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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干预骨质疏松症：网络药理学解释的作用机制

肖方骏 1，陈树东 2，栾继耀 1，侯  宇 2，何  坤 1，林定坤 2

文题释义：

丹参：是唇形科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及根茎，味苦性微寒，归心、肝经，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的作用，为祛瘀

要药，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网络药理学：是基于系统生物学和多项药理学的理论，对生物系统网络进行整体分析，预测及阐明药物在人体的作用机制，探索药物、

靶点、疾病之间相关性的一门新兴学科。

摘要

背景：丹参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但其在人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目的：通过网络药理学的方法，筛选中药丹参中主要活性成分及其相应靶点，构建中药活性成分-作用靶点-疾病网络，探究丹参治疗骨

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

方法：首先，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和分析平台(TCMSP)中基于药代动力学特征筛选出丹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相关作用靶标，然后从

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和GeneCards数据库，筛选出骨质疏松症已知的治疗靶标，将丹参靶标和骨质疏松症靶标取交集，得到中

药-疾病共同靶标，并利用Cytoscape软件拓扑出中药-活性成分-靶标-疾病调控网络，利用String数据库构建中药-疾病靶标的蛋白互作网

络(PPI)和条形图，筛选核心靶标。最后对中药-疾病靶标进行GO功能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与结论：筛选得到丹参的活性成分65个、相关靶标932个、疾病靶标3 264个，中药-疾病共同作用靶标74个。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发

现，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潜在有效成分主要包扩木犀草素、丹参酮IIa、隐丹参酮等，这些成分可通过激活AKT1、白细胞介素6、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A、MAPK1等靶标蛋白，活化PI3K-Akt 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7信号通路、低氧诱导因子1信号通路、糖尿病并发症中的AGE-RAGE
信号通路等通路直接或间接参与细胞分化和凋亡、代谢、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等途径发挥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丹参可多

成分、多靶标、多系统地作用于骨质疏松症，但上述结论及具体作用调节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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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骨质疏

松症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骨质

疏松正成为吞噬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流

行病”
[1-2]

。目前针对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手段主要有药物治疗
[3]
，而中医药治疗

骨质疏松症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4]
，最早

可追溯至《黄帝内经》，提出了“骨痿”“骨

痹”“骨枯”等论述，辨证多为肝肾亏虚。

但瘀血作为其常见的病理基础、病理产

物，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故补肾祛瘀

法也是骨质疏松症的主要治法之一
[5-6]

。

丹参是唇形科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及

根茎，味苦性微寒，归心、肝经，具有

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的作用，

是临床中常用的活血化瘀类中药
[7]
。现

代研究发现，丹参分离出来的有效成分

主要包括水溶性成分、脂溶性成分、以

及黄酮类、三萜类、丹参甾醇类等其他

成分，具有抗氧化、改善微循环、防止

血栓等作用
[8]
。莫朝伦等

[9]
通过丹参酮

Ⅱ -A 诱导大鼠成骨细胞体外增殖分化，

发现一定浓度的丹参酮Ⅱ -A 在适宜的

作用时间内，对体外培养的成骨细胞有

较明显的促增殖分化作用，说明丹参酮

Ⅱ -A 可能通过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和

成熟来促进骨改建。桑龙等
[10]

发现丹

参素能有效改善骨质疏松大鼠骨密度，

调节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和核因

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水平，从而起

到抑制骨吸收的作用。由此可见，丹参

具有一定的抗骨质疏松症药理基础。但

是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传统的单体

研究策略难以充分解释丹参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相关作用机制，因此有必要在整

体水平上研究药物、疾病、基因和蛋白

相互作用的生物学过程。此次研究采用

网络药理学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丹参治疗

骨质疏松症的主要活性成分和潜在的抗

骨质疏松症作用机制
[11]
，以期为深入挖

掘丹参抗骨质疏松症的药效物质基础和

开发新的药物、改善常规抗骨质疏松症

药物的治疗提供策略。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设计   构建中药活性成分 - 作用靶

点 -疾病网络。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11 至

12 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

1.3   丹参中有效成分及靶标蛋白的收

集和筛选 通过检索中药系统药理学

分 析 平 台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Platform，TCMSP)，对丹参的全

部有效成分进行收集。

1.3.1   丹参的活性成分的筛选    因为口

服生物利用度 (OB) 
是一种在药动学中作

为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重要

参数之一
[12]
；类药性 (DL) 代表着与已知

化学药相比其成分的的相似性
[12] 

