerthii、subflava、mucosae、
mitsuokai、influenzae、termitidis、anginosus、fragilis、parainfluenzae、torques、hamsteri、D168、dolichum、animalis、
granulosum

Ⅳ类 NB lenta、symbiosum、cateniformis、influenzae、dolichum、intestinihominis、formigenes、hathewayi、anaerobius、animalis
5 Ⅰ类 RF mitsuokai、dolichum、hathewayi、lenta、barnesiae、citroniae、symbiosum、eggerthii、D168、ureolyticus、acnes、fragilis、

torques、mucilaginosa、massiliensis、animalis、ramosum、variabile、pectinoschiza、anginosus、formigenes、lavalense、
subflava、perfringens、mucosae、vadensis、putredinis、citreus、influenzae、longoviformis、fermentans、aerofaciens、
indoligenes、formicigenerans、xylanivorans

Ⅱ类 RF longoviformis、pectinoschiza、ruminantium、methylpentosum、acnes、fermentans、mobilis、hathewayi、barnesiae、
xylanivorans、parainfluenzae、cateniformis、symbiosum、torques、onderdonkii、putredinis、aerofaciens、ruminis、gordonii、
ureolyticus、eggerthii、perfringens、animalis、massiliensis、variabile、segnis、magnetotacticum、mitsuokai、citroniae、
indica、ramosum、indistinctus、intermedia、eutactus、copri、caccae、D168、intestinihominis、lactaris、formigenes、
influenzae、citreus、mucilaginosa、indoligenes、formicigenerans、lavalense、finegoldii、formicilis、anaerobius、longicatena、
fragilis、colinum、clostridioforme、anginosus、johnsonii、dolichum、distasonis、pullicaecorum、faecis、farmeri

Ⅲ类 RF intestinihominis、eutactus、barnesiae、D168、ruminantium、indistinctus、cateniformis、eggerthii、mucilaginosa、onderdonkii、
fermentans、lactaris、colinum、acnes、putredinis、fragilis、xylanivorans、finegoldii、subflava、anaerobius、hathewayi、
perfringens、mitsuokai、dolichum、aerofaciens、parainfluenzae、ruminis、anginosus、animalis、longicatena、copri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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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0% ～ 100%，平衡精度在 0.672 ～ 1.000，受试
者工作特征 AUC 在 0.842 ～ 1.000。测试集的准确
性在 85.29%～ 94.12%，平衡精度在 0.808～ 0.904，
受试者工作特征 AUC 在 0.990 ～ 0.971。
　　由以上结果最终可将受试者分为四类，通过
各评价指标的数据表明，本文建立的基于肠道菌
群建立的受试人群分类模型有较高的可靠性，而
且还说明了通过肠道菌群建立健康青年人群分类
模型是可行的。对于每一类人群其优势菌群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体健康，同时宿主也会影响肠
道菌群。① 第一类人群以 Mitsuokai、Dolichum、

Citroniae 等为主要的优势菌群，高脂饮食会导致
其丰度增加腹部内脏脂肪区 [28]，肠道中短链脂
肪酸的缺乏会影响宿主健康，常常与缺乏可发酵
纤维有关，因此这类人群应多食用膳食纤维，不
仅可以促进有益菌代谢产生人体所需的短链脂
肪酸，还可以降低这类人群的优势菌群丰度 [29]。
② 第二类人群主要以 intestinihominis、eggerthii、
onderdonkii、indistinctus 等为主要优势菌群，其
中 intestinihominis 过度扩张是微生态失衡的标
志 [30]，其定植可降低血浆中具有抗炎作用的皮
质酮的水平，从而促进肠道中的炎症应答 [31]；

聚类数 分类 算法 构成模型的肠道菌属性集

Ⅳ类 NB variabile、longicatena、indistinctus、lactaris、johnsonii、onderdonkii、indica、caccae、putredinis、catus、formicilis、
acnes、intestinihominis、distasonis、simulans、pullicaecorum、farmeri、anaerobius、formicigenerans、indoligenes、
eutactus、colinum、magnetotacticum、citreus、lavalense、vadensis、methylpentosum、gordonii、perfringens、formigenes、
pectinoschiza、citroniae、aerofaciens、ruminantium、clostridioforme、hathewayi、finegoldii、copri、mucilaginosa、eggerthii、
massiliensis、subflava、mitsuokai、lenta、mucosae、segnis、anginosus、mobilis、influenzae、longoviformis、fragilis、
dolichum、parainfluenzae、torques、intermedia、symbiosum、D168、ruminis、ureolyticus、xylanivorans、ramosum、

cateniformis、faecis、granulosum、animalis、barnesiae
Ⅴ类 NB lenta、animalis、influenzae、cateniformis、symbiosum、dolichum、segnis、mucosae、lavalense、formigenes、granulosum、

anaerobius、intestinihominis、hathewayi、barnesiae、ruminis、eutactus、indistinctus、fermentans、massiliensis

表 4　聚类结果为两至五类时模型各项指标 
Tab 4　Indicators of the model when the clustering results in two to five types

聚类数 分类 准确性 /% SE（灵敏度） SP（特异性） BACC（平衡精度） ROC
2 Ⅰ类 训练集 91.25 0.935 0.833 0.884 0.951

测试集 94.12 0.905 1.000 0.953 0.985
Ⅱ类 训练集 90.00 0.833 0.919 0.876 0.952

测试集 94.12 1.000 0.905 0.953 0.985
2 Ⅰ类 训练集 95.00 0.875 0.982 0.929 0.983

测试集 88.24 0.692 1.000 0.846 0.956
Ⅱ类 训练集 80.00 0.816 0.786 0.801 0.878

测试集 91.18 1.000 0.885 0.943 0.988
Ⅲ类 训练集 88.75 0.500 1.000 0.750 0.967

测试集 76.47 0.357 1.000 0.679 0.978
4 Ⅰ类 训练集 93.75 0.864 0.966 0.915 0.957

测试集 85.29 0.615 1.000 0.808 0.978
Ⅱ类 训练集 82.50 0.854 0.795 0.825 0.894

测试集 85.29 1.000 0.808 0.904 0.990
Ⅲ类 训练集 1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测试集 94.12 0.667 1.000 0.834 0.988
Ⅳ类 训练集 85.37 0.444 0.900 0.672 0.842

测试集 88.24 0.857 0.889 0.873 0.971
5 Ⅰ类 训练集 90.00 0.727 0.966 0.847 0.963

测试集 85.29 0.615 1.000 0.808 0.962
Ⅱ类 训练集 88.75 0.182 1.000 0.591 0.937

测试集 88.24 0.333 1.000 0.667 0.958
Ⅲ类 训练集 82.50 0.656 0.922 0.789 0.885

测试集 79.41 1.000 0.781 0.891 1.000
Ⅳ类 训练集 98.75 0.875 1.000 0.938 1.000

测试集 97.06 0.833 1.000 0.917 0.988
Ⅴ类 训练集 91.25 0.700 0.943 0.822 0.951

测试集 96.25 1.000 0.852 0.926 1.000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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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erthii 可以合成短链脂肪酸，食用高脂低碳水
使得 eggerthii 增多导致棕榈酸和硬脂酸等增加；
onderdonkii、indistinctus 菌群失调与炎症、癌症以
及心理健康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32]。③ 第三类人群
主要以 longicatena、lactaris、johnsonii、putredinis
等为主要优势菌群，longicatena 属于 Dorea 属，
是潜在等有益菌 [33]，在帕金森患者中其丰度降
低 [34]，经常使用小麦、黑麦、大麦、燕麦会使
其丰度会增加 [35]；此外 lactaris 具有降脂应用效
果 [36]；Johnsonii 是肠道中的有益菌，能提高血液
中的还原型谷胱甘肽水平，从而改善肝脏的线粒
体形态和功能，减少肝脏脂质、改善系统性的糖
代谢 [37]；高盐饮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及代
谢，减少 Putredinis，从而提升皮质酮水平以促进
高血压，而 Putredinis 可通过其代谢产物花生四烯
酸抑制皮质酮的产生 [38]。④ 第四类人群以 lenta、
symbiosum、cateniformis 为主要优势菌群，lenta 被
认为是溃疡性结肠炎、肝脏和肛门脓肿以及全身
性菌血症的原因 [39]；高脂饮食会导致 symbiosum
丰度增加 [28]；经常食用土豆抗性淀粉、玉米抗性
淀粉，肠道中的有益益生菌 Clostridioforme 显著
增加，菌群产生丁酸能力更强 [40]。总之，不同的
人群其优势菌群不仅影响人体肠道微环境，还会
间接或直接影响人体的消化、免疫以及情绪等，
针对不同人群优势菌群作出不同的饮食管理、生
活方式改变将有益于我们对健康管理，为个体化
食疗、医疗提供新的方向。
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阐释了基于肠道菌群分类的健康青年人
群分类模型的构建的方法及原理。基于肠道菌群种
层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获得基于肠道菌群定性数
据的健康青年人群分类，再依据分类的组间差异
菌，运用数据挖掘算法构建了健康青年人群分类模
型。构建模型的准确性、灵敏度、特异性、平衡精
度、AUC 值等几个指标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可靠性。
　　人体的肠道微生物与宿主是共同生长的，人体

不同状态呈现不同的菌群特征。曾有研究通过随机
森林算法，构建了基于肠道菌群区分酒精性脂肪肝
的模型 [41]。这为本文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进行基
于肠道菌群分类探讨健康青年人群分类的研究提供
佐证，进一步证明了以肠道菌群分布差异作为客观
指标对健康青年人群进行分类的可能性。不仅为处
理微生物数据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而且为未来深
入研究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关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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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喷托维林缓释微囊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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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制备枸橼酸喷托维林缓释微囊。方法　采用壳聚糖 - 海藻酸钠为囊材，用复凝聚

法制备枸橼酸喷托维林微囊，以包封率为评价指标，进行单因素考察，同时应用正交试验优

化，筛选出最佳制备处方及工艺。结果　微囊的最佳处方和工艺条件：壳聚糖浓度为 1%，成

囊 pH 为 3，温度为 10℃。该方法制得的微囊包封率可达 45%，载药量为 11%，12 h 的累积释

放量达到 95.2%，具有一定的缓释效果。结论　本工艺简单、可行，制得的微囊成形性好。

关键词：枸橼酸喷托维林；壳聚糖；海藻酸钠；微囊；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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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pentoxyve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micro-capsule

MA Xiao-xing1, 2, LI Yong-ji1*, ZHU Wen-quan2, LIU Ying-kai2, DU Wei-dong2, FENG Yu-fei1 (1. 
Faculty of Pharmac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2. Faculty of 
Pharmacy,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Qiqihar  Heilongjiang  161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pentoxyve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micro-capsules. Methods  
With chitosan and sodium alginate as the capsule material, pentovelin citrate micro-capsules were 
prepared by complex coagulation method. The encapsulation rate was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single factor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optimal preparation prescription and process were screened 
out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Results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micro-capsules included: the 
concentration of chitosan at 1%, pH 3 and temperature at 10℃ . The encapsulation rate of micro-
capsules obtained by this method reached 45%, the drug loading was 11%, and the 12 hours  
cumulative release reached 95.2%,  including a sustained release effect.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feasible, and the micro-capsules prepared show good formability. 
Key words: pentoxyverine citrate; chitosan; sodium alginate; micro-capsule; 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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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枸 橼 酸 喷 托 维 林（pentoxyverine citrate，
PC），又名咳必清，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成瘾性镇
咳药。其不仅对呼吸中枢有直接抑制作用，而且
还有微弱的阿托品作用，可以轻度抑制支气管内
的感受器，减弱咳嗽反射，大剂量可使痉挛的支
气管松弛，常配合祛痰药治疗伴有剧烈干咳的急
性呼吸道炎症 [1-2]。临床上多用于上呼吸道感染
引起的无痰干咳和百日咳等，尤其适用于儿童用
药 [3]。一次口服给药后作用可持续 4 ～ 6 h，药
物半衰期为 2 ～ 3 h[4]。目前上市剂型主要为片剂、
滴丸剂和溶液剂，因药物作用时间短，一日需给

药 3 ～ 4 次，患者顺应性不佳。
　　壳聚糖和海藻酸钠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天然
高分子多糖，两者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
解性，安全性良好。壳聚糖溶于稀醋酸后会在分
子链上产生大批带有正电荷的伯氨基，海藻酸钠
溶于水后可产生大量带负电荷的羧基，两溶液可
以通过正、负电荷相互反应形成微囊 [5-6]。将药物
制成微囊，可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延长药物作
用时间，维持稳定的血药浓度，满足患者用药需
要，提高药物稳定性等 [7]。目前，微囊已作为一
种契合临床用药需求的缓、控释制剂和靶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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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多种药物 [8-10]。本研究制备 PC 缓释微囊，
作为一种缓释制剂中间体，能够有效地降低血药
浓度波动，减少给药次数，从而提高患者的顺应
性，为进一步研发 PC 缓释制剂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T6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公司），全自动酸度计（美国奥豪斯仪器有
限公司），冷冻干燥机（宁波双嘉仪器有限公司），
低温高速离心机（德国艾本德股份有限公司），高
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
1.2　试药

　　PC 原料药（镇江市康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批号：170215），壳聚糖、海藻酸钠（上海市展云
化工有限公司），三乙胺（天津科密欧试剂有限公
司），无水氯化钙（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磷酸盐缓冲溶液（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或药用辅料。
2　方法与结果

2.1　PC 微囊的制备

2.1.1　溶液的制备　取海藻酸钠 0.4 g、PC 0.4 g
分散在 20 mL 纯化水中，50℃加热溶解后，静
置，待其充分溶胀，制得 2% PC 海藻酸钠溶液。
取壳聚糖 0.5 g，溶解在 50 mL 1% 醋酸溶液中，
50℃加热溶解后，静置，待其充分溶胀，制得
1% 壳聚糖溶液。取无水氯化钙 0.5 g，分散在 50 
mL 纯化水中，制得 1% 氯化钙溶液。精密称取
枸橼酸喷托维林 0.2 g，置 50 mL 的量瓶中，用
甲醇 - 水（1∶1）定容，溶解混匀，再取 10 mL 置
100 mL 量瓶中，用甲醇 - 水（1∶1）定容，溶解
混匀，得 PC 储备液。取 PC 储备液 5 mL 置 100 
mL 量瓶中，用甲醇 - 水（1∶1）定容，混合均匀，
得 PC 对照品溶液。
2.1.2　复凝聚法制备 PC 微囊 [11-12]　室温下将 2% PC
海藻酸钠溶液以 2 mL·min－ 1 的速度滴加到 1% 氯
化钙溶液中，并不断搅拌，用冰醋酸调节 pH 至 3。
同时用冰醋酸调节壳聚糖溶液 pH 至 3。将两溶液混
合，加入 1 mL 戊二醛并不断搅拌，10℃水浴下反
应 1.5 h，用氢氧化钠调节 pH 至 5 ～ 6，再反应 0.5 
h，过滤，纯化水洗涤 3 次，冷冻干燥，即得干燥微
囊。空白微囊的制备，不加入 PC，方法同上。
2.2　含量测定

2.2.1　色谱条件 [13]　色谱柱为 Besil C18（250 mm×4.6 
mm，5 μm）；以 1% 三乙胺溶液（用磷酸调节 pH 值
至 3.0）- 甲醇（45∶55）为流动相；进样量为 20 μL；

流速为 1.0 mL·min－ 1，检测波长为 215 nm。
2.2.2　专属性　分别取载药微囊和空白微囊用纯化
水洗涤 3 次，烘箱 50℃干燥 1 h 后，用适量甲醇 -
水（1∶1）溶解，研钵研碎，4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至 100 mL 量瓶中，用甲醇 - 水
（1∶1）定容，混匀。再取 1 mL 至 50 mL 量瓶中，
用甲醇 - 水（1∶1）定容，混匀，分别配成含药样品
和空白样品。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按照“2.2.1”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结果 PC 保留时间为 20.065 
min，辅料对其测定无干扰，专属性良好（见图 1）。

图 1　PC 对照品溶液（A）、空白样品（B）及含药微囊样品溶液

（C）的 HPLC 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phy of PC control solution（A），blank 
sample（B）and micro-capsule sample solution containing medicine（C）

2.2.3　标准曲线　取“2.1.1”项下 PC 储备液 0.5、
1、2、4、8、10 mL 至 10 mL 量瓶中，用流动相
稀释成 20.10、40.20、80.40、160.8、321.6、402.0 
μg·mL－ 1 的溶液，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进样
测定。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PC 质量浓度（x）
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标准曲线方程：y ＝

9.945×103x ＋ 1.337×105，R² ＝ 0.9994。PC 在
20.10 ～ 402.0 μg·mL－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2.4　 精 密 度　 取“2.2.3”项 下 40.20、80.40、
160.8 μg·mL － 1 的 PC 对照品溶液，重复进样 3
次，连续进样 3 d，记录峰面积，分别考察日内
和日间精密度。结果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90% 和
0.96%，日内和日间精密度良好。
2.2.5　重复性　取“2.2.2”项下含药样品，重复
进样 5 次，结果峰面积 RSD 为 1.7%，表明方法
重复性良好。
2.2.6　稳定性　取“2.2.2”项下含药样品，分别
于 0、4、8、12、24 h 进样，结果峰面积 RSD 为
2.2%，说明样品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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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加样回收率　精密量取已知含量的 PC 微
囊共 9 份，向其中分别加入相当于 PC 含量 80%、
100% 和 120% 的 PC 对照品溶液，各 3 份平行
样。进样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高、中、低质
量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7.63%、99.57% 和
98.97%，RSD 分别为 1.7%、2.0% 和 1.8%，表明
方法回收率良好。
2.3　包封率和载药量的测定

2.3.1　微囊包封率的测定方法　载药微囊干燥
后，用甲醇 - 水（1∶1）溶解，研钵研碎，4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至 100 mL 的量
瓶中，用甲醇 - 水（1∶1）定容至刻度，混匀。再
取 1 mL 至 50 mL 量瓶中，用甲醇 - 水（1∶1）定
容至刻度，混匀。用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进
样，计算实际含药量 M1，M0 为精密称取理论含
药量。包封率（%）＝ M1/M0×100%。
2.3.2　最佳研磨时间的确定　载药微囊干燥后，
用研钵分别研磨 5、10、15、20、25、30 min 时
测得 PC 质量浓度分别为 25.3、32.8、36.1、36.5、
35.9、36.4 μg·mL － 1。研磨 15、20 min 时，药
物浓度基本达到最大值，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最终选择 15 min 作为最佳研磨时间。
2.3.3　载药量的测定　按“2.3.1”项下微囊包封
率的测定方法，计算实际含药量 M1，精密称定载
药微囊重量 M2。载药量（%）＝ M1/M2×100%。
2.4　正交试验优化微囊的制备处方及工艺

　　根据前期单因素考查结果，选择对包封率影
响较大的因素：壳聚糖质量浓度（A）、成囊温度
（B）、囊材溶液 pH（C）进行正交试验。每个因
素分为三个水平，因素和水平见表1，结果见表2。

表 1　正交试验的因素和水平 
Tab 1　Factor and level of orthogonal test

水平
因素

A. 壳聚糖质量浓度 /% B. 成囊温度 /℃ C. 囊材溶液 pH

1    0.5 10 3

2 1 20 5

3    1.5 30 7

　　由表 2 可知：各因素对指标影响的顺序为：
C ＞ B ＞ A，最佳组合为 A2B1C1，即壳聚糖浓度
为 1%，成囊温度为 10℃，囊材溶液 pH 为 3。
2.5　最佳工艺的验证

　　在最佳工艺及处方条件下制得 3 批 PC 微囊，
测定微囊包封率与载药量，见表 3。同时在显微
镜下观察微囊的形态，见图 2，微囊外形圆整，
分布较均匀，符合要求。使用带标尺的显微镜测

定 300 个 PC 微囊的粒径，绘制粒径分布图，见
图 3，平均粒径在 60 μm 左右。

图 2　PC 微囊电子显微镜图（400×）

Fig 2　Electron microscope of PC microcapsules（400×）

图 3　PC 微囊的粒径分布图

Fig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PC microcapsules 

2.6　PC 缓释微囊释放度测定

　　按照溶出度测定法第二法，以纯化水为介质，
转速 100 r·min－ 1，溶出介质温度（37±0.5）℃，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Tab 2　Orthogonal test

试验号
 因素

包封率 /%
A B C

1 1 1 1 24.13
2 1 2 2 20.13
3 1 3 3 14.72
4 2 1 2 30.81
5 2 2 3 11.56
6 2 3 1 22.37
7 3 1 3 13.89
8 3 2 1 26.49
9 3 3 2 11.29
k1 19.660 22.943 24.330
k2 21.580 19.393 20.743
k3 17.223 16.127 13.390
R   4.357   6.816 10.940

表 3　3 批微囊包封率和载药量的测定结果 (n ＝ 3) 
Tab 3　Encapsulation rate and drug loading of 3 batches of micro-

capsules (n ＝ 3)

批次 包封率 /% 载药量 /%

1 46.10±1.42 12.00±1.06
2 44.86±2.03 11.59±1.16
3 45.87±1.10 10.07±1.08

平均值 45.16±1.86 11.2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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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900 mL。分别在 20、40 min 以及 1、2、4、6、
8、10、12 h 取样 10 mL（每个时间点取出 10 mL，
同时补加相同温度、相同介质 10 mL），将各时间
点取出的溶液用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
液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加水定容至刻度，测
定并计算 PC 及其微囊在不同时间点的累积释放
百分率。释放度结果见图 4。PC 释放较快，1 h 已
经释放在 90% 以上。与之相比，PC 微囊在 2 h 释
放量为 30% 左右，4 h 时接近 50%，12 h 的累积
释放量达到 95% 以上，具有一定的缓释效果。同
时，测定 3 批 PC 微囊的累计释放曲线基本一致，
重现性良好。

图 4　PC 微囊的体外累积释放曲线

Fig 4　Release curve of PC microcapsules

2.7　释放方程的拟合 
　　根据 PC 微囊释放数据，分别用零级方程、
一级方程和 Higuchi 方程拟合，结果见表 4。一级
方程的 r 值最接近于 1，说明 PC 微囊的释放符合
一级方程，具有一定的缓释作用。

表 4　释放方程拟合 
Tab 4　Release equation fitting

模型 方程拟合 r

零级方程 Q ＝ 0.0816t ＋ 0.1042 0.9687

一级方程 ln（1 － Q）＝－ 0.2559t － 0.1536 0.9908

Higuchi 方程 Q ＝ 0.3082t1/2 － 0.0856 0.9849

3　讨论

　　本试验以壳聚糖 - 海藻酸钠为囊材，采用复
凝聚法制备 PC 缓释微囊 [14-15]，制备工艺简单、

可行，微囊成形性好，同时具有一定的缓释效
果，但包封率不高。滴加过程中，因含 PC 的海
藻酸钠溶液较为黏稠难以全部滴进氯化钙溶液
中，导致包封率不高。此外，所用针头孔径稍大，
如若能施加外力，微囊粒度将进一步减小，微囊
总表面积随之变大，从而包裹更多的药物，包封
率可能随之升高。本研究制备的 PC 微囊，可进
一步为其制备成缓释制剂，提供参考和依据，以
改善现有剂型的不足，满足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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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打印 3D细胞微流控芯片的常用中药 
注射液肝脏安全性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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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更贴近生理状态的肝模型对中药注射液进行肝毒性评估。方法　建立了一

个通过 3D 打印和微流控芯片组合利用人源细胞的类肝脏系统，对 3 种市售中药注射液进行

肝毒性评价。结果　该微流控芯片系统中的内皮细胞可长期培养并模拟血管内皮剪切力。生

物打印的 3D 肝微球经 14 d 培养后仍能保持正常的白蛋白（ALB）和细胞色素 P450 3A4 酶

（CYP3A4）的表达。中药注射剂的肝毒性评价结果表明基于 3D 打印的类肝脏芯片比 2D 细胞

模型更准确。结论　本法准确可信，可为中药肝毒性检测提供新方法。

关键词：3D 细胞打印；微流控芯片；肝类器官；中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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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valuation of liver safety of commonly used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based on bio-printing 3D cell microfluidic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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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2. Industrial Micr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1800; 3.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International Joint Academy of Biomedicine, Tianjin  300457)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liver model close to the physiological state to evaluate the 
hepatotoxic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Methods  A liver-like system that utilized human cell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3D printing and microfluidic chips was built to evaluate the hepatotoxicity of 
3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Results  The endothelial cells in the microfluidi chip system could be 
cultur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endothelial shear force simulated. The bioprinted 3D liver microsphere 
maintained normal expression of albumin and cytochromeP450 3A4 enzyme after 14 days of culture. The 
liver-like chip based on 3D printing wa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2D cell model.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hepatotoxic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3D cell printing; microfluid chip; liver organoid;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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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生物打印是一项新兴技术，由于其可高
度精确快速按照设定堆叠目标物，在再生医学、
诊断、人工组织和器官方面被寄予厚望，在构建
人工组织和器官时通常把细胞和生物相容性的细
胞培养胶作为生物墨水进行打印 [1]。生物打印的

原理大致基于光刻法、喷墨式、微挤压、激光辅
助打印 4 种 [2-4]。3D 生物打印的组织模型在中药
研究中的可期应用已有报道 [5]。微流控芯片技术
也已用于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筛选 [6]。
　　类器官微流控芯片是集生物学、微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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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材料学、药学、医学、力学、机械等为一体
的多学科交叉技术，目前的微流控芯片共性主要
是材料、区域划分和制作方法，聚二甲基硅氧烷
（PDMS）膜经常被用于芯片制作，功能区划分基
本一致：进出口、流道、细胞培养区 [7]，制作方
法包括 3D 打印、光刻法等 [8]。微流控技术与水凝
胶应用结合可定制随时间变化的生化微环境和氧
气浓度等因素 [2，9]。基质胶和甲基丙烯酸酐化明胶
（GelMA）经常被用于 3D 培养胶；多种细胞可用
于类器官构建，如原代细胞、多能干细胞 [ 包括胚
胎干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其中 iPSCs
尤为多用 ]、癌细胞系等 [10]。已报道的类器官芯片
多种多样，包括肝脏、心脏、类血管、肾脏、血
脑屏障、脾脏、肺、肠道及血管与各种类器官的
组合、多器官组合研究。其中肝脏类器官芯片、
心脏类器官芯片、小肠类器官芯片、类血管芯片
研究最多。类器官微流控芯片模型用于药物发现
和筛选，器官的生长发育，病变的体外建模研究，
再生医学，药物毒性研究等多个领域 [11]。
　　微流控技术和细胞共培养可使模型更接近于
实际器官，从而使实验结果更准确，且更有利于
机制研究。Wang 等 [12] 通过软光刻技术在 PDMS
上制作了毫米级可容纳 3D 细胞的微流控芯片，注
入 iPSCs 细胞增殖培养成微球，先分化成内胚体，
再进一步诱导分化为肝类器官。在灌流培养条件
下，显示出细胞活力的提高和成熟肝基因 [ 白蛋
白（ALB）和细胞色素 P4503A4 酶（CYP3A4）]
的高表达。Ortega-Prieto 等 [13] 用原代肝细胞和非
实质细胞构建了可培养至 40 d 的 3D 微流控系统，
在该模型中再现了乙型肝炎病毒生命周期的所有
步骤，原代肝细胞与其他非实质细胞的共培养能
够识别免疫效应物的细胞来源。
　　中药安全性的研究不充分、不明确是中药走
向国际的重大障碍之一。近年来中药不良事件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药安全性评价的标准化和
国际化亟待解决。2019 年中药不良反应 / 事件报
告显示，从给药途径看注射给药占比 45.5%，从
药品类别上看活血化瘀药报告数量仍居首位，在
不良反应 / 事件中占比 28.4%，严重不良反应 /
事件中占比 39.8%[14]。而现有常用模型对药物肝
毒性预测缺乏灵敏性、准确性，动物实验涉及
到伦理和种属差异问题使其应用受到限制，二
维细胞缺乏长期培养的可能性，且缺少细胞 - 细
胞相互作用及细胞 - 胞外基质相互作用而与人体
实际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曲伐沙星在临床
前研究中常用模型未得出肝毒性结论，随后在
上市一年后因导致肝衰竭和少数患者死亡而撤

市 [15]。而 Nguyen 等 [16] 将患者来源的肝细胞和非
实质细胞共同打印成类肝组织，并利用其检测到
曲伐沙星的毒性。另有抗病毒核苷药物非阿尿苷
（Fialuridin）因在Ⅱ期临床试验中导致肝衰竭而被
叫停 , 它在动物实验中没有观察到影响脂质积累
或肝细胞功能损伤，但在肝脏芯片中发现其剂量
依赖性地减少白蛋白分泌 [17]。目前，中药中特别
存在的蓄积毒性不能在现有模型中得到较准确预
测。本实验室前期建立了活血化瘀类复方中成药
组分库并提出了类器官在中药安全药理学应用的
潜力 [18-19]。在应用多维度高内涵 2D 细胞表型对
中药注射剂肝毒性评价方法 [20] 的基础上，笔者将
3D 细胞打印和微流控芯片技术结合起来，构建三
维动态类器官模型，用于中药注射液安全性检测。
1　材料
1.1　细胞系
　　HepG2 细胞、EA.hy926 细胞（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细胞资源中心）。
1.2　试药
　　GelMA-60（苏州 EFL 公司），DMEM 基础培养
基、胎牛血清、胰蛋白酶（含 EDTA）（美国 Gibco
公司），青链霉素（美国 HyClone 公司），Hoechst 
33342、Calcein AM/PI（美 国 Invitrogen 公 司），D-
山梨醇、甘油、4% 多聚甲醛、TritonX-100、牛
血清白蛋白Ⅴ（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小鼠
抗人白蛋白（ALB）抗体 ab10241、兔抗人细胞色
素 P450 3A4（CYP3A4）抗体 ab3572、山羊抗兔二
抗 IgG H&L（AlexaFluor® 647）ab6721、驴抗小鼠
二抗 IgG H&L（Alexa Fluor® 488）ab150105（英国
Abcam 公司），雷公藤甲素（triptolide，TP）（天津
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司匹林（aspirin，
ASP）（美国 Sigma 公司），香丹注射液（福建古田
药业有限公司，批号：2003093），冠心宁注射液
（河北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批号：Z13020780），参
附注射液 [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200705AK02]。
1.3　仪器
　　芯片主要部件由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研制
并提供，生物打印机与打印头由上海傲睿流体科
技有限公司研制并提供，打印机型号：BP4000，
步进式蠕动泵（联合众为科技有限公司），Operetta
高内涵筛选系统（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2　方法
2.1　细胞打印
　　细胞传代前调试 Biot 打印机与打印头，使喷
孔通畅，设置打印机 x、y、z 轴参数。将细胞稀
释至密度为 1×106 个·mL－ 1，离心并用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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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液（PBS）重悬。打印方法为：电压 11.5 V，
聚集打印（单点），打印次数 1 次，循环次数 5 
circle（或打印次数 5 次，循环次数 1 circle）。
2.2　微流控芯片小杯包被和铺胶
2.2.1　包被　小杯即芯片内的细胞接种孔，将小
杯倒置，用纤连蛋白（100 μL/ 孔）包被小杯孔背面
的 PET 膜 3 h，通过表面张力使其停留在 PET 膜
上。
2.2.2　铺胶　内皮细胞贴壁后，将小杯正向放置
于完全培养基中，铺 Gel-MA 3D 细胞培养胶（45 
μL/ 孔），UV 照射 30 s 使胶固化。芯片灌流速度
通过步进式蠕动泵控制。
2.3　蛋白表达的免疫荧光检测
　　培养 14 d 后，弃去旧培养液，PBS 洗两次，
每次 5 min；4% 多聚甲醛室温固定 15 min，100 
μL/ 孔；PBS 洗两次，每次 5 min；scaleviwer 透
化液透化 16 h（参考文献自配 [21]）；PBS 洗两次，
每次 5 min；2%BSA 室温封闭 1 ～ 2 h，100 μL/
孔；PBS 洗两次，每次 5 min；适当稀释比例一
抗 4℃孵育过夜，50 μL/ 孔；PBST 洗两次，每
次 5 min；适当稀释比例二抗加 Hoechst 室温孵育
1 ～ 2 h；PBST 洗两次，每次 5 min。1 ∶ 500 稀
释的小鼠抗人白蛋白抗体，1 ∶ 1000 稀释的兔抗
人细胞色素 P450 3A4 抗体共同 4℃孵育过夜，50 
μL/ 孔；PBST 洗两次，每次 5 min；1 ∶ 1000 稀
释的两种二抗加 Hoechst 室温孵育 1 ～ 2 h；设置
不加一抗的对照组，以去除假阳性结果。
2.4　细胞给药
　　取基础培养基稀释药液备用，类器官培养
7 ～ 14 d 后，弃去旧培养液，用基础培养基洗
两次，加入稀释好的药液，每药设 3 个复孔，
37℃，5% CO2 恒温培养箱中继续培养 24 h。
2.5　荧光染色
　　用基础培养基将每种荧光染料稀释至终浓度
为 0.1 μg·mL－ 1 的 Hoechst 33342，0.8 μmol·L－ 1

的 Calcein AM，1.5 μmol·L－ 1 的 PI 染 液 备 用，
弃去细胞培养板中的完全培养基，PBS 洗两次，
加入荧光染料 50 μL/ 孔，37℃避光孵育 30 min，
用基础培养基洗板 3 次，每次 5 min。
2.6　高内涵（HCA）检测
　　根据各染料的吸收发射波长，对应浓度的曝
光时间，在 Operetta 二代高内涵筛选系统中设置
扫描方法，将板放入后，进行全自动细胞成像。
用 Harmony 4.9 软件对 Operetta 成像进行分析，
读取细胞核荧光强度 / 细胞质荧光强度等数据。
2.7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均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SPSS 21.0 数据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正态
性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One-Way ANOVA），数据按α ＝ 0.05 为检验水
准，其中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
数据作图均由 GraphPad Prism 6.0 软件生成。
3　结果
　　以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EA.hy926 模拟血管，
通过微流控技术流速控制的完全培养基，模拟血
液流动过程中的力学微环境，营养供给和废料排
出，与 3D 培养的肝微球组合，构建人源肝脏类
器官（见图 1A），并选取 3 种常用市售中药注射
剂进行肝脏安全性再评价。
3.1　微流控芯片条件优化
　　通过流速梯度实验考察该体系中最合适的流
速，通过包被方法改进延长灌流时间实现长期培
养的目的。测试了 33、99、297 μL·min－ 1 3 个流
速下未包被和采用包被纤连蛋白 EA.hy 926 的状
态，在两组实验中 EA.hy926 的状态均不与流速成
反相关，而是有一个适宜的区间范围，其中流速
为 99 μL·min－ 1 时 EA.hy926 保持贴壁时间最久，
细胞延展性最好，状态最佳。未包被情况下，33 
μL·min－1和297 μL·min－1只能灌流培养到第2日，
99 μL·min－ 1 可灌流培养 3 d（见图 1B）。此实验
证明 99 μL·min－ 1 处于最佳流速区间范围，但未
包被情况下细胞贴壁培养时间过短。
　　经过测试最有效的方法为 10 µg·mL－ 1 纤
连蛋白包被 3 h，完全培养基浸润 0.5 h 后接种
EA.hy926，贴壁 24 h 后以 99 μL·min－ 1 的流速
灌流，过程中若遇细胞脱落较多时先暂停灌流，
恢复 8 ～ 24 h 继续灌流。结果 EA.hy926 连续贴
壁培养时间达到 14 d，其中灌流总时长达 9 ～ 10 
d（见图 1C）。其流速梯度测试的实验结果与未
包被一致，99 μL·min－ 1 处于最佳流速区间，明
显 优 于 33、297 μL·min－ 1。33 μL·min－ 1 和
297 μL·min－ 1 流速下，一周内贴壁细胞逐渐掉
落，细胞状态差形状回圆，高倍镜下细胞轮廓不
规则（见图 1C）。在灌流培养过程中观察到细胞
受到剪切力的作用而舒展狭长（见图 2B）并随
着液体流向排布（见图 2A）。结束灌流培养后对
EA.hy926 细胞进行紧密连接蛋白（ZO-1）和肌动
蛋白（F-actin）免疫荧光染色（见图 2C），并与
静态培养 14 d 的 EA.hy926 细胞进行宽长比和细
胞面积的比较，以证实剪切力的作用，动态灌流
培养的细胞宽长比小于静态培养细胞（见图 2D），
面积大于静态培养细胞（见图 2E）。
3.2　3D 打印细胞构建肝微球
　　采用图 3A 所示 3D 生物打印机构建肝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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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HepG2 细胞重悬于 PBS 中进行打印，打印过
程在 0.5 h 以内，此过程不影响细胞活性（见图
3D）。细胞 3D 打印成球后球体不断增殖（见图
3E），HepG2 打印成球后与 EA.hy926 灌流共培
养 14 d 后，进行活死染色检测肝实质细胞的存活
率在 70% 左右（见图 3F）。肝类器官培养 14 d 后，

通过免疫荧光法在肝实质细胞侧检测到 ALB 和
CYP3A4 的表达（见图 3G），在肝类器官上再现
了部分肝功能性蛋白的表达。
3.3　该模型用于评价中药安全性
　　TP 为已知具有肝毒性的中药单体，故作为本
实验阳性药，ASP 作为阴性对照 [22]，基于二代高

图 1　内皮细胞成功灌流培养 14 d（50×）

Fig 1　Endothelial cells were successfully perfused up to 14 days（50×）

A. 微流控芯片示意图（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icrofluidic chip）；B. 未包被时 EA.hy926 细胞的培养情况（culture of uncoated EA.hy926 
cells）；C. 包被纤连蛋白时 EA.hy926 细胞的培养情况（culture of EA.hy926 cells coated with fibronectin）

图 2　剪切力对内皮细胞的影响（200×）

Fig 2　Effect of shear force on the endothelial cells（200×）

A. 灌流培养时，细胞沿流向排列代表图（in perfusion culture，cells were arranged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fluid in a diagram）；B. 剪切力

使细胞伸展狭长（shear force makes cells stretch and narrow）；C. 灌流培养的内皮细胞表达 ZO-1 和 F-actin（endothelial cells in perfusion culture 
expressed ZO-1 and F-actin）；D 和 E. 剪切力对细胞宽长比（D）和面积（E）的影响（effect of shear force on cell aspect to length ratio and area）

注（Note）：与静态培养组相比，*P ＜ 0.05（Compared with the static culture group，*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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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三维检测成像细胞表型技术，共染 Hoechst/
Calcein AM/PI 3 种染料，对 3 种常用市售活血化
瘀中药注射液进行肝毒性风险再评价。冠心宁注
射液（GXNI）、参附注射液（SFI）、香丹注射液
（XDI）浓度均为原药的 1/100。对照组（control，
未处理）的细胞存活率为 73.14%，各组药物处理
后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TP 组 53.32%，ASP 组
65%，XDI 组 58%，GXNI 组 71.13%，SFI 组 66%
（见图 4B）。另仅 TP 有减小微球面积的趋势（见
图 4F）。核（Hoechst）染色显示，SFI 能增加核
荧光强度（见图 4E）。内酯酶钙黄绿素（Calcein-
AM）染色显示，TP 显著降低细胞活性，而 XDI
虽有降低细胞活性的趋势，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3 种注射液与有明确肝毒性的 TP
比较，仅 XDI 组无明显差异（见图 4C）。死细胞
或凋亡晚期细胞 PI 染色显示，TP 显著增加 PI 荧
光强度，而 XDI 虽有增加 PI 强度的趋势，但与对
照组、TP 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两种
注射液与 TP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4D）。
　　对 3 种市售活血化瘀中药注射液的检测提示
XDI 对细胞活性可能有一定抑制作用，可能通过促
进细胞凋亡来实现；XDI 在肝类器官芯片上单次给
药出现毒性趋势，提示 XDI 在长时间、大剂量使用
下对肝脏可能有一定影响，这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
4　讨论
　　本文首次在中药安全性评价领域将 3D 生物
打印与微流控两种新兴技术结合，构建更先进的
模型。微流控技术营造力学微环境，输送营养物
质，对模拟人体器官生理状态至关重要，大量文
献表明，灌流培养可促进细胞因子分泌，增强
功能表达 [12，23]。本文使用蠕动泵，定时更换培
养基，简单模拟血液循环和废料排出，确立最佳
流速为 99 μL·min－ 1，为内皮细胞提供了更接
近实际血管的剪切力，使内皮细胞延展，沿液
体流向排列，贴壁细胞面积大于静态培养的细
胞。蠕动泵使培养基循环流动，节省培养基。包
被纤连蛋白和提前完全培养基浸润的操作，使内
皮细胞贴壁更加牢固，在较大的流速灌流下（99 
μL·min－ 1）也能保持 14 d 的贴壁培养。芯片中
设计了 4 个独立的流道，可实现不同流速同时灌
流，即可同时模拟血液流速较高的大血管和血液
流速低的毛细血管，以及不同血管周边的组织情
况。芯片与高内涵配适，可实现高通量筛选和数
据处理。3D 生物打印具有快速、精准、经济的
优势，在构建复杂精确的组织器官方面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本课题组通过软件设计的打印方法，

打印肝细胞成微球，与内皮细胞共培养。内皮细
胞、肝星状细胞、Kupffer 细胞这些非实质细胞与
肝实质细胞共培养，有利于肝功能的发挥 [24]。本
文中肝功能相关的 ALB 和 CYP3A4 蛋白可正常
表达，肝细胞培养 14 d 可保持 70% 活性。
　　本文运用微流控芯片和细胞 3D 打印摸索而
来的最优条件组合，构建肝类器官并用于中药注
射液肝毒性再评价，结果提示该模型评价肝毒性
比 2D 细胞模型更准确；XDI 有潜在肝风险。TP
的肝毒性来源于原形化合物，代谢是其解毒途
径 [25-27]，研究表明 CYP450 系列酶在三维细胞中
的表达远高于二维细胞 [28-29]，因此 TP 在三维细
胞的毒性弱于二维细胞。本文结果符合这一预期，
与文献中 2D HepG2 细胞达到相同损伤程度 [30]，
本文所构建的肝类器官所需 TP 浓度更高（2D 细
胞为 630 nmol·L － 1，本文模型为 1 μmol·L － 1）。
同样的，对 XDI 的肝毒性评价中，2D HepG2 细
胞与该肝类器官相比，相同浓度下 2D 细胞活性
明显被抑制 [19]，该模型细胞活性无明显抑制，但
显示抑制趋势。XDI 的不良反应多见于呼吸系统、
皮肤、胃肠系统，偶发肝炎、肝硬化 [31-33]。在本
课题组前期动物实验中 [19]，XDI 在经典肝毒性生
化指标上（超氧化物歧化酶、丙二醛、谷氨转氨
酶、天冬氨酸转氨酶）也表现为毒性趋势。综上，
临床报告、动物实验中 XDI 的肝毒性并非普遍
存在，但有偶发风险。可能与剂量、用药时长有
关，需要进一步验证。因而，从 TP 和 XDI 的结
果来看，该肝类器官模型比 2D 细胞模型更准确。
该模型可长期培养、重复给药，准确度高，有拓
展通量的潜力，对动物的需求少，适用于具有复
杂化学成分、蓄积毒性的中药制剂。可用于经由
2D 细胞初筛后，进一步肝毒筛选检测和毒性机
制研究。
　　为了使肝类器官更完善，本课题组下一步将
按比例加入星状细胞和免疫细胞；根据打印机特
点设计多细胞打印图案。类器官芯片的现阶段作
用通常是弥补动物实验和 2D 细胞实验之间的鸿
沟，代替并超越动物实验的人体芯片时代值得我
们期待。随着生物打印机设计、材料学、生物学
等相关学科的进步，尤其是与 AI/ 机器学习领域
的结合，类器官芯片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也
必然会为药物研发领域带来新的机遇。材料学
和 AI/ 机器学习应用到类器官领域的长足发展可
能会使类器官形似人体器官更容易，而形似这一
带着整体论色彩的研究方法或许会给神似（功能
性）带来意想不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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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D 生物打印的肝微球培养、细胞活 / 死、肝功能表达（200×）

Fig 3　3D bio-printed cell culture，life and death and liver function expression（200×）

A 和 B. 打印机实物图（printer real picture）；C1 和 C2. 打印头微观图和工作原理图 [print head microstructure（C1）and printing principle（C2）]；
D. 细胞存活量（the cell survival）；E. HepG2 打印成球后培养过程实物图（the physical picture of the HepG2 culture process after the microsphere 
was printed）；F. HepG2 细胞在芯片上培养 14 d 的存活率（survival rate of HepG2 cells cultured on chip for 14 days）；G. 肝类器官 ALB 和

CYP3A4 的表达（expression of ALB and CYP3A4 in liver organs）

图 4　肝类器官用于中药注射液肝毒性评价的代表图像和定量结果（200×）

Fig 4　Representative images and quantitation of hepatotoxicity risk assessment of hepatic organs with TCM injection（200×）

注（Note）： 与 对 照 组 相 比，***P ＜ 0.001； 与 TP 组 相 比，#P ＜ 0.05，##P ＜ 0.01，###P ＜ 0.001（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compared with the TP group，#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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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S/MS法测定人血浆中利奈唑胺浓度的不确定度评定

刘艳芳1，张琛琛2，蔡朝红1*，党大胜3*（1. 北部战区总医院临床试验研究室，沈阳　110840；2. 沈阳药科大学生命

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沈阳　110840；3. 北部战区总医院临床药学室，沈阳　110840）

摘要：目的　评价本研究室新建立的人血浆中利奈唑胺浓度测定方法的不确定度。方法　按照

试验流程建立数学模型，用数学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合成及扩展。结果　置信概率 P 为

95% 时，利奈唑胺低、中、高质量浓度可分别表示为（0.395±0.055）μg·mL － 1、（4.18±0.351）
μg·mL － 1 和（32.5±3.20）μg·mL － 1。结论　新方法不确定度主要来自提取回收、线性拟合、

样品制备以及基质效应，可以通过增加人员培训，提高操作平行性；线性范围确定的情况下，

需要考察标准曲线浓度点数找出最小不确定度值；简化样品制备过程；采用稳定同位素内标或

改用其他离子源等方式来降低各项不确定度值。

关键词：利奈唑胺；LC-MS/MS；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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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linezolid in human plasma by LC-MS/MS

LIU Yan-fang1, ZHANG Chen-chen2, CAI Chao-hong1*, DANG Da-sheng3* (1. Clinical Trial Center, 
General Hospital of Northern Theater Command, Shenyang  110840;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pharmaceutics,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40; 3.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 General Hospital of Northern Theater Command, Shenyang  11084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uncertainty of a new metho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linezolid 
in human plasma. Method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etermination were quantified, synthesized 
and expanded by the mathematical model. Results  When the confidence probability was 95%,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s of linezolid in human plasma were expressed as (0.395±0.055) 
μg·mL － 1, (4.18±0.351) μg·mL － 1 and (32.5±3.20) μg·mL － 1. Conclusi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new method mainly comes from extraction recovery, matrix effect and linear fitting process, 
which may be reduced by increas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mproving operational parallelism. With 
stable isotope internal standard or other ion sources for detection, we may identify the minimum 
uncertainty by examinating the standard samples. 
Key words: linezolid; LC-MS/MS;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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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奈唑胺（linezolid）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的
唑烷酮类全合成抗菌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耐万
古霉素屎肠球菌引起的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
球菌引起的院内获得性肺炎等 [1]。由于利奈唑胺独
特的作用机制与现有抗菌药无交叉耐药，被认为是
治疗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的最后防线 [2]。随
着利奈唑胺应用的增多，一些较为严重的不良反

应逐渐暴露出来 [3-4]，临床对其在中国人体药动学
研究以及特殊人群实时的血药浓度监测的需求越来
越高，基于此本研究室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
质谱（LC-MS/MS）法测定人血浆中利奈唑胺浓度，
同时为了控制检测质量，达到检测数据国际互认的
要求对方法进行不确定度评价。
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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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C-20AD 超高速液相色谱系统（日本岛
津公司），3200Q-Trap 质谱仪（美国 AB Sciex 公
司），Mettler MS 105分析天平（Mettler），Eppen-
dorf 5804R 低温冷冻离心机（Eppendorf），IKA 
VORTEX GENIUS 3 mm-1 型振荡器（IKA VOR-
TEX）。利奈唑胺（批号：130640-201901，纯度：
99.6%，规格：100 mg/ 支），卡马西平（批号：
100142-201706，纯度：100.0%，规格：100 mg/
支）（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批号：
1099307025，色谱纯，德国 MERCK 公司），超
纯水由 Milli Q 型纯水仪制得（Millipore，USA）。
2　方法

2.1　分析条件 [5-6]

　　色谱柱：Waters Xterra MS C18（3.5 µm，100 
mm×2.1 mm），流动相：A 为纯水，B 为甲醇，
梯度洗脱：0 ～ 2.0 min，5% ～ 95%B；2.0 ～ 3.0 
min，95%B；3.0 ～ 3.1 min，95% ～ 5%B；3.1 ～ 5.0 
min，5%B。流速：0.35 mL·min－ 1，柱温：40℃，
进样量：0.5 µL。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多
反应离子监测方式；喷射电压：4500 eV；源温度：
550℃；离子源气体：50 psi；辅助气：25 psi；气
帘气：35 psi；碰撞气：medium；扫描时间：150 
ms；定量分析离子对：338.2 ～ 296.1（利奈唑胺），
237.0 ～ 194.0（卡马西平）。
2.2　溶液配制

2.2.1　系列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利奈唑胺对照
品 22.13 mg 置 10 mL 量瓶中，甲醇溶解并定容，
得 2.20 mg·mL－ 1 储备液。精密移取上述储备
液适量用甲醇逐级稀释，即得 2.00、5.00、20.0、
50.0、100、200、400 μg·mL－ 1 的系列对照品溶
液以及质量浓度为 4.00、40.0 及 320 μg·mL－ 1

的低（QCL）、中（QCM）、高（QCH）质控溶液。
2.2.2　内标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卡马西平 10.79 
mg 置 10 mL 量瓶中，甲醇溶解并定容，得 1.08 
mg·mL－ 1 内标储备液。精密移取 23.2 mL 上述
内标储备液置 10 mL 量瓶，甲醇定容得质量浓度
为 2.50 μg·mL－ 1 的内标溶液。
2.3　校正标样 / 质控样品的制备

　　取对照品溶液 / 质控溶液 10 mL 置 1.5 mL 离
心管中，分别加入 90 mL 人空白血浆、10 mL 内
标溶液、700 mL 甲醇，涡旋混合 1 min，4℃离
心 10 min（1610×g），取上清液 50 mL，加甲醇
150 mL 涡旋混合 1 min，即得。
2.4　数学模型的建立

　　yi ＝ axi ＋ b，其中 yi 为待测物响应信号与内

标响应信号之比，a 为标准曲线斜率；b 为标准曲
线截距；xi 为待测物浓度与内标浓度之比。
3　结果

3.1　不确定度来源

　　样品测定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引入不确定
度，本实验测量不确定度来源主要包括操作重复
性、称量、溶液配制、提取回收、基质效应、仪
器量化、标准曲线拟合等。
3.2　不确定度评定

3.2.1　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r（1）　取质控样
品 QCL、QCM、QCH 各 6 份，按“2.3”项下方
法处理后，进样分析，计算质控样品浓度，重复
进行 3 组，结果见表 1。

表 1　利奈唑胺重复测定数据 
Tab 1　Repeated measurement of linezolid concentration

样品编号
利奈唑胺 /（μg·mL － 1）

组 1 组 2 组 3
QCL 0.392 0.399 0.426

0.366 0.339 0.446
0.389 0.389 0.428
0.431 0.353 0.385
0.387 0.370 0.395
0.395 0.395 0.423

QCM 3.86 4.15 4.03
4.16 4.18 4.20
4.17 4.13 3.97
3.91 4.15 4.33
4.28 4.39 4.28
4.18 4.44 4.36

QCH 34.2 30.9 29.5
30.6 30.6 31.3
33.5 33.4 32.3
30.9 31.3 34.3
34.1 33.4 34.3
34.0 32.7 32.8

　　依据贝赛尔公式计算利奈唑胺合并样本偏
差：

　　

　　公式中 k 为每组平行测定次数（1，2，...，n），
j 为组数（1，2，…，m），G 为组别（L、M、H）。
　　经计算：S（X，L）＝ 0.023 μg·mL－ 1，S（X，M）＝

0.156 μg·mL－ 1，S（X，H）＝ 1.614 μg·mL－ 1

　　以每组平均值表示测量结果，平均值的标准
偏差公式为：
　　SXG ＝ S（X，G）/√mn
　　经计算：
　　S（XL）＝ 0.005 μg·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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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M）＝ 0.037 μg·mL－ 1

　　S（XH）＝ 0.380 μg·mL－ 1

　　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1，G）＝ SXG/XG

　　经计算：Ur（1，L）＝ 0.0136，Ur（1，M）＝

0.0088，Ur（1，H）＝ 0.0117。
3.2.2　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Ur（2）　称量过
程，天平灵敏度带来的不确定度可忽略不计，依
据计量检定证书，所用电子天平 e ＝ 0.01 mg。
按矩形分布考虑，包含因子 k ＝ √3，随机变量半
宽 a ＝ 0.5e，天平的非线性误差为：
　　U（△，nonlinear）＝ a/k ＝ 0.0029 mg
　　天平自动调零引起的误差，其 a0 ＝ a，则天
平自动调零引起的误差为：
　　U（△，zeroing）＝ a0/k ＝ 0.0029 mg
　　不考虑重复性误差时，天平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 )2 2, nonlinear , ze= r 0.0041oingcU U Um mg+ =� �△ △ ＝ 0.0041 

mg
　　利奈唑胺的称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2） ＝ Uc（m）/m ＝ 0.0041/22.13 ＝

0.000 19。
3.2.3　溶液配制引入的不确定度，Ur（3）
　　（1）对照品纯度引入的不确定度，此项属 B
类不确定度，按矩形分布处理，其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如下：
　　Ur（3）＝（1 － 99.6%）/√3 ＝ 0.0023。
　　（2）标准溶液及质控溶液配制过程引入的不确
定度：配制溶液用到的移液枪为 Thermo Finnpipette 
F3 移液枪，型号为 2 ～ 20 μL（P1）、10 ～ 100 μL
（P2）、20 ～ 200 μL（P3） 和 100 ～ 1000 μL（P4），
其容量的最大允差分别为±0.2 μL、±0.8 μL、
±1.6 μL 和±8 μL，10 mL 量 瓶（V1） 最 大 允 差
为±0.020 mL。Ur（P1）＝ a/（kx）＝ 0.0058，Ur

（P2）＝ Ur（P3）＝ Ur（P4）＝ 0.0046，Ur（V）＝

0.000 57。
　　利奈唑胺系列标准溶液配制过程共使用 10 
mL 量瓶（V1）1 次，移液枪 2 ～ 20 μL（P1）3 次，
10 ～ 100 μL（P2）1 次，20 ～ 200 μL（P3）1 次，
100 ～ 1000 μL（P4）9 次。使用储备液配制低、中、
高浓度质控溶液过程使用 P1、P2、P3 各 1 次，P4
各 3 次。内标浓度不影响样品测定，故标准溶液
及质控溶液稀释过程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

　　则利奈唑胺溶液配制整个过程引入的相对标
准不确定度为：

　　 ( ) ( ) ( ) ( )2 2 23,r r r rU G U S U STD U G= + +

　　Ur（3，L）＝ 0.0199；Ur（3，M）＝ 0.0196；
Ur（3，H）＝ 0.0196。
3.2.4　校正标样和质控样品制备引入的不确定
度，Ur（4）　校正标样（S）和质控样品（G）均
按照“2.3”项下方法制备，使用移液器及次数为：
2 ～ 20 μL 移液器 2 次，10 ～ 100 μL 移液器 2 次，
20 ～ 200 μL 移液器 1 次，100 ～ 1000 μL 移液器
1 次。标准曲线共 6 个点，则样品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为：

( ) ( ) ( ) ( ) ( )2 24, 4, = 4, 6 4, 4, 0.0326r r r r rU L U M U H U S U G= = + = 。
3.2.5　样品提取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Ur（5）　
按“2.2.1”项下方法制备低、中、高浓度质控样
品，每浓度 6 份并进样分析，得到与内标的峰面
积比值为 C；取 18 份空白血浆，加入 700 μL 甲
醇，混匀，4℃离心 10 min（1610×g），取上清
液并加入标准溶液和内标溶液使其浓度与质控
样品浓度相同，涡旋混合 1 min 后取上清液 50 
mL，加甲醇 150 mL，涡旋混合 1 min 后取 0.5 
mL 进样分析。每浓度 6 样本分析，获得相应峰
面积为 B，则利奈唑胺在血浆样本中的提取回收
率＝ C/B×100%，低、中、高浓度质控样品回
收率分别为（94.4±9.36）%、（98.1±1.87）% 和
（102.5±4.12）%。回收率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计
算公式为：
　　Ur（5，G）＝ Ur（RE，G）＝ SD/RE%√n
　　则，利奈唑胺低、中、高浓度质控样品回收
率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
　　Ur（5，L）＝ 0.0405；Ur（5，M）＝ 0.0078；
Ur（5，H）＝ 0.0164。
3.2.6　基质效应引入的不确定度，Ur（6）　取处
理后基质及空白溶剂配制低、高浓度质控样品，
每浓度平行测定 6 次，内标归一化基质效应＝处
理后基质配制样品的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比值
（A）/ 空白溶剂配制样品的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
比值（B），计算得低、高浓度质控样品的基质效
应分别为（117.1±4.64）% 和（115.5±5.75）%，
基质效应引入的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为：Ur（6，G）＝ Ur（ME，G）＝ SD/ME%√n，
则利奈唑胺低、高浓度质控样品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为：
　　Ur（6，L）＝ 0.0162；Ur（6，H）＝ 0.0203。
3.2.7　仪器量化引入的不确定度，Ur（7）　所用
液质联用仪为 AB3200 Q-Trap，其中质谱定量的
最大允差为 2%，液相色谱取样的最大允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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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矩形分布，仪器量化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

3.2.8　线性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Ur（8）　本实验
标准曲线除零点外有 6 个浓度点，连续测定 6 次，
每个样品中利奈唑胺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
见表 2，经拟合曲线回算校正标样中利奈唑胺浓
度结果见表 3。

表 2　利奈唑胺与内标峰面积比及回归曲线参数 
Tab 2　Peak area ratio of linezolid with the internal standard and 

parameters of the calibration curves

浓度 /
（μg·mL － 1）

测定次数
均值

1 2 3 4 5 6
0.2000 0.0321 0.0439 0.0304 0.0390 0.0351 0.0423 0.0371 
0.5000 0.0756 0.0921 0.0728 0.0804 0.0705 0.0857 0.0795 
2.000 0.3377 0.3930 0.2667 0.3187 0.3030 0.3646 0.3306 
5.000 0.8817 1.066 0.7169 0.7692 0.7619 0.8992 0.8491 
20.00 3.398 3.838 2.294 2.833 2.498 3.046 2.984 
40.00 6.065 7.042 5.294 5.117 5.727 6.711 5.993 
斜率 0.1751 0.1752 0.1369 0.1367 0.1554 0.1548 0.1557 
截距（10 － 3）3.175 3.104 7.547 7.596 7.871 7.926 6.203 

表 3　经拟合曲线计算出的每个校正标样中利奈唑胺的浓度 (μg·mL－1) 
Tab 3　Back-calculated concentration of linezolid in standard 

plasma samples (μg·mL － 1)

浓度
测定次数

均值
1 2 3 4 5 6

0.2000 0.1650 0.2330 0.1670 0.2300 0.1750 0.2220 0.1987 
0.5000 0.4150 0.5080 0.4760 0.5330 0.4020 0.5010 0.4725 
2.000 1.910 2.220 1.890 2.280 1.900 2.310 2.085 
5.000 5.020 6.080 5.190 5.580 4.870 5.760 5.417 
20.00 19.40 21.80 16.70 20.60 16.00 19.60 19.02 
40.00 34.50 40.30 38.60 37.40 36.70 43.30 38.47 

　　用生物样品峰面积比的平均值对浓度以加权
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权重 1/x2）得回归方
程，斜率 a ＝ 0.1557，截距 b ＝ 6.203×10－ 3。每
个浓度重复分析的次数为 6 次，m ＝ 6；标准曲
线有 6 个浓度，n ＝ 6；N 为测定标准血浆溶液的
总次数，N ＝ m×n ＝ 36，共测定 36 次；j 为测
定标准血浆的序数（j ＝ 1，2，3…N）；为 6 个
标准血浆浓度的理论平均值，X ＝ 11 μg·mL－ 1。
　　残余标准偏差为：

　　

2

1
( )

0.00668
2

n

m mj j
j

y a x b
S

N
=

 − + 
= =

−

∑ ＝ 0.006 68

　　自相关方差：
2

1
( ) 7018

N

xx j
j

S x x
=

= − =∑
　　用本方法测定低、中、高浓度质控样品各 18

次（P ＝ 18），得到平均浓度

　　

　　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 )2

1 1( ) G
G

XX

X XSU X
a P N S

−
= + +

　　U（XL） ＝ 0.0136；U（XM） ＝ 0.0129；U
（XH）＝ 0.0165。
　　按公式计算利奈唑胺低、中、高浓度质控样
品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8，G）＝ U（XG）/XG

　　 则：Ur（8，L） ＝ 0.0344；Ur（8，M） ＝

0.0031；Ur（8，H）＝ 0.0005。
3.2.9　其他因素引入的不确定度　本实验操作中
间步骤少，过程简单，耗时短，且样品制备室、
进样室等均有空调进行温度控制，操作过程几乎
无温度波动，故忽略温度影响。样品制备过程取
液前均进行了充分震摇，有效避免取液的不均一
性，因此本文忽略不均一性带来的不确定度。
3.3　合成不确定度的评定

3.3.1　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合成　依据不确定度
传播律对各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进行合成：

2 2 2 2 2 2 2 2
, (1) (2) (3) (4) (5) (6) (7) (8)x r r r r r r r r rU U U U U U U U U= + + + + + + +

　　则利奈唑胺质控样品的合成相对标准测量不
确定度分别为：
　　Ur（L） ＝ 0.0700；Ur（M） ＝ 0.0420；Ur

（H）＝ 0.0493。
　　利奈唑胺质控样品测定的合成标准测量不确
定度为：
　　U（G）＝ Ur（G）×XG 
　　则：U（L）＝ 0.0276；U（M）＝ 0.1753；U
（H）＝ 1.6011。
3.3.2　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扩展　用简易评定方
法，取 k ＝ 2，此时对应的置信概率 P ＝ 95%，
得到扩展不确定度为：UG ＝ k×U（G），则：
UL ＝ 0.055；UM ＝ 0.351；UH ＝ 3.20。
3.4　测定结果的表示
　　人血浆中利奈唑胺低、中、高浓度质控的
测定结果在 k ＝ 2（P ＝ 95%）时可以分别表
示 为（0.395±0.055）μg·mL－ 1、（4.18±0.351）
μg·mL－ 1 和（32.5±3.20）μg·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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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文依据 JJFl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与表示》[7]，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颁布
的 CNAS-CL01-G003：2019《测量不确定度的要
求》[8] 和 CNAS-GL006：2019《化学分析中不确定
度的评估指南》[9]，参照已发表文章的方法 [10-13]，
按照实验过程寻找不确定度的来源，各不确定度
分量的统计直方图见图 1，由图可知低浓度质控
样品不确定度来源主要为提取回收、线性拟合
和样品制备，中浓度不确定度来源主要为样品制
备，高浓度不确定度来源主要为样品制备、基质
效应和溶液配制。

图 1　液质联用法测定利奈唑胺不确定度分量统计直方图

Fig 1　Histogram of uncertainty components in linezolid determination 
by LC-MS/MS

　　本文采用甲醇沉淀蛋白法进行样品提取，处
理过程简单，干扰物质少，且方法无残留效应，
对比中、高浓度质控样品不确定度结果，低浓度
不确定度高主要因为 SD 值较高，即操作不平行
导致，增加操作培训及考核可有效避免此类问
题。线性拟合对低浓度样品的不确定度贡献较大，
这与同类文献 [10] 结论一致，本文在不改变线性
范围的情况下，对标准曲线的点数进行考察，分
别用 5、6、7 个点作标准曲线，线性均合格的情
况下，不确定度值大小顺序为：5 点标曲＞ 7 点
标曲＞ 6 点标曲，因此本文采用 6 个点浓度做标
准曲线，同时证明相同线性范围情况下并非浓度
点数越多越好，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以减
少线性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样品制备对低、中、高浓度质控样品不确定
度贡献均较大，此项由校正样品和质控样品两个
分项共同构成，按照公式标准曲线点越少，样品
制备过程越简单此项值越低，但标准曲线点个数
设置会影响线性拟合值，要进行综合评估来决
定，可以通过优化操作过程减少此项值。

　　基质对高浓度质控不确定度影响较低浓度大，
主要是操作平行性的影响，同时若能采用稳定同
位素做内标，必要时改用其他离子源来降低基质
效应从而减少不确定值。因 2020年版《中国药典》
只要求对低、高浓度质控样品进行基质效应考察，
故本文未将中浓度纳入基质效应的不确定度评价。
溶液配制由对照品纯度、对照品溶液配制及质控
溶液配制三分项共同构成，可以通过提高对照品
纯度，减少溶液配制体积来控制不确定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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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制备及其对缺血缺氧型 
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刁中极1，平洋2，雷锐1，虞德忱1，殷实1，王伟1（1.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2；2. 佳木斯

大学药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目的　制备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剂，并对其进行剂型表征及对缺血缺氧型心肌细胞的保

护作用研究。方法　采用乳化 - 超声分散法制备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通过单因素试验筛选盐

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处方中的乳化剂、助乳化剂与油相，通过绘制伪三元相图确定乳化区域，进

而确定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剂的处方。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盐酸曲美他嗪米乳的外观形态，

马尔文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纳米乳的粒径值和多分散系数，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含量。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存活率；生化试剂盒检测细胞内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丙二醛（MDA）的含量。结果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处方组成为：大豆磷脂 8.144%，

Tween-80 2.036%，1，2- 丙二醇 7.02%，肉豆蔻酸异丙酯 68.84%，盐酸曲美他嗪 13.96%。盐酸

曲美他嗪纳米乳剂外观呈现金黄色透明状液体，乳滴粒子呈规则的圆球型，大小均一，分布均

匀；平均粒径值为（161.97±1.20）nm，PDI 值为 0.224；纳米乳剂中盐酸曲美他嗪的含量为 4.17 
mg·mL－ 1。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 H9c2 心肌细胞培养液乳酸脱氢酶（LDH）含量升高、细胞

内 CK-MB、MDA 含量均显著升高细胞内 SOD 含量均显著降低（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各剂量组均可显著降低 H9c2 心肌细胞培养液 LDH 含量及细胞内 CK-MB、

MDA 含量，升高 SOD 含量（P ＜ 0.01）。结论　本实验选用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制备方法简便

易于操作，纳米乳粒径值符合要求，且对 H9c2 心肌细胞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表征；心肌细胞；保护作用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316-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13

Preparation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and its protective 
effect on ischemic-hypoxic cardiomyocytes

DIAO Zhong-ji1, PING Yang2, LEI Rui1, YU De-chen1, YIN Shi1, WANG Wei1 (1. Jiamusi Central 
Hospital,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2; 2. College of Pharmacy,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7)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characterize the 
dosage form and determine its protective effect on ischemic-hypoxic cardiomyocytes. Methods  
The emulsification-ultrasonic dispersion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The emulsifier, co-emulsifier and oil phase in the nanoemulsion prescription were 
scree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and the emulsification was determined by drawing a pseudo-ternary 
phase diagram area, and then the prescription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was 
established. 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appearance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emulsion, a Malvern laser particle size analyzer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article size and polydispersity coefficient,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content of nanoemulsion. The CCK-8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survival rate, the biochemical ki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tent of CK-MB,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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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
大量的循证医学数据表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药
物主要是通过改善局部缺血心肌的氧供需平衡，
间接发挥心肌保护作用，但治疗后仍有患者留有
心力衰竭的症状或体征 [1]。因此合理优化心肌能
量代谢受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推荐。曲美他嗪
作为一种改善能量代谢的新药，因其独特的作用
机制及效果，在临床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其
能减轻心肌细胞酸中毒和细胞内 Na ＋、Ca2 ＋超载，
抑制氧自由基生成，稳定线粒体膜功能状态 [2]，
其临床应用已从单纯稳定型心绞痛扩展到对多种
心肌缺血及心功能障碍的保护治疗。盐酸曲美他
嗪在临床上的使用剂型为口服普通片剂、缓释片
剂和胶囊剂 [3-4]，以固体制剂形式的给药方式，难
免会影响药物的体内吸收，本研究通过药剂学方
法和手段，将盐酸曲美他嗪制备成 W/O 型口服纳
米乳剂。纳米乳具有较小粒径，分散均匀度高，
药物分散度高，能提高药物作用效果，同时对药
物透皮吸收也有促进作用。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剂的研究将为曲美他嗪新剂型开发提供研究基础。
1　仪器及试药

　　FA2004N 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恒平科学仪
器）；DF-101S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巩
义市予华仪器）；JY92-2D 超声波细胞粉碎机（宁
波新芝生物仪器）；MALVERN Zetasizer Nano ZS
粒径分析仪（英国马尔文仪器）；透射电子显微
镜（日本株式会社仪器）；Agilent 高效液相色谱
仪工作站（日本岛津仪器）；371 型 -CO2 培养箱

（美国 Thermo 仪器）；TECAN sunrise 光吸收酶
标仪（瑞士帝肯仪器）；TGL-16GB 台式高速离心
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KQ-200KDB 型高功率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SZ93-1
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Innoval ODS-2 C18 色谱柱（博纳艾杰尔仪器）。
　　盐酸曲美他嗪（批号：Lot#E1905020，上海
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 丙二醇（天
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脂肪酸山梨坦 80（Span-
80）、聚乙二醇 400（PEG-400）（上海山浦化工有
限公司）；聚氧乙烯 40 氢化蓖麻油（RH 40）、大
豆磷脂（PC）、肉豆蔻酸异丙酯（IPM）、辛葵酸
甘油酯（GTCC）、聚山梨酯 -80（Tween-80）、液
体石蜡、1- 庚烷磺酸钠（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大豆油（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单硬脂酸甘油酯（江苏伯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无水乙醇（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甲醇、乙腈（色谱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H9c2 大鼠心肌细胞（中国科学院
上海细胞库）；CCK-8 试剂盒（日本同仁化学研
究所）；DMEM 高糖培养基、胎牛血清、0.25%
胰酶、PBS（Hyclone）；肌酸激酶同工酶（CK-
MB）试剂盒（上海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
号：20191013）、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批号：
20191103）和丙二醛（MDA、批号：20191104）
试剂盒（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处方中各组分筛选

and MDA in the cell. Results  The prescription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included: 
soybean phospholipid 8.144%, Tween-80 2.036%, 1,2-propanediol 7.02%, isopropyl myristate 
68.84%, and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13.96%. The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appeared to be a golden-yellow transparent liquid. The emulsion droplets were round with uniform 
size and distribution.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was (161.97±1.20) nm, the PDI value was 0.224; 
and the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content of nanoemulsion was 4.17 mg·mL－ 1.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H9c2 cardiomyocyte culture medium LDH content in the model group increased, 
the intracellular CK-MB and MDA content w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1), the 
intracellular SOD content was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at each dos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DH content of H9c2 cardiomyocyte culture fluid and the 
intracellular CK-MB and MDA content, and increased the SOD content (P ＜ 0.01). Conclusi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is simple and easy.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nanoemulsion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has a certain protective effect on H9c2 
cardiomyocytes. 
Key words: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characterization; cardiomyocyte; protec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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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乳化剂的筛选　拟对 PC、Span-80、RH 
40、单硬脂酸甘油酯作为乳化剂筛选，基于文献
方法 [5]，采用丙二醇为助乳化剂，IPM 为油相，
乳化剂∶助乳化剂∶油相按 1∶1∶2（质量比）称取
并混合，置于恒温磁力搅拌器中，待形成透明溶
液时缓慢滴加蒸馏水进行乳化。以乳剂外观状态
为指标，进行乳化剂筛选。
2.1.2　助乳化剂的筛选　拟对 PEG-400、Tween-80、
无水乙醇与丙二醇作为助乳化剂筛选。分别按 1∶1
的比例与 PC 混合，将混合溶液按 1∶1 的比例与
IPM 混合，制备方法同上。以乳剂外观状态进行助
乳化剂筛选。
2.1.3　油相的筛选　拟对 IPM、GTCC、液体石
蜡以及大豆油作为油相筛选，助乳化剂丙二醇和
无水乙醇分别与乳化剂 PC 按 1∶1 的比例进行混
合，再将混合溶液按 1∶1 的比例依次与上述的
油相混合。以乳剂外观状态及过微孔滤膜阻力大
小为指标，对油相进行筛选。
2.1.4　乳化剂与助乳化剂质量比的筛选　乳化剂
与助乳化剂的质量比（Km）可以反映二者配比关
系对纳米乳形成的影响。固定 PC/ 丙二醇 /IPM/
水纳米乳体系 [6]，将 PC 与丙二醇以 Km 为 1∶1、
1∶2、2∶1、3∶1、3∶2 与 4∶1 进行混合，恒
温磁力搅拌一段时间，使成透明溶液后，缓慢滴
加蒸馏水，形成空白纳米乳。以乳剂外观状态及
过膜阻力为指标确定 PC 与丙二醇的 Km。
2.1.5　伪三元相图确定乳化区域　将 PC 与丙二
醇以固定比例 Km 3∶2 置于烧杯中，再将混合溶
液与油相按 1∶9、2∶8、3∶7、4∶6、5∶5、6∶4、
7∶3、8∶2、9∶1 混合均匀，于 52℃恒温磁力
搅拌至全溶，向溶液体系中滴加蒸馏水，待体系
由澄清变浑浊时记录双蒸水用量 [7-9]，采用 origin 
9.0 软件绘制伪三元相图。
2.1.6　复合乳剂的筛选　为得到预期粒径的纳米
乳溶液，拟采用复合乳化剂 [10-13]，即调整混合乳
化剂的亲水亲油平衡值（HLB），增加乳化膜的稳
固性。以 Tween-80 和 PC 作为复合乳化剂，基于
处方（用量比）PC∶丙二醇∶IPM∶盐酸曲美他嗪
水溶液＝ 5∶3.43∶33.83∶9。将 PC 与 Tween-80
以 5∶1、4∶1、3∶1、2∶1、1∶1 混合制备纳米
乳，以乳剂形成状态、形成纳米乳时的温度区间、
超声分散后乳剂的外观、过微孔滤膜阻力以及粒
径为考察指标，对复合乳化剂进行筛选。
2.2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制备

　　精密称取 PC 1.20 g、Tween-80 0.3 g、丙二醇

1.03 g、IPM 10.15 g 置于烧杯中，于 52℃下恒温
磁力搅拌至 PC 全溶，再称取盐酸曲美他嗪原料
药 100 mg 于 2.6 g 双蒸水中，搅拌使其溶解，于
室温下缓慢地向上述混合体系中滴加盐酸曲美他
嗪溶液直至体系变为透明状均匀液体，将溶液置
于冰水浴条件下，功率为 70%，超声分散 7 min，
即得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2.3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表征

2.3.1　丁达尔现象　按“2.2”项下方法制备纳米乳，
采用外激光照射方式，观察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2.3.2　纳米乳剂类型鉴别　分别取两份盐酸曲美
他嗪纳米乳 1.5 mL 置于离心管中，向两离心管
中分别滴加苏丹红Ⅲ和亚甲基蓝染色剂，静止放
置，观察两种染色剂在乳液中的扩散程度，以确
定纳米乳剂类型 [14]。
2.3.3　纳米乳外观形态观察　取盐酸曲美他嗪纳
米乳 1 mL，加入 IPM 溶液按体积比 1∶10 进行
稀释，待测样品滴于超薄碳膜上，待自然挥干后，
于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下观察外观形态。
2.3.4　粒径及 zeta 电位　取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分别置于石英比色皿和电位检测池中，采用马尔
文激光粒度仪测定纳米乳的粒径与 zeta 电位。
2.4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检测

2.4.1　色谱条件　流动相：1- 庚烷磺酸钠溶液
（1- 庚烷磺酸钠 1.8383 g，纯净水配制，磷酸调节
pH 2.55）- 乙腈 - 甲醇＝ 645∶316∶39；色谱柱：
Innoval ODS-2（4.6 mm×250 mm，5 μm）；流速：
1 mL·min－ 1；紫外检测波长：231 nm；柱温：
25℃；进样量：10 μL。
2.4.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盐酸曲美他
嗪对照品 500 mg，甲醇溶解并定容于 100 mL 量
瓶中，即得质量浓度为 5.0 mg·mL－ 1 的盐酸曲
美他嗪对照品溶液，备用。
2.4.3　空白纳米乳样品的制备和测定　精密吸
取空白纳米乳 1 mL，加入 10 mL 甲醇溶液破乳，
于 8000 r·min－ 1 离心 15 min，取 1 mL 上清液于
10 mL 量瓶中，甲醇定容至刻度，即得空白纳米
乳样品；待测样品过 0.22 μm 滤膜，进样检测。
2.4.4　含量测定　精密量取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1 mL，按“2.4.3”项下方法处理，即得盐酸曲美他
嗪纳米乳待测样品，过 0.22 μm 滤膜，进样检测。
2.5　H9c2 心肌细胞保护作用

2.5.1　H9c2 心肌细胞培养及分组　大鼠 H9c2 心肌
细胞于 DMEM 高糖培养基（含 10% FBS、1% 双抗）
中，37℃、5% CO2 恒温培养箱中静置培养。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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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用完全培养基于培养箱中继续培养；模型组用完
全培养基培养 1 h 后更换为无糖无血清的 DMEM 
培养基，密闭培养。给药组以含药培养基培养，1 h 
后更换为无糖无血清的 DMEM 培养基，密闭培养。
2.5.2　CCK-8 法检测 H9c2 心肌细胞存活率　取
对数生长期 H9c2 心肌细胞按 1×105 个·mL － 1，
接种于 96 孔板内，每个浓度设定 3 个复孔，于
5%CO2 培养箱中正常培养，每孔加入不同浓度
的纳米乳溶液，对照组加等量培养液，继续培养
12、24、48 h 后每孔加入 CCK-8 溶液于 5%CO2

培养箱培养，酶标仪 450 nm 测定各孔的吸光度
值，并计算各组对 H9c2 细胞的生长抑制率。
2.5.3　比色法检测 LDH 含量及心肌细胞内 CK-
MB、SOD、MDA 含量　取出上述细胞培养液，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检测细胞培养液中的 LDH 含量及
细胞内 CK-MB、SOD、MDA 的含量 [15-16]。
2.6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数据以（x±s）
表示，进行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检验，各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处方各组分筛选结果

3.1.1　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结果见表 1 所示，由
乳剂外观结果最终确定乳化剂为 PC。

表 1　乳化剂筛选结果 
Tab 1　Screening of emulsifiers

乳化剂 助乳化剂 油相 外观 结果选择

PC 丙二醇 IPM 澄清透明 可选

Span-80 浑浊 无现象

RH 40 油水分层 不可选

单硬脂酸甘油酯 油水分层 不可选

3.1.2　助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乳剂外观可知，无水乙醇和丙二醇均能得到外
观澄清透明的纳米乳溶液，故进一步进行筛选。
3.1.3　油相的筛选结果　结果如表 3 所示，通过
对油相的筛选，确定了助乳化剂为丙二醇，而油
相筛选结果中 IPM 和 GTCC 均能得到较理想的乳
剂，由于 GTCC 价格较贵，最终确定 IPM 为油相。

表 2　助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Tab 2　Screening of co-emulsifier

乳化剂 助乳化剂 油相 外观 结果选择

PC PEG-400 IPM 浑浊 不可选

Tween-80 沉淀聚集 不可选

无水乙醇 澄清透明 可选

丙二醇 澄清透明 可选

表 3　油相筛选的结果 
Tab 3　Screening of the oil phase

乳化剂 助乳化剂 油相 外观 0.45 μm 滤膜 结果选择

PC 丙二醇 GTCC 油水分层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液体石蜡 浑浊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大豆油 浑浊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IPM 澄清透明 过膜阻力小 可选

无水乙醇 GTCC 澄清透明 过膜阻力小 可选

液体石蜡 澄清透明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大豆油 浑浊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IPM 澄清透明 过膜阻力大 不可选

3.1.4　乳化剂与助乳化剂质量比的筛选结果　由
表 4 可知，乳化剂与助乳化剂的 Km 比为 3∶2 时，
能够满足各项筛选结果。
3.1.5　伪三元相图确定乳化区域　如表 5 所示，当
混合溶液体系由澄清变混浊时纳米乳中各部分所占
质量百分比，通过绘制伪三元相图初步确定盐酸曲
美他嗪纳米乳的乳化区域（见图 1），用于进一步优

表 4　Km 的筛选结果 
Tab 4　Screening of the Km

Km PC/g 丙二醇 /mL 外观 超声分散 0.45 μm 滤膜 结果选择

1∶1 2.507 2.50 澄清 浑浊 不可选

1∶2 1.607 3.40 浑浊 不可选

1∶3 1.248 3.75 油水分层 不可选

2∶1 3.423 1.60 澄清透明 澄清透明 阻力大，难过膜 不可选

3∶1 3.750 1.25 澄清透明 澄清透明 阻力大，难过膜 不可选

3∶2 3.011 2.00 澄清透明 澄清透明 阻力小，可过膜 可选

4∶1 4.001 1.00 澄清透明 澄清透明 助力大，难过膜 不可选

化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中各相处方所占比例见表 6。
　　各组中 NE1 组与其余 3 组相比，水相含量
高，纳米乳粒径值较小，PDI 值最小，表明该处
方液滴的分散性较好，流动性好。因此盐酸曲美
他嗪纳米乳处方为乳化剂 - 助乳化剂∶油相∶水相＝

5∶20∶4， 其中乳化剂∶助乳化剂为 3∶2，见表 6。
3.1.6　复合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复合乳化剂筛选结
果见表 7，PC∶Tween-80 ＝ 4∶1 时，制备的纳米
乳粒径值较为理想，且该处方在后续冷藏（4℃）
的条件下，乳液未出现油水分层，沉淀析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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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确定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最终处方 W% 为复
合乳化剂 - 助乳化剂：油相∶水相＝ 5∶20∶4，其
中复合乳化剂∶助乳化剂＝ 3∶2，复合乳化剂为
PC∶Tween 80 ＝ 4∶1。
3.2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表征

3.2.1　丁达尔现象　制备的纳米乳，外观为金黄色
澄清透明的均一液体，用激光光束照射纳米乳时，
出现一束明显的红色光柱，即产生丁达尔效应，证
明制备的纳米乳属于胶体溶液，结果见图 2。
3.2.2　纳米乳类型鉴别结果　由图 3 可见油溶性
染色剂扩散程度要比水溶性染色剂扩散速度快，
且分布均匀，故可判断制备的盐酸曲美他嗪纳米
乳为 W/O 型 [14]。
3.2.3　纳米乳外观形态观察结果　如图 4 所示，

在 TEM 中可观察到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外观
形态为均一大小、分布均匀的类圆形乳滴粒子。

图 4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TEM 图

Fig 4　TEM image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表 5　乳化区域 
Tab 5　Emulsification area

比例 m混合乳化剂 /% m油 /% m双蒸水 /% 乳剂状态

1∶9 8.404 75.750 15.846 清→浊

2∶8 17.292 68.940 13.768 清→浊

3∶7 26.710 62.389 10.901 清→浊

4∶6 34.930 52.377 12.693 清→浊

5∶5 43.306 43.409 13.285 清→浊

6∶4 53.020 35.190 11.790 清→浊

7∶3 57.053 26.200 16.747 清→浊

8∶2 － － － －

9∶1 － － － －

图 1　PC/Propylene glycol/IPM/ 双蒸水体系伪三元相图

Fig 1　Pseudo ternary phase diagram of PC/Propylene glycol/IPM/
double distilled water system

表 6　纳米乳的组成、粒径及分散性 
Tab 6　Composition，particle size and dispersibility of 

nanoemulsion

编号
乳 - 油

比

含水

量 /g
超声 5 min

粒径

值 /nm
PDI

纳米乳 1（NE1） 2∶8 1.040 黄色澄清透明 156.6 0.573

纳米乳 2（NE2） 3∶7 0.892 黄色澄清透明 492.4 0.628

纳米乳 3（NE3） 4∶6 0.562 橙黄澄清透明 915.8 0.847

纳米乳 4（NE4） 5∶5 0.537 橙黄澄清透明 3308 1.000

表 7　复合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Tab 7　Screening of compound emulsifier

配比 PC/g
Tween
-80 /g

丙二

醇 /g
IPM/g 外观

超声

分散

粒径

值 /nm
5∶1 1.260 0.257 1.037 10.153 黄色澄

清透明

黄色澄

清透明

185.70

4∶1 1.205 0.307 1.037 10.153 黄色澄

清透明

黄色澄

清透明

161.97

3∶1 1.126 0.375 1.038 10.153 黄色澄

清透明

黄色澄

清透明

325.93

2∶1 1.015 0.506 1.036 10.223 黄色澄

清透明

黄色澄

清透明

408.50

1∶1 0.754 0.766 1.038 10.162 黄色澄

清透明

－ －

图 2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丁达尔效应

Fig 2　Tyndall effect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图 3　纳米乳的类型鉴别

Fig 3　Types of nanoem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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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粒径及 zeta 电位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的
粒径值为（161.97±1.20）nm，PDI 为 0.224，zeta
电位值为－ 0.328 mV，见图 5 ～ 6。

图 5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粒径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particle 
sizes

图 6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zeta 电位图

Fig 6　Zeta potential of 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3.2.5　专属性考察　由图 7 可知，供试品溶液
的药物的保留时间与对照品一致 tR ＝ 8.103 min，
而且空白样品对盐酸曲美他嗪的测定无干扰，分
析方法的专属性良好。
3.2.6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含量测定　测得纳米
乳中盐酸曲美他嗪的含量为 4.17 mg·mL－ 1。
3.3　缺血缺氧型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研究

3.3.1　CCK-8 法检测 H9c2 细胞存活率　结果如表
8 所示，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说明缺血缺氧型心肌细胞模型建立
成功；各浓度治疗组与模型组比较 H9c2 细胞存活
率明显升高（P ＜ 0.01），并表现出浓度依赖性。

表 8　H9c2 细胞存活率 (x±s，n ＝ 3) 
Tab 8　Survival rate of H9c2 cells (x±s，n ＝ 3)

组别 剂量 /（mg·mL － 1） OD 值 存活率 /%

正常组 － 0.2013±0.0020 100.00

模型组 － 0.1104±0.0035* 43.96

治疗组 1     0.0045 0.1387±0.0027*# 61.41

治疗组 2   0.045 0.1428±0.0012*# 63.93

治疗组 3 0.45 0.1691±0.0021*# 80.15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P ＜ 0.01。
Note：Compare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3.3.2　LDH、CK-MB、SOD 及 MDA 含 量　 结 果
如表 9 所示，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 H9c2 细胞
培养液中 LDH 含量显著增高（P ＜ 0.01）；CK-

MB、MDA 含量显著升高，SOD 含量显著降低
（P ＜ 0.01）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 H9c2 细胞培
养液中 LDH 含量明显降低（P ＜ 0.01）。各治疗组
CK-MB、MDA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降低（P＜0.01），
SOD 含量升高（P ＜ 0.01）。
4　讨论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可引起心肌缺氧，心肌细
胞能量代谢紊乱。盐酸曲美他嗪通过调节心肌代

谢底物，改善能量代谢及心肌缺血，加强心脏功
能。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CK-MB 为主要存在
于心肌中的肌酸激酶同工酶，当心肌发生急性损
伤时会大量释放，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可以作为
判断心肌损伤程度的依据 [17-18]。SOD 和 MDA 均
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两者可通过减少脂质过氧
化物产生、增加抗氧化物酶的活性而减少氧化应
激，抑制细胞凋亡，进而提高细胞存活率，保护

图 7　HPLC 色谱图

Fig 7　HPLC chromatogram
A. 空白纳米乳（blank nanoemulsion）；B. 盐酸曲美他嗪对照品（standard substance）；C. 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trimetazidine hydrochloride 
nanoem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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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细胞 [19]。本研究制备的盐酸曲美他嗪纳米乳
剂制备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对 H9c2 心肌细胞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且制备的纳米乳剂为 W/O 型，
可增加药物的脂溶性，进一步改善药物的体内跨
膜转运效率，为其体内药动学和药理学研究提供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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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H9c2 心肌细胞培养液中 LDH及细胞内相关生化指标含量 (x±s，n ＝ 3) 
Tab 9　Content of LDH and related biochemical indexes in H9c2 cells (x±s，n ＝ 3)

组别 剂量 /（mg·mL － 1） LDH/（mg·mL － 1） CK-MB/（μg·mg － 1） SOD/（nmol·mg － 1） MDA/（nmol·mg － 1）

正常组 －   35.23±2.01 0.82±0.12 156.24±7.69 2.24±0.49

模型组 － 134.68±14.27* 2.96±0.33*   84.57±5.35* 4.39±0.24*

治疗组 1     0.0045   76.53±14.98*# 2.17±0.38*#   98.67±5.27*# 3.61±0.51*#

治疗组 2   0.045   58.27±12.39*# 1.65±0.27*# 114.28±2.12*# 3.13±0.56*#

治疗组 3 0.45   47.14±10.69*# 1.02±0.14*# 126.43±6.25*# 2.85±0.47*#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1。
Note：Compare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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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的制备及体外释放研究

邵梦侠1，胡华胜2，余泓1，王蓉玲1，熊依铭1，金牮1*（1. 江苏海洋大学药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0015；2. 

