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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活性成分抗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病变分子机制的网络药理学阐述

黎永华 1，冯  强 1，谭仁霆 1，黄世福 1，邱金龙 1，尹  恒 2

文题释义：
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是一个在生物信息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本体，它涵盖生物学的3个方面：细胞组分、分子功能、生物过程。
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 ：是了解高级功能和生物系统(如细胞、 生物和生态系统)，从分子水平信息，尤其是大型分子数据集生
成的基因组测序和其他高通量实验技术的实用程序数据库资源， 由日本京都大学生物信息学中心的Kanehisa实验室于1995年建立。KEGG
是国际最常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之一，以“理解生物系统的高级功能和实用程序资源库”著称。

摘要
背景：研究显示杜仲有效成分存在抑制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生长的作用，但杜仲对膝骨关节炎病变过程的滑膜炎症病变作用的分子机
制目前尚不明确。
目的：基于中药网络药理学理论与生物信息学研究方法，探讨中药杜仲治疗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的可能分子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TCMSP)筛选杜仲有效活性成分并预测其作用的疾病靶点。下载基因表达数据库(GEO)中关
于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的基因芯片数据，筛选获得差异表达基因，与杜仲活性成分作用的靶点基因取交集获得目的靶点基因。利用
CytoScape软件构建杜仲-活性成分-靶点基因调控网络；使用STRING网站对靶点基因进行蛋白互作网络构建分析，筛选其中关键基因；利
用R语言Bioconductor程序包对靶点基因进行基因本体论(GO)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信号通路分析，筛选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的生物学过程或信号通路展开进一步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筛选获得杜仲的21个有效活性成分，包括丁子香萜、杜仲甙、杜仲脂素A、槲皮素等，作用于25个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
病变靶点基因(7个上调基因、18个下调基因)；②靶点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因子活性、细胞因子受体结合、激活转录因子结合等生物学过
程；③杜仲有效活性成分可能通过调控白介素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细胞趋化因子8等关键基因的表达，进而调控靶点基因所在的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核因子κB信号通路、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等发挥其治疗滑膜炎症病变的作用；④研究立足于对膝骨关节炎滑膜
炎症病变中医病机的辨证论治，运用网络药理学与生物信息学理论方法探讨杜仲治疗该疾病的可能分子作用机制，可为进一步开展相关
实验研究提供药效物质基础及思路方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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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运用网络药理学与

生物信息学理论方

法探讨杜仲治疗该

疾病的可能分子作

用机制。

筛选获得：

21 个参与调控膝

骨关节炎滑膜炎症

病变的杜仲活性成

分与 25 个靶点基

因。

调控作用：

可能通过抑制局部

炎症、调控软骨细

胞与滑膜细胞的细

胞周期活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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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关节炎是骨科临床常见的慢

性退行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

研究显示，该病在全球范围内 60 岁以

上人群中男性发病率约为 9.6%，女性

约为 18%，并有 25% 的致残率
[1]
。长

久以来研究者多认为膝骨关节炎的发病

以关节软骨退化、软骨下骨增生、骨赘

形成等为主要病理改变
[2]
，但对病变过

程中的非感染性关节滑膜炎症改变却未

足够重视。近来有研究显示滑膜炎症与

调节关节软骨代谢、细胞因子与蛋白酶

的理化作用等密切相关
[3- 4]

，但目前对

关节滑膜炎症发病的分子机制研究仍较

少。

根据患者膝关节肿胀、疼痛、积液、

活动受限等常见表现，中医将膝骨关节

炎归类为“痹症”“骨痹”范畴，其病

机总属肝肾亏虚
[5]
；滑膜炎症病变为关

节炎病变发展的一部分，基本病机亦属

肝肾亏虚。中药杜仲具有补肝肾、强筋

骨之功，是中医骨伤科治疗膝骨关节炎

的常见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中药方剂或

中成药配伍中
[6-7]

。研究显示杜仲有效

成分存在抑制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生

长的作用
[8]
，具有治疗滑膜炎症病变的

前景，但杜仲对膝骨关节炎病变过程的

滑膜炎症病变作用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

明确。

获益于生物信息学与大数据分析

的发展，中药网络药理学分析也飞速发

展，成为一个探索预测中药治疗疾病潜

在作用机制的重要工具，为实施具体实

验提供了方向
[9]
。此次研究基于网络药

理学分析与生物信息学数据挖掘理论方

法，探索杜仲活性成分对膝骨关节炎滑

膜炎症病变影响的可能分子机制，以期

为膝骨关节炎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与方

向。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杜仲有效活性成分筛选及作用靶

点预测   采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

及 分 析 平 台 (TCMSP，http://tcmspw.

