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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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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方法

运用 TCMSP 数据

库和 STICH 数据库收集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和靶点信息，通过 HPO 数据库筛选疾病的靶点，然后利用

Cytoscape 3.6.1 软件对成分靶点和疾病靶点进行网络拓扑学分析，获取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作用靶

点，再运用 DAVID 在线分析工具对作用靶点进行 KEGG 通路富集及分析，最后构建“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核心靶点-关键通路”的多层次网络关联图。结果

共得到补阳还五汤潜在活性成分 107 个，药物靶点 487

个，疾病靶点 95 个，拓扑分析共得核心靶点 113 个，主要 KEGG 通路 20 条。本研究结果表明，补阳还五汤治

疗高脂血症的作用机制可能与 CREBBP、TP53 和 PPARA 等靶点及脂肪细胞因子、FoxO、TNF、HIF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有关。结论

本研究筛选了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关键靶点和通路，为补阳还五汤用于

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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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HLP）主要是脂质代谢

文献标识码: A

祛瘀为辅，共奏补气活血化瘀之功效，主要用于气虚

异常，其病理表现主要与血浆或血清中的总胆固醇

血瘀之症[5]。现代研究表明，补阳还五汤有降脂降糖、

（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

抗炎、抗缺氧、降压、改善微循环以及抗血栓等作用，

水平升高和（或）高密度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降

对治疗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肾病等疗效较

低有关，可导致多种并发症的产生，如动脉粥样硬化、

佳[6-8]。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补阳还五汤可显著改善

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病等

[1-2]

。中医学高脂

血症与“肥胖”
“ 中风”
“ 血瘀”
“ 痰浊”
“ 血浊”等病类似，
其发病因素涉及多种方面，饮食、情绪、劳倦均与之相
关[3]；病机方面，高脂血症为本虚标实之证，以正虚为
本、痰瘀为标[4]。
中医治疗高脂血症针对正虚、痰湿、瘀血主要以
益 气 活 血 化 瘀 中 药 治 疗 。 补 阳 还 五 汤（Buyang

高脂血症[9-12]。
由于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和靶点的不确定性，
常规药理研究方法难以全面阐明补阳还五汤治疗高
脂血症的分子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借助网络药理
学从系统性，从整体角度来探究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
血症的作用机制，以期提供新的思路。

Huanwu decoction）出自清代医家王清仁《医林改错》，

1

川芎、地龙、桃仁和红花）组成，本方以补气为主，活血

1.1

是益气活血的代表方，由 7 味中药（黄芪、赤芍、归尾、

方法
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的获取与筛选及靶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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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利 用 TCMSP 数 据 库（http://lsp. nwu. edu. cn/tcmsp.

2.1

化学成分筛选与靶点预测

根据 TCMSP 数据库收集补阳还五汤的化学成分，

php）对补阳还五汤成分数据库进行构建，并对主要活

分别获得各单味药中的潜在活性成分，黄芪 20 个，当

OB 值（生物利用度）的标准设定为≥30%，DL 值（类药

TCMID 数据库中获得地龙的潜在活性成分 7 个。有些

性成分进行筛选。根据 TCMSP 数据库使用指南，将
性）≥0.18。因 TCMSP 数据库中未收录“当归尾”
“地

归 2 个，赤芍 29 个，川芎 7 个，桃仁 23 个，红花 15 个，从

化合物，如黄芪甲苷（黄芪）、阿魏酸（当归）、藁本内酯

龙”相关数据，所以根据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当归）、苦杏仁苷（桃仁）、红花黄色素（红花）、亚油酸