江苏谛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徐州　221006）

摘要：目的　制备一种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并与原研制剂的体外释放行为进行对比。方法
　以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释放行为相似因子 f2 为考察指标，确定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的最

优处方；考察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在 pH 1.0、pH 4.5、pH 6.8 和水介质中的释放曲线和溶出行

为，并对药物的释放动力学方程进行拟合，评价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的释药机制。结果　两制

剂在 pH 1.0、pH 4.5、pH 6.8 及水介质中的 f2 分别为 84.17、88.47、91.05、76.69，且释药机制

均以 fick 扩散为主。结论　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在 4 种介质中的体外释放行为一致。

关键词：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释放曲线；相似因子 f2；释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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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release of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SHAO Meng-xia1, HU Hua-sheng2, YU Hong1, WANG Rong-ling1, XIONG Yi-ming1, JIN Jian1* 
(1. School of Pharmacy,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220015; 2. Jiangsu Diq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Xuzhou  Jiangsu  221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the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and compare the 
in vitro release behaviors of self-made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with original 
preparations. Methods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of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was 
determined by the release behavior similarity factor f2 between the self-made preparations and original 
preparations. The dissolution curve and phenomenon of both preparation were determined in pH 1.0, 
pH 4.5, pH 6.8 and aqueous media. The release kinetics equa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ease 
mechanism of both preparations. Results  The f2 of the two preparations in pH 1.0, pH 4.5, pH 6.8 and 
aqueous media were 84.17, 88.47, 91.05, and 76.69, respectively. The mechanism of drug release was 
mainly fick diffusion. Conclusion  The in vitro release behaviors of the self-made and the original 
preparations in the four media are consistent. 
Key words: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 dissolution curve; similarity factor f2; drug 
releas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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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芬那君是一种中枢作用（脑干）化合物，
是抗组胺药苯海拉明的同系物，具有较弱的抗组
胺和局部麻醉作用 [1-2]，多以盐酸盐和枸橼酸盐
的形式应用于临床。目前，奥芬那君枸橼酸盐主
要用于缓解骨骼肌痉挛引起的疼痛，其治疗作用
方式尚未明确，可能与其镇痛特性有关 [3-4]。
　　枸橼酸奥芬那君是一种白色或近乎于白色的
结晶粉末，略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枸橼酸奥芬

那君缓释片原研制剂由德国 3M 公司开发，规格
为 100 mg，商品名为 Norflex。Norflex 口服后，2 
h 达到最大血浆浓度，生物利用度约为 81%，消除
半衰期为 14 h。
　　目前全球共有 5 个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仿
制产品在售，中国尚无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原
研进口或仿制产品上市，其在国内有很大的研究
价值。此外，国内外也无关于该品缓释片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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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体外评价方面的文献报道。一般来说，药
物的体外溶出情况可有效反映其在体内的吸收情
况，对判断药物的体内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
（BE）具有一定的意义。将仿制药和原研药的释
放曲线进行对比，若两者在多个 pH 释放介质中
的相似因子 f2 值均大于 50，则表明两者相似；f2

值越趋近于 100，表明两者相似度越高，仿制药
的 BE 试验成功率也会越高 [5-7]。
　　因此，本研究使用体外释放曲线和相似因子
评价法评估自制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与原研缓
释片体外释放行为的一致性，以期为 BE 试验提
供数据支持。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 LC-20AD 高压恒流
泵和 SPD-20A 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株氏会社）；
ZRS-8GD 智能溶出实验仪、YD-35 型片剂硬度
测试仪（天津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司）；Mettler 
XSE105 型电子分析天平、FE28-Standard pH 计
（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FA2004 电子
天平（上海上平仪器有限公司）；DP30A 单冲压
片机（北京国药龙立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枸橼酸奥芬那君原料药（湖北信康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批号：20200623，含量：100.04%）；
原 研 药 品 Norflex（德 国 3M 公 司， 批 号：
04150007288423，规格：100 mg）；乙基纤维素
（EC，美国亚什兰集团，N100，批号：45399；
N50，批号：NPE-0041）；乳糖（德国 DFE 化工
有限公司，批号：1011BD0）；硬脂酸镁（安徽
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91008）；
阿拉伯胶（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P1651500）；胶态二氧化硅（德固赛化学有限公
司，批号：157091516）；无水乙醇（上海泰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P1702475）；冰醋酸、
醋酸钠、盐酸、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铵均为分析
纯；乙腈、磷酸为色谱纯；水为纯化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InertSustainTM C18 色 谱 柱（150 
mm×4.6 mm，5 μm）；柱温：40℃；检测波长：
225 nm；流动相：乙腈 -5.8 g·L－ 1 磷酸二氢铵
水溶液（磷酸调节至 pH 3.0）＝ 30∶70；流速：2.0 
mL·min－ 1；进样量：20 μL。
2.2　释放度测定法
　　参考美国药典（USP）40 版收录的枸橼酸奥

芬那君缓释片释放度测定方法 [8]，分别以 900 mL
的 pH 1.0 盐酸溶液（以下简称 pH 1.0）、pH 4.5
醋酸盐溶液（以下简称 pH 4.5）、pH 6.8 磷酸盐溶
液（以下简称 pH 6.8）、水作为释放介质，温度为
（37±0.5）℃，转速为 50 r·min－ 1。于 1、2、4、6、
12 h 取样 5.0 mL，并立即补进 5.0 mL 的释放介
质。取样经 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HPLC 法测
定续滤液中枸橼酸奥芬那君的含量，计算枸橼酸
奥芬那君缓释片在不同时间的平均累积释放度。
2.3　相似因子 f2 评价法
　　采用非模型依赖的相似因子 f2 评价自研制剂
与原研制剂体外释放行为的相似性 [9]。相似因子
f2 的计算公式如下：

　　f2 ＝ 50 }100])()/1(1log{[50 5.021

12 •−+•= −=

=∑ t
n

t t TRnf

　　式中：n 为取样时间点个数，Rt 为原研制剂在 t
时刻的释放度值，Tt 为自研制剂在 t 时刻的释放度
值，若 f2 大于 50，则两制剂体外溶出相似，若 f2 小
于 50，则两制剂体外溶出不相似。自研或原研制剂
的药物累积释放度在85% 以上的取样点不多于1个。
2.4　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制备
2.4.1　制备方法　称取处方量的原料药、乳糖、
EC、阿拉伯胶、硬脂酸镁，备用；将 EC 和无水
乙醇按照 1∶3.5 的比例混合制备黏合剂，备用；
将原料药、乳糖、阿拉伯胶过 40 目筛，加入黏
合剂制湿粒；于 60℃条件下干燥 3 h，20 目筛整
粒；加入硬脂酸镁作为润滑剂，混合均匀；压片，
即得。本品每片约含主药枸橼酸奥芬那君 100 
mg，片重约为 300 mg。
2.4.2　处方筛选　基于与原研处方辅料组成保持一致
的原理，通过预试验对填充剂、黏合剂等进行初步
考察，确定了处方 1（溶出行为与原研制剂一致，可
保持 12 h 内片剂外观完整不崩散），处方组成见表 1。
2.4.3　EC 用量考察　缓释材料的用量是决定药
物释放速度的重要因素，故以处方 1 为基础，以
相似因子及溶出行为为评价指标，进一步考察
EC 的用量。选用 EC N100 作为缓释骨架材料，
制备 4 个处方（见表 1，处方 1 ～处方 4），考察
其他组分不变时，EC 不同用量对药物释放的影
响。按“2.2”项下方法测定释放度，释放介质为

水，并计算自研制剂与 Norflex 释放行为的相似

因子 f2。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处方 4 的 f2 值最大，为 79.14，
表明处方 4 制备的缓释片与 Norflex 的释药行为

最相似。因此，将 EC 的用量定为 24 mg。
2.4.4　EC 黏度考察　不同 EC 黏度会影响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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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机制，考察 EC N50（处方 5）、EC N100（处
方 4）两种黏度对药物释放的影响，处方组成见
表 1。因为不同黏度的 EC 在酸性溶液中的稳定
性不同，故同时测定其在水和 pH 1.0 介质中的释
放度，并计算自研制剂与 Norflex 释放行为的相
似因子 f2。结果见表 3。

表 3　处方 4 和处方 5 在水和 pH 1.0 介质中的释放度 (n ＝ 6) 
Tab 3　Release of prescription 4 and prescription 5 in water and pH 

1.0 medium (n ＝ 6)

介质 制剂
不同时间的释放度（%）

f2
1 h 2 h 4 h 6 h 12 h

水 处方 4 29.43 38.25 52.54 63.79 81.47 79.14

处方 5 27.97 39.21 53.70 63.97 81.84 77.25

Norflex 27.11 37.21 51.23 60.95 77.88 －

pH 1.0 介质 处方 4 46.13 61.71 77.41 85.29 88.66 87.82

处方 5 47.20 62.49 78.19 86.50 87.80 87.15

Norflex 45.23 60.72 78.09 87.93 94.38 －

　　结果表明，处方 4、处方 5 在水和 pH 1.0 介
质中的 f2 值均大于 70，但是在药物释放过程中观
察到处方 5 制备的缓释片在 pH 1.0 介质中于 6 h 后
均崩散，与 Norflex（缓释片完整）不一致。EC 作
为缓释骨架的释药机制是溶液穿透骨架，将药物
溶解，药物随之从骨架的孔隙中扩散出来，骨架
控制药物的释放 [10]。然而，不同黏度的 EC 生成
骨架的稳固程度不同，一般黏度越高，骨架越稳
固。处方 5 中使用的 EC N50 黏度较小，在酸性介
质中无法长时间保持骨架完整而崩解，因此无法
有效控制药物的释放；处方 4 中使用的 EC N100

黏度较大，能够在酸性溶液中长时间形成稳固的
骨架，保持片剂完整，因此拟定 EC 黏度为 N100。
2.4.5　助流剂考察　由于二氧化硅亲水，具有一
定的促进崩解和溶出的作用可作为助流剂 [11]，因
此制备处方 6，考察胶态二氧化硅对药物释放的
影响。按“2.2”项下方法进行释放度测定，释放
介质为水，并计算自研制剂与 Norflex 释放行为
的相似因子 f2。结果见表 4。

表 4　处方 4 和处方 6 在水介质中的释放度 (n ＝ 6) 
Tab 4　Release of prescription 4 and prescription 6 in aqueous 

medium (n ＝ 6)

制剂
不同时间的释放度（%）

f2
1 h 2 h 4 h 6 h 12 h

处方 4 29.43 38.25 52.54 63.79 81.47 79.14

处方 6 29.09 39.20 53.41 64.25 81.65 76.69

Norflex 27.11 37.21 51.23 60.95 77.88 －

　　结果显示，处方 4、处方 6 的 f2 值差异较小，
表明加入 1.5 mg 的胶态二氧化硅对枸橼酸奥芬那
君的释放无显著性影响；又因本品中原料药占比较
大，所以为了工业化生产中能够保证物料流动的顺
畅性，最终选择处方中加入 1.5 mg 胶态二氧化硅。
2.4.6　最优化处方　根据上述对 EC 用量、黏度
及助流剂的筛选，最终得到最优处方（见表 5）。

表 5　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最优处方 
Tab 5　Optimal prescription of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处方组成 单剂量用量 /mg 比例 /% 作用

枸橼酸奥芬那君 100.0 33.3 主药

乳糖 151.5 50.5 填充剂

EC N100   24.0   8.0 缓释材料、黏合剂

阿拉伯胶   21.5   7.2 黏合剂

硬脂酸镁     1.5   0.5 润滑剂

胶态二氧化硅     1.5   0.5 助流剂

无水乙醇   84.0 / /

2.5　质量属性比较研究

　　按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品种项下质量标
准对自研制剂和 Norflex 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6。
　　结果表明，两种制剂的关键质量属性具有一
致性。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的外观性状、物理属
性一致；自研制剂最大单杂和总杂均不大于原研
制剂；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的含量差异在±2% 之
内。《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药
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建议，口服固
体制剂进行 BE 研究时，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含
量差异不应超过±5%，否则会导致 BE 结果出现
大的偏差。本研究控制自研制剂与参比制剂（原研
制剂）含量差异在±2%，能更好地体现出释放曲

表 1　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的单剂量处方组成 (mg) 
Tab 1　Single-dose prescription composition of orphenadrine citr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 (mg)

处方组成 处方 1 处方 2 处方 3 处方 4 处方 5 处方 6
枸橼酸奥芬那君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乳糖 162.0 159.0 156.0 153.0 153.0 151.5
EC N100 15.0 18.0 21.0 24.0 / 24.0 
EC N50 / / / / 24.0 /
阿拉伯胶 21.5 21.5 21.5 21.5 21.5 21.5
硬脂酸镁 1.5 1.5 1.5 1.5 1.5 1.5
胶态二氧化硅 / / / / / 1.5
无水乙醇 52.5 63.0 73.5 84.0 84.0 84.0 

表 2　不同处方在水中的释放度 (n ＝ 6) 
Tab 2　Release of different prescriptions in water (n ＝ 6)

制剂
不同时间的释放度（%）

f21 h 2 h 4 h 6 h 12 h
处方 1 35.35 47.38 63.12 76.28 94.44 56.18
处方 2 32.38 42.08 57.10 68.14 86.18 59.33
处方 3 30.90 42.77 57.38 68.54 89.79 56.00
处方 4 29.43 38.25 52.54 63.79 81.47 79.14
Norflex 27.11 37.21 51.23 60.95 7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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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数据的准确性，以指导后期的 BE 评价。
2.6　释放曲线比较研究

　　取自研制剂和 Norflex 各 6 片，按“2.2”项下

方法测定释放度，其在水和 pH 1.0、pH 4.5、pH 6.8
与 Norflex 的 f2 分别为 76.69、84.17、88.47、91.05，
结果见图 1 ～ 4。

表 6　不同缓释片的质量属性 
Tab 6　Quality attributes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制剂
外观性状 物理属性 有关物质 含量测定（按

标示量计）/%外观 直径 /mm 中间厚度 /mm 边缘厚度 /mm 硬度 /N（n＝ 6） 脆碎度 重量差异 最大单杂 /% 总杂 /%

自研制剂 白色圆片 9 5 3.5 60.4 符合规定 符合规定 0.04 0.12 99.01

Norflex 白色圆片 9 5 3.4 55.7 符合规定 符合规定 0.06 0.15 97.96

图 5　不同缓释片在水介质中的溶出现象

Fig 5　Dissolution appearance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aqueous medium

图 1　不同缓释片在水中的释放曲线

Fig 1　Release profile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water

图 2　不同缓释片在 pH 1.0 介质中的释放曲线

Fig 2　Release profile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pH 1.0 
medium

图 3　不同缓释片在 pH 4.5 介质中的释放曲线

Fig 3　Release profile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pH 4.5 medium

图 4　不同缓释片在 pH 6.8 介质中的释放曲线

Fig 4　Release profile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pH 6.8 
medium

　　结果显示，自研制剂和 Norflex 在 0 ～ 12 h
内均保持片剂外观完整、不崩散，在水、pH 1.0、
pH 4.5 和 pH 6.8 介质中的溶出行为相似，以两
种制剂在水介质中的溶出行为为示例（如图 5 所

示），表明本产品与 Norflex 的制备工艺基本一
致；另外，自研制剂和 Norflex 在水、pH 1.0、
pH 4.5 和 pH 6.8 介质中的释放曲线基本重合，表
明两种制剂在 4 种介质中的释放行为相似。

2.7　释药机制研究

　　采用模型拟合来判断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的
释放机制是否相同，以此判断两者释放行为的相
似性，从而为 BE 试验提供参考。根据优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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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将自研制剂和原研制剂的释放度按零级、
一 级、Higuchi 和 Ritger-Peppas 模 型 进 行 拟 合，
根据 R2 判断其拟合程度，R2 越大，拟合效果越
好 [12-13]。拟合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可以看出，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释放动
力学方程均符合 Higuchi 方程，Ritger-Peppas 拟合
方程的释放系数 n 值均小于 0.43，说明自研制剂与
原研制剂都是以 fick 扩散为主 [14]，释药机制相同。
3　讨论

　　EC 是将纤维素链中的部分羟基用乙氧基取
代的纤维素衍生物，其具有无毒、水不溶、多黏
度等特性，在药物制剂中常被用作缓控释制剂
的骨架材料；同时，EC 可溶于乙醇制成黏合剂，
作为水溶性药物缓控释制剂的黏合剂。EC 是既
不溶解也不溶蚀的材料，其在骨架片中的释药机
制是液体穿过骨架孔隙，将药物溶解然后从骨架
的孔隙中扩散出来，药物在释放的全过程中，EC
骨架保持完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改变。EC 所
制备的骨架片释药动力学方程一般符合 Higuchi
方程。本文对枸橼酸奥芬那君缓释片关键辅料
EC 的用量及黏度进行了筛选。不同黏度的 EC 制
得的缓释骨架牢固度不同；低黏度的 EC 制备的
缓释骨架牢固度低于高黏度的 EC。EC 用量是决
定药物释放速度的关键因素，当 EC 的用量足够
形成缓释骨架时，随着 EC 用量的增加，孔隙率
逐渐减小，药物释放速度逐渐减慢。
　　通过对自研制剂和原研制剂的关键质量属性进
行考察，发现两种制剂的关键质量属性具有一致
性。通过对自研制剂进行体外评价，发现自研制剂
与原研制剂在 pH 1.0、pH 4.5、pH 6.8 和水介质中
溶出行为一致，释放曲线基本重合，相似因子 f2 值
均大于 70；结合 Ritger-Peppas 拟合方程的释放系
数 n 值均小于 0.43，确定自研制剂和原研制剂的释
放机制均以 fick 扩散为主，说明自研制剂与原研制
剂在这 4 种释放介质中具有相似的释药行为，这将
为本品在人体内的 BE 试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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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缓释片在水中释放模型拟合 
Tab 7　Fitting the release model of different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in water

拟合模型
自研制剂 Norflex 

 拟合方程 R2  拟合方程 R2

Ritger-Peppas 模型 Mt/M∞＝ 30.01t0.41 0.995 Mt/M∞＝ 28.34t0.41 0.994
Higuchi 模型 Mt ＝ 21.49t1/2 ＋ 9.12 0.989 Mt ＝ 20.68t1/2 ＋ 8.16 0.988
一级模型 ln（1 － Mt/M∞）＝－ 0.32t 0.922 ln（1 － Mt/M∞）＝－ 0.31t 0.931
零级模型 Mt/M∞＝ 4.58t ＋ 30.60 0.913 Mt/M∞＝ 4.41t ＋ 28.85 0.909

注：Mt 为 t 时的累积释放度；M∞为∞时的累积释放度；Mt/M∞ 为 t 时的累积释放百分率；t 为时间。

Note：Mt is accumulative drug-release at time t；M∞ is accumulative drug-release at time ∞；Mt/M∞  is accumulative release at time t；t 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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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分析 
头痛宁胶囊的体内分布特征

宗时宇1，刘洋1，狄志彪1，刘峰2，张红1*（1.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　710003；2.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　710075）

摘要：目的　解析头痛宁胶囊在大鼠体内的分布特征。方法　采用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分析大鼠灌胃头痛宁胶囊后不同时间点血浆、不同组织及排泄物中的原形成分分布特

征。结果　从给药后 15、30、60、90、120 min 的大鼠血浆样品中分别检出 39、44、42、41、
38 种头痛宁胶囊的原形成分，由此可见，给药 30 min 后的入血原形成分最多；从心、肝、脾、

肺、肾、脑、粪便、尿液中分别检测到 7、9、20、4、11、8、21、21 种原形成分。这些成分

类型主要为黄酮、有机酸、酚及二苯乙烯苷类化合物，包括升麻素、升麻素苷、白藜芦醇、

溶血磷脂酰胆碱、天麻素、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落新妇苷和 2，3，5，4'- 四羟基二苯乙

烯 -2-O-β-D- 葡萄糖苷等成分。结论　本法为后续头痛宁胶囊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及药效标志

物的筛选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头痛宁胶囊；原形成分；体内分布；药效物质

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328-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15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tongning capsules in vivo by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ZONG Shi-yu1, LIU Yang1, DI Zhi-biao1, LIU Feng2, ZHANG Hong1* (1. Shaanx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03; 2. Shaanxi Buch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Xi'an  
710075)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tongning capsules in rats. 
Methods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totype components in the plasma, tissues and excreta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rats after the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Toutongning capsules. Results  Totally 39, 44, 42, 41 and 38 prototype 
components of Toutongning capsules were detected in the plasma samples of rats at 15, 30, 60, 
90 and 120 min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prototype components of 
Toutongning capsule were the most 30 min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Totally 7, 9, 20, 4, 11, 8, 21 and 
21 prototype components were detected in the 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 brain, excrement and 
urine, respectively. These compounds were mainly flavonoids, organic acids, phenols and stilbene 
glycosides, including cimifugin, cimicifugoside, resveratrol, lysophosphatidyl choline, gastrodin, 
5-O-methylvisammil glycoside, astilbin and 2, 3, 5, 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glucoside. 
Conclusion  This method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basic research of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s and the screening of pharmacodynamic markers of Toutongning capsul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Toutongning capsule; prototype component; in vivo 
distribution;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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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痛宁胶囊是由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研制
和独家生产的中药复方制剂，是以清代医学家孟
元瑞的“立愈汤”（天麻、土茯苓、制何首乌、当
归、防风）加用全蝎共 6 味中药制成，具有涤痰
熄风、镇痛逐瘀的功效 [1-2]。头痛宁胶囊在临床用
于治疗各种头痛，尤其针对原发性偏头痛和紧张
性头痛痰瘀阻络证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3-5]，
是我国第一个能够解除头痛（偏头痛、紧张型头
痛）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创新中成药，2009 年
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6]。虽然
头痛宁胶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临床验证，
但其药效物质基础仍不明确。
　　目前对头痛宁胶囊化学成分的研究多停留在
单味药材。方中君药天麻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对
于偏头痛、高血压和失眠等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主要含有酚类、有机酸类、多糖类及甾体类等化
学成分 [7]。土茯苓具有解毒利湿、凉血解毒、祛
风止痛的功效，含有糖类、有机酸类、苯丙素类、
黄酮和黄酮苷类、甾醇类、皂苷类及挥发油等多
种化学成分 [8]。制何首乌的药效成分主要为二苯
乙烯苷类、蒽醌类以及黄酮类 [9]。当归主要含有
挥发油、有机酸、多糖和黄酮等成分 [10]。防风的
主要活性成分包括色原酮、香豆素、挥发油等 [11]。
全蝎中含蝎毒、生物碱及甾体衍生物等小分子成
分 [12]。有关头痛宁胶囊体内效应物质的系统性研
究还未见报道。
　　中药多成分药代动力学可通过揭示中药成分能
否被机体有效利用来帮助发现可成为药效物质基
础的中药成分 [13]。因此，本课题组借助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分析手段，开展了头痛宁胶
囊在大鼠体内的分布特征研究，以期为揭示其潜在
的药效物质基础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Ultimate 3000 型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和 Q 
Exactive Focus 型 质 谱 仪（美 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TL2010S 型中通量组织研磨
仪（北京鼎昊源科技有限公司）；NX-1R 型冷冻
型高速台式离心机 [ 鼎昊源（天津）科技有限公
司 ]；YGC-36 型氮吹仪（郑州宝晶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SQP 型电子分析天平 [ 赛多利斯科学仪
器（北京）有限公司，d ＝ 0.1 mg]；XM-P22H 型
无级调功超声波清洗机 [ 小美超声仪器（昆山）有
限公司 ]。
1.2　试药

　　头痛宁胶囊（批号：190317，陕西步长制药
有限公司，规格：0.4 g/ 粒）；肝素钠注射液（医用，
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为色谱
级，甲酸为质谱级（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水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动物 
　　健康雄性 SD 大鼠 12 只，体质量 260 ～ 280 
g，购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动物实验中心，许
可证号：SCXK（陕）2018-001。
2　方法

2.1　给药方案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和给药组，每组 6
只。空白对照组灌胃给予纯净水，给药组按照预
实验探索的最大给药浓度 0.56 g·mL － 1，以大鼠
体质量 10 mL·kg － 1 的剂量（约为 60 kg 成人等
效剂量的 15 倍）灌胃给予头痛宁胶囊内容物水溶
液，每日给药 1 次，连续 4 d。并于第 4 日给药
前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 12 h。
2.2　血浆样品收集与处理

　　分别于第 4 日灌胃给药后 15、30、60、90、
120 min，采取大鼠眼眶静脉丛血约 0.3 mL，置于
加有抗凝剂 1% 肝素钠溶液的 EP 管，离心（4000 
r·min － 1，10 min），取上层血浆 100 μL，置于 1.5 
mL EP 管中，加入 200 μL 甲醇，涡旋混匀，离心
（13 000 r·min－1，10 min），分离上清，氮气吹干，
残渣加入 50 μL 甲醇复溶，离心（13 000 r·min － 1，
10 min），取上清液进行分析。
2.3　组织样品收集与处理

　　取完血样，大鼠腹腔注射 2% 戊巴比妥钠
麻醉后，进行心脏灌注，取出心、肝、脾、肺、
肾、脑等组织，用生理盐水快速清洗，吸干水分
后称重，并用等量的生理盐水进行匀浆，离心
（13 000 r·min － 1，10 min），分离上清，按 1∶3 
比例加入沉淀剂甲醇，涡旋混匀，离心（13 000 
r·min － 1，10 min），取上清液过 0.22 µm 微孔滤
膜过滤进行分析。
2.4　排泄物收集与处理

　　从第 3 日给药后 8 h 开始至第 4 日给药前，
收集所有大鼠的尿粪排泄物。粪便用 2 倍量的
生理盐水进行匀浆，离心（13 000 r·min － 1，10 
min），分离上清，按 1∶3 比例加入沉淀剂甲醇，
涡旋混匀，离心（13 000 r·min － 1，10 min），取
上清液过 0.22 µm 微孔滤膜过滤进行分析。
2.5　色谱和质谱条件

2.5.1　色谱条件　Thermo Accucore aQ C18 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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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mm×2.1 mm，2.6 μm），流速 0.3 mL·min－ 1，
进样量 5 µL，柱温 30℃。流动相采用甲醇（A）和
0.1% 甲酸水（B）梯度洗脱，洗脱程序为 0 ～ 10 
min，5% ～ 25%A；10 ～ 25 min，25% ～ 60%A；
25 ～ 30 min，60%A；30 ～ 35 min，60% ～ 95%A。
2.5.2　质谱条件　离子源为加热电喷雾离子源
（H-ESI），喷雾电压 3.5 kV，鞘气（N2）流量 40 
arb，辅助气流量 10 arb，辅助加热器温度 350℃，
毛细管温度 320℃，S-lens 射频水平 50，自动
增益控制（AGC）106。扫描方式采用正、负离
子 Full MS/dd-MS2 模式，Full MS 分辨率 70 000，
dd-MS2 分辨率 35 000；扫描范围 m/z 80 ～ 1200，
碰撞能量 30 eV。
2.6　数据处理

　　 利 用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在
“2.5”项条件下，对所有样品进行数据采集。根
据质谱精确相对分子量信息，选择一级准分子离
子峰质荷比实测值与理论值误差小于 5 的分子与

自建的头痛宁胶囊化学成分数据库信息进行匹
配，推测化学成分信息。
3　结果

3.1　入血化学成分

　　从给药后 15、30、60、90、120 min 的大鼠
血浆样品中分别检出 39、44、42、41、38 种头
痛宁胶囊的原形成分。由此可见，在给药后 30 
min，大鼠体内入血的化学成分最多，共有 44 种
（见表 1），包括以升麻素、升麻素苷、落新妇苷、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黄芩苷、亥茅酚及亥茅
酚苷等为代表的 14 种黄酮类成分，以油酸、亚
油酸等为代表的 11 种有机酸类成分，以天麻素
为代表的 5 种酚类成分，以 2，3，5，4'- 四羟基
二苯乙烯 -2-O-β-D- 葡萄糖苷和白藜芦醇为代表
的 2 种二苯乙烯苷类成分，以及如蒽醌、香豆素
等 12 种其他类成分。头痛宁胶囊的入血原形成
分主要来源于药材制何首乌和当归，其次为天麻
和防风，类型以黄酮类化合物居多。

表 1　头痛宁胶囊入血原形成分 
Tab 1　Prototype composition of Toutongning capsule into blood

No. tR/min 分子式
m/z

离子模式 δ 化合物 来源 类型
实测值 理论值

1   0.62 C11H10O3 191.0707 191.0703 [M ＋ H] ＋ 2.38 2，5- 二甲基 -7- 羟基黄酮 [9] 何首乌 黄酮

2   0.99 C6H6O3 127.0391 127.0390 [M ＋ H] ＋ 1.39 5- 羟甲基糠醛 [14] 当归 挥发油

3   0.99 C18H34O2 283.2635 283.2632 [M ＋ H] ＋ 1.16 十八烷酸 [12] 全蝎 有机酸

4   0.99 C18H34O2 283.2635 283.2632 [M ＋ H] ＋ 1.16 油酸 [8，12] 土茯苓 / 全蝎 有机酸

5   0.99 C6H6O3 127.0391 127.0390 [M ＋ H] ＋ 1.39 焦性没食子酸 [9] 何首乌 有机酸

6   1.06 C7H8O2 125.0599 125.0597 [M ＋ H] ＋ 1.32 对羟基苯甲醇 [7] 天麻 酚类

7   1.25 C19H38O2 299.2950 299.2945 [M ＋ H] ＋ 1.85 硬脂酸甲酸 [12] 全蝎 有机酸

8   1.27 C16H12O6 299.0555 299.0561 [M － H]－ － 2.10 ω- 羟基大黄素 -8- 甲醚 [9] 何首乌 蒽醌

9   1.27 C16H12O6 299.0555 299.0561 [M － H]－ － 2.10 拟石黄衣醇 / 迷人醇 [9] 何首乌 蒽醌

10   1.33 C6H5NO2 124.0395 124.0393 [M ＋ H] ＋ 1.71 烟酸 [15] 天麻 / 当归 有机酸

11   2.57 C13H18O7 309.0948 309.0945 [M ＋ Na] ＋ 1.13 天麻素 [7] 天麻 酚类

12   2.59 C16H24O10 375.1300 375.1297 [M － H]－ 0.81 D- 苏式愈创木甘油 8-O-β-D- 吡喃葡萄糖苷 [10] 当归 未知分类

13   5.28 C8H12O7 219.0510 219.0510 [M － H]－ － 0.09 枸橼酸二甲酯 [7] 天麻 有机酸

14   5.77 C10H8O4 191.0352 191.0350 [M － H]－ 1.16 东莨菪素 [11] 防风 香豆素

15   7.46 C7H6O4 153.0194 153.0193 [M － H]－ 0.32 原儿茶酸 [7] 天麻 有机酸

16   7.81 C8H8O4 167.0350 167.0350 [M － H]－ 0.42 5- 乙酰氧甲基糠醛 [14] 当归 挥发油

17   7.81 C8H8O4 167.0350 167.0350 [M － H]－ 0.42 香草酸 [8] 土茯苓 有机酸

18 11.07 C8H10O3 153.0557 153.0557 [M － H]－ 0.13 香荚兰醇 [7] 天麻 酚类

19 14.36 C12H10O5 235.0606 235.0601 [M ＋ H] ＋ 2.23 5- 羧甲基 -7- 羟基 -2- 甲基黄酮 [9] 何首乌 黄酮

20 14.71 C17H20O10 383.0982 383.0984 [M － H]－ － 0.43 五加苷 B1[15] 当归 香豆素

21 14.96 C20H20O9 403.1037 403.1035 [M － H]－ 0.59 巴利森苷 D[7] 天麻 有机酸

22 15.07 C22H28O11 469.1711 469.1704 [M ＋ H] ＋ 1.30 升麻素苷 [11] 防风 黄酮

23 15.81 C6H3N3O7 227.9899 227.9898 [M － H]－ 0.41 苦味酸 [12] 全蝎 有机酸

24 17.00 C16H18O6 307.1180 307.1176 [M ＋ H] ＋ 1.21 升麻素 [11] 防风 黄酮

25 17.09 C20H22O9 407.1320 407.1337 [M ＋ H] ＋ － 3.96 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O-β-D-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26 17.17 C9H12O3 169.0867 169.0859 [M ＋ H] ＋ 4.71 2- 甲氧基 -2-（4'- 羟基苯基）乙醇 [10] 当归 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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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min 分子式
m/z

离子模式 δ 化合物 来源 类型
实测值 理论值

27 17.89 C15H14O7 305.0668 305.0667 [M － H]－ 0.30 没食子儿茶素 [9] 何首乌 黄酮

28 19.17 C22H28O10 453.1763 453.1755 [M ＋ H] ＋ 1.72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11] 防风 黄酮

29 19.33 C21H20O10 431.0987 431.0984 [M － H]－ 0.75 大黄素 -8-O-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蒽醌

30 19.33 C21H20O10 431.0987 431.0984 [M － H]－ 0.75 牡荆素 [9] 何首乌 黄酮

31 19.33 C21H20O10 431.0987 431.0984 [M － H]－ 0.75 芦荟大黄素 -8-O-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蒽醌

32 19.34 C21H22O11 451.1219 451.1235 [M ＋ H] ＋ － 3.42 落新妇苷或其同分异构体 [8] 土茯苓 黄酮

33 19.38 C21H18O12 461.0724 461.0726 [M － H]－ － 0.35 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苷 [10] 当归 黄酮

34 20.51 C11H6O3 187.0392 187.0390 [M ＋ H] ＋ 1.07 补骨脂素 [11，15] 当归 / 防风 香豆素

35 21.58 C16H18O5 291.1230 291.1227 [M ＋ H] ＋ 1.09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 [11] 防风 黄酮

36 22.73 C12H12O2 189.0912 189.0910 [M ＋ H] ＋ 1.18 丁烯基苯酞 [15] 当归 苯酞类

37 22.92 C21H26O10 439.1606 439.1599 [M ＋ H] ＋ 1.76 亥茅酚苷 [11] 防风 黄酮

38 24.46 C15H16O3 245.1174 245.1172 [M ＋ H] ＋ 0.61 蛇床子素 [15] 当归 香豆素

39 25.23 C14H12O3 227.0715 227.0714 [M － H]－ 0.72 白藜芦醇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40 25.35 C15H14O6 289.0720 289.0718 [M － H]－ 0.69 儿茶素 [9] 何首乌 黄酮

41 25.41 C15H16O5 277.1074 277.1070 [M ＋ H] ＋ 1.34 亥茅酚 [11] 防风 黄酮

42 26.37 C21H18O11 445.0777 445.0776 [M － H]－ 0.08 黄芩苷 [10] 当归 黄酮

43 33.65 C13H14O2 203.1070 203.1067 [M ＋ H] ＋ 1.87 4，4 二羟基二苯基甲烷 [7] 天麻 酚类

44 34.95 C18H32O2 279.2330 279.2330 [M － H]－ 0.29 亚油酸 [8，12，15] 土茯苓 / 当归 
/ 全蝎

有机酸

续表 1

3.2　组织分布

　　大鼠脑组织中检测到升麻素、大黄酚、白藜
芦醇和溶血磷脂酰胆碱等 8 种头痛宁胶囊的原形
成分，这些成分主要来源于药材制何首乌。大鼠
的心、肝、脾、肺、肾组织中分别检测到 7、9、
20、4、11 种头痛宁胶囊的原形成分。表明原形
成分在脾脏的分布最广泛，其次为肾脏、肝脏，
在肺组织的分布最少。此外，实验发现所有组织

中均检测到了升麻素。详细结果见表 2。
3.3　排泄物化学成分

　　大鼠的粪便和尿液中各检出 21 种头痛宁胶
囊的原形成分（见表 2），主要为黄酮类、有机酸
类及酚类成分。粪便中检测出的化学成分多来源
于药材土茯苓、制何首乌和当归，尿样中的成分
多来源于药材天麻、制何首乌和当归。

表 2　头痛宁胶囊在组织和排泄物中的原形成分分布 
Tab 2　Distribution of prototype components in tissues and excreta of Toutongning capsule

No.
tR/

min

m/z
δ 化合物 来源 类型

分布

实测值 理论值 脑 心 肝 脾 肺 肾 尿 粪便

1 0.08 299.2948 299.2945 1.03 硬脂酸甲酸 [12] 全蝎 有机酸 － － － ＋ － － － －

2 0.99 127.0391 127.039 1.15 5- 羟甲基糠醛 [14] 当归 挥发油 － － ＋ ＋ － － － ＋

3 1.02 541.1353 541.1351 0.3 白藜芦醇 -3-O-β-D-（2″ -O- 没
食子酰）-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 － － － － － － ＋

4 1.02   88.9881 88.988 0.42 草酸 [8] 土茯苓 有机酸 ＋ － － － － － － －

5 1.02 253.0499 253.0506 － 2.9 大黄酚 [9] 何首乌 蒽醌 ＋ － － － － － － －

6 1.03 266.0883 266.0895 － 4.37 腺苷 [7] 天麻 核苷 － － － － ＋ － － －

7 1.14 173.0456 173.0456 0.25 莽草酸 [8] 土茯苓 有机酸 － － － ＋ － ＋ － ＋

8 1.17 319.1179 319.1176 0.97 3'-O- 乙酰亥茅酚 [11] 防风 黄酮 － － － ＋ － ＋ － －

9 1.31 299.0555 299.0561 － 2.21 ω- 羟基大黄素 -8- 甲醚 [9] 何首乌 蒽醌 － － － ＋ － － － －

10 1.31 299.0555 299.0561 － 2.21 拟石黄衣醇 / 迷人醇 [9] 何首乌 蒽醌 － － ＋ － － － －

11 1.33 124.0760 124.0757 2.16 O- 苄基羟胺 [7] 天麻 多胺类 － － － － － － ＋ －

12 1.33 124.0396 124.0393 2.02 烟酸 [7，15] 天麻 / 当归 有机酸 － ＋ － － － － － －

13 1.35 205.0354 205.0354 0.32 柠檬酸单甲酯 [7] 天麻 有机酸 － － － ＋ － － － －

14 1.52 125.0598 125.0597 0.53 苯甲醇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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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

min

m/z
δ 化合物 来源 类型

分布

实测值 理论值 脑 心 肝 脾 肺 肾 尿 粪便

15 1.72 441.0811 441.0827 － 3.71 儿茶素没食子酸 [9] 何首乌 黄酮 ＋ － ＋ － － － － －

16 1.86 153.0912 153.091 1.45 2- 乙氧基 -4- 甲基苯酚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17 1.86 269.0449 269.0444 1.53 芹菜素 [9] 何首乌 黄酮 － － － ＋ － － ＋ －

18 2.40 303.0503 303.051 － 2.43 花旗松素 [8] 土茯苓 黄酮 － － － － － ＋ － －

19 3.40 137.0244 137.0244 － 0.15 3，4- 二羟基苯甲醛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20 4.54 179.0708 179.0703 2.88 阿魏醛 [14] 当归 醛类 － － ＋ － － － － －

21 5.18 309.0947 309.0945 0.83 天麻素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22 5.27 417.1199 417.118 4.54 大黄酚 -8-O-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蒽醌 － － － － － － － ＋

23 6.34 221.0661 221.0656 2.29 枸橼酸二甲酯 [7] 天麻 有机酸 － － － ＋ － ＋ － －

24 7.79 459.1148 459.1144 0.8 巴利森苷 E[7] 天麻 有机酸 － － － － － － ＋ －

25 8.18 221.0456 221.0456 0.06 异秦皮啶 [11] 防风 香豆素 － － － ＋ － － － －

26 8.30 107.0503 107.0502 0.14 对甲基苯酚 [10] 当归 酚类 － － － ＋ － － － ＋

27 8.30 151.0401 151.0401 0.1 茴香酸 [15] 当归 有机酸 － － － － － － ＋ ＋

28 8.30 151.0401 151.0401 0.1 香草醛 [7，10] 天麻 / 当归 酚类 － － － － － － ＋ ＋

29 11.28 393.1531 393.1544 － 3.26 白藜芦醇 -3-O-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 － － ＋ － － － －

30 11.32 451.1218 451.1235 － 3.82 落新妇苷 [8] 土茯苓 黄酮 － － － － － － ＋ ＋

31 12.15 335.0770 335.0772 － 0.64 5-O- 咖啡酰基莽草酸 [8] 土茯苓 有机酸 － － － － － － ＋ ＋

32 12.67 341.1241 341.1242 － 0.13 E- 松柏苷 [10] 当归 苯丙醇 － － － － － － ＋ －

33 13.12 377.1460 377.1442 4.71 D- 苏式愈创木甘油 8-O-β-D- 吡
喃葡萄糖苷 [10]

当归 未知分类 ＋ － － － － － － －

34 13.73 421.1836 421.1857 － 4.98（－）-Lyoniresinol[8] 土茯苓 木脂素 － － － － － － － ＋

35 13.97 419.1346 419.1348 － 0.28 土大黄苷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 － － － － － ＋ －

36 15.16 405.1191 405.1191 － 0.08 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
O-β-D- 葡萄糖苷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 － － － － － ＋ －

37 15.17 231.1020 231.1016 1.75 4，4- 二羟基二苄基醚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38 15.83 405.1161 405.118 － 4.59 巴利森苷 D[7] 天麻 有机酸 － － － － － － ＋ －

39 16.60 447.0938 447.0933 1.12 槲皮苷 [10] 当归 黄酮 － － － － － － ＋ －

40 17.05 307.1180 307.1176 1.31 升麻素 [11] 防风 黄酮 ＋ ＋ ＋ ＋ ＋ ＋ ＋ ＋

41 17.37 409.1475 409.1493 － 4.52 紫花前胡苷 [11] 防风 香豆素 － － － － － － ＋ －

42 18.35 305.0667 305.0667 0.1 没食子儿茶素 [9] 何首乌 黄酮 － － － － － － ＋ ＋

43 19.20 125.0244 125.0244 － 0.11 焦性没食子酸 [9] 何首乌 有机酸 － ＋ ＋ － － － ＋

44 19.29 191.0705 191.0703 1.1 2，5- 二甲基 -7- 羟基黄酮 [9] 何首乌 黄酮 － － － － － － ＋ －

45 19.69 227.0714 227.0714 0.05 白藜芦醇 [9] 何首乌 二苯乙烯苷 ＋ － － ＋ － － － －

46 20.03 433.1139 433.114 － 0.37 thunberginol C 6-O-β-D-
glucopyranoside[9]

何首乌 蒽醌 － － － － － － － ＋

47 20.03 433.1139 433.114 － 0.37 黄杞苷 [8] 土茯苓 黄酮 － － － － － － － ＋

48 21.65 291.1231 291.1227 1.3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 [11] 防风 黄酮 － － － ＋ － － － ＋

49 22.76 189.0913 189.091 1.5 丁烯基苯酞 [15] 当归 苯酞类 － － ＋ ＋ － ＋ ＋ ＋

50 23.73 246.0846 246.0846 － 0.12 尿苷 [7] 天麻 核苷 － ＋ － － － － － －

51 24.73 271.0612 271.0612 － 0.16 柚皮素 [8，9] 土茯苓 / 何首乌 黄酮 － － － － － － － ＋

52 25.08 453.1746 453.1755 － 2.12 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11] 防风 黄酮 － － － － － － ＋ －

53 25.27 246.1116 246.1125 － 3.52 天麻羟胺 [7] 天麻 酚类 － － － － － － ＋ ＋

54 25.38 241.1073 241.107 0.97 洋川芎内酯 R[15] 当归 苯酞类 － ＋ － － － ＋ － ＋

55 25.41 427.1734 427.1751 － 4.05 白芷内酯 [11] 防风 香豆素 － ＋ － － － － － －

56 34.49 496.3397 496.3398 － 0.22 溶血磷脂酰胆碱 [9] 何首乌 磷脂 ＋ － ＋ － ＋ ＋ － －

57 34.50 524.3733 524.3711 4.24 1- 硬脂酰 -3- 磷酰胆碱 [12] 全蝎 磷脂 － － － ＋ － － － －

58 34.74 163.0391 163.039 0.57 伞形花内酯 [15] 当归 香豆素 － － ＋ ＋ － － － －

59 34.89 381.2073 381.206 3.32 欧当归内酯 A[15] 当归 苯酞类 － ＋ － － － － － －

注（Note）：＋ . 检测到该化学成分；－ . 未检测到该化学成分（＋ . detected；－ . not detected）。

续表 2

4　讨论

　　该实验采用 UHPLC-Q Exactive Focus MS/MS
技术，在正、负离子同时扫描模式下，对大鼠给
药后不同时间点的血浆、重要脏器组织和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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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进行分析。实验结果发现给药后 30 min，大
鼠体内入血的化学成分最多，共检测到 44 种头
痛宁胶囊的原形成分；排泄物中检出 21 种；脑
组织中检测到 8 种；心、肝、脾、肺、肾组织中
分别检测到 7、9、20、4、11 种，在脾、肾、肝
组织中有较高的暴露量，这可能是因方中诸药多
入肝、脾、肾经的缘故。所检出的化学成分主要
来源于药材制何首乌、当归、天麻和防风，类型
以黄酮类、有机酸、酚类及二苯乙烯苷类化合物
为主。黄酮类成分主要有升麻素、升麻素苷、落
新妇苷、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亥茅酚及亥茅
酚苷等；酚类成分代表为天麻素；二苯乙烯苷类
成分有 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O-β-D-
葡萄糖苷和白藜芦醇。
　　落新妇苷、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
O-β-D- 葡萄糖苷、天麻素和升麻素苷、5-O- 甲基
维斯阿米醇苷分别是药材土茯苓、制何首乌、天
麻和防风的质控指标成分 [16]。姜华等 [17] 研究表
明，防风中升麻素具有较强的镇痛、抗炎作用，
且作用迅速；升麻素苷也具有相应的药理活性，
但作用迟缓，效果不及升麻素。聂西周等 [18] 采用
系统药理学方法对头痛宁胶囊治疗偏头痛的 TNF
通路进行研究发现，来源于药材制何首乌的成分
白藜芦醇在治疗偏头痛的 TNF 机制中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另有研究 [19] 显示，头痛宁胶囊可通
过降低患者血浆溶血磷脂酸及血液流变学水平，
从而缓解偏头痛。该实验在大鼠脑组织中检测到
了来源于药材制何首乌的原形成分溶血磷脂酰胆
碱，因而我们推测头痛宁胶囊可能是通过其成分
溶血磷脂酰胆碱与血浆中溶血磷脂酸结合，从而
降低了血浆中游离溶血磷脂酸的水平。
　　本实验通过头痛宁胶囊在大鼠体内的分布特
征研究，检测分析得到的升麻素、升麻素苷、白
藜芦醇、溶血磷脂酰胆碱、天麻素、5-O- 甲基维
斯阿米醇苷、落新妇苷和 2，3，5，4'- 四羟基二
苯乙烯 -2-O-β-D- 葡萄糖苷等成分，可为头痛宁
胶囊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及药效标志物的筛选提
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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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苦苷基于尿酸转运蛋白和 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 
改善小鼠高尿酸血症和肾脏炎症

区淑雅，李灿涛*，邵颖颖，谢保城，胡润凯（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目的　探讨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HUA）小鼠的治疗作用及其潜在机制。方法　对

昆明小鼠腹腔注射氧嗪酸钾构建 HUA 模型，并给予不同剂量的龙胆苦苷进行干预。通过酶联

免疫吸附检测小鼠尿酸、肌酐和黄嘌呤氧化酶的含量。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免疫印

迹检测尿酸转运相关蛋白尿酸盐阴离子转运体 1（URAT1）、葡萄糖转运蛋白 9（GLUT9）、有

机阴离子转运蛋白 1（OAT1）和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 3（OAT3）。分析小鼠肾中白介素 -1β（IL-
1β）和白介素 -18（IL-18）的含量，并检测 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的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

相比，氧嗪酸钾构建的 HUA 模型尿酸、肌酐和黄嘌呤氧化酶的含量显著上调（P ＜ 0.01），尿

酸转运相关蛋白 GLUT9 和 URAT1 的表达显著上升（P ＜ 0.01），OAT1 和 OAT3 的表达明显

下降（P ＜ 0.01），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NLRP3、ASC 和 Caspase-1 及通路相关

炎症因子 IL-1β 和 IL-18 表达明显增加（P ＜ 0.01）。与模型组相比，动物给药龙胆苦苷干预后，

尿酸、肌酐和黄嘌呤氧化酶含量显著下降（P ＜ 0.05，P ＜ 0.01），尿酸转运相关蛋白 GLUT9
和 URAT1 的表达显著下调（P ＜ 0.01），OAT1 和 OAT3 的表达明显上升（P ＜ 0.01），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NLRP3、ASC 和 Caspase-1 及通路分泌的相关炎症因子 IL-1β 和

IL-18 表达明显降低（P ＜ 0.01）。结论　龙胆苦苷可通过调控尿酸转运相关蛋白表达和抑制

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的激活，降低小鼠体内尿酸水平和缓解肾脏炎症反应，从而发挥对

HUA 小鼠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高尿酸血症；肾脏炎症；尿酸转运蛋白；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龙胆苦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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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iopicroside improves hyperuricemia and renal inflammation in mice via 
uric acid transporter proteins and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pathways 

OU Shu-ya, LI Can-tao*, SHAO Ying-ying, XIE Bao-cheng, HU Run-kai (Dongguan People’s 
Hospital,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gentiopicroside (Gent) on mice with hyperuricemia 
(HUA) via uric acid transporter proteins and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pathways and related 
mechanism. Methods  Kunming mice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potassium to construct HUA 
model, and then the mice were given different doses of Gen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uric acid (UA), creatinine (CRE) and xanthine oxidase (XOD). 
Uric acid transporter-associated proteins including urate anion transporter 1 (URAT1), glucose 
transporter 9 (GLUT9),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1 (OAT1) and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3 (OAT3)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
1β (IL-1β) and interleukin-18 (IL-18) in the kidney of the mice were measur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pathways was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otassium induced HUA model showed higher content of UA, CRE and XOD (P ＜ 0.01),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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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的直接
诱因是人体嘌呤代谢紊乱造成体内尿酸生成过多
或排泄不足，可引发肾结石和间质性肾炎等肾脏
损伤 [1]。目前，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并称为“四高”代谢性疾病 [2]。尿酸（uric 
acid，UA）是来源于动物嘌呤的最终产物，主要
在肝脏合成，经肾脏排泄 [3]。随着社会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在日常饮食中往往会摄入过量的嘌
呤，造成体内尿酸浓度过高而增加患高尿酸血症
的风险。同时，尿酸可诱导炎症介质的分泌，增
加促炎因子的生成和释放，上调肾脏炎症水平，
造成肾脏的炎性损伤 [4]。临床上治疗高尿酸血症
的临床药物主要有三类：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XOD）抑制剂、尿酸盐阴离子转运蛋白
1（urate anion transporter 1，URAT1）抑制剂和尿
酸氧化酶类似物，这类药物对肝、肾和肠道的不
良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和生活质量 [5-6]。
因此，寻找有效、不良反应少的高尿酸血症治疗
药物显得尤为重要。
　　中医目前对高尿酸血症无统一的辨证标准，
有中医学家综合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因素，
将高尿酸血症的证型归为湿热蕴结，故常用具有
清利湿热功效的中药进行治疗 [7-8]。龙胆是我国
传统的珍贵中药材，具有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的
功效，常用于湿热蕴结于下焦之证 [9]。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Gent）是龙胆的主要活性成分，
同时也是存在于龙胆、秦艽等龙胆科植物中的环
烯醚萜苷类化合物。现代药理研究报道龙胆苦苷
具有抗炎镇痛、降血糖等作用 [10]。已有研究证明，
龙胆苦苷可抑制肝脏中 NLRP3 炎性小体的表达，
减少促炎因子的生成和释放，下调炎症水平。然
而龙胆苦苷在肾脏是否同样具有抑制炎症反应从
而保护肾脏的作用尚未有明确报道。基于此，本
研究分析龙胆苦苷对小鼠高尿酸血症的降尿酸作
用和对肾脏 NLRP3 炎性小体信号通路的影响，进

一步阐释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的疗效以及
对肾脏炎症的改善作用。
1　材料
1.1　动物 
　　60 只雄性昆明小鼠购自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
中心，实验动物许可证号：SYXK2020-0090。小
鼠体质量 18 ～ 23 g，饲养温度：23 ～ 25℃，湿
度 45% ～ 55%，每日光照 12 h，动物自由食用标
准饲料和自由饮用蒸馏水。
1.2　试药
　　龙胆苦苷（默克 Sigma Aldrich 公司，批号：
20200703-2，纯度≥ 98%）；羧甲基纤维素钠（批号：
20200128）、别嘌呤醇（ALL，批号：20200311）、
氧嗪酸钾（纯度≥ 97%，批号：20200351）（美国
Sigma 公司）。URAT1 抗体（货号：AF14543）、有机
阴离子转运蛋白 1（OAT1）抗体（货号：AF27322）、
OAT3 抗体（货号：AF13328）、NLRP3 抗体（货
号：AF21232）、ASC 抗 体（货 号：AF33461）、
Caspase-1 抗体（货号：AF22156）、山羊抗兔抗
体（货号：AF43326）、山羊抗大鼠抗体（货号：
AF48565）、猴抗小鼠抗体（货号：AF42241）（Affinity
公司）；葡萄糖转运蛋白 9（GLUT9）抗体（货号：
AB14443）（Abcam 公司）；IL-1β 测定试剂盒（批号：
20200522）、IL-18 测定试剂盒（批号：20200522）
（江苏酶免实业有限公司）；SDS-PAGE 蛋白上样缓
冲液（货号：P0312）、蛋白酶抑制剂 PMSF（批号：
P0137）、RIPA 裂解液（批号：P0112B）、BCA 蛋白
浓度测定试剂盒（批号：P0122S）（上海碧云天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SYBR 实时荧光定量（qPCR）试
剂盒（批号：P10525）、PrimeScript RT 反转录 PCR
试剂盒（批号：C10112）、RNAiso plus 总 RNA 提取
试剂（批号：C26433）（日本 TaKaRa 公司）；4% 多
聚甲醛（批号：MA3302，美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尿酸（UA，货号：P29394）、肌酐（CRE，货号：
P30324）、黄嘌呤氧化酶（XOD，货号：P26614）测

expression of GLUT9 and URAT1 (P ＜ 0.01) and lower expression of OAT1 and OAT3 (P ＜ 0.01). 
Also higher expression of NLRP3 pathways and content of pro-inflammation cytokines (IL-1β and IL-
18) were found in the HUA model. Compared with the HUA model, the mice treated with Gent had 
lower levels of UA, CRE, and XOD (P ＜ 0.05, P ＜ 0.01), lower expressions of GLUT9 and UART1 
(P ＜ 0.01) and higher expression of OAT1 and OAT3 (P ＜ 0.01), the content of IL-1β  and IL-18 
were decreased (P ＜ 0.01). Conclusion  Gent can reduce the level of UA in mice and ameliorate 
the kidney inflammation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uric acid transporter-associated proteins and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pathway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renal inflammation; uric acid transporter-associated protein;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pathway; gentiopicr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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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1.3　仪器
　　Elx808 全波长多功能酶标仪（广州吉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Nano Drop 2000c 超微量分光光
度计、CFX96 实时定量 PCR 仪（美国赛默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伯乐垂直电泳槽、伯乐电泳仪
（美国 Bio-rad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anon4600
天能曝光仪（中国天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分组及干预方法
　　60 只雄性昆明小鼠适应性饲养 3 d 后，按
体质量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阳性药 ALL
组、龙胆苦苷低剂量组、龙胆苦苷中剂量组和龙
胆苦苷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实验期间，给予
动物普通饲料和蒸馏水自由饮食。模型组、ALL
组、龙胆苦苷低剂量组、龙胆苦苷中剂量组和龙
胆苦苷高剂量组动物使用 0.5% 羧甲基纤维素钠
（0.2 mL/10 g）为溶剂，腹腔注射氧嗪酸钾（300 
mg·kg － 1），连续注射 15 d，构建高尿酸血症模
型。对照组则腹腔注射等体积的蒸馏水。ALL 组
（5 mg·kg － 1）、龙胆苦苷低剂量组（20 mg·kg － 1）、
龙胆苦苷中剂量组（40 mg·kg － 1）和龙胆苦苷高
剂量组（80 mg·kg － 1）在腹腔注射氧嗪酸钾 1 h
后，分别对小鼠灌胃相应剂量的药物。对照组与
模型组灌胃等体积的蒸馏水。
2.2　血清和脏器的收集
　　实验结束后，对小鼠进行乙醚麻醉，眼眶取血。
4℃、3500 g 离心血液 15 min 得血清，－ 80℃保存
备用。随后对小鼠脱颈椎法处死，剖取肝和肾，－

80℃保存备用。
2.3　尿酸、肌酐和黄嘌呤氧化酶的检测 
　　分别剪取约 0.5 g 的肝组织加入到含有 500 μL 
磷酸盐缓冲液（PBS）的 EP 管中，匀浆，然后将

所得匀浆液以 3500 g 离心 10 min，取上清得肝上
清液。采用 BCA 试剂盒检测肝上清液的蛋白浓度。
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测定动物血清中的尿酸和肌
酐，以及血清和肝脏中黄嘌呤氧化酶的含量。
2.4　IL-1β 和 IL-18 的检测 
　　分别剪取约 0.5 g 的肾组织加入到装有 500 
μL PBS 的 EP 管中，匀浆，然后将所得匀浆液
以 3500 g 离心 10 min，取上清得肾上清液。采用
BCA 试剂盒检测肾上清液的蛋白浓度。按照试剂
盒操作说明测定动物肾中 IL-1β 和 IL-18，以及血
清中 IL-1β 和 IL-18 的含量。
2.5　Western blot 法检测小鼠肾 GLUT9、URAT1、
OAT1、OAT3 和 NLRP3 炎症小体通路 
　　将小鼠肾组织浸泡于 RIPA 裂解液中，冰
上 裂 解 30 min， 匀 浆， 提 取 总 蛋 白。12 000 
r·min － 1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采用 BCA 试
剂盒测定肾组织蛋白浓度。经 SDS- 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采用半干转法将蛋白转移到 PVDF
膜，5% 脱脂奶粉封闭 2.5 h，加一抗（GLUT9、
U R AT 1、O AT 1、O AT 3、N L R P 3、A S C 和
Caspase-1）4℃冰箱孵育过夜；翌日加入相应二
抗，孵育 1 h，随后显色曝光，拍照并保存相应
蛋白条带，使用 Image J 软件分析蛋白条带的灰
度值，与内参蛋白 GAPDH 的灰度值校准。
2.6　qPCR 测定 iNOS 和 CD206 的 mRNA 表达 
　　按试剂盒说明书，提取肾上清总 RNA 并检测
RNA 浓度，并保存于－ 80℃备用。使用反转录
试剂盒，将 RNA 反转录成 cDNA，并以此 cDNA
为模板，用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 和相应
的引物进行扩增。反应条件为：95℃预变性，持
续 30 s，95℃ 变 性， 持 续 5 s，60℃ 退 火 30 s，
72℃延伸 60 s，进行 40 个循环。所得数据均采用
2–ΔΔct 进行相对定量分析。引物序列见表 1。

表 1　引物序列 
Tab 1　Primer sequence

基因名称 序列 基因名称 序列

GLUT9-F TTGCTTTAGCTTCCCTGATGTG NLRP3-F ATTACCCGCCCGAGAAAGG
GLUT9-R GAGAGGTTGTACCCGTAGAGG NLRP3-R TCGCAGCAAAGATCCACACAG
URAT1-F AGCTCTTGGACCCCAATGC ASC-F ACAGGCTGTGATACGACTAAAGA
URAT1-R CTTCAGAGCGTGAGAGTCACACA ASC-R CATTTGCCGTTTCGGTGGA
OAT1-F GCTGGTACTCCTCCTCTGGA Caspase1-F TATCCAGGAGGGAATATGTG 
OAT1-R TCCATGACCAGCCCGTAGTA Caspase1-R ACAACACCACTCCTTGTTTC 
OAT3-F ATGACCTTCTCCGAGATTCTGG β-actin-F GGTCATCACTATTGGCAACG
OAT3-R TGGCTATTCCGAGGATTGGGA β-actin-R ACGGATGTCAACGTCACACT

2.7　统计方法
　　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 x±s 的形式表达，应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方差齐则

采用 LSD 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 Dunnett T 检验。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血清尿酸和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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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血清尿酸、肌酐
水平显著升高（P ＜ 0.01）；与模型组相比，阳性
药 ALL 和各浓度的龙胆苦苷均能明显下调血清
中尿酸、肌酐的含量（P ＜ 0.01），且具有剂量依
赖性。说明龙胆苦苷对氧嗪酸钾诱导的高尿酸血
症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图 1　各组小鼠血清尿酸（A）和肌酐（B）的含量

Fig 1　Content of UA（A）and CRE（B）in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3.2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黄嘌呤氧化酶水

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的血清和肝脏中
的黄嘌呤氧化酶水平显著升高（P ＜ 0.01）；与
模型组相比，ALL 阳性药能显著下调黄嘌呤氧化
酶水平（P ＜ 0.01），同时龙胆苦苷各浓度也能下

调血清和肝脏中的黄嘌呤氧化酶水平（P ＜ 0.05，
P ＜ 0.01），且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见图 2）。

图 2　各组小鼠血清（A）和肝脏（B）中黄嘌呤氧化酶的含量

Fig 2　Content of XOD in serum（A）and liver（B）of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3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尿酸转运体蛋白

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鼠的 GLUT9 和 URAT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 ＜ 0.01），OAT1 和 OAT3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 ＜ 0.01）。与模型组相比，龙
胆苦苷各剂量和阳性药 ALL 能明显降低 GLUT9 和
URAT1 蛋白表达水平（P ＜ 0.01），升高 OAT1 和
OAT3 蛋白的表达（P ＜ 0.05，P ＜ 0.01），且龙胆苦
苷降低各蛋白表达的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见图 3）。

图 3　各组小鼠尿酸转运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Fig 3　Relative expression of uric acid transporter-associated proteins in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4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尿酸转运体 mRNA
表达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的 GLUT9 和
URAT1 RNA 表 达 水 平 显 著 升 高（P ＜ 0.01），
OAT1 和 OAT3 表达明显降低（P ＜ 0.01）。与模型
组相比，阳性药 ALL 和龙胆苦苷各个剂量均能升
高小鼠的 OAT1 和 OAT3 表达（P ＜ 0.01），且降
低 GLUT9 和 URAT1 的表达（P ＜ 0.01）（见图 4）。

3.5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血清和肾脏炎性
因子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血清中和肾脏中
的 IL-1β 和 IL-18 的含量显著升高（P ＜ 0.01）。
与模型组比较，龙胆苦苷各剂量以及阳性药 ALL
均能显著降低血清以及肾脏中 IL-1β 和 IL-18 的
含量（P ＜ 0.01）（见图 5）。



2338

Central South Pharmacy. November  2021, Vol. 19 No.1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1 月 第 19 卷 第 11 期

3.6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 NLRP3 炎性小
体通路表达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肾脏的 NLRP3、
ASC 和 Caspase-1 蛋白表达显著上调（P ＜ 0.01）。

与模型组比较，龙胆苦苷各剂量组和 ALL 组小鼠
肾脏中 NLRP3、ASC 和 Caspase-1 蛋白表达则明显
降低（P ＜ 0.05，P ＜ 0.01）（见图 6）。结果表明龙
胆苦苷能够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信号通路的表达。

图 4　各组小鼠尿酸转运蛋白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Fig 4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of uric acid transporter-associated 
proteins in each group

注：与正常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图 5　各组小鼠血清和肾脏 IL-1β 和 IL-18 的含量

Fig 5　Content of IL-1β and IL-18 in serum and liver of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图 6　各组小鼠 NLRP3、ASC 和 Caspase-1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Fig 6　Relative expression of NLRP3，ASC and Caspase-1 in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图 7　各组小鼠 NLRP3、ASC 和 Caspase-1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Fig 7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of NLRP3，ASC and Caspase-1 in each group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3.7　龙胆苦苷对高尿酸血症小鼠 NLRP3 炎性小

体 mRNA 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肾脏中 NLRP3、
ASC 和 Caspase-1 的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P ＜ 0.01）。与模型组相比，龙胆苦苷各剂量和

阳性药 ALL 能够显著降低肾脏中 NLRP3、ASC
和 Caspase-1 的 mRNA 表达（P ＜ 0.01）（见图 7）。
结果表明龙胆苦苷能够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信
号通路的表达。

4　讨论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逐

年升高，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防控形势不容乐
观 [11]。已有研究报道高尿酸血症与尿酸生成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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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尿酸排泄减少密切相关 [12-13]。临床上对抗高尿
酸血症最广泛的药物为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尽
管其疗效显著，但药物所伴随的超敏综合征可影
响患者康复进程 [6，14]。中医认为，高尿酸血症属
于“通风”“历节”和“虎咬风”等范畴，其病机在
于脏腑亏虚、湿痰瘀阻和湿热蕴结 [15-17]。龙胆具
有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的功效，尤善清下焦湿热，
被认为是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潜在药物 [9，18]。本
研究结果表明龙胆苦苷可调控尿酸转运蛋白的表
达，影响尿酸的排泄和重吸收，降低体内尿酸含
量改善高尿酸血症，并抑制 NLRP3 炎性小体信
号通路的表达，降低肾脏炎症水平，发挥改善小
鼠高尿酸血症和肾脏炎症的作用。
　　目前，已经有许多小鼠模型用于研究高尿酸
血症的分子机制。这些模型主要通过 4 种不同的
方式提高体内尿酸的水平 [19-21]：① 直接补充尿
酸、尿酸前体或者高嘌呤食物，如黄嘌呤、次黄
嘌呤、果糖或酵母；② 抑制尿酸排泄，可通过补
充乙胺丁醇或者烟酸，抑制机体对尿酸的排泄能
力；③ 抑制尿酸酶的活性，如氧嗪酸钾，可抑制
尿酸酶的活性降低尿酸的分解，造成尿酸在体内
的过度积蓄；④ 转基因模型，如通过对尿酸转运
蛋白 OAT1 进行敲除，促使尿酸排泄受限制。其
中，对动物进行氧嗪酸钾饲养、灌胃以及腹腔注
射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高尿酸血症造模方法 [22]。
区别于饲养法和灌胃法，腹腔注射氧嗪酸钾的操
作既不影响动物的后期进食，也更能保证药物的
摄入量 [23]，故本研究采用对动物腹腔注射氧嗪酸
钾的方法，并成功构建高尿酸血症模型。
　　尿酸转运蛋白主要分为两类：尿酸分泌蛋白
和尿酸重吸收蛋白。作为尿酸分泌蛋白的主要
成员之一，有机阴离子转运体家族有十余种亚
型 [24]。其中，OAT1 和 OAT3 是参与尿酸分泌的
关键蛋白，分布于近端小管上皮细胞的基底外
侧。OAT1 和 OAT3 摄取血液中尿酸的机制相似，
二者均充当有机阴离子 / 酮戊二酸盐交换体的角
色，将α- 酮戊二酸排出的同时完成对尿酸的摄
取，降低血液中尿酸的含量 [25-26]。另一方面，尿
酸重吸收蛋白包括 URAT1 和 GLUT9。URAT1
分布于近端小管的上皮细胞管腔侧或基底膜外
侧。根据近端小管管腔两侧的浓度梯度和电化学
变化，URAT1 介导管腔内的尿酸与近端小管上
皮细胞无机阴离子及有机阴离子的交换，进而促
使尿酸转运至上皮细胞内。细胞内的尿酸经过位
于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基底外侧和顶端的 GLUT9
转移到肾间质，完成从尿液重吸收尿酸到血液

的过程 [27]。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各剂量的龙胆
苦苷可明显上调高尿酸血症小鼠肾脏 OAT1 和
OAT3 的表达，同时显著抑制高尿酸血症小鼠肾
脏 GLUT9 和 URAT1 的表达，减少近端小管上皮
细胞对尿酸重吸收，并且增加尿酸的排泄，达到
改善高尿酸血症的作用。
　　肾脏炎症是高尿酸血症的典型病理特征，在
高尿酸血症的进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尿酸的过度
积蓄会表现出细胞毒性作用 [28-29]，其中的病理作
用则包括诱导肾间质炎性浸润。尿酸的促炎作用
主要体现在尿酸盐结晶和可溶性尿酸，通过激
活核苷酸结合寡聚结构域 3 蛋白（NLRP3）炎性
小体和肾小管上皮细胞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炎
性细胞分泌促炎因子，上调肾脏的炎症水平，造
成肾脏的炎性浸润 [30-31]。尿酸及尿酸盐结晶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 [32]，NLRP3 炎性小体通过模式
识别受体 3 与凋亡相关点样蛋白（ASC）和胱天
蛋白酶 1 的前体（Pro-caspase1）寡聚而成 [33]。在
正常的生理情况下，Pro-caspase1 处于无活性状
态。当 NLRP3 炎性小体激活，对 Pro-caspase1 进
行加工并将其活化为具有活性的 Caspase-1，进而
对白细胞介素 -1β（IL-1β）前体和白细胞介素 -18
（IL-18）前体进行剪切，生成和释放 IL-1β 和 IL-
18，参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进程 [34-35]。在本
研究中，高尿酸血症小鼠肾脏中 IL-1β 和 IL-18
含量上升，说明 NLRP3 炎性小体被激活，产生
炎性因子增加对肾脏的炎性损伤。经龙胆苦苷干
预后的高尿酸血症小鼠肾脏中 IL-1β 和 IL-18 含
量下调，提示 NLRP3 炎性小体激活受抑制，降
低肾脏炎症水平，改善肾损伤。
　　综上所述，龙胆苦苷可通过调控小鼠肾脏尿
酸转运蛋白的表达，降低小鼠体内尿酸含量，发
挥治疗高尿酸血症小鼠的作用，并且抑制尿酸过
度积蓄诱导的肾脏 NLRP3 炎性小体的激活，降
低肾脏炎症反应水平，缓解肾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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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多指标优选三方益子方的水提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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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优选三方益子方的水提工艺。方法　以共有峰总面积、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

补骨脂素、甘草酸和得膏率的综合评分值为考察指标，以料液比、提取时间、提取次数为考察

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正交试验对三方益子方的水提工艺进行优选。结果　最佳水提工艺

为加水 14 倍量，提取 3 次，提取 2 h。结论　多指标综合评分结合正交试验法可用于三方益子

方提取工艺的优选，所得工艺方法简便、结果稳定。

关键词：三方益子方；水提工艺；层次分析法；多指标；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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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water extraction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based on 
multiple indicators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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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water extraction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Methods  The total 
peak area of the fingerprint, protocatechuic acid, psoralen, isopsoralen, glycyrrhizic acid and dry extract 
yield were used as the indexes. The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extraction time and number of extractions 
were used as factor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orthogonal test were used to optimize the water 
extraction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Results  The optimum extraction included 14 times of water, 2 
hours and 3 extractions. Conclusion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score combined with orthogonal test 
method can be used to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The obtained process is simple with stable results. 
Key words: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water extrac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ultiple index; 
orthogon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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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益子方由三个古代经典名方加减化裁
而来，由盐益智、盐补骨脂、乌药、金樱子、酒
覆盆子、酒黄精、枸杞子、桑葚、芡实、酒苁
蓉和炙甘草 11 味药组成，具有暖肾祛寒、温脾
养肝、缩尿止遗的功效。临床以汤剂应用多年，
疗效明显，由于复方成分复杂，为保证临床应
用汤剂能充分发挥出原有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将古人的临床用药经验与现代工艺技术相结

合 [1]，即以水为溶媒提取，确保安全性和临床疗
效的一致性 [2]。
　　目前“整体观思想”是破解中药质控碎片化，
突破重围的重要指导 [1]，采用多指标成分评价提
取工艺可满足本方物质基础的整体性 [3]。中药复
方有“多成分、多靶点”的特点，为遵循复方制剂
“整体”概念，借鉴特征图谱分析手段，可较好
地体现复方中各类成分与疗效的相关性。得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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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效成分是中药提取最常用的评价指标 [3]，药
效成分是药物发挥临床疗效的物质基础，最大限
度地提取药效成分可保证临床疗效及提高用药效
率 [4]。因此选择特征图谱、主要药效成分、得膏率
为考察指标，确定各项工艺参数。另外，对多指
标合理的综合评价，直接影响着提取工艺参数的
确定，各个评价因素的权重系数的确定又是科学、
合理地作出评价的基础 [5]，层次分析法（AHP）是
一种主观结合客观的评价方式，经其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增强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故本研究在传统水提取的基础上，对三方益子
方有效组分进行提取工艺优选并验证，得到最佳提
取工艺参数，为处方的制剂工艺奠定基础。
1　材料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型
号：Anglient 1260 Ⅱ）；超声波清洗仪（昆山市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型号：KQ-500E）；SQP 分
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超
纯水仪一体机（广西南宁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型号：Direct-Q5UV）；真空干燥箱（上海一
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型号：DZF-6090）。
1.2　试药
　　盐益智（Alpinia oxyphylla Miq.）、盐补骨脂
（Psoralea corylifolia L.）、乌药（Lindera aggregata
（Sims）kosterm.）、 酒 黄 精（Polygonatum sibir-
icµm Red.）、酒覆盆子（Rubus chingii Huu）、金
樱子（Rosa Laevigata Michx.）、枸杞子（Lycium 
barbarum L.）、桑葚（Morusalba L .）、芡实（Eu-
ryale ferox Salisb.）、酒苁蓉（C.tubulosa（Schenk）
Wight）、炙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均
购自南宁市华泰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均由广
西中医药大学朱意麟老师鉴定为正品；原儿茶酸
（批号：RP190605，纯度≥99.99%）、补骨脂素（批
号：RP190515，纯度≥ 99.99%）、异补骨脂素（批
号：RP190423，纯度≥ 99.95%）、甘草酸（批号：
RP190517，纯度≥ 99.34%）（成都麦德生科技有限
公司）；乙腈（色谱级，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
tific 公司）；磷酸（分析纯，成都金山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批号：20190606）；甲醇（分析纯，成都
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批号：2020102902）。
2　方法与结果
2.1　水提浓缩液样品的制备
　　按照处方比例的 5 倍量称取处方药材，按 8
倍、6 倍、6 倍加水量，2 h、1 h、1 h 的提取时间，
提取 3 次，合并药液，浓缩至 500 mL，置于 4℃
冰箱保存，备用。

