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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药现代化的不断深入, 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 中药药代动力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
速发展。本文对近年来中药药代动力学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包括中药多效应成分整合药代动力学、中药
指纹药代动力学、中药新剂型药代动力学、中药多糖药代动力学以及中药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等, 并提出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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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es of pharmacokin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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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continuing
emergence of new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 very rapid an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pharmacokinetics (PK) of TC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research progresses of PK of TCM,
including integrated PK of multiple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TCM, fingerprint PK of TCM, novel dosage form
PK of TCM, polysaccharide PK of TCM and drug interactions of TCM; and further sets up th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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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代动力学 (pharmacokinetics, PK) 对阐

为模型药物, 开展了相关研究。这项技术的思路包含

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揭示中药科学内涵, 对中药新

标志性成分的确定、多组分 PK 研究及模型整合。他

药创制、剂型改进以及方剂组分配伍机制的研究均发

们巧妙地根据 AUC 这一反映药物体内暴露的 PK 参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已成为当今中药现代化研

数自定义各成分血药浓度的权重系数 (Wj), 进而运

究链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成为我

用数学模型进行多组分整合, 从整合血药浓度−时间

国 PK 研究的热点[1]。中药的多维复杂体系使中药 PK

曲线计算整合 PK 参数, 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表征中

研究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难题, 但随着中药现代化

药整体 PK 行为。为证明其合理性, 他们进一步开展

的不断深入, 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 中药

了血塞通在脑中风患者的 PK-PD 研究, 表明血塞通

PK 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注射液整合血药浓度与整体药效具有良好相关性,

1

并提出了优化的临床给药方案; 在对脉络宁的研究

中药多效应成分整合 PK 研究
近年, 王广基课题组首次提出了中药多组分整

合 PK 新概念[2], 并以血塞通注射液和脉络宁注射液

中, 拓展了基于药效权重系数及 PK/PD 联并权重的
模型整合方法, 证实了联并整合权重的优越性[3]。中
药整合 PK 新概念为中药 PK 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性
理论和很好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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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述研究报告后, 国内接连有数篇报道, 证实
了该思路的合理性[4−9]。如三七总皂苷多效应成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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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PK 的研究[4], 大鼠灌胃及静注三七总皂苷后, LCESI/MS 法测定三七皂苷 R1 和人参皂苷 Rg1、Rd、Re、
Rb1 的血药浓度, 利用各成分 AUC 百分率作为自定
义 Wj, 计算整合血药浓度, 进而估算整合 PK 参数[4];
又如黄蜀葵花提取物整合 PK 研究[5], 大鼠灌胃提取
物后 HPLC 测定 4 种黄酮类成分血药浓度, 通过其
AUC 自定义 Wj 的整合 PK 模型研究, 表明能够最大
限度地表征该药的整体 PK 行为; 再如复方葛根芩连
汤多效应成分分类整合 PK 研究[6], 大鼠灌胃给予复
方葛根芩连汤后 HPLC-MS/MS 检测 11 个有效成分血
药浓度, 分别计算基于 AUC 自定义 Wj 的总黄酮和总
生物碱的整合血药浓度, 再利用统计矩法得总黄酮
和总生物碱在大鼠的整合 PK 参数, 结果表明分类整
合 PK 研究模型符合经典 PK 模型特征, 所获参数能
最大程度上表征中药复方同类成分整体的体内处置
规律。近年, 笔者等 [7] 以茶多酚为多组分模型药物,
开展了茶多酚多效应成分整合 PK 及其与抗自由基 PD

