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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键细胞信号转导效应靶标建立抗肝纤维
化中药的生物活性评价与质量控制新方法＊
摘

要：中药质量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要瓶颈，指纹图谱等基于成分分析的中药质控方法存在效应

成分不明及与活性作用不符等局限，亟需发展基于生物活性评价的新方法。立足于扶正化瘀方抗肝纤维化
的长期临床与药理研究积累，以及国际临床试验的重要需求，本文提出以下假说：扶正化瘀存在抗肝纤维化
的主要药理靶标群，药物对该靶标群基因转录活性的影响，可良好反映其抗肝纤维化药效。首先，本研究选

择肝星状细胞、肝内皮细胞、肝细胞与巨噬细胞等 4 种细胞系，考察溶媒、作用浓度与时间等因素对扶正化瘀

细胞效应的影响，建立扶正化瘀体外标准给药方法；其次，基于细胞信号通路，蛋白芯片与网络药理相结合
发现扶正化瘀抗肝纤维化的关键药理靶标；最后，构建表征中药靶标基因转录活性的报告基因质粒与稳转
细胞株，比较不同批次扶正化瘀对靶标的基因转录活性、细胞生物活性与模型动物肝纤维化的影响，并指纹
图谱分析其成分。以建立抗肝纤维化中药的生物活性评价与质量控制新方法，促进中药产品质量提高与创
新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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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医药为人类的健康保健做出了巨大

势领域，经长期探索我们明确了扶正化瘀（FZHY）方

贡献，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原创优势学科。为顺应时代

制剂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与主要细胞分子药理机

需求，中医药不断发展创新，逐渐从经验医学走向循
证医学，从国内走向国际。但在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
化的过程中，中药质量成为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

制 ，并 开 展 美 国 多 中 心 临 床 试 验 ，而 美 国 Food and
Drug Administarator (FDA) 明确要求该方的生物活性

质量控制标准。因此，本研究以积累良好的抗肝纤维

[1]

化中成药为对象，发现该中药的关键细胞信号转导效

对于中药质量控制，从地道药材到性状与含量等

应靶标群，并基于该靶标群的活性，探索建立中药的

理化检测等，历来重视有加，目前，中成药的质量控制

生物活性评价与质量控制的新方法，解决中药质量评

除了原生药材规范种植与种质资源评价，主要依靠基

价技术瓶颈，满足内部学科发展与外部国际临床试验

于化学成分分析的指标成分检测与指纹图谱等方法。

的重大需求，并促进中医药产品质量的提高及创新药

但中药不同于单一化学成分药，其物质群复杂、影响

物的发现。

瓶颈 。

因素众多、效应成分不明确等问题，影响了基于成分
分析的质控方法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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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

临床疗效是中药物质成分群的最终反映与价值

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是制约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所在，生物活性信息则是疗效实现的前提与基础，因

的重要瓶颈之一，在基于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上，需

此，可基于结果评价过程，从中药的生物活性或疗效

要建立符合中药复杂特点的生物活性评价质控。

角度进行中药质量控制。抗肝纤维化是中医药的优

中药质量可控是保证中药安全有效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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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法包括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药材栽

验当然最为可靠，但是该方法动物数量、经费与时间

培种植、药材的外观形状鉴别、化学定性鉴别、指标成

成本均过高，且存在模型动物组内与批间的差异，因

分检测、化学指纹图谱等，其中基于化学成分分析是

此其可行性较差。培养细胞药效评价是另一种较好

最重要的中药质控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对于保障中

选择，可采用专属性强、灵敏度高的细胞系进行评价，

药质量、提高中药稳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

方便可行。但由于存在批间差异、敏感性与成本等问

一定局限性。一方面，中药制剂的效应成分不够明

题，且其结果也与整体动物实验存在差异。既然中药

确，经常选用的含量高、容易检测的成分进行检测，但

可通过影响细胞信号转导而发挥作用，那么能否通过

这些指标性成分不一定是药效成分；另一方面，许多

观察中药对治疗疾病靶标分子的影响，克服体外培养

适应症不同的中药采用相同的含量测定指标，难以真

细胞与动物实验的差异，并替代实验动物或培养细胞

正反映中药制剂的质量。对中药材来讲，因植物产

的药效实验，来敏感可靠评价中药生物活性与质量控

地、季节、加工、炮制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可导致中药的

制？这是当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质量差异，而对复方中成药来讲，其含有多种活性成

近年来，已有多个研究机构开展了中药生物活性

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仅仅控制少数化学成分不能完

测定用于质量控制。目前所采用的生物活性测定标

全控制其质量并反映临床疗效。
目前，常用的中药质量控制方法主要通过色谱定
性，对指标性成分进行定量，然而这些指标性成分并
非一定是有效成分，专属性与代表性不强。迄今为
止，指纹图谱方法是中药质量控制的重要方法，可以
反映中药物质群，符合中药多组分与多靶点的特点，
有其整体性与模糊性，对提高中药的稳定性及其质量
[2]

