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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謝組學主要運用核磁共振譜（NMR）、氣相色譜-質譜（GC-MS）、液相色譜-質譜（LC-MS）等高通
量、高分辨、高靈敏的先進技術，定性定量分析生物體在不同時點（如藥物干預前後）內源性代謝組（Metabonome）
小分子產物的變化；也可分析外源性藥物分子在體內的代謝變化及其對生物體代謝的影響，從而揭示生物代謝
網絡在疾病和藥物影響下的變化規律。目前代謝組學技術已應用於中藥的藥效學、藥理學和毒理學等方面的研
究。附子類中藥在關臨床上應用廣泛但易導致毒副反應。本文介紹了近年對附子類中藥進行代謝組學研究的進
展。 

 

[關鍵詞] 附子；附子類中藥；代謝組學研究；綜述 
【Abstract】Metabolomics mainly applie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NMR),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and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ith high-throughput, high-resolution and high-sensitivit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ndogenous metabonome changes or drug molecules and their roles in metabolic processes. It is a 
valuable research wayto reveal the biological metabolic netwo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s and drugs. In 
recent years metabolomics has been applied to pharmacodynamics,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onite Chinese medicin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s but easy to cause toxic 
effects. In this paper, the progress of metabolomics researches on Aconite Chinese medicines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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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組學（Metabonomics）是系統生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繼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後新興的一種組學

方法。代謝組學主要運用核磁共振譜（NMR）、氣相色譜-質譜（GC-MS）、液相色譜-質譜（LC-MS）等高通
量、高分辨、高靈敏的先進技術，定性定量分析生物體在不同時點（如藥物干預前後）內源性代謝組（Metabonome）
小分子產物的變化；也可分析外源性藥物分子在體內的代謝變化及其對生物體代謝的影響，即藥物代謝組學
（Pharmacometabolomics）；從而揭示生物代謝網絡在疾病和藥物影響下的變化規律。目前代謝組學技術已
應用於中藥的藥效學、藥理學和毒理學等方面的研究，因其優勢突出而倍受關注。附子類中藥在臨床上應用廣
泛但易導致毒副反應。本文介紹了近年對附子類中藥進行代謝組學研究的進展。 

 

1 附子類中藥的藥效評價研究 
「寒者熱之」是中醫基本治則之一。附子作為熱性中藥的代表，臨床上主要用於寒證的治療。鑒於寒證多

因外感寒邪所致，徐氏等在負10±2℃的環境條件下餵養大鼠，造成了「寒淫」致病的病理模型；並基於《內經》
中「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的治法，選用單味附子進行干預。以附子水煎液2 ml每天灌胃1次（含量
0.6 g生藥，相當於成人每日口服劑量的10倍），連續3周；同時，採用HPLC-MS代謝組學技術對「寒淫」致病
大鼠及附子干預的代謝組產物進行了分析。結果在模型組和給藥組之間發現55個差異代謝產物，涉及18條生物
學過程。提示「寒淫」致病對機體影響顯著；中藥附子對「寒淫」病體有促進其代謝恢復平衡的作用。作者認
為附子能促進蛋白質、糖、多肽、氨基酸等代謝過程，增強花生烯酸代謝、鈣信號傳導通路、ABC 轉運蛋白等
生物學過程，參與炎性反應和細胞的增殖、分化、凋亡等信號轉導過程，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1]。 



 

2 附子類中藥的毒性評價研究 
附子類中藥應用不當容易導致毒副反應。近年在香港人群中服用附子的「中毒事件」也屢見報道，但迄今

臨床尚無服用附子類中藥時進行安全性監控的實用指南。Zhang氏應用液相色譜-電噴霧-多級質譜（LC-ESI-MS）
方法，對服用川烏和草烏後出現毒性反應的患者進行尿液樣本的分離鑑定；首次在人尿樣本中鑑定出烏頭鹼、
中烏頭鹼、次烏頭鹼、苯甲醯烏頭鹼、苯甲醯美沙烏頭原鹼、苯甲醯烏頭鹼、16-O-脫甲基烏頭鹼和16-O-脫甲
基烏頭酸等成分，並分析了烏頭類生物鹼的體內代謝途徑；為法醫學鑑定烏頭類生物鹼中毒提供了藥化參考 
[2]。 

