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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及机制

耿秋东 1，葛海雅 1，王和鸣 1，2，3，李  楠 1， 2

文题释义：

网络药理学：在系统生物学、多向药理学及计算生物学等多学科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研究药物机制的新方法。

骨关节炎：一种退行性病变，系由于增龄、肥胖、劳损、创伤、关节先天性异常和关节畸形等诸多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退化损伤、关节

边缘和软骨下骨反应性增生，又称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炎、老年性关节炎和肥大性关节炎等。

摘要

背景：临床研究表明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效果显著，但其药理机制尚不明确。

目的：文章运用网络药理学研究方法，分析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潜在靶点、作用网络及潜在机制。

方法：文章借助TCMSP，BATMAN-TCM和TCMID数据库获取龟鹿二仙胶的化学成分及对应靶点，OMIM，Gene Cards和Drug Bank数据库

检索骨关节炎的已知疾病靶点；运用Perl语言将药物活性成分靶点与疾病靶点相映射得到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靶点，运用

Cytoscape3.7.2软件构建“药物-化合物-靶点”作用网络，运用STRING软件构建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对所得PPI网络进行拓扑分析，筛

选发挥治疗作用的关键成分与关键靶点；运用R语言对关键靶点进行GO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获知其潜在作用机制，构建龟鹿二

仙胶“通路-靶点”，获知主要作用通路与靶点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结论：①文章预测得到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有效成分69个，靶点201个，关键成分有槲皮素、山奈酚及β-谷甾醇等6个，关

键靶点有白细胞介素6、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3等20个；②GO和KEGG分析结果显示，龟鹿二仙胶通

过以上关键靶点，影响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7信号通路和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13个主要通路，集中于调控炎

症、软骨代谢、细胞凋亡与增殖等功能来发挥防治骨关节炎的作用；③结果证实，以上关键靶点和通路构建了龟鹿二仙胶防治骨关节炎

的作用网络，其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治疗特点为龟鹿二仙胶进一步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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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构建了龟鹿二仙胶治疗

骨关节炎的药物 - 活性

成分 - 预测靶点网络以

及通路 -关键靶点网络；

用药物分子 - 疾病 - 靶

点 - 通路结合的现代网

络药理学来阐释中药多

成分、多性味归经及多

功效的特征，符合中医

药整体观和辨证观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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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关节疾病，

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个体遗传易感

性、衰老、肥胖和关节排列不良等几个

危险因素与骨关节炎密切相关
[1-2]

。在

中医学中并无骨关节炎的病名，但据其

临床表现可归属于中医学骨痹范畴，《中

医骨伤科临床诊疗指南 · 膝痹病 ( 膝骨

关节炎 )》将其分为肝肾亏虚、气血虚弱、

寒湿痹阻、湿热痹阻及气滞血瘀共 5 个

证型，其治疗原则多为滋补肝肾、补气

养血、温经散寒、清热除湿和活血化瘀

等
[3]
。目前骨关节炎的诊断仅是基于临

床症状和影像学标准，病因至今未明，

为骨伤科治疗难题之一，因此，亟需探

明有效的骨关节炎防治策略。因中医药

治疗骨关节炎的不良反应较小，临床疗

效肯定，近年来研究者对中药复方治疗

骨关节炎作用机制的探究也越来越多。

龟鹿二仙胶最早见于《医便》，由龟板

胶、鹿角胶、人参和枸杞组成，诸药合

用，共奏补益肝肾、填精益髓及助阳益

气之功
[4]
。临床研究表明龟鹿二仙胶方

治疗骨关节炎效果显著，能明显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
[5-7]

。此外，龟鹿二仙胶

防治骨关节炎的作用机制也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研究表明龟鹿二仙胶能抑制软

骨细胞凋亡、延缓软骨外基质降解及减

少炎症因子表达
[8-11]

