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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道地药材和生物测定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与方法研究——
黄连质量生物测定
鄢

丹, 肖小河*

(解放军 302 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039)
摘要: 针对中药质量生物评价与控制中面临的重要技术问题——生物测定方法, 以黄连质量生物评价与控
制 (抑菌活性) 为代表性实例, 从方法学内涵、选择原则、实验设计、数据分析等方面, 对融合生物效价值和生
物效应谱表征技术为一体的抑菌活性检测的新方法建立过程及应用进行阐释, 以期为构建基于道地药材和生物
测定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与方法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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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attern and methods of quality control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ased on Dao-di herbs and
bioassay — bioassay for Coptis chinensis
YAN Dan, XIAO Xiao-he*
(China Military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302 Military Hospital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bioassay methods is the technical issues to be faced with in the bioassa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aking the bioassay of Coptis chinensis Franch. as an example,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ioassay methods (including bio-potency and bio-activity fingerprint) were
expla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methodology, principle of selection,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confirma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common technologies were extracted and formed with the above aspects,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pattern and method of the quality control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ased on
the Dao-di herbs and bio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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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控制一直是中药研究与生产中的难点
和热点问题, 也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中
药质量生物测定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已成为中药质

是工作参照物, 即“和谁比”的问题; 二是生物测定
方法, 即“如何比”的问题。
本课题组 [2] 提出基于道地药材和生物测定的中

量控制与评价发展的重要方向[1]。在中药质量生物评

药质量控制新模式与方法, 先后以黄连[3, 4]、大黄[5]、

价与控制研究过程中将面临两个重要技术问题, 一

板蓝根[6−8]、角类动物药[9, 10]等为模式药, 围绕上述两
个重要技术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工作。在继“工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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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物选择与标化”研究的基础上 [11], 本文借助生物
热动力学法实时在线、灵敏快捷的技术优势, 开展基
于生物热动力学技术的黄连抑菌活性测定方法研究,
以管碟法验证; 并从中药质量生物测定的方法学内
涵、基本特点与属性、方法确立原则、实验设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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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及实际应用等进行阐释, 以期为现行中药质

隔 2.5～3.0 cm 放置牛津杯, 取相同量的各样品加样,

量控制与评价模式的变革与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做 3～4 个复管, 再置于 37 ℃培养箱中培养 16～18 h
后, 准确测量各样品抑菌直径。

材料与方法
仪器

等温微量量热仪 (TAM Air Isothermal

Calorimeter, Thermometric, Sweden); TJ 型洁净工作
台 (天津市净化设备厂); Forma Scientific 二氧化碳隔
水式培养箱; 牛津杯 (外径 7.8 mm)。
药品与试剂