图1

中药多效应成分整合 PK 研究步骤示意图

相关关系的研究, 发现茶多酚的整合 PK 与其 PD 具

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近几年中药 PK 研究中十分

有极好的相关性, 表现为效应时程与整合血药浓度

引人注目的重大进展。

时程十分相似, 整合血药浓度对数与效应强度高度

2

2

相关 (r > 0.996 2) 且优于各单一成分的相关性, 证

中药指纹 PK 研究
中药指纹 PK 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通过中药

明茶多酚整合 PK 能够体现茶多酚 PK 研究的整体性。

指纹图谱的定性、定量解析, 将可知的化学成分的指

该研究还对某些整合 PK 参数的计算提出了改进意

纹和其体内过程相关联, 从而研究中药 ADME 的动

见。最近, 白芷总香豆素提取物多效应成分整合 PK

态变化规律和时量−时效关系的一门新的学科分支。

的研究, 显示不同香豆素之间 PK 差异很大, 单一成

其核心是将中药 PK 与中药指纹图谱以及中药谱效学

分 PK 不能代表白芷总香豆素体内的处置行为, 而基

相关联, 从而与中药方剂的整体疗效相关联, 构成完

于 AUC 自定义 Wj 的整合 PK 模型研究, 能够最大限

整的中药 PK。由于指纹的整体性和特征性, 使中药

度地表征中药的整体处置规律[8]。根据近年文献, 完

指纹图谱成为中药整体性的化学表征, 因而中药指

整的中药多效应成分整合 PK 研究步骤概括如图 1。

纹 PK 的研究将是从整体上研究中药体内直接作用物

整合 PK 研究中, Wj 的确定乃关键所在, 近年,

质的 ADME 规律, 从而有助于阐明中药的物质基础

有 提 出 以 中 药各 指 标 成 分对 药 效 学 指 标的 贡 献 为

和作用机制[11]。

Wj, 进而加权组合, 以组合血药浓度 (或称表观药效

近年, 已有报道[12−15], 如六味地黄丸指纹 PK 研

浓 度 ) 进 行 所 谓 的 组 合 药 代 动 力 学 (combinatorial

究, 建立了六味地黄丸及口服六味地黄丸后大鼠血

[9]

pharmacokinetics, CPK) 即整合 PK 研究 。他们以上

清 HPLC 指纹色谱, 分析比较六味地黄丸、缺味处方、

述思路研究了活血化瘀中药复方脑得生指标成分的

单味生药及各组分给药后所得血清样品, 鉴定大鼠

CPK, 系将各指标成分血药浓度 (C) 数据与药效学指

血中移行成分、来源生药及其代谢产物, 结果显示,

2

标数据 (E) 进行 lnC-E 线性拟合, 以 r 作为 PK-PD

口服该药后从血中发现了 11 个入血成分, 其中 4 个

相关性评价指标, 拟合直线之斜率 (K) 作为对药效

为新产生的代谢产物, 7 个为原方剂中所含成分原形,

学贡献的评价指标, 即作为 Wj, 然后通过“组合血

从而表明, 血中移行成分及代谢物将成为六味地黄

药浓度”−时间曲线研究 CPK。

丸的体内直接作用物质, 将有助于阐明六味地黄丸

中药 PK 应体现中药的整体性, 这是研究者一直

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13]。又如中成药生化汤和脑

追求的目标 [10] , 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与特点的

血宁注射液均通过血清指纹图谱的量化功能研究了

中药 PK 研究方法学体系是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亟待解

它们的 PK 行为[14, 15]。近年 He 等[16]建立了中药及复

决的关键问题。中药整合 PK 新概念使中药 PK 研究

方多成分 PK 研究的总量统计矩数学模型, 并与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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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结合, 从中构建了中药谱动学, 用以表达中
药复方已知成分及未知成分的整体 PK 行为。

