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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楼皂苷Ⅶ对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及 
周期阻滞的影响

邱鹏程1，薛玉叶2，孙光强1，3，陆云阳1，杜洋1，王媛媛1，3，方菲4，纪玉强4，汤海峰1*，程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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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药剂科，北京　100142；3. 陕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4. 西安市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西安　710002；5.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西安　710032）

摘要：目的　考察重楼皂苷Ⅶ对耐药胶质瘤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划痕和 Transwell 小室检
测细胞迁移，CCK-8 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检测细胞周期，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结
果　重楼皂苷Ⅶ呈剂量依赖性抑制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增殖和迁移，涉及下调迁移相关
蛋白 N-cadherin，β-catenin，TGF-β 受体 1 和 smad2。耐药胶质瘤细胞具有天然 G1 期阻滞现象，
重楼皂苷Ⅶ可上调 cyclin D1 下调 P21 和 P27 影响其周期阻滞。结论　重楼皂苷Ⅶ具有抗替莫
唑胺耐药胶质瘤的作用和进一步开发的前景。
关键词：胶质瘤；重楼皂苷Ⅶ；迁移；周期阻滞；耐药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477-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01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o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cycle arrest of 
temozolomide-resistant glioma cells

QIU Peng-cheng1, XUE Yu-ye2, SUN Guang-qiang1, 3, LU Yun-yang1, DU Yang1, WANG Yuan-yuan1, 3, 
FANG Fei4, JI Yu-qiang4, TANG Hai-feng1*, CHENG Guang5*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Medicines, Pharmacy Schoo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ir Force Medical Cente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0142; 
3. College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4. 
Central Laboratory, Xi'an First Hospital, Xi'an  710002; 5.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jing 
Institute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on temozolo-
mide-resistant glioma. Methods  Migration was detected by scratch and Transwell, cell proliferation 
was estimated by CCK-8,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check the cell cycl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temozolomide-resistant glioma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involving the down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related protein N-cadherin, β-catenin, TGF-β receptor 1 and smad2. The temozolomide-re-
sistant glioma cells had natural cycle G1 arrest.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broke its cycle arrest via the 
upregulation of cyclin D1 and downregulation of p21 and p27. Conclusion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can affect temozolomide-resistant glioma cells and deserves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glioma; polyphyllin Ⅶ; migration; cell cycle arrest; drug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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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质瘤是高致命的癌症类型，治疗胶质瘤的
主要策略是手术结合放化疗，但其一线化疗用药
替莫唑胺的耐药问题不容忽视 [1]。虽然胶质瘤的
治疗策略不断改进，但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总生
存期中位数仅约为 1 年，5 年生存率不足 5% [2-3]，
因此寻找新的抗胶质瘤药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4]。皂苷是一类重要的天然产物，其抗胶质
瘤活性备受关注 [5]，本课题组也从动植物中分离
获取了多种抗胶质瘤皂苷 [6-14]。
　　重楼皂苷Ⅶ（polyphyllin Ⅶ，C51H82O21）是重
楼的主要皂苷成分之一，也是《中国药典》规定的
重楼的含量检测成分之一。已有报道证实重楼皂
苷Ⅶ可诱导非耐药胶质瘤细胞凋亡和自噬 [15]，但
重楼皂苷Ⅶ对耐药胶质瘤细胞的作用尚鲜见报道。
替莫唑胺可诱导胶质瘤细胞凋亡，但并不影响胶
质瘤细胞的运动能力，并且重复使用亚致死剂量
可诱导其耐药性 [16]。高级别胶质瘤具有高度侵袭
性，其高度侵袭性表型限制了治疗的效果 [17]。上
皮间质转化（EMT）在胶质瘤迁移侵袭中发挥重要
作用 [18]，神经钙黏蛋白（N-cadherin）、β- 连环蛋白
（β-catenin）、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和 smad2
均对 EMT 具有重要作用。N-cadherin 是间充质表型
的标志物之一 [18]，β-catenin 与 N-cadherin 形成复合
物影响细胞间的黏附性，抑制β-catenin 可抑制胶质
瘤细胞的侵袭 [19-20]；TGF-β 激活 smad2[21] 是 EMT
的经典信号通路中的核心步骤。此外，肿瘤可通过
主动的周期阻滞对抗化疗药物压力，并保持更高的
启动潜能，使其在化疗结束后摆脱细胞周期阻滞从
而发挥有害的、高度侵袭性的生长潜力，重启增
殖 [22-23]。G1/S- 特异性周期蛋白 -D1（cyclin D1）在
细胞周期中具有周期性变化，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
激酶抑制因子 P21 和 P27 可抑制细胞周期。本课
题组首次考察了重楼皂苷Ⅶ对耐替莫唑胺胶质瘤细
胞 SHG44R 和 U87R 的迁移和周期的作用机制。
1　材料
　　Multiskan FC 酶标仪（赛默飞公司）；EPICS 
XL/XL-MCL 流式细胞仪（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BIO-RAD 电泳系统、凝胶成像系统 Biorad GelDoc 
XR（伯乐公司）；IX83 倒置显微镜（奥林巴斯公
司）；Transwell 小室（康宁公司）；二氧化碳细胞培
养箱（ESCO 公司）；CCK-8 试剂盒（七海复泰公
司）；高糖 DMEM 培养基（Hyclone 公司）；胎牛血
清（Biological Industries 公司）；替莫唑胺（默克公
司，批号：MFCD00866492）；对照品重楼皂苷Ⅶ（宝
鸡辰光，批号 ：HP049264，纯度≥ 98%）、p21 抗
体（批号 ：10355-AP）、p27 抗体（批号 ：25614-1-
AP）、N-cadherin 抗体（批号 ：22018-1-AP）、β-catenin

抗 体（批 号 ：51067-2-AP）、smad2 抗 体（批 号 ：
12570-1-AP）、Cyclin D1 抗体（批号 ：26939-1-AP）
（武汉三鹰）；GAPDH 抗体（Santa Cruz 公司，批
号 ：sc-32233）；TGF-β Receptor 1 抗体（TGF-β R1，
Servicebio 公司，批号 ：GB11271）；其他试剂均为
分析纯。U87 细胞（目录号：TCHu138）和 SHG44
细胞（目录号：TCHu44）（上海细胞库）；替莫唑胺
耐药株 U87R 和 SHG44R 为自培养。
2　方法
2.1　药物浓度倍增法培育耐药株及流式检测凋亡
　　取生长状态良好的 SHG44 细胞，加入含 1 
μg·mL－ 1 替莫唑胺的高糖 DMEM 培养基，37℃、
5%CO2 培养箱中培养。2 ～ 3 d 换一次含药培养
基，待细胞恢复生长且状态良好后，继续倍增
浓度重复前面操作，直到药物质量浓度达到 256 
μg·mL－ 1。得到稳定耐药细胞株命名为 SHG44R，
日常保持在 50 μg·mL－ 1 的替莫唑胺培养基中保
持耐药性，使用前一周换成正常培养基。同方法
的 U87R 细胞株课题组已在稍早前培育成功 [24]，
本试验中直接使用。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 SHG44R 和 U87R 细胞接
种到六孔板中，2.5×105 个每孔，37℃、5%CO2

培养箱中培养，当生长密度约为 80% 时，分别加
入用 DMEM 培养基配制的替莫唑胺（100 和 200 
μg·mL－ 1），继续培养 24 h，胰酶消化收集细胞，
1000 r·min－ 1 离心 3 min，加入 1 mL 预冷的 PBS 
清洗两次 , 再加入 2.5mL 含血清培养基重悬浮，及
时送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2.2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六孔板铺板同“2.1”项下方法，待 SHG44R
和 U87R 细胞生长密度约为 80% 时，吸弃有血清
培养基，分别加入无血清 DMEM 含药培养基（含
重 楼皂苷Ⅶ 0 和 5 μg·mL－ 1）；SHG44、U87 细
胞同样在生长密度约 80% 时吸弃有血清培养基，
加入不含药无血清 DMEM 培养基同步化培养 24 
h。检测前，每种细胞均吸弃无血清培养基，换
回有血清培养基，但 SHG44、U87 加入不含药有
血清 DMEM 培养基，SHG44R 和 U87R 加入含重
楼皂苷Ⅶ（0 和 5 μg·mL－ 1）有血清 DMEM 培养
基，整体恢复 3 h 时用胰酶消化收集细胞，1000 
r·min－ 1 离心 3 min，弃上清液，加入 1 mL 预冷
的 PBS 清洗两次，再加入预冷的 1 mL PBS 和 2 
mL 无水乙醇固定 4℃过夜，送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周期。
2.3　CCK-8 检测细胞增殖
　　取生长状态良好且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SHG44R
和 U87R 细胞，铺 96 孔板，5×103 个每孔，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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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100 μL DMEM 培养基，置于 37℃、5%CO2

培养箱中，待细胞生长密度约为 80% 时使用，以
重 楼皂苷Ⅶ（0.125、0.25、0.5、1、2、4、8 和
16 μg·mL－ 1）处理 24 h，每个剂量设置 4 个复
孔。检测时每孔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继续培养 2 
h，酶标仪分别检测各孔在 4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OD450）。GraphPad Prism 8.0 计算 IC50。
2.4　细胞划痕创口愈合实验和 Transwell 迁移实验
2.4.1　细胞划痕创口愈合实验　分别取对数生
长 期 SHG44R 和 U87R 细 胞 接 种 到 六 孔 板 中，
2.5×105 个每孔，37℃、5%CO2 培养箱中培养，
当细胞贴壁数量达到一定量时，用 10 μL 移液枪的
枪头在每个孔的中心划痕，用 PBS 洗涤两次，洗
掉划痕处漂浮细胞，用不同剂量重楼皂苷Ⅶ（0、
2.5 和 5 μg·mL－ 1）处理细胞，用倒置显微镜在不
同时间点（0 和 24 h）拍照，观察划痕处愈合程度。
2.4.2　Transwell 迁移实验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
SHG44R 和 U87R 细胞接种到 Transwell 上室，细胞
密度 5×104 个·mL － 1，上室加入 200 μL 无血清
DMEM 培养基，下室加入 700 μL 无血清 DMEM
培养基，分别用不同剂量的重楼皂苷Ⅶ（0、2.5 和
5 μg·mL－ 1）进行处理，在培养箱中培养 24 h，用
棉签轻轻擦去上室面细胞，将小室下表面放在 4%
多聚甲醛中固定 15 min，用 0.1% 结晶紫染色 20 
min，随机视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2.5　蛋白印迹（Western blot）
　　对数期 SHG44R 和 U87R 细胞中加入不同剂量
的重楼皂苷Ⅶ（0、5 和 10 μg·mL－ 1）处理 24 h，
预冷 PBS 缓冲液清洗，胰酶消化、离心，预冷 PBS
清洗两次，加入 100 μL 的 RIPA 裂解液（100∶1 的
比例加入蛋白酶抑制剂配制），轻轻吹打混匀后置
于冰上裂解 30 min，4℃、12 000 r·min－ 1 离心 15 
min，收集上清液。各取小部分上清液进行蛋白定
量，剩余样本按体积 1∶4 的比例加入适量 5×上
样缓冲液，置于 99℃加热 10 min 使蛋白变性，即
得蛋白样品，置于－ 80℃保存。电泳时制备 4% 浓
缩胶，12% 分离胶，每孔上样量为 10 μL，100 V 跑
至分离胶 4/5 处停止，PVDF 膜标记并用甲醇活化
后贴于胶面再于 200 mA 转膜 80 min，5% 脱脂奶粉
封闭 1 ～ 2 h，PBS 清洗，一抗 4℃孵育过夜。根
据一抗种属选择相应的二抗，摇床室温孵育 2 h 后，
用 PBST 清洗条带 3 次，加入显色液使用凝胶成像
系统进行发光显色。
2.6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 Graphprism pad 软件完成，数据
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通过单因素方
差分析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重楼皂苷Ⅶ剂量依赖性抑制耐药胶质瘤细胞
增殖
　　 流 式 细 胞 检 测 凋 亡 发 现，SHG44R 对 200 
μg·mL－ 1 替莫唑胺诱导凋亡的作用不敏感（见图 1），
表明耐药株建立。U87R 和 SHG44R 细胞给予梯度
质量浓度重楼皂苷Ⅶ处理，CCK-8 检测结果表明重
楼皂苷Ⅶ剂量依赖性抑制耐药胶质瘤细胞增殖，IC50

分别为 2.502 μg·mL－ 1 和 3.219 μg·mL－ 1（见图 2）。

图 1　替莫唑胺对 SHG44R 细胞凋亡的影响（24 h）

Fig 1　Effect of temozolomide on SHG44R apoptosis（24 h）

图 2　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24 h，
**P ＜ 0.01，***P ＜ 0.001）

Fig 2　Inhibition of polyphyllin Ⅶ on U87R and SHG44R（24 h，
**P ＜ 0.01，***P ＜ 0.001）

3.2　重楼皂苷Ⅶ抑制耐药胶质瘤细胞迁移

　　U87R 和 SHG44R 细胞划痕创口愈合（见图

3）及 Transwell 小室实验（见图 4）表明，重楼皂

苷Ⅶ可剂量依赖性抑制耐药胶质瘤细胞迁移，其

分子机制涉及下调 EMT 相关蛋白 N-cadherin、
β-catenin、TGF-β R1 和 smad2（见图 5）。
3.3　重楼皂苷Ⅶ打破耐药胶质瘤细胞的周期阻滞
　　流式细胞检测表明，与亲代非耐药胶质瘤相
比，耐药胶质瘤 U87R 和 SHG44R 具有自发性周
期阻滞现象，重楼皂苷Ⅶ打破了这种自发性周期
阻滞（见图 6），分子机制涉及下调周期抑制蛋白



480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P21、P27，上调 Cyclin D1（见图 7）。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自培育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株
SHG44R 和 U87R[24]，发现重楼皂苷Ⅶ可抑制耐
药胶质瘤细胞增殖。同时考察了重楼皂苷Ⅶ对耐
药胶质瘤细胞迁移的作用机制。划痕创口愈合与
Transwell 小室实验表明重楼皂苷Ⅶ可抑制耐药胶
质瘤细胞迁移及下调迁移相关蛋白。文献报道肿
瘤细胞在对抗化疗药物压力时，可通过主动周期
阻滞从而保持更高启动潜能，使其在化疗结束后
发挥高度侵袭性的生长潜力 [22-23]。我们在检测流
式周期时，也发现了自培育耐药胶质瘤细胞与亲
代非耐药株相比具有 G1 期阻滞现象，而重楼皂
苷Ⅶ可打破这一阻滞。对非耐药株，皂苷（包括
重楼皂苷Ⅶ）通常可诱导其周期阻滞 [7，11，25-27]。
重楼皂苷Ⅶ对胶质瘤耐药、非耐药细胞周期的不
同调控的现象，以及相关机制研究，特别是对与
此相关的功能基因和药物靶标层面的研究，对于
进一步探讨重楼皂苷Ⅶ抗胶质瘤的作用机制，以

图 5　不同浓度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迁移相关蛋白

N-cadherin，β-catenin，TGF-β R1 和 smad2 的影响（24 h，**P ＜ 0.01，
***P ＜ 0.001）
Fig 5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olyphyllin Ⅶ on N-cadherin，
β-catenin，TGF-β R 1 and smad2 protein in U87R and SHG44R（24 h，
**P ＜ 0.01，***P ＜ 0.001）

图 6　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的周期阻滞的影响（24 h，
*P ＜ 0.05）
Fig 6　Effect of polyphyllin Ⅶ on the cell cycle arrest in U87R and 
SHG44R（24 h，*P ＜ 0.05）

图 7　不同浓度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中 P21、P27 及 Cyclin 
D1 的影响（24 h，***P ＜ 0.001）
Fig 7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olyphyllin Ⅶ on P21 and 
P27，and Cyclin D1 in U87R and SHG44R（24 h，***P ＜ 0.001）

图 3　不同浓度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细胞划痕创口愈合

的抑制作用（*P ＜ 0.05）
Fig 3　Inhibi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olyphyllin Ⅶ on wound 
healing of U87R and SHG44R（*P ＜ 0.05）

图 4　不同浓度重楼皂苷Ⅶ对 U87R 和 SHG44R 迁移的抑制作用（24 
h，×100）
Fig 4　Inhibi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olyphyllin Ⅶ on 
migration of U87R and SHG44R（24 h，×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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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重楼皂苷Ⅶ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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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HPLC-LTQ-Orbitrap MSn 的苦碟子醇提物 
不同洗脱部位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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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 线性离子阱 - 串联静电场轨道阱质谱（UHPLC-LTQ-
Orbitrap MSn）对苦碟子药材醇提物不同洗脱部位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方法　采用

Acquity UHPLC BEH C18 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以乙腈（A）-0.1% 甲酸 - 水溶

液（B）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在负离子模式下，分别对苦碟子药材醇提物经大孔吸附树脂

分离的 30%、50%、70% 和 95% 乙醇洗脱部位进行数据采集。根据高分辨质谱提供的准分子

离子峰和多级质谱碎片，获取目标化合物的精确分子量和结构信息，并结合保留时间、ClogP
值、对照品分析、参考文献等相关数据对化合物进行鉴别。结果　分别在 30%、50%、70% 和

95% 乙醇洗脱部位中鉴定出 36、56、33 和 15 个化合物，包括核苷类、黄酮类、有机酸类、倍

半萜内酯类、三萜类、苯丙素类等共 80 个化学成分，其中 5 个为共有成分，分别为木犀草素、

芹菜素、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苷、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苷和七叶内酯。结论　该研究

较为全面地表征了苦碟子药材醇提物的化学成分基础，并分析了其不同洗脱部位化学成分的

差异，为进一步阐明苦碟子的药效物质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苦碟子醇提物；超高效液相色谱 - 线性离子阱 - 串联静电场轨道阱质谱；化学成分；

核苷类；黄酮类；有机酸类；倍半萜内酯类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482-12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02

Chemical compositions in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of Ixeris sonchifolia 
(Bunge) Hance alcohol extract by UHPLC-LTQ-Orbitrap MSn

ZHAO Yuan-yuan1, REN Yi-ran1, LIU Zhao-wei1, LIU Jie2, LIU Zhen-qing2*, LIU Ying2, 3* (1.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3.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Manufacturing Process Control and Quality Evaluation,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by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quipped with linear ion trap-
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 (UHPLC-LTQ-Orbitrap MSn). Methods  An Acquity UHPLC BEH C18 
column (2.1 mm×100 mm, 1.7 μm) was used for the gradient elution with acetonitrile and water (0.1% 
formic acid).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separated by macroporous resin column from Ixeris sonchifolia
（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were analyzed in a negative ion mode. Components of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were identified by the mass spectra. The chromatographic 
behaviors of the compounds were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retention time, ClogP, accurate mass 
measurements and mass fragmentation patterns. Results  Totally 80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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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碟子，来源于菊科植物抱茎苦荬菜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的全草，又名苦荬菜、
满天星，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产于我国东北、华
北等地。据《内蒙古中草药》记载，苦碟子味苦、
性寒，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排脓之功效 [1]。
苦碟子含有多种类型化学成分，主要活性成分为
核苷类（腺苷等）、有机酸类（绿原酸、阿魏酸等）、
黄酮类（芹菜素、木犀草素等）、倍半萜内酯类
（Ixerin Z、Sonchifoliasolide B 等）以及三萜类（抱
茎苦荬菜皂苷、齐墩果酸等）化合物等 [2]。现代药
理学研究表明，苦碟子具有增加脑血流量、增加
冠脉血流量、镇痛镇静、抗病毒、抗肿瘤、保肝、
调节血脂代谢等多种药理活性 [3]。目前，以其水
提物制备的苦碟子注射液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治
疗脑梗死、冠心病、肺源性心脏病、脑出血、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等 [4]，且其化学物质基础的研究
相对清晰和深入 [5-7]。而有研究表明，活性成分在
苦碟子醇提物中含量更高 [8]，且研究者发现苦碟
子醇提物中分离出的三萜皂苷类和倍半萜内酯类
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9]，其黄酮和木脂
素类化合物有成为天然抗氧化剂的潜力 [10]。因此，
苦碟子醇提物的化学物质基础亟待被阐明。
　　超高效液相色谱 - 线性离子阱串联静电场轨道
阱质谱（UHPLC-LTQ-Orbitrap MSn）具有良好的分
离效果及强大的结构表征能力，已广泛应用于中药
复杂成分的研究中 [11-13]。本研究利用 LTQ-Orbitrap
串联质谱将 LTQ 的灵敏快速和 Orbitrap 的高分辨、
高质量准确度结合起来，阐明苦碟子提取物经大孔
树脂分离的 30%、50%、70% 和 95% 乙醇洗脱部位
的化学成分及其差异，表征苦碟子醇提物复杂系统
的化学物质基础，为其活性部位的筛选提供依据。
1　材料

　　Ultimate 300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LTQ-Orbitrap 

XL 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离子源（ESI）、Xcalibur 2.1
化学工作站（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R200D
型分析天平（十万分之一，德国 Satorius 公司）。
　　3- 咖啡酰奎宁酸（批号：18030620）、4- 咖啡
酰奎宁酸（批号：18031001）、5- 咖啡酰奎宁酸（批
号：18032403）、阿魏酸（批号：18032601）、原
儿茶醛（批号：18031305）、3，4- 二咖啡酰奎宁
酸（批号：18031602）、3，5- 二咖啡酰奎宁酸（批
号：18031610）、4，5- 二咖啡酰奎宁酸（批号：
18031604）、咖啡酸（批号：18032003）、芹菜素（批
号：18032605）、木犀草素（批号：18012605）、芹
菜素 -7-O-β-D- 葡萄糖苷（批号：18012505）、木犀
草 -7-O-β-D- 葡萄糖苷（批号：17121210）、鸟苷（批
号：18031603）、腺苷（批号：18022801）对照品（成
都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均＞ 98%），木
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对照品（广州绿百
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HN156300U，纯度＞

98%）。苦碟子药材购自通云联商贸保定有限公司，
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刘颖副研究
员鉴定为菊科植物抱茎苦荬菜 Ixeris sonchifolia
（Bunge）Hance 的全草。乙醇（北京化工厂，分析
纯），娃哈哈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甲酸、乙腈（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质谱纯）。
2　方法

2.1　色谱条件

　　采用 Waters Acquity UPLC BEH C18 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柱温 35℃，流动相乙腈
（A）-0.1% 甲酸 - 水溶液（B），流速0.3 mL·min－1，
进样量 2 μL，不同洗脱部位采用不同洗脱梯度：
30% 乙醇部位洗脱程序（0 ～ 1 min，5%A；1 ～ 4 
min，5% ～ 10%A；4 ～ 28 min，10% ～ 30%A；
28 ～ 30 min，30% ～ 90%A；30 ～ 31 min，90%A；
31 ～ 33 min，90% ～ 5%A；33 ～ 35 min，5%A）；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These compounds covered nucleoside, flavonoids, 
organic acids, sesquiterpene lactones, triterpenoids and phenylpropanoids. Totally 36, 56, 33 and 
15 constituents were identified from 30%, 50%, 70% and 95% ethanol, respectively. Five common 
components (luteolin, apigenin, luteolin-7-O-β -D-glucoside, apigenin-7-O-β -D-glucoside and 
aesculolide) were shown in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Conclusi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are characterized,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is analyzed,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data for elucidating 
medicinal materials of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Key words: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UHPLC-LTQ-Orbitrap MSn; chemical 
component; nucleoside; flavonoid; organic acid; sesquiterpene lac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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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乙醇部位洗脱程序（0 ～ 1 min，5%A；1 ～ 4 
min，5% ～ 20%A；4 ～ 28 min，20% ～ 40%A；
28 ～ 30 min，40% ～ 90%A；30 ～ 31 min，90%A；
31 ～ 33 min，90% ～ 5%A；33 ～ 35 min，5%A）；
70% 乙醇部位洗脱程序（0 ～ 1 min，5%A；1 ～ 4 
min，5% ～ 40%A；4 ～ 28 min，40% ～ 60%A；
28 ～ 30 min，60% ～ 90%A；30 ～ 31 min，90%A；
31 ～ 33 min，90% ～ 5%A；33 ～ 35 min，5%A）；
95% 乙醇部位洗脱程序（0 ～ 1 min，5%A；1 ～ 2 
min，5% ～ 50%A；2 ～ 30 min，50% ～ 90%A；
30 ～ 31 min，90%A；31 ～ 33 min，90% ～ 5%A；
33 ～ 35 min，5%A）。
2.2　质谱条件

　　负离子检测模式，电喷雾离子源（ESI），鞘
气和辅助气均为氮气，纯度＞ 99%；鞘气流速
40 个单位，辅助气流速 20 个单位；碰撞气为氦
气，纯度＞ 99.99%；电离源电压 3.0 kV；离子源
温度 350℃；管透镜电压 110 V；干燥气流速 15 
L·min－ 1；碰撞电压 6 ～ 10 V；一级质谱图谱采
用傅里叶变换高分辨全扫描（FT），质量扫描范围
m/z 100 ～ 1200；检测分辨率 30 000；二级质谱数
据采用数据依赖型扫描（DDS），选取一级丰度最
高的3个离子进行碰撞诱导解离（CID）碎片扫描，
CID 激活单位 0.25 q，激活时间 30 ms，归一化碰
撞能量为 35%。对于未产生二级碎片的母离子采
取具有针对性的母离子列表扫描（PL）。
2.3　溶液的制备

2.3.1　供试品溶液　苦碟子药材中加入 70% 乙醇
回流提取 3 次：第一次 10 倍量 2 h，第二次 8 倍
量 1 h，第三次 8 倍量 1 h，药液过滤，合并 3 次
滤液，回收乙醇，浓缩至无醇味，得浓缩药液。
D101 大孔树脂预处理后，湿法装柱，上样。分
别经 3 倍柱体积的 30%、50%、70% 和 95% 乙醇
洗脱，收集各部位洗脱液，浓缩、干燥，得苦碟
子药材醇提物的 30%、50%、70% 和 95% 乙醇洗
脱部位干膏。分别称取各洗脱部位干膏适量，置
10 mL 量瓶中，分别加对应洗脱溶剂定容，混匀，
制成质量浓度为 24 mg·mL－ 1 的苦碟子不同洗
脱部位的溶液，超声处理 10 min，放冷，13 000 
r·min－ 1 离心 15 min，过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
滤液即为苦碟子醇提物不同洗脱部位供试品溶液。
2.3.2　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称取 3- 咖啡酰奎宁
酸、4- 咖啡酰奎宁酸、5- 咖啡酰奎宁酸、3，4- 二
咖啡酰奎宁酸、3，5- 二咖啡酰奎宁酸、4，5- 二咖
啡酰奎宁酸、咖啡酸、阿魏酸、芹菜素、芹菜素 -7-

O-β-D- 葡萄糖苷、木犀草素、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苷、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鸟
苷、腺苷和原儿茶醛对照品适量，置 10 mL 量瓶中，
分别加入 30%、50%、70% 和 95% 乙醇溶解，制成
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量取上述各对照品溶液 0.5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入对应浓度的乙醇制成
各成分质量浓度为 30 μg·mL－ 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4　质谱数据分析

　　分别从国内外专业数据库（PubMed，知网
等）相关研究文献中获得苦碟子药材中 130 个成
分的信息，建立苦碟子药材化学成分数据库。采
用高分辨数据处理软件 QualBrowser of Xcalibur 
2.1（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根据各成分碳、
氢、氧原子的个数计算精确相对分子质量，依据
测定相对分子质量与理论精确相对分子质量的偏
差小于 5 的原则，确定各色谱峰对应化合物的分
子式，在已建立的苦碟子药材化学成分数据库中
检索匹配的化合物。根据对照品确定每类化合物
的裂解规律和诊断离子，结合特征性多级质谱裂
解碎片信息、相对丰度或参考文献等，进一步推
测化合物结构。对于裂解规律一致的同分异构体，
采用 ChemBioDraw Ultra 14.0 软件给出的有机化
合物疏水常数（ClogP）对极性进行判断，同时结
合化合物的保留时间进行推测。
3　结果

　　采用上述经优化的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条件，
采集苦碟子醇提物不同洗脱部位负离子模式下
的 UHPLC-LTQ-Orbitrap MSn 数据，分别在 30%、
50%、70% 和 95% 乙醇洗脱部位中鉴定出化合物
36、56、33 和 15 个，共计 80 个，见表 1[14-45]。
各化合物的位置分别在基峰离子流图（BPI）中进
行了标记，见图 1。
3.1　核苷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3 个核苷类化合
物 [14]，即化合物 1 ～ 3。核苷类为水溶性成分，
仅在 30% 乙醇洗脱部位被检测到。通过与对照
品的保留时间和质谱数据比对，化合物 1 和 3 分
别鉴定为鸟苷和腺苷。鸟苷和腺苷准分子离子
分 别 为 m/z 282.0837 [M-H] －，m/z 266.0885 [M-
H] －，丢失一分子核糖后，分别得到碎片离子 m/
z 150 [M-H-Rib] －，m/z 134 [M-H-Rib] －。 腺 苷
的裂解方式见图 2。化合物 2 的准分子离子为 m/
z 241.0819 [M-H] －，丢失一分子脱氧核糖得到碎
片离子 m/z 125 [M-H-Derib] －。结合参考文献 [14]，
推断化合物 2 为胸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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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苦碟子醇提物中化学成分的 UHPLC-LTQ-Orbitrap MSn 鉴定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by UHPLC-LTQ-Orbitrap MSn

化合物 tR/min 鉴定成分 分子式

理论值

[M-H] －

（m/z）

实测值

[M-H] －

（m/z）

误差

（δ）
MS2 碎片离子信息

不同极性部位
化合物

分类

参考

文献A B C D

1* 0.95 鸟苷 C10H13O5N5 282.0832 282.0837 1.58 149.9625，132.9389 ＋ － － － 核苷 [14]
2 1.03 胸苷 C10H14O5N2 241.0818 241.0819 0.01 125.02448 ＋ － － － 核苷 [14]
3* 1.25 腺苷 C10H13O4N5 266.0883 266.0885 0.21 134.0472，119.0342 ＋ － － － 核苷 [14]
4* 4.78 咖啡酸 C9H8O4 179.0338 179.0347 0.83 134.9064，149.0669 － ＋ － － 有机酸 [17-18]
5* 3.75 3- 咖啡酰基奎宁酸 C16H18O9 353.0867 353.0867 － 0.01 190.9723，178.9535，

135.0316，126.9852，
173.0044

＋ － － － 有机酸 [17-18]

6* 5.74 5- 咖啡酰基奎宁酸 C16H18O9 353.0867 353.0865 － 0.16 190.9367，172.9447，
178.9389，134.8889，
126.9735

＋ － － － 有机酸 [17-18]

7* 6.31，4.98 4- 咖啡酰基奎宁酸 C16H18O9 353.0867 353.0864 － 0.79 173.0088，179.0653，
190.9670，134.8661，
126.9032

＋ ＋ － － 有机酸 [17-18]

8* 14.74，7.28 3，4- 二咖啡酰基奎宁酸 C25H24O12 515.1184 515.1189 1.08 353.1740，335.2506，
172.9343，190.9932，
178.9199

＋ ＋ － － 有机酸 [17-18]

9* 15.03，7.44 3，5- 二咖啡酰基奎宁酸 C25H24O12 515.1184 515.1192 1.55 353.1416，335.2243，
178.9913，190.9797

＋ ＋ － － 有机酸 [17-18]

10* 17.42，8.15 4，5- 二咖啡酰基奎宁酸 C25H24O12 515.1184 515.1189 0.97 353.1524，335.2575，
172.9678，191.0606

＋ ＋ － － 有机酸 [17-18]

11 6.22 咖啡酸酐 C18H14O7 341.0655 341.0658 0.74 323.2537，297.2859，
135.0569，179.0239

－ － ＋ － 有机酸 [17-18]

12* 6.72 阿魏酸 C10H10O4 193.0495 193.0497 1.22 148.9787，178.0009 － ＋ － － 有机酸 [17-18]
13 5.92 3- 阿魏酰基奎宁酸 C17H20O9 367.1023 367.1022 － 0.19 192.9945，172.8985，

149.0632，178.0346
－ ＋ － － 有机酸 [20]

14 10.03 5- 阿魏酰基奎宁酸 C17H20O9 367.1023 367.1025 0.58 190.9325，193.0605，
173.0560，148.9353

－ ＋ － － 有机酸 [20]

15 2.36 香草酸 C8H8O4 167.0338 167.0346 4.52 151.9472，138.9520，
148.8305

＋ － － － 有机酸 [21]

16 10.39，6.36 菊苣酸 C22H18O12 473.0714 473.0717 0.63 311.0013，293.0808，
178.9905，148.9752

＋ ＋ － － 有机酸 [22]

17 13.22 4- 羟基肉桂酸 C9H8O3 163.0389 163.0396 4.41 118.8751，134.9474 ＋ － － － 有机酸 [15]
18 4.10，8.69 原儿茶酸乙酯 C9H10O4 181.0495 181.0503 4.67 162.9411，134.9533 ＋ ＋ － － 有机酸 [16]
19 23.80 棕榈酸 C16H32O2 255.2318 255.2330 4.60 237.2862，212.9304，

150.8556，187.0291，
145.0186，168.9726

－ － － ＋ 有机酸 [23]

20 20.83 亚油酸 C18H32O2 279.2318 279.2330 4.42 162.982，261.220 － － － ＋ 有机酸 [23]
21* 21.41，11.11，

6.00，4.16
木犀草素 C15H10O6 285.0393 285.0399 2.05 242.9833，241.1196，

217.0558，199.0383，
174.9084，150.9541，
257.1585，132.8712

＋ ＋ ＋ ＋ 黄酮 [24]

22* 25.53，14.05，
6.52，4.40

芹菜素 C15H10O5 269.0444 269.0449 1.86 240.9628，225.1033，
227.0105，182.8081，
201.0117，151.0273，
148.9479

＋ ＋ ＋ ＋ 黄酮 [24]

23* 13.21，6.81，
5.02，3.74

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苷 C21H20O11 447.0921 447.0926 0.97 285.0740，151.0812，
132.8881

＋ ＋ ＋ ＋ 黄酮 [25]

24* 15.88，8.37，
5.32，3.83

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苷 C21H20O10 431.0972 431.0979 1.67 269.0475，150.9182，
183.0488，149.0275

＋ ＋ ＋ ＋ 黄酮 [25]

25* 13.06 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

苷

C21H18O12 461.0714 461.0717 0.71 285.1198 ＋ － － － 黄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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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tR/min 鉴定成分 分子式

理论值

[M-H] －

（m/z）

实测值

[M-H] －

（m/z）

误差

（δ）
MS2 碎片离子信息

不同极性部位
化合物

分类

参考

文献A B C D

26 13.63 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 C21H18O11 445.0765 445.0769 0.88 269.1153 ＋ － － － 黄酮 [25]
27 16.74 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

苷甲酯

C22H20O12 475.0871 475.0874 0.753 299.1416，285.1337 ＋ － － － 黄酮 [26]

28 16.10 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

甲酯

C22H20O11 459.0921 459.0901 － 4.50 327.1983，269.3598 ＋ － － － 黄酮 [26]

29 16.89，10.09 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

苷乙酯

C23H22O12 489.1027 489.1033 1.12 285.0047，313.0936 ＋ ＋ － － 黄酮 [26]

30 10.86，6.11，
4.73

木犀草素 -7-O- 龙胆二糖苷 C27H30O16 609.1450 609.1446 － 0.59 285.0360 ＋ ＋ ＋ － 黄酮 [26]

31 22.60 刺槐素 -7-O- 芸香糖苷 C28H32O14 591.1708 591.1706 － 0.31 283.1177，267.9120，
576.4531

＋ － － － 黄酮 [27]

32 15.66 异鼠李素 -3-O-β-D- 葡萄糖苷 C22H22O12 477.1027 477.1032 1.09 315.1221，300.1449，
462.1204，341.1961，
179.1619

＋ － － － 黄酮 [28]

33 14.59，7.51 ixerin Z C21H26O9 421.1493 421.1499 0.59 241.0850，259.0318，
215.0639，197.0843，
200.1062，187.0686

＋ ＋ － － 倍半萜

内酯

[30]

34 14.34，7.33 sonchifoliactone A C21H26O9 421.1493 421.1502 0.94 215.1326，241.3954，
259.2861，197.9326，

＋ ＋ － － 倍半萜

内酯

[31]

35 5.61 ixerin Z1 C30H34O10 553.2068 553.2053 － 2.61 421.2558，241.0537，
259.0528，215.1886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36 10.89 苦荬菜内酯 B C29H32O11 555.1860 555.1861 0.02 421.2998，241.2181，
215.1785，258.8739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37 11.76，6.68，
8.68

苦荬菜内酯 D C21H28O10 439.1598 439.1601 0.23 160.9871，261.2146，
421.2809，241.0379，
259.0194，215.0575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38 7.5，8.83 3-hydroxydehydroleucodin C15H16O4 259.0964 259.0970 0.54 215.0912，186.9824，
197.0114，200.0792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39 5.47，6.69 苦荬菜内酯 E C15H18O5 277.1070 277.1076 0.55 233.101，259.076，
215.152，203.103，
205.1730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40 6.76，5.06 11，13-dihydro-13-prolyl-ixerin 
Z

C26H35O11N 536.2126 536.2127 0.07 421.2335，241.0443，
215.0615，259.1382，
377.2057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41 15.14 ixerin Z2 C30H34O12 585.1966 585.1972 0.62 259.0314，325.1713，
215.0910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42 8.01，5.55 苦荬菜内酯 C C21H28O11 455.1547 455.1529 － 1.84 409.2302，293.1419，
248.9942，231.2059，
275.0718，257.1704，
239.1034，437.2281

＋ ＋ － － 倍半萜

内酯

[32]

43 9.15，5.82 9α-hydroxyzaluzalin C C15H18O4 261.1121 261.1127 0.65 243.1606，187.0282，
217.0922，198.9852，
201.9225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44 9.69，6.82 sonchifoliasolide D C15H18O4 261.1121 261.1125 0.44 162.8843，217.0017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45 10.98，7.37 sonchifoliasolide F C15H18O4 261.1121 261.1127 0.56 217.1900，243.0818，
199.1300，233.0455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46 14.90，7.56 11-epi-8-desoxyartelin C15H18O4 261.1121 261.1122 0.38 162.9197，199.1335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47 15.59，7.73 苦荬菜内酯 A C15H18O4 261.1121 261.1123 0.16 163.0399，217.1230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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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tR/min 鉴定成分 分子式

理论值

[M-H] －

（m/z）

实测值

[M-H] －

（m/z）

误差

（δ）
MS2 碎片离子信息

不同极性部位
化合物

分类

参考

文献A B C D

48 6.87，5.06 ixerin X C21H28O9 423.1649 423.1655 0.57 261.078，217.0214，
199.0085，243.0502，
187.1177，160.9234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49 11.13，6.19 11，13α-dihydroixerin Z C21H28O9 423.1649 423.1651 0.20  261.0785，217.0791，
198.9445，243.1490，
160.9787，379.2991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50 12.15，6.61 sonchifoliasolide M C21H28O9 423.1649 423.1657 0.83 217.0997，261.0827，
199.0487，243.0825，
160.9739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51 13.03，7.19 ixerinoside C21H28O9 423.1649 423.1659 0.99 160.8899，178.8956，
261.2669

－ ＋ ＋ － 倍半萜

内酯

[33]

52 9.25 ixerin ZA C30H34O11 569.2017 569.1999 － 0.44 245.0634，198.9803，
217.0734

－ ＋ － － 倍半萜

内酯

[34]

53 8.76 15-hydroxy-2-oxo-1α，5α，6β，
7α，10α，11βH-3-ene-12，
6-carbolactone isomer1

C15H20O4 263.1277 263.1281 0.38 219.1249，201.0794，
204.0703，245.1068

－ ＋ － － 倍半萜

内酯

[35]

54 9.17 15-hydroxy-2-oxo-1α，5α，6β，
7α，10α，11βH-3-ene-12，
6-carbolactone isomer 2

C15H20O4 263.1277 263.1283 0.60 219.0506，201.0217，
204.0535，245.1414

－ ＋ － － 倍半萜

内酯

[35]

55 10.64 15-hydroxy-2-oxo-1α，5α，6β，
7α，10α，11βH-3-ene-12，
6-carbolactone isomer 3

C15H20O4 263.1277 263.1285 0.78 152.9410，219.0904，
245.2025，200.9324

－ ＋ － － 倍半萜

内酯

[35]

56 11.22 15-hydroxy-2-oxo-1α，5α，6β，
7α，10α，11βH-3-ene-12，
6-carbolactone isomer 4

C15H20O4 263.1277 263.1288 1.06 219.0418，245.0872，
200.9820

－ ＋ － － 倍半萜

内酯

[35]

57 15.33 15-hydroxy-2-oxo-1α，5α，6β，
7α，10α，11βH-3-ene-12，
6-carbolactone isomer 5

C15H20O4 263.1277 263.1281 0.35 219.1623，201.2621，
204.2135，245.0675

－ ＋ － － 倍半萜

内酯

[35]

58 6.42 11，13-dihydro ixerinoside C21H30O9 425.1806 425.1812 0.60 381.2223，407.2079，
160.9069，425.3787

－ ＋ － － 倍半萜

内酯

[36]

59 7.12 1（10）E-4Z-3α-hydroxy-
germacra-1（10），4，11
（13）-trien-6，12-olide-14-O-
β-D-glucopyranoside

C21H30O9 425.1806 425.1813 0.73 263.1763，381.2719，
219.1718，160.9699，
201.0607，191.0788

－ ＋ － － 倍半萜

内酯

[36]

60 8.45 sonchifoliasolide N C21H30O9 425.1806 425.1807 0.18 217.0802，397.3383，
381.4176，160.9103，
263.1326，218.9423

－ ＋ － － 倍半萜

内酯

[36]

61 8.73，7.43，
5.16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isomer 1

C15H22O3 249.1485 249.1486 0.75 231.0644，205.0952，
112.8087，187.1413

－ ＋ ＋ ＋ 倍半萜

内酯

[37]

62 9.08，8.46，
6.07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isomer 2

C15H22O3 249.1485 249.1492 0.71 231.1215，204.9694，
112.8748，187.0670

－ ＋ ＋ ＋ 倍半萜

内酯

[37]

63 9.32，8.86，
6.53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isomer 3

C15H22O3 249.1485 249.1485 － 0.01 231.0803，112.8321，
205.0531，187.0425

－ ＋ ＋ ＋ 倍半萜

内酯

[37]

64 9.67，9.75，
10.37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isomer 4

C15H22O3 249.1485 249.1489 0.47 231.1137，205.1126 － ＋ ＋ ＋ 倍半萜

内酯

[37]

65 10.00，19.22，
13.41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isomer 5

C15H22O3 249.1485 249.1488 0.31 231.0367，112.8120，
205.0866，187.1329

－ ＋ ＋ ＋ 倍半萜

内酯

[37]

66 29.07，17.57 齐墩果酸 C30H48O3 455.3519 455.3526 0.66 407.4558，392.8099，
246.9978，207.0420，
201.9056，188.8137 

－ － ＋ ＋ 三萜 [38-39]

67 9.16 抱茎苦荬菜皂苷 A C41H66O13 765.4419 765.4408 － 1.17 603.2392，471.4506 － － ＋ － 三萜 [32]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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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tR/min 鉴定成分 分子式

理论值

[M-H] －

（m/z）

实测值

[M-H] －

（m/z）

误差

（δ）
MS2 碎片离子信息

不同极性部位
化合物

分类

参考

文献A B C D

68 6.69 抱茎苦荬菜皂苷 B C54H88O23 1103.5632 1103.5627 － 0.53 － － － ＋ － 三萜 [32]
69 6.46 抱茎苦荬菜皂苷 C C48H78O19 957.5053 957.5058 0.50 － － － ＋ － 三萜 [32]
70 5.28 抱茎苦荬菜皂苷 D C53H86O23 1089.5476 1089.5505 2.93 － － － ＋ － 三萜 [32]
71 6.05，5.06，

6.00，5.04
七叶内酯 C9H6O4 177.0182 177.0190 0.81 132.8155，148.9030，

159.0455
＋ ＋ ＋ ＋ 苯丙素 [40]

72 15.88，7.70，
6.31

丁香脂素 C22H26O8 417.1543 417.1541 － 0.25 349.3329，387.5605，
181.4032，166.0541

＋ ＋ ＋ － 苯丙素 [41]

73 7.04，23.86 1β，2α，3β，4α-1，2- 二甲

基 -3，4- 二苯基（2、4、5-
三甲氧基苯）- 环丁烷

C24H32O6 415.2115 415.2132 0.72 329.2530，351.4585，
268.2189，296.0988

－ － ＋ ＋ 苯丙素 [41]

74 10.48，6.96，
4.79

苦荬菜木脂素 A C26H36O12 539.2123 539.2138 1.57 493.2413，509.3674，
377.0742，152.8578

＋ ＋ ＋ － 苯丙素 [41]

75 10.85，7.48，
5.13

苦荬菜木脂素 B C26H36O12 539.2123 539.2133 1.02 377.2081，508.3366 ＋ ＋ ＋ － 苯丙素 [41]

76 12.89 4，8-（3’- 甲氧基，4’- 羟
基）- 二苯基 -2，6- 二羟基双

四氢呋喃木脂素

C20H22O8 389.1230 389.1241 1.09 313.2358，374.3616，
150.5052

－ ＋ － － 苯丙素 [41]

77 30.18 胡萝卜苷 C35H60O6 575.4306 575.4303 － 0.26 295.2923，278.3095，
412.7796

－ － ＋ － 其他 [42]

78 4.98 东莨菪素 C10H8O4 191.0338 190.0263 0.28  175.9004，147.0115，
159.0661

－ ＋ － － 其他 [43]

79 31.45，22.37 6，10，14- 三甲基 -2- 戊烷酮 C18H36O 267.2682 267.2686 1.41 223.1161，249.1018，
216.9640，98.8270

－ － ＋ ＋ 其他 [44]

80* 4.52，4.30 原儿茶醛 C7H6O3 137.0233 137.0244 1.08 108.8475，121.9829，
92.9162，74.7270

＋ ＋ － － 其他 [45]

注：* 表示与对照品比对后鉴定（* indicates the compound was identified by comparison with reference standards）；极性部位 A ～ D 分别为

30%、50%、70%、95% 乙醇洗脱部位（polar part A ～ D represent 30%，50%，70%，95% ethanol elution part respectively）。

续表 1

3.2　有机酸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17 个有机酸类成
分 [15-23]，即化合物 4 ～ 20，基本结构为苯丙酸，
如咖啡酸、阿魏酸、4- 羟基桂皮酸、咖啡酸酐。
此类化合物易丢失中性碎片 CO2（44 Da）分别产
生二级碎片离子 m/z 135，m/z 149，m/z 119，m/
z 297；与奎宁酸结合易缩合为酯类化合物，如
3- 咖啡酰奎宁酸，5- 咖啡酰奎宁酸，4- 咖啡酰奎
宁酸，3，4- 二咖啡酰奎宁酸，3，5- 二咖啡酰奎
宁酸，4，5- 二咖啡酰奎宁酸，3- 阿魏酰奎宁酸，
5- 阿魏酰奎宁酸，此类化合物容易脱去咖啡酰
基（caffeoyl）或阿魏酰基（feruloyl）产生碎片离
子 m/z 191，脱去奎宁酸（quinic acid）产生碎片
离子 m/z 179 或 m/z 193，继续丢失中性碎片 CO2

（44 Da），H2O（18 Da），CO（28 Da），产生碎片
离子 m/z 135，m/z 173，m/z 127。如化合物 13、
14 互为同分异构体，具有相同的准分子离子 m/z 
367.10 [M-H] － 和 碎 片 离 子 m/z 149 [M-H-quinic 
acid-CO2]

－，m/z 178 [M-H-quinic acid-CH3]
－，在

二级质谱图中，化合物 13 产生基峰离子 m/z 193 
[M-H-quinic acid] －，化合物 14 产生基峰离子 m/z 
191 [M-H-feruloyl] －，结合参考文献 [20] 和碎片离
子的相对丰度，推断化合物 13 和 14 分别为 3- 阿
魏酰奎宁酸、5- 阿魏酰奎宁酸。5- 阿魏酰奎宁酸
的裂解途径见图 3。
3.3　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12 个黄酮类化合
物 [24-28]，即化合物 21 ～ 32，均在 30% 乙醇洗脱
部位被检测到，分为黄酮类和甲氧基取代黄酮类。
　　黄酮类包括木犀草素、芹菜素和以其为苷
元的黄酮苷类化合物，即化合物 21 ～ 30。该类
化合物均给出显著的分子离子峰 [M-H] －，其主
要裂解特征通常为 C 环开环，丢失中性碎片 CO
（28 Da），CO2（44 Da），H2O（18 Da）[24-25]。碎
片离子 m/z 285，m/z 151，m/z 133 和碎片离子 m/
z 269，m/z 151，m/z 149 可以分别作为以木犀草
素和芹菜素为苷元的黄酮类化合物的特征诊断
离子。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木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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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苦碟子醇提物不同洗脱部位的负离子模式 BPI 离子流图

Fig 1　Based peak ion chromatogram of four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from Ixeris sonchifolia（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at negative ion mode

A. 30% 乙醇洗脱部位（30% ethanol elution part）；B. 50% 乙醇洗脱部位（50% ethanol elution part）；C. 70% 乙醇洗脱部位（70% 
ethanol elution part）；D.95% 乙醇洗脱部位（95% ethanol elution part）

草 -7-O-β-D- 葡萄糖苷和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
苷 C-7 位的糖苷键易断裂，分别得到稳定的母核
碎片离子，即苷元木犀草素和芹菜素。如化合物
25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461.0717 [M-H] －，丢失
一分子葡萄糖醛酸取代基（GlcA，176 Da）后产
生碎片离子 m/z 285 [M-H-GlcA] －。化合物 25 与
对照品的保留时间比对后，鉴定为木犀草素 -7-O-

图 2　负离子模式下腺苷的裂解途径

Fig 2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adenosine at negative ion mode

图 3　负离子模式下 5- 阿魏酰奎宁酸的裂解途径

Fig 3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5-feruloylqunic acid at negative ion mode

β-D- 葡萄糖醛酸苷，裂解方式见图 4。
　　化合物 31 和 32 为甲氧基取代黄酮类化合
物，此类化合物易丢失甲基自由基（15 Da）。化
合物 31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591.1706 [M-H]－，丢

失端基脱氧六碳糖基（146 Da）和葡萄糖基（162 
Da）后产生二级碎片离子 m/z 283 [M-H-C6H10O4-
Glc]－，进一步脱去甲基（15 Da）生成碎片离子 m/
z 268 [M-H-146-Glc-CH3]

－。结合参考文献 [27]，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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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化合物 31 为刺槐素 -7-O- 芸香糖苷。化合物 32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477.1032 [M-H] －，脱去葡萄
糖基（162 Da）产生碎片离子 m/z 315 [M-H-Glc]－，
脱去甲基（15 Da）后生成碎片离子 m/z 300 [M-H-
Glc-CH3]

－，黄酮母核 C 环开环产生开环离子 m/
z 341 [1，2A ＋ Glc] －，继续产生碎片离子 1，2A －。
与文献比对 [28]，推断化合物 32 为异鼠李素 -3-O-
β-D- 葡萄糖苷。
3.4　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33 个倍半萜内酯类
化合物 [30-36]，即化合物 33 ～ 65。苦碟子中倍半萜
内酯类化合物种类与数量较多，根据相关文献 [29]，
该类化合物母核以愈创木烷型和桉烷型为主。
　　化合物 33 ～ 60 是以愈创木烷型为母核的倍
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在负离子模式下其主要准分
子 离 子 有 m/z 421，m/z 423，m/z 555，m/z 553，
m/z 259，m/z 261，常丢失中性碎片 CO2（44 Da）
产生 γ- 内酯环特征碎片离子 m/z 217，m/z 219，
m/z 215， 丢 失 H2O（18 Da），CO（28 Da），Glc
（162 Da），CH3（15 Da）产生以 m/z 259，m/z 261，
m/z 217，m/z 197，m/z 241 为主的特征诊断离子。
如化合物 33 在负离子模式下，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421.1499 [M-H] －。二级碎片离子有：m/z 259 
[M-H-Glc] －，m/z 241 [M-H-Glc-H2O] －，m/z 215 
[M-H-Glc-CO2]

－，m/z 200 [M-H-Glc-CO2-·CH3]
－，

m/z 187 [M-H-Glc-CO2-CO] －，裂解方式见图 5。
结合参考文献 [30] 及质谱数据分析，推断化合物
33 为 ixerin Z。化合物 34 和 33 具有相同的准分
子离子和二级碎片离子，但化合物 33 的 ClogP 值
高于化合物 34，ClogP 值越小，在反相色谱上的
保留时间越短，结合参考文献 [31]，推断化合物 34
为 sonchifoliactone A。
　　化合物 61 ～ 65 是以桉烷型为母核的倍半萜
内酯类化合物。在负离子模式下主要产生以 m/z 

249，m/z 231，m/z 205 为主的特征离子。此类化合
物均产生 γ- 内酯环特征碎片 m/z 205 [M-H-CO2]

－，
化合物 61 ～ 65 具有相同的准分子离子 m/z 249 
[M-H] －和二级碎片离子 m/z 231 [M-H-H2O]－，m/z 
205 [M-H-CO2]

－，m/z 187 [M-H-CO2-H2O]－，结合
参考文献 [37]，推测其为 11β，13-dihydrosantamarine
的 5 个同分异构体。

图 5　负离子模式下 ixerin Z 的裂解途径

Fig 5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ixerin Z at negative ion mode

3.5　三萜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5 个三萜类成
分 [32，38-39]，即化合物 66 ～ 70。化合物 66 在负离
子模式下，准分子离子为 m/z 455.3526 [M-H] －。
二级质谱中，碎片离子为 m/z 407 [M-H-HCOOH-
2H] －，由于分子中存在 C12 双键，具环己烯结
构，C 环发生 RDA 裂解，产生碎片离子 m/z 207 
[M-H-C16H23O2]

－、m/z 247 [M-H-C14H23O] －。 根
据以上裂解方式，结合参考文献 [38-39] 及质谱数据
分析，推断化合物 66 为齐墩果酸。化合物 67 的
准分子离子为 m/z 765.4408 [M-H] －，二级质谱
中，丢失一分子葡萄糖基产生碎片离子 m/z 603 
[M-H-Glc] －，再丢失一分子阿拉伯糖基（Ara）
形成碎片离子 m/z 471 [M-H-Glc-Ara] －，结合参
考文献 [31]，推断化合物 67 为抱茎苦荬菜皂苷 A，
裂解方式见图 6。化合物 68 ～ 70 分别产生准分
子离子 m/z 1103.5627 [M-H] －，m/z 957.5058 [M-
H] － 和 m/z 1089.5505 [M-H] －，未检测到二级质
谱信号，结合参考文献 [32]，推断化合物 68 ～ 70
分别为抱茎苦荬菜皂苷 B、C、D。

图 6　负离子模式下抱茎苦荬菜皂苷 A 裂解途径

Fig 6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ixeris saponin A at negative ion mode

图 4　负离子模式下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的裂解途径

Fig 4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luteolin-7-O-β-D-glucuronide in 
nega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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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苯丙素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6 个苯丙素类成
分 [40-41]，即化合物 71 ～ 76。化合物 71 为香豆素
类化合物，在负离子模式下，准分子离子为 m/z 
177.0190 [M-H] －。二级质谱中，碎片离子有：m/
z 133 [M-H-CO2]

－，149 [M-H-CO] －，159 [M-H-
H2O] －，结合参考文献 [40]，推断化合物 71 为七叶
内酯。化合物 72 ～ 76 均为木脂素类化合物。在
负离子模式下，分别产生准分子离子 m/z 417.1541 
[M-H] －，415.2132 [M-H] －，539.2138 [M-H] －，
539.2133 [M-H] －，389.1241 [M-H] －。此类化合
物易丢失甲基或甲氧基，并发生苄基裂解。以
化合物 72 为例，二级碎片离子为 m/z 387 [M-H-
2CH3]

－，181 [M-H-C11H10O4]
－，166 [M-H-2CH3-

C11H10O43-CH3]
－，结合参考文献 [41]，推断化合物

72 为丁香脂素，裂解途径见图 7。

图 7　负离子模式下丁香脂素的裂解途径

Fig 7　Fragmentation pathways of syringaresinol at negative ion mode

3.7　其他类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4 个其他类成
分 [42-45]，即化合物 77 ～ 80。化合物 77 在负离子
模式下，准分子离子为 m/z 575.4303 [M-H] －。二
级质谱中，碎片离子有：m/z 295 [M-H-C8H21O-
Glu] －、278 [M-H-C20H38]

－、413 [M-H-Glu] －，结
合参考文献 [42]，推断化合物 77 为胡萝卜苷。化
合物 78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190.0263 [M-H] －。
二级质谱中，碎片离子有：m/z 176 [M-H-CH3]

－，
147 [M-H-CO2]

－，159 [M-H-CH3-OH] －，结合参
考文献 [43]，推断化合物 78 为东莨菪素。化合物
79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267.2686 [M-H]－，产生碎
片离子 m/z 223 [M-H-C12H21]

－，249 [M-H-H2O]－，
结合参考文献 [44]，推断化合物 79 为 6，10，14-
三甲基 -2- 戊烷酮。化合物 80 的准分子离子为
m/z 137.0244 [M-H] －，产生 m/z 109 [M-H-H2O] －

的碎片离子，结合参考文献 [45] 并经对照品比对，
化合物 80 鉴定为原儿茶醛。
3.8　苦碟子不同洗脱部位成分比较

　　苦碟子醇提物中共鉴定出 80 个化学成分，其
中核苷类化合物 3 个，有机酸类化合物 17 个，黄

酮类化合物 12 个，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 33 个，
三萜类化合物 5 个，苯丙素类化合物 6 个，其他
类成分 4 个。各洗脱部位存在 5 个共有成分，分
别为木犀草素、芹菜素、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
糖苷、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苷和七叶内酯，其
特有成分的数量在 30%、50%、70%、95% 乙醇洗
脱部位中分别为 13、21、7、2 个，详细分布见图 8。
由于逐级系统溶剂洗脱的缘故，化合物主要分布
在前 3 个洗脱部位，核苷类和黄酮苷类化合物主
要存在于 30% 乙醇洗脱部位中，倍半萜内酯类化
合物主要存在于 50% 乙醇洗脱部位中，三萜类和
苯丙素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 70% 乙醇洗脱部位中，
棕榈酸和亚油酸仅存在于 95% 乙醇洗脱部位中。

图 8　苦碟子醇提物不同洗脱部位化合物数量维恩图分析

Fig 8　Venn diagrams of different elution parts in Ixeris sonchifolia
（Bunge）Hance alcohol extract
A.30% 乙醇洗脱部位（30% ethanol elution part）；B.50% 乙醇洗脱

部位（50% ethanol elution part）；C.70% 乙醇洗脱部位（70% ethanol 
elution part）；D.95% 乙醇洗脱部位（95% ethanol elution part）

4　讨论

　　LTQ 的灵敏快速和 Orbitrap 的高分辨、高
质量准确度的结合使 UHPLC-LTQ-Orbitrap MSn

技术应用于中药复杂系统的分析具有很大的优
势，增加了苦碟子醇提物各洗脱部位中的微量成
分的检出。研究中发现苦碟子醇提物中的多类成
分在负离子检测模式下，色谱峰更丰富，质谱响
应较强，故选择负离子模式检测各成分的质谱信
息。按照化合物的极性大小将苦碟子醇提物分为
30%、50%、70% 和 95% 乙醇 4 个洗脱部位，有
利于降低液质联用分析成分时的共流出，减少质
谱检测过程中离子的竞争，更好地采集到目标性
成分，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可全面表征苦碟子药
材醇提物的复杂成分体系，有利于进一步筛选其
有效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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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本研究鉴定出的 80 个
成分大多具有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冠脉流量和
血流量、抗血栓、抗肿瘤等作用。腺苷作为苦碟
子注射液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分，具有明显的降
低全血黏度、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和缺血缺氧
的状态等作用 [46-47]。苦碟子中的有机酸类化合物
具有抗炎、抗菌、抗病毒、止痛等作用 [48]，其中
4- 咖啡酰奎宁酸、5- 咖啡酰奎宁酸、3，4- 二咖
啡酰奎宁酸、3，5- 二咖啡酰奎宁酸、4，5- 二咖
啡酰奎宁酸、咖啡酸、阿魏酸为抑制血小板聚集、
防止血栓形成的活性成分 [49-50]。苦碟子中黄酮类
化合物含量较高，是主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具有
增强机体清除氧自由基能力、抑制脂质过氧化反
应、降低血小板聚集、减轻心肌梗死等多种药理
活性，其中，木犀草素和芹菜素为抗肿瘤作用的
活性成分 [9，51]。有文献报道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
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52]。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
动脉粥样硬化的生理功能 [53]。原儿茶醛具有抗血
栓形成、抗脓血、抗病毒、抗纤维化等广泛的药
理活性 [54-55]。因此，苦碟子醇提物化学成分的全
面表征将为进一步从苦碟子中分离出清热解毒、
凉血活血的药效活性成分提供一定的依据。30%、
50%、70%、95% 乙醇洗脱部位中的共有成分为
木犀草素、芹菜素、木犀草素 -7-O-β-D- 葡萄糖
苷、芹菜素 -7-O-β-D- 葡萄糖苷和七叶内酯。30%
和 50% 乙醇洗脱部位的特有成分较多，分别为
13 个和 21 个，提示苦碟子醇提物的活性成分群
可能存在于 30% 和 50% 乙醇洗脱部位中。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简便快速的苦碟子醇提物
化学成分鉴定的 UHPLC-LTQ-Orbitrap MSn 分析
方法，并对各洗脱部位的成分差异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为苦碟子醇提物活性部位的筛选提供了
科学依据，同时，为苦碟子的质量控制和药效物
质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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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的生物等效性研究

陈元璐1，谢朋飞1，崔宏娣1，龙辉1，周燕2，黄启山3，杨鹏2，张永东1*（1.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Ⅰ期

临床研究室，湖南　郴州　423000；2. 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230000；3. 安徽门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肥　

230000）

摘要：目的　评价两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在中国成年健康受试者中的生物等效性。方法　空

腹和餐后各 28 例健康受试者，采用单中心、单剂量、随机、开放、双周期、双交叉试验设计，

受试者口服单剂量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5 mg。采用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LC-MS/MS）法测定血浆中孟鲁司特的浓度，采用 WinNonlin 7.0 程序数据统计软件按

非房室模型计算药动学参数，并进行生物等效性评价。结果　空腹单剂量给药孟鲁司特 T 和

R 的主要药动学参数：tmax 分别为（2.69±0.90）、（3.41±1.23）h；Cmax 分别为（353.84±72.43）、

（328.07±71.16）ng·mL－ 1；AUC0～ t 分别为（2241.99±467.78）、（2273.08±486.16）h·ng·mL－ 1；

AUC0 ～∞分别为（2271.07±465.53）、（2305.09±485.04）h·ng·mL － 1；t1/2 分别为（5.28±0.54）、

（5.18±0.50）h，以 AUC0 ～ 48 h 计算 T 的平均相对生物利用度为（99.28±10.73）%；餐后单剂

量给药条件下孟鲁司特 T 和 R 的主要药动学参数：tmax 分别为（3.98±1.20）、（3.84±1.28）h；
Cmax 分别为（270.49±43.64）、（279.98±53.50）ng·mL － 1；AUC0 ～ t 分别为（2292.33±536.61）、

（2326.34±579.80）h·ng·mL － 1；AUC0 ～∞ 分 别 为（2322.20±539.93）、（2361.58±583.75）
h·ng·mL － 1；t1/2 分别为（4.94±0.60）、（4.94±0.61）h，以 AUC0 ～ t 计算 T 的平均相对生

物利用度为（99.12±7.49）%。空腹单次服用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T 和 R 的 Cmax、AUC0 ～ t、

AUC0 ～ ∞ 的 几 何 均 值 比 90% 置 信 区 间 分 别 为 101.88% ～ 114.57%、95.72% ～ 101.88%、

95.69% ～ 101.69%。餐后 T 和 R 的 Cmax、AUC0 ～ t、AUC0 ～∞的几何均值比 90% 置信区间分别

为 91.34% ～ 103.30%、96.46% ～ 101.30%、96.33% ～ 101.03%。结论　两种孟鲁司特钠咀嚼

片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体内具有生物等效性。

关键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494-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03

Bioequivalence of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in  
Chinese healthy volunteers

CHEN Yuan-lu1, XIE Peng-fei1, CUI Hong-di1, LONG Hui1, ZHOU Yan2, HUANG Qi-shan3, YANG 
Peng2, ZHANG Yong-dong1* (1. PhaseⅠClinical Centre, Chen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Chenzhou  
Hunan  423000; 2. Anhui Wanbang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Hefei  230000; 3. Anhui 
Menji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Hefei  23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bioequivalence of two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in 
Chinese healthy volunteers. Methods  Totally 28 healthy volunteers and 28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in fasting and fed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Single-center, single-dose, open, randomized, 
double cycle and self-crossover design was used. A single oral dose of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included test preparation (T) and reference preparation (R) 5 mg. The concentration of 
montelukast in the plasma was determined by LC-MS/MS method. The pharmacokineric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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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鲁司特钠是一种高选择性白三烯受体拮抗
剂，对 CysLT 受体的亲和力及选择性高，能有
效抑制白三烯的合成，减少炎性介质的释放 [1-2]，
能有效对抗气道黏液分泌，缓解气道痉挛，降低
气道高反应 [3-5]。临床中多用于哮喘、顽固性咳嗽
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等的联合用药。近年来，国
内外研究者就孟鲁司特钠对大脑内神经系统的影
响进行了多项研究，探寻孟鲁司特钠等高选择性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6-7]。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在临床中表现出良好的预防、
治疗效果，且患者用药方便，价格便宜，不良反
应较少 [8-11]，值得推广及深入研究。
　　本试验由合肥英太制药有限公司根据化学药
品 4 类注册相关要求申请开展，采用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LC-MS/MS）法测定 56 例健康受试者在
空腹和餐后单剂量给药条件下，口服两种孟鲁司
特钠咀嚼片后的经时血药浓度，计算两种制剂的
体内药动学参数，比较两种制剂的相对生物利用
度并评价生物等效性（BE）[12-15]。
1　材料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受试制剂，T，规格：每
片 5 mg，批号：20170903，合肥英太制药有限
公司）；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参比制剂，R，规
格：每片 5 mg，批号：N012529，Merck Sharp & 
Dohme Ltd）；孟鲁司特钠（对照品，纯度：98%，
批号：9-YM-13-1，Toronto Research Chemicals）；

孟 鲁 司 特 -2H6（内 标， 纯 度：99.5%， 批 号：
2-XAL-140-3，Toronto Research Chemicals）； 甲
醇、乙腈（Sigma 公司）；乙酸、甲酸铵（阿拉丁）；
水为纯净水。
　　LC-20A 液相色谱仪、LC-MS-8045 三重四极
杆液质联用仪（ESI 离子源）（日本 Shimadzu）。
2　方法

2.1　受试者选择

　　本试验经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伦理审查批件号：第 2018017 号），所有受试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空腹试验入选 28 例健康
受试者，包括 12 例女性和 16 例男性，平均年龄
为（32.7±9.21）岁，平均体质量为（59.26±7.95）
kg，平均体质量指数为（22.51±1.96）kg·m－ 2；
餐后试验入选 28 例健康受试者，包括 16 例女性
和 12 例男性，平均年龄为（29.95±8.80）岁，平
均体质量为（57.25±7.02）kg，平均体质量指数为
（22.21±2.09）kg·m－ 2。
　　入选标准：年龄 18 ～ 55 周岁，男女均可；
体质量指数 19.0 ～ 26.0 kg·m－ 2，男性受试者
体质量≥ 50.0 kg，女性受试者体质量≥ 45.0 kg。
健康情况良好，无慢性疾病史或严重疾病史，生
命体征检查、体格检查、临床实验室检查、12 导
联心电图、腹部 B 超检查结果显示无异常或异常
无临床意义者。受试者在试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对试验过程风险等情况充分了解，且能够按照试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bioequivalence was determined by non-compartment model of WinNonLin 
7.0. Results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a single oral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under fasting condition for T and R were: tmax was (2.69±0.90) and (3.41±1.23) h; Cmax 

was (353.84±72.43) and (328.07±71.16) ng·mL－ 1; AUC0 ～ t was (2241.99±467.78) and 
(2273.08±486.16) h·ng·mL － 1; AUC0 ～∞ was (2271.07±465.53) and (2305.09±485.04) 
h·ng·mL － 1; t1/2 was (5.28±0.54) and (5.18±0.50) h, respectively. The 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of montelukast T to R was (99.28±10.73)% with AUC0 ～ 48 h.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a single oral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under fed condition for T and R were 
calculated: tmax was (3.98±1.20) and (3.84±1.28) h, Cmax was (270.49±43.64) and (279.98±53.50) 
ng·mL－ 1, AUC0 ～ t was (2292.33±536.61) and (2326.34±579.80) h·ng·mL － 1, AUC0 ～ ∞ was 
(2322.20±539.93) and (2361.58±583.75) h·ng·mL － 1, t1/2 was (4.94±0.60) and (4.94±0.61) 
h. The relative bioavailability of montelukast T to R was (99.12±7.49)% with AUC0 ～ t. The 90%CI 
for the geometric mean ratios of Cmax, AUC0 ～ t and AUC0 ～∞ of T and R under fasting condition was 
101.88% － 114.57%, 95.72% － 101.88%, and 95.69% － 101.69%, respectively. The 90%CI 
for the geometric mean ratios of Cmax, AUC0 ～ t and AUC0 ～∞ of T and R under fed condition was 
91.34% － 103.30%, 96.46% － 101.30%, and 96.33% － 101.0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two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are bioequivalent in Chinese healthy volunteers. 
Key words: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 bioavailability; bio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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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要求完成研究。
　　排除标准：患有需排除的疾病，包括但不限
于神经 / 精神、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消化
道系统、血液及淋巴系统、肝肾功能、内分泌系
统、免疫系统疾病者；有食物、药物过敏史，尤
其对孟鲁司特及辅料中任何成分过敏者；试验前 
两周内和试验期间吸烟、摄入乙醇及含咖啡因的
饮料，或某些可能影响代谢的果汁，如火龙果、
芒果、葡萄柚，或可可、巧克力等富含黄嘌呤的
饮食等；试验前 28 d 使用过诱导 / 抑制肝脏代谢
的药物；酒精呼气检测结果大于 0.0 mg/100 mL
者；尿液药物筛查阳性者；研究者认为依从性差
或者存在不适合参加试验因素的受试者。
2.2　分组、给药方法与血样采集

　　本试验为单中心、空腹 / 餐后、随机、开放、
单剂量、两序列、两周期双交叉设计。其中空腹、
餐后均为 28 例，受试者按筛选号顺序随机分为
两个给药序列组（T-R 组 /R-T 组），在两周期分
别口服 5 mg R 或 T，清洗期为 3 d。给药方法：
空腹或者高脂餐后 30 min，240 mL 温水送服。服
药前 1 h 及服药后 1 h 内禁止饮水，服药前禁食至
少 10 h，服药后 4 h 内禁食，服药后 4 h、10 h 统
一进食标准午餐和晚餐。
　　空腹给药试验受试者分别于给药前及给药
后 0.25、0.50、1.00、1.50、1.75、2.00、2.33、
2.67、3.00、3.50、4.00、4.50、5.00、6.00、8.00、
10.00、12.00、24.00、36.00 h 采集静脉血，总计
采集 20 个点。餐后给药试验受试者分别于给药
前及给药后 1.00、2.00、2.50、3.00、3.50、4.00、
4.50、5.00、5.50、6.00、6.50、7.00、7.50、8.00、
9.00、10.00、12.00、24.00、36.00 h 采集静脉血，
总计采集 20 个点。每次采血约 4 mL 至 EDTA-K2

抗凝剂真空负压管中，轻柔颠倒混匀 4 ～ 8 次，
采集后即刻置于冰浴中，于 1 h 内在 2 ～ 8℃ 
2500 g 离心 10 min，分离出血浆，2 h 内放置超
低温冰箱（－ 70±10）℃冻存，直至样本转运。
样本采集、处理全过程均在黄光灯环境下进行。
2.3　血浆样本处理与测定方法

2.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Welch UltimateR XB-
C18（2.10 mm×50.00 mm，5.00 μm）；流动相：10 
mmol·L－ 1 甲 酸 铵（A）- 甲 醇（B）， 梯 度 洗 脱
（0.00 ～ 2.00 min，20%A ～ 55%A；2.00 ～ 5.00 min 
20%A）；流速：0.6 mL·min － 1；柱温：40℃；自
动进样器温度：4℃；进样量：2.00 μL。
2.3.2　质谱条件　正离子电喷雾离子化（ESI）

电离模式；多反应监测模式（MRM）扫描模
式；接口电压为 4.0 kV，接口温度为 300℃，加
热块温度为 400℃，碰撞诱导解离（CID）气压
为 230 kPa。用于定量分析的离子反应为孟鲁司
特 m/z 586.10 → 422.10，内标孟鲁司特 -2H6 m/z 
592.00 → 574.20。
2.3.3　血浆样品处理　精密移取样本 50 μL 至 2 
mL 的 96 深孔板中；对于零点血样品，加入甲醇
50 μL，对于其他样品，加入 50 μL 内标工作液，
涡旋混匀；在每个样品中加入乙腈 200 μL，涡旋
混匀 5 min；样品在 4℃、4200 r·min － 1 离心 10 
min；离心后移取 100 μL 上清液至另一新的 96 深
孔板中，并加入乙腈 200 μL 稀释；涡旋混匀 5 
min，4℃、4200 r·min － 1 离心 10 min，待进样。
2.4　方法学考察与评价

2.4.1　专属性　取 6 例受试者的空白血浆，按
照“2.3.3”项下方法处理后进样，在孟鲁司特及
其内标的保留时间窗中，血浆内源性物质的峰
面积均小于孟鲁司特最低定量下限（LLOQ）（2 
ng·mL－ 1）峰面积的 20%，小于内标峰面积的 
5%。结果表明，血浆内源性物质不干扰待测物和
内标的测定，该方法的专属性良好。
2.4.2　标准曲线与定量下限　配制标准曲线血
浆 样 品（2、4、10、40、100、300、500、600 
ng·mL－ 1），按“2.3.3”项下方法操作后进样分
析，建立孟鲁司特的标准曲线。以质量浓度为横
坐标（X，ng·mL － 1），孟鲁司特与内标的峰面
积比值为纵坐标（Y），用加权回归法进行回归，
权重因子为 1/x2。结果表明孟鲁司特在 2 ～ 600 
ng·mL－ 1 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其标准
曲 线 为 Y ＝ 6.00×10－ 3X － 1.00×10－ 3（R2 ＝

0.998），LLOQ 为 2 ng·mL－ 1。
2.4.3　精密度与回收率　配制孟鲁司特 LLOQ（2 
ng·mL－ 1）、低质控浓度（LQC，6 ng·mL－ 1）、
中 1 质控浓度（M1QC，80 ng·mL－ 1）、中 2 质控
浓度（M2QC，150 ng·mL－1）、高质量浓度（HQC，
450 ng·mL－ 1）5 个质量浓度的质控样品，每个
浓度 6 份样品，连续测定 3 个批次，按“2.3.3”项
下方法处理后进样分析，计算日内、日间精密度
（RSD） 均 ＜ 8.8%。 用 LQC、M2QC、HQC 3 个
质量浓度质控样品，比较经提取与未经提取孟鲁
司特和内标的各自峰面积比值，计算低、中、高
质量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82.6%、89.4%、
92.0%，RSD 分别为 13.8%、12.2%、14.0%。
2.4.4　基质效应　取 6 例受试者的空白血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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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考察 LQC、M2QC、HQC 3 个质量浓度的孟鲁
司特在基质离子存在时色谱峰响应和在基质离子
不存在时色谱峰响应的比值。内标归一化基质因
子为待测物的基质效应除以内标的基质效应。结
果显示，上述 3 个质量浓度孟鲁司特内标归一化
基质因子均值分别为 98.30%、98.60% 和 98.90%。
2.4.5　稳定性　孟鲁司特全血样品在冰浴和室温
条件下放置 2 h 后离心，稳定性良好；孟鲁司特
血浆样品在室温下放置 21 h、在－ 30 ～－ 15℃ 
至室温以及－ 90 ～－ 60℃至室温 5 次冻融循环、
在－ 30 ～－ 15℃ 以及－ 90 ～－ 60℃ 条件下长
期冰冻 25 d 稳定性良好；孟鲁司特血浆样品处理
后在室温放置 7 h、在 0 ～ 8℃ 条件下放置 92 h 
稳定性良好；处理后样品 0 ～ 8℃条件下放置 78 
h 稳定性良好。
2.5　药动学参数计算及生物等效性判定

　　药动学参数采用非房室模型，使用 Phoenix 
WinNonlin7.0（美国 Pharsight 公司）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Cmax、AUC0 ～ t、AUC0 ～∞ 经自然对数转换后
进行方差分析，以多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
行显著性检验、双单侧 t 检验和 90% 置信区间分
析。当 T 和 R 药动学参数 Cmax、AUC0 ～ t、AUC0 ～∞

经对数转换后几何均值比的 90% 置信区间均落在
80.00% ～ 125.00%，则认为两制剂具有生物等效性。

3　结果

3.1　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

　　所有受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血样采集，并
进行血药浓度检测，平均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见
图 1。

图 1　28 例受试者在空腹（A）和餐后（B）口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后平均血浆药物浓度 - 时间曲线图

Fig 1　Mean plasma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of 28 subjects after an 
oral use of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under fasting（A）and 
fed condition（B）

3.2　药动学参数

　　本临床试验开展顺利，两周期间基本保持一
致，入组受试者均完成试验，无脱落，未发生严
重不良事件。空腹试验组 28 例受试者和餐后试
验组 28 例受试者均纳入药动学参数集（PKPS）
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空腹组和餐后组受试者单次口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药动学参数 (x±s) 
Tab 1　Main pharmacokmetic parameters of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after taking the test or reference drugs in fasting and  

fed condition (x±s)

参数
空腹组（n ＝ 28） 餐后组（n ＝ 28）

受试制剂 参比制剂 受试制剂 参比制剂

tmax/h 2.69±0.90 3.41±1.23 3.98±1.20 3.84±1.28

Cmax/（ng·mL － 1） 353.84±72.43 328.07±71.16 270.49±43.64 279.98±53.50

AUC0 ～ t/（h·ng·mL － 1） 2241.99±467.78 2273.08±486.16 2292.33±536.61 2326.34±579.80

AUC0 ～∞ /（h·ng·mL － 1） 2271.07±465.53 2305.09±485.04 2322.20±539.93 2361.58±583.75

t1/2/h 5.28±0.54 5.18±0.50 4.94±0.60 4.94±0.61

3.3　生物等效性评价

　　T 和 R 的 Cmax、AUC0 ～ t、AUC0 ～∞对数转换后
的几何均数比值 90% 置信区间均落在 80.00% ～ 

125.00%，双单侧 t 检验结果与置信区间法结果一
致，即两制剂在本试验空腹和餐后给药条件下具
有生物等效性，详见表 2。
3.4　安全性评价

　　空腹试验 28 例受试者全部按计划完成给药、
采血和安全性评价，并进入安全性分析集。共 10
例受试者发生 13 例次不良事件，服用 T 期间有 5
例（17.9%）受试者发生了 8 例次不良事件，服用

R 期间有 5 例（17.9%）受试者共发生了 5 例次不
良事件。不良事件为低血压、心电图 U 波明显、
贫血、高三酰甘油血症、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
染、咽部疼痛、血尿、心动过缓，严重程度均为
Ⅰ级（NCI-CTCAE4.03），未进行任何治疗，均
恢复正常。
　　餐后试验 28 例受试者全部按计划完成给药、
采血和安全性评价，并进入安全性分析集。共 13
例受试者发生 19 例次不良事件，其中服用 T 期间
有 7 例（25.0%）受试者发生了 11 例次不良事件；
服用 R 期间有 6 例（21.4%）受试者发生了 8 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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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事件。不良事件为尿路感染、低血压、高三
酰甘油血症、心动过速，所有不良事件严重程度
均为Ⅰ级，未进行任何治疗，均恢复正常。
　　本试验研究期间 T 与 R 用药安全性相近，未
发生严重不良事件，无受试者因不良事件退出试
验，故受试者在空腹及餐后给药条件下口服 T 与
R 后临床安全性良好。
4　讨论

　　本试验 R 说明书中未要求必须咀嚼后吞咽，
根据《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
仿制药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如
说明书中要求吞咽之前先咀嚼，进行生物等效性
试验时，受试者需咀嚼后吞咽给药。如说明书中
说明该药可以咀嚼也可以整粒吞服，则生物等效
性试验时，要求以 240 mL 水整粒送服”，因此本
试验采用 240 mL 温水送服整片药物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 LC-MS/MS 检测样本，具有选择
性强，灵敏度高，分析时间快，自动化程度高等
优点；采用孟鲁司特钠 -2H6 作为内标，因其理化
性质与待测物孟鲁司特高度相似，检测过程中各
种效应影响可被抵消，能有效地校正分析方法产
生的误差，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
　　本研究考察两制剂的主要药动学参数，结
果表明，两种制剂 Cmax、AUC0 ～ t、AUC0 ～∞ 的
90%CI 均在 80% ～ 125%，空腹、餐后给药条件
下单次口服合肥英太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孟鲁司
特钠咀嚼片与 Merck Sharp & Dohme Ltd 研发生
产的孟鲁司特钠咀嚼片生物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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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腹组和餐后组受试者单次口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T和 R的 90%CI结果 
Tab 2　90%CI for the main pharmacokmetic parameters of montelukast sodium chewable tablets after taking the test or reference drugs in 

fasting and fed condition

参数
空腹组（n ＝ 28） 餐后组（n ＝ 28）

T/R/% CV/% 90%CI/% 把握度 T/R/% CV/% 90%CI/% 把握度

ln（Cmax） 108.03 12.93 101.88 ～ 114.57 0.99 97.14 13.57 91.34 ～ 103.30 1.00

ln（AUC0 ～ t）   98.75   6.84   95.72 ～ 101.88 1.00 98.85   5.38 96.46 ～ 101.30 1.00

ln（AUC0 ～∞）   98.64   6.68   95.69 ～ 101.69 1.00 98.65   5.23 96.33 ～ 101.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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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和分子网络技术快
速鉴定五味子中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化学成分

阮振靓1，邓欣祺3，陈倩1，王亚楠1，赵道通3，申冰清2，王宇航1，邬瑞光1*，王春国2*（1. 北京中医药大

学中药学院，北京　100029；2.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北京　100029；3.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 - 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阱组合式高分辨质谱（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技术和分子网络联合分析五味子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化学成

分。方法　采用 UHPLC CORTECS C18+ 色谱柱（4.6 mm×150 mm，2.7 μm），以乙腈 -0.1% 甲

酸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分别在正、负离子模式下，采集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数据，

根据 MS/MS 碎片模式的相似性创建 GNPS 分子网络，运用 Cytoscape 3.6.1 软件筛选结构相似

的分子簇，最后根据保留时间信息、高分辨质谱精确分子量和 MS/MS 多级碎片信息确证五味

子中的化学成分。结果　共鉴定出 31 种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化学成分，其中在正离子模

式下检测到的 13 种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成分为在五味子中首次鉴定。结论　该方法可为五

味子质量控制、药效物质研究提供参考数据，为中药化学成分的快速定性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五味子；超高效液相色谱 - 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阱组合式高分辨质谱；分子网络；联

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多级碎片

中图分类号：R284.1，R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499-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04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dibenzocyclooctadiene lignans in Schisandra chinensis 
with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and molecular network

RUAN Zhen-liang1, DENG Xin-qi3, CHEN Qian1, WANG Ya-nan1, ZHAO Dao-tong3, SHEN Bing-
qing2, WANG Yu-hang1, WU Rui-guang1*, WANG Chun-guo2* (1.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3.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mpound of dibenzocyclooctadiene lignans in Schisandra 
chinensis with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electrostatic field orbital 
trap combined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and 
molecular network. Methods  UHPLC CORTECS C18+ column (4.6 mm×150 mm, 2.7 μm) was 
used for the sample separation. Acetonitrile-0.1% formic acid water was used as the mobile phase for 
gradient elution. Q-Exactive Orbitrap MS data were collected under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on 
modes. GNPS molecular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of MS/MS fragmentation 
modes. Cytoscape 3.6.1 software was used to screen molecular clusters with similar structures. 
Finally,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Schisandra chinensis were confirmed according to the retention 
time, accurate molecular weight, and MS/MS multistage fragment information. Results  Totally 
31 dibenzocyclooctadiene lignans were identified, 13 of which detected in positive ion mode were 
iden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chisandra chinensi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技术（操作规程）标准化研究项目（No. 2021-SYJS-011）。
作者简介：阮振靓，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研究，email：2693712045@qq.com　* 通信作者：邬瑞光，

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制剂新技术与新剂型研究，email：wurg@bucm.edu.cn；王春国，男，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药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研究，email：wangcg1119@126.com



500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五味子为木兰科植物五味子 Schisandra 
chinensis（Turcz.）Baill. 的干燥成熟果实，习称
“北五味子”。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
宁心之功效，用于久嗽虚喘，遗尿尿频，久泻不
止，自汗盗汗，津伤口渴，心悸失眠等症状 [1]。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五味子具有保护消化系
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同时能
够发挥调节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作用，在肾
病、癌症、咳嗽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2]。
　　迄今，国内外学者已对五味子科植物进行了
大量研究，共分离鉴定出约 200 多个成分，其中
150 多个为木脂素类 [3]，此类化合物多数具有联
苯环辛二烯型的基本骨架（如图 1 所示），其独特
的骨架和复杂的立体结构导致联苯环辛二烯型木
脂素结构多样化，是五味子特有和主要的生物活
性成分 [4-6]。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北五味子中的联
苯环辛二烯类木脂素具有降酶保肝、抑菌、抗肿
瘤、抗氧化、抗病毒、增强免疫等生物功能 [7-8]。
根据化合物的结构和不同的裂解方式，联苯环烯
型木脂素可以分为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C7 含
羟基取代的、C8 含酰氧基取代的、6，7- 二羟基
取代及其酯类和十一元环内酯类 [9]。

图 1　五味子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成分的母核结构

Fig 1　Parent nucleus structure of dibenzocyclooctadiene lignans in 
Schisandra chinensis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LC-MS）因其高通量
和高灵敏度性能已被广泛用于五味子木脂素类和
有机酸类成分的研究 [10-13]，但其人工解谱耗时耗
力，分子网络技术（MN）不仅能快速对化合物
进行聚类和可视化差异分析，而且能通过比较未
知化合物与已知化合物结构的相似度，推测其可

能的结构类型，与质谱等分析技术联用会更快
速、全面表征中药复杂化学成分，目前该方法在
中药分析领域的应用日益被重视 [14-15]。
　　目前对五味子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不同
亚型的质谱裂解行为和结构区分缺乏系统性和针
对性研究，同时将液质联用和分子网络技术相结
合快速鉴定五味子联苯环辛二烯类化学成分的
方法鲜有报道。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UHPLC-
Q-Exactive-Orbitrap MS/MS， 采 用 反 相 色 谱 系
统——Cortecs C18+，同时结合全球天然产物社会
分子网络（GNPS）对五味子提取物进行全面表征
和主要成分聚类分析 [16-17]，相对理清五味子该类
型化学成分物质基础，为五味子的物质基础研究
和类似化合物的质谱裂解规律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Q-Exactive Orbitrap 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阱质
谱仪：配有热喷雾离子源（HESI）、Xcalibur 4.1 化
学工作站（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Vanquish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DAD 检测器，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 司）。Millipore Synergy UV 型 超 纯 水
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Sartorious BT 25S 型万
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
司）；超声波清洗器（北京中晟名科技有限公司，
100 W）。
1.2　试药

　　五味子购于北京康泰民生药房，经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邬瑞光副教授鉴定为木
兰 科 植 物 五 味 子 Schisandra chinensis（Turcz.）
Baill. 干 燥 成 熟 果 实； 五 味 子 甲 素（批 号：
R12O08F45508，纯度≥ 98%）、五味子乙素（批号：
P24F12F139925，纯度≥ 98%）、五味子醇甲（批
号：Y30N10H104712，纯度≥ 98%）对照品（上海
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0.22 μm 微孔滤膜（天津
市津腾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甲酸、甲醇、乙腈等
（质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
2　方法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UHPLC CORTECS C18+ 色谱柱（4.6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s discovery of Schisandra chinensis, and the rapi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Schisandra chinensis;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molecular network; 
dibenzocyclooctadiene lignan; multistage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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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150 mm，2.7 μm）；流动相：0.1% 甲酸水溶
液（A），乙腈溶液（B），梯度洗脱条件：0 ～ 3 
min（5%B），3 ～ 45 min（5% ～ 75%B），45 ～ 45.1 
min（75%～5%B），45.1～50 min（5%B）；流速：0.3 
mL·min－ 1；进样量：2 μL；柱温：35℃。
2.2　质谱条件 
　　正离子模式：HESI-Ⅱ离子源，离子源温度
350℃，喷雾电压 3.5 kV，S-Lens RF 电压 60 V，
毛细管温度 300℃，鞘气和辅助气均为高纯氮气
（纯度＞ 99.99%），鞘气流速 35 arb，辅助气流速
流速 10 arb；负离子检出模式：HESI-Ⅱ离子源，
离子源温度 350℃，电离源电压 3.2 kV，S-Lens RF 
电压 60 V，鞘气和辅助气均为高纯氮气（纯度＞

99.99%），鞘气流速 35 arb，辅助气流速 10 arb。
　　扫描模式：一级全扫描（m/z 120 ～ 1800）
与数据依赖性二级质谱扫描 ddMS2；分辨率：
70 000（Full Scan），17 500（MS/MS）；碰撞模式：
高能量碰撞解离（HCD），碰撞能量：NCE30，
Stepped NCE50%。
2.3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五味子甲素、五味子乙素和五味子
醇甲适量，加甲醇溶解配制成 1 mL 溶液中含有
20 μg 五味子甲素、41 μg 五味子乙素以及 100 μg
五味子醇甲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4　样品溶液制备

　　取五味子药材粉末（过三号筛）2 g，用 70% 甲
醇定容于 50 mL 量瓶内，超声提取 40 min。取适量
过 0.22 μm 微孔滤膜，置液相进样小瓶，待测。
2.5　分子网络构建方法

　　使用 MsConvert 软件将原始的 LC-MS/MS 数
据转换为 mzXML 格式，并上传至 GNPS 生成分
子网络，余弦分数阈值设置为 0.7，最小匹配碎
片离子为 6，topK 设置为 10，母离子和子离子质
量偏差为 0.02 Da，最后运用 Cytoscape 软件使分
析结果可视化。分子网络图中可直观显示提取液
中所有未知化合物与标准化合物之间的结构相似
度，其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化合物，结构类似
的化合物分子会在一个分子网络中聚集成簇；节
点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来源；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
线表示化合物之间的相关性。
2.6　质谱分析

　　质谱数据通过 Thermo Xcalibur 4.1 软件处理
分析，对于有对照品的化合物，与对照品图谱中
各已知成分的相对保留时间、准分子离子等比对，
再依据各对照品二级碎片离子信息进一步确认。

对于无对照品的化合物，初步进行推测，再结合
文献报道、数据库中相同或类似成分的 MS2 碎片
离子进行对比分析，保证对无对照品成分的准确
鉴定。
3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结合分子网络技术共推测鉴定出 31 种联苯环辛二
烯型木脂素类化学成分，其中在正离子模式下检测
到的 13 种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成分为在五味子
中首次鉴定。以下是对照品具体裂解途径分析和基
于分子网络技术对未知成分的鉴定和聚类分析。
3.1　对照品的质谱裂解行为

　　联苯环烯型木脂素是中药五味子最主要的特
征性成分，其中五味子甲素、五味子乙素和五味
子醇甲是五味子中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本文首
先研究上述 3 个对照品的质谱裂解行为，总结其
裂解规律，为其他联苯环辛二烯型木脂素类成分
的推测和鉴定提供理论依据。
3.1.1　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联苯环烯型木脂
素质谱裂解规律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同属
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联苯环烯型木脂素类
型，其区别在于 C12 位的甲氧基和羟基环化的
差别。对其质谱裂解行为研究发现，在 HCD 碰
撞裂解下，两个化合物均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碎片
离 子 m/z 401，402，386，316，331，330，301，
300 等，说明五味子甲素在碎裂过程中首先会形
成五味子乙素结构的中间碎片。该类化合物另一
碎裂特征是围绕环辛二烯环的跨环碎裂，其碎裂
为 C6-C7 和 C8-C9 键断裂、并重排氢形成稳定的
六元芳环结构，如五味子甲素主要形成 m/z 330，
316，301 等碎片，其中 m/z 316 为基峰；而五味
子乙素则以 m/z 300 为基峰。具体的质谱裂解行
为见图 2 和图 3。
3.1.2　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的联苯环烯型
木脂素质谱裂解规律　五味子醇甲是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的联苯环烯型木脂素类化合物，由
于 C7 位羟基易发生中性丢失一分子 H2O 形成较
为稳定的环辛三烯环结构，较五味子甲素、五味
子乙素等环辛二烯环结构稳定，因此基峰为 m/z 
384，369 等完整环辛二烯环结构，而非 C6-C7 和
C8-C9 键断裂、重排氢后的六元芳环结构，如 m/z 
346，328 等。其具体的质谱裂解行为见图 4。
　　综上，联苯环烯型木脂素由于母核中多甲氧
基的存在，会中性丢失 1 个或多个中性甲基或残
基。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化合物的主要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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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 C6-C7 和 C8-C9 位置的跨环断裂、并重
排氢形成稳定的六元芳环为基峰，而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化合物基峰则为 C7 位羟基中性丢
失一分子 H2O 形成稳定的环辛三烯环结构。

3.2　基于 MS/MS 关联的分子网络分析五味子成

分类别

　　在对五味子甲素、五味子乙素和五味子醇甲对
照品质谱裂解规律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基于
MS/MS 关联的分子网络鉴定五味子化学成分。分
别使用五味子甲素、五味子乙素和五味子醇甲对照
品作为“种子”节点，被标记为粉红色。基于 MS/
MS 碎片模式的相似性，发现五味子中化学成分分
别以“种子”节点被聚为两类，其中以“种子”节点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为主要簇类别的可能为环
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化合物，而以“种子”节点
五味子醇甲为主要簇类别的可能为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的化合物。进一步通过 MS/MS 碎片及
与“种子节点”的质量差异进行注释，与“种子”节
点相关且被鉴定的成分的被标记为绿色（见图 5）。
　　将鉴定的成分进一步作为“种子”进行其他
未知成分的鉴定和推测，最终在五味子中共鉴定
到木脂素类化合物 31 种（如表 1 和图 6 所示）。
这些木脂素类化合物大多数为正离子模式所鉴
定，戈米辛 D 及戈米辛 H 通过负离子模式实现鉴
定。所鉴定的化合物出峰时间均在 30 min 以后，
推测原因为，该类成分是低极性的脂溶性化合
物，30 min 之前的峰大多为五味子中的有机酸、

图 2　五味子甲素 MS/MS 图和质谱裂解途径

Fig 2　MS/MS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 of schisandrin A

图 3　五味子乙素 MS/MS 图和质谱裂解途径

Fig 3　MS/MS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 of schisandrin B

图 4　五味子醇甲 MS/MS 图和质谱裂解途径

Fig 4　MS/MS spectrum and fragmentation pathway of schisand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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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烃类成分。下面具体阐释化合物鉴定的过程。

图 6　五味子提取物在正离子模式下的总离子流图

Fig 6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Schisandra chinensis extract in positive ion mode

3.2.1　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联苯环烯型木脂
素鉴定　峰 8 精确分子量为 m/z 386.1729，推测
其元素组成为 C22H26O6（质量误差 1.21）。在 MS/
MS 出 现 m/z 355，331，323，299 等 碎 片 离 子
（见图 7）。其中碎片离子 m/z 331 和 299 分别与
碎片离子 m/z 387 和 355 相差 56 Da，其碎裂行
为符合环辛二烯环丢失 C4H8 碎片离子形成稳定
六元环结构的裂解规律。由此推测该化合物是环
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的联苯环烯型木脂素类化合
物，而峰 8 的精确分子量相较于五味子乙素相差
一个亚甲基官能团，结合文献报道 [9，18]，推测化

合物 8 为（＋）- 戈米辛 M1。
　　同理，根据高分辨质谱精确分子量（质量误
差≤ 5）的提取离子色谱（XIC）以及数据依赖性
扫描的多级质谱（MS/MS）发现，与对照品五味
子甲素（C24H32O6）和五味子乙素（C23H28O6）具有
相似碎裂特征的化合物还有 9 个，分别为峰 6、7、
9、10、11、12、24、25、26。这些化合物在 MS/
MS 质谱图中，其碎片离子差均出现∆ 56 Da（环
辛二烯环的跨环碎裂丢失 C4H8）的碎片特征。由
此推断这 9 个化合物均为环辛二烯环无含氧取代
的联苯环烯型木脂素。结合文献 [13，18-20]，根据保

图 5　正离子模式下五味子提取物 MS/MS 关联的分子网络图

Fig 5　Molecular network of MS/MS correlation of Schisandra chinensis extract in positive 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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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和 MS/MS 碎片分别鉴定这些化合物结构
为戈米辛 J 及其同分异构体、（＋）- 戈米辛 M2 及
戈米辛 M 同分异构体 1/2/3、五味子素 C 及五味
子素 C 同分异构体 1/2，而 7、10、11、12 号化合
物为该植物首次鉴定。

图 7　峰 8（戈米辛 M1）的 MS/MS 图

Fig 7　MS/MS diagram of peak 8（gomisin M1）

3.2.2　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的联苯环烯型
木脂素鉴定　峰 1 精确分子量为 m/z 418.1992，
推测其元素组成为 C23H30O7（质量误差 0.59）。
在 MS/MS 碎 片 中 发 现 [M ＋ H-H2O] ＋ 峰（m/z 
401）较为显著（见图 8），与对照品五味子醇甲
（C24H32O7）的质谱裂解规律类似，推测可能为环
辛二烯环 C7 位羟基中性丢失一分子 H2O 形成稳
定的环辛三烯环结构。另外，峰 1 从精确分子量
较于五味子醇甲相差一个亚甲基官能团，结合文

献报道 [21]，推测化合物 1 号为戈米辛 S。

图 8　峰 1（戈米辛 S）的 MS/MS 图

Fig 8　MS/MS diagram of peak 1（gomisin S）

　　同理，根据高分辨质谱精确分子量（质量误
差≤ 5）的提取离子色谱（XIC）以及数据依赖性
扫描的多级质谱（MS/MS）发现，1、2、3、4、
13、22、23、28 等化合物的裂解特征均为中性丢
失一分子 H2O 形成稳定的碎片离子。由此推断这
8 个化合物均为环辛二烯环 C7 含羟基取代的联苯
环烯型木脂素。其中根据对照品五味子醇甲以及
文献 [9，22-25] 和保留时间、MS/MS 碎片分别鉴定 1、
2、3、4、13、22、23、28 化合物结构为戈米辛
S 及其同分异构体 1/2/3、戈米辛 R、propinquanin 
F、schisantherin F、戈米辛 H。其中化合物 2 ～ 4
号化合物为该植物首次鉴定。

表 1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鉴别五味子提取物中化学成分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compounds in Schisandra chinensis extract based on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

编号
电离

模式

保留时

间 /min
分子式

理论分

子量

实测分

子量

质量

误差
碎片离子信息（丰度比 /%） 鉴定化合物

1 ＋ 33.410 C23H30O7 418.1989 418.1992 0.59 332.1248（89.54）；370.1770（100）；401.1955（32.46） 戈米辛 S

2* ＋ 35.590 C23H30O7 418.1988 418.1992 0.81 300.0975（0.59）；332.1236（3.85）；370.1766（100）；

401.1955（23.28）；402.1982（3.62）；419.1956（2.90）
戈米辛 S 同分异

构体 1

3* ＋ 41.450 C23H30O7 418.1988 418.1992 0.94 201.0909（100）；338.1457（7.16）；370.1731（9.91）；

401.1898（3.34）；419.2383（3.02）
戈米辛 S 同分异

构体 2

4* ＋ 43.670 C23H30O7 418.1988 418.1992 0.80 316.1289（33.87）；332.1250（69.95）；370.1772（67.57）；

401.1975（8.27）；419.1848（100）
戈米辛 S 同分异

构体 3

5 ＋ 32.796 C24H32O8 448.2095 448.2097 0.44 342.1457（100）；358.1402（30.34）；373.1641（43.64） 戈米辛 Q

6 ＋ 40.024 C22H28O6 388.1881 388.1886 1.18 227.0700（54.70）；231.1006（1.37）；287.0911（100）；

288.0981（44.56）；301.1062（12.71）；357.1688（17.16）
戈米辛 J

7* ＋ 49.804 C22H28O6 388.1882 388.1886 1.06 91.0547（19.95）；371.1851（100）；388.3934（19.90）；

332.1037（1.02）；389.3966（9.38）
戈米辛 J 同分异

构体

8 ＋ 37.660 C22H26O6 386.1725 386.1729 1.21 299.0913（53.15）；323.1274（71.28）；331.1169（21.56）；

355.1535（100）；387.1790（20.33）
（＋）- 戈米辛 M1

9 ＋ 39.010 C22H26O6 386.1725 386.1729 1.16 299.0906（36.59）；331.1158（21.50）；355.1531（100）；

387.1725（37.49）
（＋）- 戈米辛 M2

10* ＋ 40.250 C22H26O6 386.1724 386.1729 1.29 299.0905（39.25）；331.1263（31.13）；355.1534（100）；

387.1786（19.40）
（＋）- 戈米辛 M

同分异构体 1

11* ＋ 40.730 C22H26O6 386.1724 386.1729 1.29 299.0913（26.35）；310.1555（100）；331.1589（6.48）；

355.1470（30.06）；387.1793（15.76）
（＋）- 戈米辛 M

同分异构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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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电离

模式

保留时

间 /min
分子式

理论分

子量

实测分

子量

质量

误差
碎片离子信息（丰度比 /%） 鉴定化合物

12* ＋ 48.770 C22H26O6 386.1724 386.1729 1.29 171.0799（55.46）；227.0699（21.23）；285.0750（100）；

299.0896（14）；355.1536（16.47）；387.1799（20.29）
（＋）- 戈米辛 M

同分异构体 3

13 ＋ 39.503 C22H24O7 400.1517 400.1522 1.21 165.0546（100）；341.1016（34.90）；370.1784（48.40）；

383.1476（9.27）；401.1963（17.17）
戈米辛 R

14 ＋ 44.360 C24H30O7 430.1988 430.1992 0.80 341.1378（45.04）；356.1615（100）；372.1561（49.26）；

387.1796（28.80）
methylisogomisin 

O

15* ＋ 43.850 C24H30O7 430.1989 430.1992 0.66 356.1614（100）；358.1401（15.19）；372.1562（46.63）；

387.1796（28.49）
methylisogomisin 

同分异构体

16 ＋ 47.164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301（100）；342.1089（53.28）；371.1484（1.90）；

373.1274（29.73）
neoisostegane

17* ＋ 44.840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301（100）；342.1084（56.23）；371.1485（62.33）；

373.1274（34.99）
neoisostegane 同

分异构体 1

18* ＋ 45.200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301（100）；341.1374（75.99）；356.1248（78.05）；

371.1485（61.78）；373.1276（48.80）
neoisostegane 同

分异构体 2

19* ＋ 45.624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302（100）；341.1367（77.54）；356.1243（72.30）；

371.1478（59.95）
neoisostegane 同

分异构体 3

20* ＋ 46.320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296（100）；342.1085（60.87）；371.1479（64.97）；

373.1268（28.36）
neoisostegane 同

分异构体 4

21* ＋ 47.961 C23H26O7 414.1673 414.1679 1.23 340.1296（100）；343.1165（58.17）；366.1452（64.92）；

385.1633（54.18）
neoisostegane 同

分异构体 5

22 ＋ 43.743 C28H36O8 500.2402 500.2410 1.69 83.0497（84.55）；318.1093（2.08）；332.1249（75.81）；

370.1770（100）
propinquanin F

23 ＋ 41.189 C27H34O8 486.2250 486.2254 0.81 83.0496（100）；219.1017（35.21）；295.1324（23.77）；

313.1067（32.67）；355.1534（50.03）
schisantherin F

24 ＋ 35.023 C22H24O6 384.1570 384.1573 0.85 191.1060（2.29）；219.1015（23.90）；247.0963（100）；

339.1588（76.93）；385.1598（5.62）
五味子素 C

25 ＋ 44.107 C22H24O6 384.1570 384.1573 0.83 312.0987（25.20）；316.0938（100）；329.1012（20.32）；

355.1533（84.20）；385.1613（32.89）
五味子素 C 同分

异构体 1

26 ＋ 47.173 C22H24O6 384.1570 384.1573 0.83 313.1050（34.81）；328.1295（61.71）；329.1337（7.14）；

354.1446（28.77）；385.1630（100）
五味子素 C 同分

异构体 2

27 － 36.238 C28H34O10 530.2156 530.2152 0.74 209.1168（100）；435.2162（69.98）；453.2265（40.38） 戈米辛 D

28 － 40.820 C23H30O7 418.1841 418.1835 1.39 181.0858（5.79）；309.1481（34.87）；310.1556（60.24）；

369.1692（100）；387.1798（20.15）
戈米辛 H

29# ＋ 41.570 C24H32O6 416.2193 416.2199 1.45 316.1294（100）；301.1060（29.02）；347.1478（21.82）；

402.2023（24.70）
五味子甲素

30# ＋ 43.770 C23H28O6 400.1880 400.1886 1.53 300.0980（100）；301.1047（46.03） 五味子乙素

31# ＋ 38.460 C24H32O7 432.2139 432.2148 2.15 346.1405（65.02）；369.1691（66.18）；384.1925（100）；

342.1454（35.09）
五味子醇甲

注（Note）：# 对照品（reference substance）；* 首次检定（first identification）。

续表 1

4　结论

　　本研究采用简单的前处理同时结合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和分子网络技术，建
立了一种快速筛查和鉴定中药五味子中联苯环辛
二烯型木脂素类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根据所获
得的精确分子质量、碎片离子等信息，结合对照
品信息和相关文献，共鉴定出 31 种联苯环辛二
烯型木脂素类化合物，其中有 13 个成分为首次

在五味子中检出。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五
味子有效成分信息特征，为五味子化学成分的分
析提供一定参考，为五味子中联苯环辛二烯型木
脂素类成分的物质基础研究提供依据。
　　本研究拟采用 UHPLC Q-Exactive Orbitrap 
MS/MS 和分子网络技术对五味子成分进行快速筛
查和深度鉴定，并解析其可能存在的新成分，以
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成分表征策略，为化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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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分析提供方法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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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葵薯内生真菌 Fusarium graminearum TSQ-2 化学成分研究

陈德坤1，2，邹振兴1，2*（1.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长沙　410013；2. 慢病诊疗小分子药物发现与转化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13）

摘要：目的　研究落葵薯内生真菌禾谷镰刀菌（Fusarium graminearum）TSQ-2 的化学成分。

方法　利用大孔树脂、硅胶、Sephadex LH-20、Prep-HPLC 等色谱方法对禾谷镰刀菌固体发酵

物乙酸乙酯部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及现代波谱技术对单体化合物进行结

构鉴定。初步评价化合物 1 ～ 5 对两种人类肿瘤细胞（SMMC-7721、HepG2）的体外细胞增

殖抑制活性和对两种致病菌（MRSA、E. coil）的抗菌活性。结果　从禾谷镰刀菌固体发酵物

乙酸乙酯部位分离得到 5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zearalenone（1）、clavatustide C（2）、W493 C
（3）、4，4，24-trimethyl cholesta-8，14，24（28）-trien-2α，3β，11α，12β，tetrol 12-acetate（4）
和 glycerolmonopalmitate（5）。活性实验结果显示化合物 4 对 SMMC-7721、HepG2 细胞增殖具

