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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D/R诱导的 HT22 细胞损伤

袁美玲1，2，3，张云1，2，3，王艳1，2，3，汪宁1，2，3*（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合肥　230012；2. 安徽省中药研究

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12；3. 安徽省中医科学院中药药效与安全性评价研究所，合肥　230012）

摘要：目的　探讨羟基红花红色素 A（HSYA）对氧糖剥夺 / 复糖复氧（OGD/R）损伤小鼠海

马神经元（HT22）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体外培养 HT22 细胞，随机分为 5 组，

分别为正常组，OGD/R 组，HSYA 低、中、高给药组（浓度分别为 40、60、80 μmol·L － 1）。

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细胞在氧糖剥夺 6 h 后迅速复糖复氧 12 h 进行 OGD/R 造模并分组给药。

采用 CCK8 法检测 HT22 细胞活力，倒置显微镜观察 HT22 细胞形态。试剂盒检测 LDH、NO、

GSH、MDA、SOD 水平。采用 Hoechst 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HT22 细胞凋亡情况，ELISA
检测 CytC 释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Bax、Bcl-2 和 cleaved-caspase3 的蛋白表达情况，qRT-
PCR 检测 Bax 和 Bcl-2 的 mRNA 水平。结果　与 OGD/R 组相比，HSYA 低、中、高给药组细

胞存活率显著升高（P ＜ 0.05，P ＜ 0.01），细胞形态显著改变，HT22 细胞 LDH、NO、MDA
及细胞凋亡率显著降低，SOD 和 GSH 水平升高（P ＜ 0.05，P ＜ 0.01），胞浆内 CytC 释放量

显著降低（P ＜ 0.01），Bax 的蛋白表达和 mRNA 水平显著降低，Bcl-2 的蛋白表达和 mRNA
水平显著升高，cleaved-caspase3 的蛋白表达降低（P ＜ 0.05，P ＜ 0.01）。结论　HSYA 通过

抑制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改善 OGD/R 诱导的 HT22 细胞损伤。

关键词：羟基红花红色素 A；氧糖剥夺 / 复糖复氧；HT22 细胞；氧化应激；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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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safflor yellow A protects against OGD/R-induced HT22 cell injury 
by suppress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YUAN Mei-ling1, 2, 3, ZHANG Yun1, 2, 3, WANG Yan1, 2, 3, WANG Ning1, 2, 3* (1.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2.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3. Institute for Pharmacodynamics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HSYA) on 
hippocampal neuron (HT22) cells injured by OGD/R and related mechanism. Methods  HT22 cells 
were cultured in vitro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a normal group, an OGD/R group, and 
HSYA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40, 60, and 80 μmol·L － 1). Except for the normal 
group, the cells in the other groups were quickly reoxygenated for 12 hours after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 for 6 hours. The OGD/R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rugs were giv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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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
主要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其中缺血性
卒中约占所有卒中发病率的 80% 以上。缺血性卒
中是指脑部血管阻塞或破裂，脑组织血流量减少，
致使神经功能受损，引起脑部病变，常见于中老
年人群中，具有高致残、高复发、高致死的特点，
且近年来发病率逐年提升 [1]。目前，组织型纤溶
酶原激活剂（tPA）进行溶栓治疗效果显著，但由
于治疗时间窗的存在，使得及时进行溶栓治疗受
到限制 [2]。在现代研究中，缺血性脑损伤涉及的
病理机制十分复杂，涉及多种生物活性分子及细
胞内信号转导通路，如大量神经细胞程序性死亡、
脑组织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钙超载，活性氧大
爆发、氧化应激等 [3]。因此，抑制神经细胞凋亡、
抗氧化应激对于防治缺血性卒中具有重要意义。
　　缺血性卒中属于中医“中风”范畴，“脑脉”
阻塞，血凝脉内之瘀血是缺血性中风的主要病机
之一，故究其本质仍属血瘀证。活血化瘀是血瘀
证的特有治法。运用活血化瘀药祛除瘀血、疏通
血脉、畅通血流，可改善血液循环、止血和促进
血液吸收及改善神经营养等作用；促进血肿吸收
和侧支循环建立，减轻及恢复损伤的神经功能，
对缺血性中风的治疗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药红
花被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100 多年，并且正式
列入《中国药典》。羟基红花黄色素 A（HSYA）
既是中药红花药理功效的最有效水溶性部位，也
是红花活血化瘀的有效成分，具有活血化瘀，改
善血液循环的功效。已有研究表明，HSYA 的神
经保护作用与减轻氧化应激有关 [4]。课题组前期
研究表明，HSYA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

中，并且对氧糖剥夺 / 复糖复氧（OGD/R）损伤
的脑微血管内皮细胞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5]。目
前公认的模拟体内缺血缺氧模型为对细胞进行
OGD/R 处理 [6]，因此在缺血性卒中发病机制的研
究中多采用 HT22 细胞的体外 OGD/R 模型，从而
为缺血性卒中的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试药
　　小鼠海马神经元 HT22 细胞（中科院上海细胞
生物所），HSYA（成都德斯特，纯度≥98%，结构
式见图 1）；LDH 毒性检测试剂盒、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检测试剂盒、总谷胱甘肽（GSH）
试剂盒、丙二醛（MDA）试剂盒（Beyotime）；增
强型细胞增殖毒性检测（CCK-8）试剂盒、一氧化
氮（NO）试剂盒、活性氧（ROS）（碧云天）；小
鼠细胞色素 C（CytC）酶联免疫分析试剂盒（江莱
生物，JL13261），Hoechst 33258 染色试剂（美国
Sigma 公司，B2833）；FITC Annexin V 细胞凋亡检
测试剂盒（美国 BD Biosciences 公司，7312712）；
cleaved-caspase3、Bax、Bcl-2（ZENBIO）；HRP 标
记山羊抗小鼠 IgG、HRP 标记山羊抗兔 IgG（Spark-
Jade）；DMEM 培养基（Gibco，8121278）；胎牛血
清（FBS，BI，04-001-1ACS）；青霉素和链霉素
（Beyotime，C0222）；TRIZOL 试剂（Thermo Fish-
er，15596026）；ReverTra Ace Q-PCRT Master Mix、
SYBR Green Realtime PCR Master Mix（TOYOBO）。
1.2　仪器
　　371 型 CO2 培 养 箱、Heracell VIOS160i 型 CO2

培养箱、1500 型全波长酶标仪（美 国 Thermo Sci-
entific 公司）；TDL-5 型飞鸽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

groups. The viability of HT22 cells was detected by CCK8 method, and the morphology of HT22 
cells was observed by inverted microscope. The levels of NO, GSH, MDA, LDH and SOD in the 
cells were detected by test kits. The apoptosis of HT22 cells was detected by Hoechst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 the release of Cytc was detected by ELISA;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Bax, Bcl-
2 and cleaved-caspase3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the mRNA levels of Bax and Bcl-2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OGD/R group, the cell survival rates of the HSYA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P ＜ 0.01), and the cell morphology w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LDH, NO, MDA and the apoptosis rates of HT22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SOD and GS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P ＜ 0.01), and the Cytc releas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P ＜ 0.01). The protein expression and mRNA level of Bax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those of Bcl-2 in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leaved-cspase3 
was decreased (P ＜ 0.05, P ＜ 0.01). Conclusion  HSYA ameliorates OGD/R-induced HT22 cell 
injury by inhibit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Key words: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oxygenation; HT22 cell; 
oxidative stress;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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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仪器厂）；Countstar 型细胞计数仪（艾利特国
际有限公司）；倒置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
荧光显微镜（德国 Leica 公司）；电泳仪和转膜仪
（美国 Bio-Rad 公司）；凝胶成像系统（美国 General 
Electric 公司）；流式细胞仪（美国 Beckman 公司）。
2　方法
2.1　HT22 细胞的培养
　　采用常规细胞培养方法复苏 HT22 细胞，后
用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高糖培养基将细胞
稀释至一定密度后置于 37℃、5%CO2 恒温培养
箱中培养。约 2 ～ 3 d 传代一次，取对数生长期
细胞进行后续实验。
2.2　OGD/R 损伤 HT22 模型的建立 [7]

　　胰酶消化正常状态的 HT22 细胞种板，细胞
贴壁后，吸出培养液，用 PBS 轻轻摇晃润洗细胞
3 次，加入无糖培养液，将细胞转移到缺氧小室
（95%N2 和 5%CO2）中氧糖剥夺 6 h，弃去无糖培
养液，用 PBS 洗 3 次后加入完全培养液，于常规
培养箱（37℃、5% CO2）中培养 12 h。
2.3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的浓度筛选
　　取正常状态的 HT22 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中，
密度为 1×105 个·mL － 1，细胞贴壁后，吸出培
养液，PBS 润洗 3 次，随机分组，正常组加入新
的完全培养液，常规培养；OGD/R 组和给药组加
入无糖培养液，氧糖剥夺 6 h，吸出无糖培养液，
OGD/R 组加入完全培养液，给药组分别加入不
同浓度的 HSYA（5、10、20、40、60、80、100、
120、140 μmol·L － 1），在 37℃、5%CO2 培养箱
中培养 12 h 后，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继续培
养 1 h，避光下，用酶标仪测定 450 nm 处各孔吸
光度值，计算细胞增殖活力。
2.4　分组及给药
　　将细胞随机分为 5 组：正常组，模型组（OGD/
R），HSYA 低、中、高剂量（40、60、80 μmol·L－ 1）
组，模型组造模 6 h 后加入完全培养液培养 12 h，
给药组造模 6 h 后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 HSYA（40、

60、80 μmol·L－ 1）培养 12 h，正常组在常规培养
箱培养相同时间后加入相应培养液。
2.5　倒置显微镜观察 HT22 细胞形态学变化
　　将细胞以每孔3×105 个细胞接种到6孔板中，
根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用倒置显微镜观察
各组细胞形态。
2.6　HT22 细胞上清液中 LDH、NO 含量的检测
　　将细胞以每孔 1×105 个接种到 96 孔板中，
根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收集细胞上清液，
根据 LDH、NO 试剂盒说明，检测细胞上清液中
LDH、NO 的含量。
2.7　SOD 活性、GSH 活性、MDA 水平
　　将细胞以每孔 1×105 个接种到 96 孔板中，
根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吸弃各孔细胞上清
液。根据各试剂盒说明，检测 SOD 活性、GSH
活性、MDA 水平。
2.8　荧光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内 ROS 荧光强度 
　　将细胞以每孔 3×105 个接种到 6 孔板中，根
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吸弃各孔细胞上清
液。加入适量 DCFH-DA 10 μmol·L － 1 覆盖各孔
细胞的体积，常规孵育 20 min 后 PBS 漂洗细胞 2
次，充分洗净未与细胞结合的 DCFH-DA 后，采
用荧光倒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荧光强弱。
2.9　Hoechst33258 染色检测细胞凋亡
　　将细胞以每孔 3×105 个接种到 6 孔板中，根
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室温下加入多聚甲醛
固定 20 min，移去多聚甲醛后 PBS 润洗 3 次后加
入 Hoechst 33258 染液孵育 15 min，最后用荧光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
2.10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
　　将细胞以每孔 1×106 个接种到 6 孔板中，根
据分组分别造模和给药后，根据 Annexin V-FITC
细胞凋亡检测说明书进行操作，用流式细胞仪上
机测定，并通过 Flow Jo7.6 计算各组细胞凋亡率。
2.11　ELISA 法检测细胞胞浆中 CytC 的释放
　　细胞前处理同“2.7”项下。依据酶联免疫试
剂盒，450 nm 波长下测各孔吸光度值，通过标准
曲线计算 CytC 的含量。
2.12　Western blot 检测 Bax、Bcl-2 和 cleaved-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
　　根据实验分组分别处理细胞后，采用 BCA 法
定量并调整各组细胞蛋白浓度。随后通过 SDS-
PAGE 电泳，并转移到 PVDF 膜上。5% 脱脂奶
粉在室温下封闭 2 h 后，分别与对应的一抗孵
育过夜，次日将膜漂洗并与 HRP 标记的二抗
（1∶10 000）在室温下孵育 2 h。最后 TBST 漂洗 3

图 1　HSYA 分子结构式

Fig 1　Molecular formula of HS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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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使用凝胶成像系统，用显影液进行信号检测，
并通过 AlphaVIEW SA 软件分析蛋白质条带。
2.13　qRT-PCR 检测 Bax 和 Bcl-2 的 mRNA 含量
　　用 Trizol 试剂处理 HT22 细胞，提取总 RNA。
使用 ReverTra Ace Q-PCRT Master Mix 试剂盒将
RNA 反转录成 cDNA，再根据 SYBR Green Real-
time PCR Master Mix 使用 PCR 仪器（Stratagene，
San Diego，CA，USA，MX3000P）定量 mRNA
含量。用 2 － ΔΔCt 法计算相对基因表达水平。
　　Bax：Forward，GTCGCCCTTTTCTACTTCGC；
Reverse，ATGGTGAGTGAGACGGTGAG；
　　Bcl-2：Forward，TCGCAGAGATGTCCAGT-
CAG；Reverse，ATCTCCCTGTTGACGCTCTC；
　　β-actin：Forward，AACAGTCCGCCTAGACC；
Reverse，CGTTGACATCCGTAAAGACC.
2.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行组间均数比
较，所有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3.0 处理，P＜ 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OGD/R 不同时间点对 HT22 细胞增殖活力的
影响
　　为观察 OGD/R 损伤 HT22 细胞模型的具体效
应，实验选取 OGD 处理 6 h 复糖复氧 3、6、12、
24、48 h 5 个时间点，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存活
率。结果如图 2 所示，OGD 处理 6 h 后，细胞存活
率下降。复糖复氧 0 ～ 48 h，OGD/R 组细胞存活率
显著降低（P ＜ 0.01），在 0 ～ 12 h 呈下降趋势，并
于 12 h 达到最低。所以后续实验选择复糖复氧 12 h。

图 2　OGD/R 最佳造模时间筛选（x±s，n ＝ 6）
Fig 2　Optimal molding time of OGD/R（x±s，n ＝ 6）

注：与正常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1.

3.2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的有效浓度
筛选
　　结果如图 3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细
胞存活率显著降低（P ＜ 0.01）；与 OGD/R 组相比，
HSYA 各浓度组（20、40、60、80、100 μmol·L－ 1）

可提升细胞存活率（P ＜ 0.05，P ＜ 0.01）。综合结
果，选择 40、60、80 μmol·L － 1 分别作为 HSYA
的低、中、高剂量组。

图 3　HSYA 有效浓度筛选（x±s，n ＝ 6）
Fig 3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screening of HSYA （x±s，n ＝ 6）

注：与正常组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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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 LDH 释放
的影响
　　结果如图 4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
LDH 的释放量显著增加（P ＜ 0.01）；HSYA 各
剂量组细胞上清液中的 LDH 释放量均低于 OGD/
R 组（P ＜ 0.01）。

图 4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中 LDH 释放的影响（x±s，n＝6）
Fig 4　Effect of HSYA on LDH release in HT22 cells after OGD/R 
injury（x±s，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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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SYA 对 OGD/R 诱导的 HT22 细胞形态的影响
　　正常组 HT22 细胞呈长梭形，较为饱满，贴
壁状态较好；OGD/R 组细胞变圆、皱缩，稀疏脱
落；HSYA 作用后 HT22 细胞贴壁数目增多，折
光性增强，见图 5。
3.5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 NO、MDA、
SOD、GSH 含量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 HT22 细胞 NO、MDA
含量显著增多，GSH、SOD 活性降低（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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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 OGD/R 组相比，HSYA 各剂量组中 NO、MDA
的含量显著降低，GSH、SOD 活性升高（P ＜ 0.05，

P ＜ 0.01），提示 HSYA 可有效改善细胞氧化应激损
伤，如图 6 所示。

图 5　倒置显微镜观察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形态学的影响（×200）
Fig 5　Effect of HSYA on the morphological of OGD/R damaged HT22 cells by inverted microscope（×200）

图 6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中 NO、MDA、SOD 及 GSH 含量的影响（x±s，n ＝ 6）
Fig 6　Effect of HSYA on the content of NO，MDA，SOD and GSH in HT22 cells damaged by OGD/R（x±s，n ＝ 6）

注：与正常组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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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 ROS 荧光强度的影响（×400）
Fig 7　Effect of HSYA on ROS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OGD/R damaged HT22 cells（×400）

3.7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胞浆 CytC
释放的影响
　　如图 8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细
胞胞浆 CytC 含量显著性升高（P ＜ 0.01）；与
OGD/R 组相比，HSYA 各剂量组细胞胞浆 CytC
显 著 性 降 低（P ＜ 0.01）， 表 明 HSYA 抑 制 了
CytC 从线粒体到胞浆中的释放。
3.8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凋亡的影响
　　如图 9 所示，正常组细胞形态较为饱满，可
见微弱蓝色荧光，OGD/R 组细胞核固缩，呈亮蓝
色荧光。HSYA 各剂量组与 OGD/R 组相比，核变
圆变大，细胞核蓝色荧光强度明显减弱。随后定
量检测 HSYA 给药组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凋
亡影响，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细

3.6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 ROS 荧光强
度的影响
　　如图 7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细胞
产生较强的绿色荧光，说明造模后 HT22 细胞内

ROS 的水平升高；与 OGD/R 组相比，HSYA 各
剂量组细胞荧光强度逐渐减弱，由此可知 HSYA
可有效的降低细胞内 ROS 的水平。

图 8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胞浆 CytC 释放的影响（x±s，
n ＝ 6）
Fig 8　Effect of HSYA on the cytoplasmic CytC release of OGD/R 
damaged HT22 cells（x±s，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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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3.10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中 Bax 和
Bcl-2 mRNA 含量的影响
　　如图 11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
Bax 的 mRNA 表达量显著增加，Bcl-2 mRNA 表
达量显著降低（P ＜ 0.01）。而相对于 OGD/R 组，
经 HSYA 处理后，Bax 的 mRNA 表达量显著降
低，Bcl-2 mRNA 表达量显著增加（P ＜ 0.01）。
4　讨论
　　缺血性卒中致死率很高。目前，主要治疗药
物是治疗靶点单一的神经保护性药物，中药以其
多途径、多靶点、不良反应少的特点在缺血性卒
中的康复治疗中展现出巨大优势。因此，探讨中
药治疗缺血性卒中的潜在机制，对其康复治疗具
有重大意义。HT22 细胞体外脑缺血模型（氧糖
剥夺，OGD）与在体实验模型具相似的生理学特
性，且相比于在体实验，体外实验能够更好地模

拟和确定在体脑缺血的治疗靶点和策略 [8]。
　　细胞凋亡是缺血性卒中发病过程中神经元损
伤的一种形式。缺血缺氧后，脑梗死病灶中同时

图 11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中 Bax 和 Bcl-2 mRNA 含量

的影响（x±s，n ＝ 3）
Fig 11　Effect of HSYA on the mRNA content of Bax and Bcl-2 in 
OGD/ R-damaged HT22 cells（x±s，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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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凋亡的影响（x±s，n ＝ 3）
Fig 9　Effect of HSYA on the apoptosis of OGD/R damaged HT22 cells（x±s，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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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中 Bax、Bcl-2 和 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的影响（x±s，n ＝ 3）
Fig 10　Effect of HSYA on the expression of Bax，Bcl-2 and cleaved-caspase3 in OGD/R damaged HT22 cells（x±s，n ＝ 3）

注：与正常组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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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的凋亡率为 44.81%；HSYA 低、中、高给药组
可显著降低细胞凋亡率至26.23%、17.78%、8.67%
（P ＜ 0.01）。
3.9　HSYA 对 OGD/R 损伤 HT22 细胞中 Bax、Bcl-2
和 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的影响

　　如图 10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OGD/R 组
Bax/Bcl-2 和 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量显著增
加（P ＜ 0.01）。而相对于 OGD/R 组，经 HSYA
处理后，Bax/Bcl-2 和 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
量显著降低（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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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细胞坏死与细胞凋亡，缺血中心区域以细胞
坏死为主，而梗死灶周围缺血半暗带中细胞死亡
的一种主要形式则为细胞凋亡 [9]。脑缺血时有多
种 caspase 表达，caspase3 在缺血性神经元细胞
凋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0]。研究显示，缺血时
能量代谢出现障碍，线粒体跨膜电位消失，其通
透性转变孔（mPTP）开放，CytC 可与凋亡蛋白
酶活化因子 1（Apaf-1）形成凋亡体，激活下游
的 caspase 通路诱导细胞凋亡 [11]。另一方面，Bax
和 Bcl-2 是线粒体内源性途径凋亡过程中的关键
调节蛋白，Bax 和 Bcl-2 的比值升高可以进一步
诱导细胞发生凋亡 [12]。本研究结果显示缺血性卒
中发生过程中 Bax/Bcl-2、cleaved-caspase3 的蛋
白表达和 mRNA 含量都增强，而 HSYA 治疗可
以逆转这一趋势。CytC 释放至胞浆是线粒体介
导的细胞凋亡途径的关键步骤 [13]，ELISA 结果显
示 HSYA 抑制了 CytC 从线粒体到胞浆中的释放。
Hoechst 染色和 AV-PI 流式细胞术染色是检测细胞
凋亡的金指标，本研究结果表明，HSYA 各给药
组细胞凋亡率降低，表明 HSYA 抑制神经细胞凋
亡减轻 OGD/R 诱导的 HT22 细胞损伤。
　　氧化应激是指细胞或机体收到刺激后自由基
的产生和抗氧化防御严重失衡，从而引起的一系
列细胞毒性反应。缺血性卒中的主要发病机制包
括氧化应激在内的缺血级联反应，一般情况下，
SOD 和 GSH 等都具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除此
之外，ROS 是氧化应激中至关重要的调节因子，
在氧化应激和细胞生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14]。本研究结果表明，当缺血性卒中发生时
细胞内 NO、LDH、MDA 及 ROS 水平显著升高，
SOD 和 GSH 水平显著降低，而给予 HSYA 治疗
后，可以显著改善这一现象，提示 HSYA 可通过
抑制氧化应激减轻 OGD/R 诱导的 HT22 细胞损伤。
　　综上所述，HSYA 对 OGD/R 诱导的 HT22 细
胞具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抑制氧化
应激和神经元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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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通过调节 AhR和 Nrf2 通路对 HepG2 细胞中 
药物代谢酶 GSTP1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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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槲皮素对 HepG2 细胞中药物代谢酶谷胱甘肽 -S- 转移酶 P1（GSTP1）的影响

及其机制。方法　将 HepG2 细胞分为对照组、槲皮素组、Nrf2 抑制剂组、槲皮素＋ Nrf2 抑制剂

组、AhR 抑制剂组、槲皮素＋ AhR 抑制剂组，利用 q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Nrf2 及 AhR
通路相关标记物 NQO1、GSTP1 及 CYP1A1 的表达。同时检测不同浓度槲皮素处理 HepG2 细

胞的 Nrf2 核易位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槲皮素作用于 HepG2 细胞后，GSTP1、NQO1 和

CYP1A1 mRNA 及 NQO1、GSTP1 的蛋白表达均升高（P ＜ 0.01，P ＜ 0.001），但 CYP1A1 的蛋

白表达无显著变化。与槲皮素组相比，加 Nrf2 抑制剂后 GSTP1 和 NQO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

均显著下降（P ＜ 0.001），加 AhR 抑制剂后 GSTP1 和 CYP1A1 的 mRNA 和 GSTP1 蛋白表达均

下降（P ＜ 0.001），而 CYP1A1 的蛋白表达无显著变化，且槲皮素能促进 Nrf2 核易位。结论　

槲皮素可激活 HepG2 中的 Nrf2、AhR 信号通路进而促进 GSTP1 的表达，从 AhR 经典通路下游

CYP1A1 的表达来判断，槲皮素对 AhR 通路的激动作用较弱。

关键词：槲皮素；AhR；Nrf2；谷胱甘肽 -S- 转移酶 P1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08-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02

Effect of quercetin on drug metabolizing enzyme GSTP1 in HepG2 cells by 
regulating AhR and Nrf2 pathways

CHEN Qi1, LIU Ting-ting1, BAI Tu-ya1, 2, 3, ZHANG Meng-di1, 2, 3*, HU Yu-xia1, 2, 3, LI Jun1, 2, 3, CHANG 
Fu-hou1, 2, 3* (1. School of Pharmacy,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2. New Drug 
Safety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Hohhot  010110; 3. New Drug Screen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1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quercetin on drug metabolizing enzyme glutathi-
one-S-transferase P1 (GSTP1) in HepG2 cells and it mechanism. Methods  HepG2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 quercetin group, an Nrf2 inhibitor group, a quercetin ＋ Nrf2 inhibitor group, an AhR 
inhibitor group, and a quercetin ＋ AhR inhibitor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Nrf2 and AhR pathway related 
markers NQO1, GSTP1 and CYP1A1 were detect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rf2 was detected in HepG2 cells treated with quercetin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quercetin acted on HepG2 cells, the mRNA of GSTP1, NQO1 and CYP1A1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QO1 and GSTP1 increased, bu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YP1A1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quercetin group,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GSTP1 
and NQO1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adding Nrf2 inhibitor (P ＜ 0.001), an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GSTP1 and CYP1A1 mRNA were decreased after adding AhR inhibitor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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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代谢酶在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活动中发挥
重要功能，比如摄入的药物、食物等大部分物质
是通过药物代谢酶代谢后排出人体的，药物代
谢酶分为Ⅰ，Ⅱ和Ⅲ相 [1]。其中细胞色素 P450
（cytochrome P450，CYP）属于单氧酶的一类，
在许多药物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常见的Ⅰ相
酶（CYP1A1、CYP1A2 和 CYP1B1 等） 将 疏 水
化合物转化为亲水性发挥排毒过程；Ⅱ相酶，如
谷胱甘肽 -S- 转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s，
GSTS），NAD（P）H：醌氧化还原酶 -1 [NAD
（P）H：quinone oxidoreductase-1，NQO1]，
UDP- 葡糖醛阳糖基转移酶（UDP-glucuronosyl-
transferases，UGTS）和血红素氧酶 -1（heme oxy-
genase-1，HO-1），可以催化结合反应，使结合产
物灭活，并增加代谢产物的水溶性以利于排泄；
Ⅲ相酶系统由各种 ATP 结合（ATP-binding cas-
sette，ABC）转运蛋白家族组成，参与排除药物和
异生物质及其代谢物 [2]。代谢酶的不同活性状态
对抗肿瘤药物有效性的影响非常重要，明确代谢
酶在摄入药物或者食物后的状态是保证药物活性
的前提，本文欲探究天然植物中富含的槲皮素对
谷胱甘肽 -S- 转移酶 P1（glutathione-S-transferase 
P1，GSTP1）的具体影响及机制。
　　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
是一种配体依赖性转录因子，与芳烃核转运蛋白
（aryl hydrocarbon nuclear translocator，ARNT） 作
为核伴侣蛋白形成异二聚体后，调节几种药物代
谢酶的表达。这种 AhR/ARNT 复合物与二噁英或
异生物质反应元件（dioxin or xenobiotic responsive 
element，DRE/XRE）的特定 DNA 序列结合，导
致Ⅰ相酶和Ⅱ相酶的相邻基因的转录激活，以及
Ⅲ 期转运蛋白，如多药耐药蛋白及相关蛋白的激
活 [3]。研究表明，AhR 还调节核转录 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
的表达 [4]。细胞在受到氧化应激刺激后，Nrf2 逃
离 KELCH 样 ECH 关 联 蛋 白 1（kelch-like ECH-
associated protein 1，Keap1）介导的蛋白体降解并
转移至细胞核中。在细胞核中，Nrf2 与小 Maf 蛋
白形成异二聚体，复合物再与 ARE 结合并诱导

Nrf2 依赖性药物代谢基因，包括 NQO1、UGT 和
GST[5]。因此，AhR 通过 Nrf2 途径直接或间接调
节药物代谢酶的表达。
　　槲皮素（quercetin）为黄酮类化合物，具抗肿
瘤、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多种药理作用 [6]，抗
肝癌活性尤为显著，可以阻滞肝癌细胞周期，抑
制肝癌细胞生长，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7]。其
抗肿瘤和化学预防特性可能是由于不同机制，包
括自由基清除，改变信号转导通路，诱导凋亡，
抑制Ⅰ相酶对致癌物质的代谢和诱导Ⅱ相酶对致
癌物质解毒。其中槲皮素在不同类型细胞中均可
激活 Nrf2-ARE 信号通路 [8-9]。对 GSTP1 表达的影
响及对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
电亲物种的生物转化特别有益。但具体的抗肿瘤
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 [10]，同时槲皮素以 GSTP1
为靶点发挥抗肝癌的作用机制也未阐明。本研究
主要验证槲皮素影响 HepG2 细胞 GSTP1 表达及
分子机制，对今后槲皮素抗肝癌机制研究奠定理
论基础，为肝癌预防和诊治方面提供新思路。
1　材料
1.1　细胞与试药
　　 人 肝 癌 细 胞 株（HepG2）、 抗 体 AhR
（ab190797）、CYP1A1（ab235185）、Nrf2（ab62352）、
NQO1（ab80588）、GSTP1（ab138491）、β-actin 抗
体（英国 Abcam），RIPA 裂解液、BCA 蛋白定量试
剂盒（碧云天），总 RNA 提取试剂盒（TIANGEN），
AhR 抑制剂（CH-223191）、Nrf2 抑制剂（ML-385）、
槲皮素（B20527）（上海源叶有限公司），MTT、青
霉素、链霉素、胰酶、二甲基亚砜（DMSO）（美国
Sigma 公司），Nuclear Extraction Kit（美国 Thermo 公
司），Rever Tra Ace q PCR RT Kit、SYBR Green 试剂
盒（日本 TOYOBO 公司），RNA simple Total RNA Kit
（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DMEM 高糖培
养基（美国 Gibco 公司）。
1.2　仪器
　　倒置生物显微镜（BDS200，德国 Leica 公司），
垂直电泳仪（HE99X-15-1.5，美国 Hoefer 公司），
台式高性能离心机（ST16R，德国 Leica 公司），金
属浴（OSE-DB-01，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责任

bu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YP1A1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nd quercetin can promot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rf2. Conclusion  Quercetin can activate Nrf2 and AhR signaling pathways in HepG2 and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GSTP1. Judging from the expression of CYP1A1 downstream of AhR classical 
pathway, quercetin has a weak activation effect on AhR pathway. 
Key words:  quercetin; AhR; Nrf2;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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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次抗体培养 1 h，采用增强化学发光法检测
蛋白质，采用 Image J 软件统计相对灰度值。
2.6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25.0 软件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槲皮素对 GSTP1 表达的影响
　　不同浓度槲皮素对 HepG2 活力影响如图 1A 所
示，当浓度达到 80 μmol·L－ 1 时对细胞增殖有抑
制作用（P ＜ 0.01）。不同浓度的槲皮素对 GSTP1
的表达影响如图 1B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不同浓
度槲皮素组 GSTP1 mRNA 表达升高（P ＜ 0.001），
蛋白表达与基因水平结果一致，如图 1C、1D。根
据上述结果选取槲皮素 40 μmol·L－ 1 的剂量作为
后续研究分子机制的药物浓度。

图 1　槲皮素对 HepG2 活力及 GSTP1 表达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quercetin on the vitality of HepG2 cel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GST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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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槲皮素通过 Nrf2 对 GSTP1 的影响

公司），二氧化碳培养箱（Heraeus HERA cell 150i，
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多模式微孔板检测仪
（Multiskan Mk3，Perkin Elimer 公司），－ 80℃超低
温冰箱、荧光实时定量 PCR 仪（Thermo-Forma-702，
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超微量核酸蛋白测定仪
（ND2000C，Nanodrop 公司）。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
　　将人肝癌细胞系 HepG2 置于含 10% 胎牛血
清的 DMEM 培养液中，在 5% CO2、37℃恒温培
养箱中进行贴壁培养，待细胞增殖至对数期，用
胰蛋白酶进行消化，传代。
2.2　槲皮素对细胞活力影响
　　取 HepG2 细胞接种 96 孔板培养 24 h 后，不
同浓度槲皮素（20、40、80、160 μmol·L － 1）继
续培养 24 h，取出培养基后向细胞中加入含有 0.5 
mg·mL － 1 MTT 试剂，37℃孵育 4 h，吸出 MTT
加入 150 μL DMSO 震荡摇匀 10 min，570 nm 处测
量吸光度，计算细胞增殖率。
2.3　核蛋白提取
　　取 HepG2 细胞接种于 6 孔板，采取不同浓度
槲皮素（20、40、80、160 μmol·L － 1）处理后，
按照核蛋白提取试剂盒（ab78833）提取核蛋白。
2.4　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法检测 mRNA
表达
　　取 HepG2 细胞接种于 6 孔板，分为对照
组，槲皮素组（40 μmol·L － 1），Nrf2 抑制组（1 
μmol·L － 1），槲皮素＋ Nrf2 抑制组，观察槲皮
素通过 Nrf2 对 GSTP1 的影响。另将细胞分为对
照组，槲皮素组（40 μmol·L － 1），AhR 抑制组
（1 μmol·L － 1），槲皮素＋ AhR 抑制组，观察
槲皮素通过 AhR 对 GSTP1 的影响。收集各组细
胞，按照 TRIzol 说明书裂解细胞，使用氯仿提
取总 RNA，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RNA 样品的
OD260/OD280 值，并进行定量。反转录引物见表 1，
扩增条件为：94℃ 5 min，92℃ 30 s，62℃ 30 s，
74℃ 1 min，32 个循环。反应结束后，PCR 仪器
自动生成标准曲线和扩增曲线，所得结果直接在
荧光定量操作系统中进行比较分析，目标基因的
相对定量用 2 － ΔΔCT 计算。
2.5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
　　收集药物作用后细胞，离心和裂解收集后用
BCA 方法测定蛋白浓度。取等量的蛋白质，SDS-
PAGE 凝胶电泳分离蛋白，湿转法将蛋白条带印
迹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封闭缓冲液中培养，相应
一抗在 4℃的封闭缓冲液中孵育过夜，室温下进

表 1　基因引物序列信息 
Tab 1　Gene primer sequence information

基因 引物序列（5'—3'）

GSTP1 Forward primer 5'-TTGGGCTCTATGGGAAGGAC-3'

Reverse primer 5'-GGGAGATGTATTTGCAGCGGA-3'

AhR Forward primer 5'-CTTAGGCTCAGCGTCAGTTAC-3'

Reverse primer 5'-CGTTTCTTTCAGTAGGGGAGGAT-3'

CYP1A1 Forward primer 5'-ACATGCTGACCCTGGGAAAG-3'

Reverse primer 5'-GGTGTGGAGCCAATTCGGAT-3'

Nrf2 Forward primer 5'-TCCAGTCAGAAACCAGTGGAT-3'

Reverse primer 5'-GAATGTCTGCGCCAAAAGCTG-3'

NQO1 Forward primer 5'-CCACGCAGAGACGACATCAT-3'

Reverse primer 5'-TCAGATTCGACCACCTCCCA-3'
β-actin Forward primer 5'-TTAGCACCCCTGGCCAAG-3'

Reverse primer 5'-CTTACTCCTTGGAGGCCA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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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槲皮素通过 Nrf2 对 GSTP1 的影响如图 2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槲皮素组 Nrf2、NQO1、
GSTP1 的 mRNA 表达升高（P ＜ 0.001），Nrf2 抑
制剂组 Nrf2、NQO1、GSTP1 的 mRNA 表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Nrf2 属于核转录因子，单独添加

抑制剂并不影响 Nrf2 表达。与槲皮素组相比，槲
皮素＋ Nrf2 抑制剂组 Nrf2、NQO1、GSTP1 的
mRNA 表达下降（P ＜ 0.001）。蛋白表达与基因
水平结果一致，说明槲皮素可以通过 Nrf2 激活
GSTP1 的表达。

图 2　槲皮素通过 Nrf2 对 GSTP1 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quercetin on the expression of GSTP1 gene and protein via Nrf2

注：与槲皮素组比较，***P ＜ 0.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quercetin group，***P ＜ 0.001. 

3.3　槲皮素对 Nrf2 核易位影响
　　如图 3 所示，随着槲皮素浓度的升高，Nrf2
从胞浆转移到细胞核增多，说明槲皮素可以促进
Nrf2 核转录活性，通过 Nrf2 直接影响 GSTP1 的
表达。

图 3　不同浓度槲皮素对 Nrf2 核易位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quercetin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Nrf2 nuclear 
translocation

3.4　槲皮素通过 AhR 对 GSTP1 的影响
　　槲皮素通过 AhR 对 GSTP1 的影响如图 4 所
示。与对照组相比，槲皮素组的 AhR、CYP1A1、
GSTP1 mRNA 表达升高（P ＜ 0.01，P ＜ 0.001），
AhR 抑制剂组 AhR、CYP1A1、GSTP1 mRNA 表
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于 AhR 为芳香烃受体，
属于受体蛋白，单独添加抑制剂不会影响 AhR
及下游 CYP1A1、GSTP1 的表达。与槲皮素组
相比，槲皮素＋ AhR 抑制剂组 AhR、CYP1A1、
GSTP1 mRNA 表达降低（P ＜ 0.01，P ＜ 0.001）。
表明槲皮素可以通过激动 AhR 信号通路进而影响
GSTP1 mRNA 的表达。AhR 与 GSTP1 蛋白表达

与基因水平一致。而 CYP1A1 在蛋白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可能因为槲皮素作为 AhR 低亲和力
配体低浓度时仅促进下游 mRNA 转录水平，在翻
译过程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 CYP1A1 蛋
白表达无明显变化（见图 4）。
4　结论
　　天然植物富含抗氧化和抗肿瘤的活性，大多
与类黄酮的含量相关，此类物质可以调节药物代
谢酶活性 [11]，故明确类黄酮对代谢酶的影响是研
究黄酮类物质抗肿瘤机制必不可少的过程。本研
究主要探讨了槲皮素对 GSTP1 代谢酶的调节作
用，首先给予安全剂量范围的槲皮素，GSTP1 以
及 AhR 下游 CYP1A1 均有所上调（P ＜ 0.01），
阻断 AhR 后则下调（P ＜ 0.01），证明了槲皮素
可以通过 AhR 信号通路影响 GSTP1 的表达；同
时还通过核转录实验证明槲皮素可以通过 Nrf2
直接影响 GSTP1 的表达，同样 Nrf2 相关信号通
路标记物 NQO1 在给予槲皮素刺激后表达上调
（P ＜ 0.01），给予 Nrf2 阻断剂后 GSTP1 表达下
降（P ＜ 0.01）。这些结果均证明槲皮素可通过
AhR 及 Nrf2 信号通路激动 GSTP1 的表达。
　　目前 GSTs 被分为 7 个亚型，分别为 alpha
（α）、pi（π）、mu（μ）、theta（θ）、omega（ω）、
sigma（σ）和 zeta[12]，这些同工酶参与了通过谷胱
甘肽结合的外源性药物的Ⅱ期解毒反应 [13-1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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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槲皮素通过 AhR 对 GSTP1 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quercetin on the expression of GSTP1 gene and protein via AhR 
注：与槲皮素组比较，**P ＜ 0.01，***P ＜ 0.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quercetin group，**P ＜ 0.01，***P ＜ 0.001. 

在致癌物解毒和抗肿瘤药物代谢过程中起到重要
作用。它们可以通过结合活性化合物或药物直接
影响过度氧化或烷基化药物的理化性质 [15]。同
时 GST 酶在化疗药物的解毒中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 [16]。有些药物（如环磷酰胺）需要代谢酶转化
为强效烷化剂才能发挥细胞毒性作用，但同时需
要代谢酶转化为易排泄的复合物才可以消除毒副
作用 [17]。此外 GST 的多态性与氟尿嘧啶和铂为基
础的化疗化合物药效相关 [18-19]，因此 GST 家族成
员在保证药效及排泄解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GSTP1 是 GST 家族中研究最多的成员 [20]。
GSTP1 基因位于染色体 11q13 上，由 9 个外显
子组成，长度为 3.2 kb。GSTP1 具有广泛的生理
功能：参与代谢、解毒和消除潜在基因毒性异物
复合物，代谢多种致癌化合物，保护细胞免受
DNA 损伤和癌变。体现在细胞中的功能包括亲电
化合物的催化和脱氧、氧化应激调节、细胞信号
传导 [21-22]。GSTP1 能有效地保护细胞免受致癌物
和亲电化合物的伤害 [23-24]。在前列腺癌中普遍存
在的 GSTP1 的表观遗传沉默机制导致细胞长期
氧化损伤后的存活率改变，表明 GSTP1 具有保
护和抗肿瘤功能 [25]。GSTP1 还能缩短 As2O3 在细
胞中的滞留时间。GSTP1 的分解代谢功能降低了
细胞中 As2O3 的含量，从而阻断 As2O3 诱导的细
胞凋亡 [26]。此外，GSTP1 还参与了烟草中致癌物
的消除过程，且在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中都发挥着
清除有毒物质的作用 [27]。GSTP1 还参与保护细胞
免受氧化剂诱导的 DNA 损伤 [28]，阻止脂多糖诱
导的促炎因子过度产生，并具有抗炎作用 [29]。总
之，GSTP1 作为一种药物代谢酶，在解毒、抗氧

化及维持抗肿瘤药物的活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机体需要保持一定含量及稳态的 GSTP1 以维持
机体的健康运转。
　　本研究分析表明，槲皮素可以激动 HepG2 细
胞中 GSTP1 的表达，其通过激动 AhR 及 Nrf2 信
号通路进而改变 GSTP1 的表达，这可以从 AhR
的下游 CYP1A1 的表达被槲皮素激活所证实，
Nrf2 的下游 NQO1 同样被槲皮素激动，虽然激活
能力不一致，但对照已发表的研究表明，槲皮素
产生的对抗氧化应激的保护趋势一致 [30-32]。总之，
槲皮素可以激活 HepG2 细胞中的 AhR 和 Nrf2
信号通路，并且通过 AhR 和 Nrf2 信号通路调节
GSTP1 的表达，这对理解槲皮素通过调节肝药酶
的活性进而发挥解毒抗氧化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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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茎叶 -桑白皮配伍对脂多糖致急性肺炎 
大鼠 TRPV1 信号蛋白的影响

赵博，段广靖，屈新亮，卫培峰，王斌，李敏*（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目的　探究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对脂多糖（LPS）致急性肺炎大鼠模型的保护作用及

TRPV1 信号蛋白的影响。方法　将 60 只健康 SPF 级 4 ～ 6 周龄雄性大鼠依体质量随机分 6 组：

空白组，模型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阳性组（85 mg·kg－ 1），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高、中、

低剂量（16、8、4 g·kg－ 1）组，每组 10 只，灌胃 10 d，1 次·d－ 1，空白组与模型组灌胃生理盐

水（10 mL·kg－ 1）。末次给药 2 h 后，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均于大鼠尾静脉注射 LPS（6 mg·kg－ 1）

建立急性肺炎模型，造模 6 h 后麻醉、取材，计算大鼠右肺组织的湿 / 干质量（W/D）比值；测

定大鼠肺泡灌洗液（BALF）中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ELISA 法检测 BALF 和血清中 IL-1β、

TNF-α 炎症因子水平；HE 染色观察肺组织病变程度；RT-PCR 法分析大鼠肺组织 TRPV1 基因表达

量；Western blot 检测肺组织中 TRPV1 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相较空白组，模型组 BALF 中蛋白含

量与中性粒细胞数，BALF 和血清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含量及肺组织中 TRPV1 基因显著升高

（P ＜ 0.01）。不同剂量的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对 LPS 诱导的急性肺炎大鼠具有保护作用，可不

同程度降低 BALF 中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改善 BALF 和血清中 IL-1β、TNF-α 水平和肺组织

损伤程度，减少肺组织中 TRPV1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结论　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对 LPS 致急性

肺炎大鼠具有保护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机体炎性因子产生和下调 TRPV1 信号蛋白有关。

关键词：黄芩茎叶；配伍；桑白皮；脂多糖；急性肺炎；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14-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03

Effect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bined with Morus alba on TRPV1 
signaling protein in rats with acute pneumonia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ZHAO Bo, DUAN Guang-jing, QU Xin-liang, WEI Pei-feng, WANG Bin, LI Min* (College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bined with Morus alba on TRPV1 signaling protein in rats with acute pneumonia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LPS). Methods  Totally 60 healthy SPF male rats aged 4 ～ 6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according to body weight: a blank group, a model group, an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potassium tablets positive group (85 mg·kg － 1), and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bined with Morus alba high-dose, medium-dose and low-dose groups (16, 8, and 4 
g·kg － 1). The rats were intragastrically gavaged for 10 days, once daily. The blank group and the 
model group were given intragastric saline (10 mL·kg － 1). Two hours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ll groups except the blank group were injected LPS (6 mg·kg － 1) via the tail vein of rats to establish 
the acute pneumonia models, and anesthetized. The samples were obtained 6 hours after modeling. The 
wet/dry weight (W/D) ratio of the right lung tissue of the rats was calculated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neutrophils in the rat (BALF) were determined. The IL-1β and TNF-α  in the BALF 
and the serum were detected by ELISA. HE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degree of lung tissue 
lesions, RT-PCR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TRPV1 gene in the rat lung tissue, and Western bl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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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肺炎（acute pneumonia）是婴幼儿多发
的呼吸系统疾病，具有致病因素复杂、发病迅速、
治疗难度大和易引起机体呼吸功能衰竭等特点。
急性肺炎与感染后难以控制的炎症反应关系密切，
预后极差，病理表现为肺组织炎症、氧化损伤和
细胞凋亡等，病死率高，占发病率半数以上，可
发展为重症肺炎，严重威胁患儿生命安全 [1]。目
前，国内外临床上治疗急性肺炎还是以抗菌药物
和激素为主，而长期滥用上述药物会产生耐药性，
治疗效果降低，且会产生不良反应 [2]。因此，研
究出安全系数高、不良反应少及临床疗效显著的
药物是临床治疗的迫切需求。
　　中医药在急性肺炎治疗方面优势突出、疗
效确切。炎症反应在急性肺炎的治疗中备受重
视，近年来有研究证实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TRPV1）
受体通道激活是诱发炎症导致疼痛、咳嗽敏感
性增高的重要机制之一 [3]。本研究从急性肺炎的
证型出发，基于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
想，选用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来考察对脂多糖
（LPS）致急性肺炎大鼠的抗炎作用、量效关系和
对 TRPV1 热敏感蛋白的影响。
　　黄芩茎叶味苦、性寒，主要成分为黄酮类，
具有较好的抗炎、抗菌、抗病毒和解热镇痛的药
理作用；桑白皮味甘、性寒，具有宣肺平喘、利
水消肿和止痛的功效，临床上常以两者配伍来增
强黄芩清肺、泻肺和平喘止咳的功效，用于肺热
壅盛、气逆咳喘、咯痰黄稠等症。现代药物研究
采用傅里叶中红外光谱法、粉末 X 射线衍射等方
法对比了黄芩茎叶和桑白皮配伍前后主要药效物
质黄芩苷和双香豆素的含量变化，并结合黄芩苷、
双香豆素及两者结合物的溶解曲线，说明通过等

比例混煎的方式，黄芩苷和双香豆素可实现更高
效地提取，药效能够充分发挥，阐述了两者配伍
的合理性 [4]。目前尚无关于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
伍治疗急性肺炎的研究报道，故本研究选用已经
成熟且易复制的 LPS 诱导建立大鼠急性肺炎模
型，探究不同剂量组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对大
鼠急性肺炎的保护作用的可行性、量效关系和作
用机制，为临床急性肺炎提供新的治疗方案和理
论依据。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健康 SPF 级 SD 雄性大鼠 60 只，4 ～ 6 周龄，
雄性，体质量（130±20）g [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
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川）2020-030]。
1.2　试药
　　黄芩茎叶、桑白皮（亳州市京皖中药饮片
厂，批号：201102，经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
教研室王继涛教授鉴定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黄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的干燥茎叶和桑科
植物桑 Morus alba L. 的干燥根皮）。LPS（美国
Sigma 公司，批号：078M4040V）；肿瘤坏死因
子（TNF-α）试剂盒（批号：20210215）、白介素
1β（IL-1β）试剂盒（批号：20210114）（上海酶联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RPV1 抗体（武汉博士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CX0125）；BCA 蛋白
浓度测定试剂盒（批号：WB0123）、ECL 超敏发
光试剂盒（批号：WB0164）、SDS-PAGE 凝胶配
置试剂盒（批号：WB0130）、一抗稀释液（批号：
WB0158）、二抗稀释液（批号：WB0159）（上海
威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仪器
　　ELX808 全自动酶标仪、电泳仪和转膜仪（美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RPV1 protein in the lung tissu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 the protein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neutrophils in the BALF, IL-1β and TNF-α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BALF and the serum, and TRPV1 gene in the lung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P ＜ 0.01). Different doses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bined with 
Morus alba had a protective effect on rats with LPS-induced acute pneumonia. The protein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neutrophils in the BALF were reduced at various degrees, the levels of IL-1β and 
TNF-α  in the BALF and the serum, and the degree of lung tissue damage were improved, and the 
gene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TRPV1 in the lung tissue were reduced. Conclusion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bined with Morus alba has protective effect on rats with acute pneumonia 
induced by LPS,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duc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down-regulation of TRPV1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stem-leaf; compatibility; Morus alba; lipopolysaccharide; acute 
pneumonia;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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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Bio-Tek 公司）；高速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
学仪器厂，型号：TGL-16B）；小型垂直电泳槽
（Bio-Rad 伯乐公司，型号：165-8001）；电子分析
天平（日本岛津公司，型号：TE124S）；FRESCO 
21 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BX51 光学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
司）；全波长酶标仪（ThermoFisher 公司，型号：
Mutiskan GO）；荧光定量 PCR 仪（Roche 公司，
型号：Roche480II）；组织匀浆机（北京鼎昊源公
司，型号：TL-1010S）。
2　方法
2.1　药物制备
　　称取干燥黄芩茎叶、桑白皮各 50 g，混匀后
加入 1000 mL 纯净水浸泡 30 min，武火加热沸
腾后，文火煎煮 40 min，过滤后再加 800 mL 纯
净水文火煎煮 30 min，合并两次滤液，旋转蒸发
仪 70℃浓缩至 100 mL，过滤，制成含生药量 1 
g·mL － 1 的浓缩液，4℃冷藏备用 [5]。
2.2　分组、给药及造模
　　大鼠适应性饲养4 d [ 饲养环境室温（24±2）℃，
自由摄食和饮水，相对湿度 40% ～ 50%，昼夜交
替 ] 后，按体质量随机分为 6 组：空白组，模型组，
阳性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85 mg·kg － 1），
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高、中、低剂量组（16、8、4 
g·kg － 1，给药浓度 1 g·mL － 1），每组 10 只。空
白组和模型组灌胃生理盐水（10 mL·kg－ 1），连续
灌胃 10 d，1 次·d－ 1。末次给药 2 h 后，除空白组
外其余各组均于大鼠尾静脉注射 LPS（6 mg·kg－ 1）
建立急性肺炎模型 [6]。
2.3　动物处理
　　造模 6 h 后采用乙醚麻醉，仰卧位固定大鼠，
分离腹主动脉取血，3000 r·min － 1 离心 15 min
后，用移液枪吸取血清于－ 20℃冷藏保存；剪
开颈部暴露气管，剪开胸腔用止血钳夹住右主支
气管，用 5 mL 注射器吸取 3 mL 磷酸盐缓冲液
（PBS）进行左支气管肺泡灌洗，灌洗两次，每次
停留 30 s，合并两次肺泡灌洗液（BALF），3000 
r·min － 1 离心 10 min 后分离上清液和沉淀物待
测；灌洗结束后，断离右肺，计算湿 / 干质量比
值；采集大鼠肺组织进行后续检测。
2.4　大鼠右肺组织湿 / 干质量（W/D）比值测定
　　将断离的右肺清除表面粘连组织，用生理盐
水漂洗，滤纸吸干肺表面液体，称湿质量，后置
于 60℃烘箱 72 h 至恒重，取出称干质量，计算
湿 / 干质量（W/D）比值，判断肺组织水肿程度。
2.5　大鼠 BALF 中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测定
　　将 BALF 离心后，分离上清液并取 0.5 mL，

按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进行蛋
白含量测定；沉淀物用生理盐水稀释至3 mL，4℃ 
1500 r·min － 1 离心 10 min，用移液枪吸取 45 μL
细胞悬浮液于涂片上固定，干燥后瑞氏染色 [7]，
置 200 倍倒置显微镜下进行中性粒细胞计数。
2.6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法测定 BALF 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水平
　　取离心后的 BALF 上清液，用 ELISA 法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步骤进行 IL-1β、TNF-α 含量的
测定。
2.7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 IL-1β、TNF-α 炎症因
子水平
　　取离心后的血清，用 ELISA 法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操作步骤进行 IL-1β、TNF-α 含量的测定。
2.8　肺组织病理半定量分析
　　大鼠剪开胸腔，取肺组织，于 4% 多聚甲
醛中固定 48 h，脱水，石蜡包埋，切片（片厚 4 
μm），经 HE 染色，中性树胶封片后在光学显微
镜下观察肺组织周围炎症细胞浸润状况、腔内有
无渗出物和肺间质炎症等病理改变。参考文献 [8]

的肺组织评分指标（肺泡充血程度、出血、肺间
质中性粒细胞浸润、肺泡细胞壁增厚）进行评分
（0 分：极轻度损伤；1 分：轻度损伤；2 分：中
度损伤；3：重度损伤；4 分：严重损伤）。将 4
项指标的 5 个等级得分加和作为总分。由 3 名病
理科医师分别对每组肺组织损伤程度进行评分，
取其平均值。
2.9　RT-PCR 法检测肺组织中 TRPV1 的 mRNA
表达水平
　　加入 1 mL Trizol 试剂提取大鼠肺组织总
RNA，反转录进行 cDNA 合成，以β-actin 为内
参，检测大鼠 TRPV1 的 mRNA 表达水平。引
物由 NCBI Primer-blast 公司设计，苏州金唯智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TRPV1 上
游：5'-AGCGAGTTCAAAGACCCAGA-3'， 下 游：
5'-GTGTCATTCTGCCCATTGTG-3'；β-actin 上游：
5'-CTAAGGCCAACCGTGAAAAG-3'，下游：5'-TA-
CATGGCTGGGGTGTTGA-3'；反应条件：95℃预变
性 2 min；95℃变性 5 s，60℃退火 10 s，共 45 个
循环。扩增完毕后进行溶解曲线分析，按 2－△△ Ct

法计算 TRPV1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2.10　Western blot 法检测肺组织中 TRPV1 的蛋
白表达
　　取大鼠肺组织加入 RIPA 组织裂解液，充分
研磨制备匀浆后（12 000 r·min－ 1，4℃）离心 5 
min，分离上清液，按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说明书操作步骤测定蛋白含量。配制 10% 分离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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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L 和 5% 浓缩胶 5 mL，上样后进行 SDS 聚丙
烯酰胺凝胶电泳，先用 70 V 恒压电泳，约 30 min
后当指示剂溴酚蓝进入分离胶后改用 90 V 恒压电
泳。电泳结束后，将电泳仪置于冰水条件下 200 
mA 恒流转膜 70 min，将蛋白转至 PVDF 膜上，放
入 5% BSA 室温封闭 2 h，TBST 润洗 3 次后，与
一抗结合，4℃孵育过夜，洗膜，加入二抗室温孵
育 2 h，洗膜后采用增强型 ECL 化学发光法显色，
扫描灰度值，计算 TRPV1 蛋白相对表达量。
2.11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4.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实
验数据以 x±s 表示，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组间比较检验，LSD 法进行检验后多重比较，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大鼠右肺组织 W/D 比值的影响
　　结果如表 1 所示，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大
鼠的右肺组织 W/D 比值显著升高（P ＜ 0.01），
表明急性肺炎造模成功，肺水肿程度加剧。与模
型组相比，阳性组 W/D 显著性降低（P ＜ 0.01），
预给药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不同剂量组能不同
程度改善肺水肿状态，其中高、中剂量组降低更
为明显（P ＜ 0.01），且表现出对急性肺炎的保护
作用呈剂量依赖性关系。

表 1　大鼠右肺组织的 W/D比值 (n ＝ 10，x±s) 
Tab 1　W/D value of the right lung tissue in rats (n ＝ 10，x±s)

组别 W/D

空白组 3.12±0.13

模型组 4.96±0.17##

阳性组 3.52±0.09**

配伍高剂量组 3.83±0.35**

配伍中剂量组 4.35±0.23**

配伍低剂量组 4.56±0.16*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2　对大鼠 BALF 中蛋白含量与中性粒细胞数的
影响
　　结果见表 2，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大鼠静脉
注射 LPS 后 BALF 中的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
显著增加（P ＜ 0.01），表现出急性炎症反应，说
明造模理想；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能显著降低
BALF 中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P ＜ 0.01），
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各剂量组均能不同程度降低
BALF 中的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其中高、中
剂量组效果显著（P ＜ 0.01 或 P ＜ 0.05）。

表 2　BALF中蛋白含量和中性粒细胞数 (n ＝ 10，x±s) 
Tab 2　Protein content and neutrophil count in BALF (n ＝ 10，x±s)

组别
中性粒细胞 / 

（×106·mL－ 1）

蛋白含量 /
（g·L－ 1）

空白组   5.16±1.35   8.32±0.67

模型组 39.26±7.13## 32.29±3.25##

阳性组 20.03±5.26** 18.05±2.17**

配伍高剂量组 23.47±4.70** 22.30±1.39**

配伍中剂量组 28.47±6.19** 26.25±3.62*

配伍低剂量组 34.12±4.26* 30.13±2.83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3　对 BALF 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
　　如表3所示，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BALF 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含量显著增加（P ＜ 0.01）。
与模型组相比，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各剂量组
TNF-α 含量均不同程度降低（P ＜ 0.01），黄芩
茎叶配伍高、中剂量组 IL-1β 含量显著降低，且
表现出对急性肺炎的保护作用呈剂量依赖性关
系；阳性组 IL-1β、TNF-α 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降低
（P ＜ 0.01）。

表 3　BALF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水平 (n ＝ 10，x±s) 
Tab 3　IL-1β and TNF-α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BALF (n ＝ 10，x±s)

组别 IL-1β/（pg·mL － 1） TNF-α/（pg·mL － 1）

空白组 32.72±2.61 150.56±16.23

模型组 47.58±0.71## 315.02±22.52##

阳性组 37.47±0.40** 192.34±9.40**

配伍高剂量组 37.45±1.40** 206.46±21.88**

配伍中剂量组 44.13±1.69* 226.13±21.51**

配伍低剂量组 46.60±1.33 251.82±38.22*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1.

3.4　对血清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含量的影响
　　如表 4 所示，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血清中 IL-
1β、TNF-α 炎症因子含量显著升高（P ＜ 0.01）；与
模型组相比，阳性组和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高、
中剂量组 IL-1β 和 TNF-α 含量显著降低（P ＜ 0.01）。
3.5　肺组织病理变化
　　空白组大鼠肺组织结构完整，肺泡腔清晰可
见，无炎性细胞渗出和肺泡壁增厚等病理变化。
相较于空白组，LPS 诱导的急性肺炎模型组大鼠
肺泡腔结构不清晰，腔内有大量红细胞、中性粒
细胞渗出、肺间质水肿明显和肺泡壁明显增厚等
病理学变化。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明显改善肺



18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组织病变程度，中性粒细胞等炎性细胞渗出减少、
肺间质水肿明显减轻。预给药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
伍各剂量组对大鼠肺组织的病理损伤均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高剂量组肺泡腔结构清晰、腔内基本
无红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渗出，肺泡间质水肿、增
生明显改善；中剂量组对肺组织损伤有改善作用，
肺组织结构完整，腔内无红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渗
出，肺泡间质水肿减轻；低剂量组肺组织肺泡腔
中可见少许中性粒细胞和红细胞渗出，肺间质水
肿、增生略有减轻 [9]。肺组织病理变化见图 1，各
组肺组织病理半定量评分见图 2。

图 1　大鼠肺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HE，×400）
Fig 1　Patho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lung tissue of rats（HE，

×400）

3.6　大鼠肺组织 TRPV1 mRNA 表达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与空白组相比，LPS 致急性肺
炎模型组大鼠肺组织中 TRPV1 mRNA 的含量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与模型组相比，
阳性组肺组织中的 TRPV1 mRNA 表达受到抑制，
各剂量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给药组大鼠肺组织
TRPV1 mRNA 表达不同程度得到抑制，含量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和 P ＜ 0.05）。
3.7　大鼠肺组织中 TRPV1 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如图4所示，相较于空白组，LPS 致急性肺炎大

鼠肺组织中 TRPV1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 ＜ 0.01）。
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能显著降低 TRPV1 蛋白的表
达（P ＜ 0.01），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各剂量组均
能不同程度抑制 TRPV1 的表达，其中高、中剂量组
降低 TRPV1 蛋白具有显著性（P ＜ 0.01）。

图 4　大鼠肺组织中 TRPV1 的蛋白表达

Fig 4　Protein expression of TRPV1 in the lung tissue of rats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图 2　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评分

Fig 2　Pathological scores of lung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

图 3　大鼠肺组织中 TRPV1 mRNA 表达的影响

Fig 3　TRPV1 mRNA expression in the lung tissue of rats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表 4　血清中 IL-1β、TNF-α 炎症因子水平 (n ＝ 10，x±s) 
Tab 4　IL-1β and TNF-α inflammation factor levels in the serum 

(n ＝ 10，x±s)

组别 IL-1β/（pg·mL － 1） TNF-α/（pg·mL － 1）

空白组 16.99±2.42 244.37±8.07
模型组 45.64±1.81## 335.11±17.66##

阳性组 28.15±3.96** 267.65±5.04**

配伍高剂量组 32.28±0.51** 270.69±2.22**

配伍中剂量组 37.46±3.59** 295.56±6.01**

配伍低剂量组 42.58±3.48 317.38±25.33

注：与空白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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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急性肺炎是小儿时期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疾病，
治疗不及时转为重症肺炎在婴幼儿死亡中占有很大
比例。LPS 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用
LPS 尾静脉注射诱导建立的急性肺炎大鼠模型能够
诱发机体炎性细胞浸润、炎性因子释放和肺组织正
常生理结构改变等病理变化，引起肺组织急性炎症
损伤。研究表明 IL-1β、TNF-α 炎性因子是巨噬细胞
活化的生物标志物，作为急性炎症反应过程中的重
要因子，在 LPS 诱导的急性肺炎发病机制中起着重
要作用 [10]。IL-1β 是一种关键的促炎细胞因子，广
泛参与自身免疫性炎症反应和多种细胞活动，在病
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感染的患者体内含量激增，
可以促进β 防御素 -4 的生成，是炎症和宿主对感染
反应最重要的介质之一 [11]；TNF-α 是一种多向性的
促炎细胞因子，主要由巨噬细胞、NK 细胞和 T 细
胞产生，参与局部炎症并通过 TNFR1 和 TNFR2 两
种受体传递信号 [12]。临床上包括糖皮质激素在内的
多种治疗手段对于急性肺炎的治疗中都未能显现出
较强优势，从而凸显了确定新的药物靶点和开发新
的治疗药物的必要性 [13]。TRPV1 是瞬时受体电位家
族（TRP）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呼吸系统的下气道、
肺实质和气道上皮细胞间隙或气道黏膜基底均有分
布，外源性刺激因素和内源性炎症因子可直接或间
接导致 TRPV1 的激活 [14]。研究还表明 TRPV1 激活
是急性肺炎临床表现的关键调节因子，抑制 TRPV1
蛋白有助于控制大鼠急性肺炎的发病进程 [15]。现代
研究证实，TRPV1 蛋白在急性炎症中的保护作用
机制可能涉及多条通路，在介导炎症性热敏感中发
挥核心作用 [16]。目前广泛认同的机制有两种：一是
TRPV1 激活后可能直接作用于炎性介质，TRPV1 基
因敲除会使炎性反应失控 [17]；二是 TRPV1 的激活
会促进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和 P 物质等与
炎症反应相关的神经肽的释放，而炎症反应的持续
是由神经递质介导释放的，从而起到抑制炎症的作
用 [18]。急性肺炎模型中存在 TRPV1 的激活，这一
假说在实验中也得到证实。近些年研究证实 TRPV1
蛋白中的 Ser-502 和 Ser-800 是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特异性磷酸化位点 [19]，PKC 对
TRPV1 的特异性磷酸化表现在既能促进辣椒素引起
的反应，也能降低炎症热刺激导致 TRPV1 激活的阈
值 [20]。实验中尾静脉注射 LPS 后，肺组织易受炎症
损伤产生促炎细胞因子 IL-1β 通过 G 蛋白偶联受体
引发细胞内级联反应，激活 PKC 进而使 Ser-800 特
异性磷酸化，磷酸化后的 TRPV1 受体被激活，细
胞 Ca2 ＋内流产生去极化进而导致炎性反应引起的热
痛觉过敏 [21]。为进一步研究 TRPV1 对 LPS 诱导的

急性肺炎大鼠炎症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方式，本文采
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从基因和蛋白层面检
测了各组大鼠肺组织中的 TRPV1 mRNA 相对表达
量和 TRPV1 蛋白表达的变化。结果显示正常组大鼠
肺组织中的 TRPV1 mRNA 和蛋白表达不明显，表
明 TRPV1 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不参与机体炎性反应
调节。LPS 致急性肺炎引起肺组织中 TRPV1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显著升高，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各
剂量组能不同程度抑制 TRPV1 信号通道，使神经
元所受刺激信号减少，进而使 TRPV1 mRNA 和蛋
白表达量减少 [22]。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黄芩茎叶 - 桑
白皮配伍可以降低 BALF 和血清中促炎因子 IL-1β、
TNF-α 的水平，减少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数等炎
性细胞数量，这有力表明了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
对急性肺炎具有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TRPV1 通过调节促炎因子的表
达，在急性肺炎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此
外，课题组还发现黄芩茎叶 - 桑白皮配伍可通
过抑制 TRPV1 对 LPS 诱导的急性肺炎具有保护
作用。在下一步研究中，将通过对急性肺炎中
TRPV1 调控的下游分子进行鉴定 [23]，会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 TRPV1 调控急性炎症反应的准确机
制，抑制 TRPV1 或下游重要靶点将会为急性肺
炎提供新的、有效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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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芍药苷的甘草次酸修饰脂质聚合物杂化纳米粒的 
理化性质表征及体外靶向性评价

刘琪琪1，2，王春柳1*，周洁1，2，宗时宇1，刘洋1，张红1，李晔1*（1.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　

710003；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目的　制备载芍药苷的甘草次酸修饰的脂质聚合物杂化纳米粒（GA-LPHNPs-Pae），对

其理化性质进行表征并评价体外靶向性。方法　采用两步法制备 GA-LPHNPs-Pae，进行外观、

粒径与分布、电位、包封率、释放度、红外分析及 HepG2 细胞摄取靶向定性评价。结果　所制

备的 GA-LPHNPs-Pae 外观圆整、分布均匀；粒径、多分散指数和 Zeta 电位分别为（96.98±0.39）
nm、（0.104±0.005）、（－ 13.10±0.26）mV；红外分析可见甘草次酸特征峰；葡聚糖凝胶柱

法测得包封率在 41.6% ～ 52.3%；24 h 内释放速度先快后慢，2 ～ 12 h 内释放速度显著下降，

曲线平缓，12 h 后释放缓慢。以 FITC 作为荧光探针，以 50 μg·mL － 1 浓度 NPs-Pae 和 GA-
LPHNPs-Pae 分散液与 HepG2 细胞共孵育，在 2 h 时，HepG2 细胞摄取 GA-LPHNPs-Pae 明显优

于未修饰的 NPs-Pae。结论　本文所制备的 GA-LPHNPs-Pae 外观圆整、分布均匀，对水溶性成

分芍药苷包封良好，体外释放缓慢，初步验证对 HepG2 细胞具有靶向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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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脏疾病如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肝纤维化、
肝硬化、肝癌等在我国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统计，在中国有超过 20% 的人群受到肝脏疾病
的困扰，尤其是乙肝、丙肝、肝硬化、肝癌、酒
精性肝病和药物性肝损伤等。开展肝靶向给药系
统研究，将药物定位、聚集于肝脏病变部位一直
是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关注点。甘草次酸（GA）为
甘草的主要有效成分，大量研究表明，肝细胞膜
上有大量与 GA 相结合的位点，是天然的肝靶向
递药系统的修饰分子 [1-2]。
　　脂质 - 聚合物杂化纳米粒（LPHNPs）是一类
基于脂质体和聚合物纳米粒发展的新型载药系统，
在靶向给药方面优势独特 [3-6]，其核壳结构兼具聚
合物纳米粒的刚性与磷脂结构的柔性，且易于修
饰，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芍药苷（Pae）是中药
芍药的主要有效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芍药苷在
脂肪肝、肝纤维化、肝肿瘤中均有显著疗效 [7-9]。

　　本文制备了一种载芍药苷的甘草次酸介导的
脂质 - 聚合物杂化肝靶向给药系统（GA-LPHNPs-
Pae），并对其进行体外理化性质表征和基于体外
细胞模型的初步靶向性验证，可为新型中药肝靶
向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1　仪器与试药
　　超声波细胞粉碎机（MD-1000D，南京舜玛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激光粒度分析仪（ZEN3600，
马尔文仪器）；数显多头磁力恒温搅拌器（HJ-6B，
金坛市城东盛联实验仪器厂）；精密电子天平
（BT125D）、旋转蒸发器（RE-52AA）（上海亚荣
生化仪器厂）；光学显微镜（CKX31，日本奥林巴
斯）；二氧化碳培养箱（3111，Thermo 公司）；激
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TCS MP5，LEICA）；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Tensor27，Bruker 公司）。
　　芍药苷对照品（批号：110736-201943，纯
度：95.7%，成都克洛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in vitro targeting validation of 
glycyrrhetinic acid modified lipid polymer hybrid nanoparticles  

with paeoniflorin

LIU Qi-qi1, 2, WANG Chun-liu1*, ZHOU Jie1, 2, ZONG Shi-yu1, LIU Yang1, ZHANG Hong1, LI Ye1* 
(1. Shaanx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03; 2.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lipid polymer hybrid 
nanoparticles modified with glycyrrhetinic acid (GA-LPHNPs-Pae) and to evaluate its targeting 
property in vitro. Methods  GA-LPHNPs-Pae was prepared by two-step method. The appearance, 
particle size and distribution, potential, encapsulation rate, and degree of release were evaluate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by infrared analysis and targete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HepG2 cell uptake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 prepared GA-LPHNPs-Pae was round 
with uniform distribution. The particle size, dispersion index and Zeta potential were (96.98±0.39) 
nm, (0.104±0.005), and ( － 13.10±0.26) mV, respectively. The characteristic peaks of 
glycyrrhetinic acid were observed by infrared analysis. The encapsulation rate was at 41.6% ～ 52.3% 
by dextran gel column method. The release velocity was first fast and then turned slow within 24 h, 
an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2 ～ 12 h, with a gentle curve, and extremely slow after 12 h. FITC 
was used as the fluorescence probe, and HepG2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NPs-Pae and GA-LPHNPs-
Pae dispersion at 50 μg·mL － 1. The uptake of GA-LPHNPs-Pae by HepG2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unmodified NPs-Pae at 2 h. Conclusion  The GA-LPHNPs-Pae has a round 
appearance with uniform distribution, good encapsulation of the water-soluble component paeonia 
paeflorin, and slow release in vitro, which has been preliminarily verified to have a targeted affinity 
effect on HepG2 cells. 
Key words: lipid polymer hybrid nanoparticle; glycyrrhetinic acid; paeoniflorin; liver target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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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PLGA、GA-DSPE-PEG、 大 豆 卵 磷 脂（西
安瑞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乙烯醇（PVA，
Mn ＝ 13 000 ～ 23 000， 美 国 Sigma Aldrich 公
司），葡聚糖凝胶 G-50（长征制药厂），HepG2
细胞（中国科学院细胞库），DMEM 培养基（批
号：ME100202P1）、 胎 牛 血 清（批 号：10099-
141）、胰酶消化液（批号：25200-056）、青链霉
素双抗混合液（批号：15140）（GIBCO），DAPI
（1∶2000，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FITC
（95%，美伦生物），甲醇（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无水乙醇、乙酸乙酯及其他试剂为
分析纯，水为纯化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GA-LPHNPs-Pae 制备
　　以大豆卵磷脂、GA-DSPE-PEG、胆固醇作
为壳层材料，以 PEG-PLGA 为核层材料，采用两
步法制备 GA-LPHNPs-Pae，其中内核层采用复乳
法制备。
　　精密称取 PEG-PLGA 聚合物适量置于西林瓶
中，加入乙酸乙酯 5 mL 溶解。称取适量芍药苷，
加水配至质量浓度为 500 mg·mL － 1，移液器移
取 0.5 mL 超声分散于有机相中，采用细胞破碎仪
300 W 功率超声乳化 3 min，形成油包水（W/O）

型初乳，在 1500 r·min－ 1 磁力搅拌下将初乳缓
慢滴加到 1% PVA 分散液中，冰浴下继续采用细
胞破碎仪乳化 2 min，在 1000 r·min－ 1 磁力搅拌
6 h 以除去有机溶剂，即得 NPs-Pae 分散液。
　　取一定量蛋黄卵磷脂、GA-DSPE-PEG、胆
固醇以适量乙醇溶解，转移至圆底烧瓶中，40℃
减压去除溶剂至内壁形成均匀脂质膜，采用 10 
mL NPs-Pae 分散液在 60℃水化 30 min，取出采
用细胞破碎仪 100 W 功率超声 3 min，即得 GA-
LPHNPs-Pae 粗分散液。
2.2　GA-LPHNPs-Pae 粒径分布与电位分析
　　分别取 NPs-Pae 和 GA-LPHNPs-Pae 溶液适
量，经蒸馏水稀释 10 倍后进行 Zeta 电位测定，
稀释 100 倍后测定粒径分布，结果见图 1。
　　NPs-Pae 的粒径、分散指数和 Zeta 电位分别
为（90.27±1.99）nm、（0.115±0.001）、（－ 6.78± 

1.70）mV，表明纳米粒的粒径大小均一、整个体系
比较稳定。
　　GA-LPHNPs-Pae 的粒径、分散指数和 Zeta
电位分别为（96.98±0.39）nm、（0.104±0.005）、
（－ 13.10±0.26）mV，表明经过修饰后的纳米粒
粒径稍有增大，分布较窄，电位绝对值有增加，
整个体系更加稳定。

图 1　粒径与分布

Fig 1　Particle size and distribution
A1. NPs-Pae 粒径分布图（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NPs-Pae）；A2. NPs-Pae 电位分布图（potential profiles of NPs-Pae）；B1. GA-LPHNPs-Pae
粒径分布图（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GA-LPHNPs-Pae）；B2. GA-LPHNPs-Pae 电位分布图（potential profiles of GA-LPHNPs-Pae）

2.3　GA-LPHNPs-Pae 红外分析 [4，10]

　　采用 KBr 压片法，将 NPs-Pae、GA-LPHNPs-
Pae 和 GA-DSPE-PEG 粉末样品分别与溴化钾
1∶100 混合研磨至均匀，压成透明的薄片，在 
400 ～ 4000 cm－ 1 内记录样品骨架红外振动吸收
峰，测试分辨率为 4 cm－ 1，结果见图 2。

　　由图 2 可知，与 NPs-Pae 相比，GA-DSPE-PEG
和 GA-LPHNPs-Pae 在 1250 cm－ 1 处有一锐利小峰，
为羧基中的羟基峰峰位，虽然 3 个样本中均有羟基存
在，但 PEG 中的羟基为聚合状态，而 GA 中羟基属
为游离态；另外，在指纹区 690 cm－ 1 峰位处，GA-
DSPE-PEG 和 GA-LPHNPs-Pae 较 NPs-Pae 多 出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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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利小峰，可能为 GA 结构中 C 环和 D 环共有 13
号碳的三取代的特征峰位，上述两处峰位对比说明
GA-LPHNPS-Pae 表面修饰了具有游离羟基的 GA。
2.4　GA-LPHNPs-Pae 包封率测定
　　由于 LPHNPs 外层壳层属于柔性结构，不适
合采用高速离心法、超滤法等强烈机械力涉及的
方法，因此，本项目中采用葡聚糖凝胶柱法 [11]

进行包封率测定。
2.4.1　芍药苷 HPLC 测定条件
　　① 色谱条件：C18 色谱柱，以乙腈 -0.1% 磷
酸溶液（14∶86）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30 
mm，进样量 10 μL，柱温为 30℃。
　　② 线性关系考察：取芍药苷对照品适量，精
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l mL 含 60 μg 的溶液，作为
母液。精密吸取适量芍药苷母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4.12、6.18、8.24、12.36、16.48、20.6 μg·mL－ 1

的系列标准工作液，进样分析，以峰面积对进样
量回归分析作图，得到芍药苷标准曲线为 Y ＝

1.024×104X ＋ 368.3，r ＝ 0.9997，表明进样量在
0.0206 ～ 0.206 μg 与峰面积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③ 洗脱液测定样品处理方法：收集包封率样
品于玻璃试管中，加入 3 倍量二氯甲烷，涡旋混
合 1 min，待分层彻底后，分离下层水层，再加
入 3 倍量二氯甲烷，同法萃取后，弃去二氯甲烷
层，水层采用 0.22 μm 针孔滤器滤过，续滤液进
行含量测定分析。
2.4.2　葡聚糖凝胶柱洗脱曲线建立　称取适量葡
聚糖 G-50 作为固定相，溶胀好之后湿法填入 10 
mL 一次性注射器，洗脱约 10 个柱体积后，移
液器吸取上样液 0.5 mL，轻轻上样至凝胶柱顶
部，以纯化水洗脱，1.5 mL EP 管依次接取洗脱
液，每 0.5 mL 一管，采用“2.4.1”项下色谱条件
测定样本浓度，以样品管编号为横坐标，以芍药
苷浓度为纵坐标作图，分别绘制 Pae 游离药物及

GA-LPHNPS-Pae 洗脱曲线，见图 3。纳米粒子在
7 ～ 14 管被首先洗出，游离药物在 17 ～ 31 管洗
出，粒子和游离药物基本达到分离。

图 3　GA-LPHNPs-Pae 葡聚糖凝胶柱分离洗脱曲线

Fig 3　Elution curve of gel column separation of GA-LPHNPs-Pae
A. 游离芍药苷溶液（free Pae solution）；B. 载药的 GA-LPHNPs-Pae
（GA-LPHNPs-Pae）

2.4.3　包封率测定　
　　① 总药物量：取 0.5 mLGA-LPHNPs-Pae 分
散液，稀释至线性范围内，进样测定，通过 Pae
标准曲线计算其中所含有的 Pae 药物质量作为总
药量 WT。
　　② 包封药量：收集 GA-LPHNPs-Pae 分散液，
上样洗脱第 7 ～ 14 管样本测定，通过 Pae 标准
曲线计算其中所含有的 Pae 药物质量作为包封药
量，记为 WE。
　　③ 包封率测定样品制备：收集包封率样品
于玻璃试管中，加入 3 倍量二氯甲烷，涡旋混合
1 min，待分层彻底后，分离下层水层，再加入 3
倍量二氯甲烷，同法萃取后，弃去二氯甲烷层，
水层采用 0.22 μm 针孔滤器滤过，续滤液进行含
量测定分析，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包封率：
　　包封率＝ We/Wt×100%[ 注：We 为包封的药
物的质量（mg），Wt 为体系中药物总质量 ]。
　　测定 3 批 GA-LPHNPs-Pae 包封率结果分别
为 41.6%、52.3%、48.6%，平均包封率为（47.5± 

5.4）%。
2.5　GA-LPHNPs-Pae 释放度测定
　　取各组聚合物纳米粒 1 mL，加入到 3kD
透 析 袋 中， 置 于 40 mL pH 7.4 PBS， 再 置 于
（37±0.5）℃恒温震荡摇床中，分别于 0、2、4、
8、12、24、36、48、72 h 取样 2 mL，同时补给
等体积的释放介质。使用 HPLC 法测定样品溶液
中芍药苷的含量，计算释放度，并绘制累积释放
曲线，见图 4。

图 2　红外分析图

Fig 2　IR analysi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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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GA-LPHNPs-Pae 体外释放度

Fig 4　In vitro drug release of Pae in GA-LPHNPs

　　由图 4 可知，在 24 h 内 GA-LPHNPs-Pae 中
芍药苷释放呈现先快后慢趋势，在前 2 h 内，GA-
LPHNPs-Pae 可释放出约 50% 药量，在 2 ～ 12 h
内释放速度显著下降，曲线平缓，12 h 后释放曲
线基本平衡，但绝对药量并未达到 100% 释放。
基于 LPHNPs 的核 - 壳结构推测，在前 2 h 快速释
放的，可能在初期释放的是外脂质层包封的药物，
内核聚合物材料中药物则释放较缓慢。
2.6　GA-LPHNPs-Pae 体外靶向性评价 [12]

2.6.1　孵化时间的考察　以 FITC 为荧光探针，
与芍药苷一起载入 NPs-Pae 和 GA-LPHNPs-Pae
中，制备带荧光的纳米粒样品，葡聚糖凝胶柱纯
化后冷冻干燥，用 HBSS 充分溶解至药物当量为
50 μg·mL － 1。
　　HepG2 细胞以 1×105 个·cm － 2 密度接种于
涂有多聚赖氨酸的盖玻片上，于 24 孔培养板中培
养 24 ～ 48 h。细胞用 HBSS 溶液预先孵育 15 min
后，每孔加入 0.5 mL，放入培养箱中分别孵育 1、
2、4 h，考察孵化时间对结果影响。孵育结束后，
吸弃纳米粒溶液，PBS 冲洗 3 次，取出玻片放入
4% 多聚甲醛中，于室温固定 20 min，PBS 漂洗 3
次，DAPI 染色 10 min，以磷酸甘油封片，以不加
纳米粒的细胞为空白对照，激光共聚焦观察。结
果如图 5（其中蓝色为细胞核颜色，绿色为 FITC
荧光颜色）。GA-LPHNPs-Pae 可被 HepG2 细胞摄
取，且胞内荧光强度 2 h 较 1 h 明显增强，4 h 与 2 
h 相比略弱。因此，确定孵化时间为 2 h。
2.6.2　 细 胞 摄 取 纳 米 粒 的 定 性 观 察　 取 50 
μg·mL－ 1 的 NPs-Pae 和 GA-LPHNPs-Pae 分 散
液，按照“2.6.1”项下方法孵化 2 h 后进行细胞
摄取定性考察，结果如图 6 所示。在 2 h 时间点
GA-LPHNPs-Pae 组荧光强度明显大于 NPs-Pae，
表明 GA-LPHNPs-Pae 较未修饰的 NPs-Pae 更易
于被肝细胞摄取，从体外细胞模型中验证了 GA-
LPHNPs-Pae 的肝靶向性。
3　讨论

　　在 GA-LPHNPs-Pae 处方优化时候发现，水
溶性药物在 GA-LPHNPs 递药系统中载药有限，
整体包封率效率未达到 80%，原因可能是因为
Pae 水溶性很强，与有机聚合物材料亲和性不强
导致 [13-14]。对纳米粒乳化体系筛选、工艺优化反
复摸索，最终确定本研究中所用的聚合物材料乳
化体系，所得到最优包封率在 50%。通过本项目
的实施发现，聚合物纳米粒构建过程中，不同药
物在不同乳化体系、不同聚合物材料中的物理化

图 5　两种纳米粒孵育 HepG2 细胞不同时间的摄入情况

Fig 5　Uptake of two nanoparticles incubating HepG2 cells at different 
times

图 6　两种纳米粒孵育 2 h HepG2 细胞摄取定性

Fig 6　Uptake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nanoparticles incubating HepG2 
cells for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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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容性对于处方优化非常重要，因此针对此方
向开展的工作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对于 GA-LPHNPs-Pae 中药物包封率的测定
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通常纳米材料包封率
测定方法有葡聚糖凝胶柱法、超滤离心法、高速
离心法 [15-16]。对于聚合物纳米粒可选用超滤离心
法或高速离心法，而脂质体由于其结构柔软性则
多采用葡聚糖凝胶柱法，脂质聚合物杂化纳米粒
集合了聚合物纳米粒的硬度和脂质体的柔软性，
在实验中综合考虑采用了葡聚糖凝胶柱法，以防
止破坏壳 - 核结构 [17-19]。
　　本文制备了 GA-LPHNPs-Pae，并对其药剂学
性质进行了初步理化评价，在体外采用细胞模型
进行了初步靶向性评价，本课题研究的脂质聚合
物杂化纳米粒是一个复杂体系，分为内外两部分：
内核的载药 PEG-PLGA 聚合物纳米粒是经复乳法
制得，壳层经水化法包被带 GA 修饰的磷脂（GA-
DSPE-PEG）[20]，目前暂未对 GA的表面修饰进行详
细的研究，但课题组认为通过后续的细胞靶向摄
取结果也可以间接证实 GA 的表面修饰，并且会
进一步有效证明靶向修饰 [21]。在今后的研究中，
本课题组将继续对 GA-LPHNPs-Pae 的体内靶向性
进行验证，为新型肝靶向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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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至油及其主要成分对脂多糖诱导脓毒症 
小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许璐1，曹宇1，朱瀚朝2，王四旺1，汤海峰1*（1. 空军军医大学药学系中药与天然药物学教研室，西安　710032；

2.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西安　710032）

摘要：目的　研究牛至油及其化学成分香芹酚和麝香草酚对脂多糖（LPS）诱导的小鼠心肌损伤

的保护作用。方法　小鼠随机分为 6 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亚胺培南阳性药组、牛至

油组、香芹酚组和麝香草酚组，灌胃给药，每日一次，连续 7 d。末次给药后，除正常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腹腔注射 10 mg·kg－ 1 LPS 诱导小鼠脓毒症心肌损伤。观察小鼠的一般活动情况、心功能、

心肌结构变化、心肌酶、炎症细胞因子及氧化应激水平。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牛至油和香芹酚

能显著改善 LPS 诱导的小鼠心功能降低，升高左室射血分数及左室短轴缩短率；HE 结果显示模

型组心肌坏死，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心肌横纹消失，牛至油和香芹酚可减轻心肌组织损伤；牛

至油和香芹酚显著降低血清中 LDH 及 CK-MB 释放，降低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及

IL-6 水平，升高心脏组织抗氧化酶 SOD 含量，降低 MDA 含量及 ROS 的表达。麝香草酚对上述

指标亦有改善作用，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香芹酚与牛至油发挥了相近的抗炎及抗氧化应

激作用，可减轻 LPS 诱导的心肌损伤，提示香芹酚是牛至油中保护脓毒症心肌损伤的主要成分。

关键词：心肌损伤；脂多糖；牛至油；香芹酚；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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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origanum oil and its main component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in mice 

XU Lu1, CAO Yu1, ZHU Han-zhao2, WANG Si-wang1, TANG Hai-feng1*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Medicines, School of Pharmacy, Air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2.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origanum oil and its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carvacrol and thymol) on lipopolysaccharide (LPS)-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in mice. 
Methods  The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6 groups: a normal control group, a model group, a 
positive drug group, a origanum oil group, a carvacrol group and a thymol group. The mice were treated 
with drugs by gavage, once daily for 7 days. The myocardial injury in the mice with sepsis was induced 
by injection of LPS 10 mg·kg－ 1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fter 12 hours, the changes in cardiac 
function, myocardial structure, myocardial enzymes,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oxidative stress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origanum oil and carvacrol administ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PS-induced cardiac function, and improved the level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and lef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shortening (LVFS). In the model group, necrosis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ere evident and the cardiac muscle cross striations were no longer 
visible. Origanum oil and carvacrol administration attenuated the injur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origanum oil and carvacrol administra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release of LDH and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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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其本质是宿主对感染的反应。这种反应一旦
失调，将引起宿主器官功能障碍，严重者危及生
命，全球每年已有数百万人死于脓毒症 [1-3]。心肌
功能障碍是临床脓毒症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与病
死率的增加密切相关，伴有心肌功能障碍的患者
病死率达 70% ～ 90%，远高于没有心肌功能障碍
的患者 [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化应激、炎
症损伤在脓毒症引起的心肌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
中起着关键作用 [5-6]。
　　牛至油（origanum oil，ORG）是从植物牛至
（Origanum vulgare L.）中提取的一种具有特殊芳香
气味的挥发油，约占全株重量的 0.5% ～ 7%；香芹
酚（carvacrol，CAR）和麝香草酚（thymol，THY）
是牛至油中生物活性较强的两种成分 [7-8]。牛至油
及其所含香芹酚和麝香草酚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和化
学香料，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炎、抗真菌、抗癌、
保肝、扩张血管等多种药理活性 [9-11]。目前，对牛
至油及其所含香芹酚和麝香草酚的研究大多为体外
研究，其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鲜见报道。本实验采
用腹腔注射脂多糖（LPS）诱导小鼠脓毒症致心肌
损伤模型，通过观察小鼠心脏功能、心肌组织的病
理变化以及炎症细胞因子、氧化应激等的变化，探
讨牛至油及其所含香芹酚和麝香草酚对 LPS 诱导
小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8 ～ 10 周 雄 性 C57BL/6 小 鼠， 体 质 量
20 ～ 25 g [ 空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合格证
号：SCXK（军）字第 2019-001 号 ]。动物实验方
案由空军军医大学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中国西
安）审查，批准文号：SYXK（陕）2019-001，严
格按照实验室动物使用指南进行。
1.2　试药
　　牛至油（批号：20180404，江西省吉水县俊
达天然香料油厂）；香芹酚（批号：20170603，吉
水县益康天然香料油提炼厂）；麝香草酚（批号：
20170415，上海迈坤化工有限公司）；亚胺培南

（imipenem，IPM，Merck Sharp & Dohme Corp）；
脂多糖（LPS，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异
氟烷（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肌酸激酶
同工酶（CK-MB）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乳酸脱氢酶（LDH）、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介素 -1β（IL-1β）、白介素 -6（IL-6）、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试剂盒
（武汉伊莱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木素 - 伊
红（HE）染液（武汉谷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仪器
　　小动物超声成像系统（加拿大 Visual Sonics 公
司）；荧光显微镜、FV 10i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日
本 Olympus 公司）；电子分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移液枪一套（德国 Eppendorf 公司）；全
自动研磨仪（赛维尔生物）；低速离心机（湖南赛
特湘仪有限公司）；超纯水系统（青岛富勒姆科
技）；－ 80℃超低温冰箱（美国 Thermo Fisher 公
司）；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电子恒温水
浴锅（姜堰市天力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实验分组及给药
　　所有小鼠适应性饲养一周后，称质量，随机
分为 6 组，每组 12 只，分组及给药情况如下：正
常对照组（CON），正常饮食饮水；牛至油（LPS＋
ORG，50 mg·kg－ 1）、香芹酚 [9，12]（LPS ＋ CAR，
40 mg·kg－ 1，与 50 mg·kg－ 1 牛至油中所含香芹
酚等量）及麝香草酚（LPS ＋ THY，5 mg·kg－ 1，
与 50 mg·kg－ 1 牛至油中所含麝香草酚等量）、亚
胺培南（阳性药，LPS ＋ IPM，120 mg·kg－ 1）组
分别灌胃给药，模型组灌胃与给药组等量的生理
盐水，每日一次，连续 7 d。除正常对照组动物外，
其余各组小鼠末次给予试药（第 7 日）后 1 h 腹腔
注射 10 mg·kg－ 1 LPS 诱导脓毒症心肌损伤模型。
2.2　小鼠一般情况观察
　　观察各组小鼠在给药及造模前后饮食饮水，
反应及活动情况。
2.3　超声心动图测量
　　造模 12 h 后，各组随机选取 6 只小鼠放入麻

MB in the serum, and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 IL-1β and IL-6 in mice. Origanum oil and carvacrol 
also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SOD, decreased the content of MDA and the expression of ROS in the 
heart tissue. Thymol also improved the above indexes,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Carvacrol and origanum oil play similar roles in anti-inflammation and anti-oxidative stress, and reduce 
the myocardial damage in septic mice. Carvacrol is the main protective component in origanum oil 
against LPS-induced myocardial injury. 
Key words: myocardial injury; lipopolysaccharide; origanum oil; carvacrol; 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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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箱中，异氟烷吸入麻醉，脱去胸腹部被毛，仰
位固定于加热板上（37℃），维持 2% 异氟烷流速
以稳定小鼠麻醉状态，胸部涂抹超声耦合剂，将
超声探头紧贴小鼠心脏位置，调整探头记录 M 型
超声心动图，获得左室心脏活动图像（心动图）。
使用 Vevo LAB 3.1.0 软件连续测量 3 个心动周期
后取平均值，计算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左室
短轴缩短率（LVFS）。
2.4　心肌酶检测
　　各组动物检测心功能后，经颈动脉采集血液
留存，4℃过夜，4000 r·min－ 1 离心 15 min，吸
取上层血清保存在－ 80℃冰箱。各组随机选取
8 只小鼠血清，按照说明书步骤检测血清中 LDH
和 CK-MB 的水平。
2.5　心肌组织 HE 染色
　　各组随机选取 4 只小鼠，心脏行多聚甲醛
（PFA）灌注后剖取，固定在 4% PFA 溶液中，石
蜡包埋，切片；再经苏木精 - 伊红染色，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心肌组织形态学变化。
2.6　小鼠血清中炎症细胞因子 TNF-α、IL-1β、
IL-6 的含量
　　各组随机选取 8 只小鼠血清，按照说明书步
骤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促
炎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和 IL-6 的含量。
2.7　小鼠心肌组织中 SOD、MDA 水平检测
　　心脏经主动脉灌注 PBS 后，立即冻存于液氮中。
选取 8 只小鼠心脏组织，匀浆，离心后取上清液，
按照说明书步骤检测组织中 SOD 和 MDA 的水平。
2.8　心脏组织活性氧（ROS）染色
　　选取 8 只小鼠心脏组织，制作心肌冰冻切片，
用 DHE 染色检测细胞内 ROS 水平。奥林巴斯
FV10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处理过的组织切片
进行检测，平均荧光强度测定采用 Image-Pro plus
分析。
2.9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 GraphPad Prism 8.0 软件分析，
数据以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小鼠一般情况观察
　　造模前各组小鼠活动正常，饮食饮水正常。
腹腔注射 LPS 后，小鼠出现精神萎靡不振，毛发
松乱，行动迟缓，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饮食饮
水减少，出现寒颤状况，眼角周围有白色分泌物
产生，粪便不成形，肛门处有粪便粘连。上述情

况在亚胺培南、牛至油及香芹酚用药组中明显较
轻；麝香草酚组改善不明显。
3.2　超声心动图评价心功能
　　LPS 注射 12 h 后，采集 M 型超声，结果如
表 1 和图 1 所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
鼠出现左心室功能障碍，LVEF 和 LVFS 值明显
下降（P ＜ 0.01），提示注射 LPS 导致小鼠心脏
收缩功能下降，心功能降低。与模型组相比，牛
至油及香芹酚干预组的 LVEF 和 LVFS 明显升高
（P ＜ 0.05，P ＜ 0.001），麝香草酚组 LVEF 和
LVFS 值具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牛至油和香芹酚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各组小鼠心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x±s，n ＝ 6) 
Tab 1　Myocardial function indexes of mice in each group  

(x±s，n ＝ 6)

组别 LVEF/% LVFS/%

正常对照组 68.84±2.16 37.16±2.33

模型组 45.85±6.12** 22.28±3.35**

亚胺培南组 58.42±6.77# 30.32±4.81

牛至油组 62.93±4.26## 32.76±3.64#

香芹酚组 60.16±7.96# 32.66±4.82#

麝香草酚组 55.21±6.17 28.01±3.77

注：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相 比，**P ＜ 0.01； 与 模 型 组 相 比，
#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3.3　各组小鼠血清中心肌酶及炎症因子的比较
　　结果见表 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PS 诱导
的心肌损伤小鼠血清中 CK-MB、LDH、TNF-α、
IL-6 和 IL-1β 水 平 明 显 升 高（P ＜ 0.01）， 提
示 LPS 促使大量炎性因子入血。亚胺培南、牛
至油及香芹酚干预组血清中 CK-MB、LDH、
TNF-α、IL-6 和 IL-1β 含量均明显下降（P ＜ 0.05，
P ＜ 0.01），说明亚胺培南、牛至油及香芹酚可
抵抗 LPS 促炎性因子释放，从而改善心肌炎症损
伤。香芹酚组与牛至油组相比各项指标无显著性
差异。而麝香草酚组各项指标与模型组相比无明
显差异。
3.4　心脏组织病理学的变化
　　HE 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及心肌细胞组织形
态学变化见图 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PS 诱导
的小鼠脓毒症心肌损伤，其心肌纤维排列不规则，
一部分横纹模糊甚至消失；可见血管出血，炎性
细胞浸润，表明腹腔注射 LPS 成功构建脓毒症心
肌损伤模型。亚胺培南、牛至油和香芹酚干预小
鼠的上述病变明显获得保护，可见心肌细胞排列
整齐，结构及边界明显，炎症细胞浸润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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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鼠心脏组织的病理学变化（×400，n ＝ 4）
Fig 2　Histopathology of the heart tissues in each group（×400，n＝4）

3.5　各组小鼠心肌氧化应激水平的比较
　　如图 3 和表 3 所示，相比于正常对照组，注
射 LPS 后，小鼠心肌组织中 SOD 活性显著降
低，MDA 浓 度 显 著 升 高，ROS 活 性 显 著 升 高
（P ＜ 0.01）；与模型组相比，亚胺培南、牛至油和
香芹酚预给药组 SOD 活性显著升高，ROS 及 MDA
含量显著降低（P ＜ 0.05，P ＜ 0.01）；而麝香草酚
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小鼠的一般状况、心功能、心肌损
伤标志物以及组织病理学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表明牛至油及其所含等剂量的香芹酚能够减
轻脓毒症心肌损伤模型小鼠心功能障碍，显著减
缓 LPS 诱导小鼠的心肌损伤，而麝香草酚作用较

为有限。脓毒症期间的氧化应激是导致心肌功能
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 [15]。在脓毒症期间，过多
的 ROS 可激活脂质过氧化，导致细胞和线粒体
膜损伤，从而引发细胞凋亡和坏死 [16]，进一步引
起大量内毒素的释放，触发一系列促炎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和 IL-6 等）释放造成严重且持续
的炎症反应 [17-18]，诱导心肌损伤。在心肌组织中，
SOD 对调控 ROS 生成方面起主要作用，是体内重
要的抗氧化酶 [19]；MDA 是细胞膜磷脂在氧化应激
损伤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可反映脂质过氧化的严
重程度 [20]。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小鼠心肌组织 MDA 含量增加，SOD 活性

图 1　超声心动图

Fig 1　Cardiac function by echocardiography

表 2　各组小鼠血清中心肌酶及炎症因子的比较 (x±s，n ＝ 8) 
Tab 2　Myocardial enzyme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each group (x±s，n ＝ 8)

组别 LDH/（U·L － 1） CK-MB/（mU·mL － 1） TNF-α/（pg·mL － 1） IL-1β/（pg·mL － 1） IL-6/（pg·mL － 1）

正常对照组   539.66±120.8   334.98±76.55 15.86±5.95 139.97±75.95   4.19±1.03
模型组 1034.31±72.16** 1011.93±298.15** 43.59±11.54** 520.28±131.73** 11.07±2.25**

亚胺培南组   687.59±100.52##   655.85±199.38# 28.38±10.17# 354.67±119.02##   7.08±3.38##

牛至油组   684.67±80.08##     629.6±210.43# 26.72±6.26# 319.11±74.54#   7.07±2.04##

香芹酚组   774.45±131.58##   646.22±271.67# 27.89±7.75# 350.07±115.77#   7.04±1.69##

麝香草酚组   863.75±82.58     898.9±244.18 38.58±10.24 466.77±99.66   9.11±2.08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图 3　各组小鼠心脏组织 ROS 的表达（×400，n ＝ 4）
Fig 3　Expression of ROS in heart tissues of mice in each group（×400，
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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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而牛至油和香芹酚预处理组小鼠心肌
组织 MDA 含量降低，SOD 活性升高，表明牛至
油和香芹酚可显著抵抗 LPS 诱发心肌组织的氧化
应激反应。此外，牛至油及香芹酚明显降低模型
小鼠血清 TNF-α、IL-1β 和 IL-6 水平，表明牛至油
及香芹酚抑制了 LPS 诱导的炎症因子产生与释放，
提示其对心肌保护作用可能与抗炎作用有关。综
上，香芹酚可能是牛至油中保护 LPS 诱发的脓毒
症心肌损伤的有效成分，但其发挥作用的剂量效
应关系及确切分子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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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组小鼠心脏组织 SOD和 MDA的水平 (x±s，n ＝ 8) 
Tab 3　SOD and MDA levels in heart tissues of mice in each group 

(x±s，n ＝ 8)

组别
ROS 相对

荧光强度

SOD/
（U·mgprot － 1）

MDA/
（nmol·mgprot － 1）

正常对照组 1 53.38±4.56 5.19±0.59

模型组 2.01±0.79** 31.86±3.35** 9.85±0.72**

亚胺培南组 1.28±0.71## 42.61±5.31# 6.74±1.18##

牛至油组 1.29±0.29## 45.85±5.38## 7.12±0.75##

香芹酚组 1.33±0.48## 46.54±3.16## 7.38±0.8##

麝香草酚组 1.89±0.57 40.57±2.86 8.52±0.95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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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胎盘 ATP结合盒转运蛋白对格列本脲胎盘转运的影响

黄桦，王晶晶，李骞，张峻*（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科，昆明　650032）

摘要：目的　研究成熟胎盘 ATP 结合盒转运蛋白对格列本脲胎盘透过率的影响。方法　建立

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型 40 例，分为 4 组（n ＝ 10），分别用格列本脲、格列本脲和维拉帕

米（PGP 抑制剂组）、格列本脲和尼卡地平（BCRP 抑制剂组）、格列本脲和吲哚美辛（MRPs
抑制剂组）循环灌注 3 h，计算各组格列本脲的胎盘透过率和清除指数。结果　3 h 循环结束

后，4 组格列本脲的平均胎盘透过率分别为（0.78±0.66）%、（2.17±0.90）%、（1.45±0.70）%、

（3.65±2.10）%，与格列本脲组相比，加入抑制剂后各组格列本脲胎盘透过率均有增加

（P ＜ 0.05），MRPs 抑制剂组透过率高于 PGP 抑制剂组和 BCRP 抑制剂组（P ＜ 0.05）；4 组

格列本脲相对透过率分别为（0.03±0.02）、（0.08±0.04）、（0.05±0.02）、（0.13±0.05），PGP 抑

制剂组和 MRPs 抑制剂组的清除指数均高于格列本脲组（P ＜ 0.05），且 MRPs 抑制剂组高于

PGP 抑制剂组（P ＜ 0.05）。结论　PGP、BCRP、MRPs 抑制剂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格列本脲

的胎盘转运，其中，MRPs 抑制剂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

关键词：格列本脲；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型；ABC 转运蛋白；P- 糖蛋白；乳腺癌耐药蛋白；

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中图分类号：R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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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e ATP-binding cassette efflux transporters in the transplacental 
transfer of glyburide

HUANG Hua, WANG Jing-jing, LI Qian, ZHANG Ju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ATP-binding cassette efflux transporters in the transport 
of glyburide across the human placenta. Methods  The ex vivo human placental transfer of glyburide 
from the maternal circulation to the fetal circulation was conducted on 40 mature placentas from 
healthy term pregnancies. Perfusion was conducted in 4 groups: glyburide, glyburide and verapamil 
(PGP inhibitors), glyburide and nicardipine (BCRP inhibitors), and glyburide and indomethacin (MRPs 
inhibitors) group. Each perfusion lasted 3 hours. Results  After 3 hours of perfusion, the fetal transfer 
rates of glyburide were (0.78±0.66)% for glyburide, (2.17±0.90)% for PGP inhibitor, (1.45±0.70)% 
for BCRP inhibitors, and (3.65±2.10)% for MRPs inhibitors, respectively. The fetal transfer rates 
of glyburide were all increased in the presence of 3 specific inhibitors when compared to the mean 
ratio in the absence of the inhibitors (P ＜ 0.05), and MRPs inhibitor showed better effect than the 
other two inhibitors (P ＜ 0.05). In each group, the clearance index of glyburide was (0.03±0.02) for 
glyburide, (0.08±0.04) for PGP inhibitors, (0.05±0.02) for BCRP inhibitors, and (0.13±0.05) for 
MRPs inhibitor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glyburide group, PGP inhibitors and MRPs inhibitors 
group had higher clearance indexes (P ＜ 0.05). The clearance index of MRPs inhibitor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GP inhibitors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GP, BCRP and MRPs 
all play a role in the transplacental transfer of glyburide. MRPs ma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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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用药安全性受到社会高度关注，过去临
床上通常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
“妊娠期用药安全分级”为主要依据对孕期用药安全
及风险进行评估，因 FDA 分级过于依赖动物研究，
且存在更新慢、分级简单、争议大等问题，越来越
多的专家和学者建议完善妊娠期用药安全性信息，
FDA 也于 2015 年提出更新妊娠期用药评价规则。但
是，种属差异和伦理原则的限制给妊娠期用药安全
性信息的获取带来困难。胎盘作为母体与胎儿之间
的营养物质交换场所，是维持胎儿生长发育的重要
器官和保护屏障。基于人胎盘建立的体外循环灌注
模型是目前唯一一种用于研究物质在完整人胎盘组
织中转运的实验模型，是研究外来物质（如药物、毒
物、环境污染物等）能否透过胎盘、对胎儿造成暴
露的经典模型，应用该模型进行药物的体外胎盘透
过性研究是评价妊娠期用药安全性的重要依据 [1-3]。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应及时进行营养与运动干预，
当饮食治疗和运动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时，胰岛
素是治疗的首选药物。但由于给药途径和治疗费
用等原因，孕产妇常无法坚持胰岛素治疗。因
此，口服降糖药在妊娠期糖尿病治疗中的合理使
用备受关注。第二代口服磺酰脲类降糖药格列本
脲因使用方便，且经济有效，已被美国妇产科医
师学会纳入妊娠期糖尿病可选择的口服降糖药之
一 [4]。但目前格列本脲在国内妊娠期使用安全性
数据有限，并未纳入我国妊娠期治疗糖尿病的注
册适应证。为此，本课题组前期应用人胎盘体外
循环灌注模型开展了格列本脲的体外胎盘透过性
研究，结果表明，格列本脲在中国人群中的胎盘
透过率极低 [5]，其原因除了较高的血浆蛋白结合
率（99.8%）和较短的终末消除半衰期（约 10 h）
外，更重要的还归因于胎盘合胞体滋养层中的
ATP 结合盒（ABC）外排转运蛋白，包括 P- 糖蛋
白（PGP）、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以及多药
耐药相关蛋白（MRPs）等，格列本脲已被证明
是 ABC 外排转运蛋白的底物 [6-7]。PGP 可将药物
外排至细胞外，降低细胞内浓度，是胎盘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研究未证明 PGP 参与了格列
本脲的转运 [6，8]。MRPs 主要分布在胞内膜系统
上，通过囊泡转运排出进入细胞或胞内产生的有

害物质。一项基于人胎盘体外灌注模型的研究表
明，吲哚美辛的加入并未影响格列本脲的胎盘转
运 [9]；但另有研究表明，MRPs 能够优先参与格
列本脲的转运 [7]。BCRP 广泛分布于胎盘合体滋
养层中，研究表明，BCRP 是格列本脲的主要外
排转运体 [7-8，10-11]。Hemauer 等 [12] 研究结果则表
明，格列本脲被 PGP、BCRP 和 MRPs 转运的比
例分别为（9±5）%、（25±5）% 以及（43±4）%。
由此可见，国外研究结果对于 ABC 家族中参与
格列本脲经胎盘转运的主要外排蛋白结论不一，
且胎盘是最具种属差异的器官，因此，在中国人
群中开展相关研究尤为重要。
　　为进一步明确格列本脲经胎盘转运的主要外
排蛋白，本研究应用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型，
并结合特异性 PGP 抑制剂维拉帕米、BCRP 抑制
剂尼卡地平和 MRPs 抑制剂吲哚美辛，进行 ABC
外排转运蛋白对格列本脲经胎盘转运影响的研
究，为格列本脲在妊娠期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1　材料

　　自然分娩或剖宫产刚娩出的健康、完整、足
月（孕 37 ～ 41 周）的人胎盘 222 例（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研究方案经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伦理批件号：
（2016）伦理 L 第 5-1 号 ]。
　　磁力加热搅拌器 P-HPS75（美国 Talboys 公
司）；蠕动泵（含 Masterflex L/S 07523-90 泵控制
台和 Masterflex L/S easy-load Ⅱ泵头，美国 Cole-
Parmer 公司）；透明加热循环浴槽 Itherm-19M（德
国 Vivo 公司）；Simplicity 纯水仪（美国 Millipore
公司）；血气分析仪 SH138-iSTAT（美国雅培公
司）；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UniCel DxI 800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格列本脲对照品（美国 Alfa Aesar 公司，批
号：10099682，纯度＞ 99%）；维拉帕米对照品（批
号：100223-200102，纯度＞ 99.9%）、尼卡地平
对照品（批号：100586-201102，纯度＞ 99.9%）、
安替比林对照品（批号：100506-200301，纯度＞

99.9%）（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吲哚美辛
对照品（大连美仑公司，批号：J0426A，纯度＞

99.7%）；Krebs-Ringer Bicarbonate 缓 冲 液（迈 晨
科技有限公司，批号：D2712140）；牛血清白蛋

Key words: glyburide; ex vivo human placenta perfusion model; ABC transport; P-glycoprotein;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mu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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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美国 Biosharp 公司，批号：MR30354）；碳酸
氢钠注射液（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13120802，规格：0.5 g）；肝素钠注射液（江苏万
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312108，规格：
12500 单位）；乙腈（Merck 公司，色谱纯）；甲
醇（Merck 公司，色谱纯）；甲酸（Adamas 公司，
色谱纯）；水为自制超纯水。
2　方法

　　胎盘娩出运回实验室后，按照参考文献方
法 [2，5] 建立母体侧和胎儿侧的双向闭合循环，并
分为 4 组，每组循环灌注 10 例。各组的试验药
物及其在母体池中的浓度分别为：
　　格列本脲组：格列本脲（200 ng·mL－ 1）；
PGP 抑制剂组：格列本脲（200 ng·mL－ 1）和维
拉帕米（13.5 μg·mL－ 1）；BCRP 抑制剂组：格列
本脲（200 ng·mL－ 1）和尼卡地平（40 μg·mL－ 1）；
MRPs 抑制剂组：格列本脲（200 ng·mL－ 1）和吲
哚美辛（280 μg·mL－ 1）。30 min 预灌注后，在
母体池中加入适量安替比林（终质量浓度为 100 
μg·mL－ 1）；并按照分组在母体池中加入试验药物。
　　循环灌注 3 h，于循环开始后 0、10、20、
30、45、60、90、120、150、180 min 采集母体侧
与子体侧的样本，按本实验室前期建立的 UFLC-
MS/MS 法 [13] 测定胎盘灌流液中格列本脲浓度。
每 30 min 从母体池取样，使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 UniCel DxI 800 测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 （β-hCG）浓度；每 30 min 分别从母体和子体
灌流液取样，使用血气分析仪 SH138-iSTAT 检测
pH 值、pO2、葡萄糖和乳酸。
　　模型建立成功的评价指标为 [2-3，5]：① 阳性
标记物安替比林的透过率＞ 20%；② 3 h 循环灌
注的子体侧渗漏量≤ 12 mL；③ 母体侧 pO2 维持
在 187 ～ 262 mmHg（1 mmHg ＝ 0.133 kPa），子
体侧 pO2 维持在 75 ～ 112 mmHg；④ 母体池和
子体池 pH 值维持在 7.2～ 7.45；⑤ 葡萄糖消耗量、
乳酸生成量以及母体池β-hCG 无较大波动。
　　格列本脲胎盘透过率按如下公式计算：
FTR ＝ Cf×100/Cm，其中 Cf 为循环结束时子体侧
药物浓度，Cm 为母体侧初始药物浓度。为降低不
同胎盘小叶之间大小、绒毛层厚度、血管壁厚度
等差异造成的误差，同时计算其相对透过率，即
格列本脲胎盘透过率与阳性标记物安替比林胎盘
透过率的比值。
3　结果

　　本研究共建立 222 例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
型，其中符合评价指标的成功建模 40 例。3 h 循
环灌注过程中子体侧平均渗漏量（6.20±4.35）mL
（n ＝ 40），乳酸生成量、葡萄糖消耗量及 hCG
分泌（见表 1）保持稳定，pH 和 pO2 均符合模型
建立成功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 2）。

表 2　3 h格列本脲胎盘透过性实验中 pH、pO2 检测结果 (n ＝ 36) 
Tab 2　pH and pO2 of glyburide in 3 hours (n ＝ 36)

时间 /min
母体侧 子体侧

pH pO2/mmHg pH pO2/mmHg

    0 7.34±0.11 207.12±17.33 7.36±0.08 96.62±12.65

    0 ～ 30 7.33±0.10 199.01±15.09 7.32±0.11 99.31±10.90

  30 ～ 60 7.33±0.11 197.25±15.83 7.35±0.10 92.34±13.23

  60 ～ 90 7.33±0.11 203.34±21.61 7.34±0.10 96.00±14.95

  90 ～ 120 7.32±0.11 210.96±20.76 7.32±0.11 93.60±17.21

120 ～ 150 7.35±0.08 211.82±19.48 7.30±0.08 98.65±11.41

150 ～ 180 7.34±0.06 216.48±18.15 7.34±0.11 93.69±14.54

表 1　3 h格列本脲胎盘透过性实验中葡萄糖消耗量、乳酸生成量及β-hCG的平均变化量 (n ＝ 36) 
Tab 1　Glucose consumption，lactate production and β-hCG secretion in 3 hours of glyburide (n ＝ 36)

时间 /min
母体侧 子体侧

母体池β-hCG 的平均

变化量 /（mIU·mL － 1）
葡萄糖消耗量 /
（mg·dL － 1）

乳酸生成量 /
（mmol·L － 1）

葡萄糖消耗量 /
（mg·dL － 1）

乳酸生成量 /
（mmol·L － 1）

    0 ～ 30 1.02±0.65 1.74±1.03 0.64±0.27 0.56±0.23 1098.35±608.56
  30 ～ 60 0.62±0.48 1.63±0.79 0.69±0.25 0.59±0.19 1188.49±790.48
  60 ～ 90 0.54±0.44 1.38±0.92 0.53±0.18 0.55±0.15   941.45±685.45
  90 ～ 120 0.56±0.27 0.96±0.54 0.44±0.15 0.57±0.17   939.70±715.44
120 ～ 150 0.53±0.31 0.86±0.56 0.48±0.21 0.57±0.18 1001.33±641.45
150 ～ 180 0.50±0.23 0.76±0.54 0.47±0.44 0.48±0.30   984.11±616.23

　　3 h 循环结束时，阳性标记物安替比林的胎盘
透过率为（28.09±6.81）%（n ＝ 40）。格列本脲
组、PGP 抑制剂维拉帕米组、BCRP 抑制剂尼卡地
平组以及 MRPs 抑制剂吲哚美辛组格列本脲的胎
盘透过率分别为（0.78±0.66）%、（2.17±0.90）%、
（1.45±0.70）%、（3.65±2.10）%（n ＝ 10）。不同
ABC 转运蛋白抑制剂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格列本
脲的胎盘透过率，见表 3。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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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 ABC转运蛋白抑制剂对格列本脲胎盘透过率的影响

(x±s，n ＝ 10) 
Tab 3　Effect of different ABC transporters inhibitors on glyburide 

transplacental transfer (x±s，n ＝ 10)

分组 平均胎盘透过率 /% 相对胎盘透过率

格列本脲组 0.78±0.66 b，c 0.03±0.02 b

PGP 抑制剂组 2.17±0.90a 0.08±0.04a，c

BCRP 抑制剂组 1.45±0.70a 0.05±0.02b

MRPs 抑制剂组 3.65±2.10a，b，c 0.13±0.05a，b，c

注：与格列本脲组相比，aP ＜ 0.05；与 PGP 抑制剂组相比，
bP ＜ 0.05；与 BCRP 抑制剂组相比，c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glyburide group，aP ＜ 0.05；compared 
with the PGP inhibitor group，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BCRP 
inhibitor group，cP ＜ 0.05.