Li氏等將20隻雄性Wistar大鼠分成4組，除對照組外另3組每天分別口服高或中或低劑量（88.1、35.6和17.6 
g/kg/天）黑順片水提液共14天。收集每24小時尿液和最後一天的血漿樣品用於NMR代謝組學分析，探討黑順片
的體內代謝特徵和毒理作用機制，並尋找其潛在的生物標靶。結果在服藥早期高劑量和中劑量組可觀察到牛磺
酸和三甲胺-N-氧化物（TMAO）的尿排泄減少，而檸檬酸鹽、2-氧戊二酸鹽（2-OG）、琥珀酸鹽和馬尿酸鹽增
加；後期因累積效應，尿排牛磺酸增加以至實驗末期反高於對照組水準。實驗表明，高或中劑量的黑順片水提
液可以引起大鼠代謝的顯著變化，並對心臟和肝臟產生毒性；黑順片水提液對大鼠心臟的毒性作用具有劑量依
賴性[3]。 

烏頭生物鹼包括烏頭鹼、中烏頭鹼、次烏頭鹼等是附子類中藥中的主要有毒成分。為了提供安全使用附子
的指南，Sun氏等通過綜合應用NMR和GC/TOF-MS兩種代謝組學分析技術，觀測了烏頭生物鹼引起大鼠的代謝
組變化。36隻雄性Wistar大鼠分成4組，分別給予單次劑量的烏頭鹼（2.54 g/kg），中烏頭鹼（3.57 g/kg），
次烏頭鹼（13.63 g/kg）或溶媒（酸化水）作為對照組。用藥後分別於6、12小時和1、2、3、4、5、6、7天收
集尿樣，第7天處死大鼠取血樣進行代謝組學分析。結果顯示藥後6小時的代謝組變化最大；各用藥組尿樣中葡
萄糖，乙酸鹽，二甲基甘氨酸、琥珀酸鹽和丙氨酸等升高；而肌酐、檸檬酸鹽、2-氧戊二酸鹽、N-乙醯化代謝
物和TMAO等低於對照組；提示藥後24小時內腎小管功能已受干擾。烏頭鹼組的代謝組變化比中烏頭鹼和次烏
頭鹼組更顯著，提示不同生物鹼的毒性作用不同。血漿樣品分析顯示烏頭鹼和中烏頭鹼組的乳酸鹽、丙氨酸和
脂質等升高；而葡萄糖、β-羥基丁酸鹽和肌酸水準等低於對照組和次烏頭鹼組。由於各組具有顯著變化的代謝
物數目不同，提示各生物鹼的急性毒性機制可能存在差異[4]。 

Sun氏等另文報導使用GC/TOF-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檢測Wistar大鼠給予上述不同烏頭生物鹼後血漿樣
品的代謝組變化。結果在測得的化合物中鑑定出36種代謝物。通過使用t檢驗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對比了對照
組和各用藥組之間的代謝差異；結果顯示兩組血漿樣品間有27種代謝物顯著不同。所有用藥組中穀氨醯胺和肌
酐的血漿水準顯著降低，表明烏頭生物鹼引起心臟和肌肉功能受損。次烏頭鹼組中22種代謝物的血漿水準顯著
降低，而在烏頭鹼和中烏頭鹼組中分別僅觀察到8和13種代謝物顯著降低；提示烏頭生物鹼可引起大鼠的代謝紊
亂，次烏頭鹼的毒性和相應的機制與烏頭鹼和中烏頭鹼的不同[5]。 

王氏等研究烏頭鹼急性毒性作用下對大鼠糞便樣品中的代謝譜的變化。將Wistar大鼠隨機分為給藥組（10
只）、對照組（5只），給藥組按照2.54 mg/kg的劑量給予烏頭鹼灌胃，對照組給予同體積飲用水，採集給藥6
小時後的糞便樣品，處死大鼠後採集心臟、肝臟、腎臟，並計算臟器係數。使用NMR代謝組學分析技術檢測糞
便的代謝物譜，應用模式識別技術對積分資料進行正交偏最小方差判別分析（OPLS-DA）及皮爾森相關分析，
並進一步對差異代謝物使用MATLAB軟件做相關係數圖分析。結果給藥組大鼠的臟器係數相對於對照組出現不
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心臟、肝臟差異顯著。NMR分析發現糞便中短鏈脂肪酸、氨基酸、單糖、三羧酸循環中間
體及嘧啶和嘌呤類等40餘種代謝產物。與對照組大鼠相比，給藥組大鼠的糞便中α-氨基戊酸、谷氨酸、苯丙氨
酸的含量出現顯著降低；提示烏頭鹼對大鼠腸道菌群產生毒性作用，使腸道菌群代謝及分解胃腸道食物的能力
下降，導致代謝產物含量發生了變化。分析其代謝通路還發現，烏頭鹼通過影響腸道菌群造成大鼠體內氨基酸
及能量代謝異常，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要臟器的損傷[6]。 