有抑制活性（IC50 值分别为 23.1 和 24.2 μmol·L － 1）。结论　共分离得到 5 个化合物，其中化

合物 2、5 为首次从该属真菌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落葵薯；内生真菌；禾谷镰刀菌；化学成分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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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ndomycete Fusarium graminearum TSQ-2 from 
Anredera cordifolia

CHEN De-kun1, 2, ZOU Zhen-xing1, 2* (1. Xiangya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Drug 
Research for Chronic Diseas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ndomycete Fusarium graminearum 
TSQ-2 from Anredera cordifolia. Methods  The ethyl acetate fraction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was 
separated and purified by macroporous resin, silica gel, Sephadex LH-20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Prep-HPLC. The structures of the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odern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The cytotoxic activities against two human tumor 
cells (SMMC-7721 and HepG2)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against two pathogenic bacterium (MRSA 
and E. coil) of compounds 1 ～ 5 were preliminarily evaluated. Results  Totally 5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ethyl acetate fraction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zearalenone (1), clavatustide C 
(2), W493 C (3), 4, 4, 24-trimethyl cholesta-8, 14, 24 (28)-trien-2α , 3β, 11α , 12β, tetrol 12-acetate (4) 
and glycerolmonopalmitate (5). The activity test showed that compound 4 had moderate cyctotoxic 
activities against SMMC-7721 and HepG2 cell (with IC50 values at 23.1 and 24.2 μmol·L －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ive compound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Fusarium graminearum. 
Compounds 2, and 5 have been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genus Fusarium. 
Key words: Anredera cordifolia; endomycete fungi; Fusarium graminearum; chemical constituent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No. 2021JJ30917）；中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No. 2020zzts828，No.1053320192764）。
作者简介：陈德坤，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天然药物化学研究，email：197211019@csu.edu.cn　* 通信作者：邹振兴，男，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天然药物化学研究，email：zouzhenxing@csu.edu.cn

　　植物内生菌是指存活于健康宿主植物组织器 官内，不会引起直接、明显的致病症状的一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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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微生物类群。研究发现，植物内生菌中发现
的次级代谢产物约有 51% 为新型化合物，高于土
壤微生物（38%）[1]，且内生菌中次级代谢产物具
有多种生物活性，如抗菌、抗肿瘤等，具有潜在
的药用价值 [2]。目前，内生菌研究热点主要为细
菌与真菌，其中植物内生真菌次级代谢产物研究
已成为发现新型活性化合物的重要途径 [3]。
　　落葵薯 Anredera cordifolia 是落葵科藤本植
物，作为一味药食同源的新兴保健蔬菜，不仅具
有较好的营养保健价值，还具有降压 [4]、抗炎镇
痛 [5]、抗菌 [6] 等功效。近年落葵薯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植物化学与药理作用，而关于其内生真菌鲜
有报道。课题组前期从落葵薯珠芽部分离纯化得
到一株内生真菌，并经 ITS 鉴定菌种为 Fusarium 
graminearum TSQ-2，采用现代色谱分离技术，从
其次级代谢产物中得到了 5 个化合物，经波谱数
据分析，分别鉴定结构为 zearalenone（1）、clava-
tustide C（2）、W493 C（3）、4，4，24-trimethyl 
cholesta-8，14，24（28）-trien-2α，3β，11α，12β，
tetrol 12-acetate（4）、glycerolmonopalmitate（5），
并对其肿瘤细胞毒活性和抗菌活性进行评价。
1　材料

　　液相色谱 - 四极杆 - 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液相色谱仪型号：Agilent 1290；质谱仪型号：
Agilent 6500 series Q-TOF），核磁共振仪（型号：
Burker AVANCE Ⅲ 500M， 瑞 士 Burker 公 司）；
电子分析天平（型号：SQP，北京赛多利斯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Sephadex LH-20 葡聚糖凝胶（美
国 GE 公司）；半制备液相色谱仪（型号：安捷伦 
1100，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ODS 反相 C18 填
料（日本 YMC 公司）；柱色谱硅胶（80 ～ 100 目、
200 ～ 300 目）；大孔树脂（HPD-100 型大孔吸
附树脂，沧州宝恩吸附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薄
层色谱用硅胶 G（烟台江友硅胶开发有限公司）；
半制备色谱柱（型号：Innoval ODS-2，5 μm，10 
mm×250 mm）；旋转蒸发仪（型号：EYELA N 
N-1100S-W）；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落葵薯植株于 2019 年 7 月采自湖南省永州
市江华湘江乡庙子源村，经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徐康平副教授鉴定为落葵科落葵薯属植物落葵薯
（Anredera cordifolia）的珠芽。该实验菌株分离
自落葵薯珠芽，委托擎科生物有限公司进行 ITS
测序，NCBI 数据库 blast 比对，鉴定为禾谷镰刀
菌（Fusarium graminearum TSQ-2），GenBank 登
录号为 No. SUYEP0UP015。目前菌种保存于中南

大学湘雅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实验室。
2　方法与结果

2.1　菌株发酵

　　将目标菌株植入液体培养基，恒温摇床摇荡
7 d（180 r·min － 1，28℃）作种子液，倒入 20 瓶
装有固体培养基的 500 mL 锥形瓶中（每瓶加入
250 g 大米，250 g 超纯水，121℃高压蒸汽灭菌
25 min），于 28℃恒温下静置培养 28 d。
2.2　发酵产物的分离纯化

　　目标菌株培养于 5 kg 固体培养基 28 d 后，用
乙酸乙酯将固体发酵物冷浸提取 3 次，每次 1 
d，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得到总浸膏 78 g。浸膏
采取大孔树脂柱层析依次以 20% 乙醇、80% 乙
醇和 100% 乙醇洗脱得到 3 个组分。80% 乙醇洗
脱部位（21.0 g）经硅胶柱层析（200 ～ 300 目），
依次采取石油醚 - 乙酸乙酯（100∶0 ～ 1∶1）及
氯仿 - 甲醇（100∶1 ～ 1∶1）梯度洗脱得到 8 个
组分（Fr. 1 ～ Fr. 8）。Fr. 2 经硅胶柱色谱，以石
油醚 - 二氯甲烷（100∶1 ～ 0∶100）梯度洗脱得
到 Fr. 2-1 与 Fr. 2-2，将 Fr. 2-1 经凝胶柱色谱分
离 得 到 Fr. 2-1-1 和 Fr. 2-1-2，Fr. 2-1-1 经 半 制 备
高效液相色谱（80% ～ 95% 乙腈洗脱 25 min，3 
mL·min－ 1）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1（4.8 mg）和
化合物 4（8.1 mg）；Fr. 3 经反相色谱柱，以甲醇 -
水（20∶80 ～ 100∶0）梯度洗脱得到 Fr. 3-1 和 Fr. 
3-2，Fr. 3-2 经半制备高效液相（60% ～ 80% 乙腈
洗脱 30 min，3 mL·min－ 1）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2（2.6 mg）和化合物 5（2.1 mg）；Fr. 5 经硅胶色
谱柱，以二氯甲烷 - 甲醇（100∶1 ～ 1∶1）梯度洗
脱，得到 4 个组分，其中 Fr. 5-4 经半制备高效液
相（40% ～ 75% 乙腈洗脱 30 min，3 mL·min－ 1）
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3（6.2 mg），结构见图 1。
2.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淡黄色粉末（甲醇），HR-EI-MS
显 示 m/z 321.1713 [M ＋ H] ＋， 推 测 分 子 式 为
C18H24O5；

1H-NMR（500 MHz，MeOD）δH：1.34
（3H，d，J ＝ 6.0 Hz，H-11'），3.71（1H，t，J ＝
9.0 Hz，H-6'），5.95（1H，m，H-2'），6.20（1H，
d，J ＝ 2.5 Hz，H-3），6.44（1H，d，J ＝ 2.5 
Hz，H-5），6.71（1H，d，J ＝ 15.5 Hz，H-1'）；
13C-NMR（125 MHz，MeOD）δC：19.2（C-11'），
20.4（C-8''），23.7（C-4'），32.1（C-3'），32.7（C-
5'），35.7（C-9'），37.2（C-7'），69.6（C-6'），74.2
（C-10'），102.6（C-3），107.8（C-1，C-5），132.3
（C-1'），133.2（C-2'），142.6（C-6），16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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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3.3（C-4），172.3（C-12'）。以上数据与文
献 [7] 报道一致，故化合物 1 鉴定为 zearalenone。
　　化合物 2：白色粉末（甲醇），HR-EI-MS 显
示 m/z 566.4241 [M ＋ H] ＋。1H-NMR（600 MHz，
DMSO-d6）δH：0.81（3H，m，H-12），7.35（1H，
d，J ＝ 6 Hz，H-28），7.90（1H，d，J ＝ 8.4 Hz，
H-35），8.27（1H，d，J ＝ 9.0 Hz，H-7），8.39
（1H，d，J ＝ 7.2 Hz，H-14），8.67（1H，d，J ＝
6 Hz，H-21）；13C-NMR（150 MHz，DMSO-d6）
δC：10.4（C-12），11.8（C-5），15.9（C-13），16.1
（C-6），22.3（C-20），22.7（C-34），22.8（C-19），
22.9（C-33），23.2（C-26），24.7（C-25），24.7（C-
4），25.1（C-18），25.1（C-32），33.7（C-10），35.9
（C-3），39.3（C-31），40.5（C-17），42.0（C-24），
50.8（C-30），52.5（C-16），58.8（C-2），63.3（C-
9），170.7（C-1），171.6（C-15），171.8（C-22），
172.6（C-29），173.1（C-8），以上数据与文献 [8]

报道一致，故化合物 2 鉴定为 clavatustide C。
　　 化 合 物 3： 白 色 粉 末（甲 醇），HR-EI-MS
显 示 m/z 888.5485 [M ＋ H] ＋， 推 测 分 子 式 为
C30H55N5O5。

1H-NMR（400 MHz，DMSO-d6）δH：
0.76（3H，t，J＝ 5.0 Hz，H-6），0.79（3H，d，J＝
5.0 Hz，H-4），0.86（3H，t，J ＝ 7.5 Hz，H-45），
1.02（2H，m，H-5），1.13（3H，d，J ＝ 5.0 Hz，
H-30），3.80（1H，t，J ＝ 7.5 Hz，H-2），3.90（1H，
d，J ＝ 10.0 Hz，H-29），3.97（1H，m，H-17），
4.05（1H，m，H-25），4.49（1H，m，H-8），4.83
（1H，m，H-33）；13C-NMR（100 MHz，DMSO-d6）
δC：10.4（C-6），14.0（C-45），15.2（C-4），15.3
（C-35），17.3（C-26），17.7（C-23），20.3（C-3），
22.1 ～ 37.6（C-3/5/9/18/19/34，36 ～ 44），49.1（C-

25），49.7（C-22），52.9（C-17），54.0（C-8），57.6
（C-2），58.9（C-28），66.6（C-29），75.1（C-33），
114.9（C-13），127.4（C-10），130.2（C-11/15），
155.9（C-12/14），168.4（C-31），170.4（C-27），
171.0（C-16），171.2（C-1），172.2（C-21），172.4
（C-7），173.1（C-24），173.7（C-20）。以上数据与
文献 [9] 报道一致，故化合物 3 鉴定为 W493 C。
　　化合物 4：白色粉末（二氯甲烷），HR-EI-
MS 显示 m/z 519.3452 [M ＋ Na] ＋，1H-NMR（400 
MHz，CDCl3）δ H：0.86（3H，s，H-29），1.08
（3H，s，H-30），1.02（6H，s，H-26/27），1.08
（3H，s，H-18），1.25（3H，s，H-19），3.26
（1H，m，H-3），4.27（1H，s，H-11），4.70
（2H，d，J ＝ 30.0 Hz，H-28），4.98（1H，s，
H-12），5.61（1H，s，H-15）；13C-NMR（100 
MHz，DMSO-d6）δ C：15.5（C-29），16.9（C-
18），18.0（C-6），18.2（C-21），21.3（C-32），
21.9（C-26），22.0（C-27），22.3（C-19），27.1
（C-7），27.5（C-2），28.2（C-30），30.9（C-23），
33.3（C-20），33.8（C-22），34.4（C-25），35.0
（C-1），35.3（C-16），37.3（C-10），39.2（C-4），
46.5（C-13），49.1（C-17），50.2（C-5），69.0（C-
11），78.9（C-12），79.0（C-3），106.1（C-28），
121.4（C-15），126.1（C-8），138.4（C-9），146.8
（C-14），156.6（C-24），171.0（C-31）。以上数
据与文献 [10] 报道一致，鉴定化合物 4 为 4，4，
24-trimethyl cholesta-8，14，24（28）-trien-2α，
3β，11α，12β，tetrol 12-acetate。
　　化合物 5：淡黄色油状物（二氯甲烷），HR-
EI-MS 显示 m/z 331.2846 [M ＋ H] ＋，推测分子
式为 C19H38O4。

1H-NMR（600 MHz，DMSO-d6）

图 1　化合物 1 ～ 5 的化学结构示意图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mpounds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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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0.85（3H，t，J ＝ 18 Hz，H-16），1.26（24H，
H-4 ～ 15），2.28（2H，t，J ＝ 6.0 Hz，H-2'）；
13C-NMR（150 MHz，DMSO-d6）δC：14.4（C-16），
22.6（C-15），24.9（C-14），28.9（C-13），29.2（C-
12），29.4（C-11），29.5（C-4～ 10），31.8（C-3），
34.0（C-2），63.1（C-2'），66.0（C-4'），69.8（C-
3'），173.4（C-1）。以上数据与文献 [11] 报道一致，
故化合物 5 鉴定为 glycerolmonopalmitate。
2.4　生物活性评价

　　将两株肝癌干细胞（SMMC7721 和 HepG2）
在含 10% 胎牛血清和 100 U·mL － 1 青霉素 / 链霉
素的 RPMI-1640 培养基中、37℃下培养。将初始
浓度为 1×105 个细胞·mL － 1 的悬液（100 μL）接
种到 96 孔板中，置于 37℃、5%CO2 条件下孵育
24 h。再用浓度范围为 1.25 ～ 80 μmol·L － 1 的目
标化合物 1 ～ 5 和 1.25 ～ 80 μmol·L － 1 的阳性
对照药索拉非尼处理细胞。继续培育 48 h 后，每
孔加入 50 μL MTT（2 mg·mL － 1）反应 4 h 后加
入 200 μL DMSO 溶解甲臜结晶，在 450 nm 处测
定吸光度值（OD450），所有结果均平行测定 3 次，
取平均值。计算化合物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
率：抑制率（%）＝ [1 －（OD实验孔 － OD空白孔）/
（OD对照孔 － OD空白孔）]×100%，结果显示仅化合
物 4 对 SMMC7721、HepG2 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
活性，IC50 值分别为（23.1±1.84）和（24.2±2.16）
μmol·L － 1，阳性对照组索拉非尼的 IC50 值分别
为（2.19±0.04）和（4.80±0.08）μmol·L － 1。同
时还利用 96 孔板稀释法评估了化合物 1 ～ 5 对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大肠埃希
菌（E. coil）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化合物 1 ～ 5
在最大浓度 500 μg·mL － 1 下均未显示抑菌活性。
3　讨论

　　植物内生菌是一个巨大的微生物资源库，药
用植物内生真菌作为一类特殊的微生物群体，能
够产生结构多样的活性次级代谢产物，其中相当
一部分具有抗肿瘤活性，其结构类型包括生物
碱、萜类、甾体、聚酮类、脂肪酸类等，表现出
潜在的应用价值，因此从药用植物中分离内生菌
并对其次级代谢产物进行研究已成为天然药物化
学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首次对落葵薯植物内生菌
进行研究，并从中分离得到两个环五肽（1 ～ 2），
一个三萜（3）以及一个二羟基苯酸内酯（4）和一
个长链脂肪酸（5）。本研究报道的化合物 2 和 5
为首次从 Fusarium 属菌中分离获得。在体外抗肿

瘤活性测试结果显示，化合物 4 对 SMMC-7721
和 HepG2 细胞的增殖有中等抑制活性。
　　本研究填补了落葵薯内生真菌化学成分研究
领域的空白，丰富了落葵薯内生真菌资源多样性，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真菌 Fusarium graminearum
次级代谢产物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为禾谷镰刀
菌次生代谢产物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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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皮安石榴苷纯化工艺及稳定性研究

牛若惠1，常占瑛1，热娜·吉恩斯1，高晓黎1，2*（1.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2. 新疆天然药物

活性组分与释药技术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优化石榴皮中安石榴苷的纯化工艺，并对安石榴苷精制物的稳定性进行研究。

方法　采用大孔吸附树脂与膜分离技术联合的方法，以安石榴苷的含量为指标，优化工艺

的洗脱及浓缩条件参数，确定最优工艺。将制备得到的精制物置于高温（60℃）、高湿（75% 
RH）、强光照射（4500 lx）条件下，于 0、5、10 d 取样测定，考察其稳定性。结果　纯化工

艺中上样液经静态吸附后，洗脱条件为：使用 6 BV 8% 乙醇进行除杂（流速 4 BV·h－ 1），再

用含 0.01%NaOH 的纯化水洗脱至黄色条带到达柱底后，接收 3 BV 流分，流分经 200 D 纳滤

膜进行浓缩。精制物中安石榴苷的含量为（84.56±0.13）%，收率为（69.66±0.87）%。安石

榴苷精制物对光、湿、热均敏感。结论　采用 HPD500 型大孔吸附树脂和膜分离技术的相关

洗脱、浓缩工艺参数可用于纯化石榴皮中安石榴苷，安石榴苷精制物应置于低温干燥避光条

件下存储。

关键词：安石榴苷；大孔吸附树脂；膜分离技术；纯化；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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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stability of punicalagin from pomegranate peel

NIU Ruo-hui1, CHANG Zhan-ying1, Rena Jiensi1, GAO Xiao-li1, 2* (1. Pharmacy College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2.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Active Components and Drug 
Release Technology of Natural Drugs, Urumqi  83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purification of punicalagin and determine the stability of 
punicalagin extract. Methods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porous adsorption resin and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elution and concentration conditions and parameters 
of the process with punicalagin content as the index.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igh temperature 
(60℃ ), high humidity (75% RH) and strong light irradiation (4500 lx), samples were taken at 0, 
5 and 10 days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Results  In the purification process, after static adsorption, 
the elu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6 BV 8% ethanol for impurity removal (with flow rate at 
4 BV·h－ 1), washing with purified water containing 0.01% NaOH until the yellow strip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column, before 3 BV flow fraction, and then concentrating the flow fraction 
through 200 D nanofiltration membrane. The content of punicalagin in the refined product was 
(84.56±0.13)%, and the yield was (69.66±0.87)%. The refined product of punicalagin was 
sensitive to light, humidity and heat. Conclusion  HPD500 macroporous resin and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are used for the elution and concentration. The concentration parameters can 
be used to purify punicalagin from pomegranate peel. The refined punicalagin should be stored at 
low temperature, dry and dark conditions. 
Key words: punicalagin; macroporous adsorption resin;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purification;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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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Punica granatum L.）是石榴科石榴属
植物 [1]。石榴皮为石榴的干燥果皮 [2]。研究发现，
石榴皮中富含多酚类、生物碱类、黄酮类、氨基
酸和有机酸等化学物质，具有涩肠止泻、止血、
驱虫等功效 [3]。石榴皮具有安全可靠、多功能、
天然等优点 [4]。石榴皮多酚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
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如炎症 [5]、糖尿病 [6]

和心脑血管疾病 [7] 等。安石榴苷（punicalagin）
为石榴皮多酚的主要成分，其含量在 10% 左
右 [8]。因其结构中含有较多羟基，也具有很强的
抗氧化活性。研究表明，安石榴苷还对癌症、炎
症、病毒、糖尿病等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其可以
抑制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因此对肥胖也有一定
的防治作用 [9]。此外，其还在多种慢性疾病如心
血管疾病和肝脏疾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0-11]。
目前，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有柱色谱分离，如大
孔吸附树脂 [12-13]、凝胶 LH-20 色谱 [14]、MCI-gel 
CHP-20P[15]、高速逆流色谱法 [16-17]、制备型高效
液相色谱法 [18] 等。膜分离技术是一种全新的高效
分离、浓缩、提纯的技术，其具有效率高、运行
稳定及成本低等特性，近年来在中药制药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19-20]。本试验拟在课题组已获得
安石榴苷纯化技术专利 [21] 的基础上，优化洗脱
条件，并使用膜分离技术进行浓缩，进一步优化
安石榴苷的纯化工艺，建立简便、高效的纯化方
法，以提高安石榴苷的转移率及纯度。并对制备
得到的安石榴苷精制物进行稳定性考察，为其存
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试药 
　　安石榴苷粗品（试验室自制，经 HPLC 测
定含量为 45%）；安石榴苷对照品（纯度大于
98.82%，批号：MUST-20050502）、鞣花酸对照品
（纯度大于 99.65%，批号：MUST-17052603）、安
石榴林对照品（纯度大于 99.37%，批号：MUST-
16030105）（成都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PD500 型大孔吸附树脂（沧州宝恩吸附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95% 乙醇（食用酒精）；甲醇（色谱
纯，美国 Sigma 公司）；三氟乙酸（Macklin）；氢
氧化钠（NaOH，天津市北联精细化学品开发有限
公司）；盐酸（洛阳市化学试剂厂）。
1.2　仪器

　　LC-20AT LC-20AB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
岛津公司）；AB135-S 型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
公司）；PB-10 型 pH 计（北京赛多利斯公司）；

ZXMP-AL230 恒温恒湿箱（上海智城分析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ZS51213340 药品强光稳定性试验
箱（侦翔环境试验设备）；FH-UF/NF-2 型复合型
纳滤浓缩装置（江苏凯米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003 型旋转蒸发浓缩装置（巩义市予华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安石榴苷 HPLC 方法学验证及含量测定

2.1.1　色谱条件　根据课题组前期建立的质
量标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22]。色谱
柱：Agilent SB-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为 0.1% 三氟乙酸（A）- 甲醇（B），
梯 度 洗 脱（0 ～ 15 min：97%A；15 ～ 25 min：
80%A；25 ～ 35 min：55%A；35 ～ 40 min：
35%A）；检测波长 370 nm；流速 1 mL·min － 1；
进样量 10 μL；柱温 30℃。
2.1.2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分别精密称取安石榴
苷、安石榴林、鞣花酸对照品 6.5、5、5 mg 于
10 mL 的棕色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混匀，
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650、500、500 µg·mL－ 1

的对照品储备液，备用（临用时稀释至所需质量
浓度）。
2.1.3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
制物 25 mg 于 25 mL 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
混匀，即得供试品溶液，备用。
2.1.4　方法学考察　分别取空白溶剂、对照品溶
液及供试品溶液按照“2.1.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HPLC 检测，记录峰面积，对方法的专属性、线
性、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及回收率进行考察。
色谱图见图 1，安石榴苷峰形良好，样品的保留
时间与对照品的保留时间一致，溶剂不产生干
扰。安石榴苷在 40.625 ～ 650 µg·mL－ 1 与峰面
积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A ＝ 5654.6C ＋ 7725.5，
R2 ＝ 0.9999）。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验的
RSD 值均小于 2.0%，符合方法学要求。样品的平
均回收率为 99.75%（n ＝ 6），RSD 为 2.8%，表
明方法准确度良好。
2.1.5　样品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制物
25 mg 于 25 mL 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混
匀，精密量取 2 mL 至 10 mL 量瓶，甲醇定容至
刻度混匀后，用 0.22 µm 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
液 10 µL，按照“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
将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含量。
2.2　精制工艺的优化

2.2.1　上样液制备　根据课题组前期建立的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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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采用 HPD500 型大孔吸附树脂进行分离纯
化 [23]，取安石榴苷粗品，用水配制成安石榴苷质
量浓度为 1.3 mg·mL－ 1 的溶液（相当于石榴皮
生药浓度 20.8 mg·mL－ 1），用 HCl 调 pH 至 2，
过滤，取滤液即得上样液。
2.2.2　大孔吸附树脂的预处理　取 HPD500 型大
孔吸附树脂适量，95% 乙醇溶液浸泡 24 h 进行活
化，将活化后的树脂投入玻璃柱内，用 95% 乙醇
溶液冲洗树脂，洗净至与纯化水 1∶5 混合不呈
白色混浊，再用纯化水洗至流出液不含酒精（用
酒精计测量），放置，备用。
2.2.3　上样吸附工艺条件　取 pH 值为 2、安石榴
苷质量浓度为 1.3 mg·mL－ 1 的溶液 5 BV，加到已
预处理好的 HPD500 型树脂柱上，以 2 BV·h－ 1 的
动态吸附速度上样，静态吸附 12 h 后，开始洗脱。
2.2.4　计算公式
　　T/% ＝ m1/（m － m2 － m3）×100　　   （1）
　　C/% ＝ m1/m4×100　　　　　　　　    （2）
　　Y/% ＝ m1/m×100　　　　　　　　　（3）
　　L/% ＝（m2 ＋ m3 ＋ m5）/m×100　　   （4）
　　式中：T，安石榴苷转移率（%）；C，安
石榴苷的含量（%）；Y，安石榴苷收率（%）；
L，安石榴苷损失率（%）；m，上样液中安石
榴苷的质量（mg）；m1，洗脱液中安石榴苷的
质量（mg）；m2，上样液流分中安石榴苷的质
量（mg）；m3，除杂洗脱液中安石榴苷的质量
（mg）；m4，安石榴苷精制物的质量（mg）；m5，
剩余安石榴苷的质量（mg）。除杂率（%）是将
杂质（保留时间为 11.619 min 的安石榴林及保留
时间在 12.76 ～ 13.264 min 内的未知成分）的峰
面积代入安石榴苷的标准曲线，计算其质量，以
洗脱液中杂质的质量 / 上样液中杂质的质量进行
计算。
2.2.5　单因素考察　按“2.2.1”项下方法制备上

样液，根据“2.2.3”项下方法进行上样吸附后，
以 4 BV·h－ 1 的流速进行洗脱，分别考察除杂溶
剂（水、5% 乙醇、8% 乙醇、10% 乙醇）、除杂
溶剂洗脱终点（1、2、3、4、5、6、7、8 BV）、
洗脱剂中 NaOH 的浓度（0%、0.001%、0.0025%、
0.005%、0.01%、0.015%）、乙醇浓度（0%、5%、
10%、15%、20%、25%）、 洗 脱 温 度（20℃、
30℃、40℃、45℃）、洗脱剂用量（1、2、3、4、
5、6、7、8、9、10 BV）对安石榴苷含量的影
响。将各洗脱液进 HPLC 分析，测定安石榴苷的
含量。
　　除杂溶剂及除杂剂洗脱终点的试验结果如表
1 所示，随着洗脱剂中乙醇浓度增大，除杂率与
安石榴苷的损失率均逐渐增大，在保证安石榴苷
尽可能少的损失下，8% 乙醇除杂率最高，因此
确定使用 8% 乙醇作为除杂洗脱液。8% 乙醇洗脱
柱体积达到 6 BV 时，安石榴苷的含量开始呈线
性增长趋势（见图 2A），为了避免损失大量的安
石榴苷，确定 8% 乙醇洗脱终点为 6 BV。

表 1　除杂溶剂的影响 
Tab 1　Effect of impurity removal solvents

除杂溶剂 除杂率 /% 安石榴苷损失率 /%

水 25.01   0.28

5% 乙醇 36.23   0.68

8% 乙醇 47.08   3.56

10% 乙醇 53.23 15.10

　　氢氧化钠浓度的影响如图 2B 所示，在氢氧
化钠的浓度为 0% ～ 0.015% 内，洗脱液中安石榴
苷的含量随着 NaOH 浓度的增加出现先增加后降
低的趋势，在 NaOH 浓度为 0.01% 时，洗脱液中
安石榴苷的含量最高。安石榴苷呈弱酸性，在酸
性条件下容易被大孔吸附树脂吸附，碱性条件有
利于洗脱，因此确定洗脱剂中加入氢氧化钠的浓
度为 0.01%。

图 1　安石榴苷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 of punicalagin 
A. 空白溶剂（blank solvent）；B. 安石榴苷对照品（punicalagin reference）；C. 安石榴苷供试品（punicalagin sample）；1. α 安石榴苷（α  
punicalagin）；2. β 安石榴苷（β punicala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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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浓度的影响如图 2C 所示，安石榴苷具
有很强的极性，当以水作为洗脱剂时，洗脱液中
安石榴苷的含量最高。随着乙醇浓度的增加，一
些极性较小的成分会随着安石榴苷一同洗脱，含
量逐渐降低。因此确定以含 0.01% 氢氧化钠的纯
化水作为洗脱溶剂。
　　洗脱温度的影响如图 2D 所示，在洗脱温度
20 ～ 45℃内，洗脱液中安石榴苷的含量差异不
大。考虑到安石榴苷属于多酚类物质，对热敏感，
为了保证洗脱过程中安石榴苷的稳定性以及工艺

的简便性，因此确定于室温条件下进行洗脱。
　　洗脱剂用量的影响如图 2E 所示，在洗脱过
程中发现，使用含 0.01%NaOH 的纯化水于室温
洗脱 2 BV 后，树脂柱上黄色条带到达最底端，
此时开始接收的洗脱液中安石榴苷含量最高，自
此再洗脱 3 BV 后，安石榴苷的含量开始呈下降
趋势。为了得到高纯度的安石榴苷精制物，确定
使用含 0.01%NaOH 水洗至黄色条带到达柱底后，
再收集 3 BV 作为洗脱流分。

图 2　除杂溶剂洗脱终点（A）、氢氧化钠浓度（B）、乙醇浓度（C）、洗脱温度（D）、洗脱剂用量（E）对安石榴苷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impurity removal solvent elution end point（A），sodium hydroxide concentration（B），ethanol concentration（C），elution 
temperature（D）and eluent dosage（E）on the content of punicalagin

2.2.6　浓缩工艺比较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筛选
的最优洗脱条件进行试验，收集安石榴苷洗脱液
流分，分成 2 份，分别以减压浓缩和膜分离（200 
D 纳滤膜）两种方式进行浓缩。浓缩液经冷冻干
燥得安石榴苷精制物，按照“2.1.5”项下方法测
定精制物中安石榴苷含量。
　　减压浓缩和纳滤浓缩过程参数和结果如表 2

所示，安石榴苷对热敏感，在减压浓缩时温度需
控制在 45℃以内，但由于该工艺中洗脱剂为水，
在使用减压浓缩除水时其浓缩效率仅 20%，使用
膜分离技术纳滤膜浓缩可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浓
缩效率高，得到的精制物中安石榴苷的含量较减
压浓缩的高，因此选用分子量为 200 D 的纳滤膜
对洗脱液进行浓缩。

表 2　减压浓缩和纳滤浓缩对比结果 
Tab 2　Vacuum concentration and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ion

浓缩方式
浓缩过程参数

样品量 /L 所用时间 /h 浓缩后体积 /L 浓缩效率 /% 安石榴苷的含量 /%
温度 /℃ 压力 /MPa

减压浓缩 45 ＜－ 0.08 10 2 8 20 84.14

纳滤浓缩 室温 5 ～ 7 20 1 5 75 86.76

2.3　验证试验

　　验证试验所采用的最优洗脱工艺为：上样液
静置 12 h 后，先用 6 BV8% 乙醇溶液除杂后，再
用含 0.01%NaOH 的纯化水于室温条件下洗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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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条带到达柱底后，开始接收 3 BV 流分，流
速为 4 BV·h－ 1。使用分子量为 200 D 的纳滤膜
对安石榴苷流分进行浓缩，浓缩液冷冻干燥得安
石榴苷精制物。
　　3 次精制试验所获安石榴苷的平均转移率
为 72.70%，RSD 为 2.6%（n ＝ 3）；安石榴苷的
平均收率为 69.66%，RSD 为 1.3%（n ＝ 3）；安
石榴苷的平均百分含量为 84.56%，RSD 为 1.6%
（n ＝ 3）；平均损失率为 25.61%，表明精制工艺

稳定可行。
2.4　安石榴苷精制物中未知组分的初步鉴定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制物 25 mg 于 25 mL 棕
色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混匀，用 0.22 
μm 滤膜过滤，另取“2.1.2”项下的安石榴林及鞣
花酸对照品储备液各 1 mL 于 10 mL 量瓶中，定
容混匀后，用 0.22 μm 滤膜过滤，取续滤液进行
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通过与对照品比对，确
定峰 2 为安石榴林，峰 10 为鞣花酸。

图 3　安石榴苷精制物 HPLC 图谱

Fig 3　HPLC of punicalagin refined product
A. 安石榴苷精制物（punicalagin refined product）；B. 安石榴林对照品（punicalin reference）；C. 鞣花酸对照品（ellagic acid reference）；1 ～ 5. 
安石榴苷前组分（the former components of punicalagin）；6. α 安石榴苷（α  punicalagin）；7. β 安石榴苷（β punicalagin）；8 ～ 10. 安石榴苷后

组分（the components after punicaligin）

2.5　安石榴苷精制物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2.5.1　高温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制物适量，
置于敞口的称量瓶中放在药物稳定性检查仪中
（60℃），于 0、5、10 d 取样，观察其外观性状、
增减质量并测定安石榴苷的含量。并对 0、5、
10 d 时安石榴苷精制物中各组分进行定量分析。
　　安石榴苷精制物在 60℃条件下放置 5 d 后，
减重 4.62%，含量降低了 9.0%，结果见表 3。
安石榴苷结构中含有多个酚羟基，高温条件加

速其被氧化而降解。精制物中除安石榴苷、安
石榴林及鞣花酸外，还含 6 种未知成分，通过
面积归一化法发现精制物在高温 60℃条件下放
置 10 d，安石榴苷的含量逐渐降低，安石榴林、
鞣花酸、峰 1 和峰 4 这 4 种成分含量增加，其中，
安石榴林及鞣花酸为主要的降解产物。这与文
献报道一致 [24]。故安石榴苷精制物需在低温条
件下保存。

表 3　高温试验结果 
Tab 3　High temperature test

取样时

间 /d
外观性状 质量变化 /% 含量测定 /%

精制物中各组分面积占比 /%

峰 1
峰 2（安

石榴林）
峰 3 峰 4 峰 5

峰 6、7（安

石榴苷）
峰 8 峰 9

峰 10（鞣

花酸）
总

  0 棕黄色疏松粉末 0 85.18±1.39 0.77 1.78 1.53 0.49 0.28 93.36 0.29 0.55 0.95 100.0

  5 棕黄色疏松粉末 － 4.62±0.05 77.50±1.10 1.23 2.55 1.74 0.94 0.33 90.35 0.23 0.59 2.04 100.0

10 棕黄色疏松粉末 － 5.14±0.15 76.10±1.67 1.37 3.28 1.71 1.02 0.35 88.65 0.29 0.59 2.69 100.0

2.5.2　高湿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制物适量，置
于敞口的称量瓶中放在恒温恒湿箱中 [ 相对湿度
（75±5）%，25℃ ]，密闭保存，于 0、5、10 d
取样，观察其外观性状、增减质量并测定安石榴
苷的含量。

　　安石榴苷精制物在相对湿度（75±5）% 的条
件下放置 5 d 吸湿增重高达 13.19%，但其含量未
发生明显变化，结果见表 4。由于安石榴苷具有
很强的吸湿性，应将安石榴苷精制物置于干燥环
境中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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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湿试验结果 
Tab 4　High humidity test

取样时间 /d 外观性状 质量变化 /% 含量测定 /%

  0 棕黄色疏松粉末 0 85.18±1.39

  5 棕黄色粘连粉末 13.19±0.20 85.40±0.92

10 棕黄色粘连粉末 13.00±0.28 85.87±0.99

2.5.3　强光照射　精密称取安石榴苷精制物
适量，置于敞口的称量瓶中于澄明度检测仪
（4500±500）lx 下照射，于 0、5、10 d 取样，观
察其外观性状、增减质量并测定安石榴苷的含量。
　　安石榴苷精制物在 25℃，（4500±500）lx 的
强光照射下放置 5 d，表层粉末出现粘连，增重
2.86%，含量下降了 1.7%，结果见表 5，表明安
石榴苷对光敏感，应注意避光贮藏。

表 5　强光照射试验结果 
Tab 5　Strong light exposure test

取样时间 /d 外观性状 质量变化 /% 含量测定 /%

  0 棕黄色疏松粉末 0 85.18±1.39

  5 棕黄色表面粘连粉末 2.86±0.05 83.69±0.89

10 棕黄色表面粘连粉末 2.92±0.09 82.36±1.17

3　讨论

　　本试验探讨了石榴皮中安石榴苷大孔吸附
树脂纯化工艺，并对其稳定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用 6 BV 8% 乙醇进行除杂后，再用含
0.01% NaOH 的纯化水在室温条件下洗脱，接
收 3 BV 黄色条带流分，安石榴苷总收率可达到
（69.66±0.87）%，纯度由（44.77±1.77）% 提高
至（84.56±0.13）%。本课题组将进一步研究鉴定
安石榴苷精制物中其他的组分，为安石榴苷精制
物作为原料药的应用奠定基础。安石榴苷精制物
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其对温度最为敏感，在光照
条件下不稳定。鞣花酸及安石榴林为安石榴苷主
要的降解产物，对于安石榴苷的其他降解产物还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为了保证安石榴苷精制物的
稳定性，应将其放置于低温、干燥密闭的容器中
避光存储。
3.1　纯化工艺的优点

　　本文根据安石榴苷的特性对其纯化工艺中的
解吸附条件进行了优化，首次采用含碱的水作为
洗脱剂，大大节省了有机溶剂的使用量。本文首
次将大孔吸附树脂联合膜分离技术应用于安石榴
苷的纯化工艺中，大孔吸附树脂技术具有选择性
强、机械强度大、吸附容量大、吸附速度快、易
再生、可循环使用、成本低等优点，在天然产物
分离纯化、中药制剂的纯化，有害杂质的去除等
领域应用广泛 [25-27]。纳滤膜耗能低、成本低且可

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特别适用于对热敏感的物质
的分离。还可去除洗脱液中部分小分子量的物质
如有机物、无机盐，实现进一步纯化 [28]。因此既
可以得到高纯度的安石榴苷又能有较高的收率。
在试验过程中从样品溶液的吸附到解吸附及浓
缩，整个工艺过程可在 24 h 内完成，工艺简单、
效率较高且易于控制。并将该工艺进行了中试放
大试验，工艺可行，可以用于工业化生产。
3.2　纯化工艺中的注意事项

　　在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工艺中，洗脱剂的 pH
对安石榴苷的影响较大，安石榴苷为弱酸性，安
石榴苷在碱性较强的条件下不稳定，应将收集的
洗脱液 pH 调至弱酸性，再进行浓缩。由于该工
艺中所用的洗脱溶剂为水且安石榴苷对热敏感，
使用传统的减压浓缩不仅效率低，而且在加热过
程中容易导致安石榴苷受热降解。因此浓缩工艺
在室温条件下进行较好。
　　综上，本试验建立的安石榴苷的纯化方法有
效可行，适用于安石榴苷的工业化生产，并为安
石榴苷精制物的存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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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信息学筛选银杏叶中的促成骨活性成分

孙苗苗1，2，梁鹏晨1，2，周紫艳1，2，唐晔翎1，2，李田3，梁冬雨2，易清清2*，常庆1，2*（1.上海中医

药大学研究生院，上海　200120；2.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嘉定区中心医院临床科研中心，上海　201800；3.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

院，南京　211198）

摘要：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筛选银杏叶中具有促成骨作用的有效成分。方法　利用

TCMSP 平台筛选银杏叶中的有效成分，通过文献查找 MAPK 和 BMP 等相关通路上的蛋白，

利用 Autodock Vina 对受体与蛋白进行分子对接，并将对接结果中对接分数排名前 20 的化合物

进行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和毒性的预测。通过细胞增殖和 RT-PCR 实验验证胡萝卜苷的促

成骨增殖和促进 TAK1、AKT1 mRNA 表达的效果。结果　胡萝卜苷相对于其他化合物，具有

较低的肝毒性、较低的突变性以及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和促进 TAK1、AKT1 mRNA 的表达等性

质。结论　银杏叶中胡萝卜苷是一种较好的促成骨活性成分，可为中药银杏叶在骨疾病方面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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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bone promoting active ingredients in ginkgo biloba  
on bioinformatics

SUN Miao-miao1, 2, LIANG Peng-chen1, 2, ZHOU Zi-yan1, 2, TANG Ye-ling1, 2, LI Tian3, LIANG 
Dong-yu2, YI Qing-qing2*, CHANG Qing1, 2* (1.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120; 2.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Jiading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800; 3. Graduate 
School,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Abstract: Objective  To screen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in ginkgo biloba with bone promoting effect 
based on bioinformatics. Methods  TCMSP platform was used to screen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in 
ginkgo biloba, and the proteins in related pathways such as MAPK and BMP were searched. Autodock 
Vina was used to dock the receptor and the protein. The compounds with the top 20 docking scores in 
the docking results were predicted for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and excretion and toxicity. 
Cell proliferation and RT-PCR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daucosterol on the bone prolife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AK1 and AKT1 mRNA. Results  Compared with other compounds, daucosterol 
had lower hepatotoxicity, and lower mutagenicity, and it promoted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AK1 and AKT1 mRNA. Conclusion  Daucosterol in ginkgo biloba is a good osteogenic 
active component,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bone diseases with ginkgo biloba. 
Key words: ginkgo biloba; bone promote; molecular docking;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excretion; toxicity; daucosterol

　　骨质疏松是一种骨骼密度和质量降低的骨相
关性疾病，患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折的风险会
显著增加 [1]。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常
见和治疗昂贵的疾病之一 [2]。尽管目前使用二膦
酸盐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风险，但其
起效较慢，需要较长的治疗周期，且具有一定的
风险，如胃肠道不耐受和颌骨坏死 [3-4]。而传统的
中药具有不良反应少，价格低等特点，在治疗骨
质疏松方面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
　　银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孑遗植物，被称为
“活化石”，目前被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据报
道，该植物的主要化合物为萜类化合物、银杏酸以
及植物雌激素 [5]。银杏叶的提取物具有抗氧化，调
节血管舒缩以及改善血液循环，防止组织缺血等多
种功能，被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等方面 [6]。同时银
杏叶还有治疗骨相关疾病的报道 [7]。研究发现银杏
叶提取物可以改善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大
鼠的碱性磷酸酶和骨矿物质密度 [8]。但是银杏叶作
为一种传统中药，成分复杂，发挥药效的成分不明
确，因此明确银杏叶中促成骨作用活性成分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利用生物信息方法研究中药对疾病的
作用机制比较成熟，因此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对
银杏叶中促成骨活性的成分进行筛选，同时初步探

讨银杏叶在促成骨方面的作用机制。
1　方法
1.1　有效成分的筛选
　　通过 TCMSP（中草药系统药理平台，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数
据库（http：//tcmspw.com/tcmsp. php）检索银杏
叶的化合物。本研究以药物相似度（DL）≥ 0.18
为标准，并且排除没有 CID（数字标识）号以及
没有 3D 结构的化合物，剩余的成分即为银杏叶
中用于后续研究的促成骨活性成分。
1.2　分子对接
　　首先通过文献阅读查找骨相关蛋白，细胞外
信 号 调 节 激 酶 1/2（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1/2）、转化生长因子 -β 激活激酶 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activated kinase 
1，TAK1）、蛋白酪氨酸激酶 -2β（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利 用 PDB（https：//www.rcsb.
org）下载蛋白的 3D 结构，采用 AutoDock Tools 
软件对删除水分子、添加氢原子、分离原配体，
输出蛋白并保存为 pdbqt 格式。从 Pubchem 数据
库（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下载相应
化合物的 3D 结构文件，并转换为 pdbqt 格式。将
蛋白中原配体的位置坐标，设置为对接的活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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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利用 Autodock Vina 软件，进行分子对接及
结合自由能评价。促成骨相关蛋白信息见表 1。

表 1　促成骨相关蛋白信息 
Tab 1　Promoting bone-related protein information

信号通路 蛋白 Uniprot PDB 编号 原配体

MAPK ERK1
ERK2
TAK1

P27361
P28482
O43318

4QTB
4QP3
5V5N

38Z
36Q
EDH

BMP AKT1
AKT2

P31749
P31751

3QKK
3E87

SMH
G95

其他 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Q14289 3ET7 349

1.3　化合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ADME）
的预测及筛选
　　药物与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双向过
程：药物影响人体，导致受体抑制，激活和信号
通路阻断，人体通过 ADME 来处置药物，所以
研究药物的 ADME 性质对研究药理活性具有重
要意义 [9-10]。本文选取对接分数排名前 20 的化合
物进行 ADME 的预测。将这些化合物 3D 结构导
入到 Discover studio（2016）中 ADMET 板块，在
“small molecules（小分子）”模块中选定“calculate 
molecular properties（计算分子性质）”点击 “AD-
MET descriptors” 进行参数设置，点击运行，对
化合物的 ADME 进行预测，获得这些化合物的
被动肠内吸收性、25℃ 以下的水溶性、人 细 胞 
色 素 P450 2D6 酶 结 合（CYP2D6 binding）、肝
毒性、血浆蛋白结合等方面的数据 [11]。
1.4　毒性预测
　　本研究将对接结果得分之和排名前 20 的化
合物放在 Discover studio 软件中 TOPKAT 板块
进行毒性预测，在“small molecules”模块中选定
“calculate molecular properties”点击 TOPKAT de-
scriptors（毒性描述）进行参数设置，点击运行，
分析结果 [9]。
1.5　体外成骨活性评价
　　MC3T3-E1 细 胞（小 鼠 胚 胎 成 骨 前 体 细
胞）用含 10% 胎牛血清的 MEM 培养基（含 100 
IU·mL － 1 青霉素、100 μg·mL － 1 链霉素），在
37℃、5%CO2、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至细胞生
长至 70% ～ 80% 开始传代，进行后续实验。调
整细胞浓度为 5×103 个·mL － 1，每孔体积 100 
µL，接种于 96 孔中 24 h 后，分成 7 组分别给予
药物干预，分别为对照组（含有 5% 血清的 MEM
培养基），二甲基亚砜（DMSO）组，药物组
（2.30、4.61、13.87、9.23、18.46 mol·L － 1 胡萝
卜苷），每组 3 个复孔，放入 37℃培养 24 h 后，

每孔加入 CCK-8 试剂 10 µL，继续放入培养箱孵
育 1 h，在 450 nm 波长下用酶标仪测定每孔吸光
度（OD）值。
1.6　实时定量 PCR（qRT-PCR）
　　实时定量 PCR 检测 TAK1、AKT1 mRNA 相
对表达量。
　　不同浓度的胡萝卜苷（0、2.30，4.61 mol·L－1）
处理 MC3T3-E1 细胞 3 d，使用 Trizol、氯仿、乙
醇及 DEPC 水等抽提总 RNA，所有的操作均在冰
上进行，然后根据试剂说明书进行 RNA 的逆转录
过程。37℃，15 min，85℃ 5 s 进行逆转录。扩增
条件：95℃预变性 30 s，95℃变性 3 s，60℃退火
30 s，共 40 个循环，以 GAPDH 为内参，目的基
因相对表达量采用 2－ΔΔCt 法。引物序列见表 2。

表 2　qRT-PCR引物扩增序列 
Tab 2　Amplification of gene primers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5-3'）
产物大

小 /bp

TAK1　　上游 ATTCCACAGATACCAATGGCTC 22

 　　　　下游 TGTAGTAACAATGCGATTTCGG

AKT1　　上游 CCGGAATTCAGCGACGTGGCTATTGTGA 28

 　　　　下游 CCGCTCGAGGGCCGTGCGCTGGCCGAG

GAPDH　上游 CCTCGTCCCGTAGACAAAAATG 21

 　　　　下游 TGAGGTCAATGAAGGGGTCGT

2　结果
2.1　银杏叶中的有效成分筛选结果
　　通过 TCMSP 数据库检索银杏叶中的有效成
分，共获取 307 个成分，通过 DL ≥ 0.18 为标准，
筛选后获得木犀草素 -4'- 葡萄糖苷，山柰酚 -7-
鼠李糖苷，没食子儿茶素等 86 个有效成分，排
除没有 CID 号的化合物之后剩余 72 个化合物，
再排除有 3D 结构的化合物，剩余 55 个化合物
（见表 3，用于后续的研究）。
2.2　分子对接结果分析
　　经过文献搜索最终选取 ERK1，ERK2，TAK1，
AKT1，AKT2、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六种成
骨蛋白作为主要靶点，将从银杏叶中筛选出来的木
犀草素 4'- 葡萄糖苷，山柰酚 7- 鼠李糖苷等 55 个有
效成分与上述 6 种成骨相关蛋白进行对接，每个分
值与原配的相对得分越小，说明化合物与蛋白对接
的稳定性越好。从图 1、2 可以看到对接成功及结
果较好的有黄酮（5281600），银杏素（5271805）等
53 个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中有些在骨研究方面有报
道。研究发现槲皮素可以通过调节有丝分裂原激活
的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来减轻卵巢切除大
鼠的骨质疏松 [12]；山柰酚可以通过调节雌激素受体、
BMP-2 等信号通路来实现抗骨质疏松的作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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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银杏叶筛选后的主要活性成分 
Tab 3　Main active ingredients of ginkgo biloba after screening

Mol ID 化合物英文名称 化合物中文名称 相对分子量 DL
MOL011597 luteolin-4'-glucoside 木犀草素 -4'- 葡萄糖苷 448.41 0.79
MOL008436 kaempferol-7-rhamnoside 山柰酚 -7- 鼠李糖苷 432.41 0.73
MOL011584 （－）-gallocatechin 没食子儿茶素 594.56 0.61
MOL011580 chrysoeriol 7-glucoside 大黄素 -7- 葡萄糖苷 462.44 0.82
MOL002035 kaempferol 7-O-glucoside 山柰酚 7-O- 葡萄糖苷 448.41 0.76
MOL002692 5，7-dihydroxy-2-（4-hydroxyphenyl）-3-[（2S，3S，4S，

5S，6R）-3，4，5-trihydroxy-6-（hydroxymethyl）
tetrahydropyran-2-yl]oxy-chromen-4-one

5，7- 二羟基 -2-（4- 羟基苯基）-3-[（2S，3S，
4S，5S，6R）-3，4，5- 三羟基 -6-（羟甲

基）四氢吡喃 -2- 基 ] 氧基色 -4- 酮

448.41 0.74

MOL000357 daucosterol 胡萝卜苷 576.95 0.62
MOL003686 narcissoside 水仙苷 624.6 0.65
MOL007179 linolenic acid ethyl ester 亚麻酸乙酯 306.54 0.2
MOL010972 quercitrin-2'-gallate 槲皮苷 -2'- 没食子酸酯 600.52 0.68
MOL011569 5-methoxy-bilobetin 5- 甲氧基 - 胆碱 582.54 0.6
MOL002693 nicotiflorin 烟碱 594.57 0.73
MOL007260 isorhamnetin-3-O-glucoside 异鼠李素 -3-O- 葡萄糖苷 478.44 0.8
MOL002511 isoginkgetin 异豆角蛋白 566.54 0.58
MOL011052 anacardic acid C 羽扇豆酸 C 344.54 0.32
MOL008906 hydroginkgolinic acid 氢化银杏酸 334.55 0.27
MOL004362 afzelin 山柰酚 3- 鼠李糖苷 432.41 0.7
MOL004401 bilobetin 胆红素 552.51 0.63
MOL009278 laricitrin 大黄素 332.28 0.34
MOL011604 syringetin 丁香脂素 346.31 0.37
MOL011051 ginkgoic acid 银杏酸 346.56 0.32
MOL011585 cardanol monoene 腰果酚单烯 302.55 0.21
MOL011054 5-（8Z-pentadecenyl）resorcinol 5-（8Z- 十五碳烯基）间苯二酚 318.55 0.24
MOL002083 5，7，4'-trihydroxy-3'，5'-dimethoxyflavone 5，7，4'- 三羟基 -3'，5'- 二甲氧基黄酮 330.31 0.34
MOL009292 tricetin 甘油三酸酯 302.25 0.28
MOL011550 amentoflavone-7，4'，4'''-trimethyl ether 黄酮 7，4'，4'''- 三甲基醚 580.57 0.54
MOL002008 myricetin 杨梅素 318.25 0.31
MOL000354 isorhamnetin 异鼠李素 316.28 0.31
MOL005573 4'，5-dihydroxy-7-methoxyflavone 4'，5- 二羟基 -7- 甲氧基黄酮 284.28 0.24
MOL002881 luteolin 4'-methyl ether 木犀草素 4'- 甲基醚 300.28 0.27
MOL002037 amentoflavone 黄酮 538.48 0.65
MOL002680 flavoxanthin 毛莨黄素 584.96 0.56
MOL000422 kaempferol 山柰酚 286.25 0.24
MOL000415 rutin 芸香苷 610.57 0.68
MOL000437 hirsutrin 头孢菌素 464.41 0.77
MOL000449 stigmasterol 豆甾醇 412.77 0.76
MOL000007 apigenin 7-glucoside 芹菜素 7- 葡萄糖苷 432.41 0.74
MOL003044 chryseriol 金丝桃醇 300.28 0.27
MOL000701 quercitrin 槲皮苷 448.41 0.74
MOL000006 luteolin 木犀草素 286.25 0.25
MOL000008 apigenin 芹菜素 270.25 0.21
MOL000098 quercetin 槲皮素 302.25 0.28
MOL002509 ginkgetin 银杏素 566.54 0.59
MOL001955 chlorogenic acid 绿原酸 354.34 0.33
MOL000358 beta-sitosterol β- 谷甾醇 414.79 0.75
MOL005043 campesterol 菜油甾醇 400.76 0.71
MOL011050 anacardic acid 没食子酸 348.58 0.31
MOL011062 6-tridecylsalicylic acid 6- 十三烷基水杨酸 320.52 0.23
MOL000096 （－）-catechin （－）- 儿茶素 290.29 0.24
MOL006791 epigallocatechin 表没食子儿茶素 306.29 0.27
MOL008317 hydroginkgol 氢化甘油 304.57 0.21
MOL002249 gallocatechin 儿茶素 306.2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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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选取了其中一个蛋白中对接分数较好的前几个
化合物进行展示。通过图 1 说明，银杏叶中的化学
成分的确含有跟骨相关蛋白对接的化合物，进一步
来证实存在成骨的活性成分。
2.3　ADME 结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 DS2016 对化合物进行 ADME
的预测，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到水溶性较
好的化合物为大黄素 -7- 葡萄糖苷（11294177），
芹菜素 -7- 葡萄糖苷（5280704），木犀草素 -4'-
葡萄糖苷（26235513），山柰酚 7-O- 葡萄糖苷
（10095180）等六种糖苷类化合物；肠内吸收性较
好的是β- 芘（31423），芝麻素（72307）；可作为
人细胞色素 P450 2D6 酶 结 合（CYP2D6 binding）
的非抑制剂 5- 甲氧基 - 胆碱（5319411），黄酮
（5281600），β- 芘（31423），芝麻素（72307）；没
有肝毒性的是木犀草素 -4'- 葡萄糖苷（26235513），
β- 谷甾醇（222284），菜油甾醇（173183），豆甾醇
（5280794），胡萝卜苷（5742590）等。

2.4　毒性预测结果
　　对分子对接排名前 20 的化合物进行毒性预
测，结果见表 5，可知豆甾醇（5280794）和胡萝
卜苷（5742590）相对于其他成分具有较低的致突
变性、啮齿动物致癌性和发育毒性潜力以及大鼠
口服利用度较好。其中胡萝卜苷的毒性最小，说
明其在药物的应用方面具有较好的潜力。尽管胡
萝卜苷的水溶性较差，现如今随着生物材料作为
药物载体的发展，选择合适的药物载体将有利于
改善药物溶解性差等问题。故结合 ADME 的结
果，选择胡萝卜苷进行后续实验。
2.5　胡萝卜苷与蛋白对接结果
　　胡萝卜苷与蛋白受体具有较好的对接活性。与
AKT2 蛋白对接自由能－ 10 kcal·mol － 1，AKT1
蛋白对接自由能－ 9.4 kcal·mol－ 1，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蛋 白 对 接 自 由 能 － 9 kcal·mol － 1，
EPK2 蛋白对接自由能－ 7.9 kcal·mol－ 1，EPK1 蛋
白对接自由能－ 9.5 kcal·mol－ 1，TAK1 蛋白对接
自由能－ 7.7 kcal·mol－ 1。经过对接笔者发现胡萝
卜苷与这些蛋白的结合自由能小于－ 7 kcal·mol－ 1，

Mol ID 化合物英文名称 化合物中文名称 相对分子量 DL
MOL005805 pyrene β- 芘 202.26 0.19
MOL002681 fluoranthene 荧蒽 202.26 0.18
MOL000492 （＋）-catechin （＋）- 儿茶素 290.29 0.24

续表 3

图 2　分子对接相对得分热图

Fig 2　Relative score heat map of molecular docking

图 1　分子 - 蛋白残基作用力示图

Fig 1　Molecule-protein residue forc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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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银杏叶中有效成分 ADME预测结果 
Tab 4　ADME prediction results of selected components in ginkgo biloba

化合物 化合物英文名称 化合物中文名称
水溶性

水平

血脑屏

障水平

细胞色素 P450 
2D6 水平

人体肠道

吸收水平

肝毒

性

血浆蛋

白结合

11294177 chrysoeriol 7-glucoside 大黄素 -7- 葡萄糖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280704 apigenin 7-glucoside 芹菜素 -7- 葡萄糖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26235513 luteolin-4'-glucoside 木犀草素 -4'- 葡萄糖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无毒 强

222284 beta-sitosterol β- 谷甾醇 极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无毒 弱

10095180 kaempferol 7-O-glucoside 山柰酚 -7-O- 葡萄糖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319411 5-methoxy-bilobetin 5- 甲氧基 - 胆碱 很低 不确定 非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弱

25079965 kaempferol-7-rhamnoside 山柰酚 -7- 鼠李糖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280459 quercitrin 槲皮苷 好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281696 amentoflavone-7，4'，4'''-trimethyl ether 黄酮 7，4'，4'''- 三甲基醚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不好 有毒 弱

173183 campesterol 菜油甾醇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无毒 弱

5280794 stigmasterol 豆甾醇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无毒 弱

5318569 isoginkgetin 异豆角蛋白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弱

5271805 ginkgetin 银杏素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弱

5281600 amentoflavone 黄酮 很低 不确定 非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318767 nicotiflorin 烟碱 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31423 pyrene β- 芘 很低 极高的渗透性 非抑制剂 好 有毒 弱

5280805 rutin 芸香苷 很低 不确定 抑制剂 非常不好 有毒 强

5742590 daucosterol 胡萝卜苷 低 不确定 抑制剂 不好 无毒 强

72307 sesamin 芝麻素 低 中等 抑制剂 好 有毒 弱

图 3　胡萝卜苷和 AKT2 蛋白分子对接示意图

Fig 3　Molecular docking of daucosterol and AKT2 protein
图 4　胡萝卜苷和 ERK1 蛋白分子对接示意图

Fig 4　Molecular docking of daucosterol and ERK1 protein

可能具有较好的促成骨活性，胡萝卜苷与受体 AKT2 蛋白和 ERK1 蛋白对接示意图见图 3、4。

2.6　体外成骨活性的检测
　　如图5结果显示，成骨细胞培养细胞24 h 后，
胡 萝 卜 苷 在 2.30 mol·L － 1 时， 对 MC3T3-E1
细胞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P ＜ 0.0001），在
4.61 mol·L － 1 时具有增殖效果（P ＜ 0.05），在
13.87 ～ 18.46 mol·L － 1 时对成骨细胞具有增殖
趋势。
2.7　胡萝卜苷对 TAK1、AKT1 mRNA 表达水平
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胡萝卜苷在 4.61 mol·L － 1

时对 TAK1、AKT1 mRNA 表达量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P ＜ 0.05），如图 6 所示。该实验验证了分

子对接时胡萝卜苷通过 MAPK 信号通路和 BMP
信号通路促成骨的作用机制。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
台（TCMSP）对银杏叶中的成分进行了筛选，共
获得 86 种有效成分。选取骨质疏松相关 MAPK
信号通路中的蛋 ERK1、ERK2、TAK1 和 BMPs
信号通路蛋白 AKT1、AKT2、以及其他通路上
的蛋白 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蛋白。其中丝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家族（MAPKs）是一种丝氨酸
蛋白激酶，三个主要家族是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ERK）家族，p38 激酶家族和 c-Jun N 末端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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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K）家族，每个家族都由各自的亚家族组成，
参与多种细胞活动相关的细胞内信号传导，可响
应各种刺激（包括激素、化学物质和压力），将信
号从细胞表面传递到细胞核，参与细胞增殖、存

活、分化 [14-15]。据报道，有研究成骨细胞的基因
表达和功能与 MAPK 信号的刺激有关，并且有研
究发现 MSC 来源的外来体通过 MAPK 途径促进
成骨细胞的增殖而改善骨质疏松症 [2]。此外与骨
质疏松相关的信号通路 BMP 骨形态发生蛋白可以
与一些成骨转录因子，例如 Dlx3，Dlx5 和 Runx2
相互作用，从而对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对成骨细胞
产生影响，并且指导它们分化为成骨细胞。其中
BMP-2（骨形态发生蛋白）刺激的成骨细胞分化需
要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激活途径的持续信号
传递，而 AKT2 是 IGF 调节成骨的关键介质 [16]。
AKT 是成骨细胞中可以控制成骨细胞和破骨细
胞分化的独特信号传导中间产物，在没有 AKT1
的情况下减少成骨细胞的生长 [17-18]。本文选取
MAPK 信号通路中的蛋白 ERK1、ERK2、TAK1、
BMP 信号通路上的蛋白 AKT1、AKT2、以及其
他通路上的蛋白 Protein tyrosine kinase-2 beta 蛋
白进行分子对接，并且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蛋白
ERK1 与化合物槲皮素、豆甾醇、黄酮、胡萝卜
苷对接进行了展示。从分子对接的结果可知，成
骨蛋白 ERK1 与槲皮素作用力为疏水作用和氢键，
其中相互作用的关键氨基酸位点是 Asp184（B），
ERK1 与豆甾醇作用力为疏水作用和氢键。ERK1
与黄酮为疏水作用和氢键，其中相互作用的关键
氨基酸位点是 Lys71（B），Ser170（B）。ERK1 和
胡萝卜苷受体结合的作用力为疏水作用和氢键，
其中相互作用的关键氨基酸位点是 As p166（B），
Vac205（B），Arg84（B）。
　　通过 ADME 毒性实验、qRT-PCR 评价所选
化合物的药理性质。在药物研究中，其溶解度至
关重要，药物只有先溶于水才能通过吸收进入生
物膜，并且药物的溶解性影响药物的药理和毒
性 [19]。药物毒性在药物临床应用方面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低毒性的药物能够保证在应用方面

表 5　银杏叶中有效成分毒性预测结果 
Tab 5　Toxicity prediction of selected components in ginkgo biloba

化合物

CID
致突

变 1

致癌性小白鼠 2 致癌性大鼠 2 大鼠口服

利用度 3/
（g·kg － 1）

发育

毒性 4雄性 雌性 雄性 雌性

11294177 0.901 1.000 0.979 0.966 0.002 1.200 1.000
5280704 0.167 1.000 0.414 0.070 0.000 1.500 1.000
26235513 0.927 1.000 0.473 0.087 0.000 2.200 1.000
222284 0.000 0.014 0.000 0.000 1.000 333.200 0.966
10095180 1.000 0.000 0.164 1.000 0.075 569.900 1.000
5319411 0.000 1.000 0.998 1.000 0.000 338.200 1.000
25079965 0.998 1.000 0.023 0.416 0.000 93.900 1.000
5280459 1.000 1.000 0.064 0.388 0.000 113.700 1.000
5281696 0.000 1.000 0.893 1.000 0.000 149.500 1.000
173183 0.000 0.000 1.000 0.038 0.000 321.500 0.961
5280794 0.000 0.000 1.000 0.012 0.000 149.300 0.000
5318569 0.000 1.000 0.998 1.000 0.000 262.800 1.000
5271805 0.000 1.000 0.999 1.000 0.000 264.200 1.000
5281600 0.000 1.000 0.914 1.000 0.000 627.200 1.000
5318767 1.000 1.000 0.006 0.110 0.999 174.700 1.000
31423 0.023 0.000 0.999 0.058 1.000 2.900 0.966
5280805 1.000 1.000 0.009 0.138 1.000 228.500 1.000
574259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358.600 0.010
72307 0.000 1.000 0.868 0.000 1.000 15.600 0.888
5315459 0.000 1.000 1.000 1.000 0.000 459.100 1.000

注：1. ＜ 0.3（无 致 突 变 性）， ＞ 0.7（致 突 变）；2. ＜ 0.3（非

致 癌 物）， ＞ 0.7（致 癌 物）；3. ＜ 50 mg·kg － 1（高 毒 性），50 
mg·kg－ 1 ＜ LD50 ＜ 500 mg·kg－ 1（中等毒性），0.5 g·kg－ 1 ＜ LD50 ＜ 5 
g·kg－ 1（低毒性），5 g·kg－ 1 ＜ LD50 ＜ 15 g·kg－ 1（实际上无毒性），＞

15 g·kg－ 1（无毒性）；4. ＜ 0.3（无毒）；＞ 0.7（有毒）。

Note：1. ＜ 0.3（non-carcinogen），＞ 0.7（carcinogen）；2. ＜ 0.3
（non-mutagen），＞ 0.7（mutagen）；3. ＜ 50 mg·kg － 1（high toxic-
ity），50 mg·kg － 1 ＜ LD50 ＜ 500 mg·kg － 1（moderate toxicity），0.5 
g·kg － 1 ＜ LD50 ＜ 5 g·kg － 1（low toxicity），5 g·kg － 1 ＜ LD50 ＜ 15 
g·kg － 1（actually，non-toxic），＞ 15 g·kg － 1（non-toxic）；4. ＜ 0.3
（non-toxic），＞ 0.7（toxic）.

图 5　胡萝卜苷对成骨 MC3T3-E1 细胞增殖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daucosterol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osteoblast MC3T3-E1 
cells

注（Note）：与对照组相比，*P ＜ 0.05，****P ＜ 0.0001（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001）。

图 6　胡萝卜苷促进 TAK1、AKT1 mRNA 的表达

Fig 6　Effect of daucosterol on the expression of TAK1 and AKT1 
mRNA

注（Note）： 与 0 mol·L － 1 组 相 比，*P ＜ 0.05，**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0 mol·L － 1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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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提高药物在临床上的成功率。本研究
对化合物毒性进行预测，发现胡萝卜苷相对于其
他的化合物具有较低的毒性，并且大鼠口服利用
度较好。尽管水溶性较差，但作为一种亲脂性分
子，更容易通过细胞膜进行吸收。此外胡萝卜苷
通过血脑屏障能力还不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本课题组中主要是研究药物载体，胡萝卜苷低
毒性的优点，使我们将目标放在了胡萝卜苷上，
因此，通过实验进一步来研究胡萝卜苷的成骨能
力，为后续课题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通过
体外实验进一步验证，银杏叶中胡萝卜苷具有促
成骨的活性，并且作用机制为促进 MAPK 信号
通路中 TAK1 mRNA 的表达和 BMP 信号通路中
AKT1 mRNA 的表达。
4　结论
　　本文利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银杏叶中的促
成骨活性成分进行筛选，通过进一步对这些活性
成分进行分子对接，ADME、毒性预测以及相关
的实验验证，最终发现银杏叶中的胡萝卜苷具有
较好的促成骨活性。更好地挖掘了银杏叶中的有
效成分在治疗骨疾病方面的潜力，也为在治疗骨
疾病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中药单体，为后续研究
银杏叶在促成骨方面的机制方面提供了新的选
择，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单体的作用，进一步促进
中医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Meng YC，Lin T，Jiang H，et al. MiR-122 exerts inhib-
itory effects on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differentiation in 
osteoporosis by activating the PCP4-mediated JNK path-
way [J]. Mol Ther-Nucl Acids，2020，20：345-358. 

[2] Zhao P，Xiao L，Peng J，et al. Exosomes derived from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rove osteoporo-
sis through promoting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 via MAPK 
pathway [J]. Eur Rev Med Pharmaco，2018，22（12）：

3962-3970. 
[3] Wu W，Xiao Z，Chen Y，et al. CD39 produced from 

human GMSCs regulates the balance of osteoclasts and 
osteoblasts through the Wnt/beta-catenin pathway in osteo-
porosis [J]. Mol Ther，2020，28（6）：1518-1532. 

[4] Russell RG. Bisphosphonates：from bench to bedside [J]. 
Ann N Y Acad Sci，2006，1068（1）：367-401. 

[5] Oh SM，Chung KH. Estrogenic activities of Ginkgo biloba 
extracts [J]. Life Sci，2004，74（11）：1325-1335. 

[6] Kosek，Dogan P，Ascioglu M，et al. In vitro antioxidant 
effect of Ginkgo biloba extract（EGb 761）on lipoperox-
idation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in erythrocytes of 

Behcet’s patients [J]. Jpn J Pharmacol，1997，75（3）：

253-258. 
[7] Guzel N，Sayit E，Aynaci O，et al. Ginkgo Biloba im-

proves bone formation during fracture healing：an experi-
mental study in rats [J]. Acta Ortopedica Brasileira，2017，
25（3）：95-98. 

[8] Lucinda LMF，Aarestrup BJV，Reboredo MM，et al. 
Evaluation of the anti-osteoporotic effect of Ginkgo biloba 
L. in Wistar rats with glucocorticoid-induced-osteoporosis 
by bone densitometry using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
etry（DEXA）and mechanical testing [J]. Anais Da Aca-
demia Brasileira De Ciencias，2017，89（4）：2833-2841. 

[9] Wang Y，Xing J，Xu Y，et al. In silico ADME/T model-
ling for rational drug design [J]. Q Rev Biophys，2015，48
（4）：488-515. 

[10] He SM，Chan E，Zhou SF. ADME properties of herbal 
medicines in humans：evidence，challenges and strate-
gies [J]. Curr Pharm Design，2011，17（4）：357-407. 

[11] 杨德俊，姚香草，许重远，等 . 红茴香小分子化合物降

尿酸活性及 ADMET 性质的分子对接 [J]. 中国临床药理

学杂志，2018，34（23）：2750-2752. 
[12] Xing LZ，Ni HJ，Wang YL. Quercitrin attenuates oste-

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by regulating mitogen-ac-
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signaling pathways [J]. 
Biomed Pharmacother，2017，89：1136-1141. 

[13] Wong SK，Chin KY，Ima-Nirwana S. The osteoprotective 
effects of kaempferol：the evidence from in vivo and in vi-
tro studies [J]. Drug Des Dev Ther，2019，13：3497-3514. 

[14] Kim EK，Choi EJ. Pathological roles of MAPK signal-
ing pathways in human diseases [J]. BBA-Mol Basis Dis，
2010，1802（4）：396-405. 

[15] An J，Yang H，Zhang Q，et al. Natural products for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n 
promoting osteoblast-mediated bone formation [J]. Life Sci，
2016，147：46-58. 

[16] Mukherjee A，Wilson EM，Rotwein P. Selective signaling 
by Akt2 promotes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mediated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J]. Mol Cell Biol，2010，30
（4）：1018-1027. 

[17] Mukherjee A，Larson EA，Klein RF，et al. Distinct ac-
tions of akt1 on skeletal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J]. PLoS 
One，2014，9（3）：e93040. 

[18] Mukherjee A，Rotwein P. Selective signaling by Akt1 
controls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and osteoblast-mediated 
osteoclast development [J]. Mol Cell Biol，2012，32（2）：

490-500. 
[19] Stegemann S，Leveiller F，Franchi D，et al. When poor 

solubility becomes an issue：from early stage to proof of 
concept [J]. Eur J Pharm Sci，2007，31（5）：249-261. 

（收稿日期：2021-08-16；修回日期：2021-09-27）



525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阴虚型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病证结合模型的探索与评价

方媛1，2，3，桂文琪1，2，3，聊晓玉1，2，3，孙纪1，2，3，韩岚1，2，3，彭代银1，2，3*（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合肥　230012；2. 中药复方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12；3. 安徽道地中药材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合肥　230012）

摘要：目的　构建阴虚型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大鼠模型。方法　大鼠适应性饲养 1 周，称重

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四组：正常组、MNNG 组（M1 组，150 μg·mL－ 1）、MNNG 复

合温热药组（M2 组）、MNNG 复合甲状腺激素灌胃组（M3 组）。M1、M2、M3 三组采用饥饱失

常并给予 3% 雷尼替丁饲料，同时灌胃 2 mL 150 μg·mL－ 1 MNNG 溶液，自由饮用 100 μg·mL－ 1 
MNNG 溶液。M1 组每周灌胃 2 mL MNNG 并自由饮用 MNNG 溶液；M2 组每周灌胃 MNNG 并自

由饮用 MNNG，自第七周起，M2 组需另加灌胃制附子、干姜、肉桂水煎液 21 d； M3 组每周灌胃

MNNG 并自由饮用 MNNG，自第七周起，M3 组需另加灌胃甲状腺激素混悬液 21 d。每周测量大鼠

体质量、24 h 进食量和抓力，动态观察大鼠表征，HE 染色观察胃组织病理变化，ELISA 检测大鼠

血清中内分泌代谢激素和胃肠激素等指标。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各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减轻，进食

量减少，病理显示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炎性细胞浸润，腺体囊状增生，肠化等；M2、M3 组大鼠

血清中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激素（FT4）、环磷腺苷

（cAMP）、肾上腺酮（Cort）含量较正常组显著升高（P ＜ 0.05，P ＜ 0.01）；M2、M3 组大鼠血清

中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含量较正常组显著降低，M2、M3 组大鼠血清中

胃泌素 17（GAS-17）、胃动素（MTL）含量较正常组和 M1 显著升高（P ＜ 0.05，P ＜ 0.01）。结论
　以 MNNG 诱导 CAG 疾病模型大鼠为基础，分别通过温燥中药灌胃伤阴和西药灌胃模拟阴虚证症

状表现均可建立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可用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医药的疗效和机制。

关键词：慢性萎缩性胃炎；病证结合模型；胃阴不足证

中图分类号：R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25-07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08

Evaluation of disease syndrome combination model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Yin deficiency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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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rat model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Yin deficiency. Methods  
After weighing, th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normal group, MNNG group (M1 group, 150 μg·mL － 1), MNNG combined with warm medicine 
group (M2 group), MNNG combined with thyroid hormone gavage group (M3 group). The M1, M2 
and M3 groups were given 3% ranitidine diet, 2 mL 150 μg·mL － 1 MNNG solution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and 100 μg·mL － 1 MNNG solution by free drinking. M1 group was given 2 mL 
MNNG orally and drank MNNG solution freely every week. The M2 group was given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MNNG and free drinking MNNG every week. From week 7, the M2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decoctions of aconite, ginger and cinnamon for 21 
days. The M3 group was given gavage of MNNG every week and freely drunk MNNG. From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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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是一种以胃黏膜固有
腺体萎缩为特征的临床常见难治性消化道疾病。中
医学根据 CAG 症状，将其归为“痞满”“嘈杂”范
畴，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将 CAG 辨证为肝
胃气滞证、肝胃郁热证、脾胃虚弱证、脾胃湿热
证、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证六大证型 [1]。其中胃
阴不足是 CAG 的一大病机，是 CAG 病变的重要
环节。胃阴本身乃胃之津液、营血、脂膏等物质，
具有濡润滋养胃体的作用，胃阴虚将致使胃失濡
养，可逐步促使胃腺体趋于萎缩 [2]。因此本研究选
择胃阴不足的中医证候类型进行研究。现代医学在
逆转 CAG 方面尚无有效方法，而中医药治疗 CAG
可控制、截断病情进展，甚至可以逆转萎缩，具有
整体调理、个体化治疗直接针对病理改变及不良反
应，可长期治疗的优点，具有一定优势 [3]。但目前
CAG 研究采用的是单纯疾病模型，尚无公认、稳
定的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
　　实验动物模型中某种疾病或证候状态，往往是
某种药理作用或毒性反应发生的必需条件 [4]。CAG
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可选用 CAG 模型＋阴虚证造模
的方法制备。大鼠是 CAG 造模最为常用的实验动
物 [5]，N- 甲基 -N- 硝基 - 亚硝基胍（MNNG）综合
造模的方法在大鼠 CAG 模型构建中应用广泛，成
模稳定 [6]。阴虚证造模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模拟
中医阴虚证产生的病因病机建立阴虚模型；二模拟

阴虚证临床表现建立阴虚模型 [4]。因此以 CAG 大
鼠为基础，分别通过温燥中药灌胃伤阴和西药灌胃
模拟阴虚证症状表现，制备 CAG 阴虚证模型，根
据大鼠表征变化设计表征观察量表，在造模过程
中动态记录动物的表征，大鼠胃黏膜肉眼观察及
病理诊断，结合大鼠血清学指标，判断其证候，为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的研究提供依据，为中医
药治疗 CAG 大鼠提供了可靠的证候依据。
1　材料

1.1　动物 
　　SPF 级雄性 Wistar 大鼠 60 只，6 ～ 8 周龄，
体质量 180 ～ 200 g [ 安徽医科大学，动物合格证
号 SCXK（浙）20190002，动物伦理号 AHUCM- 
rats-2021015]。 室 温（22±2） ℃， 相 对 湿 度
（55±5）%，室内照明 12 h·d － 1 条件下饲养。
1.2　试药

　　N- 甲基 -N- 硝基 -N- 亚硝基胍（批号：wkq210 
60705）；大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定量检测试
剂盒（批号：RXJ302381R）、大鼠甲状腺素（T4）
定量检测试剂盒（批号：RXJ302391R）、大鼠游
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定量检测试剂盒（批
号：RX302109R）、大鼠游离甲状腺激素（FT4）定
量检测试剂盒（批号：RXJ302110R）、大鼠肾上腺
酮（CORT）定量检测试剂盒（批号：Ck-E30678）、
大鼠胃蛋白酶原Ⅰ（批号：Rx302276R）、大鼠胃

7, the M3 group was given gavage of thyroid hormone suspension for 21 days. The body mass, 24 h 
feed intake and grasping force of the rats were measured every week, a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rats 
were dynamically observe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gastric tissues wer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and serum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hormones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normal group, the body mass, and diet of model groups were 
decreased (P ＜ 0.05, P ＜ 0.01).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atrophy of inherent glands in the 
gastric mucosa,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cystic hyperplasia of glands, intestinal metaplasia, 
etc. The serum levels of T3, FT3, FT4, cAMP and Cort in the M2 and the M3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norma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P ＜ 0.01). 
The content of PG Ⅰ, and PG Ⅱ in the serum of the M2 group and the M3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contents of GAS-17 and MTL in serum of M2 group and 
M3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rma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P ＜ 0.01). Conclusion  Based on MNNG-induced rat model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he rats model 
of syndrome combin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warm and dry Chinese 
medicine to damage Yin an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to simulate the symptoms 
of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which help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disease syndrome combination model; deficiency of stomach 
Yi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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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原Ⅱ（批号：Rx302275R）、大鼠环磷腺苷
（cAMP）定量检测试剂盒（批号：CK301353R）、
大鼠环磷鸟苷（cGMP）定量检测试剂盒（批
号：CK302650R）、大鼠胃泌素 17（GAS-17，批
号：Rx301353R）、 大 鼠 胃 动 素（MTL， 批 号：
Rx302272R）（睿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鼠生长
抑素（SS）（批号：ATUM1001，武汉贝茵莱生物）。
　　制附子、干姜、肉桂饮片由安徽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药房提供，经杨青山教授鉴定为质
量合格的中药饮片；甲状腺片（上海中华药业有
限公司，规格：40 mg/ 片，批号：200501）。
1.3　仪器

　　Leica RM2135 切片机（德国徕卡仪器有限
公司）；Olympus CX31 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有
限公司）；Thermo Finnpipette 移液器（中国赛墨
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QP-B 切片漂烘仪（安徽
合肥电子研究所）；DHG-9140A 干燥箱（上海精
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国华 88-1 搅拌器（常州
国华仪器有限公司）；RT-6000 酶标仪（雷杜生
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SN1003061 电动磨样器
（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JW3021HR 离
心机（安徽嘉文有限公司）；GL-88B 漩涡混合器
（其林贝尔仪器制造公司）。ML191 激光多普勒
血流计 16/30 十六道生理信号采集系统（澳大利
亚 Adinstruments 公司）；EG 1160 组织病理包埋
仪、RM2135 组织病理切片机（德国 Leica 司）；
ECLIPSE Ti-S 电子显微镜（日本 Nikon 公司）；
BH-2 光学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医用电
子体温计（深圳市爱立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　方法

2.1　分组与造模 
　　大鼠适应性饲养 1 周，称重后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随机分为 4 组：正常组、MNNG 组（M1
组，150 μg·mL － 1）、MNNG 复合温热药组（M2
组）、MNNG 复合甲状腺激素灌胃组（M3 组）。
M1、M2、M3 三组采用饥饱失常并给予 3% 雷尼
替丁饲料，同时灌胃 2 mL 150 μg·mL － 1 MNNG
并自由饮用 MNNG 溶液。M1 组每周灌胃 2 mL 
150 μg·mL － 1 MNNG 并自由饮用 100 μg·mL － 1 
MNNG 溶液；M2 组每周灌胃 MNNG 并自由饮用
MNNG，自第七周起，M2 组需另加灌胃制附子、
干姜、肉桂水煎液 21 d； M3 组每周灌胃 MNNG
并自由饮用 MNNG，自第七周起，M3 组需另加
灌胃甲状腺激素混悬液 21 d。其中，MNNG 溶液
用超纯水制备成 150 μg·mL － 1 和 100 μg·mL － 1，

前者用于灌胃，后者用于自由饮用。M2 组阴虚
药采用制附子、干姜、肉桂按 1 ∶ 1 ∶ 1 制成 2 
g·mL － 1 水煎液 [7]，以 1.6 mL/100 g 予大鼠灌
胃 21 d。M3 组阴虚药采用甲状腺激素混悬液 25 
mg·kg － 1 连续给大鼠灌服 21 d。
2.2　表征采集

　　3 人从造模前开始每周根据大鼠表征观察量
表（见表 1）对各组大鼠表征观察 1 次，若有分
歧，采用 2 人相同的观点。大鼠证候特征的判断
标准参考《中医诊断学》[8]。表征比率（%）＝同
期各组阳性表征的大鼠数量 / 各组大鼠总数。

表 1　大鼠表征观察量表 
Tab 1　Observation scale of rat characterization

观察项目
分级

1 2 3 4

行为 敏感性 听到轻微响声

即抬头

听到响声的声

音才抬头

触之亦不动 －

活动度 活动增加 无明显变化 活动减少 －

攻击性 攻击性增强 无明显变化 攻击性减弱 －

精神 状态 精神活跃 精神萎顿 倦怠嗜睡 －

眼睛 神采 红亮有神 -- 黯淡无神 －

颜色 淡红 深红 暗红 －

唇 颜色 淡白 淡红色或桃红 深红 青紫

润泽 有光泽，湿润 少光泽，不润 干涩 －

舌 颜色 白胜于红 淡红 鲜红 暗红

舌体 肥大 适中 瘦小 －

耳朵 颜色 淡白 淡红 鲜红 暗红

鼻 颜色 淡白 淡红淡白 鲜红 暗红

毛 颜色 白 白中少有黄 满目皆有黄 －

润泽 干燥 柔顺 潮湿 －

浓密度 浓密 轻度脱毛 稀疏 －

爪 颜色 淡白 粉红或鲜红 暗红 青紫

润泽 有光泽，湿润 少光泽，不润 干涩或脱屑 －

尾 颜色 黄色 黄中有白 淡白 －

小便 尿量 增加 无明显变化 减少 －

黏滞 不黏于地上 轻擦即可抹去 重擦仍黏于地 －

大便 硬度 成形，硬 松软，成形 不成形 －

颜色 黄色 褐色 黑色 －

2.3　测量指标 
　　各组每周测量 1 次体质量、24 h 进食量、肛
温、粪便含水量以及旷场实验。
2.4　皮肤含水量测定

　　实验第 10 周末处死大鼠，用刮毛刀剔除大鼠
同一部位毛发（约 4 cm×4 cm），剪取小块皮肤
（约 2 cm×2 cm）并尽量去除皮下脂肪组织，用
分析天平称取湿重 W1，放入 80℃烘箱烘干，48 
h 后取出称取皮肤干重 W2。皮肤含水量（%）＝

（W1 － W2）/W1×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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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胃黏膜血流量测定

　　大鼠麻醉后仰位姿势，左最后肋骨下 0.3 ～ 

0.5 cm 被毛，剪开皮肤及肌肉层，剪短胃小弯处
系膜充分暴露胃体，在胃左动脉食管支 3 ～ 4 间
用激光多普勒血流计针式探头测定胃体部微循环
血流量（测试时，生理盐水纱布保持胃体湿润），
在胃体部与幽门部交界处，测定幽门部血流量
（避开大动脉、静脉），取胃体部和幽门部微循环
血流量均值为胃微循环血流量值。
2.6　胃液分泌量

　　大鼠仰位固定，腹腔注射麻醉，垫高头部使
其位置高于胃部，幽门下 0.3 cm 处结扎，5 h 后
剪开结扎处，收集胃液。
2.7　血清学检测

　　造模第 10 周末，大鼠麻醉后腹主动脉取血，
3000 r·min－ 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备用，进
行相关指标检测。
2.8　胃组织取材方法

　　取材前大鼠禁食不禁水 18 h，腹腔注射麻醉
后剖腹，取胃，沿胃大弯侧剪开，去除胃内残渣
并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在胃小弯侧从胃体延伸
至胃窦切取条状组织，于 4% 多聚甲醛固定，用

于 HE 染色，进行病理学观察。
2.9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的正态
分布数据用（x±s）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用中
位数表示，同一时间的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各组大鼠表征变化 
　　正常组大鼠皮毛紧凑且毛色光亮，双眼有神
自然，性情温顺，对周围变化反应灵敏，舌质色
淡红润。模型组造模后均形体偏瘦，食欲欠佳，
爪甲毛发稀疏发黄，喜静恶动，反应偏迟钝，其
中 M2、M3 组在造模第 8 周后出现被毛蓬松无泽，
双眼结膜颜色加深变红，舌质暗红，鼻头出血，
大便干结，易激惹等宏观表征变化。
3.2　各组大鼠体质量、24 h 进食量的变化 
　　各组大鼠体质量、24 h 进食量的变化见表 2。
造模前，4 组大鼠的体质量、24 h 进食量无明显
差异，从造模第 4 周开始，模型组大鼠体质量
低于同期正常组（P ＜ 0.05）。从造模第 8 周起，
24 h 进食量少于正常组（P ＜ 0.01）。

表 2　不同时间 4 组大鼠体质量及进食量的比较 (x±s，n ＝ 15) 
Tab 2　Body mass and dietary quantity of the rats in the 4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x±s，n ＝ 15)

时间 /d
正常组 M1 组 M2 组 M3 组

体质量 /g 进食量 /g 体质量 /g 进食量 /g 体质量 /g 进食量 /g 体质量 /g 进食量 /g

  0 178±7.8  32.8±1.73 183±9.5 34.1±1.70 185±5.9  33.5±0.89 179±9.3 32.7±1.21

14 278±17.3  31.9±2.12 250±23.3 28.5±3.01 244±18.7  27.6±2.89 258±24.3 29.1±2.67 

28 353±19.1  30.7±2.07 295±18.2* 23.8±3.29 288±13.6*  24.7±3.12 301±14.5* 25.8±2.58

42 383±21.4  29.6±2.66 308±23.5**  22.1±3.44 300±34.6**  23.7±2.46 298±40.2** 26.5±1.46

56 424±27.4  30.5±2.57 320±33.5** 20.5±5.19** 278±41.5** 18.4±4.32** 280±38.7** 20.5±3.38**

70 474±25.8  28.9±3.44 333±38.3** 21.3±3.61** 277±39.2**  17.9±3.85** 283±27.9** 18.4±2.89**

注：与正常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5，**P ＜ 0.01.

3.3　各组大鼠皮肤含水量和自主活动时间的变化 
　　各组大鼠皮肤含水量和自主活动时间的变化
见表 3。与正常组比较，M2 和 M3 组大鼠皮肤含
水量明显降低（P ＜ 0.01），自主活动时间也明显
减少（P ＜ 0.05，P ＜ 0.01）。
3.4　病理结果 
　　解剖胃大体可见，M2 和 M3 组大鼠胃壁较薄，
胃黏膜灰白、苍白，胃壁变薄，胃黏膜皱襞细小、
低平，走向紊乱，部分可见糜烂带或糜烂点，少数
胃黏膜可见黏膜下血管，表面黏液较少。HE 染色
结果见图 1，正常组大鼠胃黏膜各层结构完整，上
皮细胞及腺体排列规整，大小及形状较一致，黏膜

固有层炎性细胞少见；模型组大鼠胃黏膜变薄，上
皮细胞及腺体排列紊乱、稀疏，腺体数目明显减
少，黏膜肌层增厚向固有层延伸，可见大量炎性细

表 3　4 组大鼠皮肤含水量及自主活动时间变化 (x±s，n ＝ 15) 
Tab 3　Skin moisture content and activity time of the rats in the 4 

groups (x±s，n ＝ 15)

组别 皮肤含水量 /% 自主活动时间 /s

正常组 67.75±0.89 216.23±26.90

M1 组 66.76±0.45 194.18±31.44

M2 组   64.15±0.69**   140.68±39.37**

M3 组   63.89±0.85**  161.36±33.25*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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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浸润；M3 组大鼠胃黏膜中度萎缩，腺体向固有
层深入，伴有炎性细胞浸润，腺体囊状增生，9 只
大鼠（60%）胃黏膜表现从轻度到重度不等的肠化；
M2 组大鼠较 M1、M3 组炎性细胞浸润减少。

图 1　大鼠胃黏膜组织病理图（HE 染色，×100）
Fig 1　Histopathological image of gastric mucosa in rats（HE staining，
×100）
A. 正常组（normal group）；B. M1组（model group 1）；C. M2组（model 
group 1）；D ～ F. M3 组（model group 3）

3.5　各组大鼠阴虚指标比较

　　各组大鼠阴虚指标比较见表 4。M2、M3 组大
鼠血清中 T3、FT3、FT4、cAMP、Cort 含量较正常
组显著升高（P ＜ 0.05，P ＜ 0.01）。
3.6　各组大鼠胃黏膜血流量和胃液分泌量比较

　　各组大鼠胃黏膜血流量和胃液分泌量见表 5。
M1、M2、M3 组大鼠胃黏膜血流量、胃液分泌量
均较正常组显著降低（P ＜ 0.05，P ＜ 0.01）。
3.7　各组大鼠 PGⅠ、PGⅡ、GAS-17、MTL、SS
比较

　　各组大鼠胃肠激素分泌水平结果见表 6。与
正常组比较，M1 组大鼠血清中 PGⅡ、MTL 含量
降低，GAS-17 含量升高（P ＜ 0.05，P ＜ 0.01）；
M2 组大鼠血清中 PGⅠ、PGⅡ、MTL 含量降低，
GAS-17 含 量 升 高（P ＜ 0.05，P ＜ 0.01）；M3
组大鼠血清中 PGⅠ、PGⅡ、MTL、SS 含量降低，
GAS-17 含量升高（P ＜ 0.05，P ＜ 0.01）。

4　讨论 
　　中医学整体观念讲“有诸内必行诸于外”，
证候模型是根据动物的某些表征模拟人体相似的
证候特征 [9]。因此，慢性萎缩性胃阴虚证动物模
型应该与阴虚证有相似关系；在致病机制和病理
表现等方面要能够体现阴虚证发展规律，同时应
该有对应的生理病理指标支持。目前慢性萎缩性
胃炎阴虚证模型并没有规范化、标准化，亟需我

表 4　4 组大鼠阴虚指标比较 (x±s，n ＝ 15) 
Tab 4　Yin deficiency indexes of the rats in the 4 groups (x±s，n ＝ 15)

组别 T3/（nmol·L － 1） T4/（nmol·L － 1）FT3/（nmol·L － 1）FT4/（nmol·L － 1）cAMP/（pmol·L－1）cGMP/（pmol·L － 1）Cort/（nmol·L － 1）

正常组 1.31±0.15 59.31±19.15 1.40±0.27 31.85±3.33 39.33±8.27 34.66±19.20 34.77±11.78

M1 组 1.25±0.39 76.64±23.44 1.43±0.15 38.77±1.16 44.89±4.62 21.67±7.25 65.22±25.17*

M2 组 2.00±0.69* 58.56±36.16 2.50±0.39* 56.93±3.15* 53.08±11.20* 18.73±7.2 73.33±13.77**

M3 组 2.81±1.10** 76.30±34.60 3.07±0.21* 58.76±2.63* 81.74±17.13** 23.28±4.14 77.60±15.05**

注：与正常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5，**P ＜ 0.01.

表 5　4 组大鼠黏膜血流量、胃液分泌量比较 (x±s，n ＝ 15) 
Tab 5　Gastric mucosal blood and gastric juice secretion of the rats 

in the 4 groups (x±s，n ＝ 15)

组别 胃黏膜血流量 /pU 胃液分泌量 /mL

正常组 269±5.36 1.34±0.02

M1 组 220±8.55** 1.24±0.03*

M2 组 174±9.07** 1.21±0.04**

M3 组 133±9.42** 1.20±0.02**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P ＜ 0.05，**P ＜ 0.01.

表 6　4 组大鼠 PGⅠ、PGⅡ、GAS-17、MTL、SS含量比较 (x±s，n ＝ 15) 
Tab 6　PGⅠ，PGⅡ，GAS-17，MTL and SS contents of the rats in the 4 groups (x±s，n ＝ 15)

组别 PGⅠ/（g·mL － 1） PGⅡ/（pg·mL － 1） GAS-17/（pg·mL － 1） MTL/（pg·mL － 1） SS/（pg·mL － 1）

正常组 13.99±2.08 3.61±0.87 68.06±11.04 33.26±11.04 1.63±0.20

M1 组 11.90±3.26 2.76±0.30* 82.59±11.73** 29.16±11.73** 1.47±0.10

M2 组 8.64±0.98** 2.40±0.08** 106.94±19.37** 54.23±19.37** 1.40±0.17

M3 组 8.17±0.68** 2.40±0.27** 114.61±25.73** 64.86±25.73** 1.25±0.16*

注：与正常组相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P ＜ 0.05，*P ＜ 0.01.

们完善科学统一的模型判断标准 [10]。课题组对
CAG 与阴虚证动物模型进行总结，认为慢性萎
缩性胃炎阴虚证模型最稳定的成模方法即为慢性

萎缩性胃炎大鼠＋伤阴药灌胃。本研究分别通过
中医阴虚证产生的病因病机和阴虚证临床表现两
种方法来探索阴虚模型。M2 组大鼠采用温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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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灌胃体现了“中医阳盛则阴病”的思想，符合
中医病因病机；M3 组大鼠选用甲状腺激素混悬
液灌胃出现的不良反应方法造模，其造模思路主
要是模拟使用西药后出现的怕热，体温升高，多
汗，神经过敏，急躁等类似阴虚的表现。两种模
型均以 CAG 的病理为基础，模型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均较强，接近当下中医学“病证”的临床表
现。本实验中第一阶段造模的第 4 周起，大鼠开
始出现形体消瘦、毛发枯黄、活动减少、唇舌淡
白等气虚证的表现；第二阶段施加热性药和甲状
腺激素刺激后，造模第 8 周，M2、M3 组大鼠开
始出现少食多饮，毛发枯黄无泽，舌暗红少津，
大便干结等阴虚证的表现，大鼠阴虚证的重要血
清学指标 T3、FT3、FT4、cAMP、Cort 含量较正
常组显著升高。
　　在临床上，CAG 的不同中医辨证分型与胃黏
膜病理改变存在一定关联得到了证实 [11]，众多研
究者根据内镜下胃黏膜相、组织病理相对 CAG 患
者进行微观辨证分型 [12-15]，其中胃阴不足表现为黏
膜色泽呈白色，轻度充血，欠光泽，黏膜偏粗糙，
黏膜脆性增加或僵硬，血管网紫暗，黏膜可有点状
或片状糜烂，胃液量少；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胃阴不
足型胃黏膜萎缩程度最高，以中重度萎缩为主，肠
上皮化生也以胃阴不足型最高。本实验造模结束
后，M2、M3 组大鼠胃壁较薄，胃黏膜灰白、苍白，
胃黏膜皱襞细小、低平，走向紊乱，部分可见糜烂
带或糜烂点，病理可见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明显
炎性细胞浸润；M2，M3 组大鼠胃黏膜萎缩较 M1
组严重，以中度萎缩为主；M3 组大鼠（60%）胃黏
膜表现从轻度到重度不等的异形增生（Dys），较
符合临床上胃阴不足型 CAG 胃黏膜病理改变。
　　有研究显示，CAG 患者不同中医证型分型与
血清 PGⅠ水平存在一定关联，CAG 的不同中医
证型存在不同黏膜病理改变，以脾胃虚弱证、胃
阴不足证及胃络瘀血证的血清 PG Ⅰ水平下降最
为明显，但血清 PG Ⅱ水平升高相对不显著 [16]。
GAS 主要由胃窦 G 细胞分泌，CAG 发生时胃黏膜
腺体坏、萎缩、甚至消失，胃酸分泌减少，胃内 
pH 值升高，反馈作用于胃窦 G 细胞，刺激 GAS
的释放；当胃窦炎症时，可激活大量炎性细胞因
子刺激 G 细胞分泌增多，干扰了 GAS 分泌的反馈
调节机制，刺激 GAS 分泌。MTL 常由肠嗜酸细
胞（Mo 细胞）产生，属于兴奋胃肠运动的脑肠肽，
CAG 发生时胃黏膜腺体萎缩、减少，导致 Mo 细
胞受损坏死，其内容物 MTL 释放，导致 MTL 水

平升高。SS 主要由胃窦 D 细胞分泌释放，当胃黏
膜发生腺体萎缩，胃窦 D 细胞分泌减少，刺激 SS
释放减少。研究发现 CAG 不同证候间胃黏膜组织
中 GAS、MTL 表达水平高于正常组，SS 表达水
平低于正常对照组；CAG 胃黏膜组织中 GAS 表达
水平肝胃气滞证组高于胃阴不足证组，其中 SS 表
达水平肝胃气滞证组低于胃阴不足证组，MTL 表
达肝胃气滞证组稍低于胃阴不足证组 [17]。本实验
M2、M3 组大鼠血清中 PGⅠ、PGⅡ、SS 含量较
正常组和 M1 组显著降低，M2、M3 组大鼠血清
中 GAS-17、MTL 含量较正常组显著升高。
　　本文综合中医病因造模、动物表征动态观察、
病理组织和理化指标测定 4 个途径，初步探索出
CAG 大鼠胃阴不足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方
法，为中医药治疗 CAG 大鼠提供了可靠的证候
依据。本课题组下一步将采用临床治疗胃阴不足
型 CAG 的有效方剂对此动物模型进行药物反证，
以验证动物证候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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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源方对过氧化氢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氧化应激 
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周瑞，唐志书*，苏洁，任美，任素娟，刘妍如，潘亚磊，宋忠兴（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中药资源产业化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秦药特色资源研究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陕西省创新药物研究中心，陕西　咸阳　712083）

摘要：目的　探索正源方对过氧化氢（H2O2）诱导的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氧化损伤的作用
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MTT 法检测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减少的影响；采用罗丹明
123 染色法检测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正源方
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活性氧（ROS）的影响；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
胞中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关键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　正源方可抑制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减少，提高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抑制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ROS 的产生及 p-p38/
p38、p-JNK/JNK、p-ERK/ERK 蛋白的表达。结论　正源方可能通过调控 MAPK 通路对 H2O2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起保护作用。
关键词：正源方；血管内皮细胞；氧化损伤；MAPK 通路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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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Zhengyuan prescription on oxidative damage in 
endo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ZHOU Rui, TANG Zhi-shu*, SU Jie, REN Mei, REN Su-juan, LIU Yan-ru, PAN Ya-lei, SONG Zhong-
xing (Shaanx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Qin Medicine Resources 
(Cultivation), Shaanxi Innovative Drug Research Cent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8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Zhengyuan prescription (ZYP) on the 
oxi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hydrogen peroxide (H2O2)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 Methods  MTT assa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ZYP on the decreased cell 
viability in H2O2-induced HUVEC. Rhodamine 123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Biochemical assay ki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lac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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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ydrogenase (LDH),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key proteins in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pathways. Results  ZYP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the decrease in cell viability, increased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inhibited the secretion of ROS, LDH, and MDA, and the increase 
in SOD in H2O2-induced HUVECs. Conclusi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ZYP against oxi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H2O2 in endothelial cell may involve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PK pathways.
Key words: Zhengyuan prescriptio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oxidative damage; 
MAPK pathway

　　放疗是临床上治疗肿瘤的重要手段，而机体
经过多次辐照，射线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对
正常组织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文献报道辐
照会导致水电解为氧化自由基，从而对机体细胞
产生不可逆转的氧化应激损伤 [2]。血管内皮细胞
是辐照诱发机体损伤的重要防御细胞，也是最易
受到氧化损伤的细胞 [3]，因而，是用于体外研究
药物抗氧化损伤的理想模型。
　　正源方是由西洋参、仙鹤草、南沙参、当归、
重楼组方而成的临床经验方，是根据李东垣《内外
病辨惑论》中的“当归补血汤”加减而来的，即原
方去黄芪后，加西洋参、南沙参、仙鹤草、重楼
而成，在临床已经应用近 20 年，其主要功效为益
气养阴、清热解毒，对于恶性肿瘤放疗及特殊辐
射损伤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白细胞下降，毛发脱
落，皮肤红疹、斑疹、紫癜等症具有较好的疗效，
能有效改善放疗后气血亏虚患者中医证候表现，
并且缓解患者因放疗引起的毒副作用。前期本课
题组完成了正源方的提取工艺研究及特征指纹图
谱建立 [4]，也有研究证实了正源方对辐射动物和
化疗引起的动物损伤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5-6]。但
是，正源方的体外抗氧化损伤作用尚不明确。因
此，本文通过过氧化氢（H2O2）诱导人脐静脉血管
内皮细胞（HUVEC）构建氧化损伤模型，探讨正
源方对血管内皮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
制，为其抗辐射作用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细胞
　　HUVEC（北京吉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正源方的提取及制备方法参考文献 [7]，Ham’s 
F-12K 培养基（武汉普诺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胎
牛血清、青链霉素混合液（Biological Industries）；
30%H2O2、MTT、二甲基亚砜（DMSO）（天津市
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ECL 超敏发光液（上
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罗丹明 123 检测试剂盒、
活性氧检测试剂盒（碧云天生物）；乳酸脱氢酶

（LDH）检测试剂盒（批号：A020-2-2）、总超氧化
物歧化酶（T-SOD）检测试剂盒（批号：A001-1-1）
及丙二醛（MDA）检测试剂盒（批号：A003-4-1）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RIPA 细胞
裂解液（批号：HJ194302）、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
（批号：U9229）（天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38 蛋
白抗体、p-p38 蛋白抗体（万类生物）；p-JNK 蛋
白抗体、JNK 蛋白抗体、p-ERK 蛋白抗体（Cell 
signaling Techenology 公司）；ERK 蛋白抗体、兔二
抗（美国 Proteintech 公司）。
1.3　仪器
　　细胞培养箱、全波长酶标仪（美国赛默飞世
尔科技公司）；相差显微镜（重庆中显光电仪器
有限公司）；IX73 倒置荧光显微镜（日本奥林巴
斯）；超洁净工作台（苏净安泰仪器有限公司）；
流式细胞仪（美国 BD 公司）；凝胶电泳仪和凝胶
成像仪、电泳条带灰度值分析软件 Image Lab（美
国 Bio-Rad 公司）。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
　　HUVEC 的培养基组成为 89% Ham’s F-12K
培养基，10% 胎牛血清和 1% 双抗，培养箱条件
为 37℃、5%CO2。
2.2　正源方提取液的制备
　　正源方提取液的制备参考文献 [7] 方法。称取
干燥的正源方粉末 10 mg，用 1 mL PBS 超声条件
下溶解，配制成 10 mg·mL－ 1 的母液，于 4℃冰
箱保存备用。
2.3　正源方对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将生长良好的 HUVEC 按 5×103 个细胞 / 孔
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中，过夜。分为 5 组：对
照组、模型组（500 μmol·L－ 1 H2O2）、正源方低
剂量组（50 μg·mL－ 1）、正源方中剂量组（100 
μg·mL－ 1）和正源方高剂量组（200 μg·mL－ 1）。
不同质量浓度正源方预培养 3 h 后，加入 500 
μmol·L－ 1 H2O2，培养 24 h，弃去培养基，PBS
洗 涤 2 次， 每 孔 加 入 100 μL MTT 溶 液（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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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 1），4 h 后每孔加入 150 μL DMSO，在
490 nm 处采用酶标仪检测各样本吸光度（A），计
算细胞存活率。
2.4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
影响
　　将生长良好的 HUVEC 按 1×105 个细胞 / 孔
的浓度接种于 6 孔板中。同“2.3”项下分为 5 组。
正源方预处理细胞 3 h 后，加入 500 μmol·L－ 1 
H2O2，培养 24 h，弃去培养基，PBS 洗涤 2 次，
加入 4% 多聚甲醛固定细胞 15 min，PBS 清洗 2
遍，避光条件下，在 37℃中加入 2 μmol·L－ 1 罗
丹明 123 染色 30 min。采用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
染色的细胞。使用 Image J 1.43 统计各组中相同
面积的十个区域的细胞平均荧光强度以及相同面
积的十个区域内的平均细胞数目。
2.5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产生活性氧（ROS）
的影响
　　将生长良好的 HUVEC 按 1×105 个细胞 /
孔的浓度接种于 6 孔板中。分为 4 组：空白组
（不含荧光探针）、对照组、H2O2 处理组（500 
μmol·L－ 1）和正源方处理组（200 μg·mL－ 1）。
正源方预处理细胞 3 h 后，加入 500 μmol·L－ 1 
H2O2，培养 24 h，用无血清培养基清洗细胞，用
10 mmol·L－ 1 DCFH-DA 在 37℃ 染 色 20 min，
离心收集细胞。用无血清培养基洗涤细胞，并使
用流式细胞仪（BD Biosciences，San Jose，CA，
USA）检测各组样品的荧光强度。
2.6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产生 LDH、MDA
及 SOD 的影响
　　将生长良好的 HUVEC 按 1×105 个细胞 /
孔的浓度接种于 6 孔板中。按“2.3”项下方法
分为 5 组。正源方预处理细胞 3 h 后，加入 500 
μmol·L－ 1 H2O2，培养 24 h，收集各组细胞上清
液，使用 LDH 和 T-SOD 检测试剂盒，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检测 LDH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水平。此外，收集各组细胞匀浆样品，细胞匀
浆采用 MDA 检测试剂盒操作流程对 MDA 水
平进行检测。最后，通过酶标仪分别在 450、
530 及 550 nm 下 测 定 LDH、MDA 和 SOD 的
吸光度（A）。并采用 GraphPad Prism Version 5
（GraphPad Software，Inc.，CA，美国）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
2.7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MAPK 通路关
键蛋白表达的影响
　　将生长良好的 HUVEC 按 1×105 个细胞 / 孔
的浓度接种于 6 孔板中。按照“2.3”项下方法分
为 4 组：对照组、模型组、正源方中剂量组、正

源方高剂量组。正源方预处理细胞 3 h 后，加入
500 μmol·L－ 1 H2O2，培养 24 h，收集细胞，按
照 RIPA 裂解液说明书提取蛋白，采用 BCA 蛋
白定量试剂盒测定蛋白质浓度，加入上样缓冲
液，通过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对等量的蛋白质进行电泳分离，并
将其转移到聚偏二氟乙烯膜上。将膜在室温下
用 5% 脱脂奶封闭 1 h，然后加入 p-ERK、ERK、
p-JNK、JNK、p-p38 及 p38 抗体，4℃孵育过夜，
将膜用 TBST 洗涤后，加入山羊抗兔二抗，在室
温下孵育 40 min。洗涤膜，加入 ECL 发光液，采
用凝胶成像系统曝光。
2.8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至少 3 次独立实验的 x±s 表示。均
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使用
GraphPad Prism Version 5 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500 μmol·L－ 1 
H2O2 处理可显著降低细胞活力，而经过不同浓度
正源方预处理，可以抑制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
减少，其中 50 ～ 200 μg·mL－ 1 呈现浓度依赖性
的提高细胞活力（P ＜ 0.001）。结果表明正源方
处理能够改善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减少。

图 1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活力减少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ZYP on the decreased cell viability in H2O2-induced 
HUVEC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01。
Note：vs the control group，###P ＜ 0.001；vs the model group，

***P ＜ 0.001.

3.2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
影响
　　采用罗丹明 123 染色分析细胞线粒体膜电位
的变化，以确定正源方对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影
响。如图 2A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H2O2 处理组
的细胞中绿色荧光强度较弱，暗示线粒体膜电位
可能受损，而不同浓度正源方预处理可以增强细
胞中的绿色荧光强度。采用 Image J 软件分析各
处理组中 10 个相同面积区域内细胞的平均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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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见图 2B）和平均细胞数量（见图 2C）。通
过比较发现，正源方可以显著保护 H2O2 诱导的
细胞荧光强度减少（P ＜ 0.001）和细胞数目减少
（P ＜ 0.001），提示其可能改善了 H2O2 诱导的线
粒体功能损伤。

图 2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ZYP on the change of mitochondria membrane potential 
in H2O2-induced HUVEC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01。
Note：vs the control group，###P ＜ 0.001；vs the model group，

***P ＜ 0.001.

3.3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ROS 水平的影响
　　本文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正源方对 H2O2 诱
导的细胞中 ROS 水平的影响。结果如图 3A 所
示，与对照组相比，500 μmol·L－ 1 H2O2 处理
细胞显著增强了细胞内 DCFH-DA 荧光（橘色
峰），提示 H2O2 诱导细胞产生过量的 ROS。然而
200 μg·mL－ 1 正源方处理后，可以显著减少细
胞中 DCFH-DA 荧光（绿色峰）。通过进一步分析
每组样品中的平均荧光强度可知（见图 3B），正

源方能够显著抑制 H2O2 诱导的细胞内 ROS 水平
（P ＜ 0.001）。结果表明正源方的抗氧化作用与
抑制 ROS 水平有关。

图 3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ROS 水平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ZYP on the level of ROS in H2O2-induced HUVEC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01。
Note：vs  control group，###P ＜ 0.001；vs  model group，

***P ＜ 0.001.

3.4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LDH、MDA
及 SOD 水平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经 500 μmol·L－ 1 H2O2 处理
的细胞中 LDH 和 MDA 的水平显著提高，SOD
水平显著下降，正源方不同浓度处理组可以浓度
依赖性地降低 H2O2 诱导的 LDH 和 MDA，提高
SOD 水平。结果表明正源方的抗氧化损伤可能与
调节氧化因子 LDH、MDA 和 SOD 水平相关（见
图 4）。
3.5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MAPK 通路关
键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 果 如 图 5 所 示， 与 对 照 组 相 比，500 
μmol·L－ 1 H2O2 处理可以显著提高细胞中 MAPK
通 路 关 键 蛋 白 p-p38/p38、p-JNK/JNK、p-ERK/
ERK 蛋白的表达，正源方处理后，可以显著抑
制 H2O2 诱 导 的 p-p38/p38、p-JNK/JNK、p-ERK/
ERK 蛋白表达。结果表明，正源方的抗氧化损伤
活性可能与调控 MAPK 通路相关。

图 4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LDH、MDA 和 SOD 水平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ZYP on the level of LDH，MDA and SOD in H2O2-induced HUVEC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P ＜ 0.001；与模型组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Note：vs the control group，##P ＜ 0.01，###P ＜ 0.001；vs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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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近年来由于临床肿瘤患者增多，放射治疗和
放射损伤引起的毒副作用已不容忽视 [7]。正源方
可减轻放射治疗引起的毒副作用。根据放射治疗
可导致机体过量的氧化应激，进一步造成机体的
氧化平衡失衡，我们推测正源方减轻放疗引起
的毒副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
有关。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体外氧化应激造成的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模型，初步评价正源方的抗氧
化损伤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正源方中含有的人
参皂苷 Rb1 及人参皂苷 Rg1 对氧化应激的抑制作
用 [8-9]，推测正源方的抗氧化活性可能是这些化
合物的联合作用。
　　辐射产生高水平的 ROS，破坏机体正常的氧
化还原平衡，使细胞处于氧化应激状态 [8]。ROS
能使酶失活，氧化蛋白质，破坏 DNA，引起脂
质过氧化，使蛋白质变性，破坏细胞功能和完整
性。ROS 主要在线粒体中产生并在细胞辐射过程
中发生积累。因此，抑制机体氧化应激可以起到
抗辐射损伤的作用。LDH 是稳定存在于细胞质
中的胞浆酶，当细胞膜受到氧化损伤时 LDH 释
放，细胞培养上清中 LDH 表达升高，提示细胞
膜破损。MDA 是自由基作用于脂质发生过氧化
反应的氧化产物，是机体氧化应激的另一个关键
指标，具有细胞毒性。MDA 的含量可反映机体
脂质过氧化速率和程度，同时间接反映组织过氧
化损伤程度。当机体发生氧化应激损伤时，MDA

表达增多。此外，SOD 通过清除机体有害的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O2－），具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
用。研究发现 SOD 的产生可以降低 ROS 的有害
影 响 [10]。 因 此，ROS、LDH、MDA 及 SOD 水
平在抵御氧化应激研究中至关重要 [11-12]。本研究
发现 H2O2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中 ROS、LDH 及
MDA 水平显著升高，SOD 水平显著降低，而不
同浓度正源方处理能够显著抑制 ROS、MDA 和
LDH 的过量产生，提高 SOD 的表达水平，表明
正源方能够保护细胞免受 H2O2 诱导的氧化损伤。
　　MAPK 通路是参与细胞氧化应激、凋亡、
增殖和应激反应等多种细胞过程的重要信号通
路 [13]。以往研究表明，H2O2 处理可激活血管内
皮细胞中的 MAPK 通路 [14-15]。ROS 引发氧化应
激可以激活 MAPK 通路，可以通过磷酸化 ERK、
JNK 和 p38 MAPKs 的表达水平来监测。研究证
实 MAPK 家族信号通路在调控 H2O2 诱导的细胞
氧化损伤和凋亡中发挥重要作用 [16]。据报道多
个中药可通过调控 H2O2 诱导的 MAPK 通路实
现对细胞氧化损伤和凋亡的保护作用 [17-19]。因
此，本文进一步检测了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
胞中 MAPK 通路关键蛋白的激活情况。与预期一
致，H2O2 处理组显著上调了 p-p38/p38、p-JNK/
JNK 和 p-ERK/ERK 的表达水平，表明 H2O2 处理
诱导 MAPK 信号的过度活化，使氧化应激水平失
衡，线粒体损伤，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下降，细胞
中 ROS 表达水平升高，分泌 LDH 和 MDA 增多，
SOD 产生减少，细胞活力下降。正源方预处理显
著 降 低 了 p-p38/p38、p-JNK/JNK 和 p-ERK/ERK
的表达水平。可知正源方处理后细胞中线粒体膜
电位升高，细胞分泌 ROS、LDH 及 MDA 减少，
SOD 增加。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推测正源方促进
细胞存活，抑制 H2O2 诱导的氧化应激相关因子，
可能与抑制 MAPK 通路的活化有关。
　　本研究证实了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内皮细
胞氧化应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并初步探讨了正
源方的抗氧化损伤作用可能与抑制 MAPK 通路的
活化有关。本文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① 
H2O2 诱导的损伤模型并不能完全模拟辐射引起的
损伤，只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0]；② 只初步探
索了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氧化应激指标的抑制
作用，并且对 MAPK 通路活化的抑制作用，而未
深入探究正源方调控 MAPK 通路与氧化应激指标
之间的关系；③ 未采用阳性对照药。在未来研究
中，应采用辐射诱导的细胞和动物损伤模型，并
选择合适的阳性对照药，进一步评价正源方抗辐
射的作用机制。以上研究表明，通过 H2O2 诱导

图 5　正源方对 H2O2 诱导的细胞中 MAPK 通路关键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ZYP on the key proteins expression of MAPK pathway 
in H2O2-induced HUVEC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1，###P ＜ 0.001；与 500 μmol·L－ 1 
H2O2 处理组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Note：vs the control group，##P ＜ 0.01，###P ＜ 0.001；vs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P ＜ 0.001.