　　本研究成功建立 40 例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
型，研究结果表明，转运体 PGP、BCRP 与 MRPs
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格列本脲的胎盘转运，与未
加入特异性蛋白抑制剂相比，MRPs 对格列本脲
平均胎盘透过率的影响最大，PGP 次之，BCRP
的影响最弱；根据相对胎盘透过率结果，MRPs
和 PGP 均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MRPs 影
响较大，BCRP 基本无影响。推测在 PGP、BCRP
与 MRPs 中，MPRs 可能是参与中国人群格列本
脲胎盘外排的主要转运体。
　　预测药物的胎儿暴露情况对妊娠期用药安全
性评价至关重要，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型直接
应用人类胎盘组织进行研究，能够更真实直接地
反映胎盘功能（包括物质交换、代谢和分泌等功
能）及药物在胎盘中的转运情况。但该模型通常纳
入健康足月胎盘建模，尚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
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环境可能影响其
胎盘的生理结构和功能，一项针对广东地区妊娠
期糖尿病胎盘的研究表明，在基础胰岛素分泌降
低并伴有胰岛素分泌紊乱及胰岛素功能抵抗的情
况下，胎盘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可能会发生变化 [14]。
格列本脲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盘中的转运情况
是否与正常健康胎盘一致，仍需后续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应用人胎盘体外循环灌注模型，为国
内首次进行 ABC 外排转运蛋白对格列本脲经胎盘
转运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PGP、BCRP 与
MRPs 中，MPRs 可能是参与中国人群格列本脲胎
盘外排的主要转运体。本研究对完善格列本脲妊
娠期用药的安全性信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我
国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用药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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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非尼在 HepG2 与 LO2 细胞的摄取动力学

温金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GCP，南昌　3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索拉非尼在肝癌细胞（HepG2）与正常肝细胞（LO2）的摄取动力学特性。

方法　取正常培养的处于对数期的 HepG2 与 LO2 细胞株，加入含索拉非尼系列浓度的培养

液，孵育后处理细胞，检测索拉非尼及细胞蛋白浓度，分析摄取动力学参数。结果　HepG2 
与 LO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随着浓度的增加而趋于饱和，但与 LO2 细胞相比较，HepG2 细

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量明显增加。当加入 10 mol·L－ 1 的索拉非尼，HepG2 与 LO2 细胞对索

拉非尼的摄取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均在 20 min 时趋于饱和。HepG2 细胞的摄取动力参数

Vmax 为（684.14±78.19）pmol·mg protein－ 1·min－ 1，Km 为（93.3±17.56）μmol·L－ 1；LO2 细

胞的摄取动力参数 Vmax 为（335.61±69.73）pmol·mg protein－ 1·min－ 1，Km 为（135.68±29.34）
μmol·L－ 1；结果显示 HepG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速率明显高于 LO2 细胞。结论　索拉非

尼在肝癌细胞中摄取量及摄取速率明显高于正常肝细胞，对肝癌细胞具有一定的靶向性。

关键词：索拉非尼；HepG2 细胞；LO2 细胞；摄取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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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ake kinetics of sorafenib in HepG2 and LO2 cells

WEN Jin-hua (GCP,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uptake kinetics of sorafenib in hepatoma cells (HepG2 
cells) and normal hepatocytes cells (LO2 cells). Methods  HepG2 and LO2 cell lines in logarithmic 
phase were incubated in the medium at various sorafenib concentrations. Sorafenib and cell protein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and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sorafenib uptak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uptake of sorafenib in HepG2 and LO2 cells saturated with the concentration increase, 
but the sorafenib uptake in HepG2 cell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LO2 cells. After adding 
10 mol·L － 1, the sorafenib uptake in HepG2 and LO2 cells increased with time, and gradually 
reached saturation at 20 min. The uptake kinetic parameter Vmax of HepG2 cell was (684.14±78.19) 
pmol·mgprotein － 1·min － 1, and Km was (93.3±17.56) μmol·L － 1. The uptake kinetic parameter 
Vmax of LO2 cell was (335.61±69.73) pmol·mg protein － 1·min － 1, and Km  was (135.68±29.34) 
μmol·L － 1. The uptake rate of sorafenib in HepG2 cell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LO2 cells. 
Conclusion  Sorafenib uptake and uptake rate in the hepatoma cell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hepatocytes cells. Sorafenib has a certain targeting effect on the hepatoma cells. 
Key words: sorafenib; HepG2 cell; LO2 cell; uptake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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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全球有一半以
上的肝癌发生在我国，病死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
二位。尽管肝癌的诊疗技术已取得很大进展，但
仍有大约 80% 的病例发现时已是中晚期，且多数
合并肝硬化，并伴有肝功能异常，无法接受根治
性手术治疗 [1]。作为肝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

药物治疗在临床上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其中
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由于具有高选择性、高敏感性
及高效性的特点，逐渐成为肝癌传统治疗外一种
重要的治疗手段，如多靶点激酶抑制剂（TKIs，
包括索拉非尼、尼洛替尼、凡德他尼、卡奈替尼
等）[2]。其中，索拉非尼作为晚期肝癌的有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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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生成的
作用，可显著延长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的
生存时间 [3-4]。索拉非尼作用的靶器官是肝脏，由
于病理状态下，肝脏的功能及药物在其中的分布
均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药物的药动学及药效
学特性。本文研究索拉非尼在肝癌细胞（HepG2）
与正常肝细胞（LO2）中的摄取动力学特性，从
而比较 HepG2 与 LO2 细胞对药物的摄取变化，
这对病理状态下探索索拉非尼的药物代谢动力学
特性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1　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日本岛津 shimadzu 
20AT）；Discovery 色 谱 柱 ODS C18 column （150 
mm×4.6 mm，5 µm）； 保 护 柱 为 Agilent ODS 
C18 column （12.5 mm×4.6 mm，5 µm）；DHG-
907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
有限公司）；MIKRO 22R 高速离心机（德国 Het-
tich）。3111 型二氧化碳培养箱、细胞培养皿（美
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ECLIPSE Ti-S
倒置相差显微镜（日本 Nikon 公司）；SpectraMax 
Plus 384 全波长酶标仪（美国 MD）；TDZ4-WS
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湖南湘仪）。
　　HepG2 与 LO2 细胞（杭州赫贝公司）；HepG2
细胞培养基（Gibco DMEM basic）；LO2 细胞培养
基（Gibco RPMI Medium 1640）；胎牛血清（FBS，
Gibco 公司，货号 10099-141）；索拉菲尼对照
品 [ 纯度＞ 99%，中科华检（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甲醇、乙腈（色谱纯，SIGMA-ALORICH）；
三氟乙酸（分析纯，杭州米克化工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

　　HepG2 细胞株培养条件：含 10% FBS 和 1×
青链霉素的 DMEM 培养基；LO2 细胞株培养条
件：含 10% FBS 和 1×青链霉素的 RPMI-1640
培养基。将 HepG2 或 LO2 细胞在对应的培养基
中，于 37℃、5% CO2、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
2.2　细胞处理

　　取正常培养的处于对数期的两种细胞株，用
0.25%Typsin 消化，1000 r·min－ 1 离心 5 min，
计数板下计数，铺 6 孔板，每种细胞 4 个孔，每
孔均加入 5×105 个细胞，放入培养箱中静置 2 d。
吸取培养液，加入 10 μL 浓度分别为 0.25×10－ 3、
0.5×10－ 3、0.75×10－ 3、1.0×10－ 3、1.25×10－ 3、
2.0×10－ 3 mmol·L－ 1 的索拉非尼，培养液终浓
度达到 5、10、15、20、25、40 μmol·L－ 1，加

入至对应的 HepG2 及 LO2 细胞中，10 min 后处
理细胞，吸去含药培养基，1×PBS 洗 3 遍后，
加入 0.5 mL 无菌水于－ 80℃冰箱反复冻溶 3 次，
收集细胞裂解液，用于索拉非尼浓度检测。采用
同样的方法，加入索拉非尼使其培养液终浓度为
10 μmol·L－ 1，经过 5、10、20、40 min 孵育后
处理细胞，用于药物浓度检测。
2.3　样品的处理与制备

　　从超低温冰箱中取出不同处理组细胞裂解液
样本，溶解后准确吸取 0.2 mL 于 5 mL 具塞离心
管中，准确加入 2 mL 乙酸乙酯，振荡 10 s，于
4℃环境下 5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有机相
于尖底玻璃管中，剩余细胞裂解液残渣用 2 mL
乙酸乙酯重复萃取一次，离心后合并两次有机
相，于 50℃水浴中氮气流吹干，残渣用 0.1 mL
甲醇复溶，超声 15 s，漩涡混匀 1 min，18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0 µL 进高效液
相色谱系统分析。
2.4　细胞总蛋白提取

　　将各组细胞样品收集到 1.5 mL EP 管中，每管
中加入 200 μL Western blot 及 IP 裂解液 [ 使用前加
入苯甲基磺酰氟（PMSF），终浓度 1 mmol·L－ 1]，
混匀后 4℃裂解 30 min，同温条件 12 000 r·min－ 1

离心处理样品，分别取上清液储存。BCA 法测定
蛋白浓度：将 0.5 mg·mL－ 1 标准牛血清蛋白按 0、
1、2、4、8、12、16、20 μL 加到 96 孔板的标准
品孔中，加标准品稀释液补足到 20 μL。样品用对
照品稀释液稀释一定浓度后加 20 μL 到 96 孔板中。
按 50 倍体积 BCA 试剂 A 加 1 倍体积 BCA 试剂 B 
（50∶1）配制适量 BCA 工作液，充分混匀，各孔
加入 200 μL BCA 工作液，37℃放置 30 min。测定
562 nm 处的吸光度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样品的
蛋白浓度。
2.5　色谱条件

　　色谱柱：Discovery 色谱柱 ODS C18 柱（150 
mm×4.6 mm，5 μm），柱温 35℃，流动相为乙
腈 - 水 -0.1% 三氟乙酸＝ 45∶35∶20（V/V），流
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66 nm，进样量 20 
μL。采用该条件进行了索拉非尼 HPLC 检测方法
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稳定性等方法学考察，结果
均符合要求。
2.6　数据处理

　　根据米氏方程：V ＝ Vmax[S]/（Km ＋ [S]）计算
摄取动力学参数，V（pmol·mg protein－ 1·min－ 1）
为摄取速率，Vmax 为最大摄取速率，Km 为米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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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S] 为底物浓度。
3　结果

3.1　细胞培养及索拉非尼细胞裂解液中浓度检测

方法

　　按培养条件完成 HepG2 与 LO2 的细胞培养
（见图 1），成功建立了索拉非尼的液相色谱检测
方法（见图 2），在本试验提取方法和色谱条件
下，索拉非尼在 0.5 ～ 10.0 µg·mL － 1 吸光度线
性关系良好，标准曲线方程为 Y＝3.172×104X－

2.966×103（r ＝ 0.9999）。方法学验证显示精密
度、准确度和不同条件下的稳定性均达到相关要
求（见表 1 和表 2）。

图 1　HepG2 与 LO2 细胞贴壁图

Fig 1　Attachment diagram of HepG2 and LO2 cells

图 2　索拉非尼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 of sorafenib
A. 空白裂解液（the blank lysate）；B. 细胞裂解液（the cell lysate）
1. 索拉非尼（sorafenib）

3.2　索拉非尼的摄取动力学

　　HepG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随着索拉非尼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浓度为 20 µmol·L－ 1 时
摄取趋于饱和；而 LO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
亦随着索拉非尼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浓度为 15 
µmol·L－ 1 时摄取趋于饱和；但与 LO2细胞相比较，
HepG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量明显增加（见图
3）。当加入 10 µmol·L－ 1 的索拉非尼，HepG2 与
LO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
加，均在 20 min 时趋于饱和。HepG2 细胞的 Vmax

为（684.14±78.19）pmol·mg protein－ 1·min－ 1，
Km 为（93.3±17.56）µmol·L－ 1；LO2 细胞的 Vmax

为（335.61±69.73）pmol·mg protein－ 1·min－ 1，
Km 为（135.68±29.34）µmol·L－ 1； 结 果 显 示
HepG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速率明显高于 LO2
细胞的摄取速率（见图 4）。
4　讨论

　　索拉非尼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治疗 HCC 的一线小分子靶向药物，为多靶点激
酶抑制剂，可通过抑制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

子（PDGF）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从而抑制肿
瘤血管生成和增殖 [5]。目前针对索拉非尼的药理
学作用机制及耐药机制的研究较多，但对其在肿
瘤中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针对在肝癌细胞中的

表 1　索拉非尼检测方法的精密度与准确度 (n ＝ 5) 
Tab 1　Precision and accuracy of sorafenib (n ＝ 5)

浓度 / （µg·mL － 1）
日内精密度 日间精密度

测定值 /（µg·mL － 1） RSD/% 准确度 /% 测定值 /（µg·mL － 1） RSD/% 准确度 /%

1.0 0.95±0.06 6.2   95.00 0.98±0.07 5.9   98.33

2.0 2.04±0.12 4.4 101.80 2.14±0.09 5.1 107.12

4.0 4.11±0.23 5.8 102.70 3.98±0.46 8.9   99.53

表 2　索拉非尼检测方法的稳定性考察 (n ＝ 5，%) 
Tab 2　Stability of sorafenib (n ＝ 5，%)

浓度 /（µg·mL－ 1） 4℃ 4 h － 20℃ 7 d － 80℃ 14 d

1.0 98.81±2.23   99.42±2.39   99.28±1.69

2.0 97.94±0.83 100.57±2.63   99.94±1.61

4.0 99.78±1.73 100.27±2.28 100.08±2.24

图 3　索拉非尼（5 ～ 40 μmol·L－ 1）在 HepG2（A）与 LO2（B）细

胞中的摄取

Fig 3　Uptake of sorafenib （5 ～ 40 μmol·L－ 1）in HepG2（A）and 
LO2（B）cells

注（Note）：与 LO2 细胞摄取比较，*P ＜ 0.05（Compared with 
the uptake in LO2 cell，*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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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动力学研究的报道较少 [6]。本研究通过观察
索拉非尼在肝癌细胞及正常肝细胞中的摄取动力
学特性，发现索拉非尼在肝癌细胞（HepG2）中
摄取量及摄取速率明显高于正常肝细胞（LO2）。
HepG2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摄取速率 Vmax 显著高于
LO2 细胞。因此索拉非尼对肝癌细胞具有一定的
靶向性，这种摄取靶向性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并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有 研 究 显 示， 一 些 代 谢 酶 如 CYP3A5、
CYP3A4、CYP2C19、CYP2D6 及药物转运体如
P- 糖蛋白、有机阳离子在介导索拉菲尼与其他药
物的体内相互作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7-8]，
因此，这些代谢酶及药物转运体在肝癌细胞中介
导索拉非尼的摄取中可能也起着重要作用，如
CYP3A5*3 基因型患者中索拉非尼代谢水平极低，
可能导致严重的肝和肾损害 [9]。围绕这些代谢酶

及转运体对索拉非尼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药效学
影响，需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Waller LP，Deshpande V，Pyrsopoulos 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A comprehensive review [J]. World J Hepatol，
2015，7（26）：2648-2663. 

[2] 李爱军，马森林，吴孟超 . 分子靶向药物在肝癌治疗中

的作用 [J]. 肝胆胰外科杂志，2015，27（3）：255-258. 
[3] Cainap C，Qin S，Huang WT，et al. Linifanib versus 

sorafe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
ma：Results of a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J]. J Clin Oncol，
2015，33（2）：172-179. 

[4] Zimmerman EI，Hu S，Roberts JL，et al. Contribution 
of OATP1B1 and OATP1B3 to the disposition of sorafenib 
and sorafenib-glucuronide [J]. Clin Cancer Res，2013，19
（6）：1458-1466. 

[5] 顾雅雯，刘琳 . 索拉非尼联合其他化疗药物治疗晚期

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进展 [J]. 东南大学学报，2016，35
（5）：793-796. 

[6] 高彦君，姚颐，宋启斌，等 . 原发性肝癌索拉非尼耐

药机制的研究进展 [J]. 肿瘤学杂志，2019 ，25（9）：

836-840. 
[7] Wang X，Zhang X，Huang X，et al. The drug-drug in-

teraction of sorafenib mediated by P-glycoprotein and CY-
P3A4 [J]. Xenobiotica，2016，46（7）：651-658. 

[8] MaX，QinX，ShangX，et al. Organic anion transport 
polypeptide 1b2 selectively affects the pharmacokinetic 
interaction between paclitaxel and sorafenib in rats [J]. Bio-
chem Pharmacol，2019，169：113612. 

[9] Guo XG，Wang ZH，Dong W，et al. Specific CYP450 
genotype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ffect sorafenib toxic-
ity in HBV/HCV-associ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
tients [J]. Biomed Environ Sci，2018，31（8）：586-595. 

（收稿日期：2021-09-08；修回日期：2021-10-20）

图 4　索拉非尼（10 μmol·L－ 1）在 HepG2（A）与 LO2（B）细胞中

孵育（5 ～ 40 min）后的摄取

Fig 4　Uptake of sorafenib （10 μmol·L－ 1）after the incubation（5 ～ 40 
min）in HepG2（A）and LO2（B）

注（Note）：与 LO2 细胞摄取比较，*P ＜ 0.05（Compared with 
the LO2 cell uptake，*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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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苓益肾颗粒传统制备方法与配方颗粒的 
指纹图谱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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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比芪苓益肾颗粒传统制备工艺（TPP）与中药配方颗粒（CFG）化学成分种类

和含量的差异。方法　建立芪苓益肾颗粒指纹图谱，从相似度、化学成分种类、指标性成分含

量、共有峰峰面积 4 个方面研究芪苓益肾颗粒 TPP 与 CFG 样品的差异。结果　芪苓益肾颗粒

TPP 样品、A 厂及 B 厂 CFG 样品相似度较高（0.959、0.956、0.926），C 厂 CFG 样品相似度稍

低（0.894）。TPP 和 CFG 有 20 个（峰 1 ～ 13，峰 15 ～ 21）共有峰；TPP 与 CFG 相比有峰 14
的出现及峰 22 的消失。测定了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

花素 5 种指标成分的含量，发现 CFG 中各成分含量相对 TPP 均有不同程度降低。CFG 共有峰

总峰面积均低于 TPP，A、B、C 三厂 CFG 相对 TPP 共有峰总峰面积相对值分别为 0.89、0.77、
0.72。结论　芪苓益肾颗粒 TPP 与 CFG 相比有化学成分的变化，TPP 样品指标成分含量高于

CFG 样品；两者在化学成分种类、数目及指标成分含量均存在一定差异，表明 CFG 的标识当

量存在一定误差，在临床应用中应进行修正，以促进临床合理应用。

关键词：芪苓益肾颗粒；传统工艺；配方颗粒；指纹图谱；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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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fingerprints between traditional Qiling Yishen granules and 
formula gran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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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 and amount of chemica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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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芪苓益肾颗粒”是本院肾病科医师依据经典
名方“当归补血汤”在长期临床应用中形成的经
验方，全方由黄芪、当归、茯苓、枸杞子 4 味药
组成，主要用于气血两亏，脾肾不足所致的头晕
目眩，面色萎黄，食少纳差，气短无力，病后体
虚，肿瘤化疗后白细胞减少，慢性肾功能不全，
蛋白尿等症。
　　 中 药 配 方 颗 粒（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CFG）是指运用现代技术以单味中药为
基础进行提取、浓缩、制粒、分装等工艺制成的
一种粉末或颗粒状制剂。CFG 保留了传统制备工
艺制剂（traditional preparation process，TPP）随
症加减的优势，解决了传统制剂不易携带、保存
等问题 [1-3]。CFG 研制成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尚未有统一的质量标准，造成 CFG 质量
参差不齐，严重限制了 CFG 的临床应用 [4]；CFG
与 TPP 的物质基础差异及临床应用等效性是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5-7]。
　　本研究采用指纹图谱结合化学模式识别法，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比较芪苓益肾颗粒 TPP 与
CFG 的差异，研究两者化学成分种类和量的差
异，为 CFG 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岛津 LC-20AD 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二元
泵，全波长紫外检测器，柱温箱，自动进样器，
工作站）；SB25-12D 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FW-80 型微型高速万能试
样粉碎机（天津市工兴电器厂）；AUW-120D 型
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日本 SHIMADZU 公司）；
Milli-Q 超纯水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5810R
高速离心机（美国 Eppendorf 公司）。
1.2　试药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批号：111920-201606，
纯度：97.6%）、阿魏酸（批号：110773-201614，
纯度：99.0%）（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芒柄花苷（批号：DSTDC004401，纯度：
98.99%）、毛蕊异黄酮（批号：DST-18120901，纯

度：99.84%）、芒柄花素（批号：DST-19033005，
纯度：99.03%）（对照品，成都德思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乙腈、甲醇均为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
司）；磷酸为色谱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水为饮用水或超纯水。
　　制备芪苓益肾颗粒所用中药饮片具体信
息 如 下： 黄 芪（产 地 甘 肃， 批 号：20201001、
20201101、20201201、200301、200701），当归（产
地甘肃，批号：20190201、20190401、20190701、
200701、201201）， 茯 苓（产 地 云 南， 批 号：
20190301、20190401、20190501、20190701、
20191101），枸杞子（产地宁夏，批号：2019301、
20190730、20191008、200501、201101），所有饮
片购于漯河市 2 家药店及 1 家药业公司。经河南
中医药大学苗明三教授教授鉴定，黄芪为豆科植
物蒙古黄芪（Astragalus mongholicus Bunge）的干
燥根；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Angelica sinensis）
的干燥根，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Schw.）Wolf] 的干燥菌核，枸杞子茄科植物宁夏
枸杞 Lycium barbarum L. 的干燥成熟果实。
　　制备芪苓益肾颗粒所用配方颗粒信息如下：
黄芪（A 厂 3 批：20081321、20111011、20120601，
B 厂 3 批：2006004C、2008003C、2009003C，C
厂 3 批：0121993、0102733、0110163）、当归（A
厂 3 批：20111071、20121201、21011501，B 厂
3 批：2011030W、2012010W、2012020W，C 厂
3 批，0103203、0110253、0120813）、 茯 苓（A
厂 3 批：20101141、20101161、20111121，B 厂
3 批，2101001C、2102003W、2103002C，C 厂 3
批：0110753、0123273、0123283）、枸杞子（A 厂
3 批：20080291、20091001、20091401，B 厂 3 批：
2005002W、2009001W、2101001W，C 厂 3 批：
0061023、0077063、0121343），以上配方颗粒购于
漯河市 4 家医院及郑州市 2 家医院。
2　方法

2.1　色谱条件 
　　 采 用 Phenomenex Gemini C18 110 Å，LC（250 
mm×4.6 mm，5 µm） 色 谱 柱， 以（0.05% 磷 酸 -

0.77, and 0.72. Conclusion  The components are changed in Qiling Yishen granules TPP and CFG 
sample. The content of index components in TPP sampl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CFG sample. There 
exist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chemical component type, number and index component content. There 
is error in the labeling equivalent of CFG, which should be revi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Qiling Yishen granul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formula granule; fingerprint;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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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A）- 乙腈（B）为流动相，梯度洗脱（0 ～ 10 
min，10%B；10 ～ 55 min，10% ～ 60%B；
55 ～ 70 min，60%B；70 ～ 71 min，60% ～ 10%B；
71 ～ 85 min，10%B），柱温 35℃，进样量 10 μL，
流速 1 mL·min－ 1，检测波长 230 nm[8-12]。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毛蕊异黄酮葡萄糖
苷、阿魏酸、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
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成质量浓度为 1.86、1.92、
2.14、2.02、1.96 mg·mL － 1 的对照品储备液；
精密量取各储备液适量，混匀，制得含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阿魏酸、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各 237.16、71.54、68.04、77.21、48.16 
μg·mL －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密封保存。
2.2.2　样品制备　取中药饮片，依据芪苓益肾颗
粒处方量随机配伍组合，按工艺方法（因该处方
正处于申报阶段，故工艺参数暂时保密）制备芪
苓益肾颗粒，得 10 批 TPP 样品（S1 ～ S10），为
干燥细粉。
　　取中药配方颗粒，按照 A、B、C 3 个厂家分
为 3 组，每组随机配伍 6 份。根据芪苓益肾颗粒
处方中饮片用量，取中药配方颗粒适量，混匀，
得 18 批 CFG 样品（S11 ～ S28）。
2.2.3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2.2.2”项下 5 g TPP
样品及相当于 5 g TPP 样品的 CFG 样品，置于
100 mL 具塞锥形瓶中，加 50 mL 热水（80℃）溶
解。待样品充分溶解，取样品液 1 mL，加等量甲
醇，振荡后 13 000 r·min － 1 离心 3 min，取上清

液为供试品溶液。
2.2.4　阴性样品溶液制备　参照“2.2.2”项下传
统制备方法，分别制备黄芪、当归、茯苓、枸杞
子的阴性样品细粉，并依据“2.2.3”项下方法制
备阴性样品溶液。
2.3　方法学验证

2.3.1　精密度试验　取 S1 供试品适量，按“2.1”
项下色谱方法，连续进样 6 次，以毛蕊异黄酮葡
萄糖苷为参照峰，计算得到各共有峰的相对保
留时间的 RSD 均≤ 1.1%，各色谱峰相对峰面积
RSD 均≤ 1.8%，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2　重复性试验　取 S1 样品适量，平行制备供
试品溶液 6 份，按“2.1”项下色谱方法测定，以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为参照峰，得到各共有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1.0%，各色谱峰相对峰
面积的 RSD 均≤ 1.5%，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 S1 供试品适量，按“2.1”
项下色谱方法，分别在 0、3、9、24、48 h 测定，
以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为参照峰，得各共有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1.1%，各色谱峰相对
峰面积的 RSD 均≤ 1.9%，表明供试品在至少 48 
h 内稳定。
2.3.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1”项下混
合对照品溶液，用甲醇稀释成不同质量浓度的系
列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方法进样，
记录峰面积。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以峰面
积为纵坐标（Y），进行线性拟合，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化学成分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和线性范围 
Tab 1　Regression equ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linearity

化合物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线性范围 /（μg·mL － 1）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Y ＝ 4.507×104X ＋ 2692.4 0.9995   33.88 ～ 237.16

阿魏酸 Y ＝ 2.325×104X ＋ 3306.8 0.9999 10.22 ～ 71.54

芒柄花苷 Y ＝ 2.450×104X ＋ 2690.8 0.9999   9.72 ～ 68.04

毛蕊异黄酮 Y ＝ 4.766×104X ＋ 2962.2 0.9998 11.03 ～ 77.21

芒柄花素 Y ＝ 2.694×104X ＋ 3892.9 0.9999   6.88 ～ 48.16

2.3.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含量已知 S1 样品细粉
适量，均分为 9 份，按各成分质量浓度的 50%、
100%、150% 分别精密加入“2.2.1”项下混合对
照品储备液，各 3 份，按“2.2.3”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液，进样测定，计算各成分回收率及
RSD。结果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芒柄
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的平均回收率在
99.67% ～ 101.82%，RSD 均小于 2.1%，说明方法
准确可靠。

2.4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研究

2.4.1　TPP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共有峰确定　按
“2.2.2”及“2.2.3”项下方法制备 TPP 供试品 10
批（S1 ～ S10），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建立
TPP 的指纹图谱。结果 10 批 TPP 供试品共标定
21 个共有峰，见图 1。
2.4.2　CFG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共有峰确定　按
“2.2.2”及“2.2.3”项 下 方 法 制 备 CFG 供 试 品
A 厂（S11 ～ S16）、B 厂（S17 ～ S22）、C 厂



42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S23 ～ S28）共 18 批，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
建立 CFG 的指纹图谱。结果 18 批 CFG 供试品共
标定 21 个共有峰，见图 2。

图 2　CFG 指纹图谱和对照指纹图谱（R）

Fig 2　TPP fingerprint and control fingerprint（R）

2.4.3　共有峰归属与化学成分指认　取混合对照品
溶液、供试品溶液（S1）及各阴性样品溶液适量，
按“2.1”项下色谱方法进样，记录色谱图。通过对
对照品（S6）、阴性样品（S2 ～ S5）及供试品色谱
图（S1）比较，共指认 18 个色谱峰，分别为峰 6、
峰 11（阿魏酸）、峰 13 及峰 16 归属于当归，峰 1、
峰 3、峰 9及峰 12归属于茯苓，峰 5归属于枸杞子，
峰 2、峰 10（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峰 14 ～ 15、
峰 17（芒柄花苷）、峰 18（毛蕊异黄酮）、峰 19（芒
柄花素）、峰 20 及峰 21 归属于黄芪（见图 3）。
2.5　指纹图谱比较

2.5.1　化学成分种类和数目比较　通过指纹图谱
比较，TPP 中峰 14，在 CFG 中未发现；CFG 中
有峰 22，TPP 样品中未发现，这可能与中药混合
共煎过程中化学成分间的络合、氧化、分解、成
盐等反应有关 [13]。
2.5.2　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　以峰 10（毛
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为参照峰，分别计算 10 批
TPP、18 批 CFG 色谱图中 20 个共有峰（峰 1 ～ 13，
峰 15 ～ 21）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

果，28 批芪苓益肾颗粒中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的 RSD 均小于 0.5%，表明所有批次中各共有峰出
峰时间较稳定；20 个共有峰相对峰面积的 RSD 在
24.65% ～ 68.05%，说明批次间样品相对峰面积存在
差异，且峰 18、峰 11、峰 3 及峰 1 的 RSD 差异较大。
2.5.3　共有峰总峰面积比较　以 TPP 及 CFG 的
共有峰为研究对象，计算 10 批 TPP 及 18 批的
CFG 色谱图中共有峰总峰面积的均值。以 10 批
TPP 共有峰总峰面积的均值为基准值 1，计算各
CFG 共有峰总峰面积的相对值 [9，14]。结果，A、
B、C 厂 CFG 供试品共有峰总峰面积的相对值为
0.89、0.69、0.75，表明 CFG 中各成分的总量相
对于 TPP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2.5.4　TPP、CFG 指纹图谱相关性比较　采用“中
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对
TPP 及 CFG 样品色谱图进行分析。以 S1 为参照
图谱（采用中位数法、时间宽度为 0.1 min），进
行多点校正和峰匹配，评价 28 批供试品。结果，
与 TPP 相比，A 厂、B 厂（0.957、0.926）相似度
较高，C 厂（0.894）稍低（见图 4）。
2.5.5　化学成分含量比较　采用外标法计算 TPP
及 CFG 中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芒柄
花苷、毛蕊异黄酮及芒柄花素的含量，以 10 批
TPP 供试品各成分含量的均值为基准 1，计算 A、
B、C 厂 CFG 样品中各成分含量的相对值及 5 种
成分总量的相对值 [15-16]。结果，CFG 中各成分

图 3　共有峰归属与化学成分指认图

Fig 3　Common peak at tr ibution and chemical  composit ion 
identification
S1. 缺当归阴性液（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ngelica negative）；S2. 
缺茯苓阴性液（negative sample without Poria negative）；S3. 缺枸杞

子阴性液（negative sample without lycium barbarum）；S4. 缺黄芪阴

性液（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stragalus）；S5. 供试品液（S1）[test 
solution（S1）]；S6. 混 合 对 照 品 液（mixed reference solution）；

10.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verbasil glucoside）；11. 阿魏酸（ferulic 
acid）；15. 芒柄花苷（formononetin）；18. 毛蕊异黄酮（mullein）；

19. 芒柄花素（formononetin）

图 1　TPP 指纹图谱和对照指纹图谱（R）

Fig 1　10 batches of TPP fingerprints and control fingerprint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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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相对于 TPP 均有不同程度降低，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毛蕊异黄酮及芒柄花素含量顺序为
TPP ＞ CFG-A ＞ CFG-C ＞ CFG-B， 阿 魏 酸 和
芒柄花苷含量顺序为 TPP ＞ CFG-B ＞ CFG-C ＞

CFG-A；5 种成分总含量顺序为 TPP ＞ CFG-A ＞

CFG-C ＞ CFG-B，见图 5。

图 5　各供试品含量相对值

Fig 5　Relative value of each sample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选择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色谱柱（Agilengt、YMC、
Phenomenex、GL Sciences），不同流动相 [ 乙腈 -

水、乙腈 -（0.1% 磷酸 - 水）、乙腈 -（0.05% 磷
酸 - 水）]，不同柱温（30、35℃），不同检测波长
（230、260、315 nm）等对色谱图的影响，最终
确定为本研究的色谱方法。
3.2　指纹图谱比较的分析

　　指纹图谱能全面反映中药饮片或制剂的内在
物质特征，其整体性及模糊性的特征，适合对中
药饮片及制剂内在质量的控制与研究 [17]。本研究
通过指纹图谱法比较 TPP 与不同厂家 CFG 的差
异，发现 TPP 与 CFG 相似度均在 0.89 以上，说
明虽然制备工艺不同，但是原料来源基本是一致
的，所以相似度较高 [10，14，18]。TPP 中峰 14 的出
现及 CFG 峰 22 的出现，表明了 TPP 与 CFG 相
比有化学成分的生成与消失 [13]。通过各供试品共
有峰总峰面积的比较，发现不同厂家的 CFG 相比
TPP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提示了各厂家 CFG 的
标识量存在一定误差，在临床应用中应进行修正。
3.3　指标成分选定

　　本方由 4 味中药组成，根据中药复方君臣佐
使的组方原则，优先选择君药（黄芪）及臣药（当
归）的化学成分作为 TPP 与 CFG 的差异性对比指
标 [19]。根据文献报道，黄芪中化学成分复杂，毛
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芒柄花苷、芒柄花素及毛蕊

图 4　相似度评价结果

Fig 4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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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黄酮均为其主要活性成分及质量评价指标，具
有提高免疫、调节血压、保护血管和肾组织、抗
衰老及抗氧化等作用，因黄芪甲苷为皂苷类成分，
基本无紫外吸收，宜采用 ELSD 检测，因实验室
条件限制，未对黄芪甲苷进行检测 [20-22]；阿魏酸
为当归中重要的质量评价指标，具有抗血栓、抗
炎、降血脂等药理作用，发挥活血祛瘀功效 [23]，
当归中藁本内酯等挥发性成分，受热不稳定不宜
作为对比指标。故本试验选择毛蕊异黄酮葡萄糖
苷、阿魏酸、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及芒柄花素
为指标成分研究 TPP 与 CFG 的差异性。
3.4　已知化学成分含量比较的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比 TPP 与 3 个厂家 CFG 中毛
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芒柄花苷、毛蕊异
黄酮、芒柄花素的含量测定结果，发现各厂家
CFG 中 5 种成分含量均有不同程度降低，B 厂家
的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及 A 厂家的芒柄花苷
明显较低，表明 CFG 的质量控制应当统一标准，
以便达到相同的临床应用效果。
　　综上分析，TPP 与 CFG 相比，化学成分的种
类和数目随饮片来源及生产工艺的变化而产生差
异。TPP 无论从共有峰总面积还是指标成分含量
均具有明显优势，提示了 CFG 在临床应用中应
调整使用当量，以促进临床应用。
　　本研究通过指纹图谱和化学模式识别方法，从
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比了芪苓益肾颗粒传统制
备工艺与中药配方颗粒的差异，课题组将从谱效关
系和临床疗效继续深入研究，阐明两者差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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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PAR-γ/NF-κB信号通路探究芍甘附子汤对 
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大鼠的干预作用及作用机制

董琳琳1，丰晨然1，赵一颖1，石璐1，吴师月1，靖卫霞2，贾占红1，孙文燕1*（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

学院，北京　102488；2.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观察芍甘附子汤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IA）大鼠的干预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

制。方法　Wistar 大鼠随机选取 12 只为正常组，其余大鼠制备 CIA 大鼠模型。于首次免疫后

第 14 日，依据分层分配原则将造模成功的大鼠分为模型组，芍甘附子汤低（1.05 g·kg－ 1）、

中（2.1 g·kg－ 1）、高（4.2 g·kg－ 1）剂量组，雷公藤多苷片组（9 mg·kg－ 1），每组 15 只。于

首次免疫后第 15 日各组按相应剂量进行药物干预，正常组及模型组灌胃同等量生理盐水，连

续 4 周。分别于首次免疫后第 14、21、28、35、42 日进行关节炎指数（AI）评分。于末次给

药 24 h 后麻醉大鼠，收集血清，并取踝关节，采用 HE 染色和 Micro-CT 扫描观察其病理及影

像学改变。检测血清 PGE2、TNF-α、IL-1β、IL-6、NO 含量，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踝关节组织

PPAR-γ、NF-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 蛋白表达。结果　同正常组相比，模型组

大鼠足跖出现明显肿胀，血清 PGE2、TNF-α、IL-1β、IL-6、NO 水平升高（P ＜ 0.01），踝关

节滑膜增生，炎细胞浸润，骨质破坏，踝关节 NF-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 蛋白

表达上调，PPAR-γ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同模型组相比，芍甘附子汤可不同程度降低 AI，降低

血清 PGE2、NO、TNF-α、IL-1β、IL-6 水平，改善踝关节病理损害，降低病理评分，下调踝关

节 NF-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 蛋白表达，上调 PPAR-γ 蛋白表达。结论　芍甘

附子汤对 CIA 大鼠关节肿胀及病理损害具有改善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其调节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有关。

关键词：类风湿关节炎；PPAR-γ/NF-κB 信号通路；芍甘附子汤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45-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09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rats with 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 based on PPAR-γ/NF-κB signaling pathway

DONG Lin-lin1, FENG Chen-ran1, ZHAO Yi-ying1, SHI Lu1, WU Shi-yue1, JING Wei-xia2, JIA 
Zhan-hong1, SUN Wen-yan1* (1.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2.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rats with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CIA)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Twelve SPF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rest were turned into bovine type Ⅱ 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 rat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tratified allocation, the CIA rats were divided into 
a model groups, Shaogan Fuzi decoction low-dose group (1.05 g·kg－ 1), medium-dose group (2.1 
g·kg－ 1), high-dose group (4.2 g·kg－ 1), and a tripterygium glycoside tablet group (9 mg·kg－ 1), 
with 15 rats in each group. On the 15th day after primary immunization, each group was given drug 
intervention.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model group were given the same dose of normal saline for 4 
consecutive weeks. The arthritis index (AI) score was collected on day 14, 21, 28, 35, and 42. The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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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
一种渐进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在于关节滑
膜慢性炎性细胞浸润，滑膜细胞增殖与凋亡异常
及关节软骨与骨损害。RA 致残率较高，还易导
致其他并发症，使得临床患者的治疗愈加困难 [1]。
RA 属中医“痹证”范畴，中医药在治疗“痹证”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芍甘附子汤源于《伤寒
论》，由芍药、炙甘草、附子组成，临床上运用
该方或以该方为基础进行加减治疗 RA 疗效确切，
但尚缺乏系统的药效学及作用机制研究 [2]。
　　NF-κB 信号通路是经典的炎症通路，该通路激
活后可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 1β
（IL-1β）、白介素 -6（IL-6）、一氧化氮合酶（iNOS）、
环氧合酶（COX-2）等炎性因子的转录，还可调节
T、B 细胞的分化，促进 RA 的发生发展 [3]。PPAR-γ
是一种重要的抗炎转录因子，其抗炎作用可能与
抑制核因子κB（NF-κB）的活化有关 [4]。网络药
理学分析表明芍甘附子汤对 RA 的干预作用可能
与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有关 [5]。本研究在前期
实验基础上，观察芍甘附子汤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大鼠的干预作用并
基于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探讨其作用机制。
1　材料

1.1　动物

　　SPF 级 Wistar 大 鼠 102 只， 体 质 量 180 ～ 

190 g，雄性 [ 北京斯贝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许
可证号为 SCXK（京）2016-0002]。
1.2　试药

　　芍甘附子汤配方颗粒（黑顺片 3 g、白芍 9 g、

甘草 9 g，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由北京康仁
堂药业制备）。给药时以生理盐水充分溶解，按照
人日用量换算大鼠的等效剂量为 2.1 g 生药·kg－ 1。
雷公藤多苷片（得恩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为
2004114B，给药质量浓度为 0.9 mg·mL－ 1）。
　　牛Ⅱ型胶原（美国 Chondrex 公司）；不完全弗
氏佐剂（美国 Sigma 公司）；前列腺素 E2（PGE2）
试剂盒（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一氧化氮
（NO）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大鼠
TNF-α、IL-1β、IL-6 ELISA 试剂盒（北京瑞格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鼠单抗 PPAR-γ 抗体、兔多
抗 NF-KB p65 抗体、兔多抗 COX-2 抗体、兔单抗
iNOS 抗体（英国 Abcam 公司）；兔单抗 p-NF-κB 
p65 抗体（中国 HUABIO 公司）。
1.3　仪器

　　YLS-7B 大鼠足跖容积测量仪（济南益延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TU-1901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华
卫德朗 DR-200BS 酶标分析仪（无锡华卫德朗仪
器有限公司）；Thermo Multiskan MK3 酶标仪（美
国 Thermo 公司）；DKZ-2B 恒温振荡水槽（上海
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Tissue-TEK VIP6 生
物组织脱水机、Tissue-TEK TEC 生物组织包埋
机（日本樱花公司）；Leica RM2235 组织切片
机、Leica HI1210 捞片仪、Leica HI1220 烤片仪、
Leica ST5020 自动染色机、Leica CV5030 自动封
片仪、Olympus Bx53 显微镜、Path QC 病理质控
和资料管理系统（德国莱卡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were anesthetized 24 hours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The serum was collected, and the ankle joint 
was taken. HE stained and Micro-CT scan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pathological and imaging changes. 
Content of PGE2, TNF-α, IL-1β, IL-6, and NO in the serum was determined. PPAR-γ, NF-κB p65, p-NF-
κB p65, COX-2, iNOS protein expression in ankle joint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model group had obvious feet swelling, and levels 
of PGE2, TNF-α , IL-1β, IL-6, and NO in the serum were increased (P ＜ 0.01). The ankle synovial 
hyperplasia, inflammation cell infiltration, bone destruction, and up-regulation of ankle joint NF-κB p65, 
p-NF-κB p65, COX-2, and iNOS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observed, but PPAR-γ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Shaogan Fuzi decoction reduced the AI score, 
the serum levels of PGE2, NO, TNF-α, IL-1β, and IL-6, improved the pathological damage of the ankle 
joint, decreased the pathological score, and down-regu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the ankle joint NF-κB 
p65, p-NF-κB p65, COX-2, and iNOS, bu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PAR-γ protein. Conclusion  
Shaogan Fuzi decoction can improve the AI and pathological damage in CIA rats, whose mechanism of 
act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PPAR-γ/NF-κB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PPAR-γ/NF-κB signaling pathway; Shaogan fuzi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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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型复制 [6]

　　102 只 Wistar 大鼠于实验前适应性饲养 7 d。
随机选取 12 只，并将其作为正常组，其余 90 只用
于 CIA 大鼠模型制作。实验第 1 日将牛Ⅱ型胶原
与不完全弗氏佐剂充分等量混合，手持匀浆器充分
乳化。准确抽取 0.2 mL 乳化剂在大鼠的尾根部进
行多点皮内注射。实验第 7 日再次进行免疫，乳化
剂用量为 0.1 mL。正常组采用等量的生理盐水进
行皮内注射。实验第 14 日对造模大鼠进行关节炎
指数（arthritis index，AI）评分 [6]，评分≥ 4 分为
模型复制成功，造模成功率为 83.33%（75 只）。
2.2　分组及给药

　　按照 AI 评分结果，依据分层分配法进行
分组：CIA 模型组，芍甘附子汤低剂量组（1.05 
g·kg－ 1），芍甘附子汤中剂量组（2.1 g·kg－ 1），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4.2 g·kg－ 1）以及雷公藤
多苷片组（9 mg·kg－ 1），每组 15 只。各组按照
剂量灌胃，每日 1 次，连续 28 d。正常组及 CIA
模型组灌胃等量生理盐水。
2.3　关节炎指数评分

　　于实验第 14、21、28、35、42 日对模型组、
芍甘附子汤组及雷公藤多苷片组大鼠进行 AI 评分。
2.4　实验标本采集

　　于末次给药 24 h 后，用 1.5% 戊巴比妥钠
溶液腹腔注射麻醉大鼠，腹主动脉取血，4℃，
4000 r·min － 1，离心 10 min，收集血清。取大鼠
双侧踝关节，以 4% 多聚甲醛溶液中固定。
2.5　踝关节病理学及影像学观察

　　每组随机选取 6 只大鼠踝关节脱钙，常规脱
水处理并石蜡包埋，制片，常规 HE 染色，于光
学显微镜下观察病理变化，并根据滑膜上皮细
胞、滑膜间质细胞及滑膜软骨组织病变程度进行
踝关节病变评分。各组另取踝关节置于 Inveon 
MM GANTRY 扫描仪上进行扫描。扫描仪设置参
数为：分辨率 48 μm，曝光时间 800 ms，电压 80 
kV，电流 400 mA，图像矩阵为 4032×4032。扫
描结束后，使用 Inveon Research Workplace 分析
软件进行各组大鼠的踝关节三维重建和分析。
2.6　血清 PGE2、TNF-α、IL-1β、IL-6、NO 含量测定

　　取各组大鼠血清，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PGE2、TNF-α、IL-1β、IL-6 的含量，采用比色法
检测血清中 NO 的含量。
2.7　免疫组化法检测踝关节组织中 PPAR-γ、NF-
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 的表达

　　各组大鼠切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采用

PBS 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细胞胞浆内出现棕
黄色或棕褐色颗粒为阳性细胞，观察整张切片，
使用 Image-pro Plus 软件测量图片积分光密度值
（IOD）。高倍镜下拍摄三个视野，将采集的图像
应用 Image-pro Plus 5.1 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分析，
所得数据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信号 IOD，以
IOD 值作为组织表达的定量标准，IOD ＝平均光
密度（AOD）×阳性面积（A）。
2.8　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x±s），采用
SAS 9.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若各组数据呈正态分
布且方差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比较采用
q 检验；若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则采用
非参数性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芍甘附子汤对 CIA 大鼠关节炎指数的影响

　　在初次免疫后第 14 ～ 35 日，CIA 模型组大
鼠 AI 评分逐渐升高，第 42 日略有降低；相较于
模型组，芍甘附子汤各剂量组及雷公藤多苷片组
在给药 2 周后（初次免疫后第 28 ～ 42 日）AI 评
分均明显降低（P ＜ 0.05 或 0.01）。结果见表 1。
3.2　芍甘附子汤对 CIA 大鼠血清 PGE2、NO、

TNF-α、IL-1β、IL-6 含量的影响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血清中 PGE2、NO、
TNF-α、IL-1β、IL-6 含量升高（P ＜ 0.01）。与模
型组比较，芍甘附子汤各剂量组 PGE2 含量，芍甘
附子汤低剂量组与雷公藤多苷片组 NO，芍甘附
子汤低、中剂量组 TNF-α、IL-1β、IL-6 含量及雷
公藤多苷片组 TNF-α 含量均明显降低（P ＜ 0.05
或 P ＜ 0.01）。结果见表 2。
3.3　芍甘附子汤对 CIA 大鼠踝关节病理学的影响

　　正常组中滑膜大多内衬单层上皮，个别两三
层，细胞排列规则，滑膜内纤维间质排列疏松，无
炎性细胞浸润；血管数量少，排列稀疏，为闭锁状
态；软骨平滑光整，细胞数量正常，潮线完整。
　　模型组中滑膜内衬细胞层次增加，呈绒毛
状、乳头状肥大，滑膜内可见淋巴细胞、浆细胞、
中性粒细胞以及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间质
纤维组织增生；滑膜血管增生、扩张，血管壁周
围炎性细胞浸润；软骨表面出现裂痕，细胞数量
减少，潮线断裂现象明显。与正常组比较，模型
组 HE 病理评分显著升高（P ＜ 0.01）。
　　芍甘附子汤低、中剂量组中滑膜内衬细胞层次
较模型组减少，呈绒毛或乳头状，滑膜内炎性细胞
数目轻度减少，间质纤维组织增生；滑膜血管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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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扩张，血管壁周围中等量炎性细胞浸润；软骨
表面不光滑，细胞变性，数量轻度减少，潮线模糊。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中滑膜内衬细胞约为 3 ～ 5 层，
呈微小绒毛状，滑膜内炎性细胞数目明显减少，间
质纤维组织轻度增生；滑膜血管轻度增生，偶见扩
张，血管壁周围少量炎性细胞浸润；软骨表面不光
滑，细胞数量轻度减少，潮线较清晰，有不延续现
象。与模型组比较，芍甘附子汤中、高剂量组 HE
病理评分显著降低（P ＜ 0.05 或 0.01）。
　　雷公藤多苷片组中滑膜内衬细胞层次较模型
组减少，呈小绒毛状，滑膜内炎性细胞数目减
少，间质纤维组织轻度增生；滑膜血管数目减少，
血管壁周围少量炎性细胞浸润；软骨表面不光
滑，细胞数量轻度减少，潮线较为模糊。与模型
组比较，雷公藤多苷片组 HE 病理评分显著降低
（P ＜ 0.05）。结果见表 3 及图 1。
3.4　芍甘附子汤对 CIA 大鼠踝关节影像学的影响

　　踝关节 Micro CT 扫描发现，正常组大鼠未出
现关节肿胀情况，皮质骨光滑完整，骨态正常，骨
质均匀。模型组大鼠踝关节中重度肿胀，皮质骨侵
蚀破坏严重，出现骨质疏松，关节面缺失，出现大
量滑膜增生情况；趾关节肿胀严重甚至变形，关节
面缺失与大量增生，关节之间的间隙有所变窄。芍
甘附子汤低剂量组踝关节轻中度肿胀，皮质骨见轻

度不规则侵蚀破坏现象，关节间隙出现轻度变窄。
芍甘附子汤中剂量组踝关节皮质骨轻度侵蚀，表面
轻度增生，关节之间的间隙变窄，胫骨远端松质骨
轻度疏松。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踝关节轻度肿胀，
表面少量增生，关节轻度肿胀，关节之间的间隙轻
度变窄，胫骨远端松质骨轻度疏松。雷公藤多苷片
组胫骨关节面出现轻度破坏，踝关节皮质骨轻度破
坏，边缘毛刺，有少量增生，关节轻度肿胀，关节
之间的间隙出现变窄现象（见图 2）。
3.5　芍甘附子汤对 CIA 大鼠踝关节滑膜 PPAR-γ、
NF-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 蛋白表

达的影响

表 1　芍甘附子汤对 CIA大鼠关节炎指数评分的影响 (x±s，n ＝ 12 ～ 15) 
Tab 1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AI score of CIA rats (x±s，n ＝ 12 ～ 15)

组别 剂量 /（g·kg － 1）
关节炎指数评分

第 14 日 第 21 日 第 28 日 第 35 日 第 42 日

正常组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模型组 － 8.00±2.04** 9.20±2.34** 10.67±2.85** 11.20±3.17** 10.93±2.34**

芍甘附子汤低剂量组 1.05 8.00±1.69 7.80±1.74 7.80±2.31## 7.27±2.40## 6.46±1.88##

芍甘附子汤中剂量组 2.1 8.00±1.65 7.93±2.63 8.07±2.89# 8.00±2.77## 7.36±4.01##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 4.2 8.00±2.33 8.87±3.31 8.13±3.20# 8.20±3.14## 7.80±3.36##

雷公藤多苷片组 0.009 8.00±1.65 7.87±2.39 8.00±2.36## 7.40±2.86## 7.10±2.86##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表 2　芍甘附子汤对 CIA大鼠血清 PGE2、TNF-α、IL-1β、IL-6、NO含量的影响 (x±s，n ＝ 12 ～ 15) 
Tab 2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content of PGE2，TNF-α，IL-1β，IL-6，and NO in the serum of CIA rats (x±s，n ＝ 12 ～ 15)

组别 剂量 /（g·kg － 1）PGE2/（pg·mL － 1）NO/（μmol·L － 1）TNF-α/（ng·L － 1） IL-1β/（ng·L － 1） IL-6/（ng·L － 1）

正常组 － 21.06±1.08 27.64±14.55 57.60±21.93 7.49±2.19 29.07±10.58

模型组 － 55.93±16.71** 60.47±22.66** 92.35±22.26** 10.51±1.94** 43.31±10.32**

芍甘附子汤低剂量组 1.05 31.36±7.42## 41.36±20.04# 75.71±16.07# 9.20±1.39# 35.90±7.38#

芍甘附子汤中剂量组 2.1 44.00±15.11## 48.00±29.55 73.03±13.72## 9.01±1.47# 35.29±6.99#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 4.2 26.76±6.24## 53.28±27.59 82.27±21.48 9.79±1.87 38.87±9.81

雷公藤多苷片组 0.009 48.95±12.16 43.17±18.25# 78.35±15.48# 9.43±1.33 37.25±7.26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表 3　芍甘附子汤对 CIA大鼠踝关节病理评分的影响 (x±s，n ＝ 6) 
Tab 3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pathological score of 

ankle joint in CIA rats (x±s，n ＝ 6)

组别 剂量 /（g·kg － 1） 踝关节病理评分

正常组 －   6.83±2.04

模型组 － 19.50±2.26**

芍甘附子汤低剂量组 1.05 16.83±2.93

芍甘附子汤中剂量组 2.1 16.00±2.61#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 4.2   15.5±2.51##

雷公藤多苷片组 0.009 16.00±2.53#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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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滑膜组织免疫组化结果显示，PPAR-γ
位于胞浆及胞核内，呈黄色至棕黄色颗粒状；
COX-2 蛋白表达多位于细胞浆内，iNOS 多位于
细胞膜及细胞浆中，阳性表达呈棕黄色、棕褐
色；NF-κB p65 位于细胞质和细胞核内，细胞核
内较多，且细胞核内较细胞质内染色深且阳性细
胞数较多；p-NF-κB p65 多位于细胞核内，阳性
状态表现为黄色或棕黄色颗粒。正常组 PPAR-γ
可见其组织中的阳性细胞分布十分密集，主要
呈现出棕黄色状态；模型组可见阳性细胞数量较
少，且分布稀疏，颜色较浅呈淡黄色；芍甘附子
汤各剂量组及雷公藤多苷片组阳性细胞分布较为
密集，颜色较深，呈棕黄色。相比于正常组，模
型组 PPAR-γ 蛋白的 IOD 值降低（P ＜ 0.01）；与
模型组比较，芍甘附子汤各剂量及雷公藤多苷
片可明显升高滑膜组织中 PPAR-γ 蛋白 IOD 值
（P ＜ 0.05）。
　　正常组 NF-κB p65、p-NF-κB p65、COX-2、
iNOS 蛋白阳性细胞普遍分布较为稀疏，呈浅黄色
且细胞数量较少；模型组可见阳性细胞分布密集，
呈棕黄色，颜色较深，胞体较大；芍甘附子汤各
剂量组及雷公藤多苷片组颜色变浅，细胞分布较
稀疏。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组大鼠 NF-κB p65、
p-NF-κB p65、COX-2、iNOS 蛋白 IOD 值显著增高
（P ＜ 0.01）；与模型组比较，芍甘附子汤各剂量
和雷公藤多苷片均可明显降低滑膜组织中 NF-κB 
p65、COX-2、iNOS 蛋 白 的 IOD 值（P ＜ 0.05）；
芍甘附子汤高剂量组及雷公藤多苷片可降低滑膜组
织中 p-NF-κB p65 的 IOD 值（P ＜ 0.05）。结果见
表 4 及图 3。

4　讨论

　　近年来，PPAR-γ/NF-κB p65 信号通路在 RA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受到许多学者关注。NF-κB 还
作为多条通路的重要下游蛋白参与通路的激活，
在氧化应激、免疫炎症以及细胞凋亡中起着重要
作用，与 RA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NF-κB p65
是 NF-κB 亚基中最关键的亚基 , 其经典激活途径
为在体内由外界刺激或炎症反应等激活后，催化
多种亚基和调节亚基形成多亚基激酶（inhibi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kinase，IKK）复合物，多
聚体复合物首先发生磷酸化，使得 NF-κB 的抑制
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κB）活化，继而泛素
化后被降解，导致 NF-κB 的二聚体复合物游离出
细胞质，进入细胞核与核内特定的 DNA 序列结
合，调节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
黏附因子的转录与表达，进而使病情加重 [7-8]。临
床及动物实验研究表明，RA 患者及多种动物模
型如 CIA、佐剂诱导型关节炎等模型中的关节滑
膜内存在 NF-κB 的高度表达，与本研究中模型组
的结果一致 [9-12]。有学者通过建立 CIA 大鼠模型，
发现虎杖可通过对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进行
干预，升高 PPAR-γ 并降低 NF-κB p65 含量，降
低通路中下游炎性因子的含量，减轻炎症反应，
达到治疗 RA 的目的 [13]。本研究结果表明，芍甘
附子汤可降低 NF-κB p65 及其磷酸化水平，与文
献相关研究一致。
　　PPAR-γ 在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及自身免疫
性疾病中可通过竞争性的减少 NF-κB 的激活，抑
制炎症反应，还可通过抑制多种促炎细胞因子的
产生减轻滑膜炎症及骨侵蚀情况，发挥其抗炎活

图 1　芍甘附子汤对 CIA 模型大鼠踝关节病理变化的影响（HE，×50，n ＝ 6）
Fig 1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ankle joint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IA model rats（HE，×50，n ＝ 6）

注（Note）：箭头：蓝色为滑膜损伤情况；绿色为炎性细胞浸润情况；红色为血管翳情况；黄色为软骨与骨侵蚀情况（Arrows：blue. 
synovial damage；green.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red. pannus；yellow. cartilage and bone erosion）。

图 2　芍甘附子汤对 CIA 模型大鼠踝关节影像学的影响（CT 扫描，n ＝ 1）
Fig 2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ankle joint imaging changes of CIA model rats（CT scan，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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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有研究发现，PPAR-γ 激动剂可显著增加
PPAR-γ 蛋白的表达，降低细胞因子及 C- 反应蛋
白水平，达到治疗目的 [14]。PPAR-γ 对 RA 的治疗
作用还与抑制滑膜细胞增殖及调节巨噬细胞的表
型分化有关。临床研究表明，PPAR-γ 在人滑膜细
胞中表达。并且，PPAR-γ 激动剂可抑制 RA 滑膜
细胞中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减少骨吸收，
促进骨形成，还可调节滑膜细胞的增殖与凋亡过
程 [15]。经 PPAR-γ 激动剂刺激后可抑制成纤维样
滑膜细胞中 NF-κB 的表达 [16]。PPAR-γ 对 RA 的
影响还体现在可以调节巨噬细胞的表型，通过抑
制 M1 巨噬细胞的极化，达到抗炎的目的。临床

数据显示，RA 患者在接受常用药物治疗后，血
清中 PPAR-γ 的表达显著上升，表明其含量的高
低与治疗效果有关 [17]。本研究中，PPAR-γ 在模
型组中为低表达，而进行药物干预后，其表达显
著升高，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iNOS 与 COX-2 是 NF-κB 信号通路重要的下
游炎性介质，NF-κB 被激活后会快速进入细胞核
与两者的启动子区域的 NF-κB 结合位点结合，促
进 iNOS 及 COX-2 的生成。COX-2 是促进花生
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等具有生理活性的类花生
酸的重要催化物质，在炎症状态下高表达，从而
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物质的生成，导致新血

表 4　芍甘附子汤对 CIA大鼠滑膜 PPAR-γ、NF-κB p65、p-NF-κB p65、COX-2、iNOS蛋白表达的影响 (x±s，n ＝ 6，IOD) 
Tab 4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PAR-γ，NF-κB p65，p-NF-κB p65，COX-2，and iNOS in the ankle 

joint synovium of CIA rats (x±s，n ＝ 6，IOD)

组别 剂量 /（g·kg － 1） PPAR-γ NF-κB p65 p-NF-κB p65 COX-2 iNOS

正常组 － 387.67±41.39 483.67±65.30 1171.83±126.64 361.00±35.46 354.00±40.45

模型组 － 284.33±44.96** 672.17±57.75** 1631.67±141.87** 496.00±56.72** 471.67±51.63**

低剂量组 1.05 343.17±33.55# 596.00±59.84# 1507.67±118.06 422.50±44.32# 408.33±43.98#

中剂量组 2.1 343.33±33.24# 595.67±50.63# 1499.83±123.65 414.00±51.19# 398.33±43.82#

高剂量组 4.2 352.83±37.85# 571.67±55.23# 1447.33±136.95# 429.50±40.11# 402.83±39.23#

雷公藤多苷片组 0.009 342.00±33.05# 581.17±62.60# 1470.33±117.46# 420.50±38.21# 386.33±47.55#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

图 3　芍甘附子汤对 CIA 模型大鼠踝关节 PPAR-γ（a），NF-κB p65（b），p-NF-κB p65（c），COX-2（d）及 INOS（e）表达的影响（免疫组

化，×100，n ＝ 6）
Fig 3　Effect of Shaogan Fuzi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PPAR-γ（a），NF-κB p65（b），p-NF-κB p65（c），COX-2（d），and INOS（e）in 
the ankle joint of CIA model rats（Immunohistochemistry，×100，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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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生成。本研究中，模型组中 COX-2 及 iNOS 蛋
白的表达显著升高，提示模型组大鼠存在明显炎
症，而芍甘附子汤可显著降低 COX-2 及 iNOS 蛋
白的表达，表明芍甘附子汤具有一定的减轻炎症
反应的作用。
　　PGE2 是由多种免疫细胞分泌的促炎物质，作
为重要的炎性介质在 RA 的病情进程中发挥重要
的致炎作用，研究表明，COX-2 促进新血管生成
作用与 PGE2 有关。PGE2 的过表达会促进软骨损
伤，通过促进滑膜组织软骨细胞中胶原蛋白酶的
产生，造成糖蛋白的合成与降解失衡，最终导致
关节软骨破坏 [18]。PGE2 可调节 IL-17 和 TNF-α
的表达，并调节 TNF/IL-1 介导成纤维样滑膜细
胞活化，造成血管通透性的增强，炎症因子释放
增多，最终导致促炎性级联反应，并放大增强炎
症反应。PGE2 与其受体结合后还可增强 RANKL
的表达进而促进破骨细胞的活化。本研究中芍甘
附子汤可显著降低 PGE2 的表达，表明芍甘附子
汤可能对 RA 有治疗作用。
　　综上，芍甘附子汤可改善 CIA 大鼠关节
肿胀及病理损害，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降低其下游 COX-2、
iNOS、PGE2、NO、TNF-α、IL-1β、IL-6 的 表 达
水平，从而达到治疗 RA 的目的，但具体作用环
节和靶点尚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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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PLC-Q-Exactive Focus-MS/MS技术分析 
飞蛾藤中的化学成分

王小彤1，胡静2，任慧2，崔小敏2，曲彤2，李宁2，吴靳荣1*，陈志永2*（1.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上

海　201203；2.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　710003）

摘要：目的　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 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离子阱联用质谱（UPLC-Q-Exactive 
Focus-MS/MS）技术对飞蛾藤中化学成分进行快速解析。方法　80% 甲醇超声提取飞蛾藤药材

作为供试品，采用 Thermo Accucore aQ C18色谱柱（2.1 mm×150 mm，2.6 μm），流动相甲醇（A）-
0.1% 甲酸水溶液（B），梯度洗脱（0 ～ 12 min，5% ～ 25%A；12 ～ 20 min，25% ～ 30%A；

20 ～ 28 min，30% ～ 38%A；28 ～ 40 min，38% ～ 50%A；40 ～ 55 min，50% ～ 60%A）； 流

速 0.3 mL·min－ 1，柱温 30℃，进样量 3 μL；采用高性能加热电喷雾离子源（HESI），正、负离

子监测模式，扫描范围 m/z 80 ～ 1200。结果　从飞蛾藤中共鉴定出 30 个化学成分，包括有机酸

类 13 个、香豆素类 5 个、酰胺类 4 个、黄酮类 3 个及其他类 5 个，其中 9 个成分经与对照品比

对后准确鉴定，7 个成分在飞蛾藤属植物中首次发现。结论　本方法能够对飞蛾藤中的化学成分

进行快速、全面地分析，可为飞蛾藤的药效物质及质量控制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飞蛾藤；轨道阱高分辨质谱；化学成分；有机酸类；香豆素类；酰胺类；黄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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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Porana racemosa Roxb. by  
UPLC-Q-Exactive Focus-MS/MS

WANG Xiao-tong1, HU Jing2, REN Hui2, CUI Xiao-min2, QU Tong2, LI Ning2, WU Jin-rong1*, CHEN 
Zhi-yong2* (1. School of Pharma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2. Shaanx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rapidly recognize and identify the chemical compounds in Porana racemosa 
by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Q-Exactive Focus mass spectrometry 
(UPLC-Q-Exactive Focus-MS/MS). Methods  Methanol extract (80%) was used as the test sample 
to identify the chemical compounds of Porana racemosa. Thermo Accucore aQ C18 column (2.1 
mm×150 mm, 2.6 μm) was used for the separation.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 (A)-0.1% 
formic acid solution (B), gradient elution (0 ～ 12 min, 5% ～ 25%A; 12 ～ 20 min, 25% ～ 30%A; 
20 ～ 28 min, 30% ～ 38%A; 28 ～ 40 min, 38% ～ 50%A; 40 ～ 55 min, 50% ～ 60%A). The flow 
rate was 0.3 mL·min－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3 μL. Data 
were collected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des. The scanning range was m/z 80 ～ 1200. Results  
Totally 30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Porana racemosa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13 organic acids, 
5 coumarins, 4 amides, 3 flavonoids, and 5 others. Among them, 9 compounds were unambiguously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with reference standards, and 7 we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Porana plant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analyze chemical compositions quick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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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orana racemosa.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f Porana racemosa.
Key words: Porana racemose; Q-Exactive Focus mass spectrometry; chemical component; organic 
acid; coumarin; amide; flavonoid

　　旋花科飞蛾藤属植物在全世界有约 20 余种，
主要分布于亚洲热带及亚热带，非洲及邻近岛屿、
大洋洲、美洲也存在少量分布。我国飞蛾藤属植
物资源丰富，有 14 种，8 个变种，主产云南，部
分种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1 种延伸至陕西、甘
肃 [1]。飞蛾藤属植物有广泛的药用记载，如大果
飞蛾藤 P. sinensis 已成为商品丁公藤药材的主流
替代品种 [2]；美飞蛾藤 P. spectabilis 在广西民间以
全草入药，用于治疗子宫脱垂 [3]；小萼飞蛾藤 P. 
mairei 据《中华本草》记载，以根入药，有镇咳平
喘的功效 [4]。然而，我国法定药品质量标准体系
至今尚未收载任何飞蛾藤属植物。
　　飞蛾藤（Porana racemosa Roxb．）据《全国
中草药汇编》记载，以全草入药，具发表、消食
积之功效，主治伤风感冒、食积不消 [5]；在湖南
民间，俗称黄乌龙，用于治疗风湿病 [6]。现代研
究表明，飞蛾藤还具有抗风湿、抗炎、抑制前列
腺素和白三烯生物合成等作用，可治疗风湿病及
神经疼痛 [7]。目前有关飞蛾藤化学成分的研究较
少，虽有少数研究表明飞蛾藤中含有机酸类、香
豆素类、黄酮类、甾醇类等化合物 [7]，却缺乏系
统性研究。本试验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 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离子阱联用质谱（UPLC-Q-Exactive 
Focus-MS/MS）技术，对飞蛾藤全草中化学成分
进行全面、快速的定性分析，以期为飞蛾藤的药
效物质基础及质量控制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

　　UPLC-Q-Exactive Focus-MS/MS 型 高 分 辨
质 谱 仪，UltiMate 3000 型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系
统（ThermoFisher Scientific 公司），BT25S 型 0.01 
mg 电子分析天平及 BS210S 型 0.1 mg 电子分析
天平 [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
KQ-100 型超声波清洗机（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飞蛾藤药材分别于 2020 年 7 月采集于云
南文山，2020 年 9 月采集于云南昆明，2020 年
10 月采集于湖北恩施，干燥后保存待用，药材经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陈志永副研究员鉴定为飞蛾
藤，样品保存于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所中药
化学室。东莨菪苷（批号：16040805）、东莨菪内
酯（批号：161208）、绿原酸（批号：1701904）、

新绿原酸（批号：17062003）、异绿原酸 A（批号：
19061201）、异绿原酸 B（批号：17121201）、异
绿原酸 C（批号：18070401）、伞形花内酯（批号：
18010202）和咖啡酸（批号：17122804）（对照品，
上海圻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98%），水
为屈臣氏蒸馏水，甲醇、甲酸为色谱纯，其他试
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

2.1　样品溶液的制备

　　飞蛾藤药材干燥后打粉，过 40 目筛，精密称
取样品粉末 0.5 g，置 100 mL 具塞锥形瓶中。精
密加 80% 甲醇 50 mL，称重后常温下超声提取 30 
min（频率 40 kHz，功率 100 W），静置冷却至室
温，用 80% 甲醇补足质量损失，摇匀，过滤，取
续滤液 5 mL 转移至 10 mL 量瓶中，加入 80% 甲
醇定容至刻度，经 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东莨菪苷、东莨菪内酯、伞形
花内酯、咖啡酸、绿原酸、新绿原酸、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C 对照品适量，置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制备单一对照
品储备液，各单一对照品储备液混合并稀释得混
合对照品溶液，均置于冰箱中 4℃保存。
2.3　色谱条件

　　Thermo Accucore aQ C18 色谱柱（2.1 mm×150 
mm，2.6 μm），流动相甲醇（A）-0.1% 甲酸水
溶液（B）梯度洗脱（0 ～ 12 min，5% ～ 25%A；
12 ～ 20 min，25% ～ 30%A；20 ～ 28 min，
30% ～ 38%A；28 ～ 40 min，38% ～ 50%A；
40～55 min，50%～60%A），流速0.3 mL·min－1，
柱温 30℃，进样量 3 μL。
2.4　质谱条件

　　高性能加热电喷雾离子源（HESI），正、负
离子检测模式，喷雾电压 3.5 kV，毛细管温度
350℃，雾化室温度 320℃，鞘气流速 45 arb，辅
助气流速 15 arb，扫描模式为 Full MS/dd-MS，
Full MS 分 辨 率 70 000，dd-MS 分 辨 率 17 500，
扫描范围为 m/z 80 ～ 1200。MS/MS 模式时所用
碰撞能量为 30 eV。
2.5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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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飞蛾藤样品溶液及对照品溶液适量，进样
分析，根据 Xcalibur 2.0 软件计算出高分辨精确
质量数，与自建飞蛾藤化学成分数据库进行匹
配，按照实际测得的相对分子质量与理论相对分
子质量两者偏差＜ 5×10 － 6 的原则对目标化合物
进行初步快速鉴定，推测色谱峰相对应的化合物
分子式，再通过二级碎片的信息、相关文献及与
对照品比较，确认并推导出化合物的结构及裂解
规律。
3　结果与分析

　　飞蛾藤在正离子模式和负离子模式下的总离
子流图见图 1。通过对飞蛾藤化合物一级、二级
质谱裂解规律的分析，最终共鉴定出 30 个化合
物，包括有机酸类 13 个、香豆素类 5 个、酰胺
类 4 个、黄酮类 3 个及其他类 5 个，其中 9 个成
分通过与对照品比对后确认。化合物保留时间、
分子式、分子质量、一级质谱及二级质谱碎片离
子具体见表 1。

图 1　飞蛾藤在正离子（A）和负离子（B）模式下的总离子流及部

分化合物的提取离子流图

Fig 1　Total ion chromatograms of Porana racemosa in both positive
（A）and negative（B）ion modes and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s of 
some compounds

3.1　有机酸类

　　从飞蛾藤中共鉴定出 13 种有机酸类的化合

物，包括苯丙素类 4 个，分别为化合物 2、7、9、
17；绿原酸类衍生物共 8 个，分别为化合物 3、8、
11、13、15、21、22、30，以及有机酸类的衍生
物化合物 18。
　　简单苯丙素类化合物中多含羟基、糖基，且
较多化合物为中药中的有效成分。负离子模式下
化合物 2 分子离子峰为 153.0195 [M-H]－，二级
碎片推测其裂解途径为母离子丢掉 1 个羧基，得
到碎片离子 109.0295 [M-H-COO]－，根据文献 [8]

报道飞蛾藤近似种属植物中含有龙胆酸，并结合
质谱相关文献 [9]，推测化合物 2 为龙胆酸。化合
物 9 的准分子离子峰为 179.0350 [M-H]－，化学
结构为 C9H8O4，二级质谱中失去 1 个羧基得到咖
啡酸的特征碎片离子 135.0453 [M-H-COO]－，参
考相关文献 [10] 及对照品质谱行为，鉴定化合物
9 为咖啡酸。化合物 7 和咖啡酸为一对同分异构
体，由于咖啡酸中苯环上存在邻位酚羟基，易形
成氢键，极性相较于化合物 7 偏小，保留时间靠
后，且其二级质谱中存在碎片离子 71.0138 [M-H-
C6H4O2]

－，59.0138 [M-H-C6H4O2-C]－，结合文献
报道 [11]，推测化合物 7 为 3，5- 二羟基肉桂酸。
正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17 的准分子离子峰为
179.0706 [M ＋ H] ＋，高能撞击后产生的二级碎
片离子，得到碎片离子 161.0596，参考文献 [12] 后
推测此成分为 4- 甲氧基肉桂酸。
　　绿原酸类衍生物具有明显的抗氧化及抗炎作
用 [13]，飞蛾藤提取物中共鉴定出 8 种此类型化
合物，且多为同分异构体。新绿原酸和绿原酸
在负离子模式下分子离子峰分别为 353.0879 [M-
H]－，353.0881 [M-H]－，由于两者均由咖啡酸和
奎宁酸酯化形成，仅连接位置存在差异，因此裂
解方式相似。以新绿原酸为例，二级质谱中母离
子分别失去咖啡酸部分和奎宁酸部分得到特征
碎片 179.0349 [M-H-C7H10O5]

－及 191.0562 [M-H-
C9H6O3]

－，进一步失去 1 个 H2O 得到特征碎片
161.0240 [M-H-C7H10O5-H2O]－，173.0454 [M-H-
C9H6O3-H2O]－；或在 179 碎片离子上继续失去 1 个
CO2 得到特征碎片 135.0452 [M-H-C7H10O5-CO2]

－。
结合新绿原酸、绿原酸对照品的质谱行为、成分
性质及相关文献，鉴定出化合物 3、8 分别为新
绿原酸和绿原酸。具体推测的化合物裂解方式见
图 2。化合物 11 的准分子离子峰及碎片离子峰与
绿原酸基本吻合，推测化合物 11 为绿原酸的同分
异构体。此外，还通过对照品比较鉴定出化合物
21、22、30 这 3 个同分异构体，分别为异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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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飞蛾藤中化学成分的 UPLC-Q-Exactive Focus-MS/MS鉴定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Porana racemosa by UPLC-Q-Exactive Focus-MS/MS

编号 tR/min 化合物
离子

模式
分子式

m/z
δ 碎片离子

实测值 理论值

1 △   1.02 包公藤丙素或凹脉丁公藤碱 ＋ C7H13NO2 144.1019 144.1019 0 126.0914，98.0600，84.0808

2   4.56 龙胆酸 － C7H6O4 153.0195 153.0193 1.3 109.0295，108.0456

3*   6.09 新绿原酸 － C16H18O9 353.0879 353.0878 0.3 191.0562，179.0349，173.0454，161.0240，
135.0452，111.0450

4 △   6.97 丁香酸葡萄糖苷 － C15H20O10 359.0992 359.0984 2.2 197.0456，182.0219，153.0556，138.0323

5*   9.41 东莨菪苷 ＋ C16H18O9 355.1024 355.1024 0 193.0496，178.0258，165.0547，133.0282

6   9.43 异东莨菪内酯 ＋ C10H8O4 193.0496 193.0496 0 178.0258，165.0545，133.0284

7 10.12 3，5-二羟基肉桂酸 － C9H8O4 179.0348 179.0350 － 1.1 71.0138，59.0138

8* 10.22 绿原酸 － C16H18O9 353.0881 353.0878 0.9 191.0562，173.0455，161.0242

9* △ 10.29 咖啡酸 － C9H8O4 179.0350 179.0350 0 135.0453，121.0293

10 10.37 1β，2β，3α，4β，5α-cyclohexanepen-
tol或同分异构体

＋ C6H12O5 165.0759 165.0758 0.6 164.0284，120.0197，119.0189，105.9347，
104.9634

11 11.77 绿原酸同分异构体 － C16H18O9 353.0868 353.0878 － 2.8 191.0562，173.0462，161.0242，111.0456

12* 13.29 伞型花内酯 － C9H6O3 161.0244 161.0244 0 133.0294，117.0344

13 △ 14.53 绿原酸甲酯或 4-O- 绿原酸甲酯 － C17H20O9 367.1021 367.1035 － 3.8 191.0562，173.0454，134.0373，93.0346

14* 14.64 东莨菪内酯 ＋ C10H8O4 193.0496 193.0495 0.5 178.0261，165.0547，133.0284

15 16.08 绿原酸甲酯或 4-O-绿原酸甲酯 － C17H20O9 367.1033 367.1035 － 0.5 191.0562，173.0458，134.0374，93.0348

16 16.24 1β，2β，3α，4β，5α-cyclohexanepen-
tol 或同分异构体

＋ C6H12O5 165.0758 165.0758 0 164.0327，146.9967，120.0197，119.0190，
105.9349，104.9634

17 16.73 4- 甲氧基肉桂酸 ＋ C10H10O3 179.0706 179.0703 1.7 161.0596，147.0440，105.0335，84.9597

18 △ 19.18 咖啡酸甲酯 － C10H10O4 193.0506 193.0506 0 134.0372，74.0247

19 19.45 N- 反式 - 对香豆酰酪胺 － C17H17NO3 282.1136 282.1136 0 162.0562，145.0295，119.0502

20 △ 21.44 N- 顺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 ＋ C18H19O4N 314.1384 314.1387 － 1.0 177.0546，145.0284，121.0648，93.0699

21* 22.59 异绿原酸 B － C25H24O12 515.1193 515.1195 － 0.4 353.0877，191.0562，179.0349，173.0454，
135.0452

22* 24.04 异绿原酸 A － C25H24O12 515.1198 515.1195 0.6 353.0878，191.0562，179.0349，135.0452

23 24.04 7-O-[4'-O-（3''，4''-dihydroxycinnam-
yl）-β-D-glucopyranosyl-6-methoxy-
coumarin

＋ C25H24O12 517.1345 517.1341 0.8 163.0389，145.0284，135.0441

24 24.92 槲皮素 -3-O-β-D- 吡喃葡萄糖苷 － C21H20O12 463.0083 463.0882 0.2 301.0342，300.0276，271.0248，255.0298，
151.0037

25 25.44 芦丁 － C27H30O16 609.1465 609.1461 0.7 301.0341，300.0276，271.0247，178.9986，
163.0032，151.0036，107.0143

26 25.50 槲皮素 ＋ C15H10O7 303.0499 303.0499 0 285.0387，153.0184

27 25.80（E）-N-2-（2，3-二羟基苯基）乙基

肉桂酰胺

－ C17H17NO3 282.1135 282.1136 － 0.4 162.0559，145.0296，119.0501

28 27.72 N- 反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 ＋ C18H19O4N 314.1386 314.1387 － 0.3 177.0547，145.0285，121.0648，93.0696

29 △ 28.06 4-{erythro-2-[3-（4-hydroxyl-3-me-
thoxyphenyl）-3-O-β-D-glucopy rano-
syl-propan-1-ol]}-O-medioresinol

－ C37H46O16 745.2682 745.2713 － 4.2 387.1433，369.1343

30* 28.68 异绿原酸 C － C25H24O12 515.1193 515.1195 － 0.4 353.0877，191.0562，179.0350，173.0455，
135.0452

注：* 通过对照品对比确认；△飞蛾藤属未报道的化学成分。

Note：*Confirm after comparison with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unreported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orana.

