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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小毒性检测的中药注射剂质量波动及安全风险预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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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注射剂具有成分复杂 、批间变异度大以及综合毒性 、微小毒性 、毒性物质及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等特点, 急需在现行的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其质量一致性和临床应用风险的防控水平。
Microtox (微毒) 技术是以一种非致病的发光细菌为指示生物, 以其发光强度的变化为指标, 测定环境中有害有毒物
质的一种简单、
快速的生物毒性检测手段。基于生物检定原理和原则, 本文对 Microtox 技术应用于中药注射剂微小
毒性检测的原则、内容、应用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综述, 以期作为一种新的生物活性检定方法用于中药注射剂的质
量波动检测及安全风险预警, 提高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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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ject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ten contains multiple components including undefined
toxic substances, can have high variability between batches, with undefined mechanisms of action.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and reduce the toxicity ris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icrotox
technology is a simple, rapi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toxic substance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uses non-patho‐
genic luminescent bacteria as an indicator, and the change in luminosity as an index. Using this bioassay we have
systematically applied Microtox technology for the detection of microtoxicity in inject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 new method of bioactivity characterization, Microtox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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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是指药材 (饮片) 经提取、纯化后制成

备的生物发光光度计“Microtox”。自此这一急性毒性

的供注入体内的溶液、乳状液及供临用前配制成溶液

测试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因此人们也将发光

的粉末或浓溶液的无菌制剂。中药注射剂突破了中药

菌毒性测试称为 Microtox 测试。

传统的给药方式, 具有疗效确切、生物利用度高、作用

赵军宁研究团队依托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

迅速等特点, 尤在急救及抢救重症病人等方面有着独

数据平台, 和相关企业合作, 对 10 余家中药注射剂生

特作用 。中药注射剂是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

产企业的多种高风险中药注射剂 Microtox (微毒) 技术

果, 我国最接近“重磅炸弹”式药物的中成药大品种前

质量控制的技术方法、技术路线、关键问题以及应用

十个品种里中药注射剂占据了 7 席, 前两名都是中药

范围等进行了全面研究, 系统研究中药注射剂对发光

[1]

[2]

注射剂 。与此同时, 中药注射剂存在成分复杂、批间

细菌发光强度影响的药效-毒性效应谱、剂量-反应曲

变异度大、风险可控性差等特点, 数据显示 90% 左右

线和剂量-时间-反应关系, 采用半数抑制浓度 (50%

的中药严重不良反应和预警信号与注射剂型相关。尽管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参比毒性等综合指标客

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观比较微毒技术评价结果与传统毒性评价方法及临床

Administration, NMPA) 对中药注射剂制定了近乎严苛

研究结果的差异, 分析各方法的优势及不足; 探讨该方

的质量控制检测项目, 但仍然难以高效发现与预测中

法作为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的适用性, 为高风险中药

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 导致即使符合中药注射剂现行

新药创制质量控制、风险预警和临床安全用药提供了

的质量控制方法检测要求的中药注射剂在临床应用时

支撑。

仍会出现较多问题。

2

鉴于中药注射剂复杂体系和现有测试方法尚难高
效测试其质量的现状, 赵军宁研究团队基于 Microtox

中药注射剂微毒 (Microtox) 生物检定原则和内容

2.1
2.1.1

基本原则
符合药理学研究基本原则

(微毒) 技术开发了一种能够反映中药注射剂特点的早

目前建立的方法符合药理学研究随机、
对照、
重复

,并

的基本原则, 具备简单、
准确、
快速等特点, 有明确的判

期、灵敏、快速、可靠的新技术平台和方法体系

[3-8]

依托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平台, 在中药注

断标准。

射剂重点关注品种及其主要毒性风险信号、不良反应

2.1.2

发生率研究基础上, 探讨建立和完善中药注射剂等高

品种选择合理
选择开展生物评价的中药注射剂应有明确的功能

风险品种的体外质量控制快速评价关键技术, 探讨解

主治和适应症。

决现有高风险中药注射剂生物评价及检测方法难以控

2.1.3

制其风险的难题, 实现高风险中药注射剂毒性参数的

方法科学可靠
优先选用生物效价测定法, 不能建立生物效价测

定量化表征, 提高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和安全性评价

定的品种可考虑采用生物活性限值测定法。

的可靠性。

2.2

1

2.2.1

Microtox 测试的技术原理

实验条件
实验系的选择

Microtox 技术是以一种非致病的发光细菌 (lumi‐

选择费氏弧菌作为生物活性测定的试验系。所选

nescent bacteria) 作指示生物, 以其发光强度的变化为

费氏弧菌符合国际标准 ISO11348:2007 的非致病性发

指标, 测定环境中有害有毒物质的一种简单、
快速的生

光细菌, 具有背景资料清楚、影响因素少、检测指标灵

物毒性检测手段。发光细菌是一类在生理条件下能够

敏和成本低廉等特点, 且检测速度较快。

发射波长 450～490 nm 可见荧光的革兰阴性菌 , 其发

2.2.2

[7]