536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的细胞损伤可初步用来评价正源方的抗氧化损伤
作用及作用机制，本研究可为正源方的氧化损伤
保护作用及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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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细胞凋亡芯片的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 
抗结肠癌的物质基础研究

丁昕瑶，王帅，李天娇，赵琳*，包永睿*，孟宪生（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目的　基于细胞凋亡芯片明确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抗结肠癌的药效成分，探讨其抗

结肠癌的物质基础。方法　采用 HPLC 法建立 10 种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的指纹

图谱，基于细胞凋亡芯片评价其药效指标，并与指纹图谱的相关信息通过灰色关联度及偏最

小二乘回归分析法进行谱效关系分析，采用 UPLC-Q-TOF-MS 技术对其药效成分进行快速分

析与鉴定。结果　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抗结肠癌活性由高到低依次为槲皮素、木犀草素、

芦丁、槲皮苷、绿原酸、水杨酸、原儿茶酸、野黄芩苷。结论　该研究明确了白花败酱乙酸乙

酯部位抗结肠癌的药效成分，为深入探讨白花败酱草药效物质基础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细胞凋亡芯片；白花败酱草；灰色关联度；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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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basis for the effect of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vllosa on 
colon cancer based on apoptosis microarray

DING Xin-yao, WANG Shuai, LI Tian-jiao, ZHAO Lin*, BAO Yong-rui*, MENG Xian-she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lian  Liaoning  1166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vllosa on colon cancer 
based on apoptosis microarray, and to explore the material basis for anti-colon cancer. Methods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s of ethyl acetate fractions of Patriniavllosa from 
different origins. The pharmacodynamic indexe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apoptosis microarray.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fingerprint was analyzed by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pharmacodynamic components were quickly analyzed 
and identified by UPLC-Q-TOF-MS. Results  The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vllosa had effect 
on colon cacer in the order of quercetin, luteolin, rutin, quercetin, chlorogenic acid, salicylic acid, 
protocatechuic acid and baicalin.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vllosa 
against colon cancer is confirmed, which provides methodology an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f Patriniavllosa. 
Key words: apoptosis microarray; Patriniavllosa;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col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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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花败酱，来源于败酱科败酱属，其名首载于
春秋时期的《范子计然》[1]。白花败酱草味辛、苦，
性微寒，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功，可用于治
疗肠痈、燥热便秘、产后瘀血等症 [2]。临床上常用
于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胃炎、肿瘤等疾病 [3]。根据

文献调研及前期体外药效学实验研究发现，白花败
酱草乙酸乙酯部位对结肠癌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但其化学成分与药效间关系并未得到合理解释 [4-6]。
　　微流控芯片是由微米级尺寸的微通道组成的
芯片。它将传统化学生物实验室的各种功能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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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起，与常规 96 孔板相比，微流控芯片细胞
培养法能更好地模拟细胞在人体内的生存环境 [7]。
微流控芯片技术用于体外药效评价具有高灵敏度、
快速简便、消耗低等优势 [8]。本实验将微流控芯
片技术与荧光技术相结合，通过灰色关联度及偏
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分析白花败酱草谱效关系，
筛选出白花败酱草抗结肠癌的活性成分，为复杂
体系的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深入研究方法提供研
究思路。
1　材料

1.1　细胞株

　　人结肠癌 SW620 细胞 [ 齐氏（上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
1.2　试药

　　10 批白花败酱草样品采自不同省市，详
细信息见表 1，经辽宁中医药大学许亮教授鉴
定 为 Patriniavllosa 的 干 燥 全 草。 槲 皮 素（批
号：111595-201604）、 咖 啡 酸（批 号：111915-
201608）、绿原酸（批号：110715-201620）、阿魏
酸（批号：111595-200301）、芦丁（批号：111701-
200503）、槲皮苷（批号：110715-201620）、橙皮苷
（批号：1521-200204）、木犀草素（批号：111701-
200607）（对照品，纯度≥ 99%，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质谱级甲醇、乙腈（德国 Merck 公
司）；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甲酸
（色谱纯，美国 Thermo 公司，批号：141831A）；
乙酸乙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Hoechst33342/PI 试剂盒（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
所）；胎牛血清、胰蛋白酶（美国 GIBCO 公司）；
L-15 培养基（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20200910）；青霉素 / 链霉素溶液（Meilunbio 公
司）；负性环氧树脂光刻胶 SU-8 及显影液（美国
Micro-Chem 公司）；Sylgard 184 型聚二甲基硅氧
烷 PDMS 及固化剂（美国 Dow-Corning 公司）。

表 1　10 批白花败酱草样品来源信息 
Tab 1　Source information of 10 batches of Patriniavllosa

编号 批号 产地 编号 批号 产地

S1 20190828 广西 S6 20190519 四川

S2 20190817 江苏 S7 20200521 内蒙

S3 20200305 湖北 S8 20200722 河南

S4 20200416 安徽 S9 20200910 江西

S5 20200523 河北 S10 20200729 山东

1.3　仪器

　　LSP04-1A 型精密注射泵（保定兰格公司）；
NIKON ECLIPSE TI 荧光倒置显微镜（日本 Nikon

公司）；TG-2U 型光刻机（北京中科同志科技有
限公司）；HPDC-32G-2 型等离子清洗机（Harrick 
Plasma 公司）；Agilent-1260Ⅱ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6550 UPLC-Q-TOF-MS 质谱仪（美国安捷
伦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指纹图谱

的建立

2.1.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各产地药材适量，
以 10 倍量 60% 乙醇回流提取 2 次，放冷，滤过，
合并提取液，回收乙醇至无醇味，加纯水稀释至
质量浓度为 0.1 g（生药量）·mL－ 1 溶液，备用。
再分别量取 5 份 100 mL 白花败酱草提取液，其中
一份置于烧杯内，水浴浓缩至 10 mL。5 份溶液分
别置于分液漏斗中，各加入 1∶1（V/V）的乙酸乙
酯，轻轻振荡摇匀，静置分层，取上层溶液，水
浴浓缩至 10 mL，过 0.22 μm 微孔滤膜，作为供试
品溶液，4℃保存，备用。
2.1.2　 色 谱 条 件　Agilent poroshell SB-C18（4.6 
mm×100 mm，2.7 μm）色谱柱，流动相为乙
腈（A）-0.1% 甲酸水（B），梯度洗脱（0 ～ 55 
min，5% ～ 50%A），流速 0.6 mL·min－ 1，柱温
30℃，紫外检测波长 254 nm，进样量 5 µL。
2.2　方法学考察

2.2.1　精密度实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5 
μL，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各色谱峰相对保留时
间、相对峰面积，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SD）。结
果 RSD 值均小于 1.0%，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2.2　稳定性实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5 
μL，分别在 0、2、4、8、12、24 h 进样 6 次，测
定各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相对峰面积，结果其
RSD 均小于 2.4%，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
定。
2.2.3　重复性实验　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分别
进样检测，测定各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相对峰
面积，结果其 RSD 均小于 1.9%，表明方法重复
性良好。
2.2.4　指纹图谱的建立　取供试品溶液进样分析，
得到 10 个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的指
纹图谱，将其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2012 版），见图 1。10 批白花败酱草样品
的相似度在 0.946 ～ 0.997，表明 10 批样品基本一
致，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山东、河南、四川
产样品相似度相对较低，其他样品相似度相对较
高。从峰面积及保留时间 RSD 可以看出各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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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差异较小，但峰面积差异较大，表明各成分
含量有所差异，见表 3。

图 1　10 批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的 HPLC 指纹图谱

Fig 1　HPLC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Patriniavllosa from different 
origins

表 2　10 批白花败酱草相似度结果 
Tab 2　Similarity of 10 batches of Patriniavllosa

产地 相似度 产地 相似度

广西 0.999 四川 0.954

江苏 0.998 内蒙 0.985

大别山 0.978 河南 0.967

安徽 0.997 江西 0.998

河北 0.987 山东 0.946

2.3　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抗结肠癌药效研究

2.3.1　细胞凋亡芯片的设计与制作　芯片采用实
验室微流控技术，通过软光刻、模塑法以及氧等
离子体键合三大技术手段制得 [9-10]。本实验构建
一种多功能的高通量药物筛选芯片，分为上下两
部分，依次为 PDMS 流体通道层和玻璃基底层。
主要通道包括流体通道区和细胞培养区，其中包
括 8 个入口、1 个废液出口；细胞培养区由 8 列
细胞培养腔组成，每列设置 5 个复孔，每个培养
腔为 1.0 mm×1.2 mm 的椭圆形；8 组培养腔共用
一个废液口（见图 2）。
2.3.2　细胞凋亡芯片的适用性实验　取对数生长
期的 SW620 细胞，调整密度为 3×106 个·mL － 1

接种于芯片中，待细胞贴壁后，将培养液以 0.2 
μL·min－ 1 的流速经微量注射泵注入芯片中进行
动态培养。细胞在芯片上分别培养24、36、48 h 后，
用 1∶100 稀释倍数的 AO/EB 混合染色液进行染
色，并使用荧光倒置显微镜进行拍照，见图 3。通
过 Image J 软件的细胞计数功能计算芯片中细胞的
存活率，细胞在芯片中的生长状态良好，细胞存
活率均在 96% 以上。
2.3.3　体外药效学评价　待芯片中细胞密度在
80% 左右时，根据前期预实验结果，用含 10% 胎

牛血清的 SW620 培养液将“2.1.1”项下供试品配
制成 1.0 mg·mL－ 1 的药液，经蠕动泵灌注入芯
片，作用 48 h 后停止给药。采用 Hoechst33342/PI
进行双染，使用倒置荧光显微镜进行拍照，通过
Image J 软件计算其凋亡坏死率，结果各产地药
材作用后细胞凋亡坏死率分别为 95.4%（广西）、
89.9%（江苏）、80.92%（大别山）、76.8%（安徽）、
66.8%（河 北）、60.8%（四 川）、57.7%（内 蒙）、
55.3%（河 南）、52.4%（江 西）、50.2%（山 东），
见图 4。
2.4　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 HPLC 色谱图与其

抗结肠癌作用的谱效关系分析

2.4.1　灰色关联度分析　从表 3 中选取分离度及
对称性较好的峰进行标号，并对 36 个峰进行灰色
关联分析，见图 5。采用 Grey Modeling-V3.0 灰色
关联度分析软件，将影响整体行为的数据进行分
列，以细胞的凋亡坏死率为母序列，白花败酱草
不同峰面积为子序列，对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的
色谱峰与药效进行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结果见
表 4。结果发现各共有峰与抗结肠癌药效均具有
一定的关联性，且抗结肠癌作用是各种化学成分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其中几种化学成分起主导
作用。根据对结肠癌细胞凋亡坏死率的关联度相
关系数大于 0.7 的色谱峰有 12 个，峰号以关联程
度排序依次为 10、4、19、5、24、26、25、2、3、
23、13、14。
2.4.2　偏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
白花败酱草化学成分和药效之间的正负相关性，
将表 4 中关联系数大于 0.7[11] 的各成分峰面积作
为变量 X，获取的不同产地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
部位的药效数据作为变量 Y，导入 SIMCA14.1 软
件中，经 UVN 标准化后，进行偏最小二乘法回
归分析，OPLS-DA 模型中 R2X ＝ 0.798，模型预
测参数 Q2 ＝ 0.81，均大于 0.5，表明建立的模型
有效稳定。通过偏最小二乘法进一步验证 12 个
峰与药效的相关性，得到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图，
见图 6。除 24 号峰，其余 11 个峰均与药效均成
正相关。
　　为进一步确认贡献度较大的成分，采用变量
载荷评价参数值（VIP）进行评价，该值可以体现
变量对模型的整体贡献水平。VIP 值越大，表明
变量的贡献程度越大，一般认为，VIP 值大于 1
的化合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11]。其中有 8 个共有峰
的 VIP 值＞ 1，分别为 23、26、14、10、4、3、2、
25 号峰，表明这些峰与药效指标成较强的正相关



540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表 3　10 批白花败酱草峰面积及保留时间计算结果 
Tab 3　Peak area and retention time of 10 batches of Patriniavllosa

峰号
峰面积 峰面积

RSD/%
保留时间

RSD/%安徽 河北 大别山 广西 河南 江苏 江西 内蒙 山东 四川

1 0 209.358 0 0 275.630 0 0 1214.576 543.754 1543.256 34.5 0.070

2 0 316.158 0 513.788 0 124.547 0 0 135.532 178.364 31.9 0.020

3 435.275 519.462 364.145 589.648 467.046 686.869 797.483 664.763 947.250 1028.561 58.0 0.040

4 503.893 554.477 659.241 748.625 869.250 949.054 1257.596 1227.333 1586.167 1680.623 54.8 0.11

5 1035.056 415.665 1276.483 843.904 1293.250 1354.078 3165.438 3294.707 3673.410 3686.936 47.2 1.3

6 179.897 0 92.679 345.712 0 0 165.574 178.689 170.712 0 10.9 0.050

7 0 243.567 211.456 317.519 149.537 117.856 316.565 0 260.176 305.478 56.2 0.090

8 0 0 0 163.357 214.897 0 0 438.897 271.513 0 4.7 0.010

9 0 0 437.565 0 0 365.791 0 0 171.513 257.289 19.2 0.11

10 1821.036 350.575 2907.495 4599.940 1700.788 1181.181 1282.809 951.057 2655.185 1460.417 60.1 0.030

11 208.959 388.901 118.417 318.654 2157.654 2899.863 2286.136 215.909 2398.705 2844.772 10.6 0.090

12 1108.659 1236.357 1381.445 1930.763 1732.583 1331.647 1325.549 1210.258 1305.415 1377.223 21.1 0.10

13 208.959 507.143 384.579 988.684 280.774 1758.007 496.574 1355.764 238.492 1352.059 64.2 0.090

14 269.986 0 179.098 0 0 651.789 411.898 0 0 216.587 5.2 0.020

15 137.533 600.436 219.247 131.027 409.483 1078.633 959.184 1104.047 1385.586 1052.184 31.7 0.60

16 2364.583 3671.573 3771.212 3924.493 5605.830 3098.115 2300.538 3425.569 6270.339 12 206.020 8.4 0.050

17 2343.794 2594.736 3711.122 3220.446 4226.789 5228.353 4552.820 3169.885 5535.244 5368.316 60.6 0.42

18 0 0 0 254.587 158.784 215.689 147.673 189.742 333.120 985.543 3.9 0.010

19 0 211.991 328.146 0 0 378.413 0 0 513.053 1578.378 33.1 0.070

20 0 149.513 0 170.158 211.111 326.410 470.015 510.987 314.537 785.087 59.8 0.030

21 458.820 89.112 57.898 365.787 99.676 0 93.907 87.908 0 0 21.9 0.020

22 586.954 260.545 1125.159 3580.434 130.055 362.695 8121.811 131.914 282.518 587.805 1.4 0.020

23 0 190.593 0 0 0 258.091 0 295.475 219.089 209.753 26.8 0.22

24 1820.893 446.486 1190.743 306.579 261.188 450.543 6644.256 233.327 692.791 649.546 58.3 0.040

25 4284.496 1392.385 2384.389 17 739.483 1448.392 1459.483 2672.372 3478.389 1238.387 4906.405 61.2 0.040

26 101.579 0 0 76.342 87.235 59.901 0 135.723 112.892 0 39.9 0.010

27 0 0 150.129 309.054 218.981 517.415 425.493 259.482 346.897 175.387 8.4 0.010

28 489.473 804.980 1536.436 1869.398 210.021 1113.647 1161.072 153.489 3200.061 3560.955 27.7 0.060

29 0 208.378 126.893 0 269.852 106.023 44.865 0 0 0 44.9 0.050

30 3524.019 959.871 2031.129 6198.483 3534.961 5335.143 7600.940 8375.732 8830.062 9340.838 4.7 0.020

31 987.473 555.837 684.434 1516.473 404.487 264.864 198.549 354.473 576.207 856.593 18.8 0.050

32 1284.837 256.832 456.473 416.046 871.739 698.830 367.092 974.467 687.193 1654.386 74.4 0.050

33 79.904 73.986 104.875 0 72.097 0 81.934 113.986 0 0 13.7 0.020

34 335.483 356.596 694.596 475.968 750.859 760.976 456.986 769.956 583.457 843.245 21.4 0.15

35 0 0 0 0 0 146.756 0 240.902 300.975 159.375 31.8 0.010

36 0 100.981 0 201.002 225.145 298.567 230.491 205.873 160.058 323.094 43.3 0.010

37 99.984 200.892 149.932 92.902 0 103.923 0 0 100.823 0 60.8 0.10

38 555.095 758.596 489.592 645.483 643.485 576.696 348.489 684.234 604.793 945.459 8.4 0.010

39 0 0 0 100.019 236.594 600.578 0 145.592 354.589 401.089 34.5 0.13

40 0 712.981 0 0 0 0 0 1357.483 929.537 721.073 7.7 0.040

41 100.785 0 0 89.876 70.765 121.098 111.998 0 77.763 0 61.0 0.25

42 211.270 748.382 1531.807 2662.029 802.691 836.935 336.065 214.303 817.731 1102.782 78.8 0.12

43 0 0 0 159.098 0 0 527.057 303.033 78.973 1236.853 44.1 0.010

44 564.685 383.968 779.587 643.583 475.326 984.346 389.256 343.594 639.489 985.584 3.9 0.040

45 0 175.145 0 140.125 0 290.124 790.593 505.857 246.583 987.690 25.8 0.070

46 0 0 181.194 209.001 0 183.414 645.578 0 210.402 509.703 7.3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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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药效成分鉴定

2.5.1　质谱条件　电喷雾离子源（ESI），采用正 /
负离子模式检测，干燥气体流速为 13 L·min－ 1，
干燥气体温度为 225℃，毛细管电压为 3500 V，
雾化器压力为 40 psi，碎裂电压为 125 V，二级质
谱碰撞电压为 20 eV，m/z 范围为 50 ～ 1500。
2.5.2　成分鉴定　利用 UPLC-Q-TOF-MS 对白花
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进行一级质谱和二级质谱采

图 4　Hoechst33342/PI 双染荧光检测结果（×100）
Fig 4　Hoechst33342/PI double stain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100）

注（Note）：A. 江苏（Jiangsu）；B. 广西（Guangxi）；C. 大别山（Dabieshan）；D. 安徽（Anhui）；E. 山东（Shandong）；F. 内蒙（Neimeng）；

G. 山东（Shandong）；H. 河南（Henan）；I. 河北（Hebei）；J. 江西（Jiangxi）；1. Hoechst33342；2. PI

图 2　微流控芯片示意图与实物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and physical picture of microfluidic chips

图 5　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 HPLC 指纹图谱

Fig 5　HPLC fingerprint of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vllosa

图 3　不同时间点空白组细胞生存情况

Fig 3　 Survival of cells in the blank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VIP ＞ 1）。结合现有文献对上述成分抗结肠癌
的报道，初步确定这 8 种成分为白花败酱草乙酸
乙酯部位抗结肠癌作用的有效成分。

图 6　回归系数（A）和 VIP 值（B）分析结果

Fig 6　Regression coefficient（A）and VIP value（B）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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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通过二级质谱的裂解，获得化合物的离子碎
片，结合对照品和文献对“2.4.2”项下 8 种药效
成分进行快速鉴定，结果见表 5。其中抗结肠癌
活性较强的 8 个成分分别为 23（槲皮素）、26（木
犀草素）、14（芦丁）、10（槲皮苷）、4（绿原酸）、
3（水杨酸）、2（原儿茶酸）、25（野黄芩苷）。
2.6　白花败酱草单体成分体外抗结肠癌药效验证

研究

表 4　不同产地白花败酱乙酸乙酯部位成分与药效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osition in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Patriniallosa and efficacy of indicators from different origins

峰号 关联系数 峰号 关联系数

1 0.507 19 0.954

2 0.806 20 0.671

3 0.796 21 0.500

4 0.959 22 0.590

5 0.897 23 0.765

6 0.505 24 0.868

7 0.502 25 0.811

8 0.668 26 0.816

9 0.528 27 0.560

10 0.993 28 0.500

11 0.560 29 0.642

12 0.537 30 0.500

13 0.729 31 0.500

14 0.711 32 0.545

15 0.501 33 0.662

16 0.501 34 0.686

17 0.589 35 0.500

18 0.501 36 0.501

表 5　药效成分解析结果 
Tab 5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of common peaks

峰号
保留时

间 /min
分子式 离子模式

实际值

（m/z）
理论值

（m/z）
误差 碎片值 化合物

2 2.357 C7H4O2 [M － H] － 155.0339 155.0344 － 0.31 109.0303，91.6907 原儿茶酸 [12]

3 2.726 C7H6O3 [M ＋ H] ＋ 139.0346 139.0394 － 3.42 139.0893，110.9913，94.9352 水杨酸 [13]

4* 3.885 C16H18O9 [M － H] － 353.0801 353.0878 － 2.10 191.0561，179.0356，173.0407，147.0610，161.0213 绿原酸

10* 5.756 C21H20O11 [M ＋ H] ＋ 449.1032 449.1078 － 1.02 303.0496，153.0541，137.0025 槲皮苷

14* 7.899 C27H30O16 [M ＋ H] ＋ 611.1606 611.1607 － 0.02 465.1028，449.1078，303.0499，181.0131 芦丁

23* 11.73 C15H10O7 [M ＋ H] ＋ 303.0438 303.0499 － 2.01 275.0553，257.0430，229.2394，193.0134 槲皮素

25 12.430 C21H18O12 [M ＋ H] ＋ 463.0867 463.0871 － 0.08 287.0730，269.0448，153.0217，123.0287 野黄芩苷 [14]

26* 12.707 C15H10O6 [M ＋ H] ＋ 287.0535 287.0552 － 0.59 259.0601，231.0652，153.0177，135.0435 木犀草素

注（Note）：* 为经对照品比对（*mean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图 7　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及活性单体成分验证

Fig 7　Verification of ethyl acetate Patriniavllosa and active monomer 
components 

　　根据上述结果，分别考察了广西产白花败酱
草乙酸乙酯部位、槲皮素、芦丁、木犀草素、槲
皮苷及 4 种单体配伍组（按 1∶1∶1∶1 配伍）
体外抗结肠癌活性，按“2.3.3”项下方法进行细
胞验证，结果见图 7。在 1.0 mg·mL－ 1 质量浓
度条件下，各组细胞凋亡坏死率分别为 95.4%、
78.6%、69.2%、62.5%、60.3%、82.9%，均达到
60% 以上。证明这 4 个化合物都能够明显促进结
肠癌细胞凋亡坏死，与筛选结果一致，从而证明
了利用灰色关联及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相关分析
推测药效成分的方法具有可行性。
3　讨论

　　随着显微荧光影像分析、图像数据处理等各
项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微流控芯片技术在中

药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实验设计
了单层结构的细胞凋亡芯片，并将其首次用于
白花败酱药材的相关研究。蠕动泵在细胞可承
受的剪切力条件下以 0.2 µL·min － 1 的流速进行
动态灌注，作用 48 h 后的药液消耗量还不足 0.6 
mL[15]，用量是传统 96 孔板技术的百分之一，为
稀有药材的体外药效实验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此
外，芯片共用一个废液排出口，大大降低了实验
的复杂性，节约了实验时间。
　　中药发挥治疗作用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的特
点，发挥药效是其多种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指
纹图谱的特征与药效存在一定的关联。指纹图谱
反映的是药材提取物的整体特征 [16]，所以在保证
整体的前提下，其色谱峰与药效关联起来建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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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关系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本实验将中药指纹
图谱技术与微流控芯片技术相结合，建立了 10
种不同产地白花败酱乙酸乙酯部位的指纹图谱，
并通过灰色关联度法进行初步分析，通过相关系
数能直观判断各色谱峰相应成分与药效作用的相
关性大小。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可以直观显示
色谱峰与药效指标的密切程度和正负程度。因此
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
分析得出 23（槲皮素）、26（木犀草素）、14（芦
丁）、10（槲皮苷）、4（绿原酸）、3（水杨酸）、2
（原儿茶酸）、25（野黄芩苷）为药效峰，并且 8
个色谱峰对体外药效学评价的影响较大，关联度
均达到 0.7 以上。针对其药效峰，本课题组采用
UPLC-Q-TOF-MS 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并验证，
结合相关文献调研 [17-21] 说明这 8 个成分对抑制结
肠癌细胞增殖起到重要的作用，揭示了白花败酱
草药材抗结肠癌作用的本质。
　　本研究建立了以药理药效为导向的研究方
法，即保证了药效的合理性，也保证了药材的整
体性及复杂性。综上所述，本实验基于微流控芯
片技术，探讨白花败酱草乙酸乙酯部位抗结肠癌
药效作用，不仅为微流控芯片技术在药物领域的
应用扩宽了范围，也为深入研究白花败酱草药效
物质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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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维相关红外光谱的陈皮快速鉴别研究

杨济齐1，沈婉莹1，魏晓芳1，杜文超2，3，张景照2，3，唐旭东1，2，3*（1. 甘肃中医药大学，兰州　730000；

2.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00；3. 广东省创新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工程中

心，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目的　对比不同产区、不同储存年限陈皮水分及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含量的差异，

建立不同产区、不同储存年限陈皮的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分析方法。方法　采用甲苯法对 14 批

陈皮的水分进行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含量。对不同产区、不

同储存年限的 14 批陈皮样品进行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不同产区、不同储存年限陈

皮水分及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含量有所不同。二维相关红外光谱显示，不同产区、不同

储存年限陈皮的相关峰强度、位置有明显差异。结论　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可以为陈皮的品质评

价、鉴别、质量控制提供依据，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陈皮；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产区；储存年限；水分；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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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identification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based on two-
dimensional correla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YANG Ji-qi1, SHEN Wan-ying1, WEI Xiao-fang1, DU Wen-chao2, 3, ZHANG Jing-zhao2, 3, TANG Xu-
dong1, 2, 3* (1.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2. Key Laboratory of Innov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3. Guangdong Innov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e Research Engineering Center,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ontent of moisture, hesperidin, nobiletin and tangeretin in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from different production areas with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and to establish a 
two-dimensional correla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alysis method. Methods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were determined by toluene method. The content of 
hesperidin, nobiletin and tangeretin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The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were analyzed by two-dimensional correla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Results  The 
content of moisture, hesperidin, nobiletin and tangeretin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areas and storage 
year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samples was different.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relevant peak intensity and position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from different production areas 
with different storage years in the two-dimensional correlation infrared spectra. Conclusion  Two-
dimensional correlated infrared spectroscopy can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valu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which is rapid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two-dimensional correla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production areas; storage years; moisture content;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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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皮为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具有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等功效 [1-3]。现代药理与化学研究表明其
含有黄酮类、挥发油等活性成分 [4-6]，具有抗肿
瘤等作用 [7]，在中成药和食品中应用广泛 [8]。陈
皮以广陈皮为道地，以新会为道地核心产区 [9]。
受地域等条件限制，市面上流通的广陈皮占比不
大，掺假售假、以次充好问题频频发生，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陈皮产业发展 [10]。基于红外光谱三
级鉴别法能够实现对陈皮的快速、无损鉴别 [11-12]，
本实验对 14 批不同产区、不同储存年限的陈皮
进行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分析，为其鉴别和质量控
制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中药粉碎机（拜杰 BJ-800A），超声仪（昆山
美美超声仪器有限公司），电热套（海宁市新华
医疗器械厂），水分测定管（北玻），高效液相色
谱仪（Thermo），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Toledo，
精度：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Explorer，精度：
十 万 分 之 一），Perkin Elmer FI-IR Spectrometer 
Frontier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配备 DTGS 探测
器，SYD TC-01 程序控制变温附件，FW-4 型压
片机，天津天光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14 批陈皮样品通过合作基地、药材公司购
买，产区包括广东、广西、浙江、四川、湖南、
湖北等地，年份为 2010—2020 年，其中 S1 ～ S8
样品为广陈皮，经南方医科大学刘传明老师鉴
定为茶枝柑 Citrus reticulata‘Chachi’（广陈皮）；
S9 ～ S14 为网购陈皮药材。样品具体信息见表 1。
　　甲苯（广州牌化学试剂），甲醇（分析纯，西
陇科学），甲醇（色谱纯，avantor），溴化钾（光
谱级，Alfa Aesar）。
　　陈皮对照药材（批号：120969-201510）；橙
皮苷（纯度 95.3%，批号：110721-202019）、川陈
皮素（纯度 99.7%，批号：112055-202102）、橘皮
素（纯度 99.7%，批号：112054-202102）（对照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　方法与结果

2.1　陈皮水分测定

　　精密称定适量过二号筛陈皮粉末，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按照通则 0832 第四法甲苯法
对各批次陈皮进行水分测定，计算含水量（%）。
结果 14 批陈皮水分含量在 6.49% ～ 12.49%，均不

超过 13%，符合药典规定。8 批广陈皮药材水分含
量在 6.49% ～ 12.39%，另 6 批陈皮药材水分含量
在 8.22% ～ 12.49%。
2.2　陈皮中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含量的测定

2.2.1　色谱条件　参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 广
陈皮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橙皮苷、川
陈皮素、橘皮素含量。色谱条件：Agilent Eclipse 
XDB-C18 色谱柱（5 μm，4.6 mm×250 mm），流
动相为乙腈（A）- 水（B）梯度洗脱（0 ～ 10 min，
22%A，10 ～ 20 min，22% ～ 48%A；20 ～ 35 min，
48%A），柱温 25℃，流速 1 mL·min－ 1，检测波长：
283 nm（0 ～ 20 min）、330 nm（20 ～ 35 min），进
样量 5 μL。
2.2.2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定对照品橙皮
苷、川陈皮素、橘皮素适量置量瓶中，甲醇定容
至 10 mL，制成每 1 mL 含橙皮苷 0.2034 mg，川
陈皮素 25.0845 μg，橘皮素 16.3348 μg 的混合对
照品溶液。
2.2.3　供试品溶液　14 批陈皮经粉碎后过二号
筛，精密称定 0.2 g，精密加入 25 mL 甲醇，超声
（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45 min，补重，摇
匀，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2.2.4　样品含量　样品测定结果见表 2。8 批两
广区域陈皮的橙皮苷含量在 2.11% ～ 6.93%，川
陈皮素含量在 0.21% ～ 0.48%，橘皮素含量在
0.23% ～ 0.45%，3 种成分含量最高的均为 2020
年开平产区陈皮。另 6 批陈皮的橙皮苷含量在
5.27%～ 9.11%，川陈皮素含量在 0.02%～ 0.70%，
橘皮素含量在 0.01% ～ 0.58%。与非两广产区陈
皮相比，两广产区陈皮的橙皮苷含量普遍较低，
2019 年浙江、2020 年湖北产区陈皮所含川陈皮素、

表 1　陈皮样品信息 
Tab 1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sample information

编号 产地 年份 来源

S1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 2020 基地

S2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 2019 基地

S3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 2018 基地

S4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 2015 基地

S5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 2010 基地

S6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梅江村 2015 药材公司

S7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 2020 药材公司

S8 广西省 2017 药材公司

S9 浙江省 2019 药材公司

S10 浙江省 2018 药材公司

S11 四川省 2020 药材公司

S12 湖南省 2018 药材公司

S13 湖北省 2020 药材公司

S14 湖北省 2018 药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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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皮素含量很低。

表 2　14 批陈皮含量测定结果 
Tab 2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样品编号 橙皮苷 /% 川陈皮素 /% 橘皮素 /% 川陈皮素＋橘皮素 /%
S1 4.31 0.28 0.26 0.54
S2 3.38 0.21 0.23 0.44
S3 3.01 0.23 0.26 0.49
S4 3.33 0.28 0.28 0.56
S5 2.83 0.38 0.32 0.70
S6 2.11 0.32 0.27 0.59
S7 6.93 0.48 0.45 0.93
S8 2.88 0.25 0.24 0.49
S9 7.52 0.02 0.01 0.03
S10 5.27 0.70 0.58 1.28
S11 9.11 0.35 0.21 0.56
S12 6.81 0.65 0.58 1.23
S13 7.10 0.07 0.06 0.13
S14 6.25 0.64 0.55 1.19

2.3　陈皮红外光谱三级鉴别

2.3.1　样品制备　采用压片法制备样品：1 mg 样
品加入 100 mg 光谱纯溴化钾（KBr）粉末，红外
灯照射下研磨均匀，压片，加压至 18 ～ 20 MPa，
维持压力 3 min。样品过 9 号筛、经五氧化二磷
真空干燥 24 h，KBr 使用前经 120℃烘干，过
200 目筛。
　　扫描范围 4000 ～ 400 cm－ 1，分辨率 4 cm－ 1，
扫描次数 64 次，测谱方式为透射谱，扣除 KBr
背景，实时扣除水和 CO2 的干扰。按照每分钟
2℃的升温速度对其进行加热，30 ～ 120℃温度
内每隔 10℃测试一次，得到一系列红外光谱。
2.3.2　方法学考察　取样品 S1，采集室温下的红
外光谱图。压片后置干燥器中，每 0、1、2、3、
4、5 h 测定一次，所得红外光谱图基本一致，谱间
相关系数分别为 1.000、0.9986、0.9976、0.9976、
0.9980、0.9964，RSD 为 0.12%，结果表明仪器稳
定性良好。取样品 S1，连续扫描 5 次，所得红
外光谱图基本一致，谱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1.000、
0.9999、0.9998、0.9998、0.9997，RSD 为 0.010%，
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取样品 S1，采集室温
下红外光谱图，重复压片 5 次，所得红外光谱图
基本一致，谱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1.000、0.9958、
0.9934、0.9815、0.9846，RSD 为 0.79%，表明方法
重复性良好。
　　取陈皮对照药材，制备样品，经数据处理
后得到陈皮对照药材在 1700 ～ 1396 cm－ 1 波段、
1150 ～ 996 cm－ 1 波段的二维相关红外光谱。重
复实验 3 次，所得谱图中相关峰位置及相对强度

基本一致。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2.3.3　数据处理　谱图经基线校正、归一化后，采
用 Spectrum 软件的求导功能，13 点平滑，得红外
二阶导数谱图。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图采用清华大学
自行设计的二维相关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谱间相关
系数由红外光谱仪 Compare 功能计算得到。
2.3.4　红外光谱解析　图 1 和图 2 为 14 批陈皮
样品及相关对照药材、对照品的红外光谱图。以
广东新会陈皮 S1 样品的红外谱图为参考，计算 8
批广陈皮样品谱间相关系数；以陈皮对照药材为
参考，计算 6 批陈皮样品谱间相关系数，见表 3。

图 1　14 批陈皮样品红外光谱图（4000 ～ 400 cm － 1）

Fig 1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spectra of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samples（4000 ～ 400 cm － 1）

表 3　谱间相关系数 
Tab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pectra

样品 谱间相关系数 样品 谱间相关系数

S1 1.0000 S9 0.8422
S2 0.9749 S10 0.9132
S3 0.9701 S11 0.9331
S4 0.9513 S12 0.9286
S5 0.9345 S13 0.8991
S6 0.9446 S14 0.8947
S7 0.9465 陈皮对照药材 1.0000
S8 0.9333

　　8 批广陈皮的红外光谱图在（3414±14）cm－ 1，
（2927±2）cm－ 1，（1744±7）cm－ 1，（1640±9）
cm－ 1，（1517±2）cm－ 1，（1443±2）cm－ 1，
（1371±1）cm－ 1，（1268±6）cm－ 1，（1103±2）
cm－ 1，（770±7）cm－ 1，（629±6）cm－ 1 附近含有
明显特征峰。其中（3414±14）cm－ 1 附近为 O-H
伸缩振动峰，（2927±2）cm－ 1 附近为 C-H 伸缩
振动峰，（1443±2）cm－ 1，（1371±1）cm－ 1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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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H 弯曲振动峰，（1744±7）cm－ 1，（1640±9）
cm－ 1 附近为 C ＝ O 伸缩振动峰。
　　6 批陈皮样品的红外光谱图与广陈皮相差不大，
在（3405±6）cm－ 1，（2924±4）cm－ 1，（1742±6）
cm－ 1，（1638±11）cm－ 1，（1519±1）cm－ 1，
（1443±1）cm－ 1，（1372±3）cm－ 1，（1276±1）
cm－ 1，（1100±4）cm－ 1，（767±1）cm－ 1，（624±9）
cm－ 1 附近含有明显特征峰。14 批样品与陈皮对
照药材的红外谱图在 3409 cm－ 1，2926 cm－ 1，
1740 cm－ 1，1643 cm－ 1，1518 cm－ 1，1443 cm－ 1，
1372 cm－ 1，1274 cm－ 1，1100 cm－ 1，774 cm－ 1，
627 cm－ 1 处对应；与川陈皮素对照品的红外谱图
在 1648 cm－ 1，1520 cm－ 1，1372 cm－ 1 处 对 应；
与橘皮素对照品的红外谱图在 1514 cm－ 1，1266 
cm－ 1，1075 cm－ 1，831 cm－ 1 处对应。各样品在
1074 cm－ 1 或 1053 cm－ 1 附 近，831 cm－ 1 或 815 
cm－ 1 附近存在吸收峰。
2.3.5　二阶导数光谱解析　1750 ～ 1400 cm－ 1 波
段、1150 ～ 985 cm－ 1 波段内的二阶导数谱图（横

坐标为波长，单位 cm－ 1，纵坐标为吸光度）见
图 3 ～ 6。在 1700 ～ 1450 cm－ 1，红外谱图上可
以观察到（1638±11）cm－ 1，（1518±2）cm－ 1 两
个吸收峰，二阶导数谱中可以观察到的共有峰为
（1649±3）cm－ 1，（1604±3）cm－ 1，（1519±2）
cm－ 1，（1468±2）cm－ 1 等 4 个明显的吸收峰。与
陈皮对照药材的二阶导数光谱在 1649 cm－ 1，1604 
cm－ 1，1519 cm－ 1，1468 cm－ 1 处 对 应； 与 川 陈
皮素对照品的二阶导数光谱在 1648 cm－ 1，1605 
cm－ 1，1520 cm－ 1，1467 cm－ 1 处对应；与橘皮素
对照品的二阶导数光谱在 1652 cm－ 1，1609 cm－ 1，
1514 cm－ 1 处对应。二阶导数光谱提高了谱图分
辨率，与红外光谱相比可以获得更多的样本信
息。红外光谱中，（1518±2）cm－ 1 和（1443±2）
cm－ 1 间没有吸收峰，而在二阶导数光谱中，可以
明显地观察到（1468±2）cm－ 1 这个在红外光谱中
观察不到的吸收峰。广陈皮各处吸收峰强度弱于
非两广地区陈皮，表明其在含量上可能存在差别。

图 2　对照药材及对照品红外光谱图（4000 ～ 400 cm － 1）

Fig 2　FTIR spectra of reference materials（4000 ～ 400 cm － 1）

A. 陈皮对照药材（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reference material）；B. 川陈皮素（nobiletin）；C. 橘皮素（tangeretin）

图 3　14 批陈皮二阶导数光谱（1750 ～ 1400 cm － 1）

Fig 3　Second derivative infrared spectra of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1750 ～ 1400 cm － 1）

　　在 1150 ～ 985 cm－ 1 波段，二阶导数光谱不
仅可以观察到（1078±2）cm－ 1，（1050±2）cm－ 1

等吸收峰，还可以观察到（1010±5）cm－ 1 这个
明显的吸收峰。与川陈皮素对照品的二阶导数光
谱在 1115 cm－ 1，1080 cm－ 1 处对应；与橘皮素对

照品的二阶导数光谱在 1111 cm－ 1，1075 cm－ 1 处
对应。随着年限增加，产自双水镇的陈皮在 1107 
cm－ 1 处由单峰变为双峰。
2.3.6　二维相关红外光谱解析　采用二维相关
光谱对不同产区、不同储存年限陈皮药材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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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区分。图 7 为陈皮对照药材及 14 批样品在
1700 ～ 1396 cm－ 1 波段内的二维相关红外光谱。
它们的相关峰在强度、位置、个数上存在差异。
对照药材含有 5 个吸收峰，最强峰位置在 1604 
cm－ 1 处。2020 年陈皮：双水产陈皮最强峰位置
在 1643 cm－ 1 处，开平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603 
cm－ 1 处，四川、湖北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653 
cm－ 1 处。2019 年陈皮：双水产陈皮最强峰位置
在 1404 cm－ 1 处，浙江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605 
cm－ 1 处。2018 年陈皮：双水产陈皮最强峰位置
在 1648 cm－ 1 处，浙江、湖南产陈皮最强峰位置
在 1402 cm－ 1、1401 cm－ 1 处。2017 年广西产陈
皮 在 1403 cm－ 1，1511 cm－ 1，1605 cm－ 1，1649 
cm－ 1 处有 4 个明显的自动峰，最强峰在 1605 
cm－ 1 处。2015 年天马与梅江产陈皮对比结果表
明：两者最强峰位置大致相同，梅江产陈皮在
1400 cm－ 1 处相对峰强度略强于天马产陈皮。根
据这些差异，可以实现对不同产区陈皮的快速

鉴别。随着储存年限的增加，天马产陈皮 1595 
cm－ 1 处吸收峰增强，1653 cm－ 1 处吸收峰减弱。
湖北产区 1401 cm－ 1 处吸收峰变强，最强峰由
1653 cm－ 1 移至 1605 cm－ 1 处。浙江产最强峰位
置由 1605 cm－ 1 移至 1402 cm－ 1 处。
　　进一步分析陈皮对照药材及 14 批样品
1150 ～ 996 cm－ 1 波段二维相关红外光谱，如图 8
所示。在该范围内，不同产区陈皮自动峰、最强
峰的位置及峰的相对强度有所差异。对照药材含
有 5 个吸收峰，最强峰位置在 1001 cm－ 1 处。广
陈皮的二维相关谱图形成非常明显的 4×4 矩阵，
含有 5 个自动峰。2020 年陈皮：双水、四川产陈
皮最强峰位置在 1094 cm－ 1、1092 cm－ 1 处，开
平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004 cm－ 1 处，湖北产陈
皮最强峰位置在 998 cm－ 1 处。2019 年陈皮：双
水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042 cm－ 1 处，浙江产陈
皮最强峰位置在 1090 cm－ 1 处。2018 年陈皮：双
水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042 cm－ 1 处，浙江、湖

图 4　对照药材及对照品二阶导数光谱（1750 ～ 1400 cm － 1）

Fig 4　Second derivative infrared spectra of the reference（1750 ～ 1400 cm － 1）

A. 陈皮对照药材（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reference material）；B. 川陈皮素（nobiletin）；C. 橘皮素（tangeretin）

图 5　14 批陈皮二阶导数光谱（1150 ～ 985 cm － 1）

Fig 5　Second derivative infrared spectra of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1150 ～ 985 cm － 1）

图 6　对照药材及对照品二阶导数光谱（1150 ～ 985 cm － 1）

Fig 6　Second derivative infrared spectra of reference （1150 ～ 985 cm － 1）

A. 陈皮对照药材（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reference material）；B. 川陈皮素（nobiletin）；C. 橘皮素（tanger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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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产陈皮最强峰位置在 1090 cm－ 1、1092 cm－ 1

处。2017年广西产陈皮在1002 cm－1，1044 cm－1，
1066 cm－ 1，1092 cm－ 1，1133 cm－ 1 处 有 5 个 明
显的自动峰，最强峰在 1044 cm－ 1 处。2015 年天
马与梅江产区陈皮对比结果表明：天马产陈皮最
强峰位置在 1002 cm－ 1 处，梅江产陈皮最强峰位
置在 1044 cm－ 1 处。随着年限增加，双水产陈皮
最强相关峰由 1094 cm－ 1 处移至 1042 cm－ 1 处。
天马产陈皮最强峰由 1002 cm－ 1 移至 1092 cm－ 1

处。湖北产陈皮最强峰由 998 cm－ 1 移至 1092 
cm－ 1 处。直观上，S1 ～ S8（广东、广西产陈皮）
谱图较为相似，S9、S10、S12、S14 谱图较为相
似，S11、S13 谱图较为相似。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14 批样品的水分及含量测
定均符合药典要求，广陈皮中橙皮苷含量普遍低
于陈皮。对于陈皮和广陈皮药材，《中国药典》在
含量测定项下的规定也有所不同：陈皮要求橙皮
苷含量不低于 3.5%，广陈皮要求橙皮苷含量不得
少于 2.0%，且川陈皮素与橘皮素的总量不得少
于 0.42%。说明药材的道地性并不通过单一指标
性化学成分来评价。仅对现有一种或几种化学成
分进行测定，缺乏可信度，所得结果也难以阐明
中药道地性 [13]。后续将在此基础上进行药效学研

究，分析基于中药成分出发的化学评价与药效评
价结果间的异同点。
　　本文对 14 批不同产区、不同年限陈皮水
分、橙皮苷、川陈皮素、橘皮素含量进行对比分
析，并对它们的二维相关红外光谱进行了整体解
析。与红外光谱相比，二阶导数光谱可以获得
更多的样本信息，能够观察到（1468±2）cm－ 1、
（1010±5）cm－ 1 等吸收峰。1700 ～ 1396 cm－ 1

波段、1150 ～ 996 cm－ 1 波段的二维相关红外光
谱结果表明，自动峰的相对强度和最强峰位置可
作为陈皮快速鉴别的依据：1700 ～ 1396 cm－ 1 波
段，2020 年四川、2020 年湖北产陈皮只含有 2
个相关峰，广陈皮则含有 4 或 5 个相关峰。由于
相对强度及最强峰位置的不同，2018 年浙江与
2018 年湖南产陈皮的二维谱图在直观上与广陈皮
有明显区别，2019 年浙江、2018 年湖北产陈皮
二维图谱与广陈皮较为相似。1150 ～ 996 cm－ 1

波段，广陈皮的二维相关谱图形成非常明显的
4×4 矩阵。2020 年四川、2020 年湖北产区陈皮
可以被直观有效区分开来，2019 年浙江、2018
年浙江、2018 年湖南、2018 年湖北产陈皮则
在（1090±1）cm－ 1 及 1044 cm－ 1 处峰较强，在
（1003±1）cm－ 1 及 1060 cm－ 1 处峰较弱，与广陈
皮的二维谱图相比差异较大。

图 7　陈皮对照药材及 14 批样品二维相关红外光谱（1396 ～ 1700 cm－ 1）

Fig 7　2D-IR synchronous correlation spectra of the reference and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1396 ～ 1700 c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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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谱、质谱等鉴别方法具有预处理时间长、
过程烦琐、耗时耗材的缺点，建立一种快速、无
损、便捷的鉴别手段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已经有
许多学者将二维相关红外光谱用于不同产区中药
材的鉴别研究 [14-15]，该方法直接对中药粉末进行
测定，既可以反映样品整体信息，又具有耗时短、
耗材少的优点。以往的研究多数仅对新会陈皮与
其他产区陈皮进行鉴别区分，而本文还聚焦了新
会内不同产区（双水、天马、梅江等地）陈皮的比
较研究，更加细化、具体。二维相关红外光谱法
可以为陈皮的品质评价、鉴别、质量控制提供参
考。在后续研究中，本课题组将通过细胞筛选平
台对上述样品进行功能层面的验证，以期从化学
组成和生物学功能多方面探讨样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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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陈皮对照药材及 14 批样品二维相关红外光谱（1150 ～ 996 cm － 1）

Fig 8　2D-IR synchronous correlation spectra of the reference and 14 batches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1150 ～ 996 c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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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CRITIC法结合正交设计优选复方丹参方中 
丹参与三七的水提工艺

雷芳1，伍丹情1，费清松1，罗芮1，何宁1，2，3，4*（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药剂系，合肥　230012；2. 药物制剂

技术与应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12；3. 安徽省中医药科学院药物制剂研究所，合肥　230012；4. 现代药物制剂安徽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　230012）

摘要：目的　优选复方丹参方中丹参与三七的水提工艺。方法　以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和

总固体含量为评价指标，采用 AHP-CRITIC 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结合 L9（34）正交表考察加水

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对复方丹参方中丹参与三七水提效果的影响，并考察丹参、三七在

醇沉调碱及水沉调酸过程中 pH 对评价指标的影响。结果　复方丹参方中丹参与三七最佳水提

工艺为 10 倍量水煎煮 3 次，每次 2.5 h，醇沉调碱至 pH 8.0 ～ 8.5，水沉调酸至 pH 2.5 ～ 3.0。
结论　优选出的水提工艺稳定可行，可为复方丹参方的剂型开发提供依据。

关键词：复方丹参方；丹参；三七；水提工艺；AHP-CRITIC 法；醇沉；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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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water extraction for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Noto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in compound Salvia recipe by orthogonal 

design and AHP-CRITIC method

LEI Fang1, WU Dan-qing1, FEI Qing-song1, LUO Rui1, HE Ning1, 2, 3, 4* (1.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s, College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e, Hefei  230012; 2.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Hefei  230012; 
3.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s, Anhui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Hefei  230012; 4.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12)

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water extraction process of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Noto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in compound Salvia recipe. Methods  The content of 
Danshensu, ginsenoside Rg1 and total solid served a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HP-CRITI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each index. The effect of water addition, extraction time, 
and number of extraction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L9 (3

4) orthogonal, and the influence of p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in the alcohol precipitation and water precipitation was determined. Results  The best 
water extraction process for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Noto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in compound Salvia recipe was decoction for three times with 10 times the amount of water and 2.5 
h each time, with the pH being adjusted to 8.0 ～ 8.5 during alcohol precipitation, while to 2.5 ～ 3.0 
during water precipitation. Conclusion  The optimized water extraction for compound Salvia recipe is 
stable and feasible, and can be used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formulation of compound Salvia recip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pound Salvia recipe;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Noto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water extraction process; AHP-CRITIC method; alcohol precipitation; water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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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丹参方是上海中药二厂于 1977 年研制
成功并投产的经典名方，由丹参、三七和冰片
三味中药组成，具有活血通络、理气止痛的功
效，临床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相关疾病 [1-2]。目
前，复方丹参方已有六种剂型收载于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复方丹参滴丸更是全球首例完成
美国 FDAⅢ期临床研究（NCT01659580）的中药
复方制剂，临床治疗心绞痛、冠心病有很好的疗
效 [3-4]。除了剂型和丹参量的不同，制剂过程中丹
参、三七提取工艺造成的活性组分差异性也会影
响疗效。丹参水溶性成分的药效远高于其脂溶性
成分，近年来丹参水溶性成分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潜力被慢慢发掘，臣药三七与之合煎时有助于丹
参成分溶出和含量稳定 [5-6]，因此研究复方丹参方
中丹参和三七合提时的水提工艺是十分有意义的。
　　复方丹参方的药效物质基础为亲脂性二萜类、
亲水性酚酸类及三七皂苷三大类化合物 [7]。丹参
素是丹参中一种水溶性酚酸，具有改善血液流变
学、抗氧化、抗炎、抗肿瘤、降血脂等药理作用，
属于冠心病治疗的关键药性成分，同时也是药典
中复方丹参滴丸的含量测定成分 [8-9]。三七皂苷是
三七的质量控制指标成分，药理学研究表明三七
皂苷具有降低耗氧、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
等作用 [10]。本文建立 UHPLC 含量测定方法，同
时测定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并在预试验中
发现三七皂苷中人参皂苷 Rg1 在大鼠血浆和组织
中含量较高，考虑到后期大鼠体内研究，最终选
择人参皂苷 Rg1 作为提取工艺评价指标之一。
　　中药材煎煮后的药液若不经醇沉、水沉等处
理会含有多糖、淀粉、鞣质等杂质，不能进行注
射或眼用，除杂过程也伴随着有效成分的损失。
本课题组前期工作已证实药物经眼全身递送的
可行性 [11-12]，且冰片因其易挥发的性质一般在药
材提取完成后加入，因此本文以丹参素钠、人参
皂苷 Rg1 和总固体含量为评价指标，使用 AHP-
CRITIC 法确定权重系数，参考复方丹参滴丸的
制备工艺，正交设计优选出复方丹参方中丹参与
三七的水提工艺，并考察水煎液在醇沉调碱和水
沉调酸过程中 pH 对评价指标的影响，为后期复
方丹参方的眼用制剂研究提供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UltiMate3000 戴安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旋转蒸发仪、SHK-Ⅲ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科泰实验设备有限公

司）；HH-501 超热恒温水浴（金坛市晶玻实验仪
器厂）；DHG-9640AB 电热鼓风干燥箱（常州普
天仪器制造有限公司）；PHS-3C 型 pH 计（上海
三信仪表厂）。
1.2　试药

　　丹参（批号：DS21-01）、三七（批号：SQ21-
01）（安徽华貅药业有限公司）；丹参素钠对照品
（批号：PS000270，纯度≥ 98%）、人参皂苷 Rg1

对照品（批号：DST180323-009，纯度≥ 98%）
（成都德思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95% 乙醇、氢
氧化纳、盐酸、磷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水为超纯水，甲醇和乙腈均为色谱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丹参素钠和人参皂苷 Rg1 的含量测定

2.1.1　 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Accucore C18（100 
mm×4.6 mm，2.6 μm），流动相：乙腈（A）-0.2%
磷 酸 水（B）， 梯 度 洗 脱， 见 表 1， 流 速：0.3 
mL·min－ 1，检测波长：280 nm（丹参素钠）、203 
nm（人参皂苷 Rg1），柱温：30℃，进样量：1 μL。

表 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时间 /min 乙腈（A）/% 0.2% 磷酸水（B）/%
  0 10 90
  6 10 90
  8 21 79
11 25 75
18 33 67
28 40 60

2.1.2　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丹参素钠、人参皂
苷 Rg1 对照品各 10 mg，分别置于 5 mL 棕色量瓶
中，加 70% 甲醇制备成质量浓度为 2 mg·mL － 1

的储备液，备用。分别精密吸取丹参素钠、人
参皂苷 Rg1 储备液适量，加 70% 甲醇稀释成每 1 
mL 分别含 1 mg 丹参素钠、1 mg 人参皂苷 Rg1 的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 45 g 丹参、8.8 g 三七于砂锅中，加
入 10 倍量超纯水，浸泡 45 min 后煎煮 2.5 h，煎
液经纱布趁热过滤，离心后取上清液浓缩至 50 
mL，加适量乙醇至含醇量为 75%，静置一夜，过
滤，回收乙醇，浓缩并定容至 50 mL 量瓶中；精
密吸取适量复方丹参提取液，加 70% 甲醇稀释 20
倍，3000 r·min － 1 涡 旋 3 min，15 000 r·min － 1

离心 10 min，离心两次，取上清液，即得。
　　分别按上述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备缺丹
参、缺三七的阴性样品溶液。
2.1.3　线性关系的考察　分别取“2.1.2”项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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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对照品溶液 0.125、0.25、0.5、1、2、3 mL 置
于 5 mL 量瓶中，加 70% 甲醇稀释至刻度，按
“2.1.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并绘制标准曲线。结
果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
为 y ＝ 0.0297x ＋ 0.0933、y ＝ 0.012x － 0.0231，
R2 均为 0.9999。表明丹参素钠和人参皂苷 Rg1 在
25 ～ 600 μg·mL － 1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1.4　专属性考察　取“2.1.2”项下各溶液进样 1 
μL 进行测定，结果见图 1，待测组分与相邻峰的
分离度均大于 1.5，且各峰之间并无干扰，该方
法的专属性良好。

图 1　供试品（a）、对照品（b）、阴性供试品（c）的 UPLC 色谱图

Fig 1　UHPLC chromatograms of sample（a），reference（b），
negative（c）
1. 丹参素钠（danshensu sodium）；2. 人参皂苷 Rg1（ginsenoside Rg1）

2.1.5　精密度考察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适
量，连续测定 6 次，记录峰面积。丹参素钠峰面
积的 RSD 为 1.1%，人参皂苷 Rg1 峰面积的 RSD
为 0.29%，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较好。
2.1.6　重复性考察　取适量复方丹参供试品溶
液，平行制备 6 份，进样测定，结果丹参素钠和
人参皂苷 Rg1 含量的 RSD 分别为 1.6%、1.9%，

均小于 2%，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1.7　样品溶液稳定性考察　取同一批复方丹参
供试品溶液，于配制后 0、2、4、8、12、24 h 进
样，结果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50%、0.38%（n ＝ 6），表明供试品溶液
在 24 h 内稳定。
2.1.8　加样回收率考察　精密吸取适量供试品溶
液（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含量分别为 73.70 
μg、57.85 μg）于 5 mL 量瓶中，共 6 份，每份精
密加入适量混合对照品溶液（丹参素钠、人参皂
苷 Rg1 含量分别为 78.13 μg、56.53 μg），70% 甲
醇定容至刻度，进样测定，测得丹参素钠、人
参皂苷 Rg1 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1.41%、
98.67%，RSD 分别为 1.3%、0.53%，表明方法回
收率良好。
2.2　总固体含量测定

　　精密吸取 10 mL 提取液于已干燥至恒重的蒸
发皿中，水浴蒸干，105℃干燥 3 h，冷却并称定
重量，计算总固体含量。
2.3　单因素实验

　　本实验以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的含量为
考察指标，结合相关文献考察了粒径、加水量、
浸泡时间、提取时间、提取次数对复方丹参方水
提工艺的影响。粒径考察中发现丹参、三七药材
经打粉机粉碎后大多能通过七号筛，由于饮片整
体硬度不一致，通过二、三号筛的基本为外表皮
部或韧皮部，而木栓部能通过九号筛，这说明药
材过筛后存在部位差异性，无法保持单一变量进
行单因素实验。浸泡时间的结果发现浸泡 45 min
后药材的提取效果最好，故药材煎煮前统一浸泡
45 min。而对加水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的考
察发现随着因变量的增大，有效成分的含量也随
之增大，单因素实验结果见图 2。
2.4　正交实验设计

　　根据前期单因素实验结果确定了考察因素，
并以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及总固体含量为考
察指标，用 L9（34）正交设计表进行实验。因素
水平见表 2。
2.5　指标权重的确立

2.5.1　层次分析法（AHP）法 [13]　AHP 是将决策
者的经验判断予以量化的主观权重赋权法。本文
以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和总固体含量作为权
重指标予以量化，依据丹参、三七君臣配伍原则，
指标优先顺序为丹参素钠含量＞人参皂苷 Rg1 含
量＞总固体含量，采用 1 ～ 9 标度法评判两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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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间的重要性并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A，见表 3。
按式（1）计算矩阵 A 中每一行元素乘积的 n 次方
根β i，对β ＝（β1，β2，�，βn）

T 归一化后得到特
征向量 W＝（W1，W2，�，Wn）

T，即（0.7306，
0.1884，0.0810）T。

表 3　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 
Tab 3　Priority judgment matrices for pairwise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权重指标
含量（mg·g － 1）

丹参素钠 人参皂苷 Rg1 总固体

丹参素钠含量 1 5 7

人参皂苷 Rg1 含量    1/5 1 3

总固体含量    1/7    1/3 1

A ＝
















13/17/1
315/1
751

　　λmax ＝ ∑ n
i ＝ 1（AW）i /nWi　　式（2）

　　根据式（2）计算出矩阵最大特征值λmax 为
3.0649，（AW）i 表示向量 AW 的第 i 个元素，最后
通过公式 C.I. ＝（λmax － n）/（n － 1）和 C.R. ＝ C.I./
R.I. 计算出一致性检验指标（C.R.）＝ 0.0624＜ 0.10，
即构造的成对比较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权重系
数分别为 0.7306、0.1884、0.0810。
2.5.2　CRITIC 法 [14]　CRITIC 法是完全依据数
据本身的客观属性而科学评价的的客观赋权法。
首先对表 4 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 指
标成分值＝（实测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
值）]，经 MATLAB 处理后得到相关系数矩阵 B

和各指标对比强度（Sj），再通过下列公式计算出
冲突性（Rj）、信息量（Cj）与权重（Wj），结果见
表 5。

表 4　正交实验设计及结果 
Tab 4　Design and result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No. A B C
D

（误差）

含量（mg·g － 1） 综合

评分丹参素钠 人参皂苷 Rg1 总固体

1 1 1 1 1 1.9388 4.3639 0.1918 47.93 

2 1 2 2 2 3.4462 4.9068 0.2398 74.97 

3 1 3 3 3 4.5534 5.4171 0.2593 94.89 

4 2 1 2 3 2.3760 3.9325 0.2178 54.24 

5 2 2 3 1 3.9908 4.8516 0.2392 83.68 

6 2 3 1 2 4.0645 7.0760 0.2698 92.02 

7 3 1 3 2 3.0080 4.2100 0.2212 65.43 

8 3 2 1 3 3.4172 5.8570 0.2546 77.58 

9 3 3 2 1 3.7925 6.1418 0.2608 84.66 

B ＝
















18568.08919.0
8568.016658.0
8919.06658.01

　　Rj ＝ ∑ n
j ＝ 1（1－rij）

　　Cj ＝ Sj×Rj

　　Wj ＝ Cj/（∑ n
j ＝ 1 Cj）

　　（注：rij 表示评价指标 i 和 j 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 5　CRITIC法相关计算数据 (mg·g － 1) 
Tab 5　CRITIC method related calculation data (mg·g － 1)

考察指标
含量（mg·g － 1）

丹参素钠 人参皂苷 Rg1 总固体

Sj 0.3204 0.3255 0.3228

Rj 0.4423 0.4774 0.2513

Cj 0.1417 0.1554 0.0811

Wj 0.3747 0.4109 0.2144

　　由表 5 可知，CRITIC 法计算出的丹参素钠、
人参皂苷 Rg1 和总固体含量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3747、0.4109、0.2144。
2.5.3　AHP-CRITIC 法 [15]　AHP-CRITIC 法 是 由
AHP 法和 CRITIC 法混合加权得到的方法，计
算 公 式 为 W综 合 ij ＝（WAHPij×WCRITICij）/ ∑
（WAHPij×WCRITICij），i 为第 i 个因素；j 为第 j

图 2　单因素实验结果

Fig 2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表 2　因素水平表 
Tab 2　Factor and level

水平
因素

加水量 /A 提取次数 /B 提取时间 /C

1   8 1 1.5

2 10 2 2.0

3 12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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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AHP-CRITIC 混合加权法计算出的丹参
素钠、人参皂苷 Rg1 和总固体含量综合权重系数
分别为 0.7428、0.2101、0.0471。
2.5.4　综合评分比较 [16]　通过上述 3 种计算方法得
到相应的 3 组权重系数，综合评分后的结果见表 6。
综合评分＝ [（丹参素钠含量 / 丹参素钠最大含量）
×0.7428 ＋（人参皂苷 Rg1 含量 / 人参皂苷 Rg1 最大
含量）×0.2101 ＋（总固体含量 / 总固体最大含量）
×0.0471]×100。采用 MATLAB 软件对 3 种计算方
法进行相关系数分析。AHP 法与 AHP-CRITIC 法的
相关系数为 1.000，CRITIC 法与 AHP-CRITIC 法的相
关系数为 0.9715，AHP 法与 CRITIC 法的相关系数为
0.9703，3 组均有显著相关性（P ＜ 0.01），说明 3 种
计算方法具有一致性的评分结果。AHP 法与 CRITIC
法权重系数的相关系数为 0.4834，相关性不显著
（P ＝ 0.6788），说明两者反映的信息不具有叠加性。
因此采用 AHP-CRITIC 法计算综合评分。

表 6　3 种赋权法的综合评分 
Tab 6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ree empowerment methods

试验号 AHP CRITIC AHP-CRITIC

1 48.49 56.54 47.93

2 75.56 75.91 74.97

3 95.27 89.53 94.89

4 55.13 59.70 54.24

5 84.13 80.02 83.68

6 92.16 95.98 92.02

7 66.11 66.78 65.43

8 78.07 82.36 77.58

9 85.03 87.60 84.66

2.6　正交实验

　　对 AHP-CRITIC 法计算的综合评分进行分析，
直观分析结果见表 7，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8。

表 7　直观分析结果 
Tab 7　Intuitive analysis

因素 A B C D（误差）

k1 72.597 55.867 72.510 72.090

k2 76.647 78.743 71.290 77.473

k3 75.890 90.523 81.333 75.570

R   4.050 34.656 10.043   5.383

　　由表 7 可知各因素对实验结果影响的大
小，即提取次数（B）＞提取时间（C）＞加水
量（A），直观分析最佳工艺为 A2B3C3。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提取次数对综合评分影响显著
（P ＜ 0.05），加水量和提取时间对其无显著性影
响，综合直观分析、方差分析结果并考虑到后期
实验安排，最终确定提取工艺为 A2B3C3，即 10

倍水煎煮 2.5 h，共提取 3 次。

表 8　方差分析结果 
Tab 8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方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F F 临界值 显著性

A     27.821 2   0.767 6.940 ＞ 0.05

B 1863.195 2 51.374 6.940 ＜ 0.05

C 180.208 2   4.969 6.940 ＞ 0.05

D（误差） 72.53 2 － － －

2.7　验证优化工艺

　　按处方量称取适量丹参、三七，按照最佳工
艺 A2B3C3 进行实验验证，重复 3 次，结果见表 9。
结果表示在最佳提取工艺下，丹参素钠、人参皂
苷 Rg1 和总固体平均含量分别为 6.0995、3.9546、
0.2648 mg·g－1，RSD 分别为0.95%、0.33%、1.6%，
即正交设计优选出的最佳工艺是可行的。

表 9　工艺验证实验 (mg·g － 1) 
Tab 9　Process verification test (mg·g － 1)

实验次数 丹参素钠 人参皂苷 Rg1 总固体

1 6.0450 3.9436 0.2630

2 6.0928 3.9513 0.2695

3 6.1608 3.9689 0.2619

平均值 6.0995 3.9546 0.2648

RSD/% 0.95 0.33 1.6

2.8　丹参、三七醇沉调碱、水沉调酸的 pH 条件

优化

　　中药滴眼液应按照中药注射液的制备方法来
制备，参考丹参注射液标准制备工艺中醇沉调碱
至 pH 为 8 ～ 9，水沉调酸至 pH 为 2 ～ 3[17]。本
文研究调碱至 pH ＝ 8.0、8.5、9.0，调酸至 pH ＝

2.0、2.5、3.0 时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和总固
体含量的变化，实验均在室温（25 ℃）下进行，
重复 3 次，结果见表 10。
　　由表 10 可知 pH 为 8.0 时，丹参素钠、人参
皂苷 Rg1 收率均＞ 100%，这可能是溶液中其他
成分在此 pH 下转化而来，pH 从 8.5 到 9.0 变化
时，丹参素钠、人参皂苷 Rg1 收率均略微升高，
但总固体除去率有所降低，因此综合考虑水煎液
醇沉调碱可至 8.0 ～ 8.5。当 pH 在 2.0 ～ 3.0 变
化时丹参素钠收率和总固体除去率先升高后降
低，但人参皂苷 Rg1 收率一直在升高，pH ＝ 3.0
时收率为 92.48%，综上考虑水煎液水沉调酸可至
2.5 ～ 3.0。
3　讨论

　　丹参 - 三七是常用的活血化瘀药对，两者功
效相近，配伍后功效倍增，研究表明两者合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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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新的化合物，这也意味着两者配伍并不是
简单的两药加和 [18]。目前，复方丹参方相关剂型
中只有滴丸剂是由丹参、三七加水合煎制成，其
他剂型均由丹参经醇提、水提分步提取后与三七
细粉或其醇提物混匀制成，本文考察丹参、三七
合煎时的水提工艺旨在为后期开发复方丹参方相
关剂型提供基础。
　　中药复方中多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十分重
要，过去考虑到复方多具有“君臣佐使”的组方
原则，大多会根据经验确定权重系数，多有主观
性，却忽略了客观数据信息的影响。本文采用了
AHP-CRITIC 法计算综合评分，可兼顾主客观因
素，得到的结果也更合理，更科学。
　　前期对水提方法和单因素实验考察发现丹参
素对提取温度和时间要求较高，本文优选出的最
佳水提工艺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丹参有效
成分中含量最高的丹酚酸 B 会在高温下慢慢降解
产生丹参素。而在实际生产中，考虑到耗能和成
本问题，应从药材源头开始把控，确定最佳提取
pH 值、合理药材二煎或三煎时间等，优选出适合
实际生产的最佳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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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种 pH下醇沉、水沉的结果 (%) 
Tab 10　Alcohol precipitation and water precipitation under various 

pH values (%)

pH 丹参素钠收率 人参皂苷 Rg1 收率 总固体除去率

8.0 107.93 111.90 22.41

8.5   91.97   96.33 27.04

9.0   92.81   98.93 25.28

2.0   96.88   68.40   8.06

2.5 100.24   79.70   9.15

3.0   97.07   92.48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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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载紫杉醇与胡椒碱的固体脂质纳米粒的体外药物释放

田思宇1，韩新宇1，任金妹2，丛卉婧1，崔欣冉1，唐景玲1*（1.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哈尔滨　150086；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上海　201700）

摘要：目的　制备共载紫杉醇与胡椒碱的固体脂质纳米粒（PP-SLN），测定其粒径及 Zeta 电位

并评价其体外释放行为。方法　采用溶剂挥发 - 高压均质法制备 PP-SLN，建立 HPLC 法测定

紫杉醇体外释放的方法学，并采用正向动态膜透析法对 PP-SLN 体外药物释放进行评价。结果
　PP-SLN 的粒径为（53.72±1.43）nm，Zeta 电位为（－ 19.4±3.31）mV。PP-SLN 中的紫杉醇

于 48 h 的累积释放量约为 76%，对照制剂（PTX 混悬液）中的紫杉醇 48 h 时累积释放量约为

30%。结论　本试验制备的 PP-SLN 粒径小，粒度分布均匀，且可提高紫杉醇的体外释放量。

关键词：紫杉醇；胡椒碱；固体脂质纳米粒；体外释放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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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release of paclitaxel co-loading with piperine from  
th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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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Pharmacy,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2. Qingpu Branch of Zh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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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co-loaded with paclitaxel and piperine (PP-
SLN), measure their particle sizes and Zeta potential, and evaluate their in vitro release. Methods  
Solvent volatilization-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the PP-SLN. 
The HPLC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he in vitro release of paclitaxel, and the forward 
dynamic membrane di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drug release. Results  The diameter of 
the PP-SLN was (53.72±1.43) nm, and the Zeta potential was ( － 19.4±3.31) mV. The cumulative 
release of paclitaxel in the PP-SLN at 48 h was about 76%,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formulation 
(PTX suspension) was about 30%. Conclusion  The PP-SLNs prepared in this experiment have small 
particle size and uniform distribution, which increase the in vitro release of paclitaxel. 
Key words: paclitaxel; piperine;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 in vitro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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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杉醇（paclitaxel，PTX）是迄今为止临床
抗肿瘤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其抗肿瘤活性强，作
用范围广 [1]。但紫杉醇的溶解性差，且存在耐药
性 [2]，紫杉醇口服给药后会被肿瘤部位的 P- 糖蛋
白（P-glycoprotein，P-gp）外排，导致其口服给
药的生物利用度低。使用 P-gp 抑制剂可以提高
紫杉醇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进而提高治疗作用 [3]。
胡椒碱（piperine，Pip）是胡椒的主要成分，是

P-gp 的逆转剂 [4]，但难溶于水，有研究表明胡
椒碱和紫杉醇联合应用后紫杉醇的生物利用度增
加 [5]。传统的紫杉醇剂型稳定性低、粒径大、多
分散指数高、制备工艺困难 [6-7]。固体脂质纳米
粒（SLN）是近年来被广泛研究的给药系统 [8-9]，
SLN 以脂质作为载体材料将药物包裹在其中，避
免了药物与外界环境接触，增加了药物的稳定
性 [10-12]，延长了药物的半衰期，同时也可将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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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的药物包裹在脂质中。本文采用单硬脂酸甘
油酯包载紫杉醇与胡椒碱制备成固体脂质纳米粒
（PP-SLN），以提高紫杉醇和胡椒碱的溶解度，
进而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并对该制剂进行体外释放
的评价。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Agilent1260 Infinity 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SZCL-4 数显智能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
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KQ5200E 医用超声波
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BSA124S-
CW 型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
司）；PHS-3C 实验室 pH 计（上海霄盛仪器制造有
限公司）；HZQ-C 空气浴振荡器（哈尔滨市东联
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Nano 微射流均质机（上
海诺泽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PTX、Pip（美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大豆
磷脂（上海艾伟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单硬脂
酸甘油酯（嘉法狮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吐温 80
（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甲醇（山东禹
王实业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天津市天力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PP-SLN 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 PTX、Pip 和单硬脂酸甘油酯
于西林瓶中，加入适量无水乙醇后于 75℃水浴
锅中加热使药物和脂质溶解作为油相。称取一定
量 Tween-80 和大豆磷脂于 100 mL 烧杯中，加入
25 mL 水于 75℃的水浴锅中加热搅拌使助乳化剂
溶解作为水相。当油相和水相全部溶解后，将油
相缓慢滴加到水相中，保持温度为 75℃，继续搅
拌至无水乙醇挥干，使用高压均质机使其分散均
匀后于 4℃条件下固化得到 PP-SLN。制备的 PP-
SLN 外观澄清透明并伴有淡蓝色乳光，并且在
4℃放置 24 h 后无明显改变。
2.2　PP-SLN 的外观形态

　　将一滴新鲜制备的 PP-SLN 溶液滴到覆有支
撑膜的铜网上，自然干燥，置于透射电子显微镜
下观察。PP-SLN 透射电镜图见图 1，PP-SLN 外
观为光滑的类球状颗粒，无聚集与粘连，粒径较
小且分散良好。
2.3　PP-SLN 粒径和 Zeta 电位的测定

　　取新鲜制备的 PP-SLN 10 μL 用去离子水稀释
至 1 mL，轻轻混匀后使用 NanoZS90 马尔文激光

粒径分析仪对其粒径及粒度分布进行测定。结果
如图 2A 所示，PP-SLN 的粒径为（53.72±1.43）
nm，多分散指数（PDI）为 0.208。取适量新鲜制
备的 PP-SLN，使用 NanoZS90 马尔文激光粒径分
析仪对其 Zeta 电位进行测定。结果如图 2B 所示，
PP-SLN 的 Zeta 电位为（－ 19.4±3.31）mV。

图 2　PP-SLN 的粒径（A）和 Zeta 电位（B）结果

Fig 2　Particle size（A）and Zeta potential（B）of PP-SLN

2.4　PP-SLN 的体外释放研究

2.4.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Diamonsil C18 柱（250 
mm×4.6 mm，5 µm）；流动相为甲醇 - 水（75∶25）；
流速为 1.0 mL·min－ 1；柱温为 30℃；检测波长为
227 nm；进样量为 20 µL。
2.4.2　溶液的配制
　　① 空白溶液（释放介质）：配制含 20% 无水
乙醇的 PBS（pH 6.8）为空白溶液。
　　② 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定 1 mg PTX 对照

图 1　PP-SLN 的透射电镜图

Fig 1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of PP-S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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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用释放介质定容于 10 mL 量瓶中，即得 100 
μg·mL － 1 的 PTX 对照品母液。
　　③ 样品溶液：取 100 μL PP-SLN 溶液置 10 
mL 量瓶，使用含 20% 无水乙醇的 PBS（pH 6.8）
定容后，即得样品溶液。

2.4.3　专属性试验　取“2.4.2”项下 3 种溶液，
进样，考察方法专属性。色谱图如图 3 所示，药
物峰形尖锐且为单峰，释放介质及微量杂质不干
扰 PTX 的含量测定，表明此方法专属性良好。

图 3　紫杉醇色谱图

Fig 3　Chromatogram of paclitaxel
A. 空白溶液（blank solution）；B. 对照品溶液（PTX solution）；C. 供试品溶液（PP-SLN solution）

2.4.4　线性关系考察　根据信噪比大于 20 来确定
药物的定量下限为 1.0 μg·mL－ 1，根据信噪比等于
3 确定检测限为 0.1 μg·mL － 1。取“2.4.2”项下的
对照品溶液，用释放介质稀释成 1.0、3.0、6.0、9.0、
12.0、15.0 和 18.0 μg·mL－ 1 系列溶液，按“2.4.1”
项下色谱条件，依序进样并记录峰面积，绘制标准
曲线。结果回归方程为：A ＝ 38.36C ＋ 6.5917，r ＝
0.9999，表明 PTX 在 1.0 ～ 18.0 µg·mL － 1 时与峰
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4.5　精密度试验　取“2.4.2”项下的对照品溶
液，用释放介质稀释成低（3.0 μg·mL－ 1）、中（9.0 
μg·mL － 1）和高（15.0 μg·mL － 1）3 种质量浓度
的溶液，进样分析。连续进样 5 次，测定日内精
密度；连续 5 d 进样，测定日间精密度。结果表
明日内、日间的 RSD 均小于 2%，该方法的精密
性符合要求。
2.4.6　回收试验　吸取适量的释放介质溶液，加
入适量的 PTX 对照品，制备低（3 μg·mL － 1）、
中（4.8 μg·mL － 1）和高（6.0 μg·mL － 1）3 种
质量浓度的药物溶液，进样分析，计算 3 种浓
度的回收率。结果表明 3 种浓度的回收率均在
98% ～ 102%，表明此方法的回收率满足分析方
法的要求，该方法准确性良好。
2.4.7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样品在 0、2、4、6、8、
10、24 h 时进样，记录峰面积，考察其放置稳定
性。结果 24 h 内 PTX 含量的 RSD 小于 2%，表明
供试品溶液放置 24 h 内其含量几乎无变化，稳定
性符合要求。
2.4.8　PP-SLN 中 PTX 的体外释放研究方法　采
用正向动态膜透析法，选择含 20% 无水乙醇的
PBS（pH 6.8）作为释放介质 [13]，满足漏槽条件。

分别移取 l mL 新制的 PTX 混悬液和 PP-SLN 至
预先处理好的透析袋（截留分子量：8000 ～ 14 
000）中，夹紧透析袋后放于盛有 100 mL 释放介
质的烧杯中，将烧杯摆放在恒温振荡器内，温度
37℃，转速 100 r·min － 1，分别于 0.5、1、2、4、
6、8、10、24、36 和 48 h 用移液枪取 1 mL 释放
介质，同时补充 1 mL 新鲜备用介质。平行取样
3 组，进样测定，记录每个时间点对应的峰面积，
计算累积释放量。累积释放量（Qn）及累积释放
百分数（Q，%）由以下公式计算求得：

　　Qn ＝ V0（Cn ＋ V/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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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Qn/Q0×100%
　　其中：Cn 为在 t 时刻 PTX 的测定浓度，Ci 为
t 时刻之前测定的 PTX 浓度，V0 为接受池中加入
的溶液体积，V 为每次取样体积，Q0 为起始时给
药池中 PTX 总量。PTX 混悬液和 PP-SLN 在 48 
h 内的释放结果如图 4 所示，PTX 混悬液中 PTX 
48 h 的累积释放量约为 30%，PP-SLN 中 PTX 48 
h 的累积释放量约为 76%。PP-SLN 与 PTX 混悬
液相比明显增加了 PTX 的体外释放量。
3　讨论

　　本试验采用溶剂挥发 - 高压均质法制备的
PP-SLN，外观呈类球形，均匀分布，其粒径为
（53.72±1.43）nm，PDI 为 0.208，该制剂提高了
PTX 及 Pip 的溶解度，减小了粒径和多分散系数；
PP-SLN 带有一定的负电荷，在放置过程中不易
发生凝聚、沉淀，有利于 PP-SLN 的储存。试验 
另外测定 PP-SLN 中 PTX 的包封率高达 98.4%，
载药量为 6.02%（待另文发表）。体外释放试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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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6.8 的 PBS 作为释放介质是为了模拟肠液的环
境，结果表明 PP-SLN 与 PTX 混悬液相比明显增
加了 PTX 的体外释放量。PTX 混悬液中的紫杉
醇于 24 h 达到最大释放后，其累积释放量不再增
加，而 PP-SLN 中的紫杉醇持续缓慢释放，达到
缓释目的。本试验制备的 PP-SLN 达到预期增加
紫杉醇口服生物利用度的目的，胡椒碱作为逆转
剂提高紫杉醇口服生物利用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
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梁慧君，陈建明，宋华，等 . 应用混合胶束制备紫杉醇

注射液 [J].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08，39（4）：258-260. 
[2] Duggett NA，Griffiths LA，Flatters S. Paclitaxel-induced 

painful neuropathy is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mitochon-
drial bioenergetics，glycolysis，and an energy deficit in 
dorsal root ganglia neurons [J]. Pain，2017，158（8）：

1499-1508. 
[3] Guo W，Dong W，Li M，et al. Mitochondria P-glycopro-

tein confers paclitaxel resistance on ovarian cancer cells [J]. 

Onco Targets Ther，2019，12（5）：3881-3891. 
[4] Han Y，Chin TM，Lim LY. In vitro and in vivo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piperine on P-gp function and expression [J]. 
Toxicol Appl Pharmacol，2008，230（3）：283-289. 

[5] Pal MK，Jaiswar SP，Srivastav AK，et al. Synergistic 
effect of piperine and paclitaxel on cell fate via cyt-c，Bax/
Bcl-2-caspase-3 pathway in ovarian adenocarcinomas 
SKOV-3 cells [J]. Eur J Pharmacol，2016，791（11）：

751-762. 
[6] Itatani Y，Kawada K，Yamamoto T，et al. Resistance to 

anti-angiogenic therapy in cancer-alterations to anti-VEGF 
pathway [J]. Int J Mol Sci，2018，19（4）：1232. 

[7] Tai CJ，Huang MT，Wu CH，et al. Combination of two 
targeted medications（Bevacizumab Plus Cetuximab）im-
prove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J]. 
Medicine（Baltimore），2016，95（15）：e3259. 

[8] 杨金枝，孙文霞，王姣姣，等 . 白杨素固体脂质纳米

粒的制备及其药动学行为 [J]. 中成药，2018，40（1）：

76-80. 
[9] 李宏伟，付金芳，范明松 . 白杨素固体脂质纳米粒水

凝胶骨架缓释片的制备 [J]. 中成药，2020，42（3）：

564-569. 
[10] 文建霞，杨桃，王建，等 . 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同步放

疗治疗宫颈癌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J]. 中国医院

用药评价与分析，2020，20（1）：14-22. 
[11] 于莲，杜妍，田丽华，等 . 叶酸修饰水飞蓟宾固体脂质

纳米粒的制备及其对 A549 细胞抑制作用研究 [J]. 中草

药，2013，44（2）：158-164. 
[12] 姚艳胜，季鹏，刘畅，等 . 柚皮素固体脂质纳米粒冻

干粉的制备及其大鼠肺部给药药动学研究 [J]. 中草药，

2016，47（4）：591-598. 
[13] Chen H，Huang S，Wang H，et al. Preparation and char-

acterization of paclitaxel palmitate albumin nanoparticles 
with high loading efficacy：an in vitro and in vivo anti-tu-
mor study in mouse models [J]. Drug Deliv，2021，28
（1）：1067-1079. 