2.2　特征图谱研究
2.2.1　色谱条件　采用 Agilent 5 TC-C18（2）（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以乙腈（B）-0.2%
磷 酸（A） 为 流 动 相； 梯 度 洗 脱（0 ～ 5 min：
5% ～ 7%B；5 ～ 12 min：7% ～ 15%B；12 ～ 26 
min：15% ～ 40%B；26 ～ 35 min：40% ～ 50%B；
35 ～ 45 min：50% ～ 85%B；45 ～ 60 min：
85%B）， 流 速 1.0 mL·min － 1， 柱 温 30℃； 进
样量 10 μL；检测波长（0 ～ 18.5 min：260 nm；
18.5 ～ 21 min：300 nm；21 ～ 30 min：350 nm；
30 ～ 60 min：252 nm）。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2.1”项下样品 5 
mL 于蒸发皿中，挥干，精密加入 25 mL 甲醇转
移至锥形瓶中，称定重量，超声 30 min，待冷却
后，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少的重量，即得。
2.2.3　各单味药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各
单味药，按“2.2.2”项下方法制得各单味药材供
试品溶液。
2.2.4　特征图谱的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按照“2.2.1”
项下色谱条件，按“2.2.2”项下方法制备 10 批次供
试品溶液进行测定，记录图谱。将 10 个图谱导入
“中药色谱特征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年版），
以 S1 为参照图谱，时间窗宽度为 0.1 s，通过多点
校正后，采用中位数相关系数法进行图谱自动匹
配，生成 10 批次样品共有模式图谱，确定了 19 个
共有峰，并建立对照图谱（R），结果见图 1，计算
相似度，结果见表 1。10 批三方益子方的相似度均
在 0.982 以上，表明不同批次间样品相似度良好。

图 1　10 批样品 HPLC 色谱叠加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stacking of 10 batches of samples

2.2.5　共有峰的分析　通过对 10 批样品图谱进行
分析，共标定出 19 个共有峰，选择峰面积较大、
保留时间居中且稳定性好的 15 号峰（补骨脂素）为
参照峰，分别计算 10 批样品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
间和相对峰面积，见表 2 和表 3，表明不同批次间
制备的三方益子方相应色谱峰的峰面积存在差异。
2.2.6　共有峰的归属及指认　将供试品溶液和处
方中各单味药溶液，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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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似度评价结果 (n ＝ 10) 
Tab 1　Similarity evaluation (n ＝ 10)

批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R
S1 1.000 0.989 0.996 0.981 0.973 0.982 0.996 0.986 0.992 0.985 0.999 
S2 0.989 1.000 0.977 0.987 0.989 0.986 0.985 0.958 0.967 0.984 0.992 
S3 0.996 0.977 1.000 0.967 0.955 0.970 0.992 0.992 0.994 0.975 0.994 
S4 0.981 0.987 0.967 1.000 0.998 0.998 0.968 0.936 0.950 0.997 0.985 
S5 0.973 0.989 0.955 0.998 1.000 0.995 0.961 0.922 0.937 0.992 0.978 
S6 0.982 0.986 0.970 0.998 0.995 1.000 0.967 0.939 0.953 0.998 0.986 
S7 0.996 0.985 0.992 0.968 0.961 0.967 1.000 0.990 0.994 0.971 0.995 
S8 0.986 0.958 0.992 0.936 0.922 0.939 0.990 1.000 0.998 0.946 0.982 
S9 0.992 0.967 0.994 0.950 0.937 0.953 0.994 0.998 1.000 0.958 0.989 

S10 0.985 0.984 0.975 0.997 0.992 0.998 0.971 0.946 0.958 1.000 0.989 
R 0.999 0.992 0.994 0.985 0.978 0.986 0.995 0.982 0.989 0.989 1.000 

表 2　10 批供试品 19 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结果 (n ＝ 10) 
Tab 2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19 common peaks of 10 batches of test samples (n ＝ 10)

峰号 保留时间 /min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RSD/%
1   7.04 0.22 0.23 0.22 0.22 0.22 0.22 0.22 0.23 0.23 0.22 1.0
2   7.62 0.24 0.25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88
3   9.35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77
4 10.22 0.33 0.33 0.33 0.32 0.33 0.32 0.33 0.33 0.33 0.33 0.57
5 12.45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51
6 18.16 0.43 0.43 0.43 0.42 0.42 0.42 0.43 0.43 0.42 0.43 0.62
7 19.15 0.61 0.61 0.61 0.61 0.61 0.61 0.61 0.61 0.61 0.61 0.35
8 19.74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24
9 20.17 0.65 0.64 0.64 0.65 0.65 0.65 0.64 0.64 0.65 0.65 0.24
10 21.79 0.70 0.69 0.69 0.70 0.69 0.69 0.69 0.70 0.70 0.70 0.62
11 22.22 0.71 0.70 0.71 0.71 0.71 0.71 0.71 0.71 0.71 0.71 0.36
12 22.73 0.73 0.72 0.72 0.73 0.73 0.73 0.73 0.73 0.73 0.73 0.52
13 24.10 0.76 0.75 0.77 0.76 0.76 0.76 0.76 0.76 0.76 0.76 0.43
14 26.01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12
15 31.2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00
16 31.95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0.050
17 34.11 1.09 1.08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0.41
18 39.90 1.27 1.27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7 1.27 0.28
19 50.08 1.60 1.60 1.61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0.12

记录图谱，见图 2。与对照图谱进行比较，其中盐
益智含有 3、4、5 号峰，补骨脂中含有 8、9、15、
16、18、19 号峰，乌药中含有 2、6 号峰，金樱子
中含有 2、5、11 号峰，覆盆子中含有 2、11 号峰，
黄精中含有 1、3、4 号峰，枸杞子中含有 1、3、4
号峰，肉苁蓉中含有 2、3、4、7、11、12 号峰，芡
实中含有 2 号峰，桑葚中含有 2、3、4、5 号峰，甘
草中含有 3、10、11、14、17 号峰。并且用对照品
比对出，3 号峰属于 5- 羟甲基糠醛，5 号峰属于原
儿茶酸，7 号峰属于松果菊苷，15 号峰属于补骨脂
素，16 号峰属于异补骨脂素，17 号峰属于甘草酸。
2.2.7　特征图谱方法学考察
　　① 精密度：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 1 份，
连续进样 6 针，结果 19 个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
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均分别在 0.010% ～ 0.18%

图 2　共有峰的指认图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peaks
S1. 样品（sample）；S2.5- 羟甲基糠醛（5-HMF）；S3. 补骨脂素

（psoralen）；S4. 异补骨脂素（isopsoralen）；S5. 原儿茶酸（protocat-
echuic acid）；S6. 松果菊苷（echinoside）；S7.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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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10% ～ 1.9%，证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② 重复性：按照“2.2.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结果 19 个共有峰
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为
0.010% ～ 0.50% 和 0.57% ～ 2.8%，表明方法重
复性良好。
　　③ 稳定性：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 1 份，
于 0、2、4、8、12、24 h 进样，结果 19 个共有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为
0.030% ～ 0.44% 和 0.28% ～ 2.8%，表明样品在
24 h 内稳定。
2.3　三方益子方中 4 种成分含量测定

2.3.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原儿茶酸、补骨脂
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分别用甲醇溶解于 10 mL 量瓶并定容，摇
匀，即得质量浓度为 0.422、0.406、0.969 和 0.965 
mg·mL－ 1 的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
甘草酸的对照品溶液。
2.3.2　样品及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供试品溶液
制备同“2.2.2”项下方法。按处方比例分别称取
除盐益智、金樱子、桑葚、枸杞子外的药材，按
“2.1”和“2.2.2”项下方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①。
2.3.3　缺补骨脂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
比例分别称取除补骨脂外的药材，按“2.1”和
“2.2.2”项下方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②。
2.3.4　缺炙甘草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
比例分别称取除炙甘草外的药材，按“2.1”和

“2.2.2”项下的方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③。
2.3.5　专属性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
阴性样品溶液，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
析，结果见图 3。显示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
补骨脂素和甘草酸 4 个成分的色谱峰保留时间与
样品中相应的色谱峰保留时间一致，各个峰分离
度、对称性较好，各阴性样品对成分测定无影响，
色谱柱理论塔板数以不低于 20 000 为准。

图 3　三方益子方提取工艺专属性试验结果

Fig 3　Specificity test of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S1. 供试品溶液（test solution）；S2. 阴性样品溶液①（negative 
sample ①）；S3. 阴性样品溶液②（negative sample ②）；S4. 阴性样

品溶液③ （negative sample ③）；S5. 混合对照品溶液（mixed reference 
solution）；1. 原儿茶酸（protocatechuic acid）；2. 补骨脂素（psoralen）；

3. 异补骨脂素（isopsoralen）；4.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2.3.6　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精密量取“2.3.1”
项下各对照品溶液适量，于 5 mL 量瓶中，甲醇
溶解并定容至刻度线，制成含原儿茶酸、补骨

表 3　10 批供试品 19 个共有峰相对峰面积结果 (n ＝ 10) 
Tab 3　Relative peak area of 19 common peaks of 10 batches of samples (n ＝ 10)

峰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RSD/%
1 0.35 0.35 0.38 0.30 0.28 0.26 0.45 0.43 0.42 0.32 18
2 0.21 0.26 0.23 0.25 0.23 0.25 0.19 0.18 0.17 0.24 14
3 2.33 2.37 2.48 1.68 1.71 1.68 2.71 2.98 2.75 1.68 22
4 0.72 0.77 0.80 0.57 0.56 0.46 0.89 0.86 0.75 0.52 22
5 0.35 0.38 0.38 0.33 0.34 0.35 0.36 0.33 0.30 0.30 8.2
6 0.23 0.20 0.20 0.19 0.18 0.17 0.15 0.22 0.21 0.20 11
7 0.77 1.24 0.54 0.94 1.14 0.85 0.91 0.48 0.56 0.77 30
8 0.68 0.79 0.71 0.79 0.81 0.74 0.61 0.55 0.54 0.76 14
9 0.41 0.45 0.42 0.51 0.51 0.49 0.35 0.31 0.30 0.53 19
10 0.11 0.15 0.11 0.11 0.13 0.15 0.07 0.05 0.10 0.10 28
11 0.15 0.21 0.17 0.17 0.15 0.18 0.20 0.16 0.17 0.15 11
12 0.15 0.19 0.15 0.19 0.21 0.20 0.10 0.08 0.15 0.17 26
13 0.05 0.09 0.02 0.06 0.05 0.08 0.07 0.04 0.09 0.07 34
14 0.13 0.15 0.14 0.12 0.12 0.12 0.13 0.12 0.11 0.12 8.7
1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0
16 1.34 1.23 1.31 1.21 1.17 1.15 1.54 1.49 1.48 1.19 11
17 0.21 0.29 0.31 0.28 0.29 0.27 0.25 0.24 0.25 0.24 12
18 0.23 0.25 0.25 0.24 0.27 0.30 0.17 0.17 0.20 0.25 17
19 0.09 0.18 0.09 0.08 0.11 0.15 0.06 0.04 0.04 0.1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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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酸质量浓度为 0.041、
0.0715、0.0969 和 0.11 mg·mL－ 1 的 混 合 对 照
品溶液，分别稀释成系列浓度线性溶液，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各个指标
成分的峰面积，分别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
样量（μg，X）为横坐标，得原儿茶酸线性回归
方 程 为 Y ＝ 2.906×103X ＋ 4.230，R ＝ 1.000；
补骨脂素为 Y＝4.844×103X＋16.58，R＝1.000；
异 补 骨 脂 素 为 Y ＝ 6.073×103X ＋ 29.92，R ＝

1.000；甘草酸为 Y ＝ 783.9X ＋ 2.840，R ＝ 1.000。
结果表明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甘
草酸分别在 0.082 ～ 0.410 μg、0.143 ～ 0.715 μg、
0.194 ～ 0.969 μg、0.22 ～ 1.10 μg 内与峰面积线
性关系良好。
2.3.7　方法学考察
　　① 精密度考察：精密吸取“2.3.6”项下混合
对照品溶液 10 μL，进样测定，连续进样 6 次，
结果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
酸的平均峰面积 RSD 值分别为 0.80%、0.60%、
0.60% 和 0.61%，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② 稳定性考察：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于 0、2、4、8、12、24 h 进样测定，
结果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
酸的平均峰面积 RSD 值分别为 0.64%、0.73%、
0.49% 和 0.33%，表明样品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③ 重复性考察：按“2.2.2”项下方法平行制
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结果原儿茶酸、
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酸的平均峰面积
RSD 值分别为 2.3%、1.9%、1.9% 和 2.8%，表明
方法重复性良好。
　　④ 加样回收率：精密吸取“2.1”项下样品 2.5 
mL，共 6 份，分别精密加入新配制的质量浓度为
0.95、1.049、1.057、0.53 mg·mL－ 1 的原儿茶酸、
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甘草酸对照品溶液适量，
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结果原儿
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和甘草酸的平均加
样回收率分别为 100.58%、102.73%、98.83% 和
101.78%，RSD 值 分 别 为 1.4%、1.6%、2.0% 和
1.4%。
2.4　正交试验优化三方益子方最佳提取工艺
2.4.1　综合评分计算公式 [6-7]

　　① 公式 1：Y ＝ A/Amax×W1×100 ＋ B/Bmax×W2 

×100 ＋ C/Cmax×W3×100 ＋ D/Dmax×W4×100 ＋ E/
Emax×W5×100 ＋ F/Fmax×W6×100；
　　其中，A 为特征图谱峰面积和，A ＝ A1 ＋

A2 ＋……＋ A19；B 为原儿茶酸；C 为补骨脂素；
D 为异补骨脂素；E 为甘草酸；F 为得膏率；Wi

为指标权重系数。
　　② 公式 2：F ＝（m×100）/（M×5）×100%[8]

　　其中，m 为干膏重，M 为药材重。

　　③ 公式 3：W ＝ 

m√αi1αi2αi3*αim

m√αi1αi2αi3*αim
；

　　其中，i 为指标，α i 为指标评分数，m 为受检
验目标层次数。
　　④ 公式 4：CR ＝ CI/RI，CI ＝（λmax － m）/
（m － 1），λmax ＝ 1/m ∑m

i ＝１（∑m
 j ＝１ α ij×Wj/Wj）；

　　其中，CR 为一致性比例因子；RI 为一致性
指标，具体参照表 4。

表 4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值 
Tab 4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value

矩阵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2.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9]　根据三方益子复方中
药味的君臣佐使配伍规律、各成分药理作用强弱
以及有效成分所归属的药味多少，本研究将特征
图谱峰面积总和，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
脂素、甘草酸峰面积和得膏率作为权重指标予以
量化，即将 6 项指标分成 5 个层次，各层次评分
标准见表 5，并确定优先顺序：特征图谱峰面积
总和＞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甘草
酸＞得膏率，构建优先判断矩阵，见表 6。

表 5　各层次评分标准 
Tab 5　Grading criteria for each level

对比打分 相对重要程度 说明

1 同等重要 两者对目标的贡献相同

3 略为重要 根据经验一个比另一个评

价稍有利

5 基本重要 根据经验一个比另一个评

价更为有利

7 确实重要 一个比另一个评价更有利

且在实践中证明

9 绝对重要 重要程度明显

2，4，6，8 两相邻程度的中间值 需要折衷时采用

　　按照“2.4.1”项下综合评分计算公式得出特
征图谱峰面积总和，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
补骨脂素、甘草酸和得膏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3939、0.2372、0.1346、0.1346、0.0655、0.0343，
一致性比例因子（CR）＝ 0.016 47 ＜ 0.10，指标
优先比较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求得的权
重系数有效。
2.4.3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
础上，选择影响因素为提取时间（A，2 h、2.5 h、
3 h）、料液比（B，1∶12、1∶14、1∶16）、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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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正交试验验证结果　按照最佳提取工艺提
取 3 批药，根据建立的含量测定方法和特征图谱方
法，进行测定，计算综合评分，结果表明工艺稳
定，重复性好，可作为该方的水提工艺（见表 10）。
3　总结与讨论
　　质量标志物基于有效、特有、传递与溯源、
可测和处方配伍的“五要素”为核心，既反映了

表 8　三方益子方提取正交试验直观分析结果 (n ＝ 2) 
Tab 8　Visual analysi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n ＝ 2)

序号 A B C 空白 原儿茶酸 /（mg·g－1）补骨脂素 /（mg·g－ 1）异补骨脂素 /（mg·g－1）甘草酸 /（mg·g － 1）得膏率 /% 综合评分

1 2 1∶12 1 1 0.347 0.566 0.471 0.798 34 52.7 
2 2 1∶14 2 2 0.451 1.033 0.912 1.554 39 86.1 
3 2 1∶16 3 3 0.489 0.907 0.746 1.649 40 76.1 
4    2.5 1∶12 2 3 0.427 0.741 0.665 1.280 41 68.7 
5    2.5 1∶14 3 1 0.650 1.085 1.018 2.154 41 99.9 
6    2.5 1∶16 1 2 0.301 0.532 0.444 0.789 33 49.0 
7 3 1∶12 3 2 0.506 0.859 0.793 1.794 43 78.0 
8 3 1∶14 1 3 0.426 0.942 0.865 1.309 36 79.0 
9 3 1∶16 2 1 0.408 0.763 0.748 1.280 40 68.0 
K1 71.6 66.4 60.2 73.5
K2 72.5 88.4 74.3 71.0
K3 75.0 64.4 84.7 74.6
R 3.4 23.9 24.4 3.5 　 　 　 　 　 　

表 9　三方益子方正交试验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 9　ANOVA of Sanfang Yizi prescription of orthogonal test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F F 临界值 显著性

A     18.735 2   0.946 19

B 1057.987 2 53.412 19 *

C   901.493 2 45.512 19 *

误差   19.81 2 　 　 　

注（Note）：F0.05（2，2）＝ 19.00。

表 10　验证试验结果 
Tab 10　Verification test

试验号
原儿茶酸 /

（mg·mL － 1）

补骨脂 /
（mg·mL － 1）

异补骨脂素 /
（mg·mL － 1）

甘草酸 /
（mg·mL － 1）

得膏率 /%
综合评分

分值 RSD/%
1 0.1658 0.0624 0.2063 0.4305 40 99.86 2.1
2 0.1516 0.0567 0.1773 0.4255 38 95.86
3 0.1534 0.0612 0.1771 0.4398 39 98.22 　

次数（C，1、2、3 次），L9（34）为正交表进行正
交试验，以特征图谱峰面积总和，原儿茶酸、补
骨脂素、异补骨脂素、甘草酸的峰面积，以及得
膏率的综合评分为评价指标，根据“2.4.1”项下
方法计算综合总评分，并进行直观分析与方差分
析。因素与水平见表 7，正交试验设计直观分析

结果见表 8，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9。
　　直观分析结果示 3 个因素的主次关系为 B ＞

C ＞ A，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B、C 因素对综合评
分结果均具有显著影响，A 不显著，正交试验结
果表明最佳工艺为 A3B2C3，即加 14 倍水，提取
3 次，每次 3 h，但结合生产成本、经济效益等
因素，即最佳提取工艺为加 14 倍水，提取 3 次，
每次 2 h。

表 7　因素与水平表 
Tab 7　Factor and level

水平
因素

A/h B C/ 次

1 2 1∶12 1

2    2.5 1∶14 2

3 3 1∶16 3

表 6　指标成对比较判断优先矩阵 
Tab 6　Pairwise comparison judgment priority matrix of indicators

权重指标
总峰

面积

原儿

茶酸

补骨

脂素

异补骨

脂素
甘草酸 得膏率

总峰面积 1 2 3 3 5 7

原儿茶酸 1/2 1 2 2 3 5

补骨脂素 1/3 1/2 1 1 2 3

异补骨脂素 1/3 1/2 1 1 2 3

甘草酸 1/5 1/3 1/2 1/2 1 2 

得膏率 1/7 1/5 1/3 1/3 1/2 1 

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关联关系，又体现中药
成分的专属性、差异性特征，特别是基于方 - 证
对应的配伍环境，使质量研究回归到中医药理
论，体现针对疾病的中药有效性表达方式及其物

质基础的客观实质 [10]。中药特征图谱现已被广
泛应用于整体反映中药成分复杂性的研究中，可
对某些特征成分进行指认及分析，是中药的有效
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 [11]。三方益子复方成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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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复杂，采用单一指标考察工艺，一味追求个别
成分含量最大，使得结果太过片面，应全面综合
权衡，与现代技术特征图谱等结合，尽可能覆盖
君臣佐使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来反映中药复方的有
效成分群体，尝试用未知的结构成分的模糊数据
（特征色谱峰的总面积之和）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多指标的综合评定 [12]。
　　三方益子方中质量标志物基于“君”药首选
原则，兼顾“臣”“佐”“使”药的有效成分来筛
选，君药盐益智中原儿茶酸可通过抗氧化应激作
用抗氧化应激保肝 [13]，尚可改善老年大鼠的认知
能力，具神经保护功能 [14]，且本方中臣药金樱
子，佐药桑葚、枸杞子中亦含原儿茶酸成分。君
药补骨脂中补骨脂素可改善肾虚的症状，提升老
年人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 [15]，保护神经细胞，预
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16]，补骨脂素、异补骨脂
素均可抑制小鼠前列腺增生，改善夜尿增多的症
状 [17]，也是治疗老年人易患疾病骨质疏松症的活
性成分 [18]。佐药炙甘草中甘草酸成分被用作炙甘
草配方颗粒的评价指标，具有很好的改善肝脏功
能的作用 [19]，对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具有一定的疗
效，保护药物性肾脏损伤 [20]，也能够促进脑功能
恢复，提升老年人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降低阿
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21]，尚可提高机体免疫力 [22]。
　　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式已成为复方制剂优选
提取工艺的重要手段，AHP 是一种将评价指标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不仅考虑了
主观意识对各项指标的重视程度，又考虑了各项
指标原始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影响，增强了
总体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6]。本研究采用
HPLC 建立三方益子水提液特征图谱，标定涵盖
了 11 味药材的 19 个共有峰，建立了原儿茶酸、
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甘草酸含量测定方法，
选用共有峰总面积，原儿茶酸、补骨脂素、异补
骨脂素、甘草酸和得膏率作为指标进行考察，避
免了以单一指标的局限性，与中药复方的多组
成、多靶点作用特点相吻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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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的制备及其体外释放研究

赵义军，叶晓楠，林春盛，孙健，车明徽，侯立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尔滨　150001）

摘要：目的　制备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CHE-SLN），考察其理化性质，并评价其体

外释放作用。方法　采用乳化蒸发法制备 CHE-SLN，单因素分析和正交试验设计优化处方

工艺，对最优处方加以明确，并对制得的 CHE-SLN 进行理化性质考察；借助动态透析法对

CHE-SLN 与药物溶液的体外释药性能展开考察。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白屈菜红碱的含量，

之后在累积释药百分率基础上，对各释药模型进行有效拟合处理。并采用 MTT 法检测 CHE-
SLN 对肝癌 HepG2 细胞的毒性。结果　CHE-SLN 显示白色外观，具均一、滑润表面。可迅速

分散为乳白色且可见乳光的胶体溶液，具有良好的再分散特征，经电镜发现，固体脂质纳米

粒（SLN）为类球状实体粒子，具良好的分散性，外观较为圆整，粒径分布均匀。平均粒径、

包封率、电位依次为（106.3±2.5）nm、（63.84±3.9）%、（－ 21.4±1.8）mV，其体外释放试验

符合一级动力学过程，细胞毒性实验表明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对肝癌 HepG2 细胞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结论　成功制备了 CHE-SLN，其再分散性、形态与外观皆符合要求；在体外

释放行为方面，与一级动力学方程一致。其对肝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正交实验；制备工艺；体外释放

中图分类号：R94，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348-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18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release of chelerythrin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ZHAO Yi-jun, YE Xiao-nan, LIN Chun-sheng, SUN Jian, CHE Ming-hui, HOU Li-qi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chelerythrin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CHE-SLN), determine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evaluate its in vitro release. Methods  Emulsification 
evapor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CHE-SLN.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orthogonal test design 
were used to optimize the prescripti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HE-SLN were 
determined. The in vitro release performance of CHE-SLN and the drug solu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dynamic dialysis. The content of chelerythrine (CHE) was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On the basis of cumulative drug release percentage, effective fitting 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on each drug release model. The MTT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oxicity of CHE-
SLN to liver cancer HepG2 cells. Results  CHE-SLN was white, with a uniform and smooth surface. 
When the sample was reconstituted, it was quickly dispersed into a milky white and visible opalescent 
colloidal solution, showing good re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Electron microscopy found that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SLN) were sphere-like solid particles with good dispersibility. The appearance 
was round and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was even.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were (106.3±2.5) nm, (63.84±3.9)%, and ( － 21.4±1.8) mV respectively. 
The in vitro release conformed to the first-order kinetic process, and the cytotoxic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leucorrhea Caesarin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ha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liver 
cancer HepG2 cells. Conclusion  The CHE-SLN is successfully prepared, and its redisper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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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屈菜红碱（chelerythrine，CHE）为苯并菲
啶型生物碱，当处于常温条件时，其存在形式为
浅白色或淡黄色粉末，主要分布在白屈菜、博落
回、飞龙掌血与血水草等药用植物的叶、根内。
白屈菜红碱在有丝分裂中能够调控肿瘤细胞的分
布周期，由此有效阻滞肿瘤细胞增殖周期，抑制
肿瘤细胞增殖和促使肿瘤细胞凋亡，如对胃癌、
肝癌、肺癌细胞均效果显著 [1-2]。但由于该化合物
溶解度极低，半衰期短、在体内代谢较快，易出
现不良反应，导致其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应合理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减
慢药物的释放速度。
　　经文献检索分析发现，对白屈菜红碱的新型
递药系统的研究较为匮乏，有研究人员曾将其制
备成为β- 环糊精包合物，但包封率较低 [3]。也
有研究将白屈菜红碱制备成为明胶微球，但成
本较高、重现性较差 [4]。此外，还有将白屈菜红
碱制备成为聚氰基丙烯酸丁酯纳米粒 [5]、磁性纳
米壳聚糖微球 [6]、口服脂质体 [7]、复合磁性温敏
凝胶 [8]、固体分散体 [9]、磁性羧甲基壳聚糖纳米
粒 [10]、磁性多壁碳纳米管纳米粒 [11] 的报道，但
其同样具有包封率低且制备工艺繁琐等缺点。固
体脂质纳米粒（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SLN）是
指粒径在 10 ～ 1000 nm 的固体颗粒，是以固态
天然或者合成的多种类脂质材料如脂肪酸、脂肪
醇及卵磷脂、单硬脂酸甘油酯等为载体，将药物
包裹或夹嵌于类脂核中形成的固态胶体颗粒。固
体脂质纳米粒因其被包封在生理相容且耐受性优
良的固体骨架之中，与传统剂型相比，具有毒性
小，安全性与生物相容性高，可延缓药物释放，
增加药物在体内吸收和靶向性，增强药物负载能
力，防止药物排出和更灵活地调节药物释放等优
点 [12-14]，被认为是有发展前景的药物载体。它是
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传统胶体给药系统如乳剂、
脂质体及聚合物纳米粒生理相容性好、可生物降
解，物理稳定性高，可控制药物释放及有良好缓
释性和靶向性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有机溶剂不
能完全去除的缺点，且易于大规模生产 [15-16]。综

上所述，本研究拟通过将药物制备成 SLN 以提高
药物的包封率、载药量 [17]，并对其进行体外释放
行为考察及对肝癌细胞的毒性实验，为白屈菜红
碱新型递药系统的研发提供思路。
1　材料 
　　LC-20AT 型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
司）；Diamonsil C18 色谱柱 [DIKMA（250 mm×4.6 
mm，5 μm]；85-2A 型恒温磁力搅拌器（荣华仪
器制造公司）；透射电子显微镜（Tecnai 高分辨
型）[FEI 公司（荷兰）产品 ]；Zetasizer 3000HS 型
激光粒径分析仪 [Malvem 公司（英国）]；TGL-
16c 型高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KQ5200DE 型超声波清洗机（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超净工作台 [Heal Force 公司（香港）]；恒
温水浴箱、空气浴振荡器（哈尔滨市东联电子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多功能酶标仪（美谷分子仪器）；
高压灭菌锅 [ZEALWAY 公司（美国）]；细胞培养
板、细胞培养瓶 [Corning 公司（上海）]。
　　白屈菜红碱原料药（美国 MCE 公司，质量
分数：98.56%，货号：26018）；白屈菜红碱对照
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含量：98%，批
号：110807-201703）；泊洛沙姆 188（德国 BASF
公司，含量：95%，批号：WPWA544C）；大豆
卵磷脂（双旋微生物培养制品厂，批号：S100）；
纯净水（娃哈哈品牌）；色谱甲醇（北京迪科马科
技有限公司）；RPMI-1640 液体培养基、10% 优
级胎牛血清、胰蛋白酶、二甲基亚砜（DMSO）
（美国 Hyclone 公司）；双抗（青霉素 / 链霉素）（华
北制药厂）；PBS、MTT 溶液（武汉博士德公司）；
5-Fu（USP 级，含量：98%，上海金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其他试剂皆为市售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的制备 
　　乳化蒸发法 [18] 制备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
米粒（CHE-SLN）。首先，向 100% 乙醇内加入
适量的药物与脂质材料（单甘酯，GMC），超声
溶解后，将适量大豆卵磷脂添加至该混合液内，
微热处理，得到有机相，再将处方量的泊洛沙姆

morphology and appearance 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s in vitro release behavi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Its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facilit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liver cancer cells. 
Key words: chelerythrin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 orthogonal experiment; preparation process; in 
vitro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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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F-68）加入到纯水内溶解，得到水相。于
1000 r·min－ 1 磁力搅拌下，向水相内低速注入有
机相，整个过程操作的温度应高于脂质材料的熔
点，经过数小时搅拌，浓缩至 1/4，再将此半透
明体系迅速移至另一低温水相内混合，同时进行
持续搅拌固化处理，制得 CHE-SLN。
2.2　CHE-SLN 包封率的测定 
　　采用葡聚糖凝胶法，准确吸量 1 mL 的 CHE-
SLN 混悬液，上 Sepha-dex G-50 柱，用蒸馏水洗
脱，流速设定 1 mL·min － 1，用试管收集洗脱液，
每管 2 mL，合并显示蓝色乳光的部分（含 CHE 的

SLN），之后用 100% 乙醇超声破乳，并稀释为 50 
mL，HPLC 法测定 CHE 含量，测定条件为 30%
甲醇∶70% 的三乙胺 - 乙酸 - 水（0.3∶2.4∶230）为
流动相，进样量 0.01 mL，流速 1 mL·min － 1，柱
温 30℃，测定波长 264 nm[19-23]。精准吸取 1 mL
的 CHE-SLN 混悬液，用 100% 乙醇超声破乳，再
稀释为 50 mL，HPLC 法测定 CHE 含量，计算包
封率（EE），EE（%）＝ WE ／ WTotal×100%，WE

为包封药物量，WTotal 为总的药物量。CHE-SLN 包
封率为（63.84±3.9）%。空白对照、对照品及供
试品色谱图见图 1。

图 1　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CHE-SLN

2.3　正交设计优化 CHE-SLN 的处方和工艺 
　　基于前期单因素分析所得结果，选择 F-68 浓
度（A）、lecithin/ 单甘酯（GMC）之比（B）、主
药 /GMC 之 比（C）、GMC 用 量（D）， 通 过 L9

（34）设计正交试验。具体因素和水平见表 1，结
果见表 2、3。

表 1　因素和水平 
Tab 1　Factor and level

水平 A/% B/（w/w） C/（w/w） D/mg

1 0.4 1∶1 1∶8 30

2 0.8 1∶2 1∶10 50

3 1.2 1∶3 1∶12 70

　　直观分析结果极差 R 值顺序为 B ＞ C ＞ D ＞

A；B、C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明确最优处方构
成 为 A1B2C2D2： 即 F-68 为 0.4% 浓 度，lecithin/
GMC 之 比 为 1∶2， 药 物 /GMC 之 比 为 1∶10，
GMC 质量为 0.05 g。
2.4　最优处方验证 
　　根据确定的最优处方条件平行制备 3 批
CHE-SLN，测定其包封率。结果最佳工艺条件下
制备所得平均包封率为 69.88%，RSD 均小于 2%，
重现性强。
2.5　CHE-SLN 的理化性质

2.5.1　形态观察　取 1 滴已稀释的 CHE-SLN 混悬
液，借助覆支持膜的铜网进行蘸取，通过磷钨酸
钠（1.2%）负染，于室温中静置干燥，透射电镜

下观察，大小均匀，显示为规则球状（见图 2）。
2.5.2　粒径与 zeta 电位　结果发现，CHE-SLN
粒径均值为 106.1 nm，粒径分布见图 3，zeta 电
位为－ 21.4 mV（见图 4），多分散系数为 0.23。

表 2　正交实验结果 
Tab 2　Orthogonal experiment results

试验号 A B C D 包封率 /%

1
2
3
4
5
6
7
8
9

1
1
1
2
2
2
3
3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2
3
1
3
1
2

1
2
3
3
1
2
2
3
1

13.07
69.17
30.15
22.70
56.22
24.98
27.14
24.08
49.95

Ij 37.46 20.97 20.71 39.74

IIj 34.63 49.82 47.27 40.43

IIIj 33.72 35.02 37.83 25.64

Rj   3.74 28.85 26.56 14.78

表 3　方差分析结果 
Tab 3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F 值 P 值

A     22.83 2   1.00 ＞ 0.05

B 1249.04 2 54.72 ＜ 0.05

C 1087.98 2 47.66 ＜ 0.05

D   418.01 2 18.31 ＞ 0.05

误差     22.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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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HE-SLN 透射电镜图

Fig 2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CHE-SLN

图 3　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粒径分布图

Fig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E-SLN 

图 4　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的 zeta 电位图

Fig 4　Zeta poten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E-SLN

2.5.3　稳定性考察　制备的 CHE-SLN 为均一、稳
定的混悬体系，有明显的丁达尔现象。为初步考察
混悬体系的稳定性，将新制备的 5 份 CHE-SLN 分
别放置于 4℃和室温下，于不同时间点取样，测定
纳米制剂的包封率，并观察其外观形态 [24]。CHE-
SLN 在 4℃条件下，连续放置 1 周，外观和包封率
变化不大，稳定性较好。室温下的 CHE-SLN，最
开始的 3 d 内外观和包封率无明显变化，第 4 日
出现乳光减弱现象，1 周后出现沉淀。说明 CHE-
SLN 在 4℃条件下保存更理想，见表 4。
2.6　CHE-SLN 的体外释放性质考察 
　　 精 密 量 取 CHE-SLN 混 悬 液 10 mL（3.0 mg）
于透析袋中（分子量为 8000 ～ 12 000），两端密
封，100 mL 放到锥形瓶内，加入 50 mL 释放介质
（pH 7.4 PBS，40% 乙醇），置于恒温震荡器内，于
（37±0.5）℃、100 r·min－ 1 震荡，分别在 0.5、1、3、
5、7、9、11、15、19、24、28、32、36、48、60、

72、84、96、108，120 h 取释放液 2 mL（并补加释
放介质2 mL），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留存续滤液，
HPLC 对释放介质含药物量测定，由药物累积释药
百分率（Q）、时间绘图。

　　Q（%）＝
1

1
0

1
(%) 100%

t

t t
n

Q V C V C W
−

−

=

 = ⋅ + ⋅ ⋅ ⋅ 
 

∑
　　式中 Ct 为每个时间点测量的释放介质中的药
物质量浓度（mg·mL－ 1），另 W（mg）、V0、V
依次代表投入药物的总质量、释放介质的总量、
每个样品的体积。
　　CHE 和 CHE-SLN 的释药曲线见图 5。前期
释药较快，在 30 min 药物释放率 13.24%，2 h 释
放率为 19.89%。可能的原因是 CHE-SLN 表面
附着了游离药物，导致前期药物的释放比较快，
随后释药曲线趋于平稳，32 h 内累计释放率为
69.07%，表现出明显的缓释效应。

图 5　白屈菜红碱固体脂质纳米粒在介质中的释放曲线

Fig 5　Release curve of CHE-SLN in the medium

　　对 CHE-SLN 的释放曲线进行药动学拟合，
具体见表 5。
　　通过对零级、一级、Higuchi、Weibull 释药模
型的拟合，发现一级释药模型的 R2 最高，因此，
CHE-SLN 的体外释放行为符合一级动力学过程。
2.7　CHE-SLN 对 HepG2 细胞毒性实验

　　MTT 法检测 CHE-SLN 对 HepG2 细胞毒性，
取对数生长期浓度为 0.5×104 个·mL－ 1 的 HepG2
细胞悬液，按照每孔 200 μL 滴于 96 孔细胞培养
板内，培养 24 h 后弃掉培养液，再分别加入含不
同 浓 度 CHE-SLN（15、30、60、120、240、480、
960 μg·mL－ 1）的 RPMI-1640 培养基，其中对照
组细胞为不加药物的 RPMI-1640 培养基，继续孵
育 48 h 后取出，每孔加 MTT（5 mg·mL － 1）20 
μL 后继续孵育 4 h 后弃上清液，每孔加入 D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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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μL。通过酶标 490 nm 处测得光度值 OD。运
用 SPSS 26.0 软件计算 IC50 值。
　　SLN 对 HepG2 细胞毒性实验结果如图 6A 所
示，即使在高脂质浓度下，载体也是无毒的，表
明 SLN 是一种安全的给药系统。与对照组比较，
CHE-SLN 和游离 CHE 有显著的细胞毒性，游离
CHE 和 CHE-SLN 对 HepG2 细胞，IC50 分别为
249.29 μg·mL － 1 与 38.67 μg·mL － 1，以上结果
表明 SLN 递药系统无毒且对肝癌细胞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效果较为理想。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试验以包封率为指标对超
声时间、加热温度、卵磷脂、硬脂酸、单硬脂酸
甘油酯进行了考察，发现超声时间和加热温度对
制备的固体脂质纳米粒影响较小，当硬脂酸作
为药物载体时，CHE-SLN 的粒径较为饱满均一，
且稳定性良好，最终选择 GMC 当作载体材料。
随着 GMC 浓度的增加，SLN 的粒径不断增加，
为了防止对药物包封率产生影响，需将 GMC 质
量减至最低。对于 SLN 的性能，表面活性剂类
型与用量也存在很大影响，若复配应用多种乳化
剂，可释放协同效能，有效提升 SLN 的体系稳
定性，所得 SLN 具备良好形态。所以，最后将
lecithin 与 F-68 当作复配乳化剂，实验证实，随
着 lecithin 质量的增加，制备所得 SLN 的稳定性
随之提高。
　　在测定包封率方面，要先分离载药纳米粒和游
离药物，主要采取凝胶层析法、透析法、离心法，
其中离心法对设备要求致高，且若高速离心，纳米
粒存在凝聚而受损风险；关于透析法，花费时间多，

内外不等渗可导致纳米粒受损，故此研究选择凝胶
层析法。
　　考察 CHE-SLN 各项理化性质与稳定性，结
果显示，通过高温乳化 - 低温固化法制备出的
CHE-SLN 粒径与要求相符，具备较好的包封率
与稳定性，同时制备工艺简单。由释放曲线发现
CHE-SLN 开始阶段有药物突释现象，随后释药
曲线逐渐趋于缓和。前期释放速度较快，主要源
于未包裹至脂质材料内的游离药物以及在表面上
吸附的药物，后期释放缓慢，是因为被包埋药物

表 4　不同时间 CHE-SLN稳定性考察 (x±s，n ＝ 5) 
Fig 4　Stability of CHE-SLN at different time (x±s，n ＝ 5)

时间 /h
室温 4℃

外观形态 包封率 /% 外观形态 包封率 /%

  24 澄清、淡蓝色乳光 63.41±1.2 澄清、淡蓝色乳光 63.72±1.5

  48 澄清、淡蓝色乳光 63.07±2.3 澄清、淡蓝色乳光 63.21±1.7

  96 澄清、淡蓝色乳光减弱 59.86±3.3 澄清、淡蓝色乳光 63.04±1.8

144 絮状物 48.93±2.5 澄清、淡蓝色乳光 62.83±3.1

168 沉淀 32.81±2.9 澄清、淡蓝色乳光 62.11±1.4

表 5　不同方程拟合 CHE-SLN的体外释放度 (n ＝ 3) 
Tab 5　Fitting equation for the in vitro release rate of CHE-SLN (n ＝ 3)

释药模型 方程 R2 拟合方程

零级动力学方程 Q ＝ bt ＋ a 0.65173 Q ＝ 4.002t ＋ 46.23

一级动力学方程 Q ＝ a（1 － e － bt） 0.98272 Q ＝ 67.18（1 － e － 1.521t）

Weibull 方程 Q ＝ a{1 － e － [k（t － tc）]b} 0.83296 Q ＝ 382.8{1 － e － [1.326（t － 0.461）0.135
]}

Higuchi 方程 Q ＝ bt1/2 ＋ a 0.82464 Q ＝ 34.08t1/2 ＋ 14.98

图 6　SLN（A），游离 CHE 和 CHE-SLN（B）对 HepG2 的细胞毒

性（x±s，n ＝ 5）
Fig 6　Cytotoxicity of SLN（A），CHE and CHE-SLN（B）to HepG2
（x±s，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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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纳米粒微孔扩散难度较大，药物的释放主要
由坚硬的固体脂质溶蚀决定。尽管纳米粒在体外
释药情况与体内存在差别，但体外释药情况仍在
一定程度可以反映体内释药情况。采用 MTT 法
检测 CHE-SLN 对 HepG2 细胞毒性，结果发现相
比于单纯的 CHE 原料药溶液，CHE-SLN 由于自
身的性质，容易被 HepG2 细胞的吞噬作用摄取，
增加药物在细胞内的蓄积量，因此细胞毒性更
强，说明 CHE 经 SLN 包载后对肝癌细胞的杀伤
力明显提高，SLN 给药系统显著提高白屈菜的对
抗肝癌细胞的活性。因此 SLN 是一种很有前景的
提高抗白屈菜抗肿瘤活性的纳米给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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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AERS数据库格卡瑞韦 /哌仑他韦 
不良事件信号挖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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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和分析格卡瑞韦 / 哌仑他韦的药品不良事件（ADE）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

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比值失衡法中的报告比值比法（ROR）和综合标准法（MHRA）对

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中格卡瑞韦 / 哌仑他韦 2018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

四季度的 ADE 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及分析，检测阈值为报告数大于 3 且 ROR 的 95% 置信区间

（CI）下限大于 1 的 ADE，并对 ADE 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的首选系统器官分

类（SOC）和首选术语（PT）进行统计和分类，选取 ADE 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 50 位的

PT 进行分析。结果　收集到 8923 例 ADE 报告，得到信号 134 个，主要集中在胃肠道系统疾

病、肝胆系统疾病、各类检查以及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等方面。结论　本次研究利用 ROR
及 MHRA 挖掘出格卡瑞韦 / 哌仑他韦的不良反应信号，深入了解该药品的安全性特征及潜在

风险，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格卡瑞韦 / 哌仑他韦；药品不良事件；信号挖掘；比例失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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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through mining and analysis the 
adverse drug events (ADE) signals of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Methods  The methods of reporting 
odds ratio (ROR) and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MHR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8 to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0 of the united states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 ADE with more than 3 reports and the lower limit of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of ROR greater than 1 was defined as a positive signal. ADEs were counted and 
classified with the preferred system organ class (SOC) and preferred term (PT) of 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MedDRA). The PTs of top 50 ADE reports and signal strength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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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型肝炎是由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经
血液传播，易慢性化发展，导致肝脏炎性坏死和
纤维化，若未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可能进展成
肝硬化和肝癌 [1-2]。HCV 感染目前无疫苗可以预
防，只能依靠抗病毒治疗，其药物治疗方案从
不良反应较多的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发展到口
服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
DAA）治疗，从单一基因型发展到泛基因型药
物治疗。其中泛基因型 DAA 格卡瑞韦 / 哌仑他
韦（glecaprevir and pibrentasvir，GLE/PIB）是由
NS3/4A 蛋白酶抑制剂 GLE 及 NS5A 抑制剂 PIB
组成的复方制剂，通过不同途径抑制丙型肝炎病
毒 RNA 复制与分化、成熟以达到治疗慢性丙型
肝炎的作用，具有高病毒抑制活性以及高耐药屏
障特点 [3]。
　　GLE/PIB 于 2017 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
上市，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WHO）、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
LD）及欧洲肝病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推荐用于 HCV 感染治
疗 [4-6]。2019 年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批准其
用于治疗基因 1 ～ 6 型慢性 HCV 感染的无肝硬
化或代偿期肝硬化成人患者。但由于上市时间较
短，说明书主要记载Ⅱ期 /Ⅲ期的临床研究数据，
缺乏上市后调查研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应临床
实践中观察到的发生率。故本次研究通过挖掘美
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FAERS）数据库，应用比例失
衡法对 GLE/PIB 的药品不良事件（adverse drug 
events，ADE）信号进行筛选和分析，为临床安
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GLE/PIB 美国上市时间为 2017 年 8 月，以
通 用 名“glecaprevir and pibrentasvir”和 商 品 名

“MAVYRET”为 检 索 词， 提 取 FAERS 中 2018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的报告，导入
MySQL 数据库。
1.2　方法
1.2.1　数据分析　采用广泛应用于 ADE 监测的
比值失衡测量法的报告比值比法（reporting odd-
sration，ROR）[7] 和综合标准法（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MHRA）[8]，
分别计算 ROR 值以及比例报告比值（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PRR），筛选潜在信号，具体计算
方式见表 1、2。

表 1　比例失衡法四格表内容 
Tab 1　Contents of four fold table

药品种类 目标 ADE 数 其他 ADE 数 合计

格卡瑞韦 / 哌仑他韦 a b a ＋ b

其他药物 c d c ＋ d

合计 a ＋ c b ＋ d a ＋ b ＋ c ＋ d

　　目标药物相关风险信号的检测阈值设定为：
ROR 中95% 的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下限＞ 1 且报告数≥ 3 例；MHRA 中
PRR ≥ 2、χ2 ≥ 4 且报告数不少于 3 例。满足
以上条件则提示生成一个信号，表示该 ADE 与
GLE/PIB 存在统计学关联 [9]。
1.2.2　术语规范　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
（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MedDRA）中药物不良反应术语集的首选系统器
官分类（system organ class，SOC）和首选术语
（preferred term，PT）对报告中的 ADE 描述用语
进行规范并分类。
2　结果
2.1　报告基本特征及前 50 位不良事件信号
　　2018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共筛选
出首要怀疑 ADE 报告 1689 239 例，剔除重复报
告及其他异常报告后，获取以 GLE/PIB 为首要可
疑怀疑药物 8923 例，共 134 个有效信号，基本
特征见表 3。根据报告例数按照降序排列前 50 位
风险信号，见表 4。
2.2　各 SOC 中 ADE 信号报告情况
　　将获取的信号依据 SOC 进行器官系统分类

Results  Totally 8923 ADE reports were collected, and 134 signals of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were 
obtained, mainly involving on diseases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and hepatobiliary system, medical 
examinations, skin and subcutaneous tissue diseases, etc.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geckarivir/pirentavir are obtained ROR and MHRA methods.
Key words: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adverse drug event; signal mining; measures of dis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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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共涉及到 19 个器官系统，主要集中于胃
肠道系统疾病（24 个）、各类检查（17 个）、肝胆
系统疾病（12 个）、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10
个）等，详情见表 5。
3　讨论
　　中国作为世界上感染 HCV 人数最多的国家，
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抗病毒
药物，成为医疗机构关注的问题之一。
3.1　基本报告情况及常见 ADE 信号分析
　　本次研究 GLE/PIB 上报基本情况提示，男
性 ADE 发生略多于女性，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的 HCV 感染流行病学特征男性较高于女性相符
合 [10]。除医务人员外，患者自觉上报意识较强，
达 17.44%。
　　GLE/PIB 说明书记录Ⅱ/Ⅲ期临床研究报道常
见不良反应多为轻中度，主要为全身性疾病（疲
乏）、胃肠道系统疾病（恶心、腹泻）、神经系统
疾病（失眠、头痛）及皮肤和皮下组织类疾病（瘙

痒）[11-13]，仅有 0.1% 的患者因为药物相关的不良
反应而永久停药 [14]。本次研究有效信号主要集中
于胃肠道系统疾病、各类检查、肝胆系统疾病、
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
各种反应，数量排名前 5 的 PT 为疲乏、头痛、
恶心、瘙痒症、腹泻。数量排名靠前的 PT 相似，
其他 ADE 存在一定的差异。
3.2　GLE/PIB 在特殊人群中的安全性
　　HCV 感染者常合并其他系统疾病，包括甲状
腺疾病、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皮肤病等，其
中最主要的损害为肾脏损害。HCV 感染可能会
加重肾损伤，而合并肾脏疾病会加速进入终末期
肾病 [15]，故 DAA 对于肾脏的安全性是临床治疗
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临床研究提示轻度至重度
肾功能受损，包括正在透析的患者，服用 GLE /
PIB 不必调整剂量，安全性良好 [16]，但此次研究
仍检测到肾脏风险相关信号，包括色素尿、肾疼
痛、透析以及肾移植，未检测到包括肌酐升高等
在内的其他提示肾损伤的有效信号，其中透析及
肾移植不排除是由于疾病的自然进程导致。同时
临床研究提示合并慢性肾脏病（CKD）4 ～ 5 期
患者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停药的病例
有 2%[17]，高于一般人群（0.1%），故在临床实践
中仍然需要注意监测肾功能尤其是已经合并肾脏
疾病的治疗者。
　　GLE/PIB 在轻度肝脏损伤（Child-Pugh A 级）
使用时不必调整剂量，但在治疗中度至重度肝功
能损伤的 HCV 感染者时，有导致肝功能恶化或
肝功能衰竭的报道 [17]。因此不推荐 GLE/PIB 用
于中度（Child-Pugh B 级）及严重肝损伤（Child-
Pugh C 级）患者。本次研究观测到肝胆疾病有效
信号，包括肝硬化、黄疸、肝衰竭、肝痛以及碱
性磷酸酯酶上升等。综合考虑 GLE/PIB 对于肝脏
具有一定的损害性，临床使用时需注意监测，尤
其是在同时使用抗凝药物或其他肝损伤药物时。
　　除此之外，动物实验未观测到 GLE/PIB 对于
胚胎的影响，但无适当人用数据可以确定 GLE/

表 2　ROR法与 MHRA法公式及阈值 
Tab 2　Formulas and threshold values of ROR and MHRA

方法 公式 阈值

ROR[7] ROR ＝（a/c）/（b/d）＝ ad/bc

SE（lnROR）＝√（1/a ＋ 1/b ＋ 1/c ＋ 1/d）

95%CI ＝ eln（ROR）±1.96 √（1/a ＋ 1/b ＋ 1/c ＋ 1/d）

A ≥ 3；ROR 的 95%CI 下限＞ 1，则提示生成一个信号

MHRA[8] RR ＝ [a/（a+b）]/[c/（c+d）] A ≥ 3；PRR 值≥ 2；χ2 ≥ 4；则提示生成一个信号

表 3　ADE基本情况 
Tab 3　Basic information of ADE

信息 分类 报告例数 /n 构成比 /% 
性别 男性 4288 48.06

女性 3819 42.80
未知 816 9.14

年龄 ＜ 18 岁 9 0.10
18 ～ 64 岁 5898 66.09
≥ 65 岁 1010 11.32
未知 2006 22.48

报告者 医师 517 5.79
药师 3266 36.60
患者 1556 17.44
其他健康专家 1700 19.05
未知 1884 21.11

报告国家（前 3 位） 美国 8426 94.43
波多黎各 23 0.26
法国 15 0.17

年份 2018 3597 40.31
2019 3734 41.85
2020 1202 13.47
未知 390 4.37

总计       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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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报告数前 50 的 ADE信号 
Tab 4　Top 50 ADE in descending order of signal reports

序号 PT 例数

95%Cl
（ROR）

下限

卡方值 序号 PT 例数

95%Cl
（ROR）

下限

卡方值

1 疲乏（fatigue） 2293 10.87 18635.47 26 困倦（lethargy） 31 1.58 21.57
2 头痛（headache） 1980 11.85 18233.88 2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31 1.47 17.78
3 恶心（nausea） 962 4.47 2699.48 28 腹水（ascites） 29 2.49 54.05
4 瘙痒症（pruritus） 518 4.97 1806.13 29 肝衰竭（hepatic failure） 28 2.74 61.94
5 腹泻（diarrhoea） 401 1.92 232.15 30 血管性水肿（angioedema） 28 1.64 22.41
6 皮疹（rash） 243 1.77 122.95 31 病毒载量升高（viral load increased） 27 27.94 1010.85
7 失眠（insomnia） 173 2.12 148.76 32 肝痛（hepatic pain） 25 12.59 410.69
8 腹部不适（abdominal discomfort） 159 2.66 225.51 33 食欲增加（increased appetite） 25 3.76 93.37
9 治疗终止（therapy cessation） 126 4.68 468.46 34 唇部肿胀（lip swelling） 23 1.92 28.50
10 便秘（constipation） 125 1.69 64.28 35 心情波动（mood swings） 22 1.99 29.71
11 上腹痛（abdominal pain upper） 118 1.73 65.52 36 保险问题（insurance issue） 21 4.67 110.93
12 消化不良（dyspepsia） 79 2.51 113.89 37 日程有误（wrong schedule） 20 23.89 680.22
13 肝硬化（hepatic cirrhosis） 72 11.19 862.11 38 口渴（thirst） 20 3.10 60.04
14 血胆红素升高（blood bilirubin increased） 68 8.24 574.15 39 肿舌（swollen tongue） 20 1.77 22.29
15 腹胀（abdominal distension） 68 1.89 55.80 40 异常做梦（abnormal dreams） 19 2.32 36.24
16 流感样疾病（influenza like illness） 53 1.83 43.25 41 肺充血（pulmonary congestion） 18 2.75 46.54
17 丙型肝炎（hepatitis C） 45 8.96 448.13 42 睡眠过度（hypersomnia） 18 1.41 12.47
18 肠胃气胀（flatulence） 45 2.23 59.44 43 排便频率增加（frequent bowel 

movements）
17 1.37 11.34

19 色素尿（chromaturia） 43 5.46 234.91 44 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 16 11.18 257.21
20 口干（dry mouth） 41 1.49 21.49 45 眼黄疸（ocular icterus） 16 9.89 224.38
21 面肿（swelling face） 37 1.55 22.61 46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16 3.31 57.22
22 黄疸（jaundice） 35 3.97 129.27 47 精力增加（energy increased） 14 4.92 89.54
23 粪便变色（faeces discoloured） 33 3.97 123.90 48 肝癌（hepatic cancer） 14 1.65 16.15
24 瘙痒性皮疹（rash pruritic） 31 1.63 23.21 49 血碱性磷酸酶升高（blood alkaline 

phosphatase increased）
14 1.29 8.95

25 易激惹（irritability） 31 1.62 22.96 50 胆囊切除（cholecystectomy） 13 3.73 59.43

PIB 对于妊娠期妇女是否存在风险；药物乳汁分
泌情况不详；临床试验证据表明老年患者（≤ 65
岁）与年轻患者安全性及有效性总体无差别；但
无法确定≤ 12 岁儿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7]。
3.3　GLE/PIB 在合并感染患者中的安全性

　　FDA 说明书黑框警告“HCV 和乙型肝炎病毒
（HBV）合并感染患者未同时服用抗 HBV 药物
治疗，有 HBV 再激活的风险，甚至导致爆发性
肝炎、肝衰竭和死亡”[17]。本研究发现 HBV 再激
活 9 例，且两种数据处理方式均提示该信号生成。
在临床诊疗中若患者同时存在 HBV 感染，开始
治疗时，应进行相应指标的监测及 HBV 相关处
理。同时研究结果提示 GLE/PIB 有导致牙齿感
染、克雷伯菌性肺炎、感染性水疱等疾病的风险。
3.4　相关实验室检查及其他

　　在治疗的受试者中，观测到总胆红素短期升
高 2 倍左右，表现为无症状、一过性，常伴有瘙
痒 [17-18]。并且有报道 32 例接受 GLE/PIB 治疗的
丙型肝炎患者，高胆红素血症比例高达 61%，瘙

痒发生率为 28%[18]，GLE/PIB 导致胆红素升高及
其他相关症状可能与组成成分 GLE 抑制胆汁代
谢过程中的重要代谢酶 OATP1B1/3 及 UGT1A1
有关 [19-20]。本次研究同样检测到相关信号，还包
括其他肝损伤表现如黄疸、眼黄疸以及色素尿等，
未发现谷草转氨酶（AST）及谷丙转氨酶（ALT）
增高。故选择该方案时需加强相关实验室指标的
监测，以便早期处理。
　　除上述 ADE 外，PT 数较多的还包括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肺充血、食欲增加等，若治疗期间
出现相关症状，需考虑药物相关。
3.5　本次局限性

　　但尚存在部分不足，例如：在获取的 ADE
信号中，无法区分药品导致或是疾病进展；未区
分特殊人群（孕妇、哺乳期、儿童等）；未分析
不同疗程不良反应发生的差异；最后由于 ROR
法及 PRR 法本身仅作为信号检测工具，仅代表统
计学关联，无法判断 ADE 发生的概率；还需要
进一步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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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GLE/PIB不良事件信号与累及的系统和器官 
Tab 5　GLE/PIB ADE signals and involved systems and organs

SOC 信号数 报告数 /n（%） 有信号的首选术语

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   9 2456（27.52） 疲乏△ *、流感样疾病△、面肿△、口渴△、睡眠过度△、疝气、反应迟钝、饿、纤维化

胃肠系统疾病 24 2184（24.47） 恶心△ *、腹泻△ *、腹部不适△、便秘△、上腹痛△、消化不良△、腹胀△、胃肠气胀△、

口干△、粪便变色△、腹水△、唇部肿胀△、肿舌△、排便频率增加△、急性胰腺炎、

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粪便松软、腹内积液、食管静脉曲张、牙龈肿胀、胰腺疾病、

腹部强直、食管出血、呕吐

各类神经系统疾病   6 2029（22.73） 头痛△ *、困倦△、出血性卒中、肝性脑病、脑萎缩侧索硬化、脑软化

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 10 913（10.23） 瘙痒症△ *、皮疹△、瘙痒性皮疹△、血管性水肿△ *、肝移植△、精力增加△、皮疹加重、

裂伤、皮肤黄染、皮肤气味异常

精神病类   6 254（2.84） 失眠△ *、易激怒△、心情波动△、异常做梦△、情感障碍、杀人意念

肝胆系统疾病 12 208（2.33） 肝硬化△、黄疸△ *、肝衰竭△、肝痛△、眼黄疸△、高胆红素血症、胆管阻塞、肝纤维化、

肝出血、肝病损、未知细胞类型的肺癌Ⅳ期、门静脉血栓形成

各类损伤、中毒及手术并发症   8 180（2.01） 日程有误△、漏服、子宫切除、节肢动物咬伤、抓伤、透析相关并发症、时段未指明

的孕产妇暴露、妊娠过程中父方暴露

各种手术及医疗操作   9 178（1.99） 治疗终止△、胆囊切除△、透析、肾移植、胆囊手术、化疗、心脏移植、回结肠造口术

各类检查 17 177（1.98） 血胆红素升高△ *、病毒载量升高△、血碱性磷酸酶升高△、丙型肝炎 RNA 升高、氨升

高、血非结合胆红素升高、肝功能分级得分增加、丙型肝炎病毒检测阳性、病毒

载量不可检测、α1 甲胎蛋白升高、药物筛查假阳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降低、丙

型肝炎 RNA 阳性、结合胆红素升高、尿培养阳性、类风湿因子升高

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7 83（0.93） 丙型肝炎△、牙齿感染、乙型肝炎再激活、病毒学失败、慢性丙型肝炎、克雷伯菌性

肺炎、感染性水疱

代谢及营养类疾病   5 55（0.61） 食欲增加△、痛风、液体摄入下降、食物不耐受、食欲障碍

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   2 53（0.59） 色素尿△、肾疼痛

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   2 49（0.5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充血△

社会环境   4 35（0.39） 保险问题△、饮酒、关押、物质使用

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

（包括囊状和息肉状）

  3 33（0.36） 肝细胞癌△、肝癌△、肝肿瘤

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   3 14（0.15） 腰肋疼痛、风湿病、关节周围炎

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   3 10（0.11） 乳头疼痛、乳房疾病、前列腺炎

免疫系统疾病   2 9（0.10） 混合性过敏、过敏性水肿

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   1 3（0.03） 红细胞异常

合计 134 8923（100.00）
注：△：PT 数排名前 50；*：说明书有记载的不良反应；说明书记载还包括：食欲下降、胃食管反流、头晕。

Note：△：PT top 50；*：Adverse reactions recorded in the instructions；The instructions also include：decreased appetite，gastroesophageal 
reflux，and dizz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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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AERS数据库司库奇尤单抗不良事件信号挖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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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和分析司库奇尤单抗的不良事件（ADE）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

考。方法　应用比值失衡法中的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法（PRR）对美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中司库奇尤单抗 2017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共 16 个季

度的 ADE 进行数据挖掘及分析。结果　收集到 87 170 例患者共 270 855 个报告，得到 759 个

信号，经提高阈值二次筛选后得到 169 个 ADE 信号，主要集中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

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感染及侵染类疾病等方面。结论　基于 FAERS 数据库可对司库

奇尤单抗上市后的 ADE 信号进行挖掘和分析，能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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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adverse events (ADE) signal of secukinumab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safe and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The reporting odds ratio (ROR) and the 
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 (PRR) method were used for data from the U. S.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to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0.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ADE for 16 quarters. Results  Totally 270 855 reports of 87 170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759 signals were obtained. After raising the threshold in the second 
screening, 169 adverse event signals were obtained, mainly involving skin and subcutaneous tissue 
diseases, muscle an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and infection and invasive infection disease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FAERS database, the ADE signal of secukinumab after marketing can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safe drug use. 
Key words: secukinumab; adverse event; signal; data mining

　　司库奇尤单抗是一种高选择性完全人源化
IgG1κ 单克隆抗体，能选择性中和 IL-17A 而发挥
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的作用 [1]。
于 2015 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
准上市。主要适应证为斑块状银屑病、银屑病关
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非放射性中轴型脊柱关节
炎，是唯一一个进入我国国家医保目录（2020）
的白介素类生物制剂。相对于传统药物，它具有
起效快、有效率高、安全性良好等优势，但随
着司库奇尤单抗在国内外的广泛使用，其不良
事件（ADE）报告也逐渐增多。本研究通过对美
国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FAERS）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挖
掘，分析司库奇尤单抗可疑的 ADE 信号，以期
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挖掘 FAERS 中 2017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
第四季度共 16 个季度的数据，导入 MySQL 进
行分析，去重处理后以司库奇尤单抗通用名
“SECUKINUMAB”和商品名“COSENTYX”为
检索词得到目标药物引起的 ADE 报告。
1.2　方法
1.2.1　数据标准化　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
（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MedDRA）中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ystem organ 
class，SOC）和首选术语（preferred term，PT），对
报告中的描述用语进行标准化，合并相同项。
1.2.2　数据计算　现目前国内外常用的药品不良
反应（ADR）信号检测的数据挖掘方法主要是比
例失衡法。通过比较 ADE 自发呈报系统中目标药
物的某一事件发生比例与其他所有药物的目标事
件发生比例（背景数据），研究该目标药物与事件

之间的统计学联系，以检测潜在 ADE 信号 [2]。如
果目标药物与 ADE 之间的频次和信号强度均大
于阈值，则称为失衡，此时提示生成 1 个信号 [3]。
本次研究不良反应信号挖掘方法主要采用比例
失衡法中的报告比值比法（reporting odds ratio，
ROR）[4] 及比例报告比值法（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PRR）[5]，计算相应 ROR 值、PRR 值和 95%
的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PT
数≥ 3，ROR 及 PRR 的 95%CI 下限均＞ 1 作为有
效信号生成条件，提示药物与目标 ADE 有统计学
关联 [6]。
1.2.3　数据筛选　由于本次研究所用 ROR 和 
PRR 法计算简单、偏倚小、计算结果一致性好、
灵敏度较高的特点，因此较容易出现假阳性信
号 [7]。为避免假阳性信号的产生，本次研究将以
上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信号重合，再将
有信号的 PT 进行二次筛选，即筛选报告例数（a
值）≥ 5，ROR 值与 PRR 值均≥ 5 的 PT。
2　结果
2.1　药品 ADE 报告的基本情况
　　2017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以司库
奇尤单抗为首要怀疑对象的 ADE 报告共 270 855
个，得到 759 个信号，涉及患者 87 170 例，其
中女性占 57.15%，18 ～ 64 岁年龄段的患者最多
（30.16%），美国的报告数最多（31.93%），报告数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具体报告基本信息见表 1。
2.2　ADE 信号结果

　　本次研究共提取 270 855 个 PT 报告，经
ROR 及 PRR 法计算得到 759 个信号，二次筛选
后得到 169 个信号。按 95%CI 下限排序后，取前
50 的 PT 及相关计算值进行展示（见表 2）。
2.3　信号累及的系统和器官

　　根据 MedDRA 对有信号的 PT 进行 SOC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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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司库奇尤单抗二次筛选后有信号的 PT及其报告数与相关计算结果 
Tab 2　Signals of secukinumab and number of reports after second screening

序号 PT
报告

例数

95%CI
（ROR）下限

95%CI
（PRR）下限

序号 PT
报告

例数

95%CI
（ROR）下限

95%CI
（PRR）下限

1 斑疹 709 60.21 60.06 26 耳部葡萄球菌感染 * 7 9.85 9.85 
2 链球菌性脓皮病 9 45.51 45.51 27 脊柱关节病 32 9.36 9.36 
3 良性室管膜细胞瘤 5 44.06 44.06 28 会阴溃疡 9 9.32 9.32 
4 指甲银屑病 69 34.73 34.72 29 脓疱性银屑病 125 9.32 9.31 
5 结缔组织增生性黑素瘤 12 33.89 33.89 30 红皮病型牛皮癣 35 8.87 8.87 
6 皮肤斑块 993 32.03 31.92 31 足癣 * 69 8.44 8.44 
7 自身免疫性内耳病 7 29.58 29.58 32 细胞标记物增加 32 8.43 8.43 
8 银屑病 12304 26.77 25.62 33 皮肤出血 511 8.41 8.40 
9 汗腺脓肿 9 22.32 22.32 34 真菌性耳部感染 19 8.30 8.30 
10 支原体支气管炎 6 21.73 21.73 35 伴随疾病恶化 440 8.25 8.24 
11 外阴癌 Ⅲ 期 6 21.73 21.73 36 舌脓肿 5 8.19 8.19 
12 银屑病关节炎 3092 20.58 20.36 37 细菌性淋巴结炎 11 8.18 8.18 
13 硬腭损伤 11 19.05 19.05 38 少关节炎 10 7.95 7.95 
14 银屑病面积与严重性指数降低 15 18.13 18.13 39 扁桃体结石 8 7.79 7.79 
15 强直性脊柱炎 785 16.17 16.13 40 慢性胆管炎 5 7.78 7.78 
16 白喉 5 15.42 15.42 41 耳垂感染 7 7.73 7.73 
17 指节垫 5 15.42 15.42 42 经性伴侣暴露 30 7.60 7.60 
18 生殖器念珠菌病 * 19 14.96 14.96 43 起止点病 96 7.59 7.59 
19 外耳炎症 * 16 13.75 13.75 44 炎症性肠病 * 204 7.59 7.58 
20 指甲凹陷 23 13.17 13.17 45 皮肤裂 552 7.13 7.11 
21 免疫反应降低 632 12.22 12.19 46 流行性腮腺炎 18 7.12 7.12 
22 扁桃体溃疡 16 10.75 10.75 47 自我意识过剩 7 7.08 7.08 
23 皮肤黏膜念珠菌病 * 7 10.69 10.69 48 扁桃体炎 * 210 7.04 7.04 
24 滴状牛皮癣 34   9.99   9.98 49 鼻脓肿 14 6.98 6.98 
25 指（趾）炎 64   9.93   9.93 50 中耳炎症 9 6.94 6.94 

注（Note）：* 表示说明书中有记载（*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record in the drug instructions）。

类排序，发现有信号的 SOC 20 个，具体见表 3
和图 1。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59.65%）、各种
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21.86%）、感染及侵染
类疾病（6.95%）、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
应（5.10%）的报告例数相对较多。
2.4　严重的 ADE
　　本次研究发现，严重的 ADE 主要体现在免
疫系统及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两大类。
其中免疫反应降低报告例数最多（632 例），而良
性室管膜细胞瘤、结缔组织增生性黑素瘤、自身
免疫性内耳病、外阴癌Ⅲ期、硬腭损伤报告例数
虽然不多但信号强度较大，提示该类不良反应与
药物相关性较强，临床应予以重视，见表 4。
3　讨论

3.1　说明书有记载的 ADE 信号

　　说明书中有 ADE 报道的 SOC 共记载有 7 个，
在本次研究中除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未发现外其
余 6 个均有 ADE 信号。其中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表 1　筛选得到的司库奇尤单抗相关不良事件报告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for adverse events of secukinumab after 

second screening 
信息 分类 报告例数 构成比 /%

性别 女性 49 822 57.15 
男性 33 131 38.01 
不清楚 4217 4.84 

年龄段 / 岁 ＜ 18 69 0.08 
18 ～ 64 26 288 30.16 
≥ 65 5485 6.29 
不清楚 55 328 63.47 

报告国家（前五） 美国 27 834 31.93 
加拿大 2519 2.89 
德国 1625 1.86 
英国 1266 1.45 
巴西 899 1.03 

年份 2017 11 881 13.63 
2018 22 862 26.23 
2019 23 776 27.28 
2020 28 626 32.84 
不清楚 25 0.03 

总计 87 170 100.00

报告例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链球菌型咽炎、口腔
念珠菌病、扁桃体炎。分析原因为：IL-17A 主
要由 Th17 细胞分泌，以 IL-17RA/IL-17RC 或 IL-

17RA/IL-17RD 异源二聚体为受体，参与抗细菌
和真菌感染免疫以及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
展 [8]。本次研究不良信号在感染侵袭类疾病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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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司库奇尤单抗 ADE信号累及系统与新的 ADE信号 
Tab 3　SOCs and new signals of secukinumab 

SOC 有信号的 PT 信号数 总例数

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 * 银屑病、皮肤斑块、皮肤病损、斑疹、皮肤裂、皮肤出血、色素沉着障碍、脓疱性银屑病、

指甲银屑病、皮肤肥厚、头皮屑、皮肤色素脱失、红皮病型牛皮癣、滴状牛皮癣、指甲

凹陷、皮肤水肿、出汗不良性湿疹、硬化性苔藓、反跳性银屑病、掌跖脓疱病、淤滞湿疹、

擦烂、甲床炎症、手部湿疹、指甲肥大、粟粒丘疹、毛发稀少、黏膜白斑病

28 16 591

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 银屑病关节炎、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起止点病、脊椎炎、风湿病、指（趾）炎、脊柱关

节病、血清阴性关节炎、中轴型脊柱炎、少关节炎、脊柱前凸、髋部畸形、SAPHO 综合

征、下颌肿块、广泛性特发性骨质增生

16 6080

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 链球菌性咽炎 *、口腔念珠菌病 *、扁桃体炎 *、丹毒、毛囊炎、足癣 *、脓疱病、外阴阴道念

珠菌病 *、皮肤葡萄球菌感染 *、脓疱、外耳炎 *、口咽念珠菌病 *、感染性滑囊炎、弯曲菌

性胃肠炎、下呼吸道病毒感染、真菌性耳部感染、生殖器念珠菌病 *、食管感染、流行性

腮腺炎、皮肤细菌感染、腹股沟感染、皮肤念珠菌 *、细菌性咽炎 *、胃肠真菌感染、细菌

性结膜炎 *、麻疹、鼻脓肿、真菌性咽炎 *、细菌性淋巴结炎、生殖器脓肿、尿路葡萄球菌

感染 *、病毒性结膜炎 *、链球菌性脑膜炎、花斑癣、链球菌性脓皮病、口腔脓疱、汗腺脓

肿、细菌性胃肠炎、细菌性扁桃体炎 *、外耳蜂窝织炎 *、猩红热、胃肠念珠菌病 *、舌真

菌感染、皮肤黏膜念珠菌病 *、麻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耳垂感染、耳部细菌感染、

耳部葡萄球菌感染 *、支原体支气管炎、痈、念珠菌性龟头炎 *、口腔细菌感染、真菌性鼻

炎 *、舌脓肿、感染性舌炎、风疹、病毒性喉炎、白喉、阿米巴病

60 1932

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反应 治疗应答缩短、伴随疾病恶化、治疗产品效果延迟、症状重复出现、炎性疼痛、注射部位

斑疹、注射部位神经损害、注射部位皮肤开裂、组织浸润、注射部位斑块、血管穿刺部

位出血

11 1418

免疫系统疾病 * 免疫反应降低 1 632
眼器官疾病 * 葡萄膜炎 1 310
胃肠系统疾病 * 炎症性肠病 *、口中有苔、地图舌、股疝 4 231
损伤、中毒及操作并发症 皮肤伤口、经性伴侣暴露、耳损伤、硬腭损伤、一氧化碳中毒、咽损伤、牙龈损伤 7 137
检查指标异常 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细胞标记物增加、潜血、银屑病面积与严重性指数降低、肿胀关节计

数减少、体表面积增加、肝脏超声异常、HLA-B 27 阳性

8 134

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 * 卡他性炎、鼻结痂、口咽斑、扁桃体炎症 *、扁桃体溃疡 7 126
耳及迷路类疾病 * 耳漏、外耳炎症 *、中耳炎症、自身免疫性内耳病、内耳炎症 5 89
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

（包括囊状和息肉状）

结缔组织增生性黑素瘤、甲状旁腺肿瘤、阴茎癌症、星形细胞瘤、外阴癌 Ⅲ 期、指节垫、

肾盂恶性肿瘤、乳腺原位癌、良性室管膜细胞瘤、颈转移

10 62

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 阴囊疼痛、会阴溃疡 2 18
肝胆系统疾病 酒精性肝病、慢性胆管炎 2 16
精神病类 自我意识过剩、退回行为 2 12
各种精神病症状（不另分类） 意志力丧失 1 6
心脏器官疾病 微血管冠状动脉疾病 1 6
各类神经系统疾病 米 - 费综合征 1 5
各种先天性家族性遗传性疾病 遗传性非多发性息肉结肠癌综合征 1 5
妊娠期、产褥期及围产期状况 巨大儿 1 5

注：* 表示说明书中有记载。

Note：*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record in the drug instructions.