机、有机毒物、抑菌、杀菌物等物质时, 其细胞膜、酶及

供试品的选择
选择工艺稳定、
质量合格的中药注射剂, 至少 3 批。

光强度在一定条件下是恒定的。当发光细菌接触到无
2.2.3

标准品或对照品选择
空白对照品选择复苏稀释液 (主要成分为 3% 氯

细胞质的结构会发生改变, 导致其发光强度发生改变。
发光强度变化与接触物质毒性呈相关关系, 毒性越强,

化钠), 毒性对照品参照国家标准 GB/T 15441, 可选择

发光抑制率越高。通常认为外来受试物通过下面两个

氯化汞作为毒性对照品。由于氯化汞毒性较大, 亦可参

途径抑制细菌发光: ① 直接抑制参与发光反应的酶类

照 Wang等[9]的实验研究, 选择硫酸锌作为毒性对照品。

活性; ② 抑制细胞内与发光反应有关的代谢过程 (如

2.3

细胞呼吸等)。发光细菌毒性测试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2.3.1

实验设计
设计原理

后兴起的一种微生物监测环境污染及检测污染物毒性

基于费氏弧菌相对发光强度与中药注射剂组分总

的新方法。1978 年美国 Beckman 公司即推出功能完

浓度呈显著负相关, 因此可通过生物毒性测试仪测定

鄢良春等: 基于微小毒性检测的中药注射剂质量波动及安全风险预警研究进展

相对发光强度 ( % ) =

样品相对发光强度, 以此表示供试品的急性毒性水平。
2.3.2

硫酸锌管或供试品管的发光量 ( mV )

设计类型

CK管的发光量 ( mV )

实验设计空白对照组 (复苏稀释液)、中药注射剂

( 重复1 ) % + ( 重复2 ) % + ( 重复3 ) %
3

剂量设计
中药注射剂供试品及硫酸锌浓度的设计应先做探

测试验, 确定 1%～100% 相对发光度对应的供试品浓

× 100%

(1)

相对发光度 ( % ) 平均值 =

供试品组和毒性对照组 (硫酸锌溶液)。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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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2)

半数抑制浓度 (IC50)
IC50 指费氏弧菌发光强度降低一半时对应的中药

度范围, 再在该浓度范围内增配 7～10 个浓度。

注射剂供试品浓度。GB/T 15441-1995 以相对发光强度

2.3.4

的平均值 (%), 见公式 (1), (2) 及样品质量浓度 (mg·L-1)

测定方式
供试品溶液与费氏弧菌反应 10～15 min 后测定

发光强度, 每个样品设 3 个平行管。
2.3.5

指标选择

效应曲线等指标。

反映发光反应的核心—荧光素酶动力学的变化规律,
故 ISO 标准中通过引入 fkt , 见公式 (3), 这一相对恒定

方法学验证

2.4.1

发光强度随时间的延长呈下降趋势, 因此, 这既不能消
除发光菌自身发光强度的变化所产生的误差, 也不能

选择相对发光强度、IC50 、标准毒物参比值、浓度2.4

拟合二元一次线性方程来计算 IC50。由于费氏弧菌的

的发光系数来校正该误差, 就显得更为合理[12]。

测定方法影响因素考察
考察时间、
温度、
pH 值等测定方法影响因素, 确定

最佳试验条件, 以保证试验方法的专属性和准确性。

fkt = Ikt / I0

(3)

D = (fkt ± fkt) / fkt × 100%

(4)

Ict = Ic × fkt

(5)

Ht = (Ict − It) / Ict × 100%

根据考察结果, 规定方法的误差控制限值或对统计有
效性进行说明。前期对费氏弧菌、明亮发光杆菌和青

(6)