（收稿日期：2021-07-09；修回日期：2021-10-08）

图 4　PTX 在 PP-SLN（A）及 PTX 混悬液（B）中的累积释放曲线

（x±s，n ＝ 6）
Fig 4　In vitro release curve of PTX from PP-SLN and PTX suspension
（x±s，n ＝ 6）
▲ . PP-SLN；● . PTX 混悬液（PTX suspension）。



561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化学发光法与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多囊卵巢综合征 
女性体内性激素的比较分析

葛佳佳1，杨娜2，张潇莉3，沈山梅2，葛卫红2*（1.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医院，南京　210008；2. 南京大学医学

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　210008；3.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210023）

摘要：目的　比较化学发光免疫（CLIA）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测定血清中睾
酮（T）和雌二醇（E2）浓度的一致性。方法　纳入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女性 100 例，分别
使用 CLIA 法和 LC-MS/MS 法测定血清中的 T 和 E2 浓度。结果　CLIA 法测定 E2 均值水平高于
LC-MS/MS 法（P ＜ 0.001），T 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54）。在相关性分析中，T、E2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74 和 0.883。在 Bland-Altman 分析中，T 测定结果比值的均值为 104.95%
（95%CI：98.97% ～ 111.28%），一致性限的 95% 置信区间为 53.19% ～ 207.0%；E2 测定结果差
值的均值为 0.065（95%CI：0.057 ～ 0.072），一致性限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22 ～ 0.152。结论
　两种检测方法一致性不佳，CLIA 法测定的性激素水平容易被高估，在 PCOS 诊断率中也存在
一定误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临床应开展 LC-MS/MS 法测定性激素含量。
关键词：多囊卵巢综合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化学发光免疫法；睾酮；雌二醇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61-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14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method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ex hormones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GE Jia-jia1, YANG Na2, ZHANG Xiao-li3, SHEN Shan-mei2, GE Wei-hong2* (1.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f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2. Drum Tow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3.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CLIA) method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metho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erum 
testosterone (T) and estradiol (E2) concentration. Methods  Totally 100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were enroll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T and E2 in the serum were measured by CLIA method 
and LC-MS/MS metho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level of E2 determined by CLIA metho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C-MS/MS method (P ＜ 0.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 level (P ＝ 0.5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 and E2 were 0.774 and 0.883, respectively. In 
the Bland-Altman analysis, the mean value of the ratio of T determination was 104.95% (95%CI: 
98.97% － 111.28%), and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95% agreement limit was 53.19% － 207.0%. 
The mean value of the difference of E2 determination results was 0.065 (95%CI: 0.057 － 0.072), 
and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95% agreement limit was － 0.022 ～ 0.152. Conclusion  The 
two detection methods are not consistent. The level of sex hormones measured by CLIA tends to be 
overestimated, with a certain error in the diagnosis rate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We should 
apply it accurately for the sex hormone determin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C-MS/MS. 
Key word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mass spectrometry method;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method; testosterone; estra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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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一种常见的生殖内分泌疾病，发病率介
于 5% ～ 20%[1]，表现为月经稀发、闭经、不孕、
高雄激素血症、多毛、痤疮和卵巢多囊样改变
等 [2]。其发病机制复杂且尚未明确，可能与性激
素代谢紊乱相关 [3]。其中高雄激素血症被普遍认
为是 PCOS 关键的病理生理改变 [4]，雄激素水平
尤其是睾酮（testosterone，T）指标的准确定量对
PCOS 的诊断至关重要。在临床，医师还会对其
他 PCOS 相关的性激素水平进行评估以加强诊断
和鉴别诊断。雌激素是类固醇激素代谢的下游物
质，与雄激素的代谢紧密相关。雌二醇（estradiol，
E2）是生物活性最强的一种雌激素，也是 PCOS
诊断和药物治疗的一项重要评估指标。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liquid chromatogra-
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法是
雄激素测定的金标准 [5]。该方法结合了液相色谱
仪器的分辨力以及质谱的高特异性，可从少量样
品中分析多种物质，具有更高的准确度、精密度
和灵敏度。但在实际的临床实践中，医院多采用
化学发光免疫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CLIA）测定性激素。它是一种结合化学发光和
免疫分析的检测方法，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
而且具备较高的检测灵敏度 [6]。本研究使用 LC-
MS/MS 法测定与 PCOS 发生、诊断最为密切相
关的 T 和 E2 两种性激素水平，并与临床上 CLIA
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1　材料
　　为提高一致性检验的准确程度，根据 Bland
等 [7] 的推荐，采用 Bland-Altman 分析的样本量最
好达到 100 例。因此，本研究收集了 2020 年 1—
6 月就诊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妇科门
诊并符合 2003 年鹿特丹诊断标准 [8] 的 PCOS 患
者 100 例。纳入标准：① 稀发排卵或无排卵；② 
高雄激素血症或高雄激素临床表现（脂溢性皮炎、
多毛、痤疮等）；③ 任意一侧卵巢内直径 2 ～ 9 
mm 的未成熟卵泡＞ 12 个或卵巢体积＞ 10 mL；
符合以上任意两条即可。排除标准：① 其他引起
类似 PCOS 症状的疾病，如甲亢、高泌乳素血症、
肾上腺疾病等；② 合并其他重大疾病、肿瘤患者；
③ 妊娠女性。
2　方法
2.1　化学发光免疫法
　　采用 CLIA 法测定血清中 T 和 E2 的浓度 [9-10]。
所用仪器为西门子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德国，Atellica/IH01375），检测所需试剂均为配

套试剂，按规定的要求操作。剩余血清于－ 80℃
冰箱保存，留作 LC-MS/MS 分析法测定。
2.2　LC-MS/MS 法
　　 使 用 Waters ACQUITY UPLC I-Class/XEVO 
TQD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质 谱 联 用 仪 测 定 T 和
E2 的 浓 度。 对 照 品 T（纯 度：99.2%， 批 号：
G157843，德国 DR.E），E2（纯度：96.3%，批号：
100182 ～ 201205，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内
标睾酮 -d3（T-d3，纯度 98%，美国 Sigma）和雌二
醇 -d4（E2-d4，纯度 98%，加拿大 TRC）。参考本
实验室前期建立的方法 [11]，采用液液萃取方法进
行前处理，色谱柱为 Waters BEH C18（2.1 mm×100 
mm，1.7 μm），流动相为 0.1% 甲酸水（A）- 乙腈
（B），等度洗脱（70%B）。质谱采用电喷雾离子
源，MRM 离子对分别为：T：289.3 → 97.04，T-d3：
292.32 → 97.03，E2：506.27 → 171.05，E2-d4：
510.27 → 171.05。本方法 T 和 E2 的线性范围均为
3 ～ 300 nmol·L－ 1（r ＞ 0.995）。该 LC-MS/MS 方
法已由本实验室参考生物样品定量分析方法验证指
导原则完成方法学考察 [11-12]。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 软件，两种方法测得的数据
采用均值 ±标准差表示。两种方法测定数据的
差值符合正态分布且差值不随均值增大而增大
时，使用 Medcalc 软件直接进行 Bland-Altman 分
析；当差值明显随着均值增大而增大时，对数据
进行对数转换后进行 Bland-Altman 分析，以评估
CLIA 法与 LC-MS/MS 法的一致性。使用配对 t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进行整体数据的比较，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比较
　　将 CLIA 法和 LC-MS/MS 法测定的 T、E2
血清浓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图 1。CLIA 法
检测 T、E2 浓度的平均值分别为（1.45±0.43）
nmol·L－ 1 和（0.17±0.08）nmol·L－ 1。LC-MS/
MS 法测定的 T、E2 的平均值分别为（1.48±0.74）
nmol·L－ 1 和（0.11±0.07）nmol·L－ 1。将两组
检测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两种检测方
法测得 T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54），测
得 E2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3.2　两种检测方法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分析
　　为进一步比较 CLIA 法和 LC-MS/MS 法的测
定结果，利用 100 个样本分别进行 Pearson 相关
性分析和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中，T 和 E2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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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883（P 均＜ 0.001），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
呈强度相关。在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中，
100 例配对数据的 T 的比值的均数是 104.95%
（95%CI：98.97% ～ 111.28%），一致性下限为
58.83%（95%CI: 53.19% ～ 65.04%）， 一 致 性
上 限 为 187.2%（95%CI：169.32% ～ 207.0%）；
100 例 配 对 数 据 的 E2 的 差 值 的 均 数 是 0.065
（95%CI：0.057 ～ 0.072），一致性下限为－ 0.009
（95%CI：－ 0.022 ～ 0.004），一致性上限为 0.139
（95%CI：0.126 ～ 0.152），Bland-Altman 图见图 2。

图 2　两种检测方法测定结果的 Bland-Altman 图

Fig 2　Bland-Altman diagram of detection results by 2 methods
A．睾酮（testosterone）；B. 雌二醇（estradiol）

　　从图中可以看出，T 和 E2 均有 4%（4/100）
的点在一致性界限外。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
T 比值的最大值为 1.87，最小值为 0.58。说明
CLIA 法测量的 T 是 LC-MS/MS 法的 0.58 ～ 1.87
倍，即 CLIA 法的测量结果与 LC-MS/MS 测量结
果最大相差 87%；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E2 差
值的最大值为 0.144 nmol·L－ 1，两种测量方法
的 E2 平均值为 0.141 nmol·L－ 1；从临床上考虑，
T 和 E2 测量结果相差的幅度均是不能接受的，两
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不佳。
3.3　两种检测方法对高雄激素血症诊断的分析
　　依据 2018 年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治内分泌专家
共识 [13]，高雄激素血症是 PCOS 的诊断内容之一，
且由于不同的测定方法和参考范围，测定值高于
当地女性参考范围的正常上限即可考虑高雄激素
血症，故采用本院根据当地女性 T 浓度制订出来
的参考区间：0.3 ～ 1.66 nmol·L－ 1，即 CLIA 法

采用 T ＞ 1.66 nmol·L－ 1 诊断为高雄激素血症。
CLIA 法共确定了 28 名（28%）高雄激素血症患者。
LC-MS/MS 法的结果采用 Yang 等 [14] 在中国人群中
利用质谱法建立的高雄激素血症标准：T ＞ 1.85 
nmol·L－ 1。使用 LC-MS/MS 方法最终确定 24 名
（24%）高雄激素血症的 PCOS 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过 CLIA 法与 LC-MS/
MS 法识别为高雄激素血症的 PCOS 女性的百分
比相似，但在将个体分配到高雄激素血症和非高
雄激素血症的类别中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见图 3）。
以金标准（LC-MS/MS）作为参考，总共 100 名女
性中有 16 名（16%）被 CLIA 法不恰当地分类。其
中，10 例患者出现假阳性，6 例患者出现假阴性。

图 3　PCOS 女性通过 CLIA 测定方法确定为高雄激素血症或非高雄

激素血症的情况

Fig 3　PCOS women identified as hyperandrogenemic or normoandro-
genemic by CLIA assay

注（Note）：数字代表人数（the numbers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people）。

4　讨论
　　性激素的测定，尤其是 T 对 PCOS 的临床诊
断和治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最终的结果必
须准确、特异和灵敏。本研究通过 CLIA 法和 LC-
MS/MS 法对 100 名 PCOS 患者的血清 T、E2 进
行测定，并进行两组数据的比较和分析。结果
表明，尽管两种检测方法之间存在总体适度的
相关性，但并不能充分反映它们之间的一致性。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的结果表明，CLIA 法和
LC-MS/MS 法在测定性激素水平方面一致性不佳，
CLIA 法测定的性激素水平普遍偏高，高雄激素血
症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也较高。
　　高雄激素血症对 PCOS 的诊断具有重要参考
意义。卵巢中膜细胞的雄激素生成增加已被证
明 [15]，在 PCOS 中进行准确的雄激素测量非常
重要。本研究结果与 Salameh 等 [16-17] 的研究一
致，通过 LC-MS/MS 和免疫测定法的 T 指标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在一致性评价中，与金标
准 LC-MS/MS 测定法相比，CLIA 法并没有表现

图 1　CLIA 法和 LC-MS/MS 法测定的结果（****P ＜ 0.0001）
F i g  1　R e s u l t s  o f  C L I A m e t h o d  a n d  L C - M S / M S  m e t h o d
（****P ＜ 0.0001）
A．睾酮（testosterone）；B. 雌二醇（estra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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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致的检测水平。而且对 PCOS 患者进行个体
评估时，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数据
偏差，CLIA 法的假阳性率为 15.2%，假阴性率为
25%，这与 Tosi 等 [18] 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由
于 CLIA 法极易受环境影响，稳定性差的原因 [19]。
　　此外，结果还显示两种检测方法测定的 E2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以往的文献中尚未有类似
的研究。人们多关注雄激素的变化，但在整个类
固醇代谢谱中，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的变化
紧密关联。测定雌激素等其他性激素对 PCOS 的
诊断和治疗也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中 CLIA 法
测得的雌激素水平明显被高估，这可能是因为性
激素之间的化学结构高度类似，CLIA 法容易发
生免疫交叉反应，无法特异性区分 E2 和其他性
激素。
　　目前，CLIA 法因其操作简便、易实现自动
化等优势在许多实验室和医院中广泛使用。但由
于易受相关内源性物质、外界环境、基质效应等
的干扰，其对于性激素测定的特异性和可靠性存
在疑问 [19]。相比于免疫测定方法，LC-MS/MS 法
具有所需样品体积小、灵敏度和特异性大大提高，
动态范围大，可同时检测多种性激素的优势 [20]，
成为定量性激素的金标准，并逐渐被应用于一些
具备条件的临床实验室中。在未来，越来越成熟
的 LC-MS/MS 法将取代各种免疫法成为性激素研
究的主要方法，临床上应积极满足建立 LC-MS/
MS 法相关的设备、软件、训练有素的员工等条
件，将 LC-MS/MS 技术广泛应用于精确的性激素
的测定等临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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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研究活络效灵丹 
治疗冠心病的分子机制

赵佳鑫1，张娟利2，马阳1，黄少杰2，陈海霞1，牟菲2，文爱东1，2*，丁一2*（1. 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陕西　咸阳　712046；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西安　710032）

摘要：目的　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分子机制，并通过分子对接及动

物实验对其进行验证。方法　使用 TCMSP2.3 收集活络效灵丹中四味中药的化学成分和相关

靶点，使用 DisGeNET、DrugBank、GeneCards 和 OMIM 数据库搜索冠心病的疾病靶点，将

药物靶点与疾病靶点取交集作为共有靶点，在 STRING 数据平台中导入共有靶点获得蛋白 -
蛋白相互作用的 PPI 网络关系。将共有靶点上传至 DAVID6.8 数据库进行生物富集分析，使

用 Cytoscape3.7.1 分析软件构建 PPI 网络图与“成分 - 靶点 - 通路”网络图，并利用分子对接

技术验证关键靶点与相关化合物的结合程度。通过建立大鼠心肌缺血模型，采用 HE 染色

与 Masson 染色检测心肌组织病理结果；采用免疫荧光与 Western blot 法验证活络效灵丹对

PTGS2 表达的影响。结果　通过筛选获得活络效灵丹有效成分 83 个，相关靶点 216 个，疾

病相关靶点 695 个，共有靶点 50 个。GO 生物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共有靶点主要涉及调控凋亡

过程、正向调节细胞增殖、炎症反应、应对缺氧等。KEGG 通路共富集到 76 条通路，主要与

TNF、PI3K-Akt、NF-κB、HIF-1 和 MAPK 信号通路等有关。分子对接验证显示核心靶点与

核心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结合活性。动物实验证明活络效灵丹能够明显的改善心肌损伤，免疫

荧光与 Western blot 证明其能够抑制心肌组织中 PTGS2 的表达。结论　本次研究将网络药理

学与分子对接及实验验证相结合，明确了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成分、潜在靶点和作

用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网络药理学；活络效灵丹；分子对接；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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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mechanism of Huoluo Xiaoling pill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analyses

ZHAO Jia-xin1, ZHANG Juan-li2, MA Yang1, HUANG Shao-jie2, CHEN Hai-xia1, MU Fei2, WEN 
Ai-dong1, 2*, DING Yi2* (1. College of Pharmacy,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uoluo Xiaoling pill (HLXLP)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to verif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LXLP in the treatment of CHD by experiments and molecular docking . Methods  
Firstly, constituents and targets of HLXLP were collected with TCMSP2.3, and the disease targets of 
CHD were obtained from DisGeNET, DrugBank, GeneCards and OMIM databases. Then the common 
targets were obtained by integrating the drug targets and disease targets, which imported into the 
online platform of STRING to obtain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GO and KEGG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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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性化心脏病简称为“冠心
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由于冠
状动脉硬化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
病。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 2020》报告，自
2018 年以来，我国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快速增
加 [1]，冠心病已经成为危害国人生命健康的重要
疾病之一。
　　活络效灵丹出自于我国著名医家张锡纯的
《医学衷中参西录》，是用于治疗气血凝滞、心
腹疼痛的著名方剂。该方由四味中药组成，分别
是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ge）、当归（Angeli-
ca sinensis Oliv. Diels）、 乳 香（Boswellia carterii 
Birdw）和没药（Commiphora myrrha Engl）。方
中当归和丹参能活血祛瘀、凉血消痈又兼以养血；
而乳香、没药可以活血行气、通经活络。四药配
伍共同发挥活血通络，止痛祛瘀的功效。白幸华
等 [2] 利用丹参饮联合活络效灵丹加味治疗急性心
肌梗死并发急性左心衰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
果，而且无不良反应发生；杨德林 [3] 在活络效灵
丹的基础方剂上加味治疗冠心病解除了冠状动脉
痉挛。活络效灵丹虽在临床中应用频繁，但其在
治疗冠心病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有效成
分和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网络药理学已经成
为研究中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科研方法，它可以
系统、全面地揭示中药生物活性成分与其潜在作

用机制之间的关系 [4]，因此，本研究采用网络药
理学和分子对接的方法，探究活络效灵丹治疗冠
心病的分子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试药与仪器

　　活络效灵丹（北京同仁堂，由丹参、当归、
生明乳香、生明没药组成），GAPDH 抗体（批
号：2118s，CST）；4% 多聚甲醛组织固定液（批
号：G1101）、PTGS2 抗 体（批 号：GB11077-1，
GB11077-2）、HRP 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批号：
GB23303）（武汉塞维尔）。RM2016病理切片机（上
海徕卡仪器有限公司）；NIKON ECLIPSE C1 正
置荧光显微镜（日本尼康）；乳酸脱氢酶（LDH）
试剂盒（批号：A020-2，南京建成）。
1.2　实验动物

　　雄性 SD 大鼠 40 只，购自空军军医大学实验
动物中心 [SCKX（军）字第 2007-007 号 ]，体质
量 200 ～ 250 g，适应性饲养一周，期间自由饮
水，12 h 循环光照，标准饲料喂养。
1.3　数据库、分析平台及软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分析平台及软件信息
见表 1。
2　方法与结果

2.1　网络药理学研究

2.1.1　活络效灵丹活性成分筛选及相关靶点收

analysis of the common target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DAVID6.8. The “component-target-pathway” 
and PPI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with Cytoscape3.7.1. Finally,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and key 
targets of HLXLP were verified by molecular docking with Autodock vina. The myocardial ischemia 
rat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PTGS2,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myocardium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otally 83 active components, 216 targets for HLXLP, 695 
targets for CHD, and 50 common targets were obtained. GO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arget genes 
were mainly related to b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negative regulation of apoptotic process,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sponse to hypoxia. A total of 76 signal 
pathways were obtained by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which mainly included TNF, PI3K-
Akt, NF-κB, HIF-1 and MAPK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The molecular docking revealed that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targets showed good binding interactions. The HE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showed that HLXL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yocardial injury, and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howed that HLXLP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PTGS2.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mbines network pharmacology with molecular docking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to clarify 
the active ingredients, potential targets and mechanism of HLXLP for CHD, providing a basis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network pharmacology; Huoluo Xiaoling pill; molecular dock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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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在 TCMSP2.3 数据库中分别以“丹参”“当
归”“乳香”和“没药”为关键词检索四味中药的化
学成分，以类药性（drug-likeness，DL）≥ 0.18，
口服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OB）≥ 30%，
上皮渗透性（Caco-2）≥－ 0.4 和药物半衰期
（HL）≥ 4 为筛选条件并去重后获得活络效灵丹
83 个有效成分，其中丹参 48 个，当归 2 个，乳
香 4 个和没药 31 个 [5-6]。然后，通过 TCMSP2.3
收集靶点发现共有 67 个有效成分有靶点（见表
2），16 个有效成分未收到相关靶点，将所有靶点
合并去重后使用 Uniport 数据库转化为基因名称，
共收集到 216 个靶点。

表 2　活络效灵丹中有靶点的 67 个有效成分表 
Tab 2　Information of 67 compounds with targets in Huoluo Xiaoling pill

No. 化合物 ID 成分名称 OB 上皮渗透性 DL HL 来源药材

1 MOL001601 1，2，5，6-tetrahydrotanshinone 38.75 0.96 0.36 18.05 丹参

2 MOL001659 poriferasterol 43.83 1.44 0.76 5.34 丹参

3 MOL001771 poriferast-5-en-3beta-ol 36.91 1.45 0.75 5.07 丹参

4 MOL002222 sugiol 36.11 1.14 0.28 14.62 丹参

5 MOL002651 dehydrotanshinone Ⅱ A 43.76 1.02 0.4 23.71 丹参

6 MOL000006 luteolin 36.16 0.19 0.25 15.94 丹参

7 MOL007036 5，6-dihydroxy-7-isopropyl-1，1-dimethyl-2，3-dihydrophenanthren-4-one 33.77 1.19 0.29 14.91 丹参

8 MOL007041 2-isopropyl-8-methylphenanthrene-3，4-dione 40.86 1.23 0.23 14.89 丹参

9 MOL007045 3α-hydroxytanshinoneⅡa 44.93 0.53 0.44 23.78 丹参

10 MOL007048（E）-3-[2-（3，4-dihydroxyphenyl）-7-hydroxy-benzofuran-4-yl]acrylic acid 48.24 0.18 0.31 8.87 丹参

11 MOL007049 4-methylenemiltirone 34.35 1.25 0.23 14.6 丹参

12 MOL007050 2-（4-hydroxy-3-methoxyphenyl）-5-（3-hydroxypropyl）-7-methoxy-3-
benzofurancarboxaldehyde

62.78 0.35 0.4 7.89 丹参

13 MOL007058 formyltanshinone 73.44 0.54 0.42 24.12 丹参

14 MOL007059 3-beta-hydroxymethyllenetanshiquinone 32.16 0.38 0.41 22.51 丹参

15 MOL007061 methylenetanshinquinone 37.07 1.03 0.36 24.33 丹参

16 MOL007068 przewaquinone B 62.24 0.39 0.41 24.94 丹参

17 MOL007069 przewaquinone c 55.74 0.42 0.4 23.7 丹参

18 MOL007070（6S，7R）-6，7-dihydroxy-1，6-dimethyl-8，9-dihydro-7H-naphtho[8，
7-g]benzofuran-10，11-dione

41.31 － 0.06 0.45 22.54 丹参

19 MOL007071 przewaquinone f 40.31 － 0.09 0.46 22.45 丹参

20 MOL007077 sclareol 43.67 0.84 0.21 4.71 丹参

21 MOL007079 tanshinaldehyde 52.47 0.57 0.45 23.49 丹参

22 MOL007081 danshenol B 57.95 0.53 0.56 4.28 丹参

23 MOL007082 danshenol A 56.97 0.33 0.52 5.15 丹参

24 MOL007085 salvilenone 30.38 1.46 0.38 20.81 丹参

25 MOL007088 cryptotanshinone 52.34 0.95 0.4 17.3 丹参

26 MOL007093 dan-shexinkum d 38.88 0.67 0.55 30 丹参

27 MOL007094 danshenspiroketallactone 50.43 0.88 0.31 15.19 丹参

28 MOL007098 deoxyneocryptotanshinone 49.4 0.85 0.29 27.17 丹参

29 MOL007100 dihydrotanshinlactone 38.68 1.26 0.32 5.42 丹参

30 MOL007101 dihydrotanshinoneⅠ 45.04 0.95 0.36 18.32 丹参

31 MOL007108 isocryptotanshi-none 54.98 0.93 0.39 31.92 丹参

表 1　数据库、分析平台及软件信息 
Tab 1　Database，data analysis platform and software information

名称 网址

TCMSP 2.3 https：//tcmspw.com/tcmsp.php

GeneCards https：//www.genecards.org/

DrugBank https：//go.drugbank.com/

Uniprot https：//www.uniprot.org/

OMIM https：//omim.org/

DisGeNET https：//www.disgenet.org/search

DAVID 6.8 https：//david.ncifcrf.gov/

ImageGP http：//www.ehbio.com/ImageGP

PDB https：//www.rcsb.org/

STRING https：//string-db.org/

Cytoscape 3.7.1 https：//cytosca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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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化合物 ID 成分名称 OB 上皮渗透性 DL HL 来源药材

32 MOL007111 isotanshinone Ⅱ 49.92 1.03 0.4 24.73 丹参

33 MOL007115 manool 45.04 1.28 0.2 5.81 丹参

34 MOL007119 miltionone Ⅰ 49.68 0.35 0.32 41.49 丹参

35 MOL007122 miltirone 38.76 1.23 0.25 14.82 丹参

36 MOL007124 neocryptotanshinone Ⅱ 39.46 0.76 0.23 26.98 丹参

37 MOL007125 neocryptotanshinone 52.49 0.35 0.32 14.46 丹参

38 MOL007127 1-methyl-8，9-dihydro-7H-naphtho[5，6-g]benzofuran-6，10，11-trione 34.72 0.5 0.37 37.89 丹参

39 MOL007130 prolithospermic acid 64.37 0.1 0.31 8.82 丹参

40 MOL007150（6S）-6-hydroxy-1-methyl-6-methylol-8，9-dihydro-7H-naphtho[8，7-g]
benzofuran-10，11-quinone

75.39 0.03 0.46 23.45 丹参

41 MOL007151 tanshindiol B 42.67 0.05 0.45 22.25 丹参

42 MOL007152 przewaquinone E 42.85 － 0.04 0.45 22.44 丹参

43 MOL007154 tanshinone ⅡA 49.89 1.05 0.4 23.56 丹参

44 MOL007155（6S）-6-（hydroxymethyl）-1，6-dimethyl-8，9-dihydro-7H-naphtho[8，
7-g]benzofuran-10，11-dione

65.26 0.44 0.45 23.48 丹参

45 MOL007156 tanshinone Ⅵ 45.64 0.48 0.3 15.21 丹参

46 MOL000358 beta-sitosterol 36.91 1.32 0.75 5.36 当归、没药

47 MOL000449 stigmasterol 43.83 1.44 0.76 5.57 当归、没药

48 MOL001006 poriferasta-7，22E-dien-3beta-ol 42.98 1.45 0.76 5.48 没药

49 MOL001013 mansumbinoic acid 48.1 1 0.32 6.67 没药

50 MOL001022 11α-hydroxypregna-4，17（20）-trans-diene-3，16-dione 36.62 0.82 0.47 4.53 没药

51 MOL001031 epimansumbinol 61.81 1.36 0.4 4.71 没药

52 MOL001040（2R）-5，7-dihydroxy-2-（4-hydroxyphenyl）chroman-4-one 42.36 0.38 0.21 16.83 没药

53 MOL001049 16-hydroperoxymansumbin-13（17）-en-3β-ol 41.05 0.5 0.49 5.7 没药

54 MOL001052 mansumbin-13（17）-en-3，16-dione 41.78 0.78 0.45 4.29 没药

55 MOL001061（16S，20R）-dihydroxydammar-24-en-3-one 37.34 0.69 0.78 7.59 没药

56 MOL001062 15α-hydroxymansumbinone 37.51 1.41 0.44 4.73 没药

57 MOL001063 28-acetoxy-15α-hydroxymansumbinone 41.85 0.31 0.67 7.85 没药

58 MOL001095 isofouquierone 40.95 0.95 0.78 8.48 没药

59 MOL001126 [（5aS，8aR，9R）-8-oxo-9-（3，4，5-trimethoxyphenyl）-5，5a，6，
9-tetrahydroisobenzofurano[6，5-f][1，3]benzodioxol-8a-yl] acetate

44.08 0.6 0.9 13.01 没药

60 MOL001131 phellamurin_qt 56.6 0.14 0.39 14.89 没药

61 MOL001138（3R，20S）-3，20-dihydroxydammar-24-ene 37.49 1.48 0.75 6.94 没药

62 MOL001156 3-methoxyfuranoguaia-9-en-8-one 35.15 1.04 0.18 7.97 没药

63 MOL000098 quercetin 46.43 0.05 0.28 14.4 没药

64 MOL000988 4，17（20）-（cis）-pregnadiene-3，16-dione 51.42 0.89 0.48 4.3 没药

65 MOL000996 guggulsterol Ⅳ 33.59 0.93 0.74 4.83 没药

66 MOL001215 tirucallol 42.12 1.38 0.75 6.9 乳香

67 MOL001241 O-acetyl-α-boswellic acid 42.73 0.68 0.7 4.13 乳香

续表 2

2.1.2　冠心病靶点的获取　以“Coronary Heart 
Disease”为关键词分别在 DisGeNET、DrugBank、
GeneCards 和 OMIM 数据库中搜索冠心病靶点。
为了确保冠心病靶点的准确性，将 DisGeNET 数
据库的筛选条件设置为 Score ≥ 0.3，GeneCards
数据库设置 relevance score ≥ 30[7]。合并 4 个数
据库的检索结果并去重后得到 695 个冠心病靶点。
2.1.3　共有靶点获取与 PPI 网络构建　将 216 个

活络效灵丹的成分靶点与 695 个冠心病靶点取交
集获得 50 个共有靶点。然后，将共有靶点导入
STRING 数据库，物种设置为“人类”的同时设置
“置信分数≥ 0.4”获得 PPI 相互作用网络。将作
用网络导入 Cytoscape3.7.1 软件，利用 cytoHubba
插件计算排名前 10 的 hub 蛋白 [8]。结果显示
hub 蛋 白 分 别 为：IL6、TNF、VEGFA、TP53、
MMP9、PTGS2、ICAM1、CASP3、CCL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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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β，见图 1。

图 1　共有靶点的 PPI 网络图

Fig 1　PPI network diagram of common targets

2.1.4　GO 生物富集分析与 KEGG 通路富集分
析　将共有靶点上传至 DAVID6.8 数据库获取
GO 功能富集分析和 KEGG 通路富集分析。选取
P ＜ 0.05 的分析结果并根据富集的基因数目进行
可视化处理。获得了 258 个生物学过程、23 个细
胞成分以及 37 个分子功能。选择 GO 生物富集
分析的 10 条结果绘制柱状图见图 2。结果显示活
络效灵丹主要影响凋亡过程负调控，正向调节细
胞增殖、炎症反应和应对缺氧等生物学过程；对
细胞成分的影响主要在细胞质、生物质膜、线粒
体、内质网膜等部位；通过与不同的酶结合，调
控不同细胞因子活性等方面影响分子功能。通过
KEGG 通路富集分析，获得 76 条有效通路。主
要涉及炎症反应、凋亡、缺氧反应等信号通路，
提示活络效灵丹可能是通过这些通路发挥治疗冠
心病的作用，前 20 条通路气泡图，见图 3。
2.1.5　构建“成分 - 靶点 - 通路”网络图　基于
“2.1.3”项下的 hub 蛋白逆向获得对应的有效成分，
选取 KEGG 富集的前 20 条通路绘制“成分 - 靶点 -
通路”网络图。如图 4 所示，通过对网络分析发
现在靶点排序中 Degree 值排序前 5 的靶点分别是
PTGS2、TNF、IL6、CASP3 和 IL1β。在有效成分
的 Degree 值排序中前 5 的有效成分分别是槲皮素、
木犀草素、丹参酮ⅡA、β- 谷甾醇和豆甾醇。提示
这些成分与靶点可能是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
重要成分与靶点。
2.1.6　分子对接验证核心靶点与有效成分　根
据“成分 - 靶点 - 通路”图筛选出的核心靶点
PTGS2、TNF、IL6、CASP3、IL1β 与 核 心 成 分

槲皮素、木犀草素、丹参酮ⅡA、β- 谷甾醇、豆
甾醇进行两两对接。首先，从 TCMSP2.3 数据库
下载核心成分的结构并以 mol2 格式保存。然后
从 RCSB（PDB）数据库下载核心靶点的配体结
构，使用 Autodock Vina 对接每个成分和配体 [9]。
结合能＜－ 5 kcal·mol － 1 的对接分数表明该化
合物与靶点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活性 [10]，结合能
越低，说明结合活性越好。对接结果见表 3，大
部分靶点与有效成分具有较好的结合活性，提示
网络药理预测的相关靶点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将
结合活性最强的前 6 个成分靶点对接结果利用
Discovery Studio 可视化，如图 5 所示。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8.3.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实
验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 2　活络效灵丹 GO 富集分析

Fig 2　GO enrichment and analysis of Huoluo Xiaoling pill

图 3　KEGG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前 20 展示

Fig 3　Top 20 pathways based on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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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分 - 靶点 - 通路”图

Fig 4　Component-target-pathway network

表 3　活络效灵丹核心成分与关键靶点对接结果 
Tab 3　Docking results of core components and key targets

靶点
结合能 /（kcal·mol － 1）

槲皮素 木犀草素 丹参酮ⅡA β- 谷甾醇 豆甾醇 曲美他嗪

PTGS2-5KIR － 8.5 － 8.4 － 8.2 － 2.9 － 5 － 6.9

IL6-4CNI － 4 － 4.4 － 4.2 － 3.9 － 4.4 － 3.3

TNF-2AZ5 － 7.7 － 7.8 － 8.5 － 7.8 － 8.3 － 5.8

CASP3-3DEI － 7.5 － 7.8 － 7.6 － 8.8 － 8.7 － 5.8

IL1β-5R88 － 6.7 － 7.3 － 7.1 － 7.1 － 7.2 － 5.4

2.3　动物实验验证

2.3.1　大鼠心肌缺血模型建立　将 SD 大鼠随机
分为 4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等体积的生理盐
水）、活络效灵丹高剂量组（5.4 g·kg － 1）和低剂
量组（2.7 g·kg － 1），每组 10 只，术后第 1 日开
始给药，第 7 日末次给药 2 h 后麻醉大鼠，腹主
动脉取血并收集心脏组织。
　　分组完成后麻醉大鼠并连接 12 导联心电图监
测心率，经口无创插管连接呼吸机，对左胸进行
消毒，打开左胸 3、4 肋间隙，撕开心包膜，结
扎左心耳下缘以下 2 mm 处的左前降支（LAD），
最后挤压胸腔内空气并逐层缝合。随后放入恒温
箱中等待苏醒。假手术组大鼠只开胸，不结扎。
2.3.2　大鼠血浆 LDH 测定　腹主动脉取血收集
各组大鼠血液 1 ～ 3 mL，3000 r·min － 1 离心 20 
min 后收集血浆，按照试剂盒步骤严格操作测定
LDH 含量，结果见表 4。

2.3.3　心肌组织组织病理学检查　取新鲜大鼠心脏
组织用预冷的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后浸泡在 4% 多聚
甲醛中固定 24 h，随后石蜡包埋，制片，脱蜡至
水，使用 HE 染色和 Masson 染色后，置于显微镜
下观察心肌组织的病理学变化并采集图像，结果见
图 6，HE 染色结果显示假手术组的心肌组织结构
排列紧密，细胞形态均匀，未见明显的心肌损伤；

表 4　大鼠血浆中 LDH含量 (x±s，n ＝ 3) 
Tab 4　Content of plasma LDH in rats of each group (x±s，n ＝ 3)

组别 LDH/（U·L － 1）

假手术组 1060±141.4

模型组 1906±209.5**

活络效灵丹低剂量组 1406±185.3#

活络效灵丹高剂量组 1072±94.67##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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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心肌组织结构松散，肌纤
维严重断裂，并伴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和细胞间质
水肿；活络效灵丹低剂量组心肌结构松散，中度炎
性细胞浸润和间质水肿；活络效灵丹高剂量组心肌
排列基本完整，少量炎性细胞浸润，未见明显的细
胞间质水肿及少量纤维断裂，说明活络效灵丹可以
不同程度的减轻心肌损伤与心肌炎症。
　　Masson 染色如图 6 所示，假手术组的心肌组
织排列紧密，细胞核形态表达正常，只有少量的
纤维沉积；而模型组可见大量胶原沉积和纤维裂
层，表明心肌纤维化程度非常严重；与模型组比
较，活络效灵丹不同剂量组均能明显的减少胶原
纤维的增生，改善心肌纤维化。
2.3.4　免疫荧光染色法　将心脏组织的石蜡切片
脱蜡至水，切片放入抗原修复缓冲液中随后加入
血清封闭 30 min，切片与一抗于 4℃下孵育过夜，
TBST 洗涤 3 次，每次 5 min。随后与二抗室温避
光孵育 50 min；重复上述洗涤步骤后，封片，在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并采集图像。免疫荧光切片和
光密度测定结果如图 7 所示，与假手术组相比，
模型组大鼠心脏的 PTGS2 蛋白荧光表达强度显
著增强（P ＜ 0.01）；与模型组相比，活络效灵丹
低剂量组与高剂量组均能够显著降低 PTGS2 蛋
白的荧光表达强度（P ＜ 0.05，P ＜ 0.01）。
2.3.5　蛋白免疫印迹法　取新鲜的心肌组织 200 
mg 加入 2 mL 预制的蛋白裂解液置于冰上打碎匀
浆，静置 30 min 后，4℃、12 000 r·min － 1 离心
15 min。取部分上清液 BCA 蛋白法测定蛋白质
浓度。其余上清液制成蛋白样品后，12% 的十二
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
中电泳，转膜，5% 脱脂牛奶封闭 1 h，加入一抗
（PTGS2）在 4℃下孵育过夜，次日 PVDF 膜洗涤
3 次后加入二抗并在室温下孵育 1 h，清洗 PVDF
膜 3 次，采用 ECL 法进行显色，使用化学发光
成像系统（ChemiDOCTM XRS ＋，BIO-RAD）
扫描图像。结果如图 8 所示，模型组大鼠心肌
组织中的 PTGS2 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假手术组
（P ＜ 0.01）；与模型组相比，经活络效灵丹不同
剂量组治疗后均能够有效降低 PTGS2 的表达量，
尤其是活络效灵丹高剂量组的治疗效果较为显著
（P ＜ 0.05）。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网络药理学对活络效灵丹防治冠
心病的作用靶点和相关通路进行挖掘，探究其可
能的分子机制。并通过 PPI 网络分析和“成分 - 靶

点 - 通路”图筛选出了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 5
个核心成分与 5 个核心靶点。最后通过分子对接
和动物实验对其药效和相关分子机制进行了初步
验证。
　　通过“成分 - 靶点 - 通路”网络分析，提示槲
皮素、木犀草素、丹参酮ⅡA、β- 谷甾醇和豆甾
醇等可能是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成分。
何亚磊等 [11] 通过建立缺血再灌注（MIRI）模型
发现槲皮素可以降低大鼠的 IL-6、TNF-α 和 IL-1β
水平，提示槲皮素可以改善相关的炎症反应。
研究发现木犀草素能够有效降低 MIRI 大鼠的
NF-κB 表达，提示木犀草素可能通过 NF-κB 信号
通路抑制炎症反应 [12]。丹参酮ⅡA 可以阻止 IκB
磷酸化和 NF-κB 的激活，从而抑制炎症反应，减
轻心肌细胞凋亡和纤维化过程 [13]；β- 谷甾醇可以
降低 IL-1β、IL-6 和 TNF-α 的水平，抑制炎症反
应 [14]；同时，β- 谷甾醇可以通过 PPARγ/NF-κB
信号通路发挥对心肌的保护作用 [15]。豆甾醇与β-
谷甾醇均为重要的植物甾醇 [16]，研究发现豆甾醇
可以降低脂多糖（LPS）诱导的 COX-2 和 iNOS
蛋白的表达 [17]。
　　PPI 网 络 与“成 分 - 靶 点 - 通 路”图 表 明
PTGS2、TNF、IL-6、CASP3 和 IL-1β 具有较高的
Degree 值，可能是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核心靶
点。其中，PTGS2、TNF、IL-6 和 IL-1β 均与炎症
过程密切相关，提示活络效灵丹可能主要通过抑制
炎症反应发挥治疗冠心病的作用。PTGS2 也称为环
氧合酶 2（COX-2），主要存在于炎症细胞内，比如
组织损伤的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在各种炎症
因子的刺激下，COX-2 会上调损伤部位的 PGE2、
PGI2 和 TXA1 的含量，使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进
一步加剧 [18]。Scheuren 等 [19] 在实验中发现抑制
COX-2 的表达后能减少心肌梗死面积，其机制是减
少巨噬细胞在梗死区域和边缘的浸润，且能抑制心
脏损伤部位的成纤维细胞增殖而减少心肌梗死。此
外，抑制 COX-2 表达还可以改善内皮依赖性血管
舒张功能，减少冠心病的轻度慢性炎症和氧化应
激水平 [20]。童静燕等 [21] 通过大鼠 MIRI 模型发现
活络效灵丹给药组能够明显下调心肌组织中 IL1-β、
TNF-α 和 IL-6 的表达水平，降低心肌组织中的炎症
水平，这一研究结果与预测的核心靶点相一致。
　　根据 GO 生物富集分析和 KEGG 信号通路
分析，发现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核心成分与
靶点主要参与调控炎症反应信号通路，如 TNF、
NF-κB 等关键的炎症信号相关通路，说明抑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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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反应可能是治疗冠心病的主要通路之一。
　　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结果与分子对接结果，
发现 PTGS2 在“成分 - 靶点 - 通路”图中 Degree
值排名第一，与多个核心成分具有较好的结合活

性，同时参与多条信号通路的调节，于是对核心
蛋白 PTGS2 进行了相关实验验证。研究证明活
络效灵丹可以有效抑制心肌组织中 PTGS2 的表
达。此外，本研究还通过检验大鼠血浆 LDH 含

图 5　分子对接结果可视化

Fig 5　Visualization of molecular docking results
注：A. CASP3 与β- 谷甾醇；B. CASP3 与豆甾醇；C. PTGS2 与槲皮素；D. PTGS2 与木犀草素；E. TNF 与丹参酮ⅡA；F. TNF 与豆甾醇。

Note：A. CASP3 and β-sitosterol；B. CASP3 and stigmasterol；C. PTGS2 and quercetin；D. PTGS2 and luteolin；E. TNF and tanshinone ⅡA；F. 
TNF and stigmasterol.

图 6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 HE 染色与 Masson 染色（×200）
Fig 6　HE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of the myocardial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200）

图 7　各组心肌组织的 PTGS2 荧光染色与半定量分析（×400，n ＝ 3）
Fig 7　PTGS2 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each group（×400，n ＝ 3）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P ＜ 0.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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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HE 染色与 Masson 染色比对病理组织切片，
发现活络效灵丹不同剂量组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心
肌缺血的病理学状态，明确了活络效灵丹对冠心
病的治疗作用。
　　总之，本研究为之后活络效灵丹治疗冠心病的
深入研究与临床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和探索
方向。但是由于网络药理学研究的局限性，后续还
需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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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中的 PTGS2 蛋白表达水平（n ＝ 3）
Fig 8　Expression level of PTGS2 protein in the myocardial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n ＝ 3）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P ＜ 0.01；与模型组相比，#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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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茵利胆胶囊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及其 
抗氧化作用的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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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金茵利胆胶囊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并进行其与抗氧化作用的灰色关联分

析。方法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对 15 批样品进行相似度分析；

对均匀设计的 N0 ～ N7 样品的共有峰进行体外 DPPH 和 ABTS 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活性测定，

以清除率为药效指标，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15 批次样品指纹图谱叠加出 23 个共有峰，

相似度均大于 0.900。经对照品化学指认确定出 7 个共有峰（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1，
3- 二咖啡酰奎宁酸、对羟基苯乙酮、柚皮苷和新橙皮苷）。谱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峰 12、峰 14
（绿原酸）、峰 23（新橙皮苷）、峰 10、峰 17（对羟基苯乙酮）、峰 8、峰 13（隐绿原酸）和峰 9（新

绿原酸）抗氧化活性贡献度较强。结论　本研究对金茵利胆胶囊谱效关系进行关联分析，为其

抗氧化活性成分的筛选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茵利胆胶囊；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抗氧化作用；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74-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16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PLC fingerprint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 
and their antioxidant in vitro

CAO Fan1, CHEN Lin2, SONG Zhong-xing2, TANG Zhi-shu2, 3*, NI Jian4* (1. Shaanxi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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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HPLC fingerprint for Jinyin Lidan 
capsules and their antioxidant. Methods  Fifteen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CM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2012 edition) and 7 index components 
were measured. The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DPPH and ABTS of uniformly 
designed common peaks N0 ～ N7 were determined in vitro. The scavenging rate was used as 
pharmacodynamic index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fingerprint of 15 batches of samples 
superimposed 23 common peaks, with similarity ＞ 0.900. Seven common peaks (neochlorogenic 
acid, chlorogenic acid, cryptochlorogenic acid, 1, 3-dicaffeic quinic acid, p-hydroxyacetophenone,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No.81904047）；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No.2019SF-285）；陕西省千人计划区域

青年人才（No.2018）；中药大品种品牌价值提升示范研究（No.2020190025）；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No.CARS-21）；

咸阳市 2020 重大科技专项（No.2020K01-20）。
作者简介：曹凡，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药剂学研究工作，email：1425913368@qq.com　* 通信作者：唐志书，男，博士，硕

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开发与中药质量分析研究，email：tzs6565@163.com；倪健，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药新剂型与新技术研究，email：njtcm@263.net



575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中药复方制剂金茵利胆胶囊由茵陈、金钱草、
郁金和枳壳四味药材加工制成，具有疏肝利胆、
清热除湿之功效，临床上广泛应用于肝胆湿热证
的改善，疗效显著。茵陈、金钱草作为“保肝要
药”“排石金药”，常作为保肝利胆的药材在复方
中发挥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茵陈中主要
是绿原酸、对羟基苯乙酮 [1]、6，7- 二甲氧基香
豆素 [2]、茵陈色原酮等化学成分发挥利胆作用 [3]，
且绿原酸有很好的保肝作用 [4]。金钱草全草含有
槲皮素 [5] 等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多糖 [6] 等成分，具
有清热解毒、抗炎、利湿退黄等药理活性。
　　金茵利胆胶囊现行企业标准“含量测定”项
下，规定采用枳壳中柚皮苷作为检测指标进行含
量测定，本品每粒含枳壳以柚皮苷（C27H32O14）
计，不得少于 0.8 mg，以达到对金茵利胆胶囊进
行质量控制的目的。单一成分的含量测定不能对
制剂的质量进行全面有效控制。市面上金茵利胆
相关复方制剂还包括金茵利胆口服液、金茵利胆
灵合剂以及金茵利胆颗粒 [7]。笔者通过查阅文献，
发现仅有金茵利胆口服液指纹图谱 [8]、柚皮苷和
橙皮苷含量测定 [9] 以及金茵利胆颗粒 [7] 中绿原酸
含量测定的相关报道，未见金茵利胆胶囊化学成
分的定性定量分析。本研究采用 HPLC 对 15 批金
茵利胆胶囊样品进行相似度分析，建立其谱效关
系，以期为金茵利胆胶囊的指标性成分筛选以及
质量控制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数据支持。
1　材料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安捷
伦）；Milli-Q 纯水 / 超纯水一体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ME204 电子天平 [ 梅特勒 - 托利多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 ]；CPA225D 电子天平 [ 赛多
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KQ-30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VORTEX-5 漩涡混匀仪（海门其林贝尔仪器有限
公司）。
　　新绿原酸（批号：HR20422B1）、隐绿原酸（批

号：HR20423B1）、绿原酸（批号：HCD21133198）、
1，3- 二咖啡酰奎宁酸（批号：H0071330198）（对照
品，宝鸡辰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羟基苯乙酮
（批号：111897-201602）、柚皮苷（批号：110722-
201815）、新橙皮苷（批号：1108091857-201804）
（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各对照品
纯度均大于 98%。金茵利胆胶囊（S1 ～ S15，批
号：20200301，20200302，20200401，20200402，
20200403，20200404，20200501，20200601，
202000901，20200902，20201001，20201002，
20201003，20201004，20201101，陕西盘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甲醇（分析纯，成都市科隆化
学品有限公司）；甲醇、乙腈（色谱纯，Honeywell
公司）；磷酸（色谱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InertSustain C18（4.6 mm×150 mm，5 
μm）；流动相 0.05% 磷酸水（A）- 乙腈（B），梯
度洗脱（0 ～ 8 min，5% ～ 12%B；8 ～ 14 min，
12% ～ 15%B；14 ～ 26 min，15% ～ 27%B；
26 ～ 30 min，27% ～ 28%B；30 ～ 41 min，
28% ～ 40%B；41 ～ 54 min，40% ～ 80%B；
54 ～ 55 min，80% ～ 5%B；55 ～ 65 min，5%B；
后 运 行 5 min）； 流 速 1.0 mL·min－ 1； 柱 温
30℃；检测波长 282 nm；进样量 5 μL。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新绿原酸、
隐绿原酸、绿原酸、1，3- 二咖啡酰奎宁酸、对羟
基苯乙酮、柚皮苷和新橙皮苷对照品适量，加甲
醇配成单一对照品储备溶液。吸取各对照品储备
液适量，稀释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0.3、0.3、0.167、
0.1、0.133、0.6、0.3 mg·mL － 1 的混合对照品储
备溶液，4℃保存，备用。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金茵利胆胶囊内容
物约 0.3 g，精密加入 70% 甲醇 9 mL，密塞，称

naringin and neoperidin) were identified by reference chemicals. Peaks 12, 14 (chlorogenic 
acid), 23 (neohesperidin), 10, 17 (p-hydroxyacetophenone), 8, 13 (cryptochlorogenic acid) and 9 
(neochlorogenic aci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Conclusi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etween the spectrum and effect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creening of antioxidant active ingredients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 
Key words: Jinyin Lidan capsul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ingerprint; antioxidation;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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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超声处理 30 min（功率 300 W，频率 40 kHz，
超声温度 45℃），放冷，70% 甲醇补足，摇匀，
3000 r·min－ 1 离心 2 min，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
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2.3　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取金钱
草、茵陈、郁金和枳壳单味药材以及缺金钱草、
缺茵陈、缺郁金和缺枳壳的样品，按金茵利胆胶
囊生产工艺制备，过滤，浓缩，喷雾干燥，得到
各单味药材以及阴性样品干燥粉末，按“2.2.2”
项下方法制备即得。
2.3　指纹图谱方法学考察

2.3.1　精密度　取同一批金茵利胆胶囊样品（批
号：20190902）制备成供试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记录色谱图中各峰面积。以 21 号峰（柚皮
苷）为参照峰，23 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
均小于 1.0%，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均小于 3.0%，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2　重复性　取同一批金茵利胆胶囊样品（批
号：20190902）制备成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测
定。以 21 号峰（柚皮苷）为参照峰，23 个共有峰
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均小于 1.0%，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均小于 3.0%，表明本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3.3　稳定性　取同一批金茵利胆胶囊样品（批
号：20190902）制备成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0、2、
4、8、12、24 h 各进样 1 次，记录色谱峰面积。
以 21 号峰（柚皮苷）为参照峰，23 个共有峰相对
保留时间 RSD 值均小于 1.0%，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均小于 3.0%，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4　指纹图谱建立

2.4.1　多批样品指纹图及共有峰　精密称取 15
批金茵利胆胶囊内容物约 0.3 g，制成供试品溶
液。取供试品溶液各 5 μL，进样测定，记录色
谱图。采用国家药典委员会的“中药色谱指纹图
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分析 15 批样品
HPLC 色谱图，时间窗宽度设为 0.3 min，采用中
位数法；通过多点校正后，全峰匹配图谱；得到
15 批金茵利胆胶囊样品的指纹图谱共有模式见图
1，得到 23 个共有峰。
2.4.2　相似度评价　以 S1 为对照图谱，对金茵
利胆胶囊样品的指纹图谱进行相似度计算。结果
显示，15 批金茵利胆胶囊样品的指纹图谱与对照
图谱的相似度均大于 0.900。
2.4.3　特征峰的指认及归属　根据色谱峰保留时
间稳定、峰面积相对较高及检测率达 100% 的原
则，经过与混合对照品 PDA 光谱图对比，共指

认了其中 7 个共有峰，分别为新绿原酸（9 号峰）、
隐绿原酸（13 号峰）、绿原酸（14 号峰）、1，3-
二咖啡酰奎宁酸（16 号峰）、对羟基苯乙酮（17 号
峰）、柚皮苷（21 号峰）、新橙皮苷（23 号峰）。混
合对照品和代表性样品（S1）的 HPLC 图见图 2。

图 2　混合对照品（A）、金茵利胆胶囊 S1（B）的 HPLC 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mixed control（A）and Jinyin Lidan 
capsule S1（B）

9. 新绿原酸（neochlorogenic acid）；13. 隐绿原酸（cryptochlorogenic 
acid）；14.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16. 1，3- 二咖啡奎宁酸（1，
3-di coffee quinic acid）；17. 对羟基苯乙酮（p-hydroxyacetophenone）；

21. 柚皮苷（naringin）；23. 新橙皮苷（neohesperidin）

　　分别吸取供试品溶液、阴性样品溶液各 5 
μL，记录色谱图。依据各色谱峰的紫外吸收光谱
和相对保留时间，确定各特征峰的归属。其中，
9 号峰新绿原酸、13 号峰隐绿原酸、14 号峰绿原
酸、16 号峰 1，3- 二咖啡酰奎宁酸 17 号峰对羟

图 1　15 批金茵利胆胶囊的 HPLC 指纹图谱

Fig 1　HPLC fingerprint of 15 batches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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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苯乙酮归属于茵陈，21 号峰柚皮苷归属于枳
壳，23 号新橙皮苷归属于茵陈、枳壳。各药材、
阴性样品以及样品的 HPLC 图见图 3。

图 3　金茵利胆胶囊、单味药材以及各阴性药材 HPLC 图

Fig 3　Chromatogram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ingl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negative medicine materials

2.5　抗氧化活性分析

2.5.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对金茵利胆胶囊中
的 4 味药材粉末进行 U7（74）均匀设计，茵陈按
0 ～ 2400 mg，金钱草、郁金均按 0 ～ 1200 mg，
枳壳按 0 ～ 600 mg 配比，得到 7 组样品配比，
另外按处方原配比增设一组样品 N0，共计 8 个
样品配比组（见表 1）。根据均匀设计表的配比，
加入样品总重量 10 倍量的 70% 甲醇溶解提取药
材粉末，超声 50 min，离心，取上清液，过 0.45 
μm 滤膜，水浴挥干甲醇。用原样本体积 15% 
DMSO 复溶，涡旋超声溶解，作为供试品储备溶
液，4℃保存备用。

表 1　金茵利胆胶囊 U7 (7
4)均匀设计表 

Tab 1　U7 (7
4) uniform design of Jinyin Lidan capsules

序号 茵陈 /mg 金钱草 /mg 郁金 /mg 枳壳 /mg

N0 1200 600 600 300

N1 0 200 400 500

N2 400 600 1000 400

N3 800 1000 200 300

N4 1200 0 800 200

N5 1600 400 0 100

N6 2000 800 600 0

N7 2400 1200 1200 600

2.5.2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精密称取 7.88 mg 
DPPH 粉末，加无水乙醇定容至 100 mL，得 0.2 
mmol·L－ 1 DPPH 自由基储备液，现配现用。取
“2.5.1”项下一定量的供试品储备溶液，加 70% 甲
醇配成系列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液（1.0、0.5、0.25、
0.125、0.0625、0.031 25 mg·mL－ 1）。各吸取供试
品溶液 100 μL、DPPH 自由基溶液 100 μL 于 96 孔
板中，室温下避光反应 30 min，采用酶标仪于 517 
nm 处测定 DPPH 自由基溶液＋系列质量浓度的供

试品溶液吸光度（A1），系列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
液（100 μL）＋ 70% 甲醇（100 μL）吸光度（A2），
DPPH 自由基溶液（100 μL）＋ 70% 甲醇（100 μL）
同法测吸光度（A0）。维生素 C 作为阳性对照，清
除率＝ [A0 －（A1 － A2）]/A0，采用 SPSS Statistics 
25 中 Probit 模型预测半数抑制浓度（IC50），结果见
表 2。
2.5.3　ABTS 自由基清除率　分别配制 7 mmol·L－ 1 
ABTS 水溶液和 2.45 mmol·L－ 1 K2S2O8 水溶液，同
体积混合，暗处放置 12 ～ 16 h，使用前加蒸馏水稀
释，使其在 734 nm 处吸光度为（0.8±0.02），即得 
ABTS 工作液。取“2.5.1”项下一定量的供试品储备
溶液，加 70% 甲醇配成系列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液
（1.0、0.5、0.25、0.125、0.0625、0.03125 mg·mL－ 1）。
分别吸取各供试品溶液 20 μL、ABTS 自由基工作液
180 μL 于 96 孔板中，室温下避光反应 10 min，采用
酶标仪于 734 nm 处测定 ABTS 自由基溶液＋系列质
量浓度的供试品溶液吸光度（A1），系列质量浓度的
供试品溶液（180 μL）＋ 70% 甲醇（20 μL）的吸光
度（A2），DPPH 自由基溶液（180 μL）＋ 70% 甲醇
（20 μL）的吸光度（A0）。维生素 C 作为阳性对照，
采用 SPSS Statistics 25 中 Probit 模型预测半数抑制浓
度（IC50），结果见表 2。

表 2　样品 N0 ～ N7 IC50 结果 
Tab 2　IC50 of sample N0 ～ N7

编号
IC50/（mg·mL － 1）

DPPH ABTS

维生素 C 0.037 0.016

N0 0.178 0.085

N1 0.893 0.160

N2 0.247 0.157

N3 0.170 0.130

N4 0.255 0.135

N5 0.234 0.151

N6 0.200 0.146

N7 0.201 0.118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同配比的 N0 ～ N7 样品
均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且都弱于维生素 C。综
合来看，N0抗氧化活性较强，N1抗氧化活性最弱。
3　指纹图谱与抗氧化活性的灰色关联分析

　　将清除 DPPH 自由基和清除 ABTS 自由基的
IC50 作为母序列，23个共有峰峰面积作为子序列，
参照文献 [10-12] 方法，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对数据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计算母序列
与子序列绝对差得到绝对差序列，进而求得关联
系数得到关联度，分辨系数ρ 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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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关联系数平均值即得
各色谱峰与 DPPH 和 ABTS 活性的关联度值，见
表 3 和 4。将各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
顺序排列起来，组成关联序。依据关联度大小，
确定了 N0 ～ N7 样品中各成分对清除 DPPH 和
ABTS 自由基活性贡献的大小顺序。

表 3　金茵利胆胶囊的指纹图谱与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的关联序 
Tab 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gerprint of Jinyin Lidan capsule 

and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关联序 峰号 关联度 关联序 峰号 关联度

1 12 0.780 13   3 0.735

2   9 0.757 14   4 0.735

3 14 0.757 15 19 0.726

4 10 0.757 16 21 0.726

5 23 0.755 17 11 0.724

6   8 0.755 18 22 0.720

7 17 0.754 19   2 0.719

8 13 0.754 20 18 0.709

9   7 0.754 21 15 0.664

10 20 0.750 22   1 0.636

11   5 0.744 23 16 0.503

12   6 0.739

表 4　金茵利胆胶囊的指纹图谱与 ABTS自由基清除活性的关联序 
Tab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gerprint of Jinyin Lidan capsule 

and ABTS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关联序 峰号 关联度 关联序 峰号 关联度

1 12 0.702 13 19 0.646

2 14 0.675 14 21 0.646

3 23 0.675 15   3 0.643

4 10 0.674 16   4 0.642

5 17 0.671 17 22 0.638

6   8 0.671 18 11 0.633

7 13 0.671 19   2 0.623

8   9 0.669 20 18 0.621

9   7 0.667 21 15 0.565

10 20 0.663 22   1 0.508

11   5 0.655 23 16 0.403

12   6 0.649

　　对不同配比的 N0 ～ N7 样品的 HPLC 指纹图
谱中 23 个共有峰峰面积与其抗氧化活性进行灰
色关联度以及关联序分析，根据关联度的大小确
定各色谱峰对抗氧化活性的贡献度。综合两者结
果可以看出，峰 12 抗氧化活性贡献度最强，峰
14 抗氧化活性贡献度次之，峰 16（1，3- 二咖啡
酰奎宁酸）抗氧化活性贡献度最弱，其中指纹图
谱指认出峰 14 为绿原酸、峰 9 为新绿原酸、峰
17 为对羟基苯乙酮、峰 13 为隐绿原酸、峰 23 为
新橙皮苷关联度排名靠前，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贡

献力，反映出这几个峰是其抗氧化药效较为重要
的色谱峰，在复方中发挥抗氧化的作用较大。
4　讨论

　　本研究对 15 批次金茵利胆胶囊进行指纹图
谱分析。考察了乙腈 - 水、甲醇 - 水以及乙腈 - 不
同比例（0.05%，0.1%）的甲酸、磷酸等含酸溶
液作为流动相，不同检测波长（256、282、310、
320 nm），不同柱温（25、30 及 45℃）以及不
同流速（0.8、1.0 mL·min － 1）对金茵利胆胶囊
中化学成分的分离能力，结果乙腈 -0.05% 磷酸
水溶液作为流动相，柱温为 30℃、流速为 1.0 
mL·min － 1，检测波长为 282 nm 下进行梯度洗
脱时，主要色谱峰分离度＞ 1.5，出峰数量较多，
谱图清晰，具有很好的分离效果。接着考察不同
提取溶剂（50% 甲醇、70% 甲醇、100% 甲醇以
及水）、药材 ∶ 溶剂比例（1∶20、1∶30、1∶40、
1∶80）、超声时间（30、60、90 min）以及超声温
度（25、45、60℃）对金茵利胆胶囊内容物化学
成分提取的影响，最终选择 70% 甲醇，药材∶溶
剂比为 1∶30，30 min 作为超声时间，45℃作为
超声温度为最优条件对金茵利胆胶囊化学成分进
行提取。
　　本研究还以清除 DPPH 自由基和 ABTS 自由
基的 IC50 来评价均匀设计的 8 个金茵利胆胶囊样
品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均匀设计的 8 个金茵
利胆胶囊样品均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综合分
析，N0 抗氧化活性最强，N1 抗氧化活性最弱，
N0 抗氧化活性最强可能的原因为原方中四味中
药的配比比较合适，所提取出的复方中的成分使
其抗氧化活性最强。本研究还采用灰色关联度分
析方法，将 N0 ～ N7 样品 HPLC 谱图与其抗氧
化作用的关联度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不同
配比的 N0 ～ N7 样品 23 个共有峰与 DPPH 清除
率的关联度在 0.780 ～ 0.503，与 ABTS 清除率
的关联度在 0.702 ～ 0.403。其中，峰 9 为新绿原
酸、峰 14 为绿原酸、峰 17 为对羟基苯乙酮、峰
13 为隐绿原酸、峰 23 为新橙皮苷，这几个峰是
其抗氧化药效较为重要的色谱峰，峰 12 抗氧化
活性最大，具体是哪种成分有待进一步鉴定。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 HPLC 的方法建立
了金茵利胆胶囊的指纹图谱，共标定了 23 种共
有峰，结合灰色关联度分析的统计方法，将金
茵利胆的“谱”与“效”进行关联分析，为金茵
利胆抗氧化活性成分的筛选及其质量控制与评
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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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加强梨的保鲜作用，改变目前市场现有保鲜剂产品毒性大、成本高的现状，弥补

缺乏安全、无毒、绿色的梨用保鲜剂的缺陷。方法　以纯度 98% 以上的魔芋葡甘露聚糖作为

原料，回流提取法提取高良姜挥发油，醇提煎煮法提取高良姜中的黄酮等其他活性成分，提

取结束后对两者用量进行考察，并与适量的蔗糖脂肪酸酯、柠檬酸和水加热混匀，制成梨用保

鲜剂备用。结果　通过软化腐烂率、质量损失率、褐变指数、维生素 C 含量等评价指标，发

现保鲜剂具有很好的保鲜效果。结论　使用成本低廉、无毒无害的成分制作出了一种易溶于

水、防腐抗菌、天然环保的中药型梨用保鲜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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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中医药学记载梨具有止咳润肺、消痰利
便、清火除烦等功效，外用可治疗疮疡等。现代
药理实验表明，梨作为药食同源植物，富含维生
素 C、氨基酸、多糖、酚类、三萜类、超氧化物
歧化酶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炎、抗氧化、延
缓衰老等作用 [1-2]。因其价格亲民、风味独特而广
受人们喜爱。但梨在保存运输中易腐败变质，造
成巨大经济、物力及人力损失，此外，目前市场
上的保鲜剂成分多对人体益处不大。现阶段，常
见的梨用保鲜剂方法主要有化学保鲜、物理保鲜
和微生物保鲜等 [3-4]，化学保鲜作为传统保鲜技
术，采用添加化学试剂的方法来防腐，但近年来
由化学保鲜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5]。物理保
鲜是采用低温、气调、冷杀菌、热处理和超高压
等物理手段对食品进行处理 [6]，存在一定的技术
难度。微生物保鲜近年来被商业化应用，但其价
格较贵且多与其他物质合用且操作复杂 [7-8]。因
此，加强具有新兴特色的中药型梨用保鲜剂的研
究与应用十分必要。
　　皇冠梨是蔷薇目蔷薇科植物的一种，其果核
小、果肉洁白、质地细腻且松脆多汁，颇受消费
者青睐 [4]，然而其花期在 4 月，果期在 8 ～ 9 月，
正值高温时期，果实不易保存，易腐烂变质。本
实验选用皇冠梨作为研究对象，采收地为宿州灵
璧，自其刚成熟时采摘，后采用本实验特制中药
型保鲜剂对其进行保鲜效果的研究。
　　李钟美等 [9] 研究表明高良姜提取物具有广泛
的抑菌作用，抑菌效果强于常用食品防腐剂山梨酸
钾、苯甲酸钠。作为理想抗菌资源，其单体化合物
与复合物都有着良好的抗菌活性，其中抗真菌效果
突出，可以用于抑制梨表面的真菌生物。高良姜挥
发油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等生物活性 [10-11]，挥
发油中主要含有 1，8- 桉叶素等含氧单萜类物质，

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凝血、抗炎、抗菌等生理
功能，对革兰氏阳性菌、酵母和一些皮肤真菌有抑
制作用。而高良姜的醇提煎煮液中含有黄酮、槲皮
素、高良姜酚、高良姜黄碱素、高良姜素及山柰素
等活性成分，对枯草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
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其中槲皮素效果较突出 [12]。
　　基于此，本研究将高良姜挥发油及其醇提煎
煮液作为抑菌剂加入绿色保鲜剂中，再加入蔗糖
脂肪酸酯作为保鲜试剂，再用魔芋葡甘露聚糖作
为防腐剂及成膜剂，后加柠檬酸和水为辅料，预
使用成本低廉、无毒无害的成分制作出一种易溶
于水、防腐抗菌、天然环保的保鲜剂，旨在打造
一款成本低、成分少、价格低、抗氧化、生态环
保、无毒无害、保鲜周期长的中药型绿色保鲜剂。
1　材料

1.1　仪器

　　SHZ-D（Ⅲ）循环水式真空泵（河南一恒仪
器有限公司）；HH-S2 系列恒温水浴锅（江苏金
坛市环宇科学仪器厂）；BP211DS 十万分之一、
BSA224S 万分之一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
KQ-500DB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回流提取器（金坛市杰瑞尔电器有
限公司）；F80 型高速粉碎机（金坛市金城国胜实
验仪器厂）；SYZ-C 型石英自动亚沸高纯水蒸馏
器（金坛市杰瑞尔电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魔芋葡甘露聚糖（规格：100 g/ 袋，广州馨
之味食品配料商城）；高良姜（怀顺堂旗舰店）；
食品级 50% 乙醇溶液（规格：100 mL/ 瓶，批号：
20200702，山东辉安化工有限公司）；蔗糖脂肪
酸酯（规格：100 g/ 袋，广州馨之味食品配料商
城）；超纯水（自制）；食品级柠檬酸（规格：500 g/
袋；批号：A32104017，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

Abstract: Objective  To keep the freshness of pears, change the use of high toxicity and high cost 
of fresh-keeping products in the market by replacing with safe, non-toxic and green ones. Methods  
Konjac glucomannan with purity of more than 98%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s, refluxing extraction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volatile oil, while galangal alcohol extraction deco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xtract flavonoids and other active ingredients in galangal. After the extraction, the dosage was 
examined, and with the right amount of sucrose fatty acid ester, citric acid and water heating blender, 
the antistaling agent for pears was made. Results  The effect of the preservative was evaluated by 
softening and decay rate, mass loss rate, browning index and vitamin C content. Conclusion  A natural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pear preservative is prepared with low cost, and non-toxic ingredients. 
Key words: konjac glucomannan; galangal;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ar preser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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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1　方法

2.1.1　溶液的制备　将高良姜打粉，醇提煎煮法
提取其活性成分，回流提取法提取其挥发油成分。
　　活性成分提取方法：用天平称取 20 g 高良姜
粉置于 1000 mL 大烧杯中，加入 200 mL50% 乙
醇溶液，盖上保鲜膜密封，放入 90℃水浴锅中煎
煮 1 h，抽滤，滤液放入锥形瓶中，滤渣再次加
入 200 mL 超纯水，盖上保鲜膜密封，放入 90℃
水浴锅中煎煮 1 h，抽滤，合并两次滤液，旋蒸
浓缩至 50 mL，离心，取上清液备用。
　　挥发油醇提煎煮法：取高良姜粉末 5 g，置
圆底烧瓶中，加水 200 mL，连接挥发油测定器，
自测定器上端加水使充满刻度部分，并溢流入烧
瓶为止，加正己烷 3 mL，连接回流冷凝管，加热
至微沸，并保持 2 h，后取出挥发油备用。
2.1.2　梨用保鲜剂的制备与应用　用天平精密称
取蔗糖脂肪酸酯 1 g、魔芋葡甘露聚糖 1 g，倒入
100 mL 小烧杯中，用少量超纯水化开，再加入沸
水至 100 mL，用玻璃棒快速搅拌均匀，冷却至室
温后，加入高良姜提取液 5 mL，高良姜挥发油
2 滴，柠檬酸 1 g，在 50℃恒温水浴锅中加热 10 
min，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取出后备用。
　　选择新鲜、无机械损伤、无病害、表皮无明
显褐变、大小均匀的梨，用清水漂洗去掉泥土、
灰尘等物质，将新鲜的梨浸泡在保鲜剂中 1 min
后捞出沥干水分，放于托盘上，置于相对湿度为
40% ～ 60%、20℃的环境下贮藏。
2.1.3　对比实验　准备好 20 个新采摘的梨，按照
“2.1.2”项下涂膜方法将其中 10 个梨的表面涂满
制作好的保鲜剂，剩下的 10 个梨表面不做处理，
留作对照，均置于 20℃、相对湿度 40% ～ 60%
的环境下贮藏，每隔 3 d 测定其感官指标和理化
指标 [13]（外观质量：颜色、大小、形状、外表等，
可通过视觉、触觉来进行判断；机械伤：相同新
鲜条件下无外力造成的伤害；失重率：采用称量
法测定，称量梨贮藏前后称取果实质量，每隔 3 
d 称取一次梨的质量，计算失重率，失重率＝ [ 初
始质量（g）－测定质量（g）]/ 初始质量（g）
×100%，10 d 后再称量 1 次，共称量 4 次；腐烂
数：以梨表面出现病原斑点、腐烂、颜色变褐为
腐烂的判断依据，统计每个果实的腐烂情况，共
记录 3 次；维生素 C：10 d 后将所有梨分别榨汁，
分别采用直接碘滴定法测定维生素 C 含量 [14]）。
10 d 后，对比两组梨的综合指标，对保鲜防腐效

果作出评判。
2.2　结果

　　外观质量方面，涂了本款梨用保鲜剂的梨由黄
绿色变为黄色，由硬实到局部变软，而未涂本款梨
用保鲜剂的梨由黄绿色变为黄色，由硬实到整体发
软。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涂了本款梨用保鲜剂的梨
失重率和腐烂数明显比未涂膜的梨低。说明本款梨
用保鲜剂具备良好的保鲜防腐作用效果。

表 1　梨用保鲜剂对比实验记录 (1 ～ 10 涂膜，11 ～ 20 未涂膜 ) 
Tab 1　Comparison experiment record for pear (1 ～ 10 coated，

11 ～ 20 uncoated)

序号 时间 失重率 /% 腐烂数 序号 时间 失重率 /% 腐烂数

1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2968
0.8534
1.1503

1
1
2

11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056
1.4446
1.8779

0
2
4

2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1.1349
3.0118
3.9284

0
0
0

12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6008
1.7649
2.3282

1
2
3

3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9489
2.6277
3.4307

0
0
0

13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1.5455
4.1353
5.3049

0
1
1

4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663
1.6586
2.1845

0
0
0

14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9470
2.7462
3.5511

0
0
1

5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9163
2.5896
3.3466

0
0
0

15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3612
0.9631
1.2440

2
3
4

6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9818
2.6909
3.4909

0
0
0

16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8795
2.4857
3.2887

0
2
2

7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738
1.7598
2.2953

0
0
0

17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1.6355
4.3925
5.7477

1
2
3

8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153
1.4428
1.8550

0
0
0

18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707
1.7122
2.2014

0
1
3

9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1.0117
2.7115
3.6018

0
0
0

19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5087
1.4626
1.8760

2
3
4

10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0.7974
2.2109
2.8634

0
0
0

20 第 3 日

第 6 日

第 9 日

1.6599
4.3360
5.5217

1
1
1

　　从图 1 可以看出，放置 10 d 之后，涂了本款
保鲜剂后梨的维生素 C 含量明显高于未涂保鲜剂
梨的维生素 C 含量，表明涂膜可以有效保护梨中
维生素 C 的氧化与丢失。由此可见，在室温下，
保鲜剂具有显著的抑制新鲜梨中维生素 C 氧化的
效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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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保鲜剂对梨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preservative on vitamin C content in pears

　　放置 10 d 后最后一次测量失重率，用保鲜剂
处理梨的失重率明显小于未用保鲜剂处理梨的失重
率。由此可见，在室温下，保鲜剂具有显著的抑制
新鲜梨水分丢失的效果（见图 2）。

图 2　保鲜剂处理对梨失重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reservative on weight loss of pears

3　讨论

　　本文利用魔芋葡甘露聚糖、高良姜、蔗糖脂肪
酸酯、柠檬酸和水五种天然产物为原料制备一种环
保无毒的中药型梨用保鲜剂。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所制保鲜剂对环境友好、价格低廉、无毒无害、保
鲜能力强，能够对新鲜的梨在常温放置过程中的褐
变和软化进行有效控制，可为高良姜作为中药抑菌
剂应用于保鲜剂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
　　本款保鲜剂还存在一些可优化的空间，首
先，可探究各组分对保鲜效果的影响；其次，可

确定保鲜剂稳定成膜，无毒无害且易清洗时的最
佳配比。基于此，今后会从这两个方向着手，对
本产品进行更深层次、更具实用价值型的研究，
使本产品更加完善和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靖，张俊英，高文远 . 梨属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

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中草药，2012，43（10）：

2077-2082. 
[2] 梁梦琳，李清，龙勇兵，等 . 刺梨的化学成分鉴定及其

抗菌活性 [J]. 贵州农业科学，2019，47（5）：10-13. 
[3] 黄玲玲 . 一种微生物水果防腐保鲜剂的应用研究 [D]. 济

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4] 曹雪慧，白鸽，王甄妮，等 . 冷冻保护剂葡聚糖 - 聚赖

氨酸对冷冻皇冠梨品质的影响 [J]. 食品科学技术学报，

2021，39（4）：156-162. 
[5] 邹东云，马丽艳，杨丽丽，等 . 化学保鲜剂在果蔬保

鲜中的应用 [J]. 农产品加工（学刊），2006（3）：38-40，
45. 

[6] 王若天，张志祥 . 物理保鲜技术在果蔬贮运中的应用 [J]. 
河南农业，2017（29）：38-39. 

[7] 李静，刘丽娜，王安建，等 . 果蔬微生物保鲜技术的

研究进展 [J].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2014，33（4）：

337-343. 
[8] 薛思玥 . 基于食品安全视角下生物保鲜技术在果蔬保鲜

中的应用进展 [J]. 现代食品，2021（15）：37-41，45. 
[9] 李钟美，黄和 . 高良姜提取物抑菌活性及稳定性研究 [J]. 

食品与机械，2016，32（2）：55-59. 
[10] 李姣，张晓峰，王霄凯，等 . 高良姜醇提物的抗氧化、

酶抑制活性及其与活性成分的相关性 [J]. 食品与机械，

2019，35（2）：140-144，184. 
[11] 龙凤来，陈美红 . 大高良姜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 [J]. 现代农业科技，2016（24）：73-74. 
[12] 喻明洁，欧阳净，冯伟，等 . 高良姜抗菌作用现代研究

进展 [J].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2019，33（6）：82-86. 
[13] 张志敏，侯发民，李晓明，等 . 大蒜素处理对刺梨采

后贮藏保鲜效果的影响 [J]. 食品工业，2020，41（9）：

205-209. 
[14] 李兰扣 . 药片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 [J]. 科学与财富，

2017（36）：210. 
（收稿日期：2021-11-03；修回日期：2021-11-22）



58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LC-MS/MS法同时评价吲达帕胺对大鼠肝微粒体中 
6 种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

李耕1，杜薇2，严菲1，曹玲1，陈民辉1*（1.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南京　210019；2.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药学部，广州　510000）

摘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大鼠肝微粒体孵育体系中 6 种探针底物的 LC-MS/MS 方法，并应用

于体外快速评价吲达帕胺对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预测潜在药物相互作用。方法　孵育样品

经甲醇沉淀蛋白预处理，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对咖啡因、右美沙芬、咪达唑仑、奥美拉唑、氯

唑沙宗和甲苯磺丁脲等 6 种探针底物进行测定；以吲达帕胺为模型药物，使用已建立的方法考

察模型药物对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结果　6 种探针底物在标准曲线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

良好（相关系数 r 均＞ 0.995），方法准确度为 93.66% ～ 107.59%，批内批间 RSD ≤ 7.9%，符合

生物样本测定要求。吲达帕胺对 CYP3A4、CYP2D6、CYP1A2、CYP2C9 和 CYP2E1 无抑制作用，

但对 CYP2C19 存在抑制作用。结论　该 LC-MS/MS 方法简单、准确、快速、可靠，可用于评价

吲达帕胺对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

关键词：吲达帕胺；CYP450 酶；药物相互作用；LC-MS/MS；Cocktail 探针药物；肝微粒体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83-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18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effect of indapamide on the activities of 6 
CYP450 enzymes in rat liver microsomes by LC-MS/MS

LI Geng1, DU Wei2, YAN Fei1, CAO Ling1, CHEN Min-hui1* (1. Jiangsu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Nanjing  210019;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of Guangdong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Guangzhou  5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LC-MS/MS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6 
probe substrates in rat liver microsome incub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dapamide on 
CYP450 enzymes and predict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in vitro. Methods  The incubated samples 
were precipitated with methanol, and 6 probe substrates(caffeine, dextromethorphan, midazolam, 
omeprazole, clozoxazone and toluensulbulurea) were determined by multiple response monitoring 
mode (MRM). With indapamide as a model drug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model drug on CYP450 
enzymes. Results  The linearity of the 6 probe substrates was fine within the corresponding range (al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0.995).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was between 93.66% ～ 107.59%, and 
the intra-batch and inter-batch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no more than 7.9%. Indapamide had no 
inhibition effect on CYP3A4, CYP2D6, CYP1A2, CYP2C9 and CYP2E1, but had inhibition effect on 
CYP2C19. Conclusion  The LC-MS/MS method is rapid, simpl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hich can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dapamide on the activity of CYP450 enzymes. 
Key words: indapamide; CYP450 oenzyme; drug-drug interaction; LC-MS/MS; cocktail probe drug; 
liver microso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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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相互作用可能发生在药效动力学和药代
动力学的各个阶段，约 40% 的药物是因为体内
代谢数据不佳（如诱导或抑制药物代谢酶等）而
退出市场 [1-3]。因此，建立一种简单、准确、快
速、可靠的方法测定药物代谢酶 CYP450 酶活性
尤为重要。CYP450 酶系是由多种同工酶组成的
超级大家族，主要存在于肝脏中 [4]，本研究选用
咖啡因、咪达唑仑、右美沙芬、甲苯磺丁脲、奥
美拉唑、氯唑沙宗等 6 种药物分别作为 CYP1A2、
CYP3A4、CYP2D6、CYP2C9、CYP2C19、
CYP2E1 等 6 种同工酶的探针底物，高效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同时检测这 6 种探
针底物的浓度，通过其消耗量来反映微粒体中
CYP450 酶的活性。
　　本研究选用吲达帕胺为模型药物，使用已
建立的方法考察其对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以
期为其临床联合用药提供基础数据。吲达帕胺作
为一种抗高血压作用的利尿剂，常与血管紧张素
Ⅱ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钙拮
抗剂合用治疗高血压 [5-7]，由于其临床联合用药
的普遍性，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较大 [8]，对药物
相互作用的研究是保证联合用药安全、有效、合
理的基础。笔者查阅了吲达帕胺代谢相关的文
献 [9-13]，Sun 等 [11] 报道了吲达帕胺代谢转化的
路径，证明了吲达帕胺的主要代谢器官为肝脏，
主 要 代 谢 酶 为 CYP3A4， 其 次 是 CYP2C19 和
CYP2C8。Wang 等 [12] 从基因多态性角度研究了
人群中吲达帕胺代谢的差异性，发现了另一可能
参与代谢的酶亚型为 CYP2C9。Yan 等 [13] 研究了
7 种抗高血压药在体外肝微粒体孵育时对吲达帕
胺生物转化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均为 CYP450 酶
对吲达帕胺代谢的作用和影响，均未涉及吲达帕
胺对 CYP450 酶活性（诱导或抑制）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初步筛查了吲达帕胺对 CYP450 酶亚
型的影响，以期为联合用药时吲达帕胺对其他合
用药物的潜在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估。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Finnigan TSQ Quantum Discovery MAX 液质联
用系统（美国 Thermo 公司）；Eppendorf 5430R 高
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 80℃超
低温冰箱（美国 Thermo 公司）；XW-80A 旋涡混
合器（上海医科大学仪器厂）；HH-2 数显恒温水
浴锅（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甲苯磺丁脲（批号：100500-200801）、氯唑
沙宗（批号：100364-201302）、咖啡因（批号：
171215-201009）（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氢溴酸右美沙芬（批号：6114151012）、
奥美拉唑（批号：6013160301）（江苏恒瑞医药）；
枸橼酸莫沙必利（批号：MS-105-150904）、格列
吡嗪（批号：G-120-150626）（江苏豪森药业）；马
来酸咪达唑仑（D02-20141203，江苏恩华药业）；
吲达帕胺（批号：150805，天津药物研究院）；上
述对照品或原料药纯度均大于 98.0%。其他试剂
均购于默克或 Sigma 公司。
　　大鼠肝微粒体为实验室自制，通过考马斯亮
蓝法测得微粒体中的蛋白含量为 19.5 mg·mL－ 1。
制备所需的雄性 SD 大鼠为 SPF 级，体质量为
180 ～ 220 g，由南京市青龙山动物养殖中心提
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苏）2014-0001。
2　方法与结果

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分别精密称取氢溴酸右美沙芬、马来酸咪达
唑仑、咖啡因、氯唑沙宗和甲苯磺丁脲适量，用
甲醇溶解稀释，分别定量制成浓度分别为 20、
20、40、40 和 100 mmol·L－ 1 的 单 标 储 备 液。
精密称取奥美拉唑适量，用 1 mmol·L－ 1 NaOH
的水溶液 - 甲醇（1∶1）溶解稀释，定量制成 20 
mmol·L－ 1 的单标储备液。上述 6 种储备液于 4℃
冷藏保存，临用时按需用去离子水稀释成相应浓
度的混合探针标准工作液。
　　分别精密称取枸橼酸莫沙必利、格列吡嗪
对照品适量，用甲醇溶解并稀释，定量制成 1.0 
mg·mL－ 1 的单标储备液，于 4℃冷藏保存，临
用时按需用甲醇稀释成相应浓度的混合内标标准
工作液。
2.2　LC-MS/MS 测定条件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Zorbax Eclipse 
SB-C18（150 mm×2.1 mm，3.5 µm）；流动相为
甲 醇 -0.1% 甲 酸 ＝ 55∶45（V/V）； 流 速：0.2 
mL·min－ 1；柱温：35℃，进样量：5 μL。
2.2.2　质谱条件　在电喷雾电离（ESI）条件下，
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MRM），4.1 min 时由正离
子检测切换至负离子检测。毛细管温度为 250℃，
鞘气（N2）压力为 25 bar，辅助气（N2）压力为 5 
bar，碰撞气（Ar）压力为 1.5 mTorr，其他质谱参
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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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种底物及内标的质谱条件参数 
Tab 1　Parameters of mass spectrometry for 6 substrates and internal standards

酶 化合物名称 电离方式 MRM/（m/z） 保留时间 /min 喷雾电压 /kV 碰撞能 /eV

CYP1A2 咖啡因 ESI ＋ 195.0 → 138.0 2.3 ＋ 3.5 19

CYP3A4 氢溴酸右美沙芬 ESI ＋ 272.0 → 171.0 2.8 ＋ 3.5 39

CYP2D6 马来酸咪达唑仑 ESI ＋ 326.0 → 291.0 3.0 ＋ 3.5 24

CYP2C9 奥美拉唑 ESI ＋ 346.0 → 198.0 3.4 ＋ 3.5 21

内标 枸橼酸莫沙必利 ESI ＋ 422.0 → 198.0 2.4 ＋ 3.5 21

CYP2C19 氯唑沙宗 ESI － 168.0 → 132.0 5.1 － 3.0 22

CYP2E1 甲苯磺丁脲 ESI － 269.0 → 170.0 6.8 － 3.0 27

内标 格列吡嗪 ESI － 444.1 → 319.0 9.2 － 3.0 20

2.3　样品处理

　　取孵育体系样品 200 μL，置 1.5 mL 高速离心
管中，精密加入混合内标标准工作液 200 μL，加入
甲醇 600 μL，涡旋 2 min 混匀，16 000 r·min － 1，
4℃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在 16 000 r·min － 1，
4℃离心 10 min，转移上清液，供 LC-MS/MS 分析。
2.4　孵育实验

　　微粒体孵育体系的总体积为 200 μL，包括肝
微粒体蛋白（0.2 ～ 2 mg·mL－ 1），0.1 mol·L－ 1 
PBS 缓冲液，10 mmol·L－ 1 MgCl2，混合探针药
物（咖啡因、氢溴酸右美沙芬、马来酸咪达唑仑、
奥美拉唑、氯唑沙宗和甲苯磺丁脲浓度分别为 16、
8、8、8、32 和 40 μmol·L－ 1），以及 NADPH 发
生体系（由 10 mmol·L－ 1 葡萄糖 -6- 磷酸二钠盐，
0.5 mmol·L－ 1 NADPNa2 和 1 U·mL－ 1 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组成）。在加入 NADPNa2 前，将孵育
体系在 37℃下预孵育 5 min，加入 NADPNa2 启动
反应并计时。在一定时间（5 ～ 120 min）后，孵

育体系按“2.3”项下方法操作，终止孵育反应，
处理样品并进样分析。
2.5　方法学验证

2.5.1　空白孵育体系样本的制备　制备含 0.2 
mg·mL－ 1 的肝微粒体蛋白、0.1 mol·L－ 1 的 PBS
缓冲液、10 mol·L－ 1 的 MgCl2 以及 NADPH 发生
体系（由 10 mol·L－ 1 葡萄糖 -6- 磷酸二钠盐，0.5 
mol·L－ 1 NADPNa2 和 1 U·mL－ 1 葡萄糖 -6- 磷酸
脱氢酶组成）的混合液，置 37℃水浴 30 min 后，
混匀，作为空白孵育体系样本。
2.5.2　专属性考察　分别取空白孵育体系样本，
空白孵育体系样本添加探针底物（咖啡因、氢溴
酸右美沙芬、马来酸咪达唑仑、奥美拉唑、氯唑
沙宗、甲苯磺丁脲、枸橼酸莫沙必利和格列吡嗪
对照品的标准溶液）适量，以及探针底物孵育体
系样品，照“2.3”项下方法操作，进样分析。典
型色谱图如图 1 所示，结果表明空白孵育体系样
本中共存物不干扰色谱分析。

    

                                      A                                                                               B                                                                               C
图 1　典型色谱图

Fig 1　Typical chromatogram
A. 空白孵育体系（blank incubation system）；B. 空白孵育体系加入对照品的标准溶液（浓度为表 2 中的定量限浓度）（blank incubation system 
with reference substance，the concentrations were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on showed in table 2）；C. 探针药物孵育样品（probe drug incubation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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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标准曲线及最低检测限（LOD）　精密吸
取 20 μL 混合探针标准工作液，置 1.5 mL 高速离
心管中，加入空白孵育体系样本 180 μL，混匀，
制成咖啡因、氢溴酸右美沙芬、马来酸咪达唑
仑、奥美拉唑、氯唑沙宗和甲苯磺丁脲浓度分别
为 0.04 ～ 20、0.02 ～ 10、0.02 ～ 10、0.02 ～ 10、
0.08 ～ 40 和 0.1 ～ 50 μmol·L－ 1 的标准孵育样
品（每个样品 200 μL），照“2.3”项下方法操作，
进样分析。记录待测物色谱峰面积（As）与内标
色谱峰面积（Ar），以峰面积比 R（R ＝ As/Ar）对

浓度（C，μmol·L － 1）进行线性回归。由于标
准曲线最低点的色谱图的各待测物峰的信噪比 S/
N 均＞ 10，因此以标准曲线最低点的浓度作为定
量限（LOQ）；继续制成更低浓度的标准孵育品，
处理后进样分析，以峰信噪比 S/N ≥ 3 时的浓度
为 LOD，结果见表 2。6 种底物探针的标准曲线
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5，线性关系良好；6 种
底物探针的 LOD 均在其标准曲线最低点浓度的
25% 及以下，方法灵敏度高。

表 2　6 种底物探针的标准曲线方程及定量限检测限 
Tab 2　Standard curve equation，limit of quantitation and detection for 6 substrate probes 

探针底物 标准曲线 相关系数 线性范围 /（μmol·L － 1） 定量限 /（μmol·L － 1） 检测限 /（μmol·L － 1）

咖啡因 C ＝ 1.9236R － 0.0277 0.9986 0.04 ～ 20 0.04 0.01

氢溴酸右美沙芬 C ＝ 0.7266R － 0.0178 0.9976 0.02 ～ 10 0.02 0.005

马来酸咪达唑仑 C ＝ 0.4645R － 0.0035 0.9995 0.02 ～ 10 0.02 0.002

奥美拉唑 C ＝ 0.6904R － 0.0226 0.9969 0.02 ～ 10 0.02 0.001

氯唑沙宗 C ＝ 0.8070R ＋ 0.0041 0.9958 0.08 ～ 40 0.08 0.02

甲苯磺丁脲 C ＝ 0.7684R ＋ 0.0304 0.9989   0.1 ～ 50 0.1 0.025

2.5.4　准确度和精密度　分别精密吸取 20 μL 低
中高三种浓度水平的混合探针标准工作液，置1.5 
mL 高速离心管中，加入空白孵育体系样本 180 
μL，混匀，制成含咖啡因、氢溴酸右美沙芬、马
来酸咪达唑仑、奥美拉唑、氯唑沙宗和甲苯磺
丁 脲 分 别 为 0.1、0.05、0.05、0.05、0.2 和 0.25 
μmol·L－ 1，1、0.5、0.5、0.5、2 和 2.5 μmol·L－ 1，
16、8、8、8、32 和 40 μmol·L－ 1 的三种浓度水
平标准孵育样品（每个样品 200 μL）。照“2.3”项
下方法操作，进样分析。在一个分析批内测定 5
次，计算批内精密度；在不同天制备并测定 3 个
分析批，计算批间精密度。结果显示，6 种底物
探针的准确度在 93.66% ～ 107.59%，批内批间
RSD 均≤ 7.9%，方法的准确度、精密度良好，符
合生物样本的测定要求。
2.5.5　提取回收率　同“2.5.4”项下方法制备，
每个浓度水平各 5 份，即得回收率供试液。另分
别取 200 μL 空白孵育体系样本经甲醇沉淀处理
后，取上清液，再加入与回收率供试液等量的混
合探针标准工作液和混合内标标准工作液，经涡
旋混匀和高速离心后，获得上清液，每个浓度水
平各 2 份。计算提取回收率供试组与提取回收率
对照组的峰面积比值，即得样品处理方法的提取
回收率。结果 6 种底物探针的高、中、低浓度的
平均提取回收率均＞ 90%，且稳定（5 份样品提
取回收率的 RSD 值均≤ 7.0%）。

2.5.6　基质效应　基质供试组：与“回收率对照组”
同法制备，每个浓度水平各 5 份。基质对照组：取
甲醇 - 水（3∶1）精密加入与基质供试组等量的混
合探针标准工作液和混合内标标准工作液，配制成
三个浓度水平的溶液。基质效应为基质供试组峰面
积与基质对照组峰面积的比值，用以考察不可见干
扰（即共流出成分，主要指内源性成分）对待测物
和内标物离子化效率的影响，内标的基质效应均在
87.03% ～ 110.08%，6 种底物探针的基质效应均在
93.02% ～ 105.23%，RSD 值均≤ 10.4%，表明生物
基质对样品和内标的质谱响应均无影响。
2.5.7　稳定性
　　① 标准溶液稳定性试验：取咖啡因、氢溴
酸右美沙芬、马来酸咪达唑仑、奥美拉唑、氯唑
沙宗和甲苯磺丁脲单标储备液稀释成浓度分别为
0.4、0.2、0.2、0.2、0.8、1 μmol·L－ 1 的混合探
针标准工作液；取 1.0 mg·mL－ 1 枸橼酸莫沙必
利和格列吡嗪单标储备液稀释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200 ng·mL－ 1 和 300 ng·mL－ 1 的混合内标标准
工作液。将上述标准工作液在室温放置 0、4、8 
h 后进样分析，用以考察标准工作液的稳定性。
将以上单标储备液置于 4 ℃冰箱中冷藏 7 d 后，
再稀释成上述浓度的标准工作液后分析，用以考
察标准储备液的稳定性。
　　② 自动进样器放置稳定性：将“2.5.4”项下
三种浓度水平的样品溶液于自动进样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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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放置 0、4、8、12 和 24 h 后进样分析，用以考
察样品溶液的稳定性。
　　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混合标准工作液和混合
内标工作液在室温放置 8 h 以及各单标储备液冷
藏放置 7 d 均稳定；样品溶液在自动进样器中放
置 24 h 稳定。
2.6　模型药物吲达帕胺对大鼠 CYP450 酶的影响

研究

2.6.1　孵育条件的选择　考察不同微粒体蛋白质
量浓度（0.2、0.5、1.0 和 2.0 mg·mL－ 1）和不同
反应时间（5、10、20、30、60 和 120 min），照
“2.4”项下方法操作。根据已确立的分析方法测
定探针底物的浓度（Ct）和初始浓度（C0），根据
探针底物的消耗计算其代谢转化率（R）：R ＝

（C0 － Ct）/C0。合适的孵育条件为探针底物具有
适中的代谢转化率，最终确定孵育条件如表 3。

表 3　各探针药物最终确定的孵育条件 
Tab 3　Final incubation condition for each probe drug

探针药物

孵育条件

微粒体蛋白质量浓

度 /（mg·mL － 1）

反应时

间 /min

马来酸咪达唑仑 0.2 10

氢溴酸右美沙芬、奥美拉唑、氯唑沙宗 0.5 30

咖啡因、甲苯磺丁脲 1.0 60

2.6.2　正式孵育实验　按“2.6.1”项下确定的 3
个孵育条件进行。实验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
照组含“2.4”项下的孵育体系，不含吲达帕胺；
实验组在对照组孵育体系基础上，还包含吲达帕
胺，浓度分别为 0.2、0.5、2、5、20、50 和 200 
µmol·L－ 1。每组平行 3 份，按已确立的分析方
法测定每份孵育样品中咖啡因、氢溴酸右美沙芬、
马来酸咪达唑仑、奥美拉唑、氯唑沙宗和甲苯磺
丁脲的浓度。
2.6.3　孵育实验结果　根据测得的不同样品的探
针药物剩余浓度（C）和已知的初始浓度（C0），
计算代谢转化率 R。以对照组的探针代谢转化率
（R0）为 100%，计算不同实验组的相对代谢转化
率（Rr）：Rr ＝ R/ R0×100%。吲达帕胺对 6 种探
针底物代谢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所得结果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组间比较
（SPSS 11.5），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见图 2。与对照组相比，在吲达帕胺浓度为
0.02 ～ 200 μmol·L－ 1，实验组中咪达唑仑、右美
沙芬、咖啡因的相对代谢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当吲达帕胺增加至 200 μmol·L－ 1

时，甲苯磺丁脲的相对代谢率和氯唑沙宗的相对
代谢率明显降低（P ＜ 0.05，P ＜ 0.01）；当吲达

图 2　吲达帕胺对探针底物在肝微粒体内代谢转化率影响

Fig 2　Effect of indapamide on the metabolic conversion rate of probe substrates in liver microparticles
注（Note）：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5，**P ＜ 0.01）。

帕胺增加至 50、200 μmol·L－ 1 时，奥美拉唑的
相对代谢率明显降低（P ＜ 0.01）。因此，吲达帕
胺对 CYP3A4、CYP2D6 和 CYP1A2 无抑制作用，
对 CYP2C9 和 CYP2E1 有潜在抑制作用（半数抑

制浓度 IC50 均＞ 50 μmol·L－ 1，可认为基本无抑
制作用），对 CYP2C19 有抑制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 LC-MS/MS 法同时评价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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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中 6 种 CYP450 酶活性的方法，经过系统的
方法学验证，具备简单、准确、快速、可靠等优
点。通过流动注射方式对各待测物的质谱条件进
行了优化，6 种探针底物在正负离子模式分时间
段检测，优化的质谱条件响应良好。待测物和内
标保留时间合适，灵敏度高，峰形尖锐，可在一
次进样分析过程中完成正负模式切换，单针分析
时间仅为 11 min，提高了高通量样本分析效率，
且样品前处理简便。与已报道的 LC-UV 方法 [14-16]

比较，更加省时高效，适合用于快速评估药物对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
　　临床常见的药物相互作用主要出现在体内代
谢过程中，主要是由 CYP450 酶介导的 [1]，研究
药物对 CYP450 酶的影响可以预测潜在的药物相
互作用。吲达帕胺为常用的降压用利尿剂，临床
联合用药普遍，并且其体内代谢途径复杂，是
多种 CYP450 同工酶的底物 [11-12]，其发生药物
相互作用的风险较大。目前未见有吲达帕胺对
CYP450 酶活性影响的研究，但其在联合用药
中不良反应时有发生 [17]。本研究首次测定了吲
达帕胺对 CYP450 酶的影响，发现吲达帕胺对
CYP2C19 活性有抑制作用。因此，当合用药物经
CYP2C19 代谢时，可能导致药物的血药浓度升高
而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本研究仅对同吲达帕胺合
用时具有潜在不良反应的药物进行初筛，具体的
药物尚需体内研究和临床试验加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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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散射法测定左旋多巴的粒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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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激光散射法检测左旋多巴原料药的粒度分布。方法　采用干法检测左旋多巴原

料的粒径，遮光度设为 2.0% ～ 4.0%，分散气体的压力设为 0.6 bar、样品测量的时间设为 15 s。
结果　3 批粒径分布结果的 RSD 值小于 2.0%，并且所检测数据与电镜扫描结果相似，制剂溶出

符合要求。结论　该检测方法操作简单，重现性较好、准确度较高，可用于左旋多巴原料药的粒

度测定。

关键词：激光散射法；左旋多巴；粒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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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levodopa by laser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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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levodopa with laser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Methods  The particle size of levodopa was detected by dry method. The detection 
parameters were as follows: shading at 2.0% ～ 4.0%, the pressure of disperse gas was at 0.6 bar, and 
the sample measurement time at 15 s. Results  The RSD value of the three batches of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was less than 2.0%. The detected data were similar to the results of electron microscope 
scann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reparation met the requirement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reproducibl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for particle size determination of levodopa. 
Key words: laser light scattering method; levodopa;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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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旋多巴（levodopa）是治疗帕金森病和帕
金森综合征的主要药物，在体内经血液循环进入
脑内后，脱羧形成多巴胺后发挥治疗作用 [1-4]。当
前主要剂型是片剂。关于左旋多巴制剂的处方工
艺研究发现其原料药占比大（约 57%），粒径的大
小会对制剂过程中中间产品的混合均匀度（BU）
造成影响，粒径偏大，原料药易流动，造成原料
药分布不均；粒径偏小，容易堆积在混合器底部，
造成分层，两者均可造成混合均匀度不合格，对
制剂产品溶出和含量的均一性影响较大 [5]，因此

左旋多巴原料药的粒度控制至关重要。
　　目前常用于原料药的粒度检测的方法有激光
散射法、电子显微镜法及筛分法等，而激光散射
法是较为高效准确的方法，原理为米氏理论，测
试范围可以从微米级覆盖到毫米级，并且可以清
晰显示粒度范围的分布等优点，广泛用于原料药
的粒度检测 [5-6]。查阅文献资料，尚无对左旋多
巴原料药粒度分布检测方法研究及验证相关的报
道，本研究拟采用马尔文粒度分析仪，建立检测
左旋多巴原料药粒度分布的方法，为原料药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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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及相关固体制剂的制备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马尔文（Malvern Mastersizer）3000 激光粒
度分析仪、Aero S 型干法进样器（英国马尔文公
司）；XS205DU 型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　试药 
　　左旋多巴原料药（批号：1906013、1910306、
2008256，纯度：98.9%，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测定方法的选择 [7]

　　左旋多巴原料药可溶于水，外观为类白色或白
色结晶性粉末。湿法测定需要合适的分散介质，干
法测定适合水溶性的固态样品，且操作简单易行，
因此本研究优先尝试采用干法（Malvern AERO S 型
干法进样器）测定左旋多巴原料药粒度。
2.1.1　折射率的考察　分别选择不同折射率
（1.40 ～ 1.60）检测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不同折
射率的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折射率对粒度测定的影响 (n ＝ 6) 
Tab 1　Effect of refractive indic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折射率 d（0.1）/μm d（0.5）/μm d（0.9）/μm 加权残差 /%

1.40 23.1 70.5 115.0 0.94

1.52 25.6 84.8 177.0 0.58

1.60 24.5 88.1 192.0 0.97

　　折射率在 1.40 ～ 1.60 时，检测粒度分布具
有较好的重现性。当折射率为 1.52 时，样品的加
权残差值最小，故折射率优先选定为 1.52。
2.1.2　漏斗池高度的考察　分别选择不同漏斗池
高度（0.5 ～ 2.0 mm）检测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
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2　干法样品漏斗池高度对粒度测量的影响 (n ＝ 6) 
Tab 2　Effect of funnel pool heigh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高度 /
mm

d（0.1）/
μm

RSD/
%

d（0.5）/
μm

RSD/
%

d（0.9）/
μm

RSD/
%

加权残

差 /%

0.5 23.5 2.18 65.3 1.43 195.0 4.86 2.56

1.2 22.6 1.12 75.4 0.35 162.0 0.65 0.71

1.5 21.3 1.79 70.3 1.26 158.0 2.12 1.52

2.0 25.1 3.20 69.4 2.36 157.0 1.37 1.25

　　漏斗池高度对结果有较大影响，高度过低样
品分散不均匀，粒径结果和 RSD 均偏大；但是高
度过大会造成下料速度过缓。当漏斗池高度为 1.2 

mm 时，测定结果最优。
2.1.3　遮光度的考察　分别选择不同遮光度
（0.5% ～ 6.0%）检测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具体
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遮光度对粒度测量的影响 (n ＝ 6) 
Tab 3　Effect of shading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6)

遮光

度 /%
d（0.1）/

μm
RSD/

%
d（0.5）/

μm
RSD/

%
d（0.9）/

μm
RSD/

%
加权残

差 /%

0.5 22.6 1.69 75.5 2.40 161.0 4.59 3.66

1.0 21.6 2.71 75.8 3.27 162.0 2.43 3.51

2.0 22.6 0.51 77.7 0.32 154.0 1.47 0.23

3.0 21.5 0.77 75.7 0.37 162.0 1.40 0.22

4.0 21.8 0.68 75.8 0.23 162.0 1.57 0.26

5.0 21.3 3.18 75.8 2.96 165.0 2.78 3.16

6.0 22.6 5.52 76.2 1.65 177.0 3.46 3.56

　　遮光度对结果有较大影响，遮光度低，结
果的 RSD 值较大；遮光度高会影响结果的准确
性。当遮光度在 2.0% ～ 4.0% 时，粒径检测的
RSD 值小、加权残差值小，因此将遮光率定为
2.0% ～ 4.0%。
2.1.4　分散气体压力的考察　分别选择分散气体
压力（0.2 ～ 1.0 bar）检测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
结果见表 4。

表 4　分散气体压力对粒度测量的影响 (n ＝ 6) 
Tab 4　Effect of disperse gas pressur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压力 /
bar

d（0.1）/
μm

RSD/
%

d（0.5）/
μm

RSD/
%

d（0.9）/
μm

RSD/
%

加权残

差 /%

0.2 21.1 0.94 70.1 0.41 233.0 5.27 6.25

0.6 23.9 4.41 72.2 2.59 186.0 1.30 1.16

1.0 25.7 4.63 69.3 2.11 150.0 4.80 3.24

　　分散气体压力对结果有较大影响，压力低颗
粒容易团聚，造成结果偏大；压力高可能造成颗
粒的破坏，检测结果偏低。当分散气体压力为 0.6 
bar 时，粒径结果的 RSD 值和加权残差值均较小，
因此选择分散气体压力为 0.6 bar。
2.1.5　进样速度的考察　选择不同进样速度
（40% ～ 60%）进行检测，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5。

表 5　进样速度对粒度测定的影响 (n ＝ 6) 
Tab 5　Effect of injection rat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速度 /
%

d（0.1）/
μm

RSD/
%

d（0.5）/
μm

RSD/
%

d（0.9）/
μm

RSD/
%

加权残

差 /%

40 21.8 2.16 75.5 2.15 177.0 2.23 2.54

50 21.4 0.78 75.8 0.18 162.0 0.96 0.26

60 21.8 1.71 76.2 0.95 163.0 1.49 1.78

　　进样速度对结果影响较小，当进样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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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时，检测数据重现性较好，加权残差值和
RSD 值最小，故选择进样速度为 50%。
2.1.6　测量时间的考察　选择不同测量时间
（10 ～ 20 s）进行检测，每一测量时间重复测定 6
次，结果见表 6。

表 6　测量时间对粒度测定的影响 (n ＝ 6) 
Tab 6　Effect of measurement tim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测量时

间 /s
d（0.1）/

μm
RSD/

%
d（0.5）/

μm
RSD/

%
d（0.9）/

μm
RSD/

%
加权残

差 /%

10 22.4 2.24 65.5 4.56 148.0 8.43 2.65

15 21.8 1.01 76.2 0.25 163.0 1.03 0.29

20 21.6 1.02 75.8 2.83 162.0 5.08 2.45

　　测量时间对结果有较大影响，测量时间过
短，样品测量不完全，检测到粒径数据较小，
RSD 偏大。当样品测量时间为 15 s 时，检测结果
最优。
2.2　测定方法的确定

　　左旋多巴原料药激光散射法干法检测确定仪
器参数为折射率 1.52，漏斗池高度 1.2 mm，遮光
度 2.0% ～ 4.0%，分散气体压力 0.6 bar，进样速
度 50%，测量时间 15 s。
2.3　方法学验证

2.3.1　耐用性考察　选择 0.5 ～ 1.0 g 的样本量，
测定粒度分布，结果见表 7，其粒度分布结果相
似，RSD ＜ 2%。表明本方法在样品量 0.5 ～ 1.0 
g 内具有稳健性。

表 7　样本加入量对粒度测定的影响 (n ＝ 6) 
Tab 7　Effect of sample addition amoun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n ＝ 6)

样本加入量 /g d（0.1）/μm d（0.5）/μm d（0.9）/μm

0.5 21.4 75.3 161.0

0.8 21.6 75.6 165.0

1.0 23.6 77.6 165.0

2.3.2　重复性试验　取左旋多巴原料适量，按
“2.2”项下的方法进行重复性试验检测，d（0.1）的
平均值为 22.8 μm，RSD 为 0.060%；d（0.5）的平均
值为 77.3 μm，RSD 为 0.010%；d（0.9）的平均值为
163.8 μm，RSD 为 0.050%。
2.3.3　中间精密度试验　取左旋多巴原料适量，
分别由两名实验员按“2.2”项下方法进行测定，
结果 d（0.1）的平均值为 22.9 μm，RSD 为 0.070%；
d（0.5）的平均值为 74.9 μm，RSD 为 0.040%；d（0.9）

的平均值为 161.2 μm，RSD 为 0.020%。
2.3.4　不同批次供试品的粒度测定　取 3 批左旋
多巴原料，按“2.2”项下方法测定，分别测量 6

次，结果见表 8，其中原料 1906013 图谱见图 1。
由结果可知，3 批样品 6 次测量结果的 RSD 值小
于 2%，表明测量结果重现性好，准确度高。

表 8　3 批左旋多巴原料粒度测定结果 (n ＝ 6) 
Tab 8　Particle size of 3 batches of levodopa (n ＝ 6)

批号 d（0.1）/μm RSD/% d（0.5）/μm RSD/% d（0.9）/μm RSD/%

1906013 21.4 0.89 75.5 0.31 161 1.48

1910306 21.6 0.64 75.8 0.35 162 1.21

2008256 21.8 0.85 76.2 0.26 163 1.33

图 1　左旋多巴的马尔文图谱

Fig 1　Malvern atlas of levodopa

2.4　激光散射法与扫描电镜对比

　　采用扫描电镜测定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结
果见图 2，由图可知，左旋多巴的平均粒径为
120 ～ 180 μm，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的检测数据
基本与电镜扫描数据相吻合。

图 2　左旋多巴的扫描电镜照片

Fig 2　SEM picture of levodopa

2.5　卡左双多巴缓释片体外溶出测定

　　取 3 批左旋多巴原料按照处方比例制备卡左
双多巴缓释片 [8]，分别采用 0.1 mol·L － 1 HCl 作
为溶出介质，体积 900 mL，转速 50 r·min － 1，
桨法，不同时间取样测溶出度。结果见图 3。
　　根据 USP 要求，左旋多巴4 h 的溶出应≥80%。
由图 3 可以看出，卡左双多巴缓释片中左旋多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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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出符合 USP 规定。使用 3 批原料制备的卡左双多
巴缓释片溶出相似，说明此粒径满足卡左双多巴缓
释片的要求。同时采用马尔文粒度分析仪检测粒径
结果可靠，重现性好。
3　讨论

　　左旋多巴片剂在治疗帕金森病方面有较好的
疗效，其中左旋多巴原料在片剂中的占比高达
50% 以上，左旋多巴的粒径对片剂的混合均匀度
影响较大，进而影响溶出结果，因此左旋多巴的
粒径对片剂的质量尤为重要。
　　目前测定粒径的方法主要有激光散射法、电
镜扫描法、筛分法。其中激光散射法测定粒径的
操作简单，精密度高，重现性好，测量范围宽，
目前已广泛的应用到原料药的粒度检测。传统的
电镜扫描法虽然结果直观，不需要摸索参数，但
是需要的样本量较大，测得的粒径尺寸误差较
大。筛分法虽操作简单，但是只能根据不同筛网
目数的截留重量进行计算，批间差异较大，因此
本试验优先选用激光散射法。
　　经查阅文献资料 [9-10]，马尔文激光散射法测
定粒径时常用湿法，需采用吐温 80 等分散剂辅
助溶解，操作较为烦琐。本试验优先选用干法测
定，配备 Aero S 型干法进样器测量左旋多巴原料
药的粒径，对仪器参数进行优化，确定使用仪器
测定左旋多巴粒径分布的最优参数。最终选定遮
光度设为 2.0% ～ 4.0%，分散气体的压力设为 0.6 
bar、样品测量的时间设为 15 s。使用该方法检测

左旋多巴原料的粒径，3 批粒径分布结果的 RSD
值小于 2.0%，表明采用优化参数进行测定，粒径
结果稳定，将其制成卡左双多巴缓释片后，溶出
结果稳定，批间差异较小。本研究为左旋多巴的
粒径检测确定了方法，为左旋多巴制剂开发提供
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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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左旋多巴的溶出曲线

Fig 3　Dissolution curve of levodopa 



59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血管刺激性研究

李权宁1，2，卜艳红3，李辽辽4，李东波4，冯柯臻2，赵正杭1*（1.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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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估仿制药左乙拉西坦注射液对家兔血管的刺激性，为该药物上市申请及临床安

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新西兰兔应用微量注射泵左耳缘静脉注射质量浓度为 13 mg·mL－ 1 的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右耳缘静脉注射 0.9% 氯化钠注射液，给药容量为 5.8 mL·kg－ 1，速率 1 
mL·min－ 1，2 次·d－ 1，连续 3 d。肉眼观察每次给药后、末次给药后 17 d 给药部位及周边组织

的刺激性反应，并分别于末次给药后的第 3 日及第 17 日处理 4 只和 2 只动物进行组织病理检查。

结果　在给药期，左乙拉西坦注射液对兔的耳缘静脉具有轻微刺激性，而恢复期未见明显刺激性

症状。结论　仿制药左乙拉西坦注射液对兔耳血管无明显刺激性作用，符合我国《化学药物刺激

性、过敏性和溶血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注射剂对血管刺激性的要求，可用于上市注册申请。

关键词：左乙拉西坦注射液；血管刺激性；兔

中图分类号：R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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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ular irritation of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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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scular irritation of the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in rabbi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afe drug usage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evidence for its marketing application. 
Methods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was injected into the marginal vein of the left ear of New Zealand 
rabbits by a microinjection pump. The dosing mass concentration, volume and speed were 13 
mg·mL－ 1, 5.8 mL·kg－ 1 and 1 mL·min－ 1, respectively, twice daily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and equivoluminal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0.9%) was injected into right at the same volume and 
speed. The irritation of the site and peripheral tissues was observed after each administration and 17 
days after the last injection;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4 or 2 rabbits on the 3rd 
and 17th day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Results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presented a slight irritation 
on the ear veins of rabbit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but no obviously irritating symptoms were seen 
after the recovery. Conclusion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has no obvious irritation on the ear veins of 
rabbits, which accords with the criteria of “Guidance for Chemical Drug Development on Irritation, 
Anaphylaxis and Hemolysis Test”, and could be used for registration. 
Key words: levetiracetam injection; vascular irritation; rabbit

作者简介：李权宁，男，中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药物临床研究工作，email：674057855@qq.com　* 通信作者：赵正杭，男，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心血管药理学研究，email：zzh@mail.xjtu.edu.cn

　　癫痫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其特征是脑
神经元异常放电导致反复发作或异常的行为和
感觉，严重时丧失意识，可造成神经、认知、心

理和社会等后果 [1]。据文献报道，全世界约有
7000 万癫痫患者 [2]，我国癫痫的总体患病率约
为 0.76%，有 900 万左右的癫痫患者 [3-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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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癫痫患者约 600 万，同时每年新增患者约
40 万 [5]，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临床
发现，如果对癫痫初患进行合理治疗、用药，其
中 70% ～ 80% 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在得到控制
的患者中，经过 2 ～ 5 年治疗可以停药的患者占
60% ～ 70%，但仍有约 30% 的患者需要经多种药
物联合治疗 [6-7] 后依然发展成为难治性癫痫。目前
我国治疗癫痫的药物种类仍严重匮乏，使多数患
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数据显示，在我国
900 万癫痫患者中，有 40.6% 的癫痫患者未得到
治疗，35.4% 的治疗不正规 [5]。
　　1999 年 11 月 30 日 UCB Pharma S.A. 公司研
制的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在美国首次获批
上市，因临床疗效确切，应用广泛 [8-10]，为方便
癫痫患者用药，随后该公司相继又开发了缓释制
剂、口服液及注射液。本研究旨在探索西安远大
德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左乙拉
西坦注射液对家兔血管的刺激性，为该药物的上
市申请及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试药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规格：500 mg/5 mL，西安
远大德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DT20210301）；
0.9% 氯化钠注射液（规格：100 mL/0.9 g，江苏淮
安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1906144C）；戊
巴比妥钠（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WS20190411）。
1.2　仪器

　　电子秤（ALH-30，上海英展机电）；自动
染色机（ST4040，Leica）；光学显微镜（BX41，
OLYMPUS）；分体注射泵（SPC，保定申辰）。
1.3　实验动物

　　普通级新西兰兔 6 只，雌雄各半，体质量
2.0 ～ 3.0 kg，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苏）
2019-0005（南京市浦口区莱芙养殖场）。动物饲
养房间温度 18 ～ 26℃，相对湿度 40% ～ 70%，
每小时换气≥ 8 次，照明 100 ～ 200 lx，照明时
间 12 h。动物自由觅食、饮水。
2　方法

2.1　药物配制

　　以左乙拉西坦注射液成人患者的临床最大拟
给药质量浓度 13 mg·mL－ 1 为研究给药质量浓度。
取左乙拉西坦注射液 3 瓶，加入 100 mL 的 0.9% 
氯化钠注射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3 mg·mL－ 1

的供试品溶液。0.9% 氯化钠注射液作为对照溶液。

2.2　给药剂量

　　根据临床用法用量，推荐左乙拉西坦最大剂
量为 3000 mg·d－ 1，成人平均体质量按照 60 kg
计算，人用临床最大剂量为 50.00 mg/（kg·d），
兔平均体质量按 2.5 kg 计算，兔的临床等效剂量
为 137.68 mg·kg－ 1[11-12]，本研究设定兔的给药剂
量为 150 mg·kg－ 1，约为临床等效剂量的 1.09 
倍。根据我国《化学药物刺激性、过敏性和溶血
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要求，该研究设计供试品
给药质量浓度为 13 mg·mL－ 1、给药容量为 5.8 
mL·kg－ 1，给药速率为 1 mL·min－ 1，给药频次
为 2 次·d－ 1、连续 3 d。对照组给药容量、给药
速率、给药频次及周期同用药组 [13-14]。
2.3　研究方案

　　取 6 只新西兰兔，采用自身对照，微量注射
泵耳缘静脉注射，左耳给左乙拉西坦注射液，右
耳给 0.9% 氯化钠注射液，每日 2 次，连续 3 d。
于末次给药 72 h 后处死 4 只动物（雌雄各半），剩
余 2 只动物继续观察，14 d 后处死。动物进行常
规取材，包括进针部位及耳缘静脉的整个耳组织，
固定于 12% 福尔马林液中。最后进行脱水、包埋、
苏木素伊红（HE）染色和光镜检查 [13-14]。
2.4　结果评价

2.4.1　肉眼观察　给药期详细观察每次给药后的
60 min 及末次给药后 72 h 内左、右耳注射液部位
及周边组织的刺激反应。在恢复期，每日肉眼观察
注射部位及周围组织的刺激反应情况 [14]。刺激性
评价标准如下：“0”表示无明显刺激性、“1”表示红
斑、“2”表示水肿、“3”表示溃疡；严重程度：“＋”
表示轻微，“＋＋”表示明显，“＋＋＋”表示严重。
2.4.2　组织病理学检查　在剖检时肉眼观察耳缘
静脉的刺激性反应。从耳尖到耳根取近、中、远三
段，从耳尖到耳根，距进针部位约 1.3 cm 为近段，
距进针部位约 2.6 cm 为中段，距进针部位约 4.0 
cm 为远段。取材范围可根据进针情况适当放长。
最后脱水、包埋、HE 染色和光镜检查。所有形态
改变根据轻重标记为“±”“＋”“＋＋”“＋＋＋”，
分别表示轻微、轻度、中度、重度，无病变标记
为“－”，缺失记“无”。
3　结果

3.1　动物一般状况

　　在给药期，每次给药后的 60 min 及末次给药后
72 h 内及恢复期，兔活动、睡眠及其他精神状态良
好，未见有明显的给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兔毛发光
泽顺滑，饮食、饮水正常，排便、排尿未见异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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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 72 h 和恢复期 14 d 兔的体质量变化也未见明显
异常（P ＝ 0.157），给药前后动物体质量变化如表 1。

表 1　给药前后动物体质量变化 
Tab 1　Changes of animal body mass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编号 性别
体质量 /kg

给药前 末次给药后 72 h 恢复期 14 d
1001 ♂ 2.6 2.6 /
1002 ♂ 2.9 3.0 3.0
1003 ♂ 2.9 3.0 /
1004 ♀ 2.7 2.7 /
1005 ♀ 2.5 2.5 /
1006 ♀ 2.7 2.7 2.8

3.2　注射部位观察与评价

　　在给药期，用药组一只兔左耳缘静脉出现了轻
微红斑症状，末次给药结束观察 72 h 基本恢复正
常；对照组一只兔右耳缘静脉出现了轻微红斑症状，
末次给药结束观察 72 h 基本恢复正常。恢复期，各
例兔耳血管未见明显的刺激性症状。结果见表 2。

表 2　注射部位及周围组织肉眼观察刺激性评分表 
Tab 2　Visual irritation scores of injection site and surrounding tissues

编号 组别

给药期 末次给药后 72 h 恢复期

刺激性
严重

程度
刺激性

严重

程度
刺激性

严重

程度

1001 用药组 0 0 0 0 / /
对照组 0 0 0 0 / /

1002 用药组 1 ＋ 0 0 0 0
对照组 0 0 0 0 0 0

1003 用药组 0 0 0 0 / /
对照组 0 0 0 0 / /

1004 用药组 0 0 0 0 / /
对照组 1 ＋ 0 0 / /

1005 用药组 0 0 0 0 / /
对照组 0 0 0 0 / /

1006 用药组 0 0 0 0 0 0
对照组 0 0 0 0 0 0

3.3　病理学结果

3.3.1　给药结束　① 肉眼检查：各例兔耳皮肤组
织未见破溃，无肿胀，无局部红斑等异常改变；
② 镜下检查：各例兔耳血管管壁完整，各层组织
正常，兔耳血管内皮细胞无肿胀、坏死、脱落，
管腔内无血栓形成，管周无充血、水肿、出血和
炎细胞浸润，病理学检查结果见图 1。
3.3.2　恢复期　① 肉眼检查：各例兔耳皮肤组织
未见破溃，无肿胀，无局部红斑等异常改变；② 
镜下检查：各例兔耳血管管壁完整，各层组织正
常，血管内皮细胞无肿胀、坏死、脱落，管腔内
无血栓形成，管周无充血、水肿、出血和炎细胞
浸润，病理学检查结果见图 2。

图 1　给药结束时给药部位及周边组织病理学检查（HE，×200）
Fig 1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administration sites and 
surrounding area after administration（HE，×200）