大量体现正是该类药物的药理作用所致且与说明
书记录一致，验证了本研究的可靠性。但也发现
了与说明书记载存在差异的地方，如感染及侵染
类疾病类的 ADE 说明书记载为最为常见，而通
过图 1 可以看出皮肤及皮下组织类 ADE 才是该
药最为常见的 ADE。胃肠系统中炎症性肠病报
告 204 例，占总胃肠系统的 88.3%，与部分研究
报道的该药物可能加重克罗恩病相一致 [9]，与说
明书记录的炎症性肠病（偶见）存在差异。皮肤
或口腔念珠菌感染说明书描述为少见，而本次研

究中报告例数较多，分析原因可能是药品上市前
研究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偏倚。因此在应用 IL-17A
抑制剂时注意皮肤及皮下组织的不良反应做好有
无系统性真菌感染以及炎症性肠病风险因素的检
测与筛查是非常必要的 [9]。
　　此外，口腔疱疹、流涕、腹泻在说明书中为
较常见的 ADE，但未在本次研究中发现，提示以
上 ADE 可能和司库奇尤单抗的使用关联性不大。
3.2　新的可疑的 ADE 信号
　　本次研究还发现有新的 SOC，如肌肉骨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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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缔组织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反应，损
伤中毒及操作并发症，检查指标异常，良性、恶
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包括囊状和息肉状）等。
由于司库奇尤单抗的主要治疗人群为银屑病、银
屑病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本次研究中出
现的银屑病、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银屑病
关节炎、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信号应考虑
为生物治疗的疗效衰减并非该药真正的 ADE。目
前临床应用的生物制剂在治疗的过程中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疗效衰减的现象 [9]。提醒出现上述情况

的患者应注意调整用药方案，如联合免疫抑制剂
（首选甲氨蝶呤）、更换其他生物制剂或增大药品
剂量等。
　　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说明书中虽有记载，但仍有大量新的 ADE 信号出
现：如银屑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中有 28 个
新的 PT 出现，主要为皮肤斑块、皮肤病损、斑
疹、皮肤裂、皮肤出血等，提示上述 ADE 是较为
常见的 ADE，说明书未记录，临床应引起重视。
而感染及侵染类疾病中也有 38 个新的 PT 出现。
　　此外，免疫系统疾病、眼器官疾病、耳及迷
路类疾病、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胸纵隔疾病
的 ADE 在说明书中虽有提及，但仍有 13 个 PT
信号未见记录，临床应予以关注。
3.3　强烈的可疑的 ADE 信号
　　经 ROR 法和 PRR 法计算，得到信号强度前
50 位中且报告例数较多的 ADE 为斑疹、皮肤斑
块等。排除与药物疗效衰减相关信号后可以发现，
斑疹、皮肤斑块、皮肤出血、皮肤裂、免疫反应
降低、扁桃体炎与该药使用的相关度大且较常见。
从表 2 可见，良性室管膜细胞瘤、结缔组织增生
性黑素瘤、外阴癌此类严重的 ADE 信号，报告
数不多但风险信号强度较高，说明其与司库奇尤
单抗的相关性较强。
3.4　严重的 ADE 信号
　　从表 4 可以看出严重的 ADE 主要体现在免
疫系统及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两大类。
Wang 等 [10] 研究发现，IL-17 信号功能缺陷的小鼠
体内含有更高比例和数量的终末成熟 NK 细胞。
同时，这些小鼠由于体内 NK 细胞数量的变化表
现出更强的抗肿瘤、抗病毒能力。可见，IL-17
可通过抑制 NK 细胞成熟来抑制 NK 细胞的抗肿
瘤和抗病毒活性，从而出现免疫抑制，促进肿瘤
发生、转移和病毒感染。因此，医务人员在临床
用药时需更加谨慎，尤其需要注意排查存在肿瘤
潜在因素（肿瘤家族史、结节等）及免疫功能低
下的患者。
　　虽然动物研究并未显示司库奇尤单抗对妊
娠、胚胎 / 胎仔发育、分娩或产后发育直接或间
接的有害影响，但本次研究有 5 例巨大儿的报告，
可能与动物生殖研究不能完全预测人体反应情况
有关，提示只有获益明显大于潜在风险时才可在
妊娠期使用司库奇尤单抗。
　　此外本次研究还发现有如硬腭损伤、广泛性
特发性骨质增生、意志力丧失、微血管冠状动脉
疾病、SAPHO 综合征、米 - 费综合征、髋部畸形
等严重 ADE 报告，该类 ADE 虽然发生较少但可

图 1　各 SOC 项下 ADE 信号的报告例数占比前 10 位

Fig 1　Top 10 ADE signals under each SOC item

表 4　严重的 ADE信号 
Tab 4　Severe ADE signal

PT 报告数
95%CI

（ROR）下限

95%CI
（PRR）下限

良性室管膜细胞瘤 5 44.06 44.06 
结缔组织增生性黑素瘤 12 33.89 33.89 
自身免疫性内耳病 7 29.58 29.58 
外阴癌Ⅲ期 6 21.73 21.73 
硬腭损伤 11 19.05 19.05 
免疫反应降低 632 12.22 12.19 
细胞标记物增加 32 8.43 8.43 
遗传性非多发性息肉结肠癌综

合征

5 6.49 6.49 

广泛性特发性骨质增生 5 5.38 5.38 
阴茎癌症 6 4.80 4.80 
意志力丧失 6 4.04 4.04 
肾盂恶性肿瘤 5 3.40 3.40 
微血管冠状动脉疾病 6 3.37 3.37 
SAPHO 综合征 8 3.15 3.15 
甲状旁腺肿瘤 7 2.94 2.94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7 2.84 2.84 
米 - 费综合征 5 2.75 2.75 
髋部畸形 9 2.72 2.72 
巨大儿 5 2.48 2.48 
星形细胞瘤 6 2.30 2.30 
颈转移 5 2.21 2.21 
乳腺原位癌 5 2.17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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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导致患者住院或危及生命，提示在用药过程
中应密切监测，出现以上严重 ADE 时应立即停
药，并做相应处理。
3.5　局限性
　　研究药物上市后的 ADE 有助于确定潜在的
安全问题，对于识别新的 ADE 及重新定义风险
收益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此方法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首先 FAERS 属于自发呈报系统，填报
人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素质参差不齐，存
在数据缺失较多，数据不规范的情况。其次药物
上市时间短，无法观察到长期数据可能会导致信
息偏差，影响全面长期评估的结果。另外在使用
MedDRA 术语集时，使用比 PT 更高级别的术语
可能出现统计上不同的结果 [11]。此外定量信号检
测方法产生的 ADE 信号是基于报告的数量关联
而非生物学关联 [12]，并不代表药物与 ADE 之间
必然的因果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人工评价和评
估加以确定。
4　结论
　　本次研究基于 FAERS 数据库利用 ROR 和 
PRR 对司库奇尤单抗 ADE 信号进行数据挖掘，
所得到的结果与司库奇尤单抗说明书较为一致，
但也提示了新的应重视的 ADE 主要集中在肌肉
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反
应，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损伤中毒及
操作并发症，检查指标异常等，以及说明书为少
见但实际为最常见的皮肤及皮下组织疾病也应重
视。由于司库奇尤单抗进入 2020 版国家医保目
录后受益人数剧增，国内对该药 ADE 研究较少，
本研究基于大数据信号发掘方法，提供了司库奇
尤单抗安全性评价思路。除现有说明书记载的
ADE 外，补充了说明书中未出现且真实世界中频
率较高的 ADE，提示临床关注该药 ADE，为该
药安全有效应用提供客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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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理状态人群万古霉素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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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古霉素是临床常用的糖肽类抗菌药物，是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一线

用药。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和合理使用的指南陆续发布，目的在于优化万古霉素的临床应

用，提高抗感染效果及降低其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万古霉素在不同病理状态下可表现出明显

的个体差异，通过建立不同人群的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有助于充分了解该人群万古霉素的药

动学和药效学特征，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制订个体化给药方案。本文就近年来处于某些特殊病理

状态，如伴发血液系统疾病、接受重症监护及神经外科术后等人群的万古霉素群体药代动力学

模型的研究情况展开概述，旨在加强对该领域研究进展的了解。

关键词：万古霉素；群体药代动力学；病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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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pharmacokinetic models of vancomycin in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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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ncomycin, as a common used glycopeptide antibiotic is the first-line drug for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Guideline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vancomycin have been 
published to improve the anti-infection effect and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Vancomycin shows 
obviou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states.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s help fully understand the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vancomycin in those 
population, and to make individualized administration scheme.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studies 
on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s of vancomycin in patients with special pathological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hematological diseases, under intensive care and after neurosurgeries. 
Key words: vancomycin;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path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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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古霉素是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感染的一线药物，其治疗窗窄，具有明
显的个体差异，目前全球已有多部指南和专家共
识用于指导万古霉素的临床应用 [1-7]。万古霉素
的个体化应用和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是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随
着定量药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群体
药代动力学（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PPK）
模型优化万古霉素的给药方案。王楚慧等 [8] 检索
PubMed、EmBase、中国知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服务系统数据库中自建库至 2018 年 12 月与万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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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霉素 PPK 模型相关的研究，共检索到 373 篇文
献，纳入 100 个 PPK 模型。其中成人患者模型
47 个，儿童患者模型 45 个，老年患者模型 6 个
及成人和儿童混合模型 2 个。成人、老年人及儿
童患者 PPK 模型中清除率（CL）估算值的中位
值分别是 3.47（0.0272 ～ 9.3200）L·h－ 1、2.45
（2.025 ～ 4.230）L·h－ 1 和 1.20（0.004 ～ 25.200）
L·h－ 1，不同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差异。近年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不同病理状态的人群
可表现出明显的药动学差异，针对不同病理状态
人群开展万古霉素 PPK 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对
某些常见病理状态人群万古霉素 PPK 模型的研究
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1　儿童肺炎及脓毒症患者万古霉素 PPK模型研究

　　儿童患者对药物的处置过程与成人存在较大
差异，目前国内外报道的儿童万古霉素 PPK 模
型以一室模型较多。Liu 等 [9] 建立了 0 ～ 10 岁诊
断或拟诊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的儿童患者万古霉素
PPK 模型，该模型认为药物清除率（CL）与出生
后周龄（PNA）和体质量（BW）密切相关。该模
型在建模过程中未能保留血肌酐（SCR）或肌酐
清除率（Ccr）作为协变量，而保留 PNA 和 BW，
是因为儿童 BW 和年龄与肾功能高度相关 [10-12]。
模型公式如下式所示：
　　CL（L·h－1）＝11.75×[PNA0.4672×（PNA0.4672＋

33.30.4672）－ 1]×（BW/70）0.75×e0.362

　　V（L）＝ 54.49×BW/70×e0.671

　　（V：表观分布容积）。
　　郭晴等 [13] 另取 191 例患儿 371 个血药浓度值
对上述模型展开外部验证。将患儿分为年龄≤ 28 
d、28 d ～ 1 岁、1 ～ 3 岁、3 ～ 10 岁 4 个年龄组，
分别运用贝叶斯反馈法求出给定剂量下的万古霉
素浓度个体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从而评
估模型的预测性能。结果显示个体预测值与实测
值的相关系数为 0.95，相对预测误差在 ±30%
以内的血药浓度值约占 82.75%，表明该模型对
0 ～ 10 岁儿童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具有良好的预测
性能。但对于 BW ＜ 1500 g 的极低出生 BW 患儿
预测性能稍差。
　　Lv 等 [14] 使用 220 例患儿 451 个血药浓度数
据对截止至 2020 年 1 月发表的 10 个儿童 / 新生
儿万古霉素 PPK 模型（8 个一室模型，2 个二室
模型）结合贝叶斯反馈法的预测能力进行综合评
估。Moffett 等 [15] 所建的二室模型具有较好的预
测性能，可用于调整儿童患者万古霉素的给药方

案。该模型公式如下：
　　CL（L·h－ 1）＝ 3.96×（BW/70）0.75×（0.56/
SCR）0.809×{1/[1 ＋（PMA/43）－ 0.949]}
　　V1（L）＝ 25.2×（BW/70）×0.932（AGE/0.64）

　　Q（L·h－ 1）＝ 5.8
　　V2（L）＝ 32.4×（BW/70）×1.27（2.9/ALB）

　　（PMA：矫正胎龄；AGE：年龄；ALB：血
浆白蛋白；Q：转运速率）。
2　儿童血液肿瘤患者万古霉素 PPK模型研究

　　近年来，血液肿瘤患者万古霉素的药代动力
学特点越来越受关注。早在 1994 年 Kergueris 就
观察到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万古霉素的消除速率
常数（k）高于普通人群，且与此类患者的 SCR 值
和尿量无显著相关性 [16]。有研究发现，中性粒细
胞缺乏患者对万古霉素的 CL 显著高于非中性粒细
胞缺乏的患者 [17-18]。中国最新修订的万古霉素治
疗药物监测指南中也提及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患者存在肾功能亢进 [ARC，指肌酐清除率≥ 130 
mL/（min·1.73 m2）] 风险，推荐对万古霉素进行
血药浓度监测 [7]。近 2 年已有一些血液肿瘤患儿
万古霉素 PPK 模型的报道，但涉及成人的研究仍
然较少。
　　Wang 等 [19] 纳入 92 例患有恶性血液肿瘤的
患儿，平均年龄（7.5±3.8）岁，收集到 141 个谷
浓度和 3 个峰浓度。采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NONMEM）建立一室模型。实际 BW 和肾小球
滤过率（GFR，Schwartz 公式计算）是影响最显著
的协变量。模型公式为：
　　CL（L·h－ 1） ＝ 4.18×（GFR/145）0.741×

（BW/25） k，k ＝（BW－ 0.856）/（BW－ 0.856 ＋

6.53－ 0.856）；V（L）＝ 22.3。
　　上述研究中恶性血液肿瘤患儿万古霉素 CL
群体典型值为 0.17 L/（h·kg），高于非血液恶性
肿瘤患儿的 0.1 L/（h·kg）。已在成人患者当中
发现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被认为是导致万古霉
素浓度不足的一个不利因素，成人中性粒细胞减
少导致 CL 增加 27.7% ～ 34%，或万古霉素谷浓
度降低 33%[20-22]。此不利因素很可能也适用于儿
童患者，但是该模型中未能保留中性粒细胞计数
（ANC）作为协变量，推测 GFR 协变量可能反映
了这种病理生理变化，并改进了分析中的模型拟
合。该研究还发现当患儿 BW ≤ 25 kg 时，BW 与
CL 正相关，当 BW ＞ 25 kg 时，CL 就不会随着
BW 的增加而增加，考虑儿童的体质量与器官发
育成熟度密切相关所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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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等 [24] 纳入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3
例 2 ～ 8 岁伴发 ARC 的血液肿瘤患儿，＜ 17 岁采
用修正的 Schwartz 公式，≥ 17 岁采用 Cockcroft-
Gault 公式计算 GFR，患儿 GFR 范围在 133.07 ～ 

1283.6 mL/（min·1.73 m2），共有 106 个万古霉素
血药浓度标本。采用 NONMEM 建立一室模型，
模型公式为：
　　CL（L·h－ 1）＝ 6.32×（BW/70）0.75×e0.0467

　　V（L）＝ 39.6×（BW/70）
　　 上 述 患 儿 要 达 到 万 古 霉 素 AUC0 ～ 24 h/
MIC ≥ 400， 当 MIC ＝ 0.5 mg·L－ 1 和 MIC ＝

1 mg·L－ 1 时，根据该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模拟，
万古霉素剂量分别为 25 ～ 40 mg/（kg·d）和
50 ～ 75 mg/（kg·d），随着患儿体质量的增加，
所需日剂量也相应增加。该研究发现患儿具体的
血液肿瘤类型对模型的建立不产生影响，BW、年
龄和肌酐对万古霉素 CL 有显著影响，其中 BW 是
CL 和 V 最常见的协变量。该模型 CL 和 V 的典型
值分别为 0.090 L/（h·kg）和 0.566 L·kg－ 1，CL
的估计值的中位数（范围）高于一般儿科患者，分
别为 0.090（0.082 ～ 0.099）L/（h·kg）和 0.066
（0.020 ～ 0.112）L/（h·kg）[25]。ARC 在血液肿瘤
患者中的生理机制尚不清楚，但已有学者推测全
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肾功能储备（RFR）
与 ARC 有关，两者均可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显著
增强和肾血流增强 [26-28]。
3　血液病伴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万古霉素 PPK
模型研究

　　有关成人血液病或恶性肿瘤患者 PPK 研究
较少，已有研究发现化疗或血液恶性肿瘤本身导
致的中性粒细胞缺乏状态可影响机体功能，易
诱发 ARC，从而加速万古霉素清除。笔者纳入
77 例≥ 14 岁确诊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在伴发
中性粒细胞缺乏期间监测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
或 / 和峰浓度，共收集到 152 个浓度标本。采用
NONMEM 建立该人群万古霉素 PPK 模型为二室
模型，模型公式如下：
　　CL（L·h－ 1） ＝ 6.84×（BW/70）0.75×

（CLCR/116）0.895×exp（η1）
　　6.84 是 CL 群体典型值，η1 表示患者清除率
与群体典型值之间的差异。
　　V1（L）＝ 20.5×（BW/70）×exp（η2）
　　V1 为中央室分布容积，20.5 是 V1 的群体典
型值，η2 表示患者表观分布容积与群体典型值之
间的差异。

　　Q（L·h－ 1）＝ 15.2×（BW/70）0.75×exp（η3）
　　Q 为室间清除率，15.2 是 Q 的群体典型值，η3

表示患者室间转运参数与群体典型值之间的差异。
　　V2（L）＝ 50×（BW/70）×exp（η4）
　　V2 是外周室分布容积，50 是 V2 的群体典型
值，η4 表示患者外周室分布容积与群体典型值之
间的差异。
　　该模型经验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预测能
力，相对预测误差中位数（MDPE）为－ 4.68%，
绝对预测误差中位数（MAPE）为 18.74%。该模
型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需要开展相应研究，积累
使用经验。
4　重症监护患者万古霉素 PPK模型研究

　　万古霉素在重症监护患者当中的应用越来越
受到重视，这些患者由于复杂多变的生理病理状
态以及各种侵入式治疗，导致药动学发生明显的
改变，可表现为非常大的 V 以及超正常的药物清
除速率 [29-30]。这些患者往往更容易发生 ARC，有
研究发现近 2/3 的重症监护患者万古霉素血药浓
度不达标 [31]。持续静脉滴注有利于快速达到目标
浓度，且与 AUC 的相关性更强，达到稳态浓度
后只需一个浓度结果即可快速计算 AUC0 ～ 24 h，方
便临床实践。
　　Revilla 等 [32] 的研究发现接受重症监护的
患者年龄和肾功能显著影响万古霉素 CL，肌酐
（Crse）＞ 1 mg·dL－ 1 和≤ 1 mg·dL－ 1 相比，V
可增大 2 倍以上（2.03 L·kg－ 1 和 0.82 L·kg－ 1），
即肾功能减弱与 V 增大有关，其他因素如低蛋白
血症、机械通气和体外循环等也可影响 V 的大小。
当患者 Crse ＞ 1 mg·dL－ 1 时，给予负荷剂量尤
其重要，有助于使患者尽早达到稳态血药浓度。
使用 NONMEM 建立该人群（n ＝ 191）的模型公
式如下，CL 估计值为 1.06 mL/（min·kg），V 估
计值为 2.04 L·kg－ 1。
　　CL[mL/（min·kg）] ＝ 0.67×CLCR [mL/
（min·kg）] ＋ AGE（years）－ 0.24

　　V（L·kg－ 1）＝ 0.82×2.49A

　　当 Crse ＞ 1 mg·dL－ 1 时，A ＝ 1；当 Crse ≤ 
mg·dL－ 1 时，A ＝ 0；CLCR：肌酐清除率
　　在联合用药方面，吴委 [33] 在建立万古霉素
PPK 模型时，采用向后剔除法从全量模型中逐一
筛选协变量，发现合并使用呋塞米、甘露醇、头
孢他啶、美罗培南不影响万古霉素的药动学参数。
申庆荣等 [34] 研究也发现，常见的联合用药如碳
青霉烯类、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三唑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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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立康唑、甲泼尼龙、质子泵抑制剂、肠内和肠
外营养剂等尚未发现与万古霉素存在相互作用。
但也有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杨平等 [35] 分析了重
症监护患者最常见的联合用药（美罗培南、亚胺
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和氟康唑 4 种药物），发
现联用美罗培南可影响万古霉素的药动学参数。
该研究组纳入 54 例成人重症监护患者，收集 112
个血药谷浓度，使用 NONMEM 建立万古霉素一
室 PPK 模型，CL 估计值＝ 8.69 L·h－ 1，模型公
式为：
　　CL（L·h－ 1）＝ 8.69×eƞCL，i×0.768（未联合
美罗培南）
　　CL（L·h－ 1）＝ 8.69×eƞCL，i×1.29（联合美
罗培南）
　　该研究考察了年龄、肌酐清除率和 BW 等协
变量，并未发现有显著性影响，考虑与入组患者
多为卧床、体质量数据收集不充分、年龄偏大不
符合正态分布相关。该研究仅完成了模型的建立
和验证，未开展临床应用，另外联合美罗培南增
加万古霉素的清除率的具体机制未作出明确解
释，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神经外科患者万古霉素 PPK模型研究

　　神经外科患者多数经历颅脑手术，易发生革
兰氏阳性菌特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
菌导致的颅内感染。由于血脑屏障的作用，通常
建议颅内感染患者万古霉素谷浓度维持 15 ～ 20 
μg·mL－ 1[1]。研究发现，神经外科患者万古霉素
清除率偏高 [36]，常规给予 1 g q12 h 的万古霉素
难以达到目标浓度，且脑脊液药物浓度偏低 [37]。
因此充分研究该人群万古霉素药动学并开展 PPK
模型的临床应用，有助于优化此类人群的抗感染
治疗。有研究认为胱抑素 C（CysC）比 SCR 更能
有效反映肾功能 [38]，经力 [39] 纳入 222 例神经外
科颅脑术后成人患者，分别以 CysC 和 SCR 计算
GFR，并建立起相应的万古霉素 PPK 模型。经过
验证，两个模型的预测性能及稳定性相似，无显
著性差异，都可以用于临床优化给药方案。前者
协变量包含 AGE、BW 和 GFR，后者协变量包含
年龄和 GFR，相对而言更容易操作。两个模型公
式如下：
　　以 CysC 计算 GFR：
　　CL（L·h－ 1） ＝ [6.4×（GFR/128）0.515×

（BW/60）0.417×（AGE/47）0.267]×e0.0417

　　V（L）＝ 62.0
　　以 SCR 计算 GFR：

　　CL（L·h－ 1） ＝ [6.46×（GFR/118）0.474×

（AGE/47）0.206]×e0.045

　　V（L）＝ 60.1
　　神经外科患者的 PPK 模型报道较少，有学
者基于脑脊液和血液中万古霉素浓度数据建立了
颅脑术后患者的三室模型，发现脑脊液白蛋白水
平是影响室间清除率的重要协变量 [40]。这个三室
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但临床实践中涉及脑
脊液浓度测定，相对来说复杂性较高，开展临床
应用存在一定难度。Lin 等 [41] 基于 100 例神经外
科患者建立的 PPK 模型，CL 群体典型值为 7.56 
L·h－ 1，V ＝ 101 L，比其他报道都大，该模型
的预测误差≤ ±32%，肌酐清除率是唯一有显著
性影响的协变量。
6　其他

　　严重烧伤可导致病理生理状态的变化，在
烧伤后期可表现为代谢亢进，从而使药动学过
程发生改变。Dolton 等 [42] 的研究发现，烧伤患
者万古霉素代谢符合二室模型，烧伤患者 CL 明
显高于非烧伤者，分别为（5.9±3.1）L·h－ 1 和
（3.4±1.8）L·h－ 1，两者 V 无显著性差异。肥胖
（BMI ≥ 28 kg·m－ 2）越来越多地被归为一种病
理性状态 [43]。刘晓琰等 [44] 的分析指出与非肥胖
者相比，肥胖患者万古霉素的消除半衰期明显缩
短，V 随体质量增加而加大，对于病态肥胖者，
万古霉素的平均清除率是非肥胖者的 2.3 ～ 2.5
倍，且与总体质量高度相关。亲水性的万古霉
素在重症肥胖患者中更容易导致药代动力学的改
变，肥胖患者的高血流量使心输出量增加，血容
量也增加，最终导致万古霉素 CL 升高 [45]。2016
年的一篇综述提出肥胖对许多抗菌药物有着较大
的分布容积和不同的肝代谢率和肾排泄率，对于
万古霉素，肥胖患者通常没有得到足够的给药剂
量 [46]。但是目前有关烧伤和肥胖人群的 PPK 模
型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7　讨论

　　关于万古霉素 PPK 的研究逐渐深入，临床应
用经验的积累也越来越丰富。早期的 PPK 研究主
要根据年龄划分为新生儿、儿童、成人及老年等
人群进行模型的建立，近年来则注重于按患者病
理状态进行分组来展开研究。有的是依据患者伴
随疾病，如伴发血液肿瘤、烧伤、神经外科颅脑
术后等进行分组，有的是按照患者某项器官功能
状态，如是否伴发 ARC 进行分组 [47]，有的则是
以接受膜外氧合、血液透析或者重症监护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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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进行分组。有的模型已成功应用于临床，在
万古霉素给药方案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国
内自主开发的 SmartDose 个体化给药软件，就专
门设定了神经外科人群万古霉素给药方案的优化
功能。目前发表的 PPK 模型较多，涉及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的人群，模型的建立多数采用非线性混
合效应模型的方法，评估和验证也较为标准，但
不同研究所建模型能否顺利应用于临床仍需进行
充分的验证。随着国内外指南加大对 PPK 模型应
用的推荐以及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万古
霉素在不同特殊人群中的个体化应用将越来越普
及，使广大患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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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氯喹在 IgA肾病中的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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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羟氯喹是在氯喹的基础上开发的 4- 氨基喹啉类的新型抗疟药，目前有研究表明羟氯喹

可以作为新的辅助免疫调节剂有效地降低 IgA 肾病患者的蛋白尿。IgA 肾病是一组免疫病理特

征以肾小球系膜区 IgA 沉积为主的临床综合征，由于其发病机制比较复杂，所以并没有特定

的治疗药物。本文对羟氯喹在 IgA 肾病中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治疗 IgA 肾病提供新的

治疗方案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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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hydroxychloroquine in IgA nephropathy

WANG Ye1, 2, YANG Ting1, WANG Lu-lu1, ZHANG Hai-xia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Drum 
Tower Hospital,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2.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and Clinical,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Hydroxychloroquine is a new type of antimalarial drug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hloroquine. At present,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ydroxychloroquine, as a new adjuvant 
immune regulato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teinuria in patients with IgA nephropathy. IgA 
nephropathy is a group of clinical syndromes with IgA deposition in the glomerular mesangial 
region as the main immunopathological features. There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 drug because of 
its complex pathogenesis. There is no specific therapy for IgA nephropathy at present either.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xychloroquine in IgA 
nephropathy to provide a new treatment plan and thinking for IgA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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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A 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是最常
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是引起终末期肾衰竭的
重要原因，约 30% 的患者 10 ～ 20 年后进展为终
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IgAN
临床表现类型多样，以发作性肉眼血尿和持续性
镜下血尿最为常见，可以伴有不同程度的蛋白
尿；部分患者表现为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综合
征，甚至急进性肾炎综合征，可合并高血压及肾
功能减退。其是多基因、多因素参与的复杂疾
病，特征是糖基化异常的 IgA1 免疫复合物在肾
小球系膜沉积并因此引起一系列炎性反应导致肾
脏损伤，若不及时控制，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

安全，鉴于其致病机制复杂且尚未完全了解，所
以目前并没有特定的药物治疗 IgAN[1]。羟氯喹
（hydroxychloroquine，HCQ）是在氯喹的基础上
研究出的 4- 氨基喹啉类的新型抗疟药，作为治
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
SLE）的首选药物，对免疫调节的作用广泛，能
通过抗炎、调节免疫系统、影响细胞因子的释放
等机制有效地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2]。近年来也
有研究表明羟氯喹可以用于免疫机制介导的肾病
综合征、慢性肾炎等疾病 [3-4]，本文通过查阅国内
外相关文献，对羟氯喹治疗 IgAN 的研究进展作
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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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羟氯喹在 IgAN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肖永真等 [5] 通过检索中英文文献库对 4 篇
以病理证实为原发性 IgAN，至少接受了 3 个月
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enin-an-
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 inhibitor，RAASi）
的耐受剂量为受试者的研究进行总结。4 篇研究
均进行至少 6 个月，虽然研究方案及观察终点不
尽相同，但是综合评估，羟氯喹联用 RAASi 治
疗 IgAN 降低蛋白尿水平的能力最佳且安全性更
高。Han 等 [6] 使用网络荟萃分析评估了相比于支
持治疗，单用免疫抑制剂对 IgAN 的有效性与安
全性，以临床缓解和严重不良事件为主要终点指
标，发现羟氯喹和其他免疫抑制剂（吗替麦考酚
酯、他克莫司）治疗 IgAN 时可缓解蛋白尿，与
糖皮质激素相比无明显优势，且各个免疫抑制
剂之间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所以羟氯喹可能
改善 IgAN 的临床缓解率，且未发生严重不良事
件。该研究分析认为与支持治疗比较，羟氯喹治
疗 IgAN 的临床试验观察时间未超过 1 年，主要
终点指标为临床缓解情况，无法评估其长期使用
对肾功能的保护作用，且研究样本量较小，可能
会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更大，精度更低。该项研
究是早期试验，而长期治疗对 IgAN 的蛋白尿缓
解、肾脏保护及安全性并不明确，所以有待更多
的研究进一步确证。
　　本文查阅各数据库关于羟氯喹治疗 IgAN 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的临床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共
9 篇，均为小样本、单中心的临床研究，见表 1。
1.1　有效性研究

　　2017 年在中国进行的第一项关于羟氯喹降
低 IgAN 的前瞻性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羟氯
喹可有效降低已经接受 RAASi 连续治疗 3 个月仍
有持续蛋白尿的 IgAN 患者的蛋白尿水平，且不
增加不良反应 [7]。2019 年 Liu 等 [8] 比较羟氯喹联
合 RAASi 与单用 RAASi 对已经接受 RAASi 最大
耐受剂量至少 3 个月仍有持续性蛋白尿的 IgAN
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表明治疗 6 个月后，羟氯
喹可以有效地降低使用最大耐受剂量 RAASi 仍
有蛋白尿 IgAN 患者的蛋白尿。Yang 等 [9] 比较羟
氯喹联合 RAASi 与单用 RAASi 对初诊为 IgAN
患者的蛋白尿的缓解程度，结果显示联用组的蛋
白尿的降低百分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 RAASi 组。
王超超等 [10] 研究亦提示羟氯喹可有效降低初诊
IgAN 患者的蛋白尿水平，减少蛋白尿排泄。Tang
等 [11] 对不同水平肾小球滤过率的 IgAN 患者给予

不同羟氯喹方案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经过
12 个月治疗，羟氯喹不仅可有效且安全地降低蛋
白尿，而且可长期维持稳定的肾功能。以上临床
研究表明，羟氯喹联合 RAASi 可以显著降低经
过 RAASi 治疗至少 3 个月但仍有持续性蛋白尿的
IgAN 以及初诊为 IgAN 的患者。
　　Yang 等 [12] 研究认为，治疗超过 6 个月，羟
氯喹的抗蛋白尿作用可能稍逊于糖皮质激素，但
是，羟氯喹治疗比糖皮质激素治疗更安全。2020
年，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羟氯喹与激素治疗 IgAN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60
例 IgAN 患者，按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法被分为对
照组（RAASi ＋激素）和试验组（RAASi ＋激
素＋羟氯喹），结果表明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的
有效率（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66.67%），其
他各项指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13]。
　　Tang 等 [14] 发现对免疫抑制剂治疗反应不足
的 IgAN 患者，加用羟氯喹 6 个月后，可以显著
减少蛋白尿，但是两组并没有显著性差异。Yu
等 [15] 评价羟氯喹治疗 IgAN 的短期和长期疗效发
现，羟氯喹联合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可以显
著性地提高 IgAN 患者的蛋白尿缓解率，而且该
治疗方案的肾脏病理学改善优于糖皮质激素联合
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提高了长期生存率。
1.2　安全性研究

　　虽然羟氯喹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相
较其他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少，妊娠患者合并自
身免疫性疾病使用羟氯喹治疗仍是安全的 [5]，但
使用过程中仍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主要为视网
膜病变、心脏毒性、神经精神系统反应、消化系
统反应（胃肠道功能紊乱，味觉丧失）和变态反应
（皮疹）等 [16-17]。其中心脏毒性和视网膜病变发病
率虽较低，但其病变往往很严重且不可逆转。
　　如表 1 所示，羟氯喹在治疗 IgAN 中可发生
皮肤过敏、色素沉着、恶心呕吐、心慌、过敏等
不良事件。其中皮肤过敏是发生最为常见的不良
事件（10 例），其次是胃肠道、色素沉着等不良
反应。现有临床研究均未发现视网膜及角膜受损
等严重不良反应。
2　可能的作用机制

　　IgAN 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经过多年
的研究，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半乳糖缺失的 IgA1
（galactose-deficient IgA1，Gd-IgA1）所引起抗体
反应后，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小球系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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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羟氯喹治疗 IgA肾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Tab 1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ydroxychloroquine for IgA nephropathy

作者 试验设计
例数（试验

组 / 对照组）
受试者 给药方案 有效性 安全性

Gao 
2017[7]

病例对照

研究

14/14 已经接受 RAASi
连续治疗 3 个

月仍有持续性

蛋白尿的 IgAN

试验组 HCQ ＋氯沙坦：0.2 g 
bid ＋ 100 mg·d－ 1；对照组

氯沙坦：100 mg·d－ 1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

有效率 42.9%，对照

组有效率 14.3%

试验组：过敏反应（1）

Yang 
2018[9]

回顾性病

例对照

研究

90/90 IgAN 试验组 HCQ ＋ RAASi：eGFR
大于 45 mL/（min·1.73 
m2）时 0.2 g bid；eGFR 为

30 ～ 45 mL/（min·1.73 m2）

时 0.1 g bid/tid；eGFR 为

15 ～ 30 mL/（min·1.73 m2）

时 0.1 g qd。对照组 RAASi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

的中位蛋白尿水平低

于对照组，试验组的

蛋白尿的降低患者百

分比为 49%，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 19%

试验组：过敏反应（2）、
轻度呼吸困难（1）、肝

功能异常（1）、心慌

（1）、眼内压增高（1）、
皮疹或瘙痒等皮肤症

状（3）

Yang 
2019[12]

病例对照

研究

92/92 IgAN 试验组 HCQ ＋ RAASi：eGFR
大于 45 mL/（min·1.73 m2）：

0.2 g bid；eGFR 为 30 ～ 45 
mL/（min·1.73 m2）：0.1 g 
bid/tid；eGFR 为 15 ～ 30 mL/
（min·1.73 m2）：0.1 g qd。
对照组糖皮质激素＋ RAASi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

的蛋白尿减少百分比

（48.5%）显著性地低

于对照组（62.9%）

对照组：严重感染（3）、
肺囊虫肺炎（1）、胃肠

道出血（1）、血糖升高

（1）

Liu 
2019[8]

单中心随

机对照

双盲试

验

30/30 经过 RASSi 优化

治疗后蛋白尿

仍在 0.75 ～ 3.0 
g/d 的 IgAN

试验组 HCQ ＋ RAASi：
eGFR ≥ 60 mL/（min·1.73 
m2）：0.2 g，bid；eGFR 
45 ～ 59 mL/（min·1.73 
m2）：0.1 g tid；eGFR 
30 ～ 44 mL/（min·1.73 
m2）：0.1 g bid。对照组 
placebo ＋ RAASi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的

蛋白尿变化比率为

48.4%，显著性高于

对照组的 10%

试验组：肾小球滤过率下

降（2）、恶心（1）、心

慌（1）、头晕（1）、瘙

痒（1）、皮肤色素沉着

（1）、过敏反应（1）；

对照组：腹痛（1）、眼

睛肿胀疼痛（1）

何启峰

2020[13]

随机对照

双盲试

验

30/30 IgAN 试验组 HCQ ＋ RAASi ＋激素：

0.2 g bid；对照组 RAASi ＋
激素。激素起始剂量为 0.6 
mg/（kg·d），6 周后趋势

减少用 量，最后用量为 5 
mg·d － 1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

有效率 96.67%，对照

组有效率 66.67%，试

验组可以有效地降低

蛋白尿

试验组：皮肤过敏（4）、
恶心呕吐（4）、肝功能

异常（2）；对照组：皮

肤过敏（4）、恶心呕吐

（5）、肝功能异常（3）

王超超

2020[10]

随机对照

临床研

究

16/16 IgAN 试验组 HCQ：0.2 g bid；对照

组 RAASi
治疗 6 个月后，蛋白

尿缓解率试验组为

56.25%，对照组为

18.76%

两组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视野及眼底均未见异

常

Tang 
2020[14]

回顾性病

例对照

研究

26/26 使用传统免疫抑

制剂治疗后仍

出现持续性蛋

白尿的 IgAN

试验组 HCQ ＋传统免疫抑制

剂：eGFR≥60 mL/（min·1.73 
m2）：0.2 g bid，eGFR 在

30 ～ 60 mL/（min·1.73 
m2）：0.1 g bid 或 tid，对

于 eGFR 在 15 ～ 30 mL/
（min·1.73 m2）：0.1 g qd。
对照组传统的免疫抑制剂

（环磷酰胺、吗替麦考酚酯、

环孢素 A、来氟米特和他克

莫司）

治疗 6 个月后，两组的

蛋白尿减少率相似

试验组：恶心与腹泻（1）、
皮肤色素沉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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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激发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首先是异常糖基化的
循环血液中 IgA1 水平升高，以暴露 N- 乙酰半乳
糖 胺（N-acetylgalactosamine，GalNAc） 作 为 末
端聚糖；然后聚糖特异性 IgG 或 IgA1 自身抗体
的形成，其靶向作用位点为 Gd-IgA1，其中含有
GalNAc 的铰链区末端；含有 Gd-IgA1 和 IgG 自
身抗体的循环免疫复合物形成；最后这些循环免
疫复合物通过肾小球毛细血管通过系膜区，引起
系膜细胞增殖，诱导趋化因子的过量产生，最终
导致慢性肾小球损伤 [18]。羟氯喹降低 IgAN 的蛋
白尿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以下作用
机制相关：
2.1　降低自身抗体的识别率

　　羟氯喹脂溶性强，易通过细胞膜，提高细胞
内的 pH 值，改变抗原蛋白所需的酸性环境，从
而抑制抗原肽 -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蛋白复合物的
形成，而抗原肽 -MHC 蛋白复合物是刺激 CD4 ＋

T 细胞必需成分之一，因此可使针对自身抗原肽
所产生的免疫反应降低 [19]。
2.2　阻断 Toll 受体通道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特异地
识别病原相关的分子模式，不仅在激活天然免疫
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能调节获得性免疫，是连接
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桥梁。有研究显示其也
可能参与 IgAN 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20-22]。羟氯喹不
仅可明显抑制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 TLR-9 介导的干扰
素 -α（interferon alpha，IFN-α）高表达 [20]，还可以
抑制 TLR4 的表达发挥抗炎作用。李优等 [21-22] 探
究羟氯喹对 IgAN 大鼠肾脏病理和 TLR4 表达的影
响，结果表明羟氯喹对 IgAN 大鼠的肾脏病理损伤
有改善作用，可能通过降低 TLR4表达进而减轻肾
内系膜增生和纤维化，减少 IgA 沉积，对 IgAN 有
治疗作用。羟氯喹可能通过以上机制调节自身免
疫反应，减少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系膜细胞沉积，
从而减轻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硬化，肾脏进行
性病变。但是以上研究只是针对大鼠试验，观察
时间较短，应同时结合临床患者的病例研究，进
一步明确羟氯喹对 IgAN 患者的临床治疗意义 [13]。
2.3　减少某些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的释放

　　羟氯喹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增殖，从而减少
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与释放，例如肿瘤坏死因
子 -γ（tumor necrosis factor-γ，INF-γ）、白介素 -1
（interleukin-1，IL-1）、IL-6 和 IL-2[23]。羟氯喹以
剂量依赖的方式抑制 IL-2 的释放，以及 IL-1A、
IL-1B、IL-6 和 TNF 等炎症因子的产生 [24]。临床
的回顾性研究也发现，服用抗疟药的患者较单服
激素或不治疗患者的可溶性 IL-2 受体、IL-6 受体
和可溶性 CD8 受体的水平低 [25]。
3　羟氯喹在 IgAN治疗中的个体化给药

　　目前，羟氯喹治疗 IgAN 尚未具备足够的理
论证据与临床经验。关于羟氯喹治疗 IgAN 的临
床研究也都是局限于在中国人口、小样本、单中

作者 试验设计
例数（试验

组 / 对照组）
受试者 给药方案 有效性 安全性

Yu 
2020[15]

随机对照

临床试

验

70/69 IgAN 试验组 HCQ ＋糖皮质激素＋免

疫抑制剂：0.2 g bid；对照组

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

治疗 6 个月后，试验组

eGFR 和 24 h 蛋白尿

的降低明显高于对照

组。试验组的总缓解

率为 77.14%，对照组

为 55.07%

试验组：体重增加（5）、
中度头痛（1）

Tang 
2021[11]

单中心队

列的回

顾性分

析

180 IgAN eGFR ≥ 60 mL/（min·1.73 
m2）：0.2 g bid；eGFR 
45 ～ 59 mL/（min·1.73 
m2）：0.1 g tid；eGFR 
30 ～ 44 mL/（min·1.73 
m2）：0.1 g bid。eGFR ＜ 30 
mL/（min·1.73 m2）：0.1 g 
qd

治疗 12、24 个月后，蛋

白尿水平显著下降，

eGFR 无明显变化；治

疗 24 个月后 eGFR
从（65.82±25.22）下

降到（62.15±25.81）
mL/（min·1.73 m2）。

所有蛋白尿减少 50%
的患者在 12 个月时的

累积频率为 72.78%

10 例：皮肤色素沉着（4）、
脱皮（1）、瘙痒（1）、
脱发（1）、胃肠道反应

如恶心（1）、便秘（1）、
心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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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研究。其在 IgAN 中的用法用量也多基于类
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SLE 的经
验：① 最大不超过 400 mg·d－ 1，分次服用，每
次服药时应进餐或同服牛奶；② 按照体质量计
算：6.5 mg/（kg·d），最多不要超过 400 mg[26]。
另有研究表明慢性肾脏病 3 期以上是羟氯喹相关
视网膜病变的高危因素，因此应根据患者的肾小
球滤过率选用合适剂量 [27]。由表 1 可见，本研究
纳入的 9 篇羟氯喹治疗 IgAN 的临床研究文献中，
有 4 项研究的羟氯喹给药方案为 0.2 g，每日 2 次；
另 5 项研究为依据患者用药前肾功能情况（eGFR
水平）予不同的羟氯喹治疗剂量，但所设计的具
体给药方案并不完全相同。
　　羟氯喹用药个体差异较大，血药浓度波动
大，有研究报道羟氯喹使用疗效与其血药浓度之
间存在密切关联。但目前关于羟氯喹在 IgAN 患
者中疗效与血药浓度、剂量之间关系还不明确。
羟氯喹在体内血药浓度受服用剂量、肾功能状
态、体重指数、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
CYP450）酶遗传多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8]，其
中代谢酶的基因多态性可能是导致不同个体药物
浓度差异和不良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 [29-30]。国内
有多项研究发现 CYP 酶（CYP2D6、3A4、3A5 和
2C8）基因多态性可能会影响个体对药物的敏感性
和不良反应的发生 [28-30]，但多基于羟氯喹在 SLE
患者得出的结论。国外已相继建立起羟氯喹在
SLE/RA[31-32]，甚至是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 PPK 模
型 [33]，从而实现个体化用药。目前对于羟氯喹用
于 IgAN 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资料有限，尚不明
确 IgAN 患者 CYP 酶基因多态性对于羟氯喹的敏
感性和不良反应的差异，并且不同 IgAN 患者基因
型及羟氯喹血药浓度水平对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指
标的相关性也亟需进一步研究，所以有必要通过
PPK 模型来探究 IgAN 患者 CYP 基因型 / 血药浓
度与临床疗效 / 安全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4　结论

　　目前，由于对 IgAN 的致病机制尚未完全了
解，所以没有特定的治疗药物。羟氯喹作为一种
弱的免疫调节剂，可能会有效地降低初次确诊为
IgAN、使用最大耐受剂量 RAASi 仍有大量蛋白
尿、使用激素效果不佳及对传统免疫抑制剂不敏
感的 IgAN 患者的蛋白尿，同时并没有增加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虽然有研究表明其降低蛋白尿
的疗效稍逊于糖皮质激素，但是其与糖皮质激素
联合应用后安全性更高。以往研究均是小样本、

单中心且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的观察时间较短，就
羟氯喹对 IgAN 的终末期肾脏改善情况仍需进一
步研究。因此，需要进行相关大样本、随机、对
照、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评估羟氯喹用于
IgAN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建立 PPK 模型探究
IgAN 患者 CYP 基因型 / 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 / 安
全性之间的关系，进而为 IgAN 患者提供羟氯喹
个体化的临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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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黄芪乳膏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的建立及 3 种成分的测定

刘玉娟，王永洁，郭子右，李婷婷，郝逗逗，梅凯，李鑫，吴清*（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目的　建立复方黄芪乳膏 HPLC 指纹图谱，并同时测定 3 种成分含量。方法　对复方黄芪乳

膏 75% 甲醇提取液进行分析，采用 Agilent 5 TC-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为甲

醇 -0.1% 甲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检测波长 250 nm，柱温 30℃，体积流量 0.8 mL·min－ 1。结果　

建立了复方黄芪乳膏 HPLC 指纹图谱，标定了 18 个共有峰，共鉴定出京平尼苷酸、咖啡酸、羟基

红花黄色素 A、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毛蕊花糖苷及肉桂酸 6 个色谱峰，10 批样品的相似度均大

于 0.930。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的含量分别为 1.59 ～ 1.84 mg·g－ 1、1.37 ～ 1.58 
mg·g－ 1、0.791 ～ 0.943 mg·g－ 1。结论　首次建立了复方黄芪乳膏 HPLC 指纹图谱结合含量测定

的质量控制方法，为复方黄芪乳膏质量标准的建立和中药批次间的质量评价提供借鉴。

关键词：复方黄芪乳膏；HPLC 指纹图谱；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

中图分类号：R284，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377-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23

HPLC fingerprint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3 constituents

LIU Yu-juan, WANG Yong-jie, GUO Zi-you, LI Ting-ting, HAO Dou-dou, MEI Kai, LI Xin, WU 
Qing*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fingerprint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and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3 constituents. Methods  The 75% methanol extract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was analyzed. Agilent 5 TC-C18 (4.6 mm×250 mm, 5 μm) 
chromatographic column was used.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0.1% form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flowing at 0.8 mL·min－ 1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50 nm. Results  There were 18 common peaks in the fingerprints of 10 sample batches with 
the similarities over 0.930.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geniponic acid, caffeic acid,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calycosin-7-glucoside, verbascoside and cinnamic acid were identified. The 
content of geniposide acid, calycosin-7-glucoside and cinnamic acid was at 1.59 ～ 1.84 mg·g－ 1, 
1.37 ～ 1.58 mg·g－ 1, and 0.791 ～ 0.943 mg·g－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with HPLC fingerprint is established and content determined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and quality evaluation amongs Chinese medicine batches. 
Key words: Compound Huangqi cream; HPLC fingerprint; geniposide acid; calycosin-7-glucoside; 
cinnam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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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与检验

　　复方黄芪方是针对癌性腹水患者进食差、疼
痛而开发的中药外敷方。方中含有黄芪、盐车前

子、桂枝等药材，共奏益气温阳、化瘀利水之效，
其疗效也在前期的临床观察和相关药理研究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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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验证 [1-3]。本课题组结合现代中药制剂研究技术
以及各剂型的特点，将本方制成使用方便、性质
稳定且药物释放、穿透较快的 O/W 型乳膏剂，尤
其适用于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能有效地减轻患
者腹部胀满等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为保证复方黄芪乳膏制剂的质量，需借鉴质
量控制新思路对其进行研究 [4-7]。近年来，中药指
纹图谱的研究多见报道，可评价中药制剂质量的
真实性、优良性和稳定性 [8-9]。本研究按照中药指
纹图谱研究的技术要求，建立了该制剂 HPLC 指
纹图谱，并同时测定了其中京尼平苷酸、毛蕊异
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的含量，以期为复方黄芪
乳膏的质量标准建立提供参考 [10-16]。
1　材料 
1.1　仪器 
　　Ultimate 3000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Thermo，
USA）；Mettler AE 240 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KQ-500E 超声
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复方黄芪乳膏（批号：20191209，20191210，
20191211，20191212，20191213，20191216，
20191217，20191218，20191219，20191220，
自制）；黄芪（批号：81320901）、红花（批号：
73390801）、桂枝（批号：84120901）、大腹皮（批
号：81520501）、盐车前子（批号：81440801）、炒
牵牛子（批号：80340101）（北京三和药业有限公
司）。甲醇、乙腈（色谱级，赛默飞世尔科技公
司）；甲酸、磷酸（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娃哈哈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羟基红花黄色素 A（批号：5VRT-PYDB，含
量：91.9%）、咖啡酸（批号：X221-42M3，供含
量测定用）、毛蕊花糖苷（批号：111530-201713，
含量：92.5%）（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京
尼平苷酸（批号：Y02A9H57757，含量：98%）、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批号：KO1014CB14，含
量：98%）、肉桂酸（批号：AA0807DA14，含量：
98%）（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gilent 5 TC-C18 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甲醇（A）-0.1% 甲酸水溶
液（B），梯度洗脱（0 ～ 15 min，10% ～ 15%A；
15 ～ 45 min，15% ～ 30%A；45 ～ 50 min，
30% ～ 35%A；50 ～ 80 min，35% ～ 50%A；

80 ～ 100 min，50% ～ 70%A；100 ～ 110 min，
70% ～ 90%A）；体积流量 0.8 mL·min－ 1；柱温
30℃；检测波长 250 nm；进样量 10 μL。
2.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置于量瓶中，
75% 甲醇定容至刻度，作为储备液，精密吸取适
量，加 75% 甲醇配制成每 1 mL 分别含京尼平苷
酸、羟基红花黄色素 A、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毛蕊花糖苷、咖啡酸、肉桂酸 150、90、120、
320、260、75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各批次复方黄芪乳膏 1 g，精密称定于锥形
瓶中，加入 25 mL75% 甲醇，超声处理 30 min，放
冷后补重，摇匀滤过，过 0.45 μm 微孔滤膜，即得。
2.4　单味药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工艺制得黄芪、红花、盐车前子、大
腹皮、炒牵牛子、桂枝单味药提取液，精密吸取
各 1 mL 于 5 mL 量瓶中，加 75% 甲醇定容，摇
匀，过 0.45 μm 微孔滤膜，即得。
2.5　指纹图谱方法学考察 
2.5.1　精密度考察　取“2.3”项下供试品溶
液，按“2.1”项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以京尼
平苷酸为参照峰，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 0.53%，相对峰面积 RSD ＜ 1.9%，表明
仪器精密度良好。
2.5.2　稳定性考察　取“2.3”项下供试品溶液，按
“2.1”项下色谱条件于 0、2、4、8、12、24 h 进行
测定。以京尼平苷酸为参照峰，结果各共有峰相对
保留时间 RSD ＜ 0.69%，相对峰面积 RSD ＜ 1.3%，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5.3　重复性考察　取同一批复方黄芪乳膏按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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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尼平苷酸为参
照峰，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 0.83%，
相对峰面积 RSD ＜ 2.7%，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6　H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相似度评价及共有

峰相关分析

2.6.1　指纹图谱的构建　取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
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并进行分析，
得到 HPLC 色谱图，导入《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
评价系统》（2012 A 版）进行色谱峰匹配，生成叠
加图及对照指纹图谱，见图 1。以 1 号峰作为参
照峰（S），计算相对保留时间。结果表明，各共
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均小于 0.48%（见表
1），说明出峰时间均较稳定，相对峰面积 RS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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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于 7.5%（见表 2），表明不同批次的复方黄芪 乳膏质量差异较小。

图 1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S1 ～ S10）及其对照指纹图谱（R）

Fig 1　HPLC superposed fingerprints of 10 bathe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S1 ～ S10）and common mode of HPLC fingerprints（R）

2.6.2　共有峰的归属与指认　分别取单味药供试
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
行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经对照品保留时间定
位及色谱峰分析，指认出 6 个特征峰，1 号峰为
京平尼苷酸、6 号峰为咖啡酸、8 号峰为羟基红
花黄色素 A、9 号峰为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10
号峰为毛蕊花糖苷及 17 号峰为肉桂酸。其中，1、
10、13 号峰来源于盐车前子，2、4、5、6、11、
12、14 号峰来源于炒牵牛子，9、15、18 号峰来
源于黄芪，7、8、16、18 号峰来源于红花，17
号峰来源于桂枝，3 号峰来源于大腹皮。

图 2　复方黄芪乳膏共有峰归属

Fig 2　Common peak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A. 混合对照品（mixed control）；B. 样品及单味药供试品溶液（sam-
ple and single medicinal solution）；1. 京尼平苷酸（geniposideacid）；6. 
咖啡酸（caffeic acid）；8. 羟基红花黄色素 A（hydroxysafflor yellow 
A）；9.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calycosin-7-glucoside）；10. 毛蕊花糖

苷（verbascoside）；17. 肉桂酸（cinnamic acid）

2.6.3　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将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
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A 版），生成对照指纹图谱
并计算相似度，见表 3。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样品
相似度均在 0.93 ～ 1.00，说明复方黄芪乳膏批次
间一致性良好。
2.7　化学模式识别研究

2.7.1　聚类分析（CA）　采用 SAS 8.2 软件，以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中 18 个共有峰的相
对峰面积为变量，对样品进行系统聚类，见图 3。
当距离大于 6 时，10 批样品聚为 2 类，S1、S4、
S5、S6、S7、S8、S9、S10 为第 1 类；S2、S3 为
第 2 类，说明 10 批样品只存在细微差异，化学
指标成分总体稳定均一，与相似度分析结果相符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样品相似度均在 0.93 ～ 1.00，
S2、S3 样品与其他批次样品的相似度较低）。

图 3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样品聚类分析结果

Fig 3　Cluster analysis of 10 batche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sample

2.7.2　主成分分析（PCA）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
批次样品间的质量差异，将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
中 18 个共有峰面积导入到 SPSS v26.0 软件中进
行 PCA，得出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及其方差，见表
4，碎石图见图 4。由表 4 可知，因子 1、2、3 的
特征值分别为 11.548、3.808、1.579，累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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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 94.084%。同时观察碎石图可见特征值曲线
在成分 3 后存在一个明显的拐点，说明前 3 个主
成分的分析结果基本显示出了不同批次复方黄芪
乳膏之间的相似度和差异性。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5，第 1 主成分主要反映了来自色谱峰 1、2、4、

6、7、8、9、10、11、13、15、16、17 的 信 息，
第 2 主成分主要反映了来自色谱峰 3、5、12、14
的信息，第 3 主成分主要反映了 18 号色谱峰的
信息，故仅用前 3 个主要成分就可表示原 HPLC
数据的主要信息。以第 1、2、3 主成分为变量，

表 1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Tab 1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common peaks in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峰号
相对保留时间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平均值 RSD/%

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2 1.081 1.080 1.082 1.082 1.082 1.082 1.081 1.082 1.082 1.081 1.081 0.06

3 1.471 1.475 1.484 1.481 1.480 1.479 1.476 1.477 1.475 1.472 1.477 0.27

4 1.750 1.752 1.762 1.758 1.759 1.757 1.755 1.756 1.754 1.751 1.755 0.21

5 1.898 1.900 1.912 1.907 1.908 1.906 1.904 1.905 1.903 1.899 1.904 0.22

6 1.941 1.945 1.958 1.953 1.953 1.951 1.948 1.949 1.947 1.942 1.949 0.27

7 1.989 1.988 2.002 1.997 1.998 1.997 1.995 1.995 1.995 1.990 1.995 0.22

8 2.031 2.020 2.037 2.035 2.037 2.037 2.036 2.037 2.037 2.033 2.034 0.26

9 2.914 2.928 2.955 2.942 2.941 2.937 2.932 2.931 2.927 2.917 2.932 0.44

10 3.101 3.118 3.146 3.131 3.128 3.124 3.120 3.120 3.115 3.104 3.121 0.41

11 3.180 3.193 3.224 3.209 3.208 3.204 3.200 3.200 3.195 3.184 3.200 0.39

12 3.244 3.258 3.290 3.274 3.273 3.269 3.264 3.264 3.259 3.247 3.264 0.41

13 3.395 3.412 3.444 3.428 3.426 3.422 3.416 3.417 3.410 3.398 3.417 0.42

14 3.586 3.603 3.638 3.620 3.618 3.614 3.608 3.610 3.603 3.590 3.609 0.41

15 3.662 3.682 3.717 3.699 3.697 3.692 3.685 3.687 3.680 3.667 3.687 0.48

16 3.802 3.823 3.859 3.840 3.838 3.833 3.826 3.828 3.820 3.807 3.828 0.43

17 3.851 3.873 3.910 3.890 3.888 3.883 3.875 3.878 3.869 3.856 3.877 0.44

18 4.198 4.222 4.262 4.239 4.238 4.232 4.223 4.225 4.217 4.203 4.226 0.43

表 2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共有峰相对峰面积 
Tab 2　Relative peak area of the common peaks of the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峰号
相对峰面积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平均值 RSD/%

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

2 0.619 0.618 0.616 0.634 0.639 0.629 0.605 0.629 0.598 0.607 0.620 2.3

3 0.690 0.668 0.673 0.701 0.701 0.697 0.696 0.699 0.695 0.696 0.692 1.7

4 0.654 0.629 0.630 0.647 0.647 0.652 0.646 0.646 0.644 0.644 0.644 1.3

5 0.529 0.504 0.506 0.521 0.523 0.524 0.522 0.522 0.521 0.521 0.519 1.6

6 0.132 0.132 0.134 0.139 0.140 0.141 0.141 0.142 0.141 0.143 0.139 3.1

7 0.087 0.070 0.071 0.073 0.074 0.074 0.076 0.082 0.081 0.082 0.077 7.5

8 0.833 0.762 0.761 0.775 0.778 0.778 0.778 0.827 0.820 0.821 0.793 3.7

9 0.471 0.478 0.480 0.493 0.492 0.484 0.472 0.471 0.470 0.468 0.478 1.9

10 0.114 0.111 0.110 0.122 0.121 0.120 0.119 0.118 0.117 0.116 0.117 3.6

11 0.170 0.171 0.176 0.181 0.180 0.178 0.176 0.172 0.171 0.168 0.174 2.6

12 0.110 0.090 0.108 0.110 0.111 0.107 0.109 0.110 0.110 0.108 0.107 5.9

13 0.290 0.274 0.277 0.285 0.286 0.293 0.292 0.286 0.289 0.287 0.286 2.2

14 0.201 0.187 0.189 0.196 0.198 0.204 0.205 0.204 0.204 0.202 0.199 3.3

15 0.179 0.157 0.160 0.166 0.167 0.178 0.177 0.179 0.178 0.178 0.172 5.1

16 4.134 4.041 4.110 4.366 4.325 4.276 4.271 4.257 4.245 4.228 4.225 2.4

17 0.367 0.351 0.356 0.374 0.375 0.372 0.373 0.370 0.371 0.370 0.368 2.2

18 0.146 0.138 0.142 0.148 0.149 0.149 0.149 0.149 0.147 0.147 0.1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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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三维投影图，见图 5。以 X 轴为例，1、8、
9、17 号峰距离原点较远，权重值分别为 0.928、
0.901、0.858、0.995，表明在复方黄芪乳膏中的
作用较大，归属于第 1 主成分，与上述结果分析

一致，可判定 1（京尼平苷酸）、8（羟基红花黄色
素 A）、9（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17（肉桂酸）
号峰对于研究复方黄芪乳膏批次间一致性具有重
要意义。

表 3　复方黄芪乳膏指纹图谱相似度结果 
Tab 3　Fingerprint similarity of Compound Huangqi cream

样品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P

S1 1.000 0.955 0.934 0.936 0.936 0.966 0.987 0.987 1.000 1.000 0.985

S2 0.955 1.000 0.949 0.946 0.969 0.952 0.961 0.969 0.957 0.936 0.964

S3 0.934 0.949 1.000 0.938 0.930 0.951 0.951 0.949 0.937 0.936 0.959

S4 0.936 0.946 0.938 1.000 1.000 0.972 0.952 0.950 0.938 0.938 0.980

S5 0.936 0.969 0.930 1.000 1.000 0.972 0.952 0.950 0.938 0.938 0.980

S6 0.966 0.952 0.951 0.972 0.972 1.000 0.980 0.980 0.968 0.967 0.987

S7 0.987 0.961 0.951 0.952 0.952 0.980 1.000 1.000 0.988 0.987 0.992

S8 0.987 0.969 0.949 0.950 0.950 0.980 1.000 1.000 0.988 0.988 0.991

S9 1.000 0.957 0.937 0.938 0.938 0.968 0.988 0.988 1.000 1.000 0.986

S10 1.000 0.936 0.936 0.938 0.938 0.967 0.987 0.988 1.000 1.000 0.986

SP 0.985 0.964 0.959 0.980 0.980 0.987 0.992 0.991 0.986 0.986 1.000

表 4　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 
Tab 4　Principal component eigen values and variance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11.548 64.157 64.157 11.548 64.157 64.157 8.315 46.195 46.195

2   3.808 21.155 85.312   3.808 21.155 85.312 4.561 25.339 71.534

3   1.579   8.772 94.084   1.579   8.772 94.084 4.059 22.550 94.084

4   0.356   1.976 96.060

5   0.261   1.448 97.508

6   0.198   1.097 98.606

7   0.122   0.680 99.286

8   0.107   0.594 99.880

图 4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样品因子的碎石图

Fig 4　Scree plot of factors of 10 batches Compound Huangqi cream 
sample

图 5　10 批复方黄芪乳膏样品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

Fig 5　Factor load diagram after rotation of 10 batches Compound 
Huangqi cream sample

2.8　各成分含量测定 
2.8.1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项下京尼
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对照品储
备液适量，用 75% 甲醇制成 20%、50%、100%、
200%、300%、400%、500% 水平的混合对照品

溶液，在“2.1”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以溶液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峰面积为纵坐标（Y）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6，可知各成分在各自线性
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8.2　精密度试验　取“2.8.1”项下 100% 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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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对照品溶液，在“2.1”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
定 6 次，测得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肉桂酸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58%、0.87%、0.24%，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8.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乳膏（S1），按
“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于 0、2、4、6、8、
12、24 h 进样测定，测得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苷、肉桂酸峰面积 RSD 分别为 1.3%、1.4%、
1.8%，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8.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乳膏（S1），按
“2.3”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进样
测定，测得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肉桂酸含有量 RSD 分别为 1.4%、2.3%、1.4%，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8.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次乳
膏（S1）0.5 g，共 6 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
入质量浓度为 75.376、58.720、36.840 μg·mL － 1

的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对

照品溶液 25 mL，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京尼平
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桂酸平均加样回
收率分别为 103.5%、98.6%、97.2%，RSD 分别
为 1.7%、2.3%、1.9%，表明方法准确度良好。
2.8.6　样品含量测定　取复方黄芪乳膏 1 g，按
“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在“2.1”项色
谱条件下进样测定，计算含量，结果见表 7。初
步确定，京尼平苷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肉
桂酸含量分别为 1.59 ～ 1.84 mg·g－ 1、1.37 ～ 1.58 
mg·g － 1、0.791 ～ 0.943 mg·g － 1。

表 7　各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mg·g － 1) 
Tab 7　Content of various constituents (mg·g － 1)

编号 京尼平苷酸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肉桂酸

S1 1.72 1.51 0.943

S2 1.84 1.48 0.908

S3 1.65 1.37 0.921

S4 1.68 1.43 0.885

S5 1.59 1.42 0.874

S6 1.66 1.56 0.892

S7 1.74 1.49 0.858

S8 1.75 1.44 0.886

S9 1.69 1.55 0.791

  S10 1.80 1.58 0.793

3　讨论 
3.1　指标成分确定

　　复方黄芪方中以黄芪和车前子为君药，桂枝
为臣药，发挥益气温阳利水之功效。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苷是黄芪中的主要药效成分，具有提高免
疫力、抗癌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其含量与总黄
酮的含量成正相关，可作为质量评价指标 [17-19]。
京尼平苷酸作为车前子的指标成分之一，其代谢
途径和时效与车前子的利尿作用相关 [20-21]。桂枝
所含化学成分主要为挥发油类，预试验以桂皮醛
为指标成分，但其出峰时间及峰面积不稳定，推
测与乳膏中其他饮片的成分发生反应或影响洗
脱，而肉桂酸含量相对较高且稳定，故选择作为
指标成分 [22-23]。
3.2　供试品制备方式考察

　　前期预试验发现，复方黄芪乳膏中含有大量油
脂性基质会干扰基线及峰形，因此对不同提取方
式（超声法、回流法）、不同提取溶剂（50% 甲醇、
75% 甲醇、100% 甲醇）进行考察，以期减小油脂
性基质对蒸散响应信号的影响，达到色谱峰信息量
最大化、提取效率最高。最终确定 75% 甲醇超声
提取。随后对超声频率和超声时间进行了考察，在

表 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 5　Factor load matrix after rotation

峰号
载荷

1 2 3

1 0.928 0.059 － 0.348

2 0.940 0.072 － 0.319

3 0.388 0.874 0.008

4 0.897 － 0.300 － 0.136

5 0.296 0.885 0.314

6 0.907 － 0.233 － 0.039

7 0.825 － 0.372 0.336

8 0.901 － 0.191 － 0.153

9 0.858 0.309 － 0.386

10 0.936 － 0.014 0.084

11 0.865 0.320 － 0.241

12 0.455 0.786 0.363

13 0.989 － 0.051 － 0.078

14 0.524 0.680 0.437

15 0.911 － 0.294 0.127

16 0.726 － 0.506 0.428

17 0.995 － 0.028 － 0.054

18 0.531 － 0.556 0.596

表 6　各成分线性关系 
Tab 6　Linearity of various constituent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g － 1）

京尼平苷酸 Y ＝ 0.1315X － 0.1784 0.9996 17.51 ～ 435.20

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苷

Y ＝ 0.0864X － 0.0047 0.9995 11.83 ～ 296.94

肉桂酸 Y ＝ 0.0821X － 0.0934 0.9999   8.76 ～ 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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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条件下，兼顾节能环保的理念，
选择超声频率为 40 kHz，时间为 30 min。
3.3　色谱条件考察

　　对4种不同型号的色谱柱 Agilent 5 TC-C18（4.6 
mm×250 mm，5 μm）、Thermo BDS Hypersil  C18

（4.6 mm×250 mm，5 μm）、Agilent 5 XDB-C18

（4.6 mm×250 mm，5 μm）及 Wates XBrige C18（4.6 
mm×250 mm，5 μm）进行考察，发现 4 种色谱
柱分离情况差别较大，最终选择基线平稳、色谱
峰较多且峰形、分离效果较好的 Agilent 5 TC-C18

（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
　　本方药味较多，化学成分复杂且含有酚羟基
和羧基等基团。为了有效地分离各成分，以缓冲盐
溶液和有机相进行梯度洗脱。考察了甲醇 -水、乙
腈 -水和甲醇 -0.1%甲酸水溶液、甲醇 -0.1%磷酸
水溶液等流动相对指纹图谱的影响，结果表明以
甲醇 -0.1%甲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所得指纹图谱峰
形、分离效果较好，因此选用该体系。
　　指纹图谱的波长选择时，采用 PDA 检测器
进行 190 ～ 450 nm 全波长扫描，每隔 20 nm 提
取 1 个波长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在 250 nm 波长
下色谱峰较多，响应值较高信息较完全，因此选
用 250 nm 作为指纹图谱检测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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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指纹图谱及一测多评法的芍药甘草汤 
物质基准质量评价研究

刘紫璇1，吴样明2，蒋鑫铖1，季巧遇1，2*，李诒光1，2（1. 江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南昌　330004；2. 江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330004）

摘要：目的　建立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中 8 种成分的一测多评法和指纹图谱，并对其质量进行

评价。方法　采用指纹图谱结合一测多评法，以芍药苷为内标，计算芍药内酯苷、芹糖甘草

苷、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苯甲酰芍药苷和甘草酸的相对校正因子，测定 15 批芍药甘

草汤物质基准各成分的含量，计算相似度。比较标准曲线法、外标一点法和一测多评法测量结

果，验证一测多评法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结果　一测多评法的相对校正因子重现性良好，与

标准曲线法和外标法的分析结果无显著差异。多批次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指纹图谱相似度均在

0.90 以上。结论　该方法准确、可行、高效，可用于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质量评价。

关键词：芍药甘草汤；一测多评法；指纹图谱；相对校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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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of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based on fingerprin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components with  

single markers method

LIU Zi-xuan1, WU Yang-ming2, JIANG Xin-cheng1, JI Qiao-yu1, 2*, LI Yi-guang1, 2 (1. School 
of Pharmacy, Ji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2. Jiangzho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Nanchang  330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components with single-markers 
(QAMS) method for 8 components and fingerprints of the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to evaluate their quality. Methods  Based on HPLC fingerprints and QAMS method, 
paeoniflorin was used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and the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s of albiflorin, 
isoliquiritin apioside, liquiritin, isoliquiritin, liquiritigenin, benzoylpaeoniflorin and glycyrrhizic 
acid were calculated. The content of each component in 15 batches of the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and the similarity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of standard curve method, 
external standard one-point method and QAMS method were compared,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QAMS method verified. Results  The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s of QAMS method were 
reproducib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hree methods. The similarity of 15 batches 
of the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were greater than 0.90.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QAMS method is accurate, feasible and efficient, which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Key words: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multi-components with single-markers method; fingerprint;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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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药甘草汤收录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公布《古代经典名方目

录（第一批）》[1]。芍药甘草汤出自汉代张仲景所著
《伤寒论》，可养阴柔肝、缓急止痛。现代药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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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多以加减方应用于治疗解痉
抗炎镇痛 [2]。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古代经
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在
借鉴日本汉方药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了物质
基准的管理要求，以其作为质量控制的基准 [3]。
　　在中药制剂质量控制方面，关键是有效性和
安全性。由于中药作用的整体性，中药成分和作
用机制的复杂性，多指标质量评价已成为行业的
共识。目前，一测多评（QAMS）法多应用于中
药材及中药复方制剂的质量评价 [4-6]。本实验采
用 QAMS 法，以芍药苷作为参照物，建立其他
已知成分相对于参照物的相对校正因子，可同时
测定 8 种成分的含量。建立了芍药甘草汤物质基
准指纹图谱并进行相似度评价，以分析不同批次
间样品的质量差异，为芍药甘草汤的质量评价提
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Thermo Ultimate 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Agilent 1260 Infinity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Milli-Q IQ 
7000 超纯水仪（美国 Millipore 公司）；MSA224S-
1CE-DA 型万分之一分析天平、CPA225D 型十万分
之一分析天平、MSA6.6S-OCE-DM 型百万分之一
分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SB-500DTY 型扫
频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芍药苷（批号：110736-202044，纯度：96.8%）、
甘草苷（批号：111610-201908，纯度：95%）、甘
草酸铵（批号：110731-202021，纯度：96.2%）对
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芍药内酯苷（批
号：19121705，纯度：99.28%）、芹糖甘草苷（批
号：20081705， 纯 度：98%）、 异 甘 草 苷（批 号：
17042102，纯度：98%）对照品（成都普菲德公司）；
苯甲酰芍药苷（批号：ST05580220，纯度：95%）、
甘草素（批号：ST07000120，纯度：98%）对照品（上
海 Standard 公司）；乙腈为色谱纯，甲醇、磷酸为
分析纯，水为超纯水。经考证，芍药甘草汤中所用
白芍和甘草为毛茛科植物芍药 Peaonia lactiflora Pall.
的干燥根和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的干燥根和根茎，其中甘草的炮制方法为清炒 [7-10]。
15 批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所用白芍和甘草药材经江
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鉴定人员谢斌鉴定为毛茛科植
物芍药 Peaonia lactiflora Pall. 的干燥根和豆科植物甘
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的干燥根和根茎，由江

中饮片厂炮制。饮片信息见表 1。

表 1　样品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f sample

编号
白芍 甘草

批号 产地 批号 产地

S1 B0704333 安徽亳州 G0424111 内蒙古杭锦旗

S2 B0704334 安徽亳州 G0424104 内蒙古杭锦旗

S3 B0403001 安徽亳州 G1014409 甘肃金昌

S4 B0403002 安徽亳州 G0424108 甘肃首阳

S5 B0403004 安徽亳州 G1014410 甘肃金昌

S6 B0403017 浙江东阳 G0424112 甘肃金昌

S7 B0704332 安徽亳州 G1014414 新疆和硕

S8 B0403019 浙江东阳 G0424110 内蒙古

S9 B0403005 安徽亳州 G1014413 新疆和硕

S10 B0403003 安徽亳州 G1014408 甘肃金昌

S11 B0610310 四川中江 G1014404 甘肃榆中

S12 B0704331 四川中江 G1014406 甘肃榆中

S13 B0403020 浙江东阳 G0508261 内蒙古杭锦旗

S14 B0923399 安徽亳州 G1014403 甘肃榆中

S15 B0923400 安徽亳州 G1014405 甘肃榆中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ZORBAX SB-C18（2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1% 磷
酸水溶液（B），梯度洗脱（0 ～ 10 min，10% ～ 

20%A；10 ～ 22 min，20%A；22 ～ 35 min，
20% ～ 40%A；35 ～ 50 min，40%A）； 检 测 波
长 230 nm；流速 1.0 mL·min－ 1；柱温 30℃；进
样量 10 μL。
2.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芍药内酯苷、芍药苷、芹糖甘
草苷、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苯甲酰芍药
苷、甘草酸铵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70%
甲醇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40.457、223.751、
18.953、83.866、16.299、2.094、7.783、158.763 
m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2.3.1　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的制备　芍药甘草汤
记载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白芍
药、甘草各四两（炙）。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
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取白芍饮片、甘草
饮片各约 55.2 g，加水 600 mL 浸泡 30 min，加
热至沸腾，保持沸腾，煮至 300 mL，趁热过滤，
减压浓缩，冻干，即得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冻干
粉。缺白芍样品和缺炙甘草样品的冻干粉，按上
述方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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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
冻干粉适量，研细，取约 0.1 g，精密称定，置于
100 mL 量瓶中，加入70% 甲醇适量，超声（600 W，
40 Hz）30 min，放冷，定容，摇匀，滤过，取续滤
液，即得。
2.4　方法学验证

2.4.1　线性关系考察　将“2.2”项下混合对照品
溶液按对半稀释法稀释 4 次，得到不同质量浓度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分析，以质量浓度（X，μg·mL－ 1）为横坐标，
峰面积（Y）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线性
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2。

表 2　各成分的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 2　Linear regression of 8 component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L － 1）

芍药内酯苷 Y ＝ 0.198 41X ＋ 0.081 86 1.000 2.53 ～ 40.46

芍药苷 Y ＝ 0.231 65X ＋ 0.177 81 0.9999 13.98 ～ 223.75

芹糖甘草苷 Y ＝ 0.314 52X ＋ 0.028 00 1.000 1.18 ～ 18.95

甘草苷 Y ＝ 0.436 54X ＋ 0.118 65 1.000 5.24 ～ 83.87

异甘草苷 Y ＝ 0.271 68X ＋ 0.004 62 1.000 1.02 ～ 16.30

甘草素 Y ＝ 0.738 34X ＋ 0.004 72 1.000 0.13 ～ 2.09

苯甲酰芍药苷 Y ＝ 0.377 20X － 0.000 03 1.000 0.49 ～ 7.78

甘草酸 Y ＝ 0.066 62X － 0.105 29 1.000 9.92 ～ 158.76

2.4.2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测定 6 次，记录
峰面积和保留时间，结果 7 种成分相对于芍药苷
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0.5%，8 种成分峰
面积 RSD 均小于 0.9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3　重复性试验　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
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和
保留时间，结果 7 种成分相对于芍药苷的相对保
留时间 RSD 均小于 0.13%；芍药内酯苷、芍药
苷、芹糖甘草苷、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
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1.15%、
4.47%、0.55%、1.96%、0.37%、0.06%、0.18%、
3.62%，RSD 分别为 0.61%、0.53%、1.3%、0.67%、
1.0%、1.1%、0.59%、0.53%，表明本方法重复性
良好。
2.4.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供试品溶液，分别
于 0、2、4、8、10、12、24、48 h 按“2.1”项下
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和保留时间，计
算得到结果 7 种成分相对于芍药苷的相对保留时
间 RSD 均小于 0.11%，相对峰面积 RSD 均小于
1.9%，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48 h 内稳定性良好。
2.4.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芍药甘草汤

物质基准冻干粉 6 份，每份约 0.05 g，精密称定，
分别精密加入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按“2.3.2”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测定，结果芍药内酯苷、芍药苷、芹糖甘
草苷、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苯甲酰芍药
苷、甘草酸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0.02%、
99.26%、100.91%、99.58%、99.29%、97.97%、
93.83%、102.88%，RSD 分 别 为 0.40%、0.32%、
0.79%、0.40%、0.67%、0.87%、0.92%、3.5%。
2.5　QAMS 的建立

2.5.1　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以芍药苷为内标
物，采用多点校正法计算相对校正因子 [11-12]。
fi/s ＝ fi/fs ＝ CiAs/AiCs，公式中 Ci 为待测成分的质
量浓度，Ai 为待测成分峰面积，As 为内标物对照
品峰面积，Cs 为内标物对照品浓度。取同一混合
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 5、10、15、20 μL，记
录 8 种成分色谱峰面积，计算芍药内酯苷、芹糖
甘草苷、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苯甲酰芍
药苷、甘草酸的 fi/s 分别为 1.146、0.756、0.532、
0.850、0.311、0.634、3.656。
2.5.2　相对校正因子耐用性考察
　　① 仪器和色谱柱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
考察不同色谱柱（Dikma diamonsil C18，Thermo 
Syncronis C18，Agilent zorbax SB-C18，规格均为
250 mm×4.6 mm，5 μm） 在 Thermo U3000 和
Agilent 1260 色谱仪上的相对校正因子，结果各
成分相对校正因子的 RSD ＜ 3.0%，表明仪器和
色谱柱对各成分的相对校正因子无显著影响。
　　② 流速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考察不同流速
（0.8、1.0、1.2 mL·min－ 1）下各化合物的相对校
正因子，结果各成分相对校正因子的 RSD ＜ 2.0%，
表明流速对各成分相对校正因子无显著影响。
　　③ 柱温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考察不同柱
温（25、30、35℃）下各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结果各成分相对校正因子的 RSD ＜ 3.0%，表明
柱温对各成分相对校正因子无显著影响。
2.6　待测成分色谱峰的定位

　　相对保留时间法是 QAMS 法普遍采用的色谱
峰定位方法 [13-15]。以相对保留时间进行色谱峰定
位时，芍药内酯苷、芍药苷、芹糖甘草苷、甘草
苷和异甘草苷 5 个待测成分的 RSD 小于 3%，苯
甲酰芍药苷和甘草酸的 RSD 超过了 5%，表明相
对保留时间对于距内参峰芍药苷较远的峰的定位
效果较差。若采用两点校正法，选取芍药苷和甘
草酸进行两点校正 [16-17]，仅有个别数据 RSD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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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位效果较好。
2.7　QAMS 法与其他测定方法结果的比较

　　将 15 批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供试品溶液注
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分别采用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和 QAMS 法计算各待测成分的含量，

结果见表 3。采用 SPSS 21.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经过统计学
检验，结果显示通过标准曲线法和 QAMS 法得到
的含量之间无明显差异，说明 QAMS 法在芍药甘
草汤物质基准含量测定研究中基本可行。

表 3　8 种成分不同方法含量测定结果 
Tab 3　Content of 8 components by different methods

编号
芍药苷 /% 芍药内酯苷 /% 芹糖甘草苷 /%

标准曲线法 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 QAMS 法 RSD 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 QAMS 法 RSD

1 4.58 0.94 0.96 0.94 0.97 1.25 1.23 1.26 1.3

2 4.80 1.08 1.09 1.07 0.80 1.26 1.25 1.28 1.3

3 5.19 1.06 1.07 1.06 0.81 1.35 1.33 1.36 1.3

4 5.23 1.01 1.03 1.01 0.88 0.87 0.86 0.89 1.3

5 5.19 0.96 0.97 0.96 0.94 0.84 0.83 0.85 1.3

6 4.12 0.81 0.83 0.82 1.3 0.98 0.97 1.00 1.3

7 4.25 0.81 0.83 0.82 1.3 0.52 0.52 0.53 1.5

8 5.44 1.26 1.27 1.26 0.71 1.43 1.41 1.44 1.3

9 4.59 0.92 0.94 0.93 1.0 0.59 0.58 0.60 1.4

10 4.76 0.82 0.84 0.83 1.3 0.87 0.86 0.88 1.3

11 3.94 2.68 2.65 2.62 1.2 0.45 0.45 0.46 1.5

12 4.56 1.21 1.23 1.21 0.71 0.55 0.55 0.56 1.4

13 4.27 0.60 0.63 0.62 2.1 1.10 1.09 1.12 1.3

14 4.70 0.91 0.93 0.91 1.0 0.52 0.51 0.53 1.4

15 4.44 0.92 0.93 0.92 1.0 0.61 0.61 0.62 1.4

编号
甘草苷 /% 异甘草苷 /% 甘草素 /%

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 QAMS 法 RSD 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 QAMS 法 RSD 标准曲线法 外标一点法 QAMS 法 RSD

1 1.13 1.14 1.14 0.39 0.19 0.19 0.19 0.88 0.10 0.10 0.10 1.1 

2 1.03 1.04 1.04 0.54 0.16 0.16 0.16 0.85 0.11 0.11 0.10 1.1

3 0.84 0.85 0.85 0.86 0.14 0.14 0.14 0.83 0.07 0.06 0.06 0.96 

4 0.84 0.86 0.86 0.86 0.14 0.15 0.14 0.83 0.05 0.05 0.05 0.84 

5 0.74 0.76 0.76 1.1 0.14 0.14 0.13 0.83 0.04 0.04 0.04 0.78 

6 0.70 0.71 0.71 1.2 0.12 0.13 0.12 0.82 0.05 0.05 0.05 0.86 

7 1.39 1.39 1.39 0.15 0.25 0.25 0.25 0.92 0.08 0.08 0.08 1.1

8 0.61 0.62 0.62 1.5 0.09 0.09 0.09 0.86 0.04 0.04 0.04 0.72 

9 1.94 1.94 1.94 0.17 0.37 0.37 0.37 0.99 0.13 0.13 0.13 1.2

10 0.62 0.64 0.64 1.5 0.13 0.13 0.13 0.83 0.04 0.04 0.04 0.71 

11 1.21 1.22 1.22 0.29 0.25 0.25 0.25 0.93 0.09 0.09 0.08 1.1

12 2.04 2.03 2.03 0.22 0.37 0.37 0.37 0.99 0.06 0.06 0.06 0.92 

13 0.99 1.00 1.00 0.58 0.20 0.20 0.20 0.89 0.05 0.05 0.05 0.86 

14 1.72 1.72 1.72 0.08 0.34 0.34 0.34 0.97 0.10 0.10 0.10 1.1

15 2.03 2.02 2.02 0.20 0.37 0.37 0.37 0.99 0.07 0.07 0.07 0.96 

2.8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相似度分析

2.8.1　指纹图谱的建立　将 15 批芍药甘草汤物
质基准的色谱数据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
度评价系统（2012 版）”，以 S1 色谱图为参照图
谱，中位数法谱峰匹配，确定了 13 个共有峰，
指认出 8 个共有峰，分别为 4 号峰芍药内酯苷、
5 号峰芍药苷、7 号峰芹糖甘草苷、8 号峰甘草苷、

10 号峰异甘草苷、11 号峰甘草素、12 号峰苯甲
酰芍药苷、13 号峰甘草酸，见图 1 和图 2。
2.8.2　芍药甘草汤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对 15
批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指纹图谱进行相似度评
价，结果显示 15 批样品相对于对照图谱的相似
度 分 别 为 0.994、0.995、0.987、0.995、0.987、
0.986、0.984、0.975、0.961、0.984、0.950、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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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苯甲酰芍药苷 /% 甘草酸 /%

标准曲线法 外标法 QAMS RSD 标准曲线法 外标法 QAMS RSD

1 0.10 0.10 0.10 0.82 2.19 2.10 2.10 2.5

2 0.10 0.10 0.10 0.82 2.07 1.97 1.97 2.8

3 0.12 0.12 0.12 0.82 1.80 1.69 1.69 3.5

4 0.11 0.11 0.11 0.82 1.31 1.19 1.19 5.7

5 0.12 0.12 0.12 0.82 1.66 1.55 1.55 4.0

6 0.13 0.13 0.13 0.82 1.69 1.58 1.58 3.9

7 0.08 0.08 0.08 0.82 2.25 2.15 2.16 2.4

8 0.24 0.23 0.24 0.82 1.88 1.78 1.78 3.3

9 0.08 0.08 0.08 0.82 3.06 2.99 2.99 1.3

10 0.11 0.11 0.11 0.82 1.70 1.59 1.59 3.8

11 0.19 0.19 0.19 0.82 2.05 1.95 1.96 2.8

12 0.19 0.19 0.19 0.82 2.91 2.83 2.84 1.4

13 0.15 0.15 0.15 0.82 1.68 1.57 1.58 3.9

14 0.09 0.09 0.09 0.82 2.71 2.63 2.63 1.7

15 0.08 0.08 0.09 0.82 2.83 2.75 2.76 1.6

续表 3

0.990、0.981、0.962，均大于 0.96，表明 15 批物
质基准之间差异性较小，样品叠加图见图 3。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多点校正法计算相对校正因子，有
关文献记载采用斜率校正法，即以标准曲线斜率比
值计算相对校正因子，当标准曲线线性关系较好，
斜率与截距之比大于 100 时，斜率校正法计算得到
的校正因子才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和准确性 [18-19]。
　　有文献认为，考察重现性以 RSD ＜ 5% 的峰
进行定位 [20]。但以相对保留值或保留时间差来定
位时，保留时间较长的成分理论值与实测值 RSD
较大，并不能准确定位。本试验采用两点校正法，
选用内参物芍药苷和保留时间靠后的甘草酸进行

两点校正，能得到较好的定位效果。
　　本研究采用 QAMS 法，同时测定芍药甘草汤
物质基准中芍药内酯苷、芍药苷、芹糖甘草苷、
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苯甲酰芍药苷和甘
草素 8 个成分。在含量测定的基础上，建立指纹
图谱，15 批样品指纹图谱相似度均在 0.96 以上，
表明不同批次物质基准的化学成分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QAMS 法结合指纹图谱的方法能更全面地
评价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的质量，可为经典名方
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图 1　样品（A）、混合对照品（B）和空白溶剂（C）HPLC 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A），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B）and solvent blank（C）