，在常

规情况下，口服生物利用度值和类药性

值的高低与相关成分是否具备活性及活

性的多少呈正相关。因此，选择丹参化

合物中符合口服生物利用度≥ 30% 和类

药性≥ 0.18 的化学成分作为活性成分及

相关靶标蛋白
[13]
。

1.3.2   丹参靶标基因名的添加   利用

UniProt 数据库和 Perl 软件为筛出的靶

标蛋白添加基因名。由于某些靶标可

能在 UniProt 数据库中找不到相应的基

因名，删除无法找到名字的靶标，故

实际得到的靶标基因名可能会更少。

1.4   骨质疏松症疾病相关靶标的获取   
利用“osteoporosis”作为关键词，搜

索 GeneCards 数据库、人类孟德尔数据

库 (OMIM) 的疾病相关靶标，得到骨质

疏松症疾病相关靶标。

1.5  中药 - 疾病靶标的构建   利用 R 语

言软件将骨质疏松症相关靶标与丹参靶

标取交集，得到中药 - 疾病共同靶标的

韦恩图，从中得到活性化合物与骨质疏

松症的交集基因。

1.6   中药 -成分 -靶标 -疾病调控网络

的构建   将获得的丹参靶标和获得的中

药 -疾病共同靶标利用 Perl 软件分别进

行映射，再使用 Cytoscape 软件进行绘

图，得到中药 - 成分 - 靶标 - 疾病调控

网络，其中节点的类型有中药、成分、

中药 - 疾病靶标和疾病，最后，运用该

软件的插件“Network analyzer”对上述

网络的节点度值进行分析，其值越高，

提示该节点在网络中更重要 [14]
。

1.7   中药 - 疾病靶标蛋白相互作用网

络的构建与核心靶标的筛选   将中药 -

疾病靶标导入 STRING 数据库
[15]
，筛选

条件为种属选择人，最小互作分数值为

0.4，剔除图中孤立的蛋白质，最后输

出 PPI 网络图，保存相应结果文件 , 将
所得文件输入 R 语言计算靶标蛋白关联

度值，根据 degree 度值从多到少绘制

出为前 30 的核心靶标的条形图。

1.8   GO 功能富集分析和 KEGG 通路富集

分析   将中药 - 疾病靶标利用 R 语言软

件计算，以富集数目多少及 P 值大小筛

选出前 20 个 GO 功能富集分析和 KEGG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以 P < 0.05 为 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丹参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和靶标预测

结果   通过对 TCMSP 数据库中丹参所有

已报道的有效成分及其相关靶标筛选，

共搜索到有效成分 202 个，相关靶标  

2 566 个。根据口服生物利用度和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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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数对丹参的有效成分进行筛选，共

获得主要活性成分 65 个，其对应的靶

标 932 个，详见表 1。
2.2   中药 - 疾病靶标构建的结果  利用

R 语言软件将骨质疏松症相关靶标与丹

参靶标取交集，得到中药 - 疾病共同靶

标的韦恩图 ( 见图 1)，从中得到中药 -

疾病共同靶标 74 个。其中骨质疏松症

疾病相关靶标 3 264 个，丹参相关靶标

108 个。

2.3   中药 -成分 -疾病 -靶标调控网络

构建的结果   由图 2 可见，中药丹参主

要通过 57种有效成分作用于74个靶标，

这 74 个靶标可能影响骨质疏松症的发

生 ( 表 1 内 65 个丹参有效成分中，有 8
个成分无对应的骨质疏松症靶点 )。利

用“Network analyzer”对上述网络的节

点度值进行分析，木犀草素 (luteolin)、
丹参酮 IIa(tanshinone iia)、隐丹参酮

(cryptotanshinone)、 二 氢 丹 参 内 酯 

(dihydrotanshinlactone) 的节点度值分

别为 42，28，16，15，可能为该网络

中较为重要的有效成分。

2.4  中药 - 疾病靶标蛋白相互作用网

络构建与核心靶标筛选的结果   基于蛋

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关系，利用

STRING 数据库构建的丹参治疗骨质疏

松症靶标的 PPI 网络图。其中节点表示

靶标蛋白，每条边表示靶标蛋白与蛋白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 见图 3)。
根据节点关联度值绘制出的前