结果
1

模式生物的筛选
为寻找适用于生物热动力学法测定黄连抑菌活

性的模式生物, 对其作用于大肠杆菌、金葡菌和志贺

氨苄青霉素 (批号 0501221, 山东

氏痢疾杆菌生长代谢过程进行了对比研究。以生长速

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 二甲基亚砜 (DMSO)、N,

率常数 k 及其与样品浓度间的剂量反应关系为指标

N-二甲基甲酰胺 (DMF) 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北京

(图 1)。结果表明, 以大肠杆菌为模式生物的热谱曲

化学试剂厂); M-H 培养基 (肉汤)、pH 7.4 ± 0.2 (批号

线能较好体现微生物生长代谢过程的不同周期 (停

051101), M-H 培养基 (琼脂)、pH 7.4 ± 0.1 (批号

滞期、生长期、稳定期和衰亡期); 对各生长速率常

0503192), 抗生素微生物检定培养基Ⅱ、pH 7.8～8.0

数 k 与相应的黄连水提样品浓度 (mg·mL−1) 进行线

(批号 050406) 均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黄连、黄柏、关黄柏和三颗针药材样品经解放军中药
研究所肖小河研究员鉴定为《中国药典》收载品种;
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CCTCC AB91112)、金葡
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CCTCC AB910393)、志贺
氏痢疾杆菌 (Shigella dysenteroae, CMCC 51302) 由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L.B 培养基配制: 蛋白胨 10 g、酵母膏 5 g、NaCl
5 g, 溶于 1 L 蒸馏水中, 调至 pH 7.2 后分装, 121 ℃
高压蒸气灭菌 30 min, 于 4 ℃放置备用; 营养肉汤培
养基配制: 蛋白胨 10 g、牛肉膏 6 g、NaCl 5 g, 溶于
1 L 蒸馏水中, 调至 pH 7.2 后分装, 121 ℃高压蒸气
灭菌 30 min, 于 4 ℃放置备用。供试品制备: 称取黄
连、黄柏、关黄柏和三颗针药材样品各 100 g, 加水
浸泡 30 min, 水煎提取 2 次 (加水 10、8 倍量, 提取
1、0.5 h), 趁热滤过, 合并滤液, 减压浓缩, 即得。
生物热动力学测定

以无菌操作将处于对数生

长期的不同模式生物 (大肠杆菌、金葡菌和志贺氏痢
疾杆菌) 分别接种于 L.B 液体培养基 50 mL 中 (菌接
种量为 1×106/mL), 摇匀, 作为带菌 L.B 培养基。经
除菌处理的标准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量取 5 mL 加
入安瓿瓶中, 得到一系列不同浓度的待测样品, 密封
后放入 37 ℃恒温的微量量热仪中, 记录细菌生长过
程热功率－时间曲线。从曲线中可提取生物热动力学
评价指标如生长速率常数 (k)、最大输出功率 (Pm)、
达峰时间 (Tm) 和产热量 (Qt ) 等[12]。
管碟法测定

取抗生素微生物鉴定培养基Ⅱ

(厚度 3 mm), 冷至 48～50 ℃, 分别加入适量的菌液,
置入水平的培养平皿中, 除去气泡, 在培养平皿上间

Figure 1 P−t curves of mode organism (A, B and C) growth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ptis chinesis Franch. a:
Blank; b−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water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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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归处理, 大肠杆菌、金葡菌和志贺氏痢疾杆菌的

(第一指数生长期生长速率常数) 之间线性关系良好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8、0.643 和 0.756。故最终确定

(P < 0.05), 提示新建立的生物热动力学法用于测定

大肠杆菌为生物模型, 以符合药品生物检定实验设

黄连抑菌活性合理、可行; 且与常规抑菌实验相比,

计要求, 结果便于通过可靠性验证等, 从而客观表征

生物热动力学法操作更简便、重复性好, 避免了管碟

黄连抑菌活性 (大肠杆菌) 的强弱。

法测定颜色较深中药提取液时的局限, 且该法具有

生物热动力学检测的量效关系

实时在线、灵敏快捷、高通量并能提供微生物生长代

2

以盐酸小檗碱和道地产区黄连样品 (产地重庆
市石柱县) 为研究对象, 在对生物热动力学法的精密

谢过程特征信息的技术优势。
4

黄连药材抑菌 (大肠杆菌) 效价检测[3]