4. 芍药内酯苷（albiflorin）；5. 芍药苷（paeoniflorin）；7. 芹糖甘

草 苷（isoliquiritin apioside）；8. 甘 草 苷（liquiritin）；10. 异 甘 草

苷（lsoliquiritin）；11. 甘草素（liquiritigenin）；12. 苯甲酰芍药苷

（benzoylpaeoniflorin）；13.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图 2　样品（A）、缺甘草阴性样品（B）和缺白芍阴性样品（C）

HPLC 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of sample（A），negative sample without 
licorice substances（B）and negative sample without Radix Paeoniae 
Alba（C）

4. 芍药内酯苷（albiflorin）；5. 芍药苷（paeoniflorin）；7. 芹糖甘

草苷（isoliquiritin apioside）；8. 甘草苷（liquiritin）；10. 异甘草

苷（lsoliquiritin）；11. 甘草素（liquiritigenin）；12. 苯甲酰芍药苷

（benzoylpaeoniflorin）；13.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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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5 批次芍药甘草汤物质基准 HPLC 图及对照指纹图谱

Fig 3　HPLC chromatograms and reference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of the substance benchmark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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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糖灵片的超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建立、含量测定 
及化学模式识别

王素娟，贺凡珍*，王乾蕾，李哲，许润娟（中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　中山　528437）

摘要：目的　建立消糖灵片 UPLC 指纹图谱，测定其中 7 种成分的含量，并进行化学模式识别

分析。方法　采用 ACQUITY UPLC HSS T3 色谱柱（2.1 mm×100 mm，1.8 µm）；流动相为 0.1%
磷酸水溶液 - 乙腈，梯度洗脱；体积流量 0.2 mL·min－ 1；检测波长 230 nm；柱温 30℃；进样

量 2 µL。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本），绘制指纹图谱进行色谱峰匹

配和相似度评价；测定 7 种成分的含量，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CA）和主成分分

析（PCA）。结果　15 批样品指纹图谱中有 25 个共有峰，相似度均大于 0.996，共指认出其中

12 个峰。对分离度好、峰面积响应值大的 7 个组分进行含量测定，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

验的 RSD 均小于 2.5%；平均加样回收率均在 94.53% ～ 103.74%（RSD 在 0.23% ～ 2.1%，n ＝

3）。盐酸小檗碱、盐酸黄连碱、芒果苷、芍药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五味子醇甲和格列本

脲的含量分别为 3.951 ～ 4.356、1.325 ～ 1.665、0.205 ～ 0.331、2.444 ～ 3.119、0.184 ～ 0.296、
0.264 ～ 0.380、1.598 ～ 1.786 mg·g－ 1。聚类分析将样品分成 2 类，PCA、正交偏最小二乘 -
判别分析（OPLS-DA）发现 10 个成分是造成不同批次样品差异性的主要标记物。结论　建立

的 UPLC 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方法快速、稳定、可靠，结合化学模式识别分析，能够为消糖灵

片样品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消糖灵片；指纹图谱；超高效液相色谱；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正交偏最小二乘法 -
判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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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25

UPLC fingerprints establishment, content determination and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of Xiaotangling tablets 

WANG Su-juan, HE Fan-zhen*, WANG Qian-lei, LI Zhe, XU Run-juan (Zhongshan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37)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UPLC fingerprints for Xiaotangling tablets,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7 components, and recognize the chemical pattern. Methods  The ACQUITY UPLC HSS T3 column 
(2.1 mm×100 mm, 1.8 µm) was used with the mobile phase of 0.1% phosphoric acid-acetonitrile 
flowing at 0.2 mL·min－ 1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30 nm,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 µL. The similarities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evaluated by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2 Edition) to confirm the common peaks. The same UPLC method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7 components.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with SPSS 20.0 software. Results  There were 25 common peaks in the fingerprints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with all similarities over 0.996. Twelve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The content of 
the 7 components with good resolution and large peak area response was determined. RSDs of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all lower than 2.5%.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between 
94.53% and 103.74% (RSDs between 0.23% and 2.1%, n ＝ 3). The content of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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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糖灵片是临床常用的降糖类药物，由 11
味中药（知母、天花粉、黄连、白芍、黄芪、人
参、枸杞子、丹参、五味子、杜仲及沙苑子）与
西药格列本脲组成，具有益气养阴、清热泻火、
益肾缩尿之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阴虚燥热、气
阴两虚所致的消渴病，症见口渴喜饮、体倦乏
力、多食、多尿、消瘦；2 型糖尿病见上述症候
者 [1]。消糖灵片质量标准收载于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新药转正标准第七十六册（标准号为
YBZ03442004-2008Z），原质量标准对黄芪甲苷、
人参皂苷 Re 和人参皂苷 Rg1、黄连药材进行了
薄层鉴别，并对芍药苷与格列本脲进行了含量测
定。但仅对部分药味进行薄层色谱鉴别和含量测
定，无法全面反映产品的质量。目前尚未见有消
糖灵片化学成分与指纹图谱的相关研究报道 [2-3]。
　　中药复方制剂由多味中药材共同配伍而成，
通过不同活性成分共同作用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因此对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的方法应能够
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其所含的化学成分。中药
指纹图谱能标示中药的化学成分特征，通过对其
潜藏的大量数据和变量进行挖掘和评价，能够有
效反映出中药内在的化学成分信息 [4-5]，实现鉴
别产品真实性、评价质量一致性和产品稳定性的
可靠手段 [4-5]。因此，本试验旨在建立消糖灵片的
UPLC 指纹图谱，并进行多组分含量测定，结合
化学模式识别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为
消糖灵片的质量评价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Waters ACQUITY UPLC H-CLASS 超高液相
色谱仪，PDA 检测器（美国沃特世公司）；Milli-
pore Integral-5 超纯水机（德国默克公司）；MET-
TLER XS 205 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瑞士梅特
勒 - 托利多）；超声波清洗机（天津瑞普）。
1.2　试药

　　15 批消糖灵片样品（7 批由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
司提供，8 批购自市场），具体信息见表 1。对照品
绿原酸（批号：110753-201817，含量：96.8%）、芒
果苷（批号：111607-201704，含量：98.1%）、芍药
苷（批号：110736-201943，含量 95.1%）、盐酸黄连
碱（批号：112026-201802，含量：94.0%）、盐酸巴
马汀（批号：110732-201913，含量：85.7%）、盐酸
小檗碱（批号：110713-201814，含量：86.7%）、五
味子醇甲（批号：110857-201815，含量：99.7%）、
格 列 本 脲（批 号：100135-201806， 含 量：99.5%，
HPLC）（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照品毛
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批号：PF190926-15，含量：
98.87%）、沙苑子苷（批号：PF190618-05，含量：
98.56%）、丹酚酸 B（批号：PF191019-03，含量：
98.66%）（Stanford Chemicals 公司）；对照品芍药内酯
苷（批号：O0970010，含量：99.4%，上海安谱实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腈、甲醇为色谱纯（MERCK
公司），超纯水由 Millipore 超纯水机制备。

表 1　消糖灵片样品信息 
Tab 1　Samples of Xiaotangling tablet 

序号 批号 序号 批号

S1 20190604 S9 20190201
S2 20190801 S10 20190903
S3 20190901 S11 20200101
S4 20190204 S12 20200102
S5 20190202 S13 20200201
S6 20191203 S14 20200202
S7 20191204 S15 20190502
S8 20191102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ACQUITY UPLC HSS T3 色谱柱（2.1 mm× 

100 mm，1.8 µm）；流动相为 0.1% 磷酸水（加
1 mL 三乙胺调 pH 至 2.6）（A）- 乙腈（B），梯度
洗脱（0 ～ 10 min，98% ～ 84%A；10 ～ 14 min，
84% ～ 77%A；14 ～ 22.5 min，77% ～ 70%A；

coptisine hydrochloride, mangiferin, paeoniflorin, calycosin7-O-β-D-glucopyranoside, schisandrin A 
and glibenclamide was 3.951 ～ 4.356, 1.325 ～ 1.665, 0.205 ～ 0.331, 2.444 ～ 3.119, 0.184 ～ 0.296, 
0.264 ～ 0.380, and 1.598 ～ 1.786 mg·g－ 1, respectively. Cluster analysis divided the samples into two 
categori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discriminant analysis found 
that 10 components were the main marker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samples of different batches. Conclusion  
The UPLC fingerprint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is fast, stable and feasible, which can control the 
quality of Xiaotangling tablets combined with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Key words: Xiaotangling tablet; fingerprints; UPLC; cluster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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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 33 min，70% ～ 30%A；33 ～ 36 min，
70%A）；体积流量 0.2 mL·min－ 1；柱温 30℃；
进样量 2 µL，检测波长 230 nm。
2.2　消糖灵片 U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

2.2.1　指纹图谱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
取对照品（绿原酸、芒果苷、芍药内酯苷、芍药
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沙苑子苷、盐酸黄连碱、
丹酚酸 B、盐酸巴马汀、盐酸小檗碱、五味子醇甲、
格列本脲）各约 5 mg，加甲醇溶解定容于 10 mL
量瓶中，配制成质量浓度约为 0.5 mg·mL－ 1 的对
照品储备液；分别精密量取 2 mL，置同一 50 mL
量瓶中，用 50% 甲醇水溶液稀释定容至刻度，制
成质量浓度约 0.02 m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消糖灵片 10 片，
除去薄膜衣，研细，混匀，精密称取 0.4 g，置具
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50% 甲醇水溶液 25 mL，
密塞，超声处理（40 kHz）30 min，取出，放冷，
用 50% 甲醇水溶液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经
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2.2.3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样品 S6 供试品溶
液 6 份，进样测定，测得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
留时间 RSD 小于 1.0%，相对峰面积 RSD 值在
0.20% ～ 2.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2.4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样品 S6 共 6 份，按
“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测得

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小于 1.0%，相对峰面积
RSD 值在 0.52% ～ 2.9%，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2.5　稳定性试验　在“2.1”项条件下，分别于
0、2、4、6、12、24 h 精密吸取样品 S6 供试品
溶液进样，测得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小于 1.0%，相对峰面积 RSD 值在 0.38% ～ 2.4%。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2.6　指纹图谱建立及相似度分析　使用《中药
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1 版本）对
所得的不同批次消糖灵片的指纹图谱数据进行分
析，以 S6 为参照色谱图，采用多点校正法建立
指纹图谱 [6]，得到 15批消糖灵片指纹图谱见图 1，
相似度计算数据显示，15 批消糖灵片样品的指纹
图谱相对于对照指纹图谱（R）的相似度均大于
0.996，结果见图 2。

图 1　15 批样品 UPLC 指纹图谱

Fig 1　UPLC fingerprints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图 2　15 批样品相似度计算结果

Fig 2　Similarities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2.2.7　色谱峰指认　在消糖灵片 UPLC 指纹图谱
中共标定 25 个共有峰，通过与混合对照品溶液图
谱的峰保留时间及光谱图对照，分别指认了 12 个
色谱峰。其中 4 号峰为绿原酸，5 号峰为芒果苷，

8 号峰为芍药内酯苷，10 号峰为芍药苷，11 号峰
为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14 号峰为沙苑子苷，17
号峰为盐酸黄连碱，18 号峰为丹酚酸 B，19 号峰
为盐酸巴马汀，20 号峰为盐酸小檗碱，23 号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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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醇甲，25 号峰为格列本脲，结果见图 3。

图 3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 UPLC 色谱图

Fig 3　UPLC chromatography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4.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5. 芒果苷（mangiferin）；8. 芍药

内 酯 苷（albiflorin）；10. 芍 药 苷（paeoniflorin）；11. 毛 蕊 异 黄

酮 葡 萄 糖 苷（calycosin7-O-β-D-glucopyranoside）；14. 沙 苑 子 苷

（complanatuside）；17. 盐 酸 黄 连 碱（coptisine hydrochloride）；

18. 丹 酚 酸 B（salvianolic acid B）；19. 盐 酸 巴 马 汀（palmatine 
hydrochloride）；20. 盐酸小檗碱（berberine hydrochloride）；23. 五
味子醇甲（schisandrin A）；25. 格列本脲（glibenclamide）

2.3　7 种组分的含量测定

2.3.1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对
照品（盐酸小檗碱、盐酸黄连碱、芒果苷、芍药
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五味子醇甲、格列
本脲）各适量，分别置于 20 mL 量瓶中，加甲醇
溶解定容，配制成各对照品储备液；分别精密
取各对照品储备液适量，加 50% 甲醇水溶液制
成盐酸小檗碱质量浓度分别为 11.319、22.639、
45.279、90.558、181.116 μg·mL－ 1，盐酸黄连碱
质量浓度分别为 8.800、17.601、35.203、70.406、
140.812 μg·mL－ 1， 芒 果 苷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0.8497、1.699、3.399、6.798、13.596 μg·mL－ 1，
芍 药 苷 分 别 为 4.454、8.909、17.82、35.64、71.28 
μg·mL－ 1，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分别为 2.236、4.472、
8.944、17.89、35.78 μg·mL－ 1，五味子醇甲分别为
0.7415、1.483、2.966、5.932、11.86 μg·mL－ 1， 格
列 本 脲 分 别 为 3.783、7.567、15.13、30.15、60.54 
μg·mL－ 1 的混合系列对照品溶液。
2.3.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同“2.2.2”项下操作。
2.3.3　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供
试品溶液（编号 S6）和空白溶液（50% 甲醇水溶
液）适量，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结果各待测
成分的色谱峰分离度均大于 1.5，理论板数均大
于 80 000，拖尾因子为 0.9 ～ 1.4，空白溶液对 7
种成分的测定无干扰，见图 4。
2.3.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2.3.1”项下各混
合系列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以
各待测成分质量浓度（X，μg·mL－ 1）为横坐标、

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2。
2.3.5　精密度试验　取“2.3.1”项下混合对照品
溶液适量，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测
定 6 次，记录峰面积。结果盐酸小檗碱、盐酸
黄连碱、芒果苷、芍药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
苷、五味子醇甲、格列本脲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060%、0.10%、0.35%、0.20%、0.26%、2.0%、
0.21%（n ＝ 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6　重复性试验　取消糖灵片样品（编号 S6）
0.4 g，共 6 份，按“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按标准曲线法
计算样品含量。结果 7 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 在
0.52% ～ 2.3%，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3.7　稳定性试验　取“2.3.2”项下供试品溶液
（编号 S6）适量，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2、4、6、
12、24 h，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 7 种成
分峰面积的 RSD 在 0.38% ～ 2.3%。
2.3.8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消糖灵片样
品（编号 S6）约 0.2 g，共 9 份，分别按已知含量

图 4　供试品（A）、混合对照品（B）和空白溶液（C）色谱图

Fig 4　UPLC chromatogram of Xiaotangling tablets（A），mixed 
reference（B）and blank solution（C）

5. 芒果苷（mangiferin）；10. 芍药苷（paeoniflorin）；11. 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calycosin7-O-β-D-glucopyranoside）；17. 盐酸黄连碱

（coptisine hydrochloride）；20. 盐 酸 小 檗 碱（berberine hydrochlo-
ride）；23. 五味子醇甲（schisandrin A）；25. 格列本脲（glibencla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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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0%、100%、120% 加入 7 种对照品储备液（各
3 份），按“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
样测定，结果盐酸小檗碱、盐酸黄连碱、芒果苷、
芍药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五味子醇甲、格
列本脲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在 96.11% ～ 101.06
（RSD 在 0.27% ～ 1.1%）、94.96% ～ 96.46%
（RSD 在 0.32% ～ 0.82%）、98.60% ～ 103.74%
（RSD 在 1.1% ～ 1.4%）、94.53% ～ 99.10%%
（RSD 在 0.23% ～ 0.58%）、98.45% ～ 99.97%
（RSD 在0.63%～2.1%）、95.17%～97.27%（RSD

在 1.1% ～ 1.9%）、98.81% ～ 100.9%（RSD 在
0.41% ～ 1.3%）。
2.3.9　样品含量测定　取消糖灵片 15 批，按
“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记
录峰面积并按标准曲线法计算样品含量。测得样
品中盐酸小檗碱、盐酸黄连碱、芒果苷、芍药
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五味子醇甲、格列本
脲的含量分别在 3.951 ～ 4.356、1.325 ～ 1.665、
0.205 ～ 0.331、2.444 ～ 3.119、0.184 ～ 0.296、
0.264～0.380、1.598～1.786 mg·g－1，结果见表3。

表 3　15 批消糖灵片中 7 个成分含量的测定结果 (n ＝ 3，mg·g － 1) 
Tab 3　Content of 7 components in 15 batches of Xiaotangling tablets (n ＝ 3，mg·g － 1)

批次 盐酸小檗碱 盐酸黄连碱 芒果苷 芍药苷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五味子醇甲 格列本脲

S1 4.189 1.446 0.222 2.664 0.296 0.276 1.765 

S2 4.032 1.377 0.224 2.909 0.270 0.288 1.677 

S3 4.262 1.506 0.291 3.119 0.255 0.277 1.716 

S4 3.997 1.356 0.205 3.065 0.184 0.375 1.786 

S5 4.178 1.387 0.210 2.752 0.212 0.282 1.628 

S6 4.189 1.610 0.330 2.574 0.268 0.309 1.613 

S7 4.356 1.665 0.331 2.586 0.256 0.299 1.672 

S8 4.103 1.453 0.331 2.683 0.292 0.281 1.598 

S9 3.951 1.325 0.221 2.754 0.209 0.284 1.752 

S10 4.119 1.453 0.286 2.444 0.280 0.264 1.737 

S11 4.172 1.616 0.273 2.934 0.270 0.356 1.638 

S12 4.079 1.555 0.268 2.955 0.270 0.380 1.664 

S13 4.079 1.572 0.268 2.955 0.273 0.374 1.608 

S14 4.093 1.592 0.270 2.621 0.268 0.286 1.682 

S15 4.225 1.628 0.331 2.571 0.269 0.316 1.618 

2.4　化学模式识别方法

2.4.1　聚类分析（CA）　应用 SPSS 20.0 软件，以
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为变量，对消糖灵片样品的数
据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组间平均连接法，以欧氏距
离为度量标准 [7]，结果见图5。当距离刻度为25时，
15 批样品主要分为 2 大类，S2、S3、S5、S6、S7、
S8、S9、S11、S13、S14、S15 为第 1 类，S1、S4、
S10、S12 为第 2 类。
2.4.2　主成分分析（PCA）　以各批次消糖灵片
的指纹图谱所得共有峰的峰面积为变量，构建

15×25 的原始数据矩阵，通过变量统计分析软件
（SIMCA 14.1）对 15 批消糖灵片样品进行 PCA，
绘制出主成分分析图，结果见图 6，表明 15 批
消糖灵片样品呈现的分类与聚类分析结果基本吻
合。PCA 载荷图中的每一个点表示为一个色谱
峰，其与原点（0，0）的距离越远，代表该色谱
峰对样品整体分布贡献的程度越大 [8]。3、4、5、
6、10、11、12、13、14、16、17、19、20、22
和 25 号色谱峰在坐标系中距离原点较远，表明
其对消糖灵片的质量有重要影响，见图 7。

表 2　7 种组分的回归方程与线性范围 
Tab 2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linearity of 7 component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μg·mL － 1）

盐酸小檗碱 Y ＝ 4.6911×104X － 5.7456×104 0.9999 11.32 ～ 181.12
盐酸黄连碱 Y ＝ 4.0856×104X － 4.8363×104 0.9999 8.800 ～ 140.81
芒果苷 Y ＝ 3.0101×104X － 7.1206×103 0.9993 0.8497 ～ 13.60
芍药苷 Y ＝ 1.4120×104X － 5.0009×103 0.9999 4.454 ～ 71.28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Y ＝ 3.0081×104X － 3.8874×103 0.9999 2.236 ～ 35.78
五味子醇甲 Y ＝ 4.1763×104X ＋ 7.3422×103 0.9998 0.7415 ～ 11.86
格列本脲 Y ＝ 2.6040×104X － 7.7765×103 0.9995 3.783 ～ 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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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5 批样品聚类树状图

Fig 5　Dend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图 6　15 批样品 PCA 图

Fig 6　PCA plot for 15 batches of samples

图 7　15 批样品 PCA 载荷图

Fig 7　Load scatter diagram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2.4.3　OPLS-DA　本研究采用 OPLS-DA 模型对
样品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得到各批次样品间的差
异性成分，见图 8。

图 8　15 批样品 OPLS-DA 分析散点图

Fig 8　Scatter diagram of OPLS-DA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为筛选出对上述样品分类贡献较大的成分，
以变量投影重要度（variable importance for the 
projection，VIP）＞ 1.0 为筛选标准 [9]，对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共得到 10 个有意义变量，按照变
量投影重要度值大小依次为13号峰＞17号峰（盐
酸黄连碱）＞ 20 号峰（盐酸小檗碱）＞ 16 号峰＞

2 号峰＞ 18 号峰（丹酚酸 B）＞ 25 号峰（格列本
脲）＞ 5 号峰（芒果苷）＞ 10 号峰（芍药苷）＞

11 号峰（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结果见图 9。这
些成分是导致 15 批样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一定的标志作用，该结果与 PCA 中载荷图的
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在以后对消糖灵片的研究中
可以重点关注上述成分的质量变化，以便更加系
统、高效地评价药物质量。
3　讨论

3.1　提取条件的优化

　　本研究在制备消糖灵片 UPLC 供试品溶液
时，结合处方工艺和各组分化学性质 [10-15]，曾分
别采用超声（15、30、60 min）、加热回流（60、

80、100℃）的方式进行提取，并进行了提取溶
剂的筛选（不同比例的甲醇水溶液、乙醇水溶液
等）。结果显示，加热回流提取耗时长，并且温
度高于 80℃时提取 60 min，格列本脲有降解。
50% 甲醇水溶液超声提取所得色谱峰信息最多，
更能兼顾各药材所含化学成分，最终选择 50% 甲

醇超声 30 min 进行提取。
3.2　色谱条件的优化

　　分别对流动相（甲醇 - 水、乙腈 - 水、甲醇 - 酸
水、乙腈 - 酸水）、色谱柱 [ Waters CORTECS UPLC 
C18（2.1 mm×100 mm，1.6 μm）、Waters ACQUITY 
UPLC HSS T3（2.1 mm×100 mm，1.8 μm）、Agilent 

图 9　15 批样品各成分 VIP 图

Fig 9　VIP diagram of various constituents from 15 batches of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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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C18（2.1 mm×150 mm，1.8 μm）]、体积流量
（0.15、0.20、0.25、0.3 mL·min－ 1）、 柱 温（25、
30、35℃）、检测波长（210、230、254、280、320 
nm）进行考察，综合峰响应强度和数量、基线平
稳性、分离度效果，最终确定 Waters ACQUITY 
UPLC HSS T3（2.1 mm×100 mm，1.8 μm）色谱柱，
乙腈 -0.1% 磷酸水（加 1 mL 三乙胺调 pH 至 2.6）
梯度洗脱，体积流量 0.2 mL·min－ 1，检测波长
230 nm，柱温 30℃为色谱分析条件。
3.3　相似度分析与含量测定分析

　　本研究建立的消糖灵片 UPLC 指纹图谱，可
以反映消糖灵片处方中各味药材所含化学组分的
信息。相似度评价结果表明，各批次的消糖灵片
指纹图谱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各批样品的化学
成分一致性较好。
　　含量测定成分的选择主要考虑所含的活性成
分、君（臣）药的特征成分、处方中大多数药味
的提取工艺等情况。消糖灵片中知母、天花粉、
黄连为君药；人参、黄芪为臣药；枸杞子、白芍、
丹参、五味子为佐药；杜仲、沙苑子为使药。其
中君药天花粉的主要有效成分为蛋白质类、多糖
类等，均无紫外吸收。其生产工艺中君药黄连、
人参采取粉碎为细粉入药，其余药材采用水提醇
沉法提取。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有人参皂苷类，
为脂溶性成分，且最大吸收波长在 203 nm，在拟
定条件下难以检出。因此选择知母、黄连、黄芪、
白芍和五味子的活性成分进行含量测定。盐酸小
檗碱、盐酸黄连碱归属于黄连药材，芒果苷归属
于知母药材，芍药苷归属于白芍药材，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归属于黄芪药材，五味子醇甲归属于
五味子药材 [10-15]，各组分涵盖君、臣、佐多味药
材的有效成分。结果显示，15 批消糖灵片中盐酸
小檗碱、盐酸黄连碱、芒果苷、芍药苷、毛蕊异
黄酮葡萄糖苷、五味子醇甲、格列本脲 7 种成分
含量的 RSD 分别为 2.5%、7.3%、17.2%、7.4%、
12.3%、13.1%、3.7%，表明不同批次的消糖灵片
质量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是投料药材质量存在
差异所导致的。
3.4　CA 与 PCA
　　因目前仅有一个厂家生产消糖灵片，故笔者
通过从生产和流通环节总共收集了不同批次的
15 个样本。按照样品中各成分的含量，在 CA 与
PCA 中将 15 个样本分为两大类。同时 OPLS-DA 
分析出对分组贡献较大的差异标志物 10 个，建
议生产厂家对这 10 个标志物进行重点关注，跟

踪这些标志物在各生产环节中的变化。本研究建
立的指纹图谱、多组分含量测定，结合化学模式
识别方法为不同批次的消糖灵片质量一致性提供
新思路，能有效弥补现有标准的不足，可供企业
在原药材来源、运输储存、生产工艺等各个环节
进行监控，以便科学、系统地保证药品的质量。
　　综上所述，所建立的 UPLC 指纹图谱稳定、
可行，含量测定方法简便、准确、重复性好，结
合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可为消糖灵片的质量控制和
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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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橐吾药材质量标准研究

万玉莹1，周燕2，达娃卓玛1，3*（1. 西藏大学，拉萨　850012；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3. 中药

藏药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拉萨　850005）

摘要：目的　建立藏橐吾药材的质量标准。方法　参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第四部通

则，对藏橐吾药材的各检查项及浸出物进行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药材中蜂斗菜素

的含量。结果　藏橐吾药材在性状、显微和 TLC 鉴别方面均具有专属性特征；水分含量为

8.58% ～ 10.12%，总灰分为 5.95% ～ 10.53%，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为 1.23% ～ 4.77%；热浸法

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为 44.30% ～ 50.96%，蜂斗菜素在 9.79 ～ 45.67 μg·mL－ 1（r ＝ 0.9996）内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藏橐吾药材中蜂斗菜素含量为 0.116% ～ 0.168%。结论　该方法可为

藏橐吾药材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藏药材；藏橐吾；质量标准；蜂斗菜素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3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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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standard for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WAN Yu-ying1, ZHOU Yan2, DAWA Zhuo-ma1, 3* (1. Tibet University, Lhasa  850012; 2.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3. NMPA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Department, Lhasa  8500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Methods  The inspection items and extract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were determ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Volume IV), 2020. The content of petasin was determined 
by HPLC. Results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ha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character, 
microscopic and TLC identification.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was 8.58% ～ 10.12%, the total ash content was 5.95% ～ 10.53%, the acid insoluble ash content was 
1.23% ～ 4.77%; and the water-soluble extract of hot leaching method was 44.30% ～ 50.96%. Petasin 
had a good linearity and accuracy at 9.79 ～ 45.67 μg·mL－ 1 (r ＝ 0.9996). The content of petasin in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ranged from 0.116% to 0.168%. Conclusion  The metho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standard for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Key words: Tibetan medicine;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 Liu; quality standard; pet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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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医药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瑰宝，藏
药质量标准问题一直是制约藏药发展的核心
问题，其中藏药材的标准化更是藏药现代化的
前 提 和 基 础 [1-2]。 藏 橐 吾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S.W.Liu] 是菊科（Compositae）橐吾属
（Ligularia）多年生草本，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

东部及尼泊尔海拔 3700 ～ 4500 m 的灌丛、山坡
等地方 [3]，全草入药 [4]，是藏药体系的常用药材，
资源丰富 [5-6]。西藏珞巴族将其作为消炎药治疗咽
喉疼痛 [7]，但目前对其报道相对较少。藏橐吾性
温，味苦，入肺经，常与其他藏族当地的橐吾属
植物一起被称作“日肖”，用于清热解毒、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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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及风湿等症状 [4]，其药用价值在《中国中药
资源志要》中也有所记载，温肺止咳，润肺降气，
还有散寒、化痰以及止痰的功效 [5]。
　　历版《中国药典》、各地方药典、《卫生部药
品标准 • 藏药 • 第一册》正文中均未收载藏橐吾
相关质量标准。本研究根据《中国药典》2020 年
版第四部通则相关规定 [8]，首次对藏橐吾药材
根、茎、叶及粉末的显微特征和薄层色谱进行鉴
别，并对药典规定的常规项目进行检查，确定使
用藏橐吾药材中大量且具有生物活性的倍半萜成
分——蜂斗菜素为薄层鉴别及含量测定指标 [9]，
为地方药材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参考，为国家药
材质量标准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
1　材料

1.1　仪器与试药

　　Waters Acquity UPLC H-CLASS 液相色谱仪（四

元泵，PDA 检测，柱温箱，自动进样器，Empower 
色谱数据工作站）；色谱柱为 Welch Ultimate XB-
C18（250 mm×4.6 mm，5 μm）；Sartorius BT 25 S
（十万分之一）、BSA124S-CW（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德国赛多利斯公司）；蜂斗菜素对照品（实验
室自制，纯度＞ 99.0%）；硅胶 G 板（青岛海洋化
工有限公司）；甲醇、乙腈为色谱纯（中国 MO-
RELLK 公司）；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药材

　　藏橐吾药材 8 批次，均采自西藏自治区境内
各不同地区，经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格桑巴珠副主
任药师鉴定为菊科橐吾属植物藏橐吾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药材全草晒干，
粉碎后过 2 号筛，混合均匀，备用。样品信息见
表 1。

表 1　藏橐吾药材采集信息 
Tab 1　Sample collection information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 (Drumm.) S.W.Liu

样品批号 采集地点 海拔 /m 地理位置 采样日期

Z2020-01 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镇 4680 E：88° 13'26''，N：27° 47'29'' 2019 年 7 月

Z2020-02 日喀则市亚东县康布乡 4570 E：88° 57'57''，N：27° 41'12'' 2019 年 7 月

Z2020-03 日喀则市亚东县堆纳乡 4522 E：89° 14'04''，N：27° 58'32'' 2019 年 7 月

Z2020-04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 4100 E：91° 15'26''，N：29° 65'35'' 2019 年 8 月

Z2020-05 拉萨市达孜区扎叶巴 3895 E：91° 16'49''，N：29° 44'32'' 2019 年 8 月

Z2020-06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 3961 E：91° 07'12''，N：29° 41'39'' 2019 年 8 月

Z2020-07 日喀则市亚东县吉汝乡 4726 E：89° 03'14''，N：28° 10'17'' 2020 年 7 月

Z2020-08 拉萨市曲水县才那乡 3820 E：90° 57'17''，N：29° 26'17'' 2020 年 7 月

2　方法与结果

2.1　药材性状特征

　　药材干燥根部呈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根肉
质，多数，根簇生多数细根，长 3 ～ 15 cm，直径
0.1 ～ 0.3 cm，表面灰褐色，有纵皱纹，质较柔韧，
不易折断。叶片椭圆形或卵形，长 15 ～ 20 cm，
宽 5 ～ 7 cm，叶基呈心形，边缘具规则的三角形
齿；茎生叶无柄，基部抱茎，表面棕褐色，近圆柱
形，质地较硬，易折断，内部淡黄色，中空结构。
气微香，味苦。藏橐吾原植物及干燥药材见图 1。
2.2　显微特征

2.2.1　根横切面　呈类圆形，表皮细胞 1 ～ 2 列，
直径约 24 μm；外周孔隙较大，直径为 0.05 ～ 0.1 
mm，环绕一周有 5 ～ 7 个；皮层多为薄壁细
胞，直径约 48 μm，15 ～ 17 层疏松排列；内周
孔隙呈类圆形，周状排列一周 5 ～ 7 个，直径
0.05 ～ 0.1 mm；中间有中心维管束，直径约为横
切面直径的 1/6。韧皮部呈圆环形排列在木质部

周围，5 ～ 7 列；木质部呈紧密排列圆形，约占
横切面半径的 1/16（见图 2）。
2.2.2　茎横切面　类圆形，表皮细胞 1 列，皮层
较厚，4 ～ 5 列排列成环；双韧性维管束周状排
列，一周环绕 15 ～ 20 个，2 个旁支上各有 3 ～ 4
个双韧性维管束；髓部由数十列细胞组成的环髓
带包围。中心类圆形导管，半径约为横切面半径
的 1/10（见图 3）。
2.2.3　主叶脉横切面　上、下表皮细胞各 1 列，椭
圆形或类圆形；海绵组织细胞 3 ～ 5 列，不规则疏
松排列；栅栏组织紧密排列 2 ～ 3 列；中间有中心
维管束，椭圆形，木质部呈疏松排列半圆形，直径
约 0.2 mm，细胞大小不一；韧皮部在木质部下方，
韧皮部细胞紧密排 4 ～ 5 列，细胞较木质部细胞较
小，直径约为木质部细胞 1/2（见图 4）。
2.2.4　生药粉末　本品粉末灰褐色或灰绿色，叶
表皮细胞分两种，一种是上表皮，细胞呈方形或
多角形，另一种是下表皮，细胞呈波浪形，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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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式，副卫细胞 4 ～ 5 个，大小 30.0 ～ 61.6 
μm。纤维单个或成束存在，木纤维具纹孔。薄壁
细胞类圆形，大小不等。木栓细胞类圆形，壁增
厚。非腺毛较多，表面光滑。螺纹导管为主，也
存在网纹及具缘纹孔导管，直径 29.8 ～ 42.9 μm。
木栓石细胞多见，表面观呈类长方形、长条形或
多边形，垂周壁连珠状增厚，长 110.1 ～ 143.5 
μm，宽 15.4～ 33.9 μm，可见细密的裂纹及纹孔。
散在草酸钙方晶，直径 35.3 ～ 55.4 μm。棕色块
不规则状，大小不等，散在（见图 5）。
2.3　薄层鉴别

　　称取藏橐吾药材粉末 1.0 g，加入 25 mL 甲
醇，常温超声 45 min，放置室温，过滤，取续滤
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称取蜂斗菜素适量，加甲
醇溶解制成质量浓度为 0.68 mg·mL－ 1 的对照
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吸取上述
溶液各 1 μL，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以石油醚
（60 ～ 90℃）- 乙酸乙酯（3∶1）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晾干，喷 25% 磷钼酸溶液，105℃加热至
斑点显色清晰。可在样品、对照药材及对照品相
应位置上，观察到相同深蓝色斑点（见图 6）。
2.4　水分测定 
　　不同产地的藏橐吾药材水分含量 8.58% ～ 

10.12%，平均值含量为 9.4%。以平均值上浮
20% 为上限，暂定本品水分不得过 11.0%。8 批
样品水分含量均在规定范围内，药材水分合格率
为 100%（通则 0832 第二法）。结果见表 2。

表 2　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的测定结果 (n ＝ 2) 
Tab 2　Determination of water，total ash and acid insoluble ash 

(n ＝ 2) 

批号 水分 /% 总灰分 /% 酸不溶性灰分 /%

Z2020-01   9.81   7.26 1.69

Z2020-02   9.42   6.17 1.23

Z2020-03   8.85   6.40 1.40

Z2020-04   8.58   8.34 2.93

Z2020-05   9.49   5.95 1.25

Z2020-06 10.12   8.38 2.24

Z2020-07   9.38   9.09 3.35

Z2020-08   9.48 10.53 4.77

均值 9.4 7.8 2.40

2.5　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测定

　　不同产地的藏橐吾药材总灰分含量为
5.95% ～ 10.53%，平均值为 7.8%，酸不溶性灰
分含量为 1.23% ～ 4.77%，平均值为 2.40%。以
平均值上浮 20% 为上限，暂定本品总灰分含量不
得过 9.5%，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不得过 3.0%。其

中在 8 批藏橐吾药材中，药材批号为 Z2020-08 总
灰分不合格，药材批号为 Z2020-08、Z2020-07 酸
不溶性灰分不合格。药材总灰分合格率为 87.5%；
酸不溶性灰分合格率为 75%（通则 2302），结果
见表 2。
2.6　浸出物测定

　　随机选取一批药材为代表（批号：Z2020-
03），对浸出物提取方法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以
浸膏计，热浸法以纯水作为溶剂时得到浸出物含
量最高。采用此方法测得 8 批不同产地藏橐吾药
材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为 44.30% ～ 50.96%，平均
值为45.3%，以本品干燥品平均值的80% 为下限，
暂定本品水溶性浸出物不得少于 32.3%。8 批不
同产地的藏橐吾药材均符合要求（通则 2201）。
药材浸出物合格率为 100%，结果见表 3 ～ 4。

表 3　浸出物提取方法的考察 (n ＝ 2) 
Tab 3　Extraction method (n ＝ 2)

方法 溶剂 浸出物平均含量 /% RSD/%

冷浸法 水 37.93 1.8

稀乙醇 47.11   0.42

乙醇 11.10   0.43

热浸法 水 51.05   0.54

稀乙醇 38.42   0.11

乙醇 13.38   0.96

表 4　水溶性浸出物含量测定结果 (n ＝ 2) 
Tab 4　Determination of water-soluble extract content (n ＝ 2)

批号 浸出物含量 /%

Z2020-01 45.84

Z2020-02 49.12

Z2020-03 50.96

Z2020-04 44.30

Z2020-05 46.97

Z2020-06 49.52

Z2020-07 46.28

Z2020-08 44.30

2.7　蜂斗菜素含量测定

2.7.1　色谱条件　流动相：甲醇 - 乙腈 -0.1% 甲
酸 水 ＝ 38∶43∶19（V/V/V）； 色 谱 柱：Welch 
Ultimate® XB-C18（250 mm×4.6 mm，5 μm）；流
速：1.0 mL·min－ 1；检测波长：232 nm；柱温：
25℃；进样量：10 µL。
2.7.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蜂斗菜素
对照品适量，用甲醇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 815.6 
μg·mL－ 1 的对照品储备液。精密吸取对照品储
备液 1 mL 用甲醇定容到 25 mL 量瓶中，得到质
量浓度为 32.62 μg·mL－ 1 的对照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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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藏橐吾药
材粉末（过 2 号筛）0.5 g，精密加入甲醇 25 mL，
称量。常温超声 45 min，放置室温，称量，用甲
醇补足重量；过滤，续滤液用 0.22 μm 微孔滤膜
过滤，作为供试品溶液。
2.7.4　系统适用性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空白溶液（甲醇）进样测定。结

图 1　藏橐吾原植物（A）及干燥药材（B）

Fig 1　Original plant（A）and dry medicinal material（B）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

图 2　藏橐吾根横切面

Fig 2　Cross section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 root
1. 外表皮（exocuticle）；2. 外周孔隙（outer pore）；3. 皮层（cortex）；

4. 内周孔隙（inner pore）；5. 木质部（xylem）；6. 韧皮部（phloem）；

a. 韧皮部与木质部放大图（enlarged view of phloem and xylem）；b. 
根横切面饼图（pie chart of root cross section）

图 3　藏橐吾茎横切面

Fig 3　Cross section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 stem
1. 外 表 皮（exocuticle）；2. 皮 层（cortex）；3. 双 韧 型 维 管 束

（bicollateral vascular bundle）；4. 髓（pulp）；a. 韧皮部与木质部放

大图（enlarged view of phloem and xylem）

图 4　藏橐吾主叶脉横切面

Fig 4　Main vein cross section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
S.W.Liu
1. 上表皮（upper epidermis）；2. 栅栏组织（palisade tissue）；3. 木
质部（xylem）；4. 韧皮部（phloem）；5. 海绵组织（sponge tissue）；

6. 下表皮（lower epidermis）；a. 韧皮部与木质部放大图（enlarged 
view of phloem and xylem）

图 5　藏橐吾生药粉末

Fig 5　Crude drug powder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
1. 表皮细胞（epidermal cell）；2. 非腺毛（nonglandular hair）；3. 腺
毛（glandular hairs）；4. 导管（vessel）；5. 薄壁细胞（parenchyma 
cell）；6. 木栓细胞（cork cell）；7. 草酸钙方晶（calcium oxalate 
cubic crystal）；8. 棕色块（brown block）

图 6　藏橐吾 TLC 图

Fig 6　TLC of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S.W.Liu
1. 蜂 斗 菜 素（petasin）；2 ～ 9. Z2020-01 ～ Z2020-08 藏 橐 吾 样

品 [2 ～ 9. Z2020-01 ～ Z2020-08 Ligularia rumicifolia（Drumm.）
S.W.Liu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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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蜂斗菜素与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均＞

1.5，与其他组分可以达到完全分离，对称因子在
0.95 ～ 1.05，峰形对称，理论塔板数≥ 10 000。
结果见图 7。

图 7　蜂斗菜素 HPLC 色谱图

Fig 7　HPLC chromatogram of petasin
A. 对照品溶液（reference solution）；B. 供试品溶液（sample solution）；C. 空白溶液（blank solution）

2.7.5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
制成 7 个蜂斗菜素对照品系列溶液，以对照品质
量浓度（X，μg·mL－ 1）为横坐标，峰面积 Y 为
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 Y ＝

7.853×104X ＋ 8.241×104（r ＝ 0.9996），结果表
明，蜂斗菜素在 9.79 ～ 45.67 μg·mL－ 1 内与峰
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7.6　精密度考察　取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积。结果蜂斗菜素峰面积的 RSD 为
0.60%，表明该仪器精密度良好。
2.7.7　重复性考察　选择同一批次药材（批号：
Z2020-06），按“2.7.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平行试验 6 次，结果显示蜂斗菜素含量的 RSD 为
0.63%，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7.8　稳定性考察　取“2.7.7”项下供试品溶液于
0、2、6、8、10、12 h 进样，记录峰面积。结果
蜂斗菜素的峰面积 RSD 为 0.47%，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 12 h 内稳定。
2.7.9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藏
橐吾（批号：Z2020-06）样品 9 份，每份约 0.25 
g，按供试品中待测成分含量的 80%、100%、
120% 精密加入蜂斗菜素对照品，进样测定，结
果蜂斗菜素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6.41%、96.26%、
95.47%，RSD 分别为 1.5%、1.5%、1.8%，表明
方法准确度良好。
2.7.10　样品测定　分别取西藏不同产地的藏
橐吾药材，按“2.7.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外标法计算藏橐吾药材中蜂斗菜
素的含量。结果 8 批药材中蜂斗菜素含量范围 
0.116% ～ 0.168%，平均含量为 0.141%。以平均
含量的 80% 为限（按干燥品计算），暂定藏橐吾
样品中蜂斗菜素含量不得少于 0.1%。8 批不同产
地的藏橐吾药材均符合要求，结果见表 5。

表 5　蜂斗菜素含量测定结果 (n ＝ 3) 
Tab 5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petasin (n ＝ 3)

 批号 产地  蜂斗菜素 /%

Z2020-01 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镇 0.121

Z2020-02 日喀则市亚东县康布乡 0.168

Z2020-03 日喀则市亚东县堆纳乡 0.156

Z2020-04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 0.116

Z2020-05 拉萨市达孜区扎叶巴 0.157

Z2020-06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 0.155

Z2020-07 日喀则市亚东县吉汝乡 0.124

Z2020-08 拉萨市曲水县才那乡 0.128

3　讨论

3.1　对照品的选择

　　据文献报道，藏橐吾主要化学成分有黄酮
类 [10]、单萜 [10]、生物碱类 [11]、倍半萜类 [9，12-15]

等，且认为从橐吾属植物中分离出的倍半萜类物
质是抗菌的主要活性成分 [13]。
　　Ye 等 [9] 从藏橐吾药材中分离出 45 个倍半萜
类成分，艾里莫酚烷型的倍半萜蜂斗菜素作为其
中一个大量且特征性成分，具有抑菌、抗炎 [16]、
舒张血管 [17]、抗肿瘤 [18-21]、解痉、抗白三烯、抗
组胺 [22] 等多种药理活性。因此，考虑临床功效、
含量、特征性和分离难度等因素，本课题组将蜂
斗菜素作为指标成分，进行藏橐吾药材质量标准
研究。
3.2　薄层色谱鉴别

3.2.1　展开剂、薄层板类型的考察　考察了 5 种不
同类型展开剂系统：石油醚（60 ～ 90℃）- 乙酸乙
酯（3∶1）、石油醚（60 ～ 90℃）- 丙酮（5∶1）、石
油醚 - 二氯甲烷 - 乙酸乙酯（2∶0.5∶0.5）、二氯甲
烷 - 乙酸乙酯（4∶1）、二氯甲烷 - 甲醇（10∶1），
结果在石油醚（60 ～ 90℃）- 乙酸乙酯（3∶1）和石
油醚（60 ～ 90℃）- 丙酮（5∶1）展开剂体系下，分
离效果较好，且 Rf 值适中，相比之下，前者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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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对照物质成点性更好，Rf 值 0.65 左右，展
开后斑点清晰明显，无拖尾，符合药典相关规定。
3.2.2　显色剂的考察　考察 4 种显色剂显色效果
（25% 磷钼酸溶液、5% 硫酸 - 乙醇溶液、2% FeCl3-
乙醇溶液、1% 香兰素 - 硫酸溶液）。结果 25% 磷
钼酸溶液作显色剂展开后斑点清晰，背景无干扰。
3.3　含量测定

3.3.1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的考察　采用不同浓
度的甲醇、乙醇溶液（50%、70%、100%）作为
提取溶剂，当提取溶液是 100% 甲醇时，得到蜂
斗菜素含量最高。在此基础上，考察冷浸、超声、
回流三种提取方式在不同提取时间下对蜂斗菜素
提取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超声 45 min 时，提取
效率最高。
3.3.2　流动相的考察　考察了甲醇 - 水、甲醇 -
甲酸水（0.1%、0.2%）、乙腈 - 水、乙腈 - 甲酸水
（0.1%、0.2%）等二元流动相体系，发现很难将
目标峰与周围峰很好分离，在此基础上考察三元
流动相体系甲醇 - 乙腈 - 水、甲醇 - 乙腈 - 甲酸水
（0.1%、0.2%），结果综合考虑压力、峰形以及样
品分离效果等因素，最终确定流动相为甲醇 - 乙
腈 -0.1% 甲酸水＝ 38∶43∶19。
3.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多产地藏橐吾药材性状描述、
显微鉴别及初次建立薄层鉴别方法，可知该植物
鉴别特征明显，可作为藏橐吾药材的鉴别依据；
通过对藏橐吾药材各检查项及浸出物测定，初步
确定各常规试验项限量；通过首次建立蜂斗菜素
对照品的含量测定方法，初步确定藏橐吾药材质
控指标性化学成分及限量，为其品种鉴别、地方
药材质量标准的制订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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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荧光检测

陈汇鸿，向玲玲，梁韵诗，伍海婷，黄新安*，张静*（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广州　510405）

摘要：目的　建立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荧光测定方法。方法　利用荧光探针测定天花粉乙醇

提取液中瓜氨酸的含量，并与紫外分光光度法和薄层色谱法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结
果　荧光法的方法学考察均符合要求。荧光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薄层色谱法测得的天花粉中

瓜氨酸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2.083%、1.849%、1.697%。结论　该荧光法操作简便、结果较为准确，

可用于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天花粉；瓜氨酸；含量测定；荧光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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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ce determination of citrulline content in Trichosanthis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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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nin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itrulline content in Trichosanthis Radix by fluorescence 
method.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fluorescent probe, we determined the citrulline 
content of ethanol extracted from Trichosanthis Radix.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method and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method. Results  The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sults all met the requirements. The citrulline contents in Trichosanthis Radix measured 
by fluorescence method,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method, and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method was 2.083%, 1.849%, and 1.69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fluorescenc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itrulline content in Trichosanthis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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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No.2019KQNCX022）。
作者简介：陈汇鸿，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药物化学、中药化学方面的研究，E-mail：854867443@qq.com　* 通信作者：张静，

女，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药物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研究，E-mail：jingzhang@gzucm.edu.cn；黄新安，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天然产物

化学和计算化学研究，E-mail：xinanhuang@gzucm.edu.cn

　　天花粉（Trichosanthis Radix）为葫芦科植物栝
楼的干燥根，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其性味甘、微
苦、微寒，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
的作用，常用于治疗热病烦渴、肺热燥咳、疮疡
肿毒 [1-2]。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其提取物具有治疗糖
尿病、终止妊娠、抗肿瘤、抗病毒等药理作用 [3-7]。
　　瓜氨酸是天花粉的主要特征氨基酸 [8]，同时也是
《中国药典》规定的天花粉定性鉴别的标准。目前，
天花粉中瓜氨酸的定量检测主要有以下 3 种方法：
　　① 高效液相色谱法 [9-10]：该法通常需要将无紫
外吸收的氨基酸进行柱前衍生化，然后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对瓜氨酸衍生物进行分离和定量分析。最近
也有报道采用蒸发光散射检测器，可以直接测定
天花粉配方颗粒中的瓜氨酸含量 [11]。② 薄层色谱

法 [12]：该法通过硅胶薄层色谱将瓜氨酸与其他物
质分离，然后采用茚三酮试液显色，通过扫描峰
面积而得到瓜氨酸含量。③ 紫外分光光度法 [13-14]：
该法的原理是瓜氨酸选择性与二乙酰肟在强酸（硫
酸＋磷酸）高温下反应生成有紫外吸收的产物，然
后通过测定反应混合液的吸光度而得到瓜氨酸含
量。这 3 种方法都能准确测量天花粉中的瓜氨酸含
量，可以为天花粉药材的质量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但是目前仍难以实现大规模和高通量的检测。
　　基于荧光技术具有灵敏度高和便捷快速等优势，
我们在前期的工作中，设计合成了一类高选择性的
瓜氨酸荧光探针 Napdialyne [15]。该化合物本身无荧
光，但是在酸性条件下可以与瓜氨酸反应生成高荧
光的加成产物。本研究拟使用该荧光探针首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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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荧光测定（检测原理见图 1），
并与其他两种测定方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薄层色

谱法）进行对比，为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检测提
供新的技术手段。

图 1　瓜氨酸荧光探针 Napdialyne 的检测原理

Fig 1　Detection principle of citrulline fluorescent probe Napdialyne

1　材料

1.1　仪器 
　　TU-19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CAMAG TLC Scanner 4
薄层色谱扫描仪（瑞士卡玛有限公司）；Thermo 
Scientific Varioskan LUX 酶标仪（美国赛默飞世尔
科技公司）；KQ-50B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ST60-4 微孔板恒温振荡器（杭
州米欧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L- 瓜氨酸对照品（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纯度＞ 98%，批号：RNV684）；无水乙
醇、二甲基亚砜、二乙酰肟、浓硫酸、磷酸、异
丙醇、三氯乙酸、正丁醇、茚三酮、冰醋酸均为
分析纯；天花粉药材均购买自广州市面药店，分
别是杏园春（河南产地），百姓大药房（四川产
地），松草堂旗舰店（安徽产地），经广州中医药
大学中药学院药用植物教研室杜勤教授鉴定，并
研磨成细粉。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4.6 mg 的 L- 瓜氨酸对照品溶解
在 525 μL 50% 乙醇中，配制成初始浓度为 8.76 
mg·mL － 1 的 L- 瓜氨酸溶液。
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确称取 3 g 天花粉粉末置于锥形瓶中，加
入 10 mL 50% 乙醇，超声 30 min，过滤，用 50%
乙醇定容至 10 mL，待用。
2.3　瓜氨酸含量测定

2.3.1　荧光法　在96孔板中依次加入100 μL 纯水、
40 μL 100%（w/v）三氯乙酸水溶液、40 μL 50% 乙
醇、10 μL 荧光探针 Napdialyne（0.314 mg·mL－ 1，
DMSO 溶解）以及 10 μL 供试品溶液，将其置于
50℃下震荡孵育 3 h。冷却后，取 10 μL 反应液于

90 μL DMSO 溶液中稀释后测量荧光，λex ＝ 320 
nm，λem ＝ 376 nm。
2.3.2　紫外分光光度法　取 1 mL 供试品稀释溶
液，依次加入 0.25 mL 30 g·L－ 1 二乙酰肟水溶液、
1 mL 混合酸（V硫酸∶V磷酸＝ 3∶1），摇匀。置于
100℃下，避光煮沸 30 min。冷却至室温后，测
定 490 nm 处的吸光度。
2.3.3　薄层色谱法　精密吸取样品并点样在硅
胶板上，采用正丁醇 - 无水乙醇 - 冰醋酸 - 水＝

8∶2∶5∶3 展开，吹干后在硅胶板上喷洒茚三酮
显色剂，高温下吹干显色。置于薄层色谱仪中，
500 nm 下扫描，读取数值。
　　采用以上 3 种方法，对河南产地的天花粉中瓜
氨酸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荧光法、紫外分光光
度法、薄层色谱法测得的瓜氨酸含量分别为 2.083%
（RSD ＝ 1.7%）、1.849%（RSD ＝ 2.7%）和 1.697%
（RSD ＝ 1.2%）。数据吻合较好，这说明荧光法可
以较准确地测定天花粉中瓜氨酸的含量。
2.4　线性关系考察

　　用 50% 乙醇逐步稀释对照品溶液配制梯度对照
品溶液，按“2.3”项下条件进行测定，以瓜氨酸的
浓度为横坐标（X），荧光强度 / 吸光度 / 吸收峰面
积为纵坐标（Y），绘制线性标准曲线，结果在荧光
法中，荧光强度与 L- 瓜氨酸对照品的浓度呈现出
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31.0X ＋

1.173，线性范围为 0.0017 ～ 0.44 mg·mL－ 1，线性
系数（R2）为 0.9962；在紫外分光光度法中，回归
方程为 Y ＝ 2.733X ＋ 0.016 76，线性范围为 0.004 ～ 
0.25 mg·mL － 1，R2 为 0.9951；在薄层色谱法中，
回归方程为 Y ＝ 1.818×104X － 59.22，线性范围为
0.024 ～ 0.30 mg·mL－ 1，R2 为 0.9953。同时，以 3
倍空白标准偏差除以标准曲线的斜率，估算荧光法
的检测限（LOD）为 0.39 μg·mL－ 1。
2.5　精密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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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反应
条件，连续检测 6 次，计算得到荧光强度的 RSD
为 0.66%，说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考察

　　精密称取天花粉粉末适量，按“2.2”项下方
法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条件进
行测定，记录荧光值，计算得到瓜氨酸含量的
RSD 值为 1.7%，说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加样回收率考察

　　精密称取供试品溶液 5 份，分别测定瓜氨酸
含量。然后按大约 1∶1的比例加入瓜氨酸对照品，
按“2.3.1”项下方法进行测定，计算平均加样回
收率。结果荧光法的加样回收率在 97.09% ～ 

106.84%，RSD 值在 1.6% ～ 2.7%，说明该方法
的准确度较高。
2.8　不同产地天花粉中瓜氨酸的含量测定

　　为考察荧光法测定天花粉中瓜氨酸含量的适
用范围，分别收集了市面药店所售的河南、四川、
安徽 3 个产地的天花粉，测定其瓜氨酸的平均含
量分别为 2.083%、1.423%、1.835%（见表 1）。其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表明本方法可以用于不同产
地天花粉中的瓜氨酸的定量检测。

表 1　不同产地天花粉的瓜氨酸含量测定 
Tab 1　Citrulline content in Trichosanthis Radix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产地 瓜氨酸含量 /% RSD/%

河南

四川

安徽

2.083
1.423
1.835

1.7
2.0
1.6

3　讨论

　　近年来，荧光检测技术由于快速、灵敏、便
捷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物检测中，但是
其在中药材鉴定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仍较少。
本研究采用课题组前期构建的高选择性瓜氨酸荧
光探针 Napdialyne，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套天花粉
中瓜氨酸含量的荧光测定方法。通过与其他两种
常见的瓜氨酸测定方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薄层色
谱法）对比，笔者发现 3 种方法结果较为接近，测
得的瓜氨酸含量分别为 2.083%、1.849%、1.697%。
　　虽然目前已有 3 种方法可以用于检测瓜氨酸含
量，但在检测的便利性上三者均存在一定的局限。
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设备的要求较高，且耗时较长；
紫外分光光度法需要高温强酸的反应条件，笔者在
前期的条件优化过程中也发现该法需要严格避光和
控制时间，否则会出现较大的误差；薄层色谱法则
需要先通过硅胶薄层色谱对瓜氨酸进行分离，然后

茚三酮高温显色，存在手工操作的差异。此外，受
限于苛刻的反应条件或色谱分离步骤，这 3 种方
法均不能用于高通量检测。相比之下，荧光法通常
在 96 孔板中进行，具有简便、可靠、检测通量高、
线性范围广等优点，可以为天花粉的质量控制提供
新的快速检测手段。
　　致谢：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张蕾教
授在薄层色谱扫描仪使用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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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MS法测定透析用醋酸钠中铝元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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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测定透析用醋酸钠中铝元素的含量。

方法　样品经前处理后，按照拟定的仪器工作条件，采用 ICP-MS 法测定醋酸钠中铝元素的

含量。结果　铝盐在 0 ～ 10 ng·mL － 1 与响应值线性关系良好，r ＝ 0.999；平均回收率为

87.9% ～ 97.7%，RSD 为 0.30% ～ 3.5%。结论　本方法准确度高，可用于透析用醋酸钠中铝

元素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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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luminum in sodium acetate for dialysis by IC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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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Hunan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Testing and Inspection Center, Changsha  410001; 
2. Huna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Pharmaceutical Quality Evaluation, 
Changsha  4100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method to determine aluminum in sodium acetate for dialysis. Methods  The aluminum in sodium 
acetate was determined by ICP-MS after the pretreatment. Results  The calibration curves of 
aluminum showed good linearity at 0 ～ 10 ng·mL － 1 with r ＝ 0.999.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87.9% ～ 97.7% and the RSD was 0.30% ～ 3.5%.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aluminum in sodium acetate for dialysis accurately. 
Key words: ICP-MS; sodium acetate; dialysis; alum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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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酸钠作为药用辅料，有三水合醋酸钠
（C2H3NaO2·3H2O）及无水醋酸钠（C2H3NaO2）
两种，在国外药典中，收载了其中一种或者两
种 [1-4]；在药品制剂中被广泛用作 pH 值调节剂
和缓冲剂等 [5]，尤其是在注射剂、人工渗透液中
被广泛使用。铝元素是地壳中含量最高的金属元
素，因此，在无机盐类成分中难以避免会有一定
残留；铝元素可以在人体内蓄积，过量时可能导
致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骨软化症等 [6]，因
此，应用于透析液时，透析液中各处方成分中
的铝元素残留成为业界关注的指标 [7]；美国药典
（USP43）[8] 和日本药局方（JP17）[9] 规定肠外营
养制剂中的铝含量不得过 25 μg·L－ 1；USP43 和
欧洲药典（EP10.0）[1-2] 均规定了透析用的醋酸钠

需检查铝盐，限度均为 0.2 μg·g－ 1；但我国现行
标准《中国药典》2020 年版（ChP2020）中醋酸钠
（C2H3NaO2·3H2O）未收载铝盐检查项。因此建
立可靠的测定铝元素的方法来保证醋酸钠用于透
析液时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醋酸钠的铝元素测定方法在国外药典中各有
规定；其中 USP43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度法，
但采用石墨炉测痕量铝元素对仪器要求较高，且
存在着非光谱干扰 [10]；EP10.0 采用荧光分光光度
法，但荧光分析法中使用了 8- 羟基喹啉荧光试剂
及三氯甲烷进行萃取后再测定，使用毒性试剂、
操作繁琐、元素易损失等是其方法的重要缺陷。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是目前发展
较快的一种痕量分析技术，具有检测限低、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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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动态线性范围较宽的特点 [11]，因此本次研
究通过试验摸索，建立了 ICP-MS 法测定醋酸钠
中铝元素的方法，有效排除了高钠盐的干扰，可
以用于透析用醋酸钠的质量控制。
1　材料
1.1　仪器
　　ICP-MS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 质 谱 分 析 仪
（Thermo 仪器公司，型号：iCAPQc）；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仪（Agilent 仪器公
司，型号：7700X）；MS 205DU 分析天平（Mettler 
Toledo，精度：0.10 mg）。
1.2　试药
　　铝标准溶液（批号：163079-1，质量浓度：
1000 µg·mL－ 1，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
试中心）。锂（Li）、钪（Sc）、铟（In）、锗（Ge）、
铋（Bi）、铑（Rh）、铽（Tb）、镥（Lu）标准混合
溶液（安捷伦有限公司，批号：5188-6525，浓度
均为 100 µg·mL－ 1）；硝酸为优级纯。水为超纯水。
　　醋酸钠（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104520180301；常州亚邦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CPC-025-170301；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批
号：20180304；成都华邑药用辅料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批号：20180501）；无水醋酸钠（成都华邑
药用辅料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批号：20180101、
20180202、批号：20180302）。
2　方法与结果
2.1　仪器参数
　　ICP-MS 主要工作参数：进样系统包括标准的
石英雾化室、PFA 同心雾化器、石英矩管及标准
的镍采样锥和镍截取锥；采样深度：5.00 mm；载
气流速：0.80 L·min－ 1；仪器使用纯氦作为碰撞
气体，以单一动能歧视（KED）碰撞池模式运行；
蠕动泵转速：40.0 r·min－ 1；内标元素：73Ge；内
标加入方式：蠕动泵在线加入；定量元素：铝（27Al）。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标准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铝元素标准溶
液适量，用 0.8% 的硝酸定量稀释制成 0、2、4、6、
8、10 ng·mL－ 1 的系列标准溶液（临用新配）。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由于分子式中含水 /
不含水影响钠盐含量，根据分子量，经过考察，
对三水醋酸钠（分子量 136.08）、无水醋酸钠（分
子量 82.03）供试品溶液分别进行配制。
　　精密称取醋酸钠（三水）10.0 g 或醋酸钠（无
水）6.0 g 至 100 mL 量瓶中，加水 50 mL，超声
30 min 后，加 4 mL 硝酸，加水稀释至刻度；取上
述溶液2.0 mL 至1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

即得。
2.2.3　空白溶液　除不加入待测试样外，其他均
按“2.2.2”项下步骤操作。
2.2.4　内标液　精密量取内标标准溶液适量，用
0.8% 硝酸溶液定量稀释成每 1 mL 含 Ge 20 ng 的
内标溶液。所有的空白溶液、标准溶液和样品溶
液都通过蠕动泵在线加入内标溶液。
2.3　线性关系的考察
　　取“2.2.1”项下铝元素的系列标准溶液，直
接测定，以铝元素浓度为横坐标（x），以响应值
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工作曲线。结果，铝
元素回归方程为 y ＝ 349.725x ＋ 464.253，r ＝
0.999，线性范围为 0 ～ 10 ng·mL－ 1。
2.4　检测限及定量限
　　取空白溶液连续测定 11 次，铝元素检测限
为 0.147 ng·mL－ 1，定量限为 0.490 ng·mL－ 1。
2.5　精密度试验
　　取“2.2.1”项下 4 ng·mL－ 1 铝元素连续进样
6 次，以铝响应值为考察指标，RSD 为 1.1%，表
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样品（批号为 CPC-025-170301）10.0 
g，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测定并计算结果，
铝元素含量为 0.0957 µg·g－ 1，RSD 为 4.5%；取
样品（批号为 20180101）6.0 g，精密称定，平行
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测定并计算结果，铝元素
含量为 0.2417 µg·g－ 1，RSD 为 3.1%，表明方法
的重复性良好。
2.7　稳定性试验
　　分别取批号 CPC-025-170301 样品 10.0 g、批
号 20180101 样品 6.0 g，按“2.2.2”项下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在 8 h 内等时间间隔连续测定 12 次，
并计算结果，铝元素响应值的 RSD 分别为 2.7% 及
3.5%，表明 8 h 内稳定性良好。
2.8　中间精密度试验
　　不同人员采用不同仪器对 4 批样品进行测
定，Thermo 和 Agilent 两台仪器测定结果的相对
偏 差 均 小 于 5%（批 号 104520180301：0.0184、
0.0192 μg·g－ 1；批号 CPC-025-170301：0.0957、
0.0877 μg·g－ 1；批号 20180101：0.2417、0.2336 
μg·g－ 1；批号 20180202：0.2175、0.2308 μg·g－ 1）。
2.9　加样回收试验
　　 回 收 试 验 ①： 取 样 品（批 号 为 CPC-025-
170301）10.0 g，共9份，分别精密加入铝标准溶液
（1 μg·mL－ 1）0.5、1.0、1.5 mL，按“2.2.2”项下
方法处理后进行测定，结果醋酸钠（三水）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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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浓度铝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87.9%、92.8%、
94.7%，RSD 分别为 3.2%、1.2%、0.30%。
　　回收试验②：取样品（批号为 20180101）6.0 g，
共 9 份，分别精密加入铝标准溶液（1.5 μg·mL－ 1）
0.5、1.0、1.5 mL，按“2.2.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
行测定，结果醋酸钠（无水）中高、中、低浓度铝
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7.3%、96.5%、97.7%，RSD
分别为 2.1%、3.5%、3.1%。
2.10　样品测定
　　取 7 批样品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根
据标准曲线计算供试品溶液中铝元素的浓度，计算
铝元素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样品中铝元素含量 (μg·g － 1) 
Tab 1　Content of Al element in samples (μg·g － 1)

编号 批号 铝元素含量

1 104520180301 0.0184
2 CPC-025-170301 0.0957
3 20180304 0.0651
4 20180501 0.1131
5 20180101 0.2417
6 20180202 0.2175
7 20180302 0.2756

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采用 0.15 mol·L－ 1 硝酸溶液直接稀释样品
进行测定，结果回收率极低，达不到《中国药
典》2020 年版相关规定，而拟订方法测定的回收
率在规定范围内。据文献报道 [12] 这可能是因为超
声波在液体中产生气泡或将液体撕碎成极小的空
穴，并在空穴闭合瞬间产生瞬间的高温高压，即
“空化效应”，这种空化作用可加速界面之间的
传质、传热过程，使整个体系中的分子间作用力
减小，液体黏度下降，从而使吸附于颗粒表面的
Al3 ＋分离或以络合物形式存在的铝打散。
3.2　供试品浓度的考察
　　通过试验摸索（三水醋酸钠为例），对样品
浓度（10%、5%、2%、1%）进行了考察，结果
10%、5% 浓度供试品溶液对内标物质抑制十分明
显，不能满足测试要求；而 2%、1% 浓度能满足
测试要求。综合限度考虑，最终样品（三水醋酸
钠）测试浓度定为 2%。
3.3　内标的选择
　　内标元素的引入能够改善方法的精密度，本
试验考察了 45Sc、73Ge、103Rh 等内标物质对铝测
定的影响。结果样品中基体对 45Sc、103Rh 存在

严重干扰，其响应值强度变化较大；而铝标准溶
液和样品溶液中 73Ge 响应值变化在可接受范围
（80% ～ 120%）。故选择 73Ge 作为内标物质。
3.4　测量模式的选择
　　本试验考察了 KED 模式和标准（STD）模式测
试铝标准溶液。结果采用 STD 模式时虽然灵敏度
较高，但样品 3 次测量结果的误差较大，故最终选
择 KED 模式。
4　小结
　　试验测定的 7 批次样品，来自 4 家不同的生产
企业，以国外药典对醋酸钠中铝盐的限度（0.2 ppm）
对结果进行判断，合格率仅有 57%，说明我国醋酸
钠作为透析用时，有些样品的铝元素含量达不到透
析用的质量要求，因此，建立透析用醋酸钠中铝元
素的含量测定方法，将其作为国家标准中的控制指
标十分有必要；同时本研究测定透析用醋酸钠中铝
元素含量的方法也可为其他透析用品种的铝盐测定
或者生物制剂中铝元素测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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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脑梗死患者中成药临床应用的药物相关问题分析

李霞1，黄玲梅1，魏谭军2，肖成2，赵丹洁1，官真水1*（1.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空港医院

药学部，成都　610200；2.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目的　研究某院神经内科脑梗死患者中成药应用的药物相关问题（DRPs），分析用药合

理性。方法　依据相关指南、法规等点评分析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入住某院神经内科的脑梗死

患者的用药医嘱，运用欧洲医药保健网（PCNE）分类系统分类汇总中成药医嘱 DRPs，并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共收集到 2020 年某院神经内科住院脑梗死患者 764 例次，使用了中成药的

患者 583 例次，发生 DRPs 83 例次。理血剂引起的 DRPs 数量最多，其次为补益剂。患有 10
种及以上疾病、服用 3 种及以上中成药的患者更有可能出现 DRPs（P ＜ 0.05）。“治疗安全性”

在问题中占比最高（57.83%）；原因最多的为“药物选择”（47.71%）。结论　中成药临床应用

的规范性有待提升，运用 PCNE 有助于促进中成药合理用药。

关键词：欧洲医药保健网分类系统；中成药；药物相关问题；理血剂；补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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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related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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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Shuangliu District, West China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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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rug-related problems (DRP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and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medical orders. Method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0 were reviewed 
based commented on related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DRP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we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by the Pharmaceutical Care Network Europe (PC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Totally 76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583 of who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The number of DRPs was 83, with DRPs by 
blood-regulating drugs being the most common, followed by tonic prescriptions. Patients who had 
ten or more diseases and took three or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more likely 
to show DRPs (P ＜ 0.05). DRPs mainly involved treatment safety (57.83%). Drug selection caused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DRPs (47.71%). Conclusion  Irrational medical us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exists among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The 
application of PCNE helps improve the rational drug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Care Network Europ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drug-related problem; blood-regulating drug; tonic prescription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No.2020YFS0533）。
作者简介：李霞，女，硕士，主管中药师，主要从事中药临床药学研究，E-mail：282813558@qq.com　* 通信作者：官真水，男，主任

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和医院药学研究，E-mail：893334131@qq.com

医院药学



241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November  2021, Vol. 19 No.1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1 月 第 19 卷 第 11 期

　　脑梗死是一种常见的高发性疾病，目前排在
我国疾病死亡原因的第一位，属中医“中风”范
畴 [1-2]。脑梗死的药物治疗体系较为复杂，中成
药在脑梗死诊疗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 [3-5]，应用
中成药的药物相关问题（drug-related problems，
DRPs）发生愈来愈频繁 [6-7]。运用欧洲医药保健
网（Pharmaceutical Care Network Europe，PCNE）
分类系统可有效解析 DRPs，促进合理用药 [8-10]。
该研究将 PCNE 分类系统运用于中成药使用的合
理性分析，对某院神经内科脑梗死住院患者所用
中成药的 DRPs 进行分类研究，解析其问题和原
因类型，为规范中成药合理应用及中药临床药学
规范化、标准化模式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应用美康公司 Pharm Assist 合理用药审查系
统（2009.2 版本），导出 2020 年 1 － 12 月某院神
经内科的脑梗死患者住院期间的用药医嘱。
1.2　研究方法

1.2.1　用药合理性点评　依据《医院处方点评管
理规范（试行）》[11]、《处方管理办法》[12]、《中国药
典》[13]、《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14]、《中成药
临床合理用药处方点评北京共识》[15]、《中国缺血
性中风中成药合理使用指导规范》（2017）[3]、《中
国脑梗死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7）[4]、《中国
急性缺血性中风中成药合理使用指导规范》[16] 和
药品说明书等进行医嘱审核和点评。
1.2.2　DRPs 分析　由 4 名具有 5 年以上临床药学
工作经验并已经过“PCNE 分类系统”培训的临床
药师负责。根据“1.2.1”项下相关依据，临床药师
对病例进行人工审核，识别 DRPs，并根据 PCNE
（V9.0）完成 DRPs 问题和原因类型的分类汇总及
数据录入。由 2 名临床药师独立执行 DRPs 的识
别和分类工作：一名药师人工识别 DRPs 并对其
问题和原因进行归类整理；另一名药师重新识别
和分类这些 DRPs，以确保一致性。当结果不一致
时，由 2 名副高以上职称的临床药师经过讨论决
定，以达成共识。
　　应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包括单因素、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 [8-9]。基于单因素分析，将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
显著性变量（P ＜ 0.05）纳入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控制混合因素，并确定与 DRPs 发
生相关的因素。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为
95% 可信区间（95% CI）的粗比值比（COR）和调

整比值比（AOR）。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基本情况

　　共收集到 2020 年 1—12 月神经内科住院脑
梗死患者 764 例次，使用了中成药的患者 583 例
次，其中男性 316 例次，女性 267 例次；年龄 
28 ～ 94 岁，平均年龄（70.38±12.40）岁，＞ 80
岁 129 例次，60 ～ 80 岁 337 例次，＜ 60 岁 117
例次。
2.2　用药基本情况 
　　患者所用中成药品种数占累计用药品种数的
13.89%，共计 1100 种，平均每份病例使用中成
药 1.89 种；所用中成药总金额 324 062.54 元，占
药品总金额的 21.79%，平均每份病例使用中成
药金额 555.85 元。根据《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所用中成药按照功效分为 11 类（见图 1）。
出现频次排名前 11 位的中成药品种见图 2。

图 1　不同类别中成药的累计使用药品品种数

Fig 1　Cumulative number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图 2　中成药的出现频次

Fig 2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2.3　药物相关问题

2.3.1　DRPs 数量及问题　使用中成药治疗过程
中共发生 DRPs 83 例次。一个患者可能有多个
DRPs，一个 DRPs 类型可能对应多个原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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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Ps 的中成药包括理血剂、补益剂、理气剂、泻
下剂、止咳平喘剂、和解剂和清热剂，理血剂发
生的 DRPs 数量最多，其次为补益剂，详见表 1。
单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住院 10 d 及以
上、服用 10 种及以上药品、合并 10 种及以上疾
病、服用 3 种及以上中成药的患者发生 DRPs 的
可能性较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仅合
并 10 种及以上疾病、服用 3 种及以上中成药与
DRPs 有显著相关性，见表 2。采用 PCNE 分类系
统解析问题，发现 DRPs 发生的主要问题是“治疗
安全性”，次要问题是“治疗效果”，见图 3。

表 1　不同类别中成药发生的 DRPs数 
Tab 1　Drug-related problems caused by different medication categories

中成药类别 累计使用药品品种数 发生 DRPs 数 DRPs 发生率 /%
理血剂 895 59 6.59
补益剂 77 15 19.48
理气剂 4 3 75.00
泻下剂 43 2 4.65
止咳平喘剂 9 2 22.22
和解剂 10 1 10.00
清热剂 3 1 33.33
祛湿剂 41 0 0.00
解表剂 11 0 0.00
开窍剂 4 0 0.00
祛痰剂 3 0 0.00

表 2　DRPs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Tab 2　Logistic regression of univariable and multivariable binary predicators of drug-related problems

因素 单因素分析 COR（95%CI） P 多因素分析 AOR（95%CI） P

年龄≥ 70 岁 0.613（0.367 ～ 1.026） 0.062

性别（男） 0.693（0.409 ～ 1.173） 0.172

住院天数≥ 10 d 0.568（0.338 ～ 0.953） 0.032 1.004（0.564 ～ 1.787）      0.990

药品品种数≥ 10 0.459（0.271 ～ 0.777） 0.004 1.822（0.724 ～ 4.584）      0.203

共有疾病数≥ 10 3.394（1.433 ～ 8.038） 0.005 0.487（0.279 ～ 0.851）      0.012

中成药品种数≥ 3 4.974（2.917 ～ 8.477） 0.000 4.443（2.507 ～ 7.872） ＜ 0.001

图 3　DRPs 的问题分布

Fig 3　Identified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PCNE DRPs classification

2.3.2　DRPs 原因解析　通过 PCNE 分类系统，
将图 3 中的 DRPs 问题逐一进行原因解析，并完
成原因分类及数据整理。结果表明，一个 DRPs
类型可能对应多个原因，而因“药物选择”原因
导致 DRPs 的比率最高，占比 47.71%（见表 3）。
DRPs 主要原因如下：
　　① 选药不适宜（因未依据指南或处方集）
（C1.1，25.69%）。如对于脑梗死后遗症期、非急
性期等未首选指南所推荐的口服类理血剂，而在
第一时间选择了理血类中药注射剂静脉滴注以活
血化瘀，增加高热、寒战、过敏性休克等 ADRs
发生风险 [3，17-18]。又如对于非缺铁性贫血患者，
选用了药品说明书及指南未推荐的生血宁片治
疗，导致补血效果不佳 [19-20]。

　　② 药物重复使用（相同活性成分 / 药理作
用）（C1.5，11.01%）。如同时使用丹红注射液、
注射用血塞通等两种药理作用相同的理血类注射
剂，又如将药理作用或活性成分相同的中药注射
剂与口服制剂同时使用，增加出血等不良事件的
发生风险 [3，16]。
　　③ 选药不适宜（指南推荐，患者有禁忌）
（C1.2，6.42%）。如对于持续大便隐血阳性、尿
潜血阳性等具有出血倾向，或已被诊断为“消化
道出血”的脑梗死患者，予以静脉滴注丹红注射
液、注射用灯盏花素或者使用含银杏叶的中成药
治疗。虽然指南推荐以上药物用于脑梗死患者，
但对于具有出血倾向的患者，使用以上药物会增
加其出血风险，故应予以禁用 [17-18，21]。
　　④ 无指征用药（C1.3，3.67%）。如采用苏
黄止咳胶囊治疗马来酸依那普利引发的不良反应
“咳嗽”，又如使用舒肝解郁胶囊治疗精神一般且
SDS、SAS 量表提示“无抑郁”的患者。苏黄止咳
胶囊适用于风邪犯肺、肺气失宣所致的咳嗽等症，
而依那普利引发的“咳嗽”与风邪无关，且在停药
后会自行缓解，故无指征使用苏黄止咳胶囊 [22]。
舒肝解郁胶囊适用于轻、中度单相抑郁症属肝郁
脾虚证者，无指征用于“无抑郁”患者 [14-15]。
　　⑤ 药物剂量过低（C3.1，2.75%）。如对于肝
肾功能正常的成年患者，元胡止痛滴丸在治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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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时的单次剂量为 10 丸，远低于说明书规定的
单次最小剂量（20 丸），导致止痛效果不佳；又
如采用银丹心脑通软胶囊（1 粒口服 tid）以行气
活血，其单次剂量低于说明书规定的最小剂量 2
粒，影响临床疗效。
　　⑥ 疗程过短（C4.1，16.51%）。根据药品说
明书，颈痛颗粒、注射用血栓通的一个用药疗程
分别为 2 周和 15 d。部分患者使用颈痛颗粒、注
射用血栓通 2 d 即停药，且未继续选用相关替代
药物治疗，导致疗效不佳。另有部分患者使用注
射用灯盏花素、银杏叶片、复方苁蓉益智胶囊等
1 d 即停药，疗程过短。
　　⑦ 从医院出院时患者没有获取所需的药物，

导致治疗效果不佳（C8.5，7.34%）。根据药品说
明书，生血宁片用于缺铁性贫血属气血两虚证
者，30 d 一疗程。部分脑梗死患者合并患有缺铁
性贫血属气血两虚证，口服生血宁片 3 ～ 5 d 后
出院，但出院带药未包括生血宁片或其他替代治
疗药物，使患者没有获取足够的药物，从而导致
补血治疗效果不佳。
　　⑧ 处方药物无法获得（C5.1，14.68%）。如
因医院药学部门药物供应不足，导致患者用药疗
程不足，影响临床疗效。
　　⑨ 患者转换治疗地点时未进行药物重整
（C8.1，2.75%）。如患者因转科而停止使用三七
通舒胶囊等药物，导致用药疗程不足，疗效欠佳。

表 3　DRPs的原因类型 
Tab 3　Identified causes according to the PCNE DRP classification

代码 原因类型 例次 占比 /%
C1 药物选择 52 47.71

C1.1   选药不适宜（因未依据指南或处方集） 28 25.69
C1.2   选药不适宜（指南推荐，患者有禁忌） 7 6.42
C1.3   无指征用药 4 3.67
C1.5   药物重复使用（相同活性成分 / 药理作用） 12 11.01
C1.6   尽管存在适应证，但未给予药物或没有给予完整的药物治疗 1 0.92

C2 药物剂型 1 0.92
C2.1   剂型不适宜（对该患者而言） 1 0.92

C3 剂量选择 7 6.42
C3.1   药物剂量过低 3 2.75
C3.2   药物剂量过高 2 1.83
C3.3   给药频次不足 1 0.92
C3.4   给药频次过多 1 0.92

C4 治疗疗程 20 18.35
C4.1   疗程过短 18 16.51
C4.2   疗程过长 2 1.83

C5 调剂 16 14.68
C5.1   处方药物无法获得 16 14.68

C8 患者治疗地点转换相关 11 10.09
C8.1   患者转换治疗地点时未进行药物重整 3 2.75
C8.5   从医院或诊所出院时，患者没有获取所需的药物 8 7.34

C9 其他 2 1.83
C9.1   没有进行或者没有适当的疗效监测 2 1.83

3　讨论

　　该院神经内科住院脑梗死患者的中成药使用
比例较高，常规用药医嘱的点评方法缺乏系统管
理，对于不合理问题的类别和原因无法进行深度
解析。该研究应用 PCNE 分类系统对中成药医
嘱进行点评，按照“问题”和“原因”的类型统
计分析 DPRs，结果显示患有 10 种及以上疾病、
服用 3 种及以上中成药的患者更容易发生 DRPs
（P ＜ 0.05），故后期临床药师应重点关注共有疾
病数较多、服用中成药种类较多的患者。