I0 为对照管发光菌初始发光强度, Ikt 为对照管发

海弧菌均进行了方法学考察[10,11], 结果表明, 费氏弧菌

光菌与复苏稀释液接触一定时间后的发光强度, fkt 为

体系更适合中药注射剂研究, 该试验体系最佳试验条

发光系数。D 为发光系数的均值偏差, fkt 为 2 个平行

件为: 检测时间为 10～15 min, 温度 15～25 ℃, pH 值

管 fkt 的平均值。Ict 为样品管发光菌初始发光强度的校

范围为 4.0～8.0, 菌液体积 50～100 μL。

正值, Ic 为样品管发光菌初始发光强度。It 为样品管发

2.4.2

光菌与样品接触一定时间后的发光强度, Ht 为样品对

精密度考察

2.4.2.1

重复性

按确定的测定方法, 至少用 3 批供试

品、
每批重复 3 次或同批供试品进行 6 次重复测定试验

发光强度的抑制率。
3.1.3

后对结果进行评价。前期研究表明, 重复性试验的相

标准毒物参比值
Xiong 等[10] 在最优检测体系条件测得 ZnSO4 对费

对标准偏差小于 15%。

氏弧菌 CS234 的 IC50 值为 19. 90 mg·L-1。在每批样品

2.4.2.2

测定时, 因同时测定了 ZnSO4 的 IC50 值, 故可计算供试

中间精密度

考察实验室内部条件改变, 如:

不同人员、不同仪器、不同工作日和实验时间等, 对测

品与硫酸锌比值, 判定供试品的相对毒性大小。

定结果的影响, 至少对同实验室改变人员进行考察。

3.1.4

前期研究表明, 中间精密度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15%。
2.4.2.3
2.4.3

重现性

应在 3 家以上实验室能够重现。

方法适用性考察
按已建立的生物活性测定方法和剂量对 10 批以

浓度-效应曲线
同一样品具有相对固定的浓度-效应曲线图形, 除

中药注射剂以外, 其他中药提取物亦是如此[13,14]。当
曲线图形发生变化时, 如左/右移, 上/下移, 曲线形态
变化等, 均提示供试品质量发生了变化。两种中药注

上产品进行测定, 以积累数据, 考察质量标准中该测定

射剂的浓度-效应曲线图见图 1。

项目的适用性。已经完成 10 批以上样品检测的中药

3.2

注射剂有鱼腥草注射液、红花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参

中药注射剂质量波动评价
Zheng 等[15]以费氏弧菌作为测试菌种对同一生产厂

附注射液、
参麦注射液、
生脉注射液。

家的 3 个批次鱼腥草注射液进行质量控制检测。结果

3

发现, 3 个批次鱼腥草注射液的 IC50 值分别为 51.62%、

中药注射剂微毒 (Microtox) 生物检定应用范围

3.1
3.1.1

中药注射剂微小毒性定量参数表征
相对发光强度
相对发光强度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48.26% 和 41.69%, 批 间 差 异 无 显 著 意 义 (P>0.05)。
Luo 等[16] 对同一厂家 9 个批次参附注射液进行质量控
制检测发现, 9 个批次参附注射液的 IC50 值无显著性差

· 2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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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of two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异 (P>0.05), 平均值为 41.07%, 标准偏差 1.74%, 相对

3.3

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风险预警

标准偏差 4.25%。研究表明, 这两个厂家的两种中药

对同一厂家临床出现不良反应和未出现不良反应

注射剂不同批次之间质量波动性较小, 生产工艺控制

的各 10 个批次的中药注射剂 B 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发

力较强。

现, 临床出现不良反应样品的 IC50 值为 5.12% ± 0.58%
在对不同生产厂家所生产的各 3 个批次

(4.22%～6.30%), 临床未出现不良反应样品的 IC50 值

红花注射液以费氏弧菌为测试菌种, 进行质量控制检

为 6.46% ± 1.19% (4.80%～8.85%),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

测发现, 在最优检测体系条件下不同生产厂家 A、B、C

著意义 (P<0.05)。

Luo 等

[17]

成品的 IC50 平均值分别为 3.36%、5.58%、4.33%, 具有

中药注射剂 B 的浓度-效应曲线图见图 3。由图 3

显著性差异 (P<0.05)。提示红花注射液成品生物学检

可见, 出现不良反应样品的浓度-效应曲线发生左移。

测标准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应用 Microtox 技术检

4

总结

测红花注射液综合毒性并用于控制不同厂家成品质量

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控制是中药注射剂临床安全性

波动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类似的结论在生脉注射

和有效性的保证。目前, 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控制方法

液、参麦注射液和银杏内酯注射液质量控制检测时均

主要有通则检查、
常规安全性检查、
含量测定和化学指

得到验证

[18-21]