图 2　恢复期给药部位及周边组织病理学检查（HE，×200）
Fig 2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administration sites and 
surrounding tissues during recovery（H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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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2017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将癫痫发作类型分为
全面性、局灶性和其他三类 [15]。癫痫发作时患者
会出现运动及意识障碍、抽搐、严重时意识丧失，
治疗不及时会影响生命安全。口服给药时，药物
经胃肠道吸收，存在首过效性，生物利用度较
低，不能达到快速控制病情的效果。而且，大部
分患者癫痫发作时无法经口给药。而注射剂直接
入血，生物利用度高，起效迅速，可以在癫痫发
作时及时控制病情，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左乙拉西坦已上市多年，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已在临床中得到充分验证。动物实验发现左乙拉
西坦在大鼠脑组织中有一个立体选择性、饱和的
神经元结合位点，而且该结合位点是参与了囊泡
胞吐调控的突触囊泡蛋白 2A（SV2A）。虽然人
们暂未获知左乙拉西坦与 SV2A 相结合的具体意
义，但其在抗癫痫声源性模型（ASG）中表现出
与 SV2A 亲和力相关，因此左乙拉西坦的抗癫痫
作用机制可能与 SV2A 结合有关 [16]。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为患者口服给药暂不可行时
的替代产品，成人患者最大日推荐给药剂量为 3000 
mg，每日两次，每次 1500 mg。每次给药前取左乙
拉西坦注射液（规格：500 mg/5 mL）3 瓶溶解在 100 
mL 的溶剂中，配制最终质量浓度为 13 mg·mL－ 1，
然后在 15 min 内注射完毕。临床用药中，通常需将
不同量的药物溶解在 100 mL 溶剂中，但儿科患者的
给药容量较小，稀释后的最终质量浓度不应超过 15 
mg·mL－ 1。考虑到临床常用剂量及给药方法，此
次血管刺激性研究的浓度以成人患者临床拟给药质
量浓度为依据，确定为 13 mg·mL－ 1[17]。
　　UCB Pharma S.A. 公司研制的左乙拉西坦注射
液（原研药物）的刺激性研究显示了其具有良好的
耐受性，该研究连续 5 d 对家兔静脉注射质量浓
度为 15 mg·mL－ 1 的左乙拉西坦注射液，组织病
理学检查发现，有家兔在给药部位出现表皮增生、
炎症及出血现象，研究者认为该现象与给药方法
和给药浓度有关，有可能由正常操作引起 [18-19]。
本次研究连续 3 d 对家兔耳缘静脉注射质量浓度
为 13 mg·mL－ 1 的左乙拉西坦注射液（仿制药），
同样有家兔在给药部位出现轻微红斑，但给药结
束后 72 h 已经恢复正常，由于对照组也有家兔出
现了轻微红斑，因此该现象极有可能是操作引起
的物理性损伤，而非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因此，
仿制药左乙拉西坦注射液按给药剂量为 150 mg/
（kg·d），每日 2 次，连续 3 日，对家兔耳血管

未见明显的刺激性作用，与原研药物相关研究结
果相似，符合 2014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颁布的《化学药物刺激性、过敏性和溶血
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可用于上市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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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灌肠对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的治疗作用探讨

邹伟静，朱苏雨，刘科，席珍，汪洁，袁媛，周菊梅*（湖省肿瘤医院腹部/淋巴瘤放疗科，长沙　410013）

摘要：目的　探讨黄芩苷灌肠对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的治疗作用。方法　90 只 SD 雄性大鼠
随机分为 5 组：空白对照组、单纯放疗组、放疗＋黄芩苷低剂量组 [50 mg/（kg·d）]、放疗＋

黄芩苷中剂量组 [100 mg/（kg·d）]、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 [150 mg/（kg·d）]，每组 18 只。
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所有大鼠均予以 X 线 16 Gy 单次盆腔照射，给药组大鼠自放疗次日起每
日予黄芩苷灌肠 1 次，连续 14 d。分别于放疗后第 4 周、8 周、12 周处死大鼠，记录直肠组织
的损伤情况并评分，HE 及 Masson 染色评估直肠组织纤维化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黄芩苷灌
肠对直肠组织Ⅰ型胶原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　与单纯放疗组相比，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大
鼠直肠组织损伤明显减轻。HE 染色结果显示 12 周时单纯放疗组黏膜下层增厚最明显。各给
药组中，以高剂量组对黏膜下层厚度的减轻作用最显著（P ＜ 0.05）。Masson 染色结果提示黄
芩苷中、高剂量组在整体上均比单纯放疗组的胶原纤维沉积程度轻，以黄芩苷高剂量组最轻。
黄芩苷可降低大鼠放疗后直肠组织中Ⅰ型胶原蛋白的表达。结论　黄芩苷灌肠可以减少放射线
造成的大鼠直肠组织损伤，减轻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的程度，其中以黄芩苷高剂量组的治
疗作用最显著。
关键词：黄芩苷；放疗；直肠纤维化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597-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21

Therapeutic effect of baicalin enema on radioactive rectal fibrosis in rats

ZOU Wei-jing, ZHU Su-yu, LIU Ke, XI Zhen, WANG Jie, YUAN Yuan, ZHOU Ju-mei* (Department 
Radiotherapy for Abdominal Tumor and Lymphoma, Hunan Cancer Hospital, Changsha  41001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aicalin enema on radiation-induced rectal 
fibrosis in rats. Methods  Ninety SD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lank control group, a 
radiotherapy group, a radiotherapy ＋ baicalin low dose group [50 mg/（kg·d）], a radiotherapy ＋

baicalin medium dose group [100 mg/（kg·d）], and a radiotherapy ＋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150 
mg/（kg·d）], with 18 rats in each group. All rats except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were irradiated with 
a single 16 Gy pelvic irradiation, and baicalin enema was administered once daily for 14 days starting 
from after the radiotherapy.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fter the radiotherapy at week 4, week 8 and week 
12. The gross damage of rectal tissue was scored, and the rectal fibrosis was assessed by HE and Masson 
staining. Effect of baicalin on typeⅠ collagen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radiotherapy group, the rats in the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had the least rectal tissue damage. 
HE staining showed the most obvious thickening of the submucosa in the radiation group at week 12. 
Among the groups with different dose of baicalin, the most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submucosal thickness 
was in the high dose group (P ＜ 0.05). Masson staining suggested that both the baicalin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had less collagen fibre deposition than the radiation group overall, especially in the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Baicalin also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type Ⅰ collagen. Conclusion  Baicalin 
enema can reduce the damage of rectal tissue caused by radiation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radiation-
induced rectal fibrosis in rats.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shows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 baicalin; radiation; rect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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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疗是治疗盆腔恶性肿瘤最有效的手段之
一，但往往导致急性放射性直肠炎与放射性直肠
纤维化（radiation-induced rectal fibrosis），成为放
疗的限制因素。急性放射性直肠炎表现为腹泻、
肛门坠胀等，通常持续时间短暂，放疗结束后数
周内缓解 [1]。放射性直肠纤维化是直肠受到大剂
量的射线照射后引起的损伤后修复过程的代偿反
应，照射部位长期受到慢性炎症刺激，相关细胞
因子激活，在多种炎性细胞与细胞因子刺激下，
成纤维细胞大量增殖与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上
皮细胞向间质细胞转化，导致胶原蛋白等细胞外
基质大量分泌和沉积，逐渐发展成组织纤维化，
引起直肠组织功能紊乱，在放疗结束后数月发
生，并且不可逆转。黄芩苷是一种黄酮类成分 [2]，
在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3-5]。目前研究发现黄芩苷还可以减轻肺、肾、
肝 [6-11] 等器官的纤维化。但是黄芩苷在肠道纤维
化方面的作用尚不清楚，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
探索。因此，本研究构建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
模型，探讨黄芩苷灌肠对放射性直肠纤维化的治
疗作用。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 级 SD 雄性大鼠 90 只（湖南斯莱克景达
实验动物有限公司，体质量 180 ～ 200 g）。大鼠
常规饲养于湖南省肿瘤医院动物实验中心7 d，适
应环境，予标准鼠饲料饲养，大鼠自由活动及饮
水。实验动物合格证号：430726200100395016，
经科研机构审查委员会及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实验动物的操作及处理符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和有关动物保护与使用的国际法律法规。
　　按照体质量将大鼠随机分成 5 组，每组 18
只，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单纯放疗组、放疗＋黄
芩苷低剂量组、放疗＋黄芩苷中剂量组、放疗＋

黄芩苷高剂量组。
1.2　仪器及试药
　　MultiRad 225 辐射仪（美国 Faxitron），生物
显微镜（德国 ZEISS），水合氯醛（青岛宇龙海藻
有限公司），苏木精（Wexis），酸性品红水溶液
（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Masson 染色
试剂盒（北京 Solarbio 科技有限公司），4% 多聚
甲醛固定液（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黄芩苷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纯度：94.2%），抗
Ⅰ型胶原蛋白抗体（Abcam 公司）。
2　方法
　　放疗前大鼠禁食不禁水 12 h。用 7% 水合氯
醛（0.5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大鼠，等待大

鼠肌肉完全松弛，随后将大鼠平放于辐射仪托盘
上，取仰卧位。射野范围：肛缘至肛缘上 5 cm，
两侧正中线旁开 2 cm，余未照射部位予 2.5 cm 厚
铅块遮蔽。射线类型 225 kV-X 射线，源皮距 50 
cm，剂量率 1.5 Gy·min － 1，除空白对照组外其
余各组均以 16 Gy 剂量单次照射。放疗完毕，待
所有动物麻醉苏醒，送返动物中心饲养。
　　放疗次日开始，给药组分别以 50、100、150 
mg/（kg·d）黄芩苷灌肠，空白对照组及单纯放
疗组每日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灌肠，每日 1 次，
持续 14 d。
2.1　组织学观察
　　分别在放疗结束后第 4 周、8 周、12 周每组
麻醉处死 6 只大鼠，取直肠组织，长度为肛缘至
距肛缘上 3 cm，均分 3 段，沿纵轴剪开，观察大
体组织并参考文献标准进行评分 [12]（见表 1）。将
组织固定在配制好的 10% 甲醛溶液中，行石蜡包
埋切片（厚度 5 μm），进行 HE 及 Masson 染色，
光镜评估直肠组织病理改变 [13-14]（见表 1 ～ 2）。
2.2　免疫组化分析
　　取各组直肠组织切片，脱蜡水化后，浸入 
3% 过氧化氢溶液中 10 min 以阻断内源性过氧化
物酶，然后将切片在 10 mmol·L － 1 柠檬酸盐缓
冲溶液（pH 6.0）中煮沸 8 min 以进行抗原修复，
滴加 5% 山羊血清孵育 20 min，然后与抗Ⅰ型胶
原蛋白抗体（1∶200）在 4℃孵育 24 h，PBS 洗 3
次，室温孵育二抗 30 min，用 PBS 洗 3 次，DAB 
显色 5 min，苏木精复染，蒸馏水冲洗，PBS 返
蓝，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观察。阳性表达呈棕
黄色或深棕色染色，采用 Image J 软件对阳性表
达进行定量分析。
2.3　建模成功判定标准

　　大鼠进食量、饮水量均下降，大便变稀、出
现黏液便或血便等异常，HE 染色镜下见中至重
度炎性变化，Masson 染色可见黏膜下层胶原纤维
增多、固有肌层增厚。
2.4　统计分析

　　以 GraphPad 8.0.2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及图表制作。计量资料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
差”表示，使用 t 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分
别比较两组及多组间的差异，P ＜ 0.05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黄芩苷减轻辐射诱导的大鼠大体组织损伤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单纯放疗组在第 4 周、
8 周、12 周 3 个时间点的大体组织评分均明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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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P ＜ 0.05）。与单纯放疗组相比，放疗＋黄
芩苷低剂量组、放疗＋黄芩苷中剂量组、放疗＋

黄芩苷高剂量组大鼠的大体组织损伤评分均有所
下降，且随着黄芩苷剂量的增高，评分越来越低
（P ＜ 0.05）（见图 1）。该结果表明黄芩苷干预可
有效缓解放疗引起的大鼠直肠组织损伤，损伤缓
解效果与给药剂量成正相关，剂量越高，大鼠直
肠组织的损伤程度越轻。
3.2　黄芩苷减轻辐射诱导的大鼠直肠组织纤维化
3.2.1　HE 染色　空白对照组在不同时期均黏膜
排列整齐，腺体正常，黏膜下层无明显增厚。接
受放疗的四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黏膜损伤，且黏膜
下层呈不同程度增厚，其中以单纯放疗组最为明
显，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最轻。对各组大鼠进
行病理组织损伤评分，单纯放疗组的病理评分随
着时间的演变逐渐增加，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P ＜ 0.05）。黄芩苷干预的三组评分均低于单纯
放疗组（P ＜ 0.05），且黄芩苷剂量越高，大鼠直
肠组织病理评分越低（见图 2）。结果表明黄芩苷
灌肠可以减轻放疗后大鼠直肠组织中的黏膜下层
增厚，以黄芩苷高剂量组效果最显著。
3.2.2　Masson 染色　空白对照组大鼠直肠组织未
见明显胶原纤维沉积。单纯放疗组在第 4 周时镜
下可见黏膜下层蓝色胶原纤维沉积区，第 8 周时
胶原沉积区较第 4 周时增厚，在第 12 周时，可
见黏膜下层明显增厚，胶原纤维显著沉积，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胶原纤维沉积程度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放疗＋黄芩苷低剂量组在第
4 周、8 周、12 周均可见不同程度的黏膜下层胶
原纤维沉积，与同期单纯放疗组相比，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放疗＋黄芩苷中剂量组和放疗＋黄

芩苷高剂量组在第 4 周时未见明显胶原纤维沉积，
第 8 周开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胶原纤维沉积，但
整体上均比同期单纯放疗组的胶原纤维沉积程度
轻，尤其以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最轻，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图 3）。该结果表明
黄芩苷中剂量和高剂量组能够有效减轻放疗所致
的大鼠直肠组织中的黏膜下层胶原纤维沉积。
3.2.3　免疫组化检测大鼠直肠组织中Ⅰ型胶原蛋
白表达　空白对照组大鼠的直肠组织中Ⅰ型胶原
蛋白表达很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单纯放疗组
的Ⅰ型胶原蛋白在上述 3 个时间点每高倍镜视野
下阳性细胞比值显著增高（P ＜ 0.05）。与同期单
纯放疗组的阳性细胞比值相比，放疗后接受黄芩
苷灌肠的大鼠，其直肠组织的Ⅰ型胶原蛋白阳性
细胞比值均出现不同程度降低（P ＜ 0.05），且呈
剂量依赖性，黄芩苷高剂量组的降低程度最大（见
图 4）。该结果表明黄芩苷灌肠可以减轻Ⅰ型胶原
蛋白的沉积，以黄芩苷高剂量组的作用最显著。
4　讨论
　　35% ～ 61% 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接受过盆腔
放疗 [15]，尽管放疗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但其对正常组织所产生的物理性损伤作用，导致
盆腹腔脏器的损伤，其中以直肠损伤最为常见且
顽固。放射性直肠纤维化是盆腔放疗后常见的并
发症，其发生率为 5% ～ 25%，发生在盆腔放疗
后的 3 ～ 6 个月以后至数年，主要表现为腹痛、
腹泻、黏液血便、肠梗阻、肠瘘等，临床诊治难
度大，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对于放
射性直肠纤维化的机制尚不清楚，缺乏特异性药
物干预。黄芩苷是从唇形科植物传统中药黄芩的
干燥根中提取的一类黄酮类化合物，是中药黄芩
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解热抗炎、抗致病微生物

表 1　大鼠直肠病理改变评分标准 
Tab 1　Scoring criteria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rectum of rats

组织病理学改变
计分

炎症 深度 隐窝破坏 病变范围

无 无 无 无 0
轻度 黏膜下层 基底 1/3 破坏 1% ～ 25% 1
中度 限于肌层 基底 2/3 破坏 26% ～ 50% 2
重度 浆膜层 仅有完整表面上皮 51% ～ 75% 3

全部隐窝及上皮均破坏 76% ～ 100% 4

表 2　大鼠直肠纤维化评分标准 
Tab 2　Evaluation table for rectal fibrosis in rats

直肠纤维化程度 计分

无明显胶原纤维增生及固有基层增厚 0

胶原纤维轻度增多、固有基层轻度增厚 1

胶原纤维明显增多、固有基层明显增厚 2

组织结构明显改变，胶原纤维明显增多、固有基层明显增厚 3

图 1　各组大鼠大体组织损伤评分

Fig 1　Rat bulk tissue damage scores of each group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单纯放疗组比较，

#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adiation group，#P ＜ 0.05.



600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图 2　各组大鼠不同时期直肠组织 HE 评分及病理改变（×50）
Fig 2　Histopathological HE scores of the rectum in of rats（×50）
a. 空白对照组（blank control group）；b. 单纯放疗组（radiation alone group）；c. 放疗＋黄芩苷低剂量组（radiation＋ baicalin low dose group）；d. 放
疗＋黄芩苷中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medium dose group）；e. 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单纯放疗组比较，＃ P ＜ 0.05（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adiation alone group，# P ＜ 0.05）。

图 3　各组大鼠不同时期直肠组织 Masson 评分及病理改变（×50）
Fig 3　Masson score of pathological tissues in various groups of rats at different times（×50）
a. 空白对照组（blank control group）；b. 单纯放疗组（radiation alone group）；c. 放疗＋黄芩苷低剂量组（radiation＋ baicalin low dose group）；d. 放
疗＋黄芩苷中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medium dose group）；e. 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单纯放疗组比较，＃ P ＜ 0.05（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adiation alone group，# P ＜ 0.05）。

图 4　各组大鼠不同时期Ⅰ型胶原蛋白表达情况（×100）
Fig 4　CollagenⅠscore of pathological tissues in rats at different times（×100）
a. 空白对照组（blank control group）；b. 单纯放疗组（radiation alone group）；c. 放疗＋黄芩苷低剂量组（radiation＋ baicalin low dose group）；d. 放
疗＋黄芩苷中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medium dose group）；e. 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radiation ＋ baicalin high dose group）

注（Note）：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单纯放疗组比较，#P ＜ 0.05（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adiation alone group，#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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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抗氧化、抗肿瘤以及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
作用。
4.1　黄芩苷减轻放射性直肠组织大体损伤和黏膜
下纤维化程度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黄芩苷具有抗多种脏
器纤维化的作用。Hu 等 [16] 的研究发现，黄芩苷
通过 TGF-β1/ SMAD3 通路抑制鼠肾成纤维细胞
NRK-49F 的增殖、胶原合成和细胞外基质的沉
积，从而产生抗纤维化作用。Huang 等 [17] 研究
结果显示，博来霉素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组织中
的 TGF-β1 和 p-ERK1/2 的表达明显上调，黄芩苷
腹腔注射干预后肺纤维化组织中两者的表达显著
下调，肺组织的纤维化程度减轻。在大鼠肝纤维
化模型中，低剂量的黄芩苷能够降低血清中透明
质酸、层粘连蛋白、Ⅲ型前胶原蛋白和羟脯氨酸
（HYP）的含量，发挥抗纤维化作用 [18]。黄芩苷
在放射性直肠纤维化中的作用需要探讨，周双容
等 [19] 的研究给予黄芩苷 [200 和 400 mg/（kg·d）]
灌胃处理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模型，发现黄芩
苷能通过抑制放射所致的直肠组织中成纤维细胞
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降低促炎因子 TNF-α、
IL-6 和 IL-1β mRNA 的表达，引起直肠隐窝中
cleaved caspase-3 表达的上调和 Ki-67 表达的抑
制，从而减轻放射性辐射所致的肠纤维化损伤。
本研究发现，黄芩苷灌肠可以减轻放射治疗对直
肠组织的损伤。大体组织观察以单纯放疗组直肠
组织损伤最为明显，在第 4 周时，主要为肠道组
织的充血水肿，狭窄性病变不显著，随着时间的
演变，在第 12 周时表现趋于典型，远端直肠狭
窄性改变，近端肠管扩张，沿纵轴剖开肠管，发
现肠壁明显增厚和肉眼可见的灰白色纤维化病
灶。不同剂量的黄芩苷作用后的各组大鼠直肠组
织损伤情况均较单纯放疗组轻，其中放疗＋黄芩
苷低剂组缓解程度最小，放疗＋黄芩苷高剂量组
缓解程度最大。病理 HE 染色显示接受放疗的四
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黏膜损伤，黏膜下层呈不同程
度增厚，其中以单纯放疗组最为明显，经过黄芩
苷干预后黏膜下层纤维化程度减轻，其中以黄芩
苷高剂量组的黏膜下层增厚程度最轻。
4.2　黄芩苷降低大鼠放射性直肠组织胶原蛋白表达
　　放疗引起受照射部位的组织发生长期慢性炎
症，相关细胞因子如 TGF-β1、FGF2、IL-6 等分泌
增加，刺激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等分裂与增殖，
促进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大量分泌，包括Ⅰ型胶原、
Ⅲ型胶原、透明质酸和层粘连蛋白等，引起上皮
细胞向间质细胞转化，导致组织纤维化形成。
　　本研究中，Masson 染色证实空白对照组在

各时期不出现明显的黏膜下胶原沉积，而单纯放
疗组和黄芩苷干预组均发生一定程度的胶原沉
积。对于放疗后黏膜下层胶原沉积的干预，黄芩
苷低剂量的效果不显著，中剂量和高剂量的效果
则比较明显，且以高剂量的效果最优。本研究的
免疫组化分析进一步显示正常大鼠直肠组织中Ⅰ
型胶原蛋白表达很少，放疗后其表达明显升高，
而接受黄芩苷灌肠的三组大鼠在放疗后不同时期
直肠组织的Ⅰ型胶原蛋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
低，且以黄芩苷高剂量组效果最佳，说明黄芩苷
能够减少放疗后直肠组织中包括Ⅰ型胶原蛋白在
内的胶原纤维沉积现象，改善受照射大鼠直肠组
织的纤维化程度，且呈剂量依赖性。
4.3　黄芩苷治疗大鼠放射性直肠纤维化的剂量和
灌肠优势
　　本研究的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均提示黄芩苷
可以减轻辐射引起的大鼠直肠组织的纤维化，且
以黄芩苷高剂量组效果最佳。对比既往研究，Cai
等 [20] 通过探索不同剂量的黄芩苷 [0、100、200、
400、800、1600 mg/（kg·d）] 对 肾 脏 的 作 用，
发现过高的黄芩苷剂量 [ ≥ 400 mg/（kg·d）]
的治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肾脏损伤和纤维化，
100 ～ 200 mg/（kg·d）以下的剂量具有较好的安
全性。本实验使用的黄芩苷剂量范围为 50 ～ 150 
mg/（kg·d），实验结果表明高剂量可更好地缓解
直肠组织的纤维化，大鼠耐受性好而且安全。
　　不同给药方式对黄芩苷的吸收速度和程度会
有所差异，文献多采用口服和灌胃给药研究黄芩
苷的抗纤维化作用，但临床上放化疗期间肿瘤患
者经常存在恶心呕吐等上消化道反应，对口服和
胃饲药物的吸收影响较大。本研究采用灌肠方式
给药，药物吸收不易受上消化道反应的影响。黄
芩苷灌肠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受放疗照射的直肠黏
膜表面，另一方面通过直肠黏膜渗透吸收可在局
部形成较高浓度，有起效快、效果强的潜在优势。
如能利用液质联用等现代药物分析技术，监测大
鼠直肠组织和血液中的黄芩苷浓度变化，建立其
与干预放射性直肠纤维化效应的相关性，将能为
黄芩苷的量效作用关系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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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的传统使用方法正在受到挑战，去年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上的两项重
要临床试验研究均表明了口服（或部分口服）药
物治疗骨髓炎和左侧心内膜炎的疗效不亚于标准
静脉注射 [1]；也有文献报道在脓毒血症危重患者
中应延长抗生素输注时间，而不是经典的一次性
大剂量给药。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则表明，延长
输注时间可提高治愈率和降低住院病死率 [2]。
　　改善现有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在个体和社会层
面上均有明显的好处。对于特定患者，潜在优势
可能包括治疗效果的提升、更合适的药物途径、
更短的治疗持续时间和相关住院时间的（护理成
本和风险）减少，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降低。
更广泛地说，我们期望促进用药依从性和病原体
清除治疗方案的优化成为全面抗生素管理计划的
一部分，以限制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
　　然而，获得支持修改抗生素处方的证据并非
易事。抗生素通常用于一些不同的临床背景和情
况，包括预防性使用（例如尿路感染或围手术期）、
局部和全身感染的治疗、病原体未知时的经验性
治疗，或病原体已知时的靶向治疗，并且通常针
对特定情况和患者群体。每个适应证的抗生素剂
量和治疗持续时间在不同的医师与治疗中心之间
通常有所不同。因患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感
染的严重程度、病原体感染情况、肝肾功能合并
症和伴随处方），且在缺乏抗生素血浆和组织浓度
监测结果的情况下，实际标准化剂量的有效性通
常只存在某些病理状态下或在预先假定的情况下。
　　鉴于这种复杂的背景，明确解释抗生素策略
改变的潜在药理学原理，并有合理的药理学数据
支持，对于评估判断比较抗生素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至关重要 [3]，但这通常不会出现在各报道中。
　　抗生素在宿主体内浓度与时间的关系由抗生素
的药代动力学（PK）描述，而抗生素的浓度和作
用时间与宿主中细菌的相互作用由抗生素的药效学
（PD）描述。根据对细菌的影响，抗生素可分为两
大类——杀菌类和抑菌类，其分类可能因细菌菌株
和试管中测定到的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而
异。根据药效学，抗生素可分为两类：时间依赖
性抗生素（如β- 内酰胺类和万古霉素）以及浓度依
赖性抗生素（如氨基糖苷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4]。
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增加剂量，延长输注时间或缩
短给药间隔）增加时间依赖性抗生素、浓度依赖性
抗生素的有效作用持续时间。但给药途径也会对浓
度依赖性抗生素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β- 内酰胺类抗生素（青霉素和头孢菌
素），最佳杀菌效果的实现取决于宿主中的药
物浓度保持在感染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以上的
时间。通常，将抗生素浓度维持在最低抑菌浓
度的 2 ～ 4 倍，维持时间目标是在给药间隔的 
40% ～ 60%。对于浓度依赖性抗生素，随着宿主
中药物浓度的增加，抗菌活性增加 [5]，抗生素的
有效性是根据它们的峰浓度和浓度曲线下的面积
来确定的。通常，为获得最佳抗菌活性，抗生素
浓度需要达到最低抑菌浓度的 10 倍。
　　有研究试图在手术预防的背景下优化抗生素的
使用，尤其是头孢呋辛的给药方案，以体现这些基
本原理的整合以及将 PK/PD 模型应用于目标群体的
价值。在 2018 年的报道中，Gertler 等 [7] 使用简单而
巧妙的两室模型来探讨头孢呋辛在一个适合但明显
易受伤害的人群中的药代动力学：婴儿和接受心脏
手术联合心脏搭桥手术的新生儿，虽然通常的推注

焦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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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静脉输注）剂量似乎足以预防术后感染，但
该研究证实连续输注头孢呋辛使得药物浓度大于最
低抑菌浓度的时间更长。Skhirtladze-Dworschak 等 [8]

也报道了类似的发现，当头孢呋辛通过连续输注而
不是标准推注（快速静脉输注）用于接受选择性心
脏手术的成年患者时，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
血浆中，尤其是皮下，获得更高浓度的头孢呋辛。
最后，Rimmler 等 [9] 使用基于生理学的药代动力学
模型（PK-Sim ®/MoBi）以考查临床胸外科手术术
前给药后血浆中的未结合头孢呋辛浓度，发现虽然
每 2.5 h 1.5 g 的传统推注剂量达到了抑制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 PK/PD 目标，但该剂量不足以预防大肠埃
希菌，这只能通过立即推注（快速静脉输注）1.5 g，
然后在 3 h 内连续输注 3 g 头孢呋辛来实现。
　　虽然这些研究都没有纳入如减少手术部位感染
临床标准，但这些研究说明了整合定量药理学的重
要性，并提供了支持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安全
性数据。同样，基于这些常用药物已知的安全性及
其在临床人群中进行前瞻性关键研究时会遇到不可
避免的困难，这些研究或许能够直接指导临床使用。
　　NEJM 发表的一项临床试验研究清楚地表明，
现有抗生素的使用还有改进的余地，并且可以通过
适当使用基于药效学目标的临床反应预测模型来确
定更优的给药策略。此类模型可以使用与剂量、间
隔和输注时间相关的不同类型的数据运行，以评估
达到目标抗生素浓度超过最小抑菌浓度的可能性。
此外，可以根据特定患者群体的人口学特性、抗生
素耐药性模式和当地细菌最低抑菌浓度差异进一步
对模型进行调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最
近的一个研讨会和相关出版物概述了剂量选择和临
床 PK/PD 方面的最佳实践，以开发新的抗菌等 [10]。
我们认为，所有研究以及适用于探索现有药物的新
用途或管理方法都应具有同样的严格性和原则性。
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成功的机会，从而更好地了解
意外或“阴性”的临床结果，并有望促进药物类别、
病原体类型和组织部位之间的转化和进一步进展。
　　在寻找新用途或优化抗生素使用的研究中，
揭示药理学原理非常重要。目前，临床前 PK/PD
数据以及临床药代动力学数据可用于模拟预测药
效学，以建立更有可能实现体内 PK/PD 目标的
给药方案，从而获得最佳治疗结果。未来的药效
学模型可能会考虑整个人群的药代动力学极端情
况，例如肝肾功能、体质量和儿童特征。定量药
理学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个体水平上——
当剂量 - 浓度 - 反应关系为不确定时，缺乏对所
有药物的分析评价 [11]。然而，通过剂量模型和集
中的临床研究更好地了解一种抗生素的药理作用
预计将会增强未来的试验方案并直接影响实践。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以药理学为导向的抗生素
剂量最优化将进一步明显地改善患者的治疗效
果，并有助于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
　　利益冲突：无可宣布的利益冲突；如何引用这篇文章：

Fullerton JN，Della Pasqua O，Likic R. Model antibiotic use to 
improve outcomes [J]. Br J Clin Pharmacol，2021，87：738-
740. https：//doi. org/10.1111/bcp. 14559. 
ORCID：James N. Fullerton-https：//orcid. org/0000-0002-4855-
9255；Oscar Della Pasqua-https：//orcid. org/0000-0002-6211-
1430；Robert Likic-https：//orcid. org/0000-0003-1413-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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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波长切换法同时测定三拗片中 5 种成分的含量

梁冬牛1，郑磊1，李娟2*（1.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药学部，济南　250031；2.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济南　250033）

摘要：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三拗片中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苦杏仁苷、

甘草苷与甘草酸 5 种成分的含量。方法　样品采用超声波方法进行提取，色谱柱为 Capcell pak 
C18（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 -0.1% 磷酸，梯度洗脱，流速为 1.0 mL·min － 1，

检测波长为 205 nm（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与 237 nm（甘草苷和甘草酸），

柱温为 30℃。结果　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苦杏仁苷、甘草苷与甘草酸检测的线性范

围分别为 1.636 ～ 81.80 mg·mL － 1（r ＝ 0.9999）、1.207 ～ 60.35 mg·mL － 1（r ＝ 0.9998）、

8.609 ～ 430.45 mg·mL－ 1（r ＝ 0.9998）、1.304 ～ 65.20 mg·mL－ 1（r ＝ 0.9999）、2.539 ～ 126.95 
mg·mL － 1（r ＝ 0.9998），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8.2%（RSD ＝ 1.3%）、101.0%（RSD ＝ 2.0%）、

102.8%（RSD ＝ 1.5%）、102.4%（RSD ＝ 1.3%）、97.0%（RSD ＝ 1.1%）。结论　该方法重复

性好、结果准确，为三拗片质量控制提供了含量测定方法。

关键词：三拗片；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917，R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05-05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23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in San’ao tablets by 
wavelength switching HPLC 

LIANG Dong-niu1, ZHENG Lei1, LI Juan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dong Provincial Third 
Hospital, Ji’nan  250031;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3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ephedrine hydrochloride, 
pseudoephedrine hydrochloride, amygdalin, liquiritin and glycyrrhizic acid in San’ao tablet 
by wavelength switching HPLC. Methods  Samples were extracted by ultrasonic method. The 
chromatographic column was Capcell pak C18 (4.6 mm×250 mm, 5 μm) and the acetonitrile-0.1% 
phosphoric acid was used as the mobile phase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05 nm for ephedrine hydrochloride, pseudoephedrine hydrochloride 
and amygdalin, and 237 nm for liquiritin and glycyrrhizic aci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Results  The linearity was 1.636 ～ 81.80 mg·mL － 1 for ephedrine hydrochloride (r ＝ 0.9999), 
1.207 ～ 60.35 mg·mL － 1 for pseudoephedrine hydrochloride (r ＝ 0.9998), 8.609 ～ 430.45 
mg·mL － 1 for amygdalin (r ＝ 0.9998), 1.304 ～ 65.20 mg·mL － 1 for liquiritin (r ＝ 0.9999), and 
2.539 ～ 126.95 mg·mL － 1 for glycyrrhizic acid (r ＝ 0.999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8.2% (RSD ＝ 1.3%), 101.0% (RSD ＝ 2.0%), 102.8% (RSD ＝ 1.5%), 102.4% (RSD ＝ 1.3%), 
and 97.0% (RSD ＝ 1.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5 components in San’ao tablets. 
Key words: San’ao tablet; HPLC;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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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拗片是麻黄、苦杏仁、甘草和生姜组成的中
成药制剂，具有宣肺解表的功效，用于风寒袭肺
证 [1-2]。其中麻黄具有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
消肿的作用 [3]，而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是麻
黄的主要功效成分 [4]；苦杏仁具有降气止咳平喘、
润肠通便的作用，其中主要成分为苦杏仁苷 [5]；甘
草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的作用 [6]，其中主要功效成分甘草苷和甘
草酸具有抗病毒和保护肺组织纤维化作用 [7-8]。三
拗片质量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 [9]，
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色谱条件检测麻黄中盐酸麻黄
碱、盐酸伪麻黄碱以及苦杏仁中苦杏仁苷的含量以
控制组方中麻黄和苦杏仁的质量，增加了检测的复
杂性。目前已发表的文献 [10-12] 均是以两种成分作
为指标成分控制该制剂的质量，本文以三拗片组方
中麻黄、苦杏仁和甘草作为研究对象，建立高效液
相色谱波长切换法同时测定其中盐酸麻黄碱、盐酸
伪麻黄碱、苦杏仁苷、甘草苷和甘草酸 5 种指标成
分的含量，以有效控制其质量。
1　材料

1.1　仪器

　　LC-20A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自动进样器、柱温箱，日本岛津公司），
METELER XP205 电子分析天平（精度：0.01 mg，
梅特勒公司），KQ-600DE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Milli-Q 超纯水机（密理博公司）。
1.2　试药

　　 盐 酸 麻 黄 碱（批 号：171241-201809， 纯
度：100.0%）、 盐 酸 伪 麻 黄 碱（批 号：171237-
201510，纯度：99.8%）、苦杏仁苷（批号：110820-
201808，纯度：88.2%）、甘草苷（批号：111610-
201908，纯度：95.0%）、甘草酸铵（批号：110731-
202021，纯度：96.2%，甘草酸质量＝甘草酸铵
质量 /1.0207）（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三拗片（规格：0.5 g/ 片，批号：2003065、
2001025、1903063、1905033、1912075、1910013，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Merck
公司），磷酸（优级纯），超纯水（实验室自制）。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Capcell pak C18（4.6 mm×250 mm，
5 μm）；流速为 1.0 mL·min－ 1；检测波长为 205 
nm（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
237 nm（甘草苷和甘草酸）；柱温为 30℃；进样
量为 10 μL；流动相为乙腈（A）-0.1% 磷酸溶液

（B），梯度洗脱（0 ～ 8 min，5%A；8 ～ 13 min，
5% ～ 10%A；13 ～ 18 min，10% ～ 20%A；
18 ～ 30 min，20% ～ 50%A）。
2.2　溶液的制备

2.2.1　供试品溶液　取本品 20 片，除去薄膜衣，
精密称定，研细，精密称取约 0.5 g，置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 70% 甲醇溶液 100 mL，精密称定质
量，超声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33 kHz）30 min，
放冷，再精密称定，用 70% 甲醇溶液补足减失的质
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2.2　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盐酸麻黄碱对照品
16.36 mg，盐酸伪麻黄碱对照品 12.09 mg，苦杏
仁苷对照品 97.61 mg，甘草苷对照品 13.73 mg，
甘草酸铵对照品 26.94 mg，分别置 10 mL 量瓶
中，用 70% 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对照品储备液，质量浓度分别为盐酸麻黄碱1.636 
mg·mL－ 1，盐酸伪麻黄碱 1.207 mg·mL－ 1，苦
杏仁苷 8.609 mg·mL－ 1，甘草苷 1.304 mg·mL－ 1，
甘草酸 2.539 mg·mL－ 1。精密量取各对照品储
备液 2 mL，置同一 100 mL 量瓶中，用 70% 甲醇
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混合对照品溶液。
2.2.3　阴性样品溶液　按照《中国药典》2020 年
版一部中三拗片处方及制法，分别制备不含麻黄、
苦杏仁、甘草的阴性样品，再按照“2.2.1”项下方
法制备不含麻黄、苦杏仁、甘草的阴性样品溶液。
2.3　专属性试验

　　分别取“2.2”项下空白溶剂（70% 甲醇溶液）、
混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与各阴性样品溶液进
样测定，记录色谱图见图 1。结果 5 种待测成分色
谱峰峰形良好，且与相邻色谱峰之间的分离度均符
合要求，阴性样品溶液无干扰。同时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仪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对 5 种待测成分色谱峰光
学纯度进行检测，结果均为单一成分的色谱峰。
2.4　线性关系考察

　　取“2.2.2”项下对照品储备液 0.1、0.2、0.5、
1.0、2.0、5.0 mL，分别置 100 mL 量瓶中，用
70% 甲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制得 5 种待测
成分标准系列溶液，进样测定，以各对照品溶液
的质量浓度（X，μg·mL－ 1）为横坐标，峰面积
（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制备标准曲线方
程，结果见表 1。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2.2.2”项下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
连续测定 6 次，记录 5 种待测成分色谱峰面积，
并计算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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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和 1.0%，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　稳定性试验

　　取本品（批号：2003065）适量，按“2.2.1”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4、8、12、24 
h 进样测定，记录 5 种待测成分的色谱峰面积。结
果 RSD 分别为 1.0%、0.8%、0.7%、1.1% 和 0.8%，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7　重复性试验

　　取本品（批号：2003065）6 份，按“2.2.1”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 5 种待
测成分的色谱峰面积并计算其含量。结果 RSD 分
别为 1.2%、1.1%、1.0%、1.3% 和 1.1%，表明方
法的重复性良好。
2.8　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批号：2003065）0.25 g，
共 6 份，置具塞锥形瓶中，分别精密加入 5 种待

测成分对照品储备液 0.7 mL，按“2.2.1”项下方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计算 5 种待测成
分的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2。
2.9　耐用性试验

　　取“2.2.1”项下供试品溶液，改变高效液相色
谱仪（Agilent 1200 和 LC20A）、色谱柱型号 [Agilent 
Zorbax SB-C18（4.6 mm×250 mm，5 μm）和 Capcell 
pak C18（4.6 mm×250 mm，5 μm）]、柱温（30℃、
40℃和室温）和流速（0.9、1.0 和 1.1 mL·min－ 1）
等条件，考察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各色
谱峰的分离度均能满足系统适用性试验的要求，表
明本方法的耐用性良好。
2.10　样品测定

　　取三拗片 6 批，按“2.2.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进样测定，计算各成分的含量，结果见表
3。按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三拗片质量标
准中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与苦杏仁苷的限度
要求（每片含麻黄以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
总量计不得少于 3.5 mg；每片含苦杏仁以苦杏仁苷
计不得少于 6.5 mg），6 批次样品均符合规定。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优化

　　参考《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中麻黄、苦
杏仁和甘草的含量测定色谱条件，选择以乙

表 1　5 种待测成分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Tab 1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linearity of 5 compounds

待测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L － 1）

盐酸麻黄碱 Y ＝ 2.77×104X ＋ 2.63×104 0.9999 1.636 ～ 81.80

盐酸伪麻黄碱 Y ＝ 2.84×104X ＋ 1.91×104 0.9998 1.207 ～ 60.35

苦杏仁苷 Y ＝ 2.95×104X ＋ 1.93×104 0.9998   8.609 ～ 430.45

甘草苷 Y ＝ 2.85×104X ＋ 2.02×104 0.9999 1.304 ～ 65.20

甘草酸 Y ＝ 2.40×104X ＋ 2.52×104 0.9998   2.539 ～ 126.95

图 1　三拗片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San’ao tablet
A. 空白样品（blank sample）；B. 对照品（reference）；C. 供试品（sample）；D. 缺麻黄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 without ephedrae herba）；

E. 缺苦杏仁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rmeniacae semen amarum）；F. 缺甘草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 without glycyrrhizae radix 
rhizoma）；1. 盐酸麻黄碱（ephedrine hydrochloride）；2. 盐酸伪麻黄碱（pseudoephedrine hydrochloride）；3. 苦杏仁苷（amygdalin）；4. 甘草

苷（liquiritin）；5. 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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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 -0.1% 磷酸溶液作为流动相，并对梯度条件进
行优化，在优化后的色谱条件下，5 种待测成分
色谱峰峰形良好，且与相邻的其他色谱峰均分离
度良好。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在 200 ～ 400 
nm 内采集 5 种待测成分的紫外光谱图，结果盐
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在近紫外端
具有较强的末端吸收，因此选择 205 nm 作为 3
种成分的检测波长；甘草苷和甘草酸在 237 nm
处具有较强的紫外吸收，因此选择 237 nm 作为
两种成分的检测波长。本文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波长切换功能，在 0 ～ 15 min 检测波长设置为
205 nm，15 min 以后切换为 237 nm，从而实现在
同一色谱图上各待测成分色谱峰均为最强响应色
谱峰，并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3.2　提取方式的优化

　　比较了超声波提取法和加热回流提取法对提取
效果的影响，结果两种方法提取效率没有明显差
别，由于超声波提取法操作简单，故选择超声波提
取法。比较了水、40% 甲醇、70% 甲醇和甲醇作为
提取溶剂的提取效果，由于各待测成分均为水溶性
较强的成分，随着甲醇浓度增加，各待测成分的提
取效率呈现降低的趋势；但水相比例较高时，会提
取出其他干扰成分，使得色谱峰基线不平直，且对
待测成分色谱峰积分产生较大影响；当采用 70%
甲醇作为溶剂时，各待测成分的提取效率较高，且
色谱峰基线平直，待测成分色谱峰积分准确，因此
选择 70% 甲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
　　三拗片是《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中收载

表 2　加样回收试验结果 (n ＝ 6) 
Tab 2　Recovery (n ＝ 6)

待测成分 取样量 /g 样品含量 /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收率 /% RSD/%
盐酸麻黄碱 0.2503 1.2265 1.1452 2.3315 96.49   98.2 1.3

0.2511 1.2304 1.1452 2.3517 97.91 
0.2504 1.2270 1.1452 2.3644 99.32 
0.2520 1.2348 1.1452 2.3462 97.05 
0.2517 1.2333 1.1452 2.3613 98.50 
0.2509 1.2294 1.1452 2.3704 99.63 

盐酸伪麻黄碱 0.2503 0.8060 0.8449 1.6622 101.34 101.0 2.0
0.2511 0.8085 0.8449 1.6548 100.16 
0.2504 0.8063 0.8449 1.6327 97.81 
0.2520 0.8114 0.8449 1.6752 102.23 
0.2517 0.8105 0.8449 1.6640 101.02 
0.2509 0.8079 0.8449 1.6821 103.47 

苦杏仁苷 0.2503 6.3126 6.0263 12.5147 102.92 102.8 1.5
0.2511 6.3327 6.0263 12.5234 102.73 
0.2504 6.3151 6.0263 12.5668 103.74 
0.2520 6.3554 6.0263 12.6284 104.09 
0.2517 6.3479 6.0263 12.5907 103.59 
0.2509 6.3277 6.0263 12.3566 100.04 

甘草苷 0.2503 0.9061 0.9128 1.8235 100.51 102.4 1.3
0.2511 0.9090 0.9128 1.8525 103.37 
0.2504 0.9064 0.9128 1.8379 102.04 
0.2520 0.9122 0.9128 1.8456 102.25 
0.2517 0.9112 0.9128 1.8621 104.18 
0.2509 0.9083 0.9128 1.8419 102.28 

甘草酸 0.2503 1.9373 1.7773 3.6523 96.49   97.0 1.1
0.2511 1.9435 1.7773 3.6651 96.87 
0.2504 1.9381 1.7773 3.6929 98.73 
0.2520 1.9505 1.7773 3.6617 96.28 
0.2517 1.9482 1.7773 3.6833 97.63 
0.2509 1.9420 1.7773 3.6496 96.08 

表 3　含量测定结果 (mg/片，n ＝ 3) 
Tab 3　Content determination (mg/片，n ＝ 3)

批号 盐酸麻黄碱 盐酸伪麻黄碱 苦杏仁苷 甘草苷 甘草酸

2003065 2.45 1.61 12.61 1.81 3.87
2001025 2.17 1.50 13.05 1.93 3.95
1903063 2.58 1.77 13.17 1.65 3.67
1905033 2.73 1.84 12.46 1.99 4.03
1912075 2.30 1.38 12.23 1.53 3.34
1910013 2.91 2.04 12.26 2.0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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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成药制剂，本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波长切换
法，以麻黄、苦杏仁和甘草 3 种组方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中 5 种重要的指标成分进行含量测定，
结果准确，可为三拗片质量控制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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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检测油脂类药用辅料中胆甾醇、 
豆甾醇和β-谷甾醇的含量

尹君1，2，胡鹏辉1，2，舒畅1，2*（1. 中国药科大学药物质量与安全预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9；2. 中国药科

大学药学院，南京　211198）

摘要：目的　建立一种同时检测油脂类药用辅料中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含量的高效液

相色谱法。方法　采用 Agilent Inspire PHP（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是甲醇

和水（90∶10，V/V），等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10 nm，色谱柱温度 30℃。

结果　3 种甾醇组分在质量浓度范围 1 ～ 20 µg·mL－ 1 具有良好的线性范围（R2 ＞ 0.9999）。

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的加样回收率分别在 96.02% ～ 97.58%、96.70% ～ 99.47%、

97.34% ～ 100.2%，RSD 分别是 1.7%、1.4%、1.4%。结论　该方法灵敏度高，简便快速且稳

定性好，线性范围宽，分析成本低，适合含有上述 3 种甾醇组分的药用辅料、中药、药品或食

品中定性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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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典》自 1953 年开始收载脂肪与脂肪
油等油脂类药用辅料的分析方法，2020 年版《中
国药典》四部亦收载了油脂类药用辅料的分析方
法，包括相对密度、折光率、皂化值、杂质、水
分与挥发物等的分析检测，但是对于这些油脂类
药用辅料的甾醇、脂肪酸、ω-3 脂肪酸的组成和
分类等分析方法尚未收载。目前已经发现了 200
多种甾醇化合物，一般存在于复杂的生物基体中，
含量很低，常见的甾醇化合物有胆甾醇、豆甾醇、
β- 谷甾醇、麦角甾醇等，甾醇化合物具有抗肿瘤、
消炎、降低心脏疾病风险等生理功能 [1-2]。1999 年
FDA 批准了植物甾醇及其酯类使用“健康声称”
标签，2004 年欧盟批准在特定食品中使用植物甾
醇，2010 年我国卫生部批准并认证植物甾醇为新
资源食品 [3-4]。近年来，甾醇化合物在医药、化工、
食品等领域备受关注，需求量逐年递增。因此，
建立一种快速、简便、灵敏度高、准确度好且成
本低的甾醇化合物分析方法，对提高我国药品与
食品的质量控制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甾醇的检测方法有很多，包括化学分析法、色
谱法以及联用技术等 [5]。化学分析法主要有毛地黄
皂苷法和酶法，只能检测甾醇的总量 [6-7]；色谱法
中，薄层色谱法主要用于甾醇化合物的定性分析，
无法达到准确定量，且灵敏度和稳定性较差 [8]；气
相色谱法及气质联用技术进样口和检测器温度较
高，易使待测组分分解或破坏，而硅烷衍生化技术
操作烦琐，且检测成本较高 [9-10]；液质联用技术灵
敏度高，选择性强，但是仪器操作及维护烦琐，对
分析人员要求较高。高效液相色谱法是一种常见的
色谱技术，利用皂化和萃取方式，将甾醇化合物从
样本中分离纯化后直接进样分析，具有灵敏度高、
准确度高、稳定性好，且易于操作，简便快捷，分

析成本较低等优点。因此，本文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同时检测油脂类药用辅料大豆油中胆甾醇、
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等甾醇成分的含量。

图 1　3 种甾醇组分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al of three phytosterols

1　仪器与试药

1.1　试药

　　胆甾醇（纯度＞ 99.7%）、β- 谷甾醇（纯度＞

95.0%）、豆甾醇（纯度＞ 90.0%）（阿拉丁试剂）；
甲醇、乙腈和异丙醇（色谱纯，美国 TEDIA 试剂
公司）；氢氧化钾、乙醇、乙醚、丙酮等试剂（均
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
用水为实验室纯水仪所制。
1.2　仪器

　　CPA225D 电子天平（Sartorius，德国）；KH-
25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禾创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HC-2062 高速离心机（山东百欧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WH-3 涡旋仪（上海沪西分析
仪器厂有限公司）；Milli-Q 纯水仪（美国 Merk 
Millipore）；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配置
高压二元泵（G1312A）、真空脱气机（G1322A）、
自动进样器（G1367A）、柱温箱（G1316A）、紫外
检测器（G1314A）和 Agilent 数据采集系统。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配制

2.1.1　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胆甾醇、豆甾
醇和β- 谷甾醇对照品 10.0 mg 置于 10 mL 棕色量
瓶中，用乙腈 - 甲醇 - 异丙醇（90∶9∶1，V/V/V）

Abstract: Objective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cholesterol, stigmasterol and β-sitosterol in oil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by HPLC.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procedure was carried out on 
the Agilent Inspire PHP (250 mm×4.6 mm, 5 μm) column.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 
and water (90∶10, V/V) at a flow of 1.0 mL·min－ 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10 nm.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Results  The three phytosterols components showed good linearitity 
at 1 ～ 20 µg·mL－ 1 (R2 ＞ 0.9999). The recovery of cholesterol, stigmasterol, and β-sitosterol was 
96.02% ～ 97.58%, 96.70% ～ 99.47%, and 97.34% ～ 100.2%. The RSD was 1.7%, 1.4%, and 1.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table, sensitive, and convenient, with low cost and wide 
linear range. It is suitable for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or food containing the above three phytosterols.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HPLC; cholesterol; stigmasterol; β -sitosterol;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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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液（以下简称稀释剂）完全溶解后稀释至刻
度，涡旋混匀，即得各甾醇单体对照品储备液，
4℃避光冷藏备用。分别精密称取β- 谷甾醇、豆
甾醇、胆甾醇对照品 10.0 mg 置于同一 10 mL 棕
色量瓶中，用稀释剂稀释至刻度，涡旋混匀，即
得甾醇混合对照品储备液，4℃避光冷藏备用。
精密量取上述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1.0 mL 置于 10 
mL 棕色量瓶中，用稀释剂稀释至刻度，即得甾
醇混合对照品溶液，4℃避光冷藏备用。
2.1.2　供试品溶液　称取氢氧化钾粉末 12 g，用
10 mL 水溶解后，乙醇稀释至 100 mL，摇匀备用，
即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称取药用辅料大豆油 5.0 g
置于圆底烧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溶液 50 mL，加
热回流 1 h 后，放冷至 25℃。将上述溶液转移至
分液漏斗中，50 mL 水润洗圆底烧瓶 2 次后，并入
分液漏斗。100 mL 乙醚提取 3 次后，合并乙醚提
取液，用 40 mL 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依次用
40 mL 的 3% 氢氧化钾溶液、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
直至最后洗液加酚酞指示液 2 滴不显红色。室温
旋蒸除去乙醚，用丙酮 6 mL 溶解残渣，于空气流
中挥去丙酮，在 105℃干燥至连续 2 次称重之差不
超过 0.3 mg。加入稀释剂 10 mL 溶解不皂化物，用
0.45 μm 滤膜过滤，得供试品溶液，4℃避光冷藏
备用。
2.2　色谱条件 
　　采用 Agilent Inspire PHP（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为甲醇和水（90∶10，V/V），
等度洗脱，流速 1.0 mL·min－ 1，检测波长 210 nm，
柱温 30℃，进样体积 20 μL，自动进样器温度 4℃。
2.3　方法学验证

2.3.1　系统适用性试验　分别取空白溶液，胆甾
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单个对照品溶液和混合对
照品溶液适量，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在该色
谱条件下，3 种甾醇组分的出峰顺序依次是胆甾醇
（25.4 min）、豆甾醇（26.8 min）和β- 谷甾醇（28.9 
min），分离度均大于 1.8，达到完全分离要求。混
合对照品溶液中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的理
论塔板数分别为 23 329、22 512 和 24 244，对称因
子均在 0.96 ～ 1.04，无明显拖尾或前沿现象。
2.3.2　专属性试验　分别取空白溶液、混合对照
品溶液、供试品溶液适量，进样测定，记录色谱
图。由图 2 结果可知，在该色谱条件下，空白溶
液和辅料对 3 种甾醇测定无明显干扰，供试品中
3 种甾醇组分的出峰顺序与对照品溶液保持一致，
并且分离度均大于 2.6。

图 2　专属性试验色谱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specificity test
A. 空白溶液（blank solution）；B. 混合对照品溶液（mixed standard 
solution）；C. 供试品溶液（sample solution）

2.3.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
适量，分别置于 10 mL 棕色量瓶中，加稀释剂
稀释至刻度，涡旋混匀，得到一系列质量浓度
的标准溶液（1、2、5、10、20 µg·mL－ 1）。按
“2.2”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样，记录色谱图。以
色谱峰面积积分值（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X，
µg·mL－ 1）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 1。

表 1　3 种甾醇组分的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 1　Linearity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ree phytoterols

化合物 回归方程 R2

胆甾醇 Y ＝ 9.218X － 2.214 0.9999

豆甾醇 Y ＝ 10.79X － 1.087 0.9999

β- 谷甾醇 Y ＝ 7.857X － 0.7755 0.9999

2.3.4　定量限与检测限　将对照品储备液加稀释
剂逐级稀释后进样分析，当信噪比（S/N）约为 3 
时，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的检测限分别为 
0.312、0.331 和 0.301 µg·mL－ 1；当 S/N 约为 10 
时，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的定量限分别为 
0.983、1.01 和 0.997 µg·mL－ 1。
2.3.5　回收率　精密称取同一批样品，按照
“2.1.2”项下方法制备，分别加入 80%、100%、
120% 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制备供试品溶液，每个
浓度平行配制 3 份，分别进样，记录色谱图，计
算回收率。结果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的回
收率分别在 96.02% ～ 97.58%、96.70% ～ 99.47%、
97.34% ～ 100.2%，平均回收率分 别 为 97.66%、
98.04%、98.82%（n＝ 3），RSD 分别为 1.7%、1.4%、
1.4%。结果表明该方法准确度良好。
2.3.6　精密度和重复性　精密量取同一混合对照
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结果胆甾醇、豆甾醇和
β- 谷甾醇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11%、0.40% 和
0.4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按照“2.1.2”方法平行制备 3 份供试品溶液，
进样分析。结果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含量
平均值的 RSD 分别为 2.7%、0.47% 和 0.99%，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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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3.7　稳定性　分别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和同
一供试品溶液，室温下放置 0、4、8、12、24 h，
进样分析，记录色谱图。结果混合对照品溶液和
供试品溶液中 3 种成分峰面积 RSD 均＜ 2.4%，
表明混合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室温放置 24 h
稳定。
2.4　样品的测定 
　　随机抽取 5 批样品，按照“2.1.2”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进样分析，分别记录 3 种甾醇的峰
面积，结果见表 3。其中，豆甾醇的含量相对较高。

表 3　不同样品的混合甾醇中 3 种甾醇组分的含量 (n＝ 3，mg·kg－ 1) 
Tab 3　Content of three phytosterols in different samples (n ＝ 3，

mg·kg － 1)

样品 胆甾醇 豆甾醇 β- 谷甾醇

样品 1 4.341±0.085 10.82±0.96  4.312±0.064
样品 2 4.500±0.055 13.36±0.06  4.442±0.034
样品 3 5.887±0.054 18.36±0.03  6.551±0.064
样品 4 7.202±0.282 15.51±0.22  5.463±0.055
样品 5 2.368±0.078 13.90±0.08  4.584±0.561

3　讨论 
3.1　色谱柱的选择

　　分别选择了 Agilent Polaris 5 C18-A（250 mm×4.6 
mm，5 μm）、Shimadzu WondaSil C18 Superb（250 
mm×4.6 mm，5 μm）和 Agilent Inspire PHP（250 
mm×4.6 mm，5 μm）3 种色谱柱进行分离。结果显
示，胆甾醇、豆甾醇和β- 谷甾醇在 Agilent Polaris 5 
C18-A 色谱柱上保留较强，拖尾现象严重，出峰时
间较长；Shimadzu WondaSil C18 Superb 色谱柱未能
实现 3 种甾醇组分的完全分离，峰形较差；在相同
的流动相下，Agilent Inspire PHP 能够实现 3 种甾醇
组分的完全分离，且色谱峰峰形对称，能够满足定
量分析要求 [11]。因此，最终采用 Agilent Inspire PHP
（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分析。
3.2　波长的选择

　　采用全波长法在 190 ～ 400 nm 下分别对胆
甾醇、β- 谷甾醇和豆甾醇进行扫描，结果显示 3
种甾醇组分在 210 nm 左右有最强吸收，因此选
用 210 nm 作为检测波长。
3.3　流动相的选择

　　本试验考察了不同比例甲醇和水、不同比例
乙腈和水条件下对照品溶液中 3 种甾醇组分的色
谱峰峰形及分离情况 [12]。结果显示，使用 100%
甲醇时检测信号变强，峰形变窄且对称，但胆甾
醇和豆甾醇没有达到完全分离状态；当甲醇和水
的比例为 90∶10（V/V）时，3 种甾醇组分达到完

全分离，柱效较高，峰形对称。因此，流动相最
终选择甲醇和水（90∶10，V/V）。
3.4　柱温的选择

　　本试验考察了柱温对 3 种甾醇组分的分析影
响，当柱温为 25℃时，峰形变宽，且保留时间
较长；随着温度的增加，保留时间变短，峰形变
窄；当温度升高至 35℃时，3 种组分未达到完全
分离，且温度较高会影响色谱柱寿命。因此，本
试验的柱温设定为 30℃。
　　通过优化色谱柱类型、流动相比例、柱温、
检测波长等色谱条件，建立了药物中胆甾醇、豆
甾醇和β- 谷甾醇的 HPLC 定量分析方法，具有灵
敏度高，简便快速且稳定性好，线性范围宽，分
析成本低，适用于含有上述 3 种甾醇组分的药用
辅料、食品、药品、中药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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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脾丸中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含量测定及安全性评价

张慧，白桂昌*，罗轶，罗永强，张赞*（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质量监测与

评价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021）

摘要：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启脾丸中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的含量，并评价启

脾丸中黄曲霉毒素安全性。方法　样品提取后通过免疫亲和柱处理，采用 HPLC- 柱后衍生 -FLD
法对全国 10 个生产企业的 64 批启脾丸进行测定。结果　启脾丸中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的平均回收率为 84.09%、84.38%、83.11%、86.33%，RSD 为 2.5%、2.0%、2.8%、1.9%，64 批
启脾丸中 52 批检出黄曲霉毒素，检出率为 81.2%，不合格率为 9.4%，部分样品存在黄曲霉毒素

污染的问题。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便，结果稳定可靠，可为该制剂的质量安全控制提供依据。

关键词：启脾丸；黄曲霉毒素 B1；黄曲霉毒素 B2；黄曲霉毒素 G1；黄曲霉毒素 G2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13-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25

Determination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aflatoxin B1, B2, G1, and G2  
content in Qipi pills

ZHANG Hui, BAI Gui-chang*, LUO Yi, LUO Yong-qiang, ZHANG Zan* (NMPA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Guangxi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Nanning  53002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aflatoxin B1, B2, G1, and G2 in Qipi pills by HPLC 
and to evaluate its safety. Methods  After the extraction, the samples were treated by immunoaffinity 
column. Totally 64 batches of Qipi pills from 10 manufactures in China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fter photochemistry derivation. Results  The recovery of aflatoxin B1, B2, 
G1, and G2 was 84.09% 84.38%, 83.11%, and 86.33%, and the RSD was 2.5%, 2.0%, 2.8%, and 1.9%, 
respectively. Aflatoxin was found in 52 of 64 batchs of Qipi pills. The detection rate was 81.2%, and the 
unqualified rate was 9.4%. Some samples were contaminated with aflatoxin.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which can control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preparation. 
Key words: Qipi pill; aflatoxin B1; aflatoxin B2; aflatoxin G1; aflatoxin G2

基金项目：广西重点研发计划（桂科 AB17292069）。
作者简介：张慧，女，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中成药质量分析，email：362591531@qq.com　* 通信作者：白桂昌，男，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中

药质量标准研究，email：353246217@qq.com；张赞，男，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药品检验和药物质量研究，email：25716990@qq.com

　　启脾丸处方由六神曲（炒）、莲子（炒）、麸
炒白术、茯苓、人参、山药、炒山楂、陈皮、炒
麦芽、甘草、泽泻等中药组成，临床用于健脾和
胃 [1]。中药材从采集到成药环节繁杂，由于药材
含糖、蛋白质、油脂等成分较高，在栽培生产、
加工炮制、储藏运输等过程容易霉变污染 [2]，而
霉变产生的代谢物中毒性最强的为黄曲霉毒素
（aflatoxin，AF），黄曲霉毒素在中药材中主要含
有黄曲霉毒素 B1、B2、G1、G2，其中黄曲霉毒
素 B1 毒性最大 [3]。在启脾丸的 11 味药材中，莲
子 [4]、陈皮 [5]、炒麦芽 [6]、六神曲 [7]、甘草 [8] 等

易受黄曲霉毒素污染，进而引入启脾丸中。《中
国药典》一部中部分药材品种制定了黄曲霉毒素
的检测项目，但对中成药并未规定，为保证用药
安全，有必要考察启脾丸中黄曲霉毒素的残留情
况。本文将样品提取后，经免疫亲和柱处理，利
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 柱后衍生 - 荧光检测
器（FLD）[9]，建立了启脾丸中黄曲霉毒素 B1、
B2、G1、G2 的含量测定方法，并对全国 10 个生
产企业的 64 批启脾丸样品进行了测定和安全性
评价，为其质量安全控制提供依据。
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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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LC 2695 和 FLD 2475（Waters 公司），UVE
光化学衍生器（254 nm）（LCTech 公司），AB204-S
电子天平（Mettler Toledo 公司），涡旋混合器
（TALBOYS 公司），固相萃取仪（Dikma 公司）。
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批号：610001-201602，
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标示质量浓度分别为
1.02、0.43、1.06、0.38 μg·mL － 1，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黄曲霉毒素总量（B1、B2、G1、
G2）免疫亲和柱（北京华安麦科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64 批启脾丸样品来自全国 10 个生产厂家，
厂家（样品编号）分别为 A（1 ～ 4）、B（5 ～ 11）、
C（12）、D（13 ～ 20）、E（21 ～ 23）、F（24 ～ 25）、
G（26 ～ 35）、H（36 ～ 37）、I（38 ～ 43）、J
（44 ～ 64）；乙腈为色谱纯，其他试剂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CAPCELL PAK C18 MGⅡ（4.6 mm× 

250 mm，5 μm）；流动相：甲醇 - 乙腈 - 水（30∶ 
13∶57）；流速：1.1 mL·min － 1；进样量：25 
μL；柱后 UVE 光化学衍生；检测器：FLD，激
发波长：360 nm，发射波长：450 nm。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和随行加样对照品溶液　精密
量取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 0.5 mL，置 10 mL 棕
色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作为储备液。精
密量取储备液 1 mL，置 25 mL 棕色量瓶中，用
甲醇稀释至刻度，即得黄曲霉毒素 B1、B2、G1、
G2 质量浓度为 2.04、0.86、2.12、0.76 ng·mL － 1

的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储备液 0.65 mL，置 50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作为随行加样
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取样品剪碎，精密称取 3 g，
置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氯化钠 3 g，水 5 mL，涡
旋摇散，再精密加入甲醇 20 mL，2500 r·min－ 1 涡
旋 5 min，9000 r·min － 1 离心 5 min，精密量取上
清液 15 mL，置 50 mL 量瓶中，用磷酸缓冲液（pH 
6.5）稀释至刻度，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0 
mL，经免疫亲和柱处理，流速 3 mL·min－ 1，用
水 20 mL 洗脱，洗脱液弃去，用空气将水排出，再
用甲醇 1.5 mL 自然洗脱，将洗脱液置 2 mL 量瓶中，
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2.3　系统适用性试验
　　按“2.1”项下色谱条件，取对照品溶液、阴
性样品（均未检出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的
样品）、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黄曲霉毒素各成
分分离完全，分离度大于（R）1.5，见图 1。
2.4　线性关系考察

图 1　黄曲霉毒素 HPLC 图

Fig 1　HPLC of aflatoxin
A.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B. 阴性样品（negative sample）；

C. 供试品（sample）

　　精密吸取“2.2.1”项下的对照品溶液配制成系
列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以进样量（X，pg）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
坐标，计算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1。

表 1　回归方程和线性范围 
Tab 1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linear range

黄曲霉毒素 线性方程 r 线性范围 /pg
B1 Y ＝ 3.842×104X ＋ 17.26 1.0000 9.3 ～ 55.8
B2 Y ＝ 7.268×103X － 16.62 1.0000 3.0 ～ 18.0
G1 Y ＝ 2.167×104X － 70.43 1.0000 9.3 ～ 55.8
G2 Y ＝ 5.662×104X － 51.02 0.9999 3.5 ～ 21.0

2.5　加样回收试验
　　取未检出样品 6 份，约 3 g，精密称定，置
离心管（50 mL）中，精密加入随行加样对照品溶
液 20 mL，按“2.2.2”项下方法制备加样回收供
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黄曲霉毒素 B1、B2、
G1、G2 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84.09%、84.38%、
83.11%、86.33%，RSD 分别为 2.5%、2.0%、2.8%、
1.9%，符合分析要求。
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 6 份，按“2.2.2”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黄曲霉毒素 B1、
B2、G1、G2 的 RSD 分 别 为 2.0%、1.5%、2.1%、
1.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份“2.5”项下的加样回收供试品溶液，
连续测定 6 次，结果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的 RSD 分别为 0.64%、0.48%、1.0%、0.57%，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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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2.5”项下的加样回收供试品溶液，
分别于 0、2、5、8、12 h 进样测定，结果黄曲霉
毒素 B1、B2、G1、G2 的 RSD 分别为 1.3%、1.0%、
1.0%、0.99%，表明 12 h 内各组分均稳定。
2.9　检测限 
　　精密量取“2.2.1”项下对照品溶液 1 mL，置
25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并定容，摇匀，进样测
定，结果各黄曲霉组分峰的信噪比均大于 10，折
算各成分检测限，结果黄曲霉毒素 B1、B2、G1、
G2 检测限分别为 0.2、0.1、0.2、0.1 μg·kg－ 1。
2.10　样品测定 

　　取 64 批启脾丸样品，按“2.2.2”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 52 批启脾丸检
出黄曲霉毒素，检出率达 81.2%，黄曲霉毒素 B1

的含量为 0.0 ～ 21.8 μg·kg － 1，黄曲霉毒素 B2

的含量为 0.0 ～ 2.5 μg·kg － 1，黄曲霉毒素 G1 和
黄曲霉毒素 G2 均未检出，黄曲霉毒素 B1、B2、
G1、G2 总量为 0.0 ～ 24.3 μg·kg － 1，见表 2。参
考《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的限度（每 1 kg 含
黄曲霉毒素 B1 不得过 5 µg，含黄曲霉毒素 B1、
B2、G1、G2 总量不得过 10 µg）对样品进行判断，
结果 6 批样品超过限度，不合格率为 9.4%。表明
黄曲霉毒素所造成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表 2　启脾丸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测定结果 (μg·kg － 1) 
Tab 2　Determination of aflatoxin B1，B2，G1 and G2 in Qipi pill (μg·kg － 1)

样品
黄曲霉毒素

样品
黄曲霉毒素

B1 B2 G1 G2 总量 B1 B2 G1 G2 总量

1 12.2 1.8 ND ND 14.0 33 1.2 0.1 ND ND 1.3 
2 9.4 1.4 ND ND 10.8 34 1.3 0.2 ND ND 1.5 
3 21.8 2.5 ND ND 24.3 35 1.5 0.1 ND ND 1.6 
4 8.9 1.8 ND ND 10.7 36 2.0 0.3 ND ND 2.3 
5 2.0 0.5 ND ND 2.5 37 2.2 0.4 ND ND 2.6 
6 1.7 0.3 ND ND 2.0 38 0.6 0.3 ND ND 0.9 
7 1.9 0.4 ND ND 2.3 39 ND ND ND ND ND
8 2.2 0.4 ND ND 2.6 40 1.7 0.3 ND ND 2.0 
9 4.5 0.9 ND ND 5.4 41 1.6 0.4 ND ND 2.0 
10 2.4 0.6 ND ND 3.0 42 2.4 0.4 ND ND 2.8 
11 7.6 1.1 ND ND 8.7 43 3.3 0.5 ND ND 3.8 
12 5.6 1.1 ND ND 6.7 44 1.2 0.2 ND ND 1.4 
13 1.3 0.6 ND ND 1.9 45 1.3 0.2 ND ND 1.5 
14 1.1 0.5 ND ND 1.6 46 1.3 0.4 ND ND 1.7 
15 1.4 0.4 ND ND 1.8 47 1.4 0.2 ND ND 1.6 
16 ND ND ND ND ND 48 1.3 0.2 ND ND 1.5 
17 ND ND ND ND ND 49 1.0 0.2 ND ND 1.2 
18 ND ND ND ND ND 50 1.0 0.3 ND ND 1.3 
19 ND ND ND ND ND 51 1.1 0.1 ND ND 1.2 
20 ND ND ND ND ND 52 0.6 0.1 ND ND 0.7 
21 2.2 0.5 ND ND 2.7 53 0.7 0.1 ND ND 0.8 
22 2.5 0.5 ND ND 3.0 54 0.8 0.1 ND ND 0.9 
23 2.1 0.4 ND ND 2.5 55 1.7 0.2 ND ND 1.9 
24 ND ND ND ND ND 56 ND ND ND ND ND
25 ND ND ND ND ND 57 ND ND ND ND ND
26 1.3 0.2 ND ND 1.5 58 ND ND ND ND ND
27 1.2 0.3 ND ND 1.5 59 2.1 0.6 ND ND 2.7 
28 2.2 0.3 ND ND 2.5 60 1.8 0.5 ND ND 2.3 
29 2.6 0.2 ND ND 2.8 61 2.0 0.5 ND ND 2.5 
30 0.9 0.1 ND ND 1.0 62 2.5 0.4 ND ND 2.9 
31 0.9 0.1 ND ND 1.0 63 ND ND ND ND ND
32 1.1 0.1 ND ND 1.2 64 1.9 0.5 ND ND 2.4 

注（Note）：ND 表示未检出（ND means no detection）。

3　讨论

　　启脾丸由 11 味药组成，制法为全部药味粉
碎后于炼蜜混合直接入药。黄曲霉毒素的毒性被

列为极毒，目前国际上不建议设定黄曲霉毒素的
安全耐受量和无毒作用剂量，国内外标准对食品
中黄曲霉毒素限量的规定不同，国际食品法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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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美国未单独对坚果中黄曲霉毒素 B1 做限
定，仅规定黄曲霉毒素总量最高限量为 10 ～ 20 
μg·kg － 1；欧盟对水果及坚果类制品规定最高限
量黄曲霉毒素 B1 为 2 ～ 12 μg·kg － 1、黄曲霉毒
素总量为 4 ～ 15 μg·kg － 1[10]；中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1-2017）
中仅限定了黄曲霉毒素 B1 含量，其中谷物及制
品 5.0 ～ 20 μg·kg － 1、豆类及制品 5.0 μg·kg － 1、
坚果及籽类 5.0 ～ 20 μg·kg － 1、油脂及其制品
10 ～ 20 μg·kg － 1、 调 味 品 5.0 μg·kg － 1、 特
殊膳食用食品 0.5 μg·kg － 1。除食品之外，德
国、韩国对中药材中黄曲霉毒素 B1 限度为 2、10 
μg·kg － 1[4]；中国《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
行业标准》中黄曲霉毒素 B1 限度为 5 μg·kg － 1，
《中国药典》对中药材中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
毒素总量限量为 5 μg·kg － 1 和 10 μg·kg － 1。但
目前均没有标准单独对黄曲霉毒素 B2、G1、G2

的限量进行规定，大多通过黄曲霉毒素总量控制
其安全性。
　　在检出黄曲霉毒素的启脾丸样品中，全部为
B 族黄曲霉毒素，主要为黄曲霉毒素 B1。按照
《中国药典》的限度标准进行判定，有 3 家生产
企业 6 批样品超过限度，表明部分企业对易感染
黄曲霉毒素的投料饮片质量控制意识较差，缺乏
有效监督。
　　由于黄曲霉毒素极易污染，在中药材和中成药
的全过程生产链中制订有效的防控措施十分重要。
从源头来讲，先进的栽培技术、合理的采集时间、
严格的储藏加工运输条件均能有效降低黄曲霉毒素
的污染。在黄曲霉毒素产生后，也可通过物理方法
（高温、辐照 [11]、精油熏蒸 [12]、吸附 [13]）、化学方
法（氨处理、臭氧处理 [14]）、生物方法（细菌 [15]、真
菌 [16]、海洋微生物 [17]）对其进行降解并减少毒性。
同时应根据中药的不同特性，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
下选择合适的防控措施，形成长效的保障机制。
　　黄曲霉毒素易溶于甲醇、三氯甲烷、丙酮、
油等有机溶剂，难溶于水，试验中采用 70% 甲醇
对启脾丸样品进行提取后，提取液呈弱酸性，为
使免疫亲和柱保持良好的吸附性能，比较了水和
4 种磷酸缓冲液（pH 6.0、6.5、7.0、7.5）作为提
取液的稀释溶液，结果选用 pH 6.5 的磷酸缓冲液
稀释提取液后再经免疫亲和柱净化回收率最好。
方法学研究表明此方法具有回收率好、专属性强、
操作简单快速等优点，可作为启脾丸黄曲霉毒素
的定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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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波长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愈伤灵胶囊中 10 种成分含量

王珺，乔亚玲，刘亚蓉（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藏药）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中藏药现

代化研究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0）

摘要：目的　建立双波长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愈伤灵胶囊中岩白菜素、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

素、红花黄色素、羟基红花黄色素 A、藁本内酯、阿魏酸、马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续断苷

B 10 种成分的含量。方法　色谱柱为 ACE Excel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µm）；流动相 A
为甲醇，B 为 0.1% 磷酸，梯度洗脱；流速为 1.0 mL·min－ 1；柱温 25℃；检测波长为 325 nm 和

244 nm。结果　不同企业生产的愈伤灵胶囊中 10 种成分含量不尽相同。结论　本法简便，准确，

可用于愈伤灵胶囊的含量测定。各企业生产的愈伤灵胶囊存在质量差异，建议提升药品质量标准。

关键词：愈伤灵胶囊；双波长；一测多评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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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10 components in Yushangling capsules by 
HPLC with dual wavelength

WANG Jun, QIAO Ya-ling, LIU Ya-rong (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and Testing, 
NMPA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betan Medicine,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Medicine in Qinghai Province, Xining  8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imultaneouly determine bergenin, 11-O-galloyl bergenin, safflor yellow,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ligustilide, ferulic acid, loganic acid, angelica glycoside, loganin and loganin 
B 10 components in Yushangling capsules by dual wavelength HPLC. Methods  The ACE Excel C18 
column (250 mm×4.6 mm, 5 μm) was used.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 (A) and 0.1% 
phosphoric acid (B)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25 nm and 244 nm. Results  The content of these 10 
components varied in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ampl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Yushangling capsul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Yushangling capsules by various enterprises, so the quality standards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Yushangling capsule; dual wavelength; multi-components by single marker;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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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伤灵胶囊为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中成
药，由土鳖虫、红花、自然铜（煅），冰片、黄
瓜子（炒）、续断、三七、当归、落新妇提取物组
成，用于跌打损伤，筋骨瘀血肿痛，亦可用于骨
折的辅助治疗。全国共有 17 家生产企业，质量
标准为《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八册》
WS3-B-1662-93[1]，以及修订标准 WS3-B-1662-93-1、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2 、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3 、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4 、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5 、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6 、 W S 3 - B - 1 6 6 2 - 9 3 - 7 、

WS3-B-1662-93-8、WS3-B-1662-93-9。由于质量标
准不统一，不同企业生产的样品质量参差不齐。据
相关资料所知，红花黄色素和羟基红花黄色素 A
为红花的主要成分 [2]；岩白菜素和 11-O- 没食子酰
岩白菜素为落新妇的主要成分 [3]；阿魏酸和藁本内
酯为当归的主要成分；马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
续断苷 B 为续断的成分 [4-5]。故本文选择这 10 种成
分，建立双波长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方法，为愈伤灵
胶囊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618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Agilent1260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安 捷 伦），
XS105DU 电子天平（上海梅特勒），BSA224S-CW
电子天平（赛多利斯），Milli-Q-Advantage A10 超
纯水仪（默克密理博）。
　　阿魏酸（批号：110773-201012，纯度：99.6%）、
当药苷（批号：111742-200501，纯度：100%）、马
钱苷（批号：111640-201808，纯度：99.0%）、马钱
苷 酸（批 号：111865-210403， 纯 度：94.7%）、 岩
白菜素（批号：111532-200202，纯度：100%）、羟
基 红 花 黄 色 素 A（批 号：111637-201106， 纯 度：
92.5%）（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批号：B30511，纯度：98%）
和续断苷 B（批号：B50175，纯度：90%）（对照品，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藁本内酯对照品（批
号：160816，纯度：98%，北京世纪奥科有限公
司）；红花黄色素对照品（批号：AF2040951，纯度：
95%，成都埃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9 个生产企业
的愈伤灵胶囊样品信息见表 2。水为超纯水，甲醇
为色谱纯，其他试剂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ACE Excel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µm）；流动相 A 为甲醇，B 为 0.1% 磷酸，梯度
洗脱（0 ～ 10 min，2% ～ 20%A；10 ～ 27 min，
20% ～ 25%A；27 ～ 61 min，25% ～ 70%A；
61～ 70 min，70%～ 2%A；70～ 73 min，2%A）；
流速 1.0 mL·min－ 1，柱温 25℃，进样量 10 μL，
检测波长 244 nm（羟基红花黄色素 A、当药苷、
马钱苷、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续断苷 B）及
325 nm（岩白菜素、马钱苷酸、阿魏酸、红花黄
色素、藁本内酯）[3-6]。色谱图见图 1。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对照品各适量，加甲醇制成含阿魏酸
0.3061 mg·mL－ 1、当药苷 0.2170 mg·mL－ 1、马
钱苷 0.1631 mg·mL－ 1、马钱苷酸 0.2551 mg·mL－ 1、
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 0.2111 mg·mL－ 1、续
断 苷 B 0.1319 mg·mL－ 1、 藁 本 内 酯 0.2221 
mg·mL－ 1、红花黄色素 0.2742 mg·mL－ 1、岩白
菜素 0.1822 mg·mL－ 1、羟基红花黄色素 A 0.0931 
mg·mL－ 1 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内容物粉末 3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
形瓶中，精密加 70% 乙醇 50 mL，称定重量，静置
2 h，再超声 1 h，冷却后，称定重量，用 70% 乙醇
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性关系　分别精密吸取“2.2”项下混合
对照品储备液 0.1、0.5、1.0、2.0、5.0 mL 置于
同一 10 mL 棕色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
匀，即得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系列混
合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以质量浓
度（X，μg·mL－ 1）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
坐标进行线性回归，计算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
结果 10 种成分在各自线性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
好的线性关系（见表 1）。
2.4.2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储备
液，稀释 10 倍后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积。
结果岩白菜素、阿魏酸、藁本内酯、马钱苷酸、
当药苷、马钱苷、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红
花黄色素、续断苷 B、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峰面积
的 RSD 在 0.22% ～ 2.4%。
2.4.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
20191001），分别于制备后 0、4、8、12、16、20、
24 h 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岩白菜素、阿
魏酸、藁本内酯、马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
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红花黄色素、续断苷 B、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峰面积的 RSD 在0.13%～1.5%。
2.4.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粉末 6 份（批
号：20191001），按“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结果岩白菜素、阿魏酸、藁本内

图 1　愈伤灵胶囊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Yushangling capsule
A、C. 供试品（sample）；B、D. 混合对照品（mixed reference）；

1. 羟 基 红 花 黄 色 素 A（hydroxysafflor yellow A）；2. 当 药 苷

（sweroside）；3. 马钱苷（loganin）；4.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

（11-O-galloylbergenin）；5. 续断苷 B（dipsanoside B）；6. 岩白菜素

（bengenin）；7. 马钱苷酸（loganiv acid）；8. 阿魏酸（ferulic acid）；

9. 红花黄色素（safflower yellow）；10. 藁本内酯（ligusti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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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马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11-O- 没食子
酰岩白菜素、红花黄色素、续断苷 B、羟基红花
黄色素 A 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13.4843、0.0773、
0.3683、4.7476、2.6203、0.7226、0.8903、7.5646、
1.4583、0.7706 mg·g－ 1，RSD 在 0.60% ～ 2.2%。
2.4.5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供试品粉末
6 份（批号：20191001），每份约 1.5 g，精密称定，
分别置于锥形瓶中，再分别精密加入混合对照品
溶液 10 mL（岩白菜素、阿魏酸、藁本内酯、马
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

素、红花黄色素、续断苷 B、羟基红花黄色素 A
质量浓度分别为 1.0012、0.0112、0.0514、0.6381、
0.5124、0.1548、0.1215、0.8487、0.2251、0.1254 
mg·mL－ 1），按“2.2”项下方法制备，再进样测
定，计算得岩白菜素、阿魏酸、藁本内酯、马钱
苷酸、当药苷、马钱苷、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
红花黄色素、续断苷 B、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平
均回收率为 98.87%、93.34%、93.95%、94.54%、
97.98%、94.62%、96.78%、96.01%、97.00%、
94.88%，RSD 分 别 为 0.35%、0.87%、0.95%、
0.65%、0.81%、1.1%、0.94%、0.35%、0.56%、1.2%。
2.5　检测限测定

　　确立 3 倍基线噪音为检测限，10 倍基线噪音
为定量限 [6]，岩白菜素、阿魏酸、藁本内酯、马
钱苷酸、当药苷、马钱苷、11-O- 没食子酰岩白菜
素、红花黄色素、续断苷 B、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检测限分别为 0.123、0.411、0.017、0.301、0.044、
0.038、0.079、0.017、0.053、0.049 μg·mL－ 1，定
量 限 分 别 为 0.410、1.370、0.057、1.003、0.147、
0.127、0.263、0.057、0.177、0.163 μg·mL－ 1。
2.6　样品测定

　　将 9 批样品和混合对照品采用“2.1”项下色
谱条件进样测定各成分含量，结果见表 2。

表 1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 1　Linear relationship

化合物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

（μg·mL － 1）

岩白菜素 Y ＝ 30.03X － 33.61 0.9996 1.82 ～ 91.00
阿魏酸 Y ＝ 13.66X ＋ 6.954 0.9994 3.06 ～ 153.05
藁本内酯 Y ＝ 9.533X ＋ 6.747 0.9991 2.22 ～ 111.05
马钱苷酸 Y ＝ 35.32X － 35.25 0.9990 2.55 ～ 127.55
当药苷 Y ＝ 25.40X ＋ 23.95 0.9990 2.17 ～ 108.50
马钱苷 Y ＝ 7.416X － 2.432 0.9995 1.63 ～ 81.55
11-O- 没食子酰岩

白菜素

Y ＝ 7.918X ＋ 1.468 0.9994 2.11 ～ 105.55

红花黄色素 Y ＝ 4.436X ＋ 6.209 0.9996 2.74 ～ 137.10
续断苷 B Y ＝ 33.63X ＋ 40.20 0.9992 1.32 ～ 65.95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Y ＝ 11.51X ＋ 0.3527 0.9990 0.93 ～ 46.55

表 2　愈伤灵胶囊各成分含量结果 (mg·g － 1) 
Tab 2　Content of each ingredient in Yushangling capsules (mg·g － 1)

批号
生产

企业
岩白菜素 马钱苷酸 阿魏酸

红花黄

色素
藁本内酯

羟基红花黄

色素 A
当药苷 马钱苷

11-O- 没食子酰

岩白菜素
续断苷 B

20191001 BSD 13.4843 4.7476 0.0773   7.5646 0.3683 0.7706 2.6203 0.7226 0.8903 1.4583 

1911211 GLDD 10.7536 1.8026 0.1020 10.5353 0.3563 1.9290 0.2600 0.1833 0.7136 0.3236 

20190801 HB 22.1020 0.6806 0.0850   8.7530 0.5663 2.1516 0.4616 0.1340 0.5606 0.5160 

2001202 HS 15.9120 1.2166 0.0153 / 0.4830 / 0.5670 0.3283 0.5333 0.3653 

190602 SQ 29.8333 0.3813 /   3.9210 0.1856 / 0.4106 0.2920 1.1600 0.2216 

20190202 WSL 25.2213 4.0370 / / / 1.3950 0.6883 0.4363 0.5690 0.5313 

190502 YF 23.0366 1.2243 0.1250 13.1890 1.0403 2.1240 0.4600 0.1743 0.7556 0.4706 

20191203 YL   5.3280 0.5210 0.0500   7.0893 0.1930 1.3466 0.1323 / 0.6356 0.1696 

190709 ZBYD 10.6686 0.2990 /   1.5840 0.0886 / 0.5183 0.1303 0.2976 0.1553 

平均值 17.3710 1.6566 0.0757   7.5194 0.4101 1.6194 0.6798 0.3001 0.6795 0.4679 

注（Note）：/. 未检出或低于检测限（“/”mean not detected or lower than LOD）。

　　HS 生产的样品中未检出红花黄色素和羟基
红花黄色素 A，红花投料未达标；WSL 生产的样
品中未检出阿魏酸、藁本内酯和红花黄色素，当
归投料未达标及红花投料质量较次；SQ 和 ZBYD
生产的样品中未检出阿魏酸和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可能存在当归和红花质量较次的情况；YL 生产的
样品中未检出马钱苷，可能存在续断质量较次的
情况。不同生产企业样品中各成分指标的值不尽

相同，各生产企业之间愈伤灵胶囊质量差异较大。
3　小结

　　本研究建立的双波长高效液相色谱法简便、
精密度好，可用于愈伤灵胶囊中 10 种成分的含
量测定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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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色谱法测定环硅酸锆钠散中总钠和游离钠

夏颖，严菲，李耕，陈民辉*（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南京　210019）

摘要：目的　建立离子色谱法测定环硅酸锆钠散中的总钠和游离钠。方法　采用 Dionex IonPac 
CS12A（4 mm×250 mm）色谱柱，以 20 mmol·L－ 1 甲磺酸溶液作为淋洗液，流速为 1.0 
mL·min－ 1，采用抑制电导检测方式，进样量为 25 µL，样品经 200 mmol·L－ 1 氯化钾溶液振
摇提取至少 2 h 后进行测定。结果　钠离子在 8 ～ 80 μg·mL－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低、中、
高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9.73%、100.30% 和 98.60%，RSD 分别为 0.80%、1.2% 和 0.40%。
结论　本方法简便可行，可用于测定环硅酸锆钠散中游离钠及总钠含量。
关键词：离子色谱法；钠；环硅酸锆钠散；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R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20-03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27

Determination of total and free sodium in sodium zirconium cyclosilicate 
powder by ion chromatography

XIA Ying, YAN Fei, LI Geng, CHEN Min-hui* (Jiangsu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Nanjing  
21001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total and free sodium in sodium zirconium 
cyclosilicate powder by ion chromatography method. Methods  A Dionex IonPac CS12A column (4 
mm×250 mm) was used with 20 mmol·L－ 1 methanesulfonic acid solution as the eluent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 1. The conductivity detector was used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5 µL. Before 
the determination, the sample was shaken in 200 mmol·L－ 1 potassium chloride solution for at least 
2 hours. Results  The sodium showed good linearity in the range of 8 － 80 μg·mL－ 1.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 of sodium was 99.73%, 100.30%, and 98.60% with RSD of 
0.80%, 1.2%, and 0.4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reasonab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free and total sodium in sodium zirconium cyclosilicate powder. 
Key words: ion chromatography; sodium; sodium zirconium cyclosilicate powder; determination

作者简介：夏颖，女，主管药师，主要从事化学药品质量研究，email：953400276@qq.com　* 通信作者：陈民辉，男，主任药师，主

要从事药品质量标准研究，email：18912966990@189.cn

　　环硅酸锆钠散（sodium zirconium cyclosili-
cate powder，商品名：利倍卓）是一种口服悬浮
剂，适应证为成人高钾血症，2018 年在美国批
准上市，2020 年在我国上市，用于高钾血症患
者的快速降钾以及长期维持治疗 [1-3]。长期应用

环硅酸锆钠散可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临床试
验表明该药物存在水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约为
8% ～ 11%[4]。该不良反应发生可能的原因是每 5 
g 环硅酸锆钠中约含有 400 mg 钠，会引起身体钠
负荷增加，导致水钠潴留，从而引起水肿 [5-7]。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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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对本品中的钠含量进行控制。
　　现行进口药品注册标准（No. JX20190188）
未对环硅酸锆钠散中的钠含量进行控制，目前也
尚无关于本品中钠的测定方法的报道。本研究首
次建立环硅酸锆钠散中总钠和游离钠的含量测定
方法，为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药品中钠含量测定常用的方法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和离子色谱法。环硅酸锆钠散的原料药为微
孔环硅酸锆钠，是一种不溶于水的无机物，化学式
为 Na～ 15 H～ 05 ZrSi3O9·2 ～ 3H2O，钠在本品中大
部分以结合态存在，因此选择合适的前处理方式非
常重要。如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常见的前处
理方式为湿法消解、微波消解和碱熔消解等，对于
无机晶体化合物，上述操作方法均存在步骤烦琐的
缺点。环硅酸锆钠散是通过氢和钠选择性地交换钾
离子，从而达到降低钾离子的效果，本文采用高浓
度的氯化钾溶液通过振摇的方式将样品中的钠置换
成钠离子，并采用离子色谱法进行测定，样品前处
理方法简单，测定结果准确可靠，适用于环硅酸锆
钠散中总钠和游离钠的测定。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Dionex ICS-6000 型离子色谱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XS205 型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Milli-Q 超纯水仪（Millipore
公司）。
1.2　试药
　　钠单元素标准溶液（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
材 料 分 析 测 试 中 心，1000 μg·mL－ 1， 批 号：
204021-6）；氯化钠纯度标准物质（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纯度：100%，批号：17071）；环硅酸锆
钠散（企业 A，批号：MA3216B、MA3081B）；
氯化钾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Dionex IonPac CS12A（4 mm×250 
mm）；保护柱：DionexIonPac CG12A 柱（4 mm× 

50 mm）；CDRS600 型抑制器（4 mm）；检测器：
电导检测器；淋洗液发生器：Dionex EGC 500 
MSARFIC；淋洗液：20 mmol·L－ 1 甲磺酸溶液；
流速：1.0 mL·min－ 1；柱温：30℃；抑制电流 
59 mA；分析时间：15 min；进样量：25 μL。
2.2　溶液制备
2.2.1　空白溶液　精密量取 200 mmol·L－ 1 氯化
钾溶液 1 mL，置 25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度，摇匀，作为空白溶液。
2.2.2　对照品溶液　精密量取钠单元素标准溶液

（1000 μg·mL－ 1） 1 mL，置 25 mL 量瓶中，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2.2.3　总钠含量测定的供试品溶液　取本品细粉
适量（约相当于总钠 40 mg），精密称定，置具塞
离心管中，精密加入 200 mmol·L－ 1 氯化钾溶液
40 mL，振摇至少 2 h，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1 
mL，置 25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作为总钠含量测定的供试品溶液（无特殊说明，
下文中提到的供试品溶液均指此溶液）。
2.2.4　游离钠含量测定的供试品溶液　取本品细
粉适量（约相当于总钠 4 mg），精密称定，置 100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滤过，取
续滤液，作为游离钠含量测定的供试品溶液。
2.3　方法学研究
2.3.1　专属性试验　精密量取水及“2.2” 项下的
空白溶液、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 25 μL 注
入离子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典型色谱图见图 1，
其中钠离子和钾离子分离度为 5.8。空白溶液均
不干扰测定。

图 1　空白溶液（A）、对照品溶液（B）和供试品溶液（C）的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blank solution（A），reference solution
（B）and sample solution（C）

1. 钠离子（sodium）；2. 钾离子（potassium）

2.3.2　线性试验　分别精密量取钠单元素标准溶
液（1000 μg·mL－ 1），用水稀释制得钠离子质量
浓度约为 8、20、32、40、48、60 和 80 μg·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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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标准溶液，进样分析，记录色谱图。以钠
离子的质量浓度（C）为横坐标，峰面积（A）为
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方程为 A ＝

0.2640C － 0.0225（r ＝ 1.000），钠离子在 8 ～ 80 
μg·mL－ 1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3.3　回收试验　取本品细粉适量（约相当于总
钠 16 mg、20 mg 和 24 mg），精密称定，置具塞
离心管中，分别精密加入氯化钠纯度标准物质
（约相当于钠 16 mg、20 mg 和 24 mg），混匀，按
“2.2.3”项下方法制成钠离子含量分别约为 32、
40 和 48 μg·mL－ 1 的溶液，作为回收试验溶液。
每个浓度平行制备 3 份，进样分析，记录色谱
图，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在低、中、高水平的
平均回收率（n ＝ 3）分别为 99.73%、100.30% 和
98.60%，RSD 分别为 0.80%、1.2% 和 0.40%，表
明该方法准确度高。
2.3.4　精密度和重复性试验　精密量取“2.2.2”项
下的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结果钠离子峰
面积 RSD 为 0.040%；表明方法进样精密度良好。
　　精密量取“2.2”项下的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
溶液（平行制备 6 份），进样分析，结果 6 份样品
中总钠的含量的 RSD（n ＝ 6）为 0.60%，方法重
复性良好。
　　由不同的分析人员在不同日期重复上述操作，
计算得 12 份样品中总钠的含量 RSD（n ＝ 12）为
0.60%，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中间精密度。
2.3.5　稳定性试验　取“2.2”项下的对照品溶液
和供试品溶液，分别于室温放置 0、2、4、8、12
和 24 h 注入离子色谱仪，进样分析，对照品和供
试品溶液各时间点峰面积的 RSD 均为 0.20%，表
明在室温条件下 24 h 内稳定。
2.3.6　灵敏度试验　取上述线性对照品溶液逐步
稀释，按“2.1”项下方法测定，以 S/N ≈ 10 为定
量限，S/N ≈ 3 为检测限，结果钠离子的定量限
为 0.04 μg·mL－ 1，检测限为 0.01 μg·mL－ 1。
2.3.7　样品测定　取本品适量，按“2.2”项下方
法分别制备用于总钠测定和游离钠测定的供试品
溶液，进样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批次样品中钠含量测定结果 
Tab 1　Determination of sodium in samples

批次 规格 /g 总钠含量 /% 游离钠含量 /%

MA3216B 10 7.9 0.1

MA3081B   5 7.8 0.1

3　讨论
3.1　钾离子浓度的选择
　　环硅酸锆钠是一种结构独特的高选择性钾离
子结合剂，作用机制为用氢和钠交换钾，本试

验采用高浓度的钾离子置换出样品中的钠，并对
钠的含量进行测定，因此，前处理过程中保证
钠能被钾完全置换出来是关键。试验中，比较
了不同浓度的钾离子溶液（浓度分别为 5、10、
50、100、150 和 200 mmol·L－ 1）振摇处理 3 h
后钠的测定结果，结果表明，随着钾离子浓度
升高，所测得钠含量升高，其中 150 mmol·L－ 1

和 200 mmol·L－ 1 钾离子浓度测得的钠含量无显
著差别，故认为钠已经置换完全，最终选择 200 
mmol·L－ 1 钾离子作为提取溶液。
3.2　振摇时间的确定
　　采用 200 mmol·L－ 1 钾离子振摇提取，考察
不同提取时间（0.5、1、1.5、2、2.5、3 h）对测
定结果的影响，发现提取 1.5 h 后，测得钠含量
无显著增加，说明在 1.5 h 时已经基本置换完全。
最终确定振摇提取至少 2 h，在缩短分析时间的
基础上保证钠完全被置换出来。
4　小结
　　本文首次建立了环硅酸锆钠散中总钠和游离
钠的含量测定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方法学验证。
该方法专属、灵敏、准确度高、重复性好，可为
环硅酸锆钠散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和依据。由于
本品的钠含量与不良反应相关，因此建议生产厂
家对钠含量情况进行考察，制订合适的限度，并
在稳定性考察过程中关注游离态钠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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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伐沙班作为新型口服抗凝药，临床主要用于预防血栓形成。与华法林烦琐的定期监测

相比，利伐沙班不需要常规监测，因此近年来其临床治疗地位逐步提高。但多项研究表明接受

利伐沙班治疗患者的血药浓度存在较大的个体间差异。临床对其治疗窗的摸索一直没有统一结

论，出血与栓塞的风险控制暂无理想的血药浓度平衡点。本文对利伐沙班群体药代动力学相关

的研究进行综述，针对不同患者群体，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与利伐沙班暴露量的关系，以期丰

富临床对利伐沙班个体化用药的认识。

关键词：利伐沙班；抗凝；血药浓度；群体药代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R9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23-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28

Research progress in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rivaroxa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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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varoxaban, a novel oral anticoagulant drug,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Compared 
with the frequent monitoring of warfarin, rivaroxaban does not need to be monitored routinely, so its 
use in clinical treatment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varoxaban varied widely among individuals. 
There has been no unified conclusion in clinical exploration of its treatment window, and the risk 
control of bleeding and embolism has no ideal blood concentration balance point. We summarized the 
recent advance in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rivaroxaban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ivaroxaban exposure for different patient groups, to enrich clinical 
comprehensi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use of rivaroxaban. 
Key words: rivaroxaban; anticoagulant; blood concentration;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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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伐沙班是一种高选择性，直接抑制因子
Ⅹ a 的口服药物，其通过抑制因子Ⅹ a 可以中断
凝血瀑布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途径，抑制凝血酶的
产生和血栓形成 [1]。利伐沙班在临床治疗中的适

应证为预防和治疗接受择期髋或膝关节置换手
术的成年人的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sis，
VTE），预防非瓣膜性房颤（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NVAF）患者的中风和全身性栓塞 [2]。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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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还批准了利伐沙班用于
预防成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的血栓栓塞事件 [3]。利伐沙班
在体内具有双重清除方式，约三分之一的药物通
过肾脏以原形消除，三分之二的药物在肝脏通过
CYP3A4/5、CYP2J2 和非 CYP 依赖的三种途径
代谢，其代谢产物的一半通过肾脏排泄，另一半
通过肝胆途径排出 [4-5]。据利伐沙班Ⅲ期临床试
验（后称 ROCKET AF）研究报道 [6]，在使用利伐
沙班治疗的患者中，抗凝不足时会导致脑卒中和
非神经系统栓塞事件，发生率为 3.11%；抗凝过
度时会导致出血事件，发生率为 3.6%。虽然临床
上不需要对利伐沙班的药物浓度进行常规监测，
但是在大出血、紧急外科手术、胃肠道吸收营养
不良、急性肾损害和肝损害等特殊情况下需对其
药物浓度进行检测以获得其抗凝强度的数据 [7-8]。

利伐沙班血药浓度个体间差异大，目前暂无公
认有效的治疗窗 [9-10]。本文拟以群体药代动力学
（PPK）的相关研究为切入点，综述不同患者群
体人口特征学、合并用药及基因多态性等相关因
素对于利伐沙班暴露量的影响，考察药物在不同
亚组或者不同患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并找到引起
该差异的因素，减少个体间差异 [11]，为利伐沙班
的个体化用药提供理论参考。
1　利伐沙班在不同患者人群中的 PPK研究

　　表 1 总结了利伐沙班的群体药代动力学相关
研究的不同模型。研究均为根据不同患者人群
进行建模和分析，基础模型都为口服一房室模
型，其中年龄和肾功能是影响利伐沙班清除率
（clearance，CL）最重要的协变量；年龄、体质
量和性别均影响利伐沙班表观分布容积（apparent 
volume of distribution，V）。

表 1　利伐沙班的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汇总 
Tab 1　Summary of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s of rivaroxaban

患者人群 建模人数 体质量 /kg 年龄 / 岁 协变量 模型

极端体重 [12] 190 85.75±23.7 67.03±15.00 肌酐清除率 CL/F ＝ 5.57×（CRCLLBW/55）0.446

V/F ＝ 59.4×（LBW/55）0.519

急性冠脉综合征 [13] 2290 84（36 ～ 181） 57（24 ～ 87） 年龄，血清肌酐 CL/F ＝ 6.48×[1 － 0.001 12×（Age －

57）－ 0.151×（SCR － 0.95）]
V/F ＝ 57.9×[1 ＋ 0.00833×（LBW －

60.7）－ 0.007 07×（Age － 57）]

深静脉血栓 [14] 1009 76（45 ～ 125） 65（26 ～ 87） 年龄，血细胞比容，

性别，肌酐清除率

－

非瓣膜性房颤（真实世界）[15] 132 66.1±10.3 71.5±12.2 肾小球滤过率 CL/F（L·h － 1）＝ 7.6×（eGFR/80）0.429，V/
F（L）＝ 106

非瓣膜性房颤（真实世界出血

人群）[16]

93 66.89±14.76 69.53±16.09 肾小球滤过率，年龄 CL/F（L·h － 1）＝ 77.2×（eGFR/71.56）0.455

非瓣膜性房颤（Ⅲ期临床试

验）[17]

161 57.5±9.9 65±9.5 年龄，血清肌酐 CL/F ＝ 7.16×[1 － 0.006 92×（Age －

65）－ 0.2690×（SCRE － 1.05）]
V/F ＝ 68.69×[1 － 0.004 86×（Age －

65）－ 0.0082×（LBW － 56.62）]

注（Note）：CL. 清除率（clearance）；V. 表观分布容积（apparent volume of distribution）；F. 生物利用（bioavailability）；CLCRLBW. 
基于瘦体重的肌酐清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 based on lean body mass）；LBW. 瘦体重（lean body mass）；Age. 年龄（age）；SCR. 血清肌

酐（serum creatinine）；eGFR. 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CRCL. 肌酐清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SCRE. 血清肌酐影响

系数（effect of serum creatinine）。

1.1　极端体重患者的 PPK
　　Speed 等 [12] 建立了极端体重患者的 PPK 模型，
该模型的患者体质量＞ 120 kg，BMI ＞ 40 kg·m－ 2

或体质量＜ 50 kg。结果得出对 CL/F 有显著影响
的协变量是基于瘦体重（LBW）的肌酐清除率
（CRCLLBW）。在协变量筛选过程中，LBW 使模型
的目标函数值显著下降，但是肌酐清除率（CRCL）
计算公式里包含体质量，所以最终选用 CRCLLBW
作为 CL/F 最重要的协变量。此项研究表明，利伐沙

班用于极端体重时需要基于 LBW 的肌酐清除率评估。
1.2　深静脉血栓患者的 PPK
　　在 Mueck 等 [14] 建立的接受全髋关节或膝关节置
换术患者服用利伐沙班进行深静脉血栓预防的群体药
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研究中，首次选择了口服一室模型
作为利伐沙班的药代动力学模型，该研究发现利伐沙
班的暴露程度呈剂量依赖性。接受髋关节手术的患者
中，年龄和血清肌酐影响 CL/F；接受膝关节手术的
患者中，红细胞比容（术后第一日）、性别和 CR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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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CL/F。表 2 总结在了在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
中，不同协变量对利伐沙班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Wolfgang 等 [18] 的另一项研究建立了利伐沙班
在急性深静脉血栓患者中的药动学 / 药效学模型，
该模型发现利伐沙班的 CL/F 受年龄和血清肌酐影

响，固定效应参数分别为－ 0.7 和－ 2.6。V/F 受年
龄、体质量的影响，固定效应参数分别为 0.8、－

0.5。此外，V/F 还受性别的影响，女性患者比男性
患者多暴露 19%，该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女性平均
体质量低于男性，所以最终未将性别纳入模型。

表 2　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后不同协变量对利伐沙班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Tab 2　Effect of different covariates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rivaroxaban after the hip or the knee replacement

协变量 药代动力学参数 影响

髋关节

年龄 CL 年龄为 65 岁（中位数）时，每增加 1 岁，CL 增大 1.5%（RSE 12.7%）

血肌酐浓度 CL 血肌酐浓度为 0.78 mg·mL － 1（中位数）时，每增加 0.1 mg·mL － 1，CL 增加 2.1%（RSE 21.6%）

瘦体重 V LBW 为 51 kg（中位数）时，每增加 1 kg，V 增加 1.8%（RSE 13.5%）

膝关节

红细胞压积 CL 红细胞压积为 32%（中位数）时，每降低 1%，CL 降低 3.5%（RSE 26.7%）

肌酐清除率 CL CRCL 为 103 mL·min － 1（中位数）时，每增加 1 mL·min － 1，CL 增加 0.2%（RSE 18.7%）

性别 CL 女性的 CL 增加 15%（RSE 20.5%）

体表面积（BSA） V BSA 为 1.95（中位数）时，每增加 0.1 m2，V 增加 6.7%（RSE 17.6%）

1.3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的 PPK
　　关于 NVAF 患者的 PPK 研究目前国内外一共
有三项研究：一项为 ROCKET AF 研究数据，两
项为中国人群的真实世界研究。
　　ROCKET AF 研究 [17] 报道了 NVAF 患者的群体
药代动力学建模数据，结果表明，口服一室模型足
以描述利伐沙班药动学参数（pharmacokinetic param-
eters，PK），在本研究中，CL/F受年龄和血清肌酐影
响，V/F 受年龄和 LBW 影响。关于 NVAF 患者真实
世界的 PPK 模型，陈敏等 [15] 建立了 132 名利伐沙
班用于非瓣膜性 NVAF 患者的 PPK 模型，探究人口
特征学对利伐沙班 PK 参数的影响。该研究的特点
是，首次将利伐沙班基因分型的结果纳入群体药代
动力学模型协变量的筛选中，包含 ABCB1 3435C ＞

T，1236C ＞ T，2236G ＞ A。模型表明 eGFR 是影
响 NVAF 患者肌酐清除率的重要因素，未发现以上
基因多态性对利伐沙班 PK 参数有显著影响，建议
今后的研究可纳入更多的基因位点进行分析。张丹
等 [16] 建立了服用利伐沙班后，出血患者的 PPK 模
型，该模型选取了 93 例患者，共收集 192 个利伐
沙班稳态峰谷浓度点。模型结果表明，eGFR 和年
龄影响利伐沙班导致的出血人群的药时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time curve，AUC）和峰浓度（peak 
concentration，Cmax）。利伐沙班 CL/F 的群体典型值
为 77.2 L·h－ 1，V/F 为 14.3 L， 与 ROCKET AF 研
究 [17] 的正常利伐沙班患者的群体典型值相比，出血
患者的 CL/F 大幅度增加。
1.4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 PPK
　　一项关于急性心肌梗死的研究表明，与单独使