30 的核心靶标的条形图 ( 见图 4)，由

多到少依次为：AKT1、IL6、VEGFA、
MAPK1、MYC、EGFR、FOS、JUN、

S TAT 3、C A S P 3、P TG S 2、C C N D 1、
ERBB2、MMP9、BCL2L1、MAPK14、
ESR1、RELA、AR、 I L10、PPARG、

MMP2、NR3C1、CASP9、CDKN1A、
IL2、ICAM1、IL4、APP、HMOX1。其中 
AKT1、IL6、VEGFA 度值较高于其他蛋

白节点，说明这几个靶标蛋白可能在丹

参治疗骨质疏松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2.5  GO 功能富集分析   根据 P 值及富集

数目筛选出前 20 个 GO 功能富集分析

结果，主要涉及核受体活性、转录因子

活性、类固醇激素受体活性、酰胺结合、

肽结合、细胞因子受体结合、磷酸酶结

合、蛋白磷酸酶结合、类固醇结合、

RNA聚合酶Ⅱ转录因子结合等 ( 见表 2)。
柱状图：图形左侧字母是 KEGG 名

称，下面数字是富集在 KEGG 上的基因

数目，柱状图形表示富集在 KEGG 上的

基因， P 代表富集的显著性，颜色越红，

富集的程度越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 见
图 5)。

气泡图：图形左侧字母是 KEGG 名
称，下面数字是基因的比例，圆圈大小

表示富集的基因数目，颜色代表 P 值，

颜色越红，富集的程度越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 见图 6)。
2.6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根据 P 值及

富集数目筛选出前 20 个 KEGG 通路富

集分析结果，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KEGG 通路主要涉及：PI3K-Akt 信号通

路、卡波西氏肉瘤相关疱疹病毒感染信

号通路、乙型肝炎通路、前列腺癌通路、

内分泌抵抗通路、膀胱癌通路、小细胞

肺癌通路、白细胞介素 17 信号通路、

大肠癌信号通路、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

通路、人巨细胞病毒感染信号通路、弓

形虫病信号通路、胰腺癌信号通路、糖

尿病并发症中的 AGE-RAGE 信号通路、

丙型肝炎信号通路、T 细胞受体信号通

路等 ( 见表 3)。
柱状图：图形左侧字母是 KEGG 名

称，下面数字是富集在 KEGG 上的基因

数目，柱状图形表示富集在 KEGG 上的

基因， P 代表富集的显著性，颜色越红，

富集程度越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见图7)。
气泡图：图形左侧字母是 KEGG 名

称，下面数字是基因的比例，圆圈大小

表示富集的基因数目，颜色代表 P 值，

颜色越红，富集的程度越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 见图 8)。

表 1 ｜通过 TCMSP 数据库对丹参全部成分根据口服生物利用度和类药性参数进行筛选后的结
果
Table 1 ｜ The results of screening all ingredient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ased on oral bioavailability 
and drug-like parameters in TCMSP database

序号 MOL ID 英文名称 口服生物利用

度 (OB，%)
类药性
(DL)

1 MOL001601 1,2,5,6-tetrahydrotanshinone 38.75 0.36
2 MOL001659 Poriferasterol 43.83 0.76
3 MOL001771 poriferast-5-en-3beta-ol 36.91 0.75
4 MOL001942 isoimperatorin 45.46 0.23
5 MOL002222 sugiol 36.11 0.28
6 MOL002651 Dehydrotanshinone II A 43.76 0.4
7 MOL002776 Baicalin 40.12 0.75
8 MOL000569 digallate 61.85 0.26
9 MOL000006 luteolin 36.16 0.25
10 MOL006824 α-amyrin 39.51 0.76
11 MOL007036 5,6-dihydroxy-7-isopropyl-1,1-dimethyl-2,3-dihydrophenanthren-4-one 33.77 0.29
12 MOL007041 2-isopropyl-8-methylphenanthrene-3,4-dione 40.86 0.23
13 MOL007045 3α-hydroxytanshinone Ⅱ a 44.93 0.44
14 MOL007048 (E)-3-[2-(3,4-dihydroxyphenyl)-7-hydroxy-benzofuran-4-yl]acrylic acid 48.24 0.31
15 MOL007049 4-methylenemiltirone 34.35 0.23
16 MOL007050 2-(4-hydroxy-3-methoxyphenyl)-5-(3-hydroxypropyl)-7-methoxy-3-