com/tcmsp.php) 对杜仲活性成分进行

收集，根据口服中药在人体内的药动

学特性 (ADME) 参数对杜仲活性成分进

行筛选
[10- 11]

。以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

度 (oral bioavailability，OB) 大于 30%、

类药性 (drug like，DL) 大于 0.18 为标准

筛选获得杜仲有效活性成分
[12-13]

，并将

TCMSP 提供的杜仲有效活性成分作用疾

病靶点信息收集整理。

1.2   滑膜炎症靶点基因挖掘筛选  在美

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表达数据

库 (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

以“Knee Osteoarthritis”( 膝骨关节炎 )、

“Synovitis”( 滑膜炎 ) 为关键词检索相

关基因芯片，获取编号为 GSE46750、
GSE55235、GSE82107 的基因芯片原始

数据及对应的基因注释文件。GSE46750

芯片包含 12 个正常患者滑膜组织与 12

个非感染性炎症滑膜组织，GSE55235

芯片包含 10 个正常关节滑膜组织与 10

个非感染性关节炎滑膜组织，GSE82107

芯片包含 7 个正常对照组滑膜组织与

10 个非感染性炎症滑膜组织。

运用 R 语言对获取的 3 个基因芯

片原始数据进行多矩阵数据归一与背景

校正，运行 R 语言 Limma 程序包对基

因芯片进行差异基因分析
[14]
，以检验

统计 P < 0.05、差异倍数 (fold change，
FC) 绝对值 >2 为筛选条件，获得骨关节

炎滑膜炎症病变的差异表达靶点基因。

差异基因的 FC>2 则为上调基因，FC<2

则为下调基因。

1.3   杜仲有效活性成分调控滑膜炎症靶

标基因获取   将收集的杜仲有效活性成

分作用疾病靶点基因，分别与滑膜炎症

病变的上调基因与下调基因取交集，获

得杜仲有效活性成分作用于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症病变的上调基因与下调基因。

1.4   杜仲 - 活性成分 - 靶点基因调控

网络构建   采用生物信息网络可视化分

析软件 CytoScape software 3.6.1对杜仲、

有效活性成分及滑膜炎症差异表达靶点

基因进行互作调控网络的构建
[15]
。将

获得的有效活性成分、上调下调基因分

类整理导入 CytoScape 软件中，以“节

点”(Node) 表示杜仲、活性成分及靶点

基因，以“边线”(Edge) 表示不同节点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6]
，节点、边线互

相连接，构成可视化网络。

1.5   靶点基因蛋白互作网络构建与关键

基因筛选   采用基因蛋白互作在线分析

工 具 STRING(https://string-db.org/) 对

获得的杜仲有效活性成分作用滑膜炎

症靶点基因进行蛋白质 - 蛋白质互作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 网络

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Eucommia ulmoides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synovial fibroblasts of arthritis, b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Eucommia ulmoides  treating synovial inflammation of knee osteoarthritis is not yet clear.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ucommia ulmoides  ingredients treating synoviti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based on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METHODS: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targets of  Eucommia ulmoides  were screened by using the TCM systematic pharmacological analysis platform (TCMSP). 
The disease targets corresponding to synoviti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were obtained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STRING online database, analyzed and showed by the Cytoscape software. Gene ontology analysis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he targets were conducted by R/Bioconductor. The enrichme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total of 21 active ingredients of Eucommia ulmoides, including eugenol, eucommia glycoside, eucommia liposide A, quercetin, 
and 25 different expressed genes (7 up-regulated and 18 down-regulate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obtained. The main bi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found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in cytokine activity, cytokine receptor binding and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The hub genes, such as interleukin-6,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and chemotactic factor 8, may be regulated by the active ingredients to 
influence the signal of MAPK/NF-kappa B/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Based on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the study 
preliminarily validate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ucommia ulmoides for treatment of synoviti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which may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harmacodynamics study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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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17]

。STRING 网站对网络中靶点基

因进行连接度 (Degree) 计算，Degree

值越大，代表该靶点在网络中与更多

基因发生互作关系，提示其重要性可

能越大。根据 Degree 值大小进行靶点

基因重要性排序，筛选出其中的关键

基因。

1.6   靶点基因信号通路富集与基因本

体论分析  使用 R 语言生物信息学分

析工具包 Bioconductor 对获得的杜仲

有效活性成分作用滑膜炎症靶点基因

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富集分析与基因本体论 (gene 

ontology，GO) 分析
[18-20]