中药外用药物的开发[25]。如 1% 马钱子碱微乳在离体
小鼠皮肤经皮渗透研究表明其药物以恒定速率释放,

Wang 等 [17] 报道的五味子醇提物的化学−药代−

符合 Fick’s 第一定律, 并发现其累积渗透量与时间有

药效三维研究, 应用 HPLC-UV-MS 方法建立了五味

较好的线性关系, 其平均渗透速率 (Js) 和渗透系数

子醇提物的化学指纹图谱、体外代谢指纹图谱、大鼠

(Ps) 远大于水溶液, 说明制成微乳后透皮吸收性能

体内 PK 指纹图谱以及大鼠口服醇提物 3 次后腹腔

大大增强[26]。再如 0.2% 土槿皮乙酸微乳, 体外大鼠

注射 CCl4 的血清 ALT 药效指纹图谱。通过比较发

经皮渗透性研究表明, 其 24 h 的累积渗透量及皮肤

现 4 种指纹图谱中均含有五味子醇甲、酯甲、甲素和

滞留量分别为过饱和水溶液的 7.48 倍和 12.31 倍, 说

乙素, 且含量较高, 说明它们均较易吸收入血, 从而

明水难溶性中药活性成分制成微乳后不仅增强了经

提出这 4 种成分可作为五味子醇提物或此类制剂

皮渗透能力, 更重要的是可显著提高皮肤中的滞留

“体内暴露”的“PK marker”; 代谢物 7, 8-dihydroxy-

量, 从而有利于局部药效的发挥[27]。

schizandrin 和另一代谢物可作为“DM-marker”, 由

自微乳给药系统是中药难溶性活性成分的优良

此认为研究有效成分的化学和药动、药效指纹的一致

载体, 可显著促进肠道吸收, 提高中药口服生物利用

性和差异性是正确认识中药整体观, 揭示中药作用

度, 如川陈皮素、葛根素、银杏叶总黄酮、水飞蓟素、

物质基础的重要途径。

淫羊藿苷元自微乳等[28]。

由上看出, 化学−药代动力学−药效学三维研究
体系的建立将为认识中药作用的整体观, 为阐明中
[1]

3.3

中药包含物 PK 研究

不少中药活性成分制成

包含物后, 溶解性和稳定性增加, 从而改善其吸收动

药作用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

力学。如马蔺子素 HP-β 环糊精包含物较胶囊剂吸收

3

速率提高 (0.18 h−1 vs 0.047 h−1)、吸收量增加 (69.63%

中药新剂型 PK 研究
近年, 众多中药活性成分被提取分离, 并制成新

vs 39.58%), 生物利用度明显提高 [29] 。又如灯盏乙

的剂型, 这些新制剂的研发极大地促进了中药 PK 的

素、梣酮、水飞蓟素、蛇床子素等制成包含物后口服
生物利用度大幅度上升, 表现为 Cmax 和 AUC 成数倍

研究, 反之亦然。
3.1

中药脂质体 PK 研究

迄今, 文献

[18]

报道至少

增加[30, 31]。

有 70 多种中药活性成分及提取物已制成脂质体, 其 PK

3.4

行为明显改善, 表现为吸收明显加快, 生物利用度提

活跃, 这是因为纳米中药的研发已成为近年中药现

高。如姜黄素脂质体口服液在大鼠的 tmax 为 18.90 min,

代化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纳米的粒径、三维空间

小于姜黄素混悬液 (36.42 min), t1/2ka 为 5.84 min, 小

形状、疏水性以及电子构型等独特特点使纳米中药具

于混悬液 (20.13 min)

[19]

; 又如重组水蛭素-2 脂质体

鼻腔给予大鼠后, 其生物利用度由非脂质体的 1.83%
大幅度提高至 12.36%

[20]

中药纳米 PK 研究

近年, 该领域的研究十分

有十分有利的 PK 性质, 它克服了传统中药制剂存在
的难题, 如难吸收、生物利用度低、不稳定、消除快、
靶向性差等。例如, 灯盏花素纳米混悬剂大鼠灌胃的

。

中药制成脂质体后靶向性增强, 靶组织中药物

绝对生物利用度从普通混悬剂的 1.3% 提高到 14.4%,

浓度提高, 如灯盏花素脂质体静注后在脑部的 AUC

MRT 从 4.1 h 延长到 8.6 h[31]。又如喜树碱固体脂质体

为普通注射液的 443%[21]。又如茶多酚中主要活性成

纳米粒静注后在血循环中贮留时间明显延长, 血液、

分 EGCG 制 成 脂 质 体 后 能 明 显 提 高 肿 瘤 细 胞 对

心、脑等器官的靶向效应高于肝、脾等 RES 器官, 从

EGCG 的摄取, 可达非脂质体的 20 倍

[22]

。

而有助于对淋巴癌和脑肿瘤的治疗, 同时由于该纳

中药脂质体给药后在体内缓慢释放, 消除半衰

米粒在肾脏的靶向性较低, 从而降低了肾毒性[32]。再

期延长, 如香菇多糖脂质体 t1/2B 较非脂质体延长近

如紫杉醇制成冻干负电荷磁性脂质体后, 与通常的

[23]