，但由于龟鹿二仙

胶复方成分较复杂，其作用于骨关节炎

的具体机制仍缺乏有力证据证明。

网络药理学集合了数据挖掘、靶

点预测和高通量数据整合等多种研究方

法，它把中药成分靶点间的相互作用和

联系系统的展现出来，还能整体分析中

药复方多成分的作用机制，其系统性和

整体性与中医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

原则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深入推动

了中药复方药效分子机制的研究
[12-13]

。

文章基于网络药理学，通过数据挖掘与

分析，筛选和系统预测龟鹿二仙胶治疗

骨关节炎的潜在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

为龟鹿二仙胶临床精准定位提供药理学

依据，为进一步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应

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线索。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数据库、软件及分析平台  作者

于 2020 年 2 月至 5 月运用生物信息学

和数据挖掘技术检索以下 10 个数据库

的文献，见表 1。

1.2   分析方法

1.2.1   龟鹿二仙胶活性成分的获取及

靶点筛选  利用 TCMSP，BATMAN-TCM

和 TCMID 数据库收集龟鹿二仙胶中龟板

胶、鹿角胶、人参及枸杞的化学成分，

基于口服生物利用度 (OB) ≥ 30% 和类药

性 (DL) ≥ 0.18 进行筛选
[14-15]

，同时查阅

文献对未纳入数据库但已报道具生物

活性和药理作用的也一并纳入，最终

确定其活性成分。通过 TCMSP和 Drug 

Bank 数据库查询活性成分相对应的靶

标蛋白，并利用 Unitprot 数据库查询

靶标蛋白对应的基因名称，剔除非人

类的靶点蛋白
[16]

，最终整理得到龟鹿

二仙胶的活性成分及其对应靶点。

1.2.2   骨关节炎靶点筛选预测  利

用 GeneCards 和 OMIM 数 据 库， 以  

“osteoarthritis”为关键词，对骨关节

炎相关靶点进行检索及筛选，将所有

筛选结果合并去重后得到骨关节炎的

相关靶标信息。

1.2.3   网络构建与分析  利用 Perl 语言

将所得药物活性成分靶点与骨关节炎疾

病靶点相映射，得到龟鹿二仙胶治疗骨

关节炎的预测靶点。将交集得到的靶点

导入 String 数据库
[17]
，构建蛋白质 -蛋

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并用 Cytoscape 3.7.2

软件中的 CytoNCA 插件对所得的蛋白质

相互作用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借助度中

心性 (DC) 和介度中心性 (BC) 指标进行筛

选，首先筛选大于 2 倍中位数的度中心

性值的节点，筛选完成后根据初筛结果

继续筛选大于每个指标所对应的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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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uilu Erxianjiao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on osteoarthritis, but its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is not yet clear.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targets, action networks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Guilu Erxianjiao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using network 
pharmacology. 
METHOD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corresponding targets of Guilu Erxianjiao were obtained with the help of TCMSP, BATMAN-TCM and TCMID 
databases, and the known disease targets of osteoarthritis were searched in OMIM, GeneCards and Drug Bank databases. Perl language was used to map the 
targets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the drug to the targets of the disease to obtain the targets of Guilu Erxianjiao for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Cytoscape 3.7.2 
software was used to build a “drug-compound-target” interaction network. STRING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followed by a top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obtaine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to screen the key components and key targets that play a therapeutic 
role. R language was used to perform gene ontology (GO) enrichment analysis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nomes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to underst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 of action, construct the “pathway-target” of the Guilu Erxianji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pathway 
and targets was then obtain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69 active ingredients and 201 targets of Guilu Erxianjiao for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will be obtained. There are 
6 key components such as quercetin, kaempferol and β-sitosterol, and 20 key targets such as  interleukin-6,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1, and cysteine-
containing aspartate proteolytic enzyme 3. The results of GO and KEG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rough the above key targets, the Guilu Erxianjiao affected 13 
major pathways, including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interleukin-17 signaling pathway,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signaling pathway, 
and played a role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by the focus on regulating inflammation, cartilage metabolism,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In 
conclusion, the above key targets and pathways have constructed an action network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by Guilu Erxianjiao, and 
its multi-component-multi-target-multi-channel treatment features provide new ideas and clues for the further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uilu 
Erxianjiao. 
Key words: bone; joint; cartilage; network pharmacology; bioinformatics; target; ingredient; pathway; metabolism; cell apoptosis; inflamm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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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龟鹿二仙胶“中药 -活性成分 -疾病靶点”信息
Table 2 ｜ Inform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active component-disease target” for Guilu Erxianjiao