，预测靶点基

因主要参与的生物学功能注释过程与分

子信号通路，以检验统计 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杜仲有效活性成分及作用靶点收集   

从 TCMSP 共检索获得杜仲活性成分 147

个，根据 ADME 药动学参数标准进行筛

选，最终获得同时满足口服生物利用度

(OB)>30% 与类药性 (DL)>0.18 两个条件

的杜仲有效活性成分 28个，结果见表 1。

收集 TCMSP 提供的以上 28 个杜仲有效

活性成分作用疾病靶点，对重复出现者

进行剔除，共获得 181个作用靶点基因。

2.2   滑膜炎症病变靶点基因收集  借

助 R 语言 Limma 程序包将 GSE46750、
GSE55235、GSE82107 三个基因芯片获

得的 32 个滑膜炎症组织样本基因数据

与 29 个正常对照组滑膜组织样本基因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 P < 0.05 与

|FC|>2 筛选显著差异表达的基因。结

果获得表达上调基因 171 个，表达下调

基因 486 个，对从基因芯片获得的全部

基因根据校正后的 P 值及差异倍数取 2

的对数进行火山图绘制，展示上调与下

调基因，见图 1。

2.3   杜仲有效活性成分调控滑膜炎症病

变靶点基因收集  将从 TCMSP 筛选后

获得的 28 个杜仲有效活性成分作用的

181 个疾病靶点，分别与 GEO 基因芯片

获得的滑膜炎症病变差异表达基因取交

集，获得参与调控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

病变的杜仲有效活性成分 21 个，上调

表达基因 7 个，下调表达基因 18 个，

以韦恩图 (Venn Diagram) 形式展示交集

基因结果，见图 2。

2.4   杜仲 - 活性成分 - 滑膜炎症靶点

基因调控网络可视化   将上述获得的 21

个作用于滑膜炎症病变的杜仲有效活

性成分与差异表达基因数据共同导入至

CytoScape 软件中，构建杜仲 - 活性成

分 - 滑膜炎症靶点基因调控网络，将分

析结果以网络可视化图形呈现，网络图

中共包含药物 ( 杜仲 )、活性成分以及

调控滑膜炎症病变的上下调基因共 47

个节点，涉及 77 个相互作用关系，各

节点间通过边线相连接，形成紧密的作

用关系网络，见图 3。

2.5   靶点基因互作网络关键基因筛选   

将杜仲有效活性成分作用滑膜炎症病变

差异表达基因 25 个上传至 STRING 网

站，设置物种为“Homo sapiens”( 人

类 )，最小互作分数为 0.4，运行靶点基

因蛋白互作关系分析，将结果以 TSV 格

式下载保存。通过 R 语言对靶点基因蛋

白互作关系网络中靶点 Degree 值进行

计算并排序，以条形图形式展现 Degree

值从高到低排名前 20 位的靶点基因及其

Degree 值，结果见图 4。经计算，在差

异基因互作网络中 Degree 值最高的是白

细胞介素 6(IL6)，其次为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 A(VEGFA)、细胞趋化因子 8(CXCL8)、
FOS、JUN、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
PTGS2 等，可能是杜仲活性成分调控膝

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的关键基因。

2.6   靶点基因 GO 富集分析   对杜仲有

效活性成分作用滑膜炎症靶点基因进行

整理，运行 R 语言 Bioconductor cluster-

Profiler 程序包对靶点基因进行 GO 富集

分析
[21]
，筛选检验统计 P < 0.05 的基因

产物注释过程，并按照 P 值从小到大进

行排序，展示排名前 20 的生物学过程，

见图 5。GO 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靶点

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因子活性 (Cytokine 

activity)、细胞因子受体结合 (Cytokine 

receptor binding)、 超 氧 化 物 - 生 成

NADPH 氧化酶活性 (Superoxide-gener-

ating NADPH oxidase   activity)、 激 活

转录因子结合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受体配体活性 (Receptor 

表 1 ｜杜仲有效活性成分基本信息
Table 1 ｜ Basic informa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of Eucommia ulmoides