; 特别是制成长循环脂质体极

聚氧乙烯蓖麻油∕乙醇助溶后的紫杉醇注射液比较,

大地延长了药物在血循环中循环时间, 并增加其靶

t1∕2 显著延长 (19 h vs 4 h), 肿瘤组织中药物浓度显著

向性。如马钱子碱长循环脂质体较其溶液剂 CL 降低,

提高, 而在心、肝、脾组织中的药物摄取量显著降低,

MRT 延长, AUC 增加, 房室模型由二室模型变为三

从而导致较少的不良反应和更强的抗癌活性[33]。

10 倍, CL 降低 40 倍

室模型[24]。

中药纳米技术对有毒矿物类中药的研发和现代
不少中药活性成分或提取

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4, 35]。如雄黄制成纳米粒后显

物已制成微乳透皮制剂, 其透皮吸收 PK 研究促进了

示出明显优于传统水飞制剂的 PK 特性, 表现为口服

3.2

中药微乳 PK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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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 在大肠难吸收。多糖由于其极性大分子性质, 很

不仅提高了抗肿瘤的治疗指数, 且可逆转肿瘤细胞的

难以简单扩散方式跨膜转运。多糖可以大分子形式吸

MDR, 从而大大提高药效并减少毒性[34, 36, 37] 。又如基

收, 其机制涉及主动转运过程, 如胞饮、内吞等。多

于中药纳米技术的合成朱砂具有很好生物相容性和

糖类化合物在大肠内经受肠菌酶的代谢, 生成小分

较低的毒性, 将更适合临床使用

[35]

。

子寡糖类代谢产物, 后者可能在大肠被吸收而发挥

由上看出, 中药新剂型的研发离不开 PK 研究,

吸收作用[45]。某些多糖如 GAG、DHG 等高度硫酸化

因为中药 PK 特征参数 (如半衰期、清除率、表观分

黏多糖在经肠道吸收时可通过脱硫酸基代谢降解[44]。

布容积、生物利用度以及尿药排泄速率等) 已成为中

多糖的组织分布研究较少, 一项有关大鼠静注

药剂型优选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单纯靠理化检

麦冬多糖后的组织分布研究表明, 绝大多数多糖聚

测手段的体外质控和药剂学的体外溶出度实验无法

集在肾脏, 并以尿的形式排泄 [39] 。银耳多糖主要分

正确评价新剂型的真正内在质量。然而, 中药新剂型

布在肝、肾中, 在肝脏中主要为枯否细胞 (KC) 所摄

的研发也给中药 PK 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例如纳米

取[42]。多糖进入血循环后, 可通过细胞表面的有关受

中药传输系统的制备及其疗效和安全性的定量评价、

体与靶细胞结合, 发生吞噬作用, 从血液中清除[42]。

体内代谢过程的阐明以及 PK-PD 相互关系的研究[34],

研究 [48] 发现, 葡聚糖的组织分布呈现分子量依赖性,

将是中药 PK 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较低分子量时易在肾脏蓄积, 但较高分子量时则

4

浓集于肝脏和脾脏。

4.1

中药多糖 PK 研究
多糖是一类具有广泛药理活性而又

中药多糖排泄的研究甚少, 一项有关 DHG PK

低毒的重要中药有效成分, 与中草药中的生物碱、苷

研究的结果显示, 大鼠静注给药后应用柱后荧光衍

类、内酯等活性成分相比, 多糖 PK 研究显得十分匮

生 HPLC 法检测, DHG 以原形自尿排出; 无论采用凝

乏。这主要是由于其分子缺少生色基团, 致多糖生物

胶滤过还是阴离子交换 HPLC, 给药后任何时间血浆

分析方法的建立十分困难, 从而制约了多糖 PK 的研

中均未测到降解产物, 表明 DHG 在哺乳动物体内不

究。但近年, 由于 HPLC 柱后荧光衍生化等技术的发

发生分解代谢 [44]; 银耳多糖静注给药后主要由肾脏

展, 使不少中药多糖的血药和尿药浓度的测定成为

排除, 180 min 时收集的尿样品进行了凝胶柱色谱分

可能, 从而使中药多糖 PK 研究出现了可喜局面, 积

析, 结果表明, 排入尿中的多糖分子量有所降低, 但

累了一些资料。已进行 PK 研究的中药多糖化合物有:

大部分仍以大分子的形式存在 [42] 。这和常用抗凝药

六味地黄多糖 [38]、麦冬多糖 [39]、白芨多糖 [40]、海洋

肝素在体内几乎完全被降解正相反, 中药多糖的排

研究现状

硫酸多糖聚甘古酯

[41]

、银耳多糖

[42]

部分解聚的海参糖胺聚糖 (DHG)

、壳聚糖酯

[44]

[43]

、

泄亟待研究。

等。

已发表的几种多糖均属二室模型, 其消除半衰

由于多糖结构相当复杂, 即使组成糖以及糖苷

期较短, 如香菇多糖 t1/2β 为 0.92 h[23], DHG 为 3.2 h[44]。

键连接方式相同的多糖, 也可能由于其螺旋结构的

研究 [49] 表明, 某些多糖如硫酸软骨素的消除半衰期

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活性和动力学行为, 进行这方面

与其分子量呈线性相关; 又如葡聚糖在大鼠的全身

的研究虽十分困难, 但具有重要意义。

清除率和肾清除率随分子量的增加而减少[48]。

4.2

研究表明,

针对多糖的某些不良 PK 性质, 一个令人注目的

多糖类化合物由于分子量大、极性强, 通常胃肠道吸

动向是将纯化的多糖进行分子修饰, 以改善其 PK 行

多糖的体内代谢处置和动力学行为

收差、生物利用度低

[45]

, 如银耳多糖经大鼠口服仅有

微量 (约 0.4%) 通过胃肠道入血

[42]

为, 如麦冬多糖 MDG-1 (从麦冬中分离得到的峰尖

; 大鼠口服海参糖

分子量 5 000 的 β-D-果糖) 口服几乎不吸收, 静注后

胺聚糖 (GAG, 一种独特的岩藻糖分支硫酸软骨素,

迅速消除, t1/2 仅 18 min, 其 PEG 修饰物明显延长 (达

MW 40 kDa) 后血浆中未检出 GAG, 当给予部分解聚

数小时或十多小时), 延长程度与修饰物分子量和修

的海参糖胺聚糖 (DHG, MW 12 kDa) 亦仅有 2% 的给

饰物接枝率有关[50]。

药剂量被胃肠道吸收[37], 磷酸葡聚糖在大鼠仅 0.4%[46];

4.3

即使是寡糖如地黄寡糖中的水苏糖 (一种四聚糖)

的关键所在。文献报道的测定方法有 3 类: ① 预标记

在大鼠十二指肠虽吸收快, 但生物利用度仅 3.82%

[47]

。

多糖的生物分析方法

这是制约多糖 PK 研究

方法 (pre-labeling method), 如银耳多糖 (FITC-125I-

文献 [38] 报道的吸收最好的是六味地黄多糖, 在小鼠

预标记法)[42]、葡聚糖 (荧光素预标记法) 等[48]; ② 生

的口服生物利用度为 35.9%; 多糖的吸收部位主要在

物测定法, 如香菇多糖及其脂质体 (鲎试剂显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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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法)[23], 聚甘酯片 (aPTT 法)[51]; ③ 柱后荧光衍生

时所产生的 PK 行为改变, 它们的联用存在潜在的

HPLC 法, 这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测定生物样品中多

CYP 酶抑制或诱导相关的 PK 药物相互作用。值得提

糖类化合物的方法。如兔血清中海洋硫酸多糖聚甘

出的是已发现几种中药与华法令、地高辛等治疗指数

古酯 [41]的测定, 采用离子排阻柱 Aminex HPX-87H,

低的药物合用易引起不良药物相互作用 [52,

0.005 mol·L

−1

H2SO4 为流动相, 柱后衍生化溶液为

−1

−1

61]

。如丹

参可减慢华法令自体内的消除, 提高 PT/APTT 比值

0.05 mol·L 盐酸胍的 NaOH (0.5 mol·L ) 溶液, 荧

以及 INR, 从而增加出血倾向; 人参与华法令合用可

光检测 (λex 249 nm、λem 435 nm), 线性范围 10～100

使术后患者华法令血药浓度降低, 从而可能出现血

−1

μg·mL ; 其他如小鼠体内六味地黄多糖
内麦冬多糖

[39]