度、重现性和检测通道一致性考察的基础上, 重点对

将盐酸小檗碱和道地产区黄连药材 (产地重庆

其剂量反应关系进行研究。分别取经除菌处理的盐酸

市石柱县) 供试液以剂距 (1∶0.7) 按高、中、低随

小檗碱和黄连道地药材样品适量, 用新配制的带菌

机分成 6 组, 每组重复 3 次进行实验。按设计剂量吸

−1

取相应量, 分别置于安瓿瓶中, 加新配制的带菌 (大

的供试液。分别取供试液各 1、2、3、4 和 5 mL 置

肠杆菌) L.B 培养基溶液至 5 mL, 密封, 进行微量量

于安瓿瓶中, 加上述培养基溶液至 5 mL, 密封, 分别

热检测。实验数据通过可靠性检验, 说明剂量比例和

进行微量量热检测, 记录热谱曲线, 计算 k 值, 结果

实验安排合理。按公式[13]计算可得, Sm = 0.012 236,

见表 1。

PT = 0.094 607～0.106 96 U·mL−1, 而每 1 mL 供试品

(大肠杆菌) L.B 培养基配制成 0.480 和 7.0 mg·mL

对实验数据 进行合并 处理并经 线性回归 和计

溶液相当于 4.2 mg 黄连药材, 故道地产区黄连药材

算斜率标准误差 Sb, 回归方程为盐酸小檗碱 k =

样品的抑菌 (大肠杆菌) 效价为 PT = 0.094 607～

−0.001 9 d + 0.012 2, 黄连药材 k = −0.002 0 d + 0.012 1,

0.106 96 U/4.2 mg = 22.53～25.47 U·g−1, 即每 1 g 药

相关系数 r 均大于 0.96, 说明在一定剂量范围内

材约相当于 23.95 U 盐酸小檗碱的 k 值表达效应, 可

(1～5 mL), 盐酸小檗碱和黄连道地药材的剂量与其

信限率 (FL%) 为 6.1425%。

对大肠杆菌 k 间线性关系较好, 且剂量反应平行。
3

同样, 不同产地黄连药材供试液 (每 1 mL 相当

生物热动力学方法验证

于 7.0 mg 黄连药材), 采用上述相同方法及实验设计

为考察生物热动力学法用于测定黄连抑菌活性

对其抑菌效价进行检测; 经对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各

的可行性, 以盐酸小檗碱和不同产地黄连样品为研究

测试样品表现出较强的产地属性, 说明所建立的生

对象, 借助多元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 (SPSS 13.0)

物测定方法可较好的辨识不同产地来源的黄连药材

对生物热动力学参数 (k, Pm, Tm 和 Qt) 和常规抑菌活

样品 (图 2)。

[3]

性评价指标抑菌圈直径 (D)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5

显示, 两测定方法所得评价指标显著相关 (r > 0.95),
特别是 D 与 T

2
m

(第二指数生长期达峰时间) 和 k1

含小檗碱类中药抑菌活性效应谱检测[4]
采用上述相同方法, 对均含小檗碱的黄连、黄

柏、关黄柏和三颗针药材的抑菌活性进行测定。结果

Table 1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of Coptis chinesis Franch. and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on Escherichia coli growth.
extraction of Coptis chinesis Franch.
Experiment No.
1

2

3

4

5

*Water

k values for different doses /min−1

Sample
1.00 mL

2.00 mL

3.00 mL

4.00 mL

5.00 mL

Extraction*

0.010 52

0.008 29

0.006 15

0.003 16

0.001 54

Berberine

0.010 29

0.006 79

0.005 91

0.004 38

0.003 58

Extraction

0.009 12

0.008 12

0.006 37

0.004 83

0.002 72

Berberine

0.010 82

0.008 59

0.006 88

0.006 95

0.002 29

Extraction

0.009 31

0.008 84

0.006 91

0.005 28

0.002 56

Berberine

0.010 21

0.008 22

0.007 11

0.005 52

0.003 14

Extraction

0.010 24

0.007 68

0.005 81

0.003 51

0.002 06

Berberine

0.010 74

0.007 12

0.005 93

0.003 10

0.001 69

Extraction

0.010 66

0.008 72

0.007 16

0.004 41

0.002 32

Berberine

0.010 99

0.008 73

0.007 02

0.005 77

0.00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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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analysis for bioassay of Coptis chinesis Franch. from different areas

表明, 4 种供试品测定结果均可通过可靠性检验, 说
明可使用量反应平行线法进行效价计算; 从测定结
果可以看出, 黄连、黄柏、关黄柏和三颗针样品的抑
菌 (大肠杆菌) 效价差异明显, 如图 3 所示。

Figure 4 Bioactivity fingerpri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s
containing berberine alkaloids on Escherichia coli. CC: Coptis
chinesis Franch.; PA: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PC:
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 BS: Berberis soulieana
Schneid.
Figure 3 Results of bacteriost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s
containing berberine alkaloids by the different bioassay methods.
CC: Coptis chinesis Franch.; PA: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PC: 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 BS: Berberis soulieana
Schneid.