准对照物质包括了：①成分基本相似的不同来源产
品；②鉴定用标准药材；③道地药材；④以临床常用

的、具有相同药理作用的化学药品或者是生物制品；
⑤通过生物制品活性换算中药效价。这些探索为中
药生物活性测定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并未获得理想的
效果[3]。
在多细胞生物体内，细胞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首先，很难检测到中药的

—即细胞信号转导，以调节细胞、组织、机体的生长与

全部成分，有些成分在特定波长下没有吸收峰；其次，

增殖、功能与代谢[4]。因此，细胞信号转导与疾病的病

中药成分容易受到药材本身及其制备工艺的影响，并

理机制密切相关，许多病理状态和疾病的重要发病机

且所检出的物质成分群不一定是其有效成分群，目前

制都在于细胞信号转导紊乱和障碍。细胞信号转导

尚无能反映中药临床疗效的特征成分群；最后，有时

具有网络型特征，既有从“刺激信号—信号传递活性

不同批次的中药理化指标检测基本相同，但是其生物

分子—生物效应”的纵向通路，又有通路、信号活性分

活性有明显差异。

子间相互串话联系。而在特定疾病的信号转导网络

中药的应用目的在于防病治病，临床疗效是中药

中，往往存在几个关键的靶点，它们决定信号的传递

物质成分群的最终反映与价值所在，生物活性信息则

与最终病理生理结果。同样在疾病的治疗中，基于关

是疗效实现的前提与基础。因此，通过中药生物活性

键信号分子的干预，可以对疾病发挥治疗作用，譬如

评价，检测其有效性，可揭示中药质量的特性，进而进

用索拉非尼来治疗肝癌[5]。中药具有多途径的药理特

行质量控制。基于效应生物活性进行中药质量评价，

点，可影响多个信号通路与靶点，其中存在的重要或

符合中药的复杂特点，可规避成分不清的困扰，将是

关键的效应靶点，是为其作用的靶标群，构成中药治

目前中药质量控制方法的重要补充。

疗疾病的关键药理机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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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具有调节细胞信号转导的多途径作用机制
中药具有调节细胞信号转导的多途径作用机制，

其中具有关键的效应靶标群，这些靶标群的活性变化

耶鲁大学郑永齐教授是中药国际化联盟创始人，
创立了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其从事药理学、生物

科技、中西药开发等研究工作 30 余年，在肿瘤及病毒
药理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被称为“肿瘤药物

决定中药效应活性，因此可基于关键生物靶标效应建

研究的先驱”。近年来，郑永齐教授的团队在中药国

立中药生物活性质量评价与控制方法。

际化、尤其是中药药理与质量控制上颇有建树，其团

如何进行生物活性评价？整体模型动物药效实
2

队基于“黄芩汤”开展了中药复方制剂 PHY906（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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芩汤同一中药组成，但不同质控体系）的质量控制、药
理机制与临床试验等一系列的研究。该方由黄芩、白

多数慢性肝脏疾病中[11]。
肝纤维化的病理机制十分复杂[12]，涉及肝实质细

芍、甘草、大枣 4 味中药组成，可发挥复制治疗癌症、减

胞的损伤、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的

郑永齐教授团队既往主要采用“PhytomicsQC”，即以植

LSEC）的分化、肝巨噬细胞（macrophage，Mac）的功能

[7]

轻癌症患者化疗副反应等作用 。在质量控制方面，
物成分分析为核心的质量控制方法——化学分析和
指纹图谱检测该方的主要成分信息，而后将这些成分

活化、肝窦内皮细胞（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
异常、ECM 的代谢失衡等多方面。HSC 是肝纤维化的

细胞学基础[13]，受到肝细胞损伤与巨噬细胞活化后所

信息与体外关键基因生物效应、动物体内药效等信息

释放的炎性细胞因子如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Index，PSI）来对不同批次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价控制 。

型改变，成为肌成纤维化样细胞，细胞的胞内脂滴减

一起整合，利用植物成分相似度（Phytomics Similarity
[8]

通过 18 种荧光素酶报道基因与 2 种酶活性，建立基于
PY906 作用机制的质控平台（Mechanism Based Quality

Control，MBQC) ，以传统的 LC-MS 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9]

（Phytomics QC）为对照，用于比较 PY906 与市售黄芩

汤。结果发现 Phytomics QC 可在两者中皆检测到 77
种物质峰，但不能区别 PY906 与市售黄芩汤，而 MBQC
则可以很好地将二者区别开来。以上提示中，药的质