、大鼠血和尿中的 DHG

[38]

[44]

、大鼠体

、小鼠血和

栓形成倾向; 银杏叶和地高辛合用有增加后者中毒
危险, 因前者可使后者 t1/2 延长、AUC 增加[61]。

尿中的硫酸软骨素 [49] 的测定等。荧光衍生化试剂多
为盐酸胍

[43, 44]

或 2-氰基乙酰胺

[49, 50]

中药对 CYP2E1 调控作用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
尽管 2E1 在人肝总 CYP 酶蛋白中含量仅 2% 左右, 但

。

上述方法①尽管灵敏度极高, 但衍生化可致多

与其他 CYP 酶比较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毒理学意义,

糖异构化、降解、构象改变, 因此采用此法时必须证

这是由于 ① 2E1 催化许多前毒物和前致癌物转化为

[42, 46]

; 方法②易

毒物和致癌物; ② 易为乙醇等低分子诱导, 从而使得

受敏感的生化反应的影响, 又缺乏特异性, 从而限制

低水平的暴露即可导致毒化。而很多中药即为这样的

了它的广泛应用; 方法③兼有分离与荧光检测, 故特

前毒物和前致癌物, 又中药活性成分多为小分子, 对

异性高、灵敏度高, 检测限可低至 10～20 ng。预期

2E1 的诱导可导致严重不良反应, 但对 2E1 的抑制可

将成为多糖类化合物生物分析方法的主流。

获得解毒和器官保护, 因而, 2E1 介导的中药−西药以

5

及中药−中药相互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59, 62]。

明预标记对多糖分子及活性无影响

中药 PK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现已表明, 中药 PK 药物相互作用主要由其所含

近年发现不少中药为 2E1 的抑制剂和诱导剂,

化学成分对药物代谢酶以及转运体的抑制和诱导所

但以抑制居多 (表 1), 如从绿茶中提得的茶多酚、从

引起

[52, 53]

。

甘草中提得的异甘草素、从葡萄籽中提得的原花青

5.1

细胞色素 P450 酶介导的中药 PK 药物相互作

素提取物, 能显著抑制 2E1 基因表达、蛋白表达和

用

现已明确, 人肝微粒体中参与药物代谢的细胞

活性表达, 从而使 2E1 介导的底物扑热息痛的肝毒

色素 P450 酶 (CYP 酶) 主要有 5 大类, 其中 CYP1A2、

性产物 N-乙酰-p-苯醌亚胺的生成减少, 而具有很好

CYP2C9、CYP2C19、CYP2D6、CYP2E1 和 CYP3A4

的肝保护作用[63−65]; 又如阿魏酸对 2E1 有抑制作用,

六种亚型参与了近 90% 的药物Ⅰ相代谢, 从而介导

能减弱利福平对 2E1 的诱导作用, 使合用的异烟肼

了大量的药物相互作用。同样, 这 6 种亚型亦参与了
中药的体内代谢, 介导了绝大多数中药药物相互作
用, 已有数篇综述

[52−59]