用阿司匹林治疗的受试者相比，联用抗凝药和抗
血小板药可降低受试者心肌梗死和缺血性卒中的风
险，并且可以使血运重建率降低 [13]。Xu 等 [19] 建立
了 ACS 患者使用利伐沙班的 PPK 模型，该项研究
患者人数为 2290 人，最终研究结果为年龄和血清肌
酐影响 CL/F，净体质量和年龄影响 V/F。在 2.5 mg 
bid 给药方案下，按肾功能（CRCL）、年龄和 LBW
分层的亚人群模拟药物暴露，结果表明，与正常
肾功能患者相比，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的 AUC 是
正常肾功能患者的 1.5 倍，这与 Kubitza 等 [20] 发表
的肾损伤患者服药利伐沙班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结果
一致。另外，利伐沙班的暴露还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大，大于 75 岁的患者的 AUC 比小于 50 岁的患者的
AUC 高出43%。可能是年龄越大，肾功能随之下降。
2　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利伐沙班在不同适应证人群之间
的 PK 参数都是可预测的，群体典型值估算值相
当。在不同疾病人群中，不同的研究者建立的模
型是有区别的，但其协变量大体上是相似的，CL/
F 受肾功能、年龄、体质量与红细胞压积的影响；
V/F 受年龄、体质量与性别的影响。其中协变量
红细胞压积只在髋关节术中被筛选出来，被考虑
为手术后的应激，为一过性的。在 NVAF 的 PPK
研究中，ROCKET AF 研究数据显示 V/F 受年龄和
体质量影响，但是在另外两项真实世界的 PPK 研
究中，该 V/F 不受任何人口特征学的影响。陈敏
等 [15] 发现 ABCB1 基因与利伐沙班 PK 参数无显著
联系，期待纳入 CYP3A4 代谢酶位点进行研究。
　　关于 PPK 模型的临床应用，比如万古霉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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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药物治疗窗，在临床实践中可以结合模型
与治疗窗进行患者个体化剂量调整 [21]。但利伐沙
班目前还无特定的治疗窗 [7]，所以还无相关的个体
化给药案例报道。综上，当患者肾功能不全时，可
以适当调低利伐沙班剂量以防药物暴露过多。而
2021 年欧洲心脏协会抗凝药的指南也指出，在不
同的肾功能条件下可以相对应的对利伐沙班的剂量
进行调整。由于受多种合并用药的影响，其在肝肾
功能不全条件下的 PPK 模型可进一步研究 [22]。
　　以上建模人群的数据大部分都来自临床试验
或其他国家的研究，大多数为 2014 年前的研究，
时间比较久远，所以对于中国人群不太具有适用
性。近年来只有少数研究建立的模型是根据中国
人群建立的，期待研究者们进一步研究在真实世
界中大样本量的中国人群使用利伐沙班的 PPK 模
型，以便于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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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慢性温和不可预见性的应激抑郁症模型 
干预作用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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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是一类严重危害人体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发病机制具有复杂性。而慢性温和不

可预见性的应激（CUMS）抑郁模型更能模拟人类抑郁症的发生过程，因此可作为研究抑郁及

相关问题的有效手段。中药包括单方、药对、复方中药，具有多靶点、多方位的治疗作用。本

文对采用 CUMS 抑郁模型研究中药抗抑郁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文章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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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mproving mild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induce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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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psychiatric disorder, which is very harmful to the health of human 
with complicated pathogenesis. The mild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model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occurrence of human depression, and be widely us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tudy 
depres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cludes single prescription, medicine pair and 
Chinese herbal compounds, which have multi-target and multi-directional therapeutic effect.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TCM and its mechanis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ild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model; depression; sign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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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
其以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据 WHO 报道，
2019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终身患病率已达
3.4%，据此估计，共约有 4400 万人罹患此病 [1]。
　　动物实验是抗抑郁药物筛选及机制研究的常
用手段，常见的抑郁动物模型有几大类，包括应
激抑郁模型、手术抑郁模型、转基因动物模型、
产后抑郁动物模型和药物诱导模型。应激抑郁
模型又包括行为绝望模型、获得性无助模型、慢
性束缚应激模型、母婴分离模型、慢性不可预
知性的应激模型、慢性温和不可预见性的应激
（CUMS）模型等。

　　近年来，抑郁症模型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采用利血平等药物造模已成为过去。如今，
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孤养加 CUMS 来建立抑郁症
模型，CUMS 抑郁模型与人类抑郁症的发生和发
展最为接近，是一个经典的抑郁症动物模型，更
适用于抑郁症病因学和相关基因研究以及药物筛
选 [2]。CUMS 抑郁模型是通过模拟人类生活中的
不良应激事件，从而诱发动物抑郁样症状，制备
方法主要是反复无规律地给予啮齿动物一系列不
可预知的温和刺激，应激源包括：禁水禁食、冰
水游泳、昼夜弹道、潮湿垫料、夹尾、电击足底、
倾斜鼠笼等，需要结合行为学指标和生化指标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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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价。此外，CUMS 抑郁模型制备容易受应激
源的种类、动物品系以及性别等因素影响 [3]。
　　中药因不良反应少、多效应、多靶点等特点，
在药物研发以及抗抑郁的临床治疗中发挥较大优
势，研究中药在该模型下的抗抑郁作用及其作用
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近几年来，采用
CUMS 抑郁模型研究中药抗抑郁作用的实验进行
总结，综述如下。
1　中药对 CUMS抑郁模型行为学指标的影响

　　旷场实验（OFT）、悬尾实验（TST）和强迫
游泳实验（FST）经常用于探究动物行为及情绪。
OFT 中装置内画有虚拟的方格，将小鼠置于中央
区，记录小鼠穿越格子数目及对应耗时。TST 是
通过固定小鼠尾部，使其处于倒挂状态，进而观
察运动情况，并记录静止不动时间。FST 是将小
鼠置于盛有温水的容器内，观察其游泳状态，并
记录小鼠停止不动的时间。李陆等 [4] 采用 CUMS
抑郁模型，通过 TST 和 FST 评价酸枣仁合欢方皂
苷部位及其主要成分的抗抑郁作用，结果发现酸
枣仁合欢方组小鼠的 TST 不动时间、FST 不动时
间显著减少。Zhang 等 [5] 采取 CUMS 诱导的抑郁
症小鼠模型探讨黄芩苷抗抑郁样作用和可能的分
子机制，观察到黄芩苷组小鼠 OFT 和 TST 中不动
时间明显减少，表明黄芩苷可以有效改善慢性应
激小鼠的抑郁行为。Yan 等 [6] 发现逍遥散能明显
缩短抑郁小鼠在 OFT 和 TST 中的不动时间，具有
显著的抗抑郁作用。
2　中药对 CUMS抑郁模型生化指标的影响

2.1　神经递质系统

　　神经递质包括乙酰胆碱、单胺类神经递
质 [ 如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和五
羟色胺（5-HT）]、氨基酸类递质（如谷氨酸、甘
氨酸、γ- 氨基丁酸和天门冬氨酸）、肽类递质 [ 如
阿片样肽、胃肠肽、P 物质（SP）、神经降压素、
神经肽Ｙ、血管紧张素Ⅱ]。关于神经递质与抑郁
症的关系，涉及到单胺假说和受体假说。单胺假
说学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主要与脑内单胺类神经
递质功能失衡有关，能提高突触间隙中 DA、NE
和 5-HT 浓度的药物就可以治疗抑郁症。受体假
说认为抑郁症与脑内受体功能改变有关，5-HT 受
体（5-HT1A、5-HT2A）、谷氨酸受体（NMDA）和
γ- 氨基丁酸受体（GABAA）参与抑郁症发病，在
抑郁症的治疗中，激活或阻断神经递质受体可影
响脑中神经递质的活动。
　　北五味子水提物可通过提高海马中神经递质

含量和 5-HT 转运蛋白（SERT）、5HT1A 蛋白表达
水平来发挥抗抑郁作用 [7]。薛剑等 [8] 实验发现给
予百合地黄汤能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升高大鼠
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刘英等 [9] 通过高效液相
色谱法和 Western blot 法分别测定海马 5-HT 浓度
和 5-HT1A 表达来探讨柴胡疏肝散的抗抑郁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影响海马 5-HT 水平及 5-HT1A 受体
表达有关。路腾飞等 [10] 研究验证了柴胡 - 白芍药
对明显的抗抑郁作用，且进一步比较了柴胡 - 白
芍药对、单用柴胡和单用白芍的抗抑郁作用，发
现柴胡 - 白芍药对的抗抑郁作用更优，且其通过
升高 NE 和 5-HT，降低 5-HIA 的水平而起到抗抑
郁的作用。
　　在抑郁症发生中，除了经典的神经递质的含
量有变化外，在某些脑区域肽类神经递质含量也
会发生改变，其与抑郁症的关系也是现在最受关
注的研究之一 [11]。SP 参与抗抑郁、抗焦虑、学
习记忆、神经变性和神经保护等多种生理和病理
过程，并可调节神经元兴奋性、神经内分泌功
能 [12]。张福华 [13] 研究了逍遥散对抑郁模型大鼠
血浆神经肽（NPY）、SP 和生长抑素（SS）含量
的影响，发现逍遥散抗抑郁机制可能与调节血浆
中 NPY、SP、SS 水平有关。β- 内啡肽作为主要
的内阿片样物质，参与欣快、报酬行为等情绪调
节活动，周庆莹等 [14] 检测了抑郁模型大鼠血清
皮质醇（CORT）、β- 内啡肽含量来观察解郁开
心丹对两者的影响，发现其可能是通过降低血清
CORT 水平，升高β- 内啡肽含量来实现抗抑郁作
用的。
2.2　神经内分泌轴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HPA 轴）在应激
反应中具有核心的作用，同时额叶（PFC）、海马
和杏仁核都参与了应激反应的共同通路 HPA 轴
的调节。应激源可通过神经元兴奋下丘脑局部环
路，再通过抑制性神经元 GABA 抑制下丘脑室
旁核（PVN）；也可通过 NA、DA、5-HT 直接兴
奋 PVN，从而激活 HPA 轴。HPA 轴产生大量的
糖皮质激素，进入脑后可使海马发生萎缩，引发
抑郁，因此对中药抗抑郁作用研究集中在对 HPA
轴功能的影响上。李旻 [15] 在给予合欢花水提物
后，用 ELISA 法测定大鼠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及 CORT 含量，结果显示合欢花组大鼠
血清 CORT 和 ACTH 含量降低，提示合欢花水提
物抗抑郁机制可能与调节 HPA 轴的功能有关。苏
美庆等 [16] 发现熊果酸能提高 CUMS 抑郁小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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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偏好和自主运动时间，并降低强迫游泳不动时
间，表明其有抗抑郁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
HPA 轴的亢进有关。温阳解郁汤可改善抑郁大鼠
的抑郁行为和高浓度 CORT 对大脑的损害，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调节 HPA 轴有关 [17]。
2.3　对神经炎症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通过使用小胶质细胞激活抑制剂
米诺环素可以缓解由脂多糖（LPS）诱导的抑郁样
症状，同时小胶质细胞诱导激活的吲哚胺 2，3-
双加氧化酶（IDO）参与由 LPS 和其他免疫反应
诱发的抑郁状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些证据可
以支持小胶质细胞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小胶质
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小的免疫细胞，具有修复
神经元和清除受损因子的功能，中枢神经系统的
发育和维持依赖于其调控作用。小胶质细胞活化
会产生细胞因子白介素 1β（IL-1β）、白介素 6（IL-
6）、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参与炎症，被认为
是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激活的关键细胞。一些中药
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其自身的抗炎作用有关，如
可以通过改善炎症因子水平、抑制炎症信号通路
激活、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神经递质代谢等发挥
抗抑郁的作用 [18]。梁如等 [19] 发现交泰丸治疗抑郁
大鼠的机制可能与下调机体内促炎细胞因子和上
调抗炎细胞因子表达有关。Ye 等 [20] 研究黄连解毒
汤对 CUMS 抑郁模型大鼠的影响，发现黄连解毒
汤可以降低海马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
IL-6、IL-10 和 TNF-α 等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同时
表明其可能通过降低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和减少炎
症因子来发挥抗抑郁的效应。张聪等 [21] 探讨了葛
根素对 CUMS 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葛根素的作用机制可能与缓解海马氧
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反应相关。李国樑等 [22] 研究了
五味子甲素对 CUMS 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的影
响并初步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发现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缓解海马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反应相关。木
犀草素对 CUMS 所致小鼠脑组织氧化应激损伤具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23]。
3　中药对 CUMS抑郁模型作用机制的研究

3.1　中药对 CUMS 抑郁模型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

　　神经营养因子包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α1（GFRa1）、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等，它们可以为神经元提供营养，维
持成熟神经元的存活。其中，BDNF 在海马中高
表达，保护神经元的分裂和存活，促进神经纤维

生长，调控并促进海马神经元轴突和树突的生长
和结构重塑，因此，其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机
制中被广泛研究。李成付等 [24] 探讨陈皮提取物
对 CUMS 抑郁模型小鼠的行为和对 BDNF 表达
水平的影响，发现陈皮提取物改善小鼠的抑郁行
为可能与增加海马 BDNF 有关。翟俊乐 [25] 通过
建立 CUMS 抑郁模型大鼠发现萱草花提取物可能
是通过升高脑内 5-HT、DA 水平，抑制 HPA 轴
的过度亢进，对海马的神经营养作用和氧化应激
损伤保护作用产生抗抑郁作用的。奔气方，可改
善抑郁大鼠抑郁症状及自主活动能力，提高大鼠
血清 BDNF 水平 [26]。芦晔 [27] 针对 BDNF 下游的
Rac1-LIMK1-Cofilin 通路来探讨化浊解毒疏肝方
对 CUMS 小鼠的抗抑郁作用的机制，发现其可能
是增加 BDNF 分泌，激活 Rac1-LIMK1-Cofilin 通
路相关蛋白的表达，促进肌动蛋白的磷酸化，从
而改善神经可塑性，对神经元细胞生长、分化及
结构起到保护作用。
3.2　中药对 CUMS 抑郁模型自噬与凋亡的影响

　　凋亡和自噬可介导多种疾病的发生，同样也
可参与抑郁症。自噬是近年来新发现的细胞死亡
方式，在生理条件下，细胞的自噬是多种受损蛋
白、细胞器被溶酶体吞噬、降解和再利用的过程，
能够维持细胞内环境稳定。目前，对于抑郁症中
神经元自噬研究出现正向和负向两种调节方式，
神经元自噬很难解释清楚药物的作用机制，因
此，在此类方向上的研究还需要根据药物应激强
弱及药物对机体信号通路转导途径的影响进一步
验证。
　　人参皂苷 Rg1 可以抑制海马体 CA1 区细胞凋
亡与炎症对抑郁症大鼠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28]。张
胜等 [29] 通过 HE 染色和 Tunel 法分别观察脑海马
区病理损伤和检测细胞凋亡，并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和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来探究山柰酚
对 CUMS 抑郁模型大鼠海马神经元的作用及机
制，结果提示山柰酚能减轻 CUMS 抑郁症模型
大鼠海马神经元的损伤。王睿等 [30] 发现补阳还
五汤能减轻海马 CA3 区神经元损伤和抑制神经
元凋亡，该方抗抑郁机制可能与神经保护作用有
关。无论是凋亡还是自噬，中药在改善 CUMS 抑
郁方面均表现出对海马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在细
胞自噬方面，可以用机体应激强弱来解释自噬的
双向调节作用，从而起到对神经元细胞的保护作
用；在细胞凋亡方面，中药可以抑制神经元细胞
凋亡，来改善刺激对神经元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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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药对 CUMS 抑郁模型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海马神经元的突触可塑性变化可能是抑郁
症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突触形态结构的可塑
性、传递效能的可塑性及发育的可塑性构成了突
触的可塑性，涉及多个突触传递效能的物质（如
NMDA 受体、Ca2 ＋、AMPA 受体等）和突触可塑
性相关蛋白（如突触后致密物 PSD95、神经生长
相关蛋白 GAP-43、突触素 SYN-1）。范琪琪等 [31]

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海马突触蛋白 PSD95 和
GluR1 蛋白的表达来研究柴胡疏肝散对抑郁大鼠
突触可塑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柴胡疏肝散可以增
加模型大鼠海马突触蛋白 PSD95 和 GluR1 蛋白
表达来改善突触功能，进而发挥抗抑郁的作用。
赵霞等 [32] 研究五乙酰栀子苷对 CUMS 大鼠抑郁
样行为的影响及机制，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下丘脑 PSD95、SYP 及微管相关蛋白 2（MAP2）
表达的水平，结果显示五乙酰栀子苷能不同程度
地降低上述蛋白水平。
3.4　中药对 CUMS 抑郁模型脑肠轴的影响

　　脑肠轴描述了中枢神经系统（CNS）和胃肠
道之间的复杂双向系统。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表
明，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在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3]。肠道微生物被认为是脑
肠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多个层次上发挥控
制作用，但其和大脑相互作用的机制尚不完全清
楚，可能与应激引起的漏肠有关。Wang 等 [34] 使
用 CUMS 小鼠抑郁模型初步研究了肠道菌群对缬
草总鸢尾酮抗抑郁作用的影响，发现缬草总鸢尾
酮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肠道菌群的结构以及大脑
和肠道中 5-HT、NE、SP 和 CRF 的调节有关。
4　中药抗抑郁相关通路的研究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复杂，而中药在抗抑郁治
疗中是多靶点、多途径的。近几年来，中药的抗
抑郁机制研究主要围绕在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
调节免疫细胞因子、调节神经内分泌、调节神经
营养因子及保护神经元、调节微生物 - 肠 - 脑轴
功能等方面 [35]。但中药的抗抑郁作用仍缺少深
入系统性研究，尤其是作用机制的探索仍不够深
入，所以从多个靶标入手研发抗抑郁中药将成为
研究热点所在，这就涉及到对抗抑郁相关通路的
研究 [36]。众所周知，BDNF 与突触功能有关，而
且大部分通路最终均是激活 BNDF 来起到治疗
CUMS 抑郁症作用的 [37]。
4.1　BNDF-PI3K-Akt 信号通路

　　PI3K-Akt 信号通路是调节机体内细胞存

活、分化及凋亡的重要信号通路之一，该通路是
BDNF/ 酪氨酸激酶受体 B（TrkB）的下游信号通
路，在抑郁症以及抗抑郁中药作用机制研究中的
作用逐渐被人们关注。有文献指出：雷帕霉素靶
蛋白（mTOR）、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SK-3β）、
叉头转录因子 O（FoxO）是该通路的关键靶标，
主要通过参与神经营养因子释放、海马神经元存
活、谷氨酸能系统和线粒体功能、糖和脂质代谢
等过程参与抑郁症的发生 [38]。在 CUMS 抑郁模
型下，研究 PI3K-Akt 信号通路的中药复方 / 制剂
有小柴胡汤、开心散、百事乐胶囊，单味中药有
五味子、石菖蒲，中药单体成分有白藜芦醇、五
味子素、甘草素、大黄素、苦参碱 [39]。
4.2　BNDF-NMDA-NO/cGMP 信号通路

　　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谷氨酸在情绪障碍和抗
抑郁作用中有着重要作用。NMDA 受体是离子型
谷氨酸受体的一个亚型，一般由两个 NR1 亚基和
两个 NR2 亚基（主要是 NR2A 或 NR2B）组成的
异源四聚体，与轴突发育、形成、修饰及突触可
塑性密切相关，海马部位突触存在大量的 NMDA
受体，该受体可以被 NMDA 激活后使 Ca2 ＋内
流，进而激活一系列细胞内 Ca2 ＋依赖性信号通
路，如 Ca2 ＋ / 钙调蛋白 / 钙调蛋白依赖的蛋白激
酶（Ca2 ＋ /Ca M/Ca MKⅡ）通路 [39]。同时诱导一
氧化氮合酶（NOS）催化 L- 精氨酸合成 NO，引
起 NO-cGMP 信号传导。NO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也起着重要作用，它参与神经递质的释放，从而
影响突触可塑性 [40]。cGMP 与 CREB 磷酸化有关，
而 CREB 是抗抑郁药的重要靶基因，因此，降低
NO 和 cGMP 水平可起到抗抑郁作用。近几年有
学者认为 NO/cGMP 通路参与了抑郁症的病理生
理过程，其调控可能是一种新的药理作用靶点，
对其研究也日益增多。雒明池等 [41] 研究的交泰丸
是由黄连和肉桂两味药组成，临床主要用于治疗
失眠，其可能通过 NO-cGMP 信号转导通路来发
挥抗抑郁作用的。沈琴琴 [42] 研究了越鞠甘麦大
枣汤产生抗抑郁作用的机制可能是通过 NMDA-
NO-cGMP 信号通路介导的。
4.3　BDNF-TrkB-Rac1-cofilin 通路

　　Rac1-cofilin 通路也可通过 BDNF 介导。Rac1
的活化依赖于 BDNF 受体 TrkB 的 S478 磷酸化，
激活的 Rac1 通过上调下游的丝切蛋白（cofilin）
磷酸化水平来进行细胞骨架的重构，该通路维持
神经元突触结构的可塑性起重要作用。芦晔 [43]

通过免疫印迹法和实时定量 PCR 检测小鼠海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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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BDNF、TrkB、Rac1、p-cofilin 蛋白水平，结
果表明化浊解毒疏肝方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
通过高表达的 BDNF 及其受体激活了 Rac1-cofilin
通路，影响突触可塑性进而发挥作用的。
4.4　BNDF-TrkB-MAPK-ERK 通路

　　MAPKs 信号通路广泛存在于生命有机体细
胞中，在神经突触的可塑性和重塑过程中起到重
要作用。同样，MAPKs 是 BDNF 的下游通路之
一，可能与抑郁症也有一定的关系。赵利芹 [44]

认为 MKP-1 及 MAKP 信号通路在抑郁症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CUMS 大鼠
海马 MKP-1 及 MAKP 各亚族蛋白（p-ERK/ERK，
p-JNK/JNK，p-p38/p38）的表达量。袁丽 [45] 指出：
MAPK/RSK 通路可调节神经元的增长、凋亡以
及突触可塑性，其中，ERK1/2 信号通路是各种
MAPK 通路中与抑郁症关系最为密切的，在中枢
神经系统学习和记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
其研究了 ERK1/2-RSK-CREB 信号通路来探讨百
合知母汤的抗抑郁作用机制。p38MAPK 可影响
多种细胞因子产生，ERK5 对细胞生存、增殖和
分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邱娟 [46] 着重研究柴
胡疏肝散及其拆方对 CUMS 抑郁模型大鼠脑组织
p38MAPK 和 ERK5 表达的影响，结果提示：柴
胡疏肝散可有效抑制 p38MAPK、激活 ERK5 信
号通路达到抗抑郁作用。可见，研究 MAPK 信号
通路是探讨抗抑郁中药在 CUMS 抑郁模型下机制
的有效途径之一。
5　结语

　　抑郁症的发病因素多种多样，而中药成分复
杂，作用靶点多，发掘有抗抑郁作用的中药是寻
找治疗抑郁症药物的方向。在 CUMS 抑郁模型
下研究中药抗抑郁的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包括
对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神经营养因子、炎症
因子、氧化应激、凋亡和自噬、突触可塑性和
脑 - 肠轴等的研究。同时，对中药抗抑郁作用相
关信号通路转导的研究也备受关注，神经营养因
子 BDNF 和突触可塑性通路，可以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和 Rac1-cofilin 信号通路来研究 BDNF
下 游 相 关 蛋 白， 通 过 Ca2 ＋ /Ca M/Ca MKⅡ 和
MAPK-RSK-CREB 信号通路来研究 BDNF 上游
相关蛋白，通过 NMDR-NO-cGMP 信号通路研究
突触传递等。综上，可以发现中药可以通过信号
转导通路激活 BDNF 受体，保护神经元细胞，重
塑突出的可塑性，从而改善抑郁症。我们可以根
据此类靶点，设计有效的生物学评价体系，迅速

筛选出具备潜在抗抑郁活性的药物，并进一步构
建评价体系与验证药效。

参考文献

[1] Huang Y，Wang Y，Wang H，et al. Prevalence of men-
tal disorders in China：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J]. Lancet Psychiat，2019，6（3）：211-224. 

[2] 张臣颢，张曼芳，谢青莲，等 . 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

激抑郁小鼠模型的建立 [J].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50（3）：390-393. 
[3] 杨一帆，王豆，李涛，等 . 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刺激抑郁

模型及其评价指标的研究进展 [J]. 山东医药，2021，61
（25）：96-99. 

[4] 李陆，乔卫，房德敏，等 . 酸枣仁合欢方皂苷部位及其

主要成分对 CUMS 抑郁失眠小鼠的影响 [J]. 中药新药与

临床药理，2019，30（12）：1416-1420. 
[5] Zhang R，Ma Z，Liu K，et al. Baicalin exerts antidepres-

sant effects through Akt/FOXG1 pathway promoting neu-
r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urvival [J]. Life Sci，2019，221：
241-248. 

[6] Yan ZY，Jiao HY，Ding XF，et al. Xiaoyaosan improves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 mice through regulating ape-
lin-APJ system in hypothalamus [J]. Molecules，2018，23
（5）：1073. 

[7] 阮靖，张小智 . 北五味子水提物对不可预知慢性应激抑

郁小鼠行为学及海马中相关神经递质的影响 [J]. 河南中

医，2019，39（10）：1515-1518. 
[8] 薛剑，李冀 . 百合地黄汤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及海马内

单胺类神经递质和单胺氧化酶含量的影响 [J]. 中医药学

报，2018，46（1）：109-111. 
[9] 刘英，徐爱军，田艳霞，等 . 柴胡疏肝散对抑郁症大鼠

海马 5-HT 及 5-HT1A 表达的影响 [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3，29（5）：65-67. 
[10] 路腾飞，于泽胜，姚璐，等 . 柴胡白芍药对对慢性温和

不可预知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J]. 中草药，

2016，47（12）：2137-2141. 
[11] Werner FM，Covenas R. Classical neurotransmitters and 

neuropeptides involved in major depression：a review [J]. 
Int J Neurosci，2010，120（7）：455-470. 

[12] 刘松林，岳滢滢，邢颖，等 . 疏肝和胃汤对抑郁模型大

鼠延髓，脊髓及胃黏膜组织 P 物质表达的影响 [J]. 中华

中医药杂志，2015，30（9）：3116-3120. 
[13] 张福华 . 逍遥散对抑郁模型大鼠血浆 NPY，SP，SS 含

量的影响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11（6）：

159-160. 
[14] 周庆莹，刘宏岩 . 解郁开心丹对抑郁模型大鼠神经内分

泌的影响 [J]. 吉林中医药，2015，35（4）：401-403. 
[15] 李旻 . 合欢花水提物对抑郁模型大鼠认知功能及 HPA 轴

的影响 [J]. 中医临床研究，2017，9（4）：8-11. 
[16] 苏美庆，曹昌斧 . 熊果酸改善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小

鼠抑郁行为的研究 [J]. 现代预防医学，2017，44（14）：

2614-2617. 
[17] 冯振宇，赵杰，刘慧宇 . 温阳解郁汤对抑郁模型大鼠 



632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HPA 轴的影响 [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2）：

4304-4307. 
[18] 徐磊，张丽萍，宋瑞雯，等 . 中药抗炎治疗抑郁症研究

进展 [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0，38（3）：141-144. 
[19] 梁如，殷佳，潘晔，等 . 交泰丸对慢性温和不可预知

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J]. 中草药，

2018，49（5）：1100-1105. 
[20] Ye YL，Zhong K，Liu DD，et al. Huanglian-Jie-du-tang 

extract ameliorat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through BD-
NF-TrkB-CREB pathway in rats with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J]. Evid B Comp Alt Med，2017，2017：7903918. 

[21] 张聪，胡楚璇，李穗华，等 . 葛根素对慢性不可预知

温和刺激大鼠抑郁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J]. 药学学报，

2018，53（2）：220-226. 
[22] 李国樑，曾丽海，郑杰蔚，等 . 五味子甲素对慢性不可

预知温和刺激大鼠抑郁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J]. 中国药

学杂志，2018，53（15）：1273-1279. 
[23] 刘毅，蓝诺，刘莉，等 . 木犀草素对慢性不可预知性

温和应激所致小鼠抑郁的改善作用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3，24（6）：1382-1384. 
[24] 李成付，陈雪梅，陈少玫，等 . 陈皮提取物改善慢性温

和不可预知应激小鼠行为和海马 BDNF 的研究 [J]. 中国

实验方剂学杂志，2014，20（19）：151-154. 
[25] 翟俊乐 . 萱草花黄酮的抗抑郁作用研究及机制探索 [D]. 

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16. 
[26] 胡昱月，范晶晶 . 奔气方对慢性不可预知应激刺激抑郁

模型大鼠行为学及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 [J]. 
中医药临床杂志，2018，30（8）：1450-1452. 

[27] 芦晔 . 化浊解毒疏肝方治疗抑郁症的疗效观察及其作用

机制探讨 [D]. 石家庄：河北中医学院，2019. 
[28] 陈颖，袁勇贵 . 中药单体、药对、复方、中成药治疗抑

郁症研究进展 [J].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21，26
（5）：586-593. 

[29] 张胜，张尧，李彪，等 . 山奈酚对 CUMS 抑郁模型大鼠

海马神经元过度自噬和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 [J]. 中
国免疫学杂志，2019，35（2）：146-150. 

[30] 王睿，费洪新，王琪，等 . 补阳还五汤对慢性不可预

知性温和应激抑郁模型小鼠行为及脑海马 CA3 区病理

形态学影响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7，23（1）：

158-162. 
[31] 范琪琪 . 柴胡疏肝散对抑郁大鼠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9. 
[32] 赵霞 . 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下丘脑突触相关蛋白表达

改变及五乙酰栀子苷的抗抑郁作用研究 [D]. 合肥：安徽

医科大学，2017. 
[33] Lv W，Wu X，Chen W，et al. The Gut microbiome mod-

ulates the changes in liver metabolism and in inflammatory 
processes in the brain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rats [J]. Oxi Med Cell Longev，2019，2019：7902874

[34] Wang L，Sun Y，Zhao TT，et al. Antidepressan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the total iridoids of valerianajataman-
si on the brain-gut axis [J]. Planta Med，2020，86（3）：

172-179. 
[35] 周荣仙，熊磊，王纳 . 中药抗抑郁机制研究进展 [J]. 云

南中医学院学报，2019，42（1）：98-102. 
[36] 李天英，田振坤 . 中药抗抑郁机理研究进展 [J]. 中医药

信息，2019，36（2）：117-121. 
[37] Eero C，Lisa 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sig-

naling in depression and antidepressant action [J]. Bio Psy，
2021，90（2）：128-136.

[38] 王金亮 . mTOR 信号通路介导参与文拉法辛的抗抑郁作

用 [D]. 南通：南通大学，2020. 
[39] 吴丹，高耀，向欢，等 . PI3K/Akt 信号通路在抑郁症及

抗抑郁中药作用机制研究中的进展 [J]. 中草药，2019，
50（18）：4461-4469. 

[40] Wang W，Zhou T，Jia R，et al. NMDA receptors and 
L-arginine/nitric oxide/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pathway contribute to the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 of Yueju 
pill in mice [J]. Bio Rep，2019，39（9）：BSR20190524. 

[41] 雒明池，梁如，高杉，等 . 基于 NO-cGMP 信号转导通

路交泰丸对慢性温和不可预知性应激抑郁大鼠的抗抑郁

作用研究 [J]. 中草药，2018，49（18）：4344-4348. 
[42] 沈琴琴 . 越鞠甘麦大枣汤依赖 NMDA/NO/cGMP 信号通

路产生抗抑郁作用机制研究 [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9. 
[43] 芦晔，裴林，关振伟，等 . 化浊解毒疏肝方对慢性应

激小鼠的抗抑郁作用及对 BDNF-Rac1-cofilin 通路的影

响 [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5）：2089-2093. 
[44] 赵利芹 . MAPK 信号通路在抑郁模型大鼠中的作用 [D]. 

新乡：新乡医学院，2017. 
[45] 袁丽 . 百合知母汤的抗抑郁作用及其 ERK1/2、CaMK

信号通路机制 [D]. 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6. 
[46] 邱娟 . 柴胡疏肝散及拆方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和脑组

织 p38MAPK，ERK5 表达的影响 [D]. 长沙：中南大学，

2014. 
（收稿日期：2021-08-09；修回日期：2021-10-15）



63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中药中生物碱类化学成分的毒性作用研究进展

胡增美，黄露，侯佳华，王小莹*（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

摘要：生物碱作为中药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抗病毒、抗菌、抗肿瘤等多种药理活性，但由于

其结构的特殊性，部分生物碱既是中药的有效成分也是毒性成分，限制了生物碱的深入研究和

开发利用。本文对生物碱毒性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研究热度较高的长春花类、

吡咯嗪类、紫杉烷类和乌头类四种生物碱的临床毒性剂量、表现、机制及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

的归纳和分析，发现这四类生物碱的毒性主要集中在心脏、肝脏、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毒性

机制涉及氧化还原反应、炎症和凋亡等，可为后续生物碱的深入研究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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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oxicity of alkaloi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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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ingredi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kaloids have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and anti-tumor activities. However, due to the unique structure, some alkaloids are 
both effective and toxic components,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lkaloid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alkaloid toxicity, the dose, present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oxicity and basic research of four alkaloids (vinca, pyrrolazine, taxanes and 
aconitium). The toxicity of the four alkaloids mainly showed in the heart, liver, nervous system and 
respiratory system. The toxicity mechanism involved redox reaction,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etc., 
which as the in-depth study of alkaloids may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Key words: alkaloid; toxic dose; toxic presentation; toxic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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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碱是一类具有显著药理活性的碱性含氮
化合物，常与酸类化合物结合以生物碱盐的形式
广泛存在于罂粟科、茄科、豆科、茜草科等植物
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
在研究和使用生物碱的过程中，发现其在抗肿
瘤、抗炎、抗病毒、抗菌、降血糖、调节机体自
身免疫以及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方面显示了突出
的疗效 [1]。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
员发现部分生物碱在发挥药理活性的同时对机体
的消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
统等产生一定的毒性，这极大地限制了生物碱在
临床的应用 [2]。因此，如何使生物碱发挥增效减
毒的作用，是研究人员重点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

题。本文对近 20 年发表的与生物碱毒性相关的
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并就其中研究热度较高的生
物碱的毒性剂量、临床表现和机制展开论述。
1　文献计量学分析
　　 利 用 CiteSpace 软 件 分 析 Web of Science 核
心文集中近 20 年与生物碱毒性相关的文献，从
而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研究热点进行预测。关
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1A）中高频率的关键词有：
metabolic activation、pyrrolizidine alkaloid、hepato-
toxicity、neurotoxicity、oxidative stress、apoptosis、
cytochrome p450、glutathione、monocrotaline、
chemotherapy、aconite、cardiotoxicity、paclitaxel
等。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1B）显示的 9 个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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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分别为：#0 pyrrolizidine alkaloid（吡咯嗪核生物
碱），#1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
thy（化疗引起的周围神经病），#2 neuroprotective 
effect（神经保护效应），#3 cisplatin-induced renal 
injury（顺 铂 引 起 的 肾 损 伤），#4 ephedra sinica 
stapf（麻 黄），#5 striatal dopaminergic transmission
（纹状体多巴胺能传输），#7 tetradium ruticarpum
（吴茱萸），#9 protopine alkaloid（原阿片碱型生物
碱），#10 alkaloid dioncophylline（薯蓣碱）。根据
共现图和聚类图的结果，研究方向可大致归为两
类：① 从机制和代谢方面对生物碱的毒性进行深
入研究；② 生物碱对神经系统的毒性依然是未来
的关注方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脂质过氧化与生物碱毒性之间的联系；② 生物
碱对肝脏的毒性；③ 生物碱对脑和神经的毒性。

图 1　关键词共现图谱（A）及聚类图谱（B）

Fig 1　Co-occurrence mapping（A）and clustering map（B）of 
keyword 

　　从文献分析结果看，长春花生物碱、吡咯嗪
生物碱、紫杉烷类生物碱、乌头类生物碱是研究
热度较高的生物碱（见表 1）。它们在发挥着显著
药理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毒副反应。从夹
竹桃科长春花属植物长春花中分离出的长春碱、
长春新碱、去甲长春碱等多种双聚吲哚生物碱已
被广泛运用于肿瘤的治疗中，但同时也伴随着严
重的神经毒性 [3]。吡咯嗪生物碱多存在于紫草科、
菊科、豆科等植物中，肝毒性吡咯嗪生物碱（如
千里光碱、毛果天芥菜碱、野百合碱等）会导致
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的发生 [4]。紫杉烷类生
物碱是从植物短叶红豆杉的树皮中提取出的一种
活性成分，研究人员对已取得的活性成分进行结
构修饰，合成了一系列如 decinnamoytaxinine E、
taxine、docetaxel 类的衍生物，这些化合物广泛
运用于临床抗肿瘤治疗的同时也会造成一定程度
的免疫系统损伤 [5]。乌头类生物碱是以乌头碱为
代表的一类双酯型生物碱，广泛存在于毛茛科乌
头属植物乌头中，其中乌头碱、次乌头碱、新乌
头碱等具有较强的心脏和肝脏毒性 [6]。
2　生物碱的临床毒性表现 
　　长春花生物碱、吡咯嗪生物碱、紫杉烷类生
物碱和乌头类生物碱的毒性主要表现为对心脏、
肝脏、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损伤。
2.1　长春花生物碱
　　长春瑞滨作为一种具有剂量依赖性的小分子
抗肿瘤药物，其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具有损
伤正常组织的特性，这使得长春瑞滨的使用剂量
受到限制 [7]。临床研究发现，长春瑞滨的最大耐
受量为 35.4 mg·m－ 2，而剂量在 20 mg·m－ 2 以
下无效，临床推荐剂量为 25 ～ 30 mg·m－ 2[8]。
其剂量限制性毒性主要为神经毒性，使用长春瑞
滨 4 个周期后，患者会出现踝关节抽动减少或消
失、下肢远端感觉异常的轻度神经病变症状；使
用 12 个周期后，患者还会出现手脚感觉异常、
深部肌腱反射减退、踝周感觉减退等症状 [9]。长
春瑞滨的常见毒副作用还包括静脉炎，与一般静
脉炎相比，其皮肤坏死程度、疼痛感都较为严重：
一开始穿刺处出现静脉局部红肿现象，沿静脉走
向条束状改变，进而出现静脉处皮肤水疱、溃烂，
直至结痂愈合 [10]。其他不良反应还包括中性粒细
胞减少、发热、疲劳、胸痛、肿瘤部位疼痛等。
2.2　吡咯嗪生物碱
　　吡咯嗪生物碱是来源于鸟氨酸的一类生物
碱，其毒性主要来源于肝脏中的代谢产物——代
谢性吡咯，因此，肝脏是吡咯嗪生物碱毒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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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类研究热度较高的生物碱 
Tab 1　Four alkaloids with high research enthusiasm

生物碱类别 基本结构 常见成分 英文名称 分子式

长春花生物碱 长春瑞滨 vinorelbine C45H54N4O8

长春碱 vinblastine C46H58N4O9

去甲长春碱 N-demethyl VLB C45H56N4O9

长春新碱 vincristine C46H56N4O10

羟基长春碱 vincadioline C46H58N4O10

吡咯嗪生物碱 千里光碱 senecioine C18H25NO5

倒千里光碱 retrorsine C18H25NO6

千里光宁碱 senecionine C18H25NO5

野百合碱 monocrotaline C16H23NO6

毛果天芥菜碱 lasiocarpine C21H33NO7

紫杉烷类生物碱 紫杉醇 paclitaxel C47H51NO14

三尖杉宁碱 cephalomannine C45H53NO14

7- 表 -10- 去乙酰基紫杉醇 10-deacetyltaxol C45H49NO13

紫杉碱 taxine C35H47NO10

多烯紫杉醇 docetaxel C43H53NO14

乌头类生物碱 乌头碱 aconitine C34H47NO11

次乌头碱 hypoaconitine C33H45NO10

新乌头碱 mesaconitine C33H45NO11

附子灵 fuziline C24H39NO7

宋果灵 zongorine C22H31NO3

要靶器官 [11]。2016 年，欧洲药品监管局规定肝
毒性吡咯嗪核生物碱（HPAs）的每日摄入量不得
超过 0.007 μg·kg－ 1，这也是近年来国外对 HPAs
最严格的规定 [12]。吡咯嗪生物碱中毒分为急性、
亚急性和慢性。急性中毒的主要特征是出血性坏
死、肝肿大和腹水；亚急性中毒时会出现肝静脉
阻塞，导致 HSOS；而慢性中毒则会造成胆管上
皮坏死、纤维化、肝硬化，严重时可导致肝功能
衰竭 [13-14]。吡咯嗪生物碱中毒对肺和心血管也具
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可造成肺血管重构、弹性近
端肺动脉硬化、肌肉动脉内膜或中层增厚、内皮
增生、动脉平滑肌扩散到无肌肉化的区域、正常
肌肉化区域的平滑肌肥大、毛细血管闭塞等病变，
而闭塞的毛细血管会增加流动阻力引起肺动脉压
升高，进而增加右心的工作量，造成右心室肥
大，最终导致肺心病 [15]。
2.3　紫杉烷类生物碱
　　紫杉烷类生物碱作为一种有效的抗肿瘤药
物，在发挥药效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毒副作
用。临床研究表明当紫杉醇的化疗剂量＞ 170 

mg·m－ 2 时会出现轻微肌痛；当化疗剂量＞ 250 
mg·m－ 2 时可致近端肌无力；当累积剂量超过
600 mg·m－ 2 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神经病变 [16]。
其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超敏反应、周围神经病变、
肌痛、关节痛、骨髓抑制、心动过缓、恶心、腹
泻、黏膜炎和脱发。Ⅰ型超敏反应表现为轻度低
血压、呼吸困难伴支气管痉挛、荨麻疹、腹部和
四肢疼痛、血管神经性水肿，这些反应与输注速
度有关 [17]。而紫杉烷类生物碱引起的周围神经病
变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紫杉烷类生物碱能影响微
管的组装和拆卸，减少正常的轴突运输，导致长
度依赖性感觉运动轴突神经病变 [17]。临床上化疗
引起的周围神经病（CIPN）表现为不同强度的感
觉、运动或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感觉障碍的症状
包括麻木、刺痛、触摸感觉改变、振动减弱，还
时常伴随痛感，包括自发性燃烧、射击或电击样
疼痛，以及机械性或热敏性痛觉，甚至发展为感
官知觉丧失 [16]。肌痛可在输注过程或使用高剂
量的紫杉醇治疗后观察到，但通常在 5 d 内消退。
在输注剂量为 135 ～ 250 mg·m－ 2 的紫杉醇Ⅲ期



636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临床试验中发现紫杉醇剂量达到 250 mg·m－ 2 时
肌水肿发生率更高。而肌病或由肌纤维功能障碍
引起的神经肌肉疾病很少被注意到，仅在接受高
剂量紫杉醇（300 ～ 350 mg·m－ 2）联合其他抗肿
瘤药物的患者中出现时引起关注 [17]。
2.4　乌头类生物碱
　　乌头碱是附子中的一种双酯型二萜生物碱，
其毒性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心脏和肝脏等
器官。口服乌头碱 0.2 mg 可引起中毒，其致死量
是 2 ～ 4 mg，死亡原因主要为心律失常和呼吸衰
竭 [18]。患者发病时间多为服药后 30 min ～ 1 h，
绝大多数附子中毒患者同时具有神经系统、心血
管和胃肠道反应。神经毒性表现为口舌麻木、四
肢肌肉无力、触觉减弱或消失、肌肉强直不能屈

伸，严重者出现体温下降、二便失禁的情况。心
脏毒性表现为低血压、心悸、胸痛、心动过缓、
窦性心动过速、心室异位、尖端扭转型室速、心
室颤动。胃肠道反应表现为流涎、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胃部灼热、肠鸣音亢进 [19-20]。根据
临床表现，中毒的程度可分为轻、中、重度。轻
度仅有口咽灼痛、唇舌、肢体麻木、头昏眼花、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等症状；中重度中毒
者表现为全身发麻、语言不清、流涎、多汗、烦
燥不安、心慌气促、抽搐、昏厥、瞳孔缩小、视
物模糊、缺氧征、心律不齐等，严重者会出现循
环衰竭休克状态 [21-22]。表 2 列出了部分研究热度
较高的生物碱毒性的相关临床研究。

表 2　生物碱毒性的相关临床研究 
Tab 2　Clinical research on alkaloid toxicity

生物碱 毒性剂量 给药方式 出现不良反应时间 毒性表现 参考文献

长春瑞滨 25 mg·m－ 2 静脉推注 8个周期，（7 d/ 次，28 d/ 周期） 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 [23]
40 mg 溶于 100 mL 

0.9% 氯化钠注射液

静脉滴注 6 ～ 10 d 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神经毒性、注射部位红

肿

[24]

千里光碱 0.015 ～ 3 mg/（kg·d） 口服 2 周至数月 肝坏死、肝纤维化、肝硬化、高胆红素血症、疼

痛性肝脏肿大、腹腔积液

[25]

紫杉醇 150 ～ 175 mg·m－ 2 静脉滴注 8 d 后（3 ～ 4 周 / 次，2 ～ 3 周

期为一疗程）

恶心呕吐、肌肉关节酸痛、周围神经毒性、脱发、

血红蛋白下降、白细胞下降、血小板下降、静

脉炎

[26-27]

240 mg 溶于 500 mL 
0.9% 氯化钠注射液

静脉滴注 10 min 后 呕吐、肢体不自主抽搐、心悸、胸闷、大小便失

禁

[28]

135 ～ 200 mg·m－ 2 静脉滴注 8 d 后（3 ～ 4 周 / 次） 骨髓抑制、过敏反应、手足麻木、恶心呕吐、脱

发、腹泻

[16-17]
[29-30]

乌头碱 含有乌头碱的药酒

5 ～ 50 mL
口服 0.5 ～ 3 h 后 口咽灼痛，唇舌、肢体麻木，头昏眼花，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胸闷

[31]

单方煎服生草乌 20 g 口服 10 ～ 40 min 口周、四肢麻木、恶心、呕吐、心悸、血压下降 [32]
乌头炮制的药酒 150 

mL
口服 1 h 后 晕厥、胸闷、四肢麻木、呕吐、大汗、血压

60/40 mmHg
[18]

乌头粉 12 g 口服 10 min 后 头晕、口唇麻木、四肢乏力伴恶心呕吐 [21]

3　生物碱毒性的相关基础研究
　　正如生物碱临床应用中所表现出的毒性症
状，动物实验也得到相应的证实。裴天仙等 [33] 给
予大鼠静脉滴注酒石酸长春瑞滨（NVB）4 个周
期后，涂片结果显示骨髓细胞稀疏，各系造血细
胞均减少，粒细胞比例明显降低，显示 NVB 可
抑制造血系统。祁乃喜等 [34] 研究表明吡咯嗪生物
碱以 100 g/（kg·d）的剂量给予大鼠连续灌胃 7 
d，尿液中内源性小分子代谢物（如氧化三甲胺、
牛磺酸）含量上升，表明吡咯嗪生物碱能对大鼠
的肝肾造成损伤。Flatters 等 [35] 在大鼠实验中发
现，紫杉烷类生物碱所致的神经病变与轴突中线
粒体肿胀呈空泡状的显著增加有关，紫杉烷类生

物碱使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开放，引起
线粒体内钙离子外流，影响钙介导的神经元兴奋
性，最终诱发神经毒性。雷怀成等 [36] 发现给予大
鼠 1.46 mg·kg－ 1 乌头碱进行一次性灌胃染毒后，
HE 染色结果显示心肌间质淤血，部分心肌细胞
出现嗜酸性变、核浓缩；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染
毒后第 2 日心肌细胞凋亡数最多，但是第 3 日、
第 5 日呈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乌头碱在体内的
消除速度快，对器官和组织的作用时间短，心肌
中的凋亡细胞逐渐被巨噬细胞吞噬。表 3 列出了
热度较高的生物碱毒性的相关基础研究。
4　生物碱的毒性机制
4.1　长春花生物碱的毒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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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碱毒性的相关基础研究 
Tab 3　Basic research on the toxicity of alkaloids

生物碱 动物类型 受试剂量 毒性剂量 给药方式 给药时间 毒性表现
参考

文献

长春瑞滨 Beagle 犬 6，12，24 mg·m－ 2 24 mg·m－ 2 静脉注射 7 d/ 次，21 d/ 周期，

给药 4 个周期，

末次给药后为停

药恢复期，约 2
个给药周期

精神沉郁、活动减少、俯卧、呕吐、

腹泻、形体消瘦

[37]

斑马鱼 0.167，0.25，0.5 
mg·mL－ 1

＞ 0.167 
mg·mL－ 1

静脉注射 单次，24 h 后观察 抑制红细胞和中性粒细胞 [38]

家兔 5 mg 溶于 3 mL  
0.9% 氯化钠注射

液

5 mg 溶于 3 mL 
0.9% 氯化钠注

射液

皮下注射 单次，24 h 后观察 真皮层纤维碎裂、毛囊周期性生

长中断、部分区域毛囊结构完

全丧失、薄壁血管较少

[39]

新西兰白兔 1.2 mg·kg－ 1 1.2 mg·kg－ 1 静脉注射 3 d，末次给药 24 h
后观察

耳静脉高度扩张充血、血管周围

疏松结缔组织水肿伴大量淋巴

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吞噬细

胞浸润

[40]

SD 大鼠 5，10，20 mg·kg－ 1 20 mg·kg－ 1 静脉注射 每周给药 2 次，持

续 3 周或 6 周，

末次给药 24 h 后

观察

体重减轻、食欲减退、消瘦脱毛、

粪便干燥、粪便中有白色颗粒、

白细胞和红细胞均减少、胸腺

和脾脏萎缩、睾丸轻度萎缩、

曲细精管退化、淋巴结损伤

[41]

千里光碱 C57BL/6 小鼠 50 mg·kg－ 1 50 mg·kg－ 1 灌胃 单次给药，48 h 后

观察

活动减少、精神畏缩、毛发竖立、

肝细胞大面积坏死、细胞核固

缩明显、肝窦内有大量瘀血、

内皮细胞脱落

[42]

8.5 d ICR 
小鼠胚胎

12.5，25，50，100 
μg·mL－ 1

＞ 25 μg·mL－ 1 共孵育 48 h 尿囊、心、脑、尾神经管、视听嗅

系统、腮弓、颌突及肢芽等胚

胎器官形态分化指标评分较低

[43]

KM 小鼠 含生药 60，120 
g·kg－ 1 的药液

＞含生药 60 
g·kg－ 1 的药液

灌胃 单次给药，14 d 后

观察

肝脏中央静脉扩张、中央静脉周

围的肝细胞出现轻度水样变性、

局灶性肝窦轻度扩张

[44]

C57BL/6 小鼠 15，30，45，60 
mg·kg－ 1

＞ 45 mg·kg－ 1 灌胃 单次给药，30 h 后

观察

血液中 ALT 和 AST 增加、肝脏中

心周围区域坏死

[45]

Wistar 大鼠 86，104，125，
150，180，215 
mg·kg－ 1

＞ 104 mg·kg－ 1 腹腔注射 单次给药，2 ～ 3 d
后观察

肝小叶中心出血性坏死、肺内膜

部分坏死、肺泡间隔增厚程度

不同、支气管和支气管上皮发

育不良

[46]

紫杉醇 SD 大鼠 38，50，65，85 
mg·kg－ 1

85 mg·kg－ 1 静脉注射 单次给药，5 d 后观

察

胸腺髓质萎缩、骨髓再生不良、

脾内淋巴组织衰竭

[47]

SD 大鼠 1，3.3，10 mg·kg－ 1 10 mg·kg－ 1 静脉注射 5 d/ 次，给药 6 次后

观察

红细胞、血红蛋白、嗜中性白细

胞均下降、胸腺萎缩、骨髓再

生不良、附睾萎缩

[48]

CBA 小鼠 50 mg·kg－ 1 50 mg·kg－ 1 静脉注射 单次给药，24 ～ 72 
h 后观察

微核个体变大、形状各异 [49]

乌头碱 斑马鱼 3，10，30 
μmol·L－ 1

＞ 10 μmol·L－ 1 共孵育 48 h 后观察 心包明显肿胀、心脏舒展和收缩功

能发生障碍

[50]

KM 小鼠 1.299，1.856，
2.532，3.788，
5.412，7.732 
mg·kg－ 1

＞ 3.788 mg·kg－ 1 灌胃 单次 蜷缩、呕吐、身体拉长、毛发湿润、

部分出现惊厥、弹跳

[51]

斑马鱼 5，10，30，60 
mg·L－ 1

＞ 10 mg·L－ 1 共孵育 24 h 后观察 心脏区域心包囊水肿、心膜出血、

血细胞在心区堆积、心跳微弱甚

至停止、血液循环受阻甚至停止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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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瑞滨是亲脂性药物，可直接引起血管内
皮细胞损伤，因此静脉炎是长春瑞滨临床使用中
最常见的毒副反应。长春瑞滨增强了体内外 p38 蛋
白的磷酸化，并促进了细胞内活性氧（ROS）的生
成和下游 NF-κB 信号通路中炎症介质（如 TNF-α、
ILs、iNOS）的过度释放。而 ROS 水平的增加又
加速了 p38/NF-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最终造成静
脉内皮细胞丢失、高渗透性反应、间质水肿、炎
性细胞浸润等现象。此外，长春瑞滨诱导的血管
损伤与氧化应激也有一定的联系。细胞在各种刺
激下产生的防御反应导致 ROS 不断产生，进而引
起线粒体内促凋亡蛋白（如 Bax、Bak）由内膜向
外膜的迁移，线粒体膜破裂，细胞色素 C 进入胞
质。胞质中的细胞色素 C 与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
1（Apaf-1）结合并产生凋亡体，该凋亡体可以结
合并裂解 pro-caspase-9 蛋白，使 caspase-9 活化。
活化的 caspase-9 进一步加工和裂解 caspase-3，导
致后续一系列细胞凋亡级联反应的发生 [54]。而长
春花生物碱的外周神经毒性是由于其与微管蛋白
结合抑制有丝分裂纺锤体动力学，干扰轴突运输，
诱导轴突微管螺旋化，最终引起轴突损伤 [55]。
4.2　吡咯嗪生物碱的毒性机制
4.2.1　肝毒性机制　吡咯嗪生物碱经肝脏中细胞
色素 P450（CYP450）氧化后可生成具有肝毒性
的代谢产物，如吡咯嗪生物碱氮 - 氧化物和脱氢
吡咯嗪生物碱。研究发现，吡咯嗪生物碱氮 - 氧
化物可在体内通过代谢活化实现生物学转化，最
终形成的吡咯 - 蛋白加合物可导致 HSOS 的发
生 [55]。虽然脱氢吡咯嗪生物碱可与细胞中的酶、
蛋白质、DNA 等亲核基团发生烃化反应，最终造
成肝损伤。但是脱氢吡咯嗪生物碱的化学性质不
稳定，在体内可进一步水解为几乎无毒的脱氢吡
咯生物碱 6，7- 二氢 -7- 羟基 -1- 羟甲基 -5H- 吡咯
嗪（DHP）。研究发现吡咯嗪生物碱所造成的肝
损伤主要集中于肝腺泡分区的第三区带，其原因
在于该区带的肝细胞有含量丰富的 CYP450，但
谷胱甘肽（GSH）的含量较少，而肝窦内皮细胞
中的 GSH 含量更少。因此，吡咯嗪生物碱经氧
化应激作用后更容易造成肝窦和肝小静脉内皮
的损伤 [56]。吡咯嗪生物碱还可以通过泛素 / 蛋白

酶体和钙蛋白酶体系统诱导抗凋亡蛋白 Bcl-xL
降解，使释放到胞浆的细胞色素 C 在 ATP 的作
用下与 Apaf-1 形成复合物激活 caspase-9，导致 
caspase-9/caspase-3 信号级联的激活，最终导致肝
细胞凋亡 [57]。
4.2.2　 肺 毒 性 机 制　 肺 动 脉 平 滑 肌 细 胞
（PASMC）的异常增殖、迁移和凋亡与肺动脉高
压（PAH）中的血管重塑密切相关。过度的增殖
促进 PASMC 群体扩张，PASMC 的迁移又进一步
导致动脉肌肉化、血管狭窄和血管张力增加，最
终造成肺动脉压力升高，促进了 PAH 的发生。
PASMC 中 Ca2 ＋稳态的变化是 PAH 中肺血管收缩
和重建的重要影响因素。钙离子内流（SOCE）是
PASMC 调节 Ca2 ＋内流的主要 Ca2 ＋通道之一，调
控着 PASMC 的增殖、凋亡和迁移。而钙调神经
磷酸酶（CaN）/ 活化 T 细胞核因子（NFAT）通路
是 SOCE 最重要的下游信号通路，参与吡咯嗪生
物碱诱导的 PAH 中 PASMC 的异常增殖、迁移和
凋亡。吡咯嗪生物碱可诱导 CaN 和 NFAT 对接，
使 NFAT 去磷酸化并启动转录程序，最终造成
SOCE 诱导的 Ca2 ＋内流增加 [58]。另一方面，吡咯
嗪生物碱诱导的肺毒性也被认为是由脱氢吡咯嗪
生物碱引起的，其在肝脏中产生并随血流进入肺
小动脉，使肺血管壁增厚且血栓增多，导致肺动
脉血管闭塞和血管周围炎症 [59]。这些改变伴随着
心肌神经体液因子（BNP、ET-1）和参与心脏发育
的转录因子（HOP、Islet1）的 mRNA 水平的增加，
这些转录因子可能参与心脏重构 [60]。
4.3　紫杉烷类生物碱的毒性机制
　　紫杉烷类诱导 CIPN 的机制如下：紫杉烷类
可引起微管破坏，并通过损害轴突运输激活背根
神经节神经元内多种受体（如 N- 甲基 -D- 天冬氨
酸受体）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如电压门控钙通道
亚基α2δ-1、钠通道 Nav1.7）来改变外周神经元的
电生理特性，导致周围神经元的过度兴奋。紫杉
烷类还可诱导有髓和无髓感觉神经纤维肿胀，加
速线粒体空泡化，改变线粒体膜电位，增加钙离
子释放，而线粒体损伤又进一步促进 ROS 的生
成，导致轴突内氧化应激和神经元内钙稳态失调，
造成周围神经细胞凋亡和脱髓鞘，最终改变周围

生物碱 动物类型 受试剂量 毒性剂量 给药方式 给药时间 毒性表现
参考

文献

9.5 d 的 SD 
大鼠胚胎

1，2.5，5，10 
mg·mL－ 1

＞ 2.5 mg·mL－ 1 共孵育 48 h 后观察 顶臀长和头部长度减少、体细胞数

量减少、卵黄囊循环、屈曲、心

脏、视神经系统、肢芽等器官的

发育受到影响

[53]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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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的兴奋性 [56，61]。研究表明，紫杉烷类生
物碱会导致小鼠体内 Nrf2 抗氧化反应元件（Nrf2-
ARE）功能受损并降低 Nrf2 反应基因（如 HO-1、
γ-GCLC 和 NQO1）的表达，这些基因均与神经性
疼痛相关 [62]。此外，紫杉烷影响小胶质细胞和星
形胶质细胞活化的同时还会导致免疫细胞的激活
和促炎细胞因子（白介素和趋化因子）的释放，造
成周围神经元伤害性感受器的敏化和过度兴奋 [63]。
4.4　乌头类生物碱的毒性机制
4.4.1　心脏毒性机制　乌头碱类生物碱的心脏毒
性是由于它们作用于心肌细胞膜的电压敏感钠通
道所致。研究表明，乌头碱和新乌头碱对体外钠
通道的亲和力与大鼠的 LD50 相关，乌头碱和新乌
头碱以高亲和力结合位点 2 的电压敏感钠通道使
其处于开放状态，从而引起钠通道的持续激活，
有利于 Na ＋内流，再通过 Na ＋ -Ca2 ＋交换系统使
细胞内 Ca2 ＋增加，细胞内钠钙失衡造成的 Ca2 ＋

超载会提高异位起搏点的自律性，最终造成心律
失常 [19]。心室肌中钙超载还可以增加兰尼碱受体
2（RYR2）的开放频率，造成钙泄漏，增加胞浆
中钙离子浓度，当持续性升高的钙离子不能被有
效的消除将引发肌浆网对钙离子的过度释放，引
起钙震荡和钙波，最终造成心室肌的颤动或扑动，
心脏无法有效泵血 [64]。线粒体功能障碍在乌头碱
的毒性机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头碱可
导致线粒体内超氧化物和 ROS 的水平升高，ATP
的含量下降。ROS 的积累可致线粒体肿胀，mPTP
开放，从而使细胞色素 C 等内容物流向胞质，最
终引发心肌细胞凋亡。ROS 还可以诱导线粒体内
膜脂质的过氧化损伤，导致 ATP 和线粒体呼吸链
复合物的活性下降，最终造成线粒体功能障碍 [65]。
4.4.2　神经毒性机制　乌头的神经毒性与氧化应
激、离子转运通道活性改变和能量代谢相关。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巴胺可能是 ROS 的内源性
来源，多巴胺的酶促和非酶促代谢均可导致 ROS
的产生。在生理状态下，代谢过程中产生的 ROS
或其他自由基可以被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及时清除。但在病
理状态下，过多的多巴胺代谢会导致 ROS 无法
及时清除，最终造成细胞内 ROS 的激增。研究表
明，PC12 细胞中抗氧化酶系统的功能障碍在乌
头的细胞毒性中起重要作用，乌头可诱导 PC12
细胞中多巴胺过度释放，并显著降低 PC12 细胞
中 SOD 和 GPx 的活性，造成细胞内自由基增加，
从而诱导氧化应激的发生 [66]。乌头碱和钙离子
竞争结合细胞膜上的磷脂会改变钠转运通道的活

性，阻止钠离子内流，抑制神经冲动的传导。同
时乌头碱还影响与疼痛相关的中枢内源性神经递
质（如 5- 羟色胺、儿茶酚胺、乙酰胆碱、内啡肽）
与相应的受体结合，最终造成感觉神经和中枢神
经的麻痹 [20]。此外，乌头碱还会破坏星形间质细
胞膜的完整性，使细胞内钙离子外流，细胞呼吸
链中断，无氧呼吸增加，糖原大量分解，最终导
致神经细胞能量代谢障碍 [67-68]。
4.4.3　肝毒性机制　乌头碱类生物碱引起肝毒性
的机制涉及多种成分、靶点和途径的联合作用。
研究表明，乌头碱可能通过调节关键靶标 AKT1、
EGFR、HRAS 和 IGF1 来抑制 PI3K 和 Akt 的磷酸
化，降低 HIF-1 和 mTOR 的表达，破坏氧化还原
稳态和能量平衡，最终造成自噬障碍和细胞凋亡，
降低肝细胞的耐受性。当大鼠服用乌头碱类生物
碱时可降低体内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G6PD）、
谷胱甘肽还原酶（GSR）、谷氨酰胺（GLH）的表
达，造成 GSH 的含量显著下降，机体抗氧化能力
减弱，细胞内 ROS 的含量升高，细胞膜磷脂过氧
化，最终破坏细胞和线粒体膜结构，影响能量代
谢。且服用乌头碱类生物碱的部分大鼠肝脏病理
切片还出现了脂肪变性现象，说明脂质代谢异常，
而脂质代谢紊乱会通过炎症介质的形成和异常分
泌来加剧炎症反应 [69]。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对近 20 年研究热度较高的长春花类、
吡咯嗪类、紫杉烷类和乌头类生物碱的毒性剂
量、毒性表现和毒性机制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
发现，这四类生物碱的毒性主要体现在心脏、肝
脏、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方面，且毒性机制包含
氧化还原稳态的失衡、炎症因子的释放、细胞凋
亡、离子通道的异常表达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生
物碱的毒副作用大大限制了其研究开发和临床应
用，开展生物碱增效减毒的研究对于其更广泛的
临床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配伍是中医用药
的主要形式，通过适当配伍可达到增效减毒的目
的。生物碱类有毒中药多辛香，常配伍味酸之白
芍、白及、乌梅、赤石脂，味甘之甘草、黄芪、
人参、生地黄、何首乌，味苦之防己、黄芩、佛
手、秦艽等 [70]。研究发现，SD 大鼠给予乌头碱
前用甘草水提取物预处理一周后与未经处理组相
比，大鼠体内乌头碱的含量减少，原因可能是甘
草通过上调 CYP 酶和外排转运蛋白（P-gp）的表
达来参与附子中二酯二萜生物碱和单酯二萜生物
碱的转运，使毒性较大的生物碱代谢成毒性较小
的化合物，降低附子的毒性 [71]。除药物配伍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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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酵、制霜去毒、水火共制减毒等炮制方法
也能达到相应的效果。然而，生物碱的成分多样，
毒性机制复杂，基础研究并不能完全模拟生物碱
在人体内的作用，故如何使生物碱发挥增效减毒
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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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PD-L1 抑制剂相关心肌炎的研究进展

董敏婕，郭俊（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肿瘤科，湖北　十堰　442001）

摘要：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肿瘤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领域里极为重要的治疗手

段。其中抗程序细胞死亡蛋白 1（PD-1）及其配体（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被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恶性黑色素瘤、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晚期肾癌、头颈鳞状细胞癌、

尿路上皮癌等肿瘤的治疗。随着 PD-1/PD-L1 抑制剂在国内外的广泛应用，许多肿瘤患者的生

存率显著提升，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其中免疫抑制剂相关心肌炎

是最凶险的一种。本文就 PD-1/PD-L1 抑制剂相关心肌炎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程序细胞死亡蛋白 1；抗程序细胞死亡蛋白 1 配体；心肌炎；

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42-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31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PD-1/PD-L1 inhibitor-associated myocarditis

DONG Min-jie, GUO Jun (Department of Oncology, Dongfeng General Hospital of Sinopharm, 
Hubei Medical College, Shiyan  Hubei  44200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immunotherapy of tum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in tumor therapy. Among them, programmed death-1 (PD-1) and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s 
Administ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melanoma, metastatic 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dvanced kidney cancer,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urothelium carcinoma, 
etc.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PD-1/PD-L1 inhibitors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have occurred along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urvival rate of tumor 
patients, among whic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myocarditis is most dangerou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PD-1/PD-L1 inhibitor associated myocarditis. 
Key words: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programmed death-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myocarditis; advers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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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治疗是通过增强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激活机体内的抗肿瘤免疫反应，最后杀死、清除
肿瘤细胞。近些年，该疗法成为了肿瘤治疗领域
极为重要的手段。免疫检查点是免疫细胞表达的
细胞表面受体，主要作用是调节 T 淋巴细胞的
活化和效应功能，由一组共刺激和共抑制分子组
成，这些分子在正常生理环境下可根据局部微环
境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但是在肿瘤发生时，肿
瘤细胞通过识别免疫检查点通路，抑制Ｔ细胞的
免疫反应从而逃避免疫监视，导致肿瘤监视和肿
瘤识别降低，最终形成免疫逃逸，促进肿瘤的发

生和进展 [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已被证
实可提高恶性黑色素瘤、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晚期肾癌、头颈鳞状细胞癌、尿路上皮癌等
患者的生存率。至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已批准 2 种程序性死亡蛋白 1（PD-1
也称作 PDCD1 和 CD279）抑制剂（nivolumab 和
pembrolizumab）和 3 种抗程序细胞死亡蛋白 1 配
体（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 抑 制 剂
（atezolizumab、avelumab 和 durvalumab）应用于临
床。PD-1/ PD-L1 抑制剂通过阻断 PD-1 及 PD-L1
的结合，激活 T 细胞，从而增强抗肿瘤反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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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能异常增强自身正常的免疫反应，最终导
致免疫耐受失衡，累及到正常组织时表现出自身
免疫性的炎症反应，称为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
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2-3]，涉及皮肤、
胃肠道、肺部、内分泌、肺部、眼部以及心血管
系统等 [4]。而 ICI 相关心肌炎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不
良反应 [5]。本文对 PD-1/PD-L1 抑制剂相关心肌炎
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　PD-1/PD-L1 信号通路
1.1　PD-1 及其配体的生物学特征
　　PD-1 是 T 细胞上的一种免疫抑制性受体，是
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50 ～ 55 kDa 的Ⅰ型跨膜蛋
白，由 288 个氨基酸残基构成 [6]。它是由一个胞
外免疫球蛋白可变区（IgV）、一个疏水的跨膜结
构域和一个细胞质结构域组成。其中细胞质结构
域包括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TIM）、免疫受
体酪氨酸转换基序（ITSM）[7]。有研究表明，PD-1 
最早表达于胸腺中双阴性细胞，在活化的 T 细胞、
B 细胞、骨髓细胞、树突状细胞（DC）、自然杀伤
细胞（NK）、间质干细胞、单核细胞、未成熟的
朗格汉斯细胞等多种细胞表面均有表达 [8-9]。
　　PD-1 有两个主要配体，分别为 PD-L1 和 PD-
L2，细胞外区均具有免疫球蛋白恒定区（IgC）与
IgV 样功能域，两者同属于 B7 家族，PD-L1 和
PD-L2 结构上具有 40% 的氨基酸同源性。但两者
为不同的表达模式，PD-L1 不仅表达于抗原递呈
细胞（APC）、活化的 B 细胞，T 细胞、树突状细
胞、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也表达于胸腺细胞、
多种肿瘤细胞及非造血细胞 [10]。相比之下，尽管
PD-L2 与 PD-1 的亲和力是 PD-L1 的数倍，但由
于 PD-L2 表达较局限，主要表达在 APC 上，在
其他细胞中往往低表达，所以 PD-L1 是 PD-1 的
主要配体。
1.2　PD-1 /PD-L1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T 细胞激活对于保护宿主抵抗病原体和预防
自身免疫反应是必要的。PD-1/PD-L1 作用并不
直接导致细胞凋亡，但是可以减少 T 细胞的存活
和增殖。PD-1/PD-L1 作为负性共刺激信号，T 细
胞上的 CD28 受体是 PD-1 介导抑制作用的主要
靶点 [11]。PD-1 与 PD-L1 结合后，使 PD-1 胞浆
区 C 端的 ITSM 发生磷酸化，招募并激活蛋白酪
氨酸磷酸酶 SHP-1 和 SHP-2（主要是 SHP-2）[12]，
使 zeta 链相关蛋白 -70（ZAP70）去磷酸化，从
而抑制下游 Ras-EMK-ERK 通路。在 T 细胞中，
Ras 及其下游 MEK-ERK-MAP 激酶途径激活的主
要机制涉及 RasGRP1 的激活，而 PLC 下游的二
酰基甘油（DAG）对 RasGRPI 的激活至关重要。

PD-1 通过抑制 PLC-1 和 Ras 的激活导致 MEK-
ERK-MAP 激酶途径的活化减弱，进而抑制 T 细
胞的增殖分化及细胞因子的分泌 [13-14]。
　　研究发现，PD-1 还可通过干扰 CD28 介导的
磷脂酰肌醇化酶 3（PI3K）的磷酸化使蛋白激酶 
B（AKT）活化减低，从而整体下调 PI3K-AKT-
mTOR 信号通路 [15]，该信号通路调节多种细胞功
能，包括增殖、生长和凋亡，并参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被认为是 PD-1 介导的抑制功能的另一主
要信号途径 [16]。另外，通过干扰 PI3K 的活化从
而抑制细胞凋亡基因 Bcl-XL 转录，使白细胞介
素 -2（IL-2）的产生和葡萄糖代谢降低，从而导
致 CD8 ＋ T 细胞和 CD4 ＋ T 细胞功能失活 [17]。
2　PD-1/PD-L1 信号通路与心肌炎
　　心肌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发
病的关键因素是 T 细胞的异常活化。Tarrio 等 [18]

通过建立 T 细胞诱导的心肌炎模型来证明 PD-1 在
T 细胞介导的心肌炎中的调节作用，实验发现在
CD8 ＋ T 淋巴细胞诱导的心肌炎模型中，PD-1 表
达阴性的 T 淋巴细胞比 PD-1表达阳性的 T 淋巴细
胞导致的心肌组织炎性浸润更严重；而在 CD4 ＋ T
淋巴细胞诱导心肌炎模型中，与野生型小鼠相比，
PD-1 表达阴性小鼠的心肌炎的炎症反应更强。
Grabie 等 [19] 在诱导小鼠发生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介导的心肌炎的过程中，发现 PD-L1 在心内膜上
的表达依赖于 T 细胞来源的干扰素 -γ（IFN-γ），T
细胞来源的 IFN-γ 可以上调心内膜上 PD-L1 的表
达，抑制 IFN-γ/PD-L1 的信号转导途径，导致心
肌的炎症反应加重；而 PD-L1 和 PD-L2 基因缺失
以及使用了 PD-L1 抑制剂治疗小鼠的心脏炎症反
应加重，短暂性心肌炎进展为致命性心肌炎。以
上实验证明了 PD-L1 通过与 PD-1 的结合，抑制
了 T 细胞识别抗原，从而减轻心肌炎的病理表现，
在心肌细胞损伤中起保护作用 [18-20]。
3　PD-1/PD-L1 抑制剂相关心肌炎 
3.1　发病机制
　　以 PD-1/PD-L1 抑制剂为代表的 ICI 相关心肌
炎发生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目前可能的机制有
两种：
　　一是共同抗原理论，有研究表明靶向肿瘤细
胞和心肌细胞具有共有的抗原 [21]。肿瘤可能导
致 T 细胞的克隆扩张，然后 T 细胞可能与主要
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复合物上的心肌抗原发生
交叉反应 [22]。在 Johnson 等 [21] 报告的两例使用
niolumab 和 ipilimumab 联合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
后并发致命性心肌炎及肌炎的病例中可以发现浸
润心肌的克隆性 T 细胞及肿瘤及骨骼肌中的 T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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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相同，提高了共同抗原理论的可能性 [23]。ICI
可增强 T 细胞效应，由于 T 细胞可能存在针对肿
瘤细胞和心肌细胞共有抗原，T 细胞会同时攻击
心肌细胞，导致心肌损伤引起致命性自身免疫性
心肌炎的发生。
　　另一个发病机制是心脏外周免疫耐受功能的减
弱 [24]。PD-1/PD-L1 信号通路是通过抑制 T 细胞活
性来抑制心肌炎的发展，而 PD-1/PD-L1 抑制剂通过
阻止 PD-1 与其配体结合来诱导 T 细胞活化，促进
有效的 T 细胞诱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因此，PD-1/
PD-L1 抑制剂可以使心脏上的效应 T 细胞保持活性
从而对心脏进行攻击 [25]。
3.2　临床特征
　　ICI 相关心肌炎是一种罕见的免疫介导的不
良事件，确切的发病率尚不清楚，据报道其发病
率在 0.06% ～ 1%，中位时间为第一次接受 ICI
治疗后 17 ～ 65 d[26]。两种 ICI 的联合使用会增
加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率。Johnson 等 [21] 研究发
现 联 合 使 用 PD-1 抑 制 剂 nivolumab 和 CTLA-4
抑制剂 ipilimumab 心肌炎的发生率为 0.27%，而
单用 PD-1 抑制剂 nivolumab 心肌炎的发生率仅
为 0.06%。Mahmood 等 [27] 通过对 35 例 ICI 相关
心肌炎病例的研究表明，ICI 相关心肌炎的发病
率为 1.12%，30% 的单药治疗引起的心肌炎是
由 nivolumab 引起的，而在 75% 的联合治疗中，
nivolumab 是作为治疗药物之一出现的。Salem
等 [28] 研究发现，单用 PD-1/PD-L1 抑制剂心肌炎
发病率为 0.4%，而联合使用 CTLA-4 抑制剂心肌
炎的发生率为 1.33%。虽然 ICI 相关心肌炎发病
率低于其他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但病死率较高。
同时 Mahmood 等 [27] 也发现联合使用免疫抑制剂
治疗的患者病死率更高。在一项收集了世界卫生
组织（WHO）数据库中 101 例使用 ICI 引起心肌
炎的研究中，抗 PD-1 或 PD-L1 联合抗 CTLA-4
的 病 死 率 高 于 抗 PD-1 或 PD-L1 单 药（67% vs 
36%）[29]。
　　ICI 相关心肌炎一般发病较早，但也可以随
时发生。相关研究表明第一次使用 nivolumab 或
联合其他 ICI 之后即可出现暴发性心肌炎 [30]。也
有病例表明，连续使用 nivolumab 后会发生迟发
性心肌炎 [31]。ICI 相关心肌炎的症状和体征也不
同，无特异性症状，从疲劳、胸痛、双下肢水肿、
肌痛、心悸、呼吸困难到晕厥、心源性休克、心
搏骤停都有，也可表现为心律失常或房室传导阻
滞等，部分患者甚至无症状 [27-31]。ICI 相关心肌
炎常常进展迅速，可以单独发生也可以伴随其他
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 [32]。

3.3　诊断
　　由于 ICI 相关心肌炎具有发病早、无典型临
床症状，进展迅速等特点，因此早期诊断非常有
必要。目前仍然没有单一的临床或者影像学检查
可以诊断。2018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
制定的《ASCO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管理指南》
中指出相关的诊断检查包括：在开始治疗前要进
行基线检查，可行心电图、生物标志物、超声心
电图等检查，尤其在接受联合免疫疗法治疗的患
者中；一旦出现了症状或体征，可考虑咨询心内
科医师，进行心电图、肌钙蛋白（cTnI）、脑钠肽
（BNP）、超声心动图及胸片检查；必要时可在心
内科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其他检查，如运动负荷检
测、心导管检查及心血管磁共振 [33]。
3.3.1　心电图　心电图是一种快速、方便的检查。
研究表明，大多数 ICI 相关心肌炎的患者心电图会
表现异常，呈非特异性表现，如 ST 段或不典型 ST
段抬高、T 波倒置、Q 波异常、QRS/QT 延长等，
还可能出现房室传导阻滞，左右束支传导阻滞，
房、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动过缓以及窦性心动过缓等
心律失常表现 [34-36]。但心电图在心肌炎的诊断价值
有限，特异性低。Deluigi 等 [36] 研究发现虽然大多
数心肌炎的患者在早期可发现心电图异常的表现，
但一个患者心电图检查正常也并不能排除心肌炎的
可能。建议在每次给药前和患者出现心血管相关症
状时立即检查心电图，若观察到动态心电图变化请
心内科专家会诊。
3.3.2　生物标志物　与其他类型的心肌炎一样，
生物标志物也可用于 ICI 相关心肌炎的诊断。同
心电图一样，生物标志物对于 ICI 相关心肌炎特
异性不高，但对于其诊断是不可或缺的检查手
段。许多病例研究发现，实验室检查发现患者血
清中肌酸激酶（CK）、cTnI、BNP 或 N 末端脑钠
肽前体（NT-pro BNP）升高 [27-30]。有文献报道，
90% 以上的 ICI 相关心肌炎患者血清 cTnI 升高，
cTnI 可以反映 ICI 治疗过程中心肌细胞的损伤 [37]。
Mahmood 等 [27] 研究发现，ICI 相关心肌炎患者
中，所有患者 cTnI 升高，有 66% 的患者出现 NT-
pro BNP 升高。由于暴发性心肌炎往往发生于 ICI
启动后 1 个月内，应密切监测发生主要心脏不良
反应风险较高患者的血清 cTnI，如 ICI 启动前及
灌注后应每两周密切监测血清 cTnI。此外，有研
究发现 cTnI 不仅可用于诊断，还能证明预后 [38]。
患者的血清 cTnI 水平越高，患者发生心脏不良
反应的风险越高 [39]。此外，BNP 或 NT-pro BNP
在一些癌症患者中由于炎症反应也有可能长期升
高 [40]。总之，目前认为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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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nI 对于 ICI 相关心肌炎的特异性更强。
3.3.3　超声心动图　超声心动图是评估和诊断可
疑 ICI 相关心肌炎最有用的检查之一。超声心动
图可以检查患者是否存在弥漫性或者节段性室壁
运动异常、左室收缩和舒张功能、心腔大小和厚
度的变化和心包积液 [37]。此外，超声心动图有
助于排除某些非炎症性原因引起的心脏征象和症
状的相关疾病，如瓣膜病等。相关研究表明，所
有 ICI 相关心肌炎的患者在治疗前左心室射血分
数（LVEF）均正常，当出现心脏相关症状时，有
51% 的患者 LVEF 是正常的 [27]，所以超声心动图
检查 LVEF 正常并不能排除 ICI 相关心肌炎的诊
断 [41]。超声心动图不能直接反映心脏的灌注情
况，与 cTnI 和心电图相比，LVEF 在发现心肌损
伤方面敏感性较低。
3.3.4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
（CMR）是诊断、评估和随访心肌炎或疑似心
肌炎患者的重要无创工具 [42-43]。2009 年，CMR
诊断心肌炎的国际共识小组提出 CMR 协议标准
即路易斯湖标准。路易斯湖标准是 T2 加权成像
（T2WI）、早期钆增强成像（EGE）、晚期钆增强
成像（LGE）三个标准中至少两项为阳性，才能
诊断为心肌炎 [44-45]。Luetkens 等 [46] 研究发现在随
访期间有患者 LGE 强化程度降低了。Gräni 等 [44]

研究了 670 例疑似心肌炎患者，发现 LGE 阳性的
患者在 4.7 年的平均随访期内预后较差，且 LGE
阳性与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CE）的风险增加
有关。因此可以说明 LGE 是心肌炎或临床疑似心
肌炎患者的风险分层和评估预后的重要方法。对
于心肌炎 LGE 阳性或临床怀疑为心肌炎的患者，
建议明确随访 3 年以上，并采用 T1 映射、LGE
和细胞外容积（ECV）进行心肌炎评估 [44，47-51]。
综上所述，随着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
CMR 在诊断心肌炎上表现出较高的特异性 [52]。
3.3.5　 心 内 膜 心 肌 活 检　 心 内 膜 心 肌 活 检
（EMB）是诊断 ICI 相关心肌炎的金标准。组
织病理学检查中，主要以大量 T 细胞（CD4 ＋、
CD8 ＋、CD3 ＋、CD20 ＋等）和巨噬细胞浸润心
肌为 ICI 相关心肌炎的主要表现 [53-54]。然而考虑
有创检查的侵入性、不方便性和费用以及心内膜
活检可能会引起的并发症，比如心脏穿孔、心包
压塞等，尤其是在危重患者中，在日常的临床实
践中 EMB 并不适用于常规心肌炎的诊断。另外，
由于心肌的炎性浸润可能是局灶性和短暂性的，
有时甚至是活检无法获得的。因此，在心肌炎患
者的活检样本中，采样误差可能导致假阴性。总
之，作为一种侵入性检查，由于其较低的敏感性

以及其操作带来的相关并发症，EMB 现在很少用
于心肌炎的诊断，可用来诊断高度怀疑心肌炎的
患者。
3.4　治疗
　　在一般的心肌炎中，大约有 50% 的患者会在
前 2 ～ 4 周内痊愈，约 25% 患者发展为慢性心功
能不全，约 12% ～ 25% 患者可能死亡或进展为
终末期扩张型心肌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 [24]。临
床工作中应该认识到 ICI 相关心肌炎比一般的心
肌炎预后更差，需要尽快诊断和治疗 [55]。目前还
没有 ICI 相关心肌炎防治指南，仅有一些初步的
临床经验。ICI 相关心肌炎的治疗包括：停止 ICI
治疗、限制体力活动、抗心力衰竭治疗和抗心律
失常治疗。
3.4.1　停止 ICI 治疗　2018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制定的《ASCO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管
理指南》中将 ICI 治疗患者的心脏毒性分为 4 级：
1 级定义为无临床症状，异常的心电图或生物标
志物；2 级定义为有轻度的临床症状，筛查检查
异常；3 级定义为检查结果中度异常或轻微活动
即可引起症状；4 级定义为中度至重度失代偿，
危及生命，需要干预治疗如静脉药物治疗等。指
南建议评估患者心肌炎等级，若等级超过 1 级以
上，应当永久停用免疫治疗 [56]。
3.4.2　免疫抑制治疗　类固醇激素是目前用于
治疗 ICI 相关心肌炎最主要的免疫抑制治疗药
物 [27-32]，主要用于通过抑制淋巴细胞活性和抑制
细胞因子合成来治疗心肌炎。一旦怀疑 ICI 相关
心肌炎后，建议立即使用类固醇激素治疗。美国
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2019 年关于免疫治
疗相关毒性作用的指南建议对于有轻到中度临
床症状的患者，静脉或者口服给予泼尼松 1 ～ 2 
mg·kg － 1[57]，可以通过监测患者 cTnI 和 CK 的
水平来观察治疗效果。如果 24 h 内患者症状没有
立即改善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建议静脉注射甲
基强的松龙 500 ～ 1000 mg[39]。心肌炎完全控制
通常需要 1 个月甚至更久，Lyon 等 [58] 建议当接
受甲基强的松龙静脉注射治疗的患者临床情况趋
于稳定时（通常在 3 ～ 5 d 后），剂量可逐渐减少
至每日口服强的松龙 1 mg·kg－ 1，然后每隔 1 ～ 2
周逐渐减量。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单纯大剂量
类固醇激素治疗已经不足以解决 ICI 相关心肌炎 [59]。
对大剂量类固醇激素治疗没有反应或治疗效果不佳
的患者，可考虑使用霉酚酸盐、英夫利昔单抗和他
克莫司等药物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如果患者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可考虑抗胸腺细胞球蛋白、静脉注射



646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免疫球蛋白 [61-68]。近些年来也有病例提示血浆置换
治疗 ICI 相关心肌炎可能有效 [63，67-68]，部分患者经
过血浆置换治疗后临床症状和生病率得到了改善。
　　ATG 是一种抗人胸腺细胞和胸导管淋巴细
胞的多克隆抗体，主要用于同种异体排斥反应和
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 [60]。ATG 通过补体依赖性
细胞裂解来诱导 T 细胞耗竭来治疗 ICI 相关心肌
炎 [61]。选择 ATG 治疗方法是基于类固醇激素难
治性心源性休克和心肌活检中 CD3 ＋淋巴细胞的
证据，提示其机制与心脏移植排斥反应相似。近
些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报道了 ATG 用于治疗 ICI
相关心肌炎的病例，如 Tay 报道了一例 ATG 成
功治疗 nivolumab 给药继发的暴发性心肌炎的患
者 [61]；Jain 等 [61] 报道了一例 ATG 治疗 nivolumab
联合 ipilimumab 给药引起的自身免疫性心肌炎
的病例。两位患者在接受 ICI 治疗前均没有自身
免疫性疾病及心脏病病史，在接受 ICI 治疗后几
日内就出现了相关症状（复视、弥漫性肌痛和近
端无力、皮疹、低血压等），给予大剂量类固醇
激素（500 mg 甲基强的松龙）＋其他免疫抑制剂
治疗及对症治疗后病情仍未得到控制，入院第
8 ～ 10 日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最终发展为完
全性心脏传导阻滞；EMB 显示弥漫性心肌细胞坏
死和明显淋巴细胞浸润（CD8 ＋，CD3 ＋等混合），
予以 ATG 治疗 3 ～ 5 d，患者症状和心脏监测情
况明显好转。尽管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经验来证
明 ATG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对于危重患
者来说，ATG 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61-62]。
　　英夫利昔单抗是一种嵌合 IgG 1 单克隆抗体，
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 来减少淋巴细胞浸润和诱
导 T 细胞凋亡。Agrawal 等 [54] 研究的病例中发现，
英夫利昔单抗可用于治疗类固醇激素难治性心肌炎
复发的患者，患者心肌炎复发后开始注射英夫利昔
单抗，注射两次后 cTnI 恢复正常，临床症状明显
改善。英夫利昔单抗主要用于严重的类固醇激素难
治性心肌炎的患者 [62-63]，但应该注意的是，其与心
力衰竭患者病情恶化有关，在出现中度 - 重度心力
衰竭的病例中，使用英夫利昔单抗可能是禁忌证。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对于心肌炎
患者来说具有抗病毒及抗炎作用，相关病例证
实了免疫球蛋白在治疗急性暴发性心肌炎的疗
效 [65-66]。Huang 等 [64] 的荟萃分析表明，IVIG 治
疗在降低住院死亡率方面优于常规治疗。与常规
治疗相比，IVIG 可明显改善患者左心室功能。近
些年来，也有一些病例记录了免疫球蛋白在 ICI
引起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中的应用。Yamaguchi
等 [31] 报道了一例 nivolumab 引起的迟发性暴发性

心肌炎的患者，使用泼尼松龙和 IVIG 联合治疗
后 2 d 症状和 LVEF 均逐渐好转。
3.4.3　心力衰竭治疗及抗心律失常治疗　限制体
力活动、心力衰竭治疗和抗心律失常治疗对于
ICI 相关心肌炎也是必不可少的。根据美国心脏
病学院 / 美国心脏协会指南 [69]，有急性失代偿性
心力衰竭症状的患者应使用利尿剂和心力衰竭药
物治疗；有缓慢型心律失常或心传导阻滞迹象时，
可能需要暂时或永久放置起搏器；对室性心律失
常的患者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如β 受体阻滞剂
或胺碘酮等药物、快速复律和除颤治疗；暴发性
心肌炎导致心源性休克时，予以血管活性药物治
疗外，紧急情况下可以考虑予以体外膜肺氧合、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等机械循环支持。
3.4.4　再次启用 ICI 的时机　尽管指南建议出现 1
级以上的心血管不良事件时，应当停止免疫治疗。
但在 ICI 相关心肌炎发生后是否重启 ICI 治疗需要
多方面考虑。要考虑到癌症本身的情况、心脏功
能、毒性的严重程度以及患者本身选择等。继续或
者停止 ICI 治疗应当由肿瘤科和心内科等多个学科
专家会诊后慎重决定。Peleg 等 [70] 报道的病例中有
3 例 ICI 相关心肌炎患者治疗后再次引入 ICI 治疗，
观察到成功再引入 ICI 治疗和失败的患者之间的差
异是后者心肌炎级别更高，伴有较高的 BNP 水平
和近期出现的 LVEF 降低。因此，对于低级别心肌
炎，在临床体征消失、实验室异常及 LVEF 正常化
后，考虑重新采用 ICI 治疗可能是合理且安全的；
对于曾经患有严重的 ICI 相关心肌炎和心脏传导阻
滞的患者，不建议重新启动 ICI 治疗 [71]。
4　总结及展望
　　近年来，以 PD-1/PD-L1 抑制剂为代表的 ICI
疗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关于其不良反应的
报道也越来越多。其中 ICI 相关心肌炎虽然发病率
不高但是病死率高，具有早期发病、无特异性症
状、呈暴发性进展的特点。尽快诊断和治疗对于
预后有关键性作用。建议所有患者在用药前完善
心脏相关检查，用药过程中密切监测心电图、心
肌损伤生物学标志物。大剂量类固醇激素仍是治
疗 ICI 相关心肌炎的主要方法，但越来越多的病例
报告提示单纯的类固醇激素治疗已经不能解决问
题，难治性心肌炎患者需要额外的免疫抑制治疗，
如他克莫司、霉酚酸酯、英夫利昔单抗、抗胸腺
细胞球蛋白、IVIG 和血浆置换等。虽然已有病例
证实了大量类固醇激素加用其他免疫抑制药物联
合治疗的效果，但仍需要更多的病例来证明其安
全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支持对症治疗心力衰
竭和心律失常也是治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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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在炎症型血栓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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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免疫系统和凝血系统在体内以复杂的方式协同参与抗感染过程。伴随炎症发生的血栓形

成即炎症型血栓形成，在多种疾病中被发现，与疾病进程密切相关。它是血液中级联系统（如

补体、凝血和纤溶）等被激活的结果，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在炎症型血栓形成过程中，血细胞

（血小板、各种白细胞亚群等）与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文就

血小板在炎症型血栓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抗炎症型血栓治疗的进展作一综述，着重介绍其在免

疫血栓形成中的作用，及其与免疫细胞和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炎症；血栓形成；血小板；内皮细胞；内皮功能障碍；内皮细胞 - 血小板相互作用；

抗血栓治疗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49-08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32

Role of platelets in immunothrombosis

YANG Qin-yu1, ZHANG Ze-heng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Xiangya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1; 2. Hunan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 Monitoring, Changsha  410001)

Abstract: The immune system and the coagulation system work cooperatively in vivo in a complex way 
to fight against infection. Inflammation-related thrombosis(thromboinflammation) has been found in many 
disease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disease process. Thromboinflammation results from the activation of 
blood intermediate systems (such as complement,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but its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The actived blood cells (the platelets, various white blood cell subgroups, etc.) and the endothelial 
cell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immunothrombosi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role of the 
platelets in the thromboinflammation and the progress in anti-thromboinflammation treatment, focu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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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演化，高等哺乳生物机体形成了结构
庞大且复杂的多细胞系统。当机体遭受病原体入侵
或损伤时，先天免疫的重要成分补体系统被迅速激
活，介导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与此同时，凝血作
为保护血管完整性的防御机制也迅速响应。补体成
分 5（C5）可诱导组织因子（TF）表达显著增加，
TF 是凝血级联反应中重要的启动者。此外，多种
凝血因子也可在不同水平激活补体级联反应 [1]。多
项研究证实两者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 [2-3]。不只
是补体系统，血小板 - 白细胞聚集体的形成和凝血
酶激活白介素 -1α（IL-1α）都证明免疫与凝血系统
正以复杂的方式协同参与抗感染过程 [4-5]。
　　疾病打破了体内凝血与抗凝的平衡，并引发
了炎症。炎症型血栓形成（thromboinflammation）
是指抗感染过程中血栓形成现象 [6]。病理性的炎
症型血栓形成是导致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7-9]。
自身免疫疾病中凝血系统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类风湿关节炎（RA）
均受凝血系统调控 [10]。血栓性疾病如非典型溶血
尿毒综合征，其补体系统长期活化最终导致整个
脉管系统广泛出现多发性血栓 [11]。急慢性炎症指
标 C 反应蛋白（CRP）与动脉粥样硬化中动脉血
栓形成有密切联系。CRP 通过激活补体系统和血
管细胞，或诱导细胞凋亡和血小板聚集等积极参
与血栓最终的形成 [12]。
　　炎症与血栓形成两者间相互依赖日渐密切，
炎症触发血栓形成，而血栓形成过程中进一步加
重了炎症。血小板在此间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
不同的病理条件下血小板在免疫血栓形成中的作
用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临床新型疗法的发现以
及针对治疗靶标新药的开发。
1　血小板异常活化
　　血小板活化是止血的先决条件，在生理状态
下，受损的血管壁通过胞外基质蛋白与血管性血
友病因子（vWF）形成 vWF 多聚体捕获血小板。
血小板上特定黏附糖蛋白（GP）与 vWF 多聚体
交联并诱发复杂的级联信号，从外至内的信号传
导使血小板活化 [13]。血小板活化后不再呈圆盘状
而是出现了许多伪足。胞内颗粒物释放，其中公
认的二磷酸腺苷（ADP）和 5- 羟色胺（5-HT）[14]

是血小板激动剂，因此能募集更多的血小板和血
细胞，最终形成聚集体。凝血级联加固了初始的

聚集体，凝血酶与活化的血小板相互促进使凝血
加强 [15]。在病理状态下，颗粒内容物释放增加，
黏附分子及受体过度表达且凝血酶原激活变得紊
乱，过度凝血反应造成血栓的形成。
　　在炎症性肠病模型中血栓形成增加，Yan
等 [16] 发现 IL-6 与实验性结肠炎中血小板异常活
化和血小板 - 白细胞聚集体（PLA）形成增加相
关。输注 IL-6 后活化的血小板及血小板 -PLA 数
量明显增多，血栓形成加速。
1.1　血小板颗粒释放
　　血小板作为无核的细胞碎片，活化后调节周
围微环境主要是靠颗粒内容物的释放，内容物主
要存在于致密颗粒和α- 颗粒中 [17]。致密颗粒内
含小分子如钙、ADP、5-HT 和多磷酸盐，对血
小板的止血功能起决定性作用。钙有助于凝血级
联的进行，ADP 则通过与两个 G 蛋白偶联受体
P2Y1 和 P2Y12 结合刺激血小板，诱导其变形并增
强其他激动剂作用 [17-18]。5-HT 与循环血小板上受
体 5-HT2A 相互作用，使胞内钙储存释放并活化蛋
白激酶 C，整合素αⅡbβ3 暴露并被激活促进血小
板聚集和血栓形成 [19]。多磷酸盐是强促凝剂，通
过诱导凝血因子Ⅻ（FⅫ）接触激活参与促凝血反
应。致密颗粒中释放的多磷酸盐与钙离子复合以
纳米颗粒的形式保留在促凝血小板表面，这些纳
米颗粒启动 FⅫ接触激活并驱动凝血 [20]。α- 颗粒
存储了约 300 余种不同活性的蛋白质，影响凝血、
血管生成和炎症 [21]。其中 vWF、纤连蛋白和纤
维蛋白原等对于稳定血栓的形成极为重要，还有
血小板因子 4（PF4）、β- 血球蛋白（CXCL7）和
IL-8 可通过吸引中性粒细胞来调节炎症 [22]。
　　血小板中可溶性 N- 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
附着蛋白受体（SNARE）复合物是膜融合和颗粒
释放的关键成分。败血症和脂多糖（LPS）诱导巨
噬细胞活化的过程中，STX1A 表达增加，STX4
与 Munc18c 和突触小体相关蛋白 23（SNAP-23）
的结合显著增加，这些蛋白在 SNARE 复合物的
组装中发挥积极作用。抗炎制剂一氧化碳释放分
子 -2（CORM-2）能降低 SNARE 复合物的合成而
显著减少血小板颗粒的胞吐，颗粒释放受到限制，
进而影响了炎症和止血作用 [23]。Cardenas 等 [24] 发
现，敲除控制血小板颗粒胞吐功能的 Munc13-4 蛋
白后，过敏性哮喘中嗜酸性粒细胞炎症减少，血

the latest findings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romboinflamm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interaction.
Key words: inflammation; thrombosis; platelet; endothelial cell;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endothelium-platelet interaction; antithrombo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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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活性与血栓形成稳定性大幅降低。血小板活
化后会增强葡萄糖的摄入，反过来葡萄糖的摄入
也会进一步促进血小板的活化。葡萄糖转运蛋白
3（GLUT3）主要定位于血小板α- 颗粒，是介导葡
萄糖进入血小板的主要途径。随着α- 颗粒释放与
质膜融合活化的血小板葡萄糖摄取激增，易位的
GLUT3 为凝块收缩等现象供给葡萄糖。在 K/BxN 
关节炎模型中，GLUT3 的缺失减轻了血小板脱颗
粒、扩散和凝块收缩等现象，GLUT3-KO 小鼠体
内炎性因子 IL-1α 水平降低，存活率增加 [25]。
1.2　黏附分子及受体表达
　　黏附分子 P- 选择素存在于血小板α- 颗粒和内
皮细胞 Weibel-Palade 小体（WPB），血浆中可溶形
式的 P- 选择素加强了血管损伤部位炎症、血栓形成
及凝血之间的联系。通过与主要配体 P- 选择素糖蛋
白配体 -1（PSGL-1）和 GP1bα 相结合使血小板、内
皮细胞和白细胞紧密联接 [26]。动脉粥样硬化中发炎
的斑块 P- 选择素高水平表达 [27]。炎症过程中 P- 选
择素持续增加，促进 P- 选择素依赖性的血小板聚
集、PLA 形成及内皮细胞黏附 [28]。
　　长期吸烟导致炎症性细胞因子增加并诱发黏
膜炎症。持续炎症状态促进了吸烟诱导的血栓形
成 [29]。Harding 等 [30] 发现吸烟者血小板表面 CD40L
表达增加，CD40L 可诱导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 TF
表达，激活血小板并稳定动脉血栓。作为公认的
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CD40L 可通过 CD40/TAK1/
NF-κB 信号通路或与αⅡbβ3、α5β1 和αMβ2 结合诱
导血小板活化聚集并对血栓刺激增强 [31-34]。
　　整合素αⅡbβ3 属于跨膜糖蛋白受体家族，在
血小板中高表达，是止血和动脉血栓形成的核心。
其独特的双向信号传导调节可启动并放大一系列细
胞活动，如血小板扩散、聚集、凝块收缩和血栓稳
定 [35]。血小板扩散和凝块收缩分别受早期和晚期 
αⅡbβ3 外向内信号传导调节。全身性炎症已被证明
是一种有效促进血栓形成的刺激，Murthy 等 [36] 发
现炎症小体 NLRP3 与布鲁顿酪氨酸激酶共同调节
血小板活化、聚集和体外血栓形成。Qiao 等 [37] 对
此进行了更深层的机制研究，其结果显示 NLRP3
通过 IL-1β 影响αⅡbβ3 的信号传导，NLRP3－ /－血
小板分泌的 IL-1β 显著减少，血小板扩散和凝块收
缩能力大幅降低，添加 IL-1β 后情况得到改善。
1.3　凝血级联系统激活
　　凝血始于凝血酶原激活物的形成，一系列凝
血因子参与内源性或外源性凝血途径，凝血级联
瀑布式激活迅速发挥止血效应。
　　外源性凝血途径主要由组织因子调节。血管

和周围组织受损后释放组织因子，将其暴露于凝
血因子中形成 TF-Ⅶa 复合物，催化凝血因子 FⅩ
和 FⅨ水解活化，凝血酶生产，最终导致血栓形
成。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LPS 和 IL-1 等
炎症因子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TF 的表达 [38]。活
化的凝血因子 FⅩa 具有促炎特性，可增加 IL-6、
IL-8、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1（MCP-1）和黏附分子
及 E- 选择素等炎性因子的表达，并通过抑制 TNF 
诱导的 MAPK 磷酸酶表达，增强内皮细胞中 TNF
介导的 TF 和 E- 选择素过度表达 [39]。
　　内源性凝血起自凝血 FⅫ的活化，循环于血浆
中的 FⅫ与带负电的表面接触转化为双链活性形式
的 FⅫa，进一步激活凝血因子 FⅪ成为 FⅪa，由
此启动内源性凝血。氯化铁诱导颈动脉和肠系膜
动脉血栓形成的实验中，FⅫ的缺失有效减少了
小鼠体内的血栓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血浆中
FⅫ/FⅫa 的水平与动脉血栓形成相关，冠心病和
心肌梗死患者血浆中 FⅫa 循环水平增加，凝血接
触系统似乎被激活。接触系统能够助长阿尔茨海
默病（AD），AD 是一种以错误折叠的β 淀粉样蛋
白（Aβ）累积为主要病理特征的神经炎症。错误
折叠的蛋白能够激活 FⅫ，AD 小鼠模型和患者血
浆中 FⅫa 增加，并呈现高凝状态 [40]。FⅫa 可将血
浆前激肽酶转化为激肽酶，使高分子量激肽原释
放缓激肽。缓激肽是一种有效的促炎肽，遗传性
血管水肿实验证明缓激肽与 FⅫa 活性成正相关。
在 RA 中也有相似报道 [41]。
　　凝血酶是凝血级联的核心蛋白，将可溶性纤
维蛋白原转变为不溶的纤维蛋白，稳固血栓。凝
血酶不仅体内最强的血小板激动剂之一，还能影
响免疫细胞的功能 [42]。它通过蛋白酶激活受体 4
（PAR4）激活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促进白细胞
向内皮损伤部位迁移。Kaplan 等 [43] 证实 PAR4

－ /－

小鼠血小板对凝血酶的刺激毫无反应，血栓稳定
性显著降低且白细胞募集和迁移也受到干扰。凝
血酶刺激血液中树突状细胞表达 PAR1，随后分
泌细胞因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
IL-10 和 IL-12。然而凝血反应和炎症反应同时也
受到这些因子的调控 [44]。
2　血小板 -内皮细胞相互作用
　　血栓形成是一个多分子参与的复杂过程，内
皮细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完整性是维
持血管稳态的必备条件，血管内血浆和管外间质
的流体平衡主要靠内皮细胞维持。血管内皮受损
常见于各类炎性疾病，可导致一系列并发症如血
栓形成和组织水肿，同时血管张力同样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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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45-46]。血小板与内皮细胞通过表面受体和细胞
因子等信号传导途径共同促进血栓的形成。
　　内皮细胞和血小板之间有黏附依赖性和非依
赖性的相互作用。血小板经体外活化数秒后表达
CD40L 且在体内形成血栓，血小板上的 CD40L 诱
导内皮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并表达黏附分子，从而
在损伤部位产生白细胞募集和外渗的信号 [47]。炎
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能有效激活内皮细胞 NF-κB 
信号级联，驱动 NF-κB 的靶基因黏附分子的表达。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V-CAM-1）、胞间黏附分
子 -1（I-CAM-1）和 E- 选择素介导炎症细胞进入血
管壁 [48]。TNF 超家族另一个成员 LIGHT 是内皮细
胞中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的有效诱导剂，可刺激内
皮细胞和单核细胞发生炎症。Otterdal 等 [49] 通过检
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栓和体外实验证实，血小
板被激活后能持续释放 LIGHT，发挥致炎作用。
　　活化的血小板不仅参与凝血还可加重血管炎
症反应。类似结果在肺动脉高压（PAH）和慢性血
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患者中亦有发现。
CTEPH 和 PAH 患者体内高反应性血小板诱导内
皮细胞表达 V-CAM-1，V-CAM-1 是内皮细胞炎症
的关键分子。活化的血小板借此增强了肺动脉内
皮细胞炎症反应，促进肺血管中血栓的形成 [50]。
败血症中血小板衍生的外泌体通过 NADPH 氧化
酶依赖性超氧化物的释放诱导内皮细胞 Caspase-3
活化并凋亡，造成脓毒性血管功能障碍 [51]。Nhek
等 [52] 研究发现，SLE 患者血小板活性增加且通过
IL-1β 途径诱导内皮细胞活化，增强了与血小板
的黏附情况，促炎基因 IL-8 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1
（I-CAM-1）表达上调。高反应性血小板黏附和内
皮细胞活化可能代表了通过内皮活化引起血栓并
发症的各类疾病共同发病机制。
3　血小板 -白细胞相互作用
　　血小板不单参与凝血系统的工作，它还在先
天和适应性免疫中起到积极作用。与不同类型
的白细胞接触是血小板发挥其免疫作用的先决条
件。作为炎症型血栓形成的标志物，体内和局部
炎症部位形成的 PLA 在多种疾病中增加 [53]。Wang
等 [54] 通过敲除白细胞整合素 Mac-1 及 GPIbα 的
Mac-1 结合位点突变小鼠证实，白细胞整合素
Mac-1 通过与血小板 GPIbα 的相互作用调节血栓形
成。血小板 - 白细胞相互作用可能通过增加 TF 的
表达使纤维蛋白沉积，这一点在狒狒动脉血栓形
成模型中得到验证 [55]。体外研究表明多形核白细
胞（PMN）受 P- 选择素刺激后能够产生 TF，这一
结果支持炎症细胞与血小板相互作用与纤维蛋白