benzofurancarboxaldehyde
62.78 0.4

17 MOL007051 6-o-syringyl-8-o-acetyl shanzhiside methyl ester 46.69 0.71
18 MOL007058 formyltanshinone 73.44 0.42
19 MOL007059 3-beta-Hydroxymethyllenetanshiquinone 32.16 0.41
20 MOL007061 Methylenetanshinquinone 37.07 0.36
21 MOL007063 przewalskin a 37.11 0.65
22 MOL007064 przewalskin b 110.32 0.44
23 MOL007068 Przewaquinone B 62.24 0.41
24 MOL007069 przewaquinone c 55.74 0.4
25 MOL007070 (6S,7R)-6,7-dihydroxy-1,6-dimethyl-8,9-dihydro-7H-naphtho[8,7-g]

benzofuran-10,11-dione
41.31 0.45

26 MOL007071 przewaquinone f 40.31 0.46
27 MOL007077 sclareol 43.67 0.21
28 MOL007079 tanshinaldehyde 52.47 0.45
29 MOL007081 Danshenol B 57.95 0.56
30 MOL007082 Danshenol A 56.97 0.52
31 MOL007085 Salvilenone 30.38 0.38
32 MOL007088 cryptotanshinone 52.34 0.4
33 MOL007093 dan-shexinkum d 38.88 0.55
34 MOL007094 danshenspiroketallactone 50.43 0.31
35 MOL007098 deoxyneocryptotanshinone 49.4 0.29
36 MOL007100 dihydrotanshinlactone 38.68 0.32
37 MOL007101 dihydrotanshinone Ⅰ 45.04 0.36
38 MOL007105 epidanshenspiroketallactone 68.27 0.31
39 MOL007107 C09092 36.07 0.25
40 MOL007108 isocryptotanshi-none 54.98 0.39
41 MOL007111 Isotanshinone II 49.92 0.4
42 MOL007115 manool 45.04 0.2
43 MOL007118 microstegiol 39.61 0.28
44 MOL007119 miltionone Ⅰ 49.68 0.32

Research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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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GO 功能富集分析结果
Table 2 ｜ GO function enrichment analysis results

序号 ID GO 功能名称 基因数目 P 值

1 GO:0033218 amide binding 13 1.63×10-7

2 GO:0042277 peptide binding 12 1.63×10-7

3 GO:0000982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RNA polymerase II proximal promoter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12 9.62×10-6

4 GO:0005126 cytokine receptor binding 11 1.42×10-6

5 GO:0001077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 activity, RNA polymerase II proximal 
promoter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10 1.16×10-5

6 GO:0004879 nuclear receptor activity 9 9.57×10-11

7 GO:0098531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direct ligand regulated sequence-
specific DNA binding

9 9.57×10-11

8 GO:0003707 steroid hormone receptor activity 9 1.34×10-10

9 GO:0019902 phosphatase binding 9 2.87×10-6

10 GO:0019903 protein phosphatase binding 8 3.58×10-6

11 GO:0001085 RNA polymerase II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8 4.50×10-6

12 GO:0016705 oxidoreductase activity, acting on paired donors, with incorporation 
or reduction of molecular oxygen

8 1.01×10-5

13 GO:0005496 steroid binding 7 3.58×10-6

14 GO:0042562 hormone binding 7 8.60×10-6

15 GO:0020037 heme binding 7 2.66×10-5

16 GO:0070851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inding 7 2.66×10-5

17 GO:0046906 tetrapyrrole binding 7 3.72×10-5

18 GO:0033613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6 1.73×10-5

19 GO:0016538 cyclin-dependent protein serine/threonine kinase regulator activity 5 3.19×10-5

20 GO:0004935 adrenergic receptor activity 4 1.56×10-5

续表 1
Table 1 ｜ Continued 

序号 MOL ID 英文名称 口服生物利用

度 (OB,%)
类药性
(DL)