序号 成分代码 成分名称 口服生物

利用度 (%)
类药性

1 MOL002058 40957-99-1 57.2 0.62
2 MOL000211 丁子香萜 55.38 0.78
3 MOL000358 β-谷甾醇 36.91 0.75
4 MOL000422 山柰酚 41.88 0.24
5 MOL004367 杜仲甙 62.23 0.41
6 MOL000443 刺桐灵 49.18 0.55
7 MOL005922 无梗五加苷 B 43.35 0.77
8 MOL006709 AIDS214634 92.43 0.55
9 MOL007059 3-β-亚羟甲基丹参醌 32.16 0.41
10 MOL000073 ent- 表儿茶酸 48.96 0.24
11 MOL007563 鹅掌楸树脂酚 B 二甲醚 57.53 0.81
12 MOL009007 杜仲脂素 A 30.51 0.85
13 MOL009009 (+)-梣皮树脂醇 87.19 0.62
14 MOL009015 (-)-Tabernemontanine 58.67 0.61
15 MOL009027 环巴胺 55.42 0.82
16 MOL009029 去氢双松柏醇 4, γ'-di-O-β-D-葡糖苷 _qt 51.44 0.4
17 MOL009030 脱氢丁香酚 30.1 0.24
18 MOL009031 金鸡纳 -9-al, 6'- 甲氧基 -, (9R)- 68.22 0.4
19 MOL009038 GBGB 45.58 0.83
20 MOL009042 心菊内酯 77.01 0.19
21 MOL009047 (+)-桉脂素 33.29 0.62
22 MOL009053 (+)-去氢双松柏醇 50.76 0.39
23 MOL009055 三甲花翠苷 _qt 49.81 0.37
24 MOL009057 鹅掌楸苦素 _qt 53.14 0.8
25 MOL000098 槲皮素 46.43 0.28
26 MOL002773 β-胡萝卜素 37.18 0.58
27 MOL008240 (E)-3-[4-[(1R,2R)-2-羟基 -2-(4-羟基 -3-亚甲基 -苯基 )-1-羟甲基 -

乙氧基 ]-3-羟甲基 -苯基 ] 丙烯醛

56.32 0.36

28 MOL011604 丁香脂素 36.8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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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and activity)、R-SMAD 结 合 (R-SMAD 

binding)、生长因子受体结合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inding)、 血 红 素 结 合

(Heme binding) 等生物学过程。

2.7   靶点基因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继续

使用 R 语言 Bioconductor clusterProfiler 程

序包对靶点基因进行 KEGG 通路富集分

析，筛选出 P < 0.05 的富集信号通路，

根据 P 值从小到大排序，对排名前 20

的信号通路进行可视化展示，见图 6。

KEGG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靶点基因

主要富集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

路 (MAPK signaling pathway)、核因子 κB 信

号通路 (NF-kappa B signaling pathway)、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缺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 (HIF- 

1 signaling pathway)、破骨细胞分化信号

通路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细胞衰

老信号通路 (Cellular senescence) 等通路。

使用 R 语言 Bioconductor Pathview 程

序包对靶点基因富集的 KEGG 信号通路进

行细节展示
[22]
，将 P < 0.05 的信号通路内

研究原著

图注：图中红色代表上

调基因，蓝色代表下调

基因，灰色代表无差异

基因

图 1 ｜滑膜炎症病变差

异基因火山图

Figure 1 ｜ Volcanic map 

of synovitis differential 

genes

图注：DZ：杜仲活性成分作用靶点基因；DOWN：基因芯片下调表达基因；

UP：基因芯片上调表达基因；圆圈重叠处为组间获得的交集基因数目

图 2 ｜交集基因韦恩图

Figure 2 ｜ Venn diagram of intersection genes

图注：图中黄色方形节点

代表杜仲，绿色圆形节点

代表杜仲有效活性成分，

红色菱形节点代表上调基

因，蓝色菱形节点代表下

调基因

图 3 ｜杜仲 - 活性成分 -

靶点基因网络图

Figure 3 ｜ Eucommia 
ulmoides-active 

compounds-targets etwork

图 4 ｜靶点基因 Degree
值排序图

Figure 4 ｜ Sequence 

diagram of target degrees

容可视化，以便进一步了解靶点基因在

各信号通路的各个阶段参与的信号转导

过程。见图 7，对靶点基因富集程度最高

的 MAPK 信号通路细节展示，靶点基因

CACNA1S、MYC、IL1B、FOS 等分别富集于

MAPK 信号通路的不同环节，参与 MAPK

信号通路上下游的信号转导，调控基因转

录、胞内外离子代谢等环节，并与肿瘤坏

死因子信号通路 (TNF signal pathway)、细

胞增殖分化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炎症 (Inflammation)、细胞周期 (Cell cycle)