3.1　不同类别中成药引起的 DPRs 问题分析

　　据表 1 可知，引起 DRPs 数量较多的中成药
类别为理血剂、补益剂和理气剂。对以上三类中
成药所发生的 DRPs 问题类别进行深度解析，整
理数据，并在线制作韦恩图（见图 4），进一步探
索中成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 DRPs 问题分布规律，
为后期临床药师开展中成药药学干预提供参考。
　　由图 4 知，理血剂发生 DRPs 共 59 例次，其
中以 P2.1（可能）发生药物不良事件的次数最多，
共 46 例次。补益剂发生 DRPs 共 15 例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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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1.1 药物治疗无效的发生数最多，共 5 例次。
理气剂发生 DRPs 共 3 例次，全为 P1.2 治疗效
果不佳。说明中成药临床药学监护的重点药品是
理血剂，其次是补益剂和理气剂；理血剂、补益
剂和理气剂的药学干预的重点问题分别是 P2.1、
P1.1 和 P1.2。

图 4　三类中成药发生的 DRPs
Fig 4　DRPs of three categ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三类中成药所发生的 DRPs 共同问题为 P1.2
治疗效果不佳，因此中药临床药学监护可以首先
关注 P1.2，力争在第一时间解决不同类别中成药
引起的 DRPs 共性问题，提高药学监护效率。理
血剂、补益剂所发生的共同 DRPs 问题包括 P1.1
药物治疗无效和 P2.1（可能）发生药物不良事件，
且 P2.1 的例数最多，因此中药临床药学监护应重
点关注理血剂和补益剂的 P1.1 和 P2.1 问题类别，
进行药学干预。唯一属于理血剂的 DRPs 问题是
P1.3 有未治疗的症状或适应证；唯一属于补益剂
的 DRPs 问题是 P3.2 不必要的药物治疗，提示临
床药师应严格把控理血剂、补益剂的用药指征，
对证用药，避免药物滥用。
3.2　病例分析

3.2.1　病例 1　患者女，77 岁，因“言语不清 1 
d 余”入院。8 年前曾患急性脑梗死，遗留左上肢
活动不利，入院诊断为脑梗死后遗症期、高尿酸
血症等症。入院后即给予“丹红注射液 30 mL 静
脉滴注 qd”活血化瘀。
　　依据临床指南，该患者入院诊断示脑梗死后
遗症期，非急性期应首选口服类理血剂，不建议
首选中药注射剂静脉滴注 [3]。有研究显示，中药
制剂所致 ADR 发生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为：从剂
型分类，中药注射剂所致 ADR 例数占首位；从
给药方式分类，引发 ADR 的主要给药方式为静
脉滴注 [17-18]，因为中药注射剂在制备过程中易携
入大分子物质，或者其活性成分本就是大分子物
质，这些大分子物质既具有免疫原性，又具有免

疫反应性，易成为致敏原；中药注射剂多加入助
溶剂、稳定剂、稀释剂等辅料；中药注射剂的 pH
值、渗透压、内毒素等因素；静脉滴注是将药物
直接输入血液，体内药物浓度在瞬间达到最大并
持续偏高，均增加了 ADR 的发生率 [18，23]。因此，
建议临床医师遵循“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
液”的用药原则，降低中药注射剂静脉给药导致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该病例首选丹红注射液静脉
滴注，增加 ADR 发生风险，通过 PCNE 分类系
统解析，临床药师发现其存在 DRP 1 个，问题为
P2.1（可能）发生药物不良事件，原因为 C1.1 选
药不适宜（因未依据指南或处方集）。临床药师应
针对该类医嘱进行干预，将丹红注射液更换为口
服类理血剂，以降低 ADR 发生风险。
3.2.2　病例 2　患者男，66 岁，因“左侧肢体无
力 20 ＋ h”入院。患者入院症见精神差，头晕，大
便排出困难，小便正常，面色萎黄，睡眠不佳，
多梦等。给予“麻仁润肠丸 6 g po bid”治疗便秘，
效果不佳。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
则。有研究表明非热证组使用寒凉性中成药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高于热证组 [24-25]。因此，临床药师
在进行用药合理性审查时，应重点关注药物的寒
热之性。
　　根据指南，麻仁润肠丸药性寒凉，适宜于热
积便秘，症见大便干结、腹胀、腹痛、面赤、小
便短赤等；而该患者未见热积便秘症状，其经中
医辨证为血虚便秘证，宜养血润肠 [26]。由于寒
凉泻下药物易耗伤阳气，因此该患者口服寒凉性
的麻仁润肠丸不仅易导致临床疗效不佳，长期服
用还会加重病情。该病例的 DRP 问题为 P1.2 治
疗效果不佳，原因为 C1.1 选药不适宜（因未依据
指南或处方集）。临床药师应对该医嘱进行干预，
停用麻仁润肠丸，选用当归、熟地黄等药物养血
润肠，缓解便秘症状，提高临床疗效 [26]。
3.2.3　病例 3　患者男，81 岁，因“头晕、视物
模糊 10 h”入院，诊断为“急性多发性脑梗死（右
侧额叶、枕叶及海马）、多发脑动脉狭窄”等症，
入院予以“丹红注射液 30 mL ivgtt qd ＋注射用血
塞通（冻干）0.4 g ivgtt qd”。
　　联合用药的目的在于实现增效减毒。但随着
中药制剂品种数和临床用量的快速增长，因中成
药联合用药不当而引发的不良反应事件和报道层
出不穷 [27]。根据相关指南，脑梗死患者应避免同
时使用同类中成药，两种活血化瘀注射剂不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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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21]。丹红注射液、注射用血塞通均具有活血
祛瘀的功效，均具有改善血液流变性、抗脑缺血、
抗心肌缺血等药理作用 [3，21]。病例 3 中丹红注射
液和注射用血塞通联合应用，属于重复用药，易
导致出血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3，16]。该病例存在的
DRP 问题类别为 P2.1（可能）发生药物不良事件，
解析原因为 C1.5 药物重复使用（相同活性成分 /
药理作用）。临床药师应对该病例进行干预，注
重识别对临床不利的药物相互作用，避免重复用
药，降低 ADR 发生风险。
　　综上，中成药 DRPs 不仅影响临床疗效，还
易发生 ADR，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导致医疗资源
浪费。该院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神经内科西
医医师占比较高，部分西医医师缺乏中医药理论
知识，在运用中成药存在选药不适宜、重复用药
等。该院神经内科脑梗死患者中成药 DRPs 类别
和原因表现亦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这进一步验
证了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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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用药现状及合理性分析

邢进远，卢晓静，张旭锋，史香芬，李洪盟，杜书章，张晓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　450052）

摘要：目的　对本院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用药情况进行调研，探索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方法，

为其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调取本院门诊及住院部使用利妥昔单抗的处方，以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布的药品说明书为依据，筛选出超说明书用药处方，通过检索数据库收集相关资

料，对该药超说明书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的 4014 例病例中，超说明书适应证使用

的有 1290 例，占比 32.14%，其中排名前三的适应证为肾病综合征（20.93%）、边缘区淋巴瘤

（18.60%）和套细胞淋巴瘤（13.95%）。结论　利妥昔单抗超适应证使用情况明显，但大多数都

有系统评价支持。国家相关管理部门需加快建立健全超说明书用药的相关法规，各级学会应

出台相应的专家共识、医疗机构应建立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管理规范，以便从法律法规、技术指

导、管理流程等各个环节确保超说明书用药安全可控。

关键词：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用药；合理用药

中图分类号：R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4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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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rationality of the off-label use of rituximab

XING Jin-yuan, LU Xiao-jing, ZHANG Xu-feng, SHI Xiang-fen, LI Hong-meng, DU Shu-zhang, 
ZHANG Xiao-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ff-label use of rituximab in our hospital, evaluate its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and explore the management of off-label us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use. 
Methods  Rituximab prescrip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utpatient and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s of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drug instructions by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 
the off-label prescriptions were screened.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arching the database and the 
off-label prescrip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4014 prescriptions, 1290 (32.14%) had off-
label indications, with top three indications being nephrotic syndrome (20.93%), marginal lymphoma 
(18.60%), and mantle cell lymphoma (13.95%). Conclusion  The off-label use of rituximab is common, 
but many are supported by systematic evaluation.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need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off-label drug use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off-label drug use from the aspects of laws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rituximab; off-label use; rational drug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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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妥昔单抗（rituximab）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
的人鼠嵌合性抗 CD20 单克隆抗体。它与 B 淋巴
细胞上 CD20 抗原结合通过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
和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导致 B 淋巴细胞溶解，并
能抑制 B 淋巴细胞增殖，诱导 B 淋巴细胞凋亡。
1997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
利妥昔单抗上市（批准适应证见表 1）[1]。2000 年，

利妥昔单抗在中国上市，获批的适应证为复发或
耐药的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先前未经治疗的
CD20 阳性Ⅲ～Ⅳ期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2]。
　　随着利妥昔单抗临床使用经验的增加以及临床
试验的广泛开展，在国内外临床上出现了各种超说
明书使用的现象。美国医院药师协会将超说明书用
药定义为：药品使用的适应证、给药方法或剂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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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DA 批准的说明书之内的用法 [3]。药品说明书
的更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在实际的临床治疗
过程中，超说明书用药成为国内外均常见的现象。
药品说明书在我国被视为法律规范，在医疗案件中
用于论证医疗行为的合理性 [4]。超说明书用药容易
引起医疗争议和医患纠纷，因而近年来医务人员越

来越关注超说明书用药的规范化管理。医疗机构应
加强对超说明书用药的监管，确保用药合理性及医
疗安全。因此，本文就本院利妥昔单抗的使用情况
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讨论其超说明书用药的合理
性以及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以期为其临床使用提
供参考。

表 1　利妥昔单抗 FDA批准适应证 
Tab 1　FDA approved indications for rituximab

FDA 批准适应证 FDA 批准人群 有效性 推荐等级 证据水平

联合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治疗慢性淋巴白血病 成人 Ⅱa Ⅱa B 类

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肉芽肿相关性多血管炎 成人 Ⅱa Ⅱb B 类

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显微镜下结节性多动脉炎 成人 Ⅱa Ⅱb B 类

联合 CHOP（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或其他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

化疗方案作为 CD20 阳性的弥漫性大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线治疗

成人 Ⅰ Ⅰ B 类

CD20 阳性的滤泡性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联合一线化疗方案或作为单药维持治疗 成人 Ⅱa Ⅱa B 类

稳定或既往 CVP（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强的松）化疗有效，低度 CD20 阳性 B 细胞

非霍奇金淋巴瘤

成人 Ⅱa Ⅱb B 类

复发性或难治性，低度或滤泡性，CD20 阳性，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成人 Ⅱa Ⅱa B 类

寻常型天疱疹（中至重度） 成人 / 儿童 Ⅰ/Ⅱa Ⅱa/Ⅱb B 类 /C 类

联合甲氨蝶呤，用于对一种或多种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疗效不足（中至重度）的类风

湿关节炎患者

成人 Ⅱa Ⅱb B 类

表 2　利妥昔单抗超适应证使用合理性依据 
Tab 2　Rationality of the off-label use of rituximab 

依据 超适应证用法 占比 /%
国外说明书批准的用法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90）、肉芽肿性血管炎（12）   7.91
国际 / 国内指南用法 套细胞淋巴瘤（180）、边缘区淋巴瘤（240）、淋巴浆细胞淋巴瘤 /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96）、视神经脊髓炎（120）、抗中性粒细胞浆抗体（ANCA）相关性血管炎（6）、
系统性红斑狼疮（6）

50.23

专家共识（包括诊疗常规、专著） 肾病综合征（270）、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24）、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18）、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60）

28.84

其他循证支持用法（包括文献报道）等 伯基特淋巴瘤（48）、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60）、皮肌炎（12）、肝肾移植术（24）、噬

血细胞综合征（24）
13.02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调取本院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使用
利妥昔单抗的 4014 例处方（包含门诊处方及住院
医嘱），按照疾病诊断是否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的适应证进行分类。
1.2　研究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PubMed 等数据库，查阅
收集疾病相关诊疗指南、专家共识、文献报道等
与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使用相关的资料，依据国
外说明书、国际 / 国内指南、专家共识和其他循证

支持用法（包括文献报道）4 个类型讨论利妥昔抗
超说明书用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结果见表 2。

2　结果
　　在本次调查的 4014 例病例中，按照说明书使
用的有 2724 例，占总例数的 67.86%，其中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有 2412 例（60.09%），滤泡性淋巴瘤
312 例（7.77%）。超说明书使用的有 1290 例，均
为超适应证用药（32.14%），其中排名前三的为肾
病综合征（20.93%）、边缘区淋巴瘤（18.60%）和
套细胞淋巴瘤（13.95%）（见表 3）。
3　讨论
3.1　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适应证用药合理性分析

3.1.1　B 细胞淋巴增殖性疾病
　　① 套细胞淋巴瘤（MCL）：NCCN 指南中显
示对于 65 岁以下、符合治疗条件的 MCL 患者采
用利妥昔单抗联合阿糖胞苷为基础的方案为其首
选诱导治疗方案。一项临床试验对 BR（利妥昔
单抗＋苯达莫司汀）方案与 R-CHOP（利妥昔单
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
方案进行了 5 年随访，结果显示 BR 方案在改善
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优于 R-CHOP 方案，
但两者总生存率（OS）相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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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边缘区淋巴瘤（MZL）：一线治疗方案有
R-CV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强
的松）等。一项Ⅱ期临床研究评估了 CD20 阳性的
MZL 患者使用 R-CVP 方案治疗后使用利妥昔单抗
维持治疗 2 年的生存疗效，结果显示使用 R-CVP
方案后利妥昔单抗单药维持治疗在Ⅲ～Ⅳ期 MZL
患者中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且毒性作用小 [6]。
　　③ 伯基特淋巴瘤（BL）：目前尚无 BL 标准
一线治疗方案。在一项 30 岁以下高危期 BL 的国
际研究中，45 例患者接受了 FAB/LMB 96 化疗＋

利妥昔单抗，3 年的无事件生存期（EFS）为 93%
（95% CI，79% ～ 98%）[7]。一项儿童和青少年相
关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标准 LMB 化疗
组±利妥昔单抗治疗高危型 BL，结果显示联合
利妥昔单抗组 1 年 EFS 为 95%，而单纯化疗组为
81.5%[8]。
　　④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NCCN 指南
中指出 CLL 的治疗方案是根据 TP53 基因突变的
缺失和 / 或突变、年龄及身体状态进行分层治疗。
初诊 CLL/SLL 中伴有或不伴有 DEL（17P）/TP53
基因突变的一线治疗方案有：FCR 方案（氟达拉
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苯达莫司汀±利
妥昔单抗、大剂量甲泼尼龙±利妥昔单抗等 [9-10]。
　　⑤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 /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LPL/WM）：针对 LPL/WM 患者 NCCN 指南建
议其首选治疗方案为利妥昔单抗与化疗药物的联
合，包括 BR 方案、BDR（利妥昔单抗＋硼替佐
米＋地塞米松）、DRC 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
酰胺＋地塞米松）[11]。
3.1.2　视神经脊髓炎（NMO-SD）　法国神经内

科实践指南及国内治疗指南中均表示，利妥昔单
抗临床试验结果显示Ｂ细胞的消减治疗在减少
NMO-SD 的复发以减缓神经功能障碍进展上具有
显著疗效，广泛应用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的
预防治疗、一线治疗以及抢救性治疗 [12]。
3.1.3　肾病综合征　肾病综合征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近年来有研究发现 B 淋巴细胞在肾病综合征
中也有重要作用 [13]。日本肾脏病学会认为与其他
免疫抑制药物相比利妥昔单抗具有降低性腺抑制
和致癌风险的优点 [14]，并于 2014 年将利妥昔单
抗纳入日本医保治疗复发 / 依赖型肾病综合征。
国内指南中显示多项 RCT 研究表明对于其他治
疗方案无反应、不良反应严重的难治性肾病综合
征的患儿，使用利妥昔单抗能有效缓解病情，减
少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降低复发次数和不
良反应 [15]。但就目前来说利妥昔单抗用于肾病综
合征及慢性肾脏病的安全性、远期疗效以及使用
方案仍不明确。
3.1.4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 肝肾移植术　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分为移植前的一线诱导治疗和移植后
的维持治疗。国内诊疗共识表示移植前的一线诱
导方案有：R-CHOP 方案、（R）-EPOCH 方案（利
妥昔单抗＋依托泊苷＋长春新碱＋多柔比星＋环
磷酰胺＋泼尼松）等 [16]；目前并不推荐利妥昔单
抗用于移植后的维持治疗，特别是移植前接受足
疗程、足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目前来说
最佳的维持治疗方法和周期尚未建立。
3.1.5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　2010 年以
来，已有多项临床试验研究报道了使用利妥昔
单抗治疗 ITP，随访 1 个月后其中 5 项报道了缓
解 [17]。此外，一项关于利妥昔单抗和标准护理
的大型荟萃分析显示，加入利妥昔单抗可更早地
提高治疗有效率，利妥昔单抗治疗 ITP 有效率约
50%，长期反应率为 20% ～ 25%[18]。目前来说利
妥昔单抗仅推荐用于标准一线、二线治疗均无效
的患者。
3.1.6　噬血细胞综合征（HPS）　淋巴瘤是导致
继发性 HPS 的重要病因之一。淋巴瘤与 HPS 两
者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既可同时出现，也可先
后出现。淋巴瘤相关 HPS 的治疗分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针对 HPS 的治疗，控制炎症反应及器官功
能障碍以达到控制 HPS 活化进展的目的 [19]；另
一方面是针对淋巴瘤的治疗，控制原发病防止
HPS 复发。
3.1.7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　2019
年国际专家共识中表示目前还没有针对严重 TTP
患者使用利妥昔单抗的 RCT，但大量数据表明利

表 3　本院超说明书适应证使用分布情况及占比 (n ＝ 1290) 
Tab 3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off-label use in our hospital 

(n ＝ 1290)

临床诊断 病例数 占比 /%
肾病综合征 270 20.93
边缘区淋巴瘤 240 18.60
套细胞淋巴瘤 180 13.95
视神经脊髓炎 120   9.30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 /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96   7.4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90   6.98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60   4.65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60   4.65
伯基特淋巴瘤   48   3.72
嗜血细胞综合征   24   1.86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24   1.86
肝 / 肾移植术后   24   1.86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18   1.40
ANCA 相关性血管炎 / 肉芽肿性血管炎   18   1.40
皮肌炎   12   0.93
系统性红斑狼疮     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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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昔单抗的使用对 TTP 患者整体有益。利妥昔单
抗已用于治疗复发的 TTP。Scully 等 [20] 报道，与
历史对照相比，在利妥昔单抗治疗后 3 d 内 TTP
的缓解更快。在一项针对一线治疗反应差的患者
的前瞻性研究中，附加利妥昔单抗提高了其缓解
率，且降低了复发率 [21]。目前考虑将利妥昔单抗
纳入严重 TTP 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3.1.8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　国际
共识会议《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诊断和治疗
（2017）》及国内专家共识中指出，在难治性 / 重
型 AIHA、对糖皮质激素耐药或维持剂量超过 15 
mg·d－ 1（按泼尼松计算）以及不耐受糖皮质激素
治疗的情况下利妥昔单抗可作为二线治疗首选 [22]。
3.1.9　ANCA 相 关 性 血 管 炎（AAV）/ 肉 芽 肿
性 血 管 炎（韦 格 纳）　AAV 包 括 3 种 疾 病 表
型：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PA）、显微镜下的
多血管炎（MPA）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EGPA）。MAINRITSAN 试验随机抽取 115 名
新诊断（80%）或复发（20%）的 AAV 患者（不包
括 EGPA），在环磷酰胺缓解诱导后接受利妥昔单
抗或基于硫唑嘌呤的维持方案。随访 60 个月后，
利妥昔单抗在预防复发方面优于硫唑嘌呤 [23]。两
个 RCT 评估了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 AAV 的疗效，
AAV 的管理指南已建议将利妥昔单抗作为缓解性
维持治疗的优选 [24]。
3.1.10　皮肌炎　2013 年，一项利妥昔单抗用于顽
固性肌炎的 RCT 结果显示各治疗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 83% 的患者通过试验达到了改善的目
的，提示利妥昔单抗可能对难治性肌炎有用 [25]。
3.1.11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在 2020 年中
国 SLE 诊疗指南中指出，SLE 合并难治性血小板
减少症的患者，低剂量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缓解
率可达 80%，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顽
固性狼疮肾炎及血液系统受累的患者，利妥昔单
抗可有效控制病情减少激素用量 [26]。
3.2　本院超说明书用药管理对策
　　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着超说明书用药现象，
有研究显示在常用处方中约 21% 属于超说明书用
药，这其中仅有 27% 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其有效
性和安全性。本院利妥昔单抗超说明书使用证据
充分的占比 58.14%，目前证据支持级别低，需
根据患者情况审慎使用的占 41.86%。从医疗机构
的角度来说，药事管理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需承
担超说明书用药的监管职责。本院为进一步提高
监管力度，扩大监管纬度全面保障患者的用药安
全、维护患者治疗需求及知情同意权同时落实患
者的无障碍就医理念做了大量工作。

3.2.1　处方前置审核　从诊疗方面，临床向药事
管理委员会提供循证依据，经药事管理委员会和
伦理委员会讨论并建立院级超说明书用药分级管
理备案以及不良反应应急预案。将合理用药监测
系统嵌入 HIS 系统，设立处方前置审核小组，对
临床合理用药实行“机审”加“人审”双重审核，
判断用药合理性，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目前本院在处方前置审核系统中对超说明书用
药进行全部拦截，审核药师与医师端实时沟通是否
确认超说明书用药，如存在证据支持则医师提交双
签字确认，若无证据支持审核药师可拒绝发药。对
于证据支持级别不足的共识及文献报道类超说明书
用药，审核药师在处方审核时加以关注，与医师
（仅限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在线实时沟
通，在尚无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充分遵循
保证患者知情同意原则，且做好用药监测及随访记
录。同时审核药师每个月进行事后处方点评，定期
组织药事管理委员会对超说明书用药情况进行讨论
与总结，向临床医师反馈，对循证依据支持不足的
超说明书用药进行院内上报、超常预警，规避医疗
风险，保证患者的诊疗安全。
3.2.2　患者知情同意　在保证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方面，医院门诊量大同时超说明书用药情况普遍
存在，全部签署纸质文件工作量大、流程繁琐可
操作性差，不利于优化患者的就诊体验。本院利
用合理用药监测系统，设立超说明书用药管理规
则对知情同意项进行信息化管理。① 对高质量循
证医学证据支持的超说明书用法，实施一般性知
情同意书流程，处方前置审核系统拦截进入超说
明书用药实时审核流程，医师、审核药师、患者
同步沟通，审核药师判断超说明书用药合理性、
医师提交双签字确认。② 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不足
的超明书用药则拦截提示单独评价药物的使用风
险，实施纸质知情同意书流程。利用信息化的手
段三方确认全面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有效以及
知情同意权，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模式。
4　结论
　　通过回顾性的分析统计调查，本研究发现利
妥昔单抗的超说明书使用情况明显。目前我国超
说明书用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或指导性文件。
2010 年广东省药学会印发《药品未注册用法专家
共识》是我国第一部由专业协会发布的超说明书
用药规范，首次指出超说明书用药是合法且需要
规范管理的用药行为，并于 2015 年起发布《超说
明书用药目录》且每年更新，为规范医疗机构超
说明书用药行为提供了指引 [3]。医疗机构需进一
步明确超说明书用药目的及使用范围，规范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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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用药分级管理流程，从而规范医务人员诊疗
行为，保证患者的诊疗安全、规范治疗减少医疗
争议。同时呼吁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优化评审模式引导鼓励制药企业更新药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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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托啡诺注射液用于术后镇痛的快速卫生技术评估

王安妮，王然，冯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　100026）

摘要：目的　快速评价布托啡诺注射液用于术后镇痛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为医院新

药遴选和临床治疗决策者提供循证证据。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Epistemonikos、
中国知网和万方等数据库，纳入术后应用布托啡诺注射液镇痛的系统评价 /meta 分析、药物经

济研究和卫生技术评估报告并提取数据，采用 AMSTAR 评价清单和 CHEERS 清单评估文献质

量，最终呈现真实数据并进行客观的综合分析。结果　共检索出 164 篇文献，纳入 meta 分析

9 篇、药物经济学研究 3 篇，未检索到相关卫生技术评估报告。综合分析显示，布托啡诺的镇

痛起效时间和镇痛有效时间，因对照药品不同而结论不同。与单用其他药物或联合应用其他药

物相比，布托啡诺可降低恶心呕吐、头晕眩晕、皮肤瘙痒、嗜睡和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但对腹

胀、尿潴留、呼吸抑制、烦躁、锥体外系、低血压、阿氏评分、产妇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和

阴道分娩率等无显著影响。结论　布托啡诺有效性因对照药品不同而存在差异，通常联合用药

效果优于单一用药。相比于强阿片类药品，布托啡诺用于术后镇痛的恶心呕吐、头晕眩晕和皮

肤瘙痒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相比于曲马多、吗啡、芬太尼，布托啡诺安全性较好。经济学方

面，与单用舒芬替尼或地佐辛或托烷司琼相比，联合应用布托啡诺的医疗总费用降低。

关键词：布托啡诺；快速卫生技术评估；镇痛；患者静脉自控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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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pi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butorphanol injection in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WANG An-ni, WANG Ran, FENG Xin* (Beij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Beijing  100026)

Abstract: Objective  To quickly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butorphanol injection 
for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hospital new drug screening and clinical treatment 
decision. Methods  We systematicdly searched PubMed, Embase, Epistemoniko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anfang, etc.. The postoperative use of butorphanol injection for 
analgesia was included, covering systematic review or meta-analysis, pharmacoeconomic research an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report. An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searched studies were checked for duplicate, preliminary screening, re-screening, reading through the 
full text and data collection. The AMSTAR evaluation checklist and the CHEERS checklist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literatures, and finally real data presented and an objectiv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conducted. Results  Totally 164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via rapi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cluding 9 meta-analyses and 3 pharmacoeconomics studies. No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reports were retriev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drugs used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drugs, the analgesic onset time and analgesic effective time of 
butorphanol varied with the control drugs. Butorphanol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dizziness, dizziness, skin itching, drowsiness and overall adverse reactions. However, it showed 
no obvious effect on abdominal distension, urinary retention, respiratory depression, irritability, 
基金项目：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临床医学发展专项经费资助（No.ZYLX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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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是一种主观感受，目前尚无仪器可以
评估其性质和强度。虽然疼痛与损伤存在一定
联系，但疼痛强度与损伤程度并不完全成正相
关 [1]。手术后疼痛为伤害性疼痛，如初期未被充
分控制则可发展为慢性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2]，故围术期疼痛管理旨在减轻患
者痛苦、加快其恢复速度，并减少患者住院时
间。目前手术后镇痛主要采用药物治疗，其中麻
醉性镇痛药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一类药品，这些药
物可通过口服、皮下注射、静脉注射、患者自控
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PCA）等方式
给予。随后，临床可通过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0 ～ 10 数字疼痛强度量
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和 Ramsay 镇静
评分（RSS）评价疼痛程度和镇静程度，从而评
估药品有效性。
　　酒石酸布托啡诺注射液为阿片受体的激动拮
抗药，可通过抑制上行中枢神经系统而改变人体
对疼痛的感知和反应，产生类似于阿片类药物的
镇痛镇静效果 [3]。布托啡诺对阿片受体的独特作
用，使得其呼吸抑制、皮肤瘙痒、尿潴留和机体
依赖性等不良反应少。布托啡诺注射液用于中、
小手术术后阵痛时，可通过静脉注射、患者静脉
自控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途径给药；用于产科镇痛时，可通过静脉
注射、肌内注射、硬膜外途径给药 [4]。
　　 传 统 的 卫 生 技 术 评 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耗时可长达 1 ～ 2 年 [5]，为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迅速满
足决策者需求，快速卫生技术评估受到了更多的
关注与重视。为了更好地指导医院新药遴选，并
及时为临床治疗决策者提供循证证据，本文对布
托啡诺注射液用于术后镇痛的安全性、有效性和
经济性进行快速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研究对象：术后镇痛患者。
② 干预措施：布托啡诺单药或联用其他镇痛药物，
剂量不限。③ 对照组：布托啡诺的不同给药剂量、
不同给药途径，单用或联用其他镇痛药物，剂量
不限。④结局指标：主要有效性指标包括不同时
间 VAS 评分、不同时间 RSS 评分等；主要安全性
指标包括恶心呕吐发生率、头晕发生率、嗜睡发
生率和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等。⑤ 研究类型：HTA
报告、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经济学研究。
1.1.2　排除标准　研究类型不符合标准、非静脉 /
硬膜外用药。
1.2　检索策略

　　 使 用“（systematic review OR meta analysis）
AND（Butorphanol[Title/Abstract]）”“butorphanol：
ti，ab，kw AND（‘systematic review’：ti，ab 
OR ‘meta analysis’：ti，ab）”“Butorphanol” 分
别在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
中检索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相关文章；使用“Butor-
phanol AND cost”“butorphanol：ti，ab，kw AND 
cost”“Butorphanol”分 别 在 PubMed、Embase 和
Epistemonikos、The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atabase 数据库中检索经济性相关文章。使用“布
托啡诺＋系统评价或 meta 分析或 荟萃分析”“布
托啡诺 AND（系统评价 or meta 分析 or 荟萃分
析）”“布托啡诺 AND（成本 or 经济）”在中国知网
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章。检索时限均为各
数据库建库起至 2021 年 1 月 4 日。
1.3　文献筛选、数据提取与质量评价

　　由一位评价者独立筛选所有检索文献并提取
资料和数据，并由另外一位评价者进行核对。按
预先设计的文献信息提取表提取相关资料和数
据，表格内容包括年份、国家、文章题目、研究

extrapyramidal system, hypotension, apger scor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maternal 
medication and the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 Conclus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butorphanol varies 
with control drugs. Generally, the combination efffect is better than single medication. Compared 
with opioids, butorphanol has a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nausea, vomiting, dizziness, 
and skin pruritus for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and is safer than tramadol, morphine, and fentanyl. In 
terms of cost-effectiveness, compared with the use of sufentinib alone or dezocine alone or tropisetron 
alone, the combined use of butorphanol reduces the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
Key words: butorphanol; rapi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pain control; 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2422

Central South Pharmacy. November  2021, Vol. 19 No.1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1 月 第 19 卷 第 11 期

类型、研究方法、患者人群、干预措施、对照措
施、有效性指标、安全性指标、纳入研究数、患
者例数和结果等。使用 AMSTAR 评价清单对系统
评价 /meta 分析的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估 [6]，使用
CHEERS 清单对经济学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估 [7]。
当两位评价者出现意见不同时，先进行讨论解决，
若无法达成一致则咨询第三位评价者解决。
1.4　数据分析

　　应用快速 HTA 的方法，呈现真实数据情况
并进行客观的综合分析。根据纳入研究的基本特
征和结论，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合
成、分析与讨论，并对结果进行谨慎解释与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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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篇，
去重后阅读文章题目及摘要进行初筛，初步得到
17 篇文献。进一步阅读全文进行复筛，最终纳入
meta 分析 9 篇 [8-16]、药物经济学研究 3 篇 [17-19]，
无相关 HTA 报告。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2.2　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与基本特征

　　纳入的 meta 分析中有 6 篇 [9-13，16] 来自于中
国，另 3 篇 [8，14-15] 分别来自于英国、美国和德国，
除 1 篇 meta 分析 [14] 为壁报展示外，其余文献质
量良好；纳入的经济学研究 [17-19] 均来自于中国，
其中 1 篇经济学研究 [17] 仅为药品价格陈列，其余
2 篇质量尚可。纳入的文献质量评价见表 1，纳

入 meta 分析的基本特征见表 2，纳入的经济学研
究质量评价见表 3。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表 1　AMSTAR清单评价 meta分析文献质量 
Tab 1　AMSTAR evaluation meta-analysis literature quality

质量评价条目 Picard[8] 刘燕 [9] 陈富超 [10] 李茜 [11] 方宝霞 [12] 秦新磊 [13] Do[14] Dinges[15] 于雅卉 [16]

是否提供了前期设计 √ √ √ √ √ √ × √ √

研究的选择和数据提取是否具有重复性 √ √ × √ √ √ × √ √

是否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 √ √ √ √ √ √ × √ √

发表情况是否考虑在纳入标准中 √ √ √ √ × √ × √ √

是否提供纳入，排除文献清单 √ √ √ √ √ √ √ √ ×

是否描述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 × × √ √ × × × ×

是否评价和报道纳入研究的科学性 √ √ × √ × √ × √ ×

纳入研究的科学性是否恰当地运用在结论的推导上 √ √ √ √ √ √ √ √ √

合成纳入研究结果的方法是否恰当 √ √ √ × × √ √ √ √

是否评估了发表偏倚的可能性 × √ × √ × √ × √ √

是否说明相关利益冲突 × × × × × × × √ ×

2.3　布托啡诺有效性评价

　　纳入的 meta 分析中大部分采用了 VAS 量表
和 RSS 评分等手段，评价疼痛程度和镇静程度从
而评估药品有效性，1 篇采用镇痛持续时间评判，
1 篇采用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时间评判。
2.3.1　VAS 量表　与单独使用其他镇痛药品对比
后，结果显示布托啡诺比曲马多在术后 24 h 镇痛

效果好，加权均数差（WMD）＝－ 0.78，95%CI
（－ 1.51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4），术后 48 h 镇痛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单独应用吗啡比较，24 h 和 48 h 的镇痛
效果均无明显差异，与单独应用芬太尼比较，术
后 4 h 和 8 h 镇痛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01），而术后 12、24 h 和 48 h 的镇痛效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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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联合用药结果显示布托啡诺联合芬太
尼与单用布托啡诺组相比，12 h 与 24 h 镇痛效

果无明显差异，术后 48 h 镇痛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WMD ＝－ 0.11，95%CI（－ 0.20 ～－ 0.01），
P ＝ 0.03]；布托啡诺联合曲马多与单用任一药品
相比，在 4、24、48 h 的镇痛效果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
2.3.2　RSS 评分　与单独使用其他镇痛药品对
比后，1 篇纳入 802 例患者的 meta 结果显示布
托啡诺与吗啡或芬太尼相比，24 h 及 48 h 镇痛
效果均无明显差异 [9]；而另 1 篇纳入 990 例患
者的文章显示布托啡诺与芬太尼相比，术后 4、
8、12、24 和 48 h 的镇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0.05）[13]。联合用药结果显示布托啡诺
联合芬太尼与单用芬太尼组相比，术后 12 h 镇
痛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MD ＝ 0.19，95%CI
（0.03 ～ 0.35），P ＜ 0.01]，在术后 24 h 与 48 h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2.3.3　其他　文献显示，应用布托啡诺可以缩短
第一产程时间平均 63 min（P ＜ 0.001），但可延
长第二产程时间约 1 min（P ＜ 0.05），总体与舒
芬太尼相比，镇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应用
布托啡诺与布比卡因，与单独应用布比卡因相比，
镇痛持续时间延长，镇痛开始时间也平均缩短
4.14 min，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另
外，与静脉注射布托啡诺相比，神经丛鞘注入布
托啡诺可使术后 24 h 镇痛效果提升。
2.4　布托啡诺安全性评价

表 2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 
Tab 2　Baseline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studies

研究 患者人群 纳入研究个数 患者总例数 干预措施 对照措施 结局指标

Picard[8] 术后静脉镇

痛患者

网状 meta 相

关研究 1 个

22 布托啡诺（静脉） 布托啡诺（臂

丛神经鞘内）

术后 24 h 的 VAS 评分

刘燕 [9] PCIA 患者 13 802 布托啡诺 吗啡 / 芬太尼 术后 24、48 h 的 VAS 评分和 RSS 评分；恶心呕吐、

头晕、嗜睡、瘙痒、腹胀、尿潴留、呼吸抑制、

烦躁、锥体外系

陈富超 [10] PCIA 患者 5 332 布托啡诺＋曲马

多

布托啡诺 / 曲
马多

术后 4、8、12、24、48 h 的 VAS 和 RSS 评分；

恶心呕吐、眩晕、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李茜 [11] PCIA 患者 9 578 布托啡诺 曲马多 术后 24、48 h 镇痛效果比较；呕吐、头晕发生率

方宝霞 [12] PCIA 患者 20 1649 布托啡诺＋芬太

尼

布托啡诺 / 芬
太尼

术后 12、24、48 h 时的 VAS 评分、RSS 评分；恶

心呕吐、皮肤瘙痒、头晕、总 ADR 发生率

秦新磊 [13] PCIA 患者 15 990 布托啡诺 芬太尼 术后 4、8、12、24、48 h 的 VAS 评分；恶心呕吐、

皮肤瘙痒、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Do[14] 腰椎硬膜外

麻醉患者

5 280 布托啡诺 / 布托啡

诺＋布比卡因

布比卡因 镇痛持续时间、镇痛效果开始时间；低血压、恶

心、嗜睡

Dinges[15] PCA 患者 网状 meta 相

关研究 2 个

98 布托啡诺 / 布托啡

诺＋吗啡

吗啡 瘙痒

于雅卉 [16] 硬膜外镇痛

分娩患者

13 2283 布托啡诺＋罗哌

卡因

罗哌卡因 / 罗
哌卡因＋舒

芬太尼

VAS 评分、第一产程时间、第二产程时间；apger
评分、产妇不良反应发生率、阴道分娩率

表 3　CHEERS清单评估经济学研究文献质量 
Tab 3　Quality of literatures on economics research by CHEERS 

evaluation

质量评价条目 欧定宏 [17] 吴勇辉 [18] 沈宵 [19]

题目 √ √ √

摘要 × √ √

背景与目的 √ √ √

目标人群与亚组 √ √ √

机构设置与地理位置 × × √

研究角度 × √ ×

对照组 × √ √

研究时限 × × √

折现率 × × ×

健康结局选择 × √ √

有效性指标 × × √

基于偏好的结局的评估 / / /
估计成本与资源 × √ √

货币单位与价值时点 × / √

模型选择 × √ ×

假设 × √ /
分析方法 √ × √

研究参数 × × ×

增量成本与结局 × × ×

不确定性的说明 × × √

异质性的说明 × / ×

研究的发现、局限、适用性

及现有情况描述

× √ √

资金来源 × × ×

利益冲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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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文 共 纳 入 9 篇 meta 分 析 [8-16]， 其 中 2
篇 [8，15] 为网状 meta 分析。有 7 篇 [8-13，15] 文章为
布托啡诺的术后静脉镇痛研究，有 2 篇 [14，16] 为
硬膜外给药镇痛研究。
2.4.1　恶心呕吐　纳入的 6 篇 meta 分析 [9-14] 比较
了布托啡诺单用与其他药物或联合用药，对患者
发生恶心呕吐不良反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其
他镇痛药品相比：布托啡诺组术后镇痛的恶心呕吐
发生率低于曲马多组，相对危险度（RR）为 0.24，
95% 置信区间（95%CI）为（0.14 ～ 0.42），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1；低于吗啡组 [RR ＝ 0.30，
95%CI（0.21 ～ 0.42），P ＜ 0.01]； 低 于 芬 太 尼
组 [ 平均差（MD）＝ 0.28，95%CI（0.20 ～ 0.39），
P ＜ 0.01]。联合用药显示：布托啡诺联合芬太尼
是单用布托啡诺组恶心呕吐发生率的 0.76 倍 [ 比
值比（OR）＝ 0.76，95%CI（0.49 ～ 1.18），P ＝

0.22]；布托啡诺联合曲马多组较单用布托啡诺组
恶心呕吐发生率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联合
用药组恶心呕吐发生率较单用曲马多组低 [OR ＝

0.14，95%CI（0.07 ～ 0.28），P ＜ 0.05]。
2.4.2　头晕眩晕　纳入的 4 篇 meta 分析 [9-12] 比较
了布托啡诺单用与其他药物或联合用药，对患者
发生头晕、眩晕不良反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与
其他镇痛药品相比：布托啡诺组头晕的发生率低
于曲马多组 [RR ＝ 0.24，95%CI（0.10 ～ 0.58），
P ＜ 0.01]； 低 于 吗 啡 组 [RR ＝ 0.69，95%CI
（0.41 ～ 1.16），P ＜ 0.01]，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联合用药显示：布托啡诺联合芬太尼组发
生 率 较 单 用 芬 太 尼 组 低 [OR ＝ 0.45，95%CI
（0.28 ～ 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应
用曲马多组发生率比单用布托啡诺组低 [OR ＝

0.23，95%CI（0.08 ～ 0.63），P ＜ 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4.3　皮肤瘙痒　纳入的 4 篇 meta 分析 [9，12-13，15]

比较了布托啡诺单用与其他药物或联合用药，对患
者发生皮肤瘙痒不良反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与
其他镇痛药品相比：布托啡诺组皮肤瘙痒发生率
低于芬太尼组 [MD ＝ 0.14，95%CI（0.04 ～ 0.46），
P ＜ 0.01]，皮肤瘙痒同时低于吗啡 [RR ＝ 0.10，
95%CI（0.01 ～ 0.83），P ＜ 0.01]。而布托啡诺联合
芬太尼用药组皮肤瘙痒发生率虽低于单用布托啡诺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4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纳入的 3 篇 meta 分
析 [10，12-13] 比较了布托啡诺单用与其他药物或联
合用药，对患者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结果
显示，布托啡诺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芬太

尼 组 [MD ＝ 0.24，95%CI（0.13 ～ 0.46），P ＝

0.003]；布托啡诺联合芬太尼组发生率较单用芬
太 尼 组 低 [OR ＝ 0.43，95%CI（0.23 ～ 0.78），
P ＜ 0.001]；同时，联合应用布托啡诺和曲马多
也较单用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005）。
2.4.5　其他不良反应　纳入的 meta 分析中还考
察了应用布托啡诺后嗜睡、腹胀、尿潴留、呼吸
抑制、烦躁、锥体外系、低血压、阿氏（apgar）
评分、产妇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和阴道分娩率
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其中有 1 篇 meta 分析 [9] 指
出与吗啡对比，布托啡诺嗜睡发生率低 [RR ＝

0.23，95%CI（0.07 ～ 0.79）]，其余不良反应发生
率均与其他药品或联合用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5　布托啡诺经济性评价
　　吴勇辉等 [18] 选择美国麻醉师协会（ASA）
Ⅰ～Ⅱ级、年龄 65 岁以上，择期在全身麻醉下行
腰椎内固定手术的患者 60 例，采用决策树模型分
析，手术结束前 10 min 接静脉 PCIA 泵，给予布托
啡诺 4 mg 和舒芬太尼 100 μg 与单纯应用舒芬太尼
100 μg 镇痛治疗的期望成本，分别为 494.37 元和
648.43 元，可见联合用药可降低医疗总费用。沈宵
等 [19] 回顾性分析胸外科开胸术后，87 例重度疼痛
患者使用 PCIA 情况，其中右美托咪定联合地佐辛
与托烷司琼组与布托啡诺联合地佐辛与托烷司琼
组，人均成本分别为1092.14元和729.91元，成本 -
效果比分别为 11.17 和 7.48，且手术 48 h 后两组方
案的疼痛缓解率相当，可见布托啡诺组花费低、疗
效好。欧定宏 [17] 研究剖宫产孕妇的全部用药，故
对布托啡诺的使用仅做了价格排序的陈列，即麻醉
药费用排序前四位药物为：盐酸左布比卡因、酒石
酸布托啡诺、氟比洛芬酯和甲磺酸罗哌卡因；用药
频度（DDDs）前四位为：酒石酸布托啡诺、利多
卡因、盐酸左布比卡因和盐酸曲马多。主要涉及局
部麻醉和镇痛药，与剖宫产的麻醉方式和术后镇痛
方式保持一致，且符合剖宫产采用硬膜外麻醉或联
合腰麻硬膜外麻醉的用药特点。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独使用其他镇痛药品
或联合应用其他药品相比，布托啡诺镇痛效果因
对照药品不同，镇痛起效时间和有效时间也存在
差异。与单用其他药物或联合应用其他药物相比，
布托啡诺可降低恶心呕吐、头晕眩晕、皮肤瘙痒、
嗜睡和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但对腹胀、尿潴留、
呼吸抑制、烦躁、锥体外系、低血压、apger 评分、
产妇不良反应发生率和阴道分娩率等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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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托啡诺的镇痛效力可达到吗啡的 3.5 ～ 7
倍，适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疼痛。布托啡诺包括
酒石酸布托啡诺注射剂和酒石酸布托啡诺鼻喷雾
剂，其注射液的说明书中适应证包括：手术后镇
痛治疗、偏头痛止痛和麻醉用药（分娩镇痛）等，
而鼻喷雾剂常用于使用阿片类镇痛药患者的疼痛
治疗。酒石酸布托啡诺镇痛专家共识 [4] 中指出，
布托啡诺可用于中小型手术后镇痛，给药方式包
括 PCIA 和静脉镇痛；可用于大中型手术后的多
模式镇痛方案，如遇非甾体抗炎镇痛药联用、与
强阿片类药物联用；还可用于产科无痛分娩和剖
宫产术后镇痛，给药方式包括静注、硬膜外给药。
相比于强阿片类药物，布托啡诺的呼吸抑制、恶
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中华医学会麻醉
学分会于 2017 年发布的成人手术后疼痛处理专
家共识 [20] 中指出，布托啡诺常应用于手术后中
度痛的治疗，也可作为多模式镇痛方案用于重度
疼痛治疗，并且布托啡诺可抑制或减轻应用阿片
类药物全身麻醉后发生的寒战。
　　酒石酸布托啡诺注射液于 2009 年便纳入国
家医保目录，为医保乙类药品，其鼻喷剂未纳入
国家医保目录，为自费药品。目前，针对布托啡
诺的经济学研究较少，文献均指出联合应用布托
啡诺可降低治疗费用，但纳入的患者较少，考量
时间较短，研究设计存在局限性，需要大样本经
济学模型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布托啡诺有效性因对照药品不同存
在一定差异，联合用药效果多优于单一用药。相比
于强阿片类药品，布托啡诺用于术后镇痛的恶心呕
吐、头晕眩晕和皮肤瘙痒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本
研究应用快速 HTA 的方法，是传统的简化版、快
速版，可迅速为医院新药遴选提供决策证据，并为
临床治疗决策者提供循证证据，但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存在偏倚，故不可替代传统的 HTA[21]，仍
需更多证据验证与完善其方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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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利复方用药规律分析

李浩1，刘伟1，2，侯贺祥1，洪峰1，马星光1*，安垿钊1（1.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2. 北京

中医药大学成果转化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分析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药复方用药规律。方法　以“智慧芽”专利系统为

数据来源，综合采用古今医案云平台、R 语言、SAS 8.2 等软件对防治新型冠状肺炎专利复方

进行区域分布分析，中药四气五味及归经统计，关联、聚类及因子分析，挖掘其用药规律。结
果　筛选出符合标准的中药复方 211 首，包含中药 365 味；专利申请地以广东、北京、贵州居

多；专利复方中药频次最高为甘草、金银花、广藿香、黄芪、连翘，功效以补气、清热解毒、

化湿、发散风寒为主，四气以温、寒、平居多，五味以辛、甘、苦多见，归经以肺、胃、脾最多；

关联规则分析共得到 18 条，聚类分析得到 7 个药组，因子分析得到公因子 8 个。结论　本文

分析结果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吻合度较高，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利；用药规律；中药；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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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compound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OVID-19

LI Hao1, LIU Wei1, 2, HOU He-xiang1, HONG Feng1, MA Xing-guang1*, AN Xu-zhao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dication ru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s for COVID-19.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s for COVID-19 
were retrieved by Patsnap patent database.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Records Cloud Platform, 
R, SAS 8.2 software and so 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patent application area, four natures and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eridian attribution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patent 
compound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for COVID-19. Results  Totally 211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s were screened convering 365 Chinese medicines. Most patent applications 
were from Guangdong, Beijing, and Guizhou.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itis, licorice, honeysuckle, 
patchouli, astragalus and fructus forsythia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he main effects of drugs 
included qi-invigorating, heat-clearing, detoxification, dampness-resolving, and wind-coldeffusing. 
The four natures were mainly warm, cold and calm, while the five flavors were mostly pungent, sweet 
and bitter, and the meridians of the lung,  the stomach and the spleen were most common. Totally 18 
items were obtained by association-rule analysis, 7 drug groups were obtained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8 common factors by factor analysi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 this paper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rial version eighth)” and 
have certain guid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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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
为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已成为全球性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1]。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过
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2] 白皮书指出中
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92%，湖北省
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均超过 90%。
新冠肺炎在中医属“疫”病，临床表现多为发热、
乏力、咳嗽等，湿毒疫邪是其主要病因，通过对
其整体证候分型的把握，拟订了基本的中医分期
辨治方案 [1，3]。而专利作为创新与发明活动的重
要产出，反映了科技进步与发明能力的提升情
况 [4-5]。因此，为进一步挖掘新冠肺炎防治中药复
方的用药规律，本研究通过对“智慧芽”专利系
统收集到的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药复方专利进行数
据挖掘及深入分析，以期为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
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检索方法

　　在“智慧芽”专利系统设置检索式为“IPC：
（A61K36）AND TAC：（新冠 or 冠状病毒 or 肺炎 
or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or COVID-19 or 2019-
nCoV or SARS-CoV-2）AND APD：[20191130 TO 
20210331]”，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5 日，此
次共检索到 456 件专利。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 用于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药复方
发明专利；② 中药组成完备的专利。排除标准：
① 排除中药组成仅为化学药的专利；② 排除用
于环境消杀的专利。
1.3　数据规范与录入

　　复方中中药名称及其对应药性、归经等规范
参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6]，如“臭灵丹”规范
为“臭灵丹草”，对于炮制后药性变化不大的药
物仍以原名称为主，如“炙甘草”仍以“甘草”称
之。若《中国药典》未收录该药物，则参照第二
版《全国中草药汇编》[7]，如“蓼草”规范为“丁
香蓼”。若复方中包含某类具体药剂，则拆分为
具体药物组成，如“双黄连”拆分为“金银花、黄
芩、连翘”。将每项专利中药提取物转化为对应
中药，如“黄芪油”转化成“黄芪”。将规范后的
专利数据录入 Excel 2019。
1.4　数据挖掘与分析

　　① 本研究运用 Excel 2019 对专利数据进行
区域分析。② 将数据表格经过字段映射上传到古

今医案云平台（http：//www.yiankb.com/），采用
平台的医药大数据分析中的数据挖掘功能进行防
治新冠肺炎中药复方专利药物四气五味及归经分
析。③ 关联规则算法最先在 1993 年提出，用于
挖掘数据集上项集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发现隐含
的药物配伍规律 [8-9]。本研究采用 R 语言提供的
Apriori 算法对防治新冠肺炎中药复方专利药物进
行关联规则分析。④ 聚类分析可根据类间相似原
则对数据进行归类，可以将处方内药物分成不同
类别 [10-11]。本研究采用 SAS 8.2 软件对防治新冠
肺炎中药复方专利药物进行聚类分析。⑤ 因子分
析从多个可观测变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挖掘
出对这种相关关系起支配作用的不可观测的潜在
因素 [12]。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进行适应型检验，即
KMO 检验，其结果用于反映变量之间的偏相关
系数，其取值在 0 和 1 之间，Kaiser 给出了常用
的 KMO 度量标准，KMO 值越大则因子分析效果
越好 [13]。本研究采用 SAS 8.2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2　结果

2.1　纳入专利信息概况

　　经过人工筛选，有 211 项符合纳入标准的专
利，共涉及中药复方 211 首，包含中药 365 味，
使用频次 2258 次。
2.2　防治新冠肺炎复方专利申请区域分析

　　如图 1 所示，我国防治新冠肺炎专利申请量
的地区差异较大，23 个专利申请地区中，前 5 位
分别是广东、北京、贵州、江苏、湖北。可能是
广东、北京、江苏等省市中医药科研机构及大型
医院集聚，中医药科研实力雄厚，广泛开展应急
攻关；而贵州拥有独特的苗药资源，且其在疫病
防治上具有天然优势，其申请专利的组方也多与
苗药相关 [14-15]；湖北在疫情爆发时广泛使用了中
医药，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 [16]。

图 1　各省市复方专利申请量

Fig 1　Patent application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2.3　中药频次统计

　　防治新冠肺炎中药专利复方共包含中药 365
味，对药物进行频次统计，并将频次≥ 23，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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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频率大于 10% 的药物进行降序排列，如表 1 所
示，共得到常用中药 21 味。对常用中药进行功
效分析，见表 2，发现防治新冠肺炎使用较多的
中药为补气药 4 味，清热解毒药、化湿药各 2 味，
发散风寒药 3 味，发散风热药、清热泻火药各 2
味，利水消肿药、清热燥湿药、止咳平喘药、理
气药、清热化痰药、攻下药各 1 味。可见防治新
冠肺炎，用药重在补气、清热、祛湿毒、化痰止
咳、解表之法及瘟疫下法。

表 1　专利复方高频中药统计 (频次≥ 23) 
Tab 1　Patent compound TCM prescriptions with high frequency 

(frequency ≥ 23)

序号 中药 频次 频率 /% 序号 中药 频次 频率 /%

  1 甘草 110 52.13 12 陈皮 37 17.54

  2 金银花   74 35.00 13 桔梗 37 17.54

  3 广藿香   60 28.44 14 防风 36 17.06

  4 连翘   54 25.59 15 石膏 36 17.06

  5 黄芪   51 24.17 16 白术 35 16.59

  6 茯苓   47 22.27 17 薄荷 32 15.17

  7 黄芩   47 22.27 18 大黄 29 13.74

  8 苍术   43 20.38 19 党参 25 11.85

  9 苦杏仁   42 19.91 20 芦根 24 11.37

10 柴胡   41 19.43 21 荆芥 23 10.90

11 麻黄   40 18.96

表 2　高频中药功效分析 (频次≥ 23) 
Tab 2　Efficacy of patent compound TCM prescriptions 

(frequency ≥ 23)

序号 功效 中药组成及频数 总频数频率 /%

  1 补气药 甘草（110），黄芪（51），白术

（35），党参（25）
221 9.79

  2 清热解毒药 金银花（74），连翘（54） 128 5.67

  3 化湿药 广藿香（60），苍术（43） 103 4.56

  4 发散风寒药 麻黄（40），防风（36），荆芥（23） 99 4.38

  5 发散风热药 柴胡（41），薄荷（32） 73 3.23

  6 清热泻火药 石膏（36），芦根（24） 60 2.66

  7 利水消肿药 茯苓（47） 47 2.08

  8 清热燥湿药 黄芩（47） 47 2.08

  9 止咳平喘药 苦杏仁（42） 42 1.86

10 理气药 陈皮（37） 37 1.64

11 清热化痰药 桔梗（37） 37 1.64

12 攻下药 大黄（29） 29 1.28

2.4　中药四气五味、归经统计

　　对防治新冠肺炎中药复方内包含中药进行四
气五味、归经分析，将药物按照性味、归经频次
总数降序排列，见表 3，防治新冠中药复方中药
药性以温、寒、平为主，可见新冠肺炎防治用药
原则注重以温化湿，以寒去热；味以辛、甘、苦
为主，可见新冠肺炎防治用药原则以发散、行气

行血、泄、补益为主；归经以肺、胃、脾为多见，
可见新冠肺炎多以邪气侵犯上焦肺为主。

表 3　中药四气五味、归经统计 
Tab 3　Four natures，five flavors and meridian attribution of TCM

四气 频次 五味 频次 归经 频次

温 528 辛 982 肺 1363
寒 445 甘 930 胃 911
平 378 苦 908 脾 901
微寒 312 微苦 114 心 633
微温 294 淡 100 肝 579
凉 119 酸   63 肾 322
大寒   49 咸   41 大肠 186
热   25 涩   29 膀胱 175
大热     8 微甘   10 胆 98

微酸     6 小肠 75
微辛     3 心包 42

三焦 13

2.5　关联规则分析

　　基于 R 语言的 Apriori 模块，设置支持度为
10%，置信度为 70%，提升度大于 1，得到药组
关联规则 18 条，按支持度降序排列见表 4。药对
组合共 8 个，支持度较高的有连翘 - 金银花、茯
苓 - 甘草、苦杏仁 - 甘草，置信度较高的有茯苓 -
甘草、石膏 - 甘草；3 味中药药组有金银花 - 连翘 -
甘草、麻黄 - 石膏 - 甘草、麻黄 - 石膏 - 苦杏仁、
苦杏仁 - 麻黄 - 甘草。可见防治新冠肺炎复方常
用甘草，分析与甘草调和诸药有关；金银花、连
翘为清热解毒常见药；茯苓加甘草为茯苓甘草汤
的重要组成，说明防治新冠肺炎注重利水渗湿；
桔梗、甘草合用，说明防治新冠肺炎注重祛痰；
白术与甘草合用，可见防治新冠肺炎用药强调健
脾补气；甘草、石膏、麻黄、苦杏仁为基础方麻
杏石甘汤的重要组成，可见其在防治新冠肺炎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6　聚类分析

　　使用 SAS 8.2 软件对频次≥ 23 的中药进行聚
类分析，复方中是否含有某类中药用 1、0 表示，
针对离散性资料的聚类分析需要计算样品间的相
似性度量，如 Jaccard 系数，以此为基础计算非
欧几里德距离，通过构建样品聚类矩阵来调用
SAS 的 cluster 过程实现聚类分析 [17-18]，生成树状
聚类图，见图 2。纵轴代表中药变量，横轴代表
不同中药之间的距离，距离越短，代表类间相似
性越高，可以归为同一类。以 0.06 为界限，对树
状图所得结果进行分类，见表 5。其中，C1 为白
术防风汤基础方加党参，具有益气固表之效；C2
为二陈汤重要组成，可燥湿化痰；C3 皆为解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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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邪外出；C5 为柴胡黄芩汤重要组成，可清热
化湿；C6 为小柴胡汤丸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和解
表里之效；C7 为麻杏石甘汤重要组成，可辛凉宣
泄，清肺平喘；C4 和 C6 为非常见组合。

图 2　专利复方中药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 2　Tree map of cluster analysis of patent compound prescriptions

表 5　专利复方中药聚类分析树状图药组分类结果 
Tab 5　TCM classifications from the tree map of cluster analysis

序号 中药组成 序号 中药组成

C1 白术，防风，黄芪，党参 C5 柴胡，黄芩

C2 陈皮，茯苓，甘草 C6 苍术，广藿香，大黄，芦根

C3 薄荷，荆芥 C7 苦杏仁，麻黄，石膏

C4 金银花，连翘，桔梗

2.7　因子分析

　　使用 SAS 8.2 软件对频次≥ 23 的中药进行
因子分析，KMO 检验得到 MSA ＝ 0.612，因子
间各个药物相关性尚好，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为

了让公因子更具有专业意义，对因子进行 4 次方
最大旋转，特征值大于 1 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65.10%，共提取出 8 个公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
大于 0.4 时，公因子分布情况如表 6，其中药对 3
个，药组 5 个。其中，F1 为麻杏石甘汤重要组成
加芦根，而芦根与石膏功效相似，F2 为四君子汤
重要组成，F3 为白术防风汤基础组方，F4 为双
黄连重要组成，F5 为藿香正气重要组成，F6 为
柴胡黄芩汤重要组成，F7 为六味汤重要组成，说
明该 7 个方剂为众多防治新冠肺炎专利复方的基
础组方，F8 体现了攻下降湿浊的治疗原则。

表 6　专利复方中药因子分析 
Tab 6　Factor analysis of patent compound prescriptions

公因子 中药 公因子 中药

F1 麻黄，石膏，苦杏仁，芦根 F5 广藿香，陈皮，苍术

F2 茯苓，甘草，党参 F6 柴胡，黄芩

F3 防风，黄芪，白术 F7 荆芥，桔梗，薄荷

F4 金银花，连翘 F8 苍术，大黄

3　讨论

　　新冠肺炎在中医属“疫”病，治疫病以驱邪为
第一要义。中药复方是中药新药研究的重要源泉，
体现了传统中医药的用药精髓 [19]。通过高频中药
统计发现，甘草、金银花、广藿香、黄芪、连翘
等药物使用最为频繁。在常用的 21 味中药中，按
照药物功效分以补气药和清热解毒药居多。除了
基本功效外，甘草还可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
和诸药。金银花还可疏散风寒。广藿香还可止呕。

表 4　关联规则分析 
Tab 4　Association rules

类型 序号 规则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药对组合   1 { 连翘 } ＝＞ { 金银花 } 18.96 74.07 2.11
  2 { 茯苓 } ＝＞ { 甘草 } 18.01 80.85 1.57
  3 { 苦杏仁 } ＝＞ { 甘草 } 15.64 78.57 1.52
  4 { 石膏 } ＝＞ { 甘草 } 13.74 80.56 1.56
  5 { 麻黄 } ＝＞ { 甘草 } 13.74 74.36 1.44
  6 { 白术 } ＝＞ { 甘草 } 13.27 80.00 1.55
  7 { 桔梗 } ＝＞ { 甘草 } 12.32 70.27 1.36
  8 { 石膏 } ＝＞ { 麻黄 } 12.32 72.22 3.91

3 味中药药组   9 { 金银花，连翘 } ＝＞ { 甘草 } 13.27 70.00 1.36
10 { 甘草，连翘 } ＝＞ { 金银花 } 13.27 75.68 2.16
11 { 麻黄，石膏 } ＝＞ { 苦杏仁 } 10.90 88.46 4.44
12 { 苦杏仁，石膏 } ＝＞ { 麻黄 } 10.90 100.00 5.41
13 { 苦杏仁，麻黄 } ＝＞ { 石膏 } 10.90 88.46 5.18
14 { 麻黄，石膏 } ＝＞ { 甘草 } 10.90 88.46 1.71
15 { 甘草，石膏 } ＝＞ { 麻黄 } 10.90 79.31 4.29
16 { 甘草，麻黄 } ＝＞ { 石膏 } 10.90 79.31 4.65
17 { 苦杏仁，麻黄 } ＝＞ { 甘草 } 10.90 88.46 1.71
18 { 甘草，麻黄 } ＝＞ { 苦杏仁 } 10.90 79.31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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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还能疏散风热、消肿散结。该 4 味药物均是
连花清瘟胶囊的重要组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用于新冠肺炎医学观
察期，在临床中主要通过缩短症状恢复时间以达
到治疗的效果，其中金银花、甘草含有山柰酚、
槲皮素，连翘含有槲皮素，广藿香含有广藿香醇，
这些活性成分在临床中可起到有效抑制新型冠状
病毒的作用 [1，20-23]。黄芪可健脾补中，升阳举陷，
且含有槲皮素和山柰酚等活性成分 [20]。防治新冠
肺炎专利复方的组方配伍体现了湿毒疫邪的基本
病机，清热解毒、化湿解毒、健脾益肺是防治新
冠肺炎的基本原则。
　　根据药物性味统计分析，防治新冠肺炎药物
以温寒药为主，新冠肺炎“湿”性连绵，前期可
用温药宣肺驱邪，中期湿毒化热，以寒药宣肺解
毒。药味以辛、甘、苦为主，新冠肺炎属“湿毒
疫”，重在驱邪，选方用药时前期以辛、苦药物
为主，辛可驱散邪气，苦可燥湿，后期以甘味药
物为主，辛、甘、苦味药物合用，驱邪外出、补
益肺气。归经以肺、胃、脾为主，新冠肺炎基本
病机为“湿邪”，湿多病发于中焦脾胃 [24]。
　　由中药关联规则分析得到药物组合中的药物
主要为甘草、金银花、连翘、麻黄、苦杏仁、石
膏、桔梗、白术，前 6 味均为连花清瘟胶囊主要
组成药物，可清热解毒、渲泄肺热，在临床实践
中可显著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及其在细胞膜
和细胞质中的含量 [25]。其中连翘、金银花为君药，
清热解毒、清瘟祛邪；麻黄、苦杏仁、石膏为臣
药，宣肺泄热、平喘止咳，且麻黄中含有的槲皮
素、山柰酚，苦杏仁含有的苦杏仁苷均可起到抗
病毒作用 [22，26]；甘草调和药性；再辅以桔梗化痰、
白术健脾补气，桔梗含有的桔梗皂苷 D[27] 可有效
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的活性，白术中的豆甾醇 [28-29]

有抗冠状病毒的功效；诸药共用，合奏辛温宣肺、
健脾祛湿之功效 [30]。
　　聚类分析往往能够发掘药物之间隐含的配伍
信息。如 C4“金银花＋连翘＋桔梗”，除了经典
方中的金银花与连翘清热解毒，还可加桔梗以宣
肺祛痰。如 C6“苍术＋广藿香＋大黄＋芦根”，
广藿香辛散风寒、芳香化湿、升清降浊，苍术健
脾利湿，使用芦根及大黄以泻热毒、宣肺通腑，
其中大黄含中的大黄素及芦根中的豆甾醇均可发
挥抗病毒作用 [23，31]。
　　总体来看，新冠肺炎属于中医学“疫病”“湿
疫”。疫病初期，多以恶寒发热、干咳、倦怠无

力为主症，符合“湿”邪致病的特点；湿毒以侵
犯上焦肺为主，湿气聚集成痰，痰阻气滞，咳嗽
气喘，故以宣肺止咳、芳香化湿为主，辛入肺经，
温药可祛湿，故用药应以理气药、化湿药、止咳
平喘药、化痰药、利水消肿药为主，用解表药以
解表之法，透邪外出。疫病中期，身热不退，邪
热积于肺部，湿毒内陷化热，波及脾，苦能泄、
能燥，甘入脾经，寒可驱热毒，故而以麻杏石甘
汤为主 [32]，再加入苍术、广藿香等化湿药，以辛
香化浊、健脾燥湿，结合病机特点，可佐以黄芩
兼清肺热；又因肺与大肠相表里，故应注重“通
腑下法”的应用，故以大黄等攻下药以瘟疫下法
降阴中之浊。疫病重症期，湿毒内陷心包化热，
内闭外脱，邪盛正衰，故而治疗以温阳固脱为
主，方药以人参等补气药为主，归肺脾两经，大
补元气、补脾益肺，由于重型患者较少，复方专
利中人参使用频次仅为 20 次。疫病恢复期，临
床表现以乏力为主，此时湿毒未尽，肺脾尚还虚
弱，治疗应注重补益肺脾，兼重祛湿，此时可用
党参、黄芪等归肺脾经的补气药以补益行血，藿
香、茯苓等祛湿、利水药去余湿，辅之以陈皮等
理气药理气宽胸，进而恢复脾功能，可继续运化
水土，使气血生化继续运转，肺气得以恢复，肺
气宣发与肃降正常。防治新冠肺炎复方专利用药
整体以驱邪为主，兼祛除湿热、通畅气机，与最
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结果基本一致，
且大部分专利复方重在新冠肺炎的前期预防及早
期治疗 [1]。
4　结语

　　本文对防治新冠肺炎中药专利复方进行数据
挖掘，共纳入复方 211 首，研究结果与《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具有较高的
吻合度，对于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
于专利申请审核流程严格，从申请到可检索在时
间上存在滞后性，故检索到专利数量有限。且部
分专利说明书缺乏实验数据，中药复方具体临床
疗效尚未可知，这些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具有一
定影响，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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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替罗非班研究新热点及其评述

刘倩倩，马柳一，郭晓平，陈维，周小燕*（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　061000）

摘要：目的　分析替罗非班近 20 年的研究历程和前沿主题，便于医药工作者了解本领域的研究

现状。方法　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2000—2020 年替罗非班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

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分别从年份、作者、机构、国家、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等方面进行归纳

统计分析，并对研究新热点展开评述。结果　预计 2020 年以后相关研究文献仍会呈稳定增长趋

势，目前已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但各群体间的合作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机构领域，布列

根和妇女医院、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及美国默克集团影响最大；在国家研究领域，美国影响力最大，

其次是中国和德国；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替罗非班的使用时机、单独使用及联合使用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差异比较以及替罗非班在支架治疗中的使用等。结论　近年来替罗非班的临床研

究较多，但替罗非班在某些疾病的应用仍缺乏大型临床试验来证实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关键词：替罗非班；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软件；Web of Science 平台

中图分类号：R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432-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33

基金项目：河北省沧州市重点研发计划指导项目（No.183302082）。
作者简介：刘倩倩，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急危重症工作，E-mail：18031788102@189.cn　* 通信作者：周小燕，女，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急危重症工作，E-mail：15230760875@139.com

　　替罗非班是糖蛋白（GP）Ⅱb/Ⅲa 受体拮抗
剂非肽类代表药物，具有高效、高选择性、临床
疗效确切、高安全性等优点 [1]。替罗非班常与肝
素联用，适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进
行冠脉血管成形术或冠脉内斑块切除术，以预防
与治疗冠脉突然闭塞相关的心脏缺血并发症 [2]。
ACS 与冠状动脉内血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
裂有关，其中血小板黏附、活化和聚集在发病机
制中起关键作用，而 GP Ⅱb/Ⅲa 膜受体通过与纤
维蛋白原结合在血小板聚集中发挥作用 [3-4]。血
小板聚集是由众多信号转导通路引起，血小板表
面 GP Ⅱb/Ⅲa 受体是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的最
终共同通路，其拮抗剂通过占据受体结合位点，
使之无法与黏附蛋白相结合，从而特异性快速抑
制血小板聚集 [5]。Valgimigli 等 [6] 对使用替罗非
班加强血小板抑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与标准治
疗相比，替罗非班加强血小板抑制可降低选择性
冠状动脉介入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替罗非班近
年来也被广泛用于预防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
患者早期血栓形成的血管内治疗（ET），且被证
明其对伴有 ET 的 AIS 患者是安全的，并可显著
降低死亡率 [7]。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快速增加的
数据量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科研与经济价值
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分析和预测大数据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了解大数据研究领
域的发展变化和重点，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
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8]。文献计量学是研究出版
物的一种统计分析和定量工具。文献计量学方法已
经被应用于许多研究领域，被用来评估国家、机
构、期刊、作者与特定出版物类型相关的关键字 [9]。
CiteSpace 是基于 Java 环境设计的一款统计分析工
具，主要利用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对特
定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出一系列可视化的图
谱来探索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 [10]。目前暂无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替罗非班进行文献研究的报道。本
研究首次使用 CiteSpace 对近 20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替罗非班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归纳最新
研究热点，为后续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WOS）为文献检索平
台，以“tirofiban”进行主题检索，数据库为 WOS 核
心合集，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今。进一步精炼筛选
结果，将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且语种设置为
“English”，结合手工剔除，最终得到 1063 篇关于
替罗非班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其他文件格式导出文献数据，用作后
续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其中选择记录内容为“全
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并以纯文本的格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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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利用 WOS 的检索结果分析和 Excel 对筛选
得到的 1063 条文献数据进行初步的年度、文献
主题类别分析，形成对替罗非班研究领域的初步
认知。运用 CiteSpace V5.5.R2 分析工具，时间范
围设置为 2000—2020 年，以 1063 条数据源为研
究对象，节点类型分别选择期刊、作者、机构、
国家、被引文献、关键词等进行图谱分析，参数
设置：Slice Length ＝ 1，LRF ＝ 3.0，LBY ＝ 8，
e ＝ 2.0，得到替罗非班研究领域的统计数据和共
现图谱，分析其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和热点趋势。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数量的时间分析
　　近 20 年替罗非班研究文献年度分布见图 1。
其大致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6
年）：2000 年起发文量处于剧增状态，2003—
2006 年发文量达到了近 20 年的一个稳定高度；
第二阶段（2007—2013 年）：2007 年发文量突然
缩水一半以下，随后 6 年又处于上升且趋于稳定
的状态，但发文量较第一阶段呈整体下降；第三
阶段（2014—2020 年）：除 2016 年发文量大幅度
上升外，整个阶段处于稳定上升状态。

图 1　替罗非班研究发文数量的年度分布（2000—2020 年）

2.2　发文主题类别分析
　　近 20 年替罗非班研究部分主题类别见表 1，
其中心脏心血管系统是最大的刊出类别，占总刊
出文章的 48.54%，其次是周围性血管疾病和血液
学，还涉及到临床神经病学、药房药理学、外科
学、内科学、医学研究实验、放射学及核医学像
等，可看出替罗非班研究在医药学领域受到多学
科、多领域的广泛关注。整体来看，替罗非班研
究存在较高的学科交叉，跨学科交叉研究在替罗
非班未来研究领域定会有大的突破与创新。

表 1　2000—2020 年替罗非班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别

主题类别 文献数量 占总文献数的百分比 /%
CARDIAC CARDIOVASCULAR SYSTEMS（心脏心血管系统） 516 48.54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周围性血管疾病） 208 19.57
HEMATOLOGY（血液学） 146 13.74
CLINICAL NEUROLOGY（临床神经病学） 106   9.97
PHARMACOLOGY PHARMACY（药房药理学） 100   9.41
SURGERY（外科学）   69   6.49
MEDICINE GENERAL INTERNAL（内科学）   68   6.40
MEDICINE RESEARCH EXPERIMENTAL（医学研究实验）   48   4.52
RADIOLOGY NUCLEAR MEDICINE MEDICAL IMAGING（放射学及核医学医学成像）   40   3.76

2.3　空间分布
2.3.1　期刊分布　通过分析某一个期刊在替罗非班
研究领域的共被引频次，可得到该期刊对其学术研
究的影响程度。由表 2 统计结果及图 2 所示的共被
引期刊分布可知，本文所选的 1063 篇文献共涉及参
考文献 7753 篇，其中共被引次数最高的为《循环杂
志》，高达 842 次；共被引次数超过 100 次的期刊有
19 个，且多为医学一区期刊，主要涉及心脏心血管
系统，其次为外周血管系统，表明世界范围内替罗
非班研究领域在这两大方向影响较大，成果较高。
2.3.2　高被引文献分布　共被引文献是指两篇文献
同时被第三篇文章所引用。高被引文献通常是对研
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有创新，并对研究领域的发
展有突出贡献的文献。因此，对替罗非班研究领
域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该

领域内影响较大的成果。本研究选择共被引文献
（Reference）为网络节点运行 CiteSpace 软件，时间
片段为 1 年，数据选择标准为“Top 20”，得到共
被引文献的知识图谱（见图 3）。替罗非班研究领域
高被引文献排名前 5 的文献如表 3 所示，通过阅读
发现主要研究内容如下：① 在“抗血栓治疗可以改
善 ACS 患者的预后，但 ACS 的治疗仍是一个重大
挑战”这一背景下，Bazzino[11] 团队评估了替罗非
班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UA）和无 Q 波心肌梗死
（NQWMI）的作用，采用双盲方式将 1915 例患者
随机分为替罗非班组、肝素组、替罗非班联合肝素
组，最后发现与单纯使用肝素和阿司匹林的患者相
比，ACS 患者使用替罗非班与缺血性事件发生率
有较低的相关性；② 在“血小板聚集是 ACS 的病
理生理基础”这一前提下，Topol 等 [12] 验证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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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ST 段抬高的 ACS 患者中，用依替巴肽抑制血小
板聚集相比肝素和阿司匹林更能减少不良结果的发
生率”这一假设，且最终研究结果显示，在无持续
ST 段抬高的 ACS 患者中，用依替巴肽抑制血小板
聚集可降低复合终点死亡或非致命性心肌梗死的发
生率；③ Topol 等 [13] 在经皮冠状动脉血管重建术中，
血小板 GP Ⅱb/Ⅲa 抑制剂类药物可显著降低 30 d
内死亡或非致命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这一基础上，
评估了两种抑制剂替罗非班和阿昔单抗在安全性或
疗效上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双盲、双模拟设计，随
机分配患者接受替罗非班或阿昔单抗治疗，然后进
行经皮冠状动脉血管重建术，以进行支架置入术，
结果显示，无论年龄、性别、是否患有糖尿病、是
否有氯吡格雷预处理，阿昔单抗的相对益处是一致
的，两组大出血并发症发生率或输血率无显著差
异，但替罗非班与较低的小出血发生率和血小板减
少相关；④ 在“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 ST 段抬
高的心肌梗死，常规的早期有创性治疗是否优于保
守治疗仍存在争议”这一背景下，Cannon 等 [14] 收
集了 222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和非 ST 段抬
高心肌梗死（NSTEMI）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阿
司匹林、肝素和替罗非班治疗，随后被随机分配到
早期有创性治疗组或保守治疗组，结果发现，应用
替罗非班治疗 UA 和 NSTEMI 患者，早期介入治
疗可显著降低主要心脏事件的发生率；⑤ 据报道，
冠状动脉成形术后 4% ～ 12.8% 的患者发生与血栓
闭塞相关的心血管不良事件，而替罗非班可与血小
板 GP Ⅱb/Ⅲa 结合，在多种激动剂作用下抑制体
外血小板聚集，以此为背景，Hanrath 等 [15] 采用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在出现 ACS（不
稳定）72 h 内接受冠状动脉成形术的患者中，替罗
非班可预防血栓形成相关的早期不良心脏事件。综
上所述，这 5 篇高被引文献均为临床研究，都与
ACS 的治疗有关，为替罗非班在心脏及心血管系
统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2.3.3　机构分布　分析研究机构的分布可以了
解替罗非班研究的主要机构及其合作情况。在
CiteSpace 中，节点类型 Institution，选择每一时
间切片发文量排名前 30 的机构，生成机构共现
图谱（见图 4），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机构，节点越
大则发文频次越高。每 2 个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
2 个机构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越多，连线越粗。
生成的图谱中共有 177 个节点，222 条连线，表
明参与替罗非班研究的机构分布较为广泛，且研
究机构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其中，布列根和妇
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发文 32
篇、克利夫兰临床中心（Cleveland Clin Fdn）发
文 27 篇及美国默克集团（Merck & Co Inc）发文
25 篇，整体发文量以高校和医院为主。
2.3.4　国家分布　国家合作图谱显示见图 5，在替
罗非班研究领域，20 年间共有 29 个国家存在着不
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合作。图中圆形节点表示不同
的国家，圆形节点大小与该国以合作方式发表的论
文频数成正比，紫色外圈代表中介中心性，其厚度
与合作研究活跃程度成正比。而圆形节点的年轮颜
色及厚度表示出现年份，某个年份的年轮越厚，对
应年份合作发表的论文频次越高。圆形节点间的连
线则反映两者共现或共被引关系，颜色对应首次共
现或共被引年份，粗细反映关系强弱。按照发文数
量排序，前四名依次为美国、中国、德国、意大利，
按照中介中心性大小排序，前四名依次是荷兰、加
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见表 4）。中国在这一时
期共发表了 179 篇论文，数量位居第二，中国替罗
非班的学术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超越起步较早的
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表明我国在替罗非班的某些
领域已经位居国际前沿。
2.4　替罗非班研究热点分析及其评述
　　研究热点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
的一个或者多个话题，具有较高的时间属性。在
本研究中，我们将关键词作为热点词汇来源，利

表 2　替罗非班研究分布期刊共被引次数超次 100 次的期刊

排序 期刊名称 共被引次数 排序 期刊名称 共被引次数

1  CIRCULATION《循环杂志》 842 11 CATHETER CARDIO INTE《导管和心血管介入杂志》 194
2 NEW ENGL J MED《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751 12 THROMB RES《血栓研究杂志》 176
3 J AM COLL CARDIOL《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689 13 STROKE《中风杂志》 144
4 LANCET《柳叶刀》 618 14 J CLIN INVEST《临床研究杂志》 140
5 AM J CARDIOL《美国心脏病学杂志》 575 15 INT J CARDIOL《国际心脏病学杂志》 140
6 AM HEART J《美国心脏杂志》 466 16 J THROMB THROMBOLYS《血栓形成与血栓溶解杂志》 139
7 JAMA-J AM MED ASSOC《美国医学年会期刊》 420 17 HEART《心脏杂志》 132
8 EUR HEART J《欧洲心脏病学杂志》 408 18 ARTERIOSCL THROM VAS《动脉硬化、血栓和血管生物

学杂志》

123

9 THROMB HAEMOSTASIS《血栓与止血学杂志》 290 19 J THROMB HAEMOST《血栓与止血学杂志》 109
10 BLOOD《血液杂志》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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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iteSpace 软件，通过确定关键词和突现词来
表述该研究的热点和发展动向。
2.4.1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研究热点分析　对文献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发现热点研究领域。
本文在关键词的基础上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
分析两个重要的指标是聚类模块值（Q 值）和聚
类平均轮廓值（S 值），在聚类过程中 Q 值越大，
表明取得的聚类效果越好，取值范围一般在 [0，
1]，其值大于 0.3 表示聚类效果是可以接受的。S
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主要衡量聚类
内部的同质性，若内部成员数目较少，则 S 值
会降低，在聚类成员数目足够多的情况下，若
S 值大于 0.5，则证明聚类是合理的；若 S 值大
于 0.7，则表示聚类结果是高度可信的。通过对
所选取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如图 6 所
示的聚类效果。从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看出学者
研究替罗非班的主题及领域。该聚类图谱中，网
络的节点个数 N 为 135，边的个数 E 为 178，网
络 密 度 density 为 0.0197， 剪 裁 方 式 pruning 为
pathfinder，聚类得出的 Q 值为 0.7494，表明聚类
的效果很好，S 值为 0.9273，表明聚类结果是高

度可信的。通过聚类可视化图谱发现，所有的关
键词被分为了 11 个类别，具体分析如下：
　　#0 支架植入术或血管内支架：在替罗非班研
究领域关于“支架”这一聚类结果，近几年主要还
是围绕替罗非班解决支架内血栓这一主要问题，
如小剂量替罗非班支架辅助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6]、替罗非班对颅内动脉粥样
硬化狭窄（ICAS）支架置入术中急性支架内血栓
形成（AIST）的发生进行抢救治疗的疗效与安全
评价 [17]、用 Solitaire AB 支架进行机械血栓切除术
并通过微导管注射替罗非班对 AIS 的血管内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 [18]、替罗非班对急性心肌
梗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支架内血
栓形成、Hs-CRP、IL-6 和 sICAM-1 的影响 [19]。
　　#1 动脉瘤：动脉瘤的手术治疗包括开颅手术
和血管内介入治疗，由于开颅手术危险系数极高，
国际上蛛网膜下腔动脉瘤试验的结果表明，颅内
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是安全、有效的，有时是更
好的治疗选择 [20]。此方法主要是利用股动脉穿刺，
将纤细的微导管放置于动脉瘤囊内或瘤颈部位，
再经过微导管将柔软的钛合金弹簧圈送入动脉瘤