沉淀和血栓存在相关性 [56]。
　　中性粒细胞产生的蛋白酶有助于血栓形成，在
中性粒细胞 - 血小板相互作用过程中，组织蛋白
酶 G 和弹性蛋白酶影响凝血因子Ⅹ以促进凝血 [57]。
中性粒细胞胞外杀菌网络（NETs）是富集于炎症部
位的 DNA 纤维网，由组蛋白和抗菌蛋白组成，其
促进血栓形成主要是通过组蛋白与 vWF 结合从而
激活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通过 GPIb 继续与中性
粒细胞结合并进一步促进 NETosis（中性粒细胞的
炎性细胞死亡方式），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血栓形成
加重 [5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59]（COVID-19）、动
脉粥样硬化 [60]（AS）和 SLE[61] 等炎性疾病中 NETs
可能对血栓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近期体外实验结果表明活化血小板释放的趋化
因子 CXCL4 可诱导表达 CCR1 单核细胞迁移 [62]。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溶血磷脂酸在体外可激活
血小板，促进血小板 - 单核细胞聚集体形成，可能
刺激体内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加剧 [63]。单核细胞，
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被血小板释放的可溶性炎
性介质 CCL5、CXCL4 和 CXCL7 激活并迁移至受
损部位可进一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64]。
4　血小板 -内皮细胞 -白细胞相互作用
　　白细胞广泛参与炎症反应中并与血小板和内
皮细胞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免疫血栓形成。
　　炎症期间，血小板释放 5-HT 激活内皮细胞
WPB 分泌相关细胞因子，促进白细胞黏附与募
集 [65]。连接黏附分子（JAM）由白细胞、血小板和
内皮细胞表达，在炎症刺激下，JAM 上调且在细
胞表面表达，JAM-A 和 JAM-C 促进活化内皮细胞
上的白细胞募集，同时 JAM-C 支持白细胞在血小
板上的黏附及随后的跨内皮迁移 [66]。Marques 等 [67]

发现在代谢综合征全身性炎症的环境下，PLA 通
过 CX3CL1/CX3CR1 轴黏附于内皮细胞。中性粒细
胞主要通过 PSGL-1 或 CD11b/CD18（MAC-1）与
血小板 P- 选择素结合，进而向内皮迁移 [63，68]，通
过 CD11b/CD18 与已活化并构成血栓的血小板形成
牢固的黏附，从而促进中性粒细胞与沉积在血管损
伤部位的血小板结合 [69]。
　　血小板可直接与单核细胞相互作用，使得单
核细胞表面 CD40、PSGL-1、CD11b 和 CCR2 的
表达增强，进一步增加了血小板 - 单核细胞聚集
体，使更多单核细胞被募集至内皮细胞 [63]。动脉
粥样硬化中，活化的血小板会黏附于内皮细胞，
通过释放趋化因子 CCL5 和 CXCL4 增强单核细
胞的黏附和组织浸润 [70]。促炎性微环境增强了血
小板的功能和黏附性，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和斑块



65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形成增加 [71]。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早期白细
胞被大量募集至静脉内皮，随后髓样白细胞表达
TF 引发凝血。在此期间血小板亦被募集，通过

GPIb 与白细胞相互作用促进白细胞募集并刺激中
性粒细胞形成 NETs 最终加剧 DVT 发生 [58]。血
小板在炎症型血栓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总结见表 1。

表 1　血小板在炎症型血栓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Tab 1　Function of platelets in thromboinflammation

病理变化 具体机制

血小板颗粒异常释放 炎症条件下，SNARE 复合物合成增加 [23-24]；GLUT3 易位，活化血小板摄取葡萄糖激增 [25]

血小板黏附分子及受

体异常表达

P- 选择素高表达，通过与 PSGL-1 和 GP1bα 相结合使血小板、内皮细胞和白细胞紧密联结 [26]；CD41L 可通过 CD40/
TAK1/NF–κB 信号通路或与αⅡbβ3、α5β1 和αMβ2 结合诱导血小板活化聚集 [31-34]；NLRP3 通过 IL-1β 影响αⅡbβ3
的信号传导，放大血小板扩散、聚集、凝块收缩等凝血活动

凝血级联系统过度激

活

TNF-α、IL-1 和 LPS 等炎症因子促进血管内皮细胞表达 TF，启动外源性凝血途径 [38-39]；凝血酶通过 PAR4 激活血小

板，促进白细胞向内皮损伤部位迁移，增加血栓稳定性 [43]

内皮细胞过度活化 TNF-α 和 IL-1β 有效激活内皮细胞 NF-κB 信号级联，驱动 NF-κB 靶基因黏附分子 V-CAM-1、I-CAM-1 和 E-selectin
表达 [48]；活化的血小板表达 CD41L 或释放 LIGHT 均可诱导内皮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并表达黏附分子 [47，49]

形成血小板 - 白细胞

聚集体

白细胞整合素 Mac-1 通过与血小板 GPIbα 的相互作用调节血栓形成 [54]；多形核白细胞（PMN）受 P- 选择素刺激后

能够产生 TF，通过增加 TF 表达使纤维蛋白沉积 [56]；中性粒细胞产生组织蛋白酶 G 和弹性蛋白酶影响凝血因子

Ⅹ以促进凝血 [57]；NETs 与 vWF 结合激活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通过 GPIb 继续与中性粒细胞结合并进一步促进

NETosis[58]

血小板 - 内皮细胞 -
白细胞相互作用

JAM-A 和 JAM-C 均可在炎症条件下促进活化内皮细胞上的白细胞募集，同时 JAM-C 支持白细胞在血小板上的黏

附以及随后的跨内皮迁移 [66]；PLA 通过 CX3CL1/ CX3CR1 轴黏附于内皮细胞 [67]；中性粒细胞向内皮迁移主要通

过 PSGL-1 或 CD11b / CD18（MAC-1）与血小板 P- 选择素结合进行 [63，68]，通过 CD11b / CD18 与已活化并构成血

栓的血小板形成牢固的黏附；血小板可直接与单核细胞相互作用，使得单核细胞表面 CD40，PSGL-1，CD11b 和

CCR2 的表达增强，进一步增加了血小板 - 单核细胞聚集体，使得更多单核细胞被募集至内皮细胞处 [63]；活化的

血小板会黏附于内皮细胞，通过释放趋化因子 CCL5 和 CXCL4 增强单核细胞的黏附和组织浸润 [70]

5　抗炎症型血栓形成进展
　　血栓形成与炎症的密切相关，白细胞、血小
板和内皮细胞三者相互作用进一步放大了细胞效
应，在诸如动脉粥样硬化、败血症和 SLE 等疾病
中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单纯针对血小板的药物
已不足以应对多因素造成的血栓形成，靶向如炎
症和内皮损伤等方面的新型药物将有助于临床更
好地治疗相关顽疾。
　　姜黄素是一种具有抗血栓形成活性的多酚类
化合物，其作用靶点主要涉及血小板和白细胞。
姜黄素可抑制花生四烯酸、肾上腺素和胶原蛋白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剂量依赖性地减少血小板中
血栓素的形成以抵抗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聚集 [72]。
此外它还可通过影响环氧合酶活性及阻断钙信号
发挥作用 [73]。使用姜黄素预处理血小板或内皮细
胞后可降低凝血酶或 TNF-α 诱导的 P-selectin 表
达，并减少了白细胞 - 内皮细胞和白细胞 - 血小
板间的黏附作用 [74]。鉴于姜黄素的抗血栓特性，
已有研究开始将其制成载有姜黄素的纤维蛋白原
纳米颗粒治疗癌症，结果表明该纳米颗粒可能是
一种很有前途的癌症治疗药 [75]。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中免疫细
胞持续招募加强了免疫性血栓的形成，使细胞黏
附分子持续激活血小板形成微血栓。临床研究显

示 SAH 中不仅凝血级联功能不正常，炎症反应也
异常活跃。法舒地尔能显著改善 SAH 预后，作为
Rho 激酶抑制剂可阻断多种 SAH 相关的病理通路，
包括内皮功能障碍 [76]，炎症和白细胞活化 [77] 等。
尼莫地平与低剂量肝素合用的临床数据表明 SAH
患者出院率有所增加 [78]。作为钙离子通道阻滞剂，
尼莫地平可减少白细胞浸润，而肝素可有效减轻
血管梗塞。虽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但此类
研究表明抗炎和抗凝合并治疗具有一定的潜力 [79]。
　　脾脏酪氨酸激酶（Syk）在各类造血细胞中均
有表达，作为细胞信号转导因子，其在免疫系统
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体外实验证明炎症和血小板
通路交汇于 Syk。Syk 不仅在血小板中传递高剪
切应力诱导的信号 [80]，还可促进白细胞向发炎和
受损血管募集。在活化内皮细胞中可调节选择素
依赖的白细胞黏附 [81]。白细胞β2 整合素 Mac-1
和血小板受体 GPIbα 通过 Syk 造成伴有内皮剥
脱、血小板沉积和白细胞募集的血管损伤 [82-84]。
具高度选择性的新型 Syk 抑制剂 PRT060318 在多
个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抗血栓功效，此外
明显抑制了血管损伤时白细胞 - 血小板依赖性反
应，包括炎性细胞招募和新生内膜形成。治疗动
脉粥样硬化小鼠模型的结果显示，PRT060318 能
减少 36% 的病变面积而不改变白细胞、血红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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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数量，证明 Syk 参与了急慢性动脉血管损
伤。从炎症和血栓形成交点切入，Syk 有潜力成
为新型抗血栓炎症的靶点 [85]。
　　Senchenkova 等 [86] 发现 AnxA1-Fpr2/ALX 信
号通路作为血小板功能的关键调节剂还有促进炎
症消退的作用。临床数据显示急性缺血性中风患
者血浆中抗炎 / 可分解膜联蛋白 A1（AnxA1）水
平降低，给予 AnxA1 后可有效预防脑部血栓炎
症和中风后血栓形成的发展，减少了卒中后血小
板对脑部发炎内皮细胞的黏附并改变了血小板 -
白细胞相互作用。通过 AnxA1-Fpr2 / ALX 途径，
AnxA1 外源性给药减轻了以血小板为主要靶标的
免疫血栓形成。有希望用于治疗缺血再灌注的损
伤和降低脑血栓形成风险。
6　展望
　　综上所述，炎症和血栓形成关系密切，血小
板在免疫系统和凝血系统的串联中发挥关键作
用。大量研究从不同分子机制揭示了其在免疫血
栓形成中的作用，鉴于炎症病理状态和血栓形成
过程中的复杂性，血小板在其中仍有着未知且有
待发掘的潜力。笔者认为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循
环整体，免疫系统和凝血系统间存在巨大的分子
调控网络，血小板不仅能在凝血系统中发挥作用
还兼具免疫细胞的部分功能，遍布机体的内皮细
胞桥接血小板和免疫细胞，为免疫和凝血系统相
互作用提供平台。目前尚需更深入、更广泛的研
究阐述两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功能及作用机制，构
建完整的分子调控网络，为血栓这一高发性并发
症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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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萸的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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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茱萸是临床常用中药，具有散寒止痛、助阳止泻、降逆止呕等功效。其主要含有生物
碱类、萜类、黄酮类、挥发油类等化合物。现代研究表明吴茱萸可镇痛、抗炎、抗肿瘤、抗氧化，
对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等多个系统均具有药理活性，开发前景广
阔。本文对近年来吴茱萸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吴茱萸的深入系统研究和开
发利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吴茱萸；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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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Evodiae Fru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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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odiae Fructus is a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can dispel cold and 
relieve pain, assist yang and relieve diarrhea, reduce adverse effects and relieve nausea. It mainly 
contains chemical components such as alkaloids, terpenes, flavonoids, and volatile oil. Modern research 
shows that Euodiae Fructus has analgesic,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d anti-oxidant effect, and 
ha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with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Euodiae Fructus in recent year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n-depth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uodiae Fructus. 
Key words: Euodiae Fructus;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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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茱萸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
pa（Juss.）Benth.、石虎 Euodia rutaecarpa（Juss.）
Benth. var. officinalis（Dode）Huang 或疏毛吴茱
萸 Euodia rutaecarpa（Juss.）Benth. var. bodinieri
（Dode）Huang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1]，又名食茱
萸、档子、茶辣等 [2]。主产于贵州、湖南、云南、
四川等地 [3]。《本草纲目》中记载：吴茱萸，开郁
化滞，治吞酸，厥阴痰涎头痛，阴委腹痛，疝气，
血痢，喉舌口疮。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中记载：

吴茱萸性味辛、苦，热；有小毒。吴茱萸归肝、脾、
胃、肾经。可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
用于厥阴头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脘腹胀痛，
呕吐吞酸，五更泄泻等症。吴茱萸主要含有生物
碱、萜类、黄酮、挥发油等化合物，现代药理表
明，吴茱萸可镇痛、抗炎、抗肿瘤、抗氧化，对
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
统等均具有生理活性。本文对近年来吴茱萸的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吴茱萸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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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药效研究、质量评价和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1.1　生物碱类化合物
　　吴茱萸生物碱类化合物是目前报道最多的一
类化合物，也是吴茱萸发挥镇痛抗炎、抗肿瘤、
抗心肌缺氧、保护消化系统等作用的主要有效成
分，主要包含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去氢吴茱

萸碱、消旋去甲乌药碱、辛弗林等。其主要结构
类型可根据母核的不同分为：① 吲哚类生物碱
（见表 1 和图 1），其中，吴茱萸碱及吴茱萸次碱
是主要活性成分，其含量是《中国药典》中检测
本药材的指标性成分 [1]；② 喹诺酮类生物碱（见
表 2 和图 2）；③ 其他类生物碱（见表 3 和图 3）。

表 1　吴茱萸中的吲哚类生物碱 
Tab 1　Indole alkaloids in Evodiae Fructus

No.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文献 No.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文献

1 吴茱萸碱 C19H17N3O
[4-5] 19 evollionines B C20H19N3O5

[11]

2 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
[4-5] 20 去氢吴茱萸碱 C19H15N3O

[4，12]

3 N- 甲酰二氢吴茱萸次碱 C19H15N3O2
[4-5] 21 吴茱萸次碱 -10-O-β-D- 葡萄糖苷 C24H23N3O7

[13]

4 吴茱萸酰胺Ⅰ C19H19N3O
[4，6] 22 吴茱萸次碱 -10-O- 芸香苷 C30H33N3O11

[13]

5 β- 卡波林 C11H8N2
[4] 23 5- 甲氧基 -N- 甲基色胺 C12H16N20

[14]

6 羟基吴茱萸碱 C19H17N3O2
[5] 24 5- 甲氧基 -N，N- 二甲基色胺 C13H18N2O

[14]

7 羧基吴茱萸碱 C20H17N3O3
[5] 25 6-methoxy-N-methyl-1，2，3，4-tetrahy- dro-β-carboline C13H16N2O

[14]

8 二氢吴茱萸次碱 C18H15N3O
[5] 26 3-（2′- 羟基乙酰基）- 吲哚 C10H9NO2

[15]

9 N，N- 二甲基 -5- 甲氧基色胺 C13H18N2O
[5] 27 7- 羟基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2

[15]

10 吴茱萸酰胺Ⅱ C19H17N3O2
[6] 28 10-methoxygoshuyuamide-Ⅱ C20H19N3O3

[16]

11 吴茱萸酰胺Ⅲ C18H17N3O3
[6] 29 evodamide A C19H15N3O2

[16]

12 吴茱萸酰胺Ⅳ C19H18N3O4
[7-8] 30 10- 羟基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2

[17]

13 7β- 羟基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2
[9-10] 31 吴茱萸宁碱 C19H13N3O

[18]

14（7R，8S）-7- 羟基 -8- 甲氧基吴茱萸次碱 C19H15N3O3
[10] 32 箭竹碱 C12H14N2O2

[19]

15（7R，8S）-7- 羟基 -8- 乙氧基 - 吴茱萸次碱 C20H17N3O3
[10] 33 山茱萸碱 C11H12N2O

[19]

16 1- 羟基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2
[10] 34 蟾酥碱 C12H16N2O

[19]

17（7R，8S）-7，8- 二羟基 - 吴茱萸次碱 C18H13N3O3
[10] 35 1，2，3，4- 四氢 -1- 碳 -β- 咔啉 C11H10N2O

[4，20]

18 evollionines A C19H15N3O2
[11] 36 雷特西宁 C19H17N3O2

[21]

图 1　吴茱萸中的吲哚类生物碱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indole alkaloids in Evodiae Fructus

1.2　黄酮类化合物
　　吴茱萸所含黄酮类化合物的母核多为黄酮、
黄酮醇、二氢黄酮等，常与葡萄糖、鼠李糖、木糖、
半乳糖、阿拉伯糖等糖基结合，以黄酮苷的形式
存在。其中，丁香亭 -3-O- 芸香糖苷为在芸香科植
物中首次报道的化合物 [14]，苜蓿素 -7-O-β-D- 吡喃
葡萄糖苷、phellodensin F 为在吴茱萸属植物中首
次报道的化合物 [36]，香叶木素 -7-O-β-D- 吡喃葡萄

糖苷、香叶木苷和柯伊利素 -7-O- 芸香糖苷为首次
从吴茱萸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17]（见表 4 与图 4）。
1.3　萜类化合物
　　吴茱萸中的萜类化合物以苦味素为主，具有
抗肿瘤、止呕等活性，是吴茱萸中的第二大类物
质。Qin 等 [30] 从吴茱萸中发现一个新的苦味素化
合物，并将其命名为 19-hydroxymethylisoobacunoat
ediosphenol。李琼等 [31] 从吴茱萸中分离并鉴定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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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吴茱萸中的喹诺酮生物碱结构图

Fig 2　Structure of quinolone alkaloids in Evodiae Fructus

个柠檬苦素化合物，其中 6α- 乙酰氧基 -12α- 羟基
吴茱萸内酯醇为新化合物（见表 5 与图 5）。
1.4　挥发油类化合物
　　吴茱萸富含挥发油，其中以吴茱萸烃和吴茱
萸内酯为主 [45-47]。吴茱萸挥发油具有镇痛、镇静、
抗菌、拮抗α-肾上腺素受体作用、平喘、抗肿瘤、
抗病毒等作用 [45]。同时，挥发油成分亦是吴茱萸
的有毒成分 [46]。从其结构上来看，主要是烯烃，
另外还有烷烃、醇、酸、醛、酮、酚类等，如 2-
十五烷酮、橙花叔醇、亚麻酸、5-甲基 -2-异丙基
苯酚、邻 -异丙基甲苯、松香烯等。
1.5　其他类化合物
　　除上述化合物外，吴茱萸中还含有苯丙素类、
醌类、甾体类等其他化合物（见表 6 和图 6）。
2　吴茱萸的药理作用
2.1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吴茱萸具有强心、心肌保护、调节心律、抗
动脉粥样硬化、降血脂、降血糖等多重功效。其
产生强心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吴茱萸碱、吴茱
萸次碱、去氢吴茱萸碱、消旋去甲乌药碱、辛弗
林等 [51]。同时，吴茱萸碱可抑制心肌成纤维细胞
的活化和分泌 [52]、预防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
纤维化 [53]、降低血管紧张素诱导的心肌细胞肥
大 [54] 发挥心肌保护作用，吴茱萸次碱则通过减轻

心肌肥厚 [55]、减少缺氧再氧合诱导的心肌细胞损
伤和凋亡 [56] 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去氢吴茱萸碱都可
抗心律失常 [51]。例如吴茱萸碱和吴茱萸次碱调节
心律失常，主要与刺激 CGRP 释放有关 [57-58]。去
氢吴茱萸碱则通过普遍减少 Na ＋和 Ca2 ＋内向电
流，同时增加静息细胞内 pH 和 Na＋ -H＋交换器来
对抗强心剂诱发的心律失常活动 [59]。但去氢吴茱
萸碱和 hortiamine 为快速延迟整流电流抑制剂 [60]，
可诱使心律失常。吴茱萸次碱参与调节 HERG 通
道的表达，导致室性心律失常 [61]。
　　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
剂的潜力，主要通过减少活性氧（ROS）的产生和
NADPH 氧化酶的激活，抑制 LIGHT 诱导的迁移
和 CCR1、CCR2、ICAM-1、ERK 和 P38MAPK 的
激活 [62]。此外，吴茱萸次碱可调节连接蛋白的表
达，抑制单核细胞对血管内皮的黏附作用 [63]；吴
茱萸碱可激活 PPARγ 来减弱血管平滑肌细胞迁
移 [64]，而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可降血糖、降血脂。其
中，吴茱萸碱可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抑制脂肪生
成 [65]，联合小檗碱可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清
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 -
胆固醇（LDL-C）和肝脏 TC 水平，对高脂血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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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吴茱萸中的喹诺酮类生物碱 
Tab 2　Quinolone alkaloids in Euodiae Fructus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文献

37 1- 甲基 -2- 十三烷基 -4（1H）- 喹诺酮 C23H35NO [8]

38 1- 甲基 -2- 正十一烷基 -4（1H）- 喹诺酮 C21H31NO [9，22]

39 1- 甲基 -2-[（6Z，9Z）-6，9- 十五二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5NO [9，22]

40 2- 羟基 -4- 甲氧基 -3-（3'- 甲基 -2'- 丁烯基）- 喹诺酮 C15H17NO2
[9，23]

41 1- 甲基 -2- 正壬基 -4-（1H）- 喹诺酮 C19H27NO [9，23]

42 1- 甲基 -2- 正癸基 -4（1H）- 喹诺酮 C20H29NO [9，23]

43 evollionines C C16H19NO3
[11]

44 1- 甲基 -2-[4- 羟基 - 丁基 ]-4（1H）- 喹诺酮 C14H17NO2
[14]

45 8- 羟基 -4- 甲氧基 -3-（3- 甲基 -2- 烯 -1- 基）喹啉 -2（1H）- 酮 C15H18NO3
[16]

46 （S）-3-（2- 羟基 -3- 甲基 -3- 烯 -1- 基）-4- 甲氧基喹啉 -2（1H）- 酮 C15H18NO3
[16]

47 二氢吴茱萸卡品碱 C23H35NO [22]

48 1- 甲基 -2- 十五烷基 -4（1H）喹诺酮 C25H39NO [22]

49 1- 甲基 -2-[（Z）-6- 十一烯基 ]-4（1H）喹诺酮 C21H29NO [22]

50 1- 甲基 -2-[（Z）-6- 十五烯基 ]-4（1H）喹诺酮 C25H37NO [22]

51 1- 甲基 -2-[（Z）-10- 十五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7NO [22]

52 1- 甲基 -2-[（4Z，7Z）-4，7- 十三二烯基 ]-4（1H）喹诺酮 C23H31NO [22]

53 吴茱萸卡品碱 C23H33NO [22]

54 双羟基吴茱萸卡品碱 C23H33NO3
[23]

55 1- 甲基 -2-[（Z）-9- 十五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7NO [23]

56 1- 甲基 -2- 十四烷基 -4（1H）- 喹诺酮 C24H37NO [23]

57 1- 甲基 -2[（Z）-7- 十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3H33NO [23]

58 1- 甲基 -2-[（3E，6Z，9Z）-3，6，9- 十五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3NO [23]

59 1- 甲基 -2-[7- 羟基 -（Z）-9- 十一烯基 ]-4（1H）- 喹诺酮 C21H29NO2
[23]

60 1- 甲基 -2-[7- 羟基 - 十一烷基 ]-4（1H）- 喹诺酮 C21H31NO2
[23]

61 1- 甲基 -2-[（1E，4Z，7Z）-1，4，7- 十一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1H25NO [23]

62 1- 甲基 -2-[（1E，4Z，7Z，10E）-1，4，7，10- 十三四烯基 ]-4（1H）- 喹诺酮 C23H27NO [23]

63 1- 甲基 -2-[（3E，6Z，9Z，12E）-3，6，9，12- 十五四烯 ]-4（1H）- 喹诺酮 C25H31NO [23]

64 1- 甲基 -2-[（4Z，7Z，10E）-4，7，10- 十三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3H29NO [23]

65 2- 十三烷基 -4（1H）- 喹诺酮 C22H33NO [23]

66 1- 甲基 -2-[（Z）-1- 十一烯基 ]-4（1H）- 喹诺酮 C21H29NO [6，24]

67 1- 甲基 -3-[1- 甲基 -4（1H）- 喹诺酮基 ] 丙酸酯 C14H15NO3
[25]

68 4- 甲氧基 -3-（3- 甲基丁基 -2- 烯 -1- 基）-2- 喹诺酮 -8-O-β-D- 吡喃葡萄糖苷 C21H27NO8
[25]

69 1- 甲基 -2-[（6Z，9Z，12E）-6，9，12- 十五碳三烯 ]-4（1H）- 喹诺酮 C25H33NO [23，26]

70 1- 甲基 -2-[（E）-1- 十一烯基 ]-4（1H）喹诺酮 C21H29NO [27]

71 甲基 -2-[7- 羟基 -（E）-9- 十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3H33NO2
[23，27]

72 1- 甲基 -2-[（Z）-4- 壬烯基 ]-4（1H）- 喹诺酮 C19H25NO [23，27]

73 1- 甲基 -2-[（1E，5Z）-1，5- 十一二烯基 ]4（1H）- 喹诺酮 C21H27NO [27]

74 1- 甲基 -2-[7- 羰基 -（E）-9- 三烯基 ]-4（1H）- 喹诺酮 C23H31NO2
[23，27]

75 euocarpine A C21H27NO2
[28]

76 euocarpine B C21H27NO2
[28]

77 euocarpine C C23H31NO2
[28]

78 euocarpine D C23H31NO2
[28]

79 euocarpine E C19H28NO ＋ [28]

80 2- 十一烷基 -4（1H）- 喹诺酮 C20H29NO [29]

81 1- 甲基 -2- 十一烷酮 -10'-4（1H）- 喹诺酮 C21H29NO2
[29]

82 1- 甲基 -3-[（7E，9E，12Z）-7，9，12- 十五二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3NO [30]

83 1- 甲基 -3-[（7E，9E，11E）-7，9，11- 十五二烯基 ]-4（1H）- 喹诺酮 C25H33NO [30]

84 3-（3-hydroxy-3-methylbutyl）-4-methoxyquinolin-2（1H）-one C15H19NO3
[31]

85 4-hydroxy-3-（3-hydroxy-3-methylbutyl）quinolin-2（1H）-one C15H19NO3
[31]

86 4-methoxy-3-（3-methylbut-2-enyl）-1H-quinolin-2-one C15H17NO2
[31]

较好的预防作用 [66]。吴茱萸次碱为体外和体内脂
肪细胞褐变的正调节剂，可作为治疗肥胖症的潜在
药物候选物 [67]，联合二甲双胍，可显著降低糖尿
病大鼠的血清葡萄糖和脂质分布，增加对肝细胞对

二甲双胍的摄取，而达到降血糖的目的 [68]。
2.2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吴茱萸对神经系统具有神经保护、阿尔茨海
默病（AD）、抗抑郁、抗失眠等多重作用。吴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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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碱、吴茱萸次碱、去氢吴茱萸碱均表现出较好
的血脑屏障通透性，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的主成
分，对受 MPP ＋或 H2O2 损伤的 PC12 细胞系具有
神经保护作用 [69]。此外，吴茱萸碱可抑制海马神
经细胞凋亡的发生，保护 AD 小鼠脑组织，提高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70]，联合柚皮苷能够显著改善
APPswe/PSΔE9 AD 模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71]。去
氢吴茱萸碱可使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
含量增加、丙二醛（MDA）和 Aβ 的含量降低，预
防 D- 半乳糖对大鼠学习记忆的损伤 [72]。小檗碱、
吴茱萸次碱等成分可通过参与神经递质受体活性
等生物过程，而发挥抗失眠、抗抑郁的作用 [73]。
此外，吴茱萸次碱可提高大鼠海马单胺神经递质
水平、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mRNA 的表达，

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74]。吴茱萸碱联合小檗碱可
显著逆转小鼠的行为绝望，改善抑郁症状，治疗
抑郁症 [75]。
2.3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吴茱萸多糖类、挥发油类、生物碱类等成分
都可有效改善胃溃疡损伤程度，防治胃肠道溃
疡 [76]。吴茱萸可降逆止呕，主要作用成分为生物
碱类、黄酮类。基于谱效关系，初步确定其止呕
的成分为芦丁、金丝桃苷、柠檬苦素等 11 个化合
物 [77]。其止呕的机制可能与拮抗乙酰胆碱（Ach）、
5- 羟色胺（5-HT）、组胺受体有关 [78]。
2.4　对生殖系统的作用
　　吴茱萸具有生殖系统保护作用，可以预防卵巢
早衰，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癌、抑制子宫痉

图 3　吴茱萸中其他生物碱结构图

Fig 3　Structure of other alkaloids in Evodiae Fructus 

表 3　吴茱萸中其他生物碱 
Tab 3　Other alkaloids in Euodiae Fructus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文献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文献

87 N- 反式对羟基肉桂酰基 - 对羟基苯乙胺 C17H17NO3
[14-15] 103 香草木宁 C14H13NO3

[20]

88 吴茱萸新碱 C20H15N3O
[14，18] 104 吴茱萸呋喃喹啉碱乙 C17H17NO4

[20]

89 吴茱萸新酮碱 C18H19NO5
[14，20] 105 吴茱萸呋喃喹啉碱甲 C18H19NO5

[20，33]

90 吴茱萸宁 C19H13N3O
[14，32] 106 吴茱萸黄碱 C16H13NO4

[20，33]

91 N- 顺式对羟基肉桂酰基 - 对羟基苯乙胺 C17H17NO3
[15] 107 evodiamide A C20H19N3O5

[16，21]

92 白鲜碱 C12H9NO2
[15] 108 evodiamide B C19H16N4O2

[21]

93 吴茱萸春碱 C13H11NO3
[15] 109 evodiamide C C37H32N6O6

[21]

94 6- 甲氧基白鲜碱 C13H11NO3
[15] 110 N- 甲基酰胺 C2H5NO [22]

95 阿塔宁 C15H17NO2
[15] 111 N，N- 二甲基 -5- 甲氧基色胺 C13H18N2O

[22]

96 茵芋碱 C14H13NO4
[15，20] 112 辛弗林 C9H13NO2

[22，33]

97 吴茱萸定 C18H21NO6
[20] 113 dl- 去甲乌药碱 C16H17NO3

[22，24，33]

98 吴茱萸亭 C18H19NO5
[20] 114 猪毛菜碱 A C12H13NO3

[23]

99 吴茱萸黄次碱 C15H11NO4
[20] 115 N- 甲基邻氨基苯甲酰胺 C8H10N2O

[24]

100 蜜茱萸定 C17H15NO5
[20] 116 咖啡因 C8H10N4O2

[34]

101 甲氧基吴茱萸黄次碱 C16H13NO5
[20] 117 evodileptin B C17H17NO4

[35]

102 椒吴茱萸灵 C16H15NO4
[20] 118 小檗碱 C20H18NO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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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性收缩等。例如，吴茱萸水提物可剂量依赖性地
保护卵巢细胞免受去氧乙烯基环己烯（VCD）诱导
的卵毒性 [79]。吴茱萸碱可诱导细胞凋亡，显著抑
制人卵巢癌细胞 SKOV3 体外增殖 [80]，降低多囊卵
巢综合征大鼠血清中胰岛素（INS）、黄体生成素
（TH）水平，改善多囊卵巢征象、恢复排卵 [81]。
2.5　抗肿瘤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吴茱萸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
性，可有效治疗多种癌症，如宫颈癌 [82]、肝癌 [83]、
卵巢癌 [84]、肺癌 [85]、结直肠癌 [86]、胃癌 [87]、白血

病 [88]、前列腺癌 [89]、胆管癌 [90]、肾癌 [91] 等。主
要抑癌成分为生物碱，如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
二氢吴茱萸碱 [90] 等。
2.6　抗炎作用
　　吴茱萸中含有多种抗炎成分，如吴茱萸碱、吴茱
萸次碱、柠檬苦素、奎宁酸、去氢吴茱萸碱、二氢
吴茱萸卡品碱、绿原酸和隐绿原酸等 [92]。吴茱萸碱、
吴茱萸次碱和去氢吴茱萸碱可显著下调促炎细胞因
子和炎症介质，发挥在人结肠腺癌细胞和 RAW264.7
巨噬细胞共培养模型中的肠道抗炎作用 [93]。

图 4　吴茱萸中黄酮类化合物结构图

Fig 4　Structure of flavonoids in Evodiae Fructus 

表 4　吴茱萸中黄酮类化合物 
Tab 4　Flavonoids in Evodiae Fructus

编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编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119 丁香亭 -3-O- 芸香糖苷 C29H34O17
[14] 135 异鼠李素 -3-O- 桑布双糖苷 C20H18O11

[23]

120 香叶木素 -7-O-β-D- 吡喃葡萄糖苷 C22H22O11
[17] 136 槲皮素 -3-O-α-L- 吡喃阿拉伯糖苷 C22H22O12

[23，36]

121 槲皮素 C15H10O7
[17，36-37] 137 柯伊利素 -7-O- 芸香糖苷 C28H32O15

[23]

122 异鼠李素 -3-O- 芸香糖苷 C28H32O16
[17，23，37] 138 槲皮素 -3-O-β-D- 葡萄糖苷（异槲皮苷） C21H20O12

[23，37]

123 香叶木苷 C28H32O15
[17] 139 苜蓿素 -7-O-β-D- 葡萄糖苷 C23H24O12

[36]

124 柯伊利素 -7-O- 芸香糖苷 C28H32O15
[17] 140 phellodensin F C26H30O10

[36]

125 柠檬黄素 -3-O-β-D-木糖（1 → 2）-β-D-葡萄糖苷 C28H32O17
[23，37-38] 141 淫羊藿苷 C C26H28O11

[36，39]

126 柠檬黄素 -3-O- 芸香糖苷 C29H34O17
[23，37] 142 柠檬黄素 -3-O-[2-O-β-D- 木糖 -6-O-α-L- 鼠

李糖 ]-β-D- 葡萄糖苷

C35H44O20
[37-38]

127 槲皮素 -3-O-β-D-木糖（1 → 2）-β-D-葡萄糖苷 C26H28O17
[23，37] 143 异鼠李素 -3-O-β-D- 葡萄糖苷 C22H22O12

[37]

128（槲皮素 -3-O-β- 桑布双糖苷） C33H40O20
[23，37] 144 槲皮素 -3-O-α-D- 吡喃阿拉伯糖苷 C20H18O11

[37]

129 金丝桃苷 C21H20O12
[23，37，39] 145 异鼠李素 -3-O-β-D- 木糖（1 → 2）-β-D- 葡

萄糖苷

C27H30O16
[37]

130 芦丁 C27H30O16
[23，37] 146 异鼠李素 C16H12O7

[37]

131 香树素 -7-O-β-D- 葡萄糖苷（报春黄苷） C21H22O11
[23] 147 橙皮苷 C28H34O15

[39]

132 异鼠李素 -3-O- 芸香糖 -4'-O-β-D- 葡萄糖苷 C34H42O21
[23] 148 柠檬黄素 -3-O-β-D- 葡萄糖苷 C23H24O13

[37，40]

133 槲皮素 -3-O-β-D- 葡萄糖 -7-O-α-L- 鼠李糖苷 C27H30O16
[23] 149 异鼠李素 -3-O-β-D- 葡萄糖（6″ → 1‴）-α-L-

鼠李糖苷

C28H32O16
[40]

134  异鼠李素 -3-O-[2-O-β-D- 木糖 -6-O-α-L- 鼠李

糖 ]-β-D- 葡萄糖苷

C27H30O1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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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吴茱萸中萜类化合物 
Tab 5　Terpenes in Evodiae Fructus

编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编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150 柠檬苦素（吴茱萸内酯） C26H30O8
[10，39，41] 167 12α-hydroxylimonin C26H30O9

[31]

151 齐墩果酸 C30H48O3
[12] 168 6α-acetoxy-5-epilimonin C27H30O11

[31]

152 黄柏酮 C26H30O7
[22] 169 7α-obacunylacetate C28H34O8

[31]

153 limonindiosphenol-17-β-D-glucopy-ranoside C32H40O15
[23，37] 170 12α-hydroxyrutaevin C26H30O10

[31]

154 euodirutaecin A C26H28O11
[23] 171 isoobacunoicacid C26H32O8

[31]

155 euodirutaecin B C26H28O11
[23] 172 蒲公英萜酮 C30H48O

[34]

156 石虎柠檬素 A C26H30O10
[23] 173 4β-dihydroxyeudesman-11-ene C15H26O2

[36]

157 吴茱萸苦素 C26H30O9
[23，36] 174 加洁茉里苦素 C26H28O8

[36]

158 吴茱萸内酯醇 C26H28O9
[23，36，41] 175 isolimonexicacid C26H30O11

[36]

159 吴茱萸苦素乙酸酯 C28H32O10
[23] 176 吴茱萸素 C26H28O11

[41]

160 graucin A（格罗苦素甲） C26H30O10
[23] 177 石竹苦素 C26H30O10

[41]

161 6β- 乙酰氧基 -5- 表柠檬苦素 C28H32O10
[23，36] 178 吴茱萸塔宁 C28H36O11

[42]

162 19-hydroxymethylisoobacunoatediosphenol C27H32O10
[30] 179 evoditrilone A C29H44O

[43]

163 6α- 乙酰氧基 -12α- 羟基吴茱萸内酯醇 C28H32O11
[31] 180 evoditrilone B C29H40O

[43]

164 obacunonsaeure C26H32O8
[31] 181 austrosides A C19H30O9

[44]

165 12α-hydroxyevodol C26H28O10
[31] 182 austrosides B C19H30O8

[44]

166 hydroxylimonin C26H30O8
[31]

图 5　吴茱萸中萜类化合物结构图

Fig 5　Structure of terpenes in Evodiae Fructus

2.7　镇痛作用
　　吴茱萸的主要镇痛成分为吴茱萸碱、吴茱萸
次碱、去氢吴茱萸碱、柠檬苦素、绿原酸、金丝
桃苷、异鼠李素 -3-O- 芸香糖苷、柯伊利素 -7-O-
芸香糖苷、异鼠李素 -3-O-β-D- 半乳糖苷、芦丁、
吴茱萸宁碱、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1- 甲基 -2- 正
十一烷基 -4（1H）- 喹诺酮以及挥发油等 [45，94]。吴
茱萸碱可通过抑制炎症反应和维持线粒体抗氧化
功能来改善紫杉醇诱导的神经性疼痛 [95]。
2.8　毒性作用
　　吴茱萸味苦、辛，大热，有毒，《本草纲目》
记载吴茱萸：“多食冲眼又脱发也”“有小毒，动脾
火，病目者忌之”等。吴茱萸致肝毒性的主要成分
为生物碱类、挥发油类等化学成分。经过大量研

究发现，吴茱萸的毒性可能与过氧化损伤、炎性
反应因子介导、线粒体损伤、药物 - 蛋白质加合物
的形成以及触发细胞死亡信号等相关 [45，96]。吴茱
萸的心脏毒性表现为心肌细胞活力降低，且毒性
作用可被小檗碱减弱 [97]。
2.9　其他作用 
　　除上述药理作用外，吴茱萸还具有显著的止
泻作用，可能为吴茱萸生物碱类、柠檬苦素类、
有机酸等化合物，通过调节肠道炎症，修复肠道
黏膜损伤，并通过影响机体整体代谢能力发挥止
泻作用 [98]。吴茱萸还可与大黄配伍，用于驱蛔虫；
与苍术、白芷等合用，用来辟秽 [99]。
3　讨论与展望
　　吴茱萸资源丰富，用药历史悠久，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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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吴茱萸中的其他类化合物 
Tab 6　Other compounds in Evodiae Fructus

编号 类别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编号 类别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183 苯丙素类绿原酸 C16H18O9
[12] 204 7- 羟基香豆素 C9H6O3

[49]

184 儿茶素 C15H14O6
[36] 205 对羟基桂皮酸 C9H8O3

[49]

185 咖啡酰葡萄糖 C15H18O9
[23] 206 反式咖啡酰 -6-O-D- 葡萄糖酸甲酯 C16H20O10

[50]

186 阿魏酰葡萄糖酸 C16H20O10
[23] 207 反式咖啡酰 -6-O-D-葡萄糖内酯 C15H16O9

[50]

187 4-O- 阿魏酰奎宁酸 C17H20O9
[23] 208 醌类 大黄素甲醚 C16H1O5

[12，33]

188 隐绿原酸 C16H18O9
[23，37] 209 大黄酚 C15H10O4

[33]

189 紫丁香苷（syringin） C17H24O9
[33，39] 210 大黄素 C15H10O5

[33]

190 新吴茱萸苷 C27H32O12
[33，49] 211 甾体类 β- 谷甾醇 C29H50O

[8，12]

191 反式咖啡酸甲酯 C10H10O4
[34] 212 β- 胡萝卜苷 C35H60O6

[12，17，34]

192 对香豆酸甲酯 C10H10O3
[34] 213 其他 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C9H10O3

[12]

193 evodileptin A C16H16O5
[35] 214 myo- 肌醇 C6H12O6

[17]

194 新绿原酸 C16H18O9
[37，48] 215 4-O-β-D- 葡萄糖基香草醇 C14H20O8

[23]

195 咖啡酸 C9H8O4
[37，49] 216 柠檬酸 C6H8O7

[23]

196 4-O- 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 C15H18O10
[48] 217 异柠檬酸 C6H8O7

[23]

197 2-O- 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 C15H18O10
[48] 218 9α-methoxyl dictamdiol C16H20O5

[30]

198 3-O- 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 C15H18O10
[48] 219 cinchonain C24H20O9

[36]

199 5-O- 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 C15H18O10
[48] 220 6，7-二羟基 -3，7-二甲基 -2（E），4（E）-二烯 -1-辛酸 C10H16O4

[37]

200 6-O- 反式咖啡酰葡萄糖酸 C15H18O10
[48，50] 221 儿茶酚 C6H6O2

[39]

201 阿魏酸 C10H10O4
[49] 222 4- 甲氧基苯甲醇 C8H10O2

[49]

202 3-O- 阿魏酰基奎尼酸甲酯 C18H22O9
[49] 223 calodendrolide C15H16O4

[49]

203 松柏苷 C16H22O8
[49] 224 3，4- 二羟基苯甲酸 C7H6O4

[49]

图 6　吴茱萸中其他类化合物结构图

Fig 6　Structure of other compounds in Evodiae Fructus

广泛。其所含化学成分种类和含量都较为丰富，
包括生物碱类、黄酮类、萜类、挥发油类等。但
目前吴茱萸的物质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碱类、
萜类化合物，对单体化合物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吴
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去氢吴茱萸碱等少数物质
上，对其他化学成分的药理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尚
不深入。此外，在临床上单味吴茱萸常通过热敷
穴位的方式给药，此种给药方式下，具体哪些成

分能入体发挥临床药效以及该成分如何在体内代
谢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研究。吴茱萸的毒性作
用是限制其临床应用的主要因素，探索吴茱萸减
毒增效的方式，如炮制方法的改良、化学结构的
修饰等也有待深入挖掘。
　　吴茱萸化学成分与药理的后续研究应从以下
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入研究其他活性成分的药
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更全面地阐述吴茱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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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科学内涵，为临床应用提供强有力的科学
依据；二是挖掘吴茱萸尚未报道的潜在的药理作
用，拓展吴茱萸的应用范围；三是加强吴茱萸的
开发与利用，通过对吴茱萸中的毒性化合物进行
结构修饰增效减毒，或者提取吴茱萸中的目标化
合物，结合其特性采用不同的载药系统（如脂质
体、微囊、包合物等），开发成新型制剂，降低吴
茱萸的毒副作用的同时扩大其临床应用，充分发
挥吴茱萸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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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果木姜子是贵州省十大苗药之一，为苗族、布依族民间常用药材，主要用于治疗心律

失常、心血管疾病等。近年来，大果木姜子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文献报道较少，也未有新产品

问世。本文对国内外大果木姜子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相关产业的研究进行梳理，旨在为其今

后的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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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果木姜子别名米槁（Cinnamomum migao 
H.W.Li），是来源于樟科植物米槁的干燥成熟果实，
现分布于贵州、云南、广西等省 [1]。蔡希陶在云南
富宁最早采集到大果木姜子标本，后经李锡文研
究鉴定为樟科、樟属新种 [2]，本世纪初其被收载于
《贵州中药材、民族药材标准》（2003 年版）[3]。根
据《中药大辞典》记载：“其性味辛、温，无毒；功
能：散寒祛湿、行气止痛”[4]，在临床上常用于治
疗腹痛腹胀、冠心病、心绞痛等症状 [5]，还具有一
定的抗心律失常的疗效 [6]。目前，以大果木姜子为
原料药的产品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如心胃止痛胶
囊、米槁心乐滴丸已应用于应用，且均具有较好的
治疗作用 [3]。本文对大果木姜子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和产业化三方面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化学成分

　　大果木姜子的化学成分种类多样，包括挥发

油类、脂肪油类、脂肪酸、黄酮类化合物和无机
元素等 [7]，其中主要成分是挥发油类，在临床上
应用较为广泛。
1.1　挥发油类

　　刘杰等 [8] 整理了大果木姜子挥发油提取纯化
的方法，主要包括水蒸气蒸馏法、超临界 CO2 萃
取、超声波法等，其中以超临界 CO2 萃取法的提
取率最高。大果木姜子中挥发油成分复杂，其中
以桉叶素型 1，8- 桉树脑的含量最高，是挥发油
的主要成分之一 [9]。戴玮等 [10] 采用 GC 法测定大
果木姜子中 1，8- 桉叶素的含量，测得 16 批样品
中 1，8- 桉叶素的含量在 2.39 ～ 20.90 mg·g－ 1。
　　大果木姜子挥发油最早是由梁光义等 [11] 用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获得，为淡黄色，有强烈而特殊的香
味，含量约为 3%，且初步确定了其中的 39 个化学
成分的结构。李天祥等 [12] 通过一个萃取装置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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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装置组成的超临界实验装置，采用 GC-MS 技
术对大果木姜子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共
检测了 67 个峰，通过标准谱库检索鉴定了其中 46
个成分，主要是 1，8- 桉叶素、dl- 柠檬稀、β- 旅烯、
对聚伞素和α- 旅烯等。李天祥等 [13] 改变了分离方
法，运用蒸馏法分离精油，并采用 GC-MS 技术对
米槁精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共鉴定出
98 种化学成分，其中 52 种为未报道的化学成分。
赵立春等 [14] 提升了超临界提取装置，结合 GC-MS
技术对大果木姜子挥发油进行分析，共鉴定 58 个
化合物，主要是单帖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包括古巴
烯、n- 癸酸、桉树脑、斯巴醇和β- 人参花烯等，其
中β- 人参花烯首次从该植物中发现。
　　李天祥等 [15] 再次利用分馏技术对米槁精油进
行分析，变换了蒸馏压力和温度，共得到 12 个馏
分，鉴定出 98 个化学成分，并首次检测出朱栾倍
半萜、榧叶醇等 44 个新组分。Muhammad 等 [16]

从米槁果实中发现了 10 种未报道过的愈创木烷型
倍半萜类和 1 种倍半萜 [7（S）-（羟基丙烷）-3- 甲
基 -2-（4- 氧戊基）环己烯 -2-en-1-1]，并完成了 11
种新化合物的分离和鉴定。刘育辰等 [17] 在大果木
姜子叶子中发现了与果实相同的成分——桉油精，
为扩大大果木姜子的药用部位提供了参考依据。
罗君等 [18] 分别对大果木姜子的新鲜果实与干燥果
实的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结果在新鲜的大果木
姜子中共鉴定出 29 个成分，在干燥的大果木姜子
中鉴定出 68 个成分，主要成分为α- 柠檬醛、柠檬
醛、桉叶油醇、月桂烯和香叶醇等。
　　周涛等 [19] 利用 GC-MS 联用分析技术测定大
果木姜子果实的挥发油成分，根据果实挥发油中
主要成分的含量占比，将其挥发油成分归纳为 4
个化学型：桉叶素型、桉叶素 - 环己烷类型、桉
叶素 - 香桧烯型和桉叶素 - 松油醇型。
1.2　脂肪油类

　　郑亚玉等 [20] 从大果木姜子的脂肪油中分得一
白色针晶 C-I，m.p. 在 30 ～ 32℃，核磁共振氢谱
条件下显示其化学结构，质谱峰中的基峰 m/e 183
和次强峰 m/e 155 分别显示分子中含有癸酞基和
月桂酞基。黄凯等 [21] 运用索氏提取器提取大果木
姜子脂肪油，并用 GC-MS 对脂肪油进行测定。根
据 GC-MS 得到的质谱信息，通过检索 NIST17 和
WILEY275 数据库，并与质谱计算机数据系统进
行化合物检索、匹配，结果显示从不同来源的大
果木姜子脂肪油中共鉴定出 37 个成分，其中单萜
类及其衍生物类成分 21 个、倍半萜类成分 2 个、

脂肪族类成分 13 个、烷类成分 1 个。
1.3　脂肪酸、黄酮类化合物

　　赵立春等 [22] 利用色谱技术分离化学成分，研究
了米槁叶子的化学成分，分离出 4 个单体化合物，
即 1 个脂肪酸和 3 个黄酮类化合物。沈丽等 [23] 对大
果木姜子的枝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经波谱数
据分析等手段，鉴定了其中 6 个化合物：（＋）- 儿茶
素、β- 谷甾醇、东莨菪内酯、5，7，4'- 三羟基二氢
黄酮、6，8- 二甲氧基 -7- 氧 -β-D- 葡萄糖香豆素和胡
萝卜苷，均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4　无机元素类

　　魏慧芬等 [24]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大果
木姜子精油中的无机元素，发现钙元素最高，锌、
镁、铁、钾等元素次之，均为对心血管有益的元
素，精油中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的元素。贺祝英
等 [25] 用同样的方法测定大果木姜子果实中的无机
元素，结果表明大果木姜子果实中钾的含量最高，
钙、镁、铁等次之，其他含量较少。对比结果发
现，大果木姜子精油与其果实所含无机元素差异
较大。
2　药理作用

2.1　对心房颤动的治疗作用

　　伍柏灵等 [26] 用大果木姜子油（CV-3）治疗以
乙酰胆碱（Ach）- 氯化钙（CaCl2）诱导心房颤动
的大鼠，发现 CV-3 能够改善由 Ach-CaCl2 混合
液诱发的心房颤动大鼠的症状，增加体重并抑制
房颤持续时间及心室率，改善心肌组织损伤。
2.2　对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

　　李亚辉等 [27] 研究了大果木姜子水煎液对大
鼠心肌缺血的影响，结果显示大果木姜子可显著
降低乳酸脱氢酶（LDH）和肌酸激酶（CK）水平
（P ＜ 0.05），增加体内总抗氧化能力（T-AOC）
及谷胱甘肽（GSH）的含量，并且能有效改善心
肌组织的病理组织形态，从而证明大果木姜子对
急性心肌缺血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3　对离体平滑肌的作用

　　孙学蕙等 [28] 验证了大果木姜子油能对抗高
K ＋及去甲肾上腺素（NE）所致的家兔离体主动
脉条收缩，使量 - 效曲线非平行右移，最大反
应降低，呈非竞争拮抗作用；对离体肠平滑肌
也有较明显的松弛作用，并能对抗 Ach、组胺
及 BaCl2 等肠肌兴奋剂的作用。除此以外，马玲
等 [29] 研究表明，CV-3也能抑制由氯化钾（KCl）、
NE 和组胺所致家兔主动脉条的收缩，并可非竞
争性拮抗组胺的量 - 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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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血流动力学的作用

　　孙学蕙等 [30] 连续观察和记录了 CV-3 在猫十二
指肠给药后各项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
血压缓慢下降，心率（HR）减慢，心输出量（CO）
减少，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下降，同时 LVP 及 LVEDP
降低，表明 CV-3 在降压同时，对心脏呈负性变力作
用，此作用与抑制心肌收缩有一定相关性。
2.5　镇痛作用

　　刘同祥等 [31] 研究发现大果木姜子各提取部
位均能减少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次数，二氯甲烷
和石油醚提取部位能提高小鼠的痛阈值，石油醚
提取部位还能明显减少小鼠的舔足时间，进一步
说明大果木姜子脂溶性成分具有镇痛作用，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中枢作用有关。
2.6　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隋艳华等 [32] 通过建立小鼠、家兔、豚鼠和大
鼠 4 种心律失常模型，探讨 CV-3 对实验性心律失
常症状的改善。结果显示 CV-3 能显著降低氯仿致
小鼠室颤发生率，推迟及缩短肾上腺素致家兔心
律失常发生时间及持续时间，提高毒 K 致豚鼠心
律失常剂量，降低 BaCl2 致大鼠各类心律失常发
生率及各类型评分，减慢心率。CV-3 对抗实验性
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可能与 CV-3 阻止心肌细胞膜
Na ＋、Ca2 ＋内流，降低其自律性、传导性有关。
2.7　体外抗菌作用

　　陈达等 [33] 研究显示以大果木姜子精油为主
要处方的醇提液对人体有较佳的体外灭菌效果。
吴碧清等 [34] 研究发现大果木姜子挥发油对幽门
螺杆菌具有体外抑菌作用，但抑菌机制尚未明
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3　产业化研究

3.1　心胃止痛胶囊

　　心胃止痛胶囊曾用名心胃丹胶囊，是以大果
木姜子和天然冰片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胶囊剂；其
内容物为灰棕色至深褐色的粉末，气芳香，味微
苦、辛，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胃脘疼痛、嗳气吞
酸、胀满、胸闷胸痛、心悸气短等。
3.2　米槁心乐滴丸

　　米槁心乐滴丸是贵州益佰制药研发超过十年
的新药，属于中药六类新药，源于苗族民间验
方，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领域疾病，如冠心
病、心绞痛。赵金香等 [35] 通过药理实验证明米槁
心乐滴丸具有行气止痛、芳香温通的功效，这对
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极为重要。
3.3　理气活血滴丸

　　理气活血滴丸为黄棕色滴丸；有特异香味，味微
苦，具有温阳宽胸，理气活血之功效。常用于冠心病
稳定型劳累性心绞痛Ⅰ、Ⅱ级心阳不足、心血瘀阻
证，症见胸闷、胸痛、心悸、气短、形寒等。近年来，
有关理气活血滴丸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文献
报道较多 [36-38]，是当前理气活血滴丸研究的热点。
3.4　其他

　　除了以上已应用于临床的产业成果，学者在对
大果木姜子研究过程中也自制了一些以其为主要原
料的药物，如大果木姜子软胶囊、大果木姜子软
膏、大果木姜子口服乳剂和静脉乳剂等。这些药物
虽未应用于临床，但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其具有抗肿
瘤、抗病毒和对心肌缺血有保护作用的疗效 [39-44]。
4　展望

　　大果木姜子是一味民族药，常被用于治疗腹
痛、胃痛、胸闷、呕吐等病症，在治疗心律失常疾
病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在临床方面，于浩潼等 [45]

对贵州省 4 市三甲医院中从事苗医内治法临床或科
研工作的 20 位专家进行用药问卷调查，其中米槁
被列为闷胀型药物，调查结果显示米槁可纳入健胃
法之虚火型适用药物范畴。但以大果木姜子直接应
用于患者较为少见，主要是以其为原料制成中成药
给患者口服使用。
　　截至目前，有关大果木姜子的文献报道相对较
少，整合文献可知，大果木姜子化学成分的相关研
究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欠缺深度，工业化利用
的基础研究不足，多集中在果实挥发油和脂肪酸的
成分分离及鉴定方面。药理方面的研究已经揭示果
实挥发油是发挥疗效的主要成分，以果实挥发油为
原料的药物也已逐步用于临床，但大果木姜子的果
实成熟度、产地及挥发油提取技术的不稳定性导致
了挥发油质量参差不齐，对相关产品的生产及应用
带来极大困扰，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有待进一步挖掘，
因此挥发油的质量标准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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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对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依从性及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

饶惠珍1，计成2，李俐2*（1.中国药科大学南京鼓楼医院，南京　211198；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药学部，南京

　210008）

摘要：目的　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用药依从性，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

药学服务对患者依从性及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本院

门诊就诊的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的方法评估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将入组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按照

正常的流程就诊，试验组患者除常规就诊外，予专业的药学指导并随访，连续随访 3 个月后，

再次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血糖水平，评估药学干预效果。结果　共纳入 97 例使

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较好的患者占比为 46.39%，复诊频次、糖

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及家庭平均月收入与患者的依从性成正相关，用药种数与依从性成负

相关；药学干预 3 个月后，试验组的用药依从性评分、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评分及血糖控

制效果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 ＜ 0.05）。结论　对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开展

药学服务，能显著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血糖控制效果。

关键词：2 型糖尿病；药学服务；用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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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on the compliance and blood sugar control in 
2 diabetic patients treated with liraglutide injection

RAO Hui-zhen1, JI Cheng2, LI Li2* (1.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Nanjing  211198;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210008)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liraglutide injection,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pliance, and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on patient compliance and blood glucose control. Methods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ho used liraglutide injection in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lianc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tes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following the normal procedure. In 
addition to the routin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were given professional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and follow-up. After 3 consecutive months of follow-up,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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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超重及肥胖的人群越
来越多，肥胖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 [1]。研究发现，患者用药依从率低显著影响
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生活质量 [2-3]，而
用药依从率低的现象普遍存在，李洪超等 [4] 发
现在慢病的药物治疗中，患者的用药依从率仅
30% ～ 80%。Munshi 等 [5] 指出有 37% 参加商业
保险的糖尿病患者用药不依从。药学服务是一种
临床药学工作模式，通过临床药师的专业用药指
导，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疾病情况和生活质量 [6]。
传统口服降糖药中，肥胖患者首选二甲双胍 [7]。
近年来，以利拉鲁肽为代表的胰高血糖素样肽 -1
（GLP-1）受体激动剂由于其显著的降糖和减重效
果广泛用于肥胖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8]。GLP-1
受体激动剂是注射给药，大部分患者对注射给药
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导致患者的接受程度存在
个体差异 [9]。临床上对利拉鲁肽用药依从性以及
药学服务对依从性和作用效果的相关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选择临床上使用利拉鲁肽每日一次
皮下注射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药
学服务对患者用药依从性及血糖控制效果的影
响，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符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
指南（2020 年版）》中 2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具
有口干、多饮、多尿、体重减轻等糖尿病典型
症状，且空腹血糖≥ 7.0 mmol·L － 1，或者随机
血糖≥ 11.1 mmol·L － 1，或者口服葡萄糖耐量
试验中 2 h 血糖≥ 11.1 mmol·L － 1；② 年龄在
18 ～ 70 周岁，意识清晰，能够自主应答；③ 单
用二甲双胍或磺脲类药物最大可耐受剂量治疗后
血糖仍控制不佳，经临床医师评估可用利拉鲁肽

降糖治疗；④ 未用胰岛素；⑤ 知情同意并愿意
配合随访。
1.1.2　排除标准　① 意识模糊，不能进行语言沟
通；② 合并重要脏器功能衰竭及恶性肿瘤等严重
疾病；③ 失访。
1.2　数据来源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于本院内分
泌科门诊就诊并且符合上述纳入与排除标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通过本院 HIS 系统调取患者近 3
个月的门诊随访记录，剔除失访患者，共获得有
效随访患者 97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
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男 24 例，女 24 例，平均年
龄（44.07±13.12）岁，平均病程（5.44±4.78）年，
糖化血红蛋白（HbAlc）（7.43±1.27）%；对照组男
28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45.56±15.60）岁，平
均病程（5.18±3.84）年，HbAlc（7.54±1.20）%。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
理批号：2020-263-02）。
1.3　用药依从性的判定

　　采用 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MMAS-8）
量表评价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状况，MMAS-8 具有
较高的信效度，在国际上通用于各类慢性病的研
究，该量表（慢性病）包括 8 个问题，量表满分
为 8 分，得分＜ 6 分为依从性差，6 ～ 8 分为依
从性中等，8 分为依从性好。由于得分为 8 分的
患者人数较少，为便于统计分析及减少偏倚，本
研究将得分为 6 ～ 8 分及 8 分的患者划为依从性
较好的一组，得分＜ 6 分者划为依从性差的一
组。记录患者入组时及随访 3 个月后用药依从性
的变化。
1.4　影响患者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因素分析

　　前期通过与患者面对面访谈及查阅相关文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re-evaluated, and the effect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was determined. Results  Totally 97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included. Patients 
with good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ached 46.39%. The frequency of follow-up visits, self-behaviour 
management and average family monthly incom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tient compliance.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medications and compliance. After the 3 
months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score, diabetic self-behavior 
management score and blood sugar control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harmaceutical care for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ho use liraglutide injection greatly improves patient compliance and blood sugar control.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medication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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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对可能影响患者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因素
进行随访记录，最终确定随访指标包括患者一般
资料（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病程）、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情况、医保支付方式、复诊频次、用药
情况、疾病控制情况、药物不良反应及糖尿病患
者自我行为管理情况。
　　疾病控制情况：糖尿病控制的金标准是
HbA1c。HbA1c 能够有效地反映糖尿病患者过去
3 个月左右的血糖控制情况，被视为反映长期血
糖控制水平的主要指标。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 
2 型糖尿病控制指标为 HbA1c ＜ 7.0%[10]。因此，
本研究将患者入组时 HbA1c ＜ 7.0% 视为病情控
制平稳，HbA1c ＞ 7.0% 视为病情复发或加重。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是
国际上通用的比较成熟的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的
测量工具 [11]，该量表从饮食、运动、血糖监测、
药物治疗、足部护理 5 个维度，共 12 个条目组
成，每个条目分值 0 ～ 7 分，总分 84 分，分值
越高，表示患者在糖尿病疾病方面的自我管理水
平越高。
1.5　药学服务内容 
1.5.1　建立健康档案　通过临床药师培训基地规范
化培训的临床药师向患者讲解建档的目的，取得患
者知情同意后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详细记录患者
的年龄、病程、既往用药史、合并疾病、家族史、
过敏史及身高、体重、腰臀围等基本情况 [12]。
1.5.2　干预生活方式　建立糖尿病管理微信群
（群内有药师、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定
期向患者及家属推送糖尿病饮食及运动相关知
识，针对患者自身情况制订最适宜的饮食和运动
计划，此外，从预防、诊断、治疗及并发症四个
方面对患者进行糖尿病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的
重视程度和治疗的积极性。
1.5.3　用药指导　首先向患者讲解各类别降糖药
物的作用机制 [13]，其次指导患者正确使用注射
笔，嘱患者每次注射时使用新的针头避免感染，
注射前应排出空气，注射部位可选择腹部、大腿
或上臂等。GLP-1 受体激动剂导致的胃肠道不良
反应多为暂时的，且多为轻度 [14-15]，一般不需要
特殊处理可自行缓解。提醒患者警惕低血糖反应
的发生，同时告知患者利拉鲁肽低血糖的发生率
极低 [16]，解答患者对药物安全性方面的顾虑。对
注射有恐惧心理的患者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安
慰，让患者逐步接受注射给药的方式。此外，可
通过线上指导以及电话随访指导、推送视频等方

式给予帮助。药师应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
有效地为患者解答用药疑虑 [17]。
1.5.4　定期随访　进行为期 3 个月的随访，了解
患者的用药情况，自我行为管理情况，解答患者
药物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疑虑。
1.6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记录随访数据，运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中，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进行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
有显著性差异的影响因素纳入 Logistics 回归模型
中进行多因素分析。
2　结果

2.1　用药依从性现状

　　最终纳入知情同意并愿意参加随访的患者 97
例，依从性得分平均值为（6.19±1.70）分，其中 45
例患者依从性较好，平均值为（7.28±0.56）分，52
例患者依从性较差，平均得分为（4.55±1.05）分。
2.2　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

因素单因素分析 
　　患者文化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疾病控制
状况、用药种数、复诊频次及糖尿病患者自我
行为管理对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1。观察到文
化程度高、家庭平均月收入高、血糖控制平稳、
用药种数少、复诊频次多和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
管理评分较高的患者依从性好。
2.3　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多

因素分析

　　由于单因素分析仅能分析单个因素对患者用
药依从性的影响，而影响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
的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疾病特征、药物治疗特
征等多个方面，单因素分析无法控制各个变量之
间的相互作用，存在较多的混杂效应和偏倚 [18]，
因此本文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显著性差异的
因素进一步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 2，多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月收入、复诊频次、糖
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评分与用药依从性成正相
关，用药种数与依从性成负相关：家庭平均月收
入≥ 6000 元的患者（OR ＝ 4.847）用药依从性
好的发生率是家庭平均月收入＜ 6000 元患者的
4.847 倍；复诊频次＞ 2 次的患者（OR ＝ 4.445）



675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Central South Pharmacy. March  2022, Vol. 20 No.3 

用药依从性好的发生率是复诊频次≤ 2 次患者的
4.445 倍；糖尿病自我行为管理评分≥ 50 分的
患者（OR ＝ 1.109）用药依从性好的发生率是糖
尿病自我行为管理评分＜ 50 分患者的 1.109 倍；
用药种数＞ 2 种的患者（OR ＝ 0.241）用药依从
性好的发生率是用药种数≤ 2 种患者的 0.241 倍。

表 2　Logistics回归模型自变量赋值 
Tab 2　Assignmen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赋值

1. 文化程度 1 ＝高中及以下 2 ＝本科及以上

2. 用药种数 1 ＝≤ 2 种 2 ＝＞ 2 种

3. 复诊频次 1 ＝≤ 2 次 2 ＝＞ 2 次

4. 家庭平均月收入 1 ＝＜ 6000 元 2 ＝≥ 6000 元

5. 疾病控制情况 1 ＝平稳 2 ＝复发或加重

6. 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评分 1 ＝＜ 50 2 ＝≥ 50

2.4　药学服务效果

2.4.1　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对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2.4.2　药学服务效果　药学干预 3 个月后，试验
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评分、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
管理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 ＜ 0.05），且试验
组患者血糖控制较好，结果见表 5。
3　讨论 
3.1　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分析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患者的用
药依从性与疾病的治疗息息相关。Egede 等 [19]

对 11 27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进行
为期 12 年的随访研究发现，用药依从性每提高
1%，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可能性降低 48%
（OR ＝ 0.52，95%CI 0.4 ～ 0.6）。GLP-1 受体激

表 1　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 
Tab 1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liraglutide injection

影响因素
依从性较好的

患者（n ＝ 45）
依从性差的 

患者（n＝ 52）
t/c² P

一般人口因素

年龄 / 岁 43.98±13.53 46.63±15.89 0.839 0.405
性别 0.210 0.646

男 23 29
女 22 23

病程 / 年 6.42±6.59 4.85±4.39 － 0.975 0.335
文化程度 9.138 0.028

初中及以下 12 21
高中 9 12
本科及以上 24 19

用药种数 1.98±0.62 2.60±0.60 15.493 0.000
1 种 15 7
2 种 20 13
≥ 3 种 10 32

复诊频次 2.62±0.65 1.83±0.71 6.370 0.041
1 次 7 20
2 次 13 10
≥ 3 次 25 22  

医保支付方式 0.163 0.686
自费 13 17
医保 32 35

家庭平均月收入 / 元 9.416 0.009
＜ 3000 4 15
3000 ～ 6000 19 23
≥ 6000 22 14

疾病控制情况 10.125 0.001
平稳 35 24
复发或加重 10 28

药物不良反应 0.600 0.741
胃肠道反应 2 4
低血糖反应 0 1
头晕、乏力 2 3

糖尿病患者自我行

为管理评分

61.13±9.85 46.15±13.93 6.026 0.005

表 3　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 
Tab 3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factor affect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liraglutide injection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b） 标准误（SE） 显著性（P） 比值比（OR）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家庭平均月收入      1.578 0.593 0.008 4.847   1.516 ～ 15.494
用药种数 － 1.425 0.579 0.014 0.241 0.077 ～ 0.748
复诊频次      1.492 0.574 0.009 4.445   1.444 ～ 13.685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评分      0.104 0.024 0.000 1.109 1.059 ～ 1.162

表 4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Tab 4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组别 年龄
性别

病程 / 年 用药依从性评分 / 分 SDSCA 评分 / 分 糖化血红蛋白 /%
男 女

试验组 44.07±13.12 24 24 5.4±4.78 5.77±0.98 56.74±12.19 7.43±1.27
对照组 45.56±15.60 28 21 5.1±3.84 5.96±1.10 57.86±14.08 7.54±1.20
t/c² － 0.497 0.800 0.286 － 0.852 － 0.402 － 0.410
P      0.230 0.371 0.846      0.597      0.295      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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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剂具有降糖、减重、心血管获益等作用，《中国
2 型糖尿病指南（2020 年版）》推荐其作为糖尿病
合并心血管疾病及慢性肾脏病的首选药物 [9]。本
文从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患者的文化程度、用
药种数、复诊频次、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疾病
控制情况、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情况与依从
性显著相关（P ＜ 0.05）。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
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与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成正相
关（P ＜ 0.05）。He 等 [20] 研究表明，药品支付金
额与患者用药依从性显著相关，由此可见经济性
仍是患者依从性的独立影响因素。然而，在对口
服降糖药患者依从性的研究中，未见经济性对患
者依从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口服降糖药费用普
遍低于 GLP-1 受体激动剂，且国家大力推行仿制
药等举措也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1-23]。刘洋洋
等 [16] 对 3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
的随访，发现用药种类、忘记用药等是患者依从
性差的主要因素。Tang 等 [24]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与用药种类、给药方式等因素相
关，用药种类越少，给药方式越简单，依从性越
好。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
对于指南推荐的首选使用注射型 GLP-1 受体激动
剂，可以通过改良注射针头的设置，简化操作步
骤，选择注射频次少的药物品种等方法来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 [16]。此外，糖尿病患者自我行为管理
也显著影响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该量表从饮食、
运动、血糖监测、药物治疗、足部护理 5 个维度
对患者进行评估，药学干预后患者该项评分显著
提高，因此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改善患者的依
从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2　药学服务

　　药学服务结果发现，试验组患者的血糖控制
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由此可见，药学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控制
血糖及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的目的。
　　刘洋洋等 [16] 对不同用药方案的糖尿病患者
进行研究发现，药学服务可显著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并降低血糖水平。王志辉等 [25] 研究表明，药学
服务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安全性和血糖控制效果
均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使用利拉鲁肽降糖的患
者进行药学服务，对药物注射存在恐惧心理的患
者进行安慰，同时向患者推送糖尿病知识，让患
者对糖尿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药学服务前后，
患者的依从性较对照组显著提高，并且血糖控制
效果优于对照组。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药学
服务可以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进而更好地控
制患者的血糖。
　　综上所述，用药依从性对血糖控制至关重
要，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越高，则血糖控制得越
好 [26]。在常规诊疗的基础上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依从性，增强患者自我行为
管理能力，更好地控制血糖。但本研究仅纳入 97
例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样本
量有限，且随访周期仅 3 个月，相对较短。本研
究结果为开展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药学服务提供了
一定的数据支持，未来仍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样
本量、延长随访时间等措施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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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固醇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疗效影响的 meta分析

王瑞航1，2，华鹏2*，刘晓波1，廖思1，2，江晓春3（1. 大理大学药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2. 云南省第三人民

医院药剂科，昆明　650000; 3.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输血科， 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类固醇的使用对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的影响。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 以及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收集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使用与未使用类固醇对 PFS 和 OS 影响的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检索

时间为自建库至 2021 年 4 月。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采用 Stata 15.0 软件进行发表偏倚分析。结果　共纳入

16 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共 6682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未使用类固醇的患者相比，类

固醇的使用降低了患者的 PFS [HR＝1.50，95%CI（1.25，1.80），P＜0.0001] 和 OS [HR＝1.56，
95%CI（1.31，1.86），P ＜ 0.000 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ICIs 治疗开始后使用类固醇降低了

患者的 PFS [HR ＝ 1.99，95%CI（1.52，2.60），P ＜ 0.000 01] 和 OS [HR ＝ 2.33，95%CI（1.61，
3.36），P ＜ 0.000 01]；ICIs 治疗开始前使用类固醇与患者的 PFS 和 OS 无相关性（P ＞ 0.05）。

因癌症相关症状接受类固醇治疗降低了患者的 PFS [HR＝1.57，95%CI（1.32，1.88），P＜0.000 
01] 和 OS[HR ＝ 1.65，95%CI（1.21，2.24），P ＝ 0.001]。结论　在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

者中，类固醇的使用与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特别是在 ICIs 治疗开始后使用或者因癌症相关症

状使用，而在 ICIs 治疗开始前使用类固醇可能不会影响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类固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非小细胞肺癌；meta 分析

中图分类号：R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78-09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36

Effect of steroids on the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WANG Rui-hang1, 2, HUA Peng2*, LIU Xiao-bo1, LIAO Si1, 2, JIANG Xiao-chun3(1. College of 
Pharmacy,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0;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Yunna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Kunming  650000;3. Depart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Yunna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teroids use o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Computerized retrieval of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CNKI, VIP, Wanfang and other databases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prospective or retrospective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steroids use and non-use on PFS and O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CIs. The retrieval covered from the self-built database to April 2021.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collected data and cross-
checked them.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RevMan 5.3 software. Stata 15.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publication bias. Results  Totally 16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involving 6682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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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小 细 胞 肺 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肺癌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也是最
致命的癌症之一，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 [1]。在大多数情况下，NSCLC 是在转移性阶段
被诊断的，并且 10% ～ 30% 的 NSCLC 患者在其
病程中会发生脑转移，导致 NSCLC 患者的预后
较差 [2-3]。在此背景下，以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
1）抑制剂、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抑制剂和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TLA-4）抑制
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改善了多
种癌症患者的临床结局 [4-5]，其中纳武利尤单抗
（nivolumab）和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
已被批准成为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治疗标准的
一部分 [6]。
　　类固醇因其免疫抑制特性成为了 ICIs 所引起
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主要治疗方法 [7]，
临床上还用于缓解癌症相关症状（如呼吸困难、
疲劳和脑转移等）[8]。然而，从理论上讲，类固醇
的免疫抑制特性会破坏 ICIs 的治疗机制，并且在
临床试验中，≥ 10 mg 泼尼松当量的类固醇已成
为 ICIs 临床试验的基线排除标准之一 [9]。在这种
对立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了类固醇对
ICIs 疗效的影响。某些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在
ICIs 治疗期间使用 10 mg 泼尼松当量的类固醇与
NSCLC 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10-11]。然而，也有研
究发现，以高剂量类固醇（≥ 10 mg 泼尼松当量）
来缓解 irAEs 和癌症无关症状时并不影响 ICIs 的
疗效 [12-1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类固醇是否
会降低 ICIs 的疗效仍然是未知的。为了更好地定
义类固醇在 ICIs 治疗期间的作用，本文对此进行
了系统分析，旨在为临床提供循证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研究对象：由组织病理学

和 / 或细胞学确诊为 NSCLC 的成年（年龄＞ 18
岁）患者；② 研究类型：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前瞻
性或回顾性研究；③ 干预措施：所有纳入病例均
接受 ICIs 治疗（PD-1/PD-L1/CTLA-4），暴露组：
ICIs ＋类固醇，非暴露组：ICIs；④ 结果：暴露
组与非暴露组之间总生存期（OS）和 / 或无进展
生存期（PFS）的风险比（HR）及 95% 置信区间
（95%CI），或者文献提供了相关的生存曲线图。
1.1.2　排除标准　① 综述、病例报告、会议摘
要、动物实验；② 研究未报告暴露组与非暴露组
之间 PFS 和 / 或 OS 的 HR 及 95%CI，并且没有
提供生存曲线图；③ 缺乏非暴露组的信息；④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 量表）评分＜ 5；⑤
同时接受除干预措施以外治疗方法的文献；⑥ 研
究包含其他癌症类型；⑦ 重复发表的文献。
1.2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自由词方式检索 PubMed、EM-
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 以及中国
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
（Wanfang）、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均为自建库至 2021 年 4
月。中文检索词：“类固醇”“糖皮质激素”“免疫
检查点抑制剂”“PD-1 抑制剂”“PD-L1 抑制剂”和
“CTLA-4 抑制剂”等；英文检索词：“steroids”“-
glucocorticoid”“corticosteroid”“PD-1”“PD-L1”“CT-
LA-4”“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overall 
survival”“progression-free survival”和“overall re-
sponse”等。
1.3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由两名研究员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独立
筛选文献，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双方进行协
商并请求第三方裁定。使用 Excel 工作表提取纳
入研究基本信息及主要信息：第一作者、发表年
份、国家、性别比例、年龄范围、样本量、ICIs

were included.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steroids reduced PFS [HR ＝ 1.50，95%CI
（1.25，1.80），P ＜ 0.0001] and OS [HR ＝ 1.56，95%CI（1.31，1.86），P ＜ 0.000 01] in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did not use steroids.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steroids use after the 
onset of ICIs reduced PFS [HR ＝ 1.99，95%CI（1.52，2.60），P ＜ 0.000 01] and OS [HR＝ 2.33，
95%CI（1.61，3.36），P ＜ 0.000 01]. Steroids use before ICIs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FS and OS. (P ＞ 0.05). Steroids use for cancer-related symptoms reduced PFS [HR ＝ 1.57, 95%CI 
(1.32, 1.88), P ＜ 0.000 01] and OS [HR ＝ 1.65, 95%CI (1.21, 2.24), P ＝ 0.001]. Conclusion  
Steroids use i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rognosi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CIs, especially after 
the onset of ICIs or due to cancer-related symptoms, whereas steroids use before the onset of ICIs is 
not likely to affect patient outcomes.
Key words: steroids;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a analysis



680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治疗方案、类固醇治疗方案和结局指标等。若无
法直接提取 HR 值或 95%CI，可根据 Tierney 等 [14]

的方法使用生存曲线计算；若纳入研究具有单变
量和多变量两种分析结果，则首选多变量分析的
结果。
1.4　质量评价
　　所纳入文献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 NOS
量表 [15] 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其内容包括：
　　① 选择性：暴露队列的代表性、非暴露队列
的代表性、暴露因素的确定和研究开始前是否有
研究对象发生结局事件；② 可比性：是否控制混
杂因素；③ 结局：结局事件的评估、随访是否充
分和随访的完整性。满分为 9 分，一般总分＞ 5
的研究可纳入 meta 分析，7 分以上为高质量研究。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以 PFS、OS 的 HR 值和
95%CI 作为效应量进行 meta 分析。同时对类固醇
的使用时间（ICIs 开始前 vs ICIs 开始后）和使用原
因（癌症相关症状 vs irAEs）进行了亚组分析，其
中因脑转移使用类固醇的研究被归为癌症相关症
状进行亚组分析，P ＜ 0.05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HR ＞ 1 表明类固醇的使用会降低 ICIs 疗
效。采用 Cochrane Q 检验和 I2 检验对纳入文献进
行异质性检验，I2 和 P 值作为统计量来评价异质
性的大小：当 I2 ＜ 50% 且 P ＞ 0.1 时，表明纳入
的各个研究间异质性较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则表明异质性较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随
后通过敏感性分析检验结果的稳定性。采用 Stata 
15.0 软件进行发表偏倚分析。当同一研究根据不
同情况进行了多个分析时，首选合并分析的 HR
值，若没有合并分析，则纳入全部情况的 HR 值
进行 meta 分析。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与筛选
　　共检索出中英文文献 1496篇，排除重复文献，
阅读题目和摘要后获得 46 篇文献，结合纳入标准
和排除标准阅读全文后，最终纳入 16 篇回顾性队
列研究 [10-11，13，16-26]，共 6682 例患者。文献筛选流
程如图 1 所示。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所纳入的研究均为 2017—2021 年发表的回顾性
队列研究。从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看，均为多变量
类型，大部分研究样本量＞ 100（67 ～ 1025），男性
居多；中位年龄为 63 ～ 77 岁；PS 评分为 0 ～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质量评价均为中等或高
等质量研究，见表 2。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无进展生存期　纳入的研究中共 13 项研
究 [9-11，13，17，19-24，26-27]（5001 例患者）报道了使用与
未使用类固醇患者间 PFS 的 HR 值和 95%CI。经
异质性检验，I2 ＝ 73%，P ＜ 0.0001，提示存在高
度异质性，后续将继续考察异质性原因。通过随
机效应模型分析显示：与未使用类固醇患者相比，
使用类固醇降低了患者的 PFS [HR ＝ 1.50，95%CI
（1.25，1.80），P ＜ 0.0001]，见图 2。
2.3.2　总生存期　共 15 项研究 [9-11，13，16-17，19-25，27]

报道了（6481 例患者）使用与未使用类固醇患者
间 OS 的 HR 值和 95%CI。经异质性检验，I2 ＝

72%，P ＜ 0.000 01，提示存在高度异质性，后续
将继续考察异质性原因。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显示：与未使用类固醇患者相比，使用类固醇降
低了患者的 OS [HR ＝ 1.56，95%CI（1.31，1.86），
P ＜ 0.000 01]，见图 3。
2.3.3　亚组分析　从类固醇使用时间的亚组分析
结果看，ICIs 开始后使用类固醇降低了患者的 PFS
和 OS（P ＜ 0.000 01），ICIs 开始前使用与患者
的 PFS 和 OS 无相关性（P ＞ 0.05）；从类固醇使
用原因的亚组分析结果看，因癌症相关症状使用
类固醇降低了患者的 PFS 和 OS（P ＜ 0.000 01，
P ＜ 0.001），见表 3。
2.4　敏感性分析
　　根据 meta 分析结果发现，本研究具有高度异
质性。通过任意删除本次研究中的文献进行敏感
性分析。
　　对于 ICIs 开始前使用类固醇组，在 OS 的敏
感性分析中，去除 Facchinetti 等 [20] 的研究，异
质性明显降低（I2 ＝ 0%，P ＝ 0.41）且结果具有
显著性差异 [HR ＝ 1.84，95%CI（1.57，2.16），
P ＜ 0.000 01]；在 PFS 的敏感性分析中，去除
Facchinetti 等 [20] 的研究，异质性有所降低（I2 ＝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1　Flow diagram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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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Tab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样本
男性 /
例

中位

年龄 / 岁
ICIs

类固醇
PFS

（暴露组 vs 未暴露组）

OS
（暴露组 vs 未暴露组）

使用人数

（药物）
用法用量 使用原因 HR[95%CI]

中位

PFS/ 月
HR[95%CI]

中位

OS/ 月
Arbour
　等 [9]

640 232 65 ① 90（a） po/iv，≥ 10 mg；
ICIs 开始前 30 d
内，ICIs 开始后

⑴ 68%；其他 32% 1.31[1.03，1.67] 1.9 vs 2.6 1.66[1.28，2.16] 5.4 vs 12.1

de Giglio
　等 [10]

413 273 63
（30 ～ 92）

① 49 po/iv，40（5 ～ 225） 
mg；ICIs 开始的

1 ～ 8 周

⑴ 78%；⑶ 12%；其

他 10%
2.64[1.24，5.61] 1.1 vs 2.6 4.53[1.8，11.1] 1.9 vs 13.4

－ － － －

Frost
　等 [11]

153   90 69
（40 ～ 86）

④ 37（b） （55±33） mg；任何

时间点，ICIs 开
始时

脑转移 5%；慢性阻塞

性肺部疾病 20%；

⑶ 27%；其他 48%

1.13[0.74，1.72] 8.2 vs 12 1.49[0.92，2.41] 23.6 vs 32.3

5.08[2.61，9.91] 1.1 vs － 7.89[3.89，9.91] 1.8 vs －

Yamagu-
chi 等 [13]

131   98 77
（75 ～ 87）

④⑤ － ⑶ 100% 0.55[0.30，0.94] 7.3 vs 4.3 0.59[0.29，1.09] 20.3 vs 14.8

Banna
　等 [16]

583 388 70
（28 ～ 92）

④ 145 ICIs 开始前 － － － 1.67[1.26，2.21] －

Cortellini
　等 [17]

950 625 70
（28 ～ 92）

④ 228 ≥ 10 mg；ICIs 开
始前 30 d 内

－ 1.69[1.42，2.03] 2.9 vs 9.7 1.93[1.59，2.35] 5.6 vs 19.3

Drakaki 
等 [18]

862 466 69
（61 ～ 76）

① 501（a/c/
d）

ICIs 开始前 14 d 内

及 ICIs 开始后

1 ～ 30 d

－ － － 1.34[1.12，1.61] 6.6 vs 10.6

Dumenil
   等 [19]

67   46 ＜ 70（58%）

≥ 70（42%）

⑤ 10 po/iv，25（12.5 ～ 

37.5）mg；ICIs 开
始的第一个周期

脑转移 100% 3.27[1.39，7.69] 1.7 vs 5.1 1.31[0.51，3.38] －

Facchinet-
ti 等 [20]

153 108 ＜ 70（52%）

≥ 70（48%）

④ 47（a） ≥ 10 mg；ICIs 开
始前

姑息治疗 100% 0.8[0.5，1.2] － 0.6[0.4，0.9] －

Fucà
　等 [21]

151   89 ＜ 65（42%）

≥ 65（58%）

①③ 35 280（20 ～ 875）
mg； ICIs 开始的

1 ～ 28 d

⑶ 11%；支持治疗

54%；其他 35%
1.88[1.08，1.73] 1.98 vs 3.94 2.38[1.48，3.83] 4.86 vs 

15.14

Hendriks
  等 [22]

1025 646 64
（30 ～ 93）

① 141 ICIs 开始时 脑转移 100% 1.31[1.07，1.62] － 1.46[1.16，1.84] －

Lauko
  等 [23]*

171   75 64 ①②

③

36（a/c） 27（5 ～ 107）
mg；ICIs 开始的

1 ～ 30 d

脑转移 100% 1.66[0.98，2.82] 5 vs 8.7 1.82[1.10，3.02] 10.5 vs 17.9

Ricciuti
  等 [24]

650 310 66
（25 ～ 92）

③ 93（a） po/iv，≥ 10 mg；
ICIs 开始的

1 ～ 24 h

⑴ 71%；⑵ 29% 1.36[1.08，1.73] 2.0 vs 3.4 1.68[1.30，2.17] 4.9 vs 11.2

⑴ 71% 1.40[0.89，2.00] 1.4 vs 3.4 1.60[1.07，2.39] 2.2 vs 11.2

⑵ 29% 0.62[0.33，1.17] 10.7 vs 3.4 0.91[0.47，1.79] 4.6 vs 11.2

Scott
  等 [25]

236   78 68
（62 ～ 74）

⑤ 66（a） po/iv，≥ 10（10 ～ 
180） mg；ICIs 开
始的 1 ～ 30 d

⑴ 66%；⑶ 17%；其

他 17%
－ － 2.3[1.27，4.16] 4.3 vs 11

Taniguchi
  等 [26]

201 135 68
（27 ～ 87）

⑤ 23 6.5（1.56 ～ 12.5）mg；
ICIs 开始前

⑴ 82%；⑵ 9%；

⑶ 9%
2.37[1.44，3.74] 1.2 vs 3.2 － －

Adachi[27] 296 206 70
（64 ～ 76）

⑤ 30 ICIs 开始时 ⑴ 77%；⑵ 13%；其

他 10%
2.57[1.65，4.01] － 2.00[1.26，3.17] －

注（Note）：① PD-1/PD-L1 抑制剂（PD-1/PD-L1 inhibitor）；② CTLA-4 抑制剂（CTLA-4 inhibitor）；③ CTLA-4 抑制剂＋ PD-L1/PD-1 抑

制剂（CTLA-4 inhibitor ＋ PD-1/PD-L1 inhibitor）；④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⑤ 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a. 泼尼松（prednisone）；

b. 泼尼松龙（prednisolone）；c. 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d. 甲泼尼龙（methylprednisolone）；⑴ . 癌症相关症状（cancer related symptoms）；

⑵ . 癌症无关症状（cancer unrelated symptoms）；⑶ . 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未提供（not available）；* 使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计算 HR 值及 95%CI（the HR and 95%CI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curves）。



682

Central South Pharmacy.March  2022, Vol. 20 No. 3 　中南药学 2022 年 3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41%，P ＝ 0.19）且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HR ＝

1.76，95%CI（1.49，2.08），P ＜ 0.000 01]。
　　对于 ICIs 开始后使用组，在 OS 的敏感性分
析中，去除 Frost 等 [11] 的研究，异质性降低（I2 ＝

28%，P ＝ 0.20）且结果仍具有显著性差异 [HR ＝

1.75，95%CI（1.51，2.02），P ＜ 0.000 01]。
2.5　发表偏倚
　　以 OS 为指标绘制倒漏斗图，结果如图 4。
Egger’s 检验结果显示，P ＝ 0.921，提示本研究
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图 4　类固醇对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 OS 影响的漏斗图

Fig 4　Funnel plot of the effect of steroids on O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CIs

3　讨论
　　ICIs 因抑制了适应性免疫的负性调控作用而引

表 2　NOS量表评分结果 
Tab 2　NOS scale score

作者 /（年份） 选择性 可比性 结局 总分

de Giglio（2020）[10] 4 2 2 8

Frost（2021）[11] 3 2 1 6

Lauko（2021）[23] 4 2 1 7

Taniguchi（2017）[26] 3 2 2 7

Arbour（2018）[9] 3 2 3 8

Dumenil（2018）[19] 4 1 1 6

Scott（2018）[25] 4 1 2 7

Ricciuti（2019）[24] 3 1 3 7

Fucà（2019）[21] 4 2 2 8

Hendriks（2019）[22] 4 1 2 7

Facchinetti（2020）[20] 3 2 1 6

Adachi（2020）[27] 3 2 2 7

Yamaguchi（2020）[13] 3 1 2 6

Cortellini（2021）[17] 3 2 2 7

Banna（2021）[16] 3 2 1 6

Drakaki（2020）[18] 4 2 2 8

图 2　类固醇对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 PFS 影响的森林图

Fig 2　Effect of steroids on PF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CIs

图 3　类固醇对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 OS 影响的森林图

Fig 3　Effect of steroids on O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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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类固醇使用时间和使用原因的亚组分析 
Tab 3　Subgroup analysis of steroids use time and reason

亚组类别研究数量
PFS OS

HR[95%CI] P 效应模型 研究数量 HR[95%CI] P 效应模型 研究数量

使用时间 ICIs 治疗开始前 3[17，20，26] 1.54[0.88，2.71] 0.13 随机效应模型 3[16，17，20] 1.28[0.71，2.30] 0.42 随机效应模型

ICIs 治疗开始后 8[10-11，19，21-24，27] 2.01[1.56，2.59] ＜ 0.000 01 随机效应模型 9[10-11，19，21-25，27] 2.30[1.56，3.38] ＜ 0.0001 随机效应模型

使用原因 癌症相关症状 5[10，19，22-24] 1.57[1.32，1.88] ＜ 0.000 01 固定效应模型 5[10，19，22-24] 1.65[1.21，2.24] 0.001 随机效应模型

irAEs 2[11，13] 0.78[0.40，1.49] 0.44 随机效应模型 2[11，13] 0.89[0.42，1.86] 0.75 随机效应模型

起 irAEs。当发生严重的 irAEs 时，需要中高剂量的
全身性类固醇进行治疗 [28]。发生转移的癌症患者可
能还需要类固醇来控制呼吸困难、疼痛、脑水肿和
疲劳等肿瘤伴随症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类
固醇的使用可能会影响接受 ICIs 治疗患者的预后。
因此，目前类固醇在临床上的使用仍然存在争议。
　　本研究评估了类固醇的使用对接受 ICIs 治疗
NSCLC 患者 OS 和 PFS 的影响。结果显示类固醇
的使用与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特别是因癌症相
关症状使用的，这可能与癌症相关症状的使用人
群具有不良的预后因素有关（例如脑转移）。尽管
仅有一项研究表明黑色素瘤患者因 irAEs 使用类固
醇可能具有改善 NSCLC 患者预后的趋势 [12]。究
其原因，除类固醇本身给患者带来的临床受益外，
可能还与 irAEs 的出现可预测较好的 ICIs 疗效有
关 [29]。本研究还观察到在 ICIs 治疗开始后使用类
固醇与患者更差的预后相关，这可能与纳入研究
的类固醇使用时间窗有关，在这个时间窗内（ICIs
治疗开始后 1 ～ 30 d）使用类固醇主要用于癌症
相关症状而非 irAEs。从作用机制角度分析，类固
醇可通过调节树突状细胞功能和 T 细胞受体信号
传导来抑制 CD4 ＋ T 细胞活化，也可促进 M2 巨
噬细胞的极化，进而抑制免疫疗法的抗肿瘤作用，
导致 ICIs 原发性或适应性耐药 [8]，并且早期使用
类固醇可能会通过调节外周血细胞损害 NSCLC 患
者的预后 [21]。除此之外，类固醇会影响免疫检查
点分子（如 PD-1、CTLA-4）在 T 细胞上的表达，
并增加 T 淋巴细胞的衰竭。在小鼠模型中，地塞
米松可显著上调 T 细胞上 PD-1 以及 CD4 ＋ T 和
CD8 ＋ T 细胞中 CTLA-4 的表达 [30-31]。类固醇也
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组以及肠道黏膜和黏蛋白的合
成和分泌 [32]，可能对 ICIs 的疗效有一定影响。总
之，本研究结果提示，当 NSCLC 患者在接受 ICIs
治疗时使用类固醇，需要结合类固醇的使用原因
和使用时间进行综合考虑，以达到最佳疗效。
　　本研究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① 主要纳入
的是回顾性研究，无法排除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
混杂因素，最终影响此次分析的结果；② 尽管三
项纳入研究 [10，13，23] 的多变量分析均显示类固醇的

负面影响独立于其他临床协变量，但很难推断类
固醇的使用与 ICIs 疗效之间的因果关系；③ 在多
篇纳入研究中，类固醇的类型和剂量等信息是未
知的，因此很难说明 ICIs 疗效与类固醇类型和剂
量之间的关系；④ 纳入研究中类固醇的使用时间
以及持续时间不一致，可能会增加研究的异质性，
最终影响研究结果；⑤ 经 NOS 质量评价发现，部
分纳入研究的随访时间不足，这可能会导致研究
结果产生一定偏差；⑥ 由于纳入研究来自不同的
国家，研究方法和质量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
本研究结果。因此，需要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前瞻
性研究明确类固醇在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
中的使用指征。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类固醇对 ICIs 疗效
影响的汇总分析十分有限。Petrelli 等 [33] 的汇总
分析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不同的是本研究只
关注了 NSCLC，排除了由癌症类型所引起的误
差，且 NSCLC 的研究数据更多，使得本研究的
结果更可靠，可能会为肿瘤学家提供重要的临床
信息。类固醇的使用与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特别是用于癌症相关症状
或者在 ICIs 治疗开始后使用。因此，临床医师
在接受 ICIs 治疗的 NSCLC 患者中使用类固醇时
需要谨慎，必要时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例如化学疗法）或在开始免疫治疗之前迅速减
少类固醇的使用来改善患者临床结局 [34]。未来的
研究应全面评估类固醇造成接受 ICIs 治疗患者不
良临床结果的因素，并收集相关证据，以便采取
纠正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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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霉素与钙拮抗剂联用处方的代谢性药物相互作用分析

汪龙，程军，朱玲娜（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学部，安徽　蚌埠　233099）

摘要：目的　分析克拉霉素与钙拮抗剂（CCB）联用处方的潜在代谢性药物相互作用（pMDDIs），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抽取某院 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克拉霉素与 CCB 联
用的门诊处方，参考 Lexicomp、Micromedex 和用药助手数据库中药物相互作用的信息，鉴别
出存在 pMDDIs 的处方，并进行严重性分级，结合国内外数据库中收载的克拉霉素与 CCB 药物
相互作用而导致不良反应的个案报道进行分析。结果　克拉霉素联用 CCB 处方 52 张，均存在
pMDDIs，其中氨氯地平 42 张，硝苯地平 5 张，非洛地平 5 张，严重性分级均为“严重”。克拉
霉素与 CCB 联用而导致不良反应的个案报道 9 例，主要表现为血压降低、心动过缓和急性肾损
伤。结论　该院克拉霉素与 CCB 联用存在 pMDDIs，需加强监测和干预，以减少用药风险。
关键词：克拉霉素；钙拮抗剂；药物相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R9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685-04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37

Metabolic drug-drug interactions in combination of clarithromycin and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prescription

WANG Long, CHENG Jun, ZHU Ling-na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Bengbu, Bengbu  Anhui  23309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potential metabolic drug-drug interactions (pMDDIs) in 
combination of clarithromycin and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CCB) prescription, and to promote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clarithromycin combined with CCB 
from January 1st, 2018 to December 31st, 2020 in a hospital were surveyed. According to the 
drug interactions information in Lexicomp, Micromedex and Medication Assistant databases, the 
prescriptions with pMDDIs were identified and classified. The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rithromycin and CCB were collected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database. 
Results  Totally 52 prescriptions of clarithromycin and CCB with pMDDIs were found, including 42 
amlodipine prescriptions, 5 nifedipine prescriptions, and 5 felodipine prescriptions, all being severe. 
Nine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larithromycin and CCB were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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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拮抗剂（CCB）能够阻断血管平滑肌细胞上
的钙离子通道而发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
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重要的一线降压药物 [1]。CCB
按化学结构可分为二氢吡啶类和非二氢吡啶类，前
者主要通过扩张动脉降低血压，并能显著降低患
者脑卒中的风险，包括硝苯地平、氨氯地平、非
洛地平、尼群地平和佩尔地平等；后者扩张血管作
用较弱，同时可降低心肌收缩力和心率，包括维
拉帕米和地尔硫䓬 [1-2]。两类 CCB 均主要通过肝脏
细胞色素 P450（CYP450）同工酶 3A4（CYP 3A4）
代谢 [3]。有文献曾报道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在接
受 CCB 治疗的患者中，同时使用 CYP3A4 酶强抑
制剂克拉霉素明显增加了患者低血压和急性肾损
伤的发生风险 [4]。本研究调查某三级甲等综合性
医院（下称“该院”）克拉霉素联用 CCB 的门诊处
方，对克拉霉素与 CCB 潜在代谢性药物相互作用
（pMDDIs）进行严重性分级，并收集、分析克拉
霉素联用 CCB 而导致不良反应（ADR）的个案报
道，以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利用医院合理用药软件系统抽取 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使用克拉霉素的全部
门诊处方，在克拉霉素处方中筛选出联用 CCB
的处方。查询医院药品 ADR 上报系统，筛选出
克拉霉素联用 CCB 致 ADR 的报告。
1.2　研究方法
1.2.1　克拉霉素联用 CCB 的处方调查　利用
Excel 软件记录处方中患者性别、年龄、CCB 具
体药物、给药剂量等相关信息。查询 Lexicomp、
Micromedex 和用药助手（丁香园）数据库中药物
相互作用信息，结合药品说明书及相关文献 [4-5]，
对克拉霉素与 CCB 的 pMDDIs 进行严重性分级，
结果见表 1。
1.2.2　克拉霉素联合使用 CCB 致 ADR 的文献收集
　中文以“克拉霉素”和“钙拮抗剂”或“钙通道阻
滞剂”或“硝苯地平”或“氨氯地平”或“非洛地平”
或“尼群地平”或“拉西地平”或“尼卡地平”或“贝
尼地平”或“乐卡地平”或“马尼地平”或“巴尼地
平”或“西尼地平”或“佩尔地平”或“地尔硫䓬”
或“维拉帕米”，英文以“clarithromycin”和“calci-
um channel blockers”或“nifedipine”或“amlodipine”

或“felodipine”或“nitrendipine”或“lacidipine”或
“nicardipine”或“benidipine”或“lercanidipine”或
“manidipine” 或“barnidipine” 或“cilnidipine” 或
“perdipine”或“diltiazem”或“verapamil”为检索词，
检索 VIP、CNKI、万方数据库及 PubMed 数据库中
克拉霉素联用 CCB 致 ADR 的个案报道。检索时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结果
2.1　克拉霉素联用 CCB 处方及相关 ADR 统计
　　2018—2020 年该院克拉霉素联用 CCB 处方
52 张，包括联用氨氯地平 42 张，硝苯地平 5 张，
非洛地平 5 张，均存在 pMDDIs。52 张处方中，
男性 38 例，女性 14 例；患者年龄 37 ～ 97 岁，
平均 76 岁。pMDDIs 处方的科室分布与 CCB 具
体药物及给药剂量见表 2。

表 2　克拉霉素与 CCB存在 pMDDIs的处方一般情况统计 
Tab 2　General data of prescriptions of clarithromycin and CCB 

with pMDDIs

科室
处方

张数
药物及给药剂量（张数）

全科医学科 40 氨氯地平：5 mg qd（27）、5 mg bid（3）、2.5 mg 
bid（3）；硝苯地平：30 mg qd（4）、30 mg bid
（1）；非洛地平：10 mg qd（1）、5 mg qd（1）

呼吸内科 4 氨氯地平：5 mg qd（3）；非洛地平：5 mg qd（1）
内分泌科 3 氨氯地平：2.5 mg qd（2）；非洛地平：5 mg qd（1）
急诊内科 2 氨氯地平：5 mg qd（2）
神经内科 2 氨氯地平：10 mg bid（1）、7.5 mg bid（1）
心内科 1 非洛地平：5 mg bid（1）

　　收集到该院克拉霉素联用 CCB 致 ADR 的报
告共 2 例，相关 ADR 症状均在克拉霉素停药后
好转，具体见表 3。
2.2　克拉霉素与 CCB pMDDIs 严重性分级
　　该院门诊患者克拉霉素与氨氯地平或硝苯地
平或非洛地平联用，存在发生血压降低、心率减
慢及急性肾损伤的风险，pMDDIs 严重性分级均
为“严重”，具体见表 4。

mainly manifested as low blood pressure, bradycardia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Conclusion  There are 
pMDDIs in clarithromycin combined with CCB in this hospital, which requires careful monitoring 
and timely intervention to reduce possible risks 
Key words: clarithromycin;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drug-drug interaction

表 1　pMDDIs严重性分级 
Tab 1　Severity of pMDDIs

分级 具体描述

禁忌 相互作用可以威胁患者生命，联合使用是禁忌

严重 相互作用可能威胁患者生命，和 / 或需要一个替代药物，

如果必须联用，需要干预去减少或预防严重的 ADR
中度 相互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病情加重，需要严密监测

轻度 相互作用临床效应有限，不需要替代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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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克拉霉素与 CCB药物相互作用致 ADR个案报道 
Tab 5　ADR reports caused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clarithromycin and CCB

编号 性别
年龄 
/ 岁

克拉霉素用药情况 CCB 用药情况

ADR 临床表现 治疗措施 转归剂量 /
（mg·d－1）

用药

时间 /d
名称

剂量 /
（mg·d－1）

1[6] 男 77 1000 2 硝苯地平 120 血压降低（80/40 mmHg），心动过缓（40
次·min － 1），呼吸衰竭，休克，房室传导阻滞，

多器官衰竭

气管插管，停用硝苯地平

和克拉霉素，去甲肾上

腺素治疗，补液治疗等

好转

2[7] 女 72 1000 2 硝苯地平   60 血压降低（60/40 mmHg），心动过缓（40
次·min － 1）；无脉性心搏骤停

气管插管，停用硝苯地平和

克拉霉素，多巴胺治疗等

好转

3[8] 男 71 400 1 硝苯地平   80 头晕，血压降低；急性肾损伤（少尿，血清肌酐增

加）

停用硝苯地平和克拉霉素 好转

4[9] 女 88 未提及 2 硝苯地平 未提及 呼吸急促，血压降低（68/54 mmHg），心动过缓，

急性肾损伤（缺血继发的急性肾小管坏死）

停用克拉霉素，吸氧，补

液治疗等

好转

5[10] 男 78 未提及 2 硝苯地平，

地尔硫䓬

未提及 意识丧失，血压降低（96/38 mmHg），心动过缓

（44 次·min － 1）

去甲肾上腺素，异丙肾上

腺素治疗

好转

6[11] 女 75 未提及 3 非洛地平   10 血压降低（75/30 mmHg），心动过缓（48
次·min － 1）

停用非洛地平和克拉霉素，

补液治疗

好转

7[12] 男 70 500 1 氨氯地平         2.5 血压降低（80/60 mmHg），晕厥 停用克拉霉素，吸氧，补

液升压治疗等

好转

8[13] 女 53 500 2 维拉帕米 240 头晕，血压降低（89/39 mmHg），心动过缓（50
次·min － 1）

停用维拉帕米 好转

9[14] 女 77 1000 4 维拉帕米 160 头晕，心动过缓（37 ～ 50 次·min － 1） 维拉帕米降低剂量（80 
mg·d － 1）

好转

表 4　克拉霉素与 CCB pMDDIs严重性分级 
Tab 4　Severityn of clarithromycin and CCB with pMDDIs 

联用药物 处方数 分级 潜在的风险

克拉霉素＋氨氯地平 42 严重 低血压、心动过缓和急性肾损伤

克拉霉素＋硝苯地平   5 严重 低血压、心动过缓和急性肾损伤

克拉霉素＋非洛地平   5 严重 低血压、心动过缓和急性肾损伤

表 3　克拉霉素联用 CCB致 ADR的报告详情 
Tab 3　Reports of ADR induced by clarithromycin combined with CCB

编号 科室 性别 年龄 / 岁
克拉霉素用药情况 CCB 用药情况

ADR 临床表现 处理 转归
剂量 /（mg·d－1） 用药时间 /d 名称 剂量 /（mg·d－1）

1 全科医学科 女 77 1000 2 硝苯地平 30 头晕 停药 好转

2 全科医学科 男 86   500 1 氨氯地平 10 头晕，血压降低 停药 好转

2.3　克拉霉素与 CCB 联用致 ADR 报道的文献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该院克拉霉素联用 CCB 处方中
2 例患者出现了头晕或血压降低，虽然 ADR 症状
表现较为轻微，但两者联用的 pMDDIs 严重性分
级为“严重”，存在发生严重低血压、心动过缓或
急性肾损伤的风险。Wright 等 [15] 回顾性调查分析
了 7100 例应用 CCB 发生低血压继而住院的患者，
其中 100 例患者联合使用了克拉霉素。结果提示，
联用克拉霉素可以显著增加应用 CCB 患者发生低
血压或休克而住院的风险（OR 为 3.70，95%CI：
2.26 ～ 6.06，P ＜ 0.001）。Gandhi 等 [4] 研究表明，
相较于阿奇霉素联用 CCB（n ＝ 96 226），克拉霉
素联用 CCB（n ＝ 94 083）的患者因发生急性肾损

伤而住院的风险明显较高（0.44% vs 0.22%，OR 为
1.98，95%CI：1.68 ～ 2.34）；克拉霉素联用 CCB
的患者发生低血压而住院的风险明显较高（0.12% 
vs 0.07%，OR 为 1.60，95%CI：1.18 ～ 2.16）； 另
外，克拉霉素联用 CCB 的患者全因死亡率也明显
较高（1.02% vs 0.59%，OR 为 1.74，95%CI：1.57 ～ 

1.93）。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 CYP 3A4 强抑制剂克
拉霉素与 CCB 联用会增加患者发生严重 ADR 的
风险，值得医务人员关注。
　　本研究发现，与克拉霉素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致
ADR 的个案报道中，CCB 以硝苯地平最为常见。
Gandhi 等 [4] 提示，相较于联用非二氢吡啶类 CCB
（地尔硫䓬 / 维拉帕米），克拉霉素联用二氢吡啶

　　检索相关数据库，发现克拉霉素与 CCB 药
物相互作用致 ADR 个案报道 9 篇。其中，英文
文献 8 篇，中文文献 1 篇。涉及 5 种 CCB，均通
过 CYP 3A4 酶代谢，其中硝苯地平 4 例，维拉帕
米 2 例，硝苯地平＋地尔硫䓬 1 例，非洛地平 1
例，氨氯地平 1 例。ADR 临床表现主要为血压降
低、心动过缓和急性肾损伤等，具体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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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CCB（硝苯地平 / 非洛地平 / 氨氯地平）导致患
者发生急性肾损伤而住院的风险更高（0.29%/0.24% 
vs 0.78%/0.46%/0.40%），且以联用硝苯地平风险最
高，原因可能与二氢吡啶类 CCB 对动脉血管具有
选择性的扩张作用有关 [16]。个案报道中，药物联
用导致患者发生相关 ADR 的中位时间为 2 d（1～ 4 
d）。克拉霉素为十四元环大环内酯类药物，对
CYP 3A4 抑制作用不会在联合用药后立即发生，需
要先通过去甲基化生成亚硝基烷烃，与 CYP 形成
MI 复合物，再产生对 CYP 3A4 的抑制作用 [10，17]。
因此，医师和药师更应关注克拉霉素与二氢吡啶类
CCB（尤其是硝苯地平）的 pMDDIs。对于联用药
物的患者，注意在前 4 d 监测血压，以预防可能发
生的 ADR。患者在正常情况下，硝苯地平 40 mg 
bid 单独多次给药后的血药浓度为 80 ng·mL－ 1，
而联用克拉霉素时，硝苯地平的血药浓度可高达
189 ng·mL－ 1，这种过高的血药浓度可以导致血
压的突然下降，进而可能导致肾脏灌注不足而诱发
急性肾损伤或其他严重后果 [8，18]，尤其当患者合
并高龄、慢性肾病或接受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阻
滞剂治疗等风险因素时 [19]。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CCB 成为现今
广泛使用的抗高血压药物，克拉霉素也是常用的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两者之间的 pMDDIs 尚未
得到临床足够的重视。另外，克拉霉素与 CCB
的 pMDDIs 机制非常复杂，可能还受到转运体的
影响，尚需开展相关研究来进一步探讨 [17，20]。该
院克拉霉素与 CCB 的联用处方主要存在于全科
医学科，医务及药学部门应对相关处方医师进行
针对性培训。目前，该院药学部门已利用合理用
药软件制订出克拉霉素与 CCB 联用处方的警示
信息，医师开具处方时会受到实时干预。另外，
审方药师及临床药师需要加强宣教，尤其对长期
使用 CCB 的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及监护，以便及
时发现和干预 pMDDIs，减少患者用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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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抗感染治疗分析