等产生级联信号转导沟通。

3   讨论   Discussion
膝骨关节炎是导致中老年人运动

能力丧失的常见疾病，发病率高、致残

率高，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给国家社会

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23]
。膝关节非

感染性滑膜炎症病变常被认为是膝骨关

节炎过程中关节软骨退化、骨赘增生等

468 163 174
164

DOWN

DZ UP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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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数字是基因数目。颜

色从红到蓝代表富集程度从

高到低，柱子长度代表富集

于该 GO 过程的靶点基因数目

图 5 ｜ GO 富集分析结果

Figure 5 ｜  Gene ontology 

biological process analysis

图注：数字是基因的比例；

节点颜色从红到蓝代表富集

程度从高到低，节点大小代

表富集于该信号通路的靶点

基因数目

图 6 ｜ KEGG 信号通路富集分

析结果

Figure 6 ｜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图注：图中红色标注为靶点基因显著富集于该通路的特定环节

图 7 ｜ MAPK 信号通路图

Figure 7 ｜ MAPK sign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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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带来的继发反应
[24]
。O’NEILL

等
[25]

研究发现，中重度膝骨关节炎患者

滑膜存在病理改变，不单纯是软骨退化、

骨赘增生带来的继发反应，滑膜炎症病

变对关节软骨、骨质会带来进一步破坏，

导致膝骨关节炎患者关节肿痛等症状的

加重，但目前滑膜炎症病变发病机制尚

不明确，从分子机制探索其发病与治疗

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治疗导向作用
[25]
。

中医理论一般将膝骨关节炎归于

“痹症”“骨痹”范畴，其基本病机为

肝肾亏虚，多因机体阳虚血瘀、精血不

足、风寒湿邪外侵等原因，致气血凝涩、

骨骼失养、筋脉痹阻发而为病
[26-27]

。杜

仲为杜仲科植物杜仲的树皮，性甘微辛

温，入肺肝肾经，功擅补肝肾，强筋

骨，是中医骨伤科治疗骨关节炎的常用

药物。此次研究立足中医辨证论治原

则，结合网络药理学与生物信息学理论

方法，对中药杜仲有效活性成分调控膝

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基因产物相关分

子机制展开探索。

此次研究基于中药系统药理学数

据库及分析平台 TCMSP 共筛选获得杜

仲中的丁子香萜、杜仲甙、杜仲脂素 A、

槲皮素等 21 个有效活性成分，直接作

用于 GEO 基因芯片筛选获得的关节滑

膜炎症病变的 7 个上调表达基因和 18

个下调表达基因，并根据药物 - 有效活

性成分 - 差异表达基因之间的联系绘制

出复杂调控网络图。

从图 3 网络图中可见，杜仲有效

活性成分对滑膜炎症病变差异表达靶点

基因调控作用存在以下几个特点：①山

柰酚、槲皮素、β- 胡萝卜素等活性成

分均同时与多个靶点基因存在作用关

系，提示同一活性成分对滑膜炎症病变

的调控作用可能通过不同靶点基因发挥

不同的作用；②靶点基因 PTGS2、基质

金属蛋白酶 1、JUN 等同时受到多个杜

仲活性成分的作用，提示不同活性成分

对同一靶点基因的调控可能存在协同作

用；③部分活性成分同时作用于上调基

因与下调基因，如槲皮素同时作用于

22个靶点基因，其中包括 6个下调基因，

16 个上调基因，提示其对关节滑膜炎

症病变的作用可能是双向调控的。中药

杜仲治疗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存在

多成分、多靶点、协同调控、双向调控

等特点，机制复杂，与中医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思想相契合。

膝骨关节炎中滑膜炎症病变发病

机制复杂，从 GEO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

基因芯片测序结果获得了数以千计的基

因与其生物学过程相关，根据统计学差

异筛选出 676 个表达差异明显的基因，

其中上调基因 171 个，表达下调基因

486 个，下调基因数量明显高于上调基

因，占差异表达基因总数的 71.89%。

进一步与杜仲有效活性成分直接作用的

疾病靶点基因取交集，获得其参与调控

的 7 个上调基因与 18 个下调基因。靶

点基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作关系，利用

STRING 网站对所有靶点基因进行蛋白

互作网络构建与分析，根据靶点基因之

间连接度 Degree 值大小排序，初步认

识靶点基因之间的联系与重要性。

在 Degree 值较高的前几位关键靶

点基因中，分别包括白细胞介素 6、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 A、JUN、PTGS2 等下