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以异绿原酸 A
的质谱为例，一级质谱中分子离子峰为 515.1198 
[M-H]－，在高能碰撞下其酯键断裂，失去 1 个肉

桂酸酯，得到碎片离子 353.0878 [M-H-C9H6O3]
－，

接着与单咖啡酰奎尼酸的裂解途径相似，开环后
得到碎片离子 179.0349 [M-H-C9H6O3-C7H10O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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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继续丢失 1 个 CO2，得到碎片离子 135.0452 
[M-H-C9H6O3-C7H10O5-CO2]

－； 或 353.0878 碎 片
离子的酯键断裂，得到碎片离子 191.0562 [M-H-
C9H6O3-C9H6O3]

－。

图 2　新绿原酸负离子模式下的二级质谱图及裂解途径

Fig 2　MS2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5-O-caffeoylquinic 
acid at negative ion mode

　　化合物 13 在负离子模式下，分子离子峰为
367.1021 [M-H]－，二级质谱中，存在 191.0562，
173.0454，134.0373 等碎片离子，化合物 15 与化
合物 13 的一级与二级质谱行为均高度相似，且
两者都与绿原酸的裂解途径基本相似，参考质谱
裂解文献 [14]，推测这两个化合物为绿原酸甲酯或
4-O- 绿原酸甲酯。化合物 18 在负离子模式下一
级质谱中分子离子峰为 193.0506 [M-H]－，二级质
谱中，能量撞击后丢掉 1 个甲酯，得到 134.0372 
[M-H-COOCH3]

－碎片离子，接着失去 CH4O2 得到
苯环碎片离子 74.0247 [M-H-COOCH3-C2H4O2]

－，
结合文献 [15]，推测化合物 18 为咖啡酸甲酯。
3.2　香豆素类

　　从飞蛾藤中共鉴定出 5 种香豆素类化合物，
分别为化合物 5、6、12、14、23，其中化合物
5、12、14 经与对照品比较后鉴定为东莨菪苷、
伞形花内酯、东莨菪内酯。香豆素类化合物具有
相同母核，母离子裂解过程中，主要丢失 CO、
CH3 等基团，例如化合物 5 在正离子模式下准
分子离子峰为 355.1024 [M ＋ H] ＋，其对应分子
式为 C16H18O9，二级质谱中失去 1 分子葡萄糖残
基，产生碎片离子 193.0496 [M ＋ H-C6H10O6]

＋，
再失去 1 个 CO3，得到碎片离子 133.0282 [M ＋

H-C6H10O6-CO3]
＋；或失去 1 个甲基，得到碎片离

子 178.0258 [M ＋ H-C6H10O6-CH3]
＋；或直接失去

1 个中性碎片 CO，获得碎片离子 165.0547 [M ＋

H-C6H10O6-CO] ＋， 结 合 文 献 [16] 参 考， 并 与 对
照品的保留时间及质谱碎片相比较，鉴定该化
合物为东莨菪苷。同样在正离子模式下，化合
物 6 与化合物 14 为一对同分异构体，两者主要
区别在羟基及甲氧基于 C-6，C-7 的位置异构。
两个化合物准分子离子峰均为 193.0496 [M ＋

H] ＋，推测化学式为 C10H8O4，裂解方式基本一
致，二级质谱中碎片离子均存在 178.0258 [M ＋

H-CH3]
＋，133.0284 [M ＋ H-CO3]

＋，结合文献
参考 [16]，推测化合物 6 为异东莨菪内酯，同时
与对照品的保留时间及碎片离子相比较，鉴定化
合物 14 为东莨菪内酯，推测此化合物可能的裂
解途径见图 3。化合物 23 一级质谱中准分子离
子峰为 517.1345 [M ＋ H] ＋，推测对应分子式为
C25H24O12，根据其二级质谱中香豆素的特征碎片
163.0389 [M ＋ H-CH2O-C15H16O8]

＋， 结 合 此 成
分的相关研究 [17-18]，推测此化合物为 7-O-[4'-O-
（3''，4''-dihydroxycinnamyl）-β-D-glucopyranosyl]-
6-methoxycoumarin。负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12
准分子离子峰为 161.0244 [M-H]－，对应分子
式 C9H6O3，二级质谱中丢失 1 个羰基或 1 个羧
基，分别得到碎片离子 133.0294 [M-H-CO]－，
117.0344 [M-H-COO]－。相同质谱条件下，此化
合物与具有伞型花内酯母核的化合物 5、6、14
二级碎片裂解方式存在吻合，结合对照品及相关
文献 [19]，鉴定此化合物为伞形花内酯。
3.3　酰胺类

　　从飞蛾藤中鉴定出酰胺类化合物 4 个，分
别为化合物 19、20、27、28，其中化合物 19 与
27、20 与 28 分别为同分异构体。负离子模式下，
化合物 19 分子离子峰为 282.1136 [M-H]－，化合
物 27 分子离子峰为 282.1135 [M-H]－，对应化合
物分子式为 C17H17O3N，化合物 19 的极性相较于
化合物 27 更大，初步推测化合物 19 为 N- 反式 -
对香豆酰酪胺，化合物 27 为（E）-N-2-（2，3- 二
羟基苯基）乙基肉桂酰胺。化合物 19 的二级质
谱中，282.1136 [M-H]－失去 C8H8O，得到香豆酰
胺部分的碎片离子 162.0562 [M-H-C8H8O]－，162
碎片离子继续失去 1 个酰胺基团得到特征碎片离
子 119.0502 [M-H-C8H8O-CONH]－。化合物 27 的
二级质谱中 282.1135 [M-H]－直接丢失 C8H9O2，
得 到 肉 桂 酰 胺 部 分 碎 片 离 子 145.0296 [M-H-
C8H9O2]

－，或在 162 碎片基础上继续丢失 1 个酰
胺基团得到特征碎片离子 119.0501 [M-H-C8H9O2-
CONH]－。结合相关文献 [20-22]，推测化合物 19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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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反式 - 对香豆酰基酪胺，化合物 27 为（E）-N-
2-（2，3- 二羟基苯基）乙基肉桂酰胺。化合物 19
可能裂解途径见图 4。
　　正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20 与 28 分别推测为 N-
顺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N- 反式 - 对羟基
苯乙基阿魏酰酪胺。其中以 N- 顺式 - 对羟基苯乙基
阿魏酰酪胺为例，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314.1384 [M＋

H] ＋，碎片离子峰存在母离子直接丢失基团得到
的 177.0546 [M ＋ H-C8H9O2]

＋ 或 121.0648 [M ＋

H-C10H11O3N]＋，参考本团队此前对光叶丁公藤的研
究 [14]，结合质谱行为及保留时间，推断化合物 20
为 N- 顺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化合物 28
为 N- 反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

图 4　N- 反式 - 对香豆酰基酪胺负离子模式下的二级质谱图及裂解途径

Fig 4　MS2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N-trans-
coumaroyltyramine at negative ion mode

3.4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结构特征明显，质谱特征较

强，易产生甲基、羧基、糖苷等碎片离子峰。本
研究共从飞蛾藤提取物中鉴定出 3 个黄酮类成
分，其中化合物 24 在负离子模式下，准分子离
子峰为 463.0083 [M-H]－，推测化合物分子式为
C21H20O12，二级质谱中此化合物连续失去 1 个
吡喃葡萄糖，1 个氢离子，1 个醛基，1 个氧离
子，分别得到特征离子301.0342 [M-H-C6H10O5]

－，
300.0276 [M-H-C6H10O5-H]－，271.0248 [M-H-
C6H10O5-H-COH]－，255.0298 [M-H-C6H10O5-H-
COH-O]－；或 2- 苯基色原酮部分发生 Retro Diels-
Alder 反 应，C 环 裂 解 得 到 特 征 离 子 151.0037 
[M-H-C6H10O5-C8H6O3]

－，结合相关文献 [23-24]，推
测化合物 24 为槲皮素 -3-O-β-D- 吡喃葡萄糖苷，
相关裂解途径见图 5。此外，化合物 25 与化合物
24 母核相同，在负离子模式下二级质谱中先失
去 1 分子芸香糖，得到碎片离子 301.0341 [M-H-
rutulosyl]－，其后续裂解途径与化合物 24 相似，
根据文献参考 [25] 后，推测化合物 25 为芦丁。化
合物 26 与化合物 24 及 25 的裂解方式相似，根
据其分子离子峰 303.0499 [M ＋ H] ＋，碎片离
子 峰 285.0387 [M ＋ H-H2O] ＋，153.0184 [M ＋

H-C8H6O3]
＋，同时参考色谱行为及相关文献 [26]，

推测其为槲皮素。

图 5　槲皮素 -3-O-β-D- 吡喃葡萄糖苷负离子模式下的二级质谱图及

裂解途径

Fig 5　MS2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quercetin-3-O-β-D-
glucopyranoside at negative ion mode

3.5　其他类

　　化合物 1 为生物碱类，因此采用响应较好的
正离子模式，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144.1019 [M ＋

H] ＋，推测其分子式为 C7H13NO2，通过高能碰
撞后得到二级质谱中各碎片离子，包括丢失 1 个
H2O 的 碎 片 离 子 126.0914 [M ＋ H-H2O] ＋； 或
直接丢失 C2H6O 得到的碎片离子 98.0600 [M ＋

图 3　东莨菪内酯正离子模式下的二级质谱图及裂解途径

Fig 3　MS2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scopoline at 
positive 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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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2H6O] ＋，继续失去 1 个甲基得到的碎片离子
84.0808 [M ＋ H-C2H6O-CH2]

＋，根据相关文献报
道推测其为包公藤丙素或凹脉丁公藤碱 [27]，但两
者为同分异构体，色谱柱保留时间，裂解方式相
似，无法完全根据现有信息区分，因此推测化合
物 1 为包公藤丙素或凹脉丁公藤碱。化合物 4 为
糖苷类化合物，在负离子模式下，一级质谱出现
分子离子峰 359.0992 [M-H]－，推测对应结构式
为 C15H20O10，二级质谱中失去 1 个葡萄糖残基
得到碎片离子 197.0456 [M-H-C6H10O5]

－后，苷元
部分与丁香酸的裂解途径相似，分别连续失去甲
基、COH、甲基，产生碎片离子 182.0219 [M-H-
C6H10O5-CH3]

－，153.0556 [M-H-C6H10O5-CH3-
COH]－，138.0323 [M-H-C6H10O5-CH3-COH-CH3]

－，
结合文献 [28-29]，推测其为丁香酸葡萄糖苷。化
合物 10 为醇类化合物，在正离子模式下，其一
级质谱的准分子离子峰为 165.0759 [M ＋ H] ＋，
推测其对应化合物分子式 C6H12O5，二级质谱碎
片存在环烷烃的特征碎片簇峰 165.0759 [M ＋

H] ＋，164.0284 [M ＋ H-H] ＋，120.0197 [M ＋

H-C2H5O] ＋，119.0189 [M ＋ H-H-C2H5O] ＋， 或
105.9347 [M ＋ H-C2H4O2]

＋，104.9634 [M ＋ H-H-
C2H4O2]

＋，化合物16与化合物10质谱行为基本相
同，结合飞蛾藤属有关报道 [11]，推测化合物 10
或 16 为 1β，2β，3α，4β，5α -cyclohexanepentol
或其同分异构体。化合物 29 为木脂素类化合物，
根据其负离子模式下的质谱行为可知，其一级质
谱中分子离子峰为 745.2682 [M-H]－，二级质谱
中连续丢失 C7H7O2、C3H5O2、glucopyranosyl 得
到碎片峰 387.1433 [M-H-C7H7O2-glucopyranosyl-
C3H5O2]

－，继续丢失1个 H2O 得到369.1343 [M-H-
C7H7O2-glucopyranosyl-C3H5O2-H2O]－， 结 合 文
献 [30] 推测此化合物为4-{erythro-2-[3-（4-hydroxyl-
3-methoxyphenyl）-3-O-β-D-glucopyranosyl-propan-
1-ol}-O-medioresinol。
4　讨论

　　本研究中目标化合物存在较多的同分异构
体，如有机酸中的绿原酸及新绿原酸，香豆素中
的东莨菪苷及异东莨菪苷，生物碱中的包公藤丙
素或凹脉丁公藤碱。由于高分辨质谱技术在一些
同分异构体构型指认上的局限性，通常需结合其
他信息进行区分。大多根据不同类型化合物的裂
解方式进行初步区分，但飞蛾藤中的同分异构体
多为同类型或相同母核，裂解方式相似，因此需
结合色谱行为、参考文献区分出峰顺序，或根据

相关报道的保留时间进行推测鉴定，部分同分异
构体核对对照品进一步确认。这些同分异构体化
合物的发现，在丰富飞蛾藤成分的同时也给各成
分的定性增加了难度。
　　本研究从飞蛾藤中共鉴定出 30 个化合物，
包含有机酸类、香豆素类、酰胺类、黄酮类和其
他类，其中 7 个化合物为飞蛾藤属中首次报道。
新报道的化合物中，咖啡酸、绿原酸甲酯及咖啡
酸甲酯均为有机酸类的衍生物，具备良好的生物
活性，其中咖啡酸可通过降低促炎因子的活性起
到抗炎作用，其有机酯衍生物也具有潜在药理活
性 [31-32]；甲酯化绿原酸衍生物能够抑制巨噬细胞
RAW 264.7 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分泌，
抗炎活性强于绿原酸 [33]；N- 顺式 - 对羟基苯乙基
阿魏酰酪胺及 N- 反式 - 对羟基苯乙基阿魏酰酪胺
此类酰胺类生物碱对 NO 的释放均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 [34]。这些活性成分的发现可为飞蛾藤药
效物质基础及质量控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利用 UPLC-Q-Exactive Focus-MS/MS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质量精度、高分辨率等特
点，结合现有关于飞蛾藤中已报道的成分，建立
了一种快速分析鉴定飞蛾藤中化学成分的方法。
结果表明有机酸类、香豆素类、黄酮类、酰胺类
成分在飞蛾藤中含量丰富，且因各类型成分性
质、结构差异，呈现出多数成分在负离子模式现
响应更好的现象。除此以外，正离子模式下存在
1 个，负离子模式下存在 2 个响应度较高的化合
物未推测鉴定出，表明飞蛾藤中尚有大量未知成
分需要进行系统地植物化学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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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肺排毒汤中 5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与煎煮工艺优化

翟文姣1，2，张德斌2，李红2，郭绍芬2*，于秀玲2，徐勤1*（1. 桂林医学院药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2. 临

沂大学药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清肺排毒汤中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甘草苷、黄芩苷与黄芩
素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并对清肺排毒汤的煎煮条件进行优化。方法　采用 Inertsil ODS-3
（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以 0.1% 磷酸水和乙腈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以清肺排
毒汤中 5 种成分的含量与出膏率的综合评分为指标，以单因素试验结合响应面试验优化其煎煮
条件。结果　含量测定方法结果准确可靠。确定最佳煎煮条件为液料比 10 倍，浸泡 15 min，
第一次加入 8 倍量水煎煮 60 min（石膏先煎煮 15 min），第二次煎煮加入 6 倍量水煎煮 30 min，
优化煎煮条件的实际值与预测值接近，RSD ＜ 3%。结论　该含量测定方法简便可靠，重现性
好，可用于清肺排毒汤中成分的含量测定。煎煮条件操作简便，稳定可行。
关键词：清肺排毒汤；煎煮工艺；响应面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60-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11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in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decoction process

ZHAI Wen-jiao1, 2, ZHANG De-bin2, LI Hong2, GUO Shao-fen2*, YU Xiu-ling2, XU Qin1* (1. College 
of Pharmacy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2. College of Pharmacy of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ephedrine 
hydrochloride, pseudoephedrine hydrochloride, glycyrrhizin, baicalin and baicalein in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and to optimize the decoction condition. Methods  Inertsil ODS-3 (4.6 mm×250 mm, 5 
μm) column was used for the gradient elution with 0.1% phosphoric acid water and acetonitrile as the 
mobile phas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e content and extract rate of the 5 components in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were used as the indexes. The decoc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combined with response surface test. Results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sults we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The best decoction conditions included: the ratio of liquid to material was 10∶1, soaking for 15 
min, decoction with gypsum for 15 min, the first decoction with 8 times of water for 60 min, and second 
decoction with 6 times of water for 30 min.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optimized decocting conditions is 
close to the predicted value. The RSD was less than 3%.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reliable and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Key words: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decoction process;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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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药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来治疗新冠
肺炎 [1]。临床数据表明，其能降低患者病死率

和改善呼吸症状，对新冠肺炎有很好的治疗效
果 [2-3]。清肺排毒汤包含麻黄、炙甘草、杏仁、生
石膏、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茯苓、柴胡、
黄芩、姜半夏、姜、枳实、陈皮、藿香、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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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辛、山药、紫菀、冬花等 21 味中药材 [4-5]，主
要由射干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以及五
苓散等经典名方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利湿、
宣肺平喘的功效 [6]。清肺排毒汤的化学成分主要
有黄酮类、皂苷类、生物碱类等 [1]，该方具有抗
病毒、抗炎、解热等多种功能，并且可以通过多
成分、多靶点作用于新冠肺炎 [3，7]。麻黄具有抗
炎、平喘、利尿、兴奋中枢神经等药理作用 [8-9]，
其主要有效成分为生物碱类 [10]。甘草具有抗炎、
抗病毒、镇静、抗肿瘤等药理作用 [11-12]。黄芩具
有抗肿瘤、抗病毒、抗炎、抗氧化等药理作用 [13]。
　　中药包含多种复杂的化学成分，其治疗效果
归因于多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因此建立合适的多
成分含量测定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关于清肺排毒汤煎煮工艺的研究鲜有报
道，合理的煎煮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汤剂的质
量，更是有利于其发挥临床药效 [14]。本试验选择
响应面法来考察煎煮工艺 [15-16]。同时出膏率也可
以作为指示中药活性成分的标志 [17]。
　　因此本试验建立同时测定清肺排毒汤中盐酸
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甘草苷、黄芩苷、黄芩
素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并且通过单因素试验
与响应面试验从浸泡时长、液料比、煎煮时长等
因素优选清肺排毒汤的煎煮工艺。
1　材料
1.1　仪器
　　Agilent 1260HPLC 色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
公司）；KDM 型电热套（山东鄄城鲁华电热仪器
有限公司）；飞鸽牌 TDL-80-2B 台式低速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科兴 HH-4 数显恒温水
浴锅（常州市金坛科兴仪器厂）；FA1204 电子分
析天平（上海菁海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对照品盐酸麻黄碱（批号：171241-201809）、
盐酸伪麻黄碱（批号：171237-201510）（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供含量测定用）；对照品甘草苷（批
号：AF20071952）、黄芩素（批号：AF8030808）、
黄芩苷（批号：AF20021201）（成都埃法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纯度均≥ 98%）。甲醇、乙腈（色谱纯，
TEDIA）、磷酸（分析纯，DAMAO）、超纯水（自
制）；生姜购于超市，麻黄、炙甘草、杏仁、生石膏、
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茯苓、柴胡、黄芩、姜
半夏、枳实、陈皮、藿香、射干、细辛、山药、紫菀、
冬花等 20 味药材，均购于临沂市药材市场，以上
药材经临沂大学药学院辛杰副教授鉴定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项下规定。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制备
2.1.1　样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处方量药材加 8 倍
量水，浸泡 40 min，煎煮两次。第一次煎煮 50 
min（石膏先煎15 min），趁热过100目筛（6号筛），
药渣加入 6 倍量水，第二次煎煮 40 min，趁热过
100 目筛，合并两次滤液得清肺排毒汤水煎液。
　　精密量取上述水煎液5 mL 置于10 mL 量瓶中，
加入甲醇 4 mL，超声（142 W，40 kHz）10 min，
甲醇定容。2000 r·min－1离心10 min 后吸取上清液，
过 0.45 μm 滤膜，即得清肺排毒汤供试液。
2.1.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盐
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甘草苷、黄芩素对照
品适量用甲醇溶解摇匀，即得母液。精密称取黄
芩苷对照品适量，用 50% 甲醇溶解定容得其母
液。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母液适量并用甲醇定容，
混合摇匀，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即得混合对照
品溶液。
2.2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Inertsil ODS-3（4.6 mm×250 mm，
5 μm）；流动相：0.1% 磷酸水（A）- 乙腈（B），
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1；检测波长为 210 nm；柱
温为 25℃；流速为 1 mL·min－ 1；进样量为 10 
μL。HPLC 色谱图见图 1。

表 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时间 /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100     0
25   75   25
45   60   40
55   58   42
60     0 100

图 1　样品（A）与混合对照品（B）的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A）and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1. 盐酸麻黄碱（ephedrine hydrochloride）；2. 盐酸伪麻黄碱（pseudo-
ephedrine hydrochloride）；3. 甘草苷（glycyrrhizin）；4. 黄芩苷（bai-
calin）；5. 黄芩素（baicalein）

2.3　方法学考察

2.3.1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溶
液适量，用甲醇溶解，定容，稀释得不同浓度的



62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混合对照品溶液。过 0.45 μm 滤膜，进样测定，
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表明，各化合物在各自质量
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见表 2。

表 2　线性关系考察 
Tab 2　Linearity

对照品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线性范围 /

（μg·mL － 1）

盐酸麻黄碱 y ＝ 25.74x － 68.31 0.9991   8.6 ～ 137.6

盐酸伪麻黄碱 y ＝ 15.48x － 58.82 0.9991   7.9 ～ 126.0

甘草苷 y ＝ 37.22x － 9.049 0.9997 3.4 ～ 54.4

黄芩苷 y ＝ 40.37x － 111.97 0.9999 16.5 ～ 264.0

黄芩素 y ＝ 49.76x ＋ 12.12 0.9993 4.5 ～ 72.2

2.3.2　精密度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分别记录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甘
草苷、黄芩苷、黄芩素的峰面积，计算其 RSD
均＜ 5%，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
2、4、12、24 h 进样测定，分别记录盐酸麻黄碱、
盐酸伪麻黄碱、甘草苷、黄芩苷、黄芩素的峰面
积，计算其 RSD 均＜ 5%，表明该样品在 24 h 内
稳定性良好。
2.3.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6 份，进
样测定，分别记录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
甘草苷、黄芩苷、黄芩素的峰面积，计算其 RSD
均＜ 5%，表明该检测方法重复性良好。
2.3.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水煎液 6
份，分别加入 5 种对照品溶液适量，制备加样
供试品溶液，测定各成分的含量，计算回收率。
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甘草苷、黄芩苷、
黄芩素 5 种成分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2.09%、
103.60%、98.19%、98.76%、97.01%， 其 RSD 值
分别为 2.8%、3.3%、4.2%、4.0%、3.9%。结果
表明该方法回收率良好。
2.4　出膏率
　　精密量取药液 25 mL，放在恒重的蒸发皿中，
在水浴上蒸干后，于 105℃下干燥 3 h，置干燥器
中冷却，迅速精密称定，计算出膏率 [18]。
2.5　单因素试验
　　以浸泡时长、液料比、一次煎煮时长、二次
煎煮时长为影响煎煮工艺的因素，并对其进行
筛选。以综合加权评分法研究各因素对清肺排
毒汤煎煮工艺的影响，确定出膏率和指标成分
含量权重系数 [19-21]，用以下公式进行综合评分计
算，综合评分＝ 100×XA/XAmax×0.1 ＋ 100×XB/
XBmax×0.1 ＋ 100×XC/XCmax×0.1 ＋ 100×XD/
XDmax×0.2 ＋ 100×XE/XEmax×0.1 ＋ 100×Y /
Ymax×0.4（XA 为盐酸麻黄碱含量，XB 为盐酸伪麻

黄碱含量，XC 为甘草苷含量，XD 为黄芩苷含量，
XE 为黄芩素含量，Y 为出膏率）。
2.5.1　浸泡时长对煎煮结果的影响　称取清肺排
毒汤药材，加 8 倍量水分别浸泡 0、15、30、40、
50、60 min，煎煮 50 min（石膏先煎 15 min），再
加入 6 倍量水煎煮 40 min，合并药液，进样测定
各指标成分含量与出膏率。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结
果进行评分，其综合评分分别为 86.97、94.58、
96.07、88.45、89.49、84.81。结果表明随着浸泡
时长的增加评分先增加后降低，当浸泡时长为 30 
min 时评分达到最高，可能是随着浸泡时长的增
加，水分子进入药材细胞内部的量增大，促进了
有效成分的溶出。故选取 15、30、45 min 进一步
考察。
2.5.2　液料比对煎煮结果的影响　称取清肺排
毒汤药材，分别加 6、7、8、9、10 倍水浸泡 40 
min，一次煎煮时长 50 min（石膏先煎 15 min），
二次煎煮加入 6 倍量水煎煮 40 min，合并药液，
进样测定其指标成分含量与出膏率。采用综合评
分法对结果进行评分，其综合评分分别为 72.99、
84.84、81.81、93.32、96.48。结果表明随着液料
比的增加，评分逐步上升，液料比越大有效成分
的溶出量越多，但是考虑实际操作与使用方便故
选择液料比 8、9、10 进一步考察。
2.5.3　一次煎煮时长对煎煮结果的影响　称取清
肺排毒汤药材，加入 8 倍量水浸泡 40 min，分
别一次煎煮时长 30、40、50、60、70 min（石膏
先煎 15 min），再二次煎煮加入 6 倍量水煎煮 40 
min，合并药液，进样测定其指标成分含量与出
膏率。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结果进行评分，其综合
评分分别为 82.30、93.95、97.23、87.43、82.80。
结果表明随着一次煎煮时长的增加综合评分呈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 50 min 时达到最大值。
可能由于随着煎煮时长的增加，有效成分结构被
破坏并且杂质的溶出也增加。故选择 40、50、60 
min 进一步考察。
2.5.4　二次煎煮时长对煎煮结果的影响　称取清
肺排毒汤药材，加入 8 倍量水浸泡 40 min，一次
煎煮 40 min（石膏先煎 15 min），二次煎煮加入 6
倍量水分别煎煮 20、30、40、50、60 min，合并
两次药液，进样测定指标成分含量与出膏率。采
用综合评分法对结果进行评分，其综合评分分别
为 95.64、89.56、87.41、92.74、89.45。结果表明
随着二次煎煮时长的增加综合评分呈现无规律变
化。指标成分含量整体趋势为逐渐下降，而出膏
率则是先升后降，因此，二次煎煮时长相对以上
3 个因素对煎煮结果影响并不显著。故响应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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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选择浸泡时长、液料比、一次煎煮时长为考察
因素，二次煎煮时长为 30 min 来进行试验。
2.6　Box-Behnken 响应面法试验
2.6.1　响应面试验设计　选取浸泡时长（A）、液
料比（B）、煎煮时长（C）为考察因素，以出膏
率和指标成分含量综合评分为评价指标，使用
Design-Export.V8.0.6 软件进行 Box-Behnken 中心
点试验设计，见表 3。
2.6.2　响应面试验与结果　响应面试验结果见表
4，以出膏率和指标成分含量综合得分为指标，根

据响应面试验结果对模型进行二次多项式回归拟
合，其数学模型为：综合评分＝ 84.920 － 0.61A ＋

0.11B＋4.47C＋0.44AB＋0.005484AC＋2.22BC＋

1.98A2 ＋ 2.86B2 － 1.25C2。

表 4　响应面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 4　Response surface test

编号 A B C
盐酸麻黄碱 /
（mg·g － 1）

盐酸伪麻黄碱 /
（mg·g － 1）

甘草苷 /
（mg·g － 1）

黄芩苷 /
（mg·g － 1）

黄芩素 /
（mg·g － 1）

出膏率 /% 综合评分

1 0 － 1 1 0.27 0.13 0.12 2.61 0.17 19.72 88.61
2 0 1 － 1 0.31 0.15 0.16 1.96 0.15 21.48 90.42
3 1 0 － 1 0.26 0.13 0.14 1.45 0.19 22.38 87.61
4 0 1 1 0.29 0.14 0.10 2.57 0.17 21.97 91.13
5 0 0 0 0.29 0.14 0.17 1.89 0.16 21.08 87.90
6 － 1 1 0 0.27 0.14 0.13 2.25 0.16 21.19 88.79
7 1 － 1 0 0.27 0.14 0.08 1.95 0.12 21.20 80.19
8 1 1 0 0.28 0.14 0.10 2.72 0.18 20.94 91.63
9 － 1 0 － 1 0.29 0.14 0.17 2.02 0.19 21.17 91.04

10 － 1 － 1 0 0.27 0.13 0.10 2.19 0.16 20.83 84.32
11 0 0 0 0.31 0.16 0.09 1.97 0.16 21.06 84.74
12 0 － 1 － 1 0.25 0.13 0.05 2.26 0.15 21.20 80.87
13 0 0 0 0.29 0.14 0.05 2.09 0.10 21.95 80.05
14 1 0 1 0.30 0.15 0.16 2.65 0.17 20.37 93.19
15 － 1 0 1 0.29 0.14 0.05 2.33 0.11 21.89 82.13

2.6.3　方差分析　由表 5 可知，该模型的 F 值为
5.59，P 值为 0.0362（＜ 0.05），说明模型显著。该
模型 R2 ＝ 0.9097，失拟项 P ＝ 0.8034（不显著）
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对结果有较好的预测。由表
5 可知，A（浸泡时长）、B（液料比）、C（煎煮时
长）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顺序为 C ＞ A ＞ B，C 对
结果的影响显著。各因素交互影响的顺序为 BC ＞

AB ＞ AC，但其对结果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回归
分析的结果，对其作出响应曲面图，如图 2。
2.6.4　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由图 2 可知，煎煮时
长较液料比与浸泡时长对综合评分的影响更大，
煎煮时长与液料比有较明显的交互作用，随着煎
煮时长的增大，综合评分的变化趋势较明显。随
着浸泡时长的增加，综合评分趋势变化并不明显，
与单因素考察结果一致。随着液料比的增大，综
合得分整体趋势呈上升状，但变化不明显。
2.6.5　工艺的优化与验证　根据 Design-Export.
V8.0.6 对其煎煮工艺参数进行优化，确定了清肺
排毒汤最佳煎煮工艺为浸泡时长 15 min，液料比
10∶1，一次煎煮 60 min（石膏先煎 15 min），二

次煎煮 8 倍水煎煮 30 min，过滤，合并两次药液
即得，在此条件下的综合评分为 95.75。按照此条
件平行 3 次试验验证，其平均综合评分为 93.80，
RSD ＝ 2.9%（n ＝ 3），与预测值接近，说明该模
型预测性良好。最终确定了清肺排毒汤的最佳煎
煮工艺。

表 3　响应面设计因素与水平表 
Tab 3　Factor and level for response surface test

因素
水平

－ 1 0 1
A 浸泡时长 /min 15 30 45
B 液料比 / 倍   8   9 10
C 煎煮时长 /min 40 50 60

表 5　方差分析结果 
Tab 5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来源 SS df MS F P
模型 254.53 9 28.28 5.59 0.0362 显著

A 2.99 1 2.99 0.59 0.4768
B 0.10 1 0.10 0.020 0.8918
C 179.80 1 179.80 35.57 0.0019 显著

AB 0.78 1 0.78 0.15 0.7112
AC 0.000 12 1 0.000 12 0.000 024 0.9963
BC 19.63 1 19.63 3.88 0.1059
A2 14.43 1 14.43 2.86 0.1519
B2 30.30 1 30.30 5.99 0.0581
C2 5.74 1 5.74 1.14 0.3352
残差 25.27 5 5.05
失拟项 8.55 3 2.85 0.34 0.8034 不显著

纯误差 16.73 2 8.36
总和 279.8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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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浸泡时长、液料比、煎煮时长对综合评分的交互影响

Fig 2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soaking time，liquid solid ratio，and decoction time 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3　讨论
　　中药含量测定首选有效成分，且一般按照君
臣佐使的顺序来选定药材进行检测 [22]。麻黄为清
肺排毒汤组成方麻杏石甘汤与射干麻黄汤的君药，
黄芩为组成方小柴胡汤中臣药，甘草为佐使药 [23]。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24] 规定麻黄中指标成
分为盐酸麻黄碱与盐酸伪麻黄碱；黄芩中指标成
分为黄芩苷，小柴胡颗粒含量测定指标为黄芩中
的有效成分，故将黄芩苷和黄芩素作为含量测定
指标之一，甘草苷为甘草的指标成分之一，综上，
本次试验选取了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黄
芩苷、黄芩素与甘草苷为指标成分进行研究。
　　在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分别考察了以甲酸
水 - 乙腈，磷酸水 - 乙腈为流动相，发现磷酸水 -
乙腈条件下峰形与基线效果均优于甲酸水 - 乙腈，
故最后选取 0.1% 磷酸水 - 乙腈为流动相。在检测
波长的选取中发现在 210 nm 下目标峰有较好的吸
收，故最终选取了 210 nm 为检测波长。
　　目前关于清肺排毒汤质量标准的研究较少，
本试验建立了 HPLC 法同时测定清肺排毒汤中 5
种成分的含量，并且通过单因素试验结合响应面
试验优选出了清肺排毒汤的最佳煎煮工艺，有助
于清肺排毒汤进一步的质量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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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茅醛对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大鼠的抗氧化保护作用

华瑞1，王琦1，张愉2，付国强1，姚家久1*（1.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急诊科，西安　710038；2. 空军军医大学唐

都医院内分泌科，西安　710038）

摘要：目的　研究香茅醛对大鼠心肌缺血 / 再灌注（MI/R）损伤的干预作用与机制。方法　可

逆性冠脉左前降支结扎缺血 30 min，再灌注 120 min 复制 MI/R 模型，将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

手术组、模型组及香茅醛低、中、高（50、100、150 mg·kg－ 1）剂量组。利用生物信号采集

处理系统实时监测大鼠左心室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评估心脏收缩及舒张功能；检测血清中乳

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检测心肌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丙二醛（MDA）、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以及 Nrf2、HO-1
的蛋白水平。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香茅醛 100、150 mg·kg－ 1 组可使 LVSP 和＋ dP/dtmax 明

显升高，LVEDP 和－ dP/dtmax 降低（P ＜ 0.05），并显著降低血清中 LDH、CK-MB 水平及心

肌组织 MDA 含量，同时升高心肌组织 SOD、CAT 和 GSH-Px 水平（P ＜ 0.05），提高 Nrf2、
HO-1 的蛋白表达（P ＜ 0.05）。结论　香茅醛对大鼠 MI/R 损伤具有抗氧化保护作用，有望成

为心血管急重症治疗中预防并发症的新型手段。

关键词：缺血 / 再灌注损伤；香茅醛；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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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idative protection of citronellal o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HUA Rui1, WANG Qi1, ZHANG Yu2, FU Guo-qiang1, YAO Jia-jiu1* (1.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Tangdu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2.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angdu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on of citronellal o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MI/R) injury in rats. Methods  An in vivo model of 30 min myocardial ischemia 30 min followed by 
120 min reperfusion was made by reversibly ligating the coronary left descending artery. Th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ham group, an MI/R model group, and 3 citronellal (50, 100, and 150 
mg·kg － 1) groups. The biological signal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system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changes in the left ventricular hemodynamics in rats, and to evaluate the cardiac systolic and diast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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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Meanwhile, the level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creatine kinase-MB (CK-MB) in 
the serum, as well a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alondialdehyde (MDA), catalase (CAT)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in the myocardial tissue were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of Nrf2, 
and HO-1 protein in the myocardi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LVSP and ＋ dP/dtmax were increased, LVEDP and － dP/dtmax were reduced, the levels 
of LDH, CK-MB in the serum and MDA in the myocardial tissue were decreased, while the levels 
of SOD, CAT and GSH-Px in the tissue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rf2 and HO-1 protein were 
increased in the citronellal groups at 100, and 150 mg·kg － 1 (P ＜ 0.05). Conclusion  Citronellal has 
antioxidant protection effect against MI/R injury in rats, and is expected to be a new way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in acute and sever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Key words: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tronellal; antioxidant activity

　　急性心肌梗死具有发病快，致死、致残率
高等特点 [1]，是急诊中常见的危重症，目前主要
采用溶栓疗法及其他心外科技术降低患者的病
死率，而心肌缺血 / 再灌注（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MI/R）损伤是心肌梗死的治疗中十分
常见的并发症，中断的血流突然恢复后会产生一
系列不良反应（如心律失常、微循环障碍以及部
分心肌细胞损伤进行性加重等 [2-3]），仍然影响心
脏功能，并给存活的患者带来其他伤害。因此寻
找安全、有效、可行的方法减少 MI/R 损伤的发
生，对于提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
量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也成为心血管领域的研
究热点。大量数据表明，氧化应激是 MI/R 损伤发
生的重要机制之一 [4-6]，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药物对
预防 MI/R 损伤效果良好。香茅醛（citronellal，3，
7- 二甲基 -6- 辛烯醛）是从植物柠檬香茅中提炼出
来的一种无环单萜醛 [7]，能显著清除自由基，具
有抗菌、抗惊厥、抗抑郁等作用 [8]。香茅醛油可
减少角叉菜胶诱导的中性粒细胞迁移并抑制髓过
氧化物酶的释放 [9]。香茅醛和香叶醇（另一种单萜
醇）均可通过调节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来抑制 NO 
的产生，减少类固醇的释放 [10]，阻滞炎症过程。
香茅醛还可以降低高脂饮食诱发的氧化应激，够
预防内皮功能障碍并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
展 [11]。关于香茅醛在 MI/R 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尚未见报道，考虑其具有挥发性香气，可应用于
芳香疗法，并且属于天然物质、安全性高，因此
有望成为心血管急重症治疗中预防并发症的新型
手段，本研究旨在探索香茅醛对 MI/R 损伤的保护
作用及其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健康成年 SD 雄性大鼠（SPF 级）50 只，体
质量为 200 ～ 250 g，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所有大鼠在温度、湿度适宜的环境中

适应性喂养一周。实验前随机分为 5 组，分别
为假手术组，模型组，香茅醛低、中、高（50、
100、150 mg·kg－ 1 ）剂量组，每组 10 只。
1.2　试药
　　香茅醛（CAS106-23-0，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时用乙醇溶解）。血清乳酸脱
氢酶（LDH）、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组织
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
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核因子 E2 相
关因子 2（Nrf2）、血红素氧化酶 1（HO-1）（Abcam
公司），甘油醛 -3- 磷酸脱氢酶（GAPDH）、辣根过
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博奥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动物模型制备与处理 
　　将大鼠给予异氟烷吸入麻醉，呈仰卧位固
定，连接心电监护仪并作气管插管，连接于小
动物呼吸机（频率为 5 次·min－ 1，潮气量为 10 
mL·kg－ 1，呼吸比为 1∶2）。沿胸骨左缘打开
胸腔，暴露心脏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在左心耳下
方 1 ～ 2 mm 处进针穿线，并将硅胶管沿丝线穿
入至血管下，待血压、呼吸稳定后，轻轻结扎 30 
min，心电图显示 ST 段抬高后，松开丝线恢复
血流，持续 120 min。假手术组只穿线，不结扎。
参考文献 [11] 及预实验结果，香茅醛低、中、高给
药组分别以 50、100、150 mg·kg－ 1 的剂量于造
模前 1 周进行灌胃，每日 1 次，连续 7 d，假手
术组和模型组灌胃等量含 5% 乙醇的生理盐水。
2.2　组织病理学检测 
　　将各组心肌组织用 10% 中性福尔马林固定过
夜，脱水、石蜡包埋后切片，HE 染色，梯度脱水，
封片，于 20 倍光镜显微镜下观察。
2.3　心脏功能测定 
　　分离大鼠右颈总动脉，将含 0.1% 肝素钠的导
管缓缓插入左心室，利用 Power Lab 生物信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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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系统实时监测大鼠左心室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评估心脏收缩及舒张功能。观察指标包括左心室
收缩压（LVSP）、左心室舒张末期压（LVEDP）、
左心室等容期压力最大变化速率（±dP/dtmax）。
2.4　心肌损伤标志酶测定 
　　复灌结束时，收集动脉血液至非抗凝管中，
在 4000 r·min－ 1、4℃条 件 下 离 心 10 min， 取
上清液。按试剂盒操作步骤测定血清中 LDH、
CK-MB 活性。
2.5　氧化应激相关指标检测 
　　低温环境下将心肌组织研磨成匀浆，以化学
比色法检测组织匀浆液中 SOD、CAT 以及 GSH-
Px 活性，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 MDA 含量，具体
操作均遵循相关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6　蛋白表达检测 
　　取 50 mg 大鼠心肌组织，使用 RIPA 裂解液
冰浴中裂解组织提取总蛋白，并采用 BCA 法检
测各组蛋白浓度。经 12.5%SDS-PAGE 胶电泳分
离蛋白样品后，采用半干转装置将蛋白转移至
PVDF 膜上，将膜用含 5% 脱脂奶粉的 TBST 室
温封闭 1 h，用 TBST 洗净残余封闭液，分别加入
Nrf2、HO-1 和 GAPDH 的一抗，4℃孵育过夜，
TBST 洗膜 4 次，每次 10 min，加入辣根过氧化
物酶标记的二抗室温孵育 1 h，再次洗膜 4 次后

用 ECL 显色液进行显色，用化学发光凝胶成像仪
拍摄图像并进行分析。
2.7　统计学处理
　　应用 Graphpad Prism 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数据均以表示。多组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运用 Dunnett’s t 检
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心肌组织形态的影响
　　HE 染色后观察大鼠心肌组织，结果如图 1
所示，假手术组大鼠心肌细胞形态较为规则，结
构完整、排列有序；模型组大鼠存在明显心肌纤
维断裂情况，伴随大量炎性细胞浸润，部分细胞
坏死、细胞质空泡化以及细胞外间隙增大等病理
改变；香茅醛低剂量（50 mg·kg－ 1）组呈小灶性
坏死，心肌细胞排列稀疏，横纹模糊，心肌间质
中度肿胀，出现部分炎细胞浸润；香茅醛中剂量
（100 mg·kg－ 1）组心肌组织横纹不清晰，心肌
间质轻度肿胀，可见少量炎细胞浸润；香茅醛高
剂量（150 mg·kg－ 1）组心肌细胞排列相对整齐，
间质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少，水肿减轻，形态较
正常。结果提示，香茅醛能显著改善心肌组织病
理损伤（见图 1）。

图 1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心肌组织形态的影响（×20）
Fig 1　Effect of citronellal on the morphology of tmyocardial tissue in rats after MI/R（×20）

3.2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心脏功能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LVSP 和＋ dP/dtmax 下降，LVEDP 和－ dP/dtmax 上
升（P ＜ 0.05），提示模型组大鼠心脏舒张功能和
收缩功能明显受损；与模型组比较，香茅醛中、

高剂量组 LVSP 升高，香茅醛高剂量组＋ dP/dtmax

升高，香茅醛高剂量组 LVEDP 和－ dP/dtmax 显著
降低（P ＜ 0.05），提示香茅醛预处理有改善 MI/
RI 后心肌收缩及舒张功能的作用。

表 1　香茅醛对大鼠 MI/R后室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x±s，n ＝ 10) 
Tab 1　Effect of citronella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rats after MI/R (x±s，n ＝ 10)

组别 剂量 /（mg·kg － 1） LVSP/mmHg LVEDP/mmHg ＋ dP/dtmax/（mmHg·s － 1） － dP/dtmax/（mmHg·s － 1）

假手术组 / 185.60±12.90 12.84±2.05 12 145.33±1100.12 － 7122.89±1543.21
模型组 / 125.10±16.25# 15.12±2.11#    8042.89±1057.12# － 4782.19±1764.92#

香茅醛低剂量   50 135.64±12.52# 14.59±1.52#    8809.31±1220.03# － 5054.31±1047.22#

香茅醛中剂量 100 143.28±15.67#* 14.04±2.70#    9284.64±1143.22# － 5831.88±1433.71#

香茅醛高剂量 150 158.82±10.94#* 13.04±2.44*    9835.47±951.43#* － 6766.22±1247.66*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5；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vs the sham group，#P ＜ 0.05；vs the model group，*P ＜ 0.05.

3.3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心肌损伤标志酶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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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香茅醛对大鼠 MI/R后心肌组织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 (x±s，n ＝ 10) 
Tab 3　Effect of citronellal on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in rats after MI/R (x±s，n ＝ 10)

组别 剂量 /（mg·kg － 1） MDA/（μmol·g － 1） SOD/（U·g － 1） CAT/（U·g － 1） GSH-Px/（U·g － 1）

假手术组 / 5.83±0.54 112.23±9.41 80.56±6.84 1223.04±153.14
模型组 / 8.46±0.47#   64.68±10.63# 34.85±5.78#   682.36±84.69#

香茅醛低剂量   50 7.02±0.66#   72.99±11.44# 35.47±6.04#   706.13±65.08#

香茅醛中剂量 100 6.24±0.64#*   84.93±12.36#* 40.18±5.69#*   798.66±62.47#*

香茅醛高剂量 150 5.45±0.59*   92.11±10.38* 62.01±5.22#*   948.18±61.45#*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5；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vs the sham group，#P ＜ 0.05；vs the model group，*P ＜ 0.05.

血清 LDH、CK-MB 活性均显著升高（P ＜ 0.05）；
与模型组比较，香茅醛各剂量组血清 LDH、
CK-MB 的活性均降低（P ＜ 0.05），提示香茅醛
能减轻心肌细胞膜的损伤，降低心肌酶的漏出。
3.4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氧化应激相关指标的
影响
　　如表 3 所示，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心肌组织 MDA 水平显著升高，而 SOD、CAT 和
GSH-Px 活性均显著降低（P ＜ 0.05）。与模型组
相比，香茅醛中、高剂量组大鼠心肌组织 MDA
水平显著降低，而 SOD、CAT 和 GSH-Px 水平均
显著升高（P ＜ 0.05），提示香茅醛可以提高心肌 组织的抗氧化能力。

3.5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抗氧化信号分子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与假手术组比较，MI/R 模型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Nrf2 和 HO-1 蛋白水平应激性
略有升高；与模型组比较，香茅醛中、高剂量组
Nrf2 和 HO-1 蛋白水平升高（P ＜ 0.05）。

图 2　香茅醛对大鼠 MI/R 后抗氧化信号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itronellal on the antioxidant signaling after MI/R
注：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vs the model group，#P ＜ 0.05.

4　讨论
　　MI/R 损伤常伴随出现心律失常、心脏功能紊
乱，心肌损伤标志酶活性升高，心肌细胞内活性氧
自由基产生等改变，最终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等不可
逆的心肌损伤 [3]。研究表明，香茅醛具有抗氧化、
免疫调节功能 [12-13]，在糖尿病心肌病与动脉粥样硬
化的大鼠模型中都被证明能够抑制氧化应激，减少
心肌损伤，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11，14]。
　　MI/R 损伤程度与心脏功能密切相关，血流动
力学指标 LVSP、LVEDP、±dP/dtmax 是反应心脏
收缩和舒张功能的重要指标 [15]，本实验结果提示

香茅醛可减少因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心肌收缩与舒
张功能障碍，尤其以改善心舒期功能为主。LDH
对于机体能量代谢非常重要，主要催化乳酸脱氢
后生成丙酮酸，在心肌组织中含量最高 [16]。肌酸
激酶（CK）与细胞内能量运输、肌肉收缩和 ATP
再生直接相关，催化肌酸和 ATP 之间的转磷酸化
反应 [17]，在临床诊断中经常测定血清中其同工酶
CK-MB 水平以反映肌肉萎缩或心肌梗死等病变。
通过测定 LDH 与 CK-MB 活性可判断心肌细胞的
损伤程度，本实验结果显示香茅醛能降低再灌注时
血清中 LDH 与 CK-MB 的活性，进一步提示香茅
醛很可能通过改善能量代谢而降低心肌细胞损伤。
　　研究表明，增强抗氧化能力可逆转氧化应激
造成的心肌细胞与血管内皮组织的损伤，从而延
缓或阻止 MI/R 损伤的发生和发展 [18-20]。通过检测
组织中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反应主要终产物 MDA 的
水平可直接反映其氧化程度，MI/R 等损伤因素诱
发产生的大量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会被 SOD 转化为
H2O2，继而 H2O2 在 CAT 与 GSH-Px 的作用下被催
化生成 H2O 和 O2，从而减少氧化应激诱发的自由
基连锁损伤，达到保护心肌的效果 [21-22]。本实验中
香茅醛可明显降低 MDA 含量，并升高 SOD、CAT
及 GSH-Px 水平，提示香茅醛可增强心肌组织的抗
氧化能力，减少 MI/R 诱发的氧化应激损伤，进而
发挥对心肌的保护作用。当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

表 2　香茅醛对大鼠 MI/R后血清 LDH、CK-MB 的影响 
(x±s，n ＝ 10) 

Tab 2　Effect of citronellal on the levels of LDH and CK-MB in rats 
after MI/R (x±s，n ＝ 10)

组别 剂量 /（mg·kg－1）LDH/（U·L － 1）CK-MB/（U·L － 1）

假手术组 /   446.07±50.14   220.42±47.63

模型组 / 1208.38±102.10# 1434.85±287.46#

香茅醛低剂量   50 1045.22±56.41#* 1161.52±146.88#*

香茅醛中剂量 100   883.44±51.78#*   977.24±124.89#*

香茅醛高剂量 150   621.99±48.32#*   758.96±108.44#*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5；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Note：vs the sham group，#P ＜ 0.05；vs the model group，*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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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激性地启动以 Nrf2 为核心的内源性抗氧化防
御系统，而天然存在的抗氧化物质（如酚类化合
物）也会通过重要的转录因子 Nrf2 促进抗氧化反应
元件（ARE）的活化 [23-24]，参与多种抗氧化酶基因
如 HO-1、谷胱甘肽转移酶（GST）、谷氨酰半胱氨
酸合成酶（γ-GCS）的调控，从而发挥抗氧化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当发生 MI/R 时，Nrf2 与其下游
HO-1 蛋白会应激性升高，给予中、高剂量的香茅
醛干预后，两种抗氧化关键蛋白均显著升高，说明
香茅醛可能通过 Nrf2/HO-1 途径发挥抗氧化作用。
　　综上，香茅醛对 MI/R 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香茅醛改善缺血/ 再灌
注后心肌收缩与舒张功能，增强清除氧自由基能
力，降低过氧化物的生成，减少氧化应激损伤有
关，但其详细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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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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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模型。方法　绘制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过程动力学曲线

和吸湿等温线，运用 OriginPro 2019b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拟合，以均方根误差（RMSE）和决定

系数（R2）为评价指标，筛选最佳拟合模型。结果　芪黄通秘软胶囊的吸湿动力学曲线和吸湿

等温线最优模型分别为双指数模型和 Peleg 模型，其吸湿等温线属于Ⅱ型等温线。结论　所建

立的双指数模型和 Peleg 模型 R2 较大，RMSE 较小，曲线拟合度高，为深入研究软胶囊的吸湿

行为和探索高效的防潮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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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roscopicity dynamics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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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hygroscopic model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s. Methods  
The dynamic curve and isotherm of the hygroscopic process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s were 
drawn, and the OriginPro 2019b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fitting.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and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were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es 
to screen the best fitting model. Results  The optimal fitting models for hygroscopic dynamic curve 
and hygroscopic isotherm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s were double exponential model and Peleg 
model, respectively. The hygroscopic isotherm was type Ⅱ isotherm.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double exponential model and Peleg model have a high degree of curve fitting with large R2 and small 
RMSE. The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hygroscopic behavior of soft 
capsules and exploration of efficient moisture-proof strategies. 
Key words: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 hygroscopic dynamic curve; hygroscopic isotherm; Peleg 
model; double exponent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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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芪黄通秘处方由黄芪、制何首乌、当归、肉
苁蓉、黑芝麻、核桃仁等 11 味中药材组成 [1]，具
有益气养血、润肠通便的功效 [2]，因其含有大
量挥发性成分而被制成软胶囊制剂，是《中国药
典》2020 年版一部新收录的成方制剂。
　　与其他中药固体制剂相比，软胶囊虽具有较高

的生物利用度，但其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会发生崩
解迟缓、渗漏和老化等现象，影响药品的质量与疗
效。这些现象的发生均与软胶囊的含水量有关。一
般说来，药品含水量的大小，除与制剂过程有关
外，还与药物自身的吸湿性和其运输储存时的相对
湿度（relative humidity，RH）有关。因此，研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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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的吸湿过程对解决软胶囊的崩解迟缓、渗漏和
老化等问题、提高软胶囊的质量与疗效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平衡含水率和药物吸收水分
的质量变化率是研究药物吸湿特性和安全储存的重
要参数，吸湿等温线和吸湿动力学曲线对于分析药
物吸湿过程，指导药物的干燥、包装和储存也有一
定的意义 [3]。目前，已有研究者对中药饮片 [4]、中
药提取物 [5] 等的吸湿等温线和吸湿动力学曲线进
行了考察，但没有对软胶囊制剂的吸湿过程进行较
全面的研究。本试验通过研究芪黄通秘软胶囊在不
同相对湿度环境下的吸湿情况，绘制吸湿等温线及
吸湿动力学曲线，并用不同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拟
合，获得最佳拟合方程，分析吸湿过程，以期为深
入研究软胶囊的吸湿行为和探索高效的防潮策略提
供理论指导。
1　材料
　　FA1004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天津市天马衡
基仪器有限公司）；WGL-230B 电热鼓风干燥箱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玻璃干燥器（河
北省蔚县玻璃器皿厂）；35 型培养皿（潍坊盛翔
实验设备有限公司）；GM1361 分体式温湿度计
（深圳市聚茂源科技有限公司）。MgCl2，K2CO3，
NaBr，NaCl，KNO3 均为分析纯（西陇科学股份
有限公司）；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芪黄通秘软胶囊（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规格：
0.5 g/ 粒，批号：20112651）。
2　方法
2.1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的测定
　　根据软胶囊实际生产中的储存和运输条件，
在 30℃条件下配制的 6 种过饱和盐溶液（MgCl2，
K2CO3，NaBr，NaCl，KNO3）和纯净水控制相对
湿度。将盛有 6 个过饱和盐溶液的干燥器于 30℃
下放置 48 h，使其内部相对湿度保持恒定，利用
分体式温湿度计测得不饱和盐的实际相对湿度与
水分活度（Aw），见表 1。精密称取芪黄通秘软胶
囊，去包装后放入已恒重的培养皿中，记录数据。
置于不同湿度条件下的干燥器中进行吸湿试验。
300 h 后精密称定质量。计算此时芪黄通秘软胶囊
的平衡含水率（EMC，见式 1）。平行操作 3 份。

表 1　30℃下不同溶液相对湿度表 
Tab 1　Relative hygrometer for different solutions at 30℃

过饱和盐溶液 相对湿度 /% 水分活度

氯化镁 32.48 0.32
碳酸钾 43.27 0.43
溴化钠 56.03 0.56
氯化钠 75.09 0.75
硝酸钾 92.31 0.92
水 99.99 0.99

　　EMC ＝（M∞－ M0）/M0×100%　　 （1）
　　式中：M0 和 M∞分别代表初始样品质量（g）
和平衡时样品的质量（g）。
2.2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数学模型的建立

　　根据 BET、GAB、Peleg、Smith、Halsey、
Oswin 和 Henderson 7 个数学模型 [6]（见表 2），采
用 OriginPro 2019b 软件对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
温线进行非线性拟合。以决定系数（R2）和均根
误差（RMSE）为指标，选择描述芪黄通秘软胶
囊吸湿等温线的最佳拟合模型。

表 2　吸湿等温线模型 
Tab 2　Models for hygroscopic isotherms

模型 表达式

BET EMC ＝ X0cAw/（1 － Aw）[1 － Aw ＋ cAw）

GAB EMC ＝ X0kcAw/（1 － kAw）（1 － kAw ＋ kcAw）

Peleg EMC ＝ aAw
b ＋ cAw

d

Smith EMC ＝ a ＋ bln（1 － Aw）

Halsey EMC ＝ [ － a/（lnAw）]1/b

Oswin EMC ＝ a[Aw/（1 － Aw）]1/b

Henderson EMC ＝ [ － ln（1 － Aw）/a]1/b

注：EMC 为平衡含水率，Aw 为水分活度，X0 为单分子层含水

量，a，b，c，d，k 分别为模型参数。

Note：EMC refers to 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X0 refers 
to monolayer moisture content，a，b，c，d and k refer to model 
parameter.

2.3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曲线的测定
　　将盛有 NaBr、NaCl、KNO3 3 种过饱和盐的
干燥器于 30℃放置 48 h，使其内部相对湿度保持
恒定。在 3 个相对湿度条件下随机抽取 3 份芪黄
通秘软胶囊，去包装后分别于 0、1、1.5、2、3、4、
6、8、10、12、16、20、24、32、36、48 h 取出样品，
并在 30 s 内使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称定质量，48 
h 后延长至每隔 12 h 称定质量。水分吸收通过质
量变化率来确定（式 2）。
　　Wt ＝（Mt － M0）/M0×100%　　 （2）
　　式中：M0 和 Mt 分别代表初始样品质量（g）
和 t 时刻样品的质量（g）。
　　当两次称定质量变化不超过 ±0.01% 时，考
虑样品达到了吸湿平衡。
2.4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数学模型的选择
　　利用文献报道的 6 种吸湿动力学模型 [7]（见
表 3），描述芪黄通秘软胶囊在 30℃相对湿度分
别为 56.03%、75.09%、92.31% 下的吸湿动力学
过程，采用 OriginPro 2019b 软件对芪黄通秘软胶
囊吸湿动力学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以决定系数
（R2）和均根误差（RMSE）为指标，确定芪黄通
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曲线的最优拟合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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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吸湿动力学模型 
Tab 3　Models for moisture adsorption kinetics

模型 方程

零级过程 y ＝ Y0 ＋ kt
一级过程 y ＝ a（1 － e － kt）

双指数模型 y ＝ Y0 － ae － ct － be － dt

二项式方程 y ＝ at2 ＋ bt ＋ c
对数方程 y ＝ a ＋ bln（t）
Higuchi 模型 y ＝ kt（1/2）

注：y 为质量变化率，t 为时间，Y0、a、b、c、d 和 k 是相应的

模型参数。

Note：y refers to the weight change percentage，t refers to the 
time，Y0，a，b，c，d and k refer to model parameter.

3.1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

　　以水分活度为横坐标，EMC 为纵坐标，绘制
芪黄通秘软胶囊的吸湿等温线，见图 1。如图所示，
样品的 EMC 随水分活度的增加而增加。水分活度
于 0.4 左右 EMC 平衡，后于 0.6 处 EMC 急剧增加。
这一增长趋势可能与芪黄通秘软胶囊囊壳中的明胶
有关。明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对水有较大的吸
附能力，出现毛细管凝结作用而产生样品平衡水分
含量急剧增加的现象 [8]。因此，考虑芪黄通秘软胶
囊吸湿等温线模型可能是一个多层吸附模型。
3.2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数学模型的拟合

与分析

图 1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

Fig 1　Hygroscopic isotherm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s

　　如表 4 所示，在 GAB 模型中由于 0 ＜ k ＜ 1，
c ＞ 2，可以判定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等温线属于
Ⅱ型等温线 [9]。且其吸湿等温线图（见图 1）也与
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规定的Ⅱ
型等温线图形相似。证明芪黄通秘软胶囊具有非
晶态和多孔结构，同时具有单层吸附和多层吸附
的位点 [10]，其吸附模型为多层吸附模型。符合此
类吸附模型的样品即使当其自身达到平衡后，环
境相对湿度继续增加，其吸湿量仍会持续增加，
吸附层数将趋于无穷大 [11]。因此，根据软胶囊实
际生产中的储存和运输条件，芪黄通秘软胶囊应
控制环境温度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60%。

表 4　吸湿等温线模型参数 
Tab 4　Model parameters of hygroscpic isotherms

模型
参数

R2 RMSE
X0 a b c d k

GAB 3.277 － － 5.617×1045 － 0.924 0.900 4.600
BET 0.400 － － 8.3900×1044 － － 0.469 10.618
Peleg － 21.013 4.441 18.437 4.442 － 0.993 1.247
Smith － － 3.199 － 9.515 － － － 0.925 3.993
Halsey － 70.398 2.410 － － － 0.792 6.647
Oswin － 6.624 0.389 － － － 0.815 6.276
Henderson － 0.147 0.936 － － － 0.907 4.449

　　近年来，吸附等温线也常被应用于材料表面
微观结构的分析。表 2 的 7 个模型中，只有 GAB
模型和 BET 模型可用于估计粉末等固体物质的单
分子层容量和比表面积 [12]。但在大多数研究工作
中，Peleg 模型被认为是一种与 GAB 模型相似甚至
更好的用于描述水蒸气吸附的模型 [13]。本文也证实
Peleg 模型与其他 6种模型相比，能够更好地描述芪
黄通秘软胶囊在 30℃，水分活度 0.32 ～ 0.99 条件
下的吸附行为（R2 更接近于 1，RMSE 更接近于 0）。
其表达式为：EMC ＝ 21.013Aw

4.441 ＋ 18.437Aw
4.442。

3.3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曲线
　　以时间 t 为横坐标，质量变化率平均值为纵坐
标绘制出吸湿动力学曲线，见图 2。结果表明，随

着湿度增高，芪黄通秘软胶囊的达平时间逐渐增
长，质量变化率逐渐增大。其在达平前均会出现质
量变化率轻微下降的现象（但两次称定质量不超过
±0.01%）。这可能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和吸湿物
质中的极性位点的结合程度有关。低温下，水分子
与吸湿物质的极性位点紧密结合 [14]。但水分子的
吸附是一种放热反应，当温度升高使这些位点的水
结合能力降低 [15]，水分子将从吸湿物质毛细管系
统表面分解，分子的动能增加，使得水分子与吸湿
物质毛细管系统表面极性位点之间的相互吸引变得
困难。因此，水分子之间的氢键和吸湿物质中的极
性位点的结合程度降低，造成样品水分含量的减少
而至其平衡后的质量变化率有轻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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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芪黄通秘软胶囊动力学曲线

Fig 2　Moisture dynamics curves of Qihuang Tongmi soft capsule

3.4　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动力学曲线模型的拟合
　　芪黄通秘软胶囊对水的吸附速率随着处理时

间的增加逐渐降低。吸湿动力学曲线模型的拟合
结果表明，在相对湿度分别为 56.03%、75.09%、
92.31% 下双指数模型拟合效果均为最佳，模型参
数如表 5 所示。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其他几种数
学吸附模型来说，双指数模型考虑了影响水分子
扩散的复杂因素，尤其反映了水分子真实运动的
受限程度，这也表明芪黄通秘软胶囊吸湿行为可
能同时存在两种机制 [16]，即扩散机制和双位吸附
机制，相关数据有待进一步说明。
　　因此，为了防止水分子的扩散，降低芪黄通
秘软胶囊吸湿速率，可在其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加
装除湿机以降低环境湿度，采用瓶装、纯铝材料
包装也可有效地减少水分的渗入，在包装中适当
使用干燥剂也可降低水分对药物的影响。

表 5　吸湿动力学模型参数 
Tab 5　Model parameters of moisture dynamics curves

模型
相对

湿度 /%
表达式 R2 RMSE 模型

相对

湿度 /%
表达式 R2 RMSE

零级模型 56.03 y ＝ 0.254 ＋ 0.048t 0.836 0.384 双指数模型 56.03 y ＝ 2.166 － 1.135e － 0.075t － 1.128e － 0.075t 0.994 0.051
75.09 y ＝ 2.769 ＋ 0.076t 0.766 1.705 75.09 y ＝ 10.668 － 4.907e － 0.09t － 5.882e － 0.021t 0.998 0.143
92.31 y ＝ 7.943 ＋ 0.091t 0.837 4.020 92.31 y＝ 30.985－ 8.748e－ 0.134t－ 22.342e－ 0.009t 0.996 0.594

一级模型 56.03 y ＝ 2.42（1 － e － 0.057t） 0.981 0.129 二项式方程 56.03 y ＝－ 0.022t2 ＋ 0.127t － 0.002 0.990 0.068
75.09 y ＝ 9.938（1 － e － 0.045t） 0.995 0.261 75.09 y ＝ 1.255t2 ＋ 0.206t － 0.001 0.948 0.803
92.31 y ＝ 27.719（1 － e － 0.02t） 0.965 1.864 92.31 y ＝ 4.709t2 ＋ 0.213t － 4.608×10 － 4 0.958 2.075

Higuchi 模型 56.03 y ＝ 0.342t（1/2） 0.938 0.169 对数方程 56.03 y ＝－ 0.212 ＋ 0.607 ln（t） 0.970 0.119
75.09 y ＝ 1.066t（1/2） 0.926 0.959 75.09 y ＝－ 0.828 ＋ 2.312 ln（t） 0.984 0.451
92.31 y ＝ 1.947t（1/2） 0.947 2.281 92.31 y ＝－ 3.053 ＋ 5.556 ln（t） 0.976 1.557

4　结论
　　芪黄通秘软胶囊的等温吸附线属于Ⅱ型等温线，
样品的 EMC 随水分活度的增加而增加。经比较发现
Peleg 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芪黄通秘软胶囊在 30℃下
的吸附行为，其表达式为：EMC ＝ 21.013Aw

4.441 ＋

18.437Aw
4.442。研究芪黄通秘软胶囊水分吸湿等温线

可以确定其安全储存的含水率。通过芪黄通秘软胶
囊的吸湿动力学曲线可知，随着湿度增高，芪黄通
秘软胶囊的达平时间逐渐增长，质量变化率逐渐增
大。与其他模型相比，双指数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芪
黄通秘软胶囊在 30℃下的吸附动力学行为。相对
湿度为 56.03% 时，其数学表达式为 y ＝ 2.166 －

1.135e－ 0.075t － 1.128e－ 0.075t；相对湿度为 75.09%
时，其数学表达式为 y ＝ 10.668 － 4.907e－ 0.09t －

5.882e－ 0.021t；相对湿度为 92.31% 时，其数学表达式
为 y ＝ 30.985 － 8.748e－ 0.0134t － 22.342e－ 0.00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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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柴胡水提液中 13 种化学成分分析及其肝损伤保护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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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北柴胡水提液的主要化学成分并考察其对对乙酰氨基酚（APAP）所致肝损伤的影

响。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 高分辨飞行时间串联质谱（HPLC-Q-TOF-MS/MS）对北柴胡化学成

分主要成分群进行分析鉴定；根据 HPLC-Q-TOF-MS/MS 测定及 PeakView 2.1 分析中得到的各化合

物的质谱信息，并结合参考文献进行初步推测及对照品验证，对北柴胡水提液主要成分群进行表征；

利用 APAP 诱导的人源化非肿瘤肝细胞（LO2）损伤模型对主要成分活性进行筛选与比较。结果　北

柴胡水提液中以柴胡皂苷为主，且其多为同分异构体，特征碎片离子相似，通过对照品对 13 种成分

进行了确证。这些化学成分对 LO2 肝细胞损伤预保护作用活性差异较大，其中柴胡皂苷 F 及黄芩苷

具有潜在肝损伤预保护作用。结论　该研究对北柴胡活性成分的药效及毒性考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柴胡水提液；化学成分；肝损伤；对乙酰氨基酚；LO2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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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of liver injury

YANG Qi-tao1, 2, WANG Yu-xin2*, WU Yin-nan2, 3, LIU Yang 2, MENG Chang-hong2, TAN Li2, LU Yi-
hong2, 3, SHI Qing-shui2* (1. Center for New Drug Safe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2. Jiangsu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Nanjing  210019; 3.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hepatic damage induced by acetaminophen (APAP). Method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were analyzed by HPLC-
Q-TOF-MS/MS. According to HPLC-Q-TOF-MS/MS and PeakView 2.1 analysi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identified and verified by reference standards. Further, their activities were compared 
by APAP-induced LO2 cell model. Results  The identification showed that saikosaponins w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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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柴胡作为常用的大宗药材，具有疏散退
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之功效，其药效成分以
柴胡皂苷为主，还有少量其他成分，而在较多的
柴胡皂苷同分异构体中，柴胡皂苷 A、D 的含量
相对较高 [1]。目前《中国药典》一部中普遍用单
一或几个化学成分来对药材、饮片及其制剂进行
定性和定量，这种方法忽略了中药多组分、多靶
点、多途径协同作用的特点，利用单一或几个成
分进行评价和控制，不能正确衡量中药的质量与
药效，只有充分利用现代色谱、光谱、质谱手段，
特别是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才能实现在单
次分析中对多个微量及痕量成分，包括同分异构
体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5]。
　　因此本研究利用 HPLC-Q-TOF-MS/MS 技术
对北柴胡水提液的有效成分群进行表征，首先通
过对各化合物进行鉴定并获得精确分子量以及充
分的碰撞解离碎片信息，并对其二级裂解规律进
行了分析，从而鉴定出北柴胡水提液中的主要化
学成分，为柴胡以及其相关制剂标准的制订和体
内物质基础研究提供参考。前期课题组曾对柴胡
及其制剂正柴胡颗粒对对乙酰氨基酚（APAP）所
致急性肝损伤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柴胡预给药
具有减毒作用 [6-8]，故利用 APAP 诱导的 LO2 肝
细胞损伤模型对北柴胡水提液中主要活性成分进
行筛选与比较，以期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价北柴胡
各单体成分的药效及毒性。
1　材料与仪器
1.1　材料
　　北柴胡生药饮片（由南通精华药业有限公司
提供并鉴定为伞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is 
DC. 的干燥根）；柴胡皂苷 A（纯度≥ 98%，批号：
MUST-17120313）、柴胡皂苷 B1（纯度≥ 99%，批
号：MUST-18010302）、柴胡皂苷 B2（纯度≥ 99%，
批号：MUST-18032104）、柴胡皂苷 B3（纯度≥ 98%，
批号：MUST-18060116）、柴胡皂苷 B4（纯度≥ 97%，
批号：MUST-17110117）、柴胡皂苷 C（纯度≥ 98%，
批号：MUST-18031402）、柴胡皂苷 D（纯度≥ 99%，

批号：MUST-17111510）、柴胡皂苷 F（纯度≥ 98%，
批号：MUST-18031806）、柴胡皂苷 G（纯度≥ 98%，
批号：MUST-18072216）、柴胡皂苷 H（纯度≥ 98%，
批号：MUST-18040205）、柴胡皂苷 I（纯度≥ 97%，
批号：MUST-18072205）、山柰苷（纯度≥ 99%，批
号：MUST-18042701）、黄芩苷（纯度≥ 98%，批
号：MUST-18010408）（对照品，成都曼斯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对乙酰氨基酚 [ 纯度≥ 99%，批号：
G1816129，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 ]。
　　人源化非肿瘤肝细胞 LO2（中国科学上海院细
胞研究所）；DMEM 培养基（批号：8119007）、胎
牛血清（批号：1828728）、青霉素 - 链霉素溶液（含
10 000 单 位·mL－ 1 青 霉 素 和 10 000 µg·mL－ 1 
链 霉 素， 批 号：1970741）（美 国 GIBCO 公 司）；
0.25% 胰酶消化液（美国 HyClone 公司，批号：
J180013）；二甲基亚砜（DMSO，美国 Solarbio 生
化试剂公司，批号：MKBP4399V）；MTT 试剂（美
国 Sigma 公司，批号：1213C0338）；甲醇、乙腈、
甲酸（均为色谱纯，德国默克公司）；其他试剂为
分析纯；实验用水均由 Millipore 超纯水仪制备。
1.2　仪器
　　AB SCIEX Triple TOF 5600 组 合 式 高 分 辨
质谱仪，包括四元泵溶剂系统、在线脱气机和
自动进样器（上海爱博才思分析仪器贸易有限
公 司）；MassLynxTM 质 谱 工 作 站（Waters 公
司）；真空离心浓缩挥干仪（美国 Thermo 公司）；
L-550 台式低速离心机（湖南湘潭离心机有限公
司）；Beckman Coulter Allegra 64R 台式高速冷冻
离心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生物安
全柜（Thermo 1300series A2，美国赛默飞世尔科
技公司）；5%CO2 箱培养箱（德国 Memmert 公
司）；倒置显微镜（OLYMPUS IX53）、光学显
微镜（OLYMPUS BX41）（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
社）；高压蒸汽灭菌器（Panasonic MLS-3781L，
日本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细胞计数仪（Countstar 
BioMed，上海睿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
酶标仪（Molecular Devices）；超纯水机（美国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Most saikosaponins were 
isomer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 fragment ions. Totally 13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confirmed 
by the reference standards. The activities of the 13 chemical constituents on APAP-induced hepatic 
damage attenuation we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which saikosaponin F and baicalin had potential pre-
protective effect.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the active 
components in Bupleurum chinensis DC.. 
Key words: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chemical constituent; liver injury; 
acetaminophen; LO2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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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pore 公司）。 
2　方法
2.1　HPLC-Q-TOF-MS/MS 法分析北柴胡水提液
有效成分
2.1.1　北柴胡水提液制备　称取适量北柴胡生药
饮片，浸泡 30 min，首次加 10 倍水煎煮 90 min，
第二次加 8.5 倍水煎煮 90 min，将所得药汁水
提醇沉 24 h 后过滤，合并滤液，并浓缩至 1000 
mL，每 1 mL 北柴胡水提液中含生药 3.8 g，本提
取液由南通精华药业公司协助制备。
2.1.2　样品前处理　精取北柴胡水提液 1 mL，加
甲 醇 9 mL， 混 匀，4000 r·min － 1 离 心 10 min。
取上清液，挥干后加 50% 甲醇 1 mL 复溶，13 000 
r·min －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进行 HPLC-Q-
TOF-MS/MS 分析。
2.1.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Agilent Zorbax Eclipse 
Plus C18 柱（2.1 mm×100 mm，3.5 µm）； 柱 温
35℃；流速 0.2 mL·min － 1；流动相由水（含 0.05%
甲酸，A）和乙腈（B）组成，梯度洗脱条件见表
1；进样量 2 μL。

表 1　梯度洗脱条件 
Tab 1　Gradient elution

时间 /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 3 95 5
  3 ～ 17 95 ～ 70 5 ～ 30
17 ～ 21 70 ～ 40 30 ～ 60
21 ～ 31 40 ～ 10 60 ～ 90
31 ～ 33 10 90
33 ～ 34 10 ～ 95 90 ～ 5
34 ～ 40.1 95 5

2.1.4　质谱条件　采用电喷雾离子源（ESI），负
离子模式；喷雾电压：－ 4500 V，离子源温
度：550℃，碰撞能量（CE）：－ 30℃；雾化气
（GS1）：45 psi，辅助气（GS2）：55 psi，气帘
气（CUR）：40 psi；为获得更多定性信息，采用
全扫描模式，扫描范围为 MS1：m/z 150 ～ 1350，
MS2：m/z 100 ～ 1300。
2.1.5　数据分析　将 HPLC-Q-TOF-MS/MS 所得
结果用 PeakView 2.1 软件处理并分析。
2.2　细胞实验
2.2.1　细胞培养　LO2 细胞培养于含 10% 胎牛血
清和 1% 双抗的 DMEM 完全培养基中，在 37℃、
5%CO2 培养箱培养。
2.2.2　APAP 损伤模型构建　将对数期生长的
LO2 细胞用 0.25% 胰酶消化液、离心后重悬。根
据实测细胞浓度，用细胞培养液稀释成 1×105

个·mL － 1 的细胞悬浮液备用。
　　取 96 孔细胞培养板，每孔加 1×105 个·mL－ 1

的细胞悬浮液 100 µL，置于 37℃、5%CO2 培养
箱中培养 24 h 后，弃去细胞培养液上清液，每孔
加 100 µL 无血清培养基，培养 1 h 后，更换为含
APAP 0、0.5、1、2、2.5 mg·mL－ 1 的无血清培养基，
处理 24 h，光学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情
况。每孔加 MTT（5 mg·mL－ 1）10 µL，培养 4 h 后
弃上清液，加入 100 µL DMSO 作用 5 min 后，震荡
10 min，待紫色结晶完全溶解后以空白孔调零，在
自动酶标仪 490 nm 波长处读取各孔吸光度值（OD
值），计算 APAP 的 IC50 值。
2.2.3　北柴胡水提液 13 种主要成分的预保护作
用筛选　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APAP，
1.2 mg·L － 1）、预给药组（柴胡各主要成分对照
品，给药浓度为 0.4 mg·L － 1 与 2.0 mg·L － 1，
该浓度由前期预实验结果所得）。取 96 孔细胞培
养板，每孔加 1×105 个·mL － 1 的细胞悬浮液
100 µL，置于 37℃、5%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弃去细胞培养液，空白对照组与模型组更换为无
血清培养基，实验组更换为含药无血清培养基，
培养 1 h 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均加入
APAP 造模处理 24 h，光学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
察细胞生长情况。每孔加 MTT（5 mg·mL － 1）10 
µL，培养 4 h 后弃上清液，加入 100 µL DMSO 作
用 5 min 后，震荡 10 min，待紫色结晶完全溶解
后以空白孔调零，在自动酶标仪 490 nm 波长处
读取各孔吸光度值，计算 LO2 细胞存活率。
3　结果
3.1　北柴胡水提液化学成分鉴定
　　在负离子模式下，北柴胡化学成分的特征离
子主要为 [M-H]－、[M+HCOO]－，通过一级质谱
采集，得到了各化合物的母离子精确分子量信
息，并根据该信息及软件预测功能，推测出可能
的化学元素组成。通过查阅文献并结合二级碎片
信息，对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推测，通过对照品的
保留时间及质谱参数，对北柴胡水提液中相应丰
度较高的化合物进行确证。北柴胡水提液总离子
流图谱见图 1，鉴定出的北柴胡水提液中 13 种化
学成分结构式见图 2，13 种化学成分提取离子流
图谱见图 3，表２中列出了北柴胡水提液中 13 种
化学成分的保留时间、化学式等信息。
3.2　LO2 肝细胞急性损伤模型 IC50 值测定
　　APAP 诱导 LO2 细胞建立的损伤模型因稳定
性好、造模时间短在急性肝损伤相关研究中得
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而对于保肝护肝作用的研
究来说造模剂量至关重要，因此通过 MTT 法测
定不同浓度 APAP 对 LO2 细胞的效应值（见图
4），将各浓度响应值转换成细胞生长抑制率，用



77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柴胡皂苷 A（saikosaponin A）分子量：780.98 柴胡皂苷 B1（saikosaponin B1）分子量：780.98柴胡皂苷 B2（saikosaponin B2）分子量：780.98

柴胡皂苷 B3（saikosaponin B3）分子量：813.02 柴胡皂苷 B4（saikosaponin B4）分子量：813.02 柴胡皂苷 C（saikosaponin C）分子量：927.12

柴胡皂苷 D（saikosaponin D）分子量：780.98 柴胡皂苷 F（saikosaponin F）分子量：929.15 柴胡皂苷 G（saikosaponin G）分子量：780.98

柴胡皂苷 H（saikosaponin H）分子量：927.12 柴胡皂苷Ⅰ（saikosaponin Ⅰ）分子量：927.12 山柰苷（kaempferitrin）分子量：578.53

黄芩苷（baicalin）分子量：446.37

图 2　北柴胡水提物中 13 种化学成分的准确鉴定结构

Fig 2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structures of the 13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GraphPad Prism 5 软件计算出细胞生长抑制达到
50%（IC50）时 APAP 的质量浓度为 1.2 mg·mL－ 1。
3.3　北柴胡水提液中肝损伤保护作用筛选

　　通过北柴胡水提液中13种化学成分预给药后，
以 1.5 mg·mL－ 1 浓度（略大于 50% 抑制率时的剂
量）的 APAP 进行 LO2 细胞急性肝损伤诱导，前
期预实验结果发现 13 种化学成分的预保护作用差
异较大，选取其中保护作用较大的 8 种化学成分
分为高、低剂量组预给药，进一步考察其对 APAP

图 1　负离子模式下北柴胡水提物的 TIC 色谱图（ESI－）
Fig 1　TIC chromatogram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in negative ion mode（ESI －）

所致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
高低剂量组结果差异不大，柴胡皂苷 F 与黄芩苷
与给药后细胞存活率与模型组相比提高约 1.5 倍，

可能存在潜在的肝损伤预保护作用。剩余 5 种化
学成分低剂量给药对 APAP 所致肝损伤的保护作
用结果发现，在该剂量下预给药后与模型组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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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存活率比值小余 1 或约为 1（见表 3）。
4　讨论
　　中药的物质基础并不是单一的化合物，而是
指其中发挥作用的化学成分（群）[9]。由于中药化
学成分复杂多变，同一药材因其基原、部位、炮
制、提取方式的差异，化学成分种类及其含量均
有可能千差万别，因此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也
就成为了中药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 [10]。由于中药
基质复杂，许多成分浓度较低、对照品缺乏、结

构不稳定，因此中药化学成分的鉴定是一个繁琐
而又耗时的工作。目前在复杂基质及未知化合物
结构鉴定方面应用较多的是液质联用（LC-MS）
及核磁共振技术（NMR），但由于 NMR 对化合物
结构、浓度均要求较高 [11]，无法满足复杂基质中
多组分特别是微量、痕量化合物的鉴定，因此在
中药复方、单体化学成分及体内代谢物鉴定和分
析中，质谱技术尤其是高分辨质谱（Q-TOF、IT-
TOF）应用更为广泛。Q-TOF 及 IT-TOF 扫描速度
快、质量范围宽、全扫描模式下灵敏度高，并可
提供大量母离子及子离子精确分子量信息，从而
实现复杂基质中化合物的定性、定量 [12-14]。
　　本文利用高分辨飞行时间串联质谱（Q-TOF-
MS/MS），对北柴胡水提液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
析鉴定，根据收集到的母离子的精确分子量信
息，利用 PeakView 2.1 对化学式进行预测，并根
据特征碎片离子信息、查阅文献以及 PubMed 数

图 3　北柴胡水提物中 13 种化合物在负离子模式下的 EIC 色谱图

Fig 3　EIC chromatogram of the 13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in negative ion mode（ESI－）
1. 山柰苷（kaempferitrin）；2. 黄芩苷（baicalin）；3. 柴胡皂苷 C
（saikosaponin C）；4. 柴胡皂苷 H（saikosaponin H）；5. 柴胡皂苷 F
（saikosaponin F）；6. 柴胡皂苷 I（saikosaponin I）；7. 柴胡皂苷 B3

（saikosaponin B3），8. 柴胡皂苷 B4（saikosaponin B4）；9. 柴胡皂苷

B1（saikosaponin B1）；10. 柴胡皂苷 B2（saikosaponin B2）；11. 柴胡

皂苷 A（saikosaponin A）；12. 柴胡皂苷 D（saikosaponin D）；13. 柴
胡皂苷 G（saikosaponin G）

表 2　HPLC-Q-TOF-MS/MS分析的北柴胡水提物中 13 种化学成分鉴定的质谱数据 
Tab 2　Mass spectral data of compound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by HPLC–Q-TOF-MS/MS

编号 保留时间 /min 理论值（m/z） 实测值（m/z） 鉴定结果 分子式

1 17.42 780.466 779.4587 [M-H] －，825.4642[M+HCOO] － 柴胡皂苷 A C42H68O13

2 16.72 780.466 779.4587 [M-H] －，825.4642[M+HCOO] － 柴胡皂苷 B1 C42H68O13

3 16.72 780.466 779.4587 [M-H] －，825.4642[M+HCOO] － 柴胡皂苷 B2 C42H68O13

4 15.33 812.492 811.4849 [M-H] －，857.4904[M+HCOO] － 柴胡皂苷 B3 C43H72O14

5 15.60 812.492 811.4849 [M-H] －，857.4904[M+HCOO] － 柴胡皂苷 B4 C43H72O14

6 13.95 926.524 925.5166 [M-H] －，971.5221[M+HCOO] － 柴胡皂苷 C C48H78O17

7 17.79 780.466 779.4587 [M-H] －，825.4642[M+HCOO] － 柴胡皂苷 D C42H68O13

8 14.22 928.540 927.5323[M-H] －，973.5378[M+HCOO] － 柴胡皂苷 F C48H80O17

9 20.04 780.466 779.4587 [M-H] －，825.4642[M+HCOO] － 柴胡皂苷 G C42H68O13

10 14.09 926.524 925.5166 [M-H] －，971.5221[M+HCOO] － 柴胡皂苷 H C48H78O17

11 14.62 926.524 925.5166 [M-H] －，971.5221[M+HCOO] － 柴胡皂苷 I C48H78O17

12   6.18 578.164 577.1563[M-H] －，623.1618[M+HCOO] － 山柰苷 C27H30O14

13   9.21 446.085 445.0776[M-H] －，891.1602[2M-H] － 黄芩苷 C21H18O11

图 4　APAP 诱导的 LO2 细胞中 IC50 的测定

Fig 4　IC50 in LO2 cells induced by APAP

表 3　北柴胡水提物中 13 种化学成分对肝损伤的预保护作用 
Tab 3　Pre-protective effect of 13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aqueous extract of Bupleurum chinensis DC

化学成分
预给药后与模型组细胞存活率比值

低剂量组（0.4 mg·mL － 1）高剂量组（2 mg·mL － 1）

柴胡皂苷 F 1.25±0.05 1.51±0.13
黄芩苷 1.52±0.09 1.63±0.08
柴胡皂苷 C 1.04±0.03 1.09±0.11
柴胡皂苷 H 1.10±0.05 1.16±0.25
山柰苷 1.08±0.03 1.04±0.06
柴胡皂苷 B1 0.47±0.005 0.36±0.01
柴胡皂苷 B2 0.65±0.01 0.53±0.08
柴胡皂苷 D 0.56±0.01 0.66±0.06
柴胡皂苷 A 0.54±0.005 /
柴胡皂苷 B3 0.42±0.003 /
柴胡皂苷 B4 0.53±0.01 /
柴胡皂苷 G 0.42±0.06 /
柴胡皂苷 I 1.15±0.05 /
柴胡总皂苷 0.50±0.01 0.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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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检索结果，对化合物结构进行推测。但由于
北柴胡水提液中以柴胡皂苷为主，且其多为同分
异构体，特征碎片离子相似，故通过借助对照品
溶液，根据化合物色谱保留时间对多个成分一一
确证，最终确证了 13 个化合物。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也是中药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关键，如何对原方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准确
识别和科学评价至关重要，通过识别、筛选、验
证环节，将体内外成分与药理效应相结合，才能
更好地找到体内活性成分 [15]。目前对于柴胡各成
分究竟是保肝还是伤肝这一问题，结论还比较模
糊。有研究认为柴胡皂苷 D 可通过抑制肝细胞中
的 PDGF-βR/p38MAPK 信号通路，使 LO2 细胞
线粒体受损从而激活下游凋亡通路，同时激活细
胞膜上的 fas 受体及 caspase-8，将凋亡信号传递
至线粒体，加速细胞凋亡 [16]；或者通过降低细
胞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破坏细胞膜，导致细胞
损伤 [17]。也有研究发现柴胡皂苷 D- 黄芩苷配伍
可使体内 TLR4-NFκB 信号通路下调，降低炎症，
从而保护 CCl4 损伤的 LO2 细胞 [18]。可见，仅在
柴胡皂苷 D 这一单体与 LO2 肝细胞关系上的研
究结果就存在争议。而 LO2 细胞是目前用于保
肝药物筛选的常用细胞模型，很多中药单体或提
取物以该细胞为模型研究保肝作用 [19-21]。因此本
研究建立 APAP 诱导 LO2 细胞急性肝损伤模型对
北柴胡水提液主要化学成分群活性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柴胡皂苷 F 及黄芩苷预给药后，细胞存
活率提高约 1.5 倍，具有潜在肝损伤预保护作用。
但体外实验结果也表明，北柴胡水提液中化学成
分复杂，各成分活性也具有双向性，考虑柴胡药
效作用的发挥与体内吸收、代谢、排泄过程密切
相关，是多个成分及其代谢产物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对其药效及毒性的评价还是应以整体为单位，
以全面阐明其代谢通路及效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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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人血浆中硫酸黏菌素的浓度

马颖超，董维冲，吴瑕，杨秀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石家庄　050000）

摘要：目的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测定人血浆中硫酸黏菌素的浓度。方
法　内标选用多黏菌素 B，血浆样品采用甲醇 -5% 三氯乙酸（50∶50，V/V）沉淀蛋白。色谱
柱为 Dikma C18（4.6 mm×150 mm，5 μm），流动相 A 为水（含 0.1% 甲酸），流动相 B 为乙腈
（含 0.1% 甲酸），梯度洗脱，流速为 0.8 mL·min－ 1，柱温为 40℃，进样量为 10 μL。采用
电喷雾离子化，正离子模式下进行多反应监测多黏菌素 E1（m/z 585.7 → 101.2）、多黏菌素 E2

（m/z 578.8 → 101.2）和内标多黏菌素 B（m/z 602.7 → 241.4）。结果　硫酸黏菌素在 0.1 ～ 10 
μg·mL－ 1 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r ＝ 0.9982），定量限为 0.1 μg·mL－ 1，日内与日间精
密度、准确度、提取回收率、基质效应、稳定性均符合方法学要求。结论　本方法简便、快速、
灵敏，可用于测定人体内硫酸黏菌素的浓度。
关键词：硫酸黏菌素；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血药浓度；治疗药物监测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80-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15

Determination of colistin sulfate in human plasma by LC-MS/MS

MA Ying-chao, DONG Wei-chong, WU Xia, YANG Xiu-l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colistin sulfate in human plasma by LC-MS/MS. Methods  The 
plasma samples were treated by the protein precipitation method with methanol-5% trichloroacetic acid 
solution (50∶50, V/V) and the internal standard was polymyxin B. The Dikma C18 (4.6 mm×150 mm, 
5 μm) was used. Gradient elution was conducted with mobile phase A (aqueous solution containing 0.1% 
formic acid) and mobile phase B (acetonitrile containing 0.1% formic acid). MS detection was used 
with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source operated in a multi-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The ion transitions 
were m/z 585.7 → 101.2 (polymyxin E1), m/z 578.8 → 101.2 (polymyxin E2), and m/z 602.7 → 241.4 
(polymyxin B). Results  The linearity of colistin sulfate was 0.1 ～ 10 μg·mL－ 1 (r ＝ 0.9982). The 
intra-day and inter-day precision, accuracy, extraction recovery rate, matrix, and stability of colistin 
sulfate all met the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rapid, simple, and sensitive, 
and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colistin sulfate in human plasma. 
Key words: colistin sulfate; LC-MS/MS; plasma concentration;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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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菌素（又称多黏菌素 E）是一种含多种组分
的阳离子多肽类抗菌药物，于 1950 年从大肠埃希
菌中分离得到，其结构是脂肪酸链通过酰胺键与
阳离子十肽环连接。黏菌素主要成分为多黏菌素
E1（C53H100N16O13）和多黏菌素 E2（C52H98N16O13），
两者区别仅是脂肪酸侧链相差一个甲基，多黏菌
素 E1 为 6- 甲基辛酸，多黏菌素 E2 为 6- 甲基庚
酸 [1]，这两种成分占黏菌素总含量的 85% 以上 [2]，
决定其主要血药浓度和临床抗菌活性 [3]。硫酸黏

菌素，原名硫酸抗敌素，又称硫酸多黏菌素 E，
是 1966 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菌药物。硫酸黏菌素
与多黏菌素 E 甲磺酸盐不同，无需转化，直接杀
菌。因市场用量少，曾经停产。近年来，由于临
床耐药菌的广泛出现，硫酸黏菌素对多重耐药及
泛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特别是铜绿假单胞菌、鲍
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有强大的抗菌活性，
被作为治疗这些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于 2018 年重新上市，用于危重患者严重感染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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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4]。但由于其上市较早，未经历过现代药物开
发程序，早期的药动学、药效学、毒理学等资料
非常有限，缺少指导临床使用的相关信息。其治
疗窗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 [5-6]，尤其在重症感染
患者中，临床个体差异大，需要进行血药浓度监
测 [7]，以便实现个体化给药。本文建立一种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测定人血浆中硫酸
黏菌素主要成分多黏菌素 E1 和多黏菌素 E2 的浓
度，现报道如下。
1　材料
1.1　仪器 
　　LC-20C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日 本 岛 津），
API4000＋三重四级杆质谱仪（Applied Biosystem，
美 国）， 离 心 机（德 国 ABBOTT）， 涡 旋 混 合
器（XW-80A，上海医科大学仪器厂），低温冰
箱（MDF-U2086S， 日 本 三 洋）， 冷 藏 柜（YC-
180，澳柯玛），电子分析天平（CPA225D，德国
Sartorius）。
1.2　试药
　　硫酸黏菌素对照品（含量：95.1%，批号：
833621）、内标硫酸多黏菌素 B（含量：88.1%，
批号：174224）（德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人
血浆（河北省血液中心）；甲酸（色谱纯，上海
Aladdin）；乙腈（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水
为蒸馏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Dikma C18 色 谱 柱（4.6 mm×150 
mm，5 μm）。流动相 A：水（含 0.1% 甲酸），流
动相 B：乙腈（含 0.1% 甲酸），梯度洗脱（0 ～ 1 
min，95%A；1～5 min，25%A；5～7 min，5%A；
7 ～ 9 min，95%A）；流速：0.8 mL·min－ 1；柱温：
40℃；进样量：10 μL。
2.2　质谱条件
　　电喷雾离子源（ESI），多重反应离子监测
（MRM）正离子模式，喷雾电压（IS）：5500 
V， 离 子 源 温 度（TEM）：550℃， 气 帘 气 压
力（CUR）：10 psi，雾化器压力（GAS1）：55 
psi，辅助气压力（GAS2）：55 psi，碰撞气压力
（CAD）：4 psi。多黏菌素 E1、多黏菌素 E2 和内
标多黏菌素 B 的定量离子对分别为 m/z 585.7 → 
101.2、m/z 578.8 → 101.2 和 m/z 602.7 → 241.4，
去簇电压（DP）分别为 61 V、59 V 和 68 V，碰
撞电压（CE）分别为 47 V、49 V 和 33 V。
2.3　对照品溶液和内标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硫酸黏菌素、硫酸多黏菌素 B 对照
品各 20 mg，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 20% 甲
醇溶解并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2 mg·mL－ 1 的硫酸

黏菌素储备液和内标储备液。精密量取硫酸黏菌
素储备液适量，以 20% 甲醇逐级稀释成质量浓度
为 1、2、5、10、20、50、100 μg·mL－ 1 的系列
标准工作液和质量浓度为 1、10、80 μg·mL－ 1

的质控工作液，用 20% 甲醇稀释内标储备液为
40 μg·mL－1作为内标工作液，4℃冰箱储存备用。
2.4　血浆样品处理
　　取血浆 200 μL，加入 20 μL 内标工作液（40 
μg·mL－ 1），涡旋混匀后加入 400 μL 甲醇 -5%
三 氯 乙 酸（50∶50，V/V）， 涡 旋 2 min，10 9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00 μL 进样。
2.5　方法学考察
2.5.1　专属性　取人空白血浆、人空白血浆＋硫
酸黏菌素对照品储备液（5 μg·mL－ 1）＋内标工
作液（40 μg·mL－ 1）、临床患者用药后血浆样品，
按“2.4”项下方法处理分析。结果多黏菌素 E1、
多黏菌素 E2 和内标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5.64、5.54
和 5.68 min。峰形良好，血浆中内源性物质在待
测物保留时间处无干扰，结果见图 1。
2.5.2　标准曲线与定量限　将“2.3”项下配制好
的硫酸黏菌素系列标准工作液分别加入到空白血
浆中制备成质量浓度为 0.1、0.2、0.5、1、2、5、
10 μg·mL－ 1 的标准曲线溶液。按“2.4”项下方
法处理后进样，以多黏菌素 E1 和多黏菌素 E2 总
浓度为横坐标，多黏菌素 E1 和多黏菌素 E2 总峰
面积与内标物的峰面积比值为纵坐标，以加权最
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运算，得硫酸黏菌素标准
曲 线 方 程 为 y ＝ 1.851x － 0.059（r ＝ 0.9982），
在 0.1 ～ 10 μg·mL－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定量限（LOQ）为 0.1 μg·mL－ 1。
2.5.3　精密度与准确度　取“2.3”项下硫酸黏菌
素系列质控工作液，分别加入到空白血浆中制
得低（0.1 μg·mL－ 1）、中（1 μg·mL－ 1）、高（8 
μg·mL－ 1）质控工作液，按“2.4” 项下方法处理，
每个浓度平行做 5 份，连续测定 3 d，根据当日
标准曲线计算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准确度，结果
见表 1。
2.5.4　提取回收率和基质效应　取“2.5.3”项下 3
个浓度的质控工作液，按“2.4” 项下方法处理，作
为样品 A；取空白血浆进行预处理后的上清液，加
入系列质控工作液，制得低、中、高质控工作液，
作为样品 B；另配制同浓度标准溶液，作为样品 C，
每个质控浓度各 5 份。将 3 组样品同法进行 HPLC-
MS/MS 分析，用样品 A 的峰面积与样品 C 的峰面
积比计算提取回收率，样品 B 的峰面积与样品 C
的峰面积比计算基质效应，结果见表 2。
2.5.5　稳定性试验　制备低、中、高 3 种质量浓度
硫酸黏菌素质控血浆样品，考察分别经过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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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硫酸黏菌素的 HPLC-MS/MS 色谱图

Fig 1　HPLC-MS/MS chromatogram of colistin sulfate
1. 多黏菌素 E1（polymyxin E1）；2. 多黏菌素 E2（polymyxin E2）；3. 多黏菌素 B（polymyxin B）

表 1　精密度和准确度试验结果 (n ＝ 5) 
Tab 1　Precision and accuracy tests (n ＝ 5)

浓度 /
（μg·mL － 1）

日内精密度 日间精密度

测定值 /（μg·mL － 1） 准确度 /% RSD/% 测定值 /（μg·mL － 1） 准确度 /% RSD/%

0.1 0.10±0.00 107.05 3.9 0.10±0.00 104.74 3.9

1 0.90±0.03   94.22 3.3 0.95±0.05   94.80 5.0

8 7.68±0.26 106.17 3.4 8.14±0.29 101.80 3.6

6 h 和 24 h，自动进样器 15℃放置 24 h，－ 20℃
冻融循环 3 次，－ 70℃冰箱放置 30 d，按“2.4” 项
下方法处理后测定血浆样品的稳定性，得到硫酸黏
菌素浓度的 RSD 均在±15%，稳定性符合相关要
求，结果见表 3。

表 2　提取回收率和基质效应试验结果 (n ＝ 5) 
Tab 2　Extraction recovery and matrix effect (n ＝ 5)

浓度 /（μg·mL － 1）提取回收率 /% RSD/% 基质效应 /% CV/%

   0.1   99.58±3.58 3.6 100.36±3.57 3.56

1   99.18±4.81 4.9   97.05±3.55 3.66

8 103.80±4.84 4.7   99.28±3.73 3.76

表 3　稳定性试验结果 (n ＝ 5) 
Tab 3　Stability test (n ＝ 5)

加入浓度 /
（μg·mL － 1）

室温放置 6 h 室温放置 24 h 自动进样器 15℃放置 24 h － 20℃冻融循环 3 次 － 70℃冰箱放置 30 d
测得浓度 /

（μg·mL － 1）
RSD/%

测得浓度 /
（μg·mL － 1）

RSD/%
测得浓度 /

（μg·mL － 1）
RSD/%

测得浓度 /
（μg·mL － 1）

RSD/%
测得浓度 /

（μg·mL － 1）
RSD/%

   0.1 0.10±0.00 4.0 0.10±0.00 4.6 0.10±0.00 3.0 0.10±0.00 4.5 0.11±0.00 3.1
1 0.92±0.03 3.4 1.00±0.05 5.1 1.02±0.06 5.6 0.94±0.02 2.2 0.94±0.06 6.7
8 8.21±0.43 5.2 8.26±0.30 3.6 8.37±0.48 5.8 8.17±0.19 2.4 8.49±0.31 3.6

2.6　方法学验证
　　用本研究所建方法检测 10 例患者硫酸黏菌
素血药谷浓度，平均年龄为（53.20±24.36）岁，
给药剂量按照说明书规定静脉滴注每次 50 万 IU，
每 12 h 给药一次，其中 3 例患者给予首剂加倍。
硫酸黏菌素谷浓度应在稳态下进行测定，其半衰

期在肾功能正常的患者中为6 h，根据药代动力学
理论，需经过 4 ～ 5 个半衰期达到稳态浓度，故
可在用药 2 ～ 3 d 达稳态后取血测定，最终选定
第 7 剂给药前 30 min 采集血样，测定硫酸黏菌素
稳态谷浓度，结果中最大浓度为 1.44 μg·mL－ 1，
最小浓度为 0.25 μg·mL－ 1。同时抽取了其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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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第 7 剂给药后 15 ～ 30 min 血样，测定硫
酸黏菌素峰浓度，分别为 1.96 μg·mL－ 1 和 1.79 

μg·mL－ 1，结果见表 4。

3　讨论
3.1　硫酸黏菌素临床应用困惑
　　硫酸黏菌素曾因其肾毒性和神经毒性遭到临
床弃用，仅应用于兽药中。但随着多重耐药菌感
染在临床逐渐增多，在新药开发有限的前提下，
硫酸黏菌素又被重新应用于临床 [8]。但由于硫酸
黏菌素未经历过现代药物开发程序，缺乏合理应
用所需要的药理学信息，目前对各类患者特别是
重症患者，其给药方案并没有得到循证医学的证
实 [9]；并且目前应用较少，经验不足，临床医师
对硫酸黏菌素的使用存在很大困惑。一方面很多
临床医师不完全清楚硫酸黏菌素的给药剂量，原
因是各药企所生产的多黏菌素 E 有着不同的标签
和不同的给药方案，有些为国际单位，有些标有
“多黏菌素 E 基础活性”的标签。这种在标签以及
每日推荐剂量上的不一致，造成临床医师对多黏
菌素 E 的两种常用剂型黏菌素甲磺酸盐和硫酸黏
菌素的使用剂量产生混乱，对硫酸黏菌素的临床
使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很多
研究指出硫酸黏菌素的肾毒性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远低于早期临床观察结果，仅在联用其他肾毒性
药物或剂量过高时可增加肾功能损害发生的可能
性 [10-12]。文献报道，硫酸黏菌素导致的肾功能损
害是可逆的，停药后数周至数月内可恢复 [13]。尽
管如此，在使用硫酸黏菌素时仍需密切监测肾功
能且避免联用有肾毒性的药物。药动学和药效学
分析可明晰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
泄，从而指导临床用药剂量和给药方式，降低不
良反应发生率，因此，当硫酸黏菌素被重新应用
于临床后，对其进行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显得越
发重要。
3.2　硫酸黏菌素血药浓度分析方法选择
　　现有的多黏菌素 E 血药浓度分析方法有微生

物法、免疫法、薄层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 [14] 和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15]。微生物法样本耗时
多且缺乏特异性，免疫法免疫原制备复杂，分析
成本高，薄层色谱法和毛细管电泳法重复性差，
不具有普遍性 [1]。由于多黏菌素 E 最大吸收波长
为 210 nm，有末端吸收，此波长处流动相中的有
机相会有一定吸收，因此对检测器灵敏度和流动
相要求苛刻。紫外检测器会造成基线漂移，数据
不可信。荧光检测器虽然专属性和灵敏度高，但
由于多黏菌素 E 没有原生荧光，需要进行提取和
衍生化，操作繁琐 [16]。本文采用 LC-MS/MS 法
测定人血浆中硫酸黏菌素的浓度，灵敏度高，准
确度好，符合《中国药典》生物样本检测方法的
要求。
　　文献 [14-16] 中对多黏菌素 E 样品前处理大多采
用固相萃取法，但该技术操作繁琐，不利于大量
生物样品的检测，且固相萃取板价格昂贵。本研
究采用蛋白沉淀样品的前处理方式，简化了血浆
预处理过程，节约了成本，适用于临床大量样本
分析。在方法学优化过程中考察了多种流动相，
包括水 - 甲醇、水 - 乙腈、水（含 0.01% 甲酸）-
乙腈（含 0.01% 甲酸）、水（含 0.1% 甲酸）- 乙腈
（含 0.1% 甲酸）、水（含 0.5% 甲酸）- 乙腈（含
0.5% 甲酸）、水（含 1% 乙酸）- 乙腈（含 1% 乙
酸），最终选择本文流动相。通过加入 0.1% 甲酸
使得多黏菌素 E1 和多黏菌素 E2 色谱峰峰形良好，
响应值得到改善。在洗脱方法研究中，选择梯度
洗脱，首先采用较低比例的有机相冲洗，让极性
物质先流出色谱柱，保证了极性物质和药物先后
流出，避免了基质效应的干扰，并通过调整初始
有机相比例得到了较为合适的保留时间和峰形，
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在内标选择中，选择与黏菌
素结构和化学性质相似的多黏菌素 B，保证完全

表 4　10 例患者硫酸黏菌素峰谷浓度测定结果 
Tab 4　Cmax and Cmin of colistin sulfate in 10 patients

序号 年龄 / 岁 性别 体质量 /kg
肌酐 /

（μmol·L － 1）

肌酐清除率 /
（mL·min － 1）

给药剂量
谷浓度 /

（μg·mL － 1）

峰浓度 /
（μg·mL － 1）

1 15 女 45 165   35 首剂 100 万 IU，维持剂量 50 万 IU q12 h 1.44 －

2 70 女 60   92   47 首剂 100 万 IU，维持剂量 50 万 IU q12 h 1.25 －

3 87 男 65 155   27 50 万 IU q12 h 0.95 －

4 56 女 65 126   45 50 万 IU q12 h 0.93 －

5 69 女 60   75   59 50 万 IU q12 h 0.60 1.96
6 69 男 70   58 105 50 万 IU q12 h 0.57 －

7 50 女 62   69   84 50 万 IU q12 h 0.56 －

8 14 男 50   86   90 50 万 IU q12 h 0.54 1.79
9 65 女 60   39 121 50 万 IU q12 h 0.48 －

10 37 女 59   42 151 50 万 IU q12 h 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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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同时，又可以获得相似的回收率、离子化
效率和色谱保留行为，并且无内源性物质干扰和
基质效应干扰。
3.3　硫酸黏菌素血药浓度检测结果分析
　　多黏菌素 E 血药浓度的高低与抗菌效果、肾
毒性紧密相关，重症患者体内多黏菌素 E 药动学
变化大，血药浓度监测不仅能保证治疗效果，也
能降低肾脏损害的风险。2019 年多黏菌素国际
共识中建议 [17]，多黏菌素 E 的推荐靶值为稳态
时 24 h 血浆药时曲线下面积（AUCss，24 h）达到 50 
mg·h·L－ 1，即稳态平均血药浓度（Css，avg）维
持在 2 μg·mL－ 1。该浓度被认为是能耐受的最
高暴露量，高于此浓度将增加急性肾损伤的发生
率和严重性。通过本研究方法检测 10 例患者硫
酸黏菌素血药谷浓度在 0.25 ～ 1.44 μg·mL－ 1，
谷浓度差异较大。其中 5 号和 8 号患者平均稳态
血药浓度低于指南要求，患者硫酸黏菌素给药剂
量为 50 万 IU q12h，符合说明书规定，且患者肾
功能正常，但平均稳态血药浓度不能达标，推测
给药剂量可能偏低，但由于本研究峰浓度样本量
较少，该结论尚需更多峰谷浓度测定来证实。另
外，1 号和 2 号患者采用首剂加倍给药方案，其
谷浓度分别为 1.44 μg·mL－ 1 和 1.25 μg·mL－ 1，
明显高于未采用首剂加倍的患者。计算患者肌酐
清除率，1、2 号患者均存在肾功能不全，硫酸黏
菌素主要经肾排泄，用药后 8 h 内尿中排出用药
量的 40%，肾功能不全者，药物易在体内蓄积，
故血药谷浓度升高是首剂加倍和肾功能不全两者
同时导致的。但与同样肾功能不全、未采用首剂
加倍的 3、4、5 号患者相比，谷浓度也明显升高，
说明首剂加倍可提高硫酸黏菌素的血药浓度。
　　综上，硫酸黏菌素体内个体差异较大，患者
肾功能情况可影响药物排泄，说明书规定 50 万
IU q12h 的给药方案可能存在剂量不足，需采用
首剂加倍的给药方案来增加血药浓度，提高临床
疗效。但由于本研究纳入病例数和取血点有限，
其他影响硫酸黏菌素体内药动学的因素尚需更大
样本量、更全面的临床研究证实，本研究所建方
法为进一步研究硫酸黏菌素药动学 - 药效学性质
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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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新斯的明舌下膜的制备及体内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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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制备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并评价其关键质量属性。方法　以机械性能、崩解时限、

体外溶出行为以及体外稳态渗透速率为评价指标获取膜剂的最佳处方组成，并比较以最佳处

方制备的舌下膜剂与溴新斯的明注射剂及片剂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差异。结果　处方中 HPMC
和 PEG 比例分别为 59.7%、13.4% 时，膜剂的制剂特性最优，其绝对生物利用度为 91.76%。

结论　溴新斯的明舌下膜生物利用度远优于其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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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eostigmine bromide sublingual film

WANG Rong-ling1, HU Hua-sheng2, JIN Jian1* (1. School of Pharmacy, Ocean University of Jiangsu,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2. Jiangsu Diq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Xuzhou  Jiangsu  
221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neostigmine bromide sublingual film and evaluate its key quality 
properties. Method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disintegration time limit, in vitro dissolution 
behavior and steady-state permeation rate were taken as the key quality attributes to obtain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of the film. The pharmacoki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mbrane prepared 
with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and neostigmine bromide injection and tablets in ra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When the proportion of HPMC and PEG was 59.7% and 13.4% respectively, the neostigmine 
bromide sublingual film showed the best prepar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absolute bioavailability 
of 91.76%. Conclusi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neostigmine bromide sublingual film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its tablets. 
Key words: neostigmine bromide; sublingual film; in vitro evaluation; pharmac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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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的临床给药途径主要分为胃肠道给药
（如口服）和非胃肠道给药（如注射、经皮和吸入
给药等）。口服给药由于携带及使用方便，不会给
患者带来生理性不适而具有较高的患者顺应性，
但口服给药后药物在胃肠道存在溶解入血，再达
到靶点起效的过程，起效较慢，因此对于一些难
溶性药物或急性疾病来说，口服给药并不是最佳
的给药途径。其次，由于胃肠道环境较为复杂，
一些不耐酸碱的药物进入胃肠道后会出现显著的
降解现象或明显的首过效应，因此生物利用度较
低 [1]。注射给药起效快，剂量准确，但由于有创
给药方式会给患者带来显著的生理疼痛而具有较

差的患者顺应性 [2]。因此，对于一些口服生物利
用度较差的药物，开发一种无创的非胃肠道给药
方式具有非常显著的临床价值，口腔黏膜给药则
是这些无创的非胃肠道给药途径的一种，随着新
型聚合物及药物传递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安全
有效地通过口腔黏膜途径给药而避免复杂的胃肠
道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医药工作者的关注 [3]。
　　溴新斯的明（neostigmine bromide，NB）是
一种可逆性的抗胆碱酯酶药，可抑制乙酰胆碱酯
酶（AChE）活性而发挥完全拟胆碱作用，对骨
骼肌及胃肠道平滑肌兴奋作用较强 [4]，NB 还可
用于对抗竞争性神经肌肉阻滞药过量时的毒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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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5]，临床主要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急性肠梗
阻及尿潴留等 [6-9]，但本品口服难吸收且不规则，
目前临床应用的主要为其注射剂型 [9-10]，因注射
给药使用不方便，且会给患者带来生理不适，因
此，开发其无创非胃肠道给药途径具有极大的市
场潜力。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无创非胃肠道给药
的新斯的明新剂型，为新斯的明临床用药增加一
种新的给药剂型选择的可能。
1　材料

　　溴新斯的明（damas-beta 公司）；羟丙甲纤维
素（HPMC，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司）；聚乙二醇
（PEG，山东优索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阿斯帕坦
（贵州威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地酸二钠（郑
州卓创化工产品有限公司）；聚山梨酯（辽宁奥克
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钛（GENERAL-
REAGENT）；肝素（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公司）；
水为超纯水；甲醇、乙腈、冰醋酸均为色谱纯；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XP-105 电 子 天 平（瑞 士 梅 特 勒 公 司）；
YP1002N 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FE20 型实验室 pH 计 [ 梅特勒 - 托利多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 ]；FA-2020 型全数控小型涂
膜机（弗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TK-20 垂直透
皮仪（上海玉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LC-20AD
岛津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SOTAX AT7
自动溶出仪（瑞士力扬公司）；Mixmate Vortex-
Genie-2 G-560涡旋仪（VWR）；AL-104分析天平、
XSC105DU 分析天平（梅特勒）；5417R/5810R 离
心 机（Eppendorf Scientific Industries）；Drict-Q5
超纯水机（Millipore）；YGC-16A 全自动氮吹仪、
YGC-6A 固相萃取仪（郑州宝晶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SDF-A 小型高速分散机（中达化工机械）。
2　方法

2.1　溴新斯的明的制备

　　将处方量的 HPMC 分散至 90℃的纯化水
中，搅拌溶解，得到无色透明状溶液，冷却至
室温后加入处方量的溴新斯的明、PEG、阿斯帕
坦、依地酸二钠、聚山梨酯、二氧化钛，搅拌 5 
min；然后用高速分散机分散 7 min（转速为 2000 
r·min － 1），得类白色乳状溶液，超声消泡后加
入到连续式涂布机中连续涂膜，干燥后裁剪，得
到 15 mg/ 片的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剂。
2.2　处方研究设计