45 MOL007120 miltionone Ⅱ 71.03 0.44
46 MOL007121 miltipolone 36.56 0.37
47 MOL007122 Miltirone 38.76 0.25
48 MOL007123 miltirone Ⅱ 44.95 0.24
49 MOL007124 neocryptotanshinone ii 39.46 0.23
50 MOL007125 neocryptotanshinone 52.49 0.32
51 MOL007127 1-methyl-8,9-dihydro-7H-naphtho[5,6-g]benzofuran-6,10,11-trione 34.72 0.37
52 MOL007130 prolithospermic acid 64.37 0.31
53 MOL007132 (2R)-3-(3,4-dihydroxyphenyl)-2-[(Z)-3-(3,4-dihydroxyphenyl)

acryloyl]oxy-propionic acid
109.38 0.35

54 MOL007140 (Z)-3-[2-[(E)-2-(3,4-dihydroxyphenyl)vinyl]-3,4-dihydroxy-phenyl]
acrylic acid

88.54 0.26

55 MOL007141 salvianolic acid g 45.56 0.61
56 MOL007142 salvianolic acid j 43.38 0.72
57 MOL007143 salvilenone Ⅰ 32.43 0.23
58 MOL007145 salviolone 31.72 0.24
59 MOL007149 NSC 122421 34.49 0.28
60 MOL007150 (6S)-6-hydroxy-1-methyl-6-methylol-8,9-dihydro-7H-naphtho[8,7-g]

benzofuran-10,11-quinone
75.39 0.46

61 MOL007151 Tanshindiol B 42.67 0.45
62 MOL007152 Przewaquinone E 42.85 0.45
63 MOL007154 tanshinone iia 49.89 0.4
64 MOL007155 (6S)-6-(hydroxymethyl)-1,6-dimethyl-8,9-dihydro-7H-

naphtho[8,7-g]benzofuran-10,11-dione
65.26 0.45

65 MOL007156 tanshinone Ⅵ 45.64 0.3

3   讨论   Discussion
传统的中医理论是建立在“整体观

念”基础上的，机体对疾病的内在调控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单一靶标或单一信号通

路并不能发挥很好的治疗效果，需要多靶

点和多条信号通路相互协作才能更好地发

挥药效
[16]
。此次研究通过检索 TCMSP 数

据库和构建“丹参 -成分 -靶标 -骨质疏

松症”的网络图后发现，木犀草素、丹参

酮 IIa、隐丹参酮节点度值较高，可能为

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网络中的重要成分。

JING 等
[17]

发现木犀草素可能通过调节

GIO 中的 ERK / Lrp-5 /GSK-3β 途径，减轻氧

化应激来促进小鼠成骨细胞分化和增殖。

郭威等
[18]

在大鼠实验中发现丹参酮Ⅱ A
通过激活转录因子 Runx2，进而增强碱性

磷酸酶、Ⅰ型胶原蛋白、骨形态发生蛋白

2 等表达，从而能够起到加快成骨细胞的

成熟、促进骨髓基质干细胞增殖、诱导骨

髓基质干细胞分化成成骨细胞的功效，且

随着丹参酮Ⅱ A 浓度的增高呈正相关趋

势。曾克勤等
[19]

在体外实验中发现隐丹

参酮能显著抑制破骨细胞的分化发育 (P < 
0.01)，且疗效呈剂量相关性，上述研究结

果与此次研究基本一致，提示丹参有效成

分具有一定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

PPI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丹参治疗

骨质疏松症的核心靶标主要有 AKT1( 丝
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 1)、白细胞介素 6、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 (1MAPK1) 等。其中，Akt 信号可通过激

活下游效应蛋白 mTORC1/S6K1 促进成骨

细胞分化，并抑制其凋亡，从而起到调节

骨代谢的目的
[20]
。CHEN 等

[21]
在体外实验

中也证实可通过 Akt 信号调节成骨细胞增

殖和分化。白细胞介素 6 作为一种多效性

细胞因子，对破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也有

着重要影响
[2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作

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中的一员，其

干预骨质疏松症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刺激

血管内皮，增强成骨细胞的活性以此促

进成骨
[23]
。MAPKs 是真核生物细胞内广

泛存在的一类介导细胞反应的重要信号

传导系统，它能受到生长因子、细胞因

子、神经递质、激素等多种信号分子刺

激后发生磷酸化而活化，活化的 MAPK 
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应激反应等生理

过程
[24]
，徐会金

[25]
在体外培养人的巨噬

细胞实验中发现 MAPK 可通过调控 IRF-3
来上调 IFN-P 基因的表达 , 从而起到抑制

破骨分化 , 减弱骨吸收作用，对延缓骨质

疏松症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KEGG 通路

富集结果显示，主要富集在 PI3K-Akt 信
号通路、乙型肝炎通路、前列腺癌通路、

白细胞介素 17 信号通路、低氧诱导因

子 1 信号通路、糖尿病并发症中的 AGE-
RAGE 信号通路、丙型肝炎信号通路等。

磷脂酰肌醇三激酶 / 蛋白激酶 B(PI3K/
Akt) 信号通路作为细胞分化、增殖、迁

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调节者，在骨质疏

松病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6]
，高润

涛等
[27]