TCMID 数 据 库（http://www.megabionet.org/tcmid/）中 获

民共和国药典》得知以上大多数成分属于各中药的指

典》一部规范药材名，将当归代替当归尾处理，并从

（当归）不符合筛选条件，但是根据 2015 年版《中华人

取“ 地 龙 ”的 化 学 成 分 。 利 用 STICH 数 据 库（http://

标性成分，且阿魏酸和藁本内酯为当归与川芎所共

并利用 UniProt KB 数据库(http://www.uniprot.org)对以

献搜索也发现这些成分对于高脂血症有相关治疗作

1.2

107 个潜在活性成分。通过查找文献补充疾病相关化

stich.embl.de/）将以上获得的潜在成分进行靶点预测

有，亚油酸为当归、川芎、桃仁和红花所共有，结合文

上获得的药物成分靶点进行规范命名。

用[13-14]，故将这 6 个成分补充到成分筛选中，因此共得

高脂血症疾病靶点获取
通过人类表型数据库 HPO（https://hpo.jax.org/）检

索高脂血症相关基因，并与成分靶点合并进行下一步
网络构建和分析。
1.3

网络构建和分析
将以上获得的成分靶点和疾病靶点导入至

合物的方法参考了刘楠等[15] 的网络药理学的研究方
法。通过常规方法再加上手动查找 2015 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以及文献，能更加全面的反应补阳还
五汤化学成分防治高脂血症的机制。

将以上获得的 107 个潜在成分导入 STICH 数据库

STRING 数据库（https://string-db.org/）中，得到成分靶

进行靶点预测，去除无靶点者共获得 801 个靶点，其中

软件建立可视化网络拓扑图，了解蛋白与蛋白之间的

67 个，红花 138 个，地龙 59 个，具体信息见表 1。将以

点和疾病靶点的拓扑网络关系，利用 Cytoscape 3.6.1
联系。在构建补阳还五汤所含药物的靶点与高脂血
症基因相互作用网络的核心节点(hubs)网络的基础
上，以“节点连接度（degree）”
“ 节点紧密度(closeness)”
“节点介度(betweenness)”的中位数为卡值，选取同时
满足三个卡值的节点作为补阳还五汤防治高脂血症
失衡网络的候选靶点。本研究通过对上述药物候选

黄芪 202 个，当归 85 个，赤芍 138 个，川芎 112 个，桃仁
上获得的补阳还五汤的潜在活性成分去掉重复成分
后得到潜在活性成分共计 100 个。有重复成分者如

β-谷甾醇，阿魏酸，亚油酸等，将其按顺序划归到最开
始出现的中药上，如 β-谷甾醇划归为黄芪。故最终删

除重复成分的靶点后共获得 487 个靶点，用于下一步
研究。

表 1 “中药-成分-靶点”基本信息

靶点所参与的通路进行富集分析，进一步挖掘补阳还
五汤防治高脂血症的关键病理环节分子机制，并构建
“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核心靶点-关键通路”的多层

成分数量

预测靶点数量

黄芪

21

202

29

138

当归

次网络关联图。
1.4

中药名称

赤芍

KEGG 通路分析

本 研 究 采 用 DAVID 数 据 库（https://david. ncifcrf.

川芎

明候选靶点蛋白在信号通路中的作用，并根据通路富

地龙

桃仁

gov/summary.jsp）对候选靶点进行通路富集分析以阐
集结果获得相应的 P 值，选择 P＜0.01 的排序前 20 的

通路，然后再利用 R 语言将获得的 KEGG 通路制作成
气泡图。

红花

2.2

3
7

24
16
7

85

112
67

138
59

疾病靶点获取
将高脂血症（Hypwelipidemia）为关键词输入到人

类表型数据库 HPO 中，设置搜索条件为 HPO brower，
选择相关基因（associated genes）条目，得到关于高脂

2

结果

2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血症的疾病靶点 95 个，并将其与成分靶点合并以进行

分靶点和疾病靶点的拓扑网络关系，再利用 Cytoscape

2.3

据“degree”
“closeness”和“betweenness”条件筛选得到

下一步网络构建与分析。
靶点网络构建

将成分靶点和疾病靶点合并导入至 STRING 数据

库 中 ，其 中 settings 项 目 下 的 minimum required
interaction score 选择 highest confidence(0.900)，得到成

图1

3.6.1 软件建立可视化网络拓扑图，得到图 1A，然后根

图 1B（图中黄色部分为符合条件者），将符合条件的靶

点筛选出得到图 1C。图 1 是筛选补阳还五汤治疗高
脂血症核心靶点的整个过程。

网络拓扑分析

结果显示，核心靶点 113 个，其中治疗高脂血症的

（STAT3）、转 录 因 子 AP-1（JUN）、转 录 因 子 p65

成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潜在靶点网络，将核心

酶 3（MAPK3）、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1）、RNA

值的大小，degree 值越大，说明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作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PPARA）、白介素 8