。而这 6 种亚型中以 CYP3A4

和 CYP2E1 对中药的 PK 药物相互作用最具有重要
意义。

表1

对 CYP3A4 及 CYP2E1 有抑制和诱导作用的常用中草

药和有效成分[53−67]
CYP 酶亚型

抑制/诱导

常用中草药和有效成分

CYP3A4

抑制

槲皮素、山柰素、金雀异黄酮、大豆黄
酮、p-香豆素酸、呋喃香豆素、藁本内

CYP3A4 是 CYP 酶家族中含量最高者, 具有相

酯、阿魏酸、人参皂苷 Rd、光甘草定、

当广泛的底物特异性。不少中草药活性成分如黄酮

五味子提取物、白芷提取物、人参提取
物、葡萄柚汁

类、香豆素类、苷类化合物等是 CYP3A4 的底物; 对

诱导

3A4 可产生抑制和诱导 (表 1), 但多数为抑制作用,

大蒜素、淫羊藿总黄酮、贯叶连翘提取

3A4 的抑制具有重要的毒理学意义, 当与之联用的药
物亦为 3A4 底物时则可产生不良药物相互作用, 故

甘草甜素、金丝桃素、人参皂苷 Re、Rf,
物、甘草、连翘

CYP2E1

抑制

小檗碱、吴茱萸次碱、黄芩苷、汉黄芩
苷、葛根素、水飞蓟素、金雀异黄酮、

3A4 介导的相互作用应予以特别注意。一个典型的

呋喃香豆素、香豆素、东莨菪素、异甘

例子是常用饮料葡萄柚汁因其中所含黄酮和香豆素

草素、茶黄素、阿魏酸、齐墩果酸、甘

类为 3A4 的强抑制剂, 致一名同时服用葡萄柚汁和

草酸、茶多酚、三七总皂苷、白花前胡
总香豆素、红参皂苷、枸杞多糖、葡萄

特非那定 (一种抗组胺药, 3A4 底物) 的患者死于血
药浓度过高导致的心律失常[60]。
近年已有许多研究 [61] 报道了中西药配伍或合用

籽提取物、菊花提取物、姜黄、二陈汤
诱导

藤黄酸、金丝桃素、淫羊藿总黄酮、板
蓝根、大青叶、甘草、乌头

吕

莉等: 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进展

代谢减慢, 毒性代谢物生成减少, 肝毒性降低,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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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 有研究 [75] 发现丹参水溶性成分丹参素

减轻异烟肼与利福平合用对肝脏的损伤 [66] 。2E1 亦

(salvianic acid A, SA) 与熊果酸 (ursolic acid, UA)

可介导有害的中药相互作用, 这可用甘草与甘遂配

均为 OATP1B1 或大鼠同源性 TP OATP1B2 的底

伍——“中药十八反”之一予以说明, 现知这是由

物, 而他汀类药物大多亦为该类摄取性 TP 的底物,

于甘草对 2E1 的诱导促进了甘遂中萜酯 B 等前毒

二者合用将产生相互作用。研究表明, 大鼠灌胃 SA

物转化为毒物所致

[59, 62]

。另外, 发现大青叶可诱导

100 mg·kg−1 或 UA 80 mg·kg−1 后再给以 100 mg·kg−1

CYP2E1 活性, 其诱导机制不是对 2E1 转录的影响,

瑞舒伐他汀, 后者的 Cmax 和 AUC 分别增加 122.59%、

而是通过稳定 2E1 酶蛋白, 减少 2E1 降解和代谢,

163% 和 195%、157.55%, 而 CL/F 降低了 60%、

延长其作用所致, 研究提示如在服用异烟肼的同时

57.84%; SA 与 UA 对瑞舒伐他汀吸收无影响, 但可通

服用大青叶将使异烟肼清除加快、疗效降低、毒性

过对 OATP1B1 的竞争而抑制原代肝细胞对瑞舒伐他

增加
5.2

[67]