发现 50 g/L 的丹参注射液具有

促进人脱落乳牙牙髓干细胞细胞体外成

骨 / 成牙分化的作用，并认为其机制可

能与激活 AKT 信号通路有关。ADAPALA
等

[28]
发现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活性，

将使破骨细胞骨吸收能力减弱，从而达

到延缓骨质疏松症进程的作用，其机制

可能与激活下游的核因子 kB 受体活化因

子 (RANK) 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

(c-Fms) 信号相关。现有研究已证明，肝

脏会影响骨骼健康，例如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1 和纤连蛋白，它可以通过产生细

胞因子来激活骨活性激素，甚至可以代

谢各种骨活性分子，从而缩短其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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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从中得到中药 -

疾病共同靶标 74 个。

其中骨质疏松症疾病

相关靶标 3 264 个，丹

参相关靶标 108 个

图 1 ｜ 中药 -疾病靶

标

Figure 1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target

图注：图中红色八边形代表骨质疏松症；蓝色六边形代表中药丹参；绿

色△代表丹参的有效成分；黄色 □ 代表丹参 -骨质疏松症疾病共同靶标

图 2 ｜ 中药 -成分 -靶标 -疾病调控网络

Figure 2 ｜ The regulatory net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target-disease

图注：图中节点表示靶标蛋白，每

条边表示靶标蛋白与蛋白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

图 3 ｜ 中药 - 疾病靶标蛋白相互

作用网络

Figure 3 ｜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targets

图注：左列为基因名，如AKT1(蛋白激酶 )，数字为相应基因连接节点数目，

如 AKT1 邻接节点数目为 57
图 4 ｜ 中药 -疾病核心靶标的条图

Figure 4 ｜ Bar plo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core targets

图注：柱状图形表示富集在 KEGG 上的基因，数字是富集在 KEGG 上的

基因数目，P 代表富集的显著性，富集的程度越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图 5 ｜ GO 功能富集分析柱状图

Figure 5 ｜ GO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histogram 

研究原著

3 190

nuclear receptor activity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direct ligand regulated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steroid hormone receptor activity

amide binding

peptide binding

cytokine receptor binding

phosphatase binding

protein phosphatase binding

steroid binding

RNA polymerase II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hormone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 activity, RNA polymerase II proximal promoter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oxidoreductase activity, acting on paired donors, with incorporation or reduction of molecular oxygen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 activity, RNA polymerase II proximal promoter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adrenergic receptor activity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heme binding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inding

cyclin-dependent protein serine/threonine kinase regulato activity

tetrapyrrole binding

p.adjust

1e-05

2e-05

3e-05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5｜February 2021｜777

图注：圆圈大小表示富集的基

因的数目，数字是基因的比例，

颜色代表 P 值，富集的程度越

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图 6 ｜  GO 功能富集分析气泡

图

F i g u r e 6  ｜ G O  f u n c t i o n a l 

enrichment analysis dotplot

图注：柱状图形表示富集在 
KEGG 上的基因，数字是富集在 
KEGG 上的基因数目，P 代表富

集的显著性，富集的程度越高，

相应的 P 值越小

图 7 ｜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柱

状图

F i g u r e 7  ｜ K E G G  p a t h w a y 

enrichment analysis histogram

图注：圆圈大小表示富集的基

因的数目，数字是基因的比例，

颜色代表 P 值，富集的程度越

高，相应的 P 值越小 
图 8 ｜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气

泡图

Figure8 ｜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dotplot

表 3 ｜ KEGG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Table 3 ｜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results

序号 ID KEGG 信号通路名称 基因数目 P 值

1 hsa04151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20 2.06×10-10

2 hsa05167 Kaposi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infection 19 2.27×10-13