　　在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处方中，高分子成膜材
料 HPMC、增塑剂 PEG 与成品的关键质量属性

密切相关，为了获得理想的目标处方，固定阿斯
帕坦、依地酸二钠、聚山梨酯、二氧化钛的用量，
以终产品拉伸强度、崩解时限、体外溶出速率、
体外渗透速率为关键评价指标，考察 HPMC、
PEG 的用量对上述关键评价指标的影响。处方设
计见表 1。

表 1　处方设计 (单剂量 /mg) 
Tab 1　Formulation design (single dose/mg)

序号
溴新斯

的明
HPMC PEG

阿斯

帕坦

依地酸

二钠

聚山

梨酯

二氧

化钛

F1 15 50 5 2 0.9 0.05 0.05

F2 15 50 7 2 0.9 0.05 0.05

F3 15 50 9 2 0.9 0.05 0.05

F4 15 45 5 2 0.9 0.05 0.05

F5 15 45 7 2 0.9 0.05 0.05

F6 15 45 9 2 0.9 0.05 0.05

F7 15 40 5 2 0.9 0.05 0.05

F8 15 40 7 2 0.9 0.05 0.05

F9 15 40 9 2 0.9 0.05 0.05

2.3　崩解时限测定方法

　　取洁净滤纸用纯化水润湿后平铺于洁净的培
养皿中，取 1 片成品膜剂放置于上述润湿的滤纸
表面，观察并记录成品膜剂全部崩解融化所需要
的时间。
2.4　机械性能测定方法

　　取1片成品膜剂，用夹具夹住膜剂一端并固定，
另一端用拉力器在垂直状态下匀速拉伸直至膜剂断
裂。拉伸过程中拉力所达到的峰值即为拉伸强度
（N），膜剂断裂时两夹具距离即为拉伸长度（cm）。
照下式计算膜剂的延伸率（%）：延伸率（%）＝

（拉伸长度－原始长度）/ 原始长度×100%。
2.5　体外溶出测定方法

2.5.1　溶出方法　采用 2015 年版《中国药典》
0931 第二法（浆法）考察各处方体外溶出行为。
介质为人工唾液（分别称取氯化钙 0.2 g、氯化钠
0.5 g、氯化钾 0.8 g、磷酸氢二钾 0.5 g、磷酸二
氢钾 0.5 g、HPMC 0.2 g，置 1000 mL 量瓶，用纯
化水溶解摇匀，即得），介质体积为 500 mL，搅
拌桨转速为 50 r·min － 1，介质温度（37±0.5）℃，
取样时间点为 1、3、5、8、10、15 min。
2.5.2　样品制备　取各处方片剂 12 片照拟订溶
出方法制备溶出液，溶出液过 PVDF 针头式滤膜
（0.8 µm），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称取
溴新斯的明适量，用人工唾液溶解并稀释制成质
量浓度为0.03 mg·mL－1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2.5.3　色谱条件及分析　色谱柱为 Agilent 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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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B-C18（4.6 mm×250 mm，5 μm）； 采 用 乙
腈 -20 mmol·L－ 1 磷酸二氢钾溶液（磷酸调 pH
值至 3.0）（10∶90）等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220 
nm；柱温为 35℃；流速为 1 mL·min－ 1；进样
体积为 10 μL。分别精密量取供试品和对照品溶
液进样分析，按外标法计算各时间点药物溶出量
并绘制溶出曲线。
2.6　体外渗透率测定方法

　　采用 Franz 模型评价自制溴新斯的明的体外
稳态渗透速率。猪口颊黏膜在组成、形态、通透
屏障功能等特性与人体最为接近，因此选择猪
口颊黏膜作为溴新斯的明舌下膜的体外渗透研
究模型。
2.6.1　猪口颊黏膜处理　将电休克的猪口颊小心
取下，用 pH 7.0 的 PBS（取磷酸二氢钾 0.68 g，
加 0.l mol·L－ 1 氢氧化钠溶液 29.l mL，用水稀释
至 100 mL，即得）冲洗干净，仔细去除黏膜下组
织，分离出厚度约 600 ～ 800 µm 的黏膜层，置
于 pH 7.0 的 PBS 中备用。
2.6.2　评价模型　Franz 扩散池（12 通道），药
物池为 2 mL 人工唾液，接收池为 pH 7.0 的 PBS
（10 mL）。整个装置置于有磁力搅拌功能的 37℃
恒温水浴锅中，为避免封闭的接收池形成浓度
梯度，在接收池中放置磁力搅拌子，转速为 300 
r·min－ 1。
2.6.3　样品制备　取各处方片剂 12 片（规格：0.2 
mg）分别置于药物池，系统稳定后开启实验，分
别于 1、2、3、4、5、6、7 h 末取样 1 mL（同时
补充等体积等温的接收介质），过 PVDF 针头式
滤膜（0.25 µm），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
密称取溴新斯的明适量，用 pH 7.0 的 PBS 溶解并
稀释制成质量浓度为 0.5 mg·mL－ 1 的溶液，作
为对照品溶液。
2.6.4　测定分析　分别精密量取供试品和对照品
溶液按“2.5.3”项下条件进样分析，按外标法计
算各时间点药物单位面积的累积渗透量。
2.6.5　数据分析　以单位面积累积渗透量为纵坐
标，时间为横坐标作图，获得药物累积渗透曲
线，按以下公式计算药物的稳态渗透速率：P ＝

∆ Q/A ∆ t，式中：P 为稳态渗透速率，∆ Q 为∆ t
时间内累积透过黏膜的药物量，A 为药物透过黏
膜的有效面积。
2.7　大鼠体内药动学研究

　　以自制溴新斯的明注射液（R1，规格：15 
mg·mL－ 1）和市售溴新斯的明片（R2，规格：15 

mg）为参照药物，比较自制溴新斯的明舌下膜
（T，规格：15 mg，处方 F3）与参照药物在大鼠
体内药动学参数的差异。
2.7.1　 动 物　 大 鼠 24 只，6 ～ 7 周， 体 质 量
190 ～ 220 g（江苏华创信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苏）2020-0009]。
2.7.2　给药方案　将大鼠随机分为 T 组、R1 组、
R2 组 3 组，每组 8 只。给药前，所有大鼠腹腔注
射氯胺酮麻醉（30 mg·kg－ 1），麻醉后 R1 组大鼠
静脉注射自制溴新斯的明注射液 1 mL，R2 组大
鼠灌胃给予溴新斯的明片，T 组大鼠舌下给予自
制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各实验组给药后分别于 5、
15、30、45 min 及 1、2、4、6、8、12、24、36、
48、72 h 从大鼠眼底取血 0.3 mL，将收集的血液
样品置于含肝素的离心管内，离心 10 min（5000 
g）后收集血浆，收集的血浆保存于－ 70℃冰箱
中备用。
2.7.3　色谱条件 [11]　PHENOMENON SCX C18 色
谱柱（150 mm×4.6 mm，5 μm）；柱温为 35℃；
流动相为 0.5 mol·L － 1 磷酸二氢钠（用磷酸调节
pH 至 3.5）- 乙腈（45∶55，V/V），等度洗脱；流
速为 1 mL·min－ 1；检测波长为 200 nm。
2.7.4　线性关系考察　取溴新斯的明适量，用甲
醇溶解并稀释成 1 mg·mL－ 1 的储备溶液。精密
量取储备溶液适量，用水稀释成 50 μg·mL－ 1 的
溴新斯的明溶液，作为内标溶液；另精密量取储
备溶液适量，用空白血浆稀释成质量浓度分别
为 0.3、1、3、5、10、30、50 μg·mL－ 1 的系列
溶液，进样测定，以质量浓度对峰面积作线性回
归，得回归方程为 A ＝ 0.0306C ＋ 0.079（R2 ＝

0.9984），溴新斯的明在 0.3 ～ 50 μg·mL－ 1 与峰
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血浆样品中溴新斯的明
的回收率为（79.84±3.52）%，定量限和检测限分
别为 0.10、0.05 μg·mL－ 1。
2.7.5　样品处理　移取血浆 200 μL，加入 20 μL
内标溶液，混合均匀后注入预先依次用 0.5 mL 的
5% 甲醇冰醋酸溶液、0.5 mL 的甲醇溶液、0.5 mL
的 0.2 mol·L－ 1 磷酸氢二钠溶液（用氢氧化钠调
节 pH 至 9）活化好的 PHENOMENON 固相萃取柱
（Strata-X-CW 33 u，10 mg·mL－1），先用1 mL 的0.2 
mol·L－ 1 磷酸氢二钠溶液（用氢氧化钠调节 pH 至
9）- 甲醇（90∶10，V/V）洗脱，弃去洗脱液，然后
用 1 mL 的 5% 甲醇冰醋酸溶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洗脱液用氮气流（40℃）吹干后，残留物用 100 μL
流动相溶解，涡漩混合后取 20 μL 进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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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样品测定及结果分析　记录溴新斯的明的
峰面积，用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中溴新斯的明的
浓度，用 WinNonLin（6.3 版，Pharsight）按照房
室模型计算药动学参数。
3　结果

3.1　处方变量对样品机械性能及崩解时限的影响

　　处方变量对样品机械性能及崩解时限影响的
测定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HPMC 的用量对产
品的拉伸强度有显著影响，随着 HPMC 用量的增
加，样品的拉伸强度也增加；PEG 的用量对样品
的延伸率影响显著，随着 PEG 用量的增加，样
品的延伸率也增加；在筛选量范围内，HPMC 及
PEG 用量对样品的崩解时限几乎无影响。
3.2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溶出的影响

表 2　处方变量对样品机械性能及崩解时限的影响 (n ＝ 12) 
Tab 2　Effect of formulation variable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disintegration time limit (n ＝ 12)

处方 拉伸强度 /N 延伸率 /% 崩解时限 /s

F1 45.7±1.1 11.2±1.1 17.9±1.2

F2 34.5±3.2 16.5±1.6 20.2±3.1

F3 33.5±1.6 19.9±2.5 16.1±2.4

F4 40.7±3.1 12.2±0.6 18.9±1.9

F5 39.7±2.2 18.5±2.3 22.2±2.1

F6 41.7±1.6 20.9±2.5 17.1±2.3

F7 32.6±2.1 13.2±3.6 19.9±4.0

F8 45.7±4.2 17.1±1.7 20.2±3.5

F9 47.7±0.9 22.1±1.1 18.1±1.2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溶出行为影响的测定结
果见表 3。在筛选量范围内，HPMC 及 PEG 用量
对样品的体外溶出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表 3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溶出行为影响的考察结果 (n ＝ 12) 
Tab 3　Effect of formulation variables on dissolution behavior of samples in vitro (n ＝ 12)

处方
不同时间的药物溶出 /%

1 min 3 min 5 min 8 min 10 min 15 min

F1 88.2±1.2 95.6±1.6 98.2±0.7 98.9±0.6 100.5±1.2 98.9±1.2

F2 89.8±1.1 96.9±1.9 96.6±0.9 98.2±0.8 99.9±2.0 99.8±0.9

F3 90.4±2.1 98.2±0.9 98.5±0.9 99.5±0.5 99.9±1.3 100.2±0.4

F4 89.2±1.4 97.5±2.2 98.2±1.4 99.6±1.2 98.9±0.3 99.6±0.1

F5 88.1±2.2 99.9±1.1 99.1±1.1 100.1±2.2 99.6±0.4 100.5±0.2

F6 91.2±1.9 96.6±1.3 96.9±1.0 99.6±1.4 98.9±0.9 99.6±0.9

F7 88.4±0.8 98.2±1.9 99.1±1.0 98.7±1.6 100.2±0.3 98.7±1.8

F8 89.6±2.4 98.7±1.6 99.8±1.9 100.1±2.3 99.6±1.0 99.9±0.5

F9 89.2±1.4 99.6±0.5 100.1±0.3 100.0±0.9 98.9±1.1 99.1±0.4

3.3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渗透速率的影响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渗透速率影响的测定结
果见表 4。结果表明，在筛选量范围内，HPMC
比例越大，样品的体外渗透速率越高；而 PEG 对
样品整体的渗透速率几乎无影响。
3.4　大鼠体内药动学研究结果

　　用 WinNonLin（6.3 版，Pharsight）按照房室
模型计算药动学参数，结果见表 5 及图 1。自制
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处方 F3）、溴新斯的明片的
绝对生物利用度分别为 91.76%、32.69%，表明与
口服途径相比，舌下给药的生物利用度具有显著
优势。
4　讨论

　　口腔黏膜由于未角质化，且血管密集，血流
丰富，药物在溶解后能快速透过黏膜进入血液循
环而发挥疗效，使用过程中不需要额外辅助且不
会给患者带来生理性不适，因此口腔黏膜给药越

来越受到患者欢迎 [12]。
　　溴新斯的明临床用途广泛，属于临床一线急
救用药，目前临床剂型为注射剂和口服片剂，患
者选择性较少，开发其新剂型具有显著的临床价
值。本研究开发了一种溴新斯的明的舌下膜剂型，

表 4　处方变量对样品体外渗透率影响的考察结果 (n ＝ 12) 
Tab 4　Effect of formulation variables on the in vitro permeation 

rate of samples (n ＝ 12)

处方
不同时间体外渗透率 /% P/[µg/

（cm·h）]1 h 2 h 3 h 4 h 5 h 6 h 7 h
F1 8.99 15.98 22.01 29.01 35.99 42.06 49.21 7.1243
F2 7.96 14.28 22.41 28.92 34.52 42.55 50.01 7.1414
F3 8.06 15.11 21.14 29.21 35.02 44.01 51.21 7.2584 
F4 5.25 12.07 20.03 25.00 31.15 35.63 40.60 6.0229 
F5 5.11 13.04 19.06 23.41 28.64 32.45 38.01 5.6141 
F6 5.25 12.03 18.44 24.01 29.11 33.46 38.16 5.6721 
F7 3.01 6.23 12.32 16.25 21.52 26.41 30.11 4.2447 
F8 3.11 7.36 12.01 16.52 22.32 26.34 32.14 4.3897 
F9 2.09 5.99 11.29 17.42 22.13 25.48 31.59 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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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PMC 作为成膜材料，PEG 作为增塑剂，另
外处方中还加入矫味剂、遮光剂、稳定剂等功能
性辅料，在制备过程中，使用高速分散机使药物
和辅料分散均匀，保证了成品含量的均一性，检
测结果显示，当处方中 HPMC 和 PEG 的比例为
50∶9 时（F3），所制备的膜剂的机械性能、体外
溶出行为以及体外稳态渗透速率最佳。采用处方
F3 制备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剂，并与溴新斯的明注
射剂和片剂开展大鼠体内药动学研究，结果自制
溴新斯的明舌下膜（处方 F3）、溴新斯的明片的
绝对生物利用度分别为 91.76%、32.69%，表明舌
下给药较口服给药具有显著的生物利用度优势，
能极大减少非胃肠道给药剂量，降低不良反应，
同时舌下途径这种无创给药方式亦能极大提高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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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溴新斯的明在大鼠体内主要药动学参数 (x±s，n ＝ 24) 
Tab 5　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s in rats of neostigmine bromide 

(x±s，n ＝ 24)

组别
AUC（0 ～ t）/

（mg·h·L － 1）

AUC（0 ～∞）/
（mg·h·L － 1）

Cmax/
（mg·L － 1）

tmax/h F/%

T 组 16.22±0.51 16.58±0.62 2.41±0.05 2.00±0.12 91.76

R1 组 17.83±0.52 18.07±0.67 5.35±0.07 0.75±0.24 /

R2 组   5.63±0.38   5.91±0.35 0.56±0.02 4.00±0.19 32.69

图 1　溴新斯的明在大鼠体内的平均浓度 - 时间曲线（n ＝ 24）
Fig 1　Mean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of neostigmine bromide in the 
rats plasma after different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n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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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定性定量分析 -模式识别研究沙棘银花颗粒提取工艺

华若辰1，拓文静1，宋自娟2，刘建书2，卢闻1*（1.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药学院，西安　710061；2. 陕西省功能食

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　710054）

摘要：目的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HPLC）特征图谱定性分析和指标成分定量分析结合模式识

别，建立沙棘银花颗粒提取工艺综合评价方法。方法　以提取溶剂种类、用量和提取时间为考

察因素，对各工艺水平所得提取物进行 HPLC 特征图谱定性分析、相似度评价、聚类分析和指

标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建立沙棘银花颗粒提取工艺的 HPLC 特征图谱共有模式，确定 20 个

共有峰，7 种提取工艺相似度在 0.809 ～ 0.999，聚类分析法将 7 种工艺分为两类。维采宁 -2、
芹糖甘草苷、异绿原酸 B 和槲皮素 4 种指标成分定量分析表明，工艺 S4（提取溶剂为 12 倍量

水，提取时间为 2 h）有相对高的成分转移率。结论　建立的 HPLC 定性定量分析结合模式识

别的方法为中药制备工艺研究提供了一种综合评价方式。

关键词：HPLC 特征图谱；模式识别；指标成分定量分析；工艺研究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90-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17

Extraction of Shaji Yinhua granules by HPLC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HUA Ruo-chen1, TA Wen-jing1, SONG Zi-juan2, LIU Jian-shu 2, LU Wen1* (1. School of Pharmacy, 
Health Science Center,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2. Functional Foo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Shaanxi Research Center, Xi’an  71005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se 
the index components combined with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Shaji Yinhua granules. Method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category, volume, 
and extraction time were measured.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qualitative analysis, similarity 
evalua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index component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o distinguish the 
extraction processes. Results  The common pattern of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for the 
extraction of Shaji Yinhua granules was established and 20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The 7 
extraction processes were calssified into two groups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ir similarity ranged 
from 0.809 to 0.999.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4 index components (vicenin-2, liquiritinapioside, 
isochlorogenic acid B and quercetin) showed that process S4 (12 times water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extraction for 2 h) had a relatively high component extraction ratio.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HPLC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l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tudy on prepa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pattern recognition; index compon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technolog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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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提取是中成药及中药相关产品生产的重
要工艺环节，优良的中药提取工艺可以降低成本，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提取效率。目前对于中

药提取工艺的研究多采用正交 [1-3] 或均匀试验设
计 [4]，设置料液比、提取时间、提取次数等考察
因素和水平，以浸膏得率和指标成分转移率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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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评价和筛选提取工艺 [5-6]。然而，中药来源广
泛、组成复杂，容易造成产品执行生产时出现较
大偏差，质量波动大，因此，建立较为全面的综
合评价方法非常有必要。沙棘银花颗粒是由金银
花、沙棘、甘草3种药食同源药材组成的中药组方。
本文以提取溶剂种类、用量和提取时间为考察因
素，结合 HPLC 特征图谱定性分析、相似度分析、
聚类分析及指标成分定量分析，建立一种沙棘银
花颗粒提取工艺及过程研究的综合评价方法。
1　试药
　　维采宁 -2（批号：HR1254W1）、异绿原酸
B（批号：H1021136198）、 芹 糖 甘 草 苷（批 号：
HR12311W2）（宝鸡市辰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
度均为 98%）；槲皮素（批号：100081-200907，纯
度：97.5%，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甘草、
金银花、沙棘均购自北京同仁堂（西安小寨店，经
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牛晓峰教授鉴定为正品）。色
谱甲醇（美国 TEDIA 试剂公司）；试验用水为超
纯蒸馏水（优普超纯水机制备）；其他分析纯试剂
与试药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维采宁 -2、芹糖甘草苷、异绿原酸 B 和
槲皮素对照品，精密称定，甲醇溶解并制成维
采宁 -2、异绿原酸 B 和槲皮素质量浓度均为
100.0 μg·mL － 1、芹糖甘草苷质量浓度为 1.00 
mg·mL － 1 的对照品储备液。精密吸取各对照品
储备液适量置 100 mL 量瓶中，甲醇稀释、定容，
制得含维采宁 -2 为 2.0 μg·mL － 1、异绿原酸 B
为 3.0 μg·mL － 1、槲皮素为 1.0 μg·mL － 1、芹
糖甘草苷为 40.0 μg·mL －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金银花、甘草、沙棘经粉碎后，称定金银花
粗粉 7.0 g、沙棘粗粉 6.0 g、甘草粗粉 3.0 g，置
圆底烧瓶中，加入提取溶剂，称定质量，回流提
取（提取溶剂种类、用量及提取时间见表 1）。回
流结束放至室温，称定质量，新鲜提取溶剂补足
减失的质量，滤过，减压回收溶剂。浓缩至干，
称定所得干膏质量。按如下公式计算浸膏得率：
　　浸膏得率（%）＝浸膏量 / 生药投入量×100%
　　粉碎所得干膏，取适量，精密称定，置量瓶
中，甲醇超声溶解，室温定容，即得供试品溶液。
2.3　色谱条件
　　应用 LC-2030C 3D 高效液相色谱仪（SHIMAD-
ZU，Japan）和 LC Solution 色谱工作站进行 HPLC
分析。色谱柱：Diamonsil C18（5 μm，4.6 mm×150 
mm）（美国 Welch 公司）；流动相：0.02% 磷酸水溶

液（A）- 甲醇（B），梯度洗脱（见表 2）；流速：1.0 
mL·min－ 1；检测波长：维采宁 -2 为 339 nm，芹
糖甘草苷为 276 nm，异绿原酸 B 为 327 nm，槲皮
素为 304 nm；柱温：25℃；进样量：1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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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min 甲醇 /%

0 ～ 10 32

10 ～ 40 32 → 83

40 ～ 40.01 83 → 32

40.01 ～ 50 32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批（S2）供试品溶液，
连续进样 6 次，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1.5%，相对峰面积 RSD 均小于 2.4%，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2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S2）供试品粉末 6
份，精密称定，甲醇溶解定容，进样测定，结果
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2.1%，相对峰
面积 RSD 均小于 2.7%，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4.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S2）供试品溶液，
分别于 0、4、8、12 和 24 h 进样测定，结果各共
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2.2%，相对峰面
积 RSD 均小于 2.9%，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
稳定性良好。
2.5　HPLC 特征图谱建立
　　取各工艺所得样品（S1 ～ S7），按“2.2”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分析，记录色谱
图。将所得色谱图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
评价系统 2012A，以 S1 为参照图谱，中位数法
生成 7 组样品的对照特征图谱，通过多点校正和
色谱峰匹配，确定 20 个共有峰，HPLC 特征图谱
叠加图见图 1。以共有峰 2 为参照峰，计算 20 个
共有峰的相对保留值，相对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0.7%，而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 RSD 值波动较大，
除参照峰 2 外，跨度在 11.5% ～ 214.5%，可见峰
面积受提取工艺影响较大。
2.6　相似度评价

表 1　提取工艺参数 
Tab 1　Extraction process parameters

工艺编号 提取溶剂 溶剂用量 / 倍 提取时间 /h
S1 75% 乙醇   8 1
S2 95% 乙醇   8 1
S3 水   8 1
S4 水 12 2
S5 水 15 1
S6 水 12 3
S7 水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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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指标成分含量测定
　　定量分析了 7 种工艺提取的浸膏得率和 3 味
药材中指标成分（维采宁 -2、芹糖甘草苷、异绿
原酸 B 和槲皮素）含量（见图 3），根据浸膏中指
标成分含量计算生药中的指标成分含量，见表 5。
S4 ～ S6 浸膏得率相近且较高；S1、S3 和 S7 的
浸膏得率相近且次之于 S4 ～ S6；S2 浸膏得率最

低。以生药量为基准的指标成分含量比较，维采
宁 -2 以工艺 S4 得率最高，S2 最低；芹糖甘草
苷以工艺 S1 得率最高，S7 最低；异绿原酸 B 以
工艺 S4 得率最高，S1 最低；槲皮素含量以工艺
S2 最高，S6 最低。综上分析可知，工艺 S4 所
得提取浸膏中维采宁 -2 和异绿原酸 B 成分含量
为 7 种工艺中最高；所得芹糖甘草苷和槲皮素含
量仅次于工艺 S1 和 S2，但均高于工艺 S3 以及
S5 ～ S7。
3　讨论
　　中药指纹图谱是一种国内外广泛接受的中药
质量评价模式，可以作为现代中药质量标准体系
的核心技术和基石 [9-10]。随着《中药注射剂指纹
图谱研究的技术要求》的推行实施，以及分析仪
器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中药指纹图谱技术已应用
到中药材及中药产品的生产、加工、贮存和流
通各环节的质量监控 [11-12]。然而，单一的指纹图
谱分析在中药质量监控上显得不足，应用指纹图
谱技术结合指标成分定量的评价方法逐渐成为主

　　利用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 [7] 进行相似度
分析，结果表明，7 种工艺整体相似度高于 0.80，
其中醇提工艺 S1 与 S2 相似度大于 0.99，水提工
艺 S3 ～ S7 相似度均大于 0.98，见表 3。
2.7　聚类分析
　　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 [8] 对 7 种工艺的色谱数
据进一步分析，以保留时间为 7.84 min 的 2 号峰
为参照峰，计算 20 组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见表

4）。将 20 组相对峰面积导入 SPSS 23 软件，采
用组间连接法，以欧式距离作为测度，得到水平
方向上的聚类分析谱系图（见图 2），观察 7 种工
艺之间的差异。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当分类距离
为 25 时，醇提工艺（S1、S2）和水提工艺（S3、
S4、S5、S6、S7）分别聚为一类；当分类距离小
于 20 时，水提工艺中的 S7 单独为一小类，S3、
S4、S5、S6 为另一小类。

图 2　7 种工艺聚类分析谱系图

Fig 2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fingerprint for 7 extraction processes

图 1　7 种工艺提取物 HPLC 特征图谱叠加图（248 nm）

Fig 1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extraction products from 7 
extraction processes（248 nm）

表 4　7 种工艺提取物 HPLC特征图谱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 
Tab 4　Relative area of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common peaks of 7 extraction processes

工艺
编号

1 2（S）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S1 0.6953 1 3.4331 1.1979 1.2363 0.351 0.4696 5.847 2.1117 1.0287 0.504 0.2369 0.426 0.2849 0.3405 0.1999 0.2236 0.2785 1.0685 0.5131
S2 0.7439 1 4.2777 1.4397 1.2182 0.2907 0.3134 6.5182 2.4272 1.1285 0.4366 0.1998 0.4137 0.3747 0.2591 0.1073 0.1311 0.2167 0.6608 0.4758
S3 0.5337 1 2.7046 0.8782 0.5445 0.2045 0.2544 1.2988 1.3319 0.9912 0.2344 0.0798 0.1077 0.1521 0.048 0.0104 0.0186 0.0641 0.2793 0.1408
S4 0.6777 1 2.7082 0.9384 0.6042 0.2331 0.3653 0.9954 1.2704 0.6597 0.2686 0.0848 0.1279 0.2174 0.0591 0.0247 0.0245 0.0557 0.2386 0.1445
S5 0.7897 1 3.5403 1.1496 0.6722 0.2598 0.3834 1.6309 1.2628 1.1652 0.297 0.0925 0.1407 0.2605 0.0965 0.0311 0.0303 0.0496 0.1845 0.0493
S6 0.6872 1 3.0486 1.0496 0.6194 0.2394 0.4163 1.2226 1.2723 1.119 0.2752 0.084 0.116 0.2047 0.0375 0.0081 0.0183 0.0428 0.1724 0.0454
S7 0.7161 1 3.4629 0.7187 0.5636 0.2738 0.8489 3.3472 0.9711 1.0365 0.2358 0.168 1.2767 0.6187 0.0535 0.3459 0.8411 1.2154 1.7093 0.1696

表 3　7 种工艺提取物相似度 
Tab 3　Similarity of 7 extraction processes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1 1.000
S2 0.994 1.000
S3 0.849 0.862 1.000
S4 0.809 0.823 0.991 1.000
S5 0.841 0.860 0.992 0.988 1.000
S6 0.816 0.833 0.995 0.993 0.997 1.000
S7 0.825 0.847 0.991 0.987 0.999 0.996 1.000

对照 0.959 0.966 0.962 0.939 0.959 0.946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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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3-14]。近年来，指纹图谱结合化学模式识别的
分析方法作为新的评价方法已应用到中药质量监
控 [15-16]。基于此，本文采用 HPLC 特征图谱定性
分析和指标成分定量分析，结合模式识别，对沙
棘银花颗粒提取工艺进行了评价。
　　本文采用梯度洗脱程序和二极管阵列检测进
行 HPLC 图谱的共有峰识别和指标成分定量分析，
运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分析 7 种
工艺所得沙棘银花浸膏的特征图谱，并确定了 20
个共有峰。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似度及聚类分析，
结果水提、醇提工艺分别聚为一类，可知提取溶
剂是工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水提工艺中，
S3、S4、S5 和 S6 的共有峰相对峰面积较为接近。
综合浸膏得率和指标成分定量分析可知，工艺 S4
在 7 种工艺中有相对高的成分转移率，即 12 倍量
水为提取溶剂，提取时间为 2 h。
　　进一步分析考察因素的影响，不同提取溶剂工
艺 S1、S2 和 S3（75% 乙醇、95% 乙醇和水），S1
和 S2 有较高相似度，而指标成分维采宁 -2 和芹糖
甘草苷以 S1 转移率为高，指标成分异绿原酸 B 以
S3 转移率为高，槲皮素以 S2 转移率为高；不同提
取溶剂用量工艺 S3、S7 和 S5（8、12 和 15 倍量），
三者的相似度较高，指标成分维采宁 -2、芹糖甘草
苷和异绿原酸 B 转移率以 S5 为高；不同提取时间
工艺 S7、S4 和 S6（1 h、2 h 和 3 h），三者同样有
较高的相似度，4 种指标成分以 S4 转移率为高。
　　综上，本文以基本的提取工艺参数为考察，

应用 HPLC 特征图谱定性分析结合相似度、聚类
分析和指标成分定量分析，对沙棘银花颗粒提取
工艺进行了多指标的综合评价，可为指纹图谱技
术在中药产品各环节的拓展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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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指标成分 HPLC 图

Fig 3　HPLC fingerprint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A. 混合对照品溶液（mixed reference solution）；B. S2 试样（S2 sam-
ple）；1. 维采宁 -2（vicenin-2）；5. 芹糖甘草苷（liquiritinapioside）；

7. 异绿原酸 B（isochlorogenic acid B）；15. 槲皮素（quercetin）

表 5　浸膏得率及指标成分含量 
Tab 5　Extraction yield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content 

编号
浸膏

得率 /%
含量（μg·g － 1 生药）

维采宁 -2 芹糖甘草苷 异绿原酸 B 槲皮素

S1 22.6 10.0±0.1 423.9±0.9   9.8±0.2 2.76±0.02
S2 15.0   5.9±0.1 279.9±0.5 16.2±0.5 5.29±0.02
S3 20.5   6.1±0.1 173.0±0.6 18.0±0.1 1.93±0.01
S4 32.2 19.7±0.2 269.0±2.3 49.7±0.5 2.62±0.03
S5 33.1 17.0±0.2 194.2±1.1 22.4±0.2 1.11±0.05
S6 33.8 13.5±0.1 211.3±0.8 36.2±0.3 0.51±0.01
S7 22.4 12.6±0.1 160.8±0.6 18.8±0.1 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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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法优化醋炙延胡索炮制工艺研究

暴慧军1，李沁2（1.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药剂科，郑州　450006；2. 河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郑州　450008）

摘要：目的　优化醋延胡索醋炙工艺参数。方法　以总生物碱、延胡索乙素、原阿片碱和挥发

油含量及外观性状为指标，采用 Box-Behnken 响应面法和综合评分法考察辅料用量、炒制温

度、炒制时间对延胡索醋炙的影响，优选醋延胡索最佳炮制工艺参数；运用 SPSS 22.0 对各炮

制工艺参数与评价指标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醋炙延胡索最佳炮制工艺为辅料用量 24 
kg，炒制温度 135℃，炒制时间 7 min；各炮制工艺参数并非与所有的评价指标均成显著相关。

结论　该炮制工艺稳定可行，可为规范醋炙延胡索的炮制加工工艺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延胡索；醋炙；响应面法；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094-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18

Processing of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BAO Hui-jun1, LI Qin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Zhengzhou  450006; 2. College of Pharmacy,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8)

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parameters of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Methods  The content of total alkaloids, tetrahydropalmatine, protoopioid, volatile oil and appearance 
property were taken as the indicators. The Box-Behnken experiment and comprehensive scoring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volumn of auxiliary materials, frying temperature, and frying 
time on the production of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and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parameters 
of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parameters and process 
evaluation was analyzed by SPSS 22.0. Results  The best process technology for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were as follows：24 kg auxiliary materials, frying temperature at 135℃ , and 
frying for 7 min. Not all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Conclusion  
The process technology is stable and feasible, which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tandardizing 
vinegar-processed Corydalis Rhizoma. 
Key words: Corydalis Rhizoma; vinegar-processe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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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胡 索 为 罂 粟 壳 植 物 延 胡 索 Corydalis 
yanhusuo W.T.Wang 的干燥块茎，有活血、行气、
止痛等功效，可用于胸胁、脘腹疼痛，胸痹心
痛，经闭痛经，产后瘀阻，跌打肿痛等症 [1]。其
主要成分为具有镇痛作用的生物碱类，此外还
含有抗菌抗炎作用的挥发油、多糖类等成分 [2-4]。
延胡索的不同炮制品均有镇痛抗炎作用，其中以
醋炙为佳，现临床上多选用醋炙延胡索 [5]。在临
床使用过程中，中药临床疗效的好坏与其炮制工

艺是否得当密切相关 [6]，随着中药饮片使用率的
逐年增加，传统的中药炮制工艺已无法满足市场
要求 [7]，现代化的炒药设备大量投入使用，但中
药饮片的相关炮制标准目前仍无法制定，现多依
靠从事炮制工作的工人根据经验对炮制辅料、温
度、时间、炮制终点等进行判断，人为的判断标
准个体化差异较大，炮制工艺无法标准化 [8-9]。基
于此，本研究以总生物碱、延胡索乙素、原阿片
碱和挥发油含量及外观性状为指标，采用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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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nken 响应面法和综合评分法考察辅料用量、
炒制温度、炒制时间对延胡索醋炙炮制工艺的影
响进行相关研究，以期为延胡索醋炙炮制工艺的
标准化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CY-25 炒药机（温州顶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ZT-B6000 电子天平（华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SA224S-CW 电子天平、电子天平 CP225D（德国
赛多利斯）；Thermo Evolution201 紫外 - 可见分光
光度计（赛默飞世尔科技）；1260Agilent 高效液相
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18120 纯水装置（上
海摩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LXJ-ⅡB 飞鸽台式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DZF-6126LG 真
空干燥箱（上海齐欣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DHG-9246A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
设备有限公司）；PHSJ-3F PH 计（上海创益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HH-6 数显恒温水浴锅（常州普天
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1.2　试药
　　延胡索（批号：190214，安徽人民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经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
部王宏贤副主任中药师鉴定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相关规定）；米醋（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
司）；延胡索乙素（批号：Y21S7Y17091）、原阿片
碱（批号：Y12J10L90499）（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纯度≥ 98%）。甲醇、磷酸、三乙胺为色
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总生物碱含量测定 [10]

2.1.1　溶液的制备
　　①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延胡索乙素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加入无水乙醇，制成含延胡索
乙素 86 μg·mL－ 1 的对照品溶液。
　　②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延胡索粉末 1 g，
精密称定，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60% 的乙醇
20 mL 加热回流提取两次，每次 1.5 h，过滤，合
并滤液并挥干，滴加稀盐酸调 pH 值为 2，每次加
入 10 mL 三氯甲烷萃取，萃取两次，滴加氨水调
pH 值为 11，再加入 8 mL 超纯水洗涤，将下层三
氯甲烷溶液放出后，在蒸发皿中挥干三氯甲烷，
加入无水乙醇溶解，定容于 50 mL 的量瓶中，即
得供试品溶液。
2.1.2　测定波长的确定　取“2.1.1”项下对照品
和供试品溶液各 1.5 mL，加入无水乙醇定容于 10 
mL 的量瓶中，以无水乙醇溶液为空白对照，在波
长 200 ～ 400 nm 处，进行扫描，对照品和供试品

溶液在 280 nm 处有最大吸收，因此确定延胡索总
生物碱的测定波长为 280 nm。
2.1.3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延胡索乙素对
照品溶液 0.7、2、3、4、7、9 mL，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入无水乙醇定容，于 280 nm 处测定吸
光度，以对照品溶液的质量浓度（μg·mL－ 1）为
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线
性回归方程：A＝ 0.0123C＋ 0.0773，R²＝ 0.9998，
延胡索乙素在 6.02 ～ 77.4 μg·mL－ 1 内与吸光度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1.4　方法学考察　分别对延胡索乙素的精密
度、重复性、稳定性及加样回收率进行考察，所
得的胡索乙素的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 RSD 值
分别为 0.16%、2.9%、2.1%，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8.6%，RSD 值为 2.3%，表明该方法精密度、重
复性、稳定性及加样回收率良好。
2.2　延胡索乙素和原阿片碱的含量测定 [11-12]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gilent HC-C18 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甲醇 -0.1% 磷
酸溶液（55∶45），三乙胺调 pH 至 6.0；流速：1.0 
mL·min－ 1；检测波长 280 nm，柱温 30℃，进
样量 10 μL。
2.2.2　溶液的制备 [13]

　　①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延胡索乙素和原
阿片碱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置于 25 mL 的
量瓶中加入甲醇溶解并定容，制成含延胡索乙素
126.0 μg·mL－ 1、原阿片碱 135.2 μg·mL－ 1 的混
合对照品溶液。
　　②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延胡索不同炮制品
粉末 0.5 g，精密称定，置于锥形瓶中，加甲醇 -
浓氨水溶液（20∶1）25 mL，称定质量，将锥形
瓶放入冷水中，冷浸 1 h，加热回流 1 h，冷却至
室温，用甲醇 - 浓氨水溶液补足减少质量，振摇、
过滤，滤渣用甲醇冲洗并过滤，合并滤液，置
于蒸发皿中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置于 5 mL 的
量瓶中，定容，即得。进样前用微孔滤膜（0.45 
μm）过滤，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见图 1。
2.2.3　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吸取“2.2.2”项下延胡
索乙素与原阿片碱混合对照品溶液 1、2、3、5、
7、10 mL，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甲醇定容，
配制成延胡索乙素质量浓度为 12.6、25.2、37.8、
63、88.2、126.0 μg·mL－ 1，原阿片碱质量浓度为
13.5、27.0、40.6、67.6、94.6、135.2 μg·mL－ 1 的
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以质量浓度为
横坐标（X），峰面积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
线，得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分别为：延胡索乙素
Y ＝ 9.679X ＋ 10.15（r ＝ 0.9999），12.6 ～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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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mL－ 1；原阿片碱 Y ＝ 10.20X ＋ 3.796（r ＝
0.9999），13.5 ～ 135.2 μg·mL－ 1。
2.2.4　方法学考察　分别对延胡索乙素、原阿片
碱的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及加样回收率进行
考察，所得延胡索乙素的精密度、重复性、稳定
性 RSD 值分别为 0.32%、1.2%、1.4%，平均加样

回收率为 96.50%，RSD 值为 1.0%；原阿片碱的
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 RSD 值分别为 0.79%、
1.3%、1.3%，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7.75%，RSD
值为 2.0%。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重复性、稳定
性及加样回收率良好。
2.3　延胡索醋炙炮制工艺设计
2.3.1　试验设计　根据《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
部炮制通则规定，醋炙法的辅料量为每 100 kg 药
材加米醋量为 20 kg，文火炒；基于此规定本试验
将辅料用量控制在 10 ～ 30 kg，文火温度调节为
110 ～ 150℃，炒制时间设置为 5 ～ 15 min，确定
辅料用量、炒制温度、炒制时间三个因素为自变
量，以总生物碱、延胡索乙素、原阿片碱含量和
外观性状指标为效应值。根据 Box-Behnken 试验
设计原理 [14] 和多指标综合评分法 [15]，采用三因素
三水平进行分析，试验设计因素及水平见表 1。

表 1　因素与水平 
Tab 1　Factor and level

水平 A. 辅料用量 /kg B. 炒制温度 /℃ C. 炒制时间 /min

－ 1 10 110   5

     0 20 130 10

     1 30 150 15

2.3.2　综合评分法优化醋延胡索炮制工艺　挥发
油含量测定 [1，16] 采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通则挥发油测定法进行测定，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响应面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 2　Design and results of response surface

试验号 A B C
总生物碱 /

（mg·g － 1）

延胡索乙素 /
（mg·g － 1）

原阿片碱 /
（mg·g － 1）

总挥发油 /
（mL·g － 1）

外观性状 / 分 综合评分 / 分

1 0 － 1 － 1   9.73 1.64 0.92 0.039 6.0 81.40
2 0 － 1 1   8.70 1.52 0.84 0.035 7.0 77.19
3 － 1 0 － 1 10.58 1.62 0.98 0.026 6.5 78.48
4 0 0 0 11.53 1.72 1.06 0.033 8.0 89.04
5 － 1 1 0   6.08 1.58 1.06 0.03 6.5 74.43
6 0 0 0 11.86 1.75 1.03 0.033 8.5 90.37
7 0 1 － 1 11.27 1.60 1.02 0.031 8.0 85.63
8 0 0 0 11.58 1.71 1.07 0.032 9.0 90.82
9 1 － 1 0   9.31 1.20 0.62 0.042 7.5 74.93
10 － 1 － 1 0   6.65 1.56 0.80 0.035 5.0 69.47
11 0 0 0 11.62 1.79 1.03 0.035 9.5 93.49
12 1 0 － 1 12.83 1.40 0.74 0.041 9.5 88.57
13 0 1 1 11.63 1.48 1.10 0.028 6.0 80.74
14 1 0 1 10.39 1.52 0.92 0.032 8.5 83.05
15 － 1 0 1   7.59 1.70 1.04 0.029 5.5 75.14
16 1 1 0 10.17 1.84 1.00 0.029 9.0 87.30
17 0 0 0 11.72 1.81 1.00 0.032 8.5 89.77

图 1　混合对照品（A）和供试品（B）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mixed reference（A）and sample（B）

1. 原阿片碱（protopine）；2. 延胡索乙素（tetrahydropalmatine）

　　外观性状以片型整齐、闷润透，饮片颜色均
匀，表面黄色或黄褐色，角质样，具蜡样光泽，
略有醋香气为佳，总分计为 10 分。
　　用多指标试验的综合评分公式，对效应面试

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生物碱的最高量计为 20 分，
延胡索乙素的最高量计为 20 分，原阿片碱的最
高量计为 20 分，挥发油含量的最高量计为 20 分，
外观性状的最高评分计为 20 分，各样品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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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综合评分值，分析结果见表 2。
　　综合评分 Y ＝（X1/X1max）×20 ＋（X2/X2max）
×20 ＋（X3/X3max）×20 ＋（X4/X4max）×20 ＋

（X5/X5max）×20，其中 X1 为总生物碱的量，X2 为
延胡索乙素的量，X3 为原阿片碱的量，X4 为挥发
油含量，X5 为外观性状评分值，响应面分析结果
见表 2，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
　　以综合评分为效应值，采用 Design Expert 
8.0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经拟
合后的回归模型方程为：Y ＝ 89.81 ＋ 4.54A ＋

3.14B － 2.24C ＋ 1.85AB － 0.54AC － 0.17BC －

6.60A2 － 6.67B2 － 1.90C2。由表 3 可知，该模型
P ＜ 0.0001，有很好的显著性，且失拟程度 P ＝

0.0582 ＞ 0.05，不显著，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
反映辅料用量（A）、炒制温度（B）、炒制时间
（C）与总生物碱、延胡索乙素、原阿片碱、总挥
发油、外观性状含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可用来对
该炮制工艺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方差分析结果
可知，试验因素 A、B、C、AB、A2、B2、C2 项的
P 值均＜ 0.05，说明该项对综合评分均有显著影
响，且单因素对综合评分的结果大于交互项。

　　效应面优化和预测根据回归模型方程，将
闷润时间、炒制温度和炒制时间对总评分的影
响绘制成效应面图 2；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及相应
的效应面图和等高线图，得到醋炙延胡索炮制的
最佳工艺条件为：辅料用量 24.13 kg，炮制温度
136.01℃，炮制时间 6.67 min。

表 3　方差分析结果 
Tab 3　ANOVA results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模型 720.06 9 80.01 40.20 ＜ 0.0001
A 164.98 1 164.98 82.89 ＜ 0.0001
B   78.88 1 78.88 39.63 0.0004
C   40.28 1 40.28 20.23 0.0028
AB   13.73 1 13.73   6.90 0.0341
AC     1.19 1 1.19   0.60 0.4650
BC     0.12 1 0.12   0.06 0.8138
A2 183.44 1 183.44 92.16 ＜ 0.0001
B2 187.49 1 187.49 94.19 ＜ 0.0001
C 2   15.13 1 15.13   7.60 0.0282
残差   13.93 7 1.99
失拟项   11.40 3 3.80   5.99 0.0582
纯误差     2.54 4 0.63
校正总和 734.00 16

图 2　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综合评分影响的响应曲面图

Fig 2　Response surface of interactive effect 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2.3.3　工艺验证　根据试验结果再结合实际操作
的可行性，将最佳炮制工艺调整为：辅料用量 24 
kg，炒制温度 135℃，炒制时间 7 min。取 6 份
生品延胡索，按照以上工艺炮制成醋延胡索饮
片，分别测定每份炮制品中的总生物碱、延胡索
乙素、原阿片碱、总挥发油含量，并对其外观性
状进行评分，最终所得综合评分的均值为 92.03，
RSD 值为 1.4%，与理论预测值 91.96 相近，表明
该炮制工艺合理可行。
2.3.4　炮制工艺参数与各评价指标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醋炙延胡索的炮制工艺优化，依照醋炙延
胡索炮制工艺参数以及各评价指标，利用 SPSS 
22.0 软件 [17] 列出相关系数矩阵，依据 Pearson 系
数进行相关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4。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辅料用量与总生
物碱含量和外观性状成显著正相关；炮制温度与
原阿片碱含量成显著正相关，与总挥发油含量成

负相关；总生物碱含量与外观性状和综合评分成
显著正相关；延胡索乙素含量与原阿片碱和综合
评分成显著正相关，与总挥发油含量成显著负相
关；原阿片碱与总挥发油成显著负相关；外观性
状与综合评分成显著正相关。
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通过多指标综合评分法及响应面法对
醋炙延胡索炮制工艺进行优化，最终优化出的最
佳炮制工艺为辅料用量 24 kg，炒制温度 135℃，
炒制时间 7 min。通过对炮制工艺参数及各评价
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各炮制工艺参数并非与
所有的评价指标均有显著相关性，但综合评分与
总生物碱含量、延胡索乙素及外观性状成显著正
相关，可为后期优化评价指标提供参考；另外炮
制时间与各评价指标无显著相关性，受样本量小
的影响，后期试验过程中需增加样本数量、批次
等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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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药炮制过程中，炮制工艺无统一标准，
工艺参数差异较大，中药饮片生产工艺不稳定，
导致饮片质量不可控，这些都会对中药的临床疗
效产生巨大的影响 [18-19]。以“整体观念”为切入
点，增加除有效成分、外观性状以外的其他评价
指标，如饮片本身的物理性质 pH、膨胀度、黏度、
脆碎度等，大分子物质淀粉、多糖、纤维含量等，
将中药本身的形、色、气、味、质相融合 [13]，作
为炮制工艺评价的整体指标，为构建更为多元化
的炮制中药饮片相关质量检验标准作出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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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炮制工艺与各评价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of process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index

评价指标 辅料用量 炮制温度 炮制时间 总生物碱 延胡索乙素 原阿片碱 总挥发油 外观性状 综合评分

辅料用量 1 0.000 0.000 0.536* － 0.271 － 0.400 0.478 0.678** 0.451
炮制温度 0.000 1 0.000 0.216 0.315 0.666** － 0.657** 0.246 0.312
炮制时间 0.000 0.000 1 － 0.277 － 0.022 0.160 － 0.259 － 0.185 － 0.223
总生物碱 0.536* 0.216 － 0.277 1 0.169 0.168 0.078 0.712** 0.853**

延胡索乙素 － 0.271 0.315 － 0.022 0.169 1 0.735** － 0.511* 0.238 0.527*

原阿片碱 － 0.400 0.666** 0.160 0.168 0.735** 1 － 0.777** 0.036 0.388
总挥发油 0.478 － 0.657** － 0.259 0.078 － 0.511* － 0.777** 1 0.196 0.015
外观性状 0.678** 0.246 － 0.185 0.712** 0.238 0.036 0.196 1 0.859**

综合评分 0.451 0.312 － 0.223 0.853** 0.527* 0.388 0.015 0.859** 1

注（Note）：*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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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依赖的帕瑞昔布钠溶液化学稳定性、溶解度和 
油水分配系数研究

黄晶1，2，李爽1，2，吴春芝2*，谷福根2*（1.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2.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呼和浩特　010050）

摘要：目的　研究介质 pH 值对帕瑞昔布钠（PCX）溶液化学稳定性、溶解度及油水分配系数

的影响，为 PCX 鼻腔给药新剂型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建立 PCX 的 HPLC 分析方法，

研究不同 pH 条件下药物溶液化学稳定性、溶解度及油水分配系数。结果　pH ＜ 6.0 时，PCX
溶液的化学稳定性较差，当 pH ≥ 6.0 时，PCX 溶液的化学稳定性良好；PCX 的溶解度随着介

质 pH 值的增大而增大，在碱性 pH 下其溶解度较好；PCX 的油水分配系数随着 pH 值的增大

而逐渐减小，在酸性 pH 下，油水分配系数较大，而在碱性 pH 下，油水分配系数很小。结论
　PCX 溶液化学稳定性、溶解度及油水分配系数具有明显的 pH 值依赖性。

关键词：帕瑞昔布钠；理化性质；化学稳定性；溶解度；油水分配系数；pH 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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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给药新剂型及其脑靶向作用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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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给药作为全身治疗的重要给药途径，具有吸收起效快、无肝脏首过效应、生物利用度高、使
用方便及脑靶向递送药物等特点。鼻腔给药新剂型是近年来国内外制剂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专题
以“鼻腔给药新剂型及其脑靶向作用研究”为主题，主要研究探讨鼻腔给药新剂型经鼻腔给药后具有明
显的脑靶向特征，为今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药物的鼻腔给药新剂型研究开发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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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瑞昔布钠（PCX）属于新型非甾体解热镇
痛抗炎药，是环氧合酶 -2（COX-2）抑制剂伐地
昔布的水溶性前体药物，具有选择性高、不良反
应少、疗效显著等优点 [1-3]，临床上主要用于术后
止痛，也可用于癌痛 [4-5]。PCX 为白色或类白色粉
末，在水中可溶，在甲醇、丙酮等中易溶，乙腈
中略溶，解离常数 pKa 为 4.81。目前，PCX 上市
剂型为注射剂，通过静脉或肌内注射给药。注射
给药尽管起效快，生物利用高，但属于侵入性用
药，可产生疼痛，也需协助用药，患者依从性差
且制备工艺条件严格复杂、成本高。
　　鼻腔给药是药物经鼻黏膜吸收进入血循环而
发挥药效的一种全身给药途径，既保留了注射给
药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特点，同时又具有制备
工艺简单、使用方便、患者可自行用药等优势 [6-7]，
故鼻腔给药可能是 PCX 注射剂理想的替代给药
途径 [8]。药物的溶解度、溶液化学稳定性是选择
合适剂型与制备工艺的重要依据，而油水分配系
数（P）又与药物透过生物膜转运难易程度密切相
关。PCX 属于强碱弱酸盐，在水中可发生解离；
其结构中含有磺酰胺键，易发生水解，故从理论
上推测，pH 值将会对该药物的有关理化性质将产
生明显影响（结构式见图 1）。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将考察 pH 值对该药物溶解度、油水分配系数以
及溶液化学稳定性的影响，旨在为今后研究 PCX
鼻腔给药新制剂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图 1　PCX 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of PCX

1.1　仪器
　　LC-20AT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PHS-3C 型 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AB265-S 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
公司）；KQ5200E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Arioso UP 900 型超纯水器（韩
国 Human 公司）；101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北京
市永光明医疗仪器厂）；SHZ-88A 型往复水浴恒
温振荡器（江苏太仓实验设备厂）；H1750R 离心
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1.2　试药
　　PCX（武汉华翔科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纯
度：100.09%，批号：190715）；正辛醇（天津市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PCX 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2.1.1　色谱条件 [9-10]　色谱柱：Inert Sustain C18 柱
（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 -0.01 
mol·L－ 1 磷酸氢二钠溶液（用磷酸调节 pH 3.0）
（65∶35，V/V）；流速：1.0 mL·min－ 1；检测波长：

pH-dependent solution chemical stability, solubility and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parecoxib sodium

HUANG Jing1, 2, LI Shuang1, 2, WU Chun-zhi2*, GU Fu-gen2* (1. School of Pharmacy,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2. Affiliated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5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media pH on the solution chemical stability, solubility 
and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parecoxib sodium (PCX)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CX nasal preparation. Methods  A HPLC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CX was established. The solution chemical stability, solubility and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PCX at different pH valu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stability of PCX solution was 
poor when pH ＜ 6.0, while chemical stability was good at pH ≥ 6.0. The solubility of PCX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edia pHs, with better drug solubility in alkline pH condition. The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edia pHs. Conclusion  The chemical stability, solubility and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PCX are obviously dependent on the media pHs. 
Key words: parecoxib sodium; physiochemical property; chemical stability; solubility;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pH-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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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nm；柱温：室温；进样量：20 μL。
2.1.2　专属性试验　以蒸馏水为溶剂，配制质量
浓度为 80 μg·mL－ 1 的 PCX 储备液。取 2 mL 分
别置于 4 支 10 mL 具塞刻度试管中，再分别以
0.1 mol·L－ 1 HCl 溶液、0.1 mol·L－ 1 NaOH 溶
液、30%H2O2 溶液、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密封，
其中以酸、碱制备的 PCX 溶液置于 80℃恒温条
件下进行破坏，30%H2O2 制备的 PCX 溶液置于
30℃恒温条件下进行破坏，在不同时间取点分别
取样，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记
录色谱图。其中，以 0.1 mol·L－ 1 HCl 溶液、0.1 
mol·L－ 1 NaOH 溶液所配样品进样前需用对应
相同浓度的碱或酸溶液进行中和，结果见图 2。
PCX 与其降解产物能够很好地分离，PCX 溶液在
强酸性和氧化条件下不稳定，而在碱性条件下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

图 2　PCX 专属性色谱图

Fig 2　Specificity chromatogram of PCX 
A. 帕瑞昔布钠水溶液（aqueous solution of PCX）；B. 酸降解（acid 
degradation）；C. 碱降解（alkali degradation）；D. 氧化降解（oxidative 
degradation）；1. PCX；2. 降解产物（degradation product）

2.1.3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 PCX 对照品
5.0 mg，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蒸馏水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摇匀，即得质量浓度为 500 μg·mL－ 1

的 PCX 储备液。取 PCX 储备液，加蒸馏水稀
释适当倍数，制得质量浓度为 2.5、5.0、10.0、
20.0、40.0、60.0、80.0 μg·mL－ 1 的 PCX 系列对
照品溶液，进样分析，记录色谱图。以 PCX 对
照品溶液的质量浓度（C，μg·mL－ 1）为横坐标，
峰面积（A）为纵坐标，作线性回归，得回归方
程为：A ＝ 6.2×104C ＋ 4.9×104（r ＝ 0.9997），
表明 PCX 在 2.5 ～ 80.0 μg·mL－ 1 与峰面积呈良
好线性关系。
2.1.4　精密度试验　分别配制低（5.0 μg·mL－ 1）、
中（20.0 μg·mL－ 1）、高（60.0 μg·mL－ 1）质量
浓度的 PCX 对照品溶液，进样分析，日内重复
测定 5 次，连续测定 5 d。计算方法的日内及日
间 RSD 值。结果测得日内 RSD 在0.12%～0.36%，
日间 RSD 在 0.16% ～ 0.63%（n ＝ 5），表明该方
法的精密度良好。
2.1.5　回收试验　分别配制低（5.0 μg·mL－ 1）、
中（20.0 μg·mL－ 1）、 高（60.0 μg·mL－ 1） 质
量浓度的 PCX 对照品溶液，各平行 3 份，进
样分析，记录 PCX 峰面积并计算回收率。结果
测得低、中、高质量浓度 PCX 的回收率分别为
100.58%、99.82%、100.20%，RSD 分别为 0.14%、
0.13%、0.39%，表明该方法准确度较高。
2.1.6　重复性试验　配制 6 份质量浓度为 20.0 
μg·mL－ 1 的 PCX 对照品溶液，进样分析，记录
峰面积。结果 PCX 峰面积的 RSD 为 0.78%（n ＝

6），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1.7　稳定性试验　取质量浓度为 20.0 μg·mL－ 1

的 PCX 对照品溶液，分别在 0、2、4、8、12、
24 h 进样分析，记录峰面积。结果 PCX 峰面积的
RSD 为 0.08%（n ＝ 6），表明 PCX 溶液在 24 h 内
稳定性良好。
2.2　药物溶液化学稳定性的研究
　　以蒸馏水为溶剂，配制质量浓度为 80.0 
μg·mL－ 1 的 PCX 溶液。取上述 PCX 溶液 1 mL，
分别置于 8 支 10 mL 具塞刻度试管中，分别加入
pH 值分别为 2.0、4.0、5.0、6.0、7.0、8.0、10.0、
12.0 的磷酸盐缓冲液（自配 [11]）至刻度，摇匀，密
封，置于 80℃恒温条件下放置，分别于第 0、24、
48、72 h 取样，放冷至室温，进样分析，计算反
应液中 PCX 的浓度及其降解百分率，结果见图
3。当介质 pH ≥ 6 时，PCX 溶液在长达 72 h 的加
热下，几乎没有降解，表明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
该药物的化学稳定性良好；而当介质 pH ＜ 6，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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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强酸性条件下，药物的降解速率显著增加，
稳定性明显降低。此外，在酸性条件下，PCX 的
降解百分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图 3　PCX 溶液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降解曲线（n ＝ 3）
Fig 3　Degradation curves of PCX solution under different pH 
conditions（n ＝ 3）

2.3　药物溶解度的测定

　　分别配制 pH 值为 2.0、4.0、6.0、7.0、7.5、8.0
的磷酸盐缓冲液，然后取适当体积置于 1.5 mL 
EP 管中，均加入过量 PCX，于 20℃下振摇 72 h，
使溶解达平衡，以 15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
上清液，加水稀释适当倍数后，按“2.1.1”项下
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计算 PCX 在不同 pH 下的浓
度及其溶解度。以 pH 值为横坐标，药物溶解度
（mg·mL－ 1）为纵坐标，绘制溶解度随 pH 变化
的曲线，结果见图 4。可见，PCX 在酸性 pH 条
件下溶解度很小，而在中性尤其是在碱性 pH 条
件下，其溶解度显著增大。
2.4　药物油水分配系数的测定 [12-13]

2.4.1　油相与水相的制备　将蒸馏水或 pH 分别

为 2.0、4.0、5.0、6.0、7.0、8.0、10.0 的系列磷
酸盐缓冲液（水相），与适量正辛醇（油相）混
合，充分振摇，使油、水两相分配达平衡，采用
分液漏斗分离油、水两相，备用。
2.4.2　平衡时间的确定　以蒸馏水配制质量浓度
为 1 mg·mL－ 1 的 PCX 溶液，精密吸取上述溶液
0.8 mL，置于 10 mL 量瓶中，分别加入“2.4.1”
项下所制备的不同水相溶液至刻度，摇匀，即得
质量浓度为 80 μg·mL－ 1 的 PCX 系列水相溶液。
取上述 PCX 系列水相溶液 5 mL，置于具塞锥形
瓶中，加入对应相同体积油相，密塞后置于 25℃
恒温水浴振荡器中振摇，分别于第 0、15、30、
45、60、120 min 在水相中取样，样品用 0.45 μm
针式滤器过滤，取续滤液，按“2.1.1”项下色谱
条件进样分析，测定水相中 PCX 的浓度，结果
见表 1。可见，恒温振摇 60 min 时，不同 pH 值
水相中 PCX 的浓度已基本恒定，因此，将药物
在油相 / 水相中分配达平衡时间选定为 60 min。

表 1　PCX在正辛醇 -水及不同 pH磷酸盐缓冲液中分配平衡时间 
Tab 1　Equilibrium time of PCX distribution in n-octanol-water/phosphate buffer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

平衡时间 /min
PCX 浓度 /（μg·mL － 1）

pH 2.0 pH 4.0 pH 5.0 pH 6.0 pH 7.0 pH 8.0 pH 10.00 水

    0 31.82 32.08 31.94 31.50 31.89 31.57 31.82 32.05
  15   7.56   8.68 10.31 11.38 25.46 28.47 30.38 26.23
  30   4.28   5.58   7.69 10.27 23.02 26.31 29.27 23.15
  45   3.44   4.57   6.19   8.99 20.66 25.28 28.58 21.06
  60   2.47   3.48   5.25   6.68 19.15 24.89 28.24 20.26
120   2.41   3.43   5.21   6.65 19.13 24.86 28.22 20.23

图 4　PCX 溶解度随 pH 变化曲线（n ＝ 3）
Fig 4　Solubility of PCX with various pH values（n ＝ 3）

2.4.3　P 的测定　按“2.4.2”项下方法，将 PCX 水
相溶液与对应等体积油相混合，在 25℃恒温水浴
振荡器中振摇 60 min。在水相中取样，同法处理
后进样分析，测定水相中药物的浓度。根据公式：
P ＝（Cw0 － Cw1）/Cw1，计算不同 pH 时药物的 P
值。式中，Cw0 是水相中药物的初始浓度，Cw1 是
分配达平衡后水相中测得的药物浓度。结果测得
PCX 在正辛醇 - 水中的 P 值为 3.53。药物在正辛

醇 - 水及不同 pH 磷酸盐缓冲液中的 P 值变化见图
5。可见，PCX 的 P 值随着 pH 变化曲线呈倒 S 形，
当水相的 pH ≥ 8.0 时，P 值较小；当 pH ＜ 8.0 时，
随着水相 pH 值的减小，药物 P 值逐渐增大，在酸
性 pH 条件下，PCX 的 P 值远大于碱性 pH。
3　讨论 
　　文中采用 HPLC 法测定 PCX 含量，发现该药
物在强酸和氧化条件下稳定性差，而在碱性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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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条件下稳定性好，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14]。此
外，PCX 与其降解产物达到基线分离，表明方法
的专属性好，且所建立 PCX 的 HPLC 分析方法，
操作简单，线性范围、精密度、准确度以及重现
性等均符合分析要求，可用于该药物的含量测定。
　　PCX 溶液化学稳定性研究显示，PCX 溶液在
pH ≥ 6.0 时，具有良好稳定性，而在 pH ＜ 6.0
时，尤其在强酸条件下，药物化学稳定性显著降
低，这可能是由于药物结构中的磺酰胺键，在酸
性 pH 值条件下易发生水解，生成其降解产物伐
地昔布的缘故 [15-16]。此外，从 PCX 溶解度测定
结果可见，在酸性 pH 介质中，PCX 溶解度较差，
而在中性尤其是碱性 pH 条件下，药物的溶解度
显著改善，与文献报道结果相似 [10]，这可能是由
于在碱性 pH 下，PCX 更易发生解离，导致其在
水中溶解度明显增加。最后，P 测定结果显示，
在酸性 pH 条件下，药物的 P 值较大；随着 pH 值
的增加，药物 P 值逐渐减小；尤其在碱性 pH 下，
药物 P 很小，这是因为在碱性 pH 条件下，该药
物主要以解离型钠盐形式存在，极性大，在水相
中分布多，故表现为 P 值小，而在酸性条件下，
药物主要以游离酸分子形式存在，极性小，在油
相中分布较多，表现为 P 值大。综上结果，表明
PCX 溶液化学稳定性、溶解度及 P 值与介质 pH
密切相关，即具有明显 pH 值依赖性。
　　考虑药物临床使用剂量、人鼻腔生理 pH 范
围和鼻黏膜对酸碱的耐受程度，再结合本文中药
物溶解度、P 值及药物稳定性研究结果，可预测
今后研制 PCX 鼻腔给药制剂，其 pH 值以控制在
6.0 ～ 7.0 为宜，以便于制备符合临床给药剂量、
体内易于吸收、生物利用度高、化学稳定性好和
鼻黏膜刺激性小的 PCX 鼻用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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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CX 的 P 值随 pH 变化的曲线（n ＝ 3）
Fig 5　P values of PCX with various pH values（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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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在大鼠脑组织内 
药动学与药效学相关性

黄晶1，2，李爽1，2，樊慧敏1，2，吴春芝2*，谷福根2*（1.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2. 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和浩特　010050）

摘要：目的　研究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在大鼠脑组织内药动学与药效学相关性。方法
　大鼠经鼻腔给予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后，分别在不同时间处死动物，分离全脑组织、

称定并匀浆。采用 HPLC 法测定脑组织中药物浓度，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脑组织中乙酰

胆碱酯酶（AchE）的活性，绘制脑组织中药物浓度 - 时间 -AchE 活性变化曲线并对药物浓度与

AchE 活性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给药 10 min 后，在大鼠脑组织中盐酸多奈哌齐的浓度达

峰值，AchE 的活性达最小值；AchE 活性与药物浓度呈同步变化，两者间存在明显负相关。且

药物效应与脑组织中药物浓度之间不存在滞后现象。结论　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在大鼠

脑组织内药动学与药效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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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thermosensitive nasal gel in the brain tissues of rats. Methods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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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method. Finally, drug concentration and AchE activity in brain tissues were plotted again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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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hloride and minimal activity of AchE in the brain tissues both reached 10 min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sal gel. The concentration of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and the activity of AchE in 
the brain tissues changed synchronously with obviou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addition, 
no lag-time phenomenon was found between AchE-inhibiting effect an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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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
疾病，主要表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障
碍、人格改变及语言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社交、
职业与生活功能。皮质胆碱能神经元递质功能紊
乱被认为是记忆障碍及其他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
之一 [1]。盐酸多奈哌齐（donepezil hydrochloride，
DPZ）是第二代中枢乙酰胆碱酯酶（AchE）抑制
剂，具有药理活性高、选择性强、安全性好等特
点，是目前临床治疗轻中度 AD 的一线药物 [2-3]。
盐酸多奈哌齐上市剂型有片剂、胶囊剂等，但口
服给药吸收慢，生物利用度低，外周不良反应
多，进入脑内药量少，其临床疗效受到限制 [4]。
鼻腔给药具有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脑靶向给
药等特点。因此，近年来，国外研究报道，将盐
酸多奈哌齐制成纳米混悬液、脂质纳米粒、微乳、
脂质体等鼻腔给药新剂型，并初步评价其脑靶向
性 [5-8]。本文在前期制备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
凝胶并评价其在动物体内脑靶向性的基础上 [9-10]，
进一步研究其在大鼠脑组织内药动学与抑制脑组
织 AchE 活性的药效学之间的相关性。
1　材料

1.1　仪器

　　LC-20AT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 SPD-20A 荧
光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AB265-S 型电子分
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LN 9527-25 
型高速离心机（德国雅培公司）；TD4C 台式低速
离心机（江苏大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721G 可
见分光光度计（上海仪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盐酸多奈哌齐对照品（湖北鸿鑫瑞宇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纯度为 99.79%，批号：160401）；
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剂（自制，批号：
20200910， 含 量：5%）； 碘 化 乙 酰 硫 代 胆 碱
（AThCh，纯度为 98%，批号：H21M9F61841）、
二硫代双硝基苯甲酸（DTNB，纯度为 98%，批
号：Y21D9K78215）、谷胱甘肽（纯度为 99%，
批号：Z17S10C97807）（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水杨酸毒扁豆碱（上海摩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乙腈（色谱纯，迈瑞达科技有限公司）；甲
醇（色谱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水
为超纯水，甲基叔丁醚、盐酸、氢氧化钠等试剂
均为分析纯。
1.3　动物

　　SD 大 鼠 132 只，SPF 级， 雄 性， 体 质 量
250 ～ 350 g [ 内蒙古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许

可证号：SCXK（蒙）2016-0001]。
2　方法与结果

2.1　药动学研究

2.1.1　色谱条件 [11]　色谱柱：Inert Sustain C18

（150 mm×4.6 mm，5 µm）；保护柱：WondaSil 
C18（10 mm×4 mm，5 µm）；流动相：乙腈 -0.01 
mol·L－ 1 磷酸二氢钠溶液（30∶70）；流速：1.2 
mL·min－ 1； 激 发 波 长：325 nm； 发 射 波 长：
390 nm；柱温：室温；进样量：20 μL。
2.1.2　脑组织样品的处理 [12] 　将全脑组织用生
理盐水清洗干净，用滤纸吸干水分，称定质量，
按 1∶3 的比例加入生理盐水，在冰水混合浴中采
用玻璃匀浆器匀浆，将匀浆液以 13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 100 μL 置于另一 EP 管中，
加入 20 µL 0.1 mol·L－ 1 氢氧化钠溶液，旋涡混
匀，加入 300 µL 甲基叔丁醚，旋涡振荡 3 min，
13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00 μL 置
于另一 EP 管中，40℃水浴中氮气流吹干。残渣
用 400 μL 甲醇溶解，进样。
2.1.3　专属性考察　分别取大鼠空白脑匀浆、空
白脑匀浆加盐酸多奈哌齐对照品、盐酸多奈哌齐
鼻用凝胶给药 10 min 后的脑匀浆样品各 100 μL。
按“2.1.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样，记录色谱图 [12]。
结果在“2.1.1”项色谱条件下，盐酸多奈哌齐保留
时间为5.3 min，峰形良好，且无内源性物质干扰。
2.1.4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盐酸多奈哌齐
对照品适量，以水为溶剂，分别配制质量浓度
为 60.0、300.0、600.0、1200.0、2400.0、3600.0、
4800.0 ng·mL－ 1 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取空白脑
匀浆 100 μL，分别加入系列对照品溶液适量，制
备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10.0、50.0、100.0、200.0、
400.0、600.0、800.0 ng·mL－ 1 的盐酸多奈哌齐
标准脑匀浆样品，依照“2.1.2”项下方法处理，
进样测定。以脑匀浆中盐酸多奈哌齐的质量浓
度（C）为横坐标，其色谱峰面积（A）为纵坐
标，作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A ＝ 105C ＋

4888.2（r ＝ 0.9994），表明脑匀浆中盐酸多奈哌
齐质量浓度在 10.0 ～ 800.0 ng·mL－ 1 与峰面积
线性关系良好。
2.1.5　精密度与回收率考察　配制质量浓度分别
为 50.0、200.0、600.0 ng·mL－ 1 的盐酸多奈哌齐
脑匀浆质控样品，各平行 5 份，按“2.1.2”项下
方法处理后进样，重复测定 5 次，连续测定 5 d，
计算日内、日间精密度。结果日内与日间精密度
RSD 均小于 5%，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良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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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每个质量浓度质控样品测得的药物峰面积
（A），代入当日测定的标准曲线方程，计算方法
的相对回收率。将上述质控样品对应相同浓度盐
酸多奈哌齐水溶液直接进样，测得峰面积（B），
以 A/B 计算方法的提取回收率。结果方法的相
对回收率在 96.29% ～ 104.28%，提取回收率在
97.12% ～ 104.43%，均符合生物样品测定要求。
2.1.6　检测限与定量限的考察　分别配制系列低
浓度盐酸多奈哌齐脑匀浆样品，处理后进样，记
录色谱图，以信噪比（S/N ＝ 3）作为检测限，S/
N ＝ 10 为定量限。测得该方法的检测限为 3.3 
ng·mL－ 1，定量限为 10 ng·mL－ 1。
2.1.7　稳定性考察　配制质量浓度分别为 50.0、
200.0、600.0 ng·mL－ 1 的脑匀浆样品，考察在室
温下放置 24 h，处理后在进样室放置 24 h，冻 -
融循环 3 次，－ 20℃冷冻放置 5 d 的稳定性，结
果不同质量浓度盐酸多奈哌齐脑匀浆样品的 RSD
均＜ 13%，均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2.1.8　药动学实验　用乙醚麻醉大鼠，切开颈部
皮肤，分离食管、气管，行气管插管，并在食管
上作一切口，插入一段聚乙烯管至鼻腔后部，手
术线固定，用微量注射器吸取盐酸多奈哌齐鼻用
温敏凝胶剂，给药剂量为 10 mg·kg－ 1，沿聚乙
烯管伸入大鼠鼻腔后部缓慢推入，给药完毕后立
即拔出聚乙烯管，将食管结扎。分别于给药 3、5、
10、20、30、45 min，1.0、1.5、2.0、3.0、4.0 h
各处死 6 只大鼠。迅速分离全脑组织，于－ 20℃
条件下保存，备用。
　　脑匀浆中盐酸多奈哌齐的浓度见表 1。将每
个时间点动物脑组织中的药物浓度取均值，绘制
脑组织盐酸多奈哌齐浓度均值 - 时间曲线图，结
果见图 1。可见，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经
鼻给药后，由鼻黏膜吸收进入脑组织的速度很
快，tmax 约为 10 min，Cmax 高达 10 758.94 ng·g－ 1，
脑药浓度达峰值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快速下降。
2.2　药效学研究 [13]

2.2.1　脑匀浆样品的制备　取大鼠全脑组织，生
理盐水洗净后，用滤纸吸干水分，称定质量，再
加 3 倍体积 0.1 mol·L－ 1 pH 7.4 的 PBS 采用玻璃
匀浆器在冰水浴条件下匀浆。然后，将脑匀浆液
以 10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置于 EP
管中，备用。
2.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取 1.0 mmol·L－ 1 谷胱甘
肽液（双蒸馏水配制）0、0.1、0.2、0.3、0.4、0.5 
mL 置于 6 支试管中，均加入 0.1 mol·L－ 1 pH 7.4 的

PBS 1.0 mL，加蒸馏水至 1.5 mL，再加 2 mmol·L－ 1

的 DTNB 1.0 mL（pH 7.0 的 PBS 配制）制成相当于
脑组织含 0、50、100、150、200、250 U·g－ 1 AchE
活性的溶液。以不含谷胱甘肽的样品为空白，用
分光光度计于 412 nm 处测定样品的吸光度。以样
品液的酶活性（E，U·g－ 1）为横坐标，其吸光度
（A）为纵坐标，作线性回归，求得标准曲线方程为：
A ＝ 0.0097E ＋ 0.011，r ＝ 0.9984，表明在 0 ～ 250 
U·g－ 1 酶活性范围内与吸光度呈良好线性关系。
2.2.3　脑组织 AchE 的测定　取大鼠，给药方法
和给药剂量同“2.1.8”项下。分别于给药 3、5、
10、20、30、45 min 及 1.0、1.5、2.0、3.0、4.0 h 
断头处死，立即分离全脑组织，并制备脑匀浆样
品。将每份脑匀浆上清液分为供试管和对照管，
两管内各加入上清液 100 μL，再在对照管中加入
0.1% 水杨酸毒扁豆碱（蒸馏水配制）1 滴，两管各
加入 pH 7.4 的 PBS 1.9 mL，混匀，置 37℃水浴
中预热 5 min，各管加入 2.5 mmol·L－ 1 AThCh 底
物液（双蒸馏水配制）0.5 mL，混匀，37℃水浴 15 
min，测定管中加入 0.1% 水杨酸毒扁豆碱 l 滴以
终止反应，最后在两管中各加入 2.0 mmol·L－ 1

的 DTNB 溶 液 0.5 mL， 混 匀，4000 r·min－ 1 离
心15 min 后，分取上清液，以对照管溶液为空白，
用可见分光光度计于 412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计算脑组织的 AchE 活性，结果见表 1。将测得的
脑组织 AchE 活性取均值对时间作曲线图，结果
见图 1。可见，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经鼻
腔给药后，脑组织中 AchE 的活性很快下降，酶
活性最低值（Emin）出现在给药后 10 min，与脑组
织中药物峰浓度的 tmax 一致。随后，AchE 活性随
着脑组织中盐酸多奈哌齐浓度的下降逐渐回升并
最终达稳定状态。将大鼠脑组织中盐酸多奈哌齐
浓度（Y）与对应相同时间点脑组织中 AchE 活性
（X）进行回归分析 [14-15]，求得回归方程为：Y ＝－

449.15X ＋ 22 315，r ＝ 0.9652（P ＜ 0.001）， 表
明两者之间成负相关。
3　讨论

　　盐酸多奈哌齐治疗 AD 主要是通过抑制脑组
织内 AchE 活性来发挥作用。本文大鼠体内药动
学研究结果显示，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经
鼻腔给药后，药物进入脑组织的速度很快，tmax

仅为 10 min，此后脑药浓度快速下降，提示该鼻
用凝胶剂中药物释放较快且完全，无缓释长效作
用。另外，课题组前期研究已证实，该鼻用凝胶
剂亦具有明显脑靶向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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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剂在大鼠脑组织中药物浓度与

AchE活性 (x±s，n ＝ 4 ～ 6) 
Tab 1　Drug concentration and AchE activity in the brain tissue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thermosensitive 
nasal gel in rats (x±s，n ＝ 4 ～ 6)

时间 /h 药物浓度 /（ng·g － 1） AchE 活性 /（U·g － 1）

0.05    1253.51±430.05 43.40±4.50
0.08    2623.76±1007.52 43.25±2.60
0.17 10 758.94±2605.19 26.98±3.58
0.33    7225.85±1878.47 32.27±2.98
0.5    6177.84±1701.97 36.80±3.46
0.75    5183.86±1438.55 40.00±3.18

1    3767.06±2105.33 42.55±2.68
1.5      950.45±277.36 44.28±4.94
2      674.14±163.98 50.28±2.14
3      707.49±160.22 48.99±2.24
4      787.56±223.91 48.40±2.38

图 1　盐酸多奈哌齐鼻用温敏凝胶在大鼠脑组织中药物浓度与 AchE
活性 - 时间曲线 
Fig 1　Drug concentration and AchE activity-time curve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thermosensitive nasal gel in rats 

　　大鼠体内药效学研究发现，盐酸多奈哌齐鼻
用凝胶给药后，在实验的盐酸多奈哌齐浓度范围
内，脑组织内 AchE 的活性随着药物浓度快速升
高而下降，其活性最低值出现时间与脑组织内药
物的 tmax 完全相同，即脑组织盐酸多奈哌齐浓度
达峰值时，AchE 的活性最小；在 tmax 之后，随着
脑组织内盐酸多奈哌齐浓度的下降，AchE 的活性
逐渐回升并趋于稳定。脑中 AchE 活性的变化与
脑内盐酸多奈哌齐浓度的变化趋势相反，即药物
对脑中 AchE 活性抑制效应的大小与脑药浓度变
化完全同步，提示无药物滞后效应存在。脑组织
AchE 活性与脑药浓度相关性拟合结果显示，相关
系数 r 值大于 0.9，斜率为负值，表明盐酸多奈哌
齐在脑组织内对 AchE 活性抑制作用强弱与其浓
度成明显正相关。这一现象，再次证实了盐酸多
奈哌齐用于治疗 AD 的主要药理机制，对于今后
研究开发盐酸多奈哌齐鼻腔途径给药新制剂和预
测现上市制剂的临床疗效具有指导作用。另外，

作者曾采用 DAS3.3.0 药动学软件，尝试对脑组
织盐酸多奈哌齐浓度与药效学数据进行 PK-PD 结
合模型拟合，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并不符合经典的
Sigmoid Emax 模型（Hill 模型）机制 [16]。至于采
用何种 PK-PD 结合模型进行分析比较合适，有待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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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乙拉西坦 pH敏感鼻用凝胶剂在大鼠脑组织内 
生物利用度的研究

李爽1，2，黄晶1，2，丛志新1，2，谷福根1*（1.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和浩特　010050；2.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

学院，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目的　研究左乙拉西坦 pH 敏感鼻用凝胶剂在大鼠脑组织内的药动学及其生物利用度。

方法　采用 HPLC-UV 法测定大鼠脑组织中左乙拉西坦浓度；以 1.0% 左乙拉西坦溶液灌胃给

药为参比，测定该药物 pH 敏感鼻用凝胶剂经鼻腔给药后在脑组织中的药物浓度并计算 tmax、

Cmax、AUC0 ～ t、AUC0 ～∞及相对生物利用度（Fr）等主要药动学参数。结果　给药剂量为 1.0 
mg·kg－ 1 的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用凝胶与 10.0 mg·kg－ 1 的左乙拉西坦溶液分别经鼻腔和

灌胃给药后，测得药物在脑组织中药动学参数 tmax 分别为（0.625±0.25）和（1.25±0.50）h，Cmax

分别为（10.60±2.52）和（19.75±2.88）μg·g－ 1，AUC0 ～ t 分别为（22.84±2.73）和（50.71±6.08）
μg·h·g－ 1，AUC0 ～∞分别为（24.57±2.81）和（51.54±6.09）μg·h·g－ 1。求得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用凝胶在脑组织中的 Fr 为 476.83%。结论　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用凝胶经鼻腔给

药后，药物入脑速度快，生物利用度高，有较强脑靶向性。

关键词：左乙拉西坦；pH 敏感鼻用凝胶；鼻腔给药；脑内药动学；生物利用度；脑靶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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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vailability of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in the cerebral tissues of rats

LI Shuang1, 2, HUANG Jing1, 2, CONG Zhi-xin1, 2, GU Fu-gen1* (1. Affiliated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50; 2. School of Pharmacy,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and 
its 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in the cerebral tissues of rats. Methods  The concentration of levetiracetam 
in the cerebral tissues was determined by HPLC method. The above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was administered to rats with 1.0% levetiracetam solution given intragastrically as a reference.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levetiracetam in the cerebral tissues such as tmax, Cmax, 
AUC0 ～ t, AUC0 ～∞ and 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Fr)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cereb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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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是一种新型广谱
抗癫痫药物，临床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的添加治
疗 [1]。与其他抗癫痫药物相比，左乙拉西坦具有
选择性高、不良反应少、耐受性好等特点 [2-3]。左
乙拉西坦上市剂型有片剂、口服溶液、注射液等。
口服制剂吸收起效较慢，注射剂使用不便，且上
述两种给药途径均因血脑屏障的存在以及该药物
极性大等原因，导致进入脑组织内药量少，其临
床疗效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4]。鼻腔给药具有吸收
快、生物利用度高、给药方便以及脑靶向性递药
等特点，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治疗中已显示
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5-6]。因此，本文在前期完成
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用凝胶剂的处方优化 [7]

及其在动物体内生物利用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考察该药物鼻用新制剂在大鼠脑组织内的药动
学并初步评价其脑靶向性，旨在为今后研究开发
左乙拉西坦鼻腔给药新制剂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LC-20AT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VORTEX-5 旋涡混合器（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KQ5200E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H1750R 高速离心机（湖南
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Arioso UP 900
超纯水器（韩国 Human 公司）。
1.2　试药

　　左乙拉西坦对照品（湖北威德利化学科技有
限 公 司， 纯 度：99.0%， 批 号：WDL180212）；
左乙拉西坦 pH 敏感鼻用凝胶（自制，批号：
20200709，浓度为 1.0%）；甲硝唑对照品（内
标，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纯度：98%，编
号：SM8460）；生理盐水（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批号：1808073402）；乙酸乙酯（分析纯，天津
新技术产业园区科茂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腈、

甲醇均为色谱纯，水均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
分析纯。
1.3　实验动物

　　雄性 SD 大鼠，体质量 200 ～ 250 g [ 内蒙古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生产许可证号：SCXK（蒙）
2016-0001]。
2　方法及结果

2.1　色谱条件 [8]

　　色谱柱：InertSustainC18 柱（250 mm×4.6 mm，
5 μm）；保护柱：Wonda Sil C18（10 mm×4 mm，5 
µm）；流动相：乙腈 - 水（11∶89，V/V）；流速：1.0 
mL·min－ 1；柱温：室温；检测波长：205 nm，进样量：
20 µL。
2.2　脑样品处理 [9]

　　按质量与体积之比 1∶3 加入生理盐水，在
冰水浴条件下，将大鼠全脑进行匀浆，匀浆液以
11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100 μL 置
于 EP 管中，分别加入甲醇 40 µL，7 μg·mL－ 1

甲硝唑水溶液 20 µL，旋涡混合 30 s，再加入
乙酸乙酯 1000 µL，旋涡混合 3 min，以 11 000 
r·min－ 1 离心 3 min，取上清液于另一 EP 管中，
45℃水浴中氮气吹干，残渣用 100 μL 流动相复
溶，再以 11 000 r·min－ 1 离心 3 min，取上清液
进样。
2.3　专属性考察

　　分别取空白脑匀浆，空白脑匀浆加左乙拉
西坦对照品，左乙拉西坦经鼻腔与灌胃给药 30 
min 后脑匀浆样品各 100 μL。按“2.2”项下方法
处理后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结果见图 1。可
见，在该色谱条件下，左乙拉西坦保留时间为7.2 
min，内标保留时间为 8.6 min，两者分离良好，
且无内源性物质干扰，表明该方法专属性良好。
2.4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左乙拉西坦对照品约 5.0 mg，加水制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such as tmax, Cmax, AUC0 ～ t, and 
AUC0 ～∞ at the dose of 1.0 mg·kg－ 1 an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10.0 mg·kg－ 1 levetiracetam 
solution were (0.625±0.25) and (1.25±0.50) h, (10.60±2.52) and (19.75±2.88) μg·g－ 1, 
(22.84±2.73) and (50.71±6.08) μg·h·g－ 1, (24.57±2.81) and (51.54±6.09) μg·h·g－ 1, 
respectively. The cerebral Fr of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was 476.83%. Conclusion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may rapidly deliver the drug into the brain with high cerebral 
bioavailability and good targeting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evetiracetam; pH-sensitive nasal gel; nasal administration; cerebral pharmacokinetics; 
bioavailability; brain tar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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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00 μg·mL－ 1 的左乙拉西坦储备液。再用水稀释，
分 别 配 制 为 1.2、2.4、4.8、6.0、12.0、24.0、36.0 
μg·mL－ 1 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取大鼠空白脑匀浆
100 μL，分别加入上述对照品溶液 20 μL，制得质量
浓度为 0.2、0.4、0.8、1.0、2.0、4.0、6.0 μg·mL－ 1

的系列脑匀浆标准样品，按“2.2”项下方法处理后
进样测定。以左乙拉西坦的质量浓度（X）为横坐
标，药物与内标的峰面积比（Y）为纵坐标，作线性

回归，求得回归方程为：Y ＝ 0.2868X ＋ 0.021，r ＝
0.9995，表明左乙拉西坦在 0.2 ～ 6.0 μg·mL－ 1 内
与峰面积比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5　精密度考察

　　取空白脑匀浆100 μL，同法配制0.4、1.0、4.0 
μg·mL－ 1 的左乙拉西坦脑匀浆质控样品，各 5份，
按“2.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样测定，日内重复测
定 5 次，连续测定 5 d，结果低、中、高质量浓
度的日内 RSD 分别为 2.0%、1.0%、1.7%，日间
RSD 分别为 1.1%、2.1%、1.4%，表明该方法精
密度良好。
2.6　回收率的考察

　　配制质量浓度分别为 0.4、1.0、4.0 μg·mL－ 1

的左乙拉西坦脑匀浆质控样品，各 5 份，按“2.2”
项下方法处理后进样测定，计算方法的相对回收率
和提取回收率，结果低、中、高质量浓度的相对
回收率分别为（91.96±0.02）%、（96.44±0.03）%、
（106.54±0.01）%，RSD 分别为 2.2%、3.4%、0.89%，
提取回收率分别为（97.12±0.02）%、（94.37± 

0.03）%、（89.38±0.02）%，RSD 分别为 1.9%、3.1%、
2.7%，满足生物样品分析要求。
2.7　检测限和定量限

　　将药物浓度逐步递减，制备系列不同浓度左
乙拉西坦脑匀浆样品，按“2.2”项下方法处理后
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以信噪比 S/N ＝ 3 作为
检测限，S/N ＝ 10 作为定量限。结果该方法检测
限为 0.2 μg·mL－ 1，定量限为 0.8 μg·mL－ 1。
2.8　样品稳定性考察

　　配制质量浓度分别为 0.4、1.0、4.0 μg·mL－ 1

的左乙拉西坦脑匀浆样品，分别在室温下放置 24 
h，按“2.2”项下方法处理后在进样室放置 24 h，
冻 - 融循环 3 次，－ 20℃冷冻放置 5 d，考察样
品的稳定性。结果脑匀浆样品在上述不同条件下
放置，各浓度样品的 RSD 均＜ 5%，表明该药物
脑匀浆样品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2.9　大鼠脑组织中药动学研究

　　取 SD 大鼠 56 只，随机均分为鼻腔给药组与
灌胃给药组，灌胃给药组实验前禁食 12 h，自由
饮水。灌胃给药组给予 0.1% 左乙拉西坦溶液（临
用前蒸馏水配制），剂量为 10.0 mg·kg－ 1。鼻腔
给药组给药方法见文献 [5]，剂量为 1.0 mg·kg－ 1。
两组均分别于给药 5、15、30 min，1.0、2.0、4.0、
6.0 h 后将动物断头处死，分离全脑组织，依照
“2.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样测定。
　　根据动物脑组织质量和匀浆时所加生理盐水体

图 1　左乙拉西坦在大鼠脑匀浆中 HPLC 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levetiracetam in the rat cerebral tissues
A. 空白脑匀浆（blank brain homogenate）；B. 空白脑匀浆加左乙拉

西 坦 对 照 品（blank brain homogenate spiked with levetiracetam con-
trol）；C. 鼻腔给药 30 min 后脑匀浆样品（brain homogenate sample  
30 min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levetiracetam nasal gel ）；D. 灌 胃

给药 30 min 后脑浆样品（brain homogenate sample 30 min after the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levetiracetam solution）；1. 左乙拉西坦

（levetiracetam）；2. 内标（inter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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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将大鼠脑匀浆中药物质量浓度单位 μg·mL－ 1

换算成 μg·g－ 1 后，计算均值并绘制脑组织药物
浓度 - 时间曲线图。根据实测数据，直接读取左
乙拉西坦在脑组织中的药动学参数 tmax 与 Cmax 值，
AUC0 ～ t 采用梯形面积法计算，AUCt ～∞采用公式：
AUCt ～∞＝ Ct/ke，进行计算，式中，Ct 为最后一个采
样时间点所测脑组织中药物浓度，ke 为消除速率常
数。结果见图 2，求得左乙拉西坦在脑组织中的主要
药动学参数见表 1。可见，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
用凝胶经鼻腔给药后，药物进入大鼠脑组织中的速
度很快，其 tmax 约为 30 min，远小于灌胃途径的 1.25 
h。参照血中药物相对生物利用度（Fr）计算方法 [10]，
以左乙拉西坦溶液灌胃给药为参比，求得该药物 pH
敏感鼻用凝胶剂在脑组织中的 Fr 为 476.83%。

图 2　左乙拉西坦鼻腔和灌胃给药后在大鼠脑组织中平均药物浓度 -
时间曲线（n ＝ 4）
Fig 2　Mean drug concentration-time curves in brain tissues after the 
nasal an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levetiracetam to rats（n ＝ 4）

表 1　左乙拉西坦鼻用凝胶剂及其溶液在大鼠脑组织中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x±s，n ＝ 4) 
Tab 1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in the brain tissue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levetiracetam nasal gel and solution in rats (x±s，n＝4)

药动学参数 tmax/h Cmax/（μg·g － 1） AUC0 ～ t/（μg·h·g － 1） AUC0 ～∞ /（μg·h·g － 1） Fr/%

灌胃给药组 1.25±0.50 19.75±2.88 50.71±6.08 51.54±6.09 476.83

鼻腔给药组 0.625±0.25** 10.60±2.52 22.84±2.73 24.57±2.81

注（Note）：与灌胃给药组比较，**P ＜ 0.01（Compared with the intragastrically group，**P ＜ 0.01）。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选择

　　本文首次尝试建立一种特异性强、灵敏度
较高的动物脑组织中药物浓度的 HPLC 测定方
法。在色谱条件摸索中，作者曾使用柱长仅为
150 mm 的 Wondasil C18 反相柱，结果发现，药物
及内标峰形较差，并有内源性物质干扰，后更换
柱长为 250 mm 的 InertSustain C18 反相柱，结果
药物及内标峰形明显改善，也消除了内源性物质
干扰，究其原因，可能与色谱柱过短导致各成分
分离时间不足以及不同厂家柱内填料存在差异有
关。此外，根据文献报道 [11]，曾使用磷酸盐缓冲
液（pH 4.0）- 乙腈（93∶7）作为流动相，发现药
物峰形较差，并有内源性物质干扰，后换乙腈 -
水（11∶89）为流动相，结果药物及内标峰形良
好，保留时间适宜，也无内源性物质干扰测定。
此外，在内标筛选中，作者曾选择盐酸小檗碱、
氢溴酸西酞普兰、盐酸多奈哌齐以及甲硝唑作为
内标，结果发现前 3 种候选内标物与药物峰几乎
重叠，经多次调整流动相组成比例，两者仍无法
达到基线分离，而当用甲硝唑作为内标时，可实
现与药物峰的完全分离，且其峰形良好，保留时
间适宜，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9]。因此，本文最后
选择甲硝唑作为内标。在大鼠脑匀浆的前处理过
程中，曾采用甲基叔丁基醚、乙醚、二氯甲烷、

甲醇、乙腈等作为萃取剂或蛋白沉淀剂，结果均
不理想，后参考文献 [11] 换用乙酸乙酯为萃取剂，
提取回收率较理想。
3.2　给药剂量的选择

　　左乙拉西坦临床单次口服剂量一般为 500 
mg，按体表面积换算为大鼠灌胃给药剂量为 45 
mg·kg－ 1，文献 [4] 中左乙拉西坦经小鼠鼻腔给
药剂量为 25 mg·kg－ 1，换算为大鼠鼻腔给药剂
量为 18 mg·kg－ 1，本研究中灌胃给药剂量 10 
mg·kg－ 1，仅约为理论折算剂量的 1/5，鼻腔给
药剂量为 1.0 mg·kg－ 1，为文献报道剂量的 1/20。
在预实验中发现，当鼻腔给药与灌胃给药剂量相
同时，脑组织样品中左乙拉西坦的浓度远超标准
曲线浓度的上限，测定前需要对样品进行稀释处
理，为了使两种给药途径脑样品中药物浓度尽量
采用同一标准曲线来定量，研究中将鼻腔给药剂
量减少至灌胃剂量的 1/10。
3.3　脑靶向性评价

　　左乙拉西坦只有进入脑组织内才能发挥治疗
癫痫的作用，口服与注射途径给药，药物均必须
由血液循环透过血脑屏障才能入脑。亲脂性的药
物，更易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而亲水性药物
不易透过血脑屏障 [12]。由于左乙拉西坦属于亲水
性药物，极性大，导致其不易透过血脑屏障，故
上述途径给药后，入脑速度慢且药量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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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左乙拉西坦的 pH 敏感鼻用凝胶经鼻腔给
药后，药物在大鼠脑组织中的 tmax 显著小于灌胃
给药，表明其入脑速度快于灌胃给药。采用脑组
织中药物生物利用度指标来评价鼻腔给药制剂的
脑靶向性早有报道 [13]，本文中左乙拉西坦鼻用
凝胶在脑组织中的 Fr 高达 476.83%，表明该制
剂具有脑靶向性 [14]，此结果也与文献报道 [4] 一
致。鉴于左乙拉西坦在体内的药动学具有呈线
性特性 [15-16]，且本研究鼻用给药剂量仅为灌胃
给药 1/10 时，但鼻腔给药后测得药物在脑中的
Cmax、AUC0 ～ t 以及 AUC0 ～∞约为灌胃给药途径的
1/2，因此，预测给药剂量相同时，pH 敏感鼻用
凝胶经鼻腔给药脑组织中药物的 Cmax、AUC0 ～ t

以及 AUC0 ～∞值将远大于灌胃给药。表明左乙拉
西坦鼻用制剂具有明显脑靶向性，其主要机制可
能为：一方面该制剂给药后，在鼻腔可快速形成
不可流动的半固体凝胶形式，在鼻腔滞留时间明
显延长，药物在体内生物利用度改善，血脑屏障
两侧药物浓度梯度增大，导致药物由血循环透过
血脑屏障入脑药量增加 [17-18]；另一方面，鼻腔给
药后，部分药物可绕开血脑屏障，在鼻腔嗅区
沿嗅神经 - 嗅球通路直接入脑，即脑靶向递送药
物 [19]。综上所述，本文中左乙拉西坦 pH 敏感鼻
用凝胶剂具有给药方便、入脑速度快、脑靶向性
强等特点，预期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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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尿石素 A 是天然多酚化合物鞣花单宁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最新研究表明尿石素 A 具

有重要的生物活性作用，如抗氧化、抗炎、抗衰老、调节雌 / 雄激素及诱导线粒体自噬等。因

此尿石素 A 在许多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糖尿病、肥胖、

骨关节炎等的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对尿石素 A 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期为尿石素 A 的研究开发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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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urolith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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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olithin A is a secondary metabolite of natural polyphenol ellagitanin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urolithin A has important bi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
inflammation, anti-aging, regulating estrogen/androgen and induction of mitophagy. Therefore, 
urolithin 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ny diseases, such as canc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diabetes, obesity, osteoarthritis 
and so 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urolithin 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urolith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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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石素 A（urolithin A，UA）是天然多酚化
合物鞣花单宁（ellagitannins，ETs）的一种次生
代谢产物。ETs 主要存在于石榴、树莓、草莓、
核桃和红酒等食物中 [1]，UA 则是 ETs 经肠道微
生物代谢后的产物。大量研究证实 UA 具有抗氧
化、抗炎、抗衰老、调节雌 / 雄激素及诱导线粒
体自噬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 [2-3]。随着研究的深

入和相关机制的探索，UA 的许多药理学作用被
逐渐阐明。UA 具有显著的抗增殖和抗氧化作用，
能预防及治疗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同时对膀胱
癌、子宫内膜癌及胰腺癌等均有防治作用 [4-7]。近
年来研究发现，UA 能够诱导线粒体自噬，从而
发挥延缓衰老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8]。UA
因其强大的抗炎作用，能够保护肾脏并预防结直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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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骨关节炎及椎间盘退变等疾病 [9-10]，同时
有研究发现 UA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阿尔茨海
默病和帕金森病的治疗中具有显著效果 [11]。此
外，UA 对许多代谢性疾病的防治也具有积极作
用。UA 在众多疾病的防治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与此同时 UA 的食物来源十分广泛，目前
关于 UA 的综述较少，本文对 UA 的药理学作用
及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UA 的研究
开发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UA的来源及分布 
1.1　来源

　　UA 是 ETs 经肠道微生物代谢的产物。ETs 作
为天然多酚化合物，因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过
敏及抗病毒等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 [12]。ETs 除了
来源于石榴和核桃等食物，也存在于余甘子、诃
子及五味子等中药中 [13]。ETs 分子结构中的羟基
极性较大，不利于肠壁吸收，本身的生物利用度
非常低。许多研究发现，ETs 被人体摄入后在结
肠部位经肠道菌群代谢转化生成尿石素后才被
吸收，ETs 在上消化道中水解成鞣花酸（ellagic 
acid，EA），EA 经肠道菌群进一步加工丢失一个

内酯环并进行连续的脱羟反应后生成尿石素 [14]。
有报道认为尿石素可能是 ETs 在体内发挥生物作
用的物质基础 [15]。
1.2　分布

　　尿石素是具有不同羟基取代基的二苯并吡
喃 -6- 酮衍生物，通过从不同位置依次去除羟基
后相继产生四羟基尿石素（UD）、三羟基尿石
素（UC）、二羟基尿石素（UA）和单羟基尿石素
（UB）[16]。UA 作为 ETs 最主要的代谢产物，依
赖其亲脂性通过肠上皮细胞进入血液循环，同
时 UA 在体内存在肝肠循环，部分 UA 以葡糖醛
酸苷结合物的形式存在。UA 在前列腺、结肠和
小肠中的分布水平较其他器官组织更高，而 UA
葡糖醛酸苷结合物在肝脏和肾脏中的分布水平较
高 [17-18]。给予石榴汁能够在脑组织中检测到 UA，
提示 UA 可透过血脑屏障，发挥脑保护作用 [19]。
在 ETs 的排泄研究中，发现 UA 及其葡糖醛酸苷
结合物是尿液中 ETs 代谢衍生物中含量最丰富的
成分，而 UA 是粪便中唯一检测到的 ETs 代谢衍
生物 [20]。

图 1　尿石素 A 的药理作用

Fig 1　Pharmacological effect of urolithin A

2　UA的药理作用及相关机制研究

2.1　UA 与癌症

　　关于癌症的治疗多集中在手术及化学药物疗
法，然而化疗药物大多存在毒副作用大并且耐药
性强的弊端。有研究发现植物化学物能够减轻化
疗药物的耐药性及其毒副作用，具有作为癌症防
治药物和佐剂的潜力 [21]。已有许多研究报道 UA
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其在前列腺癌、结直肠
癌、膀胱癌、子宫内膜癌及胰腺癌等相关癌症的
治疗中均发挥有益作用。
　　前列腺癌发展初期是雄激素依赖性的，所以

雄激素剥夺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是治疗前列腺癌的重要方法之一，UA 则
能够下调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
的表达抑制细胞增殖，同时下调 AKT 磷酸化的
水平，发挥前列腺癌治疗作用 [4]。Stanislawska
等 [22] 研究发现 UA 能够抑制 LNCaP 细胞（一种
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体外模型）增殖，诱导其
凋亡，同时增加 AKT 的 Ser473 位点磷酸化的水
平，从而在前列腺癌的防治中发挥作用。比卡鲁
胺是一种非甾体抗雄激素药物，常用于治疗前列
腺癌，UA 与比卡鲁胺联合使用显示出更好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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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作用，并促进 AR 的胞质定位，表明 UA 能
够作为前列腺癌的辅助治疗药物 [23]。Vicinanza
等 [24] 通过对雄激素非依赖性的前列腺癌细胞研
究发现，UA 通过诱导 G2/M 阻滞，致使 Cyclin 
B1/CDC2 激酶复合物失活，提示 UA 能够抑制雄
激素非依赖性的前列腺癌细胞生长。Zhou 等 [25]