謝氏等以BeWo細胞建立體外胎盤模型，採用GC-MS/MS代謝組學方法，研究烏頭鹼及其代謝產物苯甲醯
烏頭原鹼的生殖毒性機制。收集不同時點（0、6、12、24、36小時）藥物干預後的BeWo細胞裂解液，通過正
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別分析（OPLSDA）顯示，BeWo細胞內代謝物在藥物干預後呈動態變化。進一步通過變數
重要性投影（VIP）值和單因素方差分析篩選差異性代謝物，最終鑒定出脯氨酸、甘氨酸、蘇氨酸、谷氨酸、穀
氨醯胺、乙醯穀氨醯胺、賴氨酸、組氨酸、葡萄糖、半乳糖、琥珀酸共11個差異性代謝物。經Metaboanalyst
分析，主要涉及穀氨醯胺和谷氨酸代謝，甘氨酸、絲氨酸和蘇氨酸代謝，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謝，賴
氨酸降解，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組氨酸代謝等6條代謝通路。實驗結果表明，烏頭鹼和苯甲醯烏頭原鹼主要通
過影響氨基酸代謝對BeWo細胞產生生殖毒性作用[7]。 

 

3 附子類中藥的複方配伍研究 
中藥複方應用的根本目的在於增效與減毒。《傷寒論》中的四逆湯由附子、甘草（炙）、乾薑組成。李氏

等建立了體外H9c2心肌細胞缺血-再灌注損傷（MI-ＲI）模型，採用GC-MS代謝組學技術檢測了正常對照組、
MI-ＲI模型組、四逆湯組和缺甘草四逆湯組的細胞培養液。經對資料進行多元統計分析，得到17個代謝標誌物
（指認15個），並對其相對含量及代謝途徑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四逆湯中附子配伍甘草增效解毒機制是通過調
節糖酵解、脂質代謝、三羧酸循環和氨基酸代謝中氮的代謝等代謝途徑得以實現的。研究也證明四逆湯與缺甘
草四逆湯對MI-ＲI模型的心肌細胞均具有明顯的保護作用，而且四逆湯組保護作用更加顯著[8]。 

李氏等還應用GC-MS代謝組學方法，分析了四逆湯和缺甘草四逆湯干預後的血漿內源性代謝物變化，研究
四逆湯中甘草對附子的減毒作用。將18只SD大鼠隨機分為正常組、四逆湯組和缺甘草四逆湯組。四逆湯組和缺
甘草四逆湯組分別每日1次灌服中藥液0.02 mL/g（生藥濃度為0.8 g/mL），連續7日；正常組灌服等量生理鹽水。
末次給藥後0.5小時收集血漿樣本，應用GC-MS檢測，資料進行多元統計分析，得到14 個潛在代謝標誌物（指
認13個），並對其相對含量及代謝途徑進行了分析。推測四逆湯中甘草可能通過調節附子對糖酵解、脂質代謝、
三羧酸循環和部分氨基酸等生物代謝途徑的影響，減低附子之毒性[9]。 

參附湯由人參和附子組成。He氏等將40只Wistar大鼠隨機分為對照組、人參水提液組、附子水提液組和人
參加附子水提液組等，除對照組外各組每天分別灌服中藥水提液（20 g/kg）共3天，採集血清樣品；用
UPLC-Q-TOF/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探討人參和附子二藥的協同效應及其代謝變化。數據處理使用MarkerLynx 
XS軟件。在參附湯樣品中共有19個人參皂苷和16個生物鹼被檢出。當人參和附子二藥合用時，單酯二萜生物鹼
的吸收增加。這可能是二藥合用從而增效的組方依據之一[10]。 