3 hsa05161 Hepatitis B 18 2.27×10-13

4 hsa05163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18 1.47×10-11

5 hsa05169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 16 1.93×10-10

6 hsa05215 Prostate cancer 15 2.51×10-13

7 hsa01522 Endocrine resistance 15 2.51×10-13

8 hsa05160 Hepatitis C 15 7.23×10-11

9 hsa05222 Small cell lung cancer 14 1.63×10-12

10 hsa04657 IL-17 signaling pathway 14 1.90×10-12

11 hsa04066 HIF-1 signaling pathway 14 1.23×10-11

12 hsa05145 Toxoplasmosis 14 1.47×10-11

13 hsa05162 Measles 14 1.79×10-10

14 hsa05418 Fluid shear stress and atherosclerosis 14 1.82×10-10

15 hsa05210 Colorectal cancer 13 1.17×10-11

16 hsa04933 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 13 5.34×10-11

17 hsa04660 T cell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13 7.74×10-11

18 hsa04668 TNF signaling pathway 13 1.79×10-10

19 hsa05212 Pancreatic cancer 12 3.91×10-11

20 hsa05219 Bladder cancer 11 1.58×10-12

影响其循环水平或骨钙素活性，同时，

病毒性肝炎患者骨质疏松症发生率显著

增高，且与肝损害的程度呈正相关
[29-30]

。

黄陈恕等
[31]

认为可能与慢性 HBV 感染

诱导炎性因子的产生相关，如肿瘤坏死

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 和白细胞介素 6，
而这些炎症因子可通过增加核因子 kB 受

体活化因子配体刺激破骨细胞和骨质吸

收，此外，肿瘤坏死因子 α 还可抑制成

骨细胞的分化、促进其凋亡。黄英等
[32]

研究也发现丙肝后肝硬化患者炎性反应

介质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明

显升高，可激活破骨细胞，促进骨吸收，

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前列腺癌信

号通路的下游通路主要包含凋亡信号通

路，研究发现去势治疗前列腺癌能降低

雄激素，同时经雄激素芳香化而来的雌

激素也减少，雌激素通过调节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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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 / 骨质疏松症 G 通路，促进破骨细

胞增殖、分化，促进骨吸收，从而导致

骨质疏松
[33-34]

。由 Th17 细胞产生的白细

胞介素 17 是一种重要的炎性因子，在

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35]
。

TYAGI 等 [36]
研究发现外源性白细胞介素

17 可促进 RANKL+M-CSF 诱导的破骨细胞

增殖和分化，提示白细胞介素 17 对破骨

细胞的产生可能有直接刺激作用。刘海
[37]

发现白细胞介素 17 信号通路介导的炎性

反应在类风湿关节炎并发骨质疏松的病

理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调控作用，其机

制主要是白细胞介素 17 通过诱导软骨产

生一氧化氮合酶刺激滑膜组织高表达基

质金属蛋白酶 1，2，9，13，同时抑制

蛋白聚糖和胶原对基质的修复作用，从

而破坏细胞外基质和软骨合成。研究发

现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也具有调控

骨代谢的作用，可促进破骨细胞形成，

增强其破骨活性，促进骨吸收
[16]
。钟航

等
[38]

证实了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参

与了小鼠绝经后骨质疏松的病理演变过

程，通过抑制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

可延缓绝经后骨质疏松的进程，其具体

机制可能与 Akt、ERK、NFk 这 3 条信号

通路有关，但其确切的分子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人

体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之间的非酶促

糖基化反应的产物，高血糖及衰老等因

素可引起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在体内明

显增高
[39]
。目前对骨重塑机制的深入研

究，慢性炎症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骨质疏

松症的发展，而这种慢性炎症状态及相

关的氧化应激可以通过激活晚期糖基化

终末产物受体抑制 WNT、ERK 和 PI3K 信

号抑制成骨细胞增殖
[40-41]

。有研究表明

骨关节炎中软骨细胞拥有更高的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受体表达，激活的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受体通过活化软骨细胞内

MAPK 和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促进软骨

细胞的分解代谢。由此可见，糖尿病并

发症中的 AGE-RAGE 信号通路也有可能

成为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潜在靶点。

综上所述，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潜在有效成分主要包含木犀草素、丹参

酮 IIa、隐丹参酮等，这些成分可通过激

活 AKT1、白细胞介素 6、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A、MAPK1 等靶标蛋白，活化 PI3K-
Akt 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7信号通路、

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糖尿病并发

症中的 AGE-RAGE 信号通路等通路直接

或间接参与细胞分化和凋亡、代谢、氧

化应激、炎症反应等途径发挥治疗骨质

疏松症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丹参可多

成分、多靶标、多系统地作用于骨质疏

松症，为后期丹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

物研发及治疗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但是，

上述结论及具体作用调节机制仍需进一

步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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