研究发现甲基化的尿石素 A（methylated urolithin 
A，mUA）也可以治疗前列腺癌，mUA 通过调节
miR-21 及其下游靶点包括 PTEN、AKT 和 Wnt/
β-catenin 信号传导来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活力。
　　结直肠癌患者摄入石榴提取物后，在结肠
组织发现大量尿石素，其中 UA 和异尿石素 A
（isourolithin A，IsoUA）含量最多，同时尿石素
混合物对结肠上皮癌细胞具有抗肿瘤作用，以
UA 和 IsoUA 的作用最强，可能是通过上调 p21
发挥抗肿瘤作用 [26]。5- 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
5-FU）是结直肠癌治疗的首选药物，但大多数晚
期结直肠癌患者对 5-FU 单药治疗敏感性较低。
González-Sarrías 等 [5] 研究发现，UA 靶向结直肠
癌患者的结肠黏膜，能够增强 5-FU 和 5'DFUR
（一种 5-FU 前体药物）对结肠癌细胞的作用，可
作为治疗结直肠癌的佐剂。同时有研究发现 UA
可以通过阻滞细胞周期并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
来显示抗肿瘤活性，还会诱导自噬并抑制结直肠
癌细胞转移 [27]。Norden 等 [28] 发现 UA 是通过降
低 p53/TIGAR 轴在结肠癌细胞中的糖酵解潜能而
获得抗增殖能力，抑制结肠癌细胞的生长。
　　已有研究发现尿石素对膀胱癌细胞系 T24 具
有潜在抗增殖作用，其机制是通过 p38/ 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和 c-Jun 介导的 caspase-3 激活抑制细胞
增殖 [29]。但在不同细胞系之间，尿石素的敏感性
差异明显，膀胱癌细胞 UMUC3 相对更易感。不
同尿石素的作用强度也不尽相同，UA 的作用更
强，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增加细胞凋亡，并
抑制 UMUC3 细胞中的细胞内磷脂酰肌醇 3- 激
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AKT 和
MAPK 的信号传导，从而抑制膀胱癌 [6]。
　　UA 能通过诱导 G2/M 期阻滞抑制子宫内膜
癌细胞增殖，同时调节雌激素受体 -α（estrogen 
receptor-α，ER-α）依赖性基因表达发挥雌激素激
动剂作用，治疗子宫内膜癌 [30]。此外有研究发现
UA 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途径抑制细胞增
殖和促进细胞凋亡，从而发挥治疗胰腺导管腺癌
的作用 [7]。

2.2　UA 与衰老

　　衰老的自由基理论认为线粒体代谢中产生的
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致使机
体发生氧化应激从而导致衰老，而线粒体自噬对
维持线粒体健康及完整发挥着重要作用 [31]。近期
有报道称 UA 可以调控线粒体自噬从而展示出延
缓衰老的潜力。Ryu 等 [3] 研究发现 UA 在秀丽隐
杆线虫中通过诱导线粒体自噬缓解了线粒体功能
障碍，延长了其寿命。在啮齿动物中，UA 能够
逆转与年龄相关的肌肉功能下降，表明 UA 通过
增强线粒体功能改善肌肉质量并延长机体寿命。
Waltz 等 [32]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UA 能够诱导线
粒体自噬改善老年人肌肉减少的症状。Chen 等 [33]

证实 UA 能够抑制衰老相关的星形胶质细胞的激
活，并通过激活 miR-34a 介导的 SIRT1/mTOR 信
号通路来诱导海马组织自噬，改善衰老相关的认
知障碍。Liu 等 [34] 则利用 UA 干预衰老的皮肤成
纤维细胞，结果显示 UA 显著增加了Ⅰ型胶原蛋
白的表达，并降低了基质金属蛋白酶 1（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MMP-1）的表达，还通过激
活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介导的抗氧化反应减少
细胞内的 ROS，从而显示出强大的抗衰老潜力。
2.3　UA 与心血管疾病

　　 全 球 心 血 管 疾 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
不仅增加了社会经济负担，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
生活质量 [35]。CVD 是多因素疾病，炎症能够增
加 CVD 的发病风险，氧化应激与 CVD 的发病机
制有关，有报道将肠道微生物衍生的代谢产物与
CVD 的发病风险相关联 [36]。UA 已被报道具有强
大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相关研究证实 UA 能够
在 CVD 中发挥有益作用。Savi 等 [37] 采用糖尿病
大鼠模型对糖尿病性心肌病进行体内研究，发现
UA 能够减轻心肌组织对高血糖症的初始炎症反
应并改善心肌微环境，促进心肌细胞收缩力和钙
动力学的恢复，表明 UA 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药物
控制糖尿病性心肌病并预防其并发症。Mele 等 [38]

研究发现，ETs 来源的代谢产物可以减缓动脉粥
样硬化进程，其机制主要与抗炎作用和脂质转运
及代谢有关。Cui 等 [39] 研究发现 UA 通过激活 B
族Ⅰ型清道夫受体（scavenger receptor class B type 
I，SR-BI）和激活 Nrf2 信号通路延缓动脉粥样硬
化。Selma 等 [40] 研究了尿石素代谢表型（urolithin 
metabotypes，UMs）和心脏代谢风险（cardio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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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c risk，CMR）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载脂蛋
白 A-I（apolipoprotein A-I，ApoA-I）和高密度脂
蛋 白 胆 固 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的水平随着尿液中 UA 水平的升高而显
著提高。Tang 等 [41] 研究发现 UA 可以改善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通过调节 PI3K/AKT 通路，减轻
缺血再灌注后心肌细胞的缺氧复氧（hypoxia/reox-
ygenation，H/R）损伤，减少心肌梗死面积和细胞
凋亡，同时增强心肌细胞的抗氧化能力。UA 能够
通过诱导线粒体自噬改善线粒体功能及肌肉功能，
而心脏线粒体是负责产生能量丰富的 ATP 的关键
细胞器，线粒体功能障碍是导致心力衰竭的根本
原因，目前线粒体功能障碍被认为是潜在的治疗
靶点，UA 也成为治疗 CVD 的新型候选药物 [42]。
2.4　UA 与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炎症是神经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
tive disease，ND）发生和发展中的重要过程。氧
化应激和异常蛋白聚集引起的细胞凋亡往往会引
发神经炎症，神经炎症释放的促炎细胞因子进而
影响神经变性 [43]。有研究发现 UA 通过诱导自噬
以及激活沉默信号调节因子 1（SIRT-1）去乙酰
化机制介导抗炎活性，抑制了神经炎症和神经毒
性，预防了神经变性，提示 UA 是一种有效的神
经保护剂 [44]。Kim 等 [45] 使用 UA 处理 H2O2 诱导
氧化损伤的神经元细胞时，发现其可以通过抑制
线粒体相关的凋亡途径和调节 p38/MAPK 途径来
减轻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发挥神经保护作
用。同时，有研究发现 UA 可以通过直接清除自
由基及抑制氧化酶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46]。Ahsan
等 [47] 研究发现 UA 通过激活自噬抑制了内质网应
激从而减轻缺血性神经元死亡，具有治疗脑缺血
性中风的潜力。
　　Lee 等 [48] 研究发现 UA 能够预防和治疗糖
尿病相关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通常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会导致淀粉样
蛋白生成，进而引起神经病理学改变。研究证
实 UA 可以通过调节 2 型转谷氨酰胺酶依赖的线
粒体相关内质网膜和钙稳态来抑制高糖诱导的神
经元淀粉样蛋白生成。Gong 等 [49] 发现 UA 可以
改善 APP/PS1（APPswe/PS1ΔE9）转基因小鼠
的记忆力损伤和神经炎症，其机制主要是 UA 通
过增强脑 AMPK 激活，降低 p38/MAPK 和 p65/
NF-κB 的激活以及抑制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和淀粉样前体蛋白β 位
裂 解 酶 1（β-site APP cleaving enzyme-1，BACE-

1）的降解来影响关键的细胞信号通路，从而预防
神经元凋亡，改善认知障碍。因此，UA 可以作
为潜在的 AD 治疗药物。Fang 等 [11] 在对 AD 的研
究中，发现 UA 通过诱导线粒体自噬改善了 APP/
PS1 小鼠的记忆障碍和认知障碍，线粒体自噬可
消除与 AD 有关的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减少不
溶性β 淀粉样蛋白 Aβ1-42 和 Aβ1-40，通过小胶
质细胞吞噬细胞外 Aβ 斑块并抑制神经炎症来预
防 APP/PS1 小鼠模型中的记忆损伤和认知障碍。
　　Kujawska 等 [19] 在对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进行研究中发现，石榴汁可以治疗
鱼藤酮诱导的 PD 大鼠，而石榴汁的神经保护作
用主要是通过 UA 介导。研究指出石榴汁通过增
加线粒体醛脱氢酶活性，维持抗凋亡蛋白 Bcl-xL
水平，减轻α- 突触核蛋白聚集和氧化损伤，影响
神经元活性和稳定性，从而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2.5　UA 与关节及脊椎退行性疾病

　　退行性疾病由增龄、劳损及创伤等多因素
引起，最常见的有关节退行性疾病骨关节炎（os-
teoarthritis，OA）和脊椎退行性疾病椎间盘退化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DD），退行性疾
病的发生可引起疼痛和活动受限从而导致劳动力
丧失，严重危害民众健康。Ding 等 [50] 研究指出
UA 主要是通过抑制 MAPK/NF-κB 信号通路减弱
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诱导的Ⅱ
型胶原和蛋白聚糖的降解，并减少炎症介质的产
生，保护软骨细胞。Fu 等 [9] 在研究骨关节炎的治
疗中发现，UA 以浓度依赖的方式抑制了 IL-1β 诱
导的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 E-2，PGE-2）、环氧化酶（cyclooxy-
genase-2，COX-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肿瘤坏死因子 -α（tu-
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白细胞介素 -6
（interleukin-6，IL-6）的表达及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其机制主要是 UA 通过抑制 PI3K/AKT/NF-κB 信号
通路，减轻了 IL-1β 诱导的炎症反应和软骨降解。
　　UA 治疗脊椎退行性疾病 IDD 的机制可能与
延缓髓核（nucleus pulposus，NP）细胞凋亡有关。
NP 是椎间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布压力与保
持基质稳态，维持椎间盘的生物学功能 [51]。Lin
等 [10] 研究发现，UA 通过激活 AMPK 信号通路诱
导了线粒体自噬，从而抑制叔丁基过氧化氢（tert-
butyl hydroperoxide，t-BHP）诱导的人骨肉瘤细胞
NP 细胞凋亡，减轻了椎间盘退化。Liu 等 [52] 在
研究椎间盘病变时发现，UA 通过 ERK、JNK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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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 通路改善了 TNF-α 诱导的 NP 细胞降解，同
时延缓了 H2O2 诱导的 NP 细胞衰老，进而减轻了
椎间盘退化。
2.6　UA 与代谢性疾病

　　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升
高 [53]，而膳食多酚对人体健康的有益作用已被多
方证实，并显示出对代谢性疾病的防治潜力。石
榴多酚及其肠道代谢产物 UA 可以改善代谢性疾
病相关临床指标，例如参与葡萄糖和脂肪酸代谢
的脂肪酶、α- 葡萄糖苷酶（α-glucosidase）和二肽
基肽酶 -4（dipeptidyl peptidase-4），以及影响脂肪
细胞分化和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积累的
相关基因脂联素、PPARγ、GLUT4和 FABP4等 [54]。
　　高级糖基化终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在体内的累积是导致糖尿病的病
因之一，有研究表明 UA 可能是通过清除甲基乙
二醛减少 AGEs 的生成，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55]。
Toney 等 [56] 研究证明 UA 通过增强线粒体功能和
生物合成来改善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并减轻肝脏中 TG 的积累，加强巨噬细胞
中 M1/M2 极化。Yang 等 [57] 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
使用高脂 / 高蔗糖（high fat/high sucrose，HF/HS）
饮食诱导 IR 小鼠模型，发现 UA 显著降低了空腹
血糖、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和 TG
水平，升高了脂联素水平，同时还能减少 IR 小鼠
肝细胞线粒体呼吸链的质子漏出，表明 UA 可能
通过介导肝脏糖异生及线粒体功能改变来促进 IR
改善。Zhou 等 [58] 研究发现余甘子可以改善高血糖
大鼠的血管功能，其机制是余甘子中 ETs 的代谢
产物 UA 调节 AKT/β-catenin 信号传导，改善了血
管平滑肌细胞的功能障碍。Tuohetaerbaike 等 [59] 利
用 2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研究 UA 的抗糖尿病作用，
结果表明 UA 通过诱导自噬及调节 AKT/mTOR 信
号通路发挥对糖尿病小鼠的胰腺保护作用。
　　此外有研究还发现 UA 具有减轻肥胖症状的
潜力。UA 是多酚类物质经肠道代谢的产物，这些
代谢产物具有减少肝脏细胞及脂肪细胞中 TG 累
积的能力 [60]。Abdulrasheed 等 [61] 对 Wistar 大鼠进
行高脂饮食喂养诱导肥胖症，UA 治疗后不仅能
够增加粪便中的脂肪排泄，还通过调节与脂肪生
成和脂肪酸氧化相关的基因，降低了内脏脂肪组
织质量和体质量，减少了肝脏脂肪的积累及其氧
化应激。同时，UA 可以通过增强棕色脂肪组织的
生热作用和诱导白色脂肪的褐变来增加能量消耗，
其机制是升高棕色脂肪及腹股沟脂肪库中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T3）水平，增加产
热进而拮抗肥胖 [62]。
2.7　其他药理作用

　　UA 能够发挥肾脏保护作用。Guada 等 [63] 利用
UA 治疗经顺铂诱导肾脏损伤的小鼠，发现 UA 显
著下调促炎细胞因子，抑制细胞凋亡，有效减轻
了顺铂诱导的肾脏损害。Jing 等 [64] 研究发现 UA
能减少促炎细胞因子 / 趋化因子包括 TNF-α、白
细胞介素 -23（interleukin-23，IL-23）、白细胞介
素 -18（interleukin-18，IL-18）和巨噬细胞炎性蛋
白 2（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 2，MIP2）的
表达，从而抑制浸润的白细胞；此外 UA 通过减少
炎症反应减少了产生 ROS 的酶，缓解氧化应激。
Wang 等 [65] 在研究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IRI）中发现，UA 通过促进自
噬，减少促炎因子 TNF-α、IL-1β、MIP1α 和 MIP2 
mRNA，缓解了肾脏 IRI。
　　UA 产生于胃肠道并经肠上皮细胞入血，提
示其有可能在肠道及肠壁发挥作用。研究发现 UA
可以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减轻炎症治疗炎症
性 肠 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66]。
而调节炎症的机制可能依赖于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途径。AHR 在肠道
的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中表达广泛，其激活与
IBD 的发生相关 [67]。Singh 等 [68] 发现 UA 及其模
拟物 UAS03 通过 AHR 和 Nrf2 依赖性途径增强
屏障功能，上调上皮紧密连接蛋白，从而减轻结
肠炎。Larrosa 等 [69] 给予大鼠 5% 右旋糖酐硫酸
钠，建立经典的 IBD 模型，结果显示 UA 改善了
肠道菌群并降低了炎症标志物。
　　此外，UA 还具有抑制黑色素生成的功效。
Wang 等 [70] 研究发现 UA 可以明显减弱 B16 黑色
素瘤细胞的黑色素生成，其机制主要是 UA 通过
对细胞酪氨酸酶的竞争性抑制作用影响了酪氨酸
酶的催化活化，进而减轻色素沉着。因此 UA 具
有美白淡斑的潜力和功效。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来 UA 作为天然植物化学
物 ETs 的肠道代谢产物备受关注，随着 UA 的药
理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UA 不
仅对癌症、CVD、ND 及代谢性疾病等众多临床
疾病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在延缓皮肤衰老、减
轻体质量和抑制黑色素生成等美容保健领域也展
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
为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将 UA 作为药物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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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食品应用于临床人群仍有很长一段距离。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 UA 是 ETs 经肠道代谢产生，进
一步探索其肠道菌群代谢过程，及相应菌群调控
机制，提高 UA 的转化率和利用率，也将是研究
开发 UA 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鉴于
UA 诸多的有益作用，有必要对其加强全面系统
的药理学作用及机制研究，加快相关药物及产品
的研究与开发，以期早日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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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类抗癌药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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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吲哚类化合物凭借其显著的生理活性而被广泛应用于靶向抗癌药物的研究。近年来，对

于吲哚类抗癌药物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新型抗癌药物主要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雌激素受体、血管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和拓扑异构酶等靶点发挥作用。本文

按不同靶点的分类，综述了近年来吲哚类抗癌药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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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indole anticancer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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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ol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targeted anticancer compounds due to 
their remarkable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indole anticancer drugs. These new anticancer drugs mainly target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s, histone deacetylases, estrogen receptors, vascula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s, 
topoisomerase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targe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indole anticancer drug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anticancer drug; indole;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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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人数
约占总死亡人数的 25%[1-2]。癌症的发病率一直处
于上升趋势，尽管现在有许多针对癌症的药物和治
疗手段，但其依然是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吲哚或 1H- 苯并 [b] 吡咯是一种有机化合
物，分子式为 C8H7N，其由六元苯环和五元含氮
吡咯环组成，是一种富含 π 键的杂芳烃。吲哚骨
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激素
中 [3]。研究发现，许多吲哚类化合物都具有抗菌、
抗炎、抗组胺、抗氧化、抗糖尿病、抗病毒、抗
胆碱酯酶和抗癌等药理作用 [4]。天然吲哚类药物
主要有褪黑素（1，melatonine，MT），属于吲哚
杂环类化合物，其化学名是 N- 乙酰基 -5- 甲氧基
色胺，是一种重要的生理性肿瘤抑制剂 [5-6]，广
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具有很好的抑制乳腺癌、
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多种肿瘤的功能 [7]。靛玉
红（2）是一种吲哚的缩合产物，该化合物对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

临床疗效可靠，毒副作用小，对骨髓无明显抑制
作用等特点 [8]。长春新碱（3）是 catharanthine 环
和 vindoline 环以碳桥相连的二聚吲哚结构，高
浓度长春新碱类化合物能诱导微管解聚，进而
让癌细胞死亡 [9]。长春新碱已被广泛用于治疗
癌症，包括霍奇金氏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卡
波西肉瘤、乳腺癌和睾丸癌 [10]。海洋类生物碱
eudistomin（4）对 p-388 淋巴瘤细胞具有抗增殖活
性，有望作为抗癌药物设计的先导化合物。此外，
双吲哚生物碱 dragmacidin（5）、hyrtinadine（6）、
nortopsentin（7）、topsentin（8）和 hyrtiosins（9）
都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 [11]（见图 1）。
　　目前，已经上市的吲哚类抗癌药物有舒尼
替尼（10，sunitinib）、阿来替尼（11，alectinib）、
帕比司他（12，panobinostat）和奥西替尼（13，
osimertinib）（见图 2）。舒尼替尼是血小板内皮
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s，P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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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的多靶点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用于治疗
胃肠间质瘤及晚期肾细胞癌 [12]；奥西替尼和阿
来替尼分别是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与 间
变 性 淋 巴 瘤 激 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抑制剂；帕比司他则为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 的 组 蛋 白 去 乙 酰 化 酶（histone deacetylase，
HDAC）抑制剂药物。近年来，研究者们针对不
同靶点又设计合成了诸多吲哚类抗癌药物，本综
述概括了近 5 年来吲哚类抗癌药物的研究进展。

图 2　已上市的吲哚类抗癌药物

Fig 2　Indole anticancer drugs on the market

1　吲哚类抗癌药物

1.1　吲哚类 EGFR 抑制剂

　　肺癌的病死率约占世界癌症病死率的 33.3%，
NSCLC 约占肺癌病例的 85%。EGFR 是一种糖蛋
白，属于受体型酪氨酸激酶家族的一类，用于控制
细胞的增长，正常情况下 EGFR 的作用时间短且受
到严密的控制，它在行使完功能后，就会被关闭。
若 EGFR 基因突变，会导致 EGFR 不能正常关闭，
无休止地刺激肿瘤细胞生长，最终导致肿瘤的发
生。研究表明，NSCLC 的肿瘤中存在 EGFR 的高
度表达 [13]。目前，用于治疗肺癌的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类药物有贝伐单抗、西妥昔单抗、厄洛替尼、吉
非替尼、奥西替尼和阿法替尼，虽然在初始治疗期
间临床效果不错，但耐药性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14]。
　　含有单吲哚结构的奥西替尼（13，osimertinib，
AZD9291）作为第三代 EGFR 抑制剂，主要针对具
有 EGFRT790M 突变的患者。奥西替尼选择性高，对
含 T790M/L858R 突变和外显子 19 缺失的 EGFR 抑
制活性强，其 IC50 值分别是 11.4 nmol·L－ 1 和 12.9 
nmol·L － 1， 而 对 野 生 型 EGFR 的 IC50 值 为 494 
nmol·L－ 1[15]。奥西替尼是不可逆的 EGFR 抑制剂，
能与分子靶点形成共价键，所以理论上应答持续更
久，产生耐药的机会相应减少。但是，最近有报道
称，奥西替尼也出现了 C797S 突变耐药问题。C797
位于 EGFR 基因第 20 号外显子编码的酪氨酸激酶
结合域，是 EGFR 蛋白与抑制剂结合的关键靶点 [16]

（见图 3），该位点的突变导致三磷酸腺苷（ATP）
竞争性靶向抑制剂无法阻止 EGFR 蛋白与 ATP 结
合，进而无法抑制下游信号通路的持续异常活化。

图 3　奥西替尼与 EGFR 蛋白（PDB：6JWL）的共晶结构模拟

Fig 3　Co-crystal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surface view of osimertinib 
with EGFR（PDB：6JWL）

　　Showalter 等 [17] 研究发现，N-（3- 溴苯基）-6-
甲氧基 -9H- 嘧啶基 -[4，5-b] 吲哚 -4- 胺表现出优
异的抗肿瘤活性，可能是有效的 EGFR 抑制剂。
Zhang 等 [18] 在此基础上，将嘧啶并 [4，5-b] 吲哚
处进行简化开环并引入具有活性的甲酰胺基团，
引入已被证实具有潜在 EGFR 抑制活性的苄氨基
团和抗肿瘤活性基团 2- 呋喃甲氨基，设计合成了

图 1　含有吲哚结构的具有天然抗癌和细胞毒性的化合物

Fig 1　Natural anticancer and cytotoxic compounds with indol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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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 N-（呋喃 -2- 甲基）-1H- 吲哚 -3- 甲酰胺衍
生物（见图 4）。以厄洛替尼（erlotinib）为阳性对
照，用 MTT 法测定了目标化合物的体外抗增殖
活性，结果发现在吲哚 5 位 C 原子处引入庞大芳
基的化合物 14 抑制效果显著（人非小细胞肺癌细
胞 A549：IC50 ＝ 5.61 μmol·L － 1，人宫颈癌细
胞 HeLa：IC50 ＝ 5.33 μmol·L － 1，人结肠癌细
胞 SW480：IC50 ＝ 10.48 μmol·L － 1）。共晶结构
模拟图揭示了化合物 14 与 EGFR（PDB：1M17）
的 连 接 方 式， 化 合 物 14 与 Gly697、Gln767、
Leu768、Thr830 和 Asp831 形 成 氢 键， 与 残 基
Lys721、Thr766、Leu694、Val702 和 Ala719 形
成较弱的疏水相互作用（见图 5），苄氨基的引入
恰好位于关键活性位点。因此，化合物 14 是潜
在的 EGFR 抑制剂，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图 4　化合物 14 的合成

Fig 4　Synthesis of compound 14 

图 5　化合物 14 与 EGFR 的共晶结构模拟（PDB：1M17）
Fig 5　Co-crystal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surface view of compound 14 
with EGFR（PDB：1M17）

　　吲哚 -3- 甲醇（indole-3-carbinol，I3C，见图
6）类化合物在十字花科蔬菜（西蓝花、球芽甘蓝、
卷心菜等）中含量相对较高，I3C 消化后的产物是
一种双吲哚衍生物。研究发现，该结构具有抗癌、
抗氧化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 [19-21]。在双吲哚
衍生物的基础上又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二吲哚 -2- 二
硫化物，可以选择性地抑制 EGFR 来阻断肿瘤细
胞的信号转导，从而抑制癌症的发展 [22]。

图 6　吲哚类 EGFR 抑制剂

Fig 6　EGFR inhibitors with indole structure 

　　Żołek 等 [23] 通过计算机模拟，对 Maciejewskaa

等 [24] 设计的 S-S 取代亚甲基的双吲哚衍生物进行
了毒性测试（见表 1）。结果显示，所有化合物毒性
剂量均低于推荐最大治疗剂量值 3.16 mg/（kg·d）。
hERG 钾离子通道抑制的可能性（hERG_filter）和
达到 50% 抑制效果时抑制剂浓度的对数值（pIC50）
显示，化合物 15、16 无心脏毒性，具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在肝脏毒性测试中，除了有甲氧基取
代的化合物 15，其余化合物均由于谷氨酰转肽酶
（GGT）、碱性磷酸酶（Alk-Phos）、乳酸脱氢酶
（LDH）、血清谷草转氨酶（SGOT）和谷丙转氨酶
（SGPT）水平的增加而被评估为对肝脏功能有毒
性；计算机模拟自由焓计算与人原髓细胞白血病细
胞 HL-60、人前列腺癌细胞 DU-145 的细胞毒性实
验显示，带有 I 原子的化合物 16 与 EGFR 的作用
非常强，IC50 值为 0.87 μmol·L－ 1（见表 2）。化合
物 15 无肝毒性，但与 EGFR 的结合能力很小，所
以成为 EGFR 抑制剂的潜力有限。综上，双吲哚衍
生物具有一定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
用；在结构改造方面，吲哚部分 C-5 位置的 I 原子
取代后对 EGFR 激酶的抑制显著提升。

表 1　化合物 15 和 16 在不同模型中的毒性参数预测 
Tab 1　Predicted toxicity parameters for compounds 15 and 16 in 

different models

化合物
MRDT/

[mg/（kg·d）]
hERG_ 

filter
hERG 
pIC50

Alk-
phos

GGT LDH SGOT SGPT

15 ＜ 3.16 No 5.46 T NT T NT NT
16 ＜ 3.16 No 5.78 T NT T T T

注（Note）：T. 有毒性（toxic）；NT. 无毒性（non-toxic）。

表 2　化合物 15 和 16 对 EGFR受体结合的理论自由焓和 HL-60 与
DU-145 的 IC50 值 

Tab 2　Theoretical free enthalpies of binding to EGFR receptor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inhibition (IC50) for compound 15 and 16

化合物
ΔGbind/

（kcal·mol － 1）

IC50/（μmol·L － 1）

predicted EGFR HL-60 DU-145
15 － 33.99 3.18 40 28
16 － 97.38 0.87 29 15

1.2　吲哚类 -HDACs 抑制剂

　　组蛋白的乙酰化状态主要由组蛋白乙酰转移
酶和 HDACs 共同决定，它们相互拮抗，共同调节
基因的表达和细胞周期，对基因的转录具有重要
的作用 [25]。研究发现，人体内有 4 类 HDAC 酶，
其中Ⅰ、Ⅱ和Ⅳ类 HDAC 是金属酶（锌依赖性），
需要锌金属离子来触发生物活性 [26]。临床研究发
现，患有髓样肿瘤和实体瘤的患者体内 HDAC 异
常增多，因此，HDAC 可能是治疗癌症的靶点 [27]。
　　多个位于表面识别区吲哚核的 HDAC 抑制剂已
被报道，以 HDAC 抑制剂 Dacinostat（17，LAQ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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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这类抑制剂通常由表面识别区（CAP）、连接
区（LINKER）和锌离子结合基团（ZBG）三部分组
成（见图 7）。体外实验表明，Dacinostat 毒性低并以
剂量依赖的方式在结肠癌和肺癌细胞模型中显示出
良好的抗癌活性，对细胞总 HDAC 的 IC50 值为 32 
nmol·L － 1， 对 HDAC1 的 IC50 值 为 9 nmol·L － 1。
目前已经上市的药物有 Panobinostat（18，LBH-589，
HDACs：IC50 ＝ 5 nmol·L－ 1），其能显著抑制多发
性骨髓瘤细胞系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新鲜细胞的生
长（IC50 ＜ 40 nmol·L－ 1）[28]。

图 7　HDAC 抑制剂及其药效团构成

Fig 7　HDAC inhibitors and their pharmacophore composition

　　Wang 等 [29] 合成了一系列含吲哚帽基的 N1- 羟
基对苯二甲酸类 HDACs 抑制剂，其中化合物 19 
对 HDAC1（IC50 ＝ 0.219 μmol·L － 1） 和 HDAC6
（IC50 ＝ 0.168 μmol·L － 1）表现出较好的抑制活
性。在体外细胞毒性实验中，化合物 19 对宫颈
癌细胞 Hela（IC50 ＝ 0.074 μmol·L － 1）的抑制效
果优于阳性对照 Vorinostat（SAHA，IC50 ＝ 0.131 
μmol·L － 1），对人白血病 HL60 细胞的抑制效
果 与 SAHA 相 当 [（10.80±0.33）μmol·L － 1 vs
（9.37±0.39）μmol·L－ 1]，对人慢性髓原白血病细
胞 K562、人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U266、人急性骨髓
性白血病细胞 KG-1 和人乳腺癌细胞 MCF-7 细胞
株的抑制效果均差于 SAHA，这可能是由于化合物
19 的跨细胞渗透性差造成的。如图 8 所示，化合
物的 N1- 羟基甲酰胺片段的羟基、氮原子、羰基氧
原子和吲哚环的氮原子与氨基酸 His145、His146、
Try308 和 Asp104 有 6 个氢键相互作用。从立体构
型来看，化合物 19 的苯环与 Phe155 的苯环有π-π
堆积作用，这也提高了与 HDAC2 结合的活性。

图 8　化合物 19 与 HDAC2 的共晶结构模拟（PDB：4LXZ；锌离子

为图中灰色的球体）

Fig 8　Co-crystal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surface view of compound 19 
with HDAC2（PDB：4LXZ，zinc ion is indicated gray at the bottom of 
the tunnel）

　　Hati 等 [30] 发现夹竹桃科和茜草科等天然植物
中的抗癌活性成分均含有螺 [ 二氢吲哚 -3，3'- 吡咯

烷 ] 结构，因而对该结构进行修饰改造，发现其具
有 HDAC2 抑制活性。Hati 等 [30] 采用一锅法将 N- 溴
代琥珀酰胺介导色胺的 Pictet Spengler 氧化环收缩，
取代传统的形成四氢 -β- 咔啉中间体的两步法，大大
提高了合成产率（见图 9）。在合成的一系列螺 [ 吡
咯烷 -3，3'- 羟吲哚 ] 衍生物中，化合物 20 对 MCF-7
的 IC50 ＝（60.96±0.09）μmol·L － 1、对非洲青猴
肾细胞 COS-7 的 IC50 ＝（15.42±0.18）μmol·L － 1、
对人正常乳腺癌上皮细胞 MCF10A 的 IC50 ＝ 0.08 
μmol·L－ 1，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共晶结构模拟图
显示，化合物 20 与 HDAC2 蛋白（4LY1）的 His183
残基有一个氢键作用和氨基酸 Phe155、Phe210 和
Leu276 之间存在疏水相互作用（见图 9）。

图 9　螺 [ 吡咯烷 -3，3'- 羟吲哚 ] 母核的合成策略及化合物 20 与

HDAC2（PDB：4LY1）的共晶结构模拟

Fig 9　Synthesis strategy of spiro[pyrrolidine-3，3'-oxindole] core and 
co-crystal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surface view of compound 20 with 
HDAC2（PDB：4LY1）

1.3　吲哚类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在女性群体中，乳腺癌（breast cancer）是仅次
于肺癌的致死性癌症 [31]，至少 70% 的乳腺癌患者
被归类为雌激素受体（ER）阳性癌症。由于大多
数乳腺癌是雌激素依赖性的，因而通常使用雌激素
疗法来治疗乳腺癌，这种疗法能有效阻断雌激素与
ER 的结合从而减少对乳腺癌细胞的刺激作用 [32-33]。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是通过与细胞
内 ER（ER-α 或 ER-β）结合而降低雌激素作用的
化合物。Bazedoxifen（21）和 ERA923（22）是两种
抗雌激素活性的吲哚衍生物，化合物 23 是第三代
SERM，对 ER-α 的亲和力较强 [34]，化合物 22 可以
克服 Tamoxifen（治疗阳性乳腺癌的代表性 SERM）
的耐药性 [35]。有报道称，2- 芳基吲哚衍生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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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靶向 ER-α 发挥其抗雌激素作用 [4]。另有研究
表明，1- 苄基 -3- 甲醇（24）吲哚类似物是 I3C 活性
的 1000 倍 [36]，因此可以证明吲哚 N 位的苄基化显
著提高了其抗癌活性（见图 10）。
　　2 位取代的苯并咪唑结构被证实具有广谱抗癌效
果 [37]，研究发现，苯并咪唑部分中游离的氨基可作
为 ER-α 受体空腔中的氢键供体 [38]。Singla 等 [39] 基
于吲哚和苯并咪唑衍生物的结构特征，设计出了一
系列吲哚 - 苯并咪唑类衍生物（见图 11）。其中化合
物25和26活性最高，化合物25对人乳腺管癌 T-47D
细胞的 IC50 为（15.48±0.10）μmol·L － 1，对 ER 激
酶的 IC50 为（73.61±3.25）nmol·L－ 1，化合物 26 对
T-47D 细胞的 IC50 为（4.99±0.60）μmol·L － 1，对
ER 激酶的 IC50 为（80.36±7.02）nmol·L－ 1；且这两
个化合物都是通过改变 ER-α 的 mRNA 和受体蛋白
的表达从而阻止人乳腺癌细胞 T-47D 的信号传导。

图 11　化合物 25、26 的设计思路

Fig 11　Synthetic strategy for compound 25 and 26

　　有报道称，苯基取代的二氧八氢氧杂蒽
化 合 物 对 MCF-7 细 胞 的 IC50 值 达 到 了 0.02 
μmol·L－ 1 [40]。此外，2- 芳基吲哚衍生物能靶向抑
制 ER-α 受体，Singla 等 [41] 将 1- 苄基吲哚的 2 位引
入二氧八氢氧杂蒽，合成了一系列吲哚 - 二氧八氢
氧杂蒽类衍生物，并进行了抗增殖活性、细胞毒
性和 ER-α 结合力的筛选，从中挑选出活性较优的
化合物 27 和 28（见图 12），两者均表现出对 ER-α
激酶的抑制和抗增殖作用。化合物 27 对 T-47D 细
胞的 IC50 为（16.51±0.75）μmol·L－ 1，对 ER-α 激
酶的 IC50 为（55±1.97）nmol·L－ 1；化合物 28 对
T-47D 细胞的 IC50 为（17.94±1.0）μmol·L－ 1，对
ER-α 激酶的 IC50 为（16.55±1.95）nmol·L－ 1。
　　Hendy 等 [42] 利用生物启发性有机合成（BIOS）
和 B/C 处位于甾体骨架的开环策略，克服了甾体支

架存在的问题，合成了一系列靶向 ER-α 的仿生雌
二醇构型的新型吲哚类支架。在体外细胞毒性实验
中，化合物 29 和 30 表现最佳，可作为针对 ER-α
药物的新型吲哚类骨架（见图 13）。化合物 29 对
MCF-7 细 胞 的 IC50 为（30.63±0.72）μmol·L － 1，
对 T-47D 细胞的 IC50 为（28.23±0.95）μmol·L－ 1，
对 ER-α 激酶的 IC50 为 1.76 nmol·L － 1；化合物 30
对 MCF-7 细胞的 IC50 为（30.89±0.96）μmol·L－ 1，
对 T-47D 细胞的 IC50 为（32.96±0.69）μmol·L－ 1，
对 ER-α 激酶的 IC50 为 3.31 nmol·L－ 1。

图 13　化合物 29 和 30 的设计策略

Fig 13　Synthetic strategy for compound 29 and 30

1.4　吲哚类 VEGFR 抑制剂

　　VEGFR 是胚胎形成、骨骼生长和血管生成最
重要的受体之一 [43]，其与肿瘤、眼内新生血管疾病
和其他疾病息息相关。当 VEGF 与异常的 VEGFR
结合后，会产生一系列级联反应，导致肿瘤细胞
的无限增殖。目前，临床应用的吲哚类 VEGFR
激酶抑制剂有西地尼布（31，VEGFR2：IC50 ＜ 5 
nmol·L － 1）和莫特沙尼（32，VEGFR1：IC50 ＝

2 nmol·L － 1；VEGFR2：IC50 ＝ 3 nmol·L － 1；
VEGFR3：IC50 ＝ 6 nmol·L－ 1，见图 14）。
　　Kim 等 [44-45] 在白桑树果实中提取分离到了吲
哚乙酸衍生物，研究发现，该吲哚乙酸衍生物能抑
制 VEGFR 并显示出较强的抗癌活性。在无细胞毒
性的化合物 33 的羧基上引入丁基侧链后，得到化
合物 34（见图 14），在 100 μmol·L－ 1 的水平下可
有效抑制（52.90±1.88）% 的宫颈癌 Hela 细胞。有
文献报道，增加亲脂性可以提高小分子抑制剂杀死
癌细胞的效率，这可能是丁基与 VEGFR 结合位点
的疏水作用在抗肿瘤活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46]。
1.5　吲哚类 SIRT 受体抑制剂

　　Ⅲ蛋白型赖氨酸去乙酰化酶（SIRT），是一组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 HDAC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SIRT
家族包含 7 个成员，SIRT1 ～ SIRT7[47-48]，当 SIRT1

图 10　有抗雌激素活性的吲哚衍生物的构效关系图

Fig 10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indole derivatives with 
antiestrogenic activity

图 12　吲哚类 ER 受体化合物

Fig 12　ER receptor compounds with indol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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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活后可影响下游相关转录因子（如 NDRG1）、
促 凋 亡 因 子（如 p53、NF-κb）、 修 复 因 子（如
Ku70）和叉头转录因子（如 FOXOs）的调节，使抑
癌基因沉默、增强细胞的修复作用、抑制细胞凋亡、
延长细胞寿命 [49]（见图 15）。当 SIRT1 过表达时，
则会持续触发上述机制，导致恶性肿瘤的产生。

图 15　SIRT1 促癌效应机制

Fig 15　Mechanism of cancer promoting effect of SIRT1

　　Panathur 等 [50] 在吲哚核的 2 位引入苄基醚、具
有抗癌活性的异恶唑酮衍生物、增加小分子脂溶性
的氟原子和三氟甲基，合成了一系列含取代酰胺的
吲哚 - 异噁唑酮杂化物。在体外抗增殖活性实验中，
以 Gemcitabine 和 Suramine 为参照，大多数化合物
对人乳腺癌细胞展现出了抑制活性，其中化合物
35 和化合物 36（见图 16B）的抑制效果最佳（见表
3），对人乳腺癌细胞的 IC50 均低于 10 μmol·L－ 1，
对 SIRT1 激酶的 IC50 在 40 μmol·L－ 1 左右。如图
16A 所示，化合物 36 的疏水位点朝向 Phe297 和
Phe273，亲水位点朝向 Asp348 和 Ile347。

表 3　化合物 35 和 36 对各类癌细胞的 IC50 值 (μmol·L － 1) 
Tab 3　IC50 value of compound 35 and 36 on various cancer cells 

(μmol·L － 1)

化合物 MDA-MB-231 MCF-7 HT-29 SIRT1

35 8.23（0.026） 7.72（0.035）4.82（0.017） 35.25（1.21）

36 5.03（0.09） 5.51（0.089）2.59（0.86） 37.36（1.06）

Gemcitabine 0.65（0.13） 0.15（0.02） 0.52（0.11） －

Suramine － － － 2.8（0.16）

1.6　吲哚类拓扑酶受体药物

　　拓扑酶是细胞核中的一种重要酶类，分为拓
扑酶Ⅰ（TopoⅠ）和拓扑酶Ⅱ（TopoⅡ）两种类型。
这两类酶对 DNA 的转录、复制以及基因表达起着
重要作用。拓扑酶抑制剂是一种靶向抗癌药物，其
通过抑制拓扑酶的活性从而阻止肿瘤细胞的快速增
殖，达到抗癌的效果。有文献报道，β- 咔啉 9 号位
N 原子上的取代基被证明是拓扑酶抑制剂产生细胞
毒性和与 DNA 结合活性的关键，N 原子上的取代

基与 DNA 结合能力越强，细胞毒性也就越强 [51]；
双羟基吡咯环是诱导 DNA 交联的抗肿瘤活性药效
团，吡咯环上的羟甲基可以形成两个亲电中心，通
过 SN1 亲电反应与 DNA 双链交联 [52]，阻断肿瘤细
胞中 DNA 的复制，杀死肿瘤细胞。
　　因此，Eswar 等 [53] 将β- 咔啉基团和双（羟甲
基）吡咯两个药效基团整合，合成了一系列双（羟
甲基）吲哚并 [6，7-b] 吲哚杂化物（见图 17）。用
TopoⅠ抑制剂 Irinotecan 和 TopoⅡ抑制剂 Etoposide
作为阳性对照，72 h 后化合物 37 在 0.5 μmol·L－ 1

对 TopoⅠ和 TopoⅡ有显著的双重抑制作用。此外，
化合物 37 在异种移植肿瘤模型中具有广谱的抗肿
瘤活性，能够有效抑制多种 NSCLC 系列细胞且能
有效杀死对吉非替尼产生耐药性的 PC-9/gef B4 细
胞 [IC50 ＝（1.58±0.33）μmol·L－ 1]。

图 17　吲哚类拓扑酶受体抑制剂的设计思路

Fig 17　Synthesis strategy of indole topo enzyme receptor inhibitors

　　Chen 等 [54] 对双（羟甲基）吡咯并 [6，7-b] 吲哚
杂化物进行了空间改造，发现化合物 38（见图 17）
对 TopoⅡ的抑制效果最佳。在体外细胞毒性实验
中，化合物 38 表现出较为广泛的抗肿瘤活性，对

图 16　化合物 35 与 SIRT1 的共晶结构模拟图（PDB：4I5I，A）及

吲哚类 SIRT 抑制剂（B）

Fig 16　Co-crystal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surface view of compound 
35 with SIRT1（PDB：4I5I，A）and SIRT inhibitors with indole 
structures（B）

图 14　吲哚类 VEGFR 抑制剂

Fig 14　VEGFR inhibitors with indol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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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C 细胞的作用尤为显著 [ 人急性淋巴白血病细胞
CCRF-CEM：IC50 ＝（1.02±0.32 μmol·L － 1，人结
肠癌细胞 HTC-116：IC50 ＝（2.56±0.27）μmol·L－ 1，
人 前 列 腺 癌 细 胞 PC-3：IC50 ＝（3.53±0.31）
μmol·L－ 1，人大细胞肺癌 H460：IC50 ＝（3.46±0.34）
μmol·L－ 1，人肺癌细胞 H211：IC50 ＝（0.22±0.03）
μmol·L－ 1]。在体内抗肿瘤活性实验中，化合物 38
对 SCLC H526 裸鼠移植瘤的生长速度的抑制优于顺
铂和依托泊苷，与伊立替康相当。与化合物 37不同，
化合物 38 在吲哚的 N 原子处引入甲基后，虽增加了
与 DNA 的交联，但减小了 Topo Ⅱ的抑制作用。计
算机分析表明，吲哚 N 位的甲基影响了双羟基的扭
转角，因而更有利于 DNA 链间的交联。
2　总结和展望
　　近年，吲哚骨架被广泛用于抗肿瘤活性研究，
研究者们针对不同靶点设计了许多吲哚类抗癌药物。
这些药物大多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但在临床
上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和药物耐受性等问
题。因此，合成选择性高、毒副作用低和克服耐药
问题的新型吲哚类先导化合物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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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芯片及其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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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流控芯片具有微型化、集成化、效率高、试剂消耗量小等特点，在细胞水平药物筛选

及仿生器官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着重介绍了微流控芯片的加工材料和制作技

术，以及在肿瘤研究领域的应用和最新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微流控芯片领域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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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fluidic chip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um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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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fluidic chips are characterized by miniaturization, integration, high efficiency and 
small reagent consumption.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drug screening and bionic organs 
at the cellular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ing materials and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microfluidic 
chip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and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tumor research are 
introduced. Fin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microfluidic chips, possible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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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流控芯片（microfluidic chip）是以分析化
学为基础，微机械和纳米技术为依托，并随着生
物化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发展而兴起的一门交叉学
科 [1]。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操作，微流控技术具有
微型化、样品消耗少、分析速度快、易于集成等
优点 [2]，其设计原则为将流体在微观领域的物理
和化学特性发挥最大化，实现流体与微小物体的
操控，从而完成分析测试过程。微流控技术通过
与生物技术和电子设备相结合，可以在芯片中构
建一种与体内环境相似的微环境，并能对芯片中
的实验实现全程监测和实时控制。目前微流控技
术广泛应用于细胞培养、高通量药物筛选、生物

化学分析检测以及临床诊治 [3-4] 等领域。
1　微流控芯片技术研究

　　微流控芯片又称芯片实验室（lab on a chip），
是一种可在微米尺度下精确操控流体的新技术，
具有微型化和高通量的特点，并兼具可单元组合
和功能集成的优势 [5-7]。其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微
米级的微通道系统，因此需要相配的制作材料、
加工工艺以及结构单元。
1.1　微流控芯片的制作材料

　　在微流控芯片制作过程中，首先要考虑芯片
材料的选取。芯片材料选择上的主要考量因素为
材料的气密性、导电性、散热性、透光性、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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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流控芯片的制作方法

　　微流控芯片上微通道的加工有多种方法，玻
璃类芯片多采用光刻法和蚀刻法，高分子聚合物
芯片所采用的制作技术包括热压法、模塑法、注
塑法、LIGA 法（集合光刻、电铸和塑铸）和软刻
蚀法 [17]。其中最常用的制作方法是模塑法，主要
是通过光刻胶得到模具并在模具上固化液态高聚
物得到具有微结构芯片的方法，其方法步骤见图
1。实验室常采用环氧 SU-8 负胶或正胶作为模具，
高分子聚合物 PDMS 芯片上的微结构则通过模具
转移 [18]。模塑法与传统的刻蚀、溅射工艺相比，
操作简单，形成芯片方便快捷，且设备要求低，
是实验室制作芯片的最佳方法 [19]。
　　键合是芯片制作中的重要环节，微流体通
道的封合可采用等离子氧化封接法、阳极键合
法、紫外照射法、有机溶剂黏结法和交联剂调节
法 [20]。由于 PDMS 是依靠分子间作用力实现的键
合，压力较大时容易出现漏液现象，所以 PDMS
与玻璃芯片的封接需为永久性。利用等离子氧化
处理 PDMS 基片和盖板表面，再将两者复合在一
起，可以使芯片实现不可逆封接并使封接更为牢

固持久。Li 等 [21] 制作了一种 PDMS- 玻璃微流控
芯片，将浇筑后的 PDMS 与表面平整干净的玻璃
通过等离子的方法键合在一起，避免了传统玻璃
芯片加工时的繁琐，无需刻蚀玻璃。

表 1　微流控芯片制作材料的优缺点 
Tab 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icrofluidic chip materials

材料 优点 缺点

无机材料 单晶硅 化学惰性和导热性好，能够保证某些装置器件温度分布均匀 弹性欠佳，难以制作微泵微阀等流体控制部件；

材料不透明，无法荧光观察和图像摄取

玻璃和石英 有良好的介电性和透明性，便于光学检测和故障诊断 气体透过性差，不适合细胞长期培养

有机聚合物 硅弹性体 透气性好，利于细胞培养气体交换；成本低廉，制作方便 材质柔软，难以承受高压强操作；气体透过性

强，容易导致溶液浓度改变

热塑性材料 惰性良好，材料透明，质地较软，多用于制作隔膜阀 塑形后刚性差，不能用于芯片微阀集成

水凝胶材料 透过性良好，与细胞外基质环境具有相似性，适用于三维细胞培养 微加工方法较为局限且精度较低；密封较难

耐受性、化学和生物相容性等。常用于制作微流
控芯片的材料有单晶硅、玻璃和有机聚合物，如
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PDMS）、
聚 甲 基 丙 烯 酸 甲 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PC）以及水
凝胶等，不同材料制备微流控芯片的优缺点见表
1。早期的微流控芯片由玻璃和硅制作而成，优
点在于高温下的化学稳定性、高强度和导热特性，
可以在表面加工实现精确的纳米级图案结构 [8-9]。
例如硅材料广泛应用于三维培养结构中的微反应
器和细胞培养腔室；玻璃的机械强度较高，是制
作 PCR 芯片的主要材料。硅弹性体 PDMS 因成
本低廉、制作快捷、设备门槛低，目前已成为制
作微流控芯片的首选材料 [10]，且其气体透过性良

好，有利于细胞培养中的气体交换 [11]，疏水表面
也更容易被细胞黏附 [12]，因此多用于细胞培养、
药物筛选及制作生化分析器件 [13]。热塑性材料因
具有良好惰性、溶剂耐受性且加工成本低等特点，
在商业化产品中被大量使用，常见的热塑性材料
有 PMMA、PC、聚苯乙烯、聚氯乙烯及全氟代
聚合物。PMMA 具有良好的热加工、光学性能和
生物兼容性，在细胞培养等生命科学领域具有广
泛应用 [14-15]。水凝胶材料包括人工合成高分子聚
合物 [ 如聚丙烯酰胺（PAAM）、聚乙二醇（PEG）
等 ] 以及天然水凝胶（琼脂糖凝胶、海藻酸钠凝
胶、明胶等），因其具有高通透性、高含水量的
特性，常用于在体外模拟体内的血管结构 [16] 以
及构建细胞共培养微环境等。

图 1　PDMS 微流控芯片制作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making PDMS microfluidic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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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微流控芯片结构单元的集成

1.3.1　微泵微阀驱动控制系统　在细胞水平微流
控芯片上，借助于微型泵和微阀的流体驱动技术
是实现微流体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微泵主要包括
机械微泵和非机械微泵。机械泵是利用自身机械
部件运动或压力作用来驱动微流体的机械动力驱
动方式，如气动微泵、压电微泵、流动注射泵、
电磁微泵、离心力驱动 [22] 等；非机械泵是主要靠
外场效应实现微流体驱动，其系统本身没有活动
的机械部件，包括重力驱动、电渗驱动 [23] 等。目
前绝大部分芯片系统都采用注射泵、蠕动泵等外
接流体泵装置来引入试样，对流体的控制精确且
稳定，可以执行复杂的程序化操作。
　　微泵为流体系统提供了动力，微阀则负责控
制流体的通断和流动方向，根据是否有动力驱动
机构分为有源阀和无源阀 [24]。无源阀不需要外部
动力制动，利用流体本身方向和压力的变化实现
微阀状态的改变，例如舌状阀、隔膜阀及扩散阀。
有源阀需要依靠压电、静电、电磁、热气动等机
械力进行开合，目前由 PDMS 材料制作的气动软
薄膜微阀因制动性强，密闭性好，易与其他微流
控器件形成集成化最为常用 [25]。Unger 等 [26] 提
出了一种采用三层软光刻技术制作的气动 PDMS
微阀，上层是带有微通道结构的 PDMS 芯片，作
为气体制动的控制通道；中层为带有通道结构
的 PDMS 薄膜，作为液体流动通道，下层为玻璃
衬底。这种经典气动微阀易于用计算机程序进行
控制，便于操作步骤的自动化和芯片功能的集成
化，将几个微阀串联起来，按照前后顺序进行开
闭，即可驱动流体通道内的液体流动，完成蠕动
泵的功能，微阀微泵结构见图 2。
1.3.2　浓度梯度生成器　研究表明，细胞因子的
浓度与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联 [27]，传统的药物浓度梯度实验主要在孔板中
进行，利用自动化的液体转移分配机械臂完成对
液体的多步操控和试剂运输，并使用多孔板扫描
仪或者自动化显微镜扫描拍摄技术对细胞的生存
情况进行检测 [28]，但由于设备价格高昂，不宜
普遍使用。随着微流控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应
用，基于微流体控制原理的浓度梯度技术得到大
力发展，比较主流的微流控浓度梯度生成器主要
有对流扩散类、基质黏复类、时间演化类、流阻
类、并流类等。Jeon 等 [29] 在微流控芯片上设计
并制作了如“圣诞树”结构的溶液浓度梯度生成
器，它是由多股液流经过多次的汇合、分流最终

形成较为精确的浓度梯度，并且此类构造可以将
分析区域与梯度生成区域进行更加精细的空间划
分，使梯度环境更加稳定 [30]。在芯片中制造浓度
梯度用于细胞研究的优势有：通过改变通道构型
设计、流体进样流量比、初始浓度设置以及组合
顺序，可以获得一系列复杂的浓度梯度 [31-32]，简
化操作过程，减少了细胞和试剂消耗量，使其在
研究肿瘤转移、高通量筛选中发挥重大作用，浓
度梯度生成器结构见图 2。

图 2　微阀微泵及浓度梯度发生器结构示意图

Fig 2　Microvalve micropumps and concentration gradient generator

2　微流控芯片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微流控技术凭借着分析速度快捷、样品消耗
量小、装置便携化自动化等优势，广泛应用于细
胞培养、癌症研究、药物筛选、药物吸收和药物
代谢、临床诊断、组织工程 [33-34] 等领域。
2.1　细胞研究

　　细胞培养是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基石，通过在
体外空间模拟体内微环境，配以无菌环境、营养
条件、适当温度和 pH 值等条件培养细胞，使之
生长繁殖并维持结构功能。由于细胞体积微小、
种类繁多，且影响因素复杂（如温度、氧气浓度、
生物因子浓度、细胞间相互作用、细胞基质间相
互作用等），使细胞识别、代谢物检测等细胞研
究受到较多限制。微流控芯片因其独特的优势，
例如微米级通道与细胞大小相适应，为操纵少数
或单个细胞创造条件；集成性强，可以将细胞迁
移、捕获等多操作单元集成在一张芯片上，同时
也满足了高通量分析需要 [35]，从而逐渐应用于细
胞培养、细胞分化、细胞迁移、药物代谢 [36-37] 等
多个细胞研究领域当中。
　　根据培养方式的不同，微流控芯片内细胞培
养可分为二维培养和三维培养。二维培养一般用
于观察哺乳动物细胞，包含悬浮培养和单层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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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两种形式，其优点在于操作简单，易通入
培养液且不容易造成通路堵塞，便于进行观察
等 [38]。但其局限性是模拟细胞体内生长环境能力
较差，不能重现细胞与胞外基质、邻近细胞、溶
解因子和机械力的相互作用 [39]。与二维培养方式
相比，三维培养通过长期培养细胞来促进细胞聚
集和组织形成，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蛋白表达、
增殖、分化，从而模拟器官和组织内的细胞外基
质环境。三维培养一般是利用水凝胶或胶原蛋白
构建支架结构，为细胞提供三维的机械力支持，
使细胞在三维情况下对外部环境与刺激做出反
应，从而得到更真实可靠的体外模型 [40]。
　　细胞间相互作用在维持生物体的生长功能方
面十分重要，微流控芯片技术因其便于实现多种
细胞的精确共培养从而被广泛开发并应用于细
胞 - 细胞相互作用的研究中。目前基于微流控芯
片的细胞共培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肿瘤转移及分
析 [41]、抗癌药物筛选、毒性检测 [42] 等领域，随
着该技术的发展，多种细胞共培养芯片模型相继
出现，在血管系统和肿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利用 3D 结构和插入膜结构培养上皮细胞、成纤
维细胞用于血管生成、肿瘤效应等研究领域；通
过微阀、微通道结构培养肿瘤细胞系和免疫细胞
用于上皮间充质转化和炎症反应等研究 [43]。
2.2　药物筛选

　　药物筛选是从天然或合成的有机化合物中筛
选出高效的先导化合物 [44]，并对其进行活性和药
理作用的检测，是新药研发的最初过程和关键步
骤。由于药物分子库的逐步扩大和药物作用靶点
的急剧增加，传统的药物筛选因仪器设备庞大且
价格昂贵限制了应用。微流控芯片具有微米级结
构和高表面积，其流动模式、传质扩散适用于细
胞培养，且具有大规模集有微阀的浓度梯度筛选
平台，给新药研发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
　　根据微流体操控模式的不同，可将微流控药
物筛选系统分为灌流模式、液滴模式和微阵列模
式 [45]。灌流模式培养通过控制流体连续流过微通
道，可以保持培养基稳定的输入培养区域，并及
时带走细胞代谢产生的废物，为细胞培养提供一
个与体内生理环境相似的细胞生长环境 [46]。其优
势在于操作方便，且适用于光学检测、电化学检
测、质谱检测等多种检测方式。Zhang 等 [47] 通过
建立高密度排列的微通道，在不同的集成单元内
接种密度不一的乳腺癌细胞，利用微阀控制液流
灌注，根据药物筛选的需要向芯片内通入不同类

型或不同浓度的药物，并根据肿瘤细胞的迁移速
度和比例对药效进行定量分析，实现高通量药物
筛选。
　　液滴模式是近年来在芯片上发展起来的精准
操作少量、小体积液体的技术，通常是在芯片中
通入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一种作为连续相，一
种作为分散相，在流动过程中连续相对分散相进
行剪切，分散相以液滴的形态存在于连续相中，
彼此独立，易精确控制 [48]。比起灌流模式，液滴
模式所需样品量极微，试剂消耗少；每个液滴可
以作为独立的反应器，加速试剂混合充分；形成
封闭体系，保持液滴内部条件稳定，避免交叉污
染等问题，因此该技术广泛应用于药物筛选、细
胞操控和单细胞分析等研究领域 [49]。为了更好地
再现体内肿瘤微环境中各类细胞的相互作用，多
种基于三维细胞培养的液滴微流控系统应运而
生 [50]。Sabhachandani 等 [51] 利用海藻酸钠凝胶得
到含有人乳腺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肿瘤三维球
状体，模拟了各自独立的肿瘤微环境，基于这一
液滴阵列，该共培养肿瘤球体对姜黄素和紫杉醇
两种抗癌药物进行了细胞毒性检测和分析。基于
微阵列模式的药效筛选系统是指在能够适应细胞
培养的载体上，构建高密度细胞液滴阵列，并对
细胞液滴阵列进行操控和分析 [52]。显示出了高通
量、低消耗的优势，广泛应用于细胞捕获和细胞
分选等。
2.3　药物分析

　　微流控技术对生物样品的连续处理与实时监
测使其在蛋白质和氨基酸分析、肿瘤标志物及癌
症研究等生物医学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用。蛋白
质是生理功能的执行者和生命现象的体现者，蛋
白质磷酸化可以阐明肿瘤相关信号通路，也可以
作为药物作用的靶标 [53]。目前蛋白质检测技术主
要有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以及酶联免疫吸附法、
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法等免疫测定法 [54]。这
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液相色谱、液质联
用等检测方法设备依赖性较高；免疫测定法的灵
敏度较低。基于微流控芯片的蛋白质免疫分析技
术具有高灵敏检测、即时诊断 [55]、规模集成的优
势，可以使样品预处理、分离和检测等各种单元
技术在微流控芯片上得以实现，因而在分子质量
测定、氨基酸序列分析、免疫检测及肿瘤细胞筛
选等多个研究领域中得以广泛应用。Lyons 等 [56]

将特异性抗体（如上皮细胞黏附因子）固定于微
流控通道表面，利用荧光反射技术实现对分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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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无标记连续检测，通过受体与亲和蛋白结
合从而筛选分离出肿瘤细胞，该研究表明人体转
铁蛋白受体 CD71 可以筛选出许多不能被特异性
抗体捕获的癌症亚型。
2.4　仿生研究

　　随着微流控芯片加工和流体控制技术的日益
精湛，以及组织工程、生物材料等前沿技术的发
展，仿生微流控器官芯片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研究
领域。器官芯片凭借其方便灵敏、可操作性强、
高通量等优势，成为目前适用于进行肿瘤生物学
研究的新平台 [57-58]。通过在微型芯片上建立能够
模拟人体器官主要功能的仿生系统，并加入高通
量检测功能，从而使其成为一种高效、可控、能
在细胞层次上深刻阐释疾病机制的研究工具。这
种技术比起传统的耗时长、不可量化的动物模型
更适用于药物筛选、药物安全性分析、理化微环
境研究等 [59]。目前国内外学者构建了具备关键生
理结构及功能的仿生芯片，如仿生肝、仿生肺、
仿生肾 [60-62] 等，并应用于肿瘤学基础研究。通过
模拟器官的组织结构与机能，可以高效快速地进
行生理机制研究、药理毒理评价以及代谢过程的
动态监测。Kong 等 [63] 以微流控芯片为平台构建
了肿瘤肺、肝、骨等多器官转移模型，在芯片模
型上考察了肺、肝、骨、骨骼肌等原代细胞诱导
的肿瘤转移，结果表明肿瘤细胞趋向于转移至仿
生肺、肝、骨等单元，而很少转移至仿生骨骼肌
单元。通过仿生芯片模型有助于明确影响肿瘤转
移的相关因素，以及筛选抗肿瘤转移药物。
3　展望

　　微流控芯片因其能将微型、可控的操作单元
灵活组合并规模集成的特征以及可以实现高通量
多通道平行测试的能力，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细胞
培养、细胞分选等生物学研究和疾病诊断、药物
筛选、食品安全等领域。基于微流控芯片的细胞
培养技术能够模拟人体微环境进行复杂的代谢和
调控，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具有
重要意义。多学科、多方法结合、多单元集成使
微流控细胞培养技术从简单的多细胞模型逐步向
类器官的方向发展，在系统级别上模拟多器官的
相互作用和生理反应等生物医学方面取得了极大
的研究进展，并可通过进一步改进及加强，将新
药发掘与筛选与微流控芯片技术相结合，基于芯
片平台大量筛选对肿瘤细胞有特异性、非特异性
抑制作用的药物，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阐明，在
疾病分析、发病机制研究、药物筛选以及临床治

疗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虽然微流控技术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显著
的进步，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目
前大多数基于芯片技术的细胞生物学是对传统细
胞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改进，相比微流控技术相对
较高的制作要求，生物学家更倾向于选择已成熟
且有效的传统技术。因此微流控需要有更好的生
物学兼容性，加强多学科人员间的合作；力求在
一些研究领域发挥微流控技术的独特优势，比如
设备要求较低的即时诊断、生物样品的快速检测
以及生理相关性体外模型的构建等，从而加速其
在主流细胞研究中的应用 [64-65]。另一方面，微流
控细胞水平高通量药物筛选尚未达到商品化和通
用化的程度，多数系统还难以在超微量和高通量
水平下，完成从细胞阵列的形成、培养到加药和
检测等全过程操作的自动化 [28]。怎样实现细胞的
精准量取与分配以及自动快速的高通量筛选结果
检测，是下一步在实现微流控药物筛选系统实用
化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总之，随着芯片制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各种
新型材料的不断开发，微流控技术已经成为细胞
生物学研究和细胞分析中非常有力的工具。其未
来发展会更倾向于集成化和体内环境模拟的真实
化，结合材料、化学、电子工程等不同学科优势，
在单个芯片上构成具有多功能集成体系、多复合
体系的微全分析系统，并着力于发展细胞的三维
共培养技术，从而在微流控芯片内部更好的模拟
肿瘤微环境。微流控技术将不断为细胞研究带来
革新，进而实现在生物探索、疾病研究、药物筛
选、临床治疗等方面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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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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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菌屏障对黏膜的保护作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微生物群在人体的各个角落发挥作

用。一方面有益菌增强人体体质，提高免疫力；另一方面，菌群失调导致炎症等疾病的产生。

大量研究证明了益生菌在不同感染性疾病中的功效，因此益生菌在感染性疾病的临床治疗中

被用作佐剂。本文总结了益生菌在不同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展望了益生菌在未

来取代抗菌药物的可能性。

关键词：益生菌；感染性疾病；人体微环境；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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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of probiotic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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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bacterial barriers on the mucous membrane plays a vital role 
in human healthy. The microbiota plays a role in every corner of the human body. On the one hand, 
beneficial bacteria enhance the body’s physique and improve the i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balance of the flora leads to diseases such as inflammation. 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e efficacy 
of probiotics on different infectious diseases, via being used as adjuvants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role of probiotic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possibility of probiotics replacing antibiot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obiotics; infectious disease; microbiota;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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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群为免疫系统的发育和功能提供了重
要的信号。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产物和组分是免
疫稳态所必需的，影响宿主对许多免疫介导疾病
的易感性。微生物群产生的代谢物及其细胞和分
子成分越来越被认为是人体生理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免疫功能和功能失调有着深远的影响。微
生物代谢物是通过微生物 - 微生物和宿主 - 微生
物相互作用产生的，这种共同代谢在人类健康和
疾病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这些观察结果支持了哺

乳动物是全生物的概念，哺乳动物依赖宿主和微
生物基因组（即全基因组）来实现最佳功能 [1]。
　　慢性传染病、新发传染病以及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是一个威胁全球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微
生物群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2]。微生物群的定殖
通过多种分子机制诱导对感染的“定殖抗性”来
影响宿主的生理。这些定殖调节涉及微生物 - 微
生物和微生物 - 宿主的相互作用 [3]。益生菌在临
床上的应用已逐渐被认可，其制剂主要分为活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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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剂、活菌片剂、活菌胶囊等，我国投入使用的
益生菌种类主要有双歧杆菌、乳杆菌、酪酸梭菌、
布拉酵母菌、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和蜡样芽孢
杆菌等，益生菌目前多用于胃肠道相关疾病的治
疗中 [4-6]。本文对益生菌制剂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
用现状进行综述。
1　益生菌在肠道中发挥免疫作用
　　肠道黏膜受损是肠道功能降低的重要原因之
一。益生菌保护宿主免受感染的机制包括增强上
皮屏障、增加与肠黏膜的黏附、抑制病原体黏附、
竞争性排斥致病微生物群、合成抗菌物质、修饰
毒素或毒素受体、刺激对病原体的非特异性免疫
反应 [7]。
　　益生菌衍生的分子可以与肠上皮细胞相互作
用，如鼠李糖杆菌产生的 p40 蛋白可以激活肠
上皮细胞中的表皮生长因子（EGF）受体，这一
激活过程是 p40 诱导肠上皮细胞保护反应所必
须的 [8]。而益生菌自身的结构成分也可调节免疫
细胞的数量以及细胞因子的分泌，如脆弱类杆菌
外膜囊泡中的多糖 A（PSA）通过树突状细胞中
的 TLR2 调节宿主的天然免疫系统，从而增加调
节性 T 细胞和白介素 -10（IL-10）的产生 [9]。不
仅如此，益生菌在肠道中代谢富含纤维饮食含有
的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时，其产生的短链脂肪
酸（SCFA）长期以来被认为对宿主有多种有益作
用，在免疫反应方面，SCFA 能降低肠道通透性，
减少循环内毒素，降低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 [10]。
2　益生菌预防及治疗呼吸道感染
　　口腔的微生物群是多样性的，在舌头、牙齿、
牙龈、内颊、腭和扁桃体上含有 700 多种不同的
菌种。虽然唾液中不含原生细菌，但它含有从口
腔其他区域的生物膜上脱落的细菌。这些菌种中
超过 20% 的细菌是链球菌属，链球菌在口腔中占
比最多 [11]。
2.1　益生菌制剂降低上呼吸道感染概率
　　一项叙述性综述描述了益生菌可以在人体内引
发免疫调节机制，增强免疫功能，并且已有临床试
验证明预防性使用益生菌可减少儿童和成人急性呼
吸道感染的发生，并降低抗菌药物使用的概率 [12]。
系统回顾性分析显示唾液链球菌 K12 可在减少儿
童急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的发生和 / 或严重程
度方面发挥作用 [13]。另一项综述报道显示唾液链
球菌 K12 预防性使用，可显著降低链球菌性咽炎
的发病率 [14]。
　　一种含有人体口腔黏膜共生菌株 ENT-K12
的口服益生菌 Bactoblis 被广泛用于上呼吸道感
染的临床观察，结果发现每日定量使用 ENT-K12

可作为预防链球菌和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一种
安全有效的策略。在一项为期 6 个月的试验期
间，222 位刚入幼儿园的 3 岁健康儿童服用该益
生菌，相较于对照组，其链球菌性扁桃体炎和急
性中耳炎的发病率分别降低了约 67% 和 45%，而
之后的 3 个月随访期间，益生菌组儿童其链球菌
性扁桃体炎和急性中耳炎的发生率仍分别降低
了 11% 和 24%。一项针对高病发人群在呼吸道
感染高病发季节期间预防性使用 ENT-K12 的分
析亦表明，在近期有反复咽链球菌上呼吸道感
染史的儿童和成人中，服用该益生菌的受试者
其链球菌性咽炎和 / 或扁桃体炎的发病率降低了
86% ～ 96%，病毒性咽炎和 / 或扁桃体炎发病率
降低了 80% ～ 95%，需抗菌药物治疗天数减少了
90% ～ 95%，同时患者的总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改
善，缺课人数明显减少，经历扁桃体切除手术的
患者也大大减少 [15-16]。
2.2　益生菌在预防呼吸机相关肺炎中的表现
　　患者在危重病期间的感染仍然是全世界面临
的一个重大挑战，已有许多临床试验评估了益生
菌在预防感染性并发症方面的疗效，尤其是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VAP）。VAP 是影响机械通气患者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原因，益生菌预防 VAP 的
效果存在争议。一项 meta 和试验序贯分析综合评
价了益生菌对于机械通气患者感染 VAP 的预防效
果，共纳入 13 个随机对照试验，含 1969 名受试
者，结果益生菌可降低 VAP 的发生率，但对 90 d
死亡率、总死亡率、29 d 死亡率、重症监护病房
死亡率、住院死亡率、腹泻、ICU 住院时间、住
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则无明显影响 [17]。危重病
的特征是共生菌群平衡的丧失和潜在致病菌的过
度生长，导致患者对医院感染具有高度易感性。
另一项纳入 30 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 2972 名参与
者的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评估了益生菌与感染
的相关性，发现在使用益生菌的组别中，VAP 发
病率显著降低，且亚组分析表明，在危重患者
中，使用益生菌和合生元混合物对感染的预防效
果最为明显 [18]。
2.3　益生菌帮助建立抵御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上呼
吸道菌群
　　大多数情况下，呼吸道病毒通过飞沫在人与
人之间传播，建立良好的上呼吸道和口腔微生物
群第一道防线以保护人体免受呼吸道病原微生物
感染，是预防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有前途的策略。
　　动物实验结果显示，益生菌可以刺激小鼠呼
吸道上皮细胞的先天免疫反应，或诱导病毒特异
性免疫病毒在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清中合成，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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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益生菌在对抗上呼吸道病毒过程中的机制可能
涉及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19]。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结果显示，额外服用益生菌 ENT-K12 可显著降低
受试者呼吸道感染的患病率、上呼吸道感染的患
病天数以及平均感染持续时间，减少了抗菌药物
和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通过给予益生菌，可以使
人体上呼吸道达到一个更健康的动态平衡微生态，
改变个体对呼吸道感染疾病的耐受性 [20]。
　　另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
肠道菌群的明显变化特征为机会性病原菌的富集
和有益共生菌的贫化，研究者亦发现这种菌群失
调的程度与疾病严重程度息息相关 [21]。
3　益生菌作为治疗和辅助治疗手段改善阴道炎
症环境
　　复发性尿路感染（UTI）困扰着世界各地的
女性。益生菌，特别是乳酸杆菌的使用，有助于
预防尿路感染。乳杆菌在健康绝经前妇女的泌尿
生殖道菌群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被建议用于恢复
泌尿生殖道菌群。
　　一项利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技术观察口服抗
菌药物和益生菌干预后菌群变化的研究报告指出，
虽然患有阴道念珠菌病女性的阴道菌群分布与健
康女性一样是以乳酸杆菌为主，也未因为抗菌药
物治疗改变，但是在替硝唑伴随乳酸杆菌 RC-14
和鼠李糖乳杆菌 GR-1 治疗后，可使健康阴道共
生菌 L.iners 或 L.crispatus 的相对丰度增加 [22]。
　　系统回顾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针对细菌性阴
道炎、尿道感染、阴道白假丝酵母菌感染和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在设计、干预和结果方面有
差异，但仍可观察到益生菌干预对细菌性阴道炎的
治疗和预防、对白假丝酵母菌感染的预防和尿道感
染的复发以及对人乳头瘤病毒病变过程中的清除作
用，且安全性高 [23]。
4　益生菌通过降低乳腺葡萄球菌属含量预防乳
腺炎
　　人类乳腺炎包括急性乳腺炎和亚急性乳腺
炎，通常被用来定义乳腺的感染过程。事实上，
这是一种以乳腺细菌失调为特征的过程，金黄色
葡萄球菌是急性乳腺炎的主要病原，一旦进入乳
腺，就会增殖并产生毒素，导致乳腺组织强烈炎
症，通常会出现乳房红肿等严重的局部症状，包
括热和疼痛。乳腺在整个哺乳期高度血管化，毒
素被迅速吸收并进入血流，导致宿主细胞因子模
式的改变，从而导致全身性流感样症状 [24]。
　　哺乳期乳腺炎是一种产生严重疼痛的乳腺组
织炎，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对感染的抵抗力降
低，并使母乳喂养提前终止，从而可能导致母亲

和新生儿较差的预后。乳腺炎大多发生在产后
的 6 ～ 8 周，影响多达 20% 的母乳喂养中的女
性，其治疗手段通常是使用抗菌药物，但抗菌药
物尚未被证实是有效的预防手段。一项随机双盲
对照试验分析了 625 名在分娩后 1 ～ 6 d 内接受
抗菌药物预防剂量给药的妇女，结果表明在哺乳
期口服 16 周发酵乳酸菌 CECT5716，可使乳腺炎
发病率降低 51%，而在干预结束时，服用益生菌
CECT5716 受试者母乳中葡萄球菌属（乳腺炎常
见的致病菌）的含量显著降低 [25-26]。
　　由于母乳微生物群与乳腺生理学和泌乳之间
存在着重要关系，此外，肠 - 乳途径的概念已被
证明可以通过肠道膜淋巴结可将活菌从母体肠道
转移到乳腺，孕期和哺乳期口服特定益生菌株已
被证实可以调节乳腺微生物群的组成，从而改善
乳腺健康 [27-29]。
5　益生菌干预疗法作为传统抗菌药物治疗后备
计划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受性不断增
加 [30]，开发替代抗菌药物疗法显得尤为重要。针
对感染灶的益生菌治疗是后抗菌药物时代预防常
见急性感染的治疗方法之一。益生菌在针对感染
灶进行治疗方面显现了巨大的潜力。具有产生抗
菌肽（细菌素）并针对特异性病原菌攻击的益生菌
干预疗法，可减少个体对抗菌药物的依赖，并使
抗菌药物引起全身系统菌群紊乱的影响降到最低，
已成为研究及发展自然疗法的趋势。细菌素是由
细菌核糖体合成的具有抗菌活性的多肽，通常对
近缘细菌有抑制作用。与抗菌药物相比不太可能
产生广泛的耐药性，可为替代抗菌药物或减少耐
药菌提供帮助。很多人体共生菌能够产生细菌素
以防止人体上皮表面的细菌感染，这为治愈多重
耐药感染或精细重塑人体正常菌群以达到预防感
染目的提供了良机 [31-32]。在抗感染治疗过程中广
谱抗菌药物的使用会影响到肠道固有菌群，临床
上出现肠道艰难梭菌感染可能与之有关。对于一
些难治性艰难梭菌相关疾病的治疗也可以使用益
生菌，通过经结肠镜或者保留灌肠注入胃肠道内
一种或多种有益的微生物菌株，因此使用益生菌
来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策略可以改善肠道艰难梭
菌感染 [33]。
　　目前，针对临床上越来越多的耐药菌株引起
的感染，迫切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细菌素对耐
抗菌药物菌株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活性谱或
窄或宽，值得认真考虑将其作为传统抗菌药物的
替代品。继续寻找最合适的益生菌菌株以减少某
些类型的常见急性感染，全面减少抗菌药物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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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目标。
6　小结
　　使用益生菌以恢复人体菌群平衡的研究和临
床转化已取得了一些成果，益生菌作为常规疗法
的补充已在临床上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已分离
得到菌株的益生菌种类仍不多，找到针对某一疾
病的益生菌并将之分离是益生菌在临床应用上发
展的难点。目前已有的使用益生菌制剂的临床队
列研究中，益生菌或展现其预防疾病的能力，或
作为传统疗法的辅助手段，由益生菌作为主要治
疗手段的临床队列仍是空白，这也与之前所述的
分离针对某一疾病的菌株困难有关。
　　但可以肯定的是，益生菌在感染性疾病方面
所展现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益生菌在免疫机制
中发挥的作用，包括其在临床队列中的有效应用
都证明了益生菌在感染性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在不久的将来，为待定疾病挑选最佳益生菌
的研究很可能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替代抗菌药物治
疗和预防感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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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在高血压及其药物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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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血压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在人群中发病率较高并趋于年轻化，严重影响人

类健康。其中，药物治疗是高血压的重要治疗策略，一定程度提高了我国高血压的控制率，但

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大量文献报道了肠道菌群与高血压存在密切关系，与抗高血压

药物效果反应也存在显著相关性。本文综述了肠道菌群与高血压疾病机制的研究，并探讨了肠

道菌群与常用一线降压药物治疗效果的关系，为改善高血压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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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a common chronic disease in the world, occurs with high incidence 
among people and especially among younger ones in recent years. Drug therapy is important for 
hypertension, but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is unsatisfactory. However, many literatures have 
repor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ut microbiota and effect of drug therapy for hypertens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ypertension and discus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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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临床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心
脑血管和肾脏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随患病率不
断上升，高血压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1]。高
血压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因素众多，如遗传因
素和环境因素。近 40 年来，降压药（如β 受体阻
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等）的广泛使用使高血
压患者的血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根据 2018 
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我国高血压的治疗率和
控制率仍较低，分别为 45.8% 和 16.8%[2]。其中，
多种因素影响着血压调节。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在血压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血管紧
张素Ⅱ可以引起短暂的血压升高，还可促进醛固
酮的合成，诱发水钠潴留，导致血压水平进一
步升高 [3-4]；巨噬细胞极化可通过促进炎症反应，
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血压升高 [5]。此外，离子通
道的状态也可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影响神经元
的信号传导，调节血压水平 [6]。随着近年来人们
对肠道菌群与高血压疾病的深入研究，肠道菌群
及其代谢衍生物可能成为调节血压的重要因素，
如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
和 三 甲 胺 -N- 氧 化 物（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7]。同时，肠道菌群被视为人体的 “隐
形器官”，在药物代谢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 [8]。
肠道菌群是药物吸收的重要场所，其可能参与高
血压的药物治疗，改变药物疗效，间接影响血压
调节。因此，为了探索肠道菌群对血压的影响，
本文对肠道菌群与高血压及抗高血压药物的相关
研究进行论述。
1　肠道菌群对高血压的影响

　　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与血压调节有着密切
联系。人类肠道分布着 1000 多种微生物，数量
达 1014 级。其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占菌群
总数的 80% ～ 90%，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
值（firmicutes/bacteroidetesratio，F/B）是菌群失
调的重要指标 [9]。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的肠道
菌群会出现丰富度下降、菌群数量减少及 F/B 增
加等特征 [10]。例如，Yang 等 [11] 对自发性高血压
大 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SHR） 进
行分析，SHR 肠道菌群的丰度、多样性及均匀性
都显著降低，F/B 比率增加。这一结论不仅在动
物实验得到验证，在临床试验中也充分得到了证
实。Li 等 [12] 对 41 名健康对照组、56 名高血压
前期患者和 99 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
进行宏基因组和代谢组学分析，结果高血压患者

的肠道菌群丰富度和多样性显著降低，菌群的结
构组成发生改变，如普氏菌和克雷伯菌的数量增
加。为了进一步研究高血压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研究者将高血压患者粪便中的菌群移植到无菌小
鼠体内，发现小鼠血压显著升高，表明肠道菌群
直接影响着血压调节。
　　肠道菌群的代谢衍生物 SCFAs 和 TMAO 在
血压调节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SCFA 是肠道菌
群重要的代谢衍生物，其主要有乙酸、丙酸和丁
酸等 [13]。据报道，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会出现
菌群失调现象，同时其肠道代谢衍生物的含量也
会发生改变，如 SCFA 减少 [14]。在一项针对 SHR
的研究中，肠道菌群的 F/B 比值增加，而长期服
用 SCFAs 逆转 F/B 比值，降低了血压水平 [11]。从
机制上分析，SCFAs 可以刺激宿主 G 蛋白耦联受
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R）调节血压，
如 G 蛋白耦联受体 41（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41，GPR41）和嗅觉受体 78（olfactory receptor 78，
Olfr78）。研究发现，GPR41 基因敲除小鼠患有单
纯的收缩期高血压，表明 SCFAs 可以通过作用于
大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和肾脏表达的 GPR41 降低
血压 [15]；Olfr78 主要在肾传入小动脉和外周血管
系统中的平滑肌细胞中表达，SCFAs 可以通过激
活血管 Olfr78 调节血压，增加肾素释放，升高血
压 [16]。此外，肠道菌群中的脂质代谢物 TMAO 对
血压调节也有重要影响。饮食中的磷脂酰胆碱、
左旋肉碱及甜菜碱经肠道菌群转化为三甲胺，在
黄素单加氧酶家族氧化作用下形成 TMAO[17]，研
究发现单独注射 TMAO 不会影响大鼠血压，但合
用低剂量血管紧张素Ⅱ可延长血管紧张素Ⅱ的升
压效应，升高血压 [18]（见图 1）。
2　肠道菌群与抗高血压药物 [19-44]

　　肠道菌群和抗高血压药物存在复杂的相互作
用。肠道菌群的代谢能力与肝脏相似，都具有较
高代谢活性 [19]。药物口服后在胃肠道接触大量的
肠道菌群 [20]，肠道菌群可产生一系列具有催化代
谢作用的特异性酶（氧化还原酶、水解酶和转移酶
等）改变药物成分结构，从而激活、灭活或重新激
活药物 [21]。这些酶也参与了药物代谢的相关反应，
如水解、还原、乙酰化、脱氨和脱羧等反应，影响
药物吸收、分布、代谢过程 [22]；肠道菌群中代谢
衍生物（SCFA、胆汁酸、吲哚衍生物）也具有代
谢宿主药物的潜力，影响药物药代动力学。肠道菌
群可以通过特异性酶和代谢衍生物对口服药物进行
生物转化，最终影响药物的毒性和药效。此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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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高血压药物 -菌群相互作用 
Tab 1　Interaction between antihypertensive drugs and microbiota

关系 药物 研究对象 药代动力学指标 肠道菌群变化 文献

肠道菌群影响药物 氨氯地平 Sprague Dawley 大鼠↓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下面积；

↓达峰时间；↓最大血药浓度

/  [17]

硝苯地平 Wistar 大鼠 ↓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下面积；

↓血浆清除率；↓达峰时间

/ [43]

药物影响肠道菌群 氯沙坦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Wistar 京都大鼠

/ ↑ akkermansia；↑ pedobacter；↑ verrucomicrobiacea；
↓ lactobacillus；↓ lactobacillaceae；

[44]

卡托普利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Wistar 京都大鼠

/ ↑ tenericutes；↑ actinobacteria；↑ proteobacteria；
↑ firmicutes；↓ bacteroidesare

[33]

贝那普利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Wistar 京都大鼠

/ ↓ aggregatibacter；↓ lactobacillus；↓ veillonella；↑ 
prevobacterium

[30]

依那普利 Wistar 大鼠 / ↓ collinsella；↑ clostridium [38]

美托洛尔 高血压患者 / metabolites（GM）：↑ methyluric acid；↑ hydroxyhip-
puric acid；↑ hippuric acid

[39]

2.1　钙离子拮抗剂
2.1.1　氨氯地平　氨氯地平是典型的钙通道阻滞
剂，是治疗高血压常用的处方药之一。氨氯地平
在胃肠道吸收相对较好，口服生物利用度约为
60%[26]。氨氯地平在体内主要经肝脏代谢酶代谢
为吡啶代谢物，再经氧化脱氨、脱酯和脂肪族羟
基化等反应进行药物代谢 [27]。最近一项体外研
究报道，除了肝脏代谢酶，肠道菌群也可能参与
了氨氯地平的代谢。研究者将氨氯地平与人和大
鼠粪便一起孵育，发现随着孵育时间增加，吡啶
代谢物逐渐增加，残留的氨氯地平含量减少。在
孵育 24 和 72 h 后，残留的氨氯地平分别减少了
8.9% 和 21.3%，表明肠道菌群可能参与氨氯地平
的生物转化，影响了其药代动力学。随后，通过
抗菌药物与氨氯地平联合给药，发现口服氨苄青
霉素可增加氨氯地平的生物利用度。因此，抗菌
药物可能影响肠道菌群，减少肠道微生物群对氨
氯地平的代谢，最终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17]。
2.1.2　硝苯地平　硝苯地平是二氢吡啶钙通道阻

滞剂，主要用于治疗心绞痛、高血压等心血管疾
病。硝苯地平是一种非极性药物，可被人体胃肠
道吸收 [28]。在此过程，肠道菌群极有可能参与
硝苯地平的生物转化，改变药物生物利用度及疗
效 [29]。张娟红等 [30] 探究肠道菌群与硝苯地平代
谢的关系，分别以对照组和抗菌药物处理组的大
鼠粪便提取液为基质，加入等量硝苯地平，均匀
混合后进行避光孵育。在相等的时间间隔内取出
孵育后的提取液进行分析，孵育 12 和 24 h 后，
硝苯地平组和抗菌药物＋硝苯地平组中硝苯地平
的含量减少，说明粪便中的肠道菌群参与了硝苯
地平的代谢。此外，抗菌药物处理组中硝苯地平
的含量下降更为缓慢。孵育 24 h 后，硝苯地平组
剩余量为 0.0396 μmol·L － 1、抗菌药物处理组为
0.0504 μmol·L － 1，表明经抗菌药物处理后，肠
道菌群减慢了对硝苯地平代谢。由此而知，肠道
菌群参与硝苯地平进入血液循环前的代谢，使其
含量减少，表明肠道菌群可通过影响硝苯地平的
生物利用度，从而影响药物疗效。

物进入体内后也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比例，对
其结构和代谢产生重要影响 [23]。例如，肥胖小鼠

给予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后，小鼠肠道中乙酸、丙
酸和丁酸的含量以及产 SCFA 菌的数量增加 [24]。因
此，药物在体内的生物转化与肠道菌群会相互影
响。一方面，肠道菌群能代谢药物，影响药物的生
物利用度和毒性；另一方面，药物可以改变肠道菌
群的结构组成，影响肠道菌群的营养代谢状况 [25]。
　　经典的降压药主要有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
张素Ⅱ受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
β 受体阻滞剂等。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在降低血压
的机制上存在着差异，它们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
用也不同，下面将介绍肠道菌群和一线降压药的
相互关系（见表 1）。

图 1　肠道菌群代谢衍生物调节血压的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gut microbiota metabolites on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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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氯沙坦）
　　氯沙坦是典型的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是
常用的降压药。氯沙坦的降压作用与肠道菌群
密切相关。总所周知，F/B 是高血压患者肠道
失 调 的 标 志 [6]，SHR 的 F/B 高 出 Wistar-Kyoto
（WKY）大鼠约 3 倍，但氯沙坦治疗可以使 SHR
肠道中 F/B 恢复到与 WKY 大鼠相似的水平；与
WKY 大鼠组相比，SHR 的肠道菌群中 Verrucom-
microbiaceae、Pedobacter 和 Akkermansia 数 量 显
著减少，而 Lactobacillaceae 和 Lactobacillus 的数
量增加，氯沙坦治疗也恢复了这些菌群的结构组
成；氯沙坦治疗还增加了 SHR 中产生乙酸酯和丙
酸的细菌数量。因此，氯沙坦治疗通过改善 SHR
肠道完整性和恢复肠道菌群的稳态来调节血压。
此外，氯沙坦治疗可促使α- 防御素生成，减少
SHR 肠道功能障碍。这种作用似乎与其减少肠道
内交感神经驱动、改善肠道完整性的能力有关。
氯沙坦引起肠道菌群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保护血管和降低血压 [31]。
2.3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2.3.1　卡托普利　卡托普利是第一代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
固酮系统来降低血压，从而逆转肠道病理 [32]。为
了探究卡托普利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Yang 
等 [33] 用卡托普利给 SHR 和 WKY 大鼠治疗 4 周，
停药 16 周后，发现卡托普利对肠道微生物的组
成、肠道通透性和病理及后脑活动具有重大而
持久的影响。SHR 经卡托普利治疗后，血压下
降并且细菌孢量增加。与 WKY 大鼠相比，治疗
至 第 4 周 的 SHR 的 Firmicum、Proteobacteria 和
Tenericum 等显著富集且 Bacteroides 减少，SHR
的肠道菌群均匀性增加。停药后，SHR 中的肠道
菌群仍存在均匀性增加的趋势。此外，该研究也
表明卡托普利可以改善肠道病理和肠道通透性，
由此推测其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降低血压
也可能会改变肠道菌群结构组成。
2.3.2　贝那普利　贝那普利是第二代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广泛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充血性心
力衰竭 [34]。徐兴华等 [35] 比较了 SHR 组、WKY 组
和 SHR 贝那普利治疗组的粪便，发现贝那普利
治疗与肠道菌群有密切关系。与 WKY 大鼠相比，
贝那普利治疗后的 SHR 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发
生了变化。从门水平分析，贝那普利治疗降低了
SHR 肠道中 Proteobacteria 的比例；从属水平分析，
SHR 肠道中 Streptococcus 属多于 WKY 大鼠，而
贝那普利治疗减少了 SHR 肠道中 Streptococcus 属
的数量。分析 Ace 指数、Category 指数、Simpson

指数和 Chao1 指数发现，贝那普利干预后对 SHR
肠道微生物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有良性影响，
说明贝那普利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 SHR 肠道菌群
结构的恢复，从而降低血压 [35]。
2.3.3　依那普利　依那普利是典型的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抑制剂，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药物，
可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研究表明，
SHR 血浆中 TMAO 水平显著高于 WKY 大鼠。经
过依那普利治疗后，SHR 血浆 TMAO 水平却显
著降低 [36]。血液中的 TMAO 主要来自肠道微生
物（Clostridium、Collinsella、Desulfovibrio 和
Lactobacillus 等）的新陈代谢 [37]，所以依那普利
可能影响了肠道菌群的组成比例。为了证实依
那普利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Konop 等 [38] 将
Wistar 大鼠分为依那普利治疗组和自来水对照
组进行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组成在两组差异不
大。与对照组相比，依那普利治疗组大鼠肠道内
Collinsella 含量稍降低，而 Clostridium 略微增加。
通过数据分析，所有实验组中均表现出相似的多
样性。此外，24 h 后，依那普利治疗的大鼠尿中
TMAO 排泄增加，推测依那普利很可能参与控制
尿排泄，参与控制尿中甲胺类的排泄。同时，依
那普利还可能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代谢活动来降
低 TMAO 水平 [38]。
2.4　β 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
　　美托洛尔是一种β 受体阻滞剂，与阿替洛尔
调节血压的机制相似。美托洛尔主要通过可饱和
的代谢途径，通过肝细胞色素 2D6（CYP2D6）进
行代谢。除许多内源激素外，它还负责约 25% 外
源生物的代谢。美托洛尔和相关代谢物主要从尿
中排出。Brocker 等 [39] 对服用了美托洛尔患者的
尿液进行代谢组学数据分析，发现马尿酸、羟基
马尿酸和甲基尿酸水平含量升高，这 3 种化合物
被认为是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其中，马尿酸是
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代谢组学标志物，羟基马尿酸
是肠道菌群衍生的终产物，两者均源于肠道菌群
的多酚代谢。这些化合物反映肠道菌群的组成，
而服用美托洛尔的患者中这 3 种化合物均显着升
高 [40]，说明美托洛尔长期治疗可能会影响胃肠
道内的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此外，对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粪便样本的宏基因组学分
析，美托洛尔治疗与宏基因组连锁群（MLG）的
变化成正相关 [41]。提示，该药物可能通过影响肠
道微生物组中基因表达来影响微生物组。
　　以上几种典型的降压药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研
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药
物代谢，从而影响药物吸收，甚至改变药物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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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同时，药物的代谢过程也会影响肠道菌群
的结构组成和数量变化。
3　总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参与高血压的
发生、发展和维持，对血压调节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Yan 等 [42] 通过粪便移植实验表明肠道菌群异
常是引起高血压疾病的关键原因，而不是高血压
导致的结果或伴随现象。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
研究者应多关注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的组成和
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益生菌疗法、粪便移植技
术和抗菌药物使肠道菌群恢复到稳态。此外，肠
道菌群的代谢衍生物也可能成为未来治疗高血压
的重要方向。目前，高血压与肠道菌群的研究还
有待深入，并且需要考虑将肠道菌群这一因素运
用到高血压的临床治疗。
　　药物治疗是高血压疾病的重要治疗途径，肠
道菌群与抗高血压药物的关系也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基于大量的体外和动物体内实验，本文总结
出肠道菌群与抗高血压药物的相互关系，且这种
相互关系对药效产生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
也面临一些挑战，肠道菌群和药物的研究主要基
于动物研究，缺少临床试验研究。而在实际的临
床治疗中，联合用药的治疗策略可能会干扰对单
一药物的研究。例如，曹晓红等 [45] 研究药物对糖
尿病患者肠道菌群是否有影响，发现和单用磷酸
西格列汀患者相比，联合应用阿卡波糖患者的肠
道菌群数量和球菌杆比值都显著升高。在高血压
的药物治疗中，抗高血压药物也常与多种药物联
合用药，如抗菌药物，将干扰抗高血压药物研究
的结果的准确性。其次，动物实验的结果推及人
的结果不一定相同，如同人体的肠道菌群之间存
在一些差异，动物及不同动物品系和人肠道菌群
同样存在差异。因此，仅通过 16sRNA、代谢组
学和基因测序等手段不足以分析肠道菌群与药物
代谢之间的机制，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药理学
和毒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进行综合分析，获
取更低毒性和更好药效的药物，推进药物合理使
用。最后，在结合临床用药时，临床医师也需要
考虑到肠道微生物对药物代谢的影响，这对于指
导临床合理用药和改善高血压患者的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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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微波消解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对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组成进

行分析并建立相关指纹图谱，为产品的质量均一性和安全性评价提供参考。方法　以硝酸为消解

试剂，Ge、In 元素为内标，采用 ICP-MS 法定量测定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的含量，通过 Heatmaps
图谱，Pearson 相关系数对结果进行分析；通过无机元素指纹图谱、聚类分析结合主成分分析

（PCA）对质量均一性进行评价。结果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以 K、Mg、Na、Ca、Al、Fe、Mn
为主，且不同元素含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Cu、As、Cd、Hg、Pb 这五种重金属元素的限量符合

相关限度规定。不同批次的样品均有相似的峰形，且不同无机元素的多寡顺序趋于一致。从指纹

图谱相似度、聚类分析、PCA 结果来看，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的质量均一性较好，主要特征元素

为 Mg、K、Ca、Mo、Tl、Cd、Se、Zn。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便、灵敏度高、准确可靠，适用于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的测定。通过对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的分析，可以为肝爽颗粒的质量均一性

和安全性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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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organic elements composition in Ganshuang granules (GSG) 
by microwave digestion-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spectrometer (ICP-MS) method,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 of inorganic elements, and provide the research basis for the quality uniformity and safety 
evaluation. Methods  Nitric acid was used as the digestion reagent, the GSG samples calibrated by 
internal standard elements, such as Ge, and In. The content of inorganic elements was determined by 
ICP-MS.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Heatmap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s. The quality un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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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爽颗粒是由党参、柴胡（醋制）、白芍、当
归、茯苓、白术（炒）、枳壳（炒）、蒲公英、虎
杖、夏枯草、丹参、桃仁、鳖甲（烫）组成的中
药复方制剂，具有疏肝健脾、清热散淤、保肝护
肝、软坚散结的作用，临床上已经被用于治疗各
种慢性肝脏疾病 [1-4]。
　　近些年来，中草药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中国有出口的中药材近 500 种，中成药 2000
多种，全球药用植物的消费额约 140 亿美元，预
计到 2050 年将增至 5 万亿美元 [5]。随着中药材的
蓬勃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其质量和安全。重金
属等有害元素在药材体内富集蓄积情况普遍，影
响人体健康，也引起大量关注 [6]。与此同时，随
着现代药物分析对中药制剂研究的不断深入，人
们不仅对中药制剂有机成分进行了详细研究，无
机元素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7]。
　　目前测定重金属元素的方法有很多，如原子
荧光分光光谱法 [8]、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9]、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10] 等，其中，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具有极低的检测
限、线性动态范围宽、灵敏度高、准确、分析速
度快等特点，已经用于多种中成药的无机元素分
析 [11-15]。因此本试验采用微波消解 ICP-MS 法对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进行测定，并且采用聚类分
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PCA）对无机元素进行分
析，明确肝爽颗粒的特征无机元素，以期从无机
元素层面评估肝爽颗粒的质量均一性和安全性。
1　材料

1.1　仪器

　　Muiti Wav PRO 41HVT56 微波消解仪 [ 安东
帕（美国）有限公司 ]；TE124S 电子分析天平 [ 赛
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Milli-Q 
Reference 超纯水仪 [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ICAP RQ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1.2　试药

　　铟（In）单元素标准溶液（批号：203044-
2）、汞（Hg）单元素标准溶液（批号：207031-
1）[1000 μg·mL － 1，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 ]；锗（Ge）单元素标准溶液（1000 μg·mL－1，
批号：207002）、混合标准溶液 [ 含铝（Al）、砷
（As）、硼（B）、钡（Ba）、钙（Ca）、镉（Cd）、
钴（Co）、铬（Cr）、铜（Cu）、铁（Fe）、钾（K）、
镁（Mg）、锰（Mn）、钼（Mo）、钠（Na）、镍
（Ni）、铅（Pb）、锑（Sb）、硒（Se）、锡（Sn）、
锶（Sr）、钛（Ti）、铊（Tl）、钒（V）、锌（Zn），
均为 100 μg·mL － 1，批号：20DB390]（国家有
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硝酸（HNO3，
质量分数为 65%），水为超纯水（Milli-Q 制水系
统制得）。肝爽颗粒（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批
号：200814、200815、200816、201215、201216、
201217、201218、201219、201220、201221， 编
号：S1 ～ S10，规格：每袋 3 g）。
2　方法与结果

2.1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移取适量的混合标准品溶液，用 10% HNO3

溶液稀释，制成质量浓度为 1 μg·mL－ 1 的标准品
储备液，再用 2%HNO3 溶液依次稀释，配制成含

was evaluated by inorganic elemental fingerprint,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for different batches of GSG. Results  The main inorganic elements in GSG included K, Mg, 
Na, Ca, Al, Fe and Mn,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elements. The content 
of 5 heavy metal elements, including Cu, As, Cd, Hg, and Pb, were below the limit of heavy metals 
and harmful elements. The reference fingerprint of inorganic elements in GSG was generated with 
the average and median methods. Different batches of samples had similar peak shape, and the 
content of inorganic elements content in different orders tended to be consistent. The results of 
fingerprint similarity, cluster analysis, and PCA showed that the inorganic elements showed good 
quality uniformity, and Mg, K, Ca, Mo, Tl, Cd, Se, and Zn might be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in 
GSG.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rapid,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can be used in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inorganic elements in GSG, which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uniformity, safety 
evaluation of GSG. 
Key words: Ganshuang granule;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norganic element; 
fingerprint; quality uniform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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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Mg、Al、Ti、K、Cr、Ca、V、Mn、Fe、
Co、Ni、Cu、Zn、As、Se、Mo、Sr、Sn、Cd、Sb、
Ba、Tl、Pb 分别为 0.05、0.1、0.5、1.0、2.0、2.5、5.0、
7.5、10.0、15.0、25.0、50.0、75.0、100.0、125.0、
150.0、175.0、200.0、250.0、500.0、750.0、1000、
2000、5000 μg·L－ 1 的标准品溶液。精密移取适量
的 Hg 单元素标准溶液，用10% HNO3溶液稀释成0.5 
μg·mL－ 1 的溶液，作为 Hg 的标准储备液，精密移
取 Hg 的标准储备液，用 2% HNO3 溶液稀释，制成
质量浓度分别为 0.1、0.2、0.5、1、2、5 ng·mL － 1

的标准品溶液（临用时现配）。
2.2　内标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移取适量的 Ge 和 In 单元素标准
溶液，用 10% HNO3 稀释成 1 μg·mL － 1 的混合
内标储备液。精密移取混合内标储备液，用 2% 
HNO3 溶液稀释成 20 ng·mL － 1 的溶液，作为内
标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肝爽颗粒样品粉末约 0.5 g，精密称定，量
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入浓 HNO3 溶液 8 
mL，混匀，于 100℃下预消解 30 min，待温度降
至 60℃以下，轻轻振荡后混匀置微波消解仪中，
按照表 1 设定的消解程序消解，消解完成后，待
消解液冷却至 55℃取出，于通风橱中 80℃将硝
酸挥发至约 1 mL，转入 50 mL 量瓶中，用少量
的水洗涤消解罐，洗涤 3 次，洗液同时合并于量
瓶中，加水定容至 50 mL，摇匀，即得。同法制
得空白样品溶液。

表 1　微波消解程序 
Tab 1　Program of microwave digestion

梯度 到达温度 /℃ 升温时间 /min 维持时间 /min 消解功率 /W

1   70   5   5 1500

2 100   5   5 1500

3 130   5   5 1500

4 160   5   5 1500

5 180   5 30 1500

6   60 21 21 1500

2.4　ICP-MS 工作条件

　　采用氦气碰撞 - 动能歧视模式进行样品分析，
RF 功率 1550 W；雾化室温度 2.7℃；辅助气体
积流量0.8 L·min－1；冷却气体积流量14 L·min－1；
雾化气体积流量 1.031 L·min － 1；蠕动泵泵速
40.0 r·min － 1；驻留时间 0.05 ms；扫描次数 25 次；
反应池气（He）体积流量 5.4 mL·min － 1；取样
锥为 Ni 锥；采样深度为 10 mm。

2.5　测定方法

　　测定 Na、B、Mg、Al、Ti、K、Cr、Ca、V、
Mn、Fe、Co、Ni、Cu、Zn、As、Se、Mo、Sr、
Sn、Cd、Sb、Ba、Tl、Pb、Hg 共 26 种元素，其
中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100 的元素采用 Ge 作为内
标、相对分子质量大于 100 的元素采用 In 作为内
标。样品按质量浓度由低到高依次进行测定。
2.6　方法学考察

2.6.1　线性关系考察　取“2.1”项下配制的各混
合标准品溶液及 Hg 单元素标准品溶液，进行测
定，以标准品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强度结
果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各元素的
线性方程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2。
2.6.2　检测限和定量限　连续测定空白样品溶
液 11 次，测定元素信号响应值，以其信号响应
值的标准偏差的 3 倍所对应的质量浓度为检测
限（LOD），10 倍所对应的质量浓度为定量限
（LOQ），结果见表 2，各元素的检测限和定量限
均能满足分析要求。
2.6.3　精密度试验　取“2.1”项下混合标准品溶
液及 Hg 单元素标准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结
果各元素精密度 RSD 在 0.19% ～ 4.2%，表明仪
器精密度良好。
2.6.4　重复性试验　取肝爽颗粒（批号：200815）
约 0.5 g，精密称定，按“2.3”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测定，计算各元素含量，结果
Se、Mo、Sb、Tl、Hg 未检出，其余各元素重复
性 RSD 在 0.82% ～ 3.5%。
2.6.5　稳定性试验　取肝爽颗粒（批号：200815）
约 0.5 g，精密称定，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分别于 0、2、4、8、12、24 h 测定，计
算各元素 RSD 值，结果 Se、Mo、Sb、Tl、Hg 未
检出，其余各元素的含量 RSD 在 0.65% ～ 4.7%。
2.6.6　 加 样 回 收 试 验　 取 肝 爽 颗 粒（批 号：
200815）约 0.25 g，精密称定，加入浓 HNO3 溶液
8 mL，加入与样品中各元素质量相当的混合标准
品溶液及 0.5 μg·mL － 1 的 Hg 标准品储备液 200 
μL，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平行制
备 3 份，同法制备空白样品溶液。测定各元素的
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各元素的平均回收率在
88.07% ～ 106.82%，RSD 在 1.1% ～ 4.9%。
2.7　样品测定

　　取 10 批肝爽颗粒，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按照“2.4”及“2.5”项下方法测定样
品中 26 种无机元素的含量，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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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6 种元素的线性关系、检测限及定量限考察结果 
Tab 2　Linearity，LOD，and LOQ of 26 elements

元素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ng·mL － 1） 检出限 /（ng·mL － 1） 定量限 /（ng·mL － 1） 精密度 RSD/%
Na Y ＝ 235.0X ＋ 1.560×104 0.9998 0 ～ 500.0 2.887 9.625 1.4
B Y ＝ 4.686X ＋ 10.03 0.9997 0 ～ 500.0 5.240 17.466 3.4
Mg Y ＝ 105.2X ＋ 582.4 0.9998 0 ～ 500.0 0.739 2.462 1.6
Al Y ＝ 26.70X ＋ 109.3 0.9999 0 ～ 2000.0 2.224 7.415 1.6
Ti Y ＝ 680.2X ＋ 1.061×103 0.9999 0 ～ 500.0 0.946 3.152 1.4
K Y ＝ 102.7X ＋ 3.125×104 0.9999 0 ～ 5000.0 7.180 23.932 2.5
Cr Y ＝ 4.053×103X ＋ 907.7 0.9999 0 ～ 50.0 0.039 0.130 1.5
Ca Y ＝ 32.54X ＋ 557.5 0.9998 0 ～ 5000.0 2.852 9.508 1.7
V Y ＝ 2.787×103X ＋ 43.28 0.9999 0 ～ 50.0 0.011 0.038 1.4
Mn Y ＝ 1.797×103X ＋ 184.8 0.9997 0 ～ 5000.0 0.085 0.284 1.4
Fe Y ＝ 79.14X ＋ 205.2 0.9998 0 ～ 1000.0 12.489 41.629 2.0
Co Y ＝ 7.306×103X ＋ 23.01 0.9999 0 ～ 50.0 0.005 0.018 1.3
Ni Y ＝ 1.919×103X ＋ 413.0 0.9999 0 ～ 500.0 0.038 0.126 1.4
Cu Y ＝ 5.326×103X ＋ 775.3 0.9999 0 ～ 500.0 0.034 0.114 1.1
Zn Y ＝ 780.9X ＋ 838.0 0.9999 0 ～ 500.0 0.797 2.657 0.19
As Y ＝ 411.2X ＋ 47.81 0.9999 0 ～ 50.0 0.145 0.484 1.6
Se Y ＝ 5.277X ＋ 0.6549 0.9996 0 ～ 75.0 0.731 2.438 4.2
Mo Y ＝ 3.510×103X ＋ 227.0 1.000 0 ～ 50.0 2.600 8.667 1.3
Sr Y ＝ 1.902×103X ＋ 205.0 0.9999 0 ～ 500 0.036 0.121 1.6
Sn Y ＝ 3.661×103X ＋ 285.4 1.000 0 ～ 50.0 0.028 0.094 0.74
Cd Y ＝ 1.964×103X ＋ 2.665 1.000 0 ～ 50.0 0.004 0.014 0.74
Sb Y ＝ 4.988×103X ＋ 46.41 0.9999 0 ～ 50.0 0.015 0.049 0.48
Ba Y ＝ 1.600×103X ＋ 174.0 0.9999 0 ～ 200.0 0.028 0.094 0.49
Tl Y ＝ 5.935×104X ＋ 4.620×103 0.9999 0 ～ 100.0 1.326 4.420 0.83
Pb Y ＝ 4.067×104X ＋ 7.500×103 0.9999 0 ～ 50.0 0.018 0.061 0.61
Hg Y ＝ 8.577×103X ＋ 397.5 0.9999 0 ～ 5.0 0.007 0.025 1.9

2.8　数据处理及分析

　　将 ICP-MS 采集的数据导入 Excel 表格中保
存为 CSV 格式，通过 Metaboanalyst 5.0（https：//
www.metaboanalyst.ca）网站生成 Heatmaps 图，使
用软件 SPSS 25.0 对 10 批肝爽颗粒的无机元素
质量分数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将各元素的
质量分数扩大或缩小到同一数量级，之后使用
GraphPad Prism 6 软件绘制肝爽颗粒的无机元素指
纹图谱及对照图谱；采用软件 SPSS 25.0 对 10 批
肝爽颗粒的无机元素质量分数进行聚类分析，并
使用软件 Simca 14.1 绘制 PCA 散点图，对肝爽颗
粒进行均一性分析。采用软件 SPSS 25.0 对数据标
准化后进行 PCA，据初始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提
取主成分因子，对提取的主成分因子进行载荷矩
阵，由负荷量的大小来寻找肝爽颗粒的特征元素。
2.9　样品中无机元素的测定结果及分析

　　10 批肝爽颗粒中 26 种无机元素的测定结果见
表 3。可以看出，肝爽颗粒中 26 种无机元素的含
量差异很大，K 元素的含量最高，其平均质量分
数为 24 439.205 μg·g－ 1，其次含量较高的元素为
Mg（2367.733 μg·g － 1）、Na（956.278 μg·g － 1）、

Ca（532.418 μg·g － 1）、Al（51.712 μg·g － 1）、Fe
（47.354 μg·g－ 1）、Mn（21.296 μg·g－ 1）。这些元
素含量占 26 种元素含量的 99.38%，如图 1 所示，
K、Mg、Na、Ca 大 于 100 mg·kg － 1，Al、Fe、
Mn、Sr、B、Zn 在 10 ～ 100 mg·kg － 1 内，Ba、
Ti、Cu、Ni 在 1 ～ 10 mg·kg － 1 内，As、Co、
Cr、V、Pb、Sn、Cd 小于 1 mg·kg－ 1。此外，Se、
Mo、Sb、Tl、Hg 元素在部分肝爽颗粒批次中的
含量低于检测限。《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对中药
材的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的限度规定，Cu 不得过 20 
mg·kg － 1、As 不得过 2 mg·kg － 1、Cd 不得过 1 
mg·kg － 1、Hg 不得过 0.2 mg·kg － 1、Pb 不得过
5 mg·kg－ 1。本试验测定的 10 批肝爽颗粒样品中
5 种重金属元素 Cu、As、Cd、Hg、Pb 均未超标，
说明肝爽颗粒的重金属含量在安全限度范围之内。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不同批次肝爽颗粒中各无
机元素的含量的高低，绘制 Heatmaps 图时，由
于元素 Se、Mo、Sb、Tl、Hg 在多批肝爽颗粒中
含量低于检测限，将这些数据剔除，结果见图 2。
批号 201217 样品中 Zn、Cr、Cu、Al 含量高外，
其余各元素整体含量均较低。批号 200814 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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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01216 样品中 V、Fe、Sn、As、B、Sr 含量均
较高，其余各元素含量较低。由表 3 和图 2 可见，
同一元素在不同批次之间的含量存在一定差异，
如 Na 元素含量最低值为 914.831 μg·g － 1，最高
可达 1008.559 μg·g － 1。由表 3 可见，Cr 元素及

Pb 元素的变异系数较大，其次是 Zn 元素，说明
在不同批次的样品之间，Cr、Pb 和 Zn 元素含量
波动较大。而 Ni 元素的变异系数较小，说明其
含量在不同批间样品之间较稳定。
　　进一步分析各元素的 Pearson 相关性，同样
剔除 Se、Mo、Sb、Tl、Hg 元素数据。在图 3 中
各元素的相关矩阵分列显示，有 11 对元素极显
著相关（P ＜ 0.01），其中 K 与 Mg、Ca 与 Mg、
Ca 与 K、Mn 与 K、Cd 与 Co 为正相关；Cu 与 B、
V 与 Mg、Ca 与 V、Fe 与 V、Sr 与 Cu、Pb 与 Sn
为负相关；有 21 对元素显著相关（P ＜ 0.05），
其中 Mg 与 Na，K 与 Na、Ca 与 Na、As 与 B、Sr
与 B、Mn 与 Mg、Ca 与 Ti、Mn 与 Ca、As 与 V、
Zn 与 Cu、Cd 与 Cu、Sr 与 As、Sn 与 As 为 正 相
关。Zn 与 B、Pb 与 Al、V 与 K、Sn 与 K、As 与
Ca、Pb 与 Mn、As 与 Cu、Cd 与 Sr 为负相关。成
正相关的 18 对元素在被吸收积累过程中具有很
好的协调作用，而成负相关的 14 对元素在被吸

表 3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的质量分数 (n ＝ 3) 
Tab 3　Inorganic elemental content of GSG (n ＝ 3)

批号
质量分数 /（μg·g － 1）

Na B Mg Al Ti K Cr Ca V Mn Fe Co Ni
200814 932.163 15.733 2182.503 49.961 3.805 21 897.885 0.312 485.779 0.135 19.698 48.270 0.335 1.525
200815 1008.559 15.707 2473.956 55.561 3.985 26 107.826 0.305 543.756 0.130 23.141 48.725 0.345 1.523
200816 972.199 15.021 2427.473 52.793 3.904 26 162.872 0.241 556.363 0.115 23.863 46.173 0.328 1.490
201215 925.998 14.107 2328.148 50.932 4.077 23 346.542 0.246 544.228 0.125 20.850 48.344 0.340 1.476
201216 932.498 15.449 2208.157 52.588 3.825 22 599.437 0.341 495.379 0.136 20.512 48.583 0.339 1.516
201217 914.831 13.910 2296.280 53.978 3.785 23 979.815 0.504 498.984 0.127 20.253 47.558 0.344 1.482
201218 966.429 14.353 2413.747 52.121 3.956 24 940.775 0.264 539.895 0.118 21.302 46.929 0.351 1.546
201219 1005.330 15.229 2447.319 49.652 4.040 24 948.359 0.403 561.297 0.117 21.107 47.387 0.347 1.504
201220 970.596 14.959 2424.254 51.380 3.935 25 230.511 0.314 549.353 0.120 21.023 47.475 0.348 1.545
201221 934.181 14.854 2475.495 48.153 3.855 25 178.031 0.198 549.142 0.111 21.211 44.101 0.347 1.551
平均值 956.278 14.932 2367.733 51.712 3.917 24 439.205 0.313 532.418 0.123 21.296 47.354 0.342 1.516
RSD/%   3.48 4.28     4.55 4.21 2.54        5.90 28.31   5.22 6.96 5.97 2.94 2.01 1.80

批号
质量分数 /（μg·g － 1）

Cu Zn As Se Mo Sr Sn Cd Sb Ba Tl Pb Hg
200814 1.833   9.847 0.463 N.D 0.325 14.687 0.035 0.020 0.016 8.051 0.147 0.148 N.D
200815 1.930   8.745 0.405 N.D N.D 13.750 0.025 0.019 N.D 7.999 N.D 0.084 N.D
200816 1.891 10.774 0.376 N.D N.D 13.704 0.022 0.018 N.D 8.009 N.D 0.073 N.D
201215 2.158 11.281 0.369 0.078 N.D 13.480 0.027 0.021 N.D 8.574 N.D 0.106 N.D
201216 1.766   8.462 0.461 N.D N.D 14.448 0.030 0.018 N.D 7.799 N.D 0.103 N.D
201217 2.195 15.555 0.384 N.D N.D 12.233 0.023 0.022 N.D 7.544 N.D 0.096 N.D
201218 2.111 10.817 0.404 0.111 N.D 13.059 0.031 0.025 N.D 7.513 N.D 0.138 N.D
201219 2.098 10.607 0.401 0.103 N.D 13.476 0.029 0.022 N.D 8.139 N.D 0.132 N.D
201220 2.058   9.290 0.401 0.113 N.D 12.869 0.025 0.022 N.D 7.961 N.D 0.103 N.D
201221 1.983   9.085 0.403 0.093 N.D 12.734 0.026 0.022 N.D 8.062 N.D 0.117 N.D
平均值 2.002 10.446 0.407 N.D N.D 13.444 0.027 0.021 N.D 7.965 N.D 0.110 N.D
RSD/% 7.21 19.53 7.82 N.D N.D 5.64 14.28 9.67 N.D 3.81 N.D 21.82 N.D

注：“N.D”代表未检出。

Note：“N.D”means not deteced.