該研究組另報導應用UPLC-Q-TOF/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觀測人參與附子配伍對大鼠血清中內源性標記
物的影響，旨在發現人參對附子減毒作用的內源性標靶及其分子機制。連續7天給予雄性Wistar大鼠不同配伍的
中藥水提液20 g/kg，收集血清，通過主成份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判別法分析參附配伍對內源性代謝組的影響。結
果顯示參附合煎液組的血清中谷胱甘肽、磷脂醯膽鹼、檸檬酸含量下降，同時抗壞血酸、尿酸、D-半乳糖、色
氨酸、L-苯丙氨酸等的含量上升。說明參附合煎液中的附子可對心臟產生毒性影響；檸檬酸、谷胱甘肽、磷脂
醯膽鹼、尿酸等可作為附子造成心臟毒性的潛在觀測標靶。人參與附子配伍可以減輕附子的心臟毒性，體現了
參附配伍減毒的科學性[11]。 

該研究組還觀測了參附配伍對大鼠尿液代謝組學的影響，旨在從尿液中發現參附配伍作用的內源性
標記物，從內源性代謝組角度解釋參附配伍的作用規律。連續7天給予雄性Wistar大鼠不同配伍的參附水
煎液20 g/kg，收集尿液，應用UPLC-Q-TOF/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判別法分
析參附配伍對內源性代謝物的影響。結果表明參附煎液合併組與參附合煎液組相比，泛醌、馬尿酸的含
量下降，甲硫氨酸含量上升。提示附子所造成的心臟毒性和影響線粒體功能有關；參附配伍可以減輕附子
的毒性；其可能通過調節氧化還原反應來發揮減毒作用[12]。 

 



4 附子類中藥的炮製加工研究 
傳統中藥的炮製方法對附子類中藥的減毒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由於尚未建立敏感而可靠的標靶，既往

對附子類生藥與炮製品之間的代謝組學特徵並不明確。Wang氏應用UPLC-Q-TOFHD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結合
IPA等分析方法，系統探討了川烏和附子生藥與炮製品間的代謝組和代謝途徑差異。將雄性Wistar大鼠分為9組
包括對照組、生川烏或製川烏高或低劑量組（0.027或100 g/d）、生附子或製附子高或低劑量組（0.108或100 g/d）
等，收集各組血樣進行分析。結果提示川烏和附子可引起明顯的心臟毒性；川烏和附子經炮製可以減毒；該研
究成功地識別了數個與川烏和附子炮製減毒相關的關鍵性生物標誌。此外，IPA分析表明川烏和附子的毒性作用
與影響神經鞘脂代謝，甘油磷脂代謝，氨醯-tRNA生物合成和色氨酸代謝等有關；而炮製方法可通過調節神經
鞘脂代謝和甘油磷脂代謝來解毒[13]。 

李氏等觀測了製附片在煎煮過程中化學成分群的變化規律，探討製附片的合理煎煮時間。利用
UHPLC-Q-TOF/MS代謝組學分析技術，對不同煎煮時間的製附片化學成分群進行數據分析，結合多元統計分析
進行處理，發現並鑒定出隨煎煮時間變化有顯著差異的化合物，並對其變化規律及毒性進行綜合分析。結果經
偏最小二乘判別分析（PLS-DA）法及t檢驗篩選得到15個差異化學標誌物；通過分析4小時內不同成分的變化規
律發現，製附片煎煮過程中尼奧林等眾多酯性生物鹼並不受熱水解；成分變化主要是單酯型生物鹼向醇胺類原
鹼的轉變；而雙酯型生物鹼的水解是次要的。建議臨床使用製附片，若以鎮痛抗炎為主，常規煎煮0.5小時即可；
若以強心為主，還需要對單酯型生物鹼與醇胺類原鹼的強心活性進行系統比較，才能進一步確定久煎的必要性
[14]。 

 

5 結語 
代謝組學提供了一種可對機體內源性代謝組分和藥物干預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綜合性分析的先進方法。

其方法學特點和應用優勢與中醫藥理論體系的整體觀念以及中藥及其複方「多組分-多靶點」的整合調節模式相
近似。可以預見代謝組學和藥物代謝組學將為闡明中醫「辨證論治」的個體化治療規律，以至揭示中藥複方的
複雜機理等研究難題提供更為強大而實用的分析技術[15]。本文綜合的研究資料表明，近年應用代謝組學的分析
方法對附子類中藥進行藥化、藥效、藥理、毒理、炮製等多方面實驗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以此為基礎
進一步在附子類中藥干預所引起的機體代謝組變化中明確關鍵標靶，無疑有助於為臨床應用附子類中藥，特別
是監控其毒副反應，建立實用的標準和指南。（本文獲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配對項目40-48-095和香港浸會
大學研究項目FRG2/14-15/095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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