直接靶点 19 个，潜在靶点 94 个，筛选出的这些靶点组

靶点整理得到图 2。如图所示，节点的大小代表 degree
用越大。113 个核心靶点中 degree 排序前 20 的靶点分

别 是 CREB 结 合 蛋 白（CREBBP）、细 胞 肿 瘤 抗 原 p53

（TP53）、维甲酸受体 RXR-alpha（RXRA）、丝裂原活化

蛋 白 激 酶 1（MAPK1）、信 号 传 导 及 转 录 激 活 因 子 3

图2

（RELA）、肿瘤坏死因子-α（TN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聚合酶 II 转录亚基 1 的介体（MED1）、白介素-6（IL6）、
（CXCL8）、载脂蛋白 AI（APOA1）、核因子 NF-κB p105

亚基（NFKB1）、原癌基因酪氨酸蛋白激酶 SRC（SRC）、

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FABP1）、载脂蛋白 B（APOB）、
胰岛素（INS）。见表 2。

补阳还五汤靶点-疾病靶点相互作用靶点网络

注：绿色-黄芪；浅蓝-当归；深蓝-赤芍；深粉-红花；紫色-地龙；大红-疾病

2.4

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通路筛选

利用 DAVID 数据库对以上筛选出的 113 个核心

靶点进行 KEGG 通路富集，共获得 126 条通路，其中 P
＜0.05 的 前 20 条 通 路 通 过 R 语 言（R3.6.1，绘 图 包

ggplot2）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 3。其中气泡面积大小

代表基因数量，气泡颜色代表 P 值的大小，即富集显著

性。筛选出的这 20 条通路中与疾病相关通路有 11
条，分别是乙肝，癌症通路，胰腺癌，癌症中的蛋白多
糖，前列腺癌，弓形体病，膀胱癌，丙肝，非小细胞肺
癌，小细胞肺癌，恰加斯病；另外 9 条通路与代谢、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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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degree 值排名前 20 靶点

编号

靶点基因名

1

CREBBP

3

MAPK1

5

RXRA

2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TP53

STAT3
JUN

RELA
TNF

CXCL8

APOA1

17

SRC

16

NFKB1

18

FABP1

20

FN1

19

APOB

45
45
42
40
40
39

PPARA

15

50

40

AKT1

IL6

57

突触。

45

MAPK3

MED1

Degree 值

内源性大麻素信号，催乳素信号通路，γ-氨基丁酸能

38
37
37
37
34
33
32
31
30
29

症、缺氧及其他方面相关，分别是 HIF-1 信号通路，
TNF 信号通路，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PI3K-Akt 信

号通路，FoxO 信号通路，甲状腺激素信号通路，反转录

图3

2.5

补阳还五汤核心靶点参与的通路信息

补阳还五汤防治高脂血症的“中药-成分-靶点-

通路”的多层次网络关联图

整合以上综合数据，利用 Cytoscape 3.6.1 软件进

一步构建“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核心靶点-关键通
路”的多层次网络图，见图 4。本研究结果显示，补阳

还五汤治疗高脂血症的作用主要与 22 个化学成分以

及作用于 20 条主要作用通路的 113 个核心靶点相关
联，这是该方发挥治疗高脂血症药效的核心所在，也
体现了多成分与多靶点之间共同作用的机制，符合中
药复方作用的特点。

图 4 “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核心靶点-关键通路”多层次网络图
注：深紫-中药；墨绿-成分；圆圈（颜色同图 2）-核心靶点；黄色-通路

3
3.1

讨论与展望
补阳还五汤成分分析
通过“补阳还五汤-化学成分-核心靶点-关键通

路”的多层次网络关联图可知，补阳还五汤治疗高脂
4

血症的有效成分有 22 个，其中有较多作用靶点的成分
主要有亚油酸（24）、黄芩素（22）、槲皮素（21）和山奈

酚（17）。Bruen 等[16]研究证明，亚油酸可抗动脉粥样硬
化，主要通过抑制炎症反应、抑制泡沫细胞形成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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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循环胆固醇来发挥作用。黄芩素主要发挥抗氧化
和抗炎活性，清除活性氧，并通过减弱 NF-κB 的活性