。

汀的摄取; 而灯盏乙素与普伐他汀之间可能是通过

转运体介导的中药 PK 药物相互作用

自上世

相互竞争 OATP2 介导的转运通路而发生相互作用,

纪 90 年代以来, 转运体 (transporter, TP) 的研究十

这种通路存在于肝脏对灯盏乙素的摄取中[76]。

分引人注目[52, 59, 68]。现已明确这个被形象地称之为生

5.3

理学看门人 (gatekeeper) 的 TP 在药物体内命运中

向调节

起着和药物代谢酶同等重要的作用, 二者已成为一

年受到关注, 现发现 P-gp 和 CYP3A4 通常有共同的

个统一的药物代谢系统, 共同控制着药物的 ADME,

底物和调控剂, 且二者的组织分布近似, 基因表达的

这个统一的系统已被提议分为 4 个时相, 即 0 相 (TP

染色体位置相近, 其协同作用可增加肠道内的药物

介导的药物摄取)、Ⅰ相 (药酶介导的氧化、还原、

代谢; MRP2 可与Ⅱ相代谢酶 UGT 等产生协同作用,

水解)、Ⅱ相 (药酶介导的合成反应) 和 Ⅲ 相 (TP 介

黄酮类的显著肠首过效应和低口服生物利用度与上

导的药物外排), 0 相和 Ⅲ 相决定了Ⅰ相和Ⅱ相代谢

述协同作用有关[69, 77, 78]。产生药物相互作用的中药大

中药药物相互作用中药酶-TP 的协同作用和双
ATP 依赖性外排 TP 与代谢酶的协同作用近

的药物量 (浓度), 并由 TP 控制[59, 68]。TP 使 PK 迈向

多为 CYP3A4 和 P-gp 的共同底物, 从而介导十分普

了一个新的阶段, 也极大地促进了中药 PK 的研究。

遍和复杂的相互作用; 另外, P-gp 和 CYP 酶均具饱和

TP 体内分布广泛, 对化学药和中药的肠吸收、
[52, 53, 69]

性, 这可能成为某些底物出现非线性 PK 的重要原因。

; 已知许

贯叶连翘 (HPL) 一直被认为温和而安全的抗抑

多中药为 TP 的底物, 因而中药的体内命运与 TP 密

郁天然健康产品而被广泛使用,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

切相关。在众多的药物 TP 中, P-gp (一种重要的 ATP

究表明, 由于其在诱导 CYP3A4 的同时又能够促进

依赖性外排 TP) 介导的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较多,

P-gp 表达而能够与很多药物发生相互作用, 如心脏

组织分布和肝肾清除起着重要作用

[53, 70]

, 现已查

移植手术后使用 HPL 可降低环孢素 A 血药浓度, 引

明相当多的中药活性成分, 特别是黄酮类、香豆素

起器官排斥反应, 与口服避孕药合用出现意外怀孕;

类、生物碱类以及中药单复方能够通过多种不同机制

临床上它还可影响地高辛、茶碱、环孢素、华法令以

它已成为体内药物相互作用的新位点

对 P-gp 发挥抑制和诱导作用, 当与 P-gp 底物联用时

及三环类抗抑郁药、他汀类降脂药、镇痛药、抗 HIV

存在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对此已有一些学者曾相

药 PK 行为, 甚至引发严重不良反应[53, 79]。大蒜可诱

继进行过总结[52, 70, 71] 。近年, 采用大鼠在体单向肠灌

导 CYP3A4 和 P-gp, 合用 HIV 蛋白抑制剂沙奎那韦、

流模型进行研究, 发现 P-gp 抑制剂环孢素 A、地塞

利托那韦可使后者 Cmax 和 AUC 降低, 甚至导致 AIDS

米松和维拉帕米能显著抑制肠上皮 P-gp 对其底物蝙

治疗失败[52]。

蝠葛碱的外排作用, 表现为 Ka、Kapp、P%、吸收量显

某些中药对 P-gp 及 CYP 酶的双向调节使中药药

著提高, 其促吸收作用顺序为地塞米松 > 环孢素 A >

物相互作用变得相当复杂, 成为中药药物相互作用

维拉帕米

[72]

; 还发现 P-gp 以及 MRP2 抑制剂均可

促进芦荟大黄素的肠吸收, 使 Ka、Papp 显著增加

[73]

研究的一个难点。如小鼠单次服用银杏提取物 (GBE)

;

对 CYP2C9 呈抑制, 从而增加了降糖药甲苯磺丁脲

P-gp 对灯盏花素小肠吸收基本无影响, 而 MRP2 可将

的降糖作用, 但长期服用 GBE 则呈诱导作用, 结果

吸收的灯盏花素从肠上皮外排至肠腔, 从而降低灯

反而降低了甲苯磺丁脲的降糖作用[80]; 槲皮素、贯叶

盏花素的吸收, MRP2 抑制剂使灯盏花素的 Papp 显

连翘等在低水平暴露 (低剂量、短时间) 对 P-gp 和

著增加

[74]

。除外排性 TP 外, 摄取性 TP 亦介导中药

CYP 酶显示抑制, 但高水平暴露 (高剂量、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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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产生诱导作用[71]。因此, 在研究中药药物相互作用

学、网络药理学、代谢组学等, 从而使中药 PK 取得

时不仅要考虑到合用的药物,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

突破性进展。

它们的剂量、服药途径、给药频率、给药时间甚至有
效血药浓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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