在获取生物效价值的同时, 还利用生物热动力
学法可体现微生物生长代谢过程的生物活性谱 (属
生物效应谱的一种) 的技术优势, 对相同浓度下的黄
连、黄柏、关黄柏和三颗针样品的生物效应谱进行检

作用多样的中药及制剂来说, 仅控制少数成分尚不
能控制质量或反映疗效。因此, 有必要在现有质量控
制体系的基础上, 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质量
控制与评价的适用模式, 其中生物测定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2]。
从某种意义上说, 基原、性状、理化性质等常规
检定重点把关药材的“真伪”, 生物测定重点把关
药材的“优劣”。或者说, 前者长于辨识药材基原的

测, 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 黄连、黄柏、关黄柏和

“是与非”, 后者长于评价药物活性的“强与弱”。

三颗针样品抑菌 (大肠杆菌) 活性的生物效应谱具

生物测定与现有质量控制体系更多是相辅相成、互为

有较强的特异性 (即生物活性指纹谱), 因此可采用

补充的, 生物测定以常规检定为物质化前提, 常规检

具有生物效应谱的生物热动力学法, 实现对含小檗

定以生物测定为有效性判定, 共同建立现代中药质

碱类中药抑菌活性的辨识。

量控制与评价方法体系。
本课题组主张“体外为先, 体内为本, 关联药

讨论

效”的生物测定方法筛选策略。即优先考虑灵敏、易

生物测定是生物医药科学研究中认识事物本质
和特征的重要方法之一[13,

14]

。对于成分复杂、药理

量化、高通量的体外活性测定方法, 并需经过体内实
验验证; 如体外测定方法建立确有困难或关联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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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 也可考虑与待测样品主要药效相关, 且背景资

[4]

Fang YL.

Investig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for Traditional

料清楚、影响因素少、检测指标灵敏和成本低廉的体

Chinese Drugs Containing Berberine Alkaloids Based on

内实验系统, 实验动物的使用, 应遵循“优化、减少、

Bioassay (含小檗碱类中药品质生物评价与控制的初步研究)

替代”的原则。此外, 选择集定性鉴别 (生物效应谱)

[D].

和定量分析 (生物效价值) 为一体的生物测定方法

Medicine, 2008.

(如生物热动力学等) 是发展的趋势, 其中生物效应

[5]

Chengdu: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ang JB, Li HF, Jin C, et al.

Essential issues of bioassay

谱已逐渐从生物响应谱 (bio-response profile) 向生

methods for quality control of lax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物活性 指纹 谱 (bio-activity fingerprint) 进行转变,

medicines [J].

这将有助于实现生物测定终端化与过程化并举。

[6]

Banlangen granules [J].

应谱的新型抑菌活性测定方法为切入点, 对黄连质

Li HB, Yan D, Wang JB, et al.

Ren YS, Yan D, Zhan P, et al. Hemagglutination activity of
Radix Isatidis detected by microcalorimetry [J].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10, 45: 1028−1034.

系将是生物测定方法发展的方向, 为构建符合中药
[9]

Yan D, Zhou DL, Tang HY, et al.

animal cornu [J].

[10] Yan D, Han YM, Luo JY, et al.

Wang P, Qian ZZ.

The readable explanation of the editorial

outline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0 edition [J].

Chin J

Pharm Anal (药物分析杂志), 2008, 28: 337−440.
Xiao XH, Jin C, Zhao ZZ, et al.

Probe into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ttern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for
Chinese medicine [J].

China J Chin Mater Med (中国中药杂

志), 2007, 32: 1377−1381.
Yan D.

Chin Tradit Herb Drugs (中草药), 2009, 40:

67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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