图 1　肝爽颗粒各元素含量分析

Fig 1　Content of each element in 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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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积累过程中具有拮抗作用。

图 3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之间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Fig 3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inorganic elemental in GSG

2.10　无机元素量分布曲线及相似度分析

　　由于肝爽颗粒中 26 种无机元素含量数量集
差别较大，为了更直观准确地绘制质量分数分布
曲线，将不同元素的含量扩大或缩小至同一数量
级（K 缩小 1000 倍，Mg 缩小 100 倍，Na、Ca 缩
小 10 倍，Ti、Ni、Cu、Ba 扩 大 10 倍，Cr、V、
Co、As、Pb 扩大 100 倍，Sn、Cd 扩大 1000 倍），
以元素种类为横坐标（相对含量为纵坐标），得
到 26 种元素质量分数分布曲线图见图 4，10 批
肝爽颗粒峰形相似，因批次不同，相对含量略有
差异，但其谱线的形状及走势基本一致，故质量
分数分布图可作为肝爽颗粒的无机元素特征指纹
图谱，从整体上直观显示不同批次肝爽颗粒的差
异，反映原料药材来源、等级、制备工艺的稳定

性，有利于肝爽颗粒质量标准的完善。将 10 批
样品以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生成肝爽颗粒的无机
元素对照指纹图谱，通过夹角余弦法计算 10 批
样品与生成的对照图谱的相似度，夹角余弦值接
近 1，说明相似程度高（见表 4）。由表 4 可见，
10 批肝爽颗粒的指纹图谱与平均数、中位数对照
图谱的夹角余弦值均大于 0.976，说明各批次间
无机元素指纹图谱的相似度高，即不同批次的肝
爽颗粒无机元素的质量均一性较好。

图 4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质量分数

Fig 4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inorganic elements in GSG

表 4　肝爽颗粒无机元素指纹图谱相似度分析 
Tab 4　Similarity evaluation on inorganic elemental fingerprint of GSG

批号 平均数夹角余弦值 中位数夹角余弦值

200814 0.977 0.976

200815 0.989 0.990

200816 0.990 0.991

201215 0.997 0.997

201216 0.992 0.992

201217 0.983 0.983

201218 0.994 0.993

201219 0.996 0.995

201220 0.990 0.989

201221 0.990 0.989

2.11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肝爽颗粒质量均一性评价

　　进一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对 10 批肝爽颗粒的
质量均一性进行分析。从聚类分析可以看出，10
批样本可分为 3 组，201217 单独为一组、200814
和 201216 为一组，其他样本为一组（见图 5）。从
PCA 散点图可以看出 200814 和 201216 聚集在一
起，201217 单独为一组，其他样本为一组（见图
6）。即 PCA 和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肝爽
颗粒质量均一性较好。这 3 批样品与其他样品存
在差异的原因在于 201217 样品中 Zn、Cr、Cu、
Al 含量高外，其余各元素整体含量均较低。批号
200814 和批号 201216 中 V、Fe、Sn、As、B、Sr
含量均较高，其余各元素含量较低。
2.12　无机元素主成分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上述 10 批肝爽颗粒样

图 2　肝爽颗粒中无机元素含量的热图分析

Fig 2　Heatmaps of inorganic elemental contents in 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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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 25 种无机元素（Hg 除外）数据进行 PCA。
PCA 可将原来的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综合变
量，并从中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
反映原来的变量信息。根据 Kaiser 准则（特征值
大于 1）及累计贡献率准则（累计贡献率达 80%
或 85% 以上），前 5 个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1，累
计贡献率达 92.369%，说明这 5 个成分可以解释
92.369% 的原始数据变量信息（见表 5）。因此提
取这 5 个主成分的因子进行分析。由因子载荷矩
阵（见表 6，按负荷量的大小进行排序）可知，第
一个主成分因子中 Mg、K、Ca、Mo、Tl 的负荷
量较大，第二个主成分因子中 Cd、Se 的负荷量较
大，第三个主成分因子中 Zn 的负荷量较大，均在
0.85 以上。所以确定 Mg、K、Ca、Mo、Tl、Cd、
Se、Zn 是肝爽颗粒的特征无机元素。正或负相关
性元素对表明这些无机元素在治疗过程（或吸收
累积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协同或拮抗作用 [16]。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 ICP-MS 对肝爽颗粒中 26 种无机
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指纹图谱分析，初步明确了其
无机元素的组成。结果显示肝爽颗粒中的无机元

素以 K、Mg、Na、Ca、Al、Fe、Mn 为主，含量
最高的是 K，其次是 Mg、Na、Ca、Al、Fe、Mn，
这 7 种元素占测定元素总量的 99.38%。通过计算
不同元素的变异系数，发现 Cr 及 Pb 的波动较大，
其次是 Zn 元素。分析可能是同一产地不同批次或
不同生长年份导致的差异。Pearson 分析显示，这
些不同元素含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此外，Cu、
As、Cd、Hg、Pb 是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肝
爽颗粒中 Cu、As、Cd、Hg、Pb 的限量符合《中

图 5　10 批肝爽颗粒无机元素的聚类分析

Fig 5　Cluster analysis of inorganic elemental in 10 batches of GSG

图 6　10 批肝爽颗粒无机元素的 PCA 散点图

Fig 6　PCA scatter plot of inorganic elemental in 10 batches of GSG

表 5　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和贡献率 
Tab 5　Initial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计贡献率 /%
1 9.128 36.511   36.511
2 5.068 20.271   56.782
3 4.498 17.992   74.775
4 2.329   9.317   84.091
5 2.069   8.277   92.369
6 0.788   3.153   95.522
7 0.663   2.652   98.174
8 0.336   1.344   99.518
9 0.12   0.482 100.000

表 6　前 5 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 6　Factor loadings matrix of first five principal components

元素
主成分

1 2 3 4 5
Na － 0.501 － 0.11 0.524 － 0.064 0.586
B 0.324 － 0.313 0.792 － 0.2 0.163
Mg － 0.939 0.129 0.265 － 0.07 0.091
Al － 0.119 － 0.681 － 0.291 － 0.306 0.489
Ti － 0.479 0.157 0.236 0.652 0.491
K － 0.935 － 0.142 0.188 － 0.205 0.088
Cr 0.234 － 0.093 － 0.644 － 0.234 0.444
Ca － 0.874 0.147 0.33 0.291 0.069
V 0.799 － 0.386 － 0.09 － 0.051 0.356
Mn － 0.692 － 0.566 0.339 － 0.017 0.013
Fe 0.513 － 0.333 － 0.104 0.207 0.726
Co － 0.309 0.699 － 0.082 － 0.318 0.434
Ni － 0.037 0.518 0.565 － 0.588 － 0.041
Cu － 0.477 0.469 － 0.651 0.254 0.234
Zn － 0.085 － 0.004 － 0.952 0.065 － 0.022
As 0.824 0.04 0.408 － 0.37 0.041
Se － 0.213 0.858 0.334 0.051 0.137
Mo 0.937 0.004 － 0.097 0.159 － 0.047
Sr 0.663 － 0.364 0.582 0.216 0.096
Sn 0.758 0.453 0.329 0.054 0.162
Cd － 0.255 0.871 － 0.307 － 0.108 0.146
Sb 0.691 0.584 0.205 0.14 0.055
Ba － 0.063 － 0.063 0.339 0.854 － 0.105
Tl 0.919 0.222 － 0.178 0.201 0.068
Pb 0.485 0.785 0.142 0.037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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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典》2020 年版以及《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
绿色行业标准》中对中药材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的
限度规定 [17-18]。即从重金属的角度来看，肝爽颗
粒是安全的。进一步采用平均数和中位数法分别
建立无机元素对照指纹图谱，不同批次的样品均
有相似的峰形，且不同无机元素的多寡顺序趋于
一致。由于中药元素谱分析数据量大，运用可以
将抽象数据基于一定算法分成相似组的简化数据
方法，以及降维思想的 PCA，在减少分析指标的
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指标包含的信息，也能
较好地挖掘肝爽颗粒多批次间的共同特征 [19]。从
聚类分析、PCA 结果来看，肝爽颗粒无机元素的
质量均一性较好。PCA 结果显示，Mg、K、Ca、
Mo、Tl、Cd、Se、Zn 是肝爽颗粒的特征无机元
素，其中，Mg 存在于线粒体中，是参与代谢功能
的重要辅助因子，有研究表明 Mg 的缺乏会导致
肝硬化加重，而服用 Mg 则可以缓解肝硬化 [20]；K
元素可以改善细胞膜纤维化，增强细胞膜的通透
性，有助于损伤组织细胞的再生修复 [21]。Se 元素
在人体的多种调节和代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
于肝硬化患者体内元素的平衡是有益的 [22]；Zn 元
素在各种 Zn 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 Zn 酶
可维持肝功能，患有慢性肝病的患者通常 Zn 含量
较低，随着肝纤维化的进展，Zn 浓度会进一步降
低，补充 Zn 对于维持肝功能、抑制肝癌的发展有
一定的作用 [23]。本研究结果显示肝爽颗粒含有治
疗肝脏类疾病的必需元素，这也为后续研究药效
发挥及之间的协同作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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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清热合剂指纹图研究及 5 种成分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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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双石清热合剂（SQM）指纹图谱及多指标含量测定方法，为其质量控制提供
参考。方法　采用 Agilent SB-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0.05% 甲酸 - 水（A）- 乙
腈（B）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柱温 40℃，流速 1.0 mL·min － 1，检测波长 239 nm。采用 SPSS 
20.0、中药指纹图谱软件（2012 年 A 版）、SIMCA 14.1 软件对 SQM 样品进行相似度和聚类分析，
筛选差异性标志物，同时测定 5 种有效成分含量。结果　共标定了 22 个共有峰，相似度均超
过 0.97，并指认了 20 个色谱峰。CA、PCA 及 OPLS-DA 将 12 批 SQM 分为两类，筛选出 6 种
关键性成分峰 17（黄芩苷）、峰 11（栀子苷）、峰 20（汉黄芩苷）、峰 18（牛蒡苷）、峰 14、峰 6
（绿原酸）。并同时测定绿原酸、栀子苷、黄芩苷、牛蒡苷及汉黄芩苷 5 种成分的含量，各成分
质量分数范围分别是 0.075～ 0.096、0.126～ 0.159、0.496～ 0.586、0.075～ 0.093、0.071～ 0.098 
mg·g － 1。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单、重复性、稳定性较好，可为制剂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双石清热合剂；指纹图谱；化学模式识别；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154-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28

Fingerprint of Shuangshi Qingre mixture and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SONG Qi1, WANG Long-long1, YANG Zhong-jie1, CHEN Heng-wen2, LIU Ju3, HUANG Xia4, YU 
Xiao-tao1* (1. Central Hospital Luohe, Luohe  Henan  562300; 2.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0; 3. Traditional Seres Medicina Hospital 
Zhengzhou, Zhengzhou 450000; 4. Cibus et medicamentis metus Institutum Henan, Zhengzhou  4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fingerprint spectrum and multi-index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huangshi Qingre mixture (SQ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gilent SB-
C18 column (4.6 mm×250 mm, 5 μm) was used, with formic acid-water(0.05%) (A)-acetonitrile 
(B) as the mobile phase by gradient elution.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40℃ ,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 1,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39 nm. Similarity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12 
batches of SQM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20.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ngerprinting software 
(2012 Version A), and SIMCA14.1 software. The content of 5 active ingredients was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d. Results  Totally 22 common peaks were calibrated with similarities over 0.97, and 20 
chromatographic peaks were identified. CA, PCA and OPLS-DA divided the 12 batches of SQM into 
two categories, and 6 key components screened out: peak 17 (baicalin), peak 11 (geniposide), peak 20 
(wogonin), peak 18 (arctiin), peak 14, and peak 6 (chlorogenic acid). The content of the 5 components 
(chlorogenic acid, geniposide, baicalin, arctiin and wogonin) was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d. The 
mass fraction of each component ranged from 0.075 ～ 0.096, 0.126 ～ 0.159, 0.496 ～ 0.586, 
0.075 ～ 0.093, and 0.071 ～ 0.098 mg·g － 1.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fingerprint and multi-
index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QM is simple, reproducible, and stable,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preparation. 
Key words: Shuangshi Qingre mixture; fingerprint;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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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石清热合剂（SQM）是以经典名方“银翘
散”为基础，在长期临床应用中形成的临床经验
方，全方由金银花、黄芩、知母等 14 味中药组成。
本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为君药，黄
芩、知母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滋阴润燥，为臣药，
佐以栀子、大青叶等清泻三焦火热、凉血解毒，
共奏清热解毒之功。常用于肺胃实热、口舌生疮、
牙龈肿痛及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目前，双石清热
合剂的质量控制标准比较简单，仅包含《中国药
典》2020 年版合剂项下的鉴别项和检查项，不能
反映制剂的整体概貌及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中药制剂发展的难点在于中药饮片的来源及批
次不同对复方制剂中物质基础影响较大，不利于质
量控制 [1-3]。指纹图谱从“整体”上全面反映中药饮
片及制剂内在物质基础的特征，可作为质量控制研
究的有效方法 [4]。化学模式识别能够对指纹图谱信
息进行数字化识别、处理和评估，已广泛应用于中
药饮片及制剂的质量控制研究 [5-8]。
　　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建立
12 批双石清热合剂的指纹图谱，通过相似度评
价，结合聚类分析（CA）、主成分分析（PCA）
及正交偏最小二乘法 - 判别分析（OPLS-DA）法
筛选批次间差异贡献较大的主要成分基础，同时
测定 5 种成分的含量，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为
双石清热合剂的质量控制研究提供参考 [9]。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 LC-20AD 型，包
括二元泵，全波长紫外检测器，柱温箱，自动进
样器，工作站）；SB25-12D 超声波清洗机（宁波
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UW-120D 型十万分
之一电子天平（日本 Shimadzu 公司）；Milli-Q 超
纯水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5810R 高速离心
机（美国 Eppendorf 公司）。
1.2　试药
　　SQM 样品（S1 ～ S12，医院自制，批号分别
为 20191205、20200312、20200506、20200710、
20200925、20201122、20201230、20210111、
20210115、20210306、20210507、20210625）。绿
原酸（批号：110753-201817，纯度：96.8%）、栀
子苷（批号：110749-201718，纯度：97.6%）、芒
果苷（批号：111607-201704，纯度：98.1%）、黄
芩苷（批号：110715-201821，纯度：95.4%）、牛
蒡苷（批号：110819-201812，纯度：95.0%）、汉
黄芩苷（批号：112002-201702，纯度：98.5%）、
黄芩素（批号：111514-201706，纯度：98.9%）（对
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乙腈、甲醇（色

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甲酸（色谱纯，天津科密
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水为饮用水或超纯水。
2　方法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SB-C18（4.6 mm×250 mm，
5 μm），以 0.05% 甲酸 - 水（A）- 乙腈（B）为流
动相进行梯度洗脱（0 ～ 17 min，7%B；17 ～ 28 
min，7% ～ 13%B；28 ～ 32 min，13%B；
32 ～ 37 min，13% ～ 17%B；37 ～ 42 min，
17%B；42 ～ 48 min，17% ～ 23%B；48 ～ 63 
min，23%B；63 ～ 75 min，23% ～ 48%B；
75 ～ 95 min，48%B；95 ～ 96 min，48% ～ 7%B；
96 ～ 110 min，7%B）；柱温 40℃；进样量 10 μL；
流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39 nm[10-11]。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　精密取绿原酸、栀子苷、芒
果苷、黄芩苷、牛蒡苷、汉黄芩苷及黄芩素对照
品适量，加甲醇分别制成质量浓度为 1.86、1.92、
1.75、2.14、2.02、1.96、1.42 mg·mL－ 1 的对照品
储备液；精密取各储备液适量，混匀，制得含绿
原酸、栀子苷、芒果苷、黄芩苷、汉黄芩苷、黄
芩素分别为 25.76、57.30、20.98、234.24、25.82、
34.47、59.86 μ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密封
保存。
2.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取 12 批 SQM 各 1 
mL，加甲醇 1 mL，超声 10 min，混匀，13 000 
r·min － 1 离心，取上清液为供试品溶液。
2.2.3　单味饮片供试品溶液制备　参照 SQM 制
备工艺（10 倍量水，浸泡 40 min，煎煮 3 次，每
次 100 min），制备金银花、黄芩、知母等 14 味
中药的单味饮片溶液，按“2.2.2”项下方法制备
各单味饮片的供试品溶液。
2.3　方法学验证
2.3.1　精密度试验　取 SQM（S1）供试品溶液，
连续进样 6 次，以黄芩苷为参照峰，结果各共有
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1.0%，相对峰面积
RSD 均≤ 1.1%，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2　 重 复 性 试 验　 取 SQM（S1） 样 品， 平
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以黄芩苷
为参照峰，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1.0%，相对峰面积 RSD 均≤ 1.9%，表明方
法重复性良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 SQM（S1）供试品适量，
分别在 0、3、9、24、48 h 进样测定，以黄芩苷
为参照峰，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 0.9%，相对峰面积的 RSD 均≤ 1.5%，表明
供试品在 48 h 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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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指纹图谱研究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 12 批 SQM 供试品
（S1 ～ S12），进样测定，记录各色谱图。
2.4.1　参照峰的选定　在 12 批 SQM 供试品色谱
图中黄芩苷特征峰面积较大、分离度较高且保留
时间适中，可作为参照峰。
2.4.2　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　计算 12 批
SQM 指纹图谱中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
峰面积的 RSD 值。结果各共有峰保留时间的 RSD
均小于 1.1%，表明 12 批样品共有峰的出峰时间
相对稳定；峰面积 RSD 相差较大，说明 SQM 存
在批次间差异。
2.4.3　指纹图谱的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取 S1 ～ S12
的 SQM 样品建立指纹图谱，采用“中药色谱指纹
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计算相似度。结果，
各 SQM 谱图与对照图谱相似度均大于 0.97，共标

定 22 个共有峰，占总峰面积的 83.48%，可以代表
色谱图概况。以黄芩苷为参照峰，12 批 SQM 供试
品各共有峰保留时间的 RSD 均小于 1.2%，峰面积
RSD 在 7.11% ～ 59.16%，相差较大，说明 SQM 批
次间存在差异（见图 1 及表 1）。

图 1　HPLC 指纹图谱和对照指纹图谱（R）

Fig 1　HPLC fingerprint and control fingerprint （R）

2.4.4　共有峰化学成分指认　取混合对照品液、
SQM 供试品（S1）溶液及单味饮片供试品溶液、
进样分析，结果见图 2。通过混合对照品、SQM
供试品（S1）及单味饮片色谱比较共指认了 20 个
共有峰，分别为峰 8、峰 11（栀子苷）归属于栀
子，峰 13 归属于玄参，峰 18（牛蒡苷）归属于牛
蒡子，峰 7、峰 12（芒果苷）归属于知母，峰 17
（黄芩苷）、峰 19、峰 20（汉黄芩苷）、峰 21（黄
芩素）归属于黄芩，峰 5、峰 10 归属于龙胆草，
峰 2～ 3、峰 14归属于连翘，峰 4、峰 6（绿原酸）、
峰 9、峰 15 归属于金银花，其中峰 1 在玄参、大
青叶、地黄及地丁中均有出现。
2.5　化学模式识别
2.5.1　CA　采用 z-score 标准化法将 12 批 SQM
供试品 22 个共有峰的峰面积进行数据处理，通过
SPSS 20.0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3）。聚类结果
表明，在欧氏平方距离为 10 时，可将 12 批 SQM

分为两类，其中 S3、S6、S7、S9、S12聚合为一类，
其余样品为一类。说明批次间 SQM 存在差异，这
可能与饮片的产地、厂家、批次等差异有关，提

表 1　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1　Similarity evaluation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 1.000 
S2 0.978 1.000 
S3 0.970 0.984 1.000 
S4 0.984 0.981 0.986 1.000 
S5 0.983 0.988 0.985 0.985 1.000 
S6 0.983 0.994 0.989 0.990 0.994 1.000 
S7 0.978 0.990 0.971 0.978 0.981 0.987 1.000 
S8 0.983 0.989 0.989 0.991 0.997 0.995 0.985 1.000 
S9 0.982 0.968 0.970 0.965 0.963 0.968 0.961 0.966 1.000 
S10 0.953 0.980 0.975 0.959 0.971 0.979 0.969 0.970 0.956 1.000 
S11 0.992 0.983 0.977 0.983 0.987 0.987 0.983 0.988 0.983 0.968 1.000 
S12 0.952 0.989 0.969 0.963 0.976 0.984 0.975 0.974 0.940 0.989 0.966 1.000 
R 0.988 0.995 0.991 0.990 0.994 0.998 0.990 0.995 0.978 0.983 0.993 0.983 

图 2　SQM 共有峰化学成分指认及归属 HPLC 图

Fig 2　HPLC of common peak chemical compos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ttribution for SQM
6.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11. 栀子苷（geniposide）；12. 芒果苷

（mangiferin）；17. 黄芩苷（baicalin）；18. 牛蒡苷（arctiin）；20. 汉
黄芩苷（wogonin）；21. 黄芩素（baica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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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应保持 SQM 饮片来源的均一性和稳定性。

图 3　12 批双石清热合剂聚类分析图

Fig 3　Cluster analysis of 12 batches of Shuangshi Qingre mixture

2.5.2　PCA　12 批 SQM 共有峰峰面积 z-score 标
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导入 SPSS 20.0 和 SIMCA 14.1
软件，进行 PCA[12]。以特征值＞ 1 为提取标准，
得到 5 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 86.7%，能
概括色谱图绝大部分信息。由结果可知，12 批
SQM 分为两类，S3、S6、S7、S9、S12 聚合为一
类，其余样品为一类，与 CA 结果一致（见图 4）。
2.5.3　OPLS-DA　12 批 SQM 的 22 个 共 有 峰 峰 面

积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导入 SIMCA 14.1 软件，以
OPLS-DA 建模分析，得分矩阵图、载荷散点图和变
量重要投影值图（见图 5）[13-14]。结果，在置信区间
（95%）内，12 批样品存在差异，可分为两类，样
品 S3、S6、S7、S9、S12 为一类，其余样品为一
类。OPLS-DA 载荷散点图，每个点表示一个共有峰
自变量，距离原点越远，对样品的差异性贡献越大。
VIP 图可筛选出对样品差异贡献较大的成分，以 VIP
值＞ 1.0 为参考，共提取出 6 个特征峰，分别为峰
17（黄芩苷）、峰 11（栀子苷）、峰 20（汉黄芩苷）、
峰 18（牛蒡苷）、峰 14、峰 6（绿原酸），说明这 6
种成分可能是 12 批 SQM 分类的差异性标志物。

图 4　主成分分析得分图

Fig 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core chart

图 5　OPLS-DA 分析结果图

Fig 5　OPLS-DA analysis

2.6　4 种指标成分含量测定
2.6.1　专属性试验　取供试品（S1）溶液和混合
对照品溶液适量，进样测定，结果在与对照品相
应位置上，供试品溶液均有相应色谱峰出现，且
色谱峰分离度与峰形均较好，结果见图 2。
2.6.2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1”项下混
合对照品溶液，用甲醇稀释成不同质量浓度的
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
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以峰面积为纵坐标
（Y），进行线性拟合，结果见表 2。
2.6.3　精密度试验　取“2.2.1”项下混合对照品
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积。结果绿原酸、
栀子苷、黄芩苷、牛蒡苷、汉黄芩苷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1.5%，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4　重复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S1）适量，
进样分析，记录峰面积。结果绿原酸、栀子苷、

黄芩苷、牛蒡苷、汉黄芩苷峰面积 RSD 均小于
1.6%，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6.5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S1）适量，室
温下存放 0、6、12、24、48 h，进样分析，结果绿
原酸、栀子苷、黄芩苷、牛蒡苷、汉黄芩苷峰面积
的 RSD均小于 1.8%，表明供试品 48 h内稳定。
2.6.6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S11）
适量，制备供试品溶液 9 份。取“2.2.1”项下对照
品储备液适量，配制与样品含量相同的混合对照

表 2　各化学成分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和线性范围 
Tab 2　Regression equ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linearity
化合物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范围 /（μg·mL－ 1）

绿原酸 Y ＝ 2.173×104X ＋ 652.1 0.9996 19.66 ～ 137.7
栀子苷 Y ＝ 3.107×104X － 115.0 0.9998 43.47 ～ 304.3
黄芩苷 Y ＝ 2.778×104X － 250.7 0.9999 89.25 ～ 624.8
牛蒡苷 Y ＝ 1.697×104X － 35.40 0.9999 23.91 ～ 167.4
汉黄芩苷 Y ＝ 7.963×104X － 8.132 0.9999 11.88 ～ 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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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溶液，精密加入各成分质量分数的 50%、100%、
150%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混匀，进样测定。结果
绿原酸、栀子苷、黄芩苷、牛蒡苷、汉黄芩苷平
均回收率在 98.90%～ 101.42%，RSD 均小于 2.6%，
表明方法准确度良好。
2.6.7　样品含量测定　取 12 批 SQM 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结果绿原酸、栀子苷、黄芩苷、
牛蒡苷、汉黄芩苷含量分别为 0.075 ～ 0.096、
0.126 ～ 0.159、0.496 ～ 0.586、0.075 ～ 0.093、
0.071 ～ 0.098 mg·g－ 1（见表 3）。由结果分析可
知，12 批 SQM 的化学成分种类和数目基本一致，
但 5 种指标成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饮
片的来源、产地及批次间差异有关。

表 3　双石清热合剂中 5 种成分的含量 
Tab 3　Content of 5 ingredients in Shuangshi Qingre mixture

编号
质量分数 /（mg·g － 1）

绿原酸 栀子苷 黄芩苷 牛蒡苷 汉黄芩苷

S1 0.086 0.143 0.586 0.081 0.086
S2 0.092 0.154 0.558 0.075 0.087
S3 0.077 0.127 0.505 0.089 0.079
S4 0.096 0.159 0.542 0.085 0.072
S5 0.090 0.155 0.544 0.072 0.082
S6 0.075 0.144 0.519 0.084 0.081
S7 0.075 0.133 0.495 0.093 0.079
S8 0.087 0.150 0.547 0.085 0.078
S9 0.082 0.127 0.506 0.089 0.098
S10 0.096 0.126 0.579 0.083 0.072
S11 0.092 0.148 0.547 0.077 0.073
S12 0.081 0.129 0.492 0.093 0.079

3　讨论
3.1　色谱方法考察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色谱柱（Agilent、YMC、
Phenomenex、GL Sciences），不同流动相 [ 乙腈 -
水、乙腈 -（0.1% 磷酸 - 水）、乙腈 -（0.1% 甲酸 -
水）、乙腈 -（0.05% 甲酸 - 水）]，不同流量体积
（0.8、1 mL·min－ 1），不同柱温（35、40℃）及不
同检测波长（230、239、276 nm）对色谱图的影响，
最终确定为本文色谱条件。
3.2　含量测定指标成分选定
　　本研究指认了 20 个色谱峰的归属，确认了绿
原酸、栀子苷、芒果苷、黄芩苷、牛蒡苷、汉黄
芩苷及黄芩素 7 种化学成分的特征峰；在 OPLS-
DA 试验中，以 VIP 值＞ 1 为特征，筛选出 6 个成
分，峰 17（黄芩苷）、峰 11（栀子苷）、峰 20（汉
黄芩苷）、峰 18（牛蒡苷）、峰 14 及峰 6（绿原
酸）。结合文献资料当归中药理活性成分的综合研
究，发现绿原酸在抗菌、抗炎等方面有较强药理
活性 [15]，栀子苷有抗感染和免疫调节作用 [16]，黄
芩苷及汉黄芩苷具有清热泻火、抗炎、抗病毒等
药理活性 [17]，牛蒡苷具有抗炎、抗氧化、抗流行

性感冒、抗菌等药理活性作用 [18]，均与本方治疗
肺胃实热、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及上呼吸道感染
等功效联系紧密，故选择作为差异性标志物进行
含量测定，以期为 SQM 质量标准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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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疏灵的 UPLC指纹图谱的建立及 8 种成分的含量测定

常红1，袁腾腾1，吕淑婕1，王雷1，2，陈卫东1，2，张彩云1*，桑冉3，4*（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合肥　

230012；2. 安徽省中药方剂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12；3.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蚌埠　233099；4. 蚌埠医学院，安

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目的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PLC）建立骨疏灵（GSL）的指纹图谱并测定其中 8 种

成分的含量。方法　色谱柱为 ACQUITY UPLC BEH C18（2.1 mm×100 mm，1.7 µm）；流动相

为 0.1% 甲酸水溶液（A）- 乙腈（B），梯度洗脱；柱温为 35℃；流速为 0.15 mL·min－ 1；进样

量为 2 μL；检测波长为 260 nm。使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建立 GSL
的指纹图谱，与对照品比对指认出色谱峰，并进行相似度评价。使用 SPSS 26.0 软件对 12 批

样品进行聚类分析。同时测定 12 批 GSL 中淫羊藿苷等 8 种成分的含量。结果　标定了共有峰

43 个，指认出峰 13 为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峰 16 为蜕皮激素、峰 28 为芒柄花苷、峰

30 为毛蕊异黄酮、峰 37 为朝藿定 A、峰 38 为朝藿定 B、峰 41 为朝藿定 C、峰 42 为淫羊藿

苷。12 批 GSL 指纹图谱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为 0.9920 ～ 0.9960。当平方欧氏距离为 2 时，

12 批样品聚为三类，S4 聚为一类，S7 聚为一类，其余 10 批聚为一类；当平方欧氏距离为 3
时，12 批样品可聚为两类，S4 聚为一类，其余 11 批聚为一类。测定的 8 种成分的含量分别为

0.931 ～ 1.985、2.197 ～ 5.058、0.319 ～ 0.737、0.134 ～ 0.325、3.380 ～ 6.770、17.463 ～ 35.547、
18.298 ～ 37.390、11.933 ～ 24.368 mg·g－ 1。结论　首次建立了骨疏灵 UPLC 指纹图谱结合含量

测定的质量控制方法，可为该制剂物质基准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骨疏灵；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指纹图谱；聚类分析；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285，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159-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29

UPLC fingerprints of Gushuling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8 components

CHANG Hong1, YUAN Teng-teng1, LYU Shu-jie1, WANG Lei1, 2, CHEN Wei-dong1, 2, ZHANG Cai-
yun1*, SANG Ran3, 4* (1. College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2.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 Hefei  230012; 3.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99; 4.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UPLC fingerprint of Gushuling (GSL) and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8 components in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CQUITY UPLC BEH C18 (2.1 mm×100 mm, 1.7 µm) column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0.1% form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A)-acetonitrile (B) at 35℃ . 
The flow rate was 0.15 mL·min－ 1.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 μL.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60 nm. The fingerprints of 12 batches of GSL were established by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2 Edition). The chromatographic 
peaks were identified by comparison with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and the similarity was evaluated. 
SPSS 26.0 software was used for cluster analysis of 12 batches of samples. The content of 8 
components such as icariin in the 12 batches of GSL were determined by UPLC. Results  Totally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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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会导致骨脆性增加并容易发生骨
折 [1]。目前对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主要包括服用
抗骨吸收药物，如雌激素、双膦酸盐及降钙素和
使用促进骨形成药物，如甲状旁腺激素。但长期
服用会对机体产生损害，有研究表明，长期服用
雌激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心脏病及中风等
疾病发生的风险会增加 [2-3]。亦有长期服用双磷酸
盐导致颌骨坏死等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报道 [4-5]。有
些中药具有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因不良反应
少、疗效显著等特点，正逐渐被认可作为治疗骨
质疏松症的一种重要的辅助和替代疗法 [6]。
　　骨疏灵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院
内制剂（专利号：ZL200310112848.5），由淫羊藿、
牛膝、黄芪和牡蛎 4 味中药组成，临床上主要用
于治疗和预防骨质疏松症，疗效确切且无明显不
良反应 [7-10]。中药成分复杂，指纹图谱具有整体
性和模糊性，常作为中药质量评价和控制的分析
方法 [11-13]。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超高效液相色
谱法（UPLC）建立骨疏灵的指纹图谱，并对其进
行相似度评价和聚类分析，同时对指认出的有效
成分进行含量测定，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骨
疏灵进行评价，为其质量控制和药效物质基础研
究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ACQUITY H-class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沃特世公司）；Hei-VAP 旋转蒸发仪（德国海道
尔夫公司）；SHB- Ⅲ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
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JY502 型电子天平（上
海浦春计量仪器有限公司）；AB135-S 型十万分
之一电子天平（德国梅特勒 - 托利多公司）；Milli 
Q-Plus 超纯水系统（美国密理博公司）；WB-2000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1.2　试药
　　色谱级乙腈（批号：SHBM1775，美国默
克公司）；色谱级甲醇（批号：21110106G401，
瑞典欧普森有限公司）；色谱级甲酸（批号：
J2027129，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纯水（美国密理博公司），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
析纯。朝藿定 A（批号：JOT-10354）、朝藿定 B
（批号：JOT-10353）（对照品，质量分数≥ 98%，
成都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毛蕊异黄酮（批
号：MUST-18120901）、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
糖苷（批号：MUST-19031920）、朝藿定 C（批
号：MUST-19081310）、蜕皮激素（批号：MUST-
18120209）、淫羊藿苷（批号：MUST-18091010）、
芒柄花苷（批号：MUST-19041101）（对照品，质
量分数≥ 98%，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料药材的详细信息如表 1 所示。经安徽中医药
大学药学院俞年军教授鉴定，均符合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标准。各饮片按处方比例随机组合，
得到 12 批骨疏灵样品（编号 S1 ～ S12），见表 2。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定朝藿定
A 2.93 mg、朝藿定 B 3.47 mg、朝藿定 C 3.26 mg、
淫羊藿苷 4.62 mg、芒柄花苷 2.97 mg、毛蕊异黄
酮 2.01 mg、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 2.07 mg、
蜕皮激素 1.07 mg，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10 mL
量瓶中，配制成单一对照品储备液。量取各单一
对照品储备液适量，加甲醇配制成朝藿定 A 29.3 
μg·mL－ 1、朝藿定 B 34.7 μg·mL－ 1、朝藿定 C 
32.6 μg·mL－ 1、淫羊藿苷 46.2 μg·mL－ 1、芒柄
花苷 29.7 μg·mL－ 1、毛蕊异黄酮 20.1 μg·mL－ 1、
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 20.7 μg·mL－ 1、蜕皮
激素 10.7 μ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备用。

peaks were identified. Peak 13, 16, 28, 30, 37, 38, 41 and 42 were calycosin-7-glucoside, ecdysterone, 
ononin, calycosin, epimedin A, epimedin B, epimedin C, and icarii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12 batches of GSL fingerprints and the control fingerprints ranged from 0.9920 to 0.9960. When 
the square Euclidean distance was 2, the 12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clustered into 3 groups: S4 
in one group, S7 in one group, and other 10 batches in another group. When the square Euclidean 
distance was 3, the 12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clustered into 2 categories:  S4 in one group, and 
other 11 batches in other group. The content of the above 8 components were 0.931 ～ 1.985, 
2.197 ～ 5.058, 0.319 ～ 0.737, 0.134 ～ 0.325, 3.380 ～ 6.770, 17.463 ～ 35.547, 18.298 ～ 37.390, 
and 11.933 ～ 24.368 mg·g－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 of Gushuling 
UPLC fingerprint combined with content determination is esta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substance standard. 
Key words: Gushuling;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ingerprint; cluster analysis;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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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14]　取淫羊藿饮片 15 g，
黄芪饮片 20 g，牛膝饮片 12 g，牡蛎饮片 8 g。淫
羊藿与牛膝中加入 8 倍量的（第 1 次多加 3 倍量）
70% 乙醇，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2 h；黄芪与牡蛎
中加入 8 倍量的（第 1 次多加 1.5 倍量）水，煎煮 2
次，每次 1 h。通过旋转蒸发仪将乙醇提取液回收
乙醇后与水提液合并，浓缩至生药质量浓度为 1.0 
g·mL－ 1。取适量骨疏灵样品溶液用甲醇稀释，使
生药质量浓度为 0.1 g·mL－ 1，取上清液，0.22 µm
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备用。单味药制备方法相同。
2.2　色谱条件
　　采用 ACQUITY H-class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系统，色谱柱为 ACQUITY UPLC BEH C18（1.7 
μm，2.1 mm×100 mm）；柱温 35℃；流速 0.15 
mL·min－ 1；进样量 2 μL；流动相为 0.1% 甲酸水
溶液（A）- 乙腈（B），洗脱梯度（见表 3）；检测
波长为 260 nm。
2.3　骨疏灵指纹图谱的建立

2.3.1　精密度试验　按照“2.1.2”项下操作制备
骨疏灵供试品溶液（编号 S5），连续进样 6 次。
以淫羊藿苷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
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其对应 RSD 分别小于
0.31% 和 2.7%，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2.3.2　稳定性试验　取编号 S5 的骨疏灵供试品

溶液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2、4、6、8、12、24 h，
进样测定。以淫羊藿苷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
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其对应 RSD
分别小于 0.27% 和 2.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室温
条件下放置 24 h 稳定性良好。
2.3.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编号骨疏灵样品，按照
“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定。
以淫羊藿苷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
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其对应 RSD 分别小于 0.35%
和 2.8%，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3.4　指纹图谱的建立　制备 12 批骨疏灵供试
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采用《中药色
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对色谱图
进行分析，以 S5 为参照图谱，时间窗的宽度设
置为 0.1 min，采用多点校正及全谱峰匹配生成
UPLC 叠加指纹图谱（见图 1），采用中位数法生
成对照指纹图谱（见图 2）。结果 12 批骨疏灵供
试品的指纹图谱中共标定了 43 个共有峰。
2.3.5　共有峰的指认　通过与混合对照品的色谱
图比对，指认出 8 个共有峰，即峰 13 是毛蕊异
黄酮 -7-O- 葡萄糖苷、峰 16 是蜕皮激素、峰 28
是芒柄花苷、峰 30 是毛蕊异黄酮、峰 37 是朝藿
定 A、峰 38 是朝藿定 B、峰 41 是朝藿定 C、峰

表 1　骨疏灵中各单味药饮片信息来源 
Tab 1　Source information of decoction piece of each ingredient of GSL

药材 批号 日期 产地 厂家

炙淫羊藿 19082109 2019 年 8 月 21 日 甘肃省陇南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淫羊藿 1912252 2019 年 12 月 25 日 甘肃省 安徽普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牛膝 20010705 2020 年 1 月 7 日 河南省焦作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牛膝 20050622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河南省焦作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牛膝 2003031 2020 年 3 月 3 日 河南省 安徽普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黄芪 19120303 2020 年 12 月 29 日 甘肃省定西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炙黄芪 2005181 2020 年 12 月 23 日 甘肃省定西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牡蛎 20122312 2020 年 2 月 19 日 辽宁省大连市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表 2　12 批骨疏灵样品的药材组合 
Tab 2　Medicinal material combinations of 12 batches of GSL

编号 淫羊藿 牛膝 黄芪 牡蛎

S1 19082109 20010705 19120303 20122312
S2 19082109 20050622 19120303 20122312
S3 19082109 2003031 19120303 20122312
S4 19082109 20010705 2005181 20122312
S5 19082109 20050622 2005181 20122312
S6 19082109 2003031 2005181 20122312
S7 1912252 20010705 19120303 20122312
S8 1912252 20050622 19120303 20122312
S9 1912252 2003031 19120303 20122312
S10 1912252 20010705 2005181 20122312
S11 1912252 20050622 2005181 20122312
S12 1912252 2003031 2005181 20122312

表 3　洗脱梯度程序 
Tab 3　Elution gradient

时间 /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95   5
  5 88 12
  6 84 16
  7 81 19
26 81 19
27 75 25
40 75 25
44 73 27
45 69 31
59 49 51
60 24 76
63 75 25
65 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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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是淫羊藿苷。指认出的 8 个共有峰占总共有峰
峰面积比例为 68.2%（见图 3）。

图 3　混合对照品和骨疏灵样品的 UPLC 图

Fig 3　UPLC of mixed reference（HB）and Gushuling sample
13. 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calycosin-7-glucoside）；16. 蜕皮

激素（ecdysterone）；28. 芒柄花苷（ononin）；30. 毛蕊异黄酮（ca-
lycosin）；37. 朝藿定 A（epimedin A）；38. 朝藿定 B（epimedin B）；

41. 朝藿定 C（epimedin C）；42. 淫羊藿苷（icariin）。

2.3.6　相似度评价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
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对 12 批骨疏灵样品进
行相似度评价。结果 12 批骨疏灵样品图谱与对
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为 0.9920 ～ 0.9960，表明不
同批次样品间相似度较高，见表 4。

表 4　12 批骨疏灵样品的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4　Similarity evaluation of 12 batches of Gushuling samples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R
S1 1.000 0.9950 0.9930 0.9960 0.9960 0.9930 0.9800 0.9780 0.9780 0.9800 0.9910 0.9770 0.9930
S2 0.9950 1.000 0.9950 0.9960 0.9960 0.9930 0.9820 0.9790 0.9800 0.9830 0.9920 0.9800 0.9940
S3 0.9930 0.9950 1.000 0.9970 0.9970 0.9930 0.9810 0.9770 0.9780 0.9800 0.9920 0.9770 0.9930
S4 0.9960 0.9960 0.9970 1.000 0.9970 0.9950 0.9800 0.9760 0.9780 0.9800 0.9940 0.9770 0.9940
S5 0.9960 0.9960 0.9970 0.9970 1.000 0.9940 0.9810 0.9790 0.9800 0.9820 0.9930 0.9790 0.9950
S6 0.9930 0.9930 0.9930 0.9950 0.9940 1.000 0.9780 0.9810 0.9810 0.9840 0.9930 0.9810 0.9940
S7 0.9800 0.9820 0.9810 0.9800 0.9810 0.9780 1.000 0.9960 0.9960 0.9970 0.9760 0.9960 0.9940
S8 0.9780 0.9790 0.9770 0.9760 0.9790 0.9810 0.9960 1.000 0.9980 0.9990 0.9750 0.9980 0.9940
S9 0.9780 0.9800 0.9780 0.9780 0.9800 0.9810 0.9960 0.9980 1.000 0.9990 0.9770 0.9990 0.9940
S10 0.9800 0.9830 0.9800 0.9800 0.9820 0.9840 0.9970 0.9990 0.9990 1.000 0.9790 0.9990 0.9960
S11 0.9910 0.9920 0.9920 0.9940 0.9930 0.9930 0.9760 0.9750 0.9770 0.9790 1.000 0.9770 0.9920
S12 0.9770 0.9800 0.9770 0.9770 0.9790 0.9810 0.9960 0.9980 0.9990 0.9990 0.9770 1.000 0.9940
R 0.9930 0.9940 0.9930 0.9940 0.9950 0.9940 0.9940 0.9940 0.9940 0.9960 0.9920 0.9940 1.000

图 1　12 批骨疏灵样品叠加的 UPLC 指纹图谱

Fig 1　UPLC fingerprint of 12 batches of Gushuling samples 
superimposed

图 2　骨疏灵的 UPLC 对照指纹图谱

Fig 2　UPLC control fingerprint of Gushuling

2.4　聚类分析
　　以 12 批骨疏灵样品中 8 种成分的峰面积为
变量，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采用离差平方
和法以平方欧式距离为区间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见图 4。当平方欧氏距离为 2 时，12 批样品可聚
为三类，S4 聚为一类，S7 聚为一类，其余 10 批
聚为一类；当平方欧氏距离为 3 时，12 批样品可
聚为两类，S4 聚为一类，其余 11 批聚为一类。
2.5　8 种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2.5.1　专属性考察　取空白甲醇、混合对照品溶液和
各样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结果毛蕊异

黄酮 -7-O- 葡萄糖苷、蜕皮激素、芒柄花苷、毛蕊异
黄酮、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淫羊藿苷色
谱峰的分离度均良好，且阴性样品无干扰，见图 5。
2.5.2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单一对照品储备
液用甲醇稀释，制成系列对照品溶液，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以各化合物的质量浓度（X，
µg·mL－ 1）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Y）进
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5。
2.5.3　精密度试验　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编号 S5），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
积。结果8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 在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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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 批骨疏灵样品的聚类分析

Fig 4　Cluster analysis of 12 batches of Gushuling samples

图 5　骨疏灵样品中 8 种成分专属性试验色谱图

Fig 5　Chromatogram of 8 components in Gushuling samples for 
specific tests
JC. 甲醇（methanol）；HB. 混标（mixed reference）；HQ. 黄芪（Radix 
Astragali）；NX. 牛膝（Radix Achyranthis Bidentatae）；YYH. 淫羊藿

（Herba Epimedii）；GSL. 骨疏灵样品（Gushuling samples）；13. 毛
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calycosin-7-glucoside）；16. 蜕皮激素（ec-
dysterone）（局部放大图）；28. 芒柄花苷（ononin）；30. 毛蕊异黄酮

（calycosin）；37. 朝藿定 A（epimedin A）；38. 朝藿定 B（epimedin B）；

41. 朝藿定 C（epimedin C）；42. 淫羊藿苷（icariin）

表 5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 5　Linearity

成分 回归方程 R2 线性范围 /（µg·mL － 1）

        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 y ＝ 2.150×104x ＋ 1.786×104 0.9996 0.81 ～ 103.50
        蜕皮激素 y ＝ 4.414×103x ＋ 7.041×103 0.9990 1.67 ～ 107.00
        芒柄花苷 y ＝ 2.187×104x ＋ 2.648×104 0.9991 0.29 ～ 148.50
        毛蕊异黄酮 y ＝ 2.716×104x ＋ 2.531×103 0.9992 0.20 ～ 12.56
        朝藿定 A y ＝ 9.432×103x ＋ 7.850×102 1.000 2.29 ～ 293.00
        朝藿定 B y ＝ 1.025×104x ＋ 2.159×104 0.9998 2.71 ～ 347.00
        朝藿定 C y ＝ 7.356×103x ＋ 1.455×104 0.9998 2.55 ～ 326.00
        淫羊藿苷 y ＝ 1.492×104x ＋ 7.194×104 0.9992 3.17 ～ 203.00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4　稳定性试验　取编号 S5 的骨疏灵供试品
溶液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2、4、6、8、12、24 h，
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 8 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 在 0.25% ～ 2.3%（n ＝ 7），表明供试品溶液
在室温条件下放置 24 h 稳定性良好。
2.5.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骨疏灵样品，按照
“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结果 8 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 在
0.15% ～ 2.8%，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5.6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骨疏灵供试
品（编号 S5），分别精密加入与样品中各成分等
量的单一对照品溶液（以甲醇为溶剂），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毛蕊异
黄酮 -7-O- 葡萄糖苷、蜕皮激素、芒柄花苷、毛
蕊异黄酮、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淫
羊藿苷的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1.14%、96.04%、
104.10%、96.73%、98.98%、98.06%、96.19%、
96.93%，RSD 分别为 1.3%、4.0%、3.1%、1.8%、
0.24%、0.88%、0.13%、0.22%。
2.5.7　样品含量测定　取 12 批骨疏灵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计算各成分含量，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知，朝藿定 B、朝藿定 C、淫羊藿苷等
成分含量较高，不同批次间的各个成分含量存在
一定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原药材质量的影响。
3　讨论
　　通过 PDA 全波长扫描发现，朝藿定 A、朝藿
定 B、朝藿定 C、淫羊藿苷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270 
nm，蜕皮激素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250 nm，毛蕊
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260 nm，
综合考虑整体化合物的最大吸收，最终选择 260 
nm 作为检测波长。
　　淫羊藿苷是淫羊藿的主要有效成分，其色谱峰
的响应值相对较高，出峰时间适中，因此选择其为
参照峰。本研究建立了 12 批骨疏灵的 UPLC 指纹
图谱，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为0.9920～0.9960，
说明 12 批骨疏灵样品的质量稳定。
　　通过与对照品的色谱图进行比对，指认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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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骨疏灵中的 8 个共有峰，包括来自于君药淫羊
藿中的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 和淫羊藿
苷，臣药牛膝的蜕皮激素，使药的主要有效成分
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芒柄花苷、毛蕊异
黄酮，均为《中国药典》中单味药所规定的指标
性成分。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 和淫羊
藿苷能刺激成骨细胞的分化，其中淫羊藿苷的效
果最显著 [15]。蜕皮激素可通过抑制骨丢失和细胞
凋亡以及诱导自噬，预防泼尼松诱导的大鼠骨质
疏松症 [16]。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芒柄花
苷、毛蕊异黄酮可通过增加内源性抗氧化剂发挥
神经保护的作用 [17]。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些成分
作为考察骨疏灵质量的控制指标。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了骨疏灵的 UPLC 指
纹图谱和 8 种主要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可用于
控制该方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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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2 批骨疏灵供试品中 8 种成分质量分数 (mg·g － 1) 
Tab 6　Content of 8 components in 12 batches of Gushuling (mg·g － 1)

编号 毛蕊异黄酮 -7-O- 葡萄糖苷 蜕皮激素 芒柄花苷 毛蕊异黄酮 朝藿定 A 朝藿定 B 朝藿定 C 淫羊藿苷

S1 1.636 3.834 0.598 0.259 5.949 30.615 32.056 20.902
S2 1.566 3.673 0.406 0.254 5.665 29.214 30.639 19.968
S3 0.931 2.197 0.354 0.144 3.397 17.463 18.298 11.933
S4 1.001 2.552 0.339 0.134 3.380 17.466 18.467 12.118
S5 1.985 5.058 0.508 0.325 6.731 35.547 37.390 24.368
S6 1.133 2.851 0.416 0.182 3.927 20.168 21.131 13.797
S7 1.686 3.899 0.543 0.292 5.994 30.920 32.316 21.178
S8 1.030 2.380 0.327 0.163 3.701 19.033 19.951 13.019
S9 1.756 4.388 0.458 0.248 5.985 31.637 33.072 21.643
S10 1.082 2.480 0.407 0.176 3.771 19.930 20.944 13.662
S11 1.887 4.369 0.737 0.300 6.770 34.868 36.621 23.895
S12 1.193 2.743 0.319 0.197 4.259 21.991 23.022 1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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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片 HPLC-DAD指纹图谱及指标性成分定量研究

司徒文辉1，谢诗婷1，刘颖2，王永刚1，彭维1，姚宏亮1，3*（1.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省中药上市后质

量与药效再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2.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南宁　530032；3.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

实验室，广州　510260）

摘要：目的　建立生发片 HPLC-DAD 指纹图谱，对其主要特征峰进行归属和指证；同时测定

指标性成分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大豆苷的含量，为更全面评价生发片的质量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用 Welch Ultimate XB-C18（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甲醇（A）-
0.1% 磷酸（B），梯度洗脱（0 ～ 105 min，5% ～ 60%A）；柱温：25℃；流速：1.0 mL·min－ 1；

进样量：10 μL。共收集了 28 批生发片样品，其中 20 批生发片用于构建对照指纹图谱，8 批

生发片用于验证；对指纹图谱 10 个共有峰成分进行了确证和指认；另外，测定了 28 批生发

片中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大豆苷的含量。结果　10 个共有峰分别归属于 5 味药材：牡丹

皮、墨旱莲、黑豆、何首乌、女贞子，通过对照品确证了其中 4 个成分，采用 HPLC-MS 法指

认了其中 6 个化学成分；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和大豆苷的含量分别为 0.0449 ～ 0.3113 mg/ 片、

0.1277 ～ 0.8124 mg/ 片、0.0204 ～ 0.0512 mg/ 片。结论　该方法专属性强，操作简便，结果准

确，重复性好，可为生发片的质量控制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生发片；高效液相色谱法；指纹图谱；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286，O65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165-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30

HPLC-DAD fingerprint and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s in Shengfa tablets

SITU Wen-hui1, XIE Shi-ting1, LIU Ying2, WANG Yong-gang1, PENG Wei1, YAO Hong-liang1, 3*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Quality and Efficacy Re-Evaluation of Post-Marke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Resources, Guangzhou  510275; 2. Guangxi Nanning Baihui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Nanning  530032; 3.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Guangdong Public Laboratory of Wild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stitute of Zoolog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26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DAD fingerprint of Shengfa tablets, identif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peaks, and simultaneous quantify 3 major components (stilbene glycoside, 
specnuezhenide and daidzin),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Shengfa tablets. Methods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was obtained with a Welch 
Ultimate XB-C18 (4.6 mm×250 mm, 5 μm) column, eluted at 25℃ with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solvent system was composed of methanol (A)-0.1% phosphoric acid (B). The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was: 0 － 105 min, 5% － 60% A.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10 μL. Totally 28 batches of 
Shengfa tablets were collected, 20 of which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fingerprint, and the other 8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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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发片收载于《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七册，
由何首乌、女贞子、黑豆、黑枣、墨旱莲、麦冬、
牡丹皮、桑椹、地黄、山药、茯苓、泽泻 12 味
中药组成 [1]。具有滋补肝肾、益气养血、生发乌
发的功效，用于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所致的头发
早白，脱落，斑秃，全秃，脂溢性脱发。
　　中药成分复杂，生发片现行质量标准中仅对
何首乌进行了定性和定量检测，不能确保生发片
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均一性。目前对生发片质量
研究较少，黄蓓蓓 [2] 曾建立生发片中总黄酮含量
测定方法；曲珍仪等 [3] 用薄层鉴别对生发片中何
首乌、墨旱莲、麦冬、地黄 4 种药材进行鉴别，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二苯乙烯苷、特
女贞苷含量 [4]。指纹图谱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的
特点，是中药质量控制有效手段，能很好地评价
和控制中药材及复方的质量 [5-7]，目前未有生发
片指纹图谱的文献报道。
　　本研究采用 HPLC 法构建了生发片指纹图谱，
同时测定了二苯乙烯苷、大豆苷、特女贞苷的含
量，为完善生发片的质量控制方法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MS105DU，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ME 
204，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超纯水器（arium 
mini，德国 Sartorius 公司）；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KQ500DE，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Dionex 
Ultimate 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Dionex 公
司）；UFLC-Triple-TOF-MS/MS 超快速高效液相色
谱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Triple TOF 5600 plus（美国 AB SCIEX 公司）。
1.2　试药

　　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O-β-D- 葡萄
糖苷（批号：110844-201713，纯度：93.6%）、特

女贞苷（批号：111926-201605，纯度：93.3%）、
大豆苷（批号：111738-201603，纯度：93.3%）、
芍 药 苷（批 号：110736-201438， 纯 度：96.4%）
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何首乌（批
号：120934-201410）、 女 贞 子（批 号：121041-
201404）、黑豆（批号：120975-201406）、墨旱莲
（批号：120958-201407）、牡丹皮（批号：121490-
201102）、 地 黄（批 号：121180-201506）、 茯 苓
（批 号：121117-201509）、 泽 泻（批 号：121081-
201406）、山药（批号：121137-201606）、麦冬（批号：
121013-201310）、大枣（批号：121040-201408）（对
照药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广州
化学试剂厂，批号：20180801，分析纯）；甲醇
（Honeywell，批号：Q8AG1H，色谱级）；磷酸（阿
拉丁，批号：G1614094，色谱级）；水为超纯水；
28 批生发片均由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编号为 S1 ～ S20 的生发片作为研究集建立
对照指纹图谱；另 8 批（S21 ～ S28）生发片作为
检验集与对照指纹图谱比较，具体见表 1。

表 1　生发片供试品批号 
Tab 1　Lot numbers of Shengfa tablets

编号 批号 编号 批号 编号 批号

S1 1801003 S11 20020005 S21 1501001

S2 1801004 S12 20030010 S22 1605001

S3 1801005 S13 20030011 S23 1710062

S4 1807029 S14 20030013 S24 1908004

S5 1807030 S15 20030014 S25 1908005

S6 1811058 S16 20030015 S26 1908006

S7 1811061 S17 20030016 S27 20020003

S8 1908001 S18 20030017 S28 20020004

S9 1908002 S19 20030018

S10 1908003 S20 20040019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称取 2，3，5，
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O-β-D- 葡萄糖苷、大豆苷、

The 10 common peaks were respectively attributed to moutan cortex, ecliptae herba, sojae semen 
nigrum,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and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Four components were clearly identified 
by reference substance, and 6 were tentatively characterized by HPLC-MS.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tilbene glycoside, specnuezhenide and daidzin was between 0.0449 ～ 0.3113 mg per tablet, 
0.1277 ～ 0.8124 mg per tablet, and 0.0204 ～ 0.0512 mg per table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highly specific,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which provides a reliabl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hengfa tablets. 
Key words: Shengfa tablet; HPLC; fingerprint;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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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女贞苷、芍药苷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
制成每 1 mL 含 2，3，5，4'- 四羟基二苯乙烯 -2-
O-β-D- 葡萄糖苷 35 μg、大豆苷 10 μg、特女贞苷
85 μg、芍药苷 50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1.2　对照药材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何首乌、女
贞子、黑豆、墨旱莲、牡丹皮、地黄、茯苓、泽泻、
麦冬、大枣和黑豆对照药材各 0.25 g，精密称定，
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10 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30 
min，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
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生发片 20 片，去
糖衣，研细，取约 0.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
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10 mL，称定重量，超声
处理（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30 min，放冷，
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过
0.45 μm 滤膜，取续滤液，即得。
2.1.4　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及工艺
制备缺何首乌、女贞子、黑豆的阴性样品，并按
“2.1.3”项下方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即得。
2.2　分析条件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Welch Ultimate XB-C18

（4.6 mm×250 mm，5 μm）；柱温：25℃；流动相：
甲醇（A）-0.1% 磷酸（B），梯度洗脱（0 ～ 105 
min，5% ～ 60%A）； 流 速：1 mL·min－ 1； 进
样量：10 μL；柱温：25℃；指纹图谱检测波长：
227 nm；含量测定检测波长：250 nm（大豆苷）、
320 nm（二苯乙烯苷）、227 nm（特女贞苷）。
2.2.2　质谱条件　ESI 电喷雾离子源，离子喷雾
电压负模式－ 4500 V；喷雾气 55 psi；辅助加热
器 55 psi；离子源温度 550℃；气帘气 35 psi；碰
撞气压力 10 psi，扫描范围 m/z 100 ～ 2000，采
用负离子模式进行检测。
2.3　生发片指纹图谱的构建

2.3.1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
1801003），连续进样 6 次。以 6 号峰为参照，各
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030% ～ 0.17%，0.86% ～ 4.6%。结果表明仪器
的精密度良好。
2.3.2　 稳 定 性 试 验　 取 供 试 品 溶 液（批 号：
1801003）， 分 别 在 0、2、8、24、26、48 h 进 样
测定。以 6 号峰为参照，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
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030% ～ 0.42%，
0.38%～3.3%。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放置48 h 稳定。
2.3.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供试品（批号：

1801003），按“2.1.3”项下方法分别制备 6 份供
试品溶液，进样检测。以 6 号峰为参照，各共有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020% ～ 0.10%，0.60% ～ 3.8%。结果表明该方
法重复性良好。
2.3.4　指纹图谱的构建及相似度分析　取 20 批
（S1 ～ S20）生发片，按“2.1.3”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进样测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
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进行评价。20 批生发
片的色谱图中有 10 个共有峰稳定重现，编号为
1 ～ 10。对 20 批生发片 HPLC 指纹图谱数据进
行处理，建立叠加色谱图（见图 1），通过中位数
法获得生发片 HPLC 对照指纹图谱（见图 2）。

图 1　20 批生发片 HPLC 指纹图谱

Fig 1　HPLC fingerprint of 20 batches Shengfa tablets
3. 芍 药 苷（paeoniflorin）；4. 大 豆 苷（daidzin）；6. 二 苯 乙 烯 苷

（stilbene glycoside）；8. 特女贞苷（specnuezhenide）

图 2　生发片 HPLC 对照指纹图谱

Fig 2　HPLC control fingerprint of Shengfa tablets

　　以 6 号峰（二苯乙烯苷）作为参照峰，计算
10 个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分别为 0.19、0.33、
0.77、0.87、0.94、1.00、1.03、1.12、1.47、1.51，
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在 0.05% ～ 1.2%。
20 批生发片的相似度均大于 0.95，结果见表 2，
表明不同批次生发片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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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 批生发片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2　Similarity of  20 batches of Shengfa tablets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S1 0.982 S11 0.984
S2 0.976 S12 0.982
S3 0.968 S13 0.981
S4 0.966 S14 0.981
S5 0.985 S15 0.987
S6 0.980 S16 0.984
S7 0.980 S17 0.994
S8 0.991 S18 0.989
S9 0.990 S19 0.987
S10 0.989 S20 0.980

2.3.5　共有峰的指证及药味归属分析　精密吸取
对照药材溶液以及供试品溶液，进样检测，记录
色谱图，通过保留时间、光谱图数据对比，得到
10 个共有峰的归属，见图 3。
　　通过 UFLC-Triple TOF-MS/MS 技术手段，按
“2.2.2”项下质谱条件对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
及对照药材溶液进行检测。通过对照品对照确证了
其中 4 个共有峰。通过保留时间、质谱分析及文献
查询，指认 1 号峰为没食子酸 [8]，2 号峰为原儿茶

酸 [9-10]，5、10 号峰为单帖苷类化合物 [11]，7 号峰
为异黄酮类化合物 [12]，9 号峰为裂环环烯醚萜类化
合物 [13]，共有峰的药味归属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生发片共有峰指证及药味归属 
Tab 3　Identification and origin assignment of characteristic peaks in HPLC fingerprint

峰号 保留时间 /min 化合物 分子离子峰 主要碎片 峰归属

1 11.980 没食子酸 169.0163[M-H] － 125.0246[M-H-CO2]
－ 何首乌 / 牡丹皮

2 15.389 原儿茶酸 153.0214[M-H] － 109.0307[M-H-CO2]
－ 女贞子 / 墨旱莲

3 42.691 芍药苷 479.1575[M-H] － 121.0337[M-H-C16H22O9]
－ 牡丹皮

4 55.170 大豆苷 415.1041[M-H] － 252.0440[M-H-Glc] － 黑豆

5 57.040 suffruticoside C 或异构体 611.1654[M-H] － 445.1020[M-H-Glc-3H] － 牡丹皮

6 53.184 二苯乙烯苷 405.1208[M-H] － 243.0678[M-H-Glc]–，149.0246[M-H-Glc-C6H5O] － 何首乌

7 56.132 染料木苷 431.1002[M-H] － 269.0455[M-H-Glc] － 黑豆

8 64.315 特女贞苷 685.2414[M-H] － 523.1832[M-H-Glc] － 女贞子

9 78.486 女贞苷 G13 或异构体 1071.3772[M-H] － 685.2501[M-H-C17H22O10]
－，523.1711[M-H-C17H22O10-Glc] － 女贞子

10 88.567 苯甲酰芍药苷 583.1721[M-H] － 431.1394[M-H-C7H6O2-CHOH] － 牡丹皮

2.3.6　生发片指纹图谱的验证　对 8 批生发片
（S21 ～ S28）进行测定，所得生发片 HPLC-DAD
指纹图谱如图 4 所示，其中 R 为对照指纹图谱。
对 8 批生发片指纹图谱与生发片 HPLC 对照指
纹图谱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见表 4。2 批超出
有效期的生发片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低于 
0.90；6 批有效期内的生发片相似度均大于 0.95。
2.4　指纹图谱同时对指标成分进行含量测定
2.4.1　系统适用性试验　分别吸取对照品溶液及
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理论塔板数按特女贞苷计
算应不低于 30 000；结果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
和大豆苷均与其他组分达到基线分离，分离度大
于 1.5。
2.4.2　专属性考察　分别吸取供试品溶液、对照
品溶液、阴性样品溶液、对照药材溶液各 10 μL，

进样测定，在供试品色谱图中呈现出与对照品二
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大豆苷及其对应对照药材
色谱峰保留时间相同的色谱峰，阴性样品无干
扰，具有良好专属性，结果见图 5 ～ 7。

图 3　生发片指纹图谱共有峰归属性

Fig 3　Attribution peak fingerprint of characteristic peak of Shengfa 
tablets
A. 茯苓（poria）；B. 山药（dioscoreae rhizoma）；C. 麦冬（ophio-
pogonis radix）；D. 泽泻（alismatis rhizoma）；E. 大枣（jujubae fruc-
tus）；F. 墨旱莲（ecliptae herba）；G. 牡丹皮（moutan cortex）；H. 地
黄（rehmanniae radix）；I. 女贞子（ligustri lucidi fructus）；J. 何首

乌（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K. 生发片（shengfa tablet）；L. 黑豆

（sojae semen nigrum）

图 4　8 批生发片 HPLC 指纹图谱验证

Fig 4　Validation of HPLC fingerprint of 8 batches of Shengfa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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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二苯乙烯苷含量测定专属性试验（320 nm）

Fig 5　Specificity test for determination of stilbene glycoside（320 nm）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何首乌对照药材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reference material）；C. 生 发 片（Shengfa 
tablet）；D. 缺何首乌阴性样品（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negative 
sample）；S1. 二苯乙烯苷（stilbene glycoside）

图 6　特女贞苷含量测定专属性试验（227 nm）

Fig 6　Specificity test for determination of specnuezhenide（227 nm）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女贞子对照药材（Li-
gustri lucidi fructus reference material）；C. 缺女贞子阴性样品（Li-
gustri lucidi fructus negative sample）；D. 生 发 片（Shengfa tablet）；

S2. 特女贞苷（specnuezhenide）

图 7　大豆苷含量测定专属性试验（250 nm）

Fig 7　Specificity test of daidzin content determination（250 nm）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 缺黑豆阴性样品

（Sojae semen nigrum negative sample）；C. 生发片（Shengfa tablet）；

D. 黑豆对照药材（Sojae semen nigrum reference material）；S3. 大豆

苷（daidzin）

2.4.3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二苯乙烯苷、特女

贞苷和大豆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配制成含二苯
乙 烯 苷 对 照 品 1.68、3.35、6.70、16.75、23.45、
33.50 μg·mL－ 1，含特女贞苷对照品 4.36、8.71、
17.42、43.55、60.97、87.10 μg·mL－ 1， 含 大 豆
苷 对 照 品 0.56、1.13、2.26、5.65、7.91、11.30 
μg·mL－ 1 系列溶液；按“2.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以峰面积积分值 A 与进样质量浓度 C（μg·mL－ 1）
进行回归分析，3 种成分在各自的浓度范围内，
进样质量浓度 C（μg·mL－ 1）与峰面积 A 值呈良
好线性关系，见表 5。

表 5　3 种成分的线性关系 
Tab 5　Linearity of the 3 components

待测物 线性方程 范围 /（μg·mL － 1） 相关系数

二苯乙烯苷 A ＝ 42.78C ＋ 1.967 1.68 ～ 33.50 1.000
特女贞苷 A ＝ 13.81C － 1.379 4.36 ～ 87.10 1.000
大豆苷 A ＝ 37.09C － 0.0247 0.56 ～ 11.30 1.000

2.4.4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10 
μL，连续进样 6 次，结果 3 个对照品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94%、0.91% 和 0.94%，表明该方
法精密度良好。
2.4.5　稳定性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
溶液，放置 0、2、8、24、26、48 h 后进样测定，
结果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中二苯乙烯苷峰面
积的 RSD 分别为 1.6%、0.76%，特女贞苷峰面积
的 RSD 分别为 1.4%、0.73%，大豆苷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6%、0.83%。表明生发片供试品溶
液及混合对照品溶液在 48 h 内稳定性良好。
2.4.6　 重 复 性 试 验　 取 同 一 批 号（批 号：
1801003）生发片样品适量，按“2.1.3”项下方法
平行制备 6 份，进样测定。结果供试品中二苯
乙烯苷、特女贞苷、大豆苷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0.3652、0.7442、0.1459 mg·g－ 1，RSD 值分别为
0.46%、0.88%、0.91%。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7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生发
片适量，平行 6 份，分别精密加入适量的二苯乙
烯苷、特女贞苷、大豆苷对照品，进样测定，结
果供试品中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和大豆苷的平
均回收率分别为 92.85%、99.13%、98.21%，RSD
分别为 2.5%、2.2%、2.2%。表明该方法回收率好。
2.4.8　样品测定　取 28 批生发片样品，分别按
“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
用外标法计算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和大豆苷的
含量，结果见表 6。
3　讨论
3.1　流动相的选择
　　通过比较乙腈 -0.2% 甲酸、甲醇 -0.2% 甲酸、
甲醇 -0.1% 磷酸等流动相，发现甲醇 -0.1% 磷酸

表 4　8 批生发片验证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4　Similarity of HPLC fingerprint of 8 batches of Shengfa tablets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S21 0.895 S25 0.972
S22 0.873 S26 0.951
S23 0.980 S27 0.979
S24 0.969 S28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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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动相时，各色谱峰分离度较好，基线较
平，故选择甲醇 -0.1% 磷酸作为流动相。
3.2　检测波长的选择
　　采用 DAD 检测器测定，二苯乙烯苷、特女贞
苷和大豆苷最大吸收波长分别为 318.87、227.23、
250.91 nm；在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何首乌
药材【含量测定】中二苯乙烯苷选择 320 nm 为检
测波长。因 3 个色谱峰的保留时间比较接近，不
能用切换波长的方法对 3 个图谱进行合并，且为
保证含量测定的准确度，故选用成分最大吸收波
长作为含量测定检测波长，即在 320 nm 下检测二
苯乙烯苷含量，227 nm、250 nm 分别检测特女贞
苷与大豆苷含量。
3.3　含量测定指标成分的确定
　　用混合对照品确证了 3 号峰芍药苷、4 号峰
大豆苷、6 号峰二苯乙烯苷和 8 号峰特女贞苷，
结合 4 个峰的分离度、不对称性、专属性、耐用
性等因素；综合考虑，暂不把芍药苷成分列入含
量测定的检测指标。

3.4　指纹图谱验证
　　2 批超出有效期的生发片为不合格样品，与
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低于 0.90。在后续含量测
定时发现，过期生发片中二苯乙烯苷含量均低于
有效期内的生发片；推测生发片过期后会有部分
化学成分降解，所以相似度低于 0.90。
4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生发片 HPLC 指纹图谱，确定
了 10 个共有峰，并利用对照品和 HPLC-MS 技术
对这 10 个共有峰进行了确证和指认，确认它们
是何首乌、女贞子、黑豆、牡丹皮、墨旱莲 5 味
药材的活性成分。在此基础上，对何首乌、女贞
子、黑豆的指标性成分二苯乙烯苷、特女贞苷、
大豆苷进行含量测定，全面有效地评价生发片的
质量。经过方法学验证，表明所建立的检测方法
操作简便、稳定、重复性良好，可为生发片的质
量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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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生发片的含量测定结果 (mg/片 ) 
Tab 6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hengfa tablets (mg/tablet)

编号 二苯乙烯苷 特女贞苷 大豆苷

S1 0.1198 0.2444 0.0477
S2 0.0781 0.1971 0.0374
S3 0.0833 0.2416 0.0387
S4 0.2833 0.1773 0.0417
S5 0.2070 0.2191 0.0452
S6 0.2256 0.3369 0.0486
S7 0.1499 0.3550 0.0512
S8 0.2475 0.4212 0.0270
S9 0.2517 0.4238 0.0237
S10 0.2964 0.3906 0.0262
S11 0.2126 0.7243 0.0386
S12 0.2407 0.5668 0.0418
S13 0.2397 0.6881 0.0362
S14 0.2394 0.5355 0.0374
S15 0.2250 0.5126 0.0385
S16 0.2055 0.4959 0.0366
S17 0.2287 0.5835 0.0391
S18 0.3113 0.5309 0.0438
S19 0.2784 0.8124 0.0446
S20 0.2205 0.4653 0.0441
S21 0.0500 0.1277 0.0293
S22 0.0449 0.3627 0.0476
S23 0.0655 0.2800 0.0436
S24 0.1430 0.3796 0.0204
S25 0.2976 0.4030 0.0210
S26 0.0926 0.3456 0.0218
S27 0.2285 0.4609 0.0396
S28 0.2400 0.5684 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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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的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赵院霞，楚尧娟，薛莹，卢晓静，史香芬，王松，杜书章*（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郑州　

450052）

摘要：目的　研究近 10 年国际上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现状及热点。方法　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发表于 2011—2020 年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文献，采
用 CiteSpace 5.7.R2 软件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发文量、作者和被引作者、机构、国家、
期刊、研究领域分析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现状、通过文献共被引及关键词的
知识图谱分析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变化。结果　共纳入文献 457 篇，发文
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发文量靠前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瑞典，发文量最多的机
构为英国葛兰素史克，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 Stohl W，被引频次最多的作者是
美国纽约扎克医学院的学者 Furie R，期刊是 Arthritis Rheum-US。该领域主要研究热点是贝利
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效性研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研究、皮下剂型研究、与利妥昔单
抗联用相关研究、特殊人群疗效与安全性研究等。研究前沿趋势变化为由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
性红斑狼疮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转向特殊人群（如儿童患者、狼疮肾炎患者、重度活动度患者、
神经狼疮患者等）临床应用研究。结论　近 10 年来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越
来越受到临床医师和学者的重视，研究主要集中在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有效性、
长期疗效和安全性等方面，未来应更多地关注在特殊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关键词：贝利尤单抗；系统性红斑狼疮；可视化分析；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171-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31

Visualized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on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based on CiteSpace

ZHAO Yuan-xia, CHU Yao-juan, XUE Ying, LU Xiao-jing, SHI Xiang-fen, WANG Song, DU Shu-
zh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spots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past decade. Methods  Articles and reviews related to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ublished from 2011 to 2020 were retrieved from Web 
of Science. CiteSpace 5.7.R2 was used for visualize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 The information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as collected concerning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uthors, institutions, countries/regions, journals and categories. The knowledg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changes in this field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map of literature co-
citations and keywords. Results  Totally 457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 and the annual output kept 
increasing, with the top countries cover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Italy,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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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异质性自身免疫性
疾病，与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 lymphocyte 
stimulator，BLyS）水平升高相关，可引起严重的
器官损伤。系统性红斑狼疮主要影响女性，在非
洲裔、非洲加勒比、拉美裔美国人和亚洲人中的
发病率较高 [1]。目前的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皮质类
固醇、抗疟药和免疫抑制药。贝利尤单抗是一种
人类免疫球蛋白 -G1λ 单克隆抗体，通过抑制可溶
性 BLyS 的生物活性来抑制 B 细胞的分化，减少
活化 B 细胞和浆细胞的数目。两项国际Ⅲ期临床
试验 BLISS-52[2] 和 BLISS-76[3] 评估了贝利尤单抗
在血清阳性系统性红斑狼疮（定义为抗核抗体或
抗 ds DNA 阳性）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
这两项试验中，系统性红斑狼疮标准治疗加用贝
利尤单抗（10 mg·kg － 1），在 52 周时显著高于
安慰剂和标准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反应者指数
（SLE responder index，SRI）反应率的主要终点。
基于此，2011 年，贝利尤单抗静脉注射剂加标准
治疗在美国和欧洲被批准用于治疗活动性、自身
抗体阳性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在中国、日本
和韩国的一项Ⅲ期临床试验中，以东北亚的系统
性红斑狼疮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贝利尤单抗显
著改善了疾病活动性，减少了泼尼松的使用量，
且没有新的安全性问题 [4]。2019 年贝利尤单抗在
中国上市，用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仍具有较高疾
病活动性、自身抗体阳性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成年
患者。随着贝利尤单抗在多个国家的应用，对贝
利尤单抗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的研究越来越
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
　　文献可视化分析为跟踪新趋势的发展及识
别关键证据提供了一种有价值、及时、可重复
和灵活的方法 [5]，可将研究论文的抽象数据利用

可视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10 年国际上发表的关于贝利
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对当前该研究领域的现状、知识基础、
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进行总结，为我国在该领域
的研究提供研究选题内容和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策略 
　　以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为检索平
台，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为数据源，根
据医学主题词和自由词制订检索词与检索策略：
以 TS ＝（“Belimumab”）AND T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OR “Lupus nephritis” OR 
“Neuropsychiatric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OR“Skin lupus”OR“Lupus syndrome”OR 
“neurolupus”）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 
OR “Review”，排除信件、新闻、会议摘要等
其他类型文献。语种选择“English”，时间年限
为 2011—2020 年， 检 索 时 间 为 2021 年 2 月 6
日。将文献题录保存为纯文本格式，且命名为
“download ＿ XXX”，去除重复文献，最终纳入
文献 457 篇。
1.2　研究方法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5.7.R2，对
国际上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文
献进行去重、分析。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
TopN＝50，时间切片为1年，分别以文献的作者、
机构、国家、研究领域为节点进行合作网络分析；
以期刊、文献为节点进行共被引分析；以关键词
为节点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和突现分析。
2　结果
2.1　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现状

and Sweden. The GlaxoSmithKline in the UK had the most publications. The author with highest 
number of studies was Stohl 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and the author with the highest citation was Furie R, a scholar from the Zucker School of Medicine 
in New York, United States. Arthritis Rheum-US was the most-cited journal. The main research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focu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long-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subcutaneous dosage forms, combination with rituximab, efficacy and safety among the special 
populations, etc. The study frontiers shifted from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among child patients,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 severe 
activity, neurolupus, etc.). Conclus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studies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clinicians and scholars. The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efficacy, long-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ore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among special populations. 
Key words: belimumab;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visualized analysis;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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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发表年份分布　国际上关于贝利尤单抗治
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的发文量呈逐年稳步上升
趋势，见图 1。

图 1　2011—2020 年关于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文献

的发文量

Fig 1　Literature on belimumab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from 
2011 to 2020

2.1.2　开展研究的作者和被引作者　通过对作者
及被引作者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可以找到具有影
响力的作者，能够帮助研究学者识别潜在的合作
者 [6]。由本研究结果可知，来自美国的 Stohl W、
瑞典的 van Vollenhoven RF 和 Parodis I 发文量较
多；被引作者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美国的 Furie R、
菲律宾的 Navarra SV 和美国的 Wallace DJ。这些
作者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见
表 1、2）。

表 1　发文量前 10 名的作者 
Tab 1　Top 10 authors with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als

第一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量 / 篇
Stohl W 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 16
van Vollenhoven RF 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 15
Parodis I 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 12
Wallace DJ 美国加州大学 11
Touma Z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1
Zhong ZJ 美国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 10
Doria A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10
Merrill JT 美国俄克拉荷马医学基金会 10
Isenberg DA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10
Furie R 美国纽约扎克医学院   9

表 2　被引文献前 10 名的作者 
Tab 2　Top 10 authors with the number of cited author

被引作者 作者机构 被引文献量 / 篇
Furie R 美国纽约扎克医学院 326
Navarra SV 菲律宾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医院 298
Wallace DJ 美国加州大学 208
Petri M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199
Merrill JT 美国俄克拉荷马医学基金会 194
Stohl W 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 185
Van Vollenhoven RF 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 165
Furie RA 犹太北海岸 - 长岛卫生系统 155
Ginzler EM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125
Rovin BH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122

2.1.3　开展研究的机构　共 866 个机构参与贝利
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发文量排名
前 3 的机构为英国葛兰素史克（34 篇）、瑞典卡洛
林斯卡学院（25 篇）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19 篇）；
中心度排名前 3 的机构分别为西班牙巴塞罗那临
床医学院（0.24）、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0.14）
和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0.1）。由机构共现图可
知，同一机构研究者合作密切，不同机构间研究
者合作有待加强，详见图 2。
2.1.4　开展研究的国家　开展贝利尤单抗治疗系
统性红斑狼疮研究的国家共有 60 个，其合作社
会网络关系图见图 3。图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
国家，节点越大表明该国家发文量越多，节点之
间连线代表两个国家具有合作关系；节点年轮最
外圈的颜色越深代表该节点中介中心性越高 [7]。
本研究结果显示，发文量靠前的国家有美国、英
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其中美国共发表文献
190 篇，占总发文量的 41.58%，排名第一，可见
美国在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领域
占领先优势；中心度较大的国家有美国、英国、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意大利，在国家合作社
会网络中居重要位置。
2.1.5　开展研究的相关学科领域　贝利尤单抗治
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共涉及 69 个学科，发文
量排名前 5 的学科依次是风湿病学（426 篇）、免
疫学（142 篇）、药理学与药学（116 篇）、内科学
（74 篇）和基础医学（48 篇）；从中心度看，排名
前 5 的学科依次为药理学与药学（1.1）、免疫学
（0.48）、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0.36）、儿科
学（0.30）和基础医学（0.28），其合作社会网络关
系图见图 4。
2.1.6　开展研究的期刊共被引情况　期刊共被引
分析能够了解该学科的核心期刊分布，对核心期
刊文献共引频次和中心度分析能够反映出该期刊
文献的利用率及学术价值 [8]。本研究结果显示，
被引频次排名前 3 的期刊分别是 Arthritis Rheum-
US（411 篇，美国）、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
eases（380 篇，英国）和 Lupus（354 篇，英国）；
中心度大于 0.1 的被引期刊为 Autoimmunity Re-
views（0.12，美国）、Nature Immunology（0.12，美
国）和 Journal of Autoimmunity（0.10，美国）。中
心度高的期刊均在美国，可见美国在贝利尤单抗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领域中影响力较为深厚，
其共被引网络关系见图 5。
2.2　开展研究的知识基础
　　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共
被引频次及中心度排名前 10 位的文献见表 3。共



174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是 Navarra 等 [9] 在 2011 年发表
的文章，中心度最高的文献是 Merrill 等 [10] 在 2010
年发表的文章，由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得
出，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的知识基
础包括“epratuzumab（依帕珠单抗）”“belimumab（贝
利尤单抗）”“subcutaneous（皮下）”“systemic lupus er-
ythematosus（系统性红斑狼疮）”“blisibimod（一种 B
细胞活化因子拮抗剂）”“toll-like receptors（toll 样受

体）”“glomerulonephritis（肾小球肾炎）”等。
2.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浓缩和提取，代表文章
的精髓，频次高和中心度高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 [11]。贝利
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
络关系见图 6，共得到 277 个关键词，1823 条连
线；关键词聚类及所包含关键词见表 4。结合图
表可知，belimumab （贝利尤单抗）、systemic lu-
pus erythematosus（系统性红斑狼疮）、B lympho-
cyte stimulator （B 淋巴细胞激活剂）、monoclonal 
antibody（单 克 隆 抗 体）、double blind（双 盲）、
disease activity（疾病活动度）、rituximab（利妥
昔单抗）、safety（安全性）等是该研究领域的研
究热点。中心度大于 0.1 的关键词有 rheumatoid 
arthriti（类风湿关节炎）、tumor necrosis factor （肿
瘤坏死因子）、mycophenolate mofetil（吗替麦考
酚酯）、erythematosus（系统性红斑狼疮）、T cell
（T 细胞）。这些关键词在图谱中发挥着中介桥梁
作用，也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 6　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谱

Fig 6　Relation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2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 2　Graph of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3　国家合作社会网络图

Fig 3　Social network of research countries

图 4　研究领域合作网络关系图谱

Fig 4　Category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5　期刊共被引网络关系图谱

Fig 5　Journal co-cit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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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被引频次及中心度排名前 10 位的文献 
Tab 3　Top 10 literatures of co-citation frequency and co-citation centrality

序号 被引文献 频次 被引文献 中心度

1 Navarra，2011，LANCET，V377，P721 155 Merrill，2010，ARTHRITIS RHEUM-US，V62，P222 0.20
2 Furie，2011，ARTHRITIS RHEUM-US，V63，P3918 130 Condon，2013，ANN RHEUM DIS，V72，P1280 0.19
3 Rovin，2012，ARTHRITIS RHEUM-US，V64，P1215 75 Bossen，2008，BLOOD，V111，P1004 0.19
4 Merrill，2010，ARTHRITIS RHEUM-US，V62，P222 67 Tokunaga，2007，ANN RHEUM DIS，V66，P470 0.19
5 vanVollenhoven，2012，ANN RHEUM DIS，V71，P1343 67 Cardiel，2008，ARTHRITIS RHEUM，V58，P2470 0.17
6 Wallace，2009，ARTHRIT RHEUM-ARTHR，V61，P1168 59 Pena-Rossi，2009，LUPUS，V18，P547 0.16
7 Manzi，2012，ANN RHEUM DIS.V71，P1833 58 Belnoue，2008，BLOOD，V111，P2755 0.16
8 Stohl，2017，ARTHRITIS RHEUMATOL，V69，P1016 55 Looney，2010，DRUGS，V70，P529 0.13
9 Dooley，2013，LUPUS，V22，P63 52 Jonsdottir，2008，ANN RHEUM DIS，V67，P330 0.11
10 Ginzler，2014，J RHEUMATOL，V41，P300 51 Stohl，2012，ARTHRITIS RHEUM-US，V64，P2328 0.10

表 4　关键词聚类及所包含关键词 
Tab 4　Keyword clustering and contained keywords

序号 频次 中心度 聚类名称 包含关键词

0 61 0.78 autoantibodie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lupus nephritis；health perceptions
1 55 0.717 T cell B lymphocyte stimulator；plasmablasts；murine sle models
2 44 0.55 systemic glucocorticoid；health perceptions；therapeutics
3 34 0.827 low disease activity lupus nephritis；risk stratification；thrombocytopenia
4 24 0.887 flare questionnaire design；patient satisfaction；british isles
5 14 0.838 biologic therapies biologic therapies；autoimmunity；immune complexes
7 11 0.907 B cell immunodepletion diabetes mellitus；type；rheumatoid arthritis；autoimmunity
8 11 0.912 toll-like receptors blys；baff；B lymphocyte；autoimmunity；tolerance
9 10 0.995 dmards

2.4　研究前沿

　　突现关键词反映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关键
词时间线图从时间分布上反映出研究前沿的变
化。结合突现关键词表（见图 7）和时间线图（见
图 8）可以得出 2011 年前沿关键词为 cutting edge
（最前沿）、atacicept（阿他西普）、Bly（B 淋巴细
胞刺激剂）等，关注点集中在 Bliss-52 和 Bliss-76
试验的研究，美国 FDA 批准第一种生物制剂
贝利尤单抗用于治疗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
者；2012 年是 autoimmune disease（自身免疫疾
病）、trial（试验）、B cell depletion（B 细胞耗竭）、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安慰剂对照试验）、long 
term（长期的）等，重点在针对两个大型研究结
果的后续研究；2014 年是 phase Ⅱ（第二阶段）、
disease（疾病）、glomerulonephriti（肾小球肾炎）、
prevalence（流行）等，重点是贝利尤单抗在系统
性红斑狼疮患者中狼疮肾炎的疗效研究；2015 年
是 phaseⅠ（第 一 阶 段）、B-cell activating factor
（B 细胞激活因子）、expression（表达）等，重点
在与利妥昔单抗疗效对比及联合用药的疗效与安
全性研究；2016 年是 pharmacokinetics（药代动力
学）、pathogenesis（发病机制）、rheumatic disease
（风湿病）等，重点是贝利尤单抗在儿童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中疗效与安全性研究；2017 年是

regulatory T cell（T 细胞调控）等，重点在贝利尤
单抗长期疗效和安全性研究；2018 年是 risk（风
险）等，重点是皮下注射剂型的剂量和安全性研
究；2019 年是 phase Ⅲ（第三阶段）、validation（验
证）、antibody（抗体）、treatment（治疗）等，重
点是重度活动型系统性红斑狼疮、在神经狼疮患
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
3　讨论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机制的研究显示，B
细胞通路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致病的关键。大量
的自身反应性 B 细胞和特异性 BLyS 结合后得以
存活，无法被正常途径清除，产生多种自身抗
体，与抗原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引起一系列炎
症反应，进而损伤多种器官。贝利尤单抗治疗系
统性红斑狼疮的作用机制（见图 9）：贝利尤单
抗是 BLyS 的特异性抑制剂，通过靶向阻断可溶
性 BLyS 与 B 细胞上受体的结合，使自身反应性
B 细胞凋亡，抑制自身反应性 B 细胞过度增殖分
化；同时，贝利尤单抗不持续影响处于晚期阶段
的细胞（如记忆性 B 细胞或存活较久的浆细胞），
保留体液免疫力。因此，贝利尤单抗通过抑制自
身反应性 B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发挥治疗系统性
红斑狼疮的作用，同时不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
　　本研究共纳入文献 457 篇，年发文量呈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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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发文量靠前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意
大利、德国和瑞典，涉及到风湿病学、免疫学、
药理学与药学、内科学、基础医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贝利尤单抗 2019 年在我国上市，因此我国在
该领域研究有限，未来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频次最高的文献研究
表明，在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贝利尤
单抗可成为第一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靶向药
物，为治疗这一重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新的
选择 [9]。中心度最高的文献研究是关于利妥昔单
抗（rituximab，RTX）在中至重度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中的功效和安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英
岛狼疮评定组指数 [British Isles lupus assessment 
group （BILAG）] 评分指数、免疫参数和自身抗
体方面，安慰剂和 RTX 之间没有差异 [10]。这些
频次和中心度高的文献构成该领域的研究基础。
　　根据关键词共现和聚类提炼出的高频关键
词，结合对应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① 确定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有
效性研究：两项大型随机、双盲、国际、安慰
剂对照、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BLISS-52）和
（BLISS-76），均达到了 SRI-4 作为评价标准的主
要终点。两项试验结果显示，贝利尤单抗可缓解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症状并改善预后，降低其抗
dsDNA 抗体水平，同时升高补体水平 [12]。

　　② 长期疗效及安全性研究：一项持续 6 年的
研究显示，使用贝利尤单抗加标准疗法对疾病活
动进行长期控制，可显著提高长期健康相关生活
质量和缓解疲劳度 [13]。接受贝利尤单抗加标准疗
法治疗的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可保持长达
7 年的疾病控制和安全性 [14]。在这项长达 13 年
的关于贝利尤单抗加标准疗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
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中，大约 33.3% 的患
者接受贝利尤单抗至少 10 年，第 5 年以后，复
发率很低，这表明从贝利尤单抗中受益的患者可
以保持稳定的疾病控制。在研究终止后的 24 周
随访期间，疾病活动保持稳定 [15]。
　　③ 皮下注射剂型疗效和安全性研究：一项为
期 52 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BLISS-
SC）结果表明，贝利尤单抗皮下注射每周 200 mg
加标准治疗，最早在第 16 周就显著降低了系统
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与贝利尤单抗静脉注射 10 
mg·kg － 1 Ⅲ期 BLISS-52 和 BLISS-76 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 [16]；在另一项Ⅲ期双盲、安慰剂对照研
究（BEL112341）中，与安慰剂相比，在低补体、
抗 dsDNA 阳性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每周
200 mg 贝利尤单抗显著改善 SRI-4 反应，降低复
发率，并减少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剂量，不良事件
与静脉注射贝利尤单抗已知安全性一致 [17]。皮下
注射剂型为贝利尤单抗提供更方便的治疗方案。
　　④ 与 RTX 联合治疗相关研究：RTX 是一种
消耗 B 细胞的抗 CD20 抗体。RTX 可迅速改善系
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关表现，如
认知功能障碍、精神病和癫痫发作等，特别是急
性混乱状态 [18]。动物研究证明，与单独治疗相
比，联合治疗观察到组织 B 细胞亚群耗竭、自身
抗体水平降低、蛋白尿减少和生存期改善 [19]。在
活动性狼疮肾炎患者中，应用 RTX 诱导治疗加贝
利尤单抗维持治疗，贝利尤单抗治疗延迟了 RTX
治疗后 B 细胞的重建 [20]，为两者在自身免疫性疾
病中联合治疗提供基本理论依据。
　　⑤ 特殊人群中疗效与安全性研究：在儿童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一项安慰剂对照、双盲
PLUTO 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贝利尤单抗
10 mg·kg － 1 静脉注射适用于 5 ～ 17 岁的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 [21]；在狼疮肾炎患者中，一项为期
2 年的 BLISS-LN 试验结果表明，贝利尤单抗联
合标准疗法可使尿蛋白与肌酐之比≤ 0.7，肾小球
滤过率与基线相比提高了 20%[22]；在重度活动性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贝利尤单抗可能对基线
时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性较高的患者特别有效，
即抗 dsDNA 阳性、低补体血症或长期应用皮质类