榈酰转移酶 CPT1C 和丙二酰辅酶 A 脱羧酶（MCD），从
而促进脂肪酸氧化并阻止脂质在细胞中的蓄积[26-28]。

另外，PPARA 也是重要潜在靶点之一，与脂质代

抑制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可用于治疗糖尿
[17]

病，心血管疾病，炎性肠病等 。山奈酚和槲皮素有降
[18]

糖降脂、抗炎、抗氧化、抗癌等作用 ，山奈酚可以通过
增 加 肝 脏 PPARα 水 平 ，下 调 SREBPs 并 促 进 ACO 和

CYP4A1 的肝表达来增加脂质代谢，从而减少高脂饮

食喂养的肥胖大鼠内脏脂肪的积累并改善高脂血
症[19]。 槲 皮 素 通 过 上 调 相 关 蛋 白 的 表 达 水 平（例 如
ABCA1 和 ABCG1）以及通过减少氧化来提高 HDL 和

APOA1 的胆固醇接受能力来改善胆固醇逆转运，从而
[20]

减少脂质积累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主要成分都有
抗炎，抗氧化，降糖降脂的作用，说明补阳还五汤是多
种中药协同作用，共奏益气活血化瘀之功效，协同起
效治疗高脂血症。
3.2

关键靶点分析
关键靶点的分析主要针对以上筛选出来 degree 值

排名前 20 的靶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关键靶点主要
涉及转录因子，脂质代谢相关因子和炎症因子等。其
中 CREBBP 和 TP53 是 degree 值最大的两个靶点。

CREBBP，亦称为 CBP，是一种乙酰基转移酶，由

谢密切相关。PPARα 可调节体内葡萄糖和脂质代谢
的平衡，在 2 型糖尿病中有重要作用[29]，PPARα 对脂肪

酸的代谢有一定调节作用，主要通过调节过氧化物
酶、脂肪酸运输和线粒体脂肪酸 β 氧化代谢基因转录

与表达，但是此作用必须通过 PPARα 激动剂激活[30]。
PPARα 的激动剂有很多，其中包括贝特类药物，通过

激活脂质分解代谢，贝特类药物持续降低患者的血浆

甘油三酸酯，还能通过载脂蛋白 A-I 和载脂蛋白 A-II

提 高 人 类 血 浆 HDL，可 用 于 治 疗 血 脂 异 常[31]。
Tordjman K 等[32] 研究发现 PPARα 对高脂血症的并发
症动脉粥样硬化也有有益作用，PPAR-α 缺乏会改善

apoE 无效小鼠的胰岛素抵抗，并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病
变区域的减少。常庚等[33] 研究发现，补阳还五汤可明
显升高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 PPARα/γ mRNA 表达以及

降低糖代谢参数水平及血脂水平，提示补阳还五汤可

能通过调节 PPARα/γ mRNA 的表达改善胰岛素抵抗
和降血脂的作用。

以上研究说明，靶点 CREBBP、TP53 和 PPARα 有

于在其与 p300 之间观察到很高的序列同源性，所以现

调节脂质代谢，糖代谢等作用，对于高脂血症的防治

结合转录因子 1（SREBP1C）是一种重要的脂肪生成活

病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将这两种蛋白统称为 p300/CBP 。甾醇调节元件
[21]

化 剂 ，研 究 发 现 ，在 高 葡 萄 糖 和 胰 岛 素 条 件 下 ，
SREBP1C 在细胞和小鼠肝脏中均被 p300/CBP 乙酰基

转移酶乙酰化，从而提高了其稳定性，并向其脂肪形
[22]

成靶基因启动子募集 。碳水化合物反应性元素结合
蛋白（ChREBP）也被认为是脂肪生成的主要调节剂，
与 SREBP1C 协同作用以激活脂肪酸合成，研究发现

p300/CBP 将 ChREBP 在 Lys-672 处乙酰化，从而通过

增加其在培养的小鼠肝细胞中靶基因启动子的募集
来 增 强 其 转 录 活 性 。 因 此 ，p300/CBP 可 能 通 过
[23]

SCREBP1C 和 ChREBP 的乙酰化作用来调节脂质的合

成，所以 p300/CBP 可作为高脂血症的脂肪代谢途径的
重要防治因子。

TP53 是一种抑癌基因，也称 P53，可参与脂质代
[24]