丁露1，2，鲁琼1，屈强3，屈健1*（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11；2.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05；3.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学部，长沙　410078）

摘要：目的　调查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医院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情况，为临床合理应用

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6 月—2021 年 7 月某三甲医院临床分离的 15
株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对患者的基本情况、实验室检查、药敏结果、临床转归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5 株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主要来源于重症医学科（20%），主要分离自痰液标本（80%），

感染患者平均年龄为（52.9±27.6）岁，以伴高血压疾病（20.83%）最常见。送检的 13 株药敏

结果显示，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对复方磺胺甲噁唑敏感性最高（100%），其次为左氧氟沙星、

环丙沙星（均为 76.92%）；14 例治疗患者中，9 例（64.3%）好转出院，其中 7 例使用了含体

外药敏试验提示敏感的药物；4 例（28.6%）因要求出院或转下级医院治疗，结局未知；1 例死

于原基础疾病。结论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感染患者主要为中老年人，并伴有一定基础疾病，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珠除对复方磺胺甲噁唑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敏感外，对常用抗菌药物表

现为严重耐药和多重耐药，应加强监测并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临床特征；抗菌药物；临床转归；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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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infection therapy for nosocomial infection 
caused by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DING Lu1, 2, LU Qiong1, QU Qiang3, QU Jian1*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angsha 
Aier Ophthalmology Hospital, Changsha  410005; 3. Department of Pharmacy,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nosocomial infection caused by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and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rational 
clinical use of antibiotic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5 strains of clinical isolates of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in a tertiary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ly 2021 including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demographic data, laboratory examination, drug sensitivity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comes. Results  Firstly, 20% of the 15 strains of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came from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80% of the 15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putum samples. The average age 
of infected patients was (52.9±27.6) years old, 20.83% of whom wer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 
Secondly, the drug sensitiv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to compound sulfamethoxazole was 
the highest, up to 100%, followed by levofloxacin and ciprofloxacin (both 76.92%). Thirdly, among 
the 14 treated patients, 9 (64.3%) were improved and discharged. seven of whom used drugs with 
sensitivity indicated by in vitro drug sensitivity test. Four patients (28.6%) were discharged or 
transferred to junior level hospitals for further treatment, and the lost follow-up. One died of primary 
disease.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infected with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are mainl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primary diseases. Bacterial strains of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are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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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Elizabethkingia menin-
goseptica，EME）旧称脑膜脓毒金黄杆菌，1959 年
由首次从脑膜炎患者中分离得到 [1]，2005 年将其
从黄杆菌属划分至伊丽莎白菌属 [2]。伊丽莎白菌属
通常呈直杆状，端圆，不形成内生孢子、不运动、
革兰氏染色阴性、不发酵糖、专性需氧 [3]。EME
为与临床关系密切的一种条件致病菌，可引起新生
儿脑膜炎、免疫低下成人肺炎、菌血症、心内膜炎
和眼部感染等 [4]。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
EME 的耐药菌株也在增多，且呈现较为广泛的耐
药性，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很大困扰。本研究对近 5
年临床分离的 15 株 EME 进行了回顾性调查，为临
床防治 EME 感染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16 年 6 月—2021 年 7 月医院临床标本细菌分
离培养或 NGS 检测证实为 EME 感染的住院患者，
同一患者多次分离到的菌株以第一株计入，共 15
例，调出所有患者的个案病历。
1.2　调查内容

　　① 患者性别、年龄、临床科室、出入院时间；
② 患者标本来源、基础疾病、确诊时实验室检查
参数；③ 药敏结果、治疗用药、临床转归情况。
1.3　统计处理

　　将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病例标本来源、
临床科室分布、实验室检查、药敏结果、临床转
归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分类统计与分析。
若计量资料为正态分布，则以平均数 ±标准差
表示；若计量资料为非正态分布，则以中位值（范
围）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与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见表 1）
2.1.1　年龄、性别　15 例患者平均年龄（52.9± 

27.6）岁，其中≥ 60 岁的病例 7 人，占病例总数
的 46.7%。
2.1.2　病例标本来源分布　15 株 EME 主要来源
于痰 12 例，另血液 2 例、尿液 1 例，分别占总
标本的 80%、13.33%、6.67%。

表 1　15 例 EME患者的临床特征 
Tab 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5 patients with 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septicemia

临床特征 例数 构成比 /% 临床特征 例数 构成比 /%

性别 基础疾病

女性   5 33.3 高血压 5 20.83

男性 10 66.7 脑梗死 4 16.67

标本 糖尿病 3 12.50

痰 12 80 冠心病 2 8.33

血液   2 13.33 肾功能不全 2 8.33

尿   1 6.67 肾结石 2 8.33

科室 乙肝 2 8.33

重症医学科   3 20 丙肝 1 4.17

普通外科   2 13.33 脑萎缩 1 4.17

老年病学科   2 13.33 慢性胃炎 1 4.17

儿科   2 13.33 胆囊结石 1 4.17

血液内科   1 6.66 帕金森病 1 4.17

神经病学科   1 6.66 痔疮 1 4.17

皮肤性病科   1 6.66 癌症 1 4.17

脊柱外科   1 6.66

呼吸科   1 6.66

感染科   1 6.66

2.1.3　感染的临床科室分布　感染 EME 前四位
的临床科室分别是重症医学科（3 例）、普通外科
（2 例）、老年病学科（2 例）、儿科（2 例）。
2.1.4　患者基础疾病分布　15 例 EME 感染患者，
除 1 例一岁的儿童无基础疾病外，其余 14 例患者
均伴单个或合并多个基础疾病，排名前三位的基
础疾病分别是高血压、脑梗死、糖尿病。
2.2　确诊时实验室检查数据

　　15 例 EME 感染患者确诊时的生化检查中：
有 9 人检测了降钙素原（PCT），其中非正常值患
者 9 人（100%）；12 人检测了中性粒细胞比值 %
（NEUT%），其中非正常值患者 9 人（75%）；9 人
检测了 C 反应蛋白（CRP），其中非正常值患者 6
人（66.6%）；14 人检测了白细胞数（WBC），其
中非正常值患者 3 人（21.4%）。详见表 2。
2.3　药敏结果 
　　15 例 EME 感染患者中，除 1 例为 NGS 检测确
诊无药敏，1 例患者已出院未报药敏外，共收集到
13 株进行了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的结果。其中 EME

sensitive to compound sulfamethoxazole and quinolones, but also show severe drug resistance and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to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selection of antibiotics based on drug sensitivity. 
Key words: Elizabetha meningoseptica; clinical feature; antimicrobial agent; clinical outcome; drug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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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方磺胺甲噁唑敏感性最高，为 100%；对喹诺
酮类的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敏感率均为 76.92%，
而对米诺环素、氯霉素耐药率达 92.31%（见表 3）。

表 3　13 株 EME的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n（%）] 
Tab 3　In vitro drug sensitivity test of 13 strains of 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n（%）]

类型 抗菌药物 敏感株数 中介株数 耐药菌株

β- 内酰 
胺类

哌拉西林 2（15.38） 11（84.62）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2（15.38） 11（84.62）
头孢哌酮舒巴坦   2（15.38） 11（84.62）

喹诺酮类 左氧氟沙星 10（76.92）   3（23.08）
环丙沙星 10（76.92）   3（23.08）

四环素类 四环素 2（15.38） 11（84.62）
米诺环素   1（7.69） 12（92.31）
替加环素   1（7.69） 1（7.69） 11（84.62）

氨基糖 
苷类

阿米卡星   2（15.38） 2（15.38）   9（69.23）
庆大霉素 2（15.38） 11（84.62）

氯霉素类 氯霉素 1（7.69） 12（92.31）
磺胺类 复方磺胺甲噁唑 13（100）

2.4　治疗情况及结果转归

　　15 例患者中，1 例出院期间培养出 EME，因
临床症状较好，未予用药。9 例（60%）因合并除
EME 的其他感染，期间采用了多种抗菌药物联合
治疗。14 例患者治疗用药中，8 例患者选药含体
外药敏试验提示敏感的药物，除 1 例治疗期间要
求出院结局未知外，7 例（87.5%）均好转出院。经
积极治疗后，14 例患者中 9 例（64.3%）好转，成
功出院；4 例（28.6%）因要求出院或转下级医院
治疗，结局未知；1 例（7.1%）因“高龄、肿瘤晚期、
多器官不全等因素”死于呼吸衰竭（见表 4）。
3　讨论

　　EME 属非发酵革兰氏阴性杆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及医院环境中 [5]，能进行围产期垂直传播，
还可通过医护人员的手传播 [6-7]。自 EME 从脑膜
炎患者中首次分离以来，国内外相继报道了多例
EME 感染引起的脑膜炎和菌血症，以新生儿、免

表 2　15 例 EME感染患者确诊时实验室检查参数 
Tab 2　Laboratory parameters at diagnosis in 15 patients with 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septicemia

检查参数 非正常值患者 / 检测该指标患者 /[n（%）] 中位值（范围）

PCT（正常值 0 ～ 0.05） 9/9（100） 0.144（0.09 ～ 37.3）
CRP（正常值 0 ～ 8） 6/9（66.6） 16（0.97 ～ 113）
WBC [ 正常值（3.5 ～ 9.5）×109·L － 1] 3/14（21.4） 7.19（0.26 ～ 15.7）
NEUT [ 正常值（1.8 ～ 6.6）×109·L － 1） 4/9（44.4） 4.88（0.14 ～ 14.45）
NEUT%（正常值 40% ～ 75%） 9/12（75） 81.6（56.5 ～ 92）
HGB（正常值 115 ～ 150 g·L － 1） 14/15（93.3） 92（60 ～ 121）
PLT [ 正常值（125 ～ 350）×109·L － 1] 5/13（38.46） 219（20 ～ 449）
LYMPH [ 正常值（1.1 ～ 3.2）×109·L － 1] 5/6（83.3） 0.7（0.2 ～ 1.23）
LYMPH%（正常值 20% ～ 50%） 5/6（83.3） 9.3（5.5 ～ 11）
MONO（正常值 0.1 ～ 0.6·L － 1） 1/2（50） 0.62（0.39 ～ 0.86）
MONO%（正常值 3% ～ 10%） 0/2（0） 7.75（6.4 ～ 9.1）
PLR（正常值 125 ～ 350） 1/1（100） 449
ESR（正常值 0 ～ 20 mm·h － 1） 3/5（60） 42（6 ～ 66）

表 4　1 例名 EME感染患者治疗情况与结局 
Tab 4　Treatment and outcome of 14 patients with 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septicemia

抗菌药物 n 选药与药敏的相关性
转归

好转 未愈（要求出院） 死亡

头孢他啶 1 无关 1
左氧氟沙星 2 有 1 例相关 1 1
莫西沙星 1 无关 1
左氧氟沙星（前期）、复方磺胺甲噁唑（后期） 1 相关 1
替考拉宁＋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1 无关 1

美罗培南＋头孢他啶 1 无关 1
左氧氟沙星＋美罗培南 1 相关 1
复方磺胺甲噁唑＋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 相关 1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 1 相关 1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万古霉素 1 相关 1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替考拉宁 1 无关 1
复方磺胺甲噁唑＋头孢曲松＋万古霉素 1 相关 1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美罗培南 1 相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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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力低下人群及长期服用抗菌药物的患者为主 [8]。
EME 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为 23.5% ～ 70%[9-10]。
　　本研究表明其导致的绝大部分感染发生于合
并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中，以老年患者感染多见；
感染后，患者炎性指标、生化指标出现显著差异。
本研究 15 株 EME 主要来自于痰液标本，其次为
血液和尿液标本，与李文杰等 [11] 报道 EME 主要
引起下呼吸道感染基本一致。
　　EME 对各种抗菌药物有很高的耐药性，呈现
出多重耐药。本研究药敏结果显示，EME 对米诺
环素、氯霉素耐药率达 92.31%，对哌拉西林、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四环素、替
加环素、庆大霉素耐药率均为 84.62%。对复方
磺胺甲噁唑敏感性最高（100%），表现出较好的
抗菌效果；其次为喹诺酮类的左氧氟沙星、环丙
沙星，敏感率均为 76.92%。这与彭刚 [12] 报道的
EME 对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性最低基本相符。与
文献报道 EME 对米诺环素有敏感率达到 100% 差
异较大 [13-14]。上述资料提示，不同地区 EME 的
耐药性有一定差异。治疗用药上，本研究显示，
8 例患者进行了体外药敏试验检测敏感的药物，
除 1 例要求出院结局未知外，7 例（87.5%）均好
转出院。针对本医院的 EME 感染，临床可考虑
使用复方磺胺甲噁唑、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但
仍应以药敏结果为参考。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医院
EME 的感染、菌株耐药、治疗用药情况，然而，
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少，仍需要收集更多 EME
感染样本进行分析。
　　由于临床分离的 EME 呈现多重耐药，对常
用抗菌药物表现为严重耐药和多重耐药，可选用
药物非常有限，临床治疗十分棘手。有报道显示
EME 感染患者治疗中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比例仅
15.8%[15]，因此，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应监测 EME
在医院的耐药情况；临床上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
患者怀疑为 EME 感染时，应尽早进行病原学检测
与耐药性监测，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菌
药物进行个性化治疗，避免抗菌药物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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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回顾分析癫痫患者使用丙戊酸致肝毒性的 
特点及影响因素

章静欣，李惟滔，赵明明，肇丽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药学部，沈阳　110004）

摘要：目的　探讨癫痫患者使用丙戊酸致肝毒性的特点、风险因素及临床转归，为临床丙戊酸

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检索中英文数据库收集丙戊酸致肝毒性病例，提取患者年龄、

性别、丙戊酸日剂量、发生肝毒性的用药时间、血药浓度、生化指标、临床表现、合并用药、

处置与转归等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 34 篇，涉及病例数 41 例。男性和女

性患者例数相当（1∶1.05），以儿童患者居多（共 28 例，占 68.29%）。丙戊酸单独用药 21 例，

合并用药 20 例，以合并其他抗癫痫药物为主。肝毒性最早出现在用药后 4 d，最晚出现在用药

后 3 年，30 例患者在用药 3 个月内发生肝毒性，占 73.17%。90% 的患者在肝毒性初期症状表

现为嗜睡、乏力、厌食、恶心、呕吐，进展至全身症状为发热、出血、黄疸、腹水。肝毒性的

处置包括药物减量或停药、肉碱解救、保肝药物治疗、透析或肝移植。最终，29 例患者经治

疗后肝功能恢复正常，12 例患者经对症治疗无效后死亡。结论　丙戊酸致肝毒性与患者原患

疾病、年龄、联合用药等相关；伴遗传代谢障碍的难治性癫痫、婴幼儿患者及联合其他抗癫痫

药应用丙戊酸治疗时，肝毒性发生的风险将升高。临床应加强丙戊酸的用药监护，重点关注以

上风险因素，提高丙戊酸的用药安全性。

关键词：丙戊酸；肝毒性；合理用药；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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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valproic acid-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ZHANG Jing-xin, LI Wei-tao, ZHAO Ming-ming, ZHAO Li-me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risk factor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valproic 
acid-induced hepatotoxicit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afe use of valproic acid.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databases for valproic acid-induced liver adverse reactions, 
patients’ age, gender, daily dose of valproic acid, medication time for liver toxicity,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biochemical indicator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medication combination and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otally of 34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41 patient cases. 20 males and 
21 females (1∶1.05), and 28(68.29%) were children. Valproic acid was used alone in 21 patient,in 
combanation use in antother 20 patient. Hepatotoxicity first appeared 4 days after the medication, and 
the latest appeared 3 years after the medication. Tatally 30 (73.17%) patients developed liver toxicity 
within 3 months of medication. In 90% of the patients, initial symptoms of hepatotoxicity included 
drowsiness, fatigue, anorexia, nausea, and vomiting, and the systemic symptoms were fever, bleeding, 
jaundice, and ascites. Treatment of liver toxicity included drug reduction or discontinuation, carnitine 
rescue, hepatoprotective drug treatment, dialysis 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atally 29 patients regained 
to normal liver function after the treatment, but 12 patients died despite the symptomat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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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戊酸（valproic acid，VPA）是第一代抗癫
痫药，主要用于治疗癫痫和精神疾病双向情感
障碍的躁狂发作，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和耐受
性 [1]。VPA 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需长期用药，
其相关药物不良反应时有发生，包括肝毒性、肥
胖症、出血性胰腺炎、骨髓抑制和高氨性脑病
等 [2]，其中肝毒性较为常见。尽管国内外针对
VPA 肝毒性的病例已有较多报道，但对肝毒性发
生的规律和特点尚缺乏系统分析。为阐明 VPA 致
肝毒性发生的规律及特点，本文系统检索了近 20
年国内外报道 VPA 致肝毒性的相关病例，对肝毒
性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临床 VPA 的
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
（VIP）、PubMed 数 据 库 200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 月收录的 VPA 致肝毒性个案报道的相关文献，
以“丙戊酸”“肝毒性”“肝炎”“肝损伤”“肝损
害”“肝功能异常”“肝功能不全”等为中文关键词
检索中文数据库，“Valproic Acid”“Valproate”“He
patotoxicity”“Liver injury”“Hepatic injury”“Liver 
failure”等英文检索词进行词组组合检索 PubMed
数据库。
　　纳入标准：① 肝毒性与 VPA 用药相关性符
合 Naranjo 因果关系评定 [3]；② VPA 用于抗癫痫
治疗且治疗方案符合临床治疗规范；③ 患者资料
信息相对完整；④ 案例报道类型文献。排除标
准：① 综述类文献；② 中英文以外其他语言文
献；③ 单次大剂量应用、用药错误导致肝损伤；
④ 病例资料信息缺失较多，无参考性的文献；⑤
重复报道的病例。
1.2　方法

　　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后，下载并详
细阅读全文。运用 Excel 建立数据表，提取患者
有效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疾病、VPA 日
剂量、联合用药情况以及 VPA 用药与肝毒性发生

间隔时间、临床表现、处置与转归等信息并进行
统计分析。
　　药物性肝损伤按严重程度分为 1 ～ 5 级 [4]。 

1 级（轻度肝损伤）：肝酶水平呈可恢复性升高，
可有或无乏力、虚弱、恶心、厌食、右上腹痛、
黄疸、瘙痒、皮疹或体质量减轻等症状；2 级（中
度肝损伤）：肝酶水平升高，上述症状可有加重；
3 级（重度肝损伤）：肝酶水平升高，患者症状进
一步加重，需要住院治疗，或住院时间延长；4
级（急性肝衰竭）：肝酶水平升高，同时出现腹
水或肝性脑病，或同时出现与药物性肝损伤相关
的其他器官功能衰竭；5 级（致命）：死亡，或需
接受肝移植才能存活。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始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239 篇，其中中文文
献 56 篇，英文文献 183 篇；经查重和阅读题目
及摘要后，剔除重复文献、综述及研究性文献，
共得到相关文献 44 篇。下载并阅读全文后，结
合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共纳入有效文献 34 篇，
其中中文12篇，英文22篇，共涉及病例数41例。
2.2　患者性别和年龄分布

　　在 41 例 VPA 致肝毒性病例报告中，国内报
道 15 例，国外报道 26 例；男性患者 20 例（占
48.78%），女性患者 21 例（占 51.22%），男女比
例为 1∶1.05；患者年龄最小 8 个月，最大 68 岁，
平均年龄为（16.30±18.47）岁。儿童（16 岁以下）
患者28例（占68.29%），其中2岁以下患儿11例；
成人 13 例，其中 65 岁以上患者 2 例。
2.3　原患疾病

　　41 例 VPA 致肝毒性病例中，原患疾病均为癫
痫（包括各种原发性或继发性癫痫），有 17 例患
者患有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其中以 Alpers 综合
征为代表的线粒体疾病 12 例，表现为难治性线粒
体癫痫；线粒体 - 色氨酸 -tRNA 合成酶缺乏症 1
例，其他遗传性疾病 4 例。
2.4　用药情况 

Conclusion  The liver toxicity caused by valproic acid is related to patients’ original disease, age, 
and combination medic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ractable epilepsy with genetic metabolic disorders,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valproic aci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epileptic drugs, the risk of 
liver toxicity will increase. Clinical monitoring of valproic acid medi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safe use of valproic acid. 
Key words: valproic acid; hepatotoxicity; rational drug use;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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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例病例中 VPA 给药方式均为口服给药，给药
剂量在 10 ～ 50 mg/（kg·d），符合癫痫治疗推荐剂
量。VPA 单独用药 21 例，占 51.22%；合并用药 20
例，占 48.78%，其中与肝酶诱导剂联合应用 12 例，
合并其他抗癫痫药物 5 例，合并其他药物 3 例。具
体合并用药种类与例数见表 1。

表 1　肝毒性患者合并用药情况 
Tab 1　Other anticonvulsants combined with valproate acid

联合用药 例数 百分比 /%

丙戊酸＋肝酶诱导剂（卡马西平、苯巴比妥、苯

妥英钠、托吡酯）

12 60.00

丙戊酸＋其他抗癫痫药（拉莫三嗪、奥卡西平、

左乙拉西坦、氯氮平、劳拉西泮）

  5 25.00

丙戊酸＋其他药物（对乙酰氨基酚、磷霉素等）   3 15.00

2.5　VPA 用药与发生肝毒性的时间分布

　　41 例患者中除少数肝毒性发生在 VPA 用药数
天后（1 例在用药后 4 d，2 例在用药后 10 d），其
余均发生肝毒性在用药 2 周后，以用药 1 ～ 3 个
月后发生肝毒性最为常见，共 21 例（占 51.22%）。
VPA 用药与发生肝毒性时间间隔超过 12 个月有 2
例，最长为用药 3 年后发生肝毒性。41 例丙戊酸
用药致肝毒性的发生时间分布详见表 2。

表 2　丙戊酸致肝毒性的发生时间 
Tab 2　Medication time for valproate hepatotoxicity

发生时间 / 月 例数 百分比 /%

0 ～ 1   9 21.95

1 ～ 3 21 51.22

3 ～ 6   5 12.20

  6 ～ 12   4   9.75

＞ 12   2   4.88

2.6　临床表现

　　按照 VPA 致肝毒性发生时间推移，患者临床
表现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37 例患者发生肝毒
性初期症状主要为嗜睡、乏力、厌食、恶心、呕
吐。57% 的患者可进展至全身症状为发热，出血
或黄疸。1 例患者进展为慢性肝毒性，表现为肝
硬化失代偿、腹水。VPA 肝毒性的组织学表现包
括微囊性脂肪变性、大囊性脂肪变性、肝细胞坏
死、胆汁淤积性。生化学主要表现为血清转氨酶
水平升高。纳入研究的 41 例患者的主要临床症
状表现见表 3。
2.7　转归与结局

　　按照药物性肝损伤严重程度分级，41 例患者
轻度肝损伤 10 例，其中 6 例做单纯减量或停药
处理，4 例停药加保肝治疗后肝功能均恢复正常；
中度肝损伤 2 例，经停药和保肝治疗后肝功能好

转；重度肝损伤 6 例，经停药和对症处理后 5 例
肝功能好转，1 例患者因继发其他疾病死亡；急
性肝衰竭 8 例，其中 1 例伴肝性脑病，7 例患者
经停药、保肝及支持治疗后好转，1 例患者因肺
部感染死亡；致命性肝毒性 15 例，其中 5 例患
者经肝移植后存活，其余 10 例患者死亡。
　　所有患者在发生肝毒性后均做减量停药、换
用其他抗癫痫药物（如左乙拉西坦、拉莫三嗪、
苯巴比妥等）并给予保肝治疗、支持治疗，部分
患者辅助抗感染、抗过敏治疗。有 8 例患者通过
静脉注射肉碱解救丙戊酸肝毒性，最终 5 例治疗
有效，肝功能得以恢复。应用的保肝药物包括 N-
乙酰半胱氨酸、甘草酸二铵、还原型谷胱甘肽、
肌苷、维生素 C、维生素 B16 等。
3　讨论

3.1　丙戊酸与肝毒性 
　　肝毒性是 VPA 纳入黑框警告的一类不良反
应。根据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按照引起
致命性肝损害的例数对药物进行排名，VPA 居
于第三位 [5]。目前研究认为，VPA 的肝毒性是由
VPA 对线粒体β- 氧化途径的抑制作用或由 VPA
诱导的代谢作用介导的，肝脏表现为脂肪变性和
脂肪性肝炎 [6]。严重的肝毒性与 VPA 剂量和血
清转氨酶水平升高的相关性较弱，而与 VPA 代
谢作用介导的毒性代谢物 4-ene-VPA 有关 [7]。此
外，涉及线粒体脂肪酸氧化或电子传输链的遗传
和先天性代谢缺陷也可能会导致 VPA 肝毒性 [8]。
前瞻性研究表明，在长期 VPA 治疗期间，有
5% ～ 10% 的患者会出现肝酶升高，但是这些异
常通常是无症状的，继续使用药物肝酶水平可以
恢复正常 [7]。除了简单的血清转氨酶升高，VPA
可发生三种临床上可区分的肝毒性形式，包括高
氨血症、急性肝细胞损伤伴黄疸以及罕见的 Reye
综合征 [9]。
3.2　相关因素分析

表 3　丙戊酸致肝毒性患者临床表现 
Tab 3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valproate hepatotoxicity in patients

病期 症状 例数

初期 乏力、厌食、恶心、呕吐 37

水肿   5

癫痫发作形式改变   5

进展期 黄疸 16

发热 10

出血   9

腹水   1

症末期 昏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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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性别、年龄与 VPA 致肝毒性的相关性　文
献分析结果显示，VPA 致肝毒性的发生率与患者
性别无明显相关，而受年龄影响明显。本研究纳
入的 41 例病例中，以儿童患者常见，共计 28 例
次（占 68.29%），这与癫痫的流行病学高发人群
的特征相符；且在 28 例儿童肝毒性患者中，2 岁
以下患儿达 17 例，随着年龄的增长，VPA 致肝毒
性的发生率下降，提示儿童患者尤其是婴幼儿在
使用 VPA 进行抗癫痫治疗时更易发生肝毒性 [10]。
婴幼儿肝脏未发育完全，产生 VPA 肝毒性代谢物
4-ene-VPA 的 CYP450 酶活性在幼儿中最高，之
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11]，因此婴幼儿在使用
VPA 时应密切关注其肝功能指标，从最大程度上
降低药物致肝毒性的发生风险。
3.2.2　合并用药与 VPA 致肝毒性的相关性　本研
究结果显示超半数以上肝毒性病例均存在 VPA 联
合使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主要为肝酶诱导剂抗癫
痫药物。多种抗癫痫药物合用是癫痫治疗的常见
方式，文献报道 VPA 与其他酶诱导剂抗癫痫药
物合用时，肝毒性发生率较单用时显著增加 [12]。
苯巴比妥、苯妥英和卡马西平可诱导 CYP450 酶
的活性升高，是常见的与 VPA 联合应用的抗癫
痫药物。VPA 肝毒性代谢物 4-ene-VPA 主要由
CYP450 代谢产生，当 VPA 与上述抗癫痫药物
合用时 CYP450 酶的活性升高，VPA 代谢加强，
4-ene-VPA 产生的量增加，从而增加了 VPA 致肝
毒性的风险 [13]。因此，癫痫患者联合应用肝酶诱
导剂及其他影响肝酶活性的药物时需引起警惕，
及时监测患者的肝功能状况。
3.2.3　遗传代谢疾病与 VPA 致肝毒性的相关性
　本研究纳入的 41 例患者中，有 17 例患者患有
POLG 基因突变的线粒体疾病。线粒体疾病是由
线粒体 DNA（mtDNA）和核 DNA（nDNA）突变
引起的遗传代谢疾病 [14-15]。Alpers 综合征是儿童
中最常见的与 POLG 相关的线粒体疾病表型，其
临床特征表现为进行性神经变性、难治性癫痫发
作、运动障碍、神经病变和肝功能衰竭。常见发
病年龄 2 ～ 4 岁，第二高峰发作年龄在 17 ～ 24
岁 [16]。值得注意的是 Alpers 综合征本身也可导
致肝功能衰竭，临床需区分肝功能异常是 Alpers
综合征的一个临床特征还是由 VPA 引起的肝毒
性。Schwabe 等 [17] 对患 Alpers 综合征使用和未使
用 VPA 的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使用 VPA
的患者很快出现肝功能衰竭，并且迅速进展至死
亡；未使用 VPA 的患者死于癫痫持续状态；但是

两者尸检均显示肝脏结节改变。上述结果表明肝
衰竭是 Alpers 综合征的显著临床特征之一，VPA
的使用可加速肝衰竭的进程。因此在选择抗癫痫
药物治疗前要明确患者是否患有遗传代谢性疾
病，避免 VPA 用于 Alpers 综合征患者进行抗癫
痫治疗。
3.2.4　肝毒性发生时间、症状及转归　VPA 治疗
时间与发生肝毒性有明显的相关性。本研究中，
73.17% 的患者在用药后 3 个月内发生肝毒性，此
后，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肝毒性发生率反而降
低，提示 VPA 用药 3 个月内是其发生肝毒性的
关键期，抗癫痫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初次使
用 VPA 时要密切关注患者前 3 个月的肝功能 [18]。
VPA 的肝毒性的严重程度从无症状的谷丙转氨酶
（ALT）升高到严重的肝损伤，并伴有进行性黄
疸，肝合成功能障碍，昏迷和死亡。对于 VPA 致
肝毒性的首要处理原则是立即停用药物，其次是
对已存在肝损伤或者肝衰竭的患者进行对症支持
治疗。对肝衰竭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包括对症支持
治疗、清除毒性药物、防治并发症及必要时进行
肝移植。常用保肝药物包括促进代谢类药物维生
素 B、维生素 C 和肌苷，解毒类药物还原性谷胱
甘肽，抗炎类药物甘草酸二铵等。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推荐 VPA 肝毒性治疗中
需要补充肉碱，但大量的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结
果表明，早期行肉碱（静脉给药）治疗可提高急性
VPA 肝毒性的存活率 [19]。L- 肉碱能阻止肝脂肪沉
积和保护线粒体功能，对 VPA 肝毒性有较好防治
作用。急性 VPA 中毒后，给予肉碱可增加β- 氧
化，降低ω- 氧化，增强药物的排泄，降低尿液中
的毒性代谢物水平 [20]。肉碱治疗安全性良好 [21]，
通常推荐在严重 VPA 中毒时尽早给予肉碱治疗。
尽管肉碱在肝保护方面的临床益处或从无意识中
恢复的临床效果尚未明确，但高风险患者尤其是
儿童 VPA 治疗期间仍提倡预防性补充肉碱 [20]。
4　小结

　　VPA 目前仍是临床抗癫痫使用频率较高的药
物，使用中要关注其不良反应，尤其是肝毒性。
本研究发现，VPA 致肝毒性与患者原患疾病、年
龄、联合用药情况等相关。伴遗传代谢障碍的
难治性癫痫、婴幼儿患者及联合用药情况下应
用 VPA 治疗时，肝毒性发生的风险升高；此外，
VPA 致肝毒性通常发生在用药 3 个月内。本研究
中给药剂量数据不足且缺乏对照，因此未对 VPA
剂量与肝毒性的关系进行分析。纳入病例中 V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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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剂量与肝毒性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鉴于上
述研究结果，建议临床在应用 VPA 时应关注：① 
对于 2 岁以下并伴有严重中枢性疾病的婴幼儿，
应谨慎或避免使用，尽量改用其他抗癫痫药物；
② 密切监测用药 3 个月内患者的肝脏生化指标，
在肝酶异常的早期，及时停药；③ 避免与其他肝
酶诱导剂抗癫痫药物（苯巴比妥、卡马西平等）
联合应用；④ 严密监测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表现，
如恶心、呕吐、头痛、嗜睡、水肿、黄疸或突然
的癫痫发作加重，尤其是发热性疾病后出现肝毒
性临床症状者应立即停药，并进行保肝及支持治
疗。此外，开展癫痫患儿 VPA 相关突变基因检测
也是避免 VPA 肝毒性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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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治疗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患者的药

学服务过程，通过查阅最新指南和文献参与患者初始抗感染治疗方案的设计，分别对初始方

案的调整、联合用药的必要性、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使用剂量、减量时机、药物疗效和不良

反应等方面进行全程分析和药学监护，达到迅速控制感染的目的，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最终治愈出院。本文旨在为肾衰竭伴重症感染患者使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用药策略及药学

监护提供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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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细菌耐
药已成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其中碳青霉烯
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CRAB）、碳青霉烯类耐
药的铜绿假单胞菌（CRPA）、碳青霉烯类耐药的
肠杆菌（CRE）被列为“ 极大危害” 级别。临床
长期使用发现以多黏菌素、替加环素为代表的一
类药物不良反应较明显，并且出现了可转移耐药
性。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作为一种新型复方制剂
可以抑制超广谱β- 内酰胺酶（ESBLs）、头孢菌
素酶（AmpC）、产碳青霉烯酶（KPC）和部分苯
唑西林酶（OXA-48），但对于产金属酶（MBLs）
和 OXA-23、OXA-24 无效，因此，头孢他啶阿
维巴坦钠不用于产金属酶菌株和 CRAB 的经验性
治疗，但可能适用于上述敏感菌感染的目标性治
疗。关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目前在生理学独特
患者中的最佳治疗剂量数据有限，也缺乏在多重
耐药革兰氏阴性病原体（MDR-GNB）感染患者
中的临床疗效数据。本文就临床药师参与 1 例急
性肾衰竭伴重症感染患者使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
钠治疗策略的分析和总结，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依据。

1　病史简介

　　患者男性，36 岁，身高 173 cm，体质量 85 kg，
体质量指数28.4 kg·m－2，因“活动后胸闷加重2周、
心悸 1 周”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就诊于昆山市中医
医院，就诊期间患者大汗淋漓、晕厥及呕吐，心尖
部闻及奔马律，双肺闻及少量湿性啰音，予气管插
管辅助通气，控制心室率及血管活性药物升压等对
症治疗，期间患者多次出现快速性心室率伴血流动
力学不稳，经电复律后转窦性心律同时伴有肝肾功
能进行性恶化，为行进一步诊治，于 1 月 25 日以
“心源性休克”转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患者
查体神智昏迷，心尖部闻及奔马律，双肺呼吸音粗
糙、可闻及干湿性啰音。辅助检查：M 型＋二维超
声心动图提示左心增大，静息状态下左室壁弥漫性
收缩运动减弱，左室射血分数 EF30%；胸部 CT 发
现两肺见多发片状模糊影及实变影，双侧胸腔少量
积液；余无特殊。参考当地医院痰培养药敏结果回
报 CRAB，予静脉滴注替加环素 100 mg q12 h 联合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 g q8 h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入院诊断：① 心源性休克；② 急性心力衰竭；
③ 暴发性心肌炎；④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⑤ 

临床药师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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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获得性肺炎；⑥ 多脏器功能衰竭 [ 急性肾损伤
（AKI）3 期、肝功能不全 A 级、心功能不全、凝血
功能障碍 ]。
2　治疗经过

　　1 月 25 日（入院 D1），患者镇静镇痛、肌松，
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Picco 血流动力学监护
中，T 39.4℃，P 120 次·min － 1，R 30 次·min － 1，
BP 60/48 mmHg [ 去甲肾上腺素 0.2 mg/（kg·min），
肾上腺素 0.02 mg/（kg·min）泵入 ]，SPO2 94%
（FiO2100%），血乳酸 2.1 mmol·L － 1 ↑。血常
规：白细胞（WBC）14.54×109·L－ 1 ↑，中性粒
细胞比率（N%）86.30% ↑；感染指标：降钙素原
（PCT）11.020 ng·mL－ 1 ↑；心功能：B 型钠尿肽
（BNP）1747 pg·mL － 1 ↑，肌钙蛋白（cTn）0.17 
ng·mL－ 1 ↑，肌红蛋白（Mb）179.4 ng·mL－ 1 ↑；
肝 功 能： 丙 氨 酸 氨 基 转 移 酶（ALT）1410.0 
U·L － 1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176.00 
U·L－ 1 ↑，总胆红素（TBiL）40.80 μmol·L－ 1 ↑；
肾功能：肌酐（SCr）577.1 μmol·L－ 1 ↑；凝血功
能：凝血酶原时间（PT）15.70 s ↑，纤维蛋白降解
物（FDP）739.90 mg·L－1↑，D- 二聚体（D-Dimer）
284.30 mg·L－ 1 ↑。经充分液体复苏和升压药对症
治疗后患者仍表现为顽固性低血压，结合当地医院
痰培养提示 CRAB 医源性肺部感染，序贯器官衰竭
评分（SOFA）＞ 2 分，AKI 3 期伴脓毒性休克的重
症感染患者建议间断性肾脏替代治疗，以快速纠正
系统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减轻肾脏负荷；参
考《抗菌药物超说明书用法专家共识》[1]，初始抗感
染方案选择静脉滴注替加环素首剂 200 mg，100 mg 
q12 h 联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 g q8h。
　　1 月 29 日（入院 D5），血常规：WBC 15.20× 

109·L － 1 ↑，N% 84.80% ↑； 感 染 指 标：PCT 
19.010 ng·mL － 1 ↑，CRP 173.1 mg·mL － 1 ↑；
肝 功 能：ALT 347.0 U·L － 1 ↑，AST 52.00 
U·L － 1 ↑，TBiL 18.70 μmol·L － 1；肾功能：SCr 
555.4 μmol·L－ 1 ↑。肺泡灌洗液送基因二代测序
（NGS）回报 CRAB（序列数：478 300 条），院
内痰培养、咽拭子培养出大量 CRAB（4 ＋），药
敏结果提示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耐药（MIC 64 
μg·mL － 1），仅对替加环素（MIC 2 μg·mL － 1）
和多黏菌素（MIC 0.5 μg·mL － 1）敏感。患者体温、
肝功能和血流动力学好转，急性心力衰竭继续强
心利尿扩血管治疗，临床药师考虑患者为平素健
康的中年男性，无慢性呼吸道疾病，肺部长期
CRAB 定植的可能性较小，患者入院前接受机械

通气和气管插管侵袭性操作，气道吸痰发现大量
白黏痰，外院痰培养以及本院痰液、咽拭子、肺
泡灌洗液 NGS 多次培养得到 CRAB，存在 CRAB
感染高危因素，结合当下高热不退、感染指标有
上升趋势，认为 CRAB 为致病菌，需进行目标性
治疗。依据药敏结果认为本次感染控制不佳的原
因为联用了耐药的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参考《中
国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诊治与防控专家共识》[2]，停
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改为静脉滴注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 h、替加环素 100 mg q12h，联合雾
化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h 抗感染治疗。
　　1 月 30 日（入院 D6），血常规：WBC 16.92× 

109·L－ 1 ↑，N% 84.30% ↑；感染指标：PCT 17.940 
ng·mL － 1 ↑，CRP 142.7 mg·L － 1 ↑；肝功能：
ALT 240.0 U·L－ 1 ↑，AST 72.00 U·L－ 1 ↑；肾功能：
SCr 422.6 μmol·L － 1 ↑。外院携带导尿管培养结
果提示大量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
（4 ＋），药敏结果提示产丝氨酸酶，碳青霉烯酶检
测试剂盒 CARBA5 检测结果为 KPC 阳性，替加环
素（MIC ＝ 1 μg·mL－ 1）和多黏菌素 B（MIC ＝ 0.5 
μg·mL－ 1）敏感。患者体温、感染指标和肝功能逐
渐好转，替加环素联合多黏菌素 B 的治疗方案能同
时兼顾 CRKP 和 CRAB 的临床治疗效果，但临床药
师考虑两者在尿中的浓度有限，建议在原方案的基
础上加用多黏菌素 B 25 万 U bid 膀胱冲洗，医师予
以采纳。
　　2 月 5 日（入院 D12），血常规：WBC 25.19× 

109·L － 1 ↑，N% 84.10% ↑； 感 染 指 标：PCT 
7.86 ng·mL － 1 ↑，CRP 41.6 mg·L － 1 ↑； 肝 功
能：ALT 29.0 U·L － 1，AST 51.00 U·L － 1 ↑，
TBiL 33.60 μmol·L － 1 ↑； 肾 功 能：SCr 489.7 
μmol·L－ 1 ↑；1，3-β-D 葡聚糖检测阴性。深部痰、
中段尿、导尿管和尿口分泌物均培养出大量 CRKP
（4 ＋），基因型检测结果提示产 KPC 酶，替加环
素、多黏菌素 B 和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DISK 21 
mm）敏感。患者近期肝功能、尿量恢复，肌酐
有下降趋势，故暂停间断性肾脏替代治疗，PCT、
CRP 有所好转但体温和白细胞回升，临床药师考
虑 CRAB 目标性治疗 12 d，近期连续 3 次送检痰
液、肺泡灌洗液培养均未找到 CRAB，感染指标好
转，2 月 1 日复查床旁肺部 CT 提示病灶较前吸收，
讨论后同意初期 CRAB 抗感染治疗有效，目前主
要矛盾为新发 CRKP 引起的尿路和肺部感染，替
加环素联合多黏菌素 B 治疗效果不佳原因可能是
两药无法在目标体液和组织中达到有效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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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替加环素使用较长时间易耐药，且本例
患者出现了替加环素相关的急性胰腺炎，结合病情
临床药师建议调整治疗方案为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1.25 g q12 h，静脉滴注 2 h，医师予以采纳。
　　2 月 8 日（入院 D15），镇静药已停，患者表现
嗜睡，呼之可睁眼，呼吸机辅助通气中。血常规：
WBC 17.17×109·L － 1 ↑，N% 83.70% ↑； 感 染
指标：PCT 3.00 ng·mL － 1 ↑；肾功能：SCr 485.6 
μmol·L－ 1 ↑。患者病情好转，偶有高热，目前主
要以艾司洛尔控制心室率，肝素抗凝治疗。头孢他
啶阿维巴坦钠已超剂量使用 3 d，考虑患者感染指
标和 AKI 逐渐好转，为避免加重肾脏负荷和药物不
良事件的发生，临床药师建议减量至头孢他啶阿维
巴坦钠 0.94 g q12 h，静脉滴注 2 h，医师予以采纳。
　　2 月 12 日（入院 D19），患者自主睁眼，可简
单遵嘱，气切处呼吸机辅助通气。血常规：WBC 
17.36×109·L－ 1 ↑，N% 78.50% ↑；肾功能：SCr 
227.86 μmol·L－ 1 ↑，病情趋向稳定，医师请药师

商议是否需要调整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剂量，患
者肾功能明显好转，肌酐清除率（CCr）为 47.72 
mL·min－ 1 ↓，最终给予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1.25 
g q8 h，静脉滴注 2 h，同时密切关注心室率和凝血
功能等变化。
　　2 月 17 日（入院 D24），患者神清，气切处高
流量吸氧（流速 30 L·min－ 1，FiO2 38%）。血常规：
WBC 12.80×109·L－ 1 ↑，N% 74.90% ↑；感染指
标：PCT 0.494 ng·mL － 1 ↑； 肾 功 能：SCr 116.8 
μmol·L － 1 ↑。患者感染指标明显好转，痰培养
和尿液培养连续两次阴性，肺部平扫示病灶明显吸
收，治疗期间无明显不良反应。参考《降钙素原指
导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家共识》[3]，PCT ＜ 0.5 
ng·mL－ 1 且下降 97%，临床药师建议停用头孢他
啶阿维巴坦钠，医师予以采纳。
　　2 月 19 日转至心内科普通病房予抗凝、抗心
衰、控制心率等对症治疗后治愈出院。
　　住 ICU 期间详细检查及用药方案变化见表 1。

表 1　入 ICU期间病原学检查及用药方案变化时间轴

住院时间 体温 /℃ 病原学检查 SCr/（μmol·L － 1） 用药变化 使用天数 /d

1 月 25 日 38.8 外院痰培养：CRAB（4 ＋） 577.1 替加环素首剂 200 mg，100 mg q12h ＋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 3 g q8 h
5 

1 月 29 日 38.0 痰、咽拭子培养：CRAB（4 ＋） 555.4 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h ＋替加环素 100 mg 
q12h ＋雾化吸入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h

1

1 月 30 日 37.6 导尿管培养：（CRKP）（4 ＋） 422.6 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h ＋替加环素 100 mg 
q12h ＋雾化吸入多黏菌素 B 50 万 U q12h ＋膀

胱冲洗多黏菌素 B 25 万 U bid

7

2 月 5 日 38.4 痰、中段尿、导尿管和尿口分泌

物培养：CRKP（4 ＋）

489.7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1.25 g q12h，静脉滴注 2 h 3

2 月 8 日 38.0 / 485.6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0.94 g q12h，静脉滴注 2 h 4

2 月 12 日 37.0 中段尿培养：（－） 227.86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1.25 g q8h，静脉滴注 2 h 5

2 月 17 日 37.5 痰培养、中段尿培养：（－） 116.8 停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3　分析与讨论

3.1　患者抗感染方案调整的必要性

　　有研究发现 ICU 重症患者 CRKP 治疗的失败
率高，脓毒性休克、中性粒细胞减少症、Charlson
合并症指数＞ 3 和近期机械通气是治疗失败的独
立预测因素，但在 KPC-KP 感染发生 7 d 后接受头
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抢救治疗能明显提高患者 30 d
生存率 [4]。患者联用替加环素和多黏菌素 B 治疗
1 周后高热不退，感染指标虽有降低，但白细胞升
高明显，考虑多黏菌素 B 在肺部有效药物浓度不
足，替加环素在尿中分布有限，即使配合多黏菌素
B 雾化和膀胱冲洗效果仍不佳，研究发现 CRKP 菌
尿患者中使用替加环素导致了替加环素耐药的快速
发展 [5]，该患者持续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中，

Charlson 评分 4 分，继续原抗感染方案治疗失败风
险高，建议修改抗感染方案。
3.2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治疗方案的制订

　　阿维巴坦以五并六元环为结构主体，其可逆、
持久、长效的抑酶作用与头孢他啶联用能发挥协同
效果，扩大抗菌谱，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产 A 类
酶、C 类酶和部分 D 类酶（OXA-48）的革兰氏阴性
菌有效 [6]。该患者于痰液、中段尿、导尿管和尿口
分泌物均培养出大量 CRKP（4 ＋），耐药菌株经纸
片扩散法进行验证，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抑菌圈
为 21 mm，CLSA M100 指出抑菌圈直径为 20 ～ 22 
mm 的菌株，可能存在报告假敏感的结果，建议加
做 MIC 确认，实验室未采纳，临床药师结合该肺
炎克雷伯菌株基因型为产 KPC 碳青霉烯酶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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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敏感的可能性较大。
　　Onorato 等 [7] 研究发现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患者的微生物清除率和病死
率无明显差异。CRE 的临床诊疗与菌株基因型相
关，多个国内外指南、共识均推荐首选头孢他啶
阿维巴坦钠单药治疗 KPC-KP[8-10]。该患者感染同
时存在其他基础疾病和病理状态，如 AKI 3 期、
心功能不全、高血钠，增加了多黏菌素 B、氨基
糖苷类等肾毒性药物和磷霉素的给药风险；替加
环素使用 11 d 后淀粉酶、脂肪酶升高为原来的 3
倍，影像学提示胰腺肿胀，胰尾部周围见积液影
渗出，该患者出现的急性胰腺炎与替加环素用药
时间存在相关性，根据诺氏不良反应评估量表进
行评分，得分 7 分，判为“很可能相关”。头孢
他啶阿维巴坦钠是治疗 CRE 引起肺炎和泌尿系
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11-12]。因此，临床药师推
荐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单药治疗。
3.3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治疗剂量的调整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上市前临床药理学和生
物药剂学审查研究发现，患者的年龄、性别和肥
胖均不会影响该药的药时曲线和给药方案 [13]。头
孢他啶和阿维巴坦的蛋白结合率（PB）低，在低
蛋白血症的状态下，低 PB 药物的影响可忽略不
计 [14]。头孢他啶和阿维巴坦主要通过肾脏清除，
需根据 Ccr 调整用量。该患者为 AKI 3 期，Ccr 
22.2 mL·min－ 1，说明书推荐用法用量为 0.94 
g q12h。Li 等 [15] 研究发现中度肾功能损伤患者
（Ccr 16 ～ 30 mL·min－ 1）使用头孢他啶阿维巴
坦钠说明书推荐剂量治疗尿路感染和医院获得
性肺炎的目标（头孢他啶 50% fT ＞ MIC，阿维
巴坦 %fT ＞ 1 mg·L－ 1）达标率分别为 95% 和
83.2%。但本例患者涉及 CRKP 重症感染，研究
显示β- 内酰胺 100%fT ＞ MIC 与更好的临床结局
相关，甚至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杀菌作用在 100%
给药间隔 MIC 的 4 ～ 5 倍时得到明显优化 [16]，
因此，这类患者理想的药动学 / 药效学（PK/PD）
靶值为头孢他啶 %fT ＞（4 ～ 5）×MIC 和阿维巴
坦 %fT ＞ 4 mg·L－ 1 [17]，需适当增加给药剂量才
能达标。大量临床数据表明增加头孢他啶阿维巴
坦钠说明书给药剂量用于肾功能不全的 CRKP 感
染患者，均能达到目标靶值，临床疗效显著且未
出现不良反应 [18-20]。因此，临床药师建议设定头
孢他啶阿维巴坦钠初始剂量为 1.25 g q12h，静脉
滴注 2 h，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的总体情况和生命
体征变化。

3.4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减量时机

　　AKI 患者血浆中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清除
率（CL）降低，半衰期（t1/2）显著延长，增加剂
量可能进一步加重肾脏负担，引起 AKI 快速进展
甚至病死率的升高，因此，药物减量时机的选择
需要平衡疗效和肾功能改善情况。ICU 创伤和脓
毒症感染患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变化较大，主要
表现在表观分布容积（Vd）和 CL 的增加，这种变
化直接引起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等亲水性药物体
内暴露量不足，导致治疗失败，甚至诱导耐药的
发生 [21]。Crass 等 [22] 研究发现 ICU 超过 50% 重
症感染患者的 AKI 能在 48 h 内得到缓解，并证
实在用药 48 ～ 72 h 内给予充分的抗菌药物治疗
是感染性疾病结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临床
药师建议用药 48 ～ 72 h 后评估患者肾功能改善
情况，酌情减量。患者现炎性反应基本得到控制，
尿量恢复，血 Ccr 下降 15%，医师采纳临床药师
建议，给予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 1.25 g q12h，静
脉滴注 2 h×3 d 后，减量为 0.94 g q12h，静脉滴
注 2 h×4 d，后期患者肾功能逐渐好转，按照 Ccr
予说明书推荐剂量给药。
3.5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的药学监护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在临床通常以高于推荐
剂量用于重度肾功能损害或需要连续肾脏替代治
疗的患者，以克服重症患者中观察到的药代动力
学问题，却增加了达到血中毒性浓度的风险，导
致不良事件发生率升高。Gatti 等 [23] 发现当 KPC-
KP 爆发后所有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和耐药性明显
增加，以男性患者为主，其中 80% 头孢他啶阿维
巴坦钠不良反应被归类为严重。一项观察性、回
顾性比例失衡分析查询全球 FDA 不良事件报告系
统，发现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标准或较高剂量下
过度报告了严重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主要
表现为头孢类抗生素脑病和精神状态改变，老年
患者、肾损伤和潜在神经异常是神经毒性的高危
因素，急性胰腺炎是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联合替
加环素治疗时罕见的不良事件 [24]。头孢他啶阿维
巴坦钠在中国上市时间相对较短，面对临床需求
和使用的增加，不应忽视常见和罕见不良反应的
潜在发生，密切观察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
影像学的转归、定期血药浓度监测能帮助平衡获
益和风险的影响。临床药师从体温、感染指标、
肝肾功能等方面进行疗效和不良反应监护，该患
者使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治疗 12 d 后，体温正
常，PCT、CRP 等感染指标好转，未发生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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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损伤和中枢毒性，痰培养和尿培养连续两次
阴性，抗感染治疗有效，且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4　小结

　　本文通过临床药师在实践中参与 1 例急性肾衰
竭伴重症感染患者的治疗，协助医师进行头孢他啶
阿维巴坦钠抗感染方案的设计和监护，通过快速确
定早期给药方案，及时发现脓毒性重症和 AKI 患
者特殊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积极实现 PK/PD 目标，
帮助患者创造更好的临床结局，避免不良反应的发
生，为临床处理类似病例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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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卡瑞利珠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后出现 
多器官功能损伤的临床分析

符茗铨，邢明远*（海南省中医院肿瘤科，海口　570000）

摘要：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经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出现免疫性肺炎合并内分泌

功能损伤的治疗。患者为 74 岁男性，右肺中叶低分化腺癌，KRAS 外显子 2 突变。在本院行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治疗 2 个疗程后，CT 提示双肺弥漫性网格状稍高密度影，并咳嗽

咯血，考虑免疫性肺炎 2 级合并免疫性内分泌功能损伤。予甲泼尼龙（120 mg ivgtt qd）后 CT
提示进展，免疫性肺炎 3 级。加大激素剂量（甲泼尼龙 180 mg ivgtt qd）。后多次复查胸部 CT
提示免疫性肺炎好转，患者神志情况改善，病情好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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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
hibitor，ICIs）在肺癌、结直肠癌、肝癌等实体肿
瘤治疗方面均有广泛应用 [1]，但免疫相关性肺
炎等免疫治疗不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ffects，irAEs）对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造
成了严重影响 [2-3]，延误治疗周期，降低预后。本
文报道本院收治的 1 例肺癌患者经卡瑞利珠单抗
免疫治疗后出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
（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 合 并 垂
体 - 肾上腺皮质 - 性激素内分泌轴功能损伤等多
器官损伤的治疗，为 ICIs 的应用提供依据。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74 岁，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等基础疾病，
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2020 年 8 月无明显诱因
出现咳嗽气促等症，2020 年 10 月症状加重，伴
咯血，10 月 23 日于本院门诊行胸部 CT 检查示
“右肺门肿块（93 mm×66 mm，有明显分叶及小
毛刺，右肺中叶支气管闭塞）”。10 月 25 日于海
南省人民医院行 CT 检查，示右肺门巨大占位，
纵隔淋巴结多发肿大。病理提示：（右中中叶）低
分化肺腺癌。免疫组化：CK7（＋），CK20（－），
Ki-67（50%），P63（－），P40（－），NapsinA
（＋），TTF-1（＋）。基因检测提示：KRAS 外显
子 2 突 变，ALK、EGFR、BRAF、ROS、RET、
NRAS、HER-2 等基因均为野生型。诊断“肺腺癌
Ⅲb 期（cT4N2MO）纵膈淋巴结转移”。11 月 20
日于本院住院查胸部 CT 示：右肺中叶占位，考

虑中央型肺癌，较前稍增大。11 月 24 日予培美
曲塞二钠注射剂化疗，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
2021 年 1 月 6 日 予 卡 瑞 利 珠 单 抗 200 mg ivgtt 
d1 ＋培美曲塞 0.8 g ivgtt d2 q3w。
　　2021 年 1 月 11 日患者咳嗽咳痰再发加重并
咳血，1 月 14 日查胸部 CT 示：① 右肺中叶中央
型肺癌并阻塞性炎症，基本同前；② 双肺弥漫性
网格状稍高密度影（见图 1a）。血液检查示：白
细胞计数（WBC）2.7×109·L － 1，中性粒细胞
（NEU）1.16×109·L － 1，降钙素原（－）。患者
体温正常，无发热恶寒，无头晕头痛等症，查体
示双上肺及右中肺可闻及湿啰音，呼吸音减弱。
考虑肺癌免疫治疗后出现免疫相关性肺炎。根据
患者症状及 CT 结果，考虑 CIP 分级为 2 级，肺
癌病灶大小无明显变化，病灶稳定，评价疾病稳
定（SD）。入院后予升白细胞、预防感染、解痉
平喘、吸氧等处理，1 月 14 日起予每日甲泼尼龙
120 mg ivgtt 抑制免疫，并注意口腔护理等。经治
疗 3 d，患者咳嗽咳痰症状无明显缓解。1 月 17
日复查胸部 CT 示：右肺中叶中央型肺癌并阻塞
性炎症，基本同前；双肺弥漫性网格状稍高密度
影，较前进展（见图 1b）。考虑抑制免疫效力不
足，1 月 19 日调整甲泼尼龙 180 mg ivgtt qd。
　　患者入院时言语较少，反应淡漠，考虑免
疫治疗后垂体内分泌轴损伤可能，1 月 19 日查
甲功七项：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otT3）0.700 
nmol·L－ 1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3.460 pmol·L－ 1 ↓，促甲状腺激素（TSH）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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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U·L－ 1 ↓。激素相关检查：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 1.18 pg·mL－ 1，皮质醇（Cortisl）1.62 μg·dl－ 1，
睾酮（TESTO）1.50 nmol·L－ 1。降钙素原、黄
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等未见明显异常。考虑免
疫性垂体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肾上腺皮质功能
减退。患者已给予糖皮质激素甲泼尼龙治疗，同
日加用左甲状腺素片（优甲乐）25 μg po qd。
　　1 月 21 日复查胸部 CT 提示：双肺肺段性炎
症，较前有所减少（见图 1c）。患者咳嗽气促较
前缓解，免疫性肺炎好转。1 月 22 日予下调激素
剂量，改为甲泼尼龙片 160 mg po qd。1 月 25 日
复查 CT 双肺炎症病灶较前吸收（见图 1d），当日
改为甲泼尼龙片 140 mg po qd。1 月 27 日第 3 程
免疫联合化疗疗程到期，结合当时免疫性肺炎尚
未完全治愈，并且激素剂量仍处于较大水平，予

暂停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改用泼尼松片 150 mg 
po qd 抑制免疫，并予培美曲塞 0.8 g ivgtt d1。1
月 28 日垂体磁共振未见明显异常。2 月 1 日调整
为泼尼松片 125 mg po qd，直至 2 月 4 日患者办
理自动出院。
　　患者于治疗期间出现满月脸、向心性肥胖、
双下肢水肿等表现，考虑为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
不良反应。患者咳嗽气促等症状较入院时明显改
善，并多次复查胸部 CT 示双肺网格状阴影较前
逐步减小，免疫性肺炎控制情况良好。患者神志
清晰，反应灵敏，言语增多，神志情况较前明显
好转，对免疫性内分泌损伤的治疗有效。但激素
减量期间，患者气促症状有所反复，需注意激素
减量速度，避免症状反复，影响预后。

 

                                   a                                                         b                                                       c                                                       d
图 1　不同时期双肺网格状阴影图

a. 2021-1-14 CT；b. 2021-1-17 CT；c. 2021-1-21 CT；d. 2021-1-25 CT

2　讨论

2.1　ICIs 的机制
　　ICIs 通过刺激体内免疫细胞，增强免疫作
用，起到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4]。程序性死亡受
体 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与程序性
死亡受体 - 配体 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是目前免疫治疗的主要研究靶点 [5-6]。
PD-1 作用于 T 细胞，在正常条件下能抑制 T 细
胞的信号转导，防止 T 细胞损伤正常细胞 [7]。但
肿瘤细胞表达 PD-1 增多，促进免疫逃逸，加速
肿瘤细胞浸润转移 [8]。ICIs 作用于 PD-1 与 PD-
L1，抑制 PD-1对肿瘤细胞的保护作用，促进 T 细
胞杀伤肿瘤。
　　国外研究显示免疫治疗能延长非小细胞肺癌
等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9-10]。
但 CIP 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与预后 [11]。内分泌功能损伤在免疫治疗不良反应
中较为常见，但仍会影响患者的生活，降低生活
质量 [12]。目前免疫性肺炎、内分泌损伤等不良反
应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相关研究显示可能
与 T 细胞对正常器官腺体损伤有关 [13-14]。

2.2　CIP 的研究现状
　　据相关文献显示，167 例经免疫治疗的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中，有约 13.2% 患者出现 CIP[15]。
2018 年一项 meta 分析显示相较于 PD-L1，PD-1
抑制剂的 CIP 发生率更高 [16]。相关研究提示排
斥性作用分子 b（repulsive guidance molecules B，
RGMb）可能是 PD-1 抑制剂发生 CIP 的关键因
素 [17]。卡瑞利珠单抗为 PD-1 抑制剂，根据卡瑞
利珠单抗药物说明书，CIP 发生时间中位数为 2.1
个月（范围：0.0 ～ 16.2 个月）。本病例中患者在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 2 周期后出现 CIP，与既往研
究相符。
　　CIP 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均缺乏特异
性 [18-19]，与肺部感染等肺部相关疾病差异较小，
属于排他性诊断。当与其他疾病鉴别困难时，需
完善支气管镜检查及肺穿刺活检等辅助诊断。
　　根据 2019 年 CIP 专家共识，CIP 的分级需
结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 [20]。临床症状分级
方面，新发胸痛、呼吸困难或原有症状加重影响
日常活动为 2 级，严重影响生活为 3 级。影像学
方面，多个肺叶或 25% ～ 50% 肺脏受累为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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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50%，但未及全肺为 3 级。该病例原有咳
嗽气促症状加重，且 CT 示双肺网格状阴影，综
合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分级为 2 级，符合诊治标
准。针对 CIP 的治疗，目前主要以糖皮质激素抑
制免疫治疗为主。2 级 CIP 需静脉给药，剂量需
达 1 ～ 2 mg/（kg·d），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改善
后可换成口服激素。本病例起初以甲泼尼龙 120 
mg ivgtt qd，按成人常规体质量 60 kg 计算，符合
1 ～ 2 mg/（kg·d）－ 1 的剂量要求。但连续使用
3 d 后症状改善无明显，复查 CT 发现病灶进展，
提示该患者需升级 CIP 等级为 3 级，按重度 CIP
进行处理，3 级 CIP 的激素用量需达到 2 ～ 4 mg/
（kg·d），故激素剂量调整为甲泼尼龙 180 mg 
ivgtt qd。后患者症状逐渐改善，多次复查 CT 示
病灶逐渐好转，予逐步降低激素剂量，并换成泼
尼松片口服维持治疗，用药情况符合 3 级 CIP 治
疗要求。
　　但降低激素剂量期间，患者气促症状有所反
复，需注意激素下调速度，避免病情反复。目前
针对激素下调的速度缺乏数据指导，仅在治疗时
限方面有所规划，如国内专家共识指出 3 级 CIP
症状及影像学改善后激素可逐渐减量，疗程需大
于 8 周 [20]。国外 NCCN 指南中提出症状改善后
糖皮质激素能减量至 1 mg/（kg·d），2 个月内逐
渐停药 [21]。CSCO 指南建议在症状无改善时，可
考虑英夫利昔单抗、吗啡麦考酚或静脉注射免疫
球蛋白治疗 [22]。但国内外研究均未对激素的减量
调整速度提出具体参考意见。临床实际操作时需
结合患者症状变化及影像学表现，并依赖临床医
师的治疗经验，操作难度大，易使病情反复或拖
慢疗程，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入观察。
　　住院期间患者出现满月脸、向心性肥胖等不良
反应，提示激素治疗期间需注意糖皮质激素长期大
剂量使用的不良反应，如消化道损伤、骨质破坏、
水钠潴留等，需配合护胃、补钙、利尿等对症处理。
2.3　免疫性内分泌功能损伤的研究现状
　　内分泌功能损伤是 ICIs 常见的不良反应，其
中以甲状腺功能紊乱最多见，其次为垂体炎、肾
上腺皮质功能损伤、血糖升高等 [23]。本病例中
患者垂体 MR 未见异常，但多种激素水平明显降
低，考虑为垂体、肾上腺皮质、性激多种内分泌
腺体功能紊乱。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神志较前
好转，说明激素治疗有效，提示免疫性内分泌损
伤诊治准确。垂体炎是 ICIs 治疗后内分泌损伤中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研究统计男性的发病率远高
于女性，尤其是 60 岁以上的男性 [24]。近年研究

显示 ICIs 相关垂体炎可能与腺垂体表达 PD-1 水
平有关 [25]。本病例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睾酮等
激素水平降低可能是垂体炎继发性损伤和本身腺
体功能紊乱的综合影响。
　　该病例患者呈现免疫性肺炎合并多种内分泌
功能损伤，表现出多种器官损伤，并非单一免疫
治疗不良反应，较为罕见。这提示在临床工作中，
irAEs 很可能不是单系统器官障碍，需注意多种
系统损伤合并的风险。
3　总结
　　CIP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预后恢
复。内分泌损伤较为常见，干扰患者日常生活工
作。在免疫治疗中，需注意定期复查 CT、激素
功能检测等检查，并观察患者症状变化，及时发
现诊断，早期干预。但针对 irAEs 的治疗仍以糖
皮质激素治疗为主，使用时需注意预防激素相关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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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瑞普利单抗相关不良反应文献分析

杨学斌，刘媛媛，王新，冀召帅，艾超*（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　

102218）

摘要：目的　探讨特瑞普利单抗引起药品不良反应（ADR）的特点，为临床用药安全提供参

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ScienceDirect 和 Embase 数据库（截至 2021
年 8 月），收集关于特瑞普利单抗相关 ADR 的个案报道，对纳入病例的临床资料、特瑞普利

单抗用药情况、ADR 的临床表现、名称、发生时间、处置及转归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纳

入特瑞普利单抗致 ADR 的个案报道 14 篇，共计 16 例患者，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9 例；年龄

在 36 ～ 82 岁，平均年龄为（56.56±13.74）岁，其中 40 岁以上患者较多，共 14 例。ADR 发

生时间多为 2 个用药周期后，以心脏毒性（6 例）和甲状腺垂体功能异常（4 例）为主。经对症

治疗后，15 例患者好转，1 例患者死亡。结论　应加强对临床中特瑞普利单抗相关不良反应的

关注，以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

关键词：特瑞普利单抗；PD-1/PD-L1 抑制剂；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R96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2981(2022)03-0707-06
doi:10.7539/j.issn.1672-2981.2022.03.042

Literature analysi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duced by toripalimab

YANG Xue-bin, LIU Yuan-yuan, WANG Xin, JI Zhao-shuai, AI Chao*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221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 induced 
by toripalimab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 medication safety. Methods  ADRs induced 
by toripalimab report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databases of CNKI, Wanfang, VIP, PubMed, 
ScienceDirect, and Embase (up to August 2021) were colle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and the data of ADRs. Results  Totally 14 papers of ADRs induced by 
toripalimab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16 patients (7 males and 9 females). The age ranged from 36 
to 82 years, average age was (56.56±13.74) years, with 14 patients over 40 years old. Most ADRs 
occurred after 2 cycles of medication, mainly including cardiotoxicity in 6 patients and abnormal 
pituitary function in 4 patients. After symptomatic treatment, 15 patients improved and 1 patient died. 
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DRs by toripalimab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toripalimab; PD-1/PD-L1 inhibitor; adverse drug reaction

基金项目：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研究资金（No.12017C1001）。
作者简介：杨学斌，男，主要从事医院药学、药事管理工作，email：yxba01297@btch.edu.cn　* 通信作者：艾超，男，硕士，副主任药师，

主要从事医院药事管理、精准化药学、智能药房建设工作，email：aichao@btch.edu.cn

　　特瑞普利单抗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抗程序
性死亡受体 1（PD-1）抑制剂，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
治疗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

性黑色素瘤 [1]，之后也推荐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
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 / 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治
疗，以及含铂化疗失败包括新辅助或辅助化疗 12
个月内进展的局部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治疗 [2]。

药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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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特瑞普利单抗在治
疗多种恶性肿瘤方面显著疗效且安全性及耐受
性较好 [3-4]，一项特瑞普利单抗在中国人群进行
Ⅰb/Ⅱ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其 ADR 发生率为
86.1%[5]，主要表现为疲劳、皮疹、肝功能异常等，
3 级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38.9%，致
死性 ADR 发生率为 0.8%[6-7]。本文拟针对特瑞普
利 ADR 个案报道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分析其发生
特点，以期为临床用药安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在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以“特
瑞普利单抗”“不良反应”“例”为检索词，在外
文数据库 PubMed、ScienceDirect、Embase 中以
“toripalimab”“adverse reaction”“case”分别进行
检索，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1 年 8 月，收集特
瑞普利单抗相关的 ADR 的病例报告类文献。剔
除综述性文献、重复文献及病例记载不完整的文
献，纳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记载相关信息完
整的个案报道文献。
1.2　方法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分析整理，记录患者的性
别、年龄、用药原因、用法用量、ADR 临床表现、
ADR 名称、ADR 发生时间、处置与治疗和转归
及关联性评价等有效信息。
2　结果

　　共收集到符合标准的文献 14 篇 [8-21]，涉及病
例 16 例，具体的临床资料见表 1。
2.1　患者性别与分布 
　　检索到符合标准的 16 例报道均来自中国，其
中男性 7 例（占 43.8%），女性 9 例（占 56.2%），
男女比例为 1∶1.3，年龄在 36 ～ 82 岁，平均年
龄为（56.56±13.74）岁，其中 40 岁以上患者占
比最多（占 87.5%）。
2.2　用药原因情况

　　16 例病例中，恶性黑色素瘤 5 例，肺癌 3 例，
尿路上皮癌 3 例，其余为直肠癌、间叶源性肉瘤、
梭形细胞肉瘤、胸腺癌、宫颈癌各 1 例。
2.3　用法用量及合并用药 
　　16 例患者均为静脉用药，其中 12 例用药剂
量为 240 mg/ 次，每个化疗周期给药一次；2 例
用药剂量为 3 mg/（kg·次）；1 例为 100 mg/ 次；
1例未知。在16例病例中，10例有合并用药记录，
合并用药为化疗药物及其他免疫治疗药物。
2.4　累及系统及临床表现 

　　特瑞普利单抗所致的 ADR 累及心脏功能的
有 6 例，以心肌炎、房室传导阻滞为主，具体的
临床表现为乏力、胸闷、气短、心率下降、心功
能指标异常等；影响甲状腺及垂体功能的有 4 例，
具体表现为 Graves 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
垂体炎；累及皮肤系统的有 4 例，表现为大疱性
皮肤反应以及皮疹等；累及肌肉功能的有 3 例，
表现为眼睑下垂、肢体无力、呼吸及吞咽困难等；
对肾功能有影响的 1 例，以血肌酐（Scr）显著升
高，肾小球滤过率（eGFR）迅速下降为主要表
现；影响黏膜组织的 1 例，以口腔黏膜和颊黏膜
疼痛、溃烂、苔藓样病变为主。
2.5　ADR 发生时间及分级 
　　在 16 例病例中，ADR 发生时间最短的为首
次用药 18 d（1 个用药周期结束），最长为 2 年后，
ADR 主要发生时间为 2 个用药周期后，共 7 例。
根据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相关的毒性管理指南中不良反应分级标准 [22]，
16 例病例中，属于 G2 级为 10 例，G3 级 2 例，
G4 级 4 例。
2.6　ADR 治疗与转归 
　　16 例病例报道中，14 例在经过停药、对症
及支持治疗后好转（其中 1 例截止到病例报道为
止，临床症状好转，但植入心脏起搏器仍提示三
度房室传导阻滞），1 例最后因皮肤感染导致败血
症最终死亡，1 例在出现 ADR 后给予对症治疗后
甲状腺功能维持正常，未停药。
2.7　ADR 关联性评价 
　　根据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所采用的关联
性评价方法 [23] 对 16 例文献进行再评价，判定结果
如下：2 例为肯定，9 例为很可能，5 例为可能。
3　讨论

3.1　ADR 发生与患者性别、年龄的关系 
　　本文收集到的病例用药原因涉及多种恶性肿
瘤，这与特瑞普利单抗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
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一致 [24-25]，其中女性多于
男性，可能是女性对于特瑞普利更为敏感，但由
于本文收集的病例数有限，还需要更多的样本解
释说明。年龄分布以 40 岁以上患者最多，占比
为 85.7%，这与我国恶性肿瘤随年龄变化的趋势
相似 [26]，即发病率在 40 岁以上人群中显著增加，
因此对于临床中 40 岁以上的女性使用特瑞普利
单抗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3.2　ADR 发生与时间的关系 
　　特瑞普利单抗的一般给药方案为每个化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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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瑞普利单抗不良反应的患者情况 
Tab 1　Patients data of ADR induced by toripalimab

序号 性别
年龄 /
岁

用药原因 用药剂量 ADR 临床表现 ADR 发生时间 ADR 名称 处置及治疗 转归

1[8] 女 82 左肺腺癌 240 mg/ 次 乏力、髋部、下肢放射性疼痛、

双下肢轻度水肿、下肢肌力 4 ＋

级、肌酶指标异常升高

首次用药 47 d（2 个

用药周期后）

心肌炎、肌

炎

停药、激素以及对

症治疗

好转

2[9] 女 72 恶性黑色

素瘤转

移

240 mg/ 次 左眼睑下垂、胸闷伴活动后乏力、

心率下降、心功能异常、肝功

能异常

首次用药 28 d（2 个

用药周期后）

三度房室传

导阻滞

停药、保肝、植入

心脏起博器

好转

3[9] 男 54 肾盂尿路

上皮癌

转移

240 mg/ 次 先出现双侧眼睑水肿、下垂、后

突发胸闷、气短伴全身乏力、

疼痛、心功能受损、多脏器受

损

首次用药 18 d（2 个

用药周期后）

三度房室传

导阻滞

停药、植入临时起

搏器、激素冲击

治疗，保肝、保

肾治疗

好转

4[10] 男 52 肛管恶性

黑色素

瘤

240 mg/ 次 2 型高血压、心悸、胸闷、食欲增

加、面颈部多汗，手抖、甲状

腺肿大、心率增快、甲状腺功

能检查异常

首次用药 24 d（2 个

用药周期后）

Graves 病 停药、激素、Graves
对症治疗

好转

5[11] 男 44 直肠癌 240 mg/ 次 甲状腺功能检查异常 首次用药 2 个月（4
个用药周期后）

甲状腺功能

减退

补充甲状腺激素治

疗

好转

6[12] 女 70 间叶源性

肉瘤

100 mg/ 次 急性肾损伤 Scr 显著升高，eGFR
迅速下降

首次用药 162 d（8 个

用药周期后）

肾损伤 停药、激素治疗 好转

7[13] 男 54 肾盂尿路

上皮癌

240 mg/ 次 先后出现双侧眼睑水肿、下垂、

胸闷、气短、心功能异常

首次用药 30 d 后（2
个用药周期后）

心肌炎 停药、呼吸机、吸

氧、激素、保肝、

抑酸等治疗

好转

8[14] 男 60 肺腺癌 200 mg/ 次 先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后出现甲

状腺功能减退

首次用药 30 d 后（2
个用药周期后）

甲状腺功能

异常

停药、甲状腺抑制

或补充对症治疗

好转

9[15] 女 48 小细胞肺

癌

240 mg/ 次 乏力、恶心、呕吐、反复发热、

肾上腺皮质激素异常、尿崩症

首次用药 86 d 后（5
个用药周期后）

垂体炎 停药、激素治疗 好转

10[16] 女 63 恶性黑色

素瘤

3 mg/（kg·次）皮肤出现广泛性红斑、丘疹，后

逐渐发展为水疱、大疱，瘙痒，

上颚、颊黏膜糜烂、浅溃疡

首次用药 1 年后 大疱性类天

疱疮

停药、抗菌药物、

口服激素、外用

激素乳膏治疗

好转

11[16] 女 36 恶性黑色

素瘤

3 mg/（kg·次）皮肤出现红斑、水疱，后至全身，

瘙痒，躯干、四肢广泛浮肿性

红斑基础上紧张性水疱、大 疱、

血疱，伴结痂，口腔糜烂

首次用药 2 年后 大疱性类天

疱疮

停药、抗菌药物、

口服激素、外用

激素乳膏治疗

好转

12[17] 女 44 梭形细胞

肉瘤

240 mg/ 次 右侧眼睑下垂、乏力、视物模糊、

甲状腺功能检查异常

首次用药 40 d 后 心肌炎 停药、激素、甲状

腺激素对症治疗

好转

13[18] 女 47 胸腺瘤 240 mg/ 次 复视、肌肉、眼肌麻痹、全身肌

肉无力、吞咽困难、呼吸困难、

三室房室传导阻滞

首次用药 28 d 后（2
个用药周期后）

多发性肌

炎、心肌

炎和重症

肌无力

停药、机械通气、

新斯的明增加肌

力、静脉注射免

疫球蛋白、激素

冲击、植入心脏

起搏器

好转

14[19] 女 38 宫颈癌 240 mg/ 次 皮肤出现皮疹、红斑、水泡、表皮

损失、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首次用药 26 d 后（1
个用药周期后）

大疱性皮肤

反应

抗组胺、抗感染、激

素、静脉注射人免

疫球蛋白治疗

死亡

15[20] 男 66 恶性黑色

素瘤

240 mg/ 次 上肢疼痛无力、吞咽困难、身体

出现向日葵疹、皮疹、瘙痒

首次用药 11 个月（22
个用药周期后）

皮肌炎 停药、口服和静脉

使用激素

好转

16[21] 男 75 尿路上皮

癌

未知 先后出现口腔疼痛、舌头、牙龈、

颊黏膜糜烂、苔藓样病变

首次用药 5 个月后 口腔黏膜类

天疱疹和

苔藓反应

停药、激素、免疫

抑制剂等对症治

疗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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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单独或者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给药一次，14 或
21 d 为一个化疗周期，由表 1 可知，ADR 多发生
在 2 个用药周期后，早于文献中报道的免疫抑制
剂相关的不良反应大多数 ADR 发生时间为 3 ～ 6
个月 [27]。个别 ADR 发生在用药后的 1 年或者 2
年，提示临床随着特瑞普利单抗用药时间的延
长，应该加强对 ADR 的关注。
3.3　特瑞普利单抗对心脏功能的影响

　　PD-1 抑制剂类药物对于心脏的影响主要表
现为免疫相关性心肌炎，目前，关于免疫相关性
心肌炎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已经证实的是 PD-1
缺失可引起自身免疫性心肌炎 [28]。一项回顾性研
究文献表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引发心
肌炎的发病率为 1.14%[29]，联合应用时发生率更
高。对于大多数病例发病时间较早，约为首次治
疗的 3 个月内 [30]，即在第 1 次或第 2 次用药后，
与本文收集到的病例发生时间基本一致。
　　免疫相关心血管毒性的临床症状多样，可表
现为乏力和虚弱，也可表现为典型的心脏疾病相
关症状，如呼吸困难、胸痛、肺水肿、双下肢水
肿、心律不齐、急性心力衰竭等，在首次使用
ICIs 后数月内最为常见 [31]。
　　由于免疫相关性心肌炎具有病死率高、病情
严重等特点，因此临床中针对特瑞普利单抗引起
的心肌炎早期及时诊断治疗极其重要，根据 ICIs
相关的毒性管理指南（CSCO）[22]，本文中对于激
素以及其他处置得当，但在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时，需注意预防糖皮质激素引起的 ADR，对于糖
皮质激素不能耐受的患者，可以给予其他免疫抑
制剂，如英夫利昔单抗以及霉酚酸酯类等。
3.4　特瑞普利单抗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

　　约有 20% 的患者在使用 PD-1 抑制剂后出
现甲状腺功能异常，通常发生在给药后的几周
内 [32]。临床中甲状腺功能减退多于甲状腺功能亢
进，一部分患者在发生短暂的甲状腺毒性后转为
甲减 [33]。临床中的表现为心悸、出汗、畏热、体
重增加或减轻、疲劳等。有研究发现，ICIs 诱发
的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与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介
导的甲状腺组织破坏有关 [34]。
　　通常 ICIs 引起甲状腺功能异常较轻微，如本
文中的病例大部分为 G2 级，处置措施为通过补
充或者抑制甲状腺激素，同时应用肾上腺素β 受
体阻滞药改善心悸症状，符合指南建议，但应该
定期评估甲状腺功能 [35]。
　　ICIs 引起的垂体炎相对于其引起甲状腺功能

异常发生率较低，头痛和疲劳是最常见的临床症
状。此外可能出现恶心、食欲减退、性欲减退
等 [36]，本文出现的尿崩症在临床较为少见。对于
垂体炎的诊断需要根据多种内分泌激素水平以及
垂体磁共振平扫、电解质、血渗透压、尿渗透压
等确定，同时需要注意患者是否会出现继发性肾
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异常，以
及危及生命的肾上腺危象。
3.5　特瑞普利单抗对皮肤系统的影响 
　　ICIs 引起的皮肤系统常见 ADR 为皮疹、丘
疹、瘙痒等，一般通过保持皮肤清洁与干燥、避
免皮肤感染，或通过一些外用乳膏等均可缓解症
状。在本文中收集到的病例中 ICIs 引起的大疱
性类天疱疹、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为严重的皮
肤反应，根据指南建议均采用了激素治疗，但四
环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大疱性
类天疱疹相对于其他皮肤反应，潜伏期更长，通
常为 5 ～ 8 个月 [37]，本文中的病例在用药 1 年
甚至 2 年后发生不良反应。PD-1 抑制剂导致大
疱性类天疱疹的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可
能有基因有关。与大疱性类天疱疹相同，当出现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时，应永久停药，除采用
激素治疗外，还可以应用静脉免疫球蛋白、抗菌
药物等治疗，以避免出现其他感染 [38]。
　　综上所述，特瑞普利单抗作为 PD-1 抑制剂，
其免疫相关性 ADR 涉及到多个系统，但经过停
药以及对症治疗后转归较好，安全性较高，但也
存在引起严重的 ADR 的风险，虽然发生率较低，
但严重程度高，需要医护人员以及患者给予足够
的重视并且进行及时的治疗，同时应定期进行相
关检查以提高患者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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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5 岁，因发现血糖升高 15 年，血
糖 控 制 不 佳 4 个 月， 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 入
院。患者以糖尿病性酮症起病，两年前无明显诱
因出现双下肢麻木感及针刺感，加重半年，1 年
前因间断多尿多饮多食入院，出院后规律应用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30，4 IU ih bid 降糖治疗，偶
测 空 腹 血 糖 6 ～ 7 mmol·L－ 1， 餐 后 2 h 血 糖
10 mmol·L－ 1，无心慌、手抖、大汗症状。间
断使用利拉鲁肽注射液、硝苯地平控释片、缬
沙坦胶囊、瑞舒伐他汀钙片等药物降糖、降压、
抗动脉硬化和调脂。4 个月前偶测空腹血糖 11 
mmol·L－ 1，餐后 2 h 血糖 16 mmol·L－ 1，为求
进一步诊治入院。既往史：2 型糖尿病，糖尿病
性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性肾病 G1A2 期，动脉
粥样硬化（颈动脉、下肢动脉、腹主动脉），高血
压，高脂血症，甲状腺结节，双眼白内障，腹型
肥胖；无药物、食物过敏史。
　　入院查体：体温 36.9℃，脉搏 90 次·min－ 1，
呼吸 18 次·min－ 1，血压 174/102 mmHg（1 mmHg ＝

133.2 Pa），体质量指数（BMI）27.5 kg·m－ 2，
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双下肢无水
肿。实验室检查：糖化血红蛋白 9.2% ↑，肌
酐（酶 法）58.0 μmol·L－ 1， 尿 蛋 白 / 尿 肌 酐
2.34 g·g－ 1 ↑，尿微量白蛋白 / 尿肌酐 1945.01 
mg·g－ 1 ↑，24 h 尿蛋白总量 1.96 g ↑，24 h 尿
微量白蛋白总量 1638.13 mg ↑，估计肾小球滤过

率（eGFR）94 mL/（min·1.73 m2）。诊断：2 型
糖尿病，糖尿病性肾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给
予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22 IU ih qd、赖脯胰岛素注
射液 8 IU ih tid 和利拉鲁肽注射液 1.2 mg ih qd 联
合降血糖治疗，缬沙坦氨氯地平（80 mg/5 mg）1
片 po qd 降血压（12 月 31 日停用）。患者尿蛋白
量较大，嘱患者优质蛋白饮食，入院第 2 日给予
达格列净片（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批
号：2009156，规格：10 mg）10 mg po qd 联合上
述方案降血糖治疗。2021 年 1 月 3 日患者出现周
身水肿，查肌酐 121.6 μmol·L－ 1 ↑，尿蛋白 /
尿肌酐 1.21 g·g－ 1 ↑，尿微量白蛋白 / 尿肌酐
991.13 mg·g－ 1 ↑，eGFR 51.64 mL/（min·1.73 
m2）↓。患者血肌酐上升，考虑可能由缬沙坦氨
氯地平与达格列净联合应用导致肾脏灌注下降所
致，当日停用达格列净，观察血肌酐变化，给予
百令胶囊 2 g po tid 进行保肾治疗。降糖方案将赖
脯胰岛素注射液用量上调至 10 IU ih tid，其余未
变。1 月 5 日患者自觉剑突下疼痛，伴喘憋，不
能平卧，查心梗四项，其中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3457.000 pg·mL－ 1 ↑，考虑患者
存在多个冠心病危险因素，择期行冠脉造影（后
因心功能恢复正常，未做冠脉造影，未使用造影
剂），口服阿司匹林 100 mg qd；氟伐他汀钠缓释
片 80 mg qd；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 mg bid。1 月
6 日患者胸闷症状较前好转，仍有双下肢水肿，
结合患者目前肾功能异常，肌酐水平较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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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外入量不足，但患者目前 NT-proBNP 较高，
交代患者稍加大饮水量，观察有无胸闷、心悸症
状。同时患者近两日偶有流涎，查头颅 DWI 提示
右侧脑室旁多发斑片样新发脑梗死，诊断：右侧
脑室旁多发新发脑梗死，转神经内科，加服硫酸
氢氯吡格雷片 75 mg qd 抗血小板聚集治疗。1 月
7 日复查肌酐 102.4 μmol·L－ 1 ↑，eGFR 61 mL/
（min·1.73 m2）↓，查肾损伤三项，尿 -N- 乙
酰 -β-D- 氨基葡萄糖苷和尿α1 微球蛋白均在正常
范围内，尿转铁蛋白 2.26 mg·dL－ 1 ↑，查双肾
动脉彩超，结果提示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诊
断为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但
患者水肿较前明显好转，继续予百令胶囊 2 g po 
tid 保肾治疗。1 月 13 日复查 NT-proBNP 245.000 
pg·mL－ 1，肌酐 62.5 μmol·L－ 1，eGFR 100 mL/
（min·1.73 m2），患者心、肾功能较前明显好转，
且已无水肿，于 1 月 17 日停用百令胶囊，并再
次应用缬沙坦氨氯地平（80 mg/5 mg）1 片 po qd
降压，但未服用达格列净，后未再出现水肿和肾
功能异常。治疗期间除停用达格列净和缬沙坦氨
氯地平，以及上调赖脯胰岛素用量外，其他药品
治疗方案未变。
2　讨论

　　该患者在使用达格列净 4 d 后出现周身水肿，
血肌酐上升，停药后肾功能慢慢恢复正常，水肿
消失，未再出现上述不良反应。根据 Naranjo 法 [1]

评价，达格列净总分值 6 分（达格列净说明书已
载有 AKI 不良反应，1 分；AKI 在使用达格列净
后发生，2 分；AKI 在停用达格列净后缓解，1 分；
无其他原因能单独引起 AKI，2 分），关联性评价
为“很可能”。同时对出现 AKI 前使用的所有药
物进行评分，得分均≤ 0 分，关联性为“可疑”
（患者既往和肾功能恢复正常后再次应用缬沙坦
氨氯地平均未出现过肾功能损伤，且既往使用过
甘精胰岛素，从未出现过水肿，本次治疗一直未
停用甘精胰岛素，水肿消失，因此不考虑缬沙坦
引起 AKI 和甘精胰岛素引起水肿）。
　　达格列净主要通过抑制肾近曲小管对葡萄糖
的重吸收，加速葡萄糖在尿液中的排泄而降糖。
其主要不良反应包括低血压、低血糖（多见与胰
岛素联合使用时）、肾功能损伤、泌尿生殖系统
感染和膀胱癌等 [2-3]。本病例是本院在收集药物
不良反应时发现的达格列净导致的 AKI。然而
目前大多数文献报道的都是达格列净对肾脏的保
护作用，其主要机制为通过阻断肾近曲小管对葡

萄糖和钠的重吸收，增加钠向致密斑的输送，而
影响传入小动脉的张力，减少肾脏血流量和超滤
过 [4-5]。也有研究指出重吸收会消耗能量和氧气，
与之相对应的外转运也是消耗 Na ＋ -K ＋ -ATP 酶
和氧气的过程，达格列净抑制重吸收，降低了对
能量和氧气的过度需求，减少了肾脏的损伤 [6-7]。
还有研究指出达格列净可以减少高糖及其诱导
的转化生长因子 -β 和促炎症细胞因子等的肾毒
性 [8-10]，可以通过促进尿酸排泄、改善低镁、降
低血压、减轻体重、提高 HIF1 的表达发挥保护
肾脏的作用 [4-6]。
　　对于达格列净影响肾脏血流动力学以及肾小
管的反馈可减少肾小球的超滤，这对于肾功能是
有益的，但如果血容量过度不足，可能会增加对
肾小管的缺血性损伤。查阅文献对于达格列净引
起 AKI 的报道并不多见，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有
如下几个方面：① 达格列净诱导葡萄糖渗透性利
尿，导致血容量减少，血压降低，肾小球压力过
度下降，从而引起 AKI[7，11-12]；② 肾近曲小管葡
萄糖 - 尿酸交换增加形成晶体，损伤肾小管 [11]；
③ 肾小管中高浓度葡萄糖改变果糖的代谢，通过
增加氧化应激和炎症分子的释放造成局部细胞毒
性和小管损伤 [11]；④ 肾小管 - 肾小球反馈使传入
小动脉收缩，导致肾小球后灌注减少，引起可逆
性肌酐升高及 eGFR 的下降，增加对肾小管的缺
血损伤 [7，12]；⑤ 可能加剧肾髓质缺氧（KMH）
的损伤而诱导 AKI，尤其在联合应用非甾体抗炎
药（NSAIDs）时，更易引起 KMH[12-13]。达格列
净说明书中也指出在开始治疗前，需考虑是否存
在可能导致患者 AKI 的因素，包括低血容量、慢
性肾功能不全、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合并用药 [ 利
尿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
紧张素受体抵抗剂（ARB）、NSAIDs 类药物 ]。
　　综合分析本例患者，虽然在使用达格列净前
没有达到中度肾功能不全，但尿白蛋白含量并不
低，很可能对达格列净的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临床医师在使用达格列净前应充分评估患者的肾
功能情况，再应用达格列净。另外有研究指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治疗初期会出现 eGFR 下降，
之后会逐渐回到基线 [14]。此例患者在发现肾功能
损伤后立刻停用药物，也不排除患者只是因治疗
初期产生的肌酐升高和 eGFR 下降，随着治疗的
继续，肾功能会有所恢复。除此之外，缬沙坦可
以扩张出球小动脉，在使用达格列净时联合缬沙
坦可能会放大对有效血容量和肾小球压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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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肾小球压力过度下降而引起肾损伤。该患者初
期联合应用两种药物，可能会导致 AKI 的风险增
加 [12-13]，因此，达格列净和缬沙坦同时使用前一
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评估可能会出现的风险，
如非必要，尽量不联用这两种药物。
　　综上所述，由于多种机制作用，达格列净对
肾功能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使用前要充分评估患
者的肾功能 [ 一般 eGFR 低于 45 mL/（min·1.73 
m2）不建议使用 ]，如联合用药，需严密观察患
者的临床症状，定期监测相关实验室指标，一旦
发生肾功能损伤，应积极救治，并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应用，如反复出现 AKI，则建
议避免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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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钠 - 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SGLT-2
抑制剂）为一类不依赖胰岛素分泌及胰岛功能的
新型降糖药，其主要降糖机制是抑制近端肾小管
上皮细胞 SGLT-2 的表达，减少葡萄糖重吸收，
增加尿糖排泄。该类药物在有效降低糖化血红蛋
白的同时，还能减轻体重、降低血压、降低心
血管事件和终末期肾脏疾病风险 [1]。恩格列净是
SGLT-2 抑制剂的代表药物，本文通过 1 例 2 型糖
尿病患者使用恩格列净后出现容量相关性低血压
的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SGLT-2 抑制剂对血压的
影响及恩格列净致低血压的高危因素，以期对临
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58 岁，身高 170 cm，体质量 68 
kg，因“口干烦渴 2 年余，加重伴肢体麻木”于
2021年 2月 21日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10余年，
现长期口服硝苯地平控释片 30 mg po qd，琥珀酸
倍他乐克 47.5 mg po qd，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1 片
po qd，血压控制可。冠心病病史 10 余年，10 年前
行冠脉搭桥术，术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 0.1 
g po qd、阿托伐他汀钙片 20 mg po qn。吸烟史 40
年，无饮酒史。否认乙肝、结核病史。否认家族
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体格检查：T 36.2℃，P 
72 次·min－ 1，R 21 次·min－ 1，BP 135/75 mmHg
（1 mmHg ＝ 0.133 kPa）。足背动脉可触及，浅表
感觉稍减退，余无异常。入院诊断：2 型糖尿病伴
多个并发症；2 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高血压
3 级极高危；冠心病、冠脉搭桥术后。辅助检查：
生化示肝酶正常，总蛋白 60.6 g·L－ 1 ↓，白蛋白
37.8 g·L － 1 ↓，血糖 7.38 mmol·L － 1 ↑，尿素
氮 7.0 mmol·L － 1，肌酐 133.7 μmol·L － 1 ↑，尿
酸 579 μmol·L－ 1 ↑，总胆固醇 3.33 mmol·L－ 1，
三酰甘油 2.76 mmol·L－ 1 ↑，低密度脂蛋白 1.64 
mmol·L － 1，电解质：血钾 3.60 mmol·L － 1，血
钠 141 mmol·L－ 1，血氯 107 mmol·L－ 1，血钙 2.16 
mmol·L － 1；糖化血红蛋白 7.9% ↑；血清胰岛

素 34.39 mU·L－ 1 ↑，餐后 2 h 血清胰岛素 107.03 
mU·L－ 1；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BNP、凝
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肺部 CT 示右肺上叶局限性
肺气肿；B 超示双侧颈动脉斑块、双下肢动脉斑块；
心电图示窦性心律，T 波改变。入院后给予冠心
宁注射液 40 mL ivgtt qd 扩张血管、硫辛酸注射液
0.6 g ivgtt qd 改善神经病变、那格列奈片 0.12 g po 
tid 联合盐酸西格列汀片 0.1 g po qd 降糖治疗。2 月
22 日测患者空腹血糖 9.0 mmol·L － 1，餐后血糖
在 10 ～ 12 mmol·L－ 1，遂加用恩格列净片 10 mg 
po qd。2 月 23 日加用尿毒清颗粒 4 袋 po tid 护肾
治疗。2 月 24 日患者自觉尿量增多，血压 125/75 
mmHg。2 月 27 日测患者血压 115/70 mmHg，24 
h 尿量为 1800 mL。3 月 1 日患者午后感头晕，血
压 86/58 mmHg，24 h 尿量为 2500 mL，复查患者
电解质示：血钾 3.09 mmol·L － 1 ↓，血钠 135 
mmol·L－ 1。排查患者所用药物，考虑恩格列净引
起患者尿量增多，血容量较少后出现低血压，遂停
用恩格列净。3 月 3 日血压 105/70 mmHg，3 月 6
日血压 125/80 mmHg，再次加用恩格列净 10 mg po 
qd，继续使用琥珀酸倍他乐克 47.5 mg po qd 联合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1 片 po qd 降压，停用硝苯地
平控释片。经过治疗，患者空腹血糖控制在 5 ～ 6 
mmol·L－ 1，餐后血糖控制在 8 ～ 10 mmol·L－ 1，
血压在 130 ～ 140/70 ～ 80 mmHg，未再出现低血
压，于 3 月 8 日病情好转出院。
2　讨论 
2.1　不良反应关联性评价
　　 该 患 者 为 中 年 男 性， 入 院 诊 断 为 2 型
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既往有高血压病
史，联合口服三种降压药物治疗，血压控制在
120 ～ 140/70 ～ 90 mmHg。在给予恩格列净 10 
mg 口服后逐渐出现尿量增多，进而出现低血压
症状。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制定的准则 [2]，
判断为很可能：① 给予恩格列净降糖治疗后，尿
量逐渐增多，血压逐渐降低；② 符合药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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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道的不良反应；③ 患者长期规律口服硝苯地
平控释片、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琥珀酸美托洛
尔缓释片降压治疗，未出现低血压情况，入院后
降压方案不变，可排除其他药物引起低血压的可
能；④ 患者在出现低血压后停用恩格列净而继续
使用其他药物，患者血压逐步恢复正常。
2.2　SGLT-2 抑制剂致低血压的文献回顾
　　SGLT-2 抑制剂的常见不良反应主要有泌尿 / 生
殖系统感染、酮症酸中毒和急性肾损伤等 [3]。其中
恩格列净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不良反应轻微，大多
不需要停药。恩格列净降压作用的确切病理生理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其可导致肾小管内葡萄
糖浓度升高，进一步促进钠和水的排泄，作用类似
于渗透性利尿剂 [4]。一项 SGLT-2 抑制剂动态血压
降压与剂量相关性的 meta 分析显示，10 mg 的恩
格列净可使 24 h 动态血压收缩压 / 舒张压平均降低
3.44/1.36 mmHg[5]。另一项 SGLT-2 抑制剂在意大利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队列研究 [6]

显示，408 例患者中有 21 例因不良反应停止使用
SGLT-2 抑制剂，其中多尿症 6 例、低血压 1 例、头
晕 1 例。可见，恩格列净虽有降压作用，但对于大
多数患者而言降压幅度轻微，少有低血压不良反应。
2.3　高危因素分析
　　SGLT-2 抑制剂引起容量相关性低血压的高危
因素包括：肾功能受损 [ 肌酐清除率（eGFR）＜ 60 
mL·min－ 1]、老年人、合并使用利尿剂、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
剂（ARB）、低收缩压等 [7]。分析该患者的高危因
素，包括肾功能受损（eGFR 为 56.5 mL·min－ 1）
及合并使用 ACEI/ 利尿剂（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的复合制剂。一项 SGLT-2 抑制剂恩格列净联合
ARB 类药物的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双
盲研究 [8] 显示，较安慰剂组，恩格列净组白天
和夜间收缩压均显著下降，分别为 11.7 mmHg 和
6.3 mmHg，24 h 动态收缩压减少了近 10 mmHg。
Delphi 会议专家小组关于安全使用 SGLT-2 抑制剂
提出，对于同时服用 SGLT-2 抑制剂和利尿剂的患
者，应根据当前的体液状态、血压和伴随情况考
虑减少利尿剂的剂量，以防止低血压、脱水可能
导致的急性肾损伤 [9]。而患者同时联用了以上两
种降压药物，进一步加大了低血压的风险。临床
药师与医师共同制订患者的治疗方案：鉴于患者
为 2 型糖尿病同时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建议联合
对心肾有显著获益的 SGLT-2 抑制剂以改善临床预
后 [10]，继续使用恩格列净 10 mg po qd，停用硝苯
地平控释片，后患者未再出现低血压。

　　通过本例恩格列净致容量相关性低血压的不
良反应的案例分析，临床药师建议：① 在使用
SGLT-2 抑制剂前应对患者进行谨慎的评估，包括
患者的年龄、肾功能、体液容量、血压水平及既
往是否出现低血压等相关情况；② 详细了解患者
既往用药史，特别是降压药物如 ACEI/ARB、利
尿剂的使用情况，如果同时合并使用上述药物，
应适当减少其他降压药物的剂量；③ 在使用期间
注意监测患者是否出现头晕、体位性低血压等症
状，观察血压动态变化趋势，监测患者尿量，出
现尿量增多后要及时补充水分；④ 出现低血压后，
若继续选用恩格列净治疗，应该评估药物对患者
的获益程度，及时调整相关治疗药物与剂量，提
高患者用药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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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疫 检 查 点 抑 制 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适应证广，目前已被批准用于
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泌尿系统肿瘤、消化
系统肿瘤及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1]。随着免疫治疗
的深入，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 也 越 来 越 多， 引 起 了
人们的关注。免疫相关性肠炎是一种潜在严重
的、甚至威胁生命的 irAEs，临床中以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CTLA-4）抑制剂所致结肠炎常见，而
程序性死亡受体 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1，
PD-1）抑制剂则相对少见 [2]。本文报道了 1 例替
雷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肠炎的病例，并结合国
内外文献报道的相关病例进行分析，总结 PD-1
抑制剂所致免疫相关性肠炎的临床特点，以期为
临床更好地管理此类不良反应提供参考。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51 岁，因咳嗽 1 年余，确诊为肺
鳞癌，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收入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2020 年 7 月 15 日—9 月 19 日行 4 周期
免疫联合化疗：替雷利珠单抗 200 mg ＋紫杉醇
脂质体 270 mg ＋卡铂 700 mg/600 mg，期间无明
显不良反应出现。患者确诊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近 4 个月，规律服用恩替卡韦；无其他慢性病史，
无食物药物过敏史。
　　入院体检：体温 36.2℃，脉搏 76 次·min－ 1，
呼吸 20 次·min－ 1，血压 135/92 mmHg（1 mmHg ＝

0.133 kPa）。实验室检查：乙肝病毒核酸定量 27.7 
IU·mL－ 1，糖类抗原 125 94.85 U·mL－ 1，癌胚抗
原 8.58 ng·mL－ 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23.28 
ng·mL－ 1，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5.000 IU·mL－ 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28.100 IU·mL－ 1，白介
素 68.26 pg·mL－ 1。余无明显异常。因肿瘤进展，
于 10 月 30 日行多西他赛 134 mg 单药化疗。11 月
2 日起，患者出现腹痛、腹泻，大便常规示镜检白
细胞＋，镜检红细胞＋，隐血试验阳性，胰淀粉
酶、脂肪酶正常，先后予以蒙脱石散、盐酸小檗碱
止泻，左氧氟沙星抗感染，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调节
肠道菌群，吗啡、间苯三酚止痛。11 月 8 日体温
39.1℃，白细胞计数 2.26×109·L－ 1↓，降钙素原
0.142 ng·mL－ 1，CT 示直肠、结肠壁弥漫性增厚。
予以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升白、布洛芬退热，次
日改用莫西沙星抗感染。11 月 10 日，患者仍高热，
体温 39.1℃，腹泻 6 ～ 7 次·d－ 1，为少渣红色大
便，C 反应蛋白 91.60 mg·L－ 1，抗菌药物调整为
美罗培南抗感染。11 月 11 日大便常规示粪便颜色
红色，镜检白细胞＋＋＋，镜检红细胞＋＋＋，镜
检脓球＋，加生长抑素止血，口服万古霉素经验性
抗艰难梭菌感染。后肠镜示：回肠末端及结直肠黏
膜病变，ICIs 相关性肠炎可能性大，不排除溃疡性
结肠炎。大便培养阴性，病毒全套阴性。11 月 14
日，血培养阴性，因腹泻加重，予以甲泼尼龙 80 
mg qd 静脉滴注治疗，3 d 后症状好转，甲泼尼龙剂
量减至 60 mg qd。肠镜下活检病理（回肠末端、升
结肠、横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黏膜）：黏膜组织
呈慢性炎症改变，伴糜烂，间质有较多淋巴细胞浸
润，小灶腺上皮轻度非典型增生。考虑免疫相关性
肠炎，继续予以甲泼尼龙治疗。11 月 24 日，患者
大便次数较前减少，无腹痛，一般情况可，改口服
甲泼尼龙 40 mg qd，同时停用抗菌药物，行放疗，
于 11 月 30 日出院。
　　患者行 4 周期免疫联合化疗，期间未发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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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良反应，本次多西他赛化疗后第 3 日开始出
现腹痛、腹泻、发热、出血等症状。完善相关检
查后，基本排除肺癌肠道转移、胰腺炎、溃疡性
结肠炎。可能存在感染，但后续抗感染治疗证实
其并非导致上述症状的原因，故考虑药物所致不
良反应。PD-1 抑制剂、程序性死亡配体 1 抑制剂
的胃肠毒性发生中位时间为用药后 3 个月 [1]，本
例患者使用替雷利珠单抗 110 d 后出现腹泻、腹
痛、发热、血便等肠炎症状，时间上具有关联
性，且使用激素治疗后有效。此外，腹泻、结肠
炎在替雷利珠单抗说明书中亦有提及，结合肠镜
检查及病理诊断结果，支持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
免疫相关性肠炎，根据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
（CTCAE）5.0 版，不良反应分级为 3 级。
2　讨论

　　ICIs 相关胃肠毒性主要表现为腹泻、结肠
炎，腹泻是使用 ICIs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平均发
生在 3 次输注以后；抗 PD-1 单抗腹泻发生率为
12.1% ～ 13.7%，结肠炎发生率为 0.7% ～ 1.6%，
一旦出现腹泻伴腹痛、直肠出血、大便黏液、发
热等，应警惕肠炎可能 [6-7]。内镜下多表现为黏膜
红斑、糜烂、溃疡形成，另有少部分则表现为正
常黏膜 [8-9]。组织学上，抗 PD-1 相关性结肠炎常
有下述特征之一：伴细胞凋亡的活动性结肠炎（活
动性炎症、中性粒细胞性隐窝微脓肿、隐窝上皮
细胞凋亡增加、隐窝萎缩 / 脱落），或淋巴细胞性
结肠炎（表面上皮中的上皮内淋巴细胞增多、表
面上皮损伤、固有层扩张）[5-6]。本例患者的临床
表现、肠镜检查结果以及病理诊断结果也与上述
报道基本一致。
　　目前，ICIs 相关结肠炎的机制尚不明确，但
相关的研究集中在调节 T 细胞（Treg）的作用以
及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上 [4，7]。作为一种
潜在严重的 ICIs 治疗相关的胃肠道并发症，目
前免疫相关性肠炎尚无有效的预防措施，同步使
用维生素 D 可显著降低免疫相关结肠炎的发生
率 [3，10]。治疗上，对于 2 级及以上 ICIs 相关性肠
炎，无需等待结肠镜检查即可开始激素治疗 [ 泼
尼松 / 甲泼尼龙 1 ～ 2 mg/（kg·d）]；对于糖皮
质激素治疗无效或 3 ～ 4 级肠炎，可考虑加用免
疫抑制剂英夫利昔单抗；若英夫利昔单抗反应不
佳，则可使用维多珠单抗治疗；此外，对于难治
性肠炎，亦可以考虑粪菌移植 [8，11]。本例患者使

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后续逐步减量，并在好
转后停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免疫相关性肠炎是一种潜在的严重 irAEs，
其临床特征不典型，加之 PD-1 抑制剂在我国应
用时间较短，尚缺乏对其全面的认识，临床医师
和药师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肿瘤患者，一旦
出现腹泻、腹痛、便血、发热等临床症状，应尽
快完善相关检查，特别注意排除感染及肿瘤肠道
转移，根据肠镜及病检结果，结合用药史，尽早
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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