。

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等。常规检查的局限性在于缺乏专

在对两个厂家各 10 个批次的中药注射剂 A 进行

属性、
灵敏性, 且化学指纹图谱对于一些难以用常规色

质量控制对比研究时发现, 厂家甲的 IC50 值为 (34.58 ±

谱或光谱检识的物质无法控制, 化学成分含量变化难

12.24) % (20.63%～51.62%), 厂家乙的 IC50 值为 (56.00 ±

以评价中药注射剂疗效或毒副作用, 且存在被勾兑的

50.82) % (17.84%～177.40%), 结果表明, 厂家甲中药注

危险。表观化学信息的重现, 导致对样品质量合格与

射剂 A 批间差异波动较小, 质量较稳定, 厂家乙中药注

否的误判, 其潜在风险更大[22]。质量控制的常规检测

射剂 A 批间差异波动较大, 质量不稳定。

多以理化指标检测为主, 而对综合质量的考虑较少。

两个厂家的中药注射剂 A 的浓度－效应曲线图见

生物检定已逐步成为中药质量控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

图 2。由图 2 可见, 厂家乙中药注射剂 A 该批次原溶

一, 是生物医药科学研究中认识事物本质和特征的重

液 (100% 浓度) 对费氏弧菌的抑制率不达 50%, 与均

要方法之一, 尤其适用于作用机制不完全明晰、
成分组

值偏差较大, 属于有明显质量问题的批次。

成复杂的中药注射剂的检定[23]。

Figure 2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A in two factories. A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A from manufacturer A; B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A from manufactur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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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with and without adverse rea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B from the same factory.

A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with adverse reaction sample; B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effect curve without adverse reac‐
tion sample

Microtox (微毒) 技术引入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检
测的特点与优势有以下几方面

[24]

: ① 以发光细菌为试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12, 6: 64-65.
[3]

hensive toxicity of Houttuynia cordata injection test method:

验系, 是对中药注射剂质量进行综合检测的一种生物
检定方法; ② 参照国际和国家标准, 具有操作简单、
结
果可靠、
检测快速等优点; ③ 单次检测细菌数量大, 多

CN, ZL 201310369652.8 [P]. 2016-02-17.
[4]

Zhao JN, Yan LC, Zhu YN, et al. A rapid biological test method
for comprehensive toxicity of Carthamus tinctorius injection:

达数百万个, 个体差异可忽略不计, 结果重复性好; ④ 可
采用 IC50 、标准毒物参比值、浓度-效应曲线等多个毒

Zhao JN, Yan LC, Zheng XQ, et al. A rapid detection of compre‐

CN, ZL201410113782 . X [P]. 2016-08-17.
[5]

Zhao JN, Yan LC, Zheng XQ. A biological test method for rapid

性参数表征中药注射剂的特点; ⑤ 中药注射剂可直接

detection of comprehensive toxi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用于试验, 无需专门制备受试样品; ⑥ 可用于不同批次

medicine injection: CN, ZL201310210195.8 [P]. 2016-12-28.

中药注射剂质量差异测定及不良反应样品的初筛。

[6]

synthetic

中药注射剂存在以下情况时不宜应用 Microtox
[7]

论证会上已达成共识, Microtox (微毒) 技术不仅可同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N,

Zhao JN, Xiong JY, Yan LC, et al. A Micrtox assay for determina‐
[P]. 2016-04-27.

[8]

Zhao JN, Yan LC, Sun Y. The invention discloses a quality con‐
trol method for ginkgolide injection: CN, 201810415895.3 [P].

时获得多个定量参数, 如 IC50 、标准毒物参比值、浓度效应曲线等, 还可作为药物毒效生物指纹图谱, 又可以

of

tion of certain drugs Quality control method: CN, 201610271016.5

仪器色度校正范围时。
2014 年 2 月在国家药物不良反应中心组织的专家

toxicity

ZL201410115374.8 [P]. 2017-04-12.

(微毒) 技术进行质量控制检测: ① 中药注射剂的 pH
值低于 4 或高于 8 时; ② 中药注射剂的颜色太深, 超出

Zhao JN, Yan LC. A biological test metho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2017-05-05.
[9]

Wang LS, Wei DB, Hu HY. Optimization of toxicity test condi‐

测试其毒性效能和效强, 综合表征药物毒性特点, 更可

tions for luminescent bacteria and corresponding toxicity refer‐

以作为质量控制和风险预警的灵敏指标。尽管如此,

ence with [J]. Res Environ Sci (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2004, 17: 61-

作为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有益补充的 Microtox (微毒)
技术仍存在一些亟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的地方, 比如: 专
用试剂和专用仪器的开发; 扩大样品量, 针对每个中药
注射剂品种制定生物活性限值; 与现行质量控制方法、
临床不良反应相关性和波动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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