表 3　替罗非班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排名前 5 篇

排序 期刊名称 第一作者 论文题目

1 NEW ENGL J MED《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Bazzino O Inhibition of the platelet glycoprotein Ⅱb/Ⅲa receptor with tirofiban in unstable angina and 
non-Q-wa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2 NEW ENGL J MED《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Topol E Inhibition of platelet glycoprotein Ⅱb/Ⅲa with eptifibatid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3 NEW ENGL J MED《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Topol EJ Comparison of two platelet glycoprotein Ⅱb/Ⅲa inhibitors，tirofiban and abciximab，for the 
prevention of ischemic events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4 NEW ENGL J MED《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Cannon CP Comparison of early invasive and conservative strategies i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coronary 
syndromes treated with the glycoprotein Ⅱb/Ⅲa inhibitor tirofiban

5 CIRCULATION《循环杂志》 Hanrath P Effects of platelet glycoprotein Ⅱb/Ⅲa blockade with Tirofiban on adverse cardiac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plasty

表 4　2000—2020 年国别合作特征及发文频次统计

国家 中介中心性 发文频次 首发年份 国家 中介中心性 发文频次 首发年份

美国 0.25 384 2000 新西兰 0.04 12 2000
中国 0 179 2008 波兰 0.17 12 2003
德国 0.19 131 2000 苏格兰 0.05 10 2000
意大利 0.01 117 2001 奥地利 0.27 7 2003
加拿大 0.46 60 2000 丹麦 0 6 2005
荷兰 0.49 60 2003 日本 0 6 2004
土耳其 0 60 2003 阿根廷 0.1 4 2009
韩国 0 41 2005 巴西 0.12 4 2005
法国 0.11 40 2000 以色列 0 4 2002
澳大利亚 0.29 27 2003 南非 0.04 4 2003
西班牙 0.29 23 2002 芬兰 0 3 2006
英国 0.18 22 2003 马其顿 0 2 2016
台湾 0 21 2003 塞尔维亚 0 2 2016
瑞士 0 16 2001 瑞典 0.22 2 2020
比利时 0.08 1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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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内并将其充满，使得动脉瘤囊内血流消失，从
而消除再次破裂出血的风险。虽然具有许多优点，
但在血管内部署这些装置仍然会增加血栓栓塞并
发症的发生率，从 2% 到 15% 不等，并且永久发
病率和死亡率为 3.8%。因此，在替罗非班研究领
域主要的热点还是关于替罗非班或其联合用药来
治疗血管内血栓栓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21-22]。
　　#2 介入：经文献调研，介入这一聚类结果现
阶段的研究多与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 PCI 有
关，其研究热点主要是不同剂量 [23]、不同给药途
径 [24] 或不同联合用药方式 [25] 的替罗非班临床疗
效观察。
　　#3 血管内治疗：在此聚类结果下主要的研究
热点为替罗非班在血管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如颅内破裂动脉瘤、AIS、急性颅内动脉粥
样硬化性狭窄相关闭塞伴残余狭窄、椎动脉夹层
所致颈脊髓梗死急性期等疾病的血管内治疗。
　　#4 抗血小板：在此聚类结果下主要的研究
热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替罗非班与其他抗血小板
药物对某一疾病功能结局的影响，如 Wang 等 [26]

研究了口服抗血小板药物和替罗非班对非致残
性 AIS 患者功能预后的影响，发现静脉使用替罗
非班似乎比口服抗血小板药物安全有效；或替罗
非班与中药提取物及肝素钠在不同浓度下抗凝和
抗血小板作用的比较 [27]；亦或替罗非班联合用
药与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临床疗效的观察，如 Tian
等 [28] 比较了替罗非班、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三联
抗血小板治疗与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的双重抗血
小板治疗对于老年 ACS 的临床疗效，观察血小
板计数，凝血功能，血小板功能，主要不良心脏
事件（MACE）发生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显示，三联抗血小板治疗老年 ACS 患者有效且
具有更强的抗血小板功能，较低的 MACE 发生率
和较轻的不良反应。
　　#5 机械血栓切除术：机械取栓（MT）已成为
AIS 发病 6 h 内的一线治疗方法，并被健康指南推
荐。然而，成功再通后，约 2% ～ 20% 的患者再
闭塞，导致预后不良 [29]。由于替罗非班在 AIS 患
者应用 MT 中的临床应用仍存在争议，因此此聚
类结果的热点话题主要围绕着替罗非班联合 MT
治疗 AIS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展开讨论 [30-31]。
　　#6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ST 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主要病因为冠状动脉堵塞导致心肌缺血缺
氧，发病迅速且死亡率高 [32]。PCI 是其治疗最有
效的方式，但术后易出现心肌微循环障碍等现
象，影响患者预后。替罗非班在 PCI 术中可有

效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可降低冠状动脉血栓负
荷 [33]。因此，在替罗非班研究领域围绕 PCI 的热
点，主要还是替罗非班的联合用药 [34]、不同剂量
及不同给药途径 [35] 等对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 PCI 术后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影响。
　　#7 比伐卢定：比伐卢定是近年来国内上市的
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能特异性抑制Ⅱa 因子活性，
延长活化凝血时间。现关于比伐卢定的研究多与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PCI 术后有关，围绕与包括
替罗非班在内的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展开 [36-37]。
　　#8 和 #9：在聚类结果中出现了“Glycoprotein 
Ⅱb/Ⅲa”和“GP Ⅱb/Ⅲa”， 是 血 小 板 糖 蛋 白
Ⅱb/Ⅲa 受体抑制剂的不同表达。此类药物作用
在血小板聚集的最后环节，是目前最强的抗血小
板药物。根据化学结构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单
克隆抗体（阿昔单抗）、肽类抑制剂（依替巴肽）、
非肽类抑制剂（替罗非班）。
　　#10 心肌再灌注：急性心肌梗死的首要任务
是开通罪犯血管，让心肌恢复灌注，这就是心肌
再灌注，一般首要选择的方法是急诊冠状动脉造
影和支架植入术，这是开通冠状动脉血管并且保
证血流最主要的方法。其次就是溶栓治疗，溶栓
也是开通冠状动脉的一个方法，但成功率仅 70%
左右，而 PCI 的成功率可达 100%。因此心肌再
灌注这一聚类结果完全可以归在 #6 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的热点范畴。
　　综上分析，血管内治疗的支架应用是目前替
罗非班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主要是因为迎来了
微创医学的世纪，介入放射技术成熟，以微小创
伤、更高疗效、更低风险顺应了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于国内外血管内支架应用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是
血管内支架植入处再狭窄、抗凝不足、不锈钢的
有害金属离子镍、铬释放可能导致组织增生等问
题，因此，此热点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2.4.2　基于时区分布的主题演化趋势　关键词时
区分布图能够看出领域内热点关键词首次出现的
年份、热点突现情况、关键词聚类及热点演化趋
势见图 7。图中 X 轴代表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
Y 轴代表聚类名，图中实线代表话题延续，虚线
代表话题中断。从图中可以看出近二十年一直持
续的话题，主要有支架植入术或血管内支架、机
械血栓切除术及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 受体抑制
剂。目前血管内支架是最为常见的介入技术，在
多种学科应用，心脏科通过它解决冠脉血管狭窄
的问题，神经科通过它解决颅内外大血管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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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外周血管介入治疗可以解决外周血管的狭
窄。Kang 等 [38] 研究比较了颅内血管成形术加或
不加支架动脉内注射糖蛋白Ⅱb/Ⅲa 抑制剂对严
重 ICAS 所致 ELVO 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探讨此
类患者血管内治疗后预后的预测因素。最终证实，
颅内血管成形术 / 支架植入术和糖蛋白Ⅱb/Ⅲa 抑
制剂动脉内灌注治疗急性脑卒中合并 ELVO 的
ICAS 是安全有效的。这类研究，如颅内动脉瘤

血管内治疗、急性脑梗死动脉内溶栓治疗、脑动
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支架治疗及颅内恶性肿瘤的
动脉内化疗等是否为该类患者的最佳治疗策略还
需大规模多中心研究来确定，因此，支架植入术
或血管内支架、机械血栓切除术及血小板糖蛋白
Ⅱb/Ⅲa 受体抑制剂等话题还会继续热门。
3　讨论与展望
　　本文发现自 2000 年以来学者对替罗非班的
有效性、安全性以及开发应用关注程度不断提高，
研究投入逐渐加大。替罗非班的发文量在 2020
年以后还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微创
技术及支架植入术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成熟，为
心脏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但支架内血栓仍是现阶段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
替罗非班辅助支架疗法将是现阶段的热点研究；
从发文主题类别分析来看，替罗非班研究领域还
是主要涉及心脏心血管系统这一大主题。高被引
文献均是在治疗 ACS 这个重大挑战的背景下产
生的；经过分析发现，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美国、
中国、德国等国家。
　　目前关于替罗非班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替罗
非班的使用时机不同是否会造成功能结局的不同
（溶栓 24 h 内使用或溶栓 24 h 后使用）、单独使
用及联合使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差异比较（联合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联合尿激酶及联合

图 2　替罗非班研究共被引期刊分布知识图谱

图 3　共被引文献分析图谱

图 4　2000—2020 年替罗非班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图 5　2000—2020 年替罗非班研究国家合作共现图谱

图 6　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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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等）、替罗非班在血管内治疗的使用（动
脉溶栓中使用、MT 和碎栓中应用、在支架成形
中的应用等）等展开。
　　GP 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 2004 年在我
国上市，具有特异性强、拮抗能力强、呈剂量依
赖、可逆性较强等特点，可作用于血小板聚集的
最终途径，有效地预防血小板介导的血栓形成，
预防血管再闭塞。ACS 患者使用替罗非班治疗的
安全性、有效性已得到证实，并在临床实践中得
到广泛应用。近年来，替罗非班在颅内破裂动脉
瘤、AIS、急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相关闭
塞伴残余狭窄、椎动脉夹层所致颈脊髓梗死急性
期等疾病的应用倍受关注，但替罗非班在这些疾
病的应用中仍缺乏大型临床试验及研究来证实其
安全性及有效性，以及使用时机、给药剂量、滴
注速度等问题也无专家共识与指南推荐。因此，
在替罗非班研究领域，还需大量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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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二醇脂质体多柔比星超说明书用药分析与合理性评价

李雨，王丽丽，孙博，黎苏，隋月，刘广宣*（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药学部，沈阳　110042）

摘要：目的　评价聚乙二醇脂质体多柔比星（PLD）在抗肿瘤中的临床应用现状，为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对本院 2020 年 1 月—12 月期间住院使用过 PLD 的 1328 例恶性肿瘤患

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参考药品说明书及临床实践指南等的推荐，对患者治疗情况

进行统计和评价。结果　共有 10 种适应证使用 PLD，均为超说明书用药，其中复发或转移性

乳腺癌、复发卵巢癌、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及多发性骨髓瘤的超说明书应用有一定

的循证医学依据，属于合理用药；而子宫肉瘤、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骨恶性肿瘤及软组

织肉瘤的超说明书用药循证医学证据不足，不推荐使用。结论　PLD 超说明书用药普遍存在，

应加强 PLD 应用的管理，特别是超说明书用药的监管规范，确保药物安全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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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abel drug use and rationality of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LI Yu, WANG Li-li, SUN Bo, LI Su, SUI Yue, LIU Guang-xua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ancer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Liaoning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Shenyang  11004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PLD) 
for cancer pati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328 patients who were given PL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20.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was evaluated with drug 
instructions an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Results  Ten indications for off-label use of PLD were 
found. The off-label use of PLD for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Hodgkin’s lymphoma, non-Hodgkin’s lymphoma and multiple myeloma was more or less supported 
b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might be considered rational. While evidence for the off-label use of 
uterine sarcoma, endometrial cancer, cervical cancer, bone malignancy and soft tissue sarcoma was 
insufficient, and was regarded as irrational. Conclusion  The off-label use of PLD is common in our 
hospital.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rational use of PLD. 
Key words: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rational drug use; indication; off-label drug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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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蒽环类药物是由微生物产生的具有抗肿
瘤活性的化学物质，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
主要的作用机制为进入细胞核嵌入 DNA 碱基对
中，干扰 DNA 转录和 mRNA 合成，抑制拓扑异
构酶Ⅱ，导致染色体结构异常，具有广谱的抗肿
瘤作用 [1]。临床应用中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脱发、
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及心脏毒性等。其中心脏
毒性为限制剂量性毒性，常表现为进展性和不
可逆转性，引起心肌损伤、充血性心力衰竭，极

大地限制了蒽环类药物的应用 [2]。新型蒽环类药
物聚乙二醇脂质体多柔比星（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PLD）系将盐酸多柔比星包封于
PEG 化脂质体中制成的脂质体制剂，具有靶向
性、缓释作用、良好的组织相容性等优点，可保
留或提高药物疗效，有效降低药物不良反应 [1，3]。
　　1995 年 PLD 在美国上市，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
的适应证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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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ency virus，HIV）相关的卡波氏肉瘤；1999
年 FDA 增加其复发性卵巢癌的适应证；2000 年
欧洲批准其用于乳腺癌的治疗；2007 年 FDA 批
准其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2005 年 PLD 在
中国上市，批准适应证为艾滋病相关的卡波氏肉
瘤 [4]。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 PLD 临床应用现状
与说明书及指南推荐适应证之间的差异，并对其
应用的合理性、安全性进行评价，为临床合理、
规范用药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 2020 年 1—12 月出院患者应用
PLD 的病例，并排除其中诊断不明确的病例。在
病历中获取患者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入院诊
断及出院诊断等。按照患者的出院诊断进行统计，
判断使用 PLD 是否符合说明书，或指南推荐治疗
的适应证。应用 Micromedex 数据库的 Thomson 
分级系统对超说明书用药进行有效性等级、推荐
级别及证据等级评价 [5]。检索 Micromedex 数据
库，对超说明书应用 PLD 的适应证进行 Thomson
分级评价，数据库未收录的根据收集到的用药证
据进行 Thomson 分级评价，对 PLD 用药的合理
性及安全性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328 例患者，其中女性 1238

例，男性 90 例，年龄为 8 ～ 86 岁，平均年龄
52.37 岁。纳入研究患者的临床诊断见表 1。

表 1　纳入研究患者的临床诊断 
Tab 1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系统分类 临床诊断 例数 百分比 /%

血液系统 霍奇金淋巴瘤 19 1.43

非霍奇金淋巴瘤 98 7.38

多发性骨髓瘤 2 0.15

妇科肿瘤 卵巢癌 124 9.34

子宫肉瘤 3 0.23

子宫内膜癌 23 1.73

宫颈癌 11 0.83

乳腺肿瘤 乳腺癌 986 74.25

骨与软组织肉瘤 骨恶性肿瘤 14 1.05

软组织肉瘤 48 3.61

2.2　适应证分析

　　PLD 的说明书内适应证为治疗低于 CD4
（＜ 200 个·mm － 3）及有广泛皮肤黏膜内脏
疾病的与艾滋病相关的卡波氏肉瘤患者（AIDS-
KS）。本研究中共有 10 种适应证（见表 1），均
为超说明书应用，主要依据见表 2。通过查询
Micromedex 数据库进行 Thomson 分级的有 2 项，
为乳腺癌及卵巢癌，有效性等级Ⅱa、推荐等级
Ⅱb、证据等级 B 级 [6]。通过收集的循证医学证
据进行 Thomson 分级的有 8 项。具体见表 2。

表 2　超说明书用药的主要证据类型及 Thomson分级 
Tab 2　Evidence type and Thomson grading of off-label use of PLD

系统分类 临床诊断
FDA 说明书

是否收载

NCCN 指南

是否推荐

国内外专家

共识是否推荐
有效性等级 推荐等级 证据等级

血液系统 霍奇金淋巴瘤 否 是 是 Ⅱa Ⅱb B

非霍奇金淋巴瘤 否 是 是 Ⅱa Ⅱb B

多发性骨髓瘤 是 是 是 Ⅱa Ⅱb B

妇科肿瘤 卵巢癌 是 是 是 Ⅱa Ⅱb B

子宫肉瘤 否 否 是 Ⅱb Ⅱb C

子宫内膜癌 否 否 是 Ⅱb Ⅱb C

宫颈癌 否 否 是 Ⅱb Ⅱb C

乳腺肿瘤 乳腺癌 否 是 是 Ⅱa Ⅱb B

骨与软组织肉瘤 骨恶性肿瘤 否 是 否 Ⅱb Ⅱb C

软组织肉瘤 否 否 是 Ⅱb Ⅱb C

2.3　不良反应分析

　　在 1328 例应用 PLD 的患者中，最常见的不良
反应为骨髓抑制（552 例，占 41.57%），多为轻至
中度可逆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白细胞减少、贫
血、中性粒细胞较少。80 例（6.02%）患者出现消
化道不良反应，多为轻度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67 例（5.05%）患者出现手足综合征，可通

过局部冰敷等方法缓解或消失。53 例（3.99%）患
者出现口腔黏膜炎，可通过口腔护理，保持口腔
洁净或药物控制。51 例（3.84%）患者出现输液反
应，多为初次应用时出现的急性输液相关反应，
通过暂停给药，静脉滴注 PLD 前给予适宜的抗过
敏治疗及更慢的滴注速度可缓解。28 例（2.11%）
患者出现脱发反应，多为轻度反应。无心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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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出现，无不耐受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3.1　PLD 超说明书用药分析

3.1.1　PLD 治疗乳腺癌　本研究中共有 986 例
（74.25%）乳腺癌患者应用 PLD。目前含蒽环类
药物的化疗方案是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及晚期乳
腺癌解救治疗的标准方案。2000 年欧洲批准 PLD
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
络（NCCN）指南（2019.V1）推荐 PLD 单药（50 
mg·m － 2，每 4 周 1 次）化疗方案用于治疗晚期
乳腺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
指南（2019 年版）及《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
专家共识》中明确指出 PLD 可作为复发或转移性
乳腺癌一线治疗的首选单药 [4，7]，降低不良反应，
同时增强药物疗效，属于合理用药，推荐使用。
3.1.2　PLD 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本研究中共
有 117 例恶性淋巴瘤患者使用 PLD，其中 19 例
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98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NHL），分别占总应用的 1.43% 和 7.38%。恶性
淋巴瘤是一组起源于造血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
通常包括 HL 及 NHL 两大类，以 NHL 常见 [8]。
蒽环类药物作为一线化疗和姑息治疗药物在淋巴
瘤治疗中被推广使用 [9]。PLD 对淋巴瘤患者的
治疗，主要是早期进行挽救化疗，特别是针对 T 
淋巴细胞瘤和 HL[10]。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
业委员会在 2019 年版《脂质体阿霉素治疗恶性
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
NCCN 指南及国内、外多家临床指南均积极推荐
PLD 可代替普通蒽环类药物，并与一线化疗药物
（R-CD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 PLD ＋长
春新碱＋泼尼松）对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伴左
心功能不全的患者进行治疗 [8，11]，并推荐 PLD
可采用单独用药或者联合用药方案对蕈样霉菌
病 /Sezary（MF/SS）进行一线治疗 [8，11]。PLD 用
于治疗 HL 及 NHL 的循证医学证据充足（有效性
等级Ⅱa，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B），属于合
理用药，推荐使用。
　　本研究中共有 2 例（0.15%）多发性骨髓瘤患
者使用 PLD。多发性骨髓瘤（MM）是发病率仅
次于白血病及淋巴瘤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8]，蒽
环类药物、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免疫调节剂协同发
挥作用为其一线治疗手段 [8]。2007 年 FDA 批准
PLD 用于 MM 的治疗。2019 年版《脂质体阿霉
素治疗恶性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中国专家共

识》推荐 DVD（PLD ＋长春新碱＋地塞米松）方
案作为 MM 的初始治疗方案 [8]。PD（硼替佐米＋

PLD）方案作为难治或复发 MM 的一线治疗方
案 [8]。PLD 用于治疗 MM 循证医学证据充足（有
效性等级Ⅱa，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B），属
于合理用药，推荐使用。
3.1.3　PLD 治疗妇科恶性肿瘤　本研究中共有
161 例（12.12%）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使用 PLD，
其中卵巢癌 124 例，子宫内膜癌 23 例，子宫肉
瘤 3 例，宫颈癌 11 例。多项研究表明 PLD 是卵
巢癌治疗的有效药物 [1]。1999 年 FDA 批准 PLD
用于复发性卵巢癌的治疗。CP 方案（卡铂＋紫杉
醇）是卵巢癌初始化疗的标准方案。有研究表明，
PLD 可作为紫杉醇的替代药物对卵巢癌进行初
始化疗 [12]。一项Ⅲ期 MITO-2 临床研究中，CD
方案（卡铂＋ PLD）与 CP 方案中位无进展生存
（PFS）时间（19.0 个月 vs 16.8 个月）、中位总生
存（OS）时间（61.6 个月 vs 53.2 个月）相似。该
研究表明，CD 方案与 CP 标准化疗方案的疗效并
无差异，可作为 CP 方案的替代方案 [12]。NCCN 
临床实践指南卵巢癌（2019.V1）中推荐 PLD 用于
复发卵巢癌的一线化疗。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
分会在《妇科恶性肿瘤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
星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18 年）中推荐 CD 方案
用于卵巢癌的初始治疗（2A 类），特别是对紫杉
类药物过敏、顾虑脱发及存在周围神经病变的患
者 [1]。对于铂敏感复发的卵巢癌患者，指南推荐
PLD 联合铂类化疗加或不加贝伐珠单抗（BEV）
为其首选的治疗方案（1 类）。对于铂耐药复发卵
巢癌的患者指南推荐 PLD 联合或不联合 BEV 作
为首选化疗方案（2A 类）[1]。PLD 用于治疗复发
性卵巢癌的循证医学证据充足（有效性等级Ⅱa，
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B），属于合理用药，推
荐使用。
　　子宫体恶性肿瘤主要包括子宫内膜癌和子宫
肉瘤两类，对于晚期转移性、复发性癌、特殊组
织类型和部分早期高危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治疗以
化疗为主 [1]。GOG 129H 研究是一项针对既往接受
过治疗的复发 / 持续性子宫内膜癌患者的Ⅱ期临床
研究 [13]，MITO-END1 研究是一项评估未经化疗
的晚期 / 复发子宫内膜癌患者的Ⅱ期临床研究 [14]，
两项研究的结果均显示 PLD 用于治疗晚期及复发
子宫内膜癌疗效确切，且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子宫肉瘤以手术治疗为主，化疗效果并不明确。
GOG 87J 研究是一项评估 PLD 治疗未经化疗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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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转移子宫平滑肌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Ⅱ期
临床研究 [15]，结果表明与既往接受多柔比星治疗
的子宫平滑肌肉瘤患者相比，客观缓解率（ORR）
未见明显提高。PLD 用于子宫内膜癌、子宫肉瘤
的治疗尚无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有效性等级Ⅱb，
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C）。还需要进一步的前
瞻性、随机对照和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
　　对于晚期转移、复发性子宫颈癌患者的治疗
以化疗为主。GOG 127R 研究是一项针对复发 /
持续性子宫颈癌二线化疗的Ⅱ期临床研究 [16]，结
果显示，接受 PLD 治疗的患者 ORR 为 11.1%
（均为部分缓解），不良反应较轻。PLD 用于子宫
颈癌的治疗尚无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有效性等
级Ⅱb，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C），还需要进
一步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
3.1.4　PLD 治疗骨与软组织肉瘤　本研究中共有
14 例（1.05%）骨恶性肿瘤患者使用 PLD。骨肉
瘤是最常见的原发骨恶性肿瘤，多发于青少年，
恶性程度高 [17]。多药方案的新辅助化疗和其他辅
助治疗改善了骨肉瘤患者的预后 [18]。2018 年版
NCCN 指南推荐的骨肉瘤一线化疗方案有 AP 方
案 [ 阿霉素（ADM）＋顺铂 ]、MAP 方案（大剂
量甲氨蝶呤＋ ADM ＋顺铂）等 [19]。ADM 对骨
恶性肿瘤有明显疗效，是骨恶性肿瘤化疗药物的
基石之一 [20]。《四肢骨肉瘤保肢治疗指南》（2019
年版）中指出新辅助化疗的药物可选择蒽环类包
括 ADM、PLD、吡柔比星、表柔比星，铂类包
括顺铂、洛铂，甲氨蝶呤及异环磷酰胺 [21]。蒽环
类药物的心脏毒性是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杨勇
昆等 [19]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方法对比 PLD 联
合化疗与 ADM 联合化疗治疗经典型骨肉瘤患者
的疗效及安全性，两药在骨肉瘤中的化疗效果相
似，但 PLD 化疗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尤其
是以粒细胞减少为代表的血液学毒性明显减轻，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 PLD 在诸多恶性肿瘤
的治疗领域中已替代多柔比星，并广泛应用，但
PLD 是否可代替多柔比星成为骨肉瘤治疗的主要
药物尚无定论 [18]。PLD 用于骨恶性肿瘤的治疗无
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有效性等级Ⅱb，推荐等级
Ⅱb，证据等级 C），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随
机对照和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
　　本研究中共有 48 例（3.61%）软组织肉瘤
（STS）患者使用 PLD。STS 发病率低，手术为其
主要的治疗手段 [22]。《软组织肉瘤诊治中国专家共
识》（2015 年版）中指出，STS 一线化疗方案推荐

使用 ADM 单药 75 mg·m － 2，每 3 周为 1 周期，
并且不推荐增加 ADM 的剂量或联合除异环磷酰胺
以外的其他药物。PLD 的不良反应如血液毒性和
心脏毒性均小于 ADM，但与 ADM 相比，PLD 治
疗 STS 的疗效并无优势。对部分患有心脏基础疾
病而无法使用 ADM 或者使用 ADM 已达到最大累
积剂量的晚期 STS 患者，一线使用 PLD 的证据不
足，但也有对于 ADM 化疗失败的患者使用 PLD
获益的报告 [23]。《肢体软组织肉瘤临床诊疗专家共
识》（2014 年版）中指出对于化疗敏感的 STS，患
者进行术前化疗是否有效，文献证据不一，仅有
一部分患者可以从术前的化疗中获益，而部分的
患者在术前化疗时就已经出现了疾病进展。术前
化疗可选药物包括吉西他滨、氮烯咪胺、PLD、
长春瑞滨等；建议有术后化疗适应证的患者根据
肿瘤病理类型选择药物，术后化疗可选药物包括
吉西他滨、氮烯咪胺、PLD、替莫唑胺及长春瑞
滨 [24]。PLD 用于 STS 的治疗，循证医学证据不够
充足（有效性等级Ⅱb，推荐等级Ⅱb，证据等级
C），还需要进一步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
3.2　不良反应分析

　　与传统蒽环类药物相比，PLD 可显著降低心
脏毒性、骨髓抑制、脱发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有研究显示在抗肿瘤治疗中，PLD 相比多柔比星
疗效提高 50% 以上，而其不良反应不到后者的
10%[25]。张松 [26] 通过对比 PLD 及传统蒽环类药物
在治疗乳腺癌不良反应发生率时发现，PLD 在心
脏功能损伤及骨髓抑制方面具有优势，在口腔黏膜
炎、恶心呕吐及肝功能损失方面效果相当，在手足
综合征方面较普通蒽环类药物发生率高。梁锦湄
等 [27] 研究发现与传统蒽环类制剂相比，在治疗肝
癌、多发性骨髓瘤、晚期胃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时，使用 PLD 治疗的患者白细胞减少、恶心呕吐、
脱发、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显著减少。本研究中
PLD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
脱发、口腔黏膜炎、手足综合征等多为轻至中度可
逆不良反应，无心脏毒性不良反应及患者无法耐受
或治疗相关性死亡不良反应的发生。
4　结论

　　PLD 因其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的优势，从
1995 年问世以来一直在抗肿瘤治疗中发挥着强大
的作用。本研究中有 10 种适应证应用 PLD，均
为超说明书用药。其中 HL、NHL、MM、卵巢癌、
乳腺癌等超说明书用药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属
于超说明书用药中的合理用药；而子宫肉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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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膜癌、子宫颈癌、骨恶性肿瘤及软组织肉瘤
的超说明书用药无有力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不推
荐使用，只能够在患者知情同意并且能够明确患
者获益大于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使用，在保障患者
的安全合理用药的同时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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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药学教学查房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欣，王渝，符佩姝，靳迺诗，唐敏*（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重庆　400038）

摘要：目的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探索临床药师培训中的药学教学查房新模式，以提高临床药师

培训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方法　通过将建构主义理论与临床药师培训中药学教学查房有机结

合，创建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药师学员为主体，以临床药师带教老师为主导的药学教学查

房新模式。药学查房实践过程中临床药师学员为主要执行者，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一次完整

的药学查房实践，临床药师带教老师转变为教学情境的创设者以及教学过程中学员的引导者

和帮助者。结果　药学教学查房新模式的建立与实施有助于培养学员主动观察、分析、解决临

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员临床思维的培养，同时还能锻炼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

交流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结论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药学教学查房模式能较好适应新形势

下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有助于提高临床药师培训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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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查房是临床药师对住院患者药物治疗经
过进行全程追踪和药学监护的过程，是临床药学
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1]。药学教学查房是临床药
师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将药学查
房与临床药师带教工作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科学
高效的药学教学查房工作模式，仍处于研究和探
索阶段。目前绝大部分医院的药学教学查房模式
仍参考临床医师查房制度，即带教临床药师为查
房过程中的讲授主体，培训学员被动接受带教老
师的知识灌输，使得培训学员学习主观能动性不
强，不利于创新型、实践型、综合型临床药师人
才的培养 [2]。笔者以“临床药师培训”“带教”“教
学查房”“药学教学查房”等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维普网）、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
中文数据库，其中系统探讨药学教学查房的文献
仅 2 篇 [3-4]，其作者所在单位均为临床药师师资培
训资质的教学基地，并由此建立了“临床药师学
员、师资学员和带教老师”的三级临床药师教学
查房团队，该教学查房模式，对临床药师师资培
训基地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但不太适用于非
师资培训基地。
　　建构主义是一种认知理论 [5-6]。根据建构主义
理论，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和经验的
基础上，在教师设计的特定情境下，利用必要的

学习资料，借助他人，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
择、加工和处理，从而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 [7]。
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主张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
知识的建构者，而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是
学习情境的创设者，是学生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指
导者和促进者 [8]。笔者结合自身药学查房带教经
验，将建构主义理论与药学教学查房实践相结合，
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套药学查房带
教的新模式，并取得了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成效。
1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建立药学教学查房新模式

1.1　紧扣培训大纲创设主题情境

　　建构主义理论提倡情境教学模式，认为学习
发生的最佳情境不应是简单抽象的，只有在真实
世界的情境中才能使学习变得更为有效 [5]。带教
临床药师正是在整个教学查房实践中的情境创设
者 [9-10]。在药学教学查房开始前，带教临床药师
依据本专业的培训大纲要求，确定临床药师学员
所在轮转科室的重点学习病种。以抗感染药物专
业为例，紧扣培训大纲要求，带教老师可在呼吸
科选取社区获得性肺炎、普通外科选取急性阑尾
炎等作为重点学习病种，并在轮转病区中选取较
为典型的且病情相对稳定的在院病例进行药学教
学查房实践。
　　药学教学查房前 1 ～ 2 日，带教老师可将拟
学习病种以及确定的教学病例患者告知学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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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3 ～ 4 个相关问题，问题设置以能够覆盖所
学病种的相关知识要点为宜。以社区获得性肺炎
为例，根据该病种的学习侧重点设定问题可为该
疾病的诊断要点、流行病原学特点、重症病例的
判断标准以及初始抗感染方案的选择等，让学员
带着问题去查阅相关指南、文献，熟悉教学病例
的基本信息、病史、诊治经过、当前的诊断以及
现阶段正在使用的药物等，充分做好查房前资料
准备工作。
1.2　建立以临床药师学员为主体的协作学习组

　　根据国家卫健委临床药师培训管理的相关规
定，一名专职的临床药师带教师资一次最多招收
三名学员，故我们设定由一名带教老师、三名学
员组成一个协作学习小组。对某一例教学病例患
者进行药学查房时，可指定学员 A 进行病史汇
报、审核医嘱，学员 B 对患者进行药学问诊、用
药教育；学员 C 对患者药物治疗方案制订药学
监护计划。完成病房床旁教学的内容后，可在病
区学习室进行相关问题讨论以及学员查房过程的
教学点评。药学查房结束后，由学员共同整理药
学查房记录，完成相关文书书写，如药学监护记
录、药历、患者用药教育等。通过这样的分工协
作，学员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药学教学查房实践
活动，而带教临床药师则在整个过程中充当组织
者、引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药学查房实践过程中，
学员的临床药学知识以及实践技能的获得不再是
被动地由外向内“输入”，而是在通过查阅相关
指南、工具书等完善自身药学知识和进行临床实
践的基础上，在带教老师创设的特定情境中自
内而外的“生长”。这样的实战式教学查房过程，
更有助于培养学员主动观察、分析、解决临床实
际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形成独立思考能力与临床
决断力，有助于学员临床药学思维的建立和培
养，同时还能锻炼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
作能力 [11]，最终达到药学查房的教学目的。
　　对于不同病种的病例进行教学查房时，带教
老师对各学员分工负责的内容进行有序的轮换，
注意确保在某个科室轮转期间让所有学员对学习
病种的每部分药学查房内容都能担任相应的职能
角色，让每位学员都有充分的学习实践机会。
1.3　药学教学查房的具体实施过程

　　查房前，由学员 A 向带教老师汇报拟查房教
学病例的病史及药物治疗经过，并对患者正在使
用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合理性点评，带教老师则

对学员 A 病史汇报中不规范或不完整的地方进行
补充和点评，引导学员是否还有需要补充询问病
史的情况，如初期学员容易忽略的既往用药史、
患者用药后治疗反应、用药依从性、有无不良反
应及处置史等，对学员医嘱审核中点评不准确的
部分，进行补充和纠正。
　　在进入病房与患者交流时，带教药师需交代
注意事项，例如：面对患者时自我介绍、沟通态
度、用语技巧、询问要点等。由学员 B 与患者进
行药学问诊及用药指导等药学沟通，实时解答患
者的用药顾虑与疑问。带教药师从旁观察，尽量
不要打断，除非患者出现不适或需要进行其他诊
疗操作。
　　药学问诊完毕后，在学习室由学员 C 对患者
当前的药物治疗制订相应的药学监护计划，包括
疗效监护和安全性监护。最后，由带教老师对整
个药学查房过程进行综合点评，指出优点和欠缺
的地方，这个过程也可以让其他学员参与点评或
学员间互评，增加学员的参与度。通过带教老师
的点评过程，最终让学员完成对于该学习病种的
新知识以及新技能的意义建构。
　　整个药学教学查房过程中，带教老师应当充
分发挥“导向”作用，努力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引导他们解决问题。此外，
我们将与患者无关的教学过程，如病史汇报、药
学监护计划制订与实施、带教老师的指导点评以
及相关问题讨论等均放在病房外进行，而非床旁
进行，避免将患者当作教学工具，充分体现临床
药学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2　建构主义应用于药学教学查房的难点与要求

2.1　建构主义应用于药学教学查房的难点

　　首先，多数临床药师培训学员均为初次接触
临床，常常是热情高于能力，但“打铁终需自身
硬”，没有坚实的临床理论基础，是无法形成有
效的自我知识体系的意义构建；其次，一些学员
已习惯被动接受带教老师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
式，对建构主义这种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教学模
式存在一定的适应期；此外，各学员的临床知识
基础参差不齐，个别学员初入临床会出现紧张不
安，面对病患手足无措的现象。同时临床真实病
例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对于带教老师的人员
协调能力、临场把控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2.2　建构主义应用于药学教学查房对学员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将药学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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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权交给了临床药师学员，而带教老师则在
整个教学查房过程中，扮演组织者、引导者、帮
助者及促进者的角色，因此，对学员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
　　临床药师学员在进行教学查房实践前，应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拟学习病种的疾病概念、
发病机制、病理生理改变、临床症状和体征、辅
助检查及治疗原则、药物治疗方案、药学监护随
访、患者用药教育等，进行系统的学习和有机的
衔接，为后面构建临床思维、临床药学思维奠定
基石。学员通过主动查阅相关指南，工具书等完
善自身临床知识和药学知识，在后续的临床药学
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
变为自我知识体系的建构者。
2.3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药学查房带教老师的要求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特别突出和强调教学过
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实践体验，而带教老师则
由传统教学中的讲解者、执行者转变为教学过程
的组织者和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引导者。这样的
转变并不是对带教临床药师作用的弱化，反而是
对带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临床药师教学
查房实践中，带教临床药师和传统教学模式一
样，除要具备扎实的临床药学知识、临床药学实
践技能以及严谨的临床思维能力外，还应具备深
厚的教学底蕴。带教临床药师需要对各病种的学
习要点深刻把握，并根据其精心设计教学情境并
组织实施教学查房；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临床
药师学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引导和启发学员正
确的思考方向和临床实践操作，顺利完成自身临
床药学知识体系的意义构建；遇到突发事件，带
教药师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控场能力，避免不必要
的医患纠纷。因此，带教临床药师在进行药学教
学查房前，需要进行大量地和充分地情境推想和
教学准备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新模式下药
学教学查房的学习效果。
3　小结

　　目前，我国各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的药学教学
查房模式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国家亦无统一规
定。笔者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与药学查房带教工

作有机结合，形成以“服务患者为中心，以临床
药师培训学员为药学查房实践主体，以带教临床
药师为教学主导”的药学教学查房新模式。通过
两年的教学实践，该教学查房模式能够充分激发
临床药师学员的学习潜能，强化临床思维和临床
药学思维，增强临床药学实践技能，从而提高临
床实践教学质量，受到临床药师学员的好评。笔
者认为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药学教学查房模式更
能培养临床药师学员的主动学习能力、独立分析
判断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语言表达等综合竞争实
力，更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临床药学人才培
养的要求，实行建构主义的药学教学查房模式不
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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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高尿酸血症（HUA）全程管理的实践工作模式，为慢病管理提供新型工作方

法。方法　临床药师采用分层管理，将纳入的患者分为 HUA 组、痛风组、合并并发症组，按

照自行设计并制订的 HUA 及痛风患者行动计划表，对患者进行全程管理。结果　纳入分层管

理组的患者血尿酸达标率、伴发症状、合并并发症及生活方式均明显改善，其中血尿酸监测均

值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结论　基于分层方法的实践工作模式在 HUA 患者中的应用实践有利于

提高慢病管理水平，为探索慢病管理提供实践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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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除可导
致痛风，还与肾脏、内分泌代谢、心脑血管等系
统的疾病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涉及多学科的管
理，但各专科的管理往往各有侧重，难以达成全
面的综合管理。HUA 患者的表现形式和合并症多
样，一经确诊，应立即对患者进行宣教并对其生
活方式进行干预，同时启动综合和长期的全程管
理，按照血尿酸水平及合并症的临床症状 / 体征，
启动药物治疗，并制订个体化的治疗目标，进行
分层管理 [1]。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20 年 1—5 月入住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内分
泌代谢科的 HUA 患者，包括既往有 HUA 或痛风
病史的患者，纳入本项目研究，共计纳入 143 例。
其中，男性 113 人（占比 79%），女性 30 人（占
比 21%），符合我国高尿酸血症流行病学调查的
性别差异 [1]。年龄跨度较大，最小的 26 岁，最大
的 77 岁。患者所有的医嘱执行均按专科医师的
常规诊疗执行。
1.2　分层管理方法的建立与实践

　　按严格的工作流程进行相关临床实践：
　　①设计并填写 HUA 患者分层管理调查表
（见表 1），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生活习
惯、日饮水量、饮食习惯、烟酒史、血尿酸水平、
肾功能、合并并发症情况等信息。
　　② 根据信息调查表采集的患者资料，将患

者分为 3 组，包括 HUA 组（无症状 HUA 患者）、
痛风组（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患者，或出现
痛风石、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或痛风性关
节炎频繁发作的患者）、合并并发症组 [HUA、无
痛风发作，但伴发以下任一疾病：尿酸性肾石症
或肾功能损害（≥ G2 期）、高血压、糖尿病或糖
耐量异常、血脂紊乱、肥胖、冠心病、卒中、心
功能不全 ]。
　　③ 以作者既往进行慢病管理的实践为基
础 [2-3]，结合国内外相关专科关于高尿酸血症及
痛风的最新临床诊疗指南 [1，4-9]，经内分泌代谢专
科临床药师、肾内专科临床药师、内分泌代谢专
科医师协商讨论，设计并制订高尿酸血症及痛风
患者行动计划表（见表 2），给予患者个体化的行
动计划指引。
　　④ 依据分组，对患者进行分层指导和管理。
结合指南推荐 [1]，根据患者的基础情况和临床表
现，将 HUA 组、痛风组和合并并发症组血尿酸
的治疗目标分别设定为＜ 420 μmol·L － 1、＜ 300 
μmol·L － 1 和＜ 360 μmol·L － 1。
1.3　统计学处理

　　基于分层管理方法实践前后，每组的血尿酸
监测数据以 x±s 表示，采用 SPSS 23.0 统计分析
软件，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层管理方法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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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HUA 患者分层管理调查表采集的资料，
将患者分为 HUA 组、痛风组和合并并发症组 3
个组。具体的分组情况见表 3。

表 1　高尿酸血症患者分层管理调查表

表 2　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行动计划表

表 3　HUA相关疾病患者的分组

组别 例数 / 人 比例 /%

HUA 组   38   26.57 

痛风组   15   10.49 

合并并发症组   90   62.94 

合计 143 100.00 

2.2　分层管理方法实践前后监测指标达标情况

　　实施分层管理后，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追踪
或门诊随访，每月一次对患者的行动计划执行情
况进行提醒和监督，详细了解并收集、记录入组
患者分层管理实践 3 个月后的血尿酸水平、伴发

症状、合并并发症及生活方式，结果各方面均明
显改善。患者经分层管理后，血尿酸监测值均达
到预期目标，HUA 组、痛风组、合并并发症组
血尿酸分别为（325.00±7.90）、（278.00±7.30）、
（320.00±7.70）μmol·L － 1，比管理前的血尿酸
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1）。痛风
组 3 个月内无急性发作患者。

图 1　分层管理前后各组血尿酸达标情况

注：与管理前比较，#P ＜ 0.05。

3　讨论

　　血尿酸升高除可引起痛风之外，还与肾脏、
内分泌代谢、心脑血管等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密切相关。尿酸水平受年龄、性别、遗传、生
活习惯、饮食习惯、药物、环境等多种因素影
响 [1]。痛风患者最常见表现为痛风性关节炎，但
长期 HUA 可引起和 / 或加重其他多器官损伤，并
发肾脏病变（急性尿酸性肾炎、慢性尿酸盐肾病、
肾石症）、高血糖、血脂紊乱、高血压、冠心病、
心功能不全及卒中等 [10]，因此，HUA 及痛风一
经确诊，应立即对患者进行宣教及生活方式干
预。HUA 患者需要综合和长期的全程管理，按照
血尿酸水平及合并的临床症状 / 体征，决定药物
起始治疗时机，并制订相应的治疗目标，进行分
层管理。目前，我国大型三甲医院均存在诊疗量
过饱和的情况，临床医师往往无暇与患者进行详
细的交流和干预指导。新时期医院药学转型中经
过规范化培训并成长起来的临床药师不仅具备良
好的药学专业素养，能在药物选择、不良反应识
别与应对、生活方式和随访监测管理方面充分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而且临床药师均较好地掌握
了医学基础知识，能够协同临床医师做好 HUA
相关疾病患者的长程管理。
　　本研究实践中，内分泌专科临床药师结合文
献和指南对 HUA 患者的管理建议 [1，4-9]，设计了
HUA 患者分层管理调查表，根据填表信息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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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HUA 组、痛风组、合并并发症组，启动分
层管理。结果表明：基于分层管理方法能明显改
善 HUA 患者的血尿酸、伴发症状、合并并发症
及生活方式，其中，血尿酸监测值的达标有统计
学意义。分析其原因在于：① 该分层管理模式，
能使患者快速认识自身健康的危险级别，从而产
生更高的警觉和重视度；② 药师为各层级患者量
身制订的行动计划，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使患
者能明确需要自我管理的内容，从而更能配合医
务人员的建议，执行自我管理，快速达到控制目
标；③ 药师在其中的管理，包括分层管理的启动、
管理中的随访，都更好地与医患进行沟通，对慢
病的有效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7 年，国卫办医发〔2017〕26 号文件《关
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11] 中，
就明确从国家政策层面指出：在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措施逐
步推进的过程中，医疗机构药学服务工作面临新
的任务和挑战。为适应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药
事管理，促进药学服务模式转变，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权益，要求转变药学服务模式。各地要结合
医学模式转变，推进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
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
中心”转变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以重点
加强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参与临床用药为中心”。
促进药学工作更加贴近临床，努力提供优质、安
全、人性化的药学专业技术服务。HUA 常伴随其
他系统疾病，如其他代谢性疾病、肾脏疾病、心
脑血管疾病等，且 HUA 是慢性肾脏病、心脑血管
疾病、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是
沿海城市亟需加强管理的一种代谢性疾病。
　　本项目选择 HUA 作为临床药师贴近临床，
提供药学服务的病种，开展临床实践，且结合疾
病和患者的特点，首次设计并执行分层管理模
式，达到了更优质、安全、人性化的药学专业
技术服务目的。同时，本项目也契合国卫医发〔
2020〕2 号文《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
进合理用药的意见的通知》[11] 中“围绕患者需求

和临床治疗特点开展专科药学服务”的导向要求。
　　本项目在内分泌代谢科成功开展的临床实
践，为今后全面管理 HUA 相关疾病患者提供了
一定的经验，其分层管理方式，有望成为推动临
床药师主导慢病个体化管理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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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存在再喂养综合征风险的胃癌复发患者 
营养治疗的药学监护与分析

阳巧凤1，赵晶晶1，徐贞3，沈娟2*（1.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药学部，广州　511400；2. 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药学

部，合肥　230061；3. 无锡市中医院药学部，江苏　无锡　214071）

摘要：再喂养综合征（RFS）是机体在长期饥饿或营养不良状态下，重新摄入营养物质后早期

出现的以低磷血症为特征的严重水 - 电解质失衡、葡萄糖耐受性下降、维生素缺乏及由此产生

的一系列症状。通常发生在营养治疗的 3 ～ 4 d 内，近年来，对 RFS 在重症监护病房的预防重

视程度已逐步提高，但在普通病房往往容易被忽视。本文介绍 1 例胃癌术后复发患者，该患者

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营养不良，存在 RFS 风险。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查房过程中，结

合患者营养状况和病情变化，与医师一起制订适合该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在改善患者预

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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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资料

　　患者，男，75 岁，身高 165 cm，体质量 36.5 
kg，BMI 值 13.41 kg·m－ 2。因“胃癌术后 5 年，
恶心、呕吐半年加重 1 月”，于 2020 年 8 月 9 日
就诊于本院肿瘤科门诊，门诊拟以“胃癌术后复
查”收住入院。本次发病以来，患者无发热，无
咳嗽、咳痰，无活动后胸闷、气短，无胸痛、咯
血，无尿频、尿急、尿痛，饮食差，睡眠一般，
大便两三天一次，量少；小便次数正常，约 800 
mL。3 个月体质量下降约 10 kg，KSP 70 分。体
格检查：T 36℃，P 72 次·min－ 1，R 18 次·min－ 1，
BP 88/58 mmHg（1 mmHg ＝ 0.133 kPa）。腹部凹
陷，上腹部压痛（＋），无明显反跳痛，余腹无压
痛、反跳痛，余无阳性体征。2020 年 8 月 9 日急
诊生化检验报告：总蛋白 56.10 g·L － 1 ↓，白蛋
白 28.71 g·L － 1 ↓， 钠 130.50 mmol·L － 1 ↓，
氯 90.40 mmol·L－ 1 ↓。临床诊断：胃癌术后复发，
癌性疼痛、重度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
2　主要治疗经过及营养方案的调整

　　患者于 2020 年 8 月 9 日入院，8 月 10 日临
床药师对该患者进行 NRS 2002 营养风险筛查：
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疾病状态评分为 1 分；患

者 BMI 值为 13.41 kg·m－ 2，近 3 个月体质量减
轻 10 kg（＞ 15%），极度消瘦，一般状态差，营
养状态评分为 3 分；患者年龄 75 岁，年龄评分
1 分，NRS2002 总评分为 5 分，存在营养不良风
险，需要进行营养支持。考虑到患者纳差，临床
药师建议在饮食基础上，增加适用于营养不良的
肿瘤患者肠内营养液（TPF-T），每日总用量为
200 mL（260 kcal），分多次口服。8 月 12 日，患
者纳差未见好转，进食进水后均会出现恶心呕
吐。考虑到患者胃癌术后消化道重构的特殊解剖
结构，存在管饲肠内营养禁忌。临床药师再次评
估患者营养状况，结合患者的电解质指标（磷 0.8 
mmol·L － 1↓，钙 2.0 mmol·L － 1），发现该名患
者存在 RFS 风险，建议先行纠正患者低磷、低钙
血症，常规补充维生素 B1，48 h 后再行补充性肠
外营养（SPN）治疗。8 月 24 日，患者可部分经
口进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予以出院，择期放
射治疗。患者住院期间营养支持方案见表 1，测
定指标结果见表 2 ～ 3。
3　分析与讨论

3.1　再喂养综合征高危人群的甄别

　　RFS 的发病机制包括胰岛素分泌、电解质转

临床药师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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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和合成代谢增强 [1]。机体长期营养摄入不足，
分解代谢多于合成代谢，胰岛素分泌便会随之下
降，有时还会伴有胰岛素抵抗。此时，机体磷、
钾、镁和维生素等微量元素的吸收减少但消耗不
变，血清磷、钾、镁浓度在机体的代偿作用下并
未出现明显降低。重新开始营养治疗，尤其补充
大量碳水化合物之后，会刺激机体分泌胰岛素，
导致钾、磷、镁转移入细胞内，形成低磷血症、
低钾血症、低镁血症 [2]。糖代谢和蛋白质合成的
增强还会消耗维生素 B1 使体内维生素减少。电
解质紊乱和维生素的减少，会导致机体出现呼吸
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等一系

列症状。RFS 的这种代谢特征，通常在营养治疗
后 3 ～ 4 d 内发生 [3]。 
　　根据美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会 ASPEN 筛选
RFS 高危人群的参考标准 [4]（≥ 1 项为高危人
群）：① BMI ＜ 16 kg·m－ 2；② 无意减肥，3
个月内体质量下降＞ 7.5% 或 6 个月内体质量下
降＞ 10%；③ 几乎没有进食或完全禁食超过 7 d；
④ 在恢复营养之前患者的血清钾或镁水平低于
正常值）。该患者近 3 个月体质量减轻 10 kg（＞

15%），按照 ASPEN 甄别标准，该患者属于 RFS
高危人群。
3.2　存在再喂养综合征风险的肿瘤患者营养支持

表 1　营养支持治疗方案

时间
营养支持治疗方案

备注 目的
经口 / 肠内营养 肠外营养

8 月 10—12 日 正常饮食＋口服营养补充（TPF-T 200 mL） / TPF-T 提供 260 kcal 的能量 口服营养补充经

口饮食的不足

8 月 13—14 日 正常饮食＋口服营养补充（TPF-T 200 mL）；

果糖二磷酸钠口服液 30 mL po qd；
葡萄糖酸钙 1 g ＋ 10% 葡萄糖 ivgtt qd；
维生素 B1 注射液 100 mg im bid；
甲钴胺片 500 μg po tid

/ 磷：15 mmol·d － 1

钙：1 g·d － 1

维生素 B12：1500 μg·d － 1

纠正电解质紊

乱，预防韦尼

克脑病

8 月 15—22 日 ONS：TPF-T 200 mL 根据自身情况逐渐恢

复经口饮食

50% 葡萄糖注射液 200 mL
5%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 mL
10% 氯化钾注射液 40 mL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0 mL
25% 硫酸镁注射液 3 mL
甘油磷酸钠注射液 10 mL
多种微量元素 10 mL
水溶性维生素 1 支

脂溶性维生素（Ⅱ）10 mL
11.4%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400 mL
2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150 mL

能量：907.4 kcal/（kg·d）

氨基酸：1.25 g/（kg·d）

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输入

D1 ～ 3：80 mL·h － 1 输注 12 
h 后停止输注

D4 起：110 mL·h － 1，全部输

注完

补充性的肠外营

养支持

8 月 23 日 恢复到疾病之前正常饮食的 70% / 能量：约 700 kcal
蛋白质：1.0 g/（kg·d）

经口饮食恢复，

停用肠外营养

表 2　患者血清磷、镁、钾、钙在住院期间变化 (mmol·L － 1)

时间 磷（0.83 ～ 1.7 mmol·L － 1） 镁（0.65 ～ 1.15  mmol·L － 1） 钾（3.5 ～ 5.3 mmol·L － 1） 钙（1.9 ～ 2.7 mmol·L － 1）

8 月 9 日 0.80 0.92 4.46 2.00

8 月 12 日 0.75 0.93 4.19 1.88

8 月 14 日 0.83 0.93 4.20 2.01

8 月 17 日 0.90 0.98 4.23 2.17

表 3　患者总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在住院期间变化

时间 总蛋白 /g·L － 1（65 ～ 80 g·L － 1） 白蛋白 /g·L － 1（45 ～ 55 g·L － 1） 前白蛋白 /mg·L － 1（180 ～ 420 mg·L － 1）

8 月 10 日 56.1 28.7   20

8 月 12 日 55.5 25.9   17

8 月 17 日 56.5 28.8   80

8 月 19 日 60.0 34.0 150

8 月 23 日 65.0 38.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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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制订

3.2.1　肠外营养开始的时机　本病例是胃恶性肿
瘤术后复发患者，入院时存在纳差、恶心呕吐
的情况，经口饮食差，NRS2002 评分 5 分，存
在重度营养风险，需要进行营养支持。如果患
者胃肠道功能正常，应首选肠内营养（EN）[5]。
当 EN 无法启动或单一肠内营养远不能满足代
谢的需要时，肠外营养（PN）则成为营养支持
的必要方式 [6]。《2017 中国成人补充性肠外营养
中国专家共识》认为 [7]，对于 NRS2002 ≥ 5 分
或 NUTRIC ≥ 6 分的高风险患者，如果 EN 在
48 ～ 72 h 内无法达到目标能量及蛋白质需要量
的 60% 时，早期给予 SPN 支持治疗，与单纯给
予 EN 相比，感染发生率较低，住院时间较短。
该患者入院时 NRS2002 评分 5 分，存在高营养风
险，且短期内 EN 支持无法达到目标能量的 60%，
给予 SPN 支持治疗，时机选择合理。SPN 治疗
一段时间之后，患者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治疗效果良好。
3.2.2　电解质的补充　低磷血症是 RFS 最明显的
特征之一 [8]。按照不同的血磷水平，可将低磷血症
分为轻度（0.6 ～ 0.85 mmol·L－ 1）、中度（0.3 ～ 0.6 
mmol·L－ 1）和重度（＜ 0.3 mmol·L－ 1）[9]。本
病例入院时严重营养不良，血磷水平（0.80 
mmol·L－ 1）低于正常值，经 2 d 口服营养补充
后，血磷水平（0.75 mmol·L－ 1）进一步降低，同
时伴有低血钙，所以在启动 SPN 支持治疗前，参
考 Mehanna 等 [10] 研究结果，临床药师建议每日采
用口服补磷 15 mmol，静脉补钙 1 g，纠正电解质
紊乱。
3.2.3　维生素的补充　对于高 RFS 风险的营养
不良患者，补充维生素 B1，可预防韦尼克脑病的
发生 [11]。建议每日为患者补充 200 ～ 300 mg 维
生素 B1

[9]，同时监测患者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和叶酸水平。本例患者未进行维生素 B1 的监测，
叶酸水平正常，维生素 B12 水平低于正常值。参
考 Singla 等研究结果 [11]，临床药师建议医师对患
者进行了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注射液 100 mg bid 
im）和维生素 B12（甲钴胺片 500 μg tid po）的补
充，以预防神经系统相关症状。
3.2.4　能量的补充　ASPEN 指南 [4] 推荐应根据
患者的耐受程度进行个体化方案设计。通常从低
能量、慢速度开始。对于存在高 RFS 风险的患者，
能量补充应从 10 kcal·kg－ 1 开始缓慢增加，一
周内逐渐增加到全部需求量，过程中始终注意监

测生物化学指标和液体平衡。如果患者未达到高
风险，推荐的能量供应不超过理论需求量的 50%
或 24 h 内最大供给热量不超过 20 kcal·kg－ 1[12-13]。
若监测患者临床和生化状况后，情况良好，可调
整输注速度。
　　在给患者进行肠外营养补充时，临床药师建
议在营养支持的前 3 d，按照 80 mL·h－ 1 的速
度，输注肠外营养液（TNA）12 h，剩余输液不
再输注。按照所输注液体量计算，相当于提供 18 
kcal/（kg·d）能量输注期间，监测电解质均正常，
限制性的能量供应 72 h 后，第 4 日开始按照 110 
mL·h－ 1 的速度输注 TNA 并全部输完。患者耐
受性良好，营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4　总结

　　本病例为存在 RFS 风险的胃癌复发的高龄患
者，临床药师根据患者疾病具体情况，协助医师
制订个体化的营养治疗方案。在发现患者是发生
RFS 风险的高危人群后，及时给予了治疗建议，
促进了患者病情的转归，避免 RFS 的发生。出院
后，患者前往本院另一院区做放射性治疗。临床
药师回访中了解到该患者体质量有所增加，营养
状况得到了改善。临床药师作为营养支持团队的
重要成员参与临床营养支持治疗，通过与医师的
沟通协作，为患者提供了全程的营养支持服务，
保障了肠外营养治疗的安全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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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继发 ICU获得性衰弱的营养治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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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院 2020 年 6 月收治了 1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进入 ICU 2 个月后出现明显的肌肉

丢失和肌力衰弱，诊断为 ICU 获得性衰弱。临床药师通过个体化营养支持协助临床医师制订

合理的营养治疗方案，在近 2 个月的营养治疗中，采取肠内营养联合补充性肠外营养的方式，

予以高热卡、高蛋白喂养以及积极的护理，该患者肌力得到部分恢复，体质量增加 5 kg，转出

ICU 继续康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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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患者由于原发疾病或重大创伤等原因，
随着病情进展表现出急性应激反应、微环境改变
和高分解代谢的病理生理过程，其治疗主要包括
控制感染、各器官系统的维持以及营养治疗。但
重症疾病代谢的不同阶段、患者的异质性，使得
重症患者的营养干预有颇多局限和争论 [1]。长期
蛋白 - 热量摄入的不足，可加重患者机体的负氮
平衡，进一步造成肌肉减少，脱机困难，感染
难以控制，大大延长 ICU 住院时间 [2]。不合理
的营养治疗时机和能量 - 蛋白供应也可能加重并
发症的发生，如 ICU 获得性衰弱（ICU-acquired 
weakness，ICU-AW）[3]。现报道 1 例重症急性胰
腺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 ICU-AW，为重症
患者的营养治疗策略提供借鉴。

1　病例摘要

　　患者女性，32 岁，体质量 64 kg，身高 158 cm，
BMI 25.64 kg·m－ 2。2020 年 6 月 12 日感上腹部疼
痛伴恶心呕吐，外院上腹部 CT 提示急性胰腺炎伴
胰周及腹腔积液，对症治疗无缓解，6 月 13 日转至
本院普外 ICU。白细胞 10×109·L－ 1、超敏 C 反应
蛋白＞ 150 mg·L－ 1↑、肌酐 174.7 µmmol·L－ 1↑、
心肌肌钙蛋白体温 3167 ng·L－ 1↑、肌红蛋白 900 
µg·L－ 1↑。查体：体温 42℃，血压 50/90 mmHg（1 
mmHg ＝ 0.133 kPa）、心率 122 次·min－ 1，神志不
清。CT 提示胰腺坏死，APACHE II 评分 25 分。既
往有急性胰腺炎史 4 年。入院诊断为“① 重症急性
胰腺炎；② 呼吸衰竭；③ 休克”。
　　进入 ICU 后予呼吸机辅助通气、床边血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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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20 mg，微泵）升压、
去乙酰毛花苷（0.2 mg，泵推）控制房颤、维库溴
铵（1 mg，微泵）维持肌松、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
坦（3 g，q12 h）抗感染、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180 mg ivgtt qd）保肝、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注
射液（40 mg ivgtt）抑酸、注射用生长抑素（3 mg，
微泵，q6 h）、注射用乌司他丁（10 万 u，微泵，
q8 h）和醋酸奥曲肽（0.6 mg，微泵，q12 h）抑酶、
胰岛素（6 U ivgtt）控制血糖、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500 mL ivgtt qd）扩容等治疗。患者 6 月 28 日出
现发热、寒战，伴窦性心动过速，抢救后缓解。7
月 4 日患者突发心率加快、血压低、血红蛋白进
行性下降，经导管行动脉栓塞术，病情稳定，于
7 月 9 日经腹膜后途径行胰腺坏死清除术，腹腔
引流管引流黄色脓性液体，1 周后开始出现明显
肌力弱，上臂肌围显著减少至 18.9 cm，肌红蛋白
始终＞ 1000 µg·L－ 1↑。至 8 月中旬，患者呼吸
机仍需间断使用，脱机困难，查体四肢疼痛反应
弱，不能静坐，肌红蛋白降至 64 µg·L－ 1，但肌
力仍在 0 ～ 1 级，行肌电图和神经电生理检查：
见自发电位，运动单位电位时限增宽，波幅升高，
募集电位单纯相。诊断为四肢神经源性损害，运
动、感觉神经受累，判断患者系继发 ICU-AW[4]，

继续予以营养支持和床边端坐等康复训练，10 月
转出至普通科室。
2　营养治疗经过

　　患者入 ICU 后，分别用 NRS 2002 评分及
NUTRIC 评分进行营养风险评估，其评分均为 3
分，提示该患者存在轻度营养风险，计划在复苏
治疗稳定后开始肠内营养（EN）。入 ICU 前 3 日
（6 月 12—14 日）予以循环系统的支持为主。第 4
日开始静脉营养支持，每日热卡 340 kcal，蛋白
补充 0.95 g/（kg·d）。第 7 日过渡为全肠外营养
（TPN），非蛋白热卡（NPC）1000 kcal [ 约 15 kcal/
（kg·d）]，蛋白质 0.95 g/（kg·d）。第 18 日病
情逐渐稳定，恢复流质低脂饮食，停止 TPN，予
以全肠内营养支持（TEN）。肠内营养乳剂（TPF）
（1.5 kcal·mL－ 1）为高能量密度的整蛋白制剂，
患者胃肠功能受损，消化能力差，喂养期间出现
腹泻（每日 3 ～ 4 次），暂时以短肽型营养制剂
（SP）维持。外科干预后短期禁食时予以少量补充
性肠外营养（PN）[ 热卡 340 kcal，蛋白质 0.64 g/
（kg·d）]。患者于 8 月 15 日明确诊断为 ICU-AW
后，增加每日热卡（35 kcal·d－ 1）及蛋白质（1.43 
g·kg－ 1）补充。入 ICU 后的营养支持经过见表 1。

表 1　入 ICU后营养支持经过

日期

10% 葡
萄糖注

射液 /mL

50% 葡
萄糖注

射液 /mL

18AA-
VⅡ/g

丙氨酰

谷氨酰

胺 /g

胰岛

素 /U

注射用多

种维生素

12/mL

结构脂

肪乳 /
mL

多种微

量元素 /
mL

SP/
mL

TPF 
1.5/mL

NPC/
kcal

热氮比
总能量 /

（kcal•d－1）

蛋白质

摄入 /
（g•kg－ 1）

6 月 16 日—6 月 21 日 1000 20.65 40 16 5 10   340 35.0∶1   340 0.95

6 月 22 日—7 月 1 日   500 200 20.65 40 30 5 250 10 1000 103.1∶1 1000 0.95

7 月 2 日—7 月 3 日 1000 20.65 40 16 5 10 500   340 35.0∶1 1090 1.41

7 月 4 日 1000 20.65 20 16 5 10   340 52.31∶1   340 0.64

7 月 5 日—7 月 12 日 1000 20.65 16 5 10   500   340 103.0∶1   840 0.64

7 月 13 日 1000 20.65 20 16 5 10   340 52.31∶1   340 0.64

7 月 14 日—7 月 18 日 1000 1000 0.62

7 月 19 日—8 月 1 日 1500 1500 0.94

8 月 2 日 1000 20.65 20 16 5 10   340 52.31∶1   340 0.64

8 月 3 日—8 月 15 日   500 500 1250 0.78

8 月 16 日—10 月 8 日   500 200 41.3 30 5 250 10   500 500 1000 151.5∶1 2250 1.43 

3　营养治疗分析

3.1　营养治疗讨论

　　患者轻度营养风险，为防止再喂养综合征
（RFS），入 ICU 的 4 ～ 7 d 的 PN 组分为仅含糖
和氨基酸的“二合一” 低热卡营养液，热卡约 15 
kcal/（kg·d）（见图 1）。从氨基酸的组成来看，
丙氨酰谷氨酰胺占总氨基酸 50%，其他必需氨
基酸并未满足每日生理需求。谷氨酰胺（Gln）

的补充剂量一般按体质量（肥胖患者按理想体质
量）给予 0.5 g/（kg·d）[5]。该患者 Gln 的用量
偏大，过多补充可能加重 ICU 患者肾脏负担。有
研究表明 Gln 可能无益或有害，并且明确提出早
期 PN 不推荐常规添加 Gln[6]。最新的 ESPEN[7] 和
ASPEN[8] 的重症营养指南也支持这一观念。在后
期的 PN 中，调整每日补充丙氨酰谷氨酰胺 20 g，
实施 EN 期间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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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拇指法则估算，该患者的热卡目标为 1600 
kcal·d－ 1，蛋白质目标量为 70 ～ 80 g·d－ 1。患
者启动空肠喂养时机偏迟，而肠外低热卡喂养持
续时间较长，未逐渐增加热卡和蛋白至目标喂养
量。补充性 PN 的热氮比极低。热卡不足的同时，
蛋白质生物利用度低，蛋白质多半作为热卡燃烧
而无法参与合成代谢，机体瘦肉组织大量丢失。
患者在入 ICU 后出现上臂肌围减少和肌力下降，
到诊断为 ICU-AW 期间仅采用 TEN，每日蛋白质
补充不足 1 g·kg－ 1，摄入氮远低于排出氮，患
者长期能量和蛋白质喂养不足（见图 1）。

图 1　入 ICU 期间患者能量及蛋白质摄取变化

　　在明确诊断为 ICU-AW 后期近两月余，采取
管饲 EN 的同时，联合静脉补充 PN 的方式进行高
热卡（35 kcal·d－1）及高蛋白质（1.43 g·kg－1）补充，
同时积极辅助每日床边锻炼。该患者肌力得到部分

恢复，上臂肌围达到 20.7 cm，能独立在床边静坐，
体质量增加 5 kg，转出普通病房继续康复治疗。
3.2　肌力衰弱相关因素

　　患者入 ICU 时血清肌酸激酶高于正常值 5 倍
（通常肌酸激酶＞ 10 000 U·L－ 1），乳酸脱氢酶
水平也升高（见图 2），提示存在骨骼肌来源的肌
肉损伤。患者在入 ICU 后的尿素、肌酐以及尿
素 / 肌酐比（urea-creatinine ratio，UCR）均先上升
后下降（见图 3），提示入 ICU 近两月，患者持续
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 [9]，负氮平衡未能通过营养
治疗纠正。因此后期在 EN 的基础上增加补充性
肠外支持。患者 9 月下旬测血清 25-OH-D 为 33.9 
nmol·L－ 1，低于 52.5 ～ 117.7 nmol·L－ 1 正常范围，
为促进患者的肌力恢复，口服骨化三醇（1 片，po 
qd）连续两周，后复查 25-OH-D 水平达标。

图 2　入 ICU 期间患者血清中肌酸激酶及乳酸脱氢酶水平变化

图 3　入 ICU 期间患者尿素、肌酐及尿素 / 肌酐比水平变化

4　讨论

4.1　ICU-AW 的病理机制

　　2014 年 Kress 博 士 和 Hall 博 士 正 式 定 义 了
ICU-AW 及其对危重症后期恢复的影响 [10]。入 ICU

期间，深度镇静、制动、长期机械通气、神经肌肉
阻滞药和醛固酮类药物的使用、应激状态、炎症因
子、线粒体损伤、高血糖、营养不良等因素引起肌
肉蛋白（尤其是肌浆蛋白）合成减少或分解代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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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另外，维生素 D 转化效率下降，骨骼肌组织
内减少、骨密度降低、骨骼肌萎缩变性。各种因
素叠加产生肌力衰弱，脱机时间、炎症控制、器
官功能恢复时间均延长。即便病情稳定转出 ICU
后，萎缩的肌肉可能受到持续的损害，并且由于
肌肉肥厚和 / 或增生能力不足而使得肌肉的质量无
法恢复 [11]。本病例中，该患者进入 ICU 早期肌酸
激酶与肌红蛋白水平极高，提示早期肌肉分解旺
盛。在血流动力学稳定后，持续的低蛋白 [ 不足 1 
g/（kg·d）] 和低热卡（15 ～ 25 kcal·d－ 1）喂养，
肌肉组织迅速丢失，可能是继发 ICU-AW 的原因，
导致患者出 ICU 的时间大大延长。
4.2　营养治疗对 ICU-AW 的影响

　　患者入 ICU 3 d 后不存在明显的出血和持续休
克，按照重症喂养指南，在复苏稳定后本应尽快启
动 EN[12]，但该病例接受了三周左右的 PN，启动
EN 前的 PN 也未能逐渐递增至目标喂养量，导致瘦
体组织的快速丢失。启动 EN 后仅予以 TEN，每日
热卡及蛋白均不足，加重了肌力的丢失。
　　虽然危重症早期氨基酸的补充有不少争议 [13]，
但在 ICU 晚期病情稳定时，能量消耗在静息消
耗量的 1.7 倍 [14]，一般推荐较高的热卡和蛋白补
充。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入住 ICU 3 d 内补充蛋

白不超过 0.8 g/（kg·d），3 ～ 5 d 内 0.8 ～ 1.2 g/
（kg·d）]，5 d 后补充蛋白＞ 2 g/（kg·d）的阶梯
式给予可明显减少重症患者 6 个月的死亡率 [15]。
　　由于重症患者的急性胃肠功能损伤和治疗中
的外科干预，完全依赖 EN 可能导致患者长期喂
养不足，带来更多的负氮平衡和骨骼肌蛋白 [16]。
在 EN 喂养不足 60% 时，应继续补充 PN，保证每
日总热卡30～35 kcal·kg－1，蛋白2～2.5 g·kg－1。
5　总结

　　危重症患者的肌肉萎缩由入 ICU 期间多因素
触发。由于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的血流动力学问
题和临床对喂养不耐受的过于担心，往往 EN 的启
动时间偏晚，而后期的 TEN 又不能满足喂养目标。
该患者因长期热卡和蛋白质不足导致 ICU-AW，提
示当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能达到血流动力学稳定
时，在避免过渡喂养的前提下，应逐渐给足热卡和
蛋白，防止继发 ICU-AW，影响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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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节 性 硬 化 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罕见疾病，几
乎累及所有器官，其中以皮肤、脑、肾脏和肺
等器官为主，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 1/10 000 ～ 

1/6000[1]，肾脏病变、癫痫及新生儿心脏横纹肌瘤
是 TSC 患者的常见死因 [2]。尽管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西
罗莫司和依维莫司已被国外专家公认为治疗 TSC
的有效药物 [1，3-4]，但依维莫司在国内被批准用于
治疗 TSC 的适应证只有巨细胞星形细胞瘤和肾血
管平滑肌脂肪瘤，而西罗莫司在国内尚未获批有
关 TSC 的适应证，治疗经验有限。本文通过报道
1 例 TSC 的诊疗，重点关注其临床表现和西罗莫
司的个体化治疗，为今后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病例介绍

　　患者，女，35 岁，体质量 52 kg，2020 年 12
月 2 日，因“发现全身多发皮损 30 余年，胸闷、
气促 10 余天”入院。患者既往无高血压和糖尿病
史，无伤寒、结核和肝炎等传染病史，无吸烟、
饮酒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家族性遗传
及传染病史。2 岁时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眉间丘疹；
4 岁时于发热后出现双侧颜面部对称性分布红色
丘疹，发热时伴有肢体抽搐表现，诊断为癫痫；
25 岁双侧足趾逐渐长出数个直径 0.5 ～ 3 cm 的丘
疹，沿甲周分布；上述皮损随年龄呈缓慢增大趋
势，无瘙痒、疼痛、出血、脱屑伴随症状。2012
年曾行甲周皮损切除术，1 年后丘疹再次复发。
入院前 10 日无明显诱因下患者出现胸闷、气促
表现，静息状态亦有表现，稍事活动症状加重，

活动耐力明显下降，无发热、咳嗽、咳痰、咳血、
胸痛等伴随症状。
　　 患 者 入 院 查 体： 体 温 36.0℃， 脉 搏 96
次·min － 1， 呼 吸 22 次·min － 1， 血 压 112/75 
mmHg（1 mmHg ＝ 0.133 kPa），精神差、呼吸稍
急促。口唇轻度发绀，双肺呼吸音低，未闻及明
显干湿啰音。患者存在面部血管纤维瘤、多发性
趾甲下纤维瘤、鲨鱼皮样斑等外部表现。胸腹部
CT 和肝脏核磁共振报告：肺间质性炎症，两肺间
质性纤维化，两肺肺气肿；肝脏及双肾多发含脂
类错构性肿瘤性占位性病灶，考虑结节性硬化。
患者的入院诊断为：① 结节性硬化症（肺淋巴管
肌瘤病、面部血管纤维瘤、多发性趾甲下纤维瘤、
鲨鱼皮样斑、牙釉质点状缺失、肾血管平滑肌脂
肪瘤、肝脏多发含脂错构瘤），② I 型呼吸衰竭。
　　患者入院后，血常规、肝肾功能基本正常，
血气分析提示氧合指数低（二氧化碳分压 45.7 
mmHg，氧分压 45.7 mmHg），予以吸氧，监测血
压、氧饱和度，同时使用异丙托溴铵溶液雾化吸
入扩张气道。患者入院后第 7 日临床药师查询相
关文献资料后向医师推荐了西罗莫司用于治疗该
疾病，临床医师慎重讨论后接受，并于第 12 日
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和西罗莫司使用许可后，开始
使用西罗莫司片（1 mg qd）治疗 TSC。连续使用
一周后检测西罗莫司全血谷浓度：3.76 μg·L － 1，
在临床药师的指导下，将西罗莫司剂量增加为每
次 2 mg qd。患者入院后第 21 日活动耐力明显
提高，二氧化碳分压 37.5 mmHg，氧分压 79.9 
mmHg，精神可，口唇无发绀，病情较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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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予以出院，嘱患者继续服用西罗莫司 2 mg qd。
患者出院 1 个月和 2 个月后入院随访，西罗莫司
全血谷浓度分别为 5.53 μg·L － 1 和 6.12 μg·L － 1，
病情平稳，活动耐力改善，未诉特殊不适，因此
嘱咐继续原剂量服用西罗莫司片。
2　讨论 
2.1　TSC 的发病机制

　　TSC 主要由 TSC1 或 TSC2 基因发生突变引
起，少数由其他不为人知的新的基因突变引起 [5]。
TSC1 和 TSC2 能够编码相应的蛋白形成蛋白复合
物，该复合物与 mTOR 信号通路中的 mTORC1 结
合，对 mTOR 起到负调控作用。当 TSC1 或 TSC2
基因发生突变时，使得 mTORC1 解除抑制作用，
mTOR 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促进细胞生成、增殖、
分化和凋亡过程失控，导致 TSC 的发生 [6-8]。
　　本患者经过分子基因检测未发现有 TSC1 和
TSC2 基因突变，因此可能是由新的基因突变引
起的 TSC。
2.2　TSC 的诊断及特点

　　TSC 表现为血管纤维瘤、淋巴管肌瘤病、血
管平滑肌脂肪瘤等 11 个主要特征和皮肤“纸屑
样”破损、牙釉质点状缺失、非肾脏错构瘤等 6
个次要特征。
　　该患者入院时诊断有肺淋巴管肌瘤病、面部
血管纤维瘤、多发性趾甲下纤维瘤、鲨鱼皮样斑、
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牙釉质点状缺失、肝脏多
发含脂错构瘤，满足 TSC 的 5 个主要特征和 2 个
次要特征，符合 TSC 的诊断 [9]。
　　患者在 4 岁时曾有颜面部红色丘疹伴有癫痫
症状，说明已有 TSC 症状表现，由于该疾病在初
期比较隐匿，容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因此并没
有及时确诊。患者 25 岁时曾行甲周皮损切除术，
仍未引起重视，直至本次入院前出现呼吸衰竭，
根据全身各处 TSC 症状确定诊断。因此对于初期
有 TSC 症状表现的患者，建议尽早进行相关的
基因检测，通过基因突变确定诊断，以便及时开
始药物治疗。少数患者（如本例患者）没有 TSC1
和 TSC2 基因突变，则需要通过临床特征确立诊
断，相对而言，确诊时间可能会较基因突变患者
延后。
2.3　治疗方案的选择

　　TSC 的治疗一般以手术切除或 mTOR 抑制剂
治疗为主，其中脑部巨细胞星形细胞瘤、口腔纤
维瘤及皮肤病变等首选手术切除，而肺、肾等部
位的 TSC 症状推荐口服 mTOR 抑制剂，面部血

管纤维瘤等皮肤病变还可以采用外用 mTOR 制剂
进行局部治疗 [1]。鉴于本患者肺、肾、皮肤、牙
齿等多发 TSC 症状，手术切除不合适，因此需要
选择 mTOR 抑制剂进行治疗。mTOR 抑制剂通过
与 FK506 结合蛋白 -12（FKBP12）高度选择性结
合形成复合物，进而与 mTORC1 结合，从而抑制
mTOR 的活性 [3]。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 mTOR 抑制剂主要有西罗
莫司和依维莫司两种，其中西罗莫司与 FKBP12 的
结合率要略高于依维莫司；对于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血管纤维瘤等 TSC 症状，西罗莫司有很好的治疗
效果；对于 TSC 相关的淋巴管肌瘤病，西罗莫司
比依维莫司更有优势 [3]。一项持续 24 个月的利用
西罗莫司治疗淋巴管肌瘤病的研究表明，西罗莫
司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减轻患者的症状，提
高其生活质量 [10]。另一项关于 mTOR 抑制剂治疗
TSC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回顾性研究发现，西罗莫
司等 mTOR 抑制剂可以有效减小 TSC 患者的肿瘤
体积，降低癫痫的发作频率 [11]。
　　由于本患者存在多处 TSC 症状，尤以肺淋
巴管肌瘤病表现为著，再结合其幼年曾有癫痫发
作，临床药师综合多方面因素推荐医师选择西罗
莫司进行对症治疗，建议被采纳。
2.4　西罗莫司的个体化治疗

　　由于该药主要通过口服给药，胃肠道吸收较
少，片剂的生物利用度约为 27%，其吸收、分布、
代谢、清除与年龄、性别、肝肾功能、合并用药
等因素相关 [12]，血药浓度的个体差异性较大。因
此为了减少西罗莫司的毒副作用，保证血药浓度
在合理范围，应根据血药浓度调整用量。
　　西罗莫司的成人常用剂量为 1 ～ 2 mg qd [13]，
用于治疗 TSC 合并肺淋巴管肌瘤病或肾血管平滑
肌脂肪瘤的血谷浓度一般为 5 ～ 15 μg·L － 1 [14]，
血药浓度过低会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血谷浓度＞

15 μg·L － 1 时，会增加高脂血症及血红蛋白、血
小板或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 [15]。最新研究表明
低剂量西罗莫司治疗淋巴管肌瘤病时可能对肺功
能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16]。因此为了降低西罗莫
司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临床药师推荐西罗莫司的
目标血谷浓度为 5 ～ 10 μg·L － 1，起始剂量为 1 
mg qd。
　　鉴于西罗莫司片的消除半衰期为 60 h 左右，
需一周达到稳态，患者一周后测得其血谷浓度为
3.76 μg·L － 1，相对目标浓度 5 ～ 10 μg·L － 1

偏低。临床药师根据西罗莫司说明书推荐：新的



2460

Central South Pharmacy. November  2021, Vol. 19 No.11　中南药学 2021 年 11 月 第 19 卷 第 11 期

西罗莫司剂量＝当前的剂量 ×（目标血药浓度 /
当前血药浓度），得出西罗莫司维持剂量范围为
1.33 ～ 2.65 mg，建议临床医师调整剂量为 2 mg 
qd。随后两次复查血谷浓度分别为 5.53 μg·L － 1

和 6.12 μg·L － 1，均达目标浓度，患者病情得到
控制。
　　由于 TSC 属于慢性疾病，如果西罗莫司治疗
有效，且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推荐患者长期服
用该药。在服药期间定期随访并进行西罗莫司血
药浓度监测，初期可每 3 个月 1 次，稳定期后可
每 6 ～ 12 个月随访 1 次 [13]。
2.5　用药教育