调表达基因，细胞趋化因子 8、FOS、

基质金属蛋白酶 9 等上调表达基因。白

细胞介素 6 是骨关节炎发病过程的重要

分子
[28]
，研究证明白细胞介素 6 表达

水平与骨骼肌肉系统非感染性炎症反

应存在明显相关性，白细胞介素 6 的

高表达将增加炎症组织中 B 淋巴细胞

反应区域从而调动机体免疫系统，并

影响关节软骨基质的退化
[29-31]

。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 A 通过刺激血管内皮细胞

有丝分裂活动而促进血管新生，这对

局部营养物质交换及炎症反应扩散是

有利的
[3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适度

的基因表达有助于滑膜细胞在缺氧环

境中的修复，但过高的表达量反而导

致滑膜细胞异常增殖及滑膜炎症的加

剧
[33]
。细胞趋化因子 8 表达水平与滑

膜炎症中血管新生及中性粒细胞游走

密切相关
[34]
，CAI 等 [1]

通过将正常关节

滑膜组织与膝骨关节炎患者滑膜组织

进行免疫浸润分析，发现关节炎患者

中细胞趋化因子 8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可能与细胞趋化因子 8 激活记忆 B 淋

巴细胞、CD4+T 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的

活动有关。基质金属蛋白酶 9 的作用

主要是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和变革，高表

达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9 与滑膜炎症病

变加重存在相关性，基质金属蛋白酶 9

是治疗滑膜炎症的重要靶点
[35-36]

。此次

研究中筛选获得的多个杜仲有效活性

成分调控的滑膜炎症靶点基因已被证

明是对膝骨关节炎发病产生重要作用

的靶点，是治疗滑膜炎症、减轻关节

炎症状的重要靶点，杜仲活性成分可

能通过对上述关键靶点基因的表达双

向调控，从而调控机体的生物学过程、

信号通路转导等环节发挥治疗作用。

靶点基因的 KEGG 信号通路富集分

析提示杜仲活性成分调控滑膜炎症病变

可能主要从炎症相关、细胞周期调控等

通路发挥作用。

(1) 细胞周期相关通路：① MAPK 信

号通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是真核生

物中非常保守的丝氨酸蛋白激酶，其下

游信号通路与细胞增殖、分化，运动或

凋亡有着密切联系，滑膜炎症产生的炎

症因子激活 MAPK 信号通路，可导致基质

金属蛋白酶升高而破坏关节软骨细胞
[37]
，

也可能通过调控基因转录、胞内外离子

代谢等环节影响滑膜细胞的增殖、分化

与凋亡，同时 MAPK 信号通路与 TNF 信

号通路、P53 信号通路、炎症信号通路等

均存在通路之间的沟通，调控作用复杂；

② NF-kappa B 信号通路：NF-kappa B 信号

通路激活诱导滑膜细胞产生大量趋化因

子、细胞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促进

关节软骨分解破坏，加重对滑膜组织的

刺激作用
[38-39]；③缺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

路：缺氧诱导因子 1 是细胞缺氧状态下

广泛参与外环境酸碱调控、细胞能量代

谢、血管新生与细胞周期等生理进程的

重要分子，介导软骨细胞、滑膜细胞在

缺氧状态下的损伤修复
[40- 41]

。

(2) 炎症相关通路：① Toll 样受体

信号通路：骨关节炎患者机体 CD14 免

疫因子可激活滑膜成纤维样细胞的 Toll

样受体 (TLR2、TLR4)，产生炎症反应
[42]
；

②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

子具有明确的炎症介导作用，肿瘤坏死

因子 α 可诱导白细胞介素 6 产生并进一

步提高肿瘤坏死因子 α 活性，激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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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滑膜的蛋白酶，介导炎症发生
[43]
。

 结论：综上所述，研究基于对膝

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的中医肝肾亏虚

病机辨证，利用生物信息学及网络药理

学方法探索补肝肾、强筋骨中药杜仲有

效活性成分调控滑膜炎症病变的可能分

子机制。研究筛选获得 21 个参与调控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症病变的杜仲活性成

分与 25 个靶点基因，其调控作用可能

通过抑制局部炎症、调控软骨细胞与滑

膜细胞的细胞周期活动发挥。膝骨关节

炎及其滑膜炎症病变机制复杂，中药杜

仲活性成分具有治疗前景，后续仍需要

设计严谨的具体实验对药物成分作用、

靶点基因作用进一步验证，探索各活性

成分在相关通路中对靶点基因的表达干

预作用与调控作用，并最终服务于临床

疾病治疗中，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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