谢，葡萄糖代谢，核苷酸代谢等多种代谢途径 。Vig
等[25] 研究表明 p53 直接结合于 SREBP-1 的启动子区

域，并在转录上抑制 SREBP-1 的表达，从而抑制脂肪
酸的合成。p53 转录诱导磷脂酰磷脂酶 Lipin1，肉碱棕

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其并发症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
3.3

通路结果分析
目前，有研究认为，高脂血症主要涉及脂质代谢

紊乱和炎症，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

示，KEGG 富集通路中，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与肥

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等疾病密切相关，
脂肪细胞因子包括脂类（瘦素、抵抗素、脂联素和内脂
素）和经典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 等），通过调

节血管功能、免疫和脂肪细胞代谢成为代谢综合征发
病机制的关键参与者[34]。多数研究证明，补阳还五汤

可降低 TNF，IL-6 等相关因子的表达[35-36]。高脂血症

的发生，发展以及并发症常伴有炎症[37] 和内皮功能障
碍[38]，炎症组织的特征在于低氧状况和免疫细胞浸润，
TNF 信号通路和 HIF-1 信号通路主要涉及炎症反应和
缺氧[39]。Mylonis 等[40] 研究发现，在缺氧条件下，HIF 对

维持细胞代谢平衡起重要作用，因为 HIF 可以上调糖
酵解通路以及降低线粒体功能，同时缺氧也可以增强
脂肪生成，主要是因为涉及脂肪酸（FA）摄取，合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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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基因由 HIF 依赖性诱导，所以 HIF 参与糖代谢

及空腹血糖水平[45]。通过以上预测通路发现，补阳还

信号通路和 FoxO 信号通路，二者功能密不可分，其中

通路，这对以后的研究是一个提示。

与脂质代谢的调节。其他重要通路还包括 PI3K-Akt
PI3K-Akt 信号通路作用广泛，可调节葡萄糖稳态，脂

质代谢，蛋白质合成等 ，FoxO 信号通路中 FoxO 亚家
[41]

族介导胰岛素或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对涉及细胞代谢，
生长，分化，氧化应激，衰老，自噬和衰老的关键功能

起到抑制作用 ，FoxO1 可被 PI3K-Akt 磷酸化所调节，
[42]

所以 PI3K/Akt 可通过 FoxO1 和 GSK-3 调节葡萄糖代
谢，通过 mTORC1 和 SREBP 调节脂质代谢 。上述研
[43]

究表明，PI3K/Akt 与 FoxO 信号通路协同作用于糖脂代

谢 。 Dae Hyun Kim 等 研 究 表 明 在 高 龄 大 鼠 中 ，
[44]

FoxO1 活 性 降 低 会 导 致 高 脂 血 症 和 PPARγ 升 高 ，
FoxO1 与 PPARγ 的相互作用可促进肝脂肪变性，这是
由于高血糖诱导的内质网应激，从而导致 Akt 信号传

导受损，例如与衰老相关的糖尿病。此外，有研究表

明，p300/CBP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活性的抑制作用显着
降低了空腹小鼠肝脏中 FoxO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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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for Hyperlipidemia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Ji Mengjiao，Zhu Boran，Wei Yanan，Zhang Wenyuan，Zhai Yi，Tao Weiwei，Wu Hao-xin＊＊

(Key Laboratory of Encephalopath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materi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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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lipidemia. Methods

The TCMSP database and STICH database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targets information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and the disease targets was screened
through the HPO database. Then, the network topolog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omponent targets and the disease

targets using Cytoscape 3.6.1 obtain the key targets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lipidemia,
and then use DAVID datebases to enrich and analyze the KEGG signaling pathway of the targets, and finally build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chemical components-key targets -signaling pathways" multi-level network association
diagram. Results

107 potential active ingredients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487 drug targets, 95 disease targets,

113 key targets and 20 KEGG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predicted by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chanism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lipidemia may be related to CREBBP, TP53, and
PPARA targets, as well as adipocytokines, FoxO, TNF, HIF,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s.Conclusion

This study

screened the key target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lipidemia, and
provide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hyperlipidemia, network pharmacology,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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