2.5.1　西罗莫司服药时间　由于西罗莫司脂溶性
好，与高脂食物同服可使西罗莫司的药时曲线下
面积（AUC）从 23% 增加到 35%，进而产生血药
浓度波动。因此，为了减少食物的影响，建议患
者在进食后 2 h 服药，每日固定在同一时间给药。
2.5.2　药物相互作用　西罗莫司在体内主要通过
CYP3A4、CYP3A5 等肝药酶代谢，还可被 P-gp
转运蛋白从小肠上皮细胞逆转运至肠腔，因此
建议患者尽量避免与影响 CYP3A4、CYP3A5 和
P-gp 的药物联合使用，如红霉素、克拉霉素、氟
康唑、尼卡地平、西沙比利、苯妥英钠、卡马西
平等，如必须联合使用需联系医师或药师以便及
时调整药物剂量。由于西柚汁是 CYP3A4 的抑制
剂，也可减缓西罗莫司的代谢，因此建议患者不
要将西柚汁与西罗莫司同服。
3　总结

　　TSC 是一种罕见疾病，目前国内治疗经验十
分有限，本文通过分析 1 例 TSC 患者的个体化治
疗经验，帮助临床医师和药师关注疾病和药物特
点，结合最新研究，为患者提供个体化服务，提
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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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合并股骨头坏死及急性肾损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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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合并股骨头坏死及急性肾损伤患者的治疗过程，发

挥自身药学专业特长，结合循证药学证据进行用药分析，协助医师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的

调整与制订，为患者提供个体化药学服务，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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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diopathic nephrotic syn-
drome，INS）是临床常见的一组肾脏疾病，以大
量蛋白尿（≥ 3.5 g）、低白蛋白血症（人血白蛋
白≤ 30 g·L－ 1）为基本特点，常伴有高脂血症
及不同程度的水肿。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
素）是治疗 INS 的主要药物。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refractory nephrotic syndrome，RNS）主要表现
为治疗过程中对激素抵抗、依赖或频繁复发，约
占 INS 的 30% ～ 50%[1-2]。对 RNS 的治疗，往往
需要联合激素及免疫抑制剂 [3-4]，但疗效仍然欠
佳，病程迁延，可逐渐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同
时，由于 RNS 患者接受长疗程大剂量的激素及
免疫抑制剂治疗而不能耐受药物不良反应，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本文介绍了 1 例
RNS 合并股骨头坏死及急性肾损伤患者的免疫抑
制治疗，临床药师对其用药进行分析，参与其治
疗方案的制订，为临床提供了有效的药学服务。
1　病例资料

1.1　基本信息

　　患者，男，20 岁，身高 163 cm，体质量 86.4 
kg，因“反复肢体水肿伴泡沫尿 2 年余，加重 2
周”于 2020 年 5 月 5 日入院。患者 2 年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全身水肿、泡沫尿，遂至当地医院就诊，
查血白蛋白 16.6 g·L－ 1 ↓，肌酐 78 μmol·L－ 1；
尿蛋白 4 ＋，行肾穿刺活检术示微小病变型肾病
（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初始予以口服
泼尼松60 mg qd 联合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0.5 g bid，治疗 3 个月后复查尿蛋
白转阴，水肿逐渐消退，后泼尼松逐渐减量至 15 

mg 时再次出现双下肢水肿伴泡沫尿，当地医院查
24 h 尿蛋白定量 3.75 g ↑；肌酐 58 μmol·L－ 1。再
次予以足量激素泼尼松先后联合口服 MMF 0.75 g 
bid 及环孢素 A（cyclosporin A，CsA）75 mg bid 治
疗，同时辅以降脂、护胃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
2 年余期间，患者曾达到完全缓解，但在药物减
量过程中频繁复发，血白蛋白波动于 16.1 ～ 39.4 
g·L－ 1，24 h 尿蛋白定量波动于 0.11 ～ 19.98 g，
目前出现股骨头坏死。2 周前患者水肿较前明显加
重，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本院肾内科。患者既往
史、个人史无特殊，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
　　入院查体：T 36.6℃，P 90 次·min－ 1，R 20
次·min－ 1，BP 123/74 mmHg（1 mmHg ＝ 0.133 
kPa），满月面容，水牛背，向心性肥胖，四肢及
躯干可见多发条状紫纹，心肺无异常，腹部膨隆，
阴囊轻度水肿，双下肢中 - 重度凹陷性水肿。辅助
检查：血白蛋白 21.7 g·L－ 1 ↓；肌酐 68 μmol·L－ 1，
尿素氮 11.4 mmol·L－ 1 ↑，尿酸 413 μmol·L－ 1，
eGFR 148.16 mL/（min·1.73 m2）；24 h 尿蛋白定
量 21.53 g ↑。骨密度测量提示：骨质疏松，骨折
危险性高。双髋关节 MR 提示：双侧股骨头缺血
坏死并双髋关节退行性变。入院诊断：肾病综合
征（nephrotic syndrome，NS），微小病变型肾病；
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
1.2　主要治疗经过

　　患者为青年男性，MCD 诊断明确，因病情
再次复发入院，表现为 RNS。患者入院时表现
为中 - 重度水肿、严重低蛋白血症、股骨头坏死
等，给予口服泼尼松 15 mg 维持并加用他克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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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rolimus，FK506）1.5 mg bid 免疫抑制治疗，
同时予以碳酸钙片、骨化三醇胶丸、阿仑膦酸钠
片治疗激素相关性骨病，利尿等对症治疗。入院
第 5 日，复查肌酐从入院时 68 μmol·L－ 1 升高至
229 μmol·L－ 1，伴尿量逐渐减少，考虑患者出现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且水肿
无明显改善，予以血液透析治疗。第 8 日，患者
肌酐进行性升高至 455 μmol·L－ 1，查 FK506 血
药浓度为 7.60 ng·mL－ 1，临床药师考虑 FK506
有一定肾毒性，为避免加重肾损害，建议暂时停
用，继续密切监测患者肾功能，临床医师采纳。
后多次复查肌酐无明显下降，波动于 396 ～ 549 
μmol·L－ 1，期间规律行血液透析治疗。入院第
18 日，患者水肿逐渐消退，但复查肌酐、血白蛋
白及尿蛋白无明显改善。临床医师考虑激素联合
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治疗，患者
为规避生殖损害拒绝该方案。鉴于患者对多种免
疫抑制剂不能耐受或疗效不佳，临床药师通过查
阅文献，建议可考虑使用利妥昔单抗（rituximab，
RTX）治疗原发病。经治疗组讨论采纳，排除相
关禁忌证后，按 375 mg·m－ 2 剂量，于第 21 日
（2020 年 5 月 25 日）首次予以 RTX 0.6 g 静脉滴
注，过程顺利，患者水肿明显缓解，体质量下降
约 10 kg，病情稳定，于第 24 日带药出院。出院
后继续小剂量泼尼松 15 mg po qd 维持。此后分
别于 6 月 19 日、7 月 13 日及 8 月 7 日予以 RTX 
0.6 g 重复治疗 3 次，在完成第 4 次 RTX 治疗后，
患者血肌酐已恢复至正常，血白蛋白逐渐上升至
39.2 g·L－ 1，24 h 尿蛋白定量从 21.53 g 下降至
0.62 g，达到了部分缓解。随访 7 个月，患者肾
功能稳定，血白蛋白为 44.5 g·L－ 1，24 h 尿蛋白
定量为 0.28 g，达到了完全缓解（见图 1）。

图 1　RTX 治疗期间血肌酐、血白蛋白及 24 h 尿蛋白定量变化

2　讨论

2.1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的

选择

　　激素是 INS 的主要治疗药物。RNS 患者通常
使用激素治疗效果不佳或无效，其常见的原因有
肾脏病理类型不同；激素治疗不规范；存在如感
染、静脉血栓、AKI 等并发症；胃肠道水肿及严
重低蛋白血症影响药物吸收与代谢；遗传因素等。
　　MCD 约占我国成人 NS 的 10% ～ 25%。根
据国内外指南 [3-4]，MCD 型 INS 患者初始治疗方
案为足量激素 [ 泼尼松 1 mg/（kg·d）]，维持
6 ～ 8 周。达到缓解后，激素在 6 个月内缓慢减
量，一般能取得较高缓解率（成人完全缓解率约
为 80%），但易复发，约 1/3 患者表现为频繁复
发型和激素依赖型 RNS。
　　目前 RNS 的治疗普遍采用激素联合 CTX 或
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
MMF。 对 于 MCD 型 RNS 患 者， 主 要 推 荐 以
下 3 种治疗方案 [3-4]：① 加用口服或静脉注射
CTX 200 mg，隔日用药，达到累计剂量 6 ～ 8 
g；② 使用 CTX 后复发或要求保留生育能力的患
者，建议使用小剂量激素 [ 泼尼松 0.4 ～ 0.5 mg/
（kg·d）] 联合 CNI（CsA 或 FK506）治疗，推荐
剂量 CsA 3 ～ 5 mg/（kg·d）或 FK506：0.05 ～ 0.1 
mg/（kg·d），bid q12 h，后根据血药浓度调整剂
量，维持血药浓度目标 CsA 100 ～ 150 ng·mL－ 1，
FK506 5 ～ 10 ng·mL－ 1， 待 有 效 后， 逐 渐 减
量至低剂量维持治疗 1 ～ 2 年；③ 若对激素、
CTX 和 CNI 治疗不耐受或效果不佳，可用 MMF 
0.5 ～ 1.0 g bid，治疗 1 ～ 2 年。
　　本例 MCD 患者，起始治疗方案为口服泼尼
松 60 mg 联合 MMF。根据上述指南推荐方案，
该患者初始治疗可单用足量激素，而 MMF 通常
是 RNS 患者在对激素、CTX 或 CNI 不能耐受或
治疗不佳时的三线治疗用药。患者接受初始治疗
后可得到缓解，但在激素减量过程中复发，再次
予以足量泼尼松先后联合指南推荐剂量的 MMF
及 CsA 治疗。在入院前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
曾得到完全缓解，激素减量过程中反复复发，表
现为激素依赖、频繁复发型 RNS。
　　患者本次因病情再次复发入院，存在中 - 重
度水肿、严重低蛋白血症及大量蛋白尿，表现
为 RNS 同时合并股骨头坏死，此时仍需积极免
疫抑制剂治疗，但不宜再给予大剂量激素。已有
研究表明 [5-6]，对激素依赖型或频繁复发型 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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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X 能有效降低 RNS 的复发率，更持久地维持
缓解，其次为 FK506、CsA，MMF 的复发率最
高。KDIGO 指南 [3] 推荐激素联合 CTX 为 MCD
型 RNS 的首选治疗方案。但 CTX 为细胞毒性药
物，具有性腺抑制作用，长时间用药，可影响
正常生育，尤其当 CTX 累积剂量在 100 ～ 300 
mg·kg－ 1 时 [7]。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不宜使用 CTX，可选用 CNI。该患者为 20 岁青
年男性，未婚未育，拒绝接受 CTX 治疗。考虑
患者既往已先后使用激素联合 MMF、CsA 治疗
较长时间，仍反复复发。因此，入院后予以小剂
量泼尼松 15 mg po qd 维持联合 FK506 1.5 mg po 
bid 免疫抑制治疗。
2.2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免疫

抑制治疗方案的调整

　　AKI 是 INS 的 常 见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约 为
11% ～ 40%[8-9]，其中以 MCD 更为常见。AKI 可
显著延长 INS 的缓解时间 [10]，其发生与多种因素
有关，如血流灌注不足、严重肾间质水肿、肾小
球严重增生性病变、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药物
引起的肾小管间质病变等 [11]。有研究表明 [11-12]，
大量蛋白尿及低蛋白血症是 MCD 患者合并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MCD 患者大量蛋白尿、低蛋白
血症，肾间质高度水肿压迫肾小管、大量蛋白管
型堵塞肾小管，肾小球滤过减少，并发 AKI。此
外，FK506 为 CNI 类药物，具有一定肾毒性 [3-4]，
可促发 AKI。CNI 所致 AKI 常出现在用药早期，
表现为血肌酐升高、高钾血症和 / 或尿量减少 [13]。
因此，考虑该患者发生 AKI 的主要因素为大量蛋
白尿、严重低蛋白血症及 FK506。对于 CNI 类药
物，在使用过程中需严密监测肾功能，当出现血
肌酐升高＞ 30%，应考虑减量或停药 [14]。该患
者在使用 FK506 4 d 后出现了血肌酐进行性升高
（＞ 100%），伴尿量减少，查 FK506 血药浓度为
7.60 ng·mL－ 1，为避免肾功能进一步恶化，临床
药师建议停用 FK506，临床医师采纳。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患者对目前普遍用于
RNS 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反应欠佳，且出现了
股骨头坏死；本次住院并发 AKI，在停用 FK506
后，血肌酐无明显下降，血白蛋白及尿蛋白无明
显改善；而患者为保留生育能力拒绝选用 CTX，
这使得该患者的免疫抑制治疗存在较大难度。然
而，针对患者目前病情，若不采取积极免疫抑
制治疗，将增加其发展至终末期肾脏病的风险。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在对大剂量激素、CNI 或

MMF 不能耐受，或经过多次免疫抑制剂更换仍
无效的患者，可考虑使用多靶点疗法，其能减少
单种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但能否明显提高 RNS
的疗效及改善远期预后，尚不明确 [2，15-16]。临床
药师在查阅相关文献后，最终认为 RTX 可作为患
者目前免疫抑制治疗较好的替代方案。
2.3　利妥昔单抗在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RTX 是一种特异性针对 B 细胞表面抗原
CD20 的人鼠嵌合型单克隆抗体，通过抗体或补
体依赖的细胞毒性及直接诱导细胞凋亡等方式有
效清除 B 淋巴细胞，发挥免疫抑制作用 [17-18]。文
献报道 INS 的发生除与 T 细胞有关外，B 细胞介
导的免疫反应也有着重要作用 [19]，使得针对 B 细
胞成为 INS 的治疗靶点之一。近年来 RTX 逐渐开
始用于 RNS 的治疗，目前研究表明其能有效提
高 RNS 患者的疾病缓解率，减少复发，同时激
素等免疫抑制剂用量明显减少 [20-23]。Munyentwali
等 [20] 分析了 17 例成人激素依赖 MCD 型 RNS 患
者使用 RTX 的结局，65% 的患者在平均 26.7 个
月的随访期内没有复发，12 例最终停用了所有免
疫抑制剂。一项多中心研究报道了 RTX 用于 30
例激素依赖或频繁复发型 RNS 患者治疗后复发
次数明显减少 [21]。随访至 24 个月时，所有患者
均处于缓解状态，18 例停用免疫抑制剂，15 例
从未复发，用于维持缓解及治疗复发所需药物量
明显减少。Dasilva 等 [22] 针对 50 例接受 RTX 治
疗成人 RNS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在 31 个月
的中位随访中完全缓解率达到 82%，71% 患者无
复发，46% 患者停用所有免疫抑制剂。King 等 [23]

报道了 13 例成人频繁复发型 MCD 患者接受 RTX
治疗的预后情况，在平均 20 个月的随访时间内，
所有患者均能获得缓解，年平均复发频率从 4 次
下降至 0.4 次，免疫抑制剂用量明显减少，至最
后随访时，仅两名患者仍接受低剂量激素治疗。
　　然而，由于 RTX 在 RNS 治疗中的使用经验有
限，其给药方案尚未统一。目前文献报道多采用
4 剂标准剂量疗法，每次 375 mg·m－ 2 静脉滴注，
每周 1 次，连用 4 周；也有研究者使用 2 剂疗法，
于起始治疗的第 1 日和第 15 日予 RTX 1 g 以及按
375 mg·m－ 2 或 500 mg 单剂使用 [24-25]。在 RTX 治
疗的诱导缓解期，通常需要与激素联合使用。其
疗效具有个体差异，反应时间 1 ～ 24 个月，对于
MCD 患者，起效时间约为 1 个月 [25]。
　　该患者前期对激素联合 MMF 或 CsA 治疗效
果不佳，本次住院并发 AKI，停用 FK506，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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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严重低蛋白血症及大量蛋白尿，肾功能损伤
未得到改善，因此临床药师建议改用 RTX 治疗联
合小剂量激素维持。考虑患者初次使用 RTX，为
保证治疗安全性，延长了给药间隔。患者按 375 
mg·m－ 2，约每 3 周接受 1 次 RTX 治疗，期间
多次检测 CD19 均显著降低至 0% ～ 0.1%，表明
RTX 清除 B 细胞效果良好。在完成第 4 次 RTX
治疗后，患者肾功能已恢复并稳定在正常水平，
血白蛋白明显升高，尿蛋白显著下降，达到了部
分缓解。随访 7 个月，达到了完全缓解，提示
RTX 治疗有效。
　　RTX 安全性较高、患者耐受性好，常见不良
反应为输注反应和轻 - 中度感染 [18，24]。输注反应
主要表现为低血压、发热、寒战、皮疹、支气管
痉挛等，多发生在首次输注时，一般对症处理后
可缓解，输注前可使用抗组胺药及激素预防。感
染主要为上呼吸道或尿道感染，严重感染发生率
低。该患者每次使用 RTX 前予以氯雷他定片 10 
mg po 及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 mg iv 预防输注
反应，临床药师密切关注患者 RTX 的整个治疗过
程，均无出现低血压、头痛、发热、恶心、呕吐
等反应，后续的随访中也未发现感染等其他不良
反应，耐受性好，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26]。
3　小结

　　本病例是 1 名 MCD 型 RNS 合并股骨头坏死
及 AKI 的年轻患者，由于患者经过多次常规免疫
抑制剂调整治疗效果不佳，且长期使用激素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病情进展并发 AKI，为保留生育
能力患者拒绝使用 CTX，使得免疫抑制治疗难度
大大增加。临床药师积极参与患者的治疗过程，
协助医师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的调整与制订。
当患者出现 AKI 时，临床药师及时建议停用具有
肾毒性的免疫抑制剂，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为
患者提出了后续免疫抑制治疗的选择用药 RTX。
但 RTX 在 RNS 治疗中的应用经验有限，其具体
给药方案、监测指标及不良反应控制等方面仍未
完全明确。临床药师深入相关文献资料，就 RTX
用于 RNS 治疗的具体给药方案、疗效及不良反应
进行了分析，并对患者在使用 RTX 过程中实施了
疗效及相关不良反应监护，取得较好的效果，体
现了临床药师在保证患者安全、有效用药中的价
值，同时为促进 RTX 在 RNS 治疗中的合理应用
提供了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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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长春地辛联合泊沙康唑致儿童严重周围神经毒性病例分析

张晶敏1，杨琤琤2，周玉冰1*（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郑州　450052；2.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河南

　商丘　476100）

摘要：探讨长春地辛联合泊沙康唑诱发儿童严重周围神经毒性的临床特征和干预措施，提升临

床对药物相互作用的认识。结合文献，临床药师对一例长期应用泊沙康唑预防真菌感染的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在使用长春地辛后出现严重周围神经毒性（CTCAE 3 级）的病例进行分析

与总结，并协同医师完成患儿治疗。长春地辛虽是一种神经毒性相对较小的长春花生物碱类化

疗药物，仍应避免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联合使用。若无法避免联合使用时，临床医生应警惕相

互作用诱发的严重不良反应，同时临床药师需要积极关注此类不良反应，发挥保障用药安全

的作用。

关键词：长春地辛；泊沙康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三唑类抗真菌药物；严重周围神经毒性；

药物相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R9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1)11-2465-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1.11.041

　　长春地辛为半合成去乙酰长春酰胺，与细胞
内微管蛋白结合，通过影响有丝分裂过程中微
管的形成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长春地辛不与
血浆蛋白结合，广泛分布于组织中，主要通过
CYP3A 酶系代谢。研究显示长春地辛和长春新碱
的抗肿瘤疗效相当，但长春地辛的神经毒性低于
长春新碱 [1-2]，因此，长春地辛是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的

主要治疗药物之一。在 ALL 治疗过程中，侵袭性
真菌感染是其常见的并发症。三唑类因其有效性
和安全性在预防和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 [3-4]。长春碱类药物和三唑类抗真菌药物
相互作用不容忽视，目前关于长春地辛与三唑类
抗真菌药物相互作用的报道极少。有研究显示长
春地辛与伊曲康唑、伏立康唑等抗真菌药物联用
可致神经毒性增加 [5-7]。作为第二代三唑类抗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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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泊沙康唑可通过抑制 CYP3A4 的代谢和 P
糖蛋白（P-gp）的转运，引起长春碱类药物浓度
升高和在体内积累，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 [8-9]。与
长春地辛合用致神经毒性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儿
童的十分罕见。本文报道了 1 例长春地辛联合泊
沙康唑致儿童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和干预措施，
供临床参考。
1　病例摘要 
　　患儿男，7 岁 10 个月，体质量 24.5 kg，身
高 131 cm，约 2 年前明确诊断为普通 B 型 ALL，
根据《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规范》（2018
年版）开始按序化疗。诱导化疗采用 VDLP 方案
（长春地辛＋柔红霉素＋培门冬酶＋地塞米松），
长春地辛的剂量为 3 mg/（m2·次）。诱导治疗
缓解后 6 周进行早期强化，之后按序进行化疗和
休疗，应用 CAM（环磷酰胺＋阿糖胞苷＋ 6- 巯
基嘌呤）化疗 2 个周期。休疗期间患儿出现无明
显原因的发热，经治疗后体温、感染均得到控
制，血常规恢复正常后排除化疗禁忌证，进行缓
解巩固治疗。之后按规律进行 HDMTX ＋ CF 方
案（大剂量甲氨蝶呤结合亚叶酸钙）化疗及后续
治疗。2 个半月前，患儿休疗期间无明显原因出
现发热，热峰 39.5℃，当地医院检查示 C 反应蛋
白（CRP）90.2 mg·L－ 1 ↑，以“肺炎”收住院
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利福霉素”联合治疗后
仍间断发热。来本院进一步治疗，入院后检查结
果显示白细胞（WBC）14.62×109·L－ 1 ↑，绝
对中性粒细胞计数（ANC）11.36×109·L－ 1 ↑，
CRP 25.84 mg·L－ 1 ↑， 降 钙 素 原（PCT）0.22 
ng·mL－ 1 ↑，GM 1.013 μg·L－ 1 ↑，G 实验正常。
入院初期体温高达 40℃，伴有间断性咳嗽，肺部
湿啰音，给予万古霉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
抗感染治疗。入院第 6 日患儿仍间断高热，咳嗽
加重，血培养 5 d 提示无细菌生长，T-spot 阴性。
胸部影像学表现双肺见弥漫性云絮状高密度影，
中叶胸膜下见结节状高密度影，CT 结果示：双
肺间质性肺炎，双肺多发结节，考虑炎症病变。
医师结合临床症状、影像学和微生物学检查，不
能排除真菌感染，经验性应用卡泊芬净，头孢哌
酮舒巴坦升级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联合进行治
疗，3 周后患儿体温、炎症指标正常（CRP 0.77 
mg·L－ 1，PCT 0.20 ng·mL－ 1，GM 0.72 μg·L－ 1，
影像学复查提示双肺透亮度可，纹理清晰，右肺
中叶结节较之前变化不大。考虑影像学未完全恢
复，出院后规律服用泊沙康唑口服溶液 120 mg（3 

mL tid）。
　　患儿本次（即第 19 次）入院前 4 d 在本院日
间治疗中心应用长春地辛2.9 mg [3 mg/（m2·次）]
进行化疗后继续休养。入院前 2 d 患儿出现舌前
部疼痛，疼痛感不强烈，未给予处理。入院前 1 
d 舌头疼痛加剧，且逐渐迁延至咽喉部，口服美
林混悬液镇痛无效，并伴随胳膊、膝关节和双下
肢疼痛、麻木感。次日因“舌前部疼痛 2 d”为代
主诉入院，入院诊断为 ALL；舌神经炎。
　　患儿 7 月 29 日入院当日，体格检查体温
36.4℃、脉搏 100 次·min－ 1、呼吸 18 次·min－ 1、
血压 114/85 mmHg，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
酶等未见异常。医师考虑患儿既往单独使用长春
地辛未出现该类神经系统不良反应，请临床药师
会诊分析。通过查阅病史和用药史，临床药师考
虑此次患儿出现明显的舌头疼痛和四肢疼痛、麻
木感，可能是由于泊沙康唑和长春地辛的药物相
互作用使长春地辛的血药浓度升高，引发的严重
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建议暂停使用泊沙康唑，
积极进行对症处理，医师采纳建议。住院后给予
甲钴胺片0.25 mg po tid 营养神经，同时应用0.5%
利多卡因溶液口腔敷用止痛。入院当晚，患儿疼
痛不耐受，胳膊及双下肢膝关节疼痛加剧，伴随
麻木感，无法正常活动，面部表情评分 8 分左右，
考虑之前使用布洛芬疼痛未缓解，给予曲马多 50 
mg im。入院第 2 日，患儿疼痛未缓解，面部表
情评分仍达 8 分，给予曲马多 50 mg im，加用氟
比洛芬凝胶贴膏 40 mg qd 和关节热敷等处理，疼
痛逐渐缓解。8月3日，患儿诉基本无舌头、喉咙、
膝关节和四肢疼痛、麻木等症状，可自行活动。
　　住院后期患儿出现了骨髓抑制。8 月 2 日入
院第 5 日，WBC 从入院时的 8.54×109·L－ 1 降至
1.07×109·L－ 1 ↓，ANC 从入院时的 6.23×109·L－ 1 
降至 0.38×109·L－ 1 ↓，8 月 4 日 WBC 和 ANC 分
别为 1.06×109·L－ 1 ↓和 0.05×109·L－ 1 ↓，积极
给予对症处理，8 月 2 日至 8 月 5 日给予重组人粒
细胞刺激因子 50 μg iv qd，8 月 6 日 WBC 和 ANC 升
至 2.96×109·L－ 1 ↓和 1.01×109·L－ 1 ↓。患儿出
院前进行了骨髓涂片细胞学检验及外周血细胞形态
和性质分析，目前处于急性淋巴细胞完全缓解骨髓
象。患儿一般状况良好，顺利出院。出院后 1 周，
患儿影像学复查提示右肺胸膜下小结节，患儿无不
适状况，结合泊沙康唑的用药疗程，医师嘱患儿停
用泊沙康唑。9 月 27 日患儿按规律化疗住院，9 月
29 日接受 COAD 方案（环磷酰胺＋阿糖胞苷＋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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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辛＋地塞米松）化疗，长春地辛 2.8 mg ivgtt，住
院期间无不良反应发生，患儿于 10月 4日顺利出院。
临床药师跟踪随访，至 12月 2日患儿院内化疗结束，
一般情况良好，无不良反应发生，患儿定期复查骨
髓涂片及残留。
2　分析与讨论

2.1　药物相互作用对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及相关

性分析

　　外周神经毒性是长春碱类化疗药物的常见不
良反应，虽然动物实验和临床回顾研究均显示
长春地辛的神经毒性较长春新碱低 [1-2]，但在临
床应用中仍应引起重视，尤其是存在药物相互作
用的情况下。长春碱类药物的代谢已被证明是
由 CYP3A 亚家族介导的，也是外排转运体 P-gp
的底物。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可通过 CYP3A4 抑
制长春碱类药物的代谢，导致过量的长春碱类
药物的暴露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 [8，10-11]。临床药
师仔细问诊，该患儿既往单独使用长春地辛无不
良反应发生，此次联用泊沙康唑，患儿出现了舌
头疼痛和四肢疼痛、麻木感。临床药师分析是由
于中泊沙康唑抑制 CYP3A4 的活性和 P-gp 的转
运，使长春地辛的血药浓度升高，进而引发严重
的周围神经毒性和骨髓抑制，导致其住院和个人
日常生活活动受限。根据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
（CTCAE）5.0版，该患儿的严重程度达到了 3级。
经过停药及对症处理后，患儿症状得到改善。采
用诺氏（Naranjo）评估量表 [12] 进行因果关系评
价，患儿的情况与长春地辛相关性评分 6 分（很
可能），具体评分见表 1。
2.2　药物相互作用致长春碱类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

　　Moriyama 等 [8] 报道长春新碱与三唑类抗真菌
药物合用后的主要不良反应类型有胃肠道毒性 31
例（66%），周围神经病变 28 例（59.6%），电解质

异常 21例（44.7%），自主神经病变 18例（38.3%），
癫痫发作 11 例（23.4%）。该报道中长春新碱与泊
沙康唑发生不良反应的好转的临床观察时间中位
数为 13.5 d（范围 12 ～ 15）。Eiden 等 [13] 报道了 1
例 9 岁 ALL 女孩联合使用长春新碱和泊沙康唑治
疗时出现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腹部痉挛和便秘
的症状后出现意识水平波动，并发癫痫。停用泊
沙康唑后，治疗 7 d 症状好转。查阅文献，目前
仅有少数病例报道长春地辛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
同时使用引起神经毒性反应。Chen 等 [5] 和范炜斌
等 [6] 分别报道了成人 ALL 患者长春地辛联用伊曲
康唑后出现神经毒性主要表现为腹痛、腹胀、痉
挛和麻痹性肠梗阻。刘斐烨等 [7] 报道了 1 例 ALL
患儿长春地辛联用伏立康唑出现严重神经毒性反
应，表现为头痛和牙龈肿痛明显。曾媛媛等 [14] 报
道 1 名 12 岁 ALL 患儿联合使用长春地辛与泊沙
康唑后出现舌尖麻木、高血压、抽搐等症状，经
过 24 d 治疗后患儿好转出院。本病例中患儿主要
表现为舌头和咽喉疼痛，以及四肢疼痛、麻木感，
与该上述文献身体部位、临床特点以及处理措施
不同，在经过 9 d 的对症处理后顺利出院。
2.3　对长春碱类化疗药物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的

联合使用的建议

　　鉴于患儿目前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已好转，且
近期不再接受长春地辛化疗，神经毒性随着长春
地辛的代谢而缓解，临床药师建议可结合患儿肺
部影像学特征出院后继续给予泊沙康唑口服溶液
3 mL tid。当再次接受长春地辛化疗时避免应用泊
沙康唑等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在开始化疗前结合
患儿的情况暂停用药或换用其他种类抗真菌药物，
另外加用甲钴胺片预防神经系统毒性并密切观察。
　　长春碱类化疗药物通常引起浓度依赖性感觉
神经病变，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可能导致

表 1　药物相互作用致患儿致儿童严重周围神经毒性的 Naranjo评估量表

序号 相关问题
分值

评分
是 否 未知

1 以前有过类似的报道吗 ＋ 1 0 0 ＋ 1
2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的 ＋ 2 － 1 0 ＋ 2
3 ADR 是否在停用或应用拮抗剂后得到缓解 ＋ 1 0 0 ＋ 1
4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 1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引起该 ADR － 1 ＋ 2 0 ＋ 2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0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0（未知）

8 随剂量增加（或减少）ADR 是否加重（或减轻） ＋ 1 0 0 0（未知）

9 患者是否曾暴露于该药或同类药物出现类似反应 ＋ 1 0 0 0（否）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 1

注：总分≥ 9 肯定；5 ～ 8 很可能；1 ～ 4 可能；≤ 0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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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残留的神经病理性和后期的影响 [15]。一
项回顾性分析研究显示长春新碱诱导的周围神经
病（VCR-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VIPN）
可影响 12% ～ 78% 的儿科患者 [16]，是一个普遍
又严重的问题，当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合用时这
种不良反应会进一步增加 [5]。面对这种联合用药
问题，有以下方向可供参考：
　　① 在长春碱类药物化疗期间，根据患儿的情
况暂停三唑类抗真菌药物，或者换用其他不影响
CYP3A4 酶代谢的药物如卡泊芬净、两性霉素 B
等。另外由于氟康唑对 CYP3A4 的影响弱且不作用
于 P-gp，针对假丝酵母菌治疗时可以优先考虑氟康
唑 [8，12]。有报道显示在加用长春新碱化疗前 2 d 至
用药后 1 d 停用泊沙康唑，监测泊沙康唑浓度从＞ 2 
mg·L－ 1 下降到＜ 0.5 mg·L－ 1，之后继续应用泊
沙康唑，患儿未发生神经系统毒性等不良反应 [17]。
　　② 当无法替代和调整药物时，长春碱类药物
优选静脉滴注给药。一项长春新碱给药时间对人
群药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显示，与 1 h 静脉滴注
长春新碱相比，静脉推注组间室清除率（IC-CI）、
外周室容积和 Cmax 显著较高 [18]。较高的 IC-CI
与 VIPN 发生显著相关。后期该团队在儿童肿瘤
患者中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验证，结果显示长
春新碱 1 h 静脉滴注与静脉推注相比，并不会导
致 VIPN 减少 [19]。然而，与静脉推注相比，当三
唑类药物与长春新碱同时使用时，1 h 静脉滴注
导致的 VIPN 较轻。两项研究均采用了较为敏感
的 工 具 CTCAE 和 ped-mTNS（pediatric modified 
Total Neuropathy Score）来前瞻性地评估 VIPN，
尤其是 ped-mTNS 被认为是评估儿童 VIPN 更敏
感的工具 [20]。因此，与之前的研究相比 [21]，上
述两项研究可能发现了更细微的 VIPN 症状，从
而能够找到 IC-CI 和 VIPN 之间的关联。这可能
提示，当两者无法避免合用时，可以择优选用静
滴脉注长春碱类药物。但对于长春地辛仍需要完
善群体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内容以评估其不良反应
的发生情况。同时临床医师和药师可以结合 ped-
mTNS 和 TNS-PV 等更适合儿童的评估工具，实
现对神经毒性的早期和全面识别，从而更早地进
行处理，以减轻后期带来的影响。
　　③ 服用维生素 B12 进行预防。2020 ESMO/
EONS/EANO 临床实践指南中 [22]，对于紫杉烷
类、奥沙利铂和长春新碱诱导的外周神经病变给
予维生素 B 进行预防，推荐意见为ⅡD。这可能
需要临床医师结合患者既往化疗后的反应给予维

生素 B 预防使用。
　　④ 长春碱类药物减量的不确定性。基于目前
的研究资料，关于这种潜在药物相互作用没有循
证指南，也没有明确的长春碱类化疗药物减量标
准。更重要的是患儿没有根据疗程接受足量药物
治疗是否会导致治疗失败也不明确。因此对长春
碱类药物进行减量处理存在不确定性。临床医师
和药师可以根据两者的药物相互作用开展相关的
研究，以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效果。
3　总结

　　本病例中患儿经历了长春地辛和泊沙康唑的
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严重神经毒性反应，在临床
药师的分析和建议下，停用泊沙康唑，同时给予
对症治疗，症状改善后出院。长春碱类药物和三
唑类抗真菌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神经毒性反应越
来越普遍，但小儿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侵袭
性真菌感染的发生率仍在稳步上升，考虑到长春
新碱和长春地辛的使用的必要性，选择最合适的
抗真菌治疗和预防的困境仍然存在。临床医师在
关注恶性血液病患者时，要对此类药物相互作用
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对患者密切监测，以便发
现早期的神经毒性症状。药师在参与临床实践工
作中应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充分认识药物相互
作用的危险性，及时干预，并提醒医师注意此类
相互作用，同时为合用患者做好药学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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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抑制剂是一种免
疫 检 查 点 抑 制 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PD-1 抑制剂的运用
越来越广泛，目前已经在黑素瘤、肾细胞癌、非
小细胞肺癌、头颈部癌、尿路上皮癌、霍奇金淋
巴瘤等多种肿瘤中显示了良好的疗效。然而这类
药物在调控免疫应答杀伤肿瘤的同时也会使免疫
细胞过度活化，导致皮肤、胃肠、肝脏、内分泌
等多个系统受累 [1-2]，引起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
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目前，国内
PD-1 抑制剂致多内分泌腺综合征的不良反应报道
较少，本文通过对 1 例应用 PD-1 抑制剂后出现 1
型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例进行分析讨论，
提高临床对该类不良反应的认识，保证患者用药
安全。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68 岁，2017 年 3 月体检发现左锁
骨上淋巴结，病理提示转移分化差的癌可能。其
后多次 PET-CT 提示右肺中叶、下叶肺门区肿块
伴葡萄糖代谢增高，全身多发转移性淋巴结。分
别 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6 月 7 日、7 月 7 日、7
月 31 日、8 月 23 日、9 月 26 日、11 月 26 日行信
迪利单抗 200 mg（厂家：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P1908015）联合白蛋白型紫杉醇 300 mg 治
疗（共计 7 次），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患者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 日、9 月 15 日、10 月
29 日、12 月 22 日及 2021 年 1 月 12 日行信迪利
单抗 200 mg（批号：P2006018）联合安罗替尼 10 
mg 治疗。患者诉2020年11月30日出现口干症状，

12 月 1 日至门诊就诊，查糖化血红蛋白（HbA1c）
5.7%，微量法空腹血糖（FBG）5.46 mmol·L－ 1。
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1.27 pmol·L－ 1，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4.12 pmol·L－ 1，血
清促甲状腺激素（TSH）61.5 uIU·mL－ 1。促甲
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均
阴性。予左甲状腺素片 75 μg qd 替代治疗。2021
年 1 月 15 日，患者口干症状明显加重，伴有多饮
多尿，查 FBG 17.7 mmol·L－ 1↑，考虑为药物引
起的自身免疫反应，暂停信迪利单抗及安罗替尼
治疗。2 月 2 日门诊查 FBG 17.2 mmol·L－ 1↑，予
德谷胰岛素 14 U 皮下注射控制血糖，2 月 3 日改
为德谷胰岛素早 18 U- 晚 12 U 皮下注射，为求进
一步治疗，2 月 4 日收住内分泌科病房，入院随
机血糖为 9.2 mmol·L－ 1。患者既往患有高脂血
症 20 余年，口服非诺贝特降脂治疗，近两年停
用，未予复查。确认家族肿瘤史，父亲因直肠癌
去世，母亲因淋巴癌去世。
　　体格检查：体温 36.4℃，心率 80 次·min－ 1，
呼吸 18 次·min－ 1，血压 146/99 mmHg（1 mmHg ＝

0.133 kPa）。身高 162 cm，体质量 55 kg，体质指数
21 kg·m－ 2。神志清楚，回答切题，全身皮肤黏膜
未见异常，无肝掌，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余未
见明显异常。
　　入院后（2 月 4 日）行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数 3.31×109·L－ 1↓，中性粒细
胞 2.25×109·L－ 1，血红蛋白 122.0 g·L－ 1↓，血
小板总数 153×109·L－ 1。甲状腺功能：FT3 3.88 

药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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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l·L－ 1↓，FT4 11.21 pmol·L－ 1↓，TSH 39.04 
uIU·mL－ 1，TRAb、TGAb、TPOAb 均 阴 性。 性
激素：促黄体生成素（LH）12.78 IU·L－ 1 ↑，促
卵泡生成激素（FSH）23.48 IU·L－ 1 ↑，孕酮 0.85 
ng·mL－ 1，雌二醇 23.46 pg·mL－ 1，血清泌乳素 4.21 
ng·mL－ 1，睾酮 411.52 ng·dL－ 1。馒头餐试验结果
见表 1。HbA1c 8.8% ↑，胰岛细胞抗体（ICA）41.5 
IU·mL－ 1 ↑（参考范围 0 ～ 20 IU·mL－ 1），胰岛
素自身抗体（IAA）及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
均阴性。尿白蛋白 / 尿肌酐 83.82 μg·mg－ 1 ↑。肾
上腺功能正常，余未见明显异常。

表 1　馒头餐试验

时间 /h 葡萄糖 /（mmol·L － 1） C 肽 /（pmol·L － 1）

0 5.03 104

1 4.07   76

2 5.17   63

　　诊疗经过：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结合病史
及胰岛细胞功能及胰岛相关抗体，考虑诊断为其
他类型糖尿病。入院后更换治疗方案为阿卡波
糖 100 mg tid 口服联合门冬胰岛素 4U-3U-3U 三
餐前皮下注射、德谷胰岛素 12 U 睡前皮下注射。
空腹血糖波动在 5.4 ～ 8 mmol·L－ 1，餐后血糖

波动在 6.8 ～ 10 mmol·L－ 1。入院后完善糖尿
病并发症检查，患者 24 h 尿生化提示微量蛋白
尿，24 h 尿蛋白总量 0.38 g，血肌酐正常，结合
患者眼底正常，考虑糖尿病为 PD-1 抑制剂引起
可能大。患者数月前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入院
时每日服用左甲状腺素片 75 μg，本次入院 TSH 
39.04 uIU·mL－ 1 ↑，加量至 125 μg qd 替代治疗。
出院后 3 月 5 日复查 FT3 4.93 pmol·L－ 1，FT4 
13.64 pmol·L－ 1，TSH 5.77 uIU·mL－ 1，甲状腺
功能基本恢复正常，血糖控制平稳，继续予阿卡
波糖 100 mg tid 联合胰岛素皮下强化治疗。
2　讨论

2.1　不良反应相关性分析

　　PD-1 抑制剂引起的 irAEs 可能累及多个内分
泌系统，包括甲状腺、肾上腺、垂体及胰腺内分
泌等。其中累及甲状腺系统的最为常见 [3-4]。本病
例中患者在使用信迪利单抗数个疗程后（半年左
右）多个内分泌腺受到影响，主要表现为严重的
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血糖的异常升高。使用诺氏评
估量表对药品不良反应关联性进行评价，评分为
7 分，关联性为很可能有关，具体评分见表 2。

表 2　诺氏药品不良反应评估量表

序号 相关问题
问题分值

评分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 1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的 ＋ 2 － 1 0 ＋ 2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有缓解 ＋ 1 0 0 ＋ 1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 2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1 ＋ 2 0 0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0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0

8 该 ADR 是否随剂量增加而加重，或随剂量减少而缓解 ＋ 1 0 0 0

9 患者是否曾暴露于同种或同类药物并出现过类似反应 ＋ 1 0 0 0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 1

注：总分值≥ 9 分，表明药物与不良反应的因果关系为肯定；5 ～ 8 分为很可能有关；1 ～ 4 分为可能有关；≤ 0 为可疑的。

2.2　PD-1 抑制剂引起的甲状腺疾病

　　本例患者在使用 PD-1 抑制剂后出现了严重
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最终使用每日 125 μg 左甲状
腺素片替代治疗。接受免疫治疗后的患者易发生
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
腺功能减退以及甲状腺炎 [5-6]。相关文献报道，这
些疾病的发生可能与药物对甲状腺的破坏有关 [7]。
程序性死亡受体 - 配体 1（1PD-L1）除了在肿瘤
细胞表面高表达外，在甲状腺等其他组织中也有
一定的表达，PD-L1 的存在抑制了 T 细胞的过度

表达，起到了免疫抑制的重要作用。PD-1 抑制
剂在治疗肿瘤的同时，甲状腺等正常外周组织的 
PD-1/PD-L1 信号通路同样被阻断，此时的 T 细
胞过度表达导致了免疫失衡，从而出现 irAEs [8]。
2.3　PD-1 抑制剂引起的 1 型糖尿病

　　本例患者在使用 PD-1 抑制剂半年后出现了
明显的口干症状，当时查 HbA1c 5.7%。一个半
月后口干症状明显加重，伴有多饮多尿，复查空
腹血糖为 17.7 mmol·L－ 1，而住院后的馒头餐
试验结果提示，患者的胰岛功能基本衰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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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 抗体阳性，考虑为 PD-1 抑制剂引起的 1 型
糖尿病。PD-1 抑制剂导致的 1 型糖尿病与胰岛自
身抗体的关系并不明确。有文献报道约半数病例
存在胰岛自身抗体 [9]，与抗体阴性者相比胰岛自
身抗体阳性者发病时间更短，出现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的比例更高 [10]。
　　PD-1 抑制剂相关 1 型糖尿病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有研究报道某些 HLA 基因型如 HLA-DQ2 和
HLA-DQ8 与 1 型糖尿病易感性增加有关 [11]。同
经典的 1 型糖尿病一样，PD-1 抑制剂引起的 1 型
糖尿病不能逆转，需要胰岛素皮下强化治疗，若
血糖高引起酮症酸中毒，则需要小剂量胰岛素静
脉滴注，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
2.4　PD-1 抑制剂致多内分泌腺综合征临床处理

及启示

　　PD-1 抑制剂引起的 irAEs 较独特，主要是
对自身组织产生免疫损伤，通常治疗中度或重
度 irAEs 需要中断 PD-1 抑制剂治疗，并使用糖
皮质激素进行免疫抑制 [12]。但内分泌系统相关的
irAEs，如甲状腺疾病和 1 型糖尿病一般不需要使
用。糖皮质激素为升糖激素，刺激肝糖原异生，
抑制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增加肝糖
原合成，对胰高糖素、肾上腺素、生长激素的升
糖效应有“允许”和“协同”作用。因此对于 PD-1
抑制剂引起的 1 型糖尿病，使用糖皮质激素反而
会使血糖升高，病情加重。本病例中，患者使用
PD-1 抑制剂后导致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和 1 型糖尿
病，考虑为药物引起的多内分泌腺综合征。临床
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 
药物导致一种内分泌腺体损伤时，应考虑其他腺
体累及的可能，及时评估其他内分泌腺体；② 使
用过程中注意监测血糖和评估甲状腺功能，必要
时对肾上腺功能、性腺功能进行评估；③ 关注患
者的临床症状，出现口干、多饮、恶心、乏力、
纳差等不良反应时应予重视，分析原因并给予及
时处理。
3　小结

　　PD-1 抑制剂由于疗效良好和不良反应少受到
了临床医师和患者的青睐，但在使用过程中部分
患者也会出现一些 irAEs，建议在治疗过程中常
规监测血糖及甲状腺功能。尽管 PD-1 抑制剂导

致的 1 型糖尿病相对少见，但是其进展迅速、病
情凶险。若不及时就医或延误诊治可能危及患者
生命。而甲状腺功能的监测有利于识别 PD-1 抑
制剂引起的甲状腺疾病，尽早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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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疹是最常见药物过敏反应类型，可累及
2% 的住院患者，多数属于非剂量依赖性的 B 型
不良反应，这些反应常由免疫机制介导产生，
且通常无法预测 [1-2]，甚至可危及生命，包括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和系统症状的药疹等 [3]。随着抗肿瘤药物增多，
传统化疗药物、靶向和免疫治疗联合用药导致毒
副作用增强，所致皮疹等皮肤毒性常见，且表现
和形态各异，严重皮肤反应会导致抗肿瘤治疗调
整甚至停药 [4-5]。
1　病史摘要
　　患者，男，49 岁，鼻咽非角化型癌（T3N2M0）
放化疗后靶向治疗后复发，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入院治疗。本次予以吉西他滨 1600 mg d1，8 ＋顺
铂 40 mg d1 ～ 3 ＋卡瑞利珠单抗 200 mg d1 q3 w
抗肿瘤治疗。患者既往无过敏史，既往用药中未
出现皮疹等过敏反应。
　　入院后予以抗感染、止痛、止吐等支持治疗，
所用药品包括曲马多缓释片、头孢曲松、替硝唑、
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
用溶液、肠内营养粉剂、人血白蛋白、阿瑞匹坦、
西咪替丁。患者于 9 月 28 日开始抗肿瘤治疗，化
疗后第 5 日（10 月 2 日）早上出现皮疹，具体表
现为颈部最先出现散在斑丘疹（直径约 2 mm）伴
成片皮肤发红，伴瘙痒，躯干和双下肢近端散在
皮疹，10 月 2 日 22 时患者腰部、腹部新增成片
皮疹，色红、皮温稍高，伴瘙痒，异丙嗪（25 mg 
im st）处理，瘙痒稍缓解，后开始口服地氯雷他
定（5 mg po qd），并停用其他所有药物。第 7 日，
皮疹背部新增皮疹，腰部、双下肢散在皮疹增
多，第 8 日予以吉西他滨化疗，当日皮疹更为严
重，表现为以腰部、背部和四肢近端为主且进一
步增多，呈片状红色斑丘疹，并进一步累及腹股
沟、小腿等部位，全身皮疹面积约占体表面积的

60% ～ 70%（见图 1）。出现皮疹期间，均未伴破
溃、渗液和呼吸困难等不适，嗜酸性粒细胞数目，
转氨酶、肌酐等血常规和生化指标未见异常。接
下来 3 d 内，颈部、背部皮疹稍变暗减退。皮疹
出现第 7 日（10 月 9 日），皮肤科会诊，诊断为药
疹，建议停用可能致敏药物（吉西他滨、卡瑞利
珠单抗、头孢曲松、替硝唑、白蛋白），口服地氯
雷他定、复方甘草酸苷片。
　　临床药师查阅既往病例和问诊患者、并查阅
资料，考虑皮疹主要为吉西他滨所致，但不排除
卡瑞利珠单抗，可给予抗组胺药和激素对症处
理，待皮疹消退后再考虑重启抗肿瘤治疗。评估
患者皮疹未累及面部或眼部、口腔、生殖器等黏
膜未见破损，无发热（超过 38℃），皮肤无触痛
或起泡，喉部发紧或呼吸困难等重症皮肤反应征
象。目前皮疹扩散较快，暂不建议热水浴，避免
引起低血压致晕倒，可使用不含酒精的外用保湿
剂 [6]。建议医师可全身性应用糖皮质激素控制皮
疹，若瘙痒持续则予以抗组胺药物对症处理。同
时使用复方甘草酸苷片，注意监测电解质，避免
出现低钾。
　　10 月 9 日医师予以甲泼尼龙（40 mg ivgtt 
qd）、地氯雷他定（5 mg po qd）和复方甘草酸苷
片（2 片 po tid）等处理，3 d 后皮疹好转，皮疹颜
色变暗、面积缩小，伴轻微瘙痒，遂停药出院。
随访患者诉出院 2 d 后皮疹完全消退不伴瘙痒（见
图 2）。后患者再次入院拟行下一周期抗肿瘤治疗，
查体示皮疹完全消退，皮肤光滑，肤色与正常皮
肤无异，未见色素沉着及瘢痕（见图 3）。
2　讨论
2.1　药疹的识别和所致药物的分析
　　根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不良事件通用术
语评估标准（NCI CTCAE 5.0 版） [7]，患者符合皮
疹覆盖体表面积大于 30% 伴或不伴有轻微症状为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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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科根据皮疹特点诊断药疹。药疹通常为
Ⅳ型过敏反应，在开始药物治疗后 5 ～ 14 d 内
发疹，但之前已致敏的个体可能在 1 ～ 2 d 内发
生 [8]。以斑丘疹、丘疹为最常见表现形式，偶尔
有脓疱或大疱，主要累及躯干和四肢近端 [1，8]。
该患者的皮疹表现符合Ⅳ型过敏反应的典型特
征，且患者出现皮疹当日无致敏的可疑药物，排
除Ⅰ型过敏反应。
　　根据专家共识推荐的药物过敏评估流程 [9]，
临床药师筛查疑似过敏药物和评估病史。

2.1.1　疑似致敏药物初筛　筛查皮疹发现前近 2
周内的药物包括曲马多缓释片、头孢曲松、替硝
唑、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外用溶液、肠内营养粉剂、人血白蛋白、阿瑞
匹坦、西咪替丁、顺铂、帕洛诺司琼、卡瑞利珠
单抗、吉西他滨。根据说明书信息、文献资料，
初筛致皮疹的药物包括吉西他滨、顺铂、卡瑞利
珠单抗、头孢曲松、替硝唑、人血白蛋白。但头
孢曲松、替硝唑、顺铂和人血白蛋白所致的过敏
反应大多为 I 型过敏反应 [8，10-11]，头孢曲松虽偶
有Ⅳ型过敏反应报道，但患者药疹出现常伴高热
和浮肿，甚至为大疱表皮松解型药疹 [12-14]，故从
皮疹类型、发生率及具体表现来看头孢曲松引起
该患者皮疹的概率很小。初筛考虑卡瑞利珠单抗
和吉西他滨所致皮疹可能性更大。
2.1.2　临床病史评估　说明书提示吉西他滨所致
皮疹约 25%，多为轻度，3 级皮疹不到 1%（NCI 
CTCAE 2.0 版），为非剂量限制毒性，且约 10%
伴瘙痒。目前国内外吉西他滨致皮疹的病例分析
较少，且多为轻度，对症处理均能有效控制，偶
有严重个案报道 [15]。刘霞等 [16] 统计 36 例吉西他
滨所致药疹报告显示，出现皮疹的中位时间为６
d（1 ～ 18 d），持续时间 5 ～ 20 d，均发生于首次
应用吉西他滨时。多数表现为头颈部、躯干有红
色斑丘疹，超过半数患者伴有瘙痒。其中２例使
用吉西他滨２d 后出现颈胸部红色针尖样皮疹，突
出皮肤表面，伴瘙痒。皮疹逐渐波及全身，范围
大于 50% 体表面积，主要集中在胸、腰背、腋窝、
腹股沟、会阴、臀部等处 [16]。该患者皮疹发生时
间和特征与文献报道相符。
　　卡瑞利珠单抗为 PD-1 抑制剂，于 2019 年在
中国上市，报道的不良反应数据有限。PD-1 所
致皮疹的数据主要来自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
单抗，发生率为 6.7% ～ 32%，3 ～ 4 级皮疹发
生率为 0.3% ～ 4%。皮肤毒性通常发生在治疗的
早期，出现的中位时间为 4 ～ 7 周，但也可出现
在用药后几天内，主要表现为红斑，皮疹（斑丘
疹、脓疱疹），瘙痒 [17]。说明书提及卡瑞利珠单
抗所致免疫相关皮肤不良反应约为 2.8%，其中 3
级反应为 0.7%，发生皮肤反应的中位时间为 1.6
个月（0 ～ 14.4 月），持续的中位时间为 2.0 个月
（0 ～ 16 月），其中 64% 病情缓解，缓解的中位
时间为 2.6 个月（0 ～ 16.5 月）。文献报道卡瑞利
珠单抗单药所致皮疹发生率为 16%（15/93），皮
疹均为1～2级，联合化疗时（吉西他滨＋顺铂），
1 ～ 2 级皮疹发生率为 65%（15/23），3 级发生率
为 4%（1/23）[18]。

图 1　患者皮疹出现第 3 日

A. 皮疹近照；B. 大腿；C. 背部；D. 腿部

图 2　患者皮疹出现后第 10 日

A. 腿部；B. 背部

图 3　患者皮疹痊愈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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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本病例，患者在吉西他滨、卡瑞利珠单
抗用药后第 5 日出现皮疹，2 ～ 3 d 内迅速扩散全
身，以躯干和双下肢近端为主；再次使用吉西他
滨当日皮疹分布扩散明显加快，面积达高峰，地
氯雷他定抗过敏治疗后，皮疹稳定，稍有消退，
但效果不明显。后加用糖皮质激素短程（3 d）处
理后，皮疹明显好转。从时间关联性上，吉西他
滨较卡瑞利珠单抗出现皮疹时间通常更短，与吉
西他滨更吻合，尤其第二次使用吉西他滨当日，
皮疹迅速加重，而仅个别使用卡瑞利珠单抗患者
用药几天内会出现皮疹；从皮疹分布、严重程度、
转归等临床表现来看，尽管吉西他滨、卡瑞利珠
单抗单用时，皮疹均轻度，尤其是卡瑞利珠单抗
无 3 级皮疹的报道，不良反应有自限性，且相关
皮肤反应通常恢复时间更长，吉西他滨也有个案
报道出现类似皮疹患者。
　　根据不良反应关联性评价分析，吉西他滨所
致皮疹为很可能，卡瑞利珠单抗为可能。但根据
上述的研究数据分析，吉西他滨联合卡瑞利珠皮
疹的发生率和发生程度，似乎较单药更高、更严
重。综上考虑该皮疹主要为吉西他滨所致，但不
排除卡瑞利珠单抗叠加效果。
2.2　建议
　　立即停用可能诱发药物是处理Ⅳ型过敏反应
的关键，正在使用多种药物的患者，应停用非必需
药物。需注意的是，斑丘疹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
重症皮肤反应的前驱征象 [3，19]，故同时应评估患
者是否存在其他警示征象，包括高热、面部水肿、
黏膜炎、皮肤触痛、水疱、呼吸困难、嗜酸性细胞
增加、累及脏器等 [3，9]。根据现有药物过敏的专家
共识，Ⅳ型过敏反应主要使用抗组胺药物和糖皮质
激素对症处理 [9]。虽然缺乏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但
抗组胺药对抗肿瘤治疗效果无不利影响，且毒副作
用轻微，重启治疗时预处理也可以给予患者更多的
安全感，故临床药师建议下周期抗肿瘤治疗前可以
使用抗组胺药如苯海拉明预处理。
　　考虑该患者虽上周期治疗出现大面积的皮
疹，但评级为 2 级，且抗肿瘤药物后线治疗可选
药物有限，Ⅳ型过敏反应与剂量无关，故建议可
继续采用原抗肿瘤治疗方案和剂量治疗，但重启
治疗时可考虑予以苯海拉明、地塞米松等预处理。
3　小结
　　抗肿瘤治疗的发展和联合治疗的趋势，使得
不良反应复杂化，肿瘤常因不良反应调整治疗，
需多学科协作。本案例以临床药师视角，展示临
床药师在多学科协作中的作用，为临床实践提供
参考，降低患者的用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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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资料

　　患者，女，72 岁，因“双手近端第 2、3 指间
关节肿胀疼痛 2 月”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就诊于
本院风湿科，查体：双手近端第 2、3 指间关节肿
胀压痛，晨僵＞ 1 h，辅助检查：类风湿因子 301 
IU·mL － 1，抗环瓜氨酸抗体＞ 200 RU·mL － 1，C-
反应蛋白（CRP）12.5 mg·L－ 1，血沉 47 mm·h－ 1，
抗核抗体谱（－），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正常，诊断
为类风湿关节炎。既往无肺部相关基础疾病，给
予来氟米特（苏州长征 - 欣凯制药有限公司，批
号：191006）常规剂量治疗（20 mg po qd），并
定期复查。6 月 5 日复诊时，患者诉近 1 月无明
显诱因出现阵发性干咳，无呼吸困难，无咳痰，
无鼻痒流涕，无关节肿痛，晨僵不明显。复查
CRP ＜ 5.0 mg·L － 1，血沉 47 mm·h － 1，血常
规、肝肾功能均未见异常。同期，患者因阵发性
干咳已前往外院呼吸科就诊，并完善胸部 CT 检
查，提示双肺散在少许斑索影，外院呼吸科暂未
考虑肺系疾病，并嘱患者密切观察。故在原治疗
方案不变的基础上加用苏黄止咳胶囊对症治疗，2
周后患者咳嗽症状未缓解，停用苏黄止咳胶囊。7
月 3 日复诊时患者诉仍有阵发性干咳，夜间症状
明显，考虑患者咳嗽可能与胃食管反流相关，原
治疗方案不变，加用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20 mg 
qd）试探性治疗。治疗 3 周后，患者咳嗽症状仍
无缓解，停用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患者于 8 月
3 日再次复查胸部 CT 仍提示双肺散在少许斑索影
与前相仿。8 月 21 日患者复诊时仍以阵发性干咳
为主诉，关节肿痛、晨僵等症状均不明显，血常
规、肝肾功能及炎症指标均正常，考虑患者咳嗽
可能与来氟米特有关，故停用，治疗方案改为艾
拉莫德（25 mg po bid）。停用来氟米特 1 周后，患
者咳嗽症状逐渐减轻，后续治疗中未再出现阵发

性干咳。
2　讨论
2.1　不良反应相关性判断
　　咳嗽作为一种呼吸道常见症状，与很多疾病
有关，咳嗽持续时间＞ 8 周即可定义为慢性咳
嗽 [1]，对于成人而言，通过 X 线胸片、肺功能检
查排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哮喘、肺部
肿瘤、肺结核等常以慢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的肺内
疾病后，胃食管反流、上呼吸道咳嗽综合征、嗜
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和服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
制剂类药物（ACEI）则是慢性咳嗽的主要病因，
而药物相关性咳嗽是排除了常见的慢性咳嗽病因
后需要考虑的相对少见的病因之一 [2]。本例患者
无吸烟史，无肺系疾病史，无咽炎病史，无服用
ACEI 药物史，既往肺功能检查基本正常，出现咳
嗽症状后反复行胸部 CT 检查，未见相关特异性阳
性表现，并且两次胸部 CT 表现无动态变化，于
外院呼吸科初步排除前述几类肺内疾病。患者症
状主要表现为阵发性干咳，无呼吸困难，无咳痰，
无鼻痒流涕等症状，依据患者临床特点可初步排
除上气道综合征、嗜酸性粒细胞支气管炎。患者
年老，耐受性差，拒绝行胃镜检查，经雷贝拉唑
试验性治疗 3 周无效，亦可初步排除胃食管反流
病引起咳嗽的可能。患者接受来氟米特治疗 4 周
后出现阵发性干咳，停药 1 周后咳嗽症状好转。
患者的阵发性干咳不能用现有疾病解释，排除其
他常见可能导致咳嗽的病因后，考虑患者阵发性
干咳为来氟米特引起的不良反应，根据诺氏不良
反应评估量表评估（见表 1），得分为 7 分，即“很
可能”。
2.2　来氟米特的作用机制
　　来氟米特是一种异噁唑衍生物，在体内转化
为活性代谢产物特立氟胺（A771726），通过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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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二氢乳清酸脱氢酶阻止淋巴细胞中嘧啶的源合
成，导致嘧啶消耗和阻断活化 T 淋巴细胞的细胞
周期进展，从而在免疫抑制和抗肿瘤中发挥重要
作用 [3]。除抗增殖作用外，来氟米特诱发的嘧啶
损耗还能在激活幼稚 CD4 ＋ T 细胞分化的过程中
通过促进 Th2 表型和抑制 Th1 表型改变 T 效应细
胞分化的平衡 [4]。通过回顾文献发现，Th1/Th2
平衡与气道高反应性相关 [5]，故考虑本例中来氟
米特调节 CD4 ＋ T 细胞的作用机制有可能导致患
者出现气道高反应性，进而在临床上表现出现阵
发性干咳，但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来氟米特的不良反应
　　来氟米特在临床常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来氟米特应
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时，一般为单用或与氨
甲蝶呤联用，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不
适、肝毒性、皮疹、口腔溃疡、脱发等，一般较
为轻微 [6-7]。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均有少量来氟米
特致急性肺损伤的个案报道 [8-9]，其中病例不乏以
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起病，患者死亡率较高。
并且呼吸系统不良反应发生在用药后 20 d ～ 12
个月，时间跨度很大 [10]，故患者出现呼吸系统相
关临床症状时，临床医师需高度警惕。
　　临床应用及研究中出于对改善病情抗风湿药
物安全性的重视，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白
细胞减低等不良反应常能得到及时的监测。并且
这些不良反应可以通过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
等客观指标监测，一旦这些指标出现异常即可被
发现。但咳嗽、恶心、腹痛、头晕、头痛等躯体
症状方面不良反应的监测，可能会受到随访人员
对于药品不良反应的认知、主观判断等因素的影
响，并且此类不良反应多由患者口述。
　　本文报道了 1 例接受来氟米特治疗过程中出

现阵发性干咳的不良反应事件，提示临床工作者
在应用来氟米特治疗的过程中，一旦患者出现无
其他原因可解释的咳嗽症状时，应加以重视，立
即停药，并监测患者胸部 CT 改变及肺功能情况
以规避使用来氟米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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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诺氏不良反应评估量表

序号 相关问题
问题分值

得分 评分理由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 1 说明书有提及类似 ADR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的 ＋ 2 － 1 0 ＋ 2 阵发性干咳是在使用来氟米特后发生的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有缓解 ＋ 1      0 0 ＋ 1 停药后阵发性干咳有所减轻，即 ADR 有所缓解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0 患者停药后未再用药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1 ＋ 2 0 ＋ 2 已排除其他可能导致该患者干咳的因素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0 患者未使用任何安慰剂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0 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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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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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患者未曾暴露于同种或同类药物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 1 患者干咳的症状可视为该 ADR 的客观证据

注：总分值≥ 9 分，表明该药物与 ADR 的因果关系为肯定的；5 ～ 8 分为很可能有关；1 ～ 4 分为可能有关；≤ 0 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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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注射用氨苄西林钠致粒细胞缺乏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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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54 岁，因“双侧鼻腔鼻塞 4 年余、
加重 10 d”，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入院。患者 4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侧鼻腔鼻塞，偶有打喷嚏、
流鼻涕，夜间睡眠间断打鼾。近 10 余日来鼻塞症
状进行性加重，伴有剧烈咳嗽，气喘伴黄黏痰，
偶有憋气，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本院，以“鼻息肉”
收入耳鼻喉科。既往史：2 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
断为“哮喘”，后不规律服用药物（具体不详）治
疗；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否认家族遗传病病史。
入院查体：体温 36.0℃，脉搏 78 次·min－ 1，呼
吸 16 次·min－ 1，血压 122/89 mmHg（1 mmHg ＝

133.2 Pa），体质量 72 kg。患者一般状态可，双肺
呼吸音粗，可闻及哮鸣音及明显干湿啰音，外鼻
无畸形，鼻中隔略弯曲，双侧下鼻甲肥大，双侧
总鼻道可见荔枝肉样新生物。余查体未见异常。
血常规：白细胞（WBC）12.52×109·L－ 1 ↑，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NE%）0.86 ↑；C- 反应蛋白
（CRP）58.53 mg·L － 1 ↑；尿常规、凝血常规、
肝肾功能等未见异常。辅助检查：肺 CT 显示支气
管炎，右下肺可见斑片状及团絮状高密度影，左
肺下叶炎性结节。肺功能检查：极重度混合型通
气功能障碍。初步诊断：鼻息肉、鼻中隔偏曲、
双肺肺炎、支气管哮喘。患者肺功能较差，入院
后即转入呼吸科，给予抗炎、平喘、止咳、化痰
对症治疗。具体用药：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
2.5 mg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2 mg tid，雾化
吸入，2020 年 10 月 12 日—11 月 6 日；多索茶碱
注射液 0.2 g ＋ 0.9% 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q12 h 
ivgtt，10 月 12 日—11 月 6 日；注射用氨苄西林
钠（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批号：190901B）4.5 
g ＋ 0.9% 氯化钠注射液 150 mL q8 h ivgtt，10 月
12 日—10 月 28 日；氯雷他定片 10 mg qd po，10
月 12 日—10 月 17 日；孟鲁司特钠片 10 mg qd po，
10 月 12 日—10 月 17 日。10 月 17 日患者一般状
态尚可，仍有咳嗽、咳痰，喘憋明显减少，患者

自述口干、嘴唇发干，当日停用氯雷他定片和孟
鲁司特钠片，余药物继续应用。10 月 20 日患者
一般状况良好，复查肺功能较前明显改善，WBC 
9.01×109·L － 1，NE% 0.53，转回耳鼻喉科择期
行鼻息肉手术，于耳鼻喉科继续沿用呼吸科雾化
和静脉用药方案。10 月 22 日，患者于鼻内镜下行
双侧鼻腔鼻窦肿物切除和鼻中隔黏膜部分切除术。
患者术后一般情况稳定，继续给予硫酸沙丁胺醇
和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给予多索茶碱注射液平
喘，氨苄西林抗感染治疗，术后 48 h 抽出鼻腔内
填塞物。患者于 10 月 28 日夜间出现发热，体温
最高达 38.5℃，余无明显阳性体征，急查血常规：
WBC 0.84×109·L－ 1，NE% 0.06，中性粒细胞绝
对值（NE）0.05×109·L － 1；CRP 3.26 mg·L － 1；
降钙素原（PCT）0.18 ng·mL－ 1。提请血液科和
临床药学科会诊，血液科建议完善骨穿，排查血
液系统疾病（患者家属拒绝）；临床药师建议警惕
药品不良反应（注射用氨苄西林钠可能性大）。临
床医师当日停用注射用氨苄西林钠，余药物继续
应用。2 d 后，患者发热减退。10 月 31 日，WBC 
1.24×109·L － 1，NE% 0.16，NE 1.02×109·L － 1；
11 月 2 日， 复 查 WBC 3.28×109·L － 1，NE% 
0.31，NE 2.12×109·L － 1。11 月 6 日患者一般状
态尚可，双侧鼻腔通气好，无发热，无其他特殊
不适主诉，WBC 6.12×109·L－ 1，NE% 0.50，NE 
3.08×109·L－ 1，停用所有药物，办理出院。
2　讨论
　　本例患者既往无血液病病史，因肺炎经验性
应用氨苄西林 4.5 g q8 h ivgtt 抗感染治疗，16 d
后出现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感染指标未见异常，
鼻腔无感染征象，排除因感染导致粒细胞减少。
停用氨苄西林后粒细胞逐渐恢复，停药 9 d 后粒
细胞恢复正常，注射用氨苄西林钠说明书中提到
不良反应包含粒细胞减少，符合该药已知不良反
应类型。同期应用的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和吸入
用布地奈德混悬液以及多索茶碱注射液均无致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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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减少相关不良反应报道，且氨苄西林停药期
间上述药物未予停用或减量，可以排除合并用药
导致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患者粒细胞缺乏症的发
生与氨苄西林的使用有时间相关性，通过诺氏评
估量表法 [1]，分值为 8 分，为很可能有关，考虑
粒细胞缺乏为氨苄西林所致。
　　氨苄西林为广谱半合成青霉素类抗菌药物，
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尿
路感染、软组织感染、心内膜炎及败血症等。氨
苄西林也可作为首选药物治疗青霉素敏感的肺炎
链球菌、脑膜炎奈瑟球菌、肠球菌、单核细胞增
多李斯特菌等所致的脑膜炎 [2]。氨苄西林说明书
记载其不良反应与青霉素相仿，以过敏反应为常
见；粒细胞和血小板减少为偶见不良反应（发生
率在 0.1% ～ 1%）。仅有少数案例报道了类似不
良反应。其中林菁等 [3] 报道了氨苄西林可引起粒
细胞减少；Kumar 等 [4] 报道了 3 例儿童接受高剂
量（150 ～ 400 mg·kg － 1）氨苄西林治疗 3 ～ 12 
d 后出现中性粒细胞缺乏，WBC 和中性粒细胞
分别在停药后 4 ～ 11 d 内恢复正常。本例患者
应用氨苄西林 16 d，NE 由 2.98×109·L － 1 降至
0.05×109·L － 1，属于严重粒细胞缺乏，近年国
内外未见报道，较为罕见。
　　分析不良反应发生原因如下：头孢菌素类及
青霉素类引起粒细胞减少的机制主要包括免疫
反应 [5] 和骨髓抑制 [6]，同种抗菌药物引起粒细
胞减少存在多种作用机制。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可通过免疫介导破坏中性粒细胞，从而导致粒
细胞缺乏 [7]。此类不良反应常与使用剂量相关。
Watts 等 [8] 的研究表明某些抗菌药物在高浓度时
会抑制骨髓粒 - 巨细胞集落的生长，对骨髓前体
细胞具有直接的毒性作用，且这种毒性与剂量相
关 [9]。刘金梁等 [10] 亦证实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导致的粒细胞减少具有剂量累积性。国外一项关
于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长期应用抗菌药物治疗的
研究 [11] 表明，由青霉素引起中性粒细胞减少的
患者中，药品的使用剂量几乎均在 12 g·d － 1 以
上。青霉素类药物导致的粒细胞缺乏与使用药品
的疗程密切相关。钟晗等 [12] 报道的关于β- 内酰
胺类药物导致粒细胞缺乏的病例发生在用药 2 周
后，Whitman 等 [13] 亦报道过类似病例。氨苄西林
说明书给药剂量为 4 ～ 8 g·d － 1，重症感染患者
可增加至 12 g·d － 1，最高剂量为 14 g·d － 1。本
例患者应用氨苄西林 13.5 g·d － 1，处于日剂量上
限，且连续应用 16 d，该患者粒细胞缺乏症不排
除与氨苄西林大剂量且长疗程应用相关。

　　抗菌药物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通常
与年龄有关，其中 45 ～ 64 岁患者的病死率为
3.48%[14]。此外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导致白细胞
减少后，如换用其他同类抗菌药物，亦可再激发
此类不良反应的发生 [9]。
　　本案例提示氨苄西林大剂量长期使用有可能
造成粒细胞缺乏，临床需引起重视，特别是对老年
患者。应用氨苄西林时应注意用药疗程、定期监测
血常规，若发生血液系统相关不良反应，应及时停
药及对症治疗，以避免发生严重的医源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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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资料
　　患者女，53 岁，因“干燥综合征”收入院。
入院查体：体温 36℃，心率 116 次·min－ 1（↑），
呼吸频率 20 次·min－ 1，血压 129/88 mmHg（1 
mmHg ＝ 0.133 kPa），身高 156 cm，体质量 55 
kg。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辅助检查：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阴性，红细胞
沉降率升高，C 反应蛋白 25.8 mg·L－ 1 ↑，免疫
球蛋白 G 升高，抗核抗体高密度阳性，抗 ssb 抗
体等干燥综合征典型抗体阳性。
　　入院第 2 日针对干燥综合征使用羟氯喹 0.2 g 
bid po、白芍总苷 0.6 g bid po 进行原发症的治疗；
第 6 日后出现间断发热，最高体温为 38.4℃，同
时全身皮肤间断出现红色皮疹，怀疑羟氯喹过
敏，第 10 日停用，第 11 日给予甲泼尼龙 24 mg 
qd po，第 13 日皮疹加重，表现为全身弥散性皮
疹，突出面部，压之可褪色，轻度瘙痒伴高热
（见图 1A），最高体温为 38.7℃。第 14 日调整治
疗方案为甲泼尼龙 40 mg 静脉滴注控制皮疹，后
调整剂量 80 mg qd iv 使用 2 d，160 mg qd iv 使
用 1 d，皮疹及发热未见好转，且四肢、躯干及
全身出现片状弥漫性红色皮疹，程度较前明显加
重，最高体温为 39.8℃，患者肝功轻度升高谷丙
转氨酶 95 U·L － 1（↑），给予复方甘草酸苷 40 
mL qd 泵入和奥美拉唑钠 40 mg qd iv 进行保肝、
保护胃黏膜治疗，多科室会诊怀疑甲泼尼龙过敏
（见图 1B）。第 18 日停用所有可疑药物，治疗方
案调整为地塞米松静脉推注 20 mg 使用 1 d，地
塞米松静脉推注 10 mg 使用 3 d，全身皮疹较前
好转，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第 23 日患者皮疹较
前明显好转，体温恢复正常约 36.7℃，将地塞米
松改为醋酸泼尼松 40 mg qd po 服用 5 d。第 26
日患者皮疹再次复发，四肢及躯干多发红色斑片
状皮疹，体温正常（37.4℃）。第 27 日停用醋酸
泼尼松，重新更换地塞米松 10 mg qd iv 使用 3 d

并加用依巴斯汀 10 mg qd po，之后全身皮疹得到
改善。第 33 日患者双上肢、胫前、腹部及背部
皮肤较前明显好转，基本消退，可见散在少量皮
疹，颜色较前变淡；将原有治疗方案调整为地塞
米松口服治疗，早晚各 3.75 mg 服用 3 d。第 37
日皮疹好转后地塞米松逐渐减量，加用沙利度胺
25 mg qd po 控制皮疹，同时防止皮疹复发加用依
巴斯汀 10 mg qd po 抗过敏治疗，皮疹消退，明
显好转，患者出院（见图 1C），门诊随访。患者
住院期间皮疹变化见图 1。

 A. 2020 年 12 月 7 日   B. 2020 年 12 月 21 日  C. 2020 年 12 月 29 日

图 1　患者皮疹情况

2　讨论
2.1　相关性分析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双上肢、胫前、腹部
及全身皮肤多发红色斑片状皮疹伴发热，治疗期
间反复出现皮疹，考虑为多形性红斑。患者在使
用羟氯喹 2 d 后，首次出现间断发热、皮疹，考
虑与使用羟氯喹有关。国内文献报道羟氯喹在使
用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皮疹 [1-3]；同时国外文
献也有报道羟氯喹导致的皮肤药物不良反应，并
且皮疹占绝大部分 [4-5]。因此初次皮疹考虑由羟
氯喹引起的可能性较大。停用羟氯喹，使用甲泼
尼龙治疗原发病 2 d 后，皮疹加重，表现为全身
弥散性皮疹。随即将口服激素改为静脉滴注甲泼
尼龙，皮疹未改善，考虑可能由于羟氯喹的半衰
期较长（t1/2 ＝ 26 h），药物在体内尚未完全代谢，
建议患者继续原方案，但患者皮疹仍有加重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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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出现严重皮疹 5 d 后，停用所有可疑药物，
治疗方案调整为地塞米松静脉推注，病情好转。
为避免长期使用长效激素对于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
腺轴的抑制 [6]，3 d 后将地塞米松调整为口服醋酸
泼尼松。3 d 后皮疹再次复发，此时高度怀疑是由
甲泼尼龙和醋酸泼尼松导致的药物性皮疹，逐更
换为地塞米松片继续治疗，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糖皮质激素临床应用广泛，具有抗炎等多种
功效，虽然作用明显，但患者服用后不良反应较
多，会引起血糖升高、皮疹等 [7]；糖皮质激素通
常是用来治疗过敏的药物，但其本身也会导致过
敏。根据《马丁代尔药物大典》（原著第 35 版），
甲泼尼龙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荨麻疹等，儿童
使用会引发过敏继而引起皮疹 [8-9]，国外文献报
道患者在接受甲泼尼龙治疗时发生超敏反应出现
全身性的皮疹 [10-11]，目前个案报道较少且查不到
病因，属于罕见病因。一篇回顾性研究显示醋酸

泼尼松可引起药物性皮疹 [12]。甲泼尼龙和醋酸泼
尼松都属于中效糖皮质激素，两者化学结构中母
环结构相似，醋酸泼尼松是一种羧酸酯化前药，
在体内会迅速水解生成泼尼松，在肝脏中代谢生
成泼尼松龙 [13]，甲泼尼龙只比泼尼松龙多一个甲
基，其活性成分相同，而地塞米松的结构差异较
大。第二次皮疹的复发与加重是由甲泼尼龙和醋
酸泼尼松引起过敏的可能性较大。
2.2　药品不良反应评价分析
　　该患者使用甲泼尼龙的药品不良反应评价
为：① 甲泼尼龙用药与皮疹、发热的出现有合理
的时间关系；② 反应符合甲泼尼龙已知的不良反
应类型；③ 在使用甲泼尼龙后出现皮疹及发热，
当患者皮疹得到控制维持治疗改用醋酸泼尼松后
患者皮疹再复发；④ 采用诺氏药物不良反应评估
该患者多形性红斑与甲泼尼龙的关联性，结果见
表 1，评分为 6 分，判断为很可能。

表 1　诺氏药物不良反应评估量表评定结果

序号 相关问题
问题分值

得分
是 否 未知

1 该 ADR 先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 1 0 0 1
2 该 ADR 是否在使用可疑药物后发生的 ＋ 2 － 1 0 2
3 该 ADR 是否在停药或应用拮抗剂后有缓解 ＋ 1 0 0 1
4 该 ADR 是否在再次使用可疑药物后重复出现 ＋ 2 － 1 0 0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该 ADR － 1 ＋ 2 0 2
6 该 ADR 是否在应用安慰剂后重复出现 － 1 ＋ 1 0 0
7 药物在血液或其他体液中是否达到毒性浓度 ＋ 1 0 0 0
8 该 ADR 是否随剂量增加而加重，或随剂量减少而缓解 ＋ 1 0 0 0
9 患者是否曾暴露于同种或同类药物并出现过类似反应 ＋ 1 0 0 0
10 是否存在任何客观证据证实该反应 ＋ 1 0 0 0

注：总分≥ 9 分为肯定；5 ～ 8 分为很可能；1 ～ 4 分为可能；≤ 0 
分为可疑。

2.3　多形性红斑病因分析
　　多形性红斑是一种免疫介导的反应，涉及皮
肤及黏膜。多形性红斑病变通常为靶病变，对称
地出现在四肢，并向中央扩散。多形性红斑可以
通过个体病变的持续时间与荨麻疹相鉴别，多形
性红斑病变通常至少 7 d，而单个荨麻疹病变通
常在 1 d 内消退 [14]。本例患者前期出现全身弥散
性皮疹，突出面部，后皮疹范围逐渐扩大，四
肢、躯干及全身出现皮疹，程度明显加重，且持
续时间较长。考虑为多形性红斑，诊断明确。
　　多形性红斑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一方面
包括感染，特别是单纯疱疹病毒和肺炎支原体；
另一方面是药物，例如别嘌醇、苯巴比妥、苯妥
英、丙戊酸、红霉素、呋喃妥因、青霉素类、四
环素类、他汀类等 [15]。治疗措施包括局部用类
固醇或抗组胺药进行对症治疗，并治疗潜在的病

因；严重的黏膜多形性红斑可能需要接受静脉输
液和补充电解质 [16]。糖皮质激素在治疗一般及严
重多形性红斑是存在争议的 [17-18]，但也有使用糖
皮质激素治疗多形性红斑的报道 [19]；本病例在对
症治疗时使用糖皮质激素积极地进行原发病的治
疗，以防止潜在因素的干扰。
3　小结
　　糖皮质激素是临床常用的药物，有抗炎、抗
过敏、抗休克、免疫抑制等作用，长期使用会引
起消化道反应、骨质疏松以及加重感染等不良反
应。该类药物引起过敏的报道较少，导致多形性
红斑的报道更少，但临床上仍有甲泼尼龙等糖皮
质激素导致多形性红斑的案例报道，其作用机制
尚不明确，临床用药时需要注意。本文中患者对
两种结构相似的糖皮质激素均过敏，对于糖皮质
激素引起的多形性红斑的临床处理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临床除了糖皮质激素外，在使用别嘌醇、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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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妥等药物时也可能导致药源性多形性红斑。
对于这些药物在使用时，应排查一些潜在的危险
因素，详细询问患者的过敏史。多形性红斑的处
理主要是抗过敏及对症治疗，同时应积极关注原
发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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