图 7　关键词突现分析图

Fig 7　Burst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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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8　Keywords timeline 

固醇等治疗 [23]；接受 RTX 加贝利尤单抗联合治疗
的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临床和免疫学水
平较基线有显著改善 [24]；在一例以慢性复发性癫
痫为主要表现的儿童难治性神经狼疮患者中，以
10 mg·kg － 1 静脉注射第三剂贝利尤单抗治疗后，
癫痫发作得到完全控制，近半年无疾病活动和复
发，自身抗体转阴 [25]。
　　⑥ 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中的探索研究：一项
为期一年的 BELISS 开放Ⅱ期研究结果显示，贝
利尤单抗对改善全身疾病活动、腮腺肿大、淋巴
结肿大、关节疾病和 B 细胞生物标志物方面有
效 [26]，鼓励在较大人群中进行随机、双盲、对照
研究。通过突现关键词和时间线图可以发现，近
3 年对贝利尤单抗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狼疮肾炎患者、重度活动度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及神经狼疮患者中疗效与安全性研究的文献骤
增，可见这些主题是近几年的研究前沿趋势。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运用 CiteSpace 
5.7.R2 软件对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
文献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和专业知识，
得出近 10 年来国际上关于贝利尤单抗治疗系统性
红斑狼疮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我国学
者可借鉴这些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贝利尤单抗
在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的临床疗效、长期
疗效及安全性研究，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狼疮肾炎患者、神经狼疮患者及其他风湿免疫性
疾病疗效等方面相关研究，促进我国临床医学发
展。此外，在这些大型国际Ⅲ期临床试验中，患
有严重狼疮肾病或活动性肾炎的患者、中枢神经
系统狼疮患者、乙型或丙型肝炎血清学检查阳性
患者、接受过 B 细胞靶向治疗的人被排除在外，
我国学者也可以在这些方面寻找选题内容和研究
方向。但本研究仅对 WOS 数据库文献进行了可
视化分析，收集文献不够全面，可能会对研究结
果产生局限性影响。未来可检索更多数据库，获
得更全面的数据，得出更严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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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温爱萍1，朱熹2，宗晔3，杨盈赤4，李丹丹1，李哲1，沈素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 药剂科；

2. 泌尿外科；3. 消化内科；4. 普通外科，北京　100050）

摘要：目的　建立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为规范临床

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应用 Delphi 法对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风险因素和预防用药合

理性指标进行评估，存在 1 个以上重大影响很高风险因素、2 个以上较大影响高风险因素、3 个以

上一般影响中等风险因素或 1 个较大影响高风险因素联合 2 个一般影响中等风险因素被判定为有

预防用药指征。结果　经过三轮函询，“一年内有临床意义的消化道溃疡出血史”和“凝血功能异常

或治疗性抗凝”被评估为重大影响，“一年内消化溃疡史”和“手术时间＞ 4 h 或手术失血量≥ 1500 
mL”等 8 个风险因素被评估为较大影响，“男性”和“≥ 65 岁”等 7 个风险因素被评估为一般影响。

制定了包括首选质子泵抑制剂、首选口服用药等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价标准。结论　本评价指标体

系科学、可靠和实用，可为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围术期；非重症；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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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ationality of prophylactic drugs for stress ulcer 
bleeding in perioperative non-critical patients

WEN Ai-ping1, ZHU Xi2, ZONG Ye3, YANG Ying-chi4, LI Dan-dan1, LI Zhe1, SHEN Su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2. Department of Urology; 3.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4.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rationality of prophylactic drugs for 
stress ulcer bleeding in perioperative non-critical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linical drug use. Methods  Delphi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isk factors of stress ulcer bleeding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rophylactic drug use in non-critical patient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The 
prevention indications included 1 or more extremely risky factor, 2 or more very risky factors, 1 very 
risky factor plus 2 moderately risky factors and 3 or more moderatyly risky factors. Results  After the 
3-round Delphi process, "History of clinically important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ithin one year” and 
“Coagulopathy or therapeutic anticoagulation” were rated as with highest risk. “History of peptic ulcer 
within one year” “Operation time ＞ 4 h or operative blood loss ≥ 1500 mL” and 6 other risk factors were 
rated as high-risk factors. Another 7 risk factors, including “Male” and “≥ 65 years old”, were rated as 
moderate risk factors. Moreover, the indexes for the rationality of prophylactic drug use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first choice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nd oral routes, etc. Conclusion  Th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scientific, reliable and feasible. It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prophylactic drug use for stress ulcer bleeding in perioperative non-critical patients. 
Key words: perioperative period; non-critical; stress ulcer bleeding; preventive medication;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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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激 性 溃 疡（stress ulcer，SU）， 又 称 应
激 性 黏 膜 病 变（stress related mucosal disease，
SRMD），是机体处于各类严重创伤、危重疾病
或严重心理疾病等应激状态下，出现的急性胃肠
道黏膜糜烂、溃疡等病变，严重者可并发消化道
出血、甚至穿孔，可使原有疾病的程度加重及恶
化，增加病死率 [1]。SU 是手术并发症之一，尤
其是困难、复杂的手术，可能引起胃肠道出血，
最终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和死亡率增加 [2]。对
于非重症患者，2004 年美国药师协会指南不推
荐进行 SU 预防 [3]，但非重症患者 SU 预防用药
仍比较普遍 [4]。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本院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预防用药比例占 69.5%[5]。
据报道，国内围术期患者 SU 预防用药率为
19.1% ～ 67.1%[6-7]，远高于报道的围术期患者 SU
出血的发生率（0.92% ～ 12.61%）[8-11]。
　　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估的相关报道，为了更便
于临床评估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
的合理性，本文尝试采用 Delphi 专家函询法建立
针对这一人群的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成立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由 7 名成员组成，基本信息如
下：① 年龄：（41.0±11.9）岁；② 工作年限：
（16.8±14.1）年；③ 职称：高级职称医师 3 人，
高级职称药师 2 人，中级职称药师 2 人；④ 学位：
博士 3 人，硕士 3 人，学士 1 人。研究小组成员
均接受过临床研究方法学相关培训，其主要任务
为文献检索、拟订函询问卷、确定函询专家、发
放和回收问卷、整理和统计回收问卷结果。
1.2　拟订函询问卷
　　以“应激性溃疡”“应激性胃黏膜病变”“预
防”“指南”“指导原则”“共识”“评价”“标准”等
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Medline、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提取 SU 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价相关
指标，拟订第一轮函询问卷初稿。由研究小组遴
选 10 名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职称专家组成
临床专家小组，包括消化内科、普外科、骨科、
泌尿外科和耳鼻喉科专家各 2 名。先将函询问卷
初稿及相关循证信息提取表，以邮件的方式发送
给专家小组成员审阅。然后召集专家小组成员，
对函询问卷形式和具体条目进行确定，同时就各
条目的定义进行讨论，形成第一轮函询问卷。
　　函询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问卷填

写说明，包括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和填写
方法；第二部分是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风
险因素评估，请专家按照 Likert 5 级评分法（1 ＝

微小影响，2 ＝较小影响，3 ＝一般影响，4 ＝较
大影响，5 ＝重大影响）对风险因素条目进行分
级，也可在每个条目后的空白处填写专家意见。
预防用药指征的判断标准：存在重大影响因素≥ 1
个、较大影响因素≥ 2 个、一般影响因素≥ 3 个
或 1 个较大影响因素联合 2 个一般影响因素。第
三部分是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评
估，请专家就预防用药种类、给药途径、给药方
案和停药时机等进行选择，同时也可填写其他意
见。第四部分是专家基本情况调查表和专家自我
评测表，包括专家的个人信息、专家对评价指标
的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等。
1.3　确定函询专家
　　遴选北京市八家三甲综合医院相关专业的 23
名高级职称专家进行函询，包括 15 名外科专家
（普通外科 4 名、耳鼻喉科 3 名、骨科 3 名、泌
尿外科 2 名、神经外科 2 名、血管外科 1 名）、4
名消化内科专家和 4 名药学专家。要求所有专家
均已从事相关专业 10 年以上，且表示愿意配合
至少完成两次函询。
1.4　发放和回收函询问卷
　　本研究共进行了 3 轮函询。由研究小组成员
将拟订的函询问卷通过微信发送给专家，每轮函
询时间为 2 周。问卷回收后，由研究小组对问卷
进行归纳、整理，参考函询专家的意见，讨论是
否对函询问卷进行修订，如果决定对问卷进行修
订，在下一轮的函询问卷中注明，每轮函询间隔
时间为 4 周。
1.5　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
　　将函询问卷数据结果录入 Excel 2007，采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风险因素等级和用药
合理性评价指标的确定标准：若同意某一风险分
级或某一用药指标的专家比例超过 70%（第三轮
标准为 50%），则可确定该风险分级或用药指标；
若同意专家比例不足 30%，经研究小组集中评
议，同时结合函询专家文字意见，可拒绝该风险
分级或用药指标，在下一轮函询问卷中删除；若
同意专家比例在 30% ～ 70%，则继续进入下一
轮函询问卷 [12]。对于函询过程中的专家意见，由
研究小组集中评议，决定是否修订下一轮函询问
卷。同时统计分析函询专家的基本情况、积极系
数、权威系数等：① 函询专家基本情况。用频数
和构成比描述。② 函询专家积极系数。可反映专
家对本研究的关心和支持程度，用函询问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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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回收率表示，当值＞ 70% 视为专家积极程度较
高 [13]。③ 函询专家权威系数。主要指专家对问
题做出判断的依据和专家对该问题的熟悉程度，
专家的权威程度 Cr ＝（Ca ＋ Cs）/2，其中 Ca 为
专家的判断系数，Cs 为专家的熟悉程度系数，当
专家的权威系数≥ 0.7 时则表明专家权威性比较
高，研究结果可靠 [14]。
2　结果
2.1　函询专家基本情况
　　函询专家共 23 人，男 16 人，女 7 人，平
均年龄（45.48±6.83）岁，相关领域工作年限
（20.13±7.80）年。
2.2　专家积极程度
　　三轮函询问卷的回收率分别为 100%、82.61%
和 82.61%。
2.3　专家权威程度
　　三轮函询专家的判断系数、熟悉程度系数和
专家权威系数见表 1。

表 1　三轮函询专家的权威程度 
Tab 1　Authority level of three rounds of consultation experts

轮次 判断系数 熟悉程度系数 专家权威系数

第一轮（n ＝ 23） 0.90 0.83 0.87

第二轮（n ＝ 19） 0.91 0.93 0.92

第三轮（n ＝ 19） 0.91 0.93 0.92

2.4　函询结果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影响因素及其影
响程度评估的函询结果见表 2。相关风险因素的
定义或标准：
　　① 有临床意义的消化道溃疡出血：1 年内出现
呕血、咖啡样胃引流液、黑便、血便伴平均动脉压
降低 20 mmHg（1 mmHg ＝ 133.3 Pa），或血红蛋白
降低 20 g·L－ 1，或需要内镜检查 / 手术干预；② 凝
血功能异常：血小板计数（PLT）＜ 50×109·L － 1

或凝血激活酶时间（PTT）＞ 2 倍正常值或国际标准
化比值（INR）＞ 1.5；③ 治疗性抗凝：使用利伐沙
班、达比加群、依诺肝素＞ 0.6 mL·d－ 1、那屈肝素
钙＞ 0.6 mL·d－ 1、达肝素钠＞ 0.24 mL·d－ 1 中任
一药品；④ 急性肾功能不全：48 h 内血肌酐增高≥ 0.3 
mg·dL－ 1（≥ 26.5 µmol·L－ 1），或血肌酐增高至≥

基础值的 1.5 倍，且明确或经推断其发生在 7 d 之内，
或持续 6 h 尿量＜ 0.5 mL/（kg·h）；⑤ 预防性抗凝：
使用依诺肝素≤ 0.6 mL·d － 1 或那屈肝素钙≤ 0.6 
mL·d－ 1 或达肝素钠≤ 0.24 mL·d－ 1；⑥ 大剂量激素：
使用≥ 40 mg·d－ 1 甲泼尼龙、≥ 7.5 mg·d－ 1 地塞
米松、≥ 200 mg·d－ 1 氢化可的松或其他品种的等
效剂量；⑦ 中重度慢性肾功能不全：GFR ＜ 45 mL/
（min·1.73 m2）。

　　有专家在第一轮函询问卷中指出：应明确此
评价指标体系仅适用于择期手术患者，且仅适用
于进行复杂手术或涉及重要脏器手术的患者，否
则可能增加预防用药率。研究小组讨论后，接受
了此项意见，并在第二轮函询问卷中增加了这个
项目，函询专家是否同意这个条目，结果是全部
专家同意，接受率 100%。
　　针对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评估，
所有条目均在第一轮达到确定标准，详见表 3。
2.5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
评价路径
　　为了便于应用，根据函询结果，研究小组制
作了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
评价路径图，见图 1。

图 1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评价路径图

Fig 1　Path diagram of rationality evaluation of perioperative 
prophylaxis for stress ulcer hemorrhage in non-critical patients

3　讨论
　　本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Delphi 法，在系统检索
SU 预防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 SU 相关风险因
素信息进行了提取和整理，组织函询专家以外的
相关专家对第一轮函询问卷进行了充分讨论，筛
选出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可能存在的 SU 出血风险
因素，同时明确了相关风险因素的定义，确定了
SU 预防用药指征的评价标准。
　　目前针对 SU 预防，国内外发布了多个指
南、共识和评价标准 [1-2，15-20]，但多是针对危重
症患者制定或风险评估标准的证据来源于危重症
患者，其中《湖南省质子泵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试行）[18] 和《应激性黏膜病变预防与治
疗——中国普通外科专家共识》[2] 及《质子泵抑制
剂优化应用专家共识》[20] 指出对非重症患者也应
综合评估 SU 的风险，必要时加以预防，并建议
参考美国学者 Herzig 等 [21] 在 2013 年进行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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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 75 723 例非重症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中建立
的 SU 出血风险评分系统。而此评分系统是基于
全部非重症监护室住院患者建立的，包括 41% 的
内科患者，其余为普通外科、外科专科、妇产科
和精神科患者，外科患者所占比例不清楚，未将
手术作为风险因素之一进行评估，笔者前期应用
Herzig 评分系统对 265 例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预防用药合理性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

有预防用药指征的患者仅为 9 例（3.40%），其是
否适用于围术期患者并不明确。
　　需注意的是多数围术期患者是不需要进行
SU 预防评估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对象是进行
复杂或涉及重要脏器的择期手术患者，《应激性溃
疡防治专家建议（2018 版）》也指出，各种困难、
复杂的手术是诱发 SU 的应激源，然而，复杂手
术的标准有待统一。根据国家卫健委 2013 年发

表 2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函询结果 (%) 
Tab 2　Influence factors of stress ulcer bleeding in perioperative non-critical patients in correspondence consultation(%)

项目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1 2 3 4 5 3 4 5 3 4 5

重大影响（满足 1 个即可用药）

一年内有临床意义的消化道溃疡出血史 0 0 8.70 47.83 43.48 0 57.89 42.11 0 26.32 73.68

凝血功能异常或治疗性抗凝 0 0 13.04 52.17 34.78 0 63.16 36.84 0 31.58 68.42

较大影响（满足 2 个即可用药）

一年内消化道溃疡史 0 0 9.09 59.09 31.82 0 68.42 31.58 0 63.16 36.84

手术时间＞ 4 h 或手术失血量≥ 1500 mL 0 4.35 8.70 60.87 26.09 0 88.24 11.76 － － －

脓毒症 0 5.00 35.00 50.00 10.00 26.32 73.68 0 － － －

急性肾功能不全 4.76 4.76 38.09 38.09 14.29 26.32 73.68 0 － － －

术后曾入住 ICU 0 0 16.67 72.23 11.11 － － － － － －

预防性抗凝 0 0 27.27 40.91 31.82 0 73.68 26.32 － － －

大剂量激素 0 0 13.63 54.55 31.81 0 73.68 26.32 － － －

使用非甾体抗炎药 0 5.00 15.00 60.00 20.00 0 88.24 11.76 － － －

急性心脑血管意外 0 5.88 17.65 58.82 17.65 16.67 83.33 0 － － －

一般影响（满足 3 个即可用药，1 个较大影响＋ 2 个一般影响因素也可用药）

性别 - 男性 10.53 15.79 42.11 26.32 5.26 84.21 15.79 0 － － －

年龄≥ 65 岁 0   4.55 45.45 40.91 9.09 36.84 63.16 0 57.89 42.11 0

Child-Pugh B 级及以上的肝功能不全 4.76   4.76 23.81 42.86 23.81 31.58 63.16 5.26 52.63 47.37 0

中重度慢性肾功能不全 0   6.25 31.25 37.5 25 61.54 38.46 0 84.21 15.79 0

应用免疫抑制剂≥ 3 个月 0 0 26.32 47.37 26.32 58.33 33.33 8.33 78.95 21.05 0

完全禁食，应用肠外营养≥ 7 d 0   5.88 35.29 35.29 23.53 61.54 38.46 0 75.00 25.00 0

严重心理应激，如精神创伤、过度紧张等 0 0 35.29 35.29 29.41 87.5 12.5 0 － － －

表 3　围术期非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预防用药评估条目函询结果 
Tab 3　Correspondence consultation of perioperative stress ulcer bleeding prophylaxis evaluation items for non-critical patients

评价指标 选项 同意比例 /%

预防用药种类 首选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 82.61

首选 H2 受体拮抗剂（H2 receptor antagonist，H2-RA）   0.00

首选 PPI 或 H2-RA 17.39

给药途径 首选静脉，根据患者病情，尽早口服序贯 26.09

首选口服；不适合口服者，静脉给药，根据患者病情，尽早口服序贯 73.91

预防给药时机 静脉预防：手术当日给药；口服预防：提前 2 ～ 3 d 给药 21.74

静脉和口服预防：均手术当日给药 78.26

给药方案 PPI：常规剂量，每日 1 次 100.00

PPI：常规剂量，每日 2 次 0.00

H2-RA：常规剂量，每日 1 次 8.70

H2-RA：常规剂量，每日 2 次 91.30

停药时机 每日评估 SU 出血风险，不满足预防用药标准时，停止用药，原则上≤ 7 d 91.30

无需再次评估应激性溃疡出血风险，应用 3 ～ 7 d 停药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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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试行）》，根
据风险性和难易程度不同，手术分为四级：一级
手术是指风险较低、过程简单、技术难度低的手
术；二级手术是指有一定风险、过程复杂程度一
般、有一定技术难度的手术；三级手术是指风险
较高、过程较复杂、难度较大的手术；四级手术
是指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的手术 [22]。但
有研究考察了北京市属医院的手术分级管理现
状，各医院制定手术分级目录时，参考的标准
不尽统一 [23]。欧洲外科协会（European Surgical 
Association，ESA）发布了针对重大或复杂手术
（major surgery）定义的共识指出，术前合并疾病
较多、术中血管夹闭或器官缺血、术中失血量高
（＞ 1000 mL）、术中去甲肾上腺素需要量高（＞

10 μg·min － 1）、手术时间长（＞ 4 h）、围术期输
血、术后全身炎症反应和需要特级护理可以考虑
作为重大或复杂手术的标准 [24]。
　　针对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评
估，函询专家在第一轮就得出了较为一致的意
见，但需要注意的是除给药方案外，其他几项评
价指标并无较为充分的循证支持，还需进一步考
察。针对预防用药种类，函询专家较为一致的推
荐 PPIs，这一结果与应激性溃疡防治专家建议
（2018 版）[16] 一致，也与我们 2020 年进行的非重
症患者 SU 预防用药系统评价结果相一致 [25]。湖
南省质子泵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试行）
建议中高危出血风险的非重症患者首选 PPI 或
H2 受体拮抗剂；高危出血风险的非重症患者首
选 PPI[18]。在给药途径方面，多数函询专家建议
首选口服，这与其他专家共识的推荐一致 [16，18]，
2013 年的一项系统评价结果也显示，口服和静
脉用 PPIs 在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6]。湖南省质子泵抑制剂的临
床应用指导原则（试行）建议高危出血风险的非
重症患者首选静脉给药 [18]。对于给药时机，多数
专家选择了手术当日给药，这可能与临床目前的
给药习惯有关。《质子泵抑制剂预防性应用专家
共识（2018）》建议在拟订手术前一日给药 [15]。对
于口服给药，由于 PPIs 一般 3 ～ 5 d 达到药效稳
态，因此有研究者建议术前 3 ～ 5 d 给药；H2-RA
使用 3 d 左右能出现耐药，建议术前 1 d 开始服
用 [5]。据报道，SU 的发生大多集中在原发疾病发
生的 3 ～ 5 d，少数可在 2 周左右发生 [5]，多数函
询专家建议每日评估 SU 出血风险，不满足预防
用药标准时，停止用药，原则上≤ 7 d。其他专

家共识也指出避免不必要的长疗程预防用药，建
议在患者出血风险降低时停药 [15，18]。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 Delphi 法，初步确定了围术期非
重症患者 SU 相关风险因素及其定义，以及预防
用药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并制作了便于临床应用
的路径图，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实用性，
可为围术期非重症患者 SU 出血预防用药合理性
评估提供参考。然而，由于相关循证证据有限，
多数基于专家意见，本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于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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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级综合医院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现状分析

张芸，罗平，欧阳萌，石琪*（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武汉　430000）

摘要：目的　调查专档管理 3 年后武汉市江夏区某三级综合医院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情况，为进一步规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专档管理及临床合理应用提供科学管理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医院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 348 例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病例资料，找

出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措施。结果　专档管理填报时效性与质量有待提高，微生物送检率

96.55%，会诊率 91.09%。348 例中不合理用药病例 57 例（16.38%）。结论　该院碳青霉烯类

抗菌药物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继续加强碳青霉烯类药物专档管理，强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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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对革兰氏阳性菌、阴性
需氧菌及厌氧菌有强大的抗菌作用，对产超广
谱β- 内酰胺酶和头孢菌素酶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也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
强、耐受性好、药物毒性低等特点，在临床上被

广泛应用于细菌的混合感染、多种耐药菌的感染
以及重症感染者的治疗，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
最后一道防线 [1]。由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广
泛应用，加之临床中存在部分不合理应用现象，
耐碳青霉烯革兰氏阴性菌已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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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临床中抗菌药物的选择应用带来了重大的挑
战 [2]。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抗菌药物管理
规范，明确规定了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和专
档管理 [3]。但 2019 年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数据 [4]

显示革兰氏阴性菌耐药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规范
合理地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对延缓革兰氏阴
性菌耐药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调查武汉市江夏
区某三级综合医院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碳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分析用药患者
的感染情况及用药合理性，为进一步规范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的专档管理及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
考，以促进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医院美康临床药学管理系统中抽取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抗
感染的 348 例出院患者的病例资料。本次调查入
选病例均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包括注射用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和注射用厄他培南。排除住
院天数＜ 3 d 或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不足 1 d
即出院的患者病例资料。
1.2　点评依据
　　参照药品说明书、《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2015 版）》[5]、《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有效遏制细菌耐药工作的通知》（国卫办
医发 [2017]10 号）、《热病：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
指南》（第 48 版）、《国家抗微生物治疗指南 2012
版》《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我院《抗菌药物专项处方点评实施细则》等相关
疾病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制订评价标准。
1.3　点评方法
　　对抽取的病例资料进行点评并及时将反馈表
发给临床科室整改，点评内容主要包括患者一般
信息、用药适应证、品种选择、给药途径、给药
剂量、疗程、是否存在配伍、微生物送检情况、
是否会诊、会诊记录是否规范、有无专档管理等。
计算药品的用药频度（defined daily dose system，
DDDs）、 药 物 利 用 指 数（drug utilization index，
DUI）。DDDs ＝某药的总用量（g 或 mg）/ 该药的
限定日剂量；DUI ＝ DDDs/ 实际用药时间（d）。
2　结果
2.1　患者基本情况
　　 在 抽 取 的 348 例 病 例 中， 男 性 227 例
（65.23%），女性 121 例（34.77%）。年龄分布在
1 ～ 95 岁，平均年龄 64.15 岁，其中≥ 65 岁的患
者 197 例（56.61%）。住院天数 3 ～ 67 d，平均住

院天数 15.64 d，住院天数≥ 15.64 d 的患者有 123
例（35.34%）。348 例患者中，150 例（43.10%）患
者使用厄他培南，198 例（56.90%）患者使用亚胺
培南西司他丁钠。
2.2　用药科室分布与感染部位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共有 19 个病区使
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量居前五的科室分
别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115 例，33.05%）、心
血管内科（64 例，18.39%）、泌尿外科（51 例，
14.65%）、感染性疾病科（30 例，8.62%）、重症
医学科（23 例，6.61%）。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的 348 例患者中，只存在单个部位感染的患者
277 例（79.60%），存在多部位感染的患者 57 例
（16.38%），另外还有 14 例（4.02%）患者感染部
位不明确。单个部位感染的患者中，以肺部感染
最多，其次为泌尿系感染，具体感染类型见表 1。

表 1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患者的感染部位与构成比

感染类型 感染部位 例数 构成比 /%
单部位感染 肺部感染 171 49.14 

泌尿系感染   62 17.82 
腹腔感染   33   9.48 
血液感染     7   2.01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4   1.15 

多部位感染   57 16.38 
感染部位不明确   14   4.02 
合计 348 100.00 

2.3　微生物送检情况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 348 例患者中，
336 例送检，12 例未送检，送检率 96.55%。共送
检标本 639 份，血标本、呼吸道标本、尿标本、
分泌物及引流液标本送检数较多，送检标本数与
阳性率结果见表 2，阳性标本主要革兰氏阴性病
原菌分布见表 3。

表 2　微生物送检情况

标本来源 标本份数 构成比 /% 阳性份数 阳性率 /%
血标本 226   35.37   28   4.38 
呼吸道标本 207   32.39   67 10.49 
尿标本 135   21.13   23   3.60 
分泌物及引流液标本   43     6.73   12   1.88 
大便标本   22     3.44     1   0.16 
脑脊液标本     5     0.78     2   0.31 
骨髓标本     1     0.16     1   0.16 
合计 639 100.00 134 20.97 

2.4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在 348 例患者中，亚胺培南的 DDDs 为 409.25，
DUI 为 0.54；厄他培南的 DDDs 为 1970.6，DUI 为
1.73，见表 4。其中不合理用药问题累计 62 个，详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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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不合理用药类型占比最高的为使用碳青
霉烯类抗菌药物未会诊（31 例，其中 24 例为使用
厄他培南），会诊率为 91.09%。其次为联合用药
不适宜（11 例），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 348
例患者中，单用患者 288 例（82.76%），联用其他
类抗菌药物患者 60 例（17.24%）。联合用药中以
2 种抗菌药物联用（简称二联）最多，47 例，占比
78.34%（47/60），3 种抗菌药物联用（简称三联）
11 例，占比 18.33%（11/60），4 种抗菌药物联用 2
例，占比 3.33%（2/60），具体见表 6。

表 6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联用与不合理联用汇总

联用方式 药物分类 例数 不合理例数

单用（288 例） － 288 －

二联（47 例） 三唑类   18   0
糖肽类   16   0
氨基糖苷类     3   3
β- 内酰胺类     5   2
喹诺酮类     1   0
硝基咪唑类     1   1
噁唑烷酮类     2   0
四环素类     1   0

三联（11 例） －   11   3
四联（2 例） －     2   2
合计 － 348 11

3　讨论
3.1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基本情况分析
　　348 例患者中，≥ 65 岁患者居多（56.61%），

这与吕建等 [6] 的报道一致，分析其主要原因为：
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免疫能力下降，细菌更
容易侵入；② 老年患者常合并有基础疾病，经常
需要反复住院治疗，住院时间长，各种有创操作
（深静脉置管、气管插管、留置导尿管等），有抗
菌药物暴露史，增加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险，属
于合理的年龄分布。
　　从使用例数来看，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使用
例数稍高于厄他培南，主要原因为：① 厄他培南
对不动杆菌、肠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活性有限，
抗菌谱比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窄 [7]；② 相比厄他
培南，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在治疗重症肺部感染
方面具有更高的选择性 [8]，而此次统计中肺部感
染例数最多。
　　从使用科室分布来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心血管内科使用数量最多，这与郭咸希等 [9] 的报
道基本一致。从收治患者分析，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为感染性疾病收治的主要科室，纳入分析的患
者主要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有急性加重，有
反复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特点，纳入的心血管内科
患者的平均年龄均≥ 65 岁、至少合并一个基础疾
病，部分患者有侵入性操作，耐药菌感染的机会也
增多，基于以上特点这些科室选用碳青霉烯类抗菌
药物治疗的意向性要高于其他科室。从感染部位来
看，肺部感染例数最多，除患者自身罹患肺部感染
外，使用呼吸机、长期卧床、合并某些疾病（脑梗
死、颅内手术等）的患者更易继发肺部感染，且耐
药率较高，病原菌复杂多样，对抗菌药物选择起点
较高。这两个科室的危、急、重症感染患者，通常
选择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的意向性要高于其他
科室，属于合理的分布现象。但泌尿外科碳青霉烯
类药物的使用例数排第三，评价为不合理分布。纳
入分析的泌尿外科患者主要入为院诊断为输尿管
结石伴有积水和感染、出院诊断为输尿管结石碎石
术后患者，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检出的病
原菌中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以外的抗菌药物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使用碳青霉烯类评价为不合理用
药；调研该科室医师后发现，因去年出现一例碎石
术后并发脓毒症患者，医师在考虑合并感染的碎石
患者术后通常会“重拳猛击”而选择抗菌谱广且抗
菌作用强的药品，故该科室医师在患者术后初始治
疗时会选择高级别的广谱抗菌药物，碳青霉烯类抗
菌药物是常选药物之一。但应注意并不是所有重症
患者都是耐药菌感染，应加强该科室医师对泌尿外
科感染性疾病常见致病菌和经验性治疗药物等知识
的培训，同时分析该科室感染现状、影响因素和用
药现状，为临床提供术后预防感染的对策，降低患

表 3　阳性标本主要革兰氏阴性病原菌汇总

病原菌 碳青霉烯类敏感例数 碳青霉烯类耐药例数

大肠埃希菌   53   5
肺炎克雷伯菌   35   2
鲍曼不动杆菌     7   0
铜绿假单胞菌     5   9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18
合计 100 34

表 4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药品名称 例数 使用量 /g DDDs DUI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198   818.5 409.25 0.54
注射用厄他培南 150 1970.6 1970.6 1.73
合计 348

表 5　不合理用药问题

不合理用药原因 例数 构成比 /%
适应证不适宜   1   1.61 
用法用量疗程不适宜 10 16.13 
联合用药不适宜 11 17.74 
给药途径不适宜   2   3.23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未会诊 31 50.00 
越级使用   3   4.84 
会诊申请单填写不完整   1   1.61 
病程记录不规范   3   4.84 
合计 6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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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临床感染的风险，提高临床治疗效率。本次调查
中，用药前病原学送检率＞ 80%，达到国家要求。
3.2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本院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总体趋势基本合理，348 例病例，291
例合理，合理率 83.62%。不合理病例主要为使用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未会诊、联合用药不适宜。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未会诊的 31 例中
有 24 例为使用厄他培南，根据《湖北省医疗机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办法》（鄂卫生计生
规 [2018]2 号）文件精神，厄他培南为限制级抗
菌药物，无需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会诊，导致会
诊率偏低。根据 2021 年 9 月 22 日根据《湖北省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办法》（鄂卫
通 [2021]60 号）文件精神，厄他培南调整为特殊
级抗菌药物，根据国家及本院的特殊使用抗菌药
物会诊制度，在治疗前需由具有相应处方权（副
主任医师及以上）的医师提出申请，并填写特殊
使用抗菌药物会诊单，完成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会诊后，复印一份《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会
诊申请表》，原件留存于病历中，凭复印件到住
院药房取药，并应在病程中详细记录用药前会诊
意见、讨论、方案制订依据等必要项目。
　　联合用药不适宜 11 例，其中与氨基糖苷类
联用 3 例，与β- 内酰胺类联用 2 例，与硝基咪唑
类联用 1 例。经查阅与氨基糖苷类联用的 3 例病
例，均培养出大肠埃希菌，未出现耐碳青霉烯类
菌株，推荐碳青霉烯类药物控制感染，无需联用
氨基糖苷类 [10]。经查阅与β- 内酰胺类联用的 2 例
病例，均为联用头孢哌酮舒巴坦，且培养结果中
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头孢哌酮舒巴坦为第三
代头孢加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属于β- 内酰胺类抗菌
药物，当两种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联用时，会产
生协同或拮抗作用，且其抗菌谱能被亚胺培南西
司他丁钠覆盖，因此无需在使用亚胺培南西司他
丁钠期间联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碳青霉烯类
药物对厌氧菌包括脆弱拟杆菌、多形拟杆菌、消
化链球菌属有很好的抗菌作用，即使在复杂性腹
腔感染的治疗中（包括严重感染），碳青霉烯类药
物可以单用，无需联合抗厌氧菌药物。
　　对比周宬玥等 [11-12] 的研究，本研究尚存在某
些不足，如未对专档管理前后分阶段进行分析，
仅追踪专档管理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合理
性，对目前仍存在的不足之处，参考其他医疗机
构方案，将采取以下整改措施持续改进：① 定期
开展碳青霉烯类药物合理应用的培训学习，积极

深入临床开展督导工作，发布碳青霉烯类药物不
合理使用反馈单，发现不合理用药情况及时沟通
干预；② 加强信息化建设，形成碳青霉烯类药物
使用和点评全闭环管理流程；③ 定期开展回顾性
分析和使用评价工作，利用 PDCA 管理工具，提
高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合理性。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作为革兰氏阴性菌感染
的“最后防线”，若不合理使用，将会造成严重
后果。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医学、药学、临床微生物和医务等多学科多
部门协作，形成有效且常态化的使用评价 - 监督
机制，共同努力，抵御细菌耐药，保障临床用药
规范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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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基层医院骨科患者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病原菌 
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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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某基层医院骨科引发患者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药物敏感性
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骨科收治的、发生术后手
术部位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其切口分泌物检出的感染病原菌种类及数量，将检出的感
染病原菌菌种分为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组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组，分析其分布特点及对抗菌药
物的敏感性，最后对病原菌菌种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对独立影响因素进行主
效应分析及多重分析。结果　统计了 62 例骨科术后手术部位感染患者，首次检出感染病原菌
62 株，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20 株，革兰氏阴性菌 42 株；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苯唑青
霉素、头孢唑林耐药率较高，对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中等，对利福平、甲氧苄啶 / 磺胺甲
噁唑、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等敏感；多数革兰氏阴性菌对头孢唑林、
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耐药率较高，对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左氧氟沙星、庆大霉
素、阿米卡星较为敏感。经单因素分析发现，创伤部位及术前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是患者术后
手术部位感染病原菌菌种类型的独立影响因素；经主效应分析发现，创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药
物无交互作用；经多重分析后发现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对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病原菌菌种类型影
响无显著差异，其他类抗菌药物分别与头孢唑林、头孢呋辛比较，显示对病原菌菌种类型影响
具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引发骨科患者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病原菌菌种分布具有一定差异性，
主要受创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的影响，临床需在围手术期应结合患者手术部位及本
院细菌耐药性选择合适的预防性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病原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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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简称
SSI），是骨科患者术后常见早期并发症，直接增
加患者医疗费用，延长总住院时间（7 ～ 14 d），
增加医疗成本。如果感染难以控制，严重者则可
能需要截肢，甚至危及生命 [1-2]。而了解骨科患者
术后 SSI 感染病原菌菌种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
并针对性采取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SSI 发
生率 [3]。因此本研究对本医疗机构骨科患者术
后 SSI 菌种分布特征及药物敏感性进行分析，并
初步探讨菌种分布、药物敏感性与近年来整体细
菌耐药趋势及骨科预防用抗菌药物选择之间的关
系，为临床经验性用药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
院骨科收治的、发生术后 SSI 的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本院骨科实际情况，设定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病案首页中出院诊断为“骨折术后切
口感染”“创伤后感染”；肝、肾功能正常；病原
菌培养结果及药敏结果资料齐全。排除标准：入
院前 14 d 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入院时及围术期内
合并其他感染者（如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上
呼吸道感染等）；存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等
基础疾病；抽烟、饮酒；切口分泌物培养结果为
阴性；切口分泌物培养结果先后为不同菌种类型；
临床资料不完整。根据 2001 年卫生部颁布的《医
院感染诊断标准》结合本院实际，将骨科术后
SSI 的临床诊断标准规定为：手术切口部位局部
出现红、肿、热、痛；深部切口感染出现局部深
压痛；切口表面可见脓性分泌物渗出，取分泌物
行细菌培养并培养结果为阳性。共纳入 62 例患
者。手术类型包括闭合性骨折内固定术 15例（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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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切口），开放性骨折内固定术 18 例（Ⅱ、Ⅲ
类切口），开放性损伤（包括跟腱断裂、肌腱断裂、
皮肤撕脱伤）（Ⅱ、Ⅲ类切口）29 例。患者切口分
泌物首次检出的病原菌种类型按革兰氏染色法分
为革兰氏阳性菌（20 株）和革兰氏阴性菌（42 株）。
1.2　病原菌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采集初步诊断为骨科术后伤口感染患者的创
面及切口分泌物标本，培养 3 ～ 5 d，阳性标本
采用 VITEK-MS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
统进行菌种鉴定，采用 VITEK-2-COMPET 全自
动快速鉴定 / 药敏分析系统，进行药敏试验。根
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进行药
敏试验结果解读，所有药敏结果符合药敏质控范
围。同一患者多次送检标本检出同一菌株或同一
菌种类型的不同菌株，均按临床怀疑患者发生
SSI 后，手术切口分泌物病原学检查第一次检出
菌种进行菌种分布和药敏结果的统计。
1.3　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临床诊断为骨科术后 SSI，首次切
口分泌物培养的病原菌菌种及药敏试验结果。收
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创伤部位、创伤类型、
创伤原因、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预防用药时间
等资料。
1.4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3.0 软件完成，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独立影响因素采用主效应分析法进行交互作用分析。
对自变量在两种以上的独立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分析。
2　结果 
2.1　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构成比 
　　62 株病原菌中革兰氏阳性菌 20 株（32.26%），
革兰氏阴性菌42株（67.74%），具体菌种分布见表1。
　　62例发生术后 SSI 的患者中，Ⅰ类切口 7例，
Ⅱ类切口 21 例，Ⅲ类切口 34 例，具体菌种分布
见表 2。
2.2　感染病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敏感性
　　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苯唑青霉素、
头孢唑林耐药率较高，对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
率中等，对利福平、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左
氧氟沙星、庆大霉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等敏
感；多数革兰氏阴性菌对头孢唑林、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耐药率较高，对头孢他啶、头孢曲松、
头孢吡肟、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
敏感，具体见表 3、4。
2.3　骨科术后 SSI 病原菌菌种类型的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发现，革兰氏阳性菌组和革兰
氏阴性菌组患者的创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

差异显著（P ＜ 0.05），即创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
药物为独立影响因素。而患者年龄、性别、创伤类
型、创伤原因、切口类型以及预防用抗菌药物时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
2.4　创伤部位、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之间的交互
作用分析

表 1　骨科术后 SSI患者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n ＝ 62)

病原菌 株数 构成比 /%
革兰氏阴性菌 42 67.74
阴沟肠杆菌 14 22.58
铜绿假单胞菌 5 8.06
鲍曼不动杆菌 5 8.06
肺炎克雷伯菌 4 6.455
大肠埃希菌 3 4.84
嗜水气单胞菌 2 3.23
 黏质沙雷菌 2 3.23
变形杆菌 2 3.23
其他 5 8.06

革兰氏阳性菌 20 32.26
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16.13
表皮葡萄球菌 6 9.68
溶血葡萄球菌 2 3.23
其他 2 3.23

表 2　不同切口类型术后 SSI患者病原菌分布

切口类型 例数 / 例 菌种类型 病原菌 株数 / 株
Ⅰ类切口 7 革兰氏阴性菌

（3 例）

阴沟肠杆菌 1
鲍曼不动杆菌 1
产气肠杆菌 1

革兰氏阳性菌

（4 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模仿葡萄球菌 1

Ⅱ类切口 21 革兰氏阴性菌

（12 例）

阴沟肠杆菌 4
鲍曼不动杆菌 2
肺炎克雷伯菌 2
铜绿假单胞菌 2
黏质沙雷菌 1
恶臭假单胞菌 1

革兰氏阳性菌

（9 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 4
表皮葡萄球菌 4
溶血葡萄球菌 1

Ⅲ类切口 34 革兰氏阴性菌

（27 例）

阴沟肠杆菌 9
铜绿假单胞菌 3
大肠埃希菌 3
鲍曼不动杆菌 2
嗜水气单孢菌 2
变形杆菌 2
肺炎克雷伯菌 2
黏质沙雷菌 1
门多萨假单胞菌 1
产碱假单孢菌 1
溶藻狐菌 1

革兰氏阳性菌

（7 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表皮葡萄球菌 2
溶血葡萄球菌 1
停乳链球菌似马亚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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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创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经主效
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交互作用后，对骨科术
后 SSI 病原菌菌种类型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6。
2.5　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之间的多重分析
　　将不同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包括头孢唑林
（37 例）、头孢呋辛（16 例）、其他药物（克林霉
素 2 例、环丙沙星 2 例、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5 例）
进行多重分析，发现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对骨科
术后 SSI 患者病原菌菌种类型影响无显著差异，
其他类抗菌药物分别与头孢唑林（P ＝ 0.002）及
头孢呋辛（P ＝ 0.001）相比较，对骨科术后 SSI
患者病原菌菌种类型影响有显著差异。
3　讨论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
的 SSI 预防指南（2017 版）[4]，提示约 50%SSI 可
通过循证策略预防。近年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骨

科术后感染影响因素、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的
临床研究，指出清创时间、骨折分型、手术时
间、术中失血、BMI、吸烟、糖尿病等是其危险
因素 [5-7]，但不同医疗机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不尽相同 [8-17]。早期及近年国外研究结果提示，
骨科术后 SSI 感染病原菌主要以革兰氏阳性菌为
主 [12-15]。但国内近年多项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革
兰氏阴性菌逐渐成为骨科患者术后 SSI 的主要致
病菌 [10-11，17-18]，且不同医疗机构报道的菌种分布
情况及耐药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通过研究
导致菌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因素，
结合本医疗机构细菌耐药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
情况，分析其内在联系，为临床在预防和治疗骨
科术后 SSI 提供参考。
　　本文纳入的研究对象包括：闭合性骨折（15
例）、开放性骨折（18 例）及开放性创伤（29 例），
手术切口类型包括Ⅰ、Ⅱ、Ⅲ类。在病原菌分

表 3　革兰氏阳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n ＝ 10） 表皮葡萄球菌（n ＝ 6） 溶血葡萄球菌（n ＝ 2） 其他（n ＝ 2）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青霉素 10 100 6 100 2 100 1 50
替加环素 0 0 0 0 0 0 0 0
利奈唑胺 0 0 0 0 0 0 0 0
四环素 1 10 1 16.67 0 0 0 0
利福平 0 0 1 16.67 0 0 0 0
头孢唑林 3 30 4 66.67 2 100 1 50
万古霉素 0 0 0 0 0 0 0 0
克林霉素 5 50 3 50 1 50 0 0
喹诺普汀 / 达福普汀 0 0 0 0 0 0 0 0
莫西沙星 0 0 0 0 0 0 0 0
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 0 0 0 0 0 0 0 0
苯唑青霉素 3 30 6 100 1 50 1 50
左氧氟沙星 0 0 2 33.33 0 0 0 0
庆大霉素 0 0 0 0 0 0 0 0
环丙沙星 0 0 2 33.33 1 50 0 0
红霉素 5 50 3 50 1 50 0 0

表 4　革兰氏阴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

抗菌药物
阴沟肠杆菌（n ＝ 14） 铜绿假单胞菌（n ＝ 5） 鲍曼不动杆菌（n ＝ 5） 肺炎克雷伯菌（n ＝ 4） 大肠埃希菌（n ＝ 3）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头孢唑林 14 100 5 100 5 100 4 100 3 100
庆大霉素 1 7.14 0 0 1 20 3 75 0 0
环丙沙星 1 7.14 0 0 1 20 2 50 0 0
左氧氟沙星 1 7.14 0 0 0 0 2 50 0 0
头孢他啶 3 21.43 0 0 1 20 1 25 0 0
头孢曲松 3 21.43 4 80 1 20 4 100 0 0
头孢吡肟 1 7.14 0 0 1 20 1 25 0 0
阿米卡星 0 0 0 0 0 0 0 0 0 0
妥布霉素 1 7.14 0 0 1 20 1 50 0 0
亚胺培南 0 0 0 0 1 20 0 0 0 0
氨曲南 2 14.29 0 0 1 20 2 50 0 0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1 7.14 0 0 1 20 0 0 0 0
甲氧苄啶 /磺胺甲噁唑 2 14.29 4 80 0 0 3 75 2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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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方面，笔者根据纳入病例的手术及切口类型并
结合其他医疗机构菌种分布特点进行如下分析。
（1）7 例Ⅰ类切口术后感染中，病原菌仍以阳性
菌为主（4 例），但阴性菌逐渐增多（3 例），根据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 版）[19]（简
称指导原则），骨科Ⅰ类切口手术术区常见污染
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链
球菌。提示本院骨科Ⅰ类切口术后感染的病原菌
分布发生一定变化，革兰氏阴性菌逐渐增多，需
加强院感防护，注意伤口护理，避免交叉感染。
（2）由表 2 及表 3 可知，本研究纳入的所有病例
中，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42 例）为主，与其
他报道等 [5，10，11，17-18] 一致。在预防用抗菌药物
方面，指导原则根据手术类型不同将骨科手术切
口分为Ⅰ、Ⅱ类。其中Ⅰ类切口包括：关节置换
成形术、截骨、骨折内固定术、脊柱术（应用或
不应用植入物、内固定物）外固定架植入术，可
能污染菌主要为革兰氏阳性菌，抗菌药物选择第
一、二代头孢。Ⅱ类切口包括：开放性骨折内固
定术，可能污染菌除革兰氏阳性菌以外，也包括
革兰氏阴性菌及厌氧菌，抗菌药物选择第一、二
代头孢 ±甲硝唑。但是指导原则并未提及针对
骨科Ⅲ类切口（新鲜开放性创伤但未经及时清创）
手术的预防用抗菌选择。而针对开放性骨折，《中
国开放性骨折诊断与治疗指南》[20] 则提出了基于

Gustilo．Anderson 分型的预防用抗菌药物选择方
案。其中 Gustilo Ⅲ型开放性骨折在覆盖革兰氏阳
性菌的同时还需覆盖革兰氏阴性菌，预防用抗菌
药物除选择第一代头孢菌素以外，还可联合氨基
糖苷类（喹诺酮备选），备选第三代头孢菌素或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因此建议临床根据骨折分型及
切口类型选择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针对Ⅱ、Ⅲ
型开放性骨折，必要时加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
或结合本医疗机构耐药特点适当选择第三代头孢
菌素。
　　在药物敏感性方面，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对青
霉素、苯唑青霉素、头孢唑林、耐药率较高（耐
药率＞ 50%），对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中等
（50% ＞耐药率＞ 30%），对四环素、利福平、甲
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低（耐
药率＜ 10%），对庆大霉素、万古霉素、利奈唑
胺耐药率为 0；多数革兰氏阴性菌对头孢唑林耐
药率最高（耐药率＞ 99%）、对甲氧苄啶 / 磺胺
甲噁唑耐药率较高（耐药率＞ 50%），对头孢曲
松耐药率中等（50% ＞耐药率＞ 30%）、对头孢
他啶、头孢吡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庆
大霉素、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30% ＞耐药率＞

1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敏感，对
阿米卡星基本敏感（耐药率＜ 10%）。
　　笔者根据统计结果并结合本医疗机构近年来
细菌耐药趋势及骨科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方面情况
进行如下分析：
　　① 创伤部位是骨科患者术后 SSI 病原菌菌种
分布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下肢感染以革兰氏阴
性菌为主，上肢感染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本院
近 3 年（2018—2020 年）细菌耐药监测报告提示，
头孢唑林对革兰氏阴性菌耐药率接近 100%，头孢
呋辛对革兰氏阴性菌耐药率逐渐下降。故建议对
于下肢骨折手术，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宜选择第
二代头孢菌素。如患者术后发生感染，针对革兰
氏阴性菌引起的下肢感染，可根据药敏结果，初
始选择敏感的第三代头孢菌素，针对多重耐药菌，
轻中度感染可选择含β 内酰胺类酶抑制剂复合制
剂，严重感染可选择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② 在预防用抗菌药抗菌药物选择方面，本研
究纳入的 62 例患者中，37 例选择头孢唑林、16
例选择头孢呋辛、9 例选择其他类抗菌药物（如克
林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结果显示在其他类
抗菌药物组中，革兰氏阳性菌引起患者术后感染
的比例更高。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版）[19]，针对闭合性骨折内固定术（Ⅰ类切
口）及开放性骨折内固定术（Ⅱ类切口），术区常

表 5　骨科术后 SSI病原菌菌种类型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阴性菌例数 阳性菌例数 χ2 P
性别 女   9   1   1.625 0.202

男 33 19
年龄 / 岁 ≤ 42 21 10   0 1

＞ 42 21 10
创伤部位 下肢 31   7   8.601 0.003

上肢 11 13
创伤类型 闭合性骨折 11   4   0.593 0.782

开放性创伤 20   9
开放性骨折 11   7

创伤原因 机械性损伤 30 15   0.087 0.768
机器热压伤 12   5

预防抗菌药物 第一代头孢 27 10 10.333 0.005
第二代头孢 13   3
其他   2   7   0.031 0.861

预防用药时间 /d ≤ 5 22 10
＞ 5 20 10

切口类型 Ⅰ类切口   3   4   5.205 0.071
Ⅱ类切口 12   9
Ⅲ类切口 27   7

表 6　独立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主效应分析 F P
创伤部位 5.969 0.018
预防抗菌药物品种 4.057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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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
菌、链球菌、革兰氏阴性菌、厌氧菌，应选择第一、
二代头孢菌素±甲硝唑作为围术期预防用抗菌药
物。本院 2018—2020 年细菌耐药监测报告提示，
克林霉素对革兰氏阳性菌耐药率较高（耐药率在
40% ～ 50%），头孢唑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
尚低（耐药率在 20% ～ 30%），故建议临床可根据
本院近年来细菌耐药趋势，结合患者情况（明确患
者头孢过敏史、饮酒史、创伤部位及程度），根据
指导原则，针对Ⅰ、Ⅱ类在围术期预防用抗菌药
物过程中选择第一、二代头孢菌素，尽量减少克
林霉素在无饮酒史及头孢过敏史患者中的应用。
　　综上，本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① 骨科术
后发生 SSI 患者的病原菌菌种分布具有一定差异
性，主要为革兰氏阴性菌；② 经单因素分析，创
伤部位及预防用抗菌药物品种是影响术后感染菌
种分布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在围术期预防用抗
菌药物选择中，临床需根据患者创伤感染部位并
结合本医疗机构细菌耐药情况选择合适的抗菌药
物；③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创伤部位是术后病原菌菌种分布的影响因
素，下肢感染以革兰氏阴性菌居多，需进一步进
行前瞻性的亚组分析以明确内在原因。其次，因
样本量较少，本研究未将创伤部位进一步分组（如
创伤的具体部位），后续研究将加大样本量，以进
一步细化。针对开放性骨折及创伤手术，临床药
师需协助临床医师，依据指导原则和专科相关指
南，逐步开展预防用抗菌药物选择的前瞻性研究，
为降低骨科患者术后切口感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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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用药规律文献研究

陈叶青，李晓琳，陈子睿（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目的　分析挖掘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组方用药规律。方法　检索运用中医药治疗结直

肠癌的临床研究相关文献，建立结直肠癌方剂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行频次统计，对纳入标

准的高频中药进行中药功效分类、性味归经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及系统聚类分析。结果　对治

疗结直肠癌的 827 首方剂进行分析，共涉及 251 味中药，其中出现频次≥ 39 的中药共 67 味，

累计出现频次为 7631 次（78.55%），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5 味中药分别是白术、茯苓、黄芪、甘

草、薏苡仁；使用最多的药物类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及利水渗湿药；药性选择以温性药最多，

药味选择以苦味、甘味药为主，归经选择以脾经为主。关联规则分析发现关联强度较高的药物

组合 34 个，得到党参 - 薏苡仁 - 甘草 - 茯苓 - 白术等置信度为 100% 的核心药组，网络展示图

提示治疗用药以白术、茯苓、黄芪为主。结论　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以补脾虚扶正为主，兼清

热、利水渗湿，符合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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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
瘤，包括结肠癌、直肠癌。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全球范围内结直肠癌为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死
亡率居恶性肿瘤第二位 [1]。近年来，全球大肠癌
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是大肠癌的低
发区，但其发病率也逐年攀升，目前居我国恶性
肿瘤发病谱的第三位，死亡率居第五位 [2]。结直
肠癌手术难度大、并发症发生高、局部复发率高，
同时对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特别对于局部进展期
结直肠癌，长期以来治疗效果较差。目前，新辅
助治疗是研究的热点。
　　中医药在治疗大肠癌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在增强免疫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
生存率及改善化疗后不良反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本文对近 40 年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文
献进行整理，运用多种数据挖掘方法分析结直肠
癌中医用药及组方规律，为中医治疗结直肠癌的
临床用药提供有效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与检索方法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
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CBM）等为主要检索工具，检索 1979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所收录的涉及中医药治

疗结直肠癌的文献。进入 CNKI 检索页面，以“肠
癌”或“大肠癌”或“结直肠癌”或“结肠癌”或“直
肠癌”或“肠肿瘤”并含“中医”或“中药”或“中西
医”或“医案”或“验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计
文献 5123 条；分别以“肠癌”与“中医”或“中药”
或“中西医”或“医案”或“验案”为主题词或关键
词对万方、维普、CBM 进行检索，其中万方文献
8702 条、维普网文献 2437 条、CBM 文献 881 条，
以此文献为基础进行筛选，去重后共计 9305 篇。
1.2　文献纳入标准

　　有明确的结直肠癌西医诊断；中医药、中西
医结合治疗结直肠癌临床研究、临床观察、名医
经验；有明确的药物组成的中药组方、中成药制剂。
1.3　文献排除标准

　　综述、个案报道、实验研究文献；结直肠癌并
发症中医药治疗的文献；诊断为转移性结直肠癌或
结直肠癌已发生转移的文献；采用中医外治法治疗
的文献；重复研究；中药复方或中成药制剂（包括
中药注射剂）中未表明药物组成的文献。
1.4　文献整理及统计分析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筛选出 1077 篇文献，
去重整理后共获得 827 首方剂。将符合标准的治
疗结直肠癌的方剂输入 Excel 表中，建立数据库，
使 用 SPSS Modeler 18.0、SPSS Statistics 21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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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以 Cytoscape 3.7.1 软件作关联网络图。
2　结果

2.1　药物频次统计分析

　　将筛选后方剂中的全部中药进行归纳，通过

频次统计分析发现治疗结直肠癌共涉及 251 味中
药，累计频次 9715 次。其中出现频次≥ 39 的中
药共 67 味，累计出现频次为 7631 次（78.55%），
出现频次最高的前二十味中药见表 1。

表 1　治疗结直肠癌的中药出现频次统计结果 (前二十 )

中药 频次 频率 /% 中药 频次 频率 /% 中药 频次 频率 /%
白术 560 67.71 当归 224 27.09 太子参 125 15.11
茯苓 477 57.68 陈皮 214 25.88 木香 120 14.51
黄芪 475 57.44 半枝莲 197 23.82 败酱草 115 13.91
甘草 409 49.46 白芍 176 21.28 人参 107 12.94
薏苡仁 360 43.53 半夏 171 20.68 女贞子 105 12.70
党参 343 41.48 山药 162 19.59 藤梨根 103 12.45
白花蛇舌草 269 32.53 莪术 139 16.81

　　依据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
划教材《中药学》[3] 的分类标准，对频次≥ 39 的
67 味中药（其中龙葵、八月札、藤梨根未被其
收录，本文不予统计）进行分类归纳，共涉及

14 类中药（见表 2），排在前三类的中药分别为
补虚药（3163 次，41.45%）、清热药（1236 次，
16.20%）、利水渗湿药（881 次，11.55%）。

表 2　频次≥ 39 的中药类别及频次分析

一级分类 药味 频次 百分比 /%
补虚药 白术、黄芪、甘草、党参、山药、太子参、人参、大枣、白扁豆；补骨脂、菟丝子；当归、白芍、

熟地黄；女贞子、枸杞子、黄精、麦冬

3163 41.45

清热药 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败酱草、大血藤、白头翁、山慈菇、土茯苓；赤芍、生地黄、牡丹皮；黄连、

黄柏、黄芩、苦参

1236 16.20

利水渗湿药 茯苓、薏苡仁、猪苓 881 11.55
活血化瘀药 川芎；丹参、鸡血藤、桃仁、红花；莪术、三棱 474 6.21
理气药 陈皮、木香、枳壳、枳实 459 6.01
消食药 麦芽、鸡内金、山楂、神曲、谷芽 372 4.87
化湿药 砂仁、厚朴、苍术 194 2.54
止血药 仙鹤草；三七；地榆 191 2.50
化痰止咳平喘药 半夏 171 2.24
收涩药 山茱萸；五味子 97 1.27
泻下药 大黄 64 0.84
解表药 柴胡 54 0.71
温里药 干姜 47 0.62
安神药 灵芝 42 0.55

2.2　高频中药性味归经特点分析

　　依据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
划教材《中药学》[3] 的分类标准，对频次≥ 39 的
67 味中药（其中龙葵、八月札、藤梨根未被其收
录，不予统计）进行性味归经统计。若一味中药
有多个药性、药味、归经则全部统计在内。经统
计，高频的 64 味中药中，药性选择以温性药最
多，出现频次为 24 次；药味选择以苦味药最多，
频次为 34 次，其次为甘味，频次为 33 次；归经
选择以脾经最多，频次为 36 次，其次为肝经，
频次为 32 次。
2.3　高频中药关联规则分析

　　使用 SPSS Modeler 18.0 统计软件对全部处方中
的高频中药（频次≥ 39）进行关联规则分析，使用

Apriori 建模进一步挖掘不同方剂内部中药间的关联
性，设置支持度为 15%，置信度为 85%，最大前项
数为 5，共得到核心药物组合 34 组（见表 3），全部
药物组合的增益都大于 1，说明这些药物组合均有
意义。常用的配伍药对有白术 - 茯苓、白术 - 党参、
白术 - 黄芪 - 茯苓等。高频中药之间的关联网络展
示见图 2，提示治疗药物以白术、茯苓、黄芪为主。

图 1　治疗结直肠癌的高频中药性味归经统计（频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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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频中药系统聚类分析

　　使用 SPSS Statistics 21.0 统计软件对高频药物
（频次≥ 75）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组间平均联接
的聚类分析方法将药物分为 4 类（见图 3），类 1 为
党参、黄芪；类 2 为甘草、白术、茯苓；类 3 为薏苡仁；
类 4 为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当归、白芍、麦芽、

山楂、鸡内金、砂仁、枳壳、赤芍、仙鹤草、熟地黄、
女贞子、枸杞子、藤梨根、大血藤、败酱草、太子参、
木香、人参、莪术、山药、陈皮、半夏。
3　讨论

　　中医药在减毒增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
轻患者痛苦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优势，是我国治疗

表 3　治疗结直肠癌的高频中药关联规则分析 (频次≥ 39)

药物组合 支持度 /% 置信度 /% 增益 药物组合 支持度 /% 置信度 /% 增益

白术 - 茯苓 57.678 89.937 1.328 白术 - 陈皮 - 茯苓 19.347 93.750 1.384

白术 - 党参 41.475 85.423 1.262 茯苓 - 党参 - 薏苡仁 - 白术 19.226 88.050 1.527

白术 - 黄芪 - 茯苓 35.671 92.542 1.367 白术 - 党参 - 甘草 18.984 96.178 1.420

白术 - 茯苓 - 甘草 34.825 94.097 1.390 白术 - 薏苡仁 - 黄芪 - 茯苓 17.775 95.238 1.406

白术 - 黄芪 - 甘草 30.834 87.059 1.286 白术 - 陈皮 - 甘草 17.654 90.411 1.335

白术 - 党参 - 茯苓 30.230 94.800 1.400 白术 - 党参 - 薏苡仁 - 茯苓 17.412 97.222 1.436

白术 - 薏苡仁 - 茯苓 28.779 92.437 1.365 白术 - 薏苡仁 - 甘草 - 茯苓 17.170 96.479 1.425

白术 - 薏苡仁 - 黄芪 26.481 87.671 1.295 茯苓 - 半夏 - 白术 16.808 89.209 1.547

白术 - 陈皮 25.877 86.449 1.277 白术 - 党参 - 甘草 - 黄芪 16.808 90.647 1.339

白术 - 党参 - 甘草 24.305 91.045 1.345 白术 - 白花蛇舌草 - 甘草 16.687 91.304 1.348

白花蛇舌草 - 半枝莲 23.472 95.039 1.402 白术 - 半夏 - 茯苓 16.566 90.511 1.337

白术 - 薏苡仁 - 甘草 23.096 89.529 1.322 白术 - 陈皮 - 黄芪 16.445 87.500 1.292

白术 - 黄芪 - 茯苓 - 甘草 21.886 93.678 1.387 白术 - 当归 - 甘草 16.324 86.667 1.280

白术 - 党参 - 黄芪 - 茯苓 21.040 93.678 1.383 白术 - 山药 - 茯苓 15.478 88.281 1.304

茯苓 - 党参 - 薏苡仁 20.435 85.207 1.477 白术 - 当归 - 茯苓 15.478 91.406 1.350

白术 - 党参 - 薏苡仁 20.435 94.083 1.389 白术 - 薏苡仁 - 甘草 - 黄芪 15.236 91.270 1.348

白术 - 白花蛇舌草 - 茯苓 19.952 92.727 1.369 白术 - 白花蛇舌草 - 黄芪 - 茯苓 15.115 95.200 1.406

图 2　治疗结直肠癌的高频中药间关联规则网络图（频次≥ 39）
注：节点越大表示药物间支持度越高；线条越粗表示药物间置信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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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一大特色。结直肠癌目前的治疗是以手术
为主 [4]，辅以放化疗、基因治疗及中医药治疗。
中医药配合放化疗治疗结直肠癌具有良好的疗
效，中医药的治疗可以参与到整个结直肠癌治疗
的全过程当中，在维持治疗阶段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本文通过对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用药规律分
析，结果表明出现频次最多的中药为白术、茯苓、
黄芪、甘草、薏苡仁、党参、白花蛇舌草、当归等，
以补虚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为主，这与结直肠
癌以脾虚为主要病机相应，体现了大多数现代医家
健脾补虚以治本、清热利湿以治标的基本治法 [5-7]。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白术具有调节胃肠运动、抗
炎症、抗肿瘤、调节免疫等药理作用 [8]；茯苓具有
抗炎、抗肿瘤、利尿等药理作用 [9]；黄芪具有抗肿
瘤、保护心脑血管、提高免疫等功能 [10]，其中黄
芪多糖在抗肿瘤方面具有显著的药理活性 [11]；白
花蛇舌草和半枝莲配伍常见用于癌症治疗，同时也
有抗炎、抗氧化等作用 [12]。
　　本研究数据是从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文献
中获得，没有细分临床分期。但研究本文的研究
结果与中医药治疗Ⅲ / Ⅳ期结直肠癌及结直肠癌

术后的用药规律结果相似 [13-14]，为了分析原因，
对本文纳入的 1077 篇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 805
篇文献中患者前期进行了术后及放化疗治疗。早
期结直肠癌症状隐匿，多数患者被确诊时已属中
晚期。再则，大多数的患者前期都是接受了手术
或放化疗治疗后再使用中医药，或是癌症晚期患
者使用中医药，这时期的患者证型以虚证为主，
治疗结直肠癌以补虚为主，兼以清热、利水渗湿，
符合中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
究结果反映了大多数结直肠癌患者用药的规律，
为临床处方可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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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治疗结直肠癌的高频中药系统聚类分析谱系图（频次≥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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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对比单用机械取栓治疗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

杨清珵1，2，宋沧桑2*，张阳2，张函舒2（1. 大理大学药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2.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

部，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　评价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对比单用机械取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安全性、

有效性、经济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学术期刊全文

数据库、维普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起至 2021 年 3 月，由 2
名研究人员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提取资料；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后，利

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方法，进行安全性、有效性评价。通过参考我国临床研究结果，建立

Markov 模型，模拟计算单用机械取栓或联合替罗非班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调整质量生命年

（QLAYs）及治疗成本，对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成本 - 效果进行分

析和研究。结果　安全性、有效性评价共纳入 3 篇文献，均为 meta 分析，文献总体质量较好。

在安全性方面，与机械取栓组相比，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对颅内出血风险、症状性颅内出血、

颅内血肿 2 型、3 个月内死亡率、院内死亡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然而可

增加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P ＜ 0.05）。在有效性方面，与机械取栓组相比，机械取栓联合替罗

非班可提高预后良好（mRs 0-2）率（P ＜ 0.05），但对血管再通率及再闭塞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成本效果分析结果显示，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与单用机械取栓的治疗

总成本分别为 925 485.09 元、918 795.64 元，可获得质量调整生命年分别为 14.9 年、12.98 年；

增量成本 - 效果分析显示，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治疗可提高患者的健康效果（△ E ＞ 0），与

此同时会增加治疗成本（△ C ＞ 0），其增量成本效果比为（ICER）为 3484.10 元 / QLAYs，远

低于 1 倍人均 GDP；一维敏感度分析及概率敏感度分析均显示本研究结果稳定可靠。结论　机

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效性较好，但可能增加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与

单用机械取栓相比，机械取栓联合替罗非班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具有成本效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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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efficacy and economy of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vers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lone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databases as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March 2021,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retrieved the literatures based o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collected the data.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s,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compar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lone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clinical research in China, Markov model was created to analyz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o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lone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via simulating the cost and QLAYs. Results  Three systematic reviews/meta-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safety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In terms of safety, the risk of intracranial bleeding,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type 2 parenchymal haematoma, 3-month mortality and in-hospital mortalit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both treatment plans (P ＞ 0.05); however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migh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fatal intracranial haemorrhage (P ＜0.05). 
In terms of efficacy,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favorable functional outcomes (mRS score, 0-2) (P ＜ 0.05). The recanalization rates and reocclusion 
rat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plans (P ＞ 0.05). The cost-effectiveness showed 
that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 a quality 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of 14.9 
QLAYs at a cost of 925 485.09 yuan, while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lone resulted in 12.98 QLAYs at 
a cost of 918 795.64 yuan.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showed that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provided a gain of QALYs with a higher cost, resulting in an 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of 3484.10 yuan per QALY, which far below one time GDP. The one way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pro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proved the study was stable and reliable. Conclusion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s effictive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However 
it may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fatal intracranial haemorrhage. Tirofiban combin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has a higher cost-effectiveness compared with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lone. 
Key words: tirofiban;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cute ischemic stroke; safety; effectiveness; 
economy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是最常见的卒中类型，具有高致残率和高
死亡率的特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每年约
有 0.26% 发生卒中，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发
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 [1-2]。如何做好卒中的预防和
治疗工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在 AIS 的
治疗中，若患者不符合静脉溶栓体征，机械取栓
（mechanical thrombectomy，MT）是国内外指南
推荐的首要治疗方法之一 [3-4]。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发布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8》以及美国心脏 / 卒中学会发布的《2018 年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处理指南》中推荐对于发
病后不同时间窗内的患者 [ 发病后 6 h 可以完成
股动脉穿刺者（Ⅰ级推荐，A 级证据）、距最后正
常时间 6 ～ 16 h（Ⅰ级推荐，A 级证据）及最后
正常时间 16 ～ 24 h 者（Ⅱ级推荐，B 级证据）]，

经严格临床及影像评估后，可进行血管内 MT 治
疗 [3-4]。临床上在 MT 围手术期应用抗栓药，以改
善脑动脉血流，提高再灌注率，防止再栓塞，改
善患者预后。
　　替罗非班是一种血小板表面糖蛋白Ⅱ b/ Ⅲ a
受体拮抗剂（GPI），可高选择性地抑制血小板
聚集，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和 meta 分析表
明 MT 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给患者带来更多获
益 [5-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诊治指南 2018》中指出血管内 MT 期间应用替罗
非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4]。另外，
相对其他抗血小板药，替罗非班价格较高。本研
究对 MT 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的安全性、有效
性、经济性进行综合评价，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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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安全性、有效性评价

1.1.1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文或英文数据库，
包 括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 中 国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检索策略采用主
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中文检索词 “（替罗
非班 OR 欣维宁 OR 艾卡特）AND（系统评价 OR
荟萃分析 OR meta 分析）”；英文检索词“（tirofiban 
OR aggrastat）AND（systematic review OR meta 
analysis）”。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起至 2021 年 3 月。
1.1.2　纳入标准　研究类型：HTA 报告和系统
评价 /meta 分析。研究对象：年龄＞ 18 岁的 AIS
患者。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 MT 联合替罗非班
治疗，不限制剂量、用药频率、用药周期；对
照组采用 MT。结局指标包括安全性指标和有效
性指标。安全性指标：① 颅内出血（intracranial 
hemorrhage，ICH，包括颅内血肿、非症状性颅
内出血、症状性颅内出血，以及致命性颅内出
血）；② 3 个月内死亡率；③ 院内死亡率。有效
性指标：④ 3 个月预后，采用改良 Rankin 量表
（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分；⑤ 血管再
通率，采用脑梗死溶栓（thrombolysis in cerebral 
infarction，TICI）分级；⑥ 再闭塞率。
1.1.3　排除标准　重复报道的文献；不能获取摘
要或全文的文献。
1.1.4　数据提取　将文献进行整理汇总，由 2 名
研究人员独立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对有分歧的
文献请第 3 名研究人员协助判断，决定是否纳入。
提取资料包括发表年份、第一作者、研究人群、
研究项目数、研究样本量、干预 / 对照措施、结
局指标、研究时限等信息。
1.1.5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国际卫生技术评
估组织协会制定的卫生技术评估一览表（HTA 
checklist）[10] 评价纳入的 HTA 报告质量；采用系
统评价的质量评估工具（AMSTAR-2）评价纳入
的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的质量。
1.1.6　分析方法　对于纳入研究的 HTA 报告、系
统评价 /meta 分析，进行描述性评价。
1.2　药物经济学分析

1.2.1　经济学分析模型　根据本国临床研究 [9] 数
据构建 AIS 患者疾病进展模型，并利用 TreeAge 
Pro 2011 软件，建立一年期 Markov 模型 [11] 模拟患
者疾病发展过程及资源消耗。该模型中主要包括以
下 4 种健康状态：① 预后良好（mRs 0-2）；② 预

后不佳（mRs 3-5）；③ 再栓塞；④ 死亡（mRs 6）。
各种健康状态的发生率直接来源于临床研究。AIS
患者疾病进展模型见图 1，Markov 模型见图 2。

图 1　AIS 患者疾病进展模型

Fig 1　Disease progression of AIS patients

1.2.2　药物及治疗成本　2020 年版中国药物经济
学评价指南中提到成本涉及直接医疗成本、直接
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 [12]。本研究中成本主要由
直接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构成。直接医疗成本包
括药品费用、器械费用、手术费用、治疗费用、
护理费用等直接相关的成本。而间接成本则包括
交通费、床位费及营养费等非直接治疗相关的成
本。药品成本来源于云南省昆明市某三甲医院采
购价格结合临床研究中该药的给药方案 [7]，盐酸
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100 mL：盐酸替罗非班
5 mg 与氯化钠 0.9 g）单价为 280.17 元，总价为
476.29 元 / 人。MT 手术费用为 43 268.53 元 / 人，
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献 [13]。不同健康状况产生的
成本（见表 1）[14] 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献。

表 1　不同健康状态医疗费用 [14] 
Tab 1　Medical costs of different health states[14]

健康状态
每年总费用 /（元 / 人）（单次住院成本＋

出院后护理费）

预后良好（mRs 0-2） 11 128.78（6416.28 ＋ 4712.50）

预后不佳（mRs 3-5） 16 003.36（8760.72 ＋ 7242.64）

死亡（mRs 6） 7096.51

再栓塞 27 156.43

1.2.3　健康效果指标　本研究中采用质量调整生
命年（QALYs）作为健康效果指标。研究中通过
建立一年期 Markov 模型模拟 AIS 患者疾病进展
过程中的医疗消耗。模拟过程中临床事件发生率
（见表 2）、健康效用值（见表 2）、临床事件转移
概率（见表 3）均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献 [14-16，9]。
1.2.4　成本 - 效果分析　结合临床研究结果及药物
经济成本数据，对比单用 MT 或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的经济学成本及健康效果指标的差异，对 MT
及 MT 联合替罗非班用于治疗 AIS 患者的成本 -
效果进行分析。采用研究周期为 30 年情况下的增
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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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R），对两种治疗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价。评价的
结果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意愿支付阈值进行判
断：当 ICER ＜ 1 倍人均 GDP 时，认为非常具有
成本效果；当 1 倍人均 GDP ＜ ICER ＜ 3 倍人均

GDP 时，认为具有成本效果；而当 ICER ＞ 3 倍人
均 GDP 时，认为不具有成本效果。
1.2.5　敏感度分析　根据成本 - 效果分析的结果，
通过改变 Markov 模型中成本参数、贴现率、研
究周期等某一个变量的取值，对成本 - 效果分析
的结果进行敏感度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出 164 篇文献，利用 NoteExpress 查
找重复文献 86 篇，手动查找重复文献 0 篇，共
删除重复文献 86 篇；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及摘要
排除文献 67 篇；通过阅读全文排除文献 8 篇。
最终纳入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3 篇，文献检索流
程图见图 3。
　　本研究纳入 3 篇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研究，
发表年份为 2019—2021 年，其研究对象均为 AIS
患者，研究对照措施均为 MT，纳入研究的一
般特征见表 4。纳入的 3 篇文献总体质量良好，
AMSTAR-2 量表评价结果见表 5。该表中各条目
如下：1. 是否研究问题和纳入标准包括 PICO 各
要素（即人群、干预措施、对照组及结果结论）；
2. 是否系统评价实施前确定了系统评价的研究方
法，对于与研究方案不一致处是否进行了说明；
3. 作者在纳入文献时是否说明了纳入研究的类型；
4. 作者是否采用了全面的检索策略；5. 是否由两

图 2　Markov 模型

Fig 2　Markov model
注（Note）：MT. 机械取栓（mechanical thrombectomy）；mRs. 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modified Rankin scale）。

表 2　MT和 MT ＋替罗非班临床事件发生率及效用值 
Tab 2　Clinical event rates and utility weights of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and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combined with 

tirofiban

临床事件
临床事件发生率 /%[9]

健康效用值
MT MT ＋替罗非班

预后良好（mRs 0-2） 45    61.7 0.76[16]

预后不佳（mRs 3-5） 50 35 0.21[16]

死亡（mRs 6）   5 3.3 0
再栓塞 － － 0.34[14]

表 3　临床事件转移概率 
Tab 3　Transferring probability of clinical events

初始健康状态 转移后健康状态 转移概率 /%[15]

预后良好（mRs 0-2） 预后良好（mRs 0-2） 95.5
预后不佳（mRs 3-5）   2.4
再栓塞   1.3
死亡（mRs 6）   0.8

预后不佳（mRs 3-5） 预后良好（mRs 0-2）   2.9 
预后不佳（mRs 3-5） 91.9
再栓塞   1.3
死亡（mRs 6）   3.9

再栓塞 预后良好（mRs 0-2） 86.7
预后不佳（mRs 3-5） 10.4
死亡（mRs 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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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独立完成文献筛选；6. 是否由两人独立完成数
据提取；7. 作者是否提供了排除文献清单并说明
其原因；8. 作者是否详细地描述了纳入研究的基
本特征；9. 作者是否采用合适工具评估了每个纳
入研究的偏倚风险；10. 作者是否报告了纳入各个
研究的资金来源；11. 进行 meta 分析时，作者是
否采用了合适的统计学方法合并研究结果；12. 进
行 meta 分析时，作者是否考虑纳入研究的偏倚风
险对 meta 分析结果或其他证据整合结果潜在的影
响；13. 作者在解释 / 讨论研究结果时是否考虑了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14. 作者对研究结果的异质
性是否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讨论；15. 作者在进行
定量合成时是否对发表偏倚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并讨论了其对结果可能的影响；16. 作者是否说明
了所有潜在利益冲突的来源，包括所接受的用于
开展系统评价的任何资助。由表 5 可知，2 篇 [5-6]

为高质量文献，1 篇 [7] 为中等质量文献。

表 4　纳入系统评价 /meta分析研究的基本特征 
Tab 4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

第一作者 年份 患者人群 干预措施 对照措施 纳入研究个数 患者例数 结局指标

Zhang PF[5] 2020 AIS MT ＋替罗非班 MT 12 2533 ①②③④⑤⑥

Sun YY[6] 2021 AIS MT ＋替罗非班 MT 11 2382 ①②④⑤

黄昌恒 [7] 2019 AIS MT ＋替罗非班 MT   6   642 ①⑤

注（Note）：① 颅内出血（intracranial hemorrhage）；② 3 个月内死亡率（moratality at 3 months）；③ 院内死亡率（in-hospital mortality）；

④ 3 个月预后（prognosis at 3 months）；⑤ 血管再通率（recanlization rate）；⑥ 再闭塞（reocclusion）。

表 5　纳入系统评价 /meta分析研究的 AMSTAR-2 量表评价结果 
Tab 5　Quality evaluation of included 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 by AMSTAR-2 table

第一作者及发表年份
质量评价条目 评价

结果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Zhang PF 2020[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高

Sun YY 2021[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高

黄昌恒 2019[7]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中

2.2　有效性与安全性指标比较结果

　　若同一指标有多篇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研究
时，以 AMSTAR-2 量表评价结果最优的研究结果
进行描述；若同等质量仍有多篇文献，则综合考
虑纳入文献的发表时间和样本量大小。
2.2.1　安全性评价　3 项 [5-7] 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报道了颅内出血情况，结果显示，与 MT 相比，
MT 联合替罗非班对颅内出血风险 [OR ＝ 0.93；
95%CI ＝ 0.57 － 1.53；P ＝ 0.788]、症状性颅内
出血 [OR＝0.92；95%CI＝0.60－1.42；P＝0.700]、
颅内血肿 2 型 [OR ＝ 1.81；95%CI ＝ 0.66 － 4.98；
P ＝ 0.249] 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可增
加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 [OR ＝ 3.81；95%CI ＝
1.63 － 8.90；P ＝ 0.002][5]。2 项 [5-6] 研究报道了 3

个月内死亡率。结果显示，与 MT 相比，MT 联
合替罗非班对 3 个月内死亡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RR ＝ 0.87；95%CI ＝ 0.74 － 1.04；P ＝

0.12][6]。1 项 [5] 研 究 显 示， 与 MT 相 比，MT 联
合替罗非班对院内死亡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OR ＝ 1.16；95%CI ＝ 0.52 － 2.58；P ＝ 0.720]。
2.2.2　有效性评价　3 项 [5-7] 系统评价 /meta 分
析均报道了 3 个月预后和血管再通率。结果表
明，与 MT 相比，MT 联合替罗非班可提高预后
良好（mRs 0-2）率 [OR ＝ 1.29；95%CI ＝ 1.05 －

1.58；P ＝ 0.017][5]；对血管再通率的影响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RR ＝ 1.04；95%CI ＝ 1.00 － 1.08；
P ＝ 0.07][6]。对再闭塞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OR＝0.67；95%CI＝0.24－1.84；P＝0.437][5]。

图 3　文献筛选流程

Fig 3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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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本效果分析

　　在贴现率取值为 5%[12]，研究周期为 30 年
的情况下，对 MT 及 MT 联合替罗非班用于治疗
AIS 患者的成本 - 效果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MT 联合替罗非班的治疗总成本为 925 485.09 元，
单用 MT 的治疗总成本为 918 795.64 元；采用
MT 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可获得 QLAYs 14.9
年，单用 MT 可获得 QLAYs 12.98 年。进一步
的增量成本 - 效果分析显示，采用 MT 联合替罗
非班治疗 AIS 可提高患者的健康效果（△ E ＞

0），与此同时会增加治疗成本（△ C ＞ 0），其
ICER 为 3484.10 元 / QLAYs。WHO 的 成 本 - 效
果阈值分析的推荐意见表明，当 ICER ＜ 1 倍人
均 GDP 时，认为非常具有成本效果；当 1 倍人
均 GDP ＜ ICER ＜ 3 倍人均 GDP 时，认为具有
成本效果；而当 ICER ＞ 3 倍人均 GDP 时，认为
不具有成本效果。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s：//data.stats.gov.cn/）了解到 2016 年人均
GDP 为 23 821 元，2017 年为 25 974 元，2018 年
为 28 228 元，2019 年为 30 733 元，2020 年为 32 
189 元，呈逐年上升趋势。MT 联合替罗非班对
比单用 MT 的 ICER 远低于 1 倍人均 GDP，认为
该方案非常具有成本效果。
2.4　敏感度分析

　　在对 MT 联合替罗非班用于 AIS 的成本 - 效果
进行分析时，涉及研究周期、疾病发生概率、疾病
转移概率、药品费用、MT 费用、不同健康状态医
疗费用、健康效用值、贴现率等参数的设定，这些
数据的不确定性均会影响 Markov 模型模拟计算的结
果。故笔者以贴现率、研究周期、药品费用这三项
参数对模拟计算结果进行一维敏感度分析。结果显
示，在改变贴现率、研究周期、药品费用的情况下，
MT 联合替罗非班对比单用 MT 的 ICER 仍然远低于
1 倍人均 GDP（见表 6），表明分析结果稳定可靠。

表 6　一维敏感度分析 
Tab 6　One way sensitivity analyses

参数 ICER/（元 /QLAY）

贴现率为 1.5% 4570.75
贴现率为 7.5% 2874.48
研究周期为 10 年 1250.75
研究周期为 20 年 2642.84 
药品费用降低 15% 2868.66
药品费用降低 50% 1432.65

　　除贴现率、研究周期及药品费用外，不同健康
状态医疗费用及手术费用的设定也可能对计算结果
产生影响，故对不同健康状态医疗费用及手术费

用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4），不同健
康状态医疗费用、手术费用、贴现率在±20% 范
围内变化时，ICER 仍小于 2016 年 3 倍人均 GDP
（71 463 元），表明成本 - 效果分析结果稳定可靠。

图 4　风暴图

Fig 4　Tornado diagram

　　在成本 - 效果 Markov 模型模拟计算过程中，
疾病健康效用值、不同健康状态医疗费用及手术费
用的设定对计算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故采用概
率敏感度分析（PSA）评估这些参数对分析结果的
影响。在模型模拟计算过程中，我们对这些参数在
不同概率下的分布进行了 1000 次随机取样，健康
效用值选取β 分布，不同健康状态医疗费用及手术
费用 γ 分布，采用预设值的均值的 10% 作为标准
误估计变动范围，以３倍人均 GDP 作为可接受阈
值（WTP），对成本 - 效果进行了概率敏感度分析
（PSA），结果见图 5。结果显示，与单用 MT 相比，
MT 联合替罗非班的 ICER 低于阈值，具有成本效
果优势；在 1000 次随机取样的模拟计算中，绝大
部分模拟结果提示，MT 联合替罗非班为优势方案。

图 5　概率敏感度分析

Fig 5　Probilistic sensitivity analyses 

3　讨论

　　本研究中安全性及有效性部分共纳入 3 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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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meta 分析，文献总体质量良好。根据文献研
究结果可知，与单用 MT 相比，MT 联合替罗非班
可提高 AIS 患者的预后良好（mRs 0-2）率；在安
全性方面，与 MT 相比，MT 联合替罗非班对颅内
出血风险、症状性颅内出血、颅内血肿 2 型、3 个
月内死亡率、院内死亡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然而可能增加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这提示
MT 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有效性、安全性较好，
然而可能增加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临床诊疗中要
合理评估患者出血风险，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经济性评价结果表明，采用 MT 联合替罗非班
治疗 AIS 患者比单用 MT 更具成本效果优势。研究
结果显示，采用 MT 联合替罗非班治疗 AIS 可提高
患者的健康效果（△ E ＞ 0），与此同时会增加治疗
成本（△ C ＞ 0），其 ICER 为 3484.10 元 / QLAYs，
远低于我国 1 倍人均 GDP，非常具有成本效果。我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通过查询国家
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了解
到 2020 年北京人均 GDP 为 164 889 元、上海人均
GDP 为 155 768 元、云南为 51 975 元、贵州为 46 
267 元、甘肃为 35 995 元，本研究 ICER 远低于 1
倍人均 GDP，无论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
发达的地区，MT 联合替罗非班均具有经济性。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利用
快速卫生技术评估方法进行安全性、有效性评价，
主要对纳入的文献作描述性分析，且纳入的文献
数量较少，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 本研究中
健康效用值、临床事件转移概率来源于以西方人
群为主体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在我国人群及经济
环境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③ 本研究中临
床事件发生率来源于我国临床研究，该研究样本
量存在一定限制，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④ 本研究为基于已有文献的二次研究，
该研究中成本数据的来源存在一定限制，期待今
后有更多基于真实世界的研究，为临床诊疗提供
更准确、可靠的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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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唑仑联合瑞马唑仑缓解术前焦虑对妇科腹腔镜手术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王云，张馨丹，冯继英，李寒，张艳珂，桂文虎，赵志斌*（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目的　探讨艾司唑仑联合瑞马唑仑缓解术前焦虑维持麻醉诱导后血流动力学稳定的作

用。方法　将 100 例 ASA 分级为Ⅰ～Ⅱ级择期行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

为瑞马唑仑组、艾司唑仑组、联合用药组和对照组，瑞马唑仑组患者于术前 - 晚服安慰剂且麻

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注射瑞马唑仑剂量 0.1 mg·kg － 1；艾司唑仑组患者手术前一晚睡前口服

艾司唑仑 1 mg 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注射等容量的生理盐水；联合用药组患者手术前一晚

睡前口服艾司唑仑 1 mg 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注射瑞马唑仑剂量 0.1 mg·kg － 1；对照组患

者于术前 - 晚服安慰剂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时静脉注射等容量的生理盐水。记录患者术前访视

时、入室后、静脉注射瑞马唑仑或者生理盐水后的焦虑评分（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VASA）；

记录患者入室后（T0）、麻醉诱导后（T1）、气管插管时（T2）、切皮时（T3）、气管拔管时（T4）
的心率（HR）、血氧饱和度和血压值；记录患者术前一晚睡眠质量评分（NRS）、手术时长、

麻醉药物及其他药物使用剂量、拔管时间。结果　与对照组和瑞马唑仑组比较，艾司唑仑组

和联合用药组患者入室后焦虑评分明显降低且术前一晚睡眠质量评分明显升高（P ＜ 0.05）；

与对照组和艾司唑仑组比较，瑞马唑仑组和联合用药组诱导前给药后焦虑评分明显降低

（P ＜ 0.05）。与 T0 比较，T2 时对照组、艾司唑仑组平均动脉压（MAP）明显升高，对照组

HR 明显升高，T4 时对照组、瑞马唑仑组、艾司唑仑组 MAP 和 HR 明显升高（P ＜ 0.05）；

T2、T3、T4 时联合用药组 MAP 和 HR 变化不明显（P ＞ 0.05）；与对照组、瑞马唑仑组、艾

司唑仑组比较，联合用药组于 T2、T3、T4 时的 MAP、HR 各有不同程度降低。结论　缓解择

期行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焦虑有助于维持麻醉诱导后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术前一晚口服

艾司唑仑联合入室后静脉注射瑞马唑仑效果最佳。

关键词：术前焦虑；血流动力学；艾司唑仑；瑞马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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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37

Effect of estazolam combined with remimazolam to reduce preoperative 
anxiety on hemodynamic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surgery

WANG Yun, ZHANG Xin-dan, FENG Ji-ying, LI Han, ZHANG Yan-ke, GUI Wen-hu, ZHAO Zhi-
bin* (The Affiliated Lianyungang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stazolam combined with remimazolam to relieve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maintain hemodynamic stability after the anesthesia. Methods  Totally 100 
ASAⅠ～Ⅱ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minazolam group (Group R), a estazolam group (Group E), a combination group (Group 
RE) and a control group (Group C), 25 in each group. Group R took a placebo the night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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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主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麻醉研究，email：lygzhaozb@126.com



205

中南药学 2022 年 1 月 第 20 卷 第 1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January  2022, Vol. 20 No. 1

surgery and received an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remimazolam 0.1 mg·kg － 1 10 minutes before 
the anesthesia. Group E received oral estazolam 1 mg the night before the surgery and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equal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before the anesthesia. Group RE not only given estazolam 
1 mg orally the night before the surgery but also injected remimazolam 0.1 mg·kg － 1 intravenously 
10 minutes before the anesthesia, and Group C took a placebo the night before the surgery and were 
given equal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before the anesthesia. We recorded patient’s anxiety scores 
during the preoperative visit, after entering the room and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remimazolam 
or saline (State-Trait Anxiety Questionnaire, VAS-A). The heart rate (HR),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blood pressure after entering the room (T0), after induction of the anesthesia (T1), upon tracheal 
intubation (T2), at the time of skin incision (T3), and upon tracheal extubation (T4) were recorded. 
The sleep quality scores, operation duration, dosage of anesthetics and other drugs, and extubation 
time were also take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C and R, the anxiety scores of patients in 
Group E and 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entering the room, while the sleep quality scores the 
night before the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C and 
E, the anxiety scores of Group R and RE before the indu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Compared with T0,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in Group C and 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T2, 
HR in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MAP together with HR in Group C, R, and 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T4 (P ＜ 0.05); MAP and HR in Group RE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t T2, T3, T4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C, R, and E, MAP and HR of Group RE at T2, 
T3, and T4 all decreased to various degrees. Conclusion  Relieving preoperative anxiet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surgery helps maintain hemodynamic stability after 
the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Intravenous remimazolam combined with oral estazolam the night before 
the surgery can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Key words: preoperative anxiety; hemodynamics; estazolam; remimazolam

　　术前焦虑，是一种以恐惧、紧张、烦躁为特
征的主观心理感受，住院患者的术前焦虑等不良
情绪的发生率约为 20% ～ 80%。术前焦虑会使
机体交感系统兴奋，引起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波
动，从而导致患者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心肌耗
氧量急剧上升等过度的心血管应激反应，更易发
于插管期和拔管期 [1-2]。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广的
抗术前焦虑药物是苯二氮䓬类药物，艾司唑仑为
短效苯二氮䓬类抗焦虑药，口服吸收较快，2 h
血药浓度达峰值，半衰期为 10 ～ 24 h。瑞马唑
仑是一种超短效新型苯二氮䓬类药物，血药浓
度达峰时间为 1 min，代谢迅速，终末半衰期为
0.6 ～ 0.9 h。两种药物分别于术前一晚睡前口服
和入手术室后静脉注射，旨在观察缓解术前焦虑
对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以及术前一日提前干预
术前焦虑是否有必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同意（伦理批号：KY-20200627001-02）。选

取本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妇科择期行腹
腔镜手术的 100 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纳入标
准：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者，
年龄 20 ～ 65 岁，体质量指数（BMI）18 ～ 30 
kg·m－ 2，临床资料完整的女性患者，术前焦虑评
分（VAS-A）大于 0 分，择期接受手术治疗并对本
研究中的相关药物均耐受，术前诊断为非恶性肿
瘤。排除标准：术前 14 d 内有口服镇静镇痛药物
（苯二氮䓬类、巴比妥类、非甾体抗炎药、阿片类
镇痛药等）史，有精神疾病史、酗酒史、滥用药
物史、慢性疼痛史，存在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禁
忌证或过敏反应，存在心肺功能或肝肾功能严重
障碍，不能理解评分量表含义的患者。剔除标准：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腹腔镜手术改为开腹手术），
术中出血量＞ 800 mL 或每小时出血量＞ 200 mL，
手术时间超过 2 h，术中诊断为恶性肿瘤的患者。
1.2　麻醉方法 
　　本研究是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100 例择期行妇科腹腔镜
的患者按照 1∶1∶1∶1 分为瑞马唑仑组、艾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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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仑组、艾司唑仑联合瑞马唑仑组（简称联合用
药组）和对照组，瑞马唑仑组患者手术前一晚服
用安慰剂（淀粉胶囊）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
注射瑞马唑仑（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剂
量 0.1 mg·kg － 1；艾司唑仑组患者手术前一晚睡
前口服艾司唑仑胶囊（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 mg 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注射等容量的生
理盐水；联合用药组患者手术前一晚睡前口服艾
司唑仑胶囊 1 mg 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注射
瑞马唑仑，剂量 0.1 mg·kg － 1；对照组患者手术
前一晚服用安慰剂（淀粉胶囊）且麻醉诱导前 10 
min 时静脉注射等容量的生理盐水。所有患者术
前访视时进行第一次焦虑评分测定 [ 状态 - 特质
焦虑问卷（VAS-A）]，入手术室后第二次测定焦
虑评分（VAS-A），常规监测心电图、血压、血
氧饱和度，开放外周静脉并置管，行桡动脉穿刺
置管监测有创动脉压。麻醉诱导前 10 min 静脉
注射 0.1 mg·kg － 1 的瑞马唑仑或生理盐水，10 
min 后进行第三次焦虑评分测定（VAS-A）。随
后进行麻醉诱导：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宜
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0.3 µg·kg － 1、丙泊
酚注射液（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2 
mg·kg － 1、注射用苯磺顺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0.2 mg·kg － 1 静脉注射。面罩
吸纯氧 2 min 后行气管插管，插管后行机械通气。
参数设置为：采用压力控制容量保证通气（PCV-
VG），潮气量 8 ～ 10 mL·kg － 1，呼吸频率 12 
次·min － 1，吸呼比 1∶2，维持 PETCO2 35 ～ 45 
mmHg。麻醉维持方法：静脉泵注丙泊酚 4 ～ 6 
mg/（kg·h）复合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0.2 ～ 0.3 μg/（kg·min），按需静
脉注射顺式阿曲库铵 0.03 mg·kg － 1 维持肌松。
1.3　麻醉管理

　　根据血压、HR 等血流动力学指标调节丙泊
酚、瑞芬太尼泵注速度以维持麻醉深度（BIS 值
40 ～ 60）。常规给予 0.25 mg 帕洛诺司琼（江苏恒
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预防术后恶心呕吐。若收

缩压低于术前的 20% 或者平均动脉压（MAP）小
于 65 mmHg 则给予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 [ 远大
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8 μg；若收缩压高于术前
的 20% 则给予乌拉地尔（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10 ～ 50 mg；若 HR ＜ 50 次·min － 1

则静脉给予阿托品（天方药业有限公司）0.5 mg；
HR ＞ 110 次·min － 1 则给予艾司洛尔（齐鲁制药
有限公司）1 ～ 3 mg·kg－ 1。术中以晶胶比 2∶1
进行输液。手术期间需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血氧饱和度持续在 95% 以上。瑞芬太尼、丙泊酚
在皮肤闭合时停用，符合拔管指征时拔除气管导
管，连接镇痛泵（配方：2 μg·kg－ 1 舒芬太尼＋

0.5 mg 帕洛诺司琼，总量：100 mL，单次给药：
2 mL，输注速度：2 mL·h－ 1，锁定时间：15 
min），送入麻醉恢复室后继续观察。
1.4　观察指标 
　　主要指标：入室后（T0）、麻醉诱导后（T1）、
气管插管时（T2）、切皮时（T3）、气管拔管（T4）
时的 HR、血氧饱和度和血压值；术前一日、入
室后和麻醉诱导前给予瑞马唑仑或者等量生理盐
水后的焦虑评分（VAS-A）。次要指标：术前一晚
睡眠质量评分（NRS）、手术时长、麻醉药物及
其他药物使用剂量、拔管时间。
1.5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
分布的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四组患者的年龄、ASA 分级、BMI、术前焦
虑评分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1）。

表 1　四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four groups 

组别 年龄 / 岁
ASA 分级

体质量指数 /（kg·m － 2） 状态焦虑评分 / 分 特质焦虑评分 / 分
Ⅰ级 Ⅱ级

对照组 45.44±8.01 21 4 24.90±2.39 40.64±7.82 39.60±6.01

瑞马唑仑组 46.60±9.33 19 6 24.35±2.82 44.00±6.56 42.88±5.66

艾司唑仑组 47.16±6.40 20 5 24.90±2.89 42.48±7.18 40.76±6.02

联合用药组 47.84±7.40 21 4 23.91±2.14 40.36±8.22 39.6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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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时点焦虑评分（VAS-A）和术前一晚睡

眠质量评分（NRS）
　　与对照组和瑞马唑仑组比较，艾司唑仑组和
联合用药组入室后的焦虑评分明显降低且术前一

晚睡眠质量评分明显升高（P ＜ 0.05）；与对照组
和艾司唑仑组比较，瑞马唑仑组和联合用药组诱
导前给药后的焦虑评分明显降低（P ＜ 0.05）（见
表 2）。

表 2　四组患者不同时点焦虑评分 
Tab 2　Preoperative anxiety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four groups 

组别
焦虑评分 / 分

睡眠评分 / 分
术前一晚 入室后 诱导前给药后

对照组 4（3 ～ 5） 6（5 ～ 8） 6（4 ～ 7） 5（6 ～ 7）
瑞马唑仑组 5（2.5 ～ 6） 6（5 ～ 7） 2（1 ～ 3）ac 4（4 ～ 5.5）
艾司唑仑组 5（3 ～ 6） 4（2 ～ 6）ab 3（2 ～ 6） 7（8 ～ 9）ab

联合用药组 4（3 ～ 5.5） 4（2.5 ～ 5）ab 1（0 ～ 2）ac 7.5（9 ～ 10）ab

注：与对照组相比，aP ＜ 0.05；与瑞马唑仑组相比，bP ＜ 0.05；与艾司唑仑组相比，c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P ＜ 0.05；compared with the remimazolam group，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estazolam 

group，cP ＜ 0.05.

2.3　手术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瑞马唑仑组、艾司唑仑组
和联合用药组拔管时长均显著缩短（P ＜ 0.05）；
与艾司唑仑组比较，联合用药组拔管时长缩短

（P ＜ 0.05）。四组患者的手术时长、术中丙泊酚
及瑞芬太尼使用量、术中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等
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四组患者的手术情况 
Tab 3　Intraoperative data of patients in the four groups 

组别 手术时间 /min 拔管时长 /min 丙泊酚使用量 /mg 瑞芬太尼使用量 /μg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 /%
对照组 97.68±17.07 11.60±1.80 562.20±163.37 898.20±243.00 36
瑞马唑仑组 92.00±15.86    9.52±1.78a 551.64±172.42 839.36±252.38 24
艾司唑仑组 95.08±17.55  10.08±2.93a 553.44±159.09 795.04±242.89 28
联合用药组 96.52±15.82     8.80±1.83ab 543.16±163.07 780.76±188.67 20

注：与对照组相比，aP ＜ 0.05；与艾司唑仑组相比，b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P ＜ 0.05；compared with the estazolam group，bP ＜ 0.05.