量控制应该依据其药效作用，可基于其作用机制的生
物活性检测来研发新的质控体系，而目前仅靠化学指
纹图谱则有局限，除非能够排除所有无关的成分信

(TGF-β1)、氧化自由基等的刺激，HSC 被激活，发生表

少，而细胞增殖、胶原基因表达增加，组织基质金属蛋
白 酶 抑 制 剂 分 泌 增 多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活性下降与胶原降解减少等，
从而导致 ECM 增生沉积与肝纤维化。而 LSEC 在缺氧
等损伤后不仅会释放 TGF-β1、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刺激肝 HSC 活化，且发生“失窗孔”等去

分化，导致肝窦毛细血管化与促进肝纤维化[14]。目前，
针对乙肝、丙肝病毒引起的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的抗病

毒治疗取得了长足进展[15]：α-干扰素、核苷酸类似物、
抗病毒药物等皆可以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清除丙

息。PHY906 的研究堪为中药质量控制研究典范，为

肝病毒，从而减轻肝脏炎症与纤维化。但是，抗病毒

本课题基于关键药理靶标探寻建立中药复方抗肝纤

治疗并不能完全代替抗肝纤维化治疗，部分乙肝、丙

维化的生物活性质量评价与控制提供了重要借鉴。

肝患者在肝炎病毒得到有效控制后，其肝纤维化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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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主要细胞信号转导病理机制研究
肝纤维化的主要细胞信号转导病理机制研究长

足发展；抗肝纤维化治疗是中医药优势领域，扶正化
瘀方疗效显著，主要细胞药理机制基本明确，具有基

存在或有所发展[16]。

迄今为止，美国 FDA 仍未批准任何抗肝纤维化生

物或化学药物上市。而以多成分多靶点为特点的中
医药在抗肝纤维化领域有显著优势，近 30 年来出现了

扶正化瘀片等抗肝纤维化中成药，形成了我国中西医

于其分子机制建立生物活性质控的可行性；且扶正化

结合抗肝纤维化指南。扶正化瘀片（胶囊）由虫草菌

瘀片的美国临床试验对于新的质控方法亦具有强劲

丝、丹参、桃仁、松黄及绞股蓝组成，针对慢性乙型肝

需求。

炎、肝炎后肝硬化正气（肝、脾、肾）虚损、血瘀阻络、湿

肝纤维化主要是一种病理学概念，是指肝组织内

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ar Matrix，ECM）成分过度增生
与异常沉积，导致肝脏结构或/和功能异常的病理变
[10]

化 。其本质是慢性肝病过程中的一种可逆的肝组织

热内留这一中医基本证候病机特点。本课题采用了
多中心、随机、双盲、药物（和络舒肝胶囊）平行对照设

计的方法开展了试验，患者治疗 6 个月，以肝组织学病

理为主，结合血清肝纤维化学指标与肝功能等综合评

损伤修复反应，肝纤维化的持续存在，伴随正常肝实

价扶正化瘀方抗慢乙肝肝纤维化的疗效与安全性[17]，

ECM 主要成分胶原形成的疤痕组织取代，最终形成肝

有 2 次肝活检，扶正化瘀方组有 50 例，对照组有 43 例。

质细胞的坏死和凋亡而 ECM 不断累积，肝实质逐步被
硬化，导致肝功能衰竭，甚至门静脉高压的发生。多

种损伤因素长期慢性刺激，均可以导致肝实质细胞的
坏死，促进肝星状细胞活化，因此，肝纤维化可见于大

216 例均作肝活检组织学诊断，其中 93 例治疗前后共
结果表明：治疗前两组肝纤维化程度基本相似，而扶
正化瘀方组在治疗后纤维化程度明显下降，逆转率高

达 52%，其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且肝组织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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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度也有明显改善。以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综合

达 ，抑 制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及

29.3%，无明显不良反应。该药物进一步扩大样本 III

的肝窦内皮细胞去分化作用[23-24]；④调节纤维化肝脏

分 析 ，扶 正 化 瘀 方 组 有 效 率 为 74.5%，对 照 组 为
期临床试验，验证了其抗肝纤维化的良好效果。在
2013 年完成美国抗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多中心 II 期

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扶正化瘀对丙肝基因 I 型、对干扰

素不应答的难治性慢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均有
良好的安全性和药物耐受性，且对阻止肝组织纤维化
[18]

发展有良好的作用趋势 。在近期的扶正化瘀美国抗
肝纤维化的三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中，FDA 明确提出
需要提供化学质控之外的生物活性质控体系，以确保