2.4　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与 T0 比较，T1 时四组患者的 MAP 和 HR 明
显降低（P ＜ 0.05），T2 时对照组、艾司唑仑组
MAP 明显升高，对照组 HR 明显升高（P ＜ 0.05），
T4 时对照组、瑞马唑仑组、艾司唑仑组 MAP 和
HR 明显升高（P ＜ 0.05）；与对照组比较，联合
用药组于 T2、T3、T4 时的 MAP 均明显降低，于
T2、T4 时的 HR 明显降低（P ＜ 0.05），瑞马唑仑

组于 T2 时的 MAP、HR 均明显降低（P ＜ 0.05），
艾司唑仑组于 T2时的 HR 均明显降低（P＜ 0.05）；
与艾司唑仑组比较，瑞马唑仑组于 T2 时的 HR 明
显降低（P ＜ 0.05），联合用药组于 T2、T3、T4 时
的 MAP 明显降低，于 T2、T4 时的 HR 明显降低
（P ＜ 0.05）；与瑞马唑仑组比较，联合用药组于
T2 时的 MAP 和 T4 时的 HR 明显降低（P ＜ 0.05）
（见表 4）。

表 4　四组血流动力学指标 
Tab 4　Hemodynamic index of patients in the four groups 

指标 组别 T0 T1 T2 T3 T4
MAP/mmHg 对照组 86.60±5.85 76.84±8.83a 99.40±10.54a 90.00±8.66 98.48±8.16a

瑞马唑仑组 86.84±6.61 76.80±7.25a 92.16±7.81b 86.24±8.70 97.28±8.39a

艾司唑仑组 84.84±5.10 74.64±8.38a 94.64±7.34a 88.92±8.62 98.96±7.54a

联合用药组 88.36±5.87 76.64±7.58a 86.40±8.62bcd 83.28±7.61bc 93.04±6.45bc

HR/min － 1 对照组 78.32±10.25 63.40±8.25a 85.64±8.49a 72.72±8.87 87.04±7.63a

瑞马唑仑组 76.88±7.90 63.88±5.26a 73.48±7.10bc 73.12±8.47 85.36±8.61a

艾司唑仑组 79.48±8.62 66.28±7.59a 80.00±10.05b 74.88±7.96 87.12±9.04a

联合用药组 78.88±10.30 65.36±6.84a 73.44±5.94bc 73.20±8.20 76.20±9.54bcd

注：与 T0 比较，aP ＜ 0.05；与对照组相比，bP ＜ 0.05；与艾司唑仑组相比，cP ＜ 0.05；与瑞马唑仑组相比，d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0，aP ＜ 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bP ＜ 0.05；compared with the estazolam group，c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emimazolam group，d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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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术前焦虑引起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波动

　　焦虑是对某些事情产生的恐惧或主观上不愉快
的感觉，常伴有不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和肌紧
张。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住院患者的术前焦虑
等不良情绪的发生率较高，约为 20% ～ 80%。女
性是焦虑状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多项研究显示
不同性别患者中焦虑的发生率以女性为高 [3]。术前
焦虑会使机体交感系统兴奋，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更容易引起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波动，如血压 [4]、
心率和心输出量的增加，导致术前、术中及拔管期
产生强烈的心血管反应。这可能是由于焦虑引起机
体应激反应，刺激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导致血压、心率骤升，因此在临床中需要提前采用
一些干预措施以通过减轻术前焦虑从而达到稳定血
流动力学的目的 [5]。调查发现约 75% 的患者术前
焦虑情绪是从决定进行手术后开始并且持续到进入
手术室 [6]，进入手术室后更严重 [7]，所以术前提早
进行抗焦虑干预是更合理的。
3.2　苯二氮䓬类药物对血流动力学的作用

　　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抗焦虑药物是苯二氮
䓬类药物，苯二氮䓬类抗焦虑作用是通过作用于苯
二氮䓬类受体，加强中枢神经内 GABAA 受体作用，
影响边缘系统功能而产生的，其选择性较高，小剂
量即可明显改善焦虑症状 [8]。Jeon 等 [9] 研究发现，
术前肌内注射咪达唑仑 0.05 mg·kg－ 1 有助于维持
血流动力学稳定，减少麻醉诱导期间及插管时的应
激反应，并且可以增强麻醉诱导药物的镇静作用。
Watanabe 等 [4] 研究发现术前应用小剂量咪达唑仑既
可以达到抗焦虑目的且不引起过度镇静，又可以治
疗因术前焦虑而引起的短暂性高血压，维持术中血
流动力学平稳。临床上涉及其他苯二氮䓬类药物如
艾司唑仑和瑞马唑仑的研究较少，艾司唑仑为短效
苯二氮䓬类镇静、催眠和抗焦虑药，口服吸收较快，
2 h 血药浓度达峰值，半衰期为 10 ～ 24 h，2 ～ 3 d
血药浓度达稳态。瑞马唑仑是一种超短效新型苯二
氮䓬类药物，血药浓度达峰时间为 1 min，代谢迅
速，终末半衰期为 0.6 ～ 0.9 h，瑞马唑仑在体内快
速被非特异性酯酶水解为唑仑丙酸，唑仑丙酸几乎
不具有药理活性，因此患者恢复时间较短 [10]。
　　本研究通过采用 3 种不同组合的艾司唑仑和瑞
马唑仑，并以生理盐水作为对照应用于择期接受妇
科手术且存在术前焦虑患者的围手术期，发现对照
组术前的焦虑评分均明显高于其他三组，说明苯二
氮䓬类药物具有良好的抗焦虑效果。另外，艾司

唑仑组和瑞马唑仑组的抗焦虑效果差于联合用药
组，这提示苯二氮䓬类药物在术前晚和麻醉诱导前
联合使用可以增强抗焦虑作用。对血流动力学指标
MAP、HR 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较，
瑞马唑仑组、艾司唑仑组和联合用药组均有利于维
持麻醉诱导后、气管插管时、切皮时及气管拔管时
的血流动力学平稳并且增强麻醉药物镇静作用，其
中 联合用药组血流动力学表现得最为平稳。在气管
插管时、切皮时及气管拔管时，患者因为应激反应
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兴奋，释放大量儿茶酚胺类物质，
临床上即表现为血压升高、心率增快甚至心律失常、
脑出血等并发症。由于术前抗焦虑可明显减少机体
内儿茶酚胺类物质储量，术前低焦虑患者术中接受
操作刺激时的血流动力学更趋于稳定。
　　另外，王丹等 [11] 研究发现术前睡眠质量对择
期手术患者术中机体应激有较大影响。这可能是由
于术前睡眠质量较差，导致患者机体状态准备不
足，进而影响机体的应激反应，造成不良影响，表
现为神经系统及代谢状态的变化，同时影响术中血
流动力学水平。术前焦虑水平可以直接影响术前睡
眠质量，本研究术前一晚口服艾司唑仑的艾司唑仑
组和联合用药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对维持
术中血流动力学平稳有益，所以术前晚即进行抗焦
虑干预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四组的拔管时间也
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照组拔管时间最长，联合用
药组最短，这可能与联合用药组术前焦虑水平最低
及术中维持用药量最少有关。Turksal 等 [12] 研究发
现术前焦虑水平与术后拔管时间有良好的的相关性
即术前低焦虑患者拔管时间明显短于高焦虑患者，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3.3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 因本研究设计
为单中心试验，结果的外部真实性有待证明；② 
由于条件有限，本研究并未监测患者心排血量及
心脏指数。
　　综上所述，艾司唑仑联合瑞马唑仑用于妇科
腹腔镜患者可以有效缓解术前焦虑，提高术前睡
眠质量，维持麻醉诱导后血流动力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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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amilial hypercholester-
olemia，FH）是一种常染色体遗传病，其主要表现
为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和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水平的异常升高，外周组织多发性黄色瘤以
及早发心血管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为低密度脂蛋
白 受 体（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DLR）、
载脂蛋白 B（apoli-poprotein B，ApoB）、枯草溶
菌素转化酶 9（proprotein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9，PCSK9）等基因突变 [1]。对于 FH 的治疗，
首选高剂量他汀类药物（以下简称他汀）[2]，他汀
作为降脂治疗的基石和首选药物，除了具有降低
LDL-C 作用外，还兼有稳定斑块、抗炎、改善内
皮功能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等多种作用 [1]，能够改
善 FH 患者预后，然而肌痛、痉挛、肌酸激酶升高
等他汀相关肌肉症状（statin associated muscle symp-
toms，SAMS）导致的他汀不耐受，极大地降低了
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在既往研究中，SAMS 发生率
约为 10% 到 29%[3]，SAMS 本身不是停用他汀的强
制性原因，却是停用他汀的主要原因，因此探讨
SAMS 的发生机制与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笔者
介绍了临床药师参与的 1 例他汀不耐受的 FH 患者
的降脂治疗与药学监护，并结合最新文献进行分
析，探讨他汀不耐受的 FH 的降脂策略。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65 岁，因“间断性胸闷胸痛 20 年，
反复胸闷胸痛加重 3 个月”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收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患
者于 2003 年因急性心肌梗死于上海市中山医院行
冠脉搭桥术。2007 年因胸闷入院，出院后给予瑞
舒伐他汀钙片 10 mg，qd、阿司匹林 100 mg，qd、
比索洛尔 5 mg，qd 等治疗药物，中途因肌痛将瑞
舒伐他汀片剂量减为 5 mg，qd，仍有肌痛发生，
后更换为阿托伐他汀钙 20 mg，qd，仍因肌痛间

断服用。2020 年 12 月 28 日因不稳定心绞痛入院，
冠脉造影示桥血管畅通，出院后给予阿司匹林 100 
mg，qd、替格瑞洛 90 mg，bid、比索洛尔 5 mg，
qd、阿托伐他汀钙片 20 mg，qd、依折麦布 10 mg，
qd 等治疗药物，患者出院后因肌痛自行停用阿托
伐他汀钙片和依折麦布，医师于 2021 年 1 月 4 日
开具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降脂治疗。2021 年
2 月 18 日因胸闷胸痛入院，入院后行冠脉造影并
于右冠闭塞段行药物球囊扩张术。出院后给予阿
司匹林 100 mg，qd、氯吡格雷 75 mg，qd、比索
洛尔 5 mg，qd、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等治
疗药物。既往有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40 余年。父母
非近亲结婚，一级亲属均有高脂血症，患者的三
个哥哥及父母均为早发冠心病并在 60 ～ 70 岁死
于冠心病。入院查体：体温 36.3℃，血压 122/74 
mmHg（1 mmHg ＝ 0.133 kPa），心率 66 次·min－ 1，
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入院诊断：冠心病，
冠脉搭桥术后，陈旧性心肌梗死，原发性高血压
Ⅲ级（极高危组），FH。
2　主要治疗经过

　　患者 2021 年 4 月 13 日入院后给予阿司匹林
100 mg，qd、替格瑞洛 90 mg，bid、比索洛尔 5 
mg，qd 等对症治疗，完善相关检查后冠脉造影示
右冠近段 90% 狭窄，中远段两处 85% 狭窄，左室
后支近段80% 狭窄，分支95% 狭窄，桥血管通畅。
于右冠近段植入 Firebird 支架 1 枚，右冠中远段
两处病变处以药物球囊扩张。术后第二日皮下注
射阿利西尤单抗 75 mg，并加用依折麦布 10 mg，
qd。后患者胸闷胸痛症状好转，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出院。2021 年 4 月 30 日患者入院随访，加用普
伐他汀 40 mg，qn，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药师
多次对该患者进行微信随访，对其不良反应及检
查结果进行评估，患者近 3 年多血脂、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CK）水平及用药方案见表 1。

Abstract: We reviewed the clin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of a patient with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who was statin intolerant. Pharmacists participated in establishing the lipid-lowering programs 
and provided pharmaceutical care accordingly. Clinical pharmacists provided clinical information 
on drug treatment from pathogenesis and response measures of statins-related myopathy, and 
finally formulated a triple lipid-lowering regimen of pravastatin 40 mg, qn ＋ ezetimibe 10 mg, 
qd ＋ alirocumab 75 mg, and q2w. They also helped make patient medication plan, and conducted 
pharmaceutical monitoring,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follow-up on the patient. The adverse reactions 
became tolerabl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mproved, and blood lipid levels turned normal. 
Key word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statin intolerant; aliroc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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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FH 诊断与药物治疗

　　中国专家共识 [4] 建议成人符合下列标准中的
两项即可诊断为 FH：① 未接受调脂药物治疗的
患者血清 LDL-C 水平≥ 4.7 mmol·L－ 1；② 有
皮肤 / 腱黄色瘤或＜ 45 岁的存在脂性角膜弓的
患者；③ 一级亲属中有 FH 或早发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血管疾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特别是冠心病患者，从患者
既往病史与家族史判断该患者符合第 1 条与第 3
条确诊标准，可诊断为 FH。FH 患者是 ASCVD
高危人群，血脂水平达到指南推荐靶目标尤为
重要，对于 FH 合并 ASCVD 患者，指南推荐降
脂目标为 LDL-C ＜ 1.4 mmol·L－ 1 且较基线降
低≥ 50%[2]，首选高强度他汀，可降低 LDL-C 水
平≥ 50%，他汀通过加强胆固醇内源性代谢来
降低血脂水平，可改善 FH 患者的长期预后。但
中国人对他汀敏感性高，耐受性差。研究表明
同等中强度他汀剂量下，中国患者肝酶升高（＞

3×ULN）和肌病发生风险均超过欧洲患者的 10
倍 [5]，此外他汀剂量翻倍只能增加 LDL-C 6% 的
降幅，但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 [6]，因而我国对
于血脂水平较高的患者，推荐中等强度他汀联用
非他汀药物。非他汀药物首选胆固醇吸收抑制剂
依折麦布，其通过与肠黏膜上的 Niemann-Pick C1 
like1（NPC1L1）转运蛋白特异性结合而抑制肠道
吸收胆固醇，加强胆固醇外源性代谢进而降低血
脂水平 [2]，可降低 LDL-C 约 15% ～ 20%[7]。若经
过上述治疗 LDL-C 仍未达标，可联用 PCSK9 抑

制剂，其通过特异性结合 PCSK9，阻断 PCSK9 
与 LDLR 结 合， 从 而 清 除 LDL-C， 可 将 血 清 
LDL-C 水平至少降低 45% ～ 60% [8]，且不引起
肝酶异常、肌痛等不良反应 [9]。临床上常用的有
依洛尤单抗、阿利西尤单抗，在急性冠脉综合征
患者中，阿利西尤单抗的循证证据更强 [10]。
3.2　SAMS 可能的发病机制

　　目前 SAMS 的发病机制尚无定论，研究较
多的有以下几种，① 线粒体功能障碍：他汀可
减少辅酶 Q10 生成，从而损害肌肉线粒体活性，
导致骨骼肌功能障碍或损伤 [11]；② 维生素Ｄ缺
乏：他汀可减少维生素 D 的生成 [12]，有研究表明
维生素 D 缺乏是 SAMS 的易感因素 [3]；③ CYP
酶系：他汀主要通过 CYP 酶代谢，CYP 位点基
因多态性以及与 CYP 酶抑制剂联用都会影响经
CYP 酶代谢他汀的生物利用度，从而影响 SAMS
发生风险 [13]，且体内低维生素 D 水平可能会降
低 CYP 酶活性，增加 SAMS 的发生风险 [14]；④ 
基因多态性：他汀在体内转运通过被动扩散或由
内源性转运蛋白 ABC 和 SLC 主动转运，转运蛋
白的基因多态性会影响 SAMS 发生风险 [13]，此
外SLCO1B1 521T＞C 位点基因具有很高的遗传
变异性，会升高体循环中的他汀浓度，可能增加
SAMS 的发生风险 [15]。
　　此患者最初使用经 CYP 酶代谢的阿托伐他
汀和瑞舒伐他汀，后改为不经 CYP 酶代谢的普
伐他汀，仍有轻微肌痛现象，且患者未合并使用
CYP 酶抑制剂，考虑 SAMS 不是药物相互作用或
CYP 酶系基因多态性所致；因未检测维生素 D 水

表 1　患者近 3 年多血脂、CK水平及用药情况 
Tab 1　Medication status，blood lipid and creatine kinase levels in recent 3 years

用药起

止日期
用药方案

TG/
（mmol·L－1）

TC/
（mmol·L－1）

HDL-C/
（mmol·L－1）

LDL-C/
（mmol·L－1）

Lp（a）/
（mg·L－1）

ApoA/
（g·L － 1）

ApoB/
（g·L － 1）

CK/
（U·L － 1）

不良

反应

2018 年 1
月 23 日

阿托伐他汀 20 mg，qd 1.13 5.91 1.07 4.10 77 1.05 1.34 178 间断

肌痛

2020 年 12
年 29 日

阿托伐他汀 20 mg，qd 2.35 8.36 1.37 6.12 71 0.86 1.79 111 间断

肌痛

2021 年 2
月 18 日

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2.84 5.25 1.17 3.58 54 1.19 1.11 79 无

2021 年 4
月 14 日

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3.36 5.29 0.96 3.28 52 1.04 1.09 62 无

2021 年 5
月 29 日

依折麦布 10 mg，qd ＋

普伐他汀 40 mg，qn ＋

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1.26 2.49 1.18 1.27 31 1.14 0.40 172 偶有

肌痛

2021 年 7
月 5 月

依折麦布 10 mg，qd ＋

普伐他汀 40 mg，qn ＋

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1.98 2.59 1.04 1.39 32 1.34 0.62 110 偶有

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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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ABCG2 和SLCO1B1 基因多态性，因而无法明
确 SAMS 发病原因。但有研究表明在高胆固醇血
症条件下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和基质降解蛋白的
上调导致肌腱刚度和弹性模量增加，使 FH 患者
更容易发生肌腱损伤和愈合受损 [16]。
3.3　SAMS 的应对措施及用药分析

　　此患者曾服用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小
剂量间断用药仍有肌痛发生，停药可缓解，不良
反应可逆，符合我国对他汀不耐受定义 [6]。他汀
不耐受人群中，SAMS 发生率最高，也是停用他
汀最主要的原因，有学者建议补充辅酶 Q10 和维
生素 D 预防 SAMS，提高他汀耐受性。研究表明
88% ～ 95% 既往他汀不耐受的患者，补足血清维
生素 D 后，能够重启他汀治疗 [3]。荟萃分析同样
表明，补充辅酶 Q10 能够改善他汀相关的肌肉症
状 [17]，但也有研究和上述结果不符，目前争议较
大，欧洲专家共识不建议常规补充辅酶 Q10 和维
生素 D[7]，最终未进行相关药物补充。
　　对于他汀不耐受人群，指南推荐给予非他
汀药物治疗，患者基础 LDL-C 水平不详，未规
律用药期间 LDL-C 最高达 6.12 mmol·L－ 1，在
此基础上患者 LDL-C 至少再降低 77% 才可达
到＜ 1.4 mmol·L－ 1 的靶目标，研究显示高强
度他汀＋ PCSK9 抑制剂联用可降低 LDL-C 幅度
约 75%[2]，依折麦布对 LDL-C 降低幅度远低于
高强度他汀，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依折
麦布 10 mg，qd 的二联降脂方案无法达到指南推
荐靶目标，药师建议将阿利西尤单抗剂量改为
150 mg，q2w 进一步降低 LDL-C 水平，四项Ⅲ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阿利西尤单抗剂量增加与 
PCSK9 和 LDL-C 的进一步降低有关 [18]，但患者
经济上无法承受此方案。考虑患者虽肌痛但 CK
水平正常，药师建议加强用药监测，重启他汀治
疗。由于患者之前间断服用阿托伐他汀与瑞舒伐
他汀，也曾剂量减半使用，仍有肌痛发生，药师
建议更换他汀种类。一项纳入 7294 例高脂血症
患者的横断面研究显示，4 类高剂量他汀 SAMS
发生率结果为：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普伐他
汀＞氟伐他汀 [19]，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也比较了
普伐他汀 40 mg，qn 和氟伐他汀 80 mg，qn 治疗
他汀不耐受患者的效果，结果普伐他汀和氟伐他
汀使用者的不耐受复发率分别为 10.4% 和 18.2%
（P ＝ 0.04）[20]，所以更换为 SAMS 发生率低、
耐受性好的普伐他汀可能是替代方案之一。普伐
他汀为中等强度水溶性他汀，不经 CYP 酶代谢，

药物相互作用少，且包括肌病在内的不良反应较
为少见，在心血管疾病的一级及二级预防中有较
多的循证证据 [21]，有文献报道中等强度他汀＋

依折麦布＋阿利西尤单抗三联用药方案可降低
LDL-C 约 80%[22]。最终患者听从药师建议，采用
普伐他汀 40 mg，qn ＋依折麦布 10 mg，qd ＋阿
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治疗方案，用药 1 个月
后，LDL-C 降为 1.27 mmol·L－ 1，达到指南推荐
水平，且不良反应轻微，偶有肌痛，但可耐受。
3.4　降脂药物用药监护

　　用药过程中临床药师告知患者阿利西尤单抗
常见不良反应有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样反应及注
射部位局部疼痛等，一般可自行恢复。此外阿利
西尤单抗也有淀粉酶、脂肪酶升高以及急性胰腺
炎的报道，可能是对胰腺三角洲细胞的 PCSK9 
的直接毒性效应导致 [23]。此外有研究表明 PCSK9
突变者有潜在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主要与较低的 
LDL-C 和 PCSK9 基因突变功能丧失有关 [24]，而
PCSK9 基因突变是 FH 主要发病机制之一。依折
麦布的常见不良反应有胃肠不适、肌痛，也有肝
酶升高的报道，引起肝酶升高或肌病相关的病例
大多是合并使用他汀或贝特类药物。普伐他汀不
良反应有皮疹、胃肠不适、肝酶升高和肌病等。
有研究发现他汀有增加新发糖尿病风险，且不因
药物种类差异而改变 [25]。上述三联降脂治疗期间
应叮嘱患者按时服药、低脂饮食、适度运动，定
期监测肝功能、CK、血糖和血脂水平，此外患者
应加强肌痛相关监护，发生肌痛后，首先排除是
否其他原因所致，并告知患者若肌痛加重或持续
不缓解，应及时就医。
4　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 FH 患者基础血脂水平较高，
单药治疗常难以达标，需要不同作用机制的降脂
药物联合用药。他汀作为降脂治疗的基石，但患
者对其不良反应的担忧和认知不足常会导致用药
依从性降低。临床药师参与制订用药方案，并通
过监护、教育、随访提高患者对药物治疗重要
性及不良反应的认知，提高了患者用药依从性。
短期看普伐他汀 40 mg，qn ＋依折麦布 10 mg，
qd ＋阿利西尤单抗 75 mg，q2w 三联降脂方案安
全有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期药师会继续随
访，观察患者降脂治疗的长期疗效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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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榆升白片改善高龄晚期胃癌患者口服化疗 
中性粒细胞减少的临床观察

戈雨桐，魏晓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科，南京  210006）

摘要：目的　评估地榆升白片治疗高龄晚期胃癌患者口服化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的临床效果。方法
　收集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 2014—2018 年 70 ～ 80 岁晚期胃癌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口服化疗期间同步服用地榆升白片，对照组单纯口服化疗，比较

分析两组患者的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时

间以及治疗前后两组内源性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水

平、免疫功能指标 CD4＋ /CD8＋变化。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化疗后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

时间明显延长，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天数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21；P＝

0.028）。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中，观察组Ⅰ度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内源

性 G-CSF 水平、CD4＋ /CD8＋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地榆升白片治疗可显著改善高龄晚期

胃癌患者口服化疗诱导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疗效安全，值得大力推广。

关键词：地榆升白片；高龄；晚期胃癌；口服化疗；中性粒细胞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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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yu Shengbai tablets on neutropenia in oral chemotherapy amo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GE Yu-tong, WEI Xiao-wei* (Department of Onc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iyu Shengbai tablets on neutropenia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otally 10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from 
70 to 80 years old in Nanjing First Hospital from 2014 to 2018 were involv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 ＝ 50) and a control group (n ＝ 50). The patients received Diyu Shengbai 
tablets during the oral chemotherap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oral 
chemotherapy drugs. The occurrence of the first neutropenia, the degree of neutropenia and the length of 
chemotherapy interruption caused by neutropeni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erum level 
of endogenous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 and the ratios of CD4 ＋ /CD8 ＋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emotherap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ccurrence 
of the first neutropenia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days of 
chemotherapy interruption caused by neutropenia was reduced obviously.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degree Ⅰ netropen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 of 
endogenous G-CSF and the ratio of CD4 ＋ /CD8 ＋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clusion  Diyu Shengbai tablet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neutropenia amo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in oral chemotherapy. 
Key words: Diyu Shengbai tablet; elderly;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oral chemotherapy; neutrop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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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病
率及死亡率均位居各类肿瘤前列，严重威胁人们的
生命健康 [1]。针对晚期胃癌患者，临床目前主要采
用全身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控制病情进展，延
长患者生命。然而对于高龄晚期胃癌患者，由于老
年患者具有特殊的生理和临床特点，器官储备功能
下降，临床常用的含铂或者氟尿嘧啶为主的两药或
三药联合静脉化疗往往耐受性不佳，易出现严重化
疗不良反应。因此临床上多采用单药口服卡培他滨
或替吉奥化疗控制病情进展。尽管口服化疗总体耐
受良好，但由于服药周期长，对于骨髓造血功能下
降、免疫力低下的高龄患者来说，依然存在发生严
重不良反应的风险，尤其是骨髓抑制。而相比于白
细胞下降，CSCO 指南指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骨
髓抑制性放化疗最常见的血液学毒性，其减少程度、
持续时间与患者感染甚至死亡风险直接相关，对化
疗药物相对剂量强度及患者预后产生了不良影响 [2]。
如何预防或改善化疗期间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是
肿瘤科医师关注的热点，目前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
子等生物因子价格昂贵，寻找有效价廉的药物作为
辅助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而中药作为祖国传
统特色医学，在控制化疗不良反应上有其独特的疗
效，并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地榆升白片是一种中药
制剂，一些荟萃分析及其他相关文献报道地榆升白
片在放化疗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提升外周血白细胞水
平，降低白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同时可减少患者
对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使用，从而缓解患者的痛
苦与经济压力 [3-7]。既往研究多注重地榆升白片的白
细胞生成作用，也有一些文献探讨了地榆升白片在
感染性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及与集落刺激因子联用
治疗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作用 [8-12]，本研究拟
进一步评估地榆升白片在改善高龄晚期胃癌患者口
服化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南京市第一
医院收治的 100 例高龄晚期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男性 61 例，女性 39 例；年龄 70 ～ 80 岁，平均
（73.2±11.2）岁。根据患者住院号先后顺序随机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 ＝ 50）和对照组（n ＝ 50）。
纳入患者符合以下标准：① 经病理学和影像学诊
断为Ⅳ期胃腺癌患者；② 体力评分 KPS ≥ 70 分；
③ 入院前三个月内未接受放疗、化疗及其他抗肿
瘤治疗；④ 无骨髓转移征象；⑤ 治疗前中性粒细
胞计数正常，肝肾功能正常，无化疗禁忌；⑥ 预
计生存期在 3 个月以上；⑦ 无免疫抑制药服药史
者。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肝、肾和造血系统等原

发疾病，恶液质、过敏体质，治疗期间存在非中
性粒细胞减少相关感染、出血或组织创伤等情况，
治疗前外周血白细胞异常者，未按医嘱治疗者。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化疗前粒细胞计数等情
况基本一致（P ＞ 0.05）。此临床研究已通过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伦理号为 KY20190404-02。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单药替吉奥胶囊（艾奕，江苏
恒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20 mg/ 粒）口服化疗，
化疗剂量均按说明书中体表面积计算标准化用药，
连续服用 14 d，休息 7 d，21 d 为一疗程。观察组
患者在接受替吉奥口服化疗第1日开始同步口服地
榆升白片（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每片 0.1 g），每次 0.4 g，每日 3 次，直至 4
周期化疗结束当日；对照组患者在化疗过程中不
给予地榆升白片，其他处理均保持一致。每组患
者每次疗程开始前一日测血常规，化疗期间每 3
日测血常规一次，参照 WHO 标准将中性粒细胞减
少程度分为 0～Ⅳ度：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

2.0×109·L－ 1 为 0 度；（1.5 ～ 2.0）×109·L－ 1 为
Ⅰ度；（1.0 ～ 1.5）×109·L－ 1 为Ⅱ度；（0.5 ～ 1.0）
×109·L － 1 为Ⅲ度；＜ 0.5×109·L － 1 为Ⅳ度。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应用指征：患者
化疗期间 NEUT ＜ 1.0×109·L － 1，化疗间歇期
NEUT ＜ 1.5×109·L－ 1，给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注射液（吉粒芬，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
司，规格：150 μg/ 支）5 μg·kg－ 1 皮下注射，qd，
至中性粒细胞上升至正常范围。
1.3　临床观察指标
1.3.1　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和程度、化疗中
断天数　为避免治疗期间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
治疗的干扰，我们采用以下评估指标：首次中性
粒细胞减少时间（化疗开始到首次出现中性粒细
胞减少的时间），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根
据 WHO 标准评估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以
及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天数（特指患者因
Ⅲ～Ⅳ度粒细胞减少导致的口服化疗中断及延迟
天数，其他因素导致的化疗中断患者不纳入计
算，未能完成 4 周期化疗患者不纳入计算）。
1.3.2　内源性 G-CSF 水平　两组患者均于化疗前
一日及 4 周期化疗结束后第一日分别抽取晨空腹
外周静脉血 5 mL，离心取血清，采用酶联免疫法
检测化疗前后内源性 G-CSF 水平 [ 使用 G-CSF 酶
联免疫试剂盒测定（北京邦定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
司）]，为排除外源性 G-CSF 的影响，抽血前 72 h
内使用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升白治疗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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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纳入统计。
1.3.3　CD4 ＋ /CD8 ＋比值　两组患者均于化疗前
一日及 4 周期化疗结束后第一日分别抽取晨空腹
外周静脉血 5 mL，流式细胞法检测 CD4 ＋ /CD8 ＋

比值，评估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水平
的变化。
1.4　数据分析
　　应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所有的统计
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数据使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分析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化疗
前 NEUT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有
可比性，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n ＝ 50) 
Tab 1　Clinical data analysi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 50)

组别
性别（n）

年龄 / 岁 体质量指数
NEUT/

（109·L － 1）男 女

对照组 32 18 74.07±2.99 20.03±1.45 3.94±1.31

观察组 29 21 74.57±2.73 20.87±2.01 4.14±1.34

P 值 0.539 0.356 0.285 0.562

2.2　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

　　对两组患者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首
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对照组患者为（8.21±5.92）
d，观察组患者为（12.54±7.53）d，两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21），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和减少程度 (n ＝ 50) 
Tab 2　Occurrence of the first neutropenia of two groups (n ＝ 50)

组别 减少时间 /d

不同减少程度例数

Ⅰ / Ⅱ度 Ⅲ / Ⅳ度 Ⅰ度
Ⅱ＋Ⅲ＋Ⅳ

度

对照组   8.21±5.92 33 17 15 35

观察组 12.54±7.53 39 11 27 23

P 值 0.021 0.265 0.025

2.3　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

　　根据 WHO 标准评估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程
度，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程度
Ⅰ/Ⅱ度 33 人，Ⅲ/Ⅳ度 17 人，观察组首次中性粒
细胞减少程度Ⅰ/Ⅱ度 39 人，Ⅲ/Ⅳ度 11 人，两组
间未见统计学差异。但进一步分组分析显示观察组
Ⅰ度减少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25），具体见表 2。
2.4　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天数

　　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有 16 人和 11 人因中性粒

细胞减少导致化疗中断或延迟现象，两组中断天数
分别为（11.6±4.14）d 和（8.0±3.77）d，两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28），具体见图 1。

图 1　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天数（*P ＜ 0.05）
Fig 1　Duration of chemotherapy interruption caused by neutropenia
（*P ＜ 0.05）

2.5　两组治疗前后内源性 G-CSF 水平变化

　　化疗前观察组及对照组内源性 G-CSF 水平
分别为（41.23±2.79）pg·mL － 1、（43.52±3.02）
pg·mL － 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化疗后对照
组有 3 人、观察组有 1 人因 72 h 内使用外源性
G-CSF 被排除统计，结果显示化疗后两组内源
性 G-CSF 水平分别为（35.88±2.02）pg·mL － 1、
（26.19±2.36）pg·mL － 1，均较化疗前有所下降，
并且观察组内源性 G-CSF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5），具体见图 2。

图 2　两组治疗前后内源性 G-CSF 水平变化（*P ＜ 0.05）
Fig 2　Changes in endogenous G-CSF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P ＜ 0.05）

2.6　两组治疗前后 CD4 ＋ /CD8 ＋水平变化

　　化疗前观察组及对照组 CD4＋ /CD8＋比值分
别为（0.86±0.23）及（0.84±0.28），两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化疗后两组 CD4＋ /CD8＋比值分别
为（1.12±0.27）及（0.89±0.30），观察组化疗后
CD4＋ /CD8＋比值显著高于化疗前（P ＝ 0.012），
对照组化疗前后未见 CD4＋ /CD8＋明显差异，并
且观察组化疗后 CD4＋ /CD8＋比值显著高于对照
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9），具体
见图 3。
3　讨论
　　以铂类、氟尿嘧啶类、紫杉醇类等药物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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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化疗方案作为晚期胃癌的首选治疗方式，在
临床应用十分广泛。然而相关化疗药物均有不同
程度的毒副作用，不仅会影响治疗的正常开展，
而且严重者可导致毒副反应相关的死亡事件。因
此，如何有效控制化疗相关不良反应一直是肿瘤
科临床医师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其中，骨髓抑制
是化疗最为普遍的毒副反应，包括白细胞减少、
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和血小板减少。其中，中
性粒细胞减少是目前化疗主要的剂量限制性毒性
之一，往往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和广谱抗菌药
物的应用，并进一步影响化疗药物标准剂量、中
断化疗或延迟化疗时间，由此影响整体抗肿瘤的
治疗效果。特别是高龄患者，存在机体代偿能力
差，免疫功能低下等特殊生理情况，更容易出现
骨髓抑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严重时更易继发
难以控制的全身机会性感染，因此在针对高龄患
者治疗时需尽可能避免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13-15]。
NCCN 指南中特别指出患者年龄大于 65 岁，是中
性粒细胞减少的高危因素，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
以及相应的不良反应辅助用药十分重要 [16-17]。
　　中药或中药成方是富有中国传统医疗特色的
治疗方法之一，它可以预防抗肿瘤治疗过程中的
毒副作用。地榆属中草药，性寒，味苦酸，无毒；
归肝、肺、肾和大肠经。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
培清养阴，消肿敛疮等功效。以地榆为主药制成
的地榆升白片具有健脾补肾、益气养血、活血化
瘀的功效，能够有效促进骨髓循环，刺激白细胞
生成，动物实验提示，地榆升白片能抵抗放化疗
对骨髓的抑制，增加骨髓造血组织容量，提升骨
髓中增殖细胞的活跃数量，促进造血干细胞祖细
胞生长，保护骨髓造血细胞 DNA，保护及改善骨
髓微环境，促进免疫功能等 [18]，因此其在临床上
应用十分广泛，但在高龄患者中的使用数据有限。
　　因此本研究针对高龄晚期胃癌患者这一特定
人群，探讨口服化疗的同时协同使用地榆升白片
的辅助治疗是否可以有效改善高龄胃癌患者中性

粒细胞减少的不良反应。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化疗后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
明显延长，中性粒细胞减少致化疗中断天数明显
缩短，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相比于对照
组，观察组首次中性粒细胞减少Ⅰ / Ⅱ度患者与
Ⅲ / Ⅳ度患者人数未见明显差异，但进一步分组
分析显示观察组Ⅰ度减少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均提示采用
地榆升白片联合口服化疗显著提升了高龄患者对
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抵抗能力，可明显改善高龄患
者化疗的耐受性，降低化疗中断或延迟的风险。
这与既往探讨地榆升白片改善老年患者化疗后骨
髓抑制的疗效结果较为一致，例如，岳峥等 [19]

观察到地榆升白片能够防治老年患者化疗所致的
骨髓抑制，并且减少化疗引起老年患者的生活质
量下降。王伟等 [20] 也发现地榆升白片升高白细胞
的作用显著，可有效预防并减轻老年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中的骨髓抑制，明显提高患
者的化疗耐受性。本研究从中性粒细胞减少角度
出发，进一步验证了地榆升白片在老年患者这一
特定群体中同样有较好的疗效。
　　本研究同样还探索了地榆升白片对人体内源
性 G-CSF 和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相比于化疗前，高龄胃癌患者口服化疗后内
源性 G-CSF 下降明显，口服地榆升白片可有效提
升体内 G-CSF 水平，延缓化疗导致的血清 G-CSF
水平下降。G-CSF 是调节骨髓中粒系造血的主要
细胞因子之一，选择性作用于粒系造血祖细胞，
促进其增殖、分化，并可增加粒系中未分化细胞
的功能，是重要的粒细胞生长因子 [21]。多个研究
指出内源性 G-CSF 水平下降是导致患者化疗后白
细胞下降的因素之一 [22-23]。屈晶晶等 [22] 研究发
现在接受化疗的 71 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患者中，白细胞下降组血清 G-CSF 水平明显低于
化疗前，结果显示 NSCLC 患者化疗所致的外周
血白细胞下降与患者内源性 G-CSF 的基础水平
有关，而且成正相关。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内源性 G-CSF 水平变化，并探究
使用地榆升白片与内源性 G-CSF 升高的内在关
系，这有可能是地榆升白片提升白细胞、中性粒
细胞数量的潜在机制之一。本研究同样发现地榆
升白片可显著改善晚期高龄胃癌患者细胞在化疗
期间的免疫功能，结果显示观察组 CD4 ＋ /CD8 ＋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论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例如地榆升白片同样在宫颈癌辅助放疗、
结直肠癌患者 FOLFOX 方案化疗后以及在原发性
白细胞减少症患者中显示出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的

图 3　两组治疗前后 CD4 ＋ /CD8 ＋水平变化（*P ＜ 0.05）
Fig 3　Changes in endogenous CD4 ＋ /CD8 ＋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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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24-26]。CD4 ＋ /CD8 ＋是重要的细胞免疫功能
指标，在肿瘤患者中往往显著降低，提示肿瘤患
者存在免疫紊乱和低下状态。这从另一角度提示
地榆升白片除了有升中性粒细胞的作用以外，还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以提升 CD4 ＋ /CD8 ＋水平，
从而部分减小免疫功能随化疗的进行不断受损的
负向影响。其机制目前尚无明确研究，可能与地
榆升白片刺激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及分化，从而促
进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增多等有关。地榆
升白片可能一方面促进 CD4 ＋ T 细胞生成，另一
方面又通过增加 CD4 ＋ T 细胞，从而激活 CD8 ＋

T 淋巴细胞，并且维持两者的平衡。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地榆升白片同步联合
化疗使用明显提高了晚期高龄胃癌患者的化疗耐
受性，其在延缓中性粒细胞减少、提高机体免疫
方面展示出较明显的疗效，提升内源性 G-CSF 水
平可能是其潜在作用机制，这为地榆升白片在高
龄患者中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了依据。由于既往
研究多注重地榆升白片的白细胞生成作用，本研
究从中性粒细胞减少角度出发，较研究白细胞减
少具有更直接的临床意义。此外，本研究采用首
次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间和程度的分析，避免了治
疗期间 G-CSF 应用的干扰，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偏
倚。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样本量小，实验设计较为简单等。在今后开展
随机双盲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甚至包括真实世界
数据的采集将更有助于发现、验证祖国传统中成
药物在化疗不良反应控制中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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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联合氨基水杨酸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的系统评价及 Meta分析

罗烨1，2，赵国桢3，马秋晓4，李高见3，刘欣妍1，2，朱泠霏1，2，李博1，2*（1. 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北

京　100010；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3.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4.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北京　100091）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联合氨基水杨酸治疗轻中度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SinoMed、CNKI、
VIP、WanFang、Clinicaltrials 数据库及谷歌学术搜寻，检索收集有关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联合

氨基水杨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随机对照试验，筛选、提取资料，采用 Cochrane 风险评估工

具评价纳入研究质量，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纳入 14 项研究，共 1123
名受试者。试验组改善 Mayo 评分 [RR ＝－ 1.47，95%CI ＝（－ 2.60，－ 0.34），P ＝ 0.01]，
提高临床总有效率，降低 TNF-α、IL-8、hsCRP、ox-LDL、LPO 水平，增加 CD4 ＋、CD4 ＋ /
CD8 ＋水平的效果优于对照组，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RR ＝ 0.58，95%CI ＝
（0.33，1.04），P ＝ 0.07]。结论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联合氨基水杨酸治疗轻中度活动期溃疡

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可能优于单独使用氨基水杨酸，可改善患者 Mayo 评分，提高临床总有效

率，降低炎症因子、脂质过氧化损伤水平，平衡外周 T 淋巴细胞亚群，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趋

于降低，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使用剂量为 1.5 g/ 次 tid po 可能取

得更好的疗效，针对年龄＜ 45 岁或病程时间较长的患者治疗效果可能更明显。

关键词：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溃疡性结肠炎；Meta 分析；有效性；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R96，57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1-0219-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1.040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s plus aminosalicy acids on ulcerative colitis

LUO Ye1, 2, ZHAO Guo-zhen3, MA Qiu-xiao4, LI Gao-jian3, LIU Xin-yan1, 2, ZHU Leng-fei1, 2, LI 
Bo1, 2* (1. Beijing I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cine, Beijing  100010; 2.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4. Xiyuan Hospital CACMS,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s plus aminosalicy acids for mildly and moderately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SinoMed, CNKI, VIP, WanFang, Clinicaltrials databases and Google 
Scholar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using the medication by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Data were screened.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evaluated with the Cochrane risk-of-bias tool. Me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RevMan 5.3. 
Results  Totally 14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1123 participants. Meta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Mayo score [RR ＝ － 1.47, 95%CI ＝ ( － 2.60, － 0.34), P ＝ 0.01], the clinical 
effect rate, and decrease of levels of TNF-α, IL-8, hs-CRP, ox-LDL, and LPO, and the increase of levels 
of CD4＋ , and CD4＋ /CD8＋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RR＝ 0.58, 95%CI＝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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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炎症性肠病
（IBD），临床表现包括黏液脓血便、腹痛、里急
后重等，分为活动期和缓解期，活动期包括轻、
中、重度，重度可危及生命 [1]。一般认为 UC 病
因与遗传易感性、肠道菌群失衡、肠黏膜免疫紊
乱等有关 [2-3]。我国发病率为 0.41/10 万～ 2.05/10
万 [4-7]，年入院率在过去 30 年中显著增加 [8]，这
可能与城市化带来的抗菌药物使用增加、早期微
生物暴露、污染、饮食西式化等变化有关，肠道
微生物多样性降低而 UC 易感性增高 [9]。
　　轻中度 UC 的治疗以抗炎与免疫调节为主，
氨基水杨酸（ASAs）为一线用药，但在部分患者
中存在引发胰腺炎、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及依从性
差等问题 [10]。肠道菌群失调与 UC 密切相关 [3]，
益生菌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片（TVB）是由婴儿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粪
肠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组成的新型微生态制剂，
已有较多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了 TVB 对 UC 的治疗
作用 [11-24]，但至今尚无针对 TVB 联合 ASAs 治疗
UC 的系统评价发表。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Meta
分析评价 TVB 联合 ASAs 治疗轻中度活动期 UC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对象：
符合轻或中度活动期 UC 诊断标准 [25]；干预措施：
对照组单独口服 ASAs；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TVB，两组疗程一致。主要结局指标：Mayo 评分。
次要结局指标：① 临床总有效率 [25]；② 炎症因
子水平：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 -8
（IL-8）、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③ 外周 T
淋巴细胞亚群：CD4 ＋、CD4＋ /CD8＋；④ 脂质
过氧化损伤水平：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
过氧化脂质（LPO）；⑤ 不良反应发生率。
1.2　排除标准
　　① 诊断或纳入、排除标准不明；② 干预措
施中使用其他微生态制剂治疗者；③ 数据错误或

缺失；④ 重复发表的文献。
1.3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
brary、SinoMed、CNKI、VIP、WanFang、Clinical-
trials 数据库及谷歌学术搜寻，检索时间均为建库
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中文检索词：双歧杆菌四
联活菌片、思连康、溃疡性结肠炎、溃结；英文
检索词：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s、
tetralogy of viable tablets、Bifidobacterium Tetrad 
combined、Bifidobacterium quadruple live bacteria、
Idiopathic Proctocolitis、Ulcerative Colitis、Coli-
tis Gravis 等， 英 文 检 索 策 略：（（tetralogy Viable 
Bifidobacterium）OR（tetralogy of viable tablets）
OR（Bifidobacterium Tetrad combined）OR（Bifido-
bacterium quadruple live bacteria）OR（Bifidobacte-
rium，Lactobacillus，Enterococcus and Bacilus）OR
（viable bifidobacterium quadruple））and（（Idiopath-
ic Proctocolitis）or（Ulcerative Colitis）or（Colitis 
Gravis）or（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Ulcer-
ative Colitis Type）or（Colitis，Ulcerative））。
1.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两名研究员按纳排标准独立使用 EndNote 20
筛选文献、提取资料，交叉核对。如有分歧，由第
三位研究者裁决。提取内容：第一作者、发表时间、
试验样本量、平均年龄、性别、干预措施、疗程、
结局指标、不良反应、其他偏倚情况。对于文献中
未提及的内容，尝试以邮件询问第一作者。
1.5　文献质量评价
　　由两名研究员采用 Cochrane Handbook 5.1.0
中的偏倚风险评价工具独立评估质量，如有分
歧，咨询第三方。评估包含内容：随机序列生成
和分配隐藏的方法、对研究者、受试者和结局评
估者盲法的实施、结局数据的完整性、有无选择
性报告结果、有无其他偏倚。
1.6　统计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计数
资料以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表示，计量

1.04), P ＝ 0.07]. Conclusion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s plus aminosalicy acids may 
improve the Mayo score and clinical effect rate, decreas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damage 
of lipid peroxidation injury level, balance peripheral T lymphocyte subsets, and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dicating better efficacy and safety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Better efficacy is seen in 
the patients ＜ 45 years old with long course of disease at the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 
dose of 1.5 g/day tid, orally. 
Key words: tetragenous viable bifidobacterium tablet; ulcerative colitis; meta-analysis; clinical 
effcac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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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采用均数差（MD）或标准化均数差（SMD）
表示，置信区间值为 95%。I2 检验评价异质性，
I2 ≤ 50% 或 P ＞ 0.1，表明同质性较好，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采用“逐
篇剔除文献”的方式进行敏感性分析，必要时行
亚组分析，寻找异质性来源。对含 10 项以上研
究的结局指标行发表偏倚分析。以 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流程
　　初检索获得文献 446 篇，中文文献 391 篇，
英文文献 55 篇，经逐层筛选，纳入 14 篇文
献 [11-24]，均为期刊论文。文献筛选过程见图 1。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1　Screening of literature

2.2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及偏倚风险评价

　　14 篇文献发表于 2011 年至 2021 年，总病例
1123 例，试验组 564 例，对照组 559 例，两组基
线具可比性，见表 1。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图 2。
研究均提及随机，3 项 [11-13] 未提及随机方法，评
价为不清楚；其余使用随机数字法，为低风险。
均未提及分配隐藏。均未对 TVB 进行模拟，无
法施盲，实施偏倚为高风险。3 项 [13，20-21] 结局指
标为客观指标，测量偏倚为低风险，其余均涉及
含主观因素评价，为不清楚。1 项 [14] 提及病例脱
落，试验组 4 例，对照组 2 例，未报告脱落原因，
失访偏倚为不清楚，其余未报道，为低风险。研
究方法所列结局与结果报告一致，报告偏倚为低
风险。5 项 [15，18，20，23-24] 受省部级及以上课题资
金资助，其他偏倚为低风险，其余为不清楚。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Mayo 评分　纳入 4 项研究 [13，18，22，24]，异
质性 I2 ＝ 95%，P ＜ 0.000 01，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Mayo 评分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RR ＝－

1.47，95%CI ＝（－ 2.60， － 0.34），P ＝ 0.01]，
见图 3。行敏感性分析，排除文献 [13，24] 后 I2 ＝

0%，P ＝ 0.62，患者年龄为主要差异，可能为异
质性来源，分为年龄＜ 45 岁亚组与年龄≥ 45 岁
组，前者 RR 值明显降低。

图 3　Mayo 评分的森林图

Fig 3　Forest plot of Mayo scores

2.3.2　临床总有效率　11 项研究 [11-12，14-19，22-24] 报
告了临床总有效率，无明显异质性（I2 ＝ 29%，
P ＝ 0.1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试验组临床总
有效率优于对照组 [RR ＝ 1.21，95%CI ＝（1.14，
1.27），P ＜ 0.000 01]，见图 4。

图 4　临床总有效率的森林图

Fig 4　Forest plot of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2.3.3　炎症因子水平
　　① hs-CRP：纳入 3 项研究 [16-17，19]，无明显
异质性 I2 ＝ 0%，P ＝ 0.3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试验组 hs-CRP 降低 [RR ＝－ 1.69，95%CI ＝（－

1.97， － 1.41），P ＜ 0.000 01]，见图 5。

图 5　hs-CRP 的森林图 
Fig 5　Forest plot of hs-CRP

　　② IL-8：纳入 8 项研究 [11-12，15-17，19，21-22]，异质
性 I2 ＝ 84%，P ＜ 0.000 01，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图 2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估

Fig 2　Risk-of-bias of included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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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 IL-8 下降 [RR ＝－ 1.44，
95%CI ＝（－ 1.88， － 1.01），P ＜ 0.000 01]， 见
图 6。行敏感性分析，排除文献 [11-12] 后 I2 ＝ 0%，
P ＝ 0.59，给药剂量存在明显差异，文献 [11-12] 为
TVB 1.0 g/次 tid，其余为 TVB 1.5 g/次 tid。按给
药剂量分为两个亚组，TVB 1.5 g/次 tid亚组同质
性较好（I2 ＝ 0%，P ＝ 0.5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RR ＝ － 1.75，95%CI ＝（－ 1.95， － 1.55），
P ＜ 0.000 01]。TVB 1.0 g/次 tid亚组示 I2 ＝ 75%，
P ＝ 0.04，异质性较大，考虑存在其他因素。文
献 [12] 病程明显较文献 [11] 长，病程也可能为异质性
来源。

图 6　IL-8 的森林图

Fig 6　Forest plot of IL-8

　　 ③ TNF-α： 纳 入 6 项 研 究 [12，15-16，19，21，24]，
异质性 I2 ＝ 90%，P ＜ 0.00001，逐一排查文献
异质性无明显改变，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试验组
TNF-α 降低 [RR＝－2.27，95%CI＝（－3.09，－

1.18），P ＜ 0.000 01]，见图 7。

2.3.4　外周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① CD4＋：纳入 3 项研究 [15，19，21]，异质性
I2 ＝ 59%，P ＝ 0.09，剔除金洋 [21] 后 I2 ＝ 0%，
P ＝ 0.78，对比发现文献 [21] 病程较长，异质性来
源可能与病程有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试验组
CD4＋升高 [RR ＝ 3.34，95%CI ＝（2.15，4.54），
P ＜ 0.000 01]，见图 8。

图 8　CD4 ＋的森林图

Fig 8　Forest plot of CD4 ＋

　　② CD4＋ /CD8＋：纳入 3 项研究 [15，19，21]，异
质性 I2 ＝ 80%，P ＝ 0.007，剔除文献 [21] 后 I2 ＝

0%，P ＝ 0.39，结合 CD4＋ 结果，考虑病程可
能为异质性来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试验组
CD4＋ /CD8＋ 升 高 [RR ＝ 0.25，95%CI ＝（0.14，
0.35），P ＜ 0.000 01]，见图 9。

表 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Tab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s

纳入研究
对照组 / 试验组 干预措施

疗程
结局

指标样本量 年龄 / 岁 病程 / 年 对照组 试验组

歧红阳 2011[11] 23/27 36.4±3.1/33.4±6.7 0.52/0.64 美沙拉嗪肠溶片 1.0 g/ 次 tid po 对照组＋ c 4 周 ②③

王艳 2012[12] 35/35 34.5±2.7/37.2±2.8 3.4/2.3 柳氮磺胺吡啶 1.0 g/ 次 qid po ＋营养

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休息

对照组＋ c 4 周 ②③

王佳妮 2014[13] 39/39 45.00±16.26/47.18±15.05 － / － 美沙拉嗪缓释颗粒 1.0 g/ 次 tid po 对照组＋ a 6 周 ①⑥

徐俊燕 2015[14] 36/36 42.6±5.0/41.9±4.6 3.5±0.7/3.2±0.5 美沙拉嗪肠溶片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6 周 ②⑤⑥

李迎雪 2015[15] 48/48 35.31±9.07/34.18±8.16 5.1±2.79/4.83±2.57 奥沙拉嗪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4 周 ②③④⑥

车军 2016[16] 37/37 38.4±5.7/38.6±5.9 2.26±0.41/2.22±0.43 美沙拉嗪肠溶片 0.5 g/ 次 bid po 对照组＋ a 1 年 ②③⑥

王友多 2016[17] 41/42 41.2±5.1/40.7±4.8 2.23±0.41/2.27±0.39 美沙拉嗪肠溶片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6 周 ②③⑥

岳原亦 2017[18] 32/32 35. 5±6. 8/35. 8±6.6 4.2±1.3/4.8±1. 2 美沙拉嗪缓释颗粒 1.0 g/ 次 qid po ＋

营养支持

对照组＋ b 4 周 ①②⑥

张燕 2018[19] 55/55 45.3±5.5/44.6±5.8 3.6±1.5/3.4±1.3 美沙拉嗪肠溶片 1.0 g/ 次 tid po ＋营

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对照组＋ a 2 月 ②③④

  ⑤⑥

米琛 2018[20] 46/46 43.40±3.04/43.25±3.16 － / － 美沙拉嗪 0.5 g/ 次 tid po 对照组＋ d 6 周 ⑥

金洋 2019[21] 52/52 34.06±4.08/34.35±4.12 5.27±1.32/5.14±1.28 美沙拉嗪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8 周 ③④

侯静 2020[22] 43/43 43.68±3.41/44.26±3.74 0.49±0.13/0.50±0.12 美沙拉嗪肠溶片 0.5 g/ 次 tid po 对照组＋ a 2 月 ①②③⑥

王云滨 2020[23] 46/46 40.12±4.05/38.98±4.23 1.83±0.36/1.86±0.31 美沙拉嗪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8 周 ②⑤

王树俊 2021[24] 26/26 58.3±7.6/57.1±9.5 － / － 美沙拉嗪缓释颗粒 1.0 g/ 次 qid po 对照组＋ a 4 周 ①②③⑥

注（Note）：a：TVB 1.5 g/ 次 tid po；b：TVB 1.5 g/ 次 qd po；c：TVB 1.0 g/ 次 tid po；d：TVB 0.5 g/ 次 tid po；① Mayo 评分；② 临
床总有效率；③ 炎症因子水平；④ T 淋巴细胞亚群；⑤ 脂质过氧化损伤水平；⑥不良反应发生率（① Mayo score；②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③ inflammatory factors level；④ T lymphocyte subsets；⑤ lipid peroxidation injury level；⑥ incidence of adverse effect）。

图 7　TNF-α 的森林图

Fig 7　Forest plot of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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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CD4 ＋ /CD8 ＋的森林图

Fig 9　Forest plot of CD4 ＋ /CD8 ＋

2.3.5　脂质过氧化损伤水平
　　 ① ox-LDL： 纳 入 3 项 研 究 [14，19，23]， 异 质
性 I2 ＝ 0%，P ＝ 0.59， 试 验 组 ox-LDL 明 显
降 低 [RR ＝ － 14.49，95%CI ＝（－ 17.21， －

11.77），P ＜ 0.000 01]，见图 10。

图 10　ox-LDL 的森林图

Fig 10　Forest plot of oxLDL

　　② LPO：纳入 3 项研究 [14，19，23]，异质性 I2 ＝

0%，P ＝ 0.71，试验组 LPO 明显降低 [RR ＝－

6.67，95%CI ＝（－ 7.59，－ 5.75），P ＜ 0.00001]，
见图 11。

图 11　LPO 的森林图

Fig 11　Forest plot of LPO

2.3.6　不良反应发生率　10 项研究 [13-20，22，24] 报
告了不良反应，3 项 [13，15，20] 无明显不良反应，7
项 [14，16-19，22，24] 报 告 了 具 体 发 生 率（I2 ＝ 11%，
P ＝ 0.35）。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趋向更低，但
无统计学差异 [RR＝0.58，95%CI＝（0.33，1.04），
P ＝ 0.07]，见图 12。

图 12　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森林图

Fig 12　Forest plot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effect

2.3.7　发表偏倚　临床总有效率漏斗图左右不完
全对称，Egger’s 回归分析提示 t ＝ 3.91，P ＝

0.011 ＜ 0.05，具有潜在发表偏倚。进一步行剪
补法，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效应量 OR 点和可
信区间在剪补前后分别为－ 5.154（－ 5.185，－

5.123），－ 5.411（－ 5.439，－ 5.382），结论稳
健。见图 13。

图 13　临床总有效率的漏斗图（A）和 Egger’s 回归图（B）

Fig 13　Funnel diagram（A）and Egger’s regression（B）of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3　讨论
3.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结果显示，TVB 联合 ASAs 治疗 UC 的有
效性可能优于单独使用 ASAs，能有效改善患者
Mayo 评分及临床总有效率，降低炎性因子水平，
平衡外周 T 淋巴细胞亚群，减轻脂质过氧化，从
而改善临床表现，提高生活质量，且不良反应发
生率有降低趋势，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给药剂
量为 1.5 g/ 次 tid po 可能疗效更佳，对于年龄年
龄＜ 45 岁及病程较长的患者改善力度更大。
　　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大致相符。益生菌联合
ASAs 可提高临床有效率，减少复发率，降低炎
症因子水平 [26-29]。益生菌单独用药也有一定疗效。
一项 Meta 分析发现益生菌和 ASAs 的维持效果无
明显差异 [30]，两项 Meta 分析对比了益生菌和安
慰剂，显示益生菌对 UC 具有缓解效果 [31-32]，另
一项纳入 22 项 RCTs 的 Meta 分析认为一般益生
菌可能无法明显诱导 UC 缓解，但仍指出，复合
益生菌制剂 VSL#8 可能缓解症状 [33]。与新型制
剂 TVB 相比，由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酸杆
菌、嗜热链球菌组成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片是目
前更通用的益生菌制剂，研究显示，TVB 可更好
地恢复 UC 肠道生物屏障 [34]。
　　Mayo 评分为国际公认的 UC 疾病活动度量
化指标，故本研究选取 Mayo 评分为主要观察指
标，结果发现与单独使用 ASAs 相比，TVB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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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s 可有效降低 Mayo 评分，且年龄＜ 45 岁的患
者可能降低更明显。hs-CRP、IL-8、TNF-α 等炎症
因子水平与病灶炎性反应程度成正相关，结果显
示，TVB 联合 ASAs 治疗 UC 具有更好的抗炎作
用，IL-8 指标提示给药剂量以 TVB 1.5 g/ 次 tid po
可能疗效更佳。此外，TVB 联合 ASAs 在调节 T
淋巴细胞亚群方面具有良好作用。UC 中浸润肠黏
膜的吞噬细胞催化形成过量活性氧簇（ROS）[35]，
氧化不饱和脂肪酸而产生 ox-LDL、LPO 等过氧
化物 [36]，破坏肠黏膜。结果示 TVB 联合 ASAs 可
降低脂质过氧化水平，减轻损伤。本研究也关注
了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总有效率是评价
患者便次、血便、腹痛、里急后重及肠镜表现的
有效指标，结果示联用 TVB 与 ASAs 有助于缓解
UC 临床症状及肠镜表现，提高生活质量。
　　TVB 治疗 UC 的机制可能与直接调节肠道菌
群、调控免疫应答、抑制炎症与脂质过氧化有关。
肠道菌群参与免疫系统的构建和调节、阻止病原
入侵，维持肠道内稳态 [37-38]。UC 患者通常存在菌
群失调，多样性及稳定性降低，可能是免疫紊乱
的启动因素之一。致病菌及代谢物过度激活免疫
应答，产生 IL-6、IL-8、TNF-α 等促炎因子，广泛
调控炎症细胞，破坏黏膜屏障 [39-40]。部分致病菌
如大肠埃希菌、链球菌间接激活 NF-κB 通路，引
发持久的局部炎症 [41]。异常升高的炎症介质同时
可导致 T 淋巴细胞应答紊乱，CD4 ＋ /CD8 ＋亚群
失调，从而导致异常免疫反应 [42]；也可触发 ROS
过量生成 [43]，影响细胞膜通透性。TVB 可纠正肠
道菌群失调，增加益生菌产生乙酸、乳酸等，改
善屏障稳定性 [10]，降低通透性 [44]，并拮抗致病
菌；蜡样芽孢杆菌抑制需氧菌生长，减轻其对黏
膜上皮的侵袭，下调促炎因子，并调节 T 细胞应
答及脂质过氧化，从而缓解炎症、减轻损伤。
3.2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首次对 TVB 联合 ASAs 治疗 UC 进行
系统评价，患者总量较大，且针对不同年龄、不
同给药剂量进行亚组分析，严谨分析异质性，使
结果更可靠。与既往系统评价相比，结局指标纳
入 T 淋巴细胞亚群及脂质过氧化相关数据，为益
生菌对其影响提供参考。同时存在以下不足：
　　① 本研究虽进行了对灰色和英文文献的检
索，但筛查后无符合纳排条件的文献，可能导
致潜在的发表偏倚。② 本研究纳入的对照组干
预措施给药剂型及剂量存在差异，可能对结果
产生影响。③ 在结局指标的选择上，仅 4 篇文
献 [13，18，22，24] 选择国际公认的结局 Mayo 评分，
其余文献多采用临床总有效率为结局指标，虽指

出总有效率评判以共识 [25] 为标准，但仍存在主
观影响，可能产生测量偏倚。临床总有效率也显
示出潜在发表偏倚，这可能与该指标的主观影响
有关。
3.3　结论
　　临床治疗 UC 可选择 ASAs 联用 TVB，TVB
使用剂量为 1.5 g/ 次 tid po 可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针对年龄＜ 45 岁或病程时间较长的患者改善效
果可能更明显。建议今后开展大样本 RCT，注意
分配方案的隐藏，对试验者及受试者设盲，采用
国际公认结局指标验证上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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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报重点考量因素及申报策略建议

祁鸽，刘文轩，李亦兵*（中国药科大学，南京　211198）

摘要：随着 2017 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中美双报已经成为了本土

企业创新药申报的新趋势。首先，本文总结了当前中美双报的现状，截止目前我国已有 52 家

本土企业在中美两国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但是进行新药上市申请（NDA）的企业

相对较少；其次，阐述了中美双报需要考虑的因素，如临床需求、产品研发周期、企业资金、

医保政策等；最后，对本土企业中美双报进行策略建议，希望可以为药品成功申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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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actors and strategies of drug application bo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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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joi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in 2017, drug application bo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declare innovative drug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ug applic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now, 52 
Chinese companies have applied for clinical trial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fewer companies 
have applied for new drug marketing. This paper also illustratesd the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such as clinical needs,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ycle, corporate capital, and medical insurance 
policy, etc. Finally, strategy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ensur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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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双报的概念及意义

　　中美双报是指用同一套项目研究资料，同时
或分阶段在中美两国进行申报。中美双报可以实
现跨国开发，加快药品上市的速度，同时尽量保
证中美上市后的产品在质量上一致。由于中美两
国对于申报资料的要求不同，需要保证这套资
料 在 药 学（Chemical，Manufacture and Control，
CMC）、非临床（临床前药理、毒理，Nonclini-
cal）和临床（Clinical）方面同时符合两国的审评
标准及技术要求。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型跨国药企很少只在一
个国家进行一个项目的完整研究，基于全球层面的

研究才能真正实现高效开发。随着《总局关于发布
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2016 年 51
号）》的发布，中国对新药的定义由“中国新”提升到
“全球新”[1]，实现与国际接轨，间接推动了中美双
报的发展。对于制药企业而言，开发新药是一个极
其漫长且耗费财力的过程，尽快上市获得利益回报
是每个新药研发企业的目标。美国作为全球药品监
管水平最高且新药销售额最高的国家，进入美国市
场也是中国医药企业的目标。当前，按照 FDA 的标
准研发和申报新药已经成为中国新药开发的新趋势。
　　2017 年 6 月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
协调会（ICH）后，中国的药品研发与注册申报

药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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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国际接轨。药品审评政策的变化为创新药
中美双报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一是新的药品注册
分类将创新药与改良型新药区分开，引导研发机
构和企业明确方向，为我国由仿制药大国到创新
药强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二是进口仿制药和国
产仿制药不再进行区分，两者审评标准和质量要
求基本统一，有利于中国医药产业融入全球医药
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建立了优先审评审批制度，
缩短药品审评时间，加快药品上市，对推动创新
药研发有重要意义；四是开始接受境外的临床数
据，意味着国外已获批的新药无需再做全部临床
试验，有利于国外的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
2　中美双报的现状及成果

　　国内最早进行中美双报的企业是恒瑞医药，
2009 年其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申
请的创新药瑞格列汀获得美国临床试验批件。最
近几年，很多国内企业正在积极进行新药中美双
报，百济神州、恒瑞医药、亚盛医药、信达生物、
荣昌生物等医药企业都获得了一个或多个 FDA 临
床试验批件。根据各公司官方网站、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临床试验登记信
息及 Clinicaltrials.gov 网站披露的信息，本文总结
了 2015 年 1 月—2021 年 8 月中国本土企业中美
双报的情况，涉及中美双报的共有 52 家医药企
业。本次统计按照最后取得中国或美国新药临床
试验申请（IND）批件的时间来算，如康方生物
AK104 于 2020 年 3 月取得了美国 IND 批件，但
是 2021 年 1 月才获得中国 IND 批件，本文将其
归入 2021 年获得批件的名单里。图 1 表明自 2017
年开始，国内进行新药中美双报的产品数量相较
之前几年明显增加。从图 2 可看出，目前中美双
报的产品主要以小分子为主（50.41%），其次是单
抗（28.10%），然后是双抗（9.09%）及抗体偶联药
物（ADC）（8.26%）。图 3 列出了中美双报产品的
适应证类型，发现绝大多数为抗肿瘤药物。
　　国内企业的中美双报目前还是主要以 IND 申
请为主，新药上市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
NDA）相对较少。中国企业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
在 FDA 获批的药品是百济神州研发的泽布替尼，
该产品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 NDA 获批，用于
治疗复发性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2019 年 12 月
20 日，石药集团高血压专利药马来酸左旋氨氯
地平片（玄宁）成为第二款在 FDA 获批的中国创
新药，该产品是改良型新药，通过 FDA 505（b）
（2）途径申报 NDA 获批。

3　中美双报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3.1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

　　虽然中美双报成为了新的趋势，但并不是所
有的产品都适合中美双报。在项目立项前期，进
行立项调查时应该充分考察开发产品的临床需
求，不仅包括中国市场，还应该考察美国甚至全
球市场。由于疾病发病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相
同疾病在不同地区的发病率不同，药品的临床需
求也会不同。例如，肝癌、食道癌在美国是罕见
病，但在中国并不是，那么这两种癌症相关的药
物在中美市场的临床需求完全不同。
3.2　产品的研发周期与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重点

考量因素

　　目前，我国仍处在由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强
国转变的时期，大多数企业的产品还是以仿制药
为主，在创新药开发方面缺少经验。一个新药从

图 1　2015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本土企业获得 IND 批件情况

Fig 1  IND approval obtain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21

图 2　2015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本土企业中美双报的药物类型

Fig 2  Types of drug appli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bo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21

图 3　2015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本土企业中美双报的药物适应证类型

Fig 3  Types of drug indications appli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bo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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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到上市需要很长的时间，且期间还存在失败
的概率，这对以仿制药为主的企业来说是巨大的
挑战。另外，企业的资金是否雄厚也是需要重点
考量的因素，新药从发现到上市需要投入巨额资
金，美国仅临床Ⅲ期的费用就高达 1 亿美元。可
见，中美双报对公司的财力、时间投入都有较高
的要求，企业在做决定时需慎重考虑。
3.3　其他因素

　　企业研发团队的能力与新药研发成功的概
率密不可分，中美双报还涉及到与 FDA 的沟通，
需要海外注册申报的经验，对研发团队在语言层
面的要求更高。另外，医保政策、医师的处方习
惯也是中美双报需要考虑的因素。
4　中美双报策略建议

4.1　利用中美两国的孤儿药政策加速药物研发进度

　　罕见病指的是发病率极低的疾病，又被称作
“孤儿病”，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称为孤儿药。目
前中国对于罕见病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仅在 2018
年 5 月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包括 121 种疾
病）；美国将每年患病人数小于 20 万人的疾病定
义为罕见病；日本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小于
5 万的疾病。目前全世界的罕见病超过 7000 种，
绝大多数的罕见病是由于遗传缺陷造成的，发病
也具有区域集中性，不同地区发病率不同。因此，
针对同一种疾病，在一个国家是罕见病，在另一
个国家不一定是，例如胃癌在美国属于罕见病，
但在中国并不是。
　　根据企业官网披露的信息，2020 年已经有
20 多款中国生物医药公司的创新产品获得 FDA
孤儿药资格认证，主要包括 PD-1/PD-L1 抑制剂、
CAR-T 疗法、抗体 - 药物偶联物（ADC）、基因
疗法等，如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康宁杰瑞
的 KN046、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等，这表明孤
儿药研发申报已经变成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的路径之一。
　　美国于 1983 年出台了《孤儿药法案》[2]，针
对孤儿药的开发，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如
减免申请费用、降低企业税收、7 年市场独占
期、有条件批准、专项研发基金资助等政策；另
外，FDA 在 2017 年 6 月发布了《孤儿药现代化计
划》[3]，规定“对超过 120 天的所有请求在 90 天内
进行完整性审核，对之后提出的新的孤儿药资格
认定在 90 天内给予回复”，极大地节省了孤儿药
的审评时间。目前，中国对于罕见病注册申报在
审评时间、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政策倾斜。例如，

在审评时限方面，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
定罕见病药品可以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
“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
物，审评时限为七十日”[4]，极大地缩短了审评时
间，且允许滚动提交技术资料；在税收优惠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进口罕
见病药品按照 3% 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5]。可见，
中美两国政府都给予了罕见病审评时限及费用等
政策优惠，本土企业可以通过罕见病政策加快药
物研发及申报进度。
4.2　改良型新药 505（b）（2）途径申报策略

　　1984 年，美国《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修正
案（Hatch-Waxman 修正案）》将 505（b）（2）作为一
种新药申报途径正式予以确定 [6]。中国起步较晚，
CDE 于 2020 年发布了《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
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7]，鼓励中国企
业进行化药改良型新药的临床开发。化药在 FDA
申请主要有 505（b）（1）、505（b）（2）和 505（j）
三种方式。其中，505（b）（1）和 505（b）（2）为
NDA，505（j）为简略新药申请（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适用于仿制药申请。
505（b）（1）是全新的创新药申请，对应的是中国
化药分类 1 类新药，在 FDA 申报时要求申报资
料中包含完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报告，包括
CMC、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药代动力学和生物
利用度研究、临床研究等，这些研究必须由申请
者开展或者申请者具有使用权。505（b）（2）是指
改良型新药，即在已知活性成分的基础上，对其
结构、剂型、给药途径、适应证等进行优化，且
应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境内外均未上市的药品，
对应的是中国化药分类 2 类，在 FDA 申报时要求
申请者提供完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报告，但是报
告中的内容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申请者开展的研究
或者申请者无权引用，申请者可从已经公开发表
的文献或者 FDA 审评报告中获得想要的数据。
　　505（b）（2）申报路径有很多优势，一是它
是基于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进行的研究开发而提
出的申请，有效降低了完全开发一个新药的失败
率；二是可利用外部数据进行申报，并且可以通
过桥接试验免除部分非临床或者临床试验，减少
了相关费用，有效降低了成本；三是美国 FDA
给予新药 3 ～ 7 年的市场独占期。
　　最近几年，中国少数本土企业已经开始探索
通过 505（b）（2）途径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中国第一个通过 505（b）（2）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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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途经在美国 FDA 获批的 NDA 产品是石药集团
的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玄宁），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获批，用于降血压。中国第二个 505（b）（2）
改良型新药在美国 FDA 获批的是上海迪赛诺生
物医药公司的产品多替拉韦钠拉米夫定替诺福韦
片（50 mg/300 mg/300 mg，DLT 片）， 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获批，用于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
（HIV-1）的成人和儿童的临床治疗。还有，绿叶
制药 505（b）（2）改良型新药瑞欣妥（Rykindo）于
2019 年已经在 FDA 提交了上市申请，还未获批，
已经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可见，通过 505（b）
（2）申报路径进行 NDA 逐渐成为中国本土企业中
美双报的路径之一，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通
过此途径进行申报。
4.3　利用中美两国审评时间和法规指导原则，寻

找最优申报路径

　　2018 年 7 月 11 日，CDE 发布了《接受药品
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8]，宣布可
部分接受或者完全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加快
国内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新药进入中国的速
度。同时，根据 ICH 的制度，ICH 的成员国也要
承认中国的临床数据，为中国本土企业进入欧美
市场搭建了桥梁。
　　企业同时在中美两国进行 IND 申报还是先
后申报也值得考虑，美国 FDA 对于 IND 申请的
审评时限是 30 日（自然日），而中国 CDE 的审
评时限是 60 个工作日，从时间来看，美国比中
国审批得更快一点。另外，从申报资料的关注点
来看，FDA 更关注体外安全性数据及动物实验数
据，CDE 不仅关注安全性还关注有效性数据，且
有时还会存在资料发补的情况。因此，企业先在
FDA 进行 IND 申请，得到 FDA 反馈后再在中国
申报不失为一种好办法。美国 FDA 的法规更为
完善且原研药审评经验更为丰富，本土企业可以
结合 FDA 的意见再在中国进行申报，提高申报
成功率。
　　中美两国都存在加快审评的程序，中国新版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列明了以下四条程序：
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
评审批程序、特别审批程序；美国 FDA 有快速通
道（fast track）、优先审评（priority review）、加

速批准（accelerated approval）和突破性疗法认定
（breakthrough therapies）四条途径，企业可以充
分利用中美双方的这些快速审评途径以加快注册
申报。
5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美双报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利用
中美双方的法规政策申报的策略，致力于为国内
企业中美双报提供建议。但是，在企业申报过程
中，还需要结合具体的产品特点、是否存在种族
差异、中美法规监督部门对申报资料的要求等情
况具体分析，制订更为完善的申报策略，期待越
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中美双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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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药学新媒体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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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4；4. 苏州市立医院，江苏　苏州　215008；5.苏州市中医医院，江苏　苏州　215007）

摘要：目的　整合苏州地区各级医院药学服务资源，提升本地区药学服务能力和影响力，为大

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药学服务。方法　依托新媒体平台，组织本地区药学人员，搭建区域药学信

息化服务平台。并对“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满意度调查。结果　通过“姑苏药学

信息”微信公众号的设立与推广，苏州市运营医院药学微信公众号的单位数量增加了 54.5%，

覆盖了苏州市范围所有区县；微信公众号矩阵总关注人数增加了 104.2%；互动咨询服务 508
人次。其中用户对药事药闻版块的满意度为 96.67%、对查询版块的满意度为 94.87%、对用药

咨询版块的满意度为 94.87%、对药学科普内容和形式的满意度为 97.43%。结论　在新医改背

景下，充分利用“新媒体”便捷、快速的优势，有助于提高药学服务的触达率和公众的获得感。

整合区域内药学服务资源，有利于保证药学服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实现合作共赢。

关键词：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区域药学服务；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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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harmaceutical new media service system

GONG Yin-hua1, YU Xun1*, DU Rao2, ZHU Ye1, ZHONG Wen2, XU Feng3, CHEN Xi-dong4, WU 
Bin5, LU Guang-xian4, CHENG Zong-qi1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2.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2; 3.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4; 4.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Suzhou  Jiangsu  215008; 5. Su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Suzhou  
Jiangsu  215007)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egrate the pharmaceutical service resources of hospitals at all levels in the 
Suzhou area, enhance the capacity and influence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  
better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Methods  Based on the new media platform, we organized pharmacy 
personnel in the region to build a regional pharmacy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We also surveyed 
the user satisfaction of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of “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 Resul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 public account, the number of  
hospitals following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in Suzhou increased by 54.5%, covering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ithin the area. The total number of followers of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matrix 
increased by 104.2%; with 508 person-time of interactive consulting services. The us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pharmaceutical news and information section reached 96.67%,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query 
section service reached 94.87%,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section was 94.87%,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eneral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pharmacy was 97.43%. Conclusion  
With the new medical reform,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new media will help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tegrat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facilit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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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和药
品零差率的实施，药学服务从“保障药品供应”
向“以病人为中心”的药学服务转变。在药师转
型的过程中，医院药师们正在积极探索新的药学
服务模式以促进合理用药、提高医疗质量、保证
患者用药安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8 年
“互联网＋医疗健康”和《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医疗机构应探索提
供互联网和远程药学服务 [1]，加快药学服务信息
互联互通，完善绩效考核管理机制等关键信息，
以积极推进“互联网＋药学服务”健康发展 [2]。有
关部门在加大力度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的同时，也
应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3]，
加快搭建远程平台。
　　当前，苏州各级医院都在积极探索通过微信
公众号进行药学服务的新模式，苏州中西医结合
学会药学信息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药学信息专
委会）对苏州大市范围内 25 家医疗机构药学部门
进行基础调研 [4]。调查结果显示，苏州地区医院
药学互联网＋药学服务在运行模式、药学服务质
量、社会影响力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服务能力
参差不齐。亟须通过医院药学相关学会组织区域
性平台带动地区整体药学服务的影响力。
　　为此，药学信息专委会牵头申请“姑苏药学
信息”微信公众号，组建药师运营团队，并通过
“姑苏药学信息”这个公众号带动和整合区域内
药学服务资源 [5]，逐步使药学服务内容标准化、
规范化，为大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药学服务。
1　依托新媒体平台的区域化药学服务体系的建立

1.1　“姑苏药学信息”团队组建 
　　依托药学信息专委会，2019 年开始由苏州市
各大医院药学部推荐选拔信息药师、临床药师组
建专业的新媒体运行团队，团队成员分工明确，
到 2020 年底微信公众号编辑运营团队 18 人、信
息员团队 26 人、用药咨询团队 11 家医院 33 名
药师 [6-7]，由学会颁发聘书，制订工作量的考核
与末位淘汰制等相关制度。微信公众号编辑运营
团队主要负责微信编辑推送、推荐本院优秀用药
科普、收集各类会议、奖项上报信息等；用药咨
询团队主要负责线上用药咨询，及时回复和咨询
标准化数据整理工作。其中用药咨询模块于 2020

年 4 月上线。
1.2　“姑苏药学信息”功能模块搭建

　　对“姑苏药学信息”进行功能模块构建，构
建三大版块，包括主动推送版块、互动服务模块、
信息查询模块，见图 1。

图 1　依托新媒体平台的区域化药学服务体系的搭建

Fig 1　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pharmacy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a 
new media platform

1.2.1　“姑苏药学信息”主动推送模块　推送模块
定位准确，分为针对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与社会大
众两个模块。针对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推送内容设
立【会议活动】【课题奖项申报】等栏目，将各学
会、医疗单位发布的信息汇总至本平台统一发布。
为药师参加继续教育、申报科研课题奖项提供有
效及时的信息。【药学科普】版块定位面向社会大
众，主要用于普及安全合理用药相关知识 [8]。推
送频率：每月 3 ～ 4 期，每期根据内容排篇。如
有特殊、紧急情况可以加推。
1.2.2　“姑苏药学信息”互动服务模块　利用微
信、企业微信的实时交互功能，通过搭建中间平
台 [9]，分别连接患者群体和药师群体，使药师与
患者跨平台实时交互，实现实时个体用药咨询沟
通服务 [10]。药师逐步整理完善各专科用药咨询知
识库，实现用药咨询标准化 [11]。
1.2.3　“姑苏药学信息”信息查询模块　信息查询
模块包括各家医疗机构药品目录、医疗机构药品

standardiz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and achieving win-win cooper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WeChat public account; regional pharmaceutical car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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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药品说明书查询 3 个模块。
　　药品查询菜单链接至江苏健康通药品信息查
询模块 [12]，该模块提供了江苏省三级医院近期采
购入库信息及药学服务电话，居民可通过该查询
渠道了解各医院药房现有药品品种，居民可在需
要时就近前往医院通过医师开具处方后获取，见
图 2。药品说明书查询菜单链接至丁香园用药助
手，提供各科药物说明书查询功能。

图 2　药品查询功能

Fig 2　Drug query function

1.2.4　组建“姑苏药学信息”微信矩阵　将已有
微信公众号的医疗机构药学部纳入姑苏微信公众
号矩阵，在菜单栏做展示，提高曝光度，见图 3。
1.3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满意度调查

　　该项满意度调查针对用户的满意度及体验效
果可以客观体现“姑苏药学信息”的新媒体服务
水平。该满意度调查包括对查询版块、用药咨询
版块、药学科普版块的满意度，对微信公众平台
的期望，对消息界面、推送内容、消息回复质量、
内容更新频率等的满意度。
2　结果

　　通过“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号的推广与示
范作用，苏州市运营医院药学微信公众号的单位数
量由 2019 年的 11 家增至 2020 年的 17 家。已在苏
州大市范围实现了全覆盖。截至 2020 年 12 月公众
号关注人数超过 10 000 人的为 1 家，5001 ～ 10 000
人的 1 家，1001 ～ 5000 人的 2 家，501 ～ 1000 人
的 6 家，3 家单位的公众号关注人数不足 500 人。
2.1　“姑苏药学信息”主动推送模块

　　对主动推送模块涉及的关注人数、推送篇数、
科普浏览量等进行分析，见表 1。由表 1 可知，
多项指标呈增长趋势，而 2020 年年度总浏览量
较 2019 年年度总浏览量同比下降 6.60%，其中非
原创科普浏览量呈增加趋势，增长 21.74%，原创
科普浏览量下降 30.77%。

2.2　“姑苏药学信息”互动服务模块

　　用药咨询模块于 2020 年 4 月上线。截至 2020
年底，“姑苏药学信息”咨询平台共有来自 11 家医
院的 33 位药师参与咨询药师团队，2020 年共回复
了 508 位患者的线上个体用药咨询，见图 4。
2.3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矩阵

　　将苏州区域内 2021 年各家医院药学服务微信
公众号纳入清博指数舆情分析系统，通过整体传播
力、篇均传播力、头条传播力、峰值传播力 4 个一

图 3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矩阵

Fig 3　“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 WeChat matrix

表 1　“姑苏药学信息”主动推送信息统计 
Tab 1　Information release statistics of “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增幅 /%

订阅号 / 个 3 6 100

服务号 / 个 8 11 37.50

去年关注人数 / 人 24 000 40 000 66.67

当年末关注人数 / 人 37 000 49 000 32.43

年度推送总篇数 / 篇 650 954 46.77

非原创篇数 / 篇 398 628 57.79

原创篇数 / 篇 252 326 29.37

非原创科普浏览量 / 次 230 000 280 000 21.74

原创科普浏览量 / 次 260 000 180 000 － 30.77

年度总浏览量 / 次 485 000 453 000 －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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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维度和 12 个二级指标分别分配权重，根据传
播客观数据计算出微信传播指数 WCI[13]。根据 WCI
可看出各院药学公众号每月的推送影响力，见表 2。
2.4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满意度调查

　　于 2020 年底开展满意度调查，共调查 200
人，回收 180 份。对用户开展满意度调查，围绕
多个方面展开，包含对药事药闻版块、查询版块、
用药咨询版块、药学科普内容和形式的满意度，
调查结果见表 3。其中用户对药事药闻版块的满
意度为 96.67%、对查询版块的满意度为 94.87%、
对用药咨询版块的满意度为 94.87%、对药学科普
内容和形式的满意度为 97.43%。

表 2　苏州药学信息联盟微信排行榜 (WCI值 )  
Tab 2　  WCI ranking of“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alliance via WeChat communication

公众号名称
不同时间的 WCI 值

2 月 1 日—2 月 28 日 3 月 1 日—3 月 31 日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5 月 1 日—5 月 31 日 6 月 1 日—6 月 30 日

苏大附一院药学部 472.35 289.14 264.93 244.6 316.45

苏大附儿院药剂科 409.32 183.68 200.67 243.97 227.59

苏大附二院药剂科 220.14 191.55 220.04 190.65 312.75

苏州市立医院药学部 212.92 229.91 210.78 198.87 216.51

太仓市中医院药剂科 166.00 138.02 130.98 117.47 157.25

枫桥药学 123.67   94.92   62.42   78.61   37.21

张家港一院药剂科   56.97   76.78   87.87 233.43   48.17

昆山一院药学部   43.23 192.75 122.50   58.67 196.47

太仓一院药剂科   32.79 134.87   55.18   61.66   89.24

表 3　用户对“姑苏药学信息”各版块满意度 (%) 
Tab 3　User satisfaction of each section of “Soochow Pharmacy 

Information” (%)

版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一般

药事药闻版块 50.00 36.67 10.00 3.33

查询版块 58.97 25.64 10.26 5.13

用药咨询版块 58.97 25.64 10.26 5.13

药学科普内容和形式 56.41 33.33   7.69 2.57

3　讨论

3.1　药学服务转型

　　现代药学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药学服务阶段，伴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水平的提高，群众对药学
服务的需求度与日俱增，传统药学服务受制于时
间、空间的制约，其瓶颈效应已不能满足新时代药
学专业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对药学服务的需求。随
着“互联网＋”的产业变革开启，利用互联网高效、
信息丰富的特点，发展基于互联网的药学服务优势
明显。主动推送模块中多项指标呈增长趋势，其
中，2020 年度总浏览量相比 2019 年度出现下降，
以文字形式的药学微信公众号科普作品面临传播程
度有限、持续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从用户满意度

角度分析，用户对宣传手段的满意度略降低，这可
能与当下流行的各种视频号、抖音、快手等新的传
媒形式有关；目前亟需采用新的表现形式来改善传
播效果及大众视觉体验，这也是未来“姑苏药学信
息”公众号科普形式的一个突破点。
　　信息查询模块中其功能也可以减轻各院药师
解答药品查询类问题的工作量，提高药师劳动效
率。为防止特殊原因造成医院临时药品短缺，居
民可提前拨打提供的各医院药学服务电话确认。
　　本文依托在苏州地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药学
信息专委会，充分利用新媒体便捷、快速的优势，
通过构建区域药学新媒体服务体系实现医院药师
药学服务的转型，进一步提高药学服务水平、满
足大众对药学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3.2　微信矩阵合作共赢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号自建立以来，部分
医疗机构药学部在加入“姑苏药学信息”公众号的过
程中从无到有开设并成功运营了自己药学部的微信
公众号，其中包括 10家三级医院和 7家二级医院等。
　　“姑苏药学信息”公众号积极带动本区域的药学

图 4　线上用药咨询情况

Fig 4　Onlin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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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发展，如带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
太仓一院药剂科等积极参与新媒体药学服务。各县
级城市医院积极加入“姑苏药学信息”公众号的运营
工作，也不断推动本院药学公众号的发展。
　　目前已初步实现苏州市本区域药学服务体系
的构建与实施，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通过整合
苏州地区药学服务力量，建立新型的集药物信息
查询、线上实时个体化药物咨询、用药宣教为一
体的新型区域性药学服务平台。平台为广大群众
提供了获取本地药学服务的统一入口 [14]，既可
以线上直接咨询获取合理用药知识，也可以方便
地找到自己身边的线下医疗机构获得相关药学服
务。同时也可通过平台和各医院药学服务公众号
相互导流，不断提高各公众号的影响力。
3.3　树立品牌效应

　　“姑苏药学信息”微信公众号平台已搭建完成
并平稳运营 [15]，持续输出药学服务内容，同时不
断储备“互联网＋”药学服务人员。通过新媒体
药学服务的不断输出，提高区域内群众对药师团
体的认知度和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对逐步改善
医患关系，创建和谐社会有一定作用。通过药师
团队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以提高药学服务
团队的整体素质，对本地区药学服务质量的提高
有一定意义。通过对服务过程中的数据统计分析，
形成对药师药学服务能力的评估模型，可为药学
服务的质量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3.4　培养团队，共同提升

　　药学信息专委会每年通过举办线上和线下各类
药学信息、服务技能等专业培训和讲座，逐步提高
新媒体团队与药学服务团队的技术与服务能力。同
时也在团队中形成了信息分享与互动学习的氛围，
使团队成员不断提升专业与信息技术能力。
3.5　不足与改进

　　本项目运行时间较短，苏州市药学服务团队以
及面向全市的区域药学咨询服务平台刚刚建立，规
范化培训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通过数据积
累，尝试建立本地区科普文章库、标准化用药咨询库
等标准化工具。探索建立基于区域服务数据的药学
服务评分系统，为今后药学服务收费提供数据支撑。
4　结语

　　本项目为苏州地区广大群众提供便捷的互联
网药学服务，提供了统一的药学服务入口；整合
了苏州地区各家医院药学微信公众号矩阵，扩大
了医院药学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通过线上药物
咨询、微信公众号科普文的推送等加强药师建立

个人品牌，实现药师价值，促进在线药学服务的
蓬勃发展。未来可探索建立标准化咨询数据库，
保证药学服务的高质量。
　　区域药学新媒体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给予
新时代药学工作者新的视野，整合当地区域资
源，优势资源共享，利于保证药学服务的标准化
与规范化。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推广该模式，
惠及更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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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介绍 
　　患者，女性，42 岁，因“乏力伴肤目黄染
20 余日”于本院就诊。该患者 2020 年 12 月初因
“子宫内膜炎”遵医嘱口服地屈孕酮片 10 mg qd
（Abbott Biologicals B.V. 荷兰，批号：363390，10 
mg/ 片），每月服用 21 d 左右（经期停服），未服
用其他药物或保健品。2021 年 2 月 13 日，患者
出现疲劳、乏力、食欲减退、厌油等症状，期间
曾有呕吐一次。2 月 23 日体检时肝功能四项提
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753 U·L－ 1 ↑，
总胆红素（TBil）54.4 μmol·L－ 1 ↑，碱性磷酸酶
（ALP）250 U·L－ 1 ↑，γ- 谷氨酰转肽酶（GGT）
291 U·L－ 1 ↑。2 月 25 日查肝功能提示：ALT 
718 U·L－ 1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520 
U·L－ 1 ↑，TBil 64.8 μmol·L－ 1 ↑，直接胆红素
（DBil）34.5 μmol·L－ 1 ↑，ALP 218 U·L－ 1 ↑，
GGT 262 U·L－ 1 ↑；肝炎系列检查结果提示：甲
肝抗体 IgM 0.10，其余为阴性；自身免疫肝病抗
体谱检测均为阴性；磁共振胰胆管成像提示：肝
脏包膜光整，肝实质信号均匀，增强后未见明显
异常强化；胆囊壁增厚，增强后有强化；肝内胆管、
胆总管、胰管未见明显扩张，遂嘱患者立即停用
地屈孕酮片。
　　患者于 3 月 4 日以肝功能异常收治入院，既
往否认肺结核、肝炎等传染病史；否认毒物接触
史，否认其他药物应用史，无吸烟及饮酒史；有
“头孢类药物、螃蟹”过敏史。入院查体：体温
36.5℃，心率 80 次·min－ 1，呼吸 16 次·min－ 1，
血 压 130/70 mmHg（1 mmHg ＝ 0.133 kPa）； 全
身皮肤、巩膜黄染，余项查体无异常。入院后完
善相关检查，癌胚抗原（CEA）系列提示：甲胎
蛋白 5.34 ng·mL－ 1（0 ～ 8.78），癌胚抗原 0.6 
ng·mL－ 1（0 ～ 5.0），CA19-9 ＜ 2.0 U·mL－ 1

（0 ～ 37.0），CA125 9.3 U·mL－ 1（0 ～ 35.0），
CA72-4 0.73 U·mL－ 1（0 ～ 10）， 血 清 铁 蛋 白
30.1 ng·mL－ 1（4.63 ～ 204）；肌酐 50 μmol·L－ 1

（49 ～ 90）， 尿 酸 251 μmol·L－ 1（155 ～ 357），
尿素 3.0 mmol·L－ 1（2.8 ～ 7.6）。腹部 B 超提示：
肝区光点欠均匀，略增粗；胆囊壁稍毛；胰脾大
小形态正常；右肾伴囊壁钙化，双肾结石。入院
后给予异甘草酸镁（150 mg ivgtt qd）、丁二磺酸腺
苷蛋氨酸（0.5 g ivgtt qd）保肝治疗，3 月 6 日加用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 mg ivgtt qd）治疗；
3 月 10 日更换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为醋酸泼
尼松片（30 mg po qm）继续治疗。3 月 12 日患者
出院，出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出院带药醋酸
泼尼松片（30 mg po qm）、水飞蓟胶囊（140 mg po 
tid）。出院后，患者分别于 3 月 21 日、4 月 3 日
来本院随访，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治疗前后患者
肝功能指标变化如表 1 所示。
2　讨论
　　该患者肝炎病毒指示、自身免疫免疫、肿瘤
指标均为阴性，结合磁共振胰胆管成像与腹部 B
超，该患者并无肝内外阻塞、胆管疾病、肝实质
异常或胆石症等疾病，可排除因疾病因素导致的
肝损伤。依据肝损伤分型标准 [1]，该患者 ALT/
正常上限值（ULN）＝ 21.5 ＞ 3，R ＝ 10.3 ＞ 5，
为肝细胞型肝损伤；肝损伤程度分级为 2 级：中
度肝损伤（血清 ALT 和 / 或 ALP 升高，TBil ≥ 2.5 
ULN）。根据肝细胞型肝损伤 Roussel Uclaf 因果
关系评估法（RUCAM 量表）分析，总分值为 8 分
（药物治疗与肝损伤出现的时序：初始治疗 5 ～ 90 
d，2 分；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停药后 30 d 内
ALT 从峰值下降≥ 50%，2 分；排除其他肝损伤
原因，2 分；肝损伤反应已在产品介绍中标明，2
分），关联性评价为“很可能”，结合患者用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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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推断为地屈孕酮相关性肝损伤。
　　选择中国知网、维普、万方、PubMed 等数
据库，中文检索式主题为（“孕激素”或“孕酮”）
和（“肝炎”或“肝损”或“肝损伤”或“肝功能损
害”或“肝功能损伤”或“药物性肝损”）；英文检
索 式 为 [（gesterone）OR（progesterone）] AND 
[（dili）OR（liver injury）OR（hepatitis）] 进行检
索，孕酮相关肝损伤有如下报道。Langlands 等 [2]

报道了 107 例晚期乳腺癌患者在接受炔诺酮治疗
（10 mg tid/qid po），有 6 例患者在停止使用该药
物后出现了黄疸，有 4 例患者在不到 9 周的时间
内就出现了黄疸；Magnin 等 [3] 报道了 4 名患者因
使用微粉化的天然孕酮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症状
主要表现为瘙痒，肝功能在停药后 10 ～ 30 d 内
恢复正常；其他详细孕酮相关肝损伤个案报道见
表 2。

表 2　孕酮相关肝损伤个案报道

性别 年龄 / 岁 药物 出现肝损伤时间 伴随症状 主要治疗措施 肝功能恢复情况

女 [4] 26 地屈孕酮 22 d 黄疸、瘙痒及轻度脾肿大 停药 1 个月后正常

男 [5] 70 甲羟孕酮   6 d 右小腿肌肉酸痛 停药，肝太乐、茵栀黄 21 d 后正常

女 [6] 28 左炔诺孕酮 13 d 皮肤、巩膜黄染、尿黄、恶心、呕吐、 
乏力、精神、睡眠欠佳

停药，抗炎、利胆 22 d 后正常

女 [7] 18 炔诺酮   2 周 黄疸、瘙痒、疲劳和厌食症 停药，泼尼松龙 4 个月后正常

女 [7] 34 炔诺酮   4 年 瘙痒和轻微的黄疸 停药，治疗药物不详 停药后恢复较慢

女 [8] 27 炔诺酮   2 月 不详 停药，熊去氧胆酸 2 周后改善

女 [8] 43 炔诺酮   2 周 不详 停药，熊去氧胆酸 2 周后改善

女 [8] 52 炔诺酮   2 周 不详 停药，熊去氧胆酸 1 周改善

女 [9] 51 炔诺酮   5 个月 不详 停药 20 周后正常

女 [10] 43 去甲甲地孕酮   5 个月 皮肤黏膜黄疸、大便变色、尿暗 停药，治疗药物不详 3 周后正常

女 [11] 66 甲地孕酮 40 d 黄疸 继续使用 （因肿瘤）死亡

女 [12] 32 甲地炔诺酮 80 d 乏力、纳差 停药，谷胱甘肽等 10 d 后改善

女 [13] 45 结合雌激素和黄体酮   3 年 不详 停药，联苯双酯滴丸 35 d 后正常

女 [14] 28 炔诺孕酮和炔雌醇 14 个月 不详 停药，治疗药物不详 1 个月后正常

女 [14] 29 左炔诺孕酮和炔雌醇   7 个月 无皮疹、黄疸、瘙痒等 停药，治疗药物不详 3 周后正常

女 [15] － 炔诺酮和炔雌醇   8 周 瘙痒、黄疸、尿色加深 停药 1 个月后正常

　　地屈孕酮是一种口服孕激素，与女性体内的
天然孕酮非常相似，用于治疗内源性孕激素不足相
关的各种疾病。地屈孕酮具备高选择性、高活性，
不良反应比其他孕激素相对较少的优势，在临床
使用比较广泛 [16]。地屈孕酮引起的肝损伤报道与
研究较少，仅检索到 Altinta等 [4] 报道的 1 例患者，
因使用地屈孕酮造成严重肝细胞损伤，肝脏主要腺
泡结构大规模坏死，具体机制尚未阐明。
　　临床一般将雌激素 -孕激素联合使用时出现的
肝内胆汁淤积病归咎于雌激素，但从上述的文献复
习可以看出，孕激素也会对肝脏造成损伤。Anand

等 [7] 报道了 2 例患者因使用炔诺酮造成胆汁淤积
型肝损伤，Daniel等 [11] 报道了患者因使用甲地孕
酮造成肝细胞和胆小管中胆汁堵塞，出现肝内胆汁
淤积。以上文献中的患者多在使用孕酮 2 周至数月
内出现肝损伤，肝损伤类型为肝细胞损伤型或胆汁
淤积型，主要表现为乏力、瘙痒、黄疸等症状，部
分患者伴随症状并不明显，肝功能多在停药或药物
治疗后数周之内开始恢复或恢复正常。
　　本文报道患者在服用孕酮 3 个月内出现肝损
伤，伴有疲劳、乏力感、食欲减退、厌油、呕吐
等症状，经过激素、甘草酸等药物治疗后，40 d

表 1　患者肝损伤治疗前后肝功能变化

日期
ALT/（IU·L － 1）

（0 ～ 50）
AST/（IU·L － 1）

（0 ～ 50）
ALP/（IU·L － 1）

（30 ～ 120）
GGT/（IU·L － 1）

（8 ～ 57）
TBil/（μmol·L － 1）

（5.0 ～ 17.0）
DBil/（μmol·L － 1）

（0.0 ～ 7.1）

2 月 23 日 753 － 250 291   54.4 －

2 月 25 日 718 520 218 262   64.8   34.5

3 月 5 日 702 623 162 206 149.1   87.8

3 月 6 日 584 409 131 176 120.4 101.8

3 月 9 日 363 196 150 166   78.3   43.1

3 月 12 日 264 110 137 139   52.7   25.7

3 月 21 日 210   86 168 136   35.3   16.0

4 月 3 日   66   28 121   61   19.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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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基本恢复正常。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对药
物的易感性不同，地屈孕酮造成的肝损伤在给药
前是不可预测的。使用地屈孕酮或其他孕激素时，
临床医师及药师应积极告知患者孕酮类药物潜在
的肝毒性，长期使用时应注意定期监测肝功能指
标，以便在发生肝损伤的早期及时识别和干预，
防止肝功能进一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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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致肝功能损伤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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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摘要

　　患者，女性，41 岁，身高 164 cm，体质量
55 kg。2021 年 3 月 10 日，排除禁忌证，按照自
愿原则，左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重组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批
号：NCOV202101001H）0.5 mL，注射后在留观
室观察 30 min，无异样后离开。并严格执行接
种疫苗后注意事项如：避免剧烈体力活动；多饮
水，24 h 内不宜洗澡，24 h 以后洗澡时勿揉搓接

种部位；加强营养等。患者注射疫苗前和期间未
使用药品，3 月 11 日，体温（T）37.7℃，伴有
严重的疲乏、食欲减退和恶心等症状，为了进一
步规范治疗，入住本院消化内科。既往病史：浅
表性胃炎多年，无药物过敏史，无甲型、乙型等
病毒性肝炎，无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否认
传染病史和药物过敏史。疫苗接种之前和期间
并未有其他疾病发生也未使用其他药物，仅在 3
月 11 日上午发烧后紧张，患者感觉胃酸分泌过
多自行口服雷贝拉唑。3 月 11 日下午查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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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检查 T38.1℃，脉搏（P）85 次·min－ 1，心率
（R）23 次·min－ 1，血压（BP）130/80 mmHg（1 
mmHg ＝ 0.133 kPa）；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
干湿啰音，律齐，未闻及杂音。腹软，无压痛、
反跳痛，肝脾未及肿大；肺 CT 正常；辅助检
查：白细胞 6.01×109·L－ 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62.4%，超敏 C 反应蛋白 3.2 mg·L－ 1；生化指标：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168 U·L－ 1 ↑，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90 U·L－ 1 ↑，谷
氨酰转肽酶（GGT）109 IU·L－ 1 ↑，均高于正
常值；总胆红素 8.65 μmol·L－ 1、直接胆红素 5.60 
μmol·L－ 1、间接胆红素 6.85 μmol·L－ 1。结合
患者其他症状，初步诊断为疫苗造成的肝功能损
伤。患者有反酸、嗳气等症状，结合病史，诊断
为浅表性胃炎复发。
　　治疗经过：3 月 12 日—3 月 17 日，注射用还
原型谷胱甘肽 1.8 g ＋ 0.9% 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静脉滴注，1 次·d－ 1；双环醇片 25 mg，口服，3

次·d－ 1；3 月 12 日—3 月 19 日，复方甘草酸酐
片 2 片，口服，3 次·d－ 1 护肝治疗。3 月 12 日—
3 月 18 日，予用安素和维生素 C、维生素 B6、葡
萄糖等补充能量。3 月 12 日—3 月 20 日，雷贝拉
唑钠肠溶胶囊（20 mg，1 次·d－ 1，口服）治疗浅表
性胃炎。最后一次，3 月 19 号生化检验结果显示：
ALT：32 U·L－ 1，AST：29 U·L－ 1，GGT：41 
IU·L－ 1，均正常，其他症状同步改善，3 月 20 日
出院。出院后第7日和第15日随访肝功能均无异常。
2　讨论

　　采用准确性高、可靠性较好、使用广泛的诺
氏（Naranjo）评估量表对药物使用与不良反应的
因果关系 [1] 进行评估，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腺病毒载体）引起患者肝功能损伤得分 7 分，结
论为“很可能”，见表 1。结合我国《预防接种工
作规范》[2] 中明确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
定义，该病例属于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
毒载体）引起的不良反应。

表 1　Naranjo 药物不良反应评估量表评分结果

相关问题 是 否 未知 评分依据

1. 该不良反应发生前是否有结论性报告 　 0 　 说明书和文献均未提示有此类不良反应

2. 本不良反应是否发生于可疑药物使用后 2 　 　 肝功能损伤不良反应是在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之后

3. 停用该药物或应用拮抗药后不良反应是否改善 1 　 　 停药并对症治疗后不良反应消失

4. 重新用药后该不良反应是否重新出现 　 　 0 没有再次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5. 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引起不良反应

　 2 0
患者无病毒性肝炎病史；接种疫苗之前肝功能正常，接种疫苗之前未使用

过其他药物，虽然接种期间口服了雷贝拉唑，但肝功能恢复之后继续口

服该药肝功能并未出现异常，因此，排除其他药物引起的肝功能损伤

6. 应用其他药物该不良反应是否再次出现 　 1 　 接种后患者使用其他药物未出现类似症状

7. 血药浓度是否达到中毒浓度 　 0 　 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使用常规剂量，未达到中毒浓度

8. 增加或减少药物剂量不良反应是否随之增强或减弱 　 　 0 药物剂量未发生变化

9. 患者既往应用同样或类似药物是否出现过类似反应 　 　 0 患者既往未应用同样或类似药物

10. 不良反应是否有客观依据证实 1 　 　 不良反应有相关客观检查指标（指标偏高）予以确认

　　此疫苗的原理是将新冠病毒的刺突糖蛋白
（Ｓ蛋白）基因重组到复制缺陷型的人 5 型腺病毒
基因内，基因重组腺病毒在体内表达新冠病毒Ｓ
蛋白抗原，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3]。说明书常
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发烧，头痛；注射部位疼痛、
肿胀、瘙痒等，按照不良反应分类，该不良反应
属于新的不良反应。从临床经验看，疫苗导致需
要住院治疗的不良反应比较少见，但医务人员要
足够重视，建议疫苗接种做到：① 接种前，告知
接种禁忌证、年龄段、有无过敏史、是否患影响
接种的慢性疾病和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② 提前
发放《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接种
知情同意书》，让患者再次确认并签字；严格按
照说明书剂量接种；接种后留置观察 30 min，观

察有无异常反应。③ 接种后，交代清淡饮食等注
意事项；提醒患者如有不适及时就医，并开通咨
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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