药物的稳定性。本研究组在动物实验中也发现：符合

其受体表达，下调 ERK-1/2 磷酸化而抑制纤维化肝脏
差异表达的蛋白质组，其机制涉及促进蛋白质合成、
抗氧化、调控细胞增殖和转化等多方面密切相关[25]；⑤

抑制 Kupffer 细胞的激活及其旁分泌作用。药物血清
抑制 Kupffer 细胞培养上清中 TGF-β1 与 PDGF 的活

性，而且该 Kupffer 细胞培养上清经药物血清作用后，
对静止星状细胞的促增殖作用明显减弱[26]。
4

科学假说的提出与主要工作思路
扶正化瘀片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与扎实的细胞

指标成分质控要求、但不同批次的扶正化瘀浸膏粉，

分子药理基础，为探寻其抗肝纤维化的关键细胞信号

对于相同模型动物也呈现出抗肝纤维化的药效差异。

转导的效应靶标，并以此建立基于该复方效应靶标群

由于上述因素，应尽快建立基于生物活性的重要质量

的抗肝纤维化中药生物活性评价体系，使其成为中药

评价与控制方法。

质量评价与控制的新方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立

经研究发现，扶正化瘀方抗肝纤维化的药理机制

主要包括：①调节凋亡/抗凋亡因子、抑制半胱氨酸 3
活性而保护肝细胞过氧化损伤与凋亡

[19-21]

；② 抑 制

TGFβ1/Smad 及纤维粘连蛋白/整合素信号途径抑制

HSC 活化 ；③通过调节肝脏细胞胞外基质代谢与血
[22]

管新生，其机制在于抑制肝脏 MMP2/9 活性，减少缺氧

足于中药自身特点、中药生物活性质量评价的学科发
展趋势与内在需求、国际中药临床研究的外部需求；
立足于扶正化瘀方中药制剂抗肝纤维化的良好临床
疗效及其细胞药理机制，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假说：扶
正化瘀方存在抗肝纤维化的主要药理靶标群，检测中
药复方对这些靶标群的基因转录活性，可以良好反映

总体工作思路
诱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
表
其在动物中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扶正化瘀方浸膏粉 (FZHY)
溶液制备

3个不同批次差异药效FZHY

FZHY 溶液
抗肝纤维化活性评价体外标准给药方法

中药影响细胞生物活性的评价
中药调节信号转导关键效应靶标的发现

化学成分分析

LC-MS
成分指纹图谱

生物活性评价

靶标
基因转录活性
细胞生物活性

中药效应靶标基因转录活性检测的
质粒与细胞系构建

模型动物药效

验证与优化靶标基因转录活性评价

中药靶标基因转录活性

基于效应信号分子的抗肝纤维化中药生物活性评价与质量控制体系
图1

总体工作思路示意图

首先，本研究拟选择肝星状细胞、肝内皮细胞、肝

细胞与巨噬细胞 4 种主要细胞系，考察溶媒、作用浓度
4

与时间等因素对扶正化瘀细胞效应的影响，建立中药
抗肝纤维化活性评价的体外标准给药方法；其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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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胞信号通路，蛋白芯片与网络药理相结合发现扶

立抗肝纤维化中药的生物活性评价、尤其是质量控制

正化瘀抗肝纤维化的关键药理靶标；最后，构建表征

的新方法，解决中药质量控制的主要技术瓶颈，为中

中药靶标基因转录活性的报告基因质粒与稳转细胞

医药产品质量的提高及创新药物的发现提供新的技

株，比较不同批次扶正化瘀对靶标的基因转录活性、

术平台，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创新发展。

细胞生物活性与模型动物肝纤维化的影响。从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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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 New Bioactivity Evalu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Ke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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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the significant bottlenec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CM

modernization. TCM quality control like fingerprint, which based on chemical analysis, has limits such as the unknown

active components and the inconsistence between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activity. Therefore, new bioactivity
evaluation-based quality control method is of great necessary. Based upon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clinical

experiences and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research of Fuzheng Huayu (FZHY) in our research group,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t demand in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we hereby propose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hypothesis: FZHY has the
major pharmacological targets for anti-hepatic fibrosis. The FZHY influence on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those

pharmacological targets, may reflect its anti-hepatic fibrosis effect well. Firstly, four cell lines, hepatic stellate cell,
hepatic endothelial cell, hepatic cell and macrophage a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ell effect influenced by solvent,
working concentration and time, so that a standard in-vitro drug delivery system will be optimized and established.

Secondly, we try to discover the key pharmacological target of FZHY on liver fibrosis in terms of cell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 chip and network pharmacology. Finally, recombinant reporter gene plasmid containing target gene promoter and
stably transfected cell lines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different batches of FZHY will b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on target

gene transcription activity, cell bioactivity and anti-hepatic fibrosis effect in animal model. Meanwhile, components of
FZHY will be analyzed as well. Th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new bioactivity evaluation-based quality control method for

anti-hepatic fibrosis TCM, to provide new technical platfor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CM quality and the discovery of
novel drug.

Keywords: TCM quality control, bioactivit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FZHY, anti hepatic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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