序号 中药 活性成分 ( 个 ) 疾病靶点 ( 个 )

1 龟板胶 19 707
2 鹿角胶 13 836
3 人参 22 748
4 枸杞 45 1 202

表 3 ｜龟鹿二仙胶靶点数排名前 8 位成分信息
Table 3 ｜ Information of top eight ingredients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number of Guilu Erxianjiao

序号 化学成分 靶点数 来源中药

1 槲皮素 (Quercetin) 97 枸杞

2 碳酸钙 (Calcium carbonate) 52 龟板胶、鹿角胶

3 山奈酚 (Kaempferol) 37 人参

4 甘氨酸 (Glycine) 21 龟板胶、鹿角胶

5 大豆黄素 (Glycitein) 16 枸杞

6 Β- 谷甾醇 (Β-Sitosterol) 15 人参、枸杞

7 丙氨酸 (Alanine) 13 龟板胶、鹿角胶

8 原阿片碱 (Fumarine) 11 人参

的节点
[18]
，得到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

炎的关键靶点。

1.2.4   基因本体论 (gene ontology，GO)

富集分析  首先，使用 R 语言 ( 版本

3.6.2)软件将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

的靶点进行 ID 转换，为下一步做基础；

其次，在R语言中调用生物类的程序包，

如 clusterProfiler，bioconductor 等对关

键靶点进行 GO 富集分析 (P < 0.05)，得

到 GO 富集分析结果，其中包括龟鹿二

仙胶治疗骨关节炎靶点的生物学过程

(biological process，BP)、分子生物学功

能 (molecular  function，MF) 和细胞组

分 (cellular component，CC)等具体数据，

通过对基因的富集分析预测龟鹿二仙

胶治疗骨关节炎的可能机制。

1.2.5  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nomes，
KEGG) 富集分析及 KEGG 关系网络的构

建   使用 R 语言对关键靶点进行 KEGG

富集分析 (P < 0.05)，得到 KEGG 富集分

析具体通路信息，将得到的结果利用

Perl 语言进行处理后，运用 Cytoscape 

3.7.2 构建“通路 - 关键靶点”关系网

络，分析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通

路 -关键靶点”之间的关系。

1.2.6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化学

成分及作用机制的文献验证  通过使用

检索词结合不同数据库的检索方式，

检索以下 3 个数据库：知网、万方和

PubMed 数据库。中文检索词包括：“骨

关节炎”“龟鹿二仙胶”“中医”“槲

皮素”“山奈酚”等；英文检索词包

括：“Osteoarthritis，Guilu Erxianjiao，
quercetin，kaempferol”等，挖掘分析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相关成分与

机制，为网络药理学所分析的结果提供

文献验证。

1.3   主要观察指标  关键靶点的 GO 和

KEGG 富集结果；关键靶点在龟鹿二仙

胶治疗骨关节炎相关通路中的分布情

况。

2    结果  Results 
2.1   活性成分筛选及靶点筛选  共得到

活性化合物 95 个，其中龟板胶 19 个，

鹿角胶 13 个，人参 22 个，枸杞 45 个；

共有对应疾病靶点 3 493 个，见表 2。

利用 Perl 语言将上述数据进行综合处理

后得到 2 163 个药物对应靶点。

2.2   疾病靶点筛选结果   将所得结果进

行综合删除重复项后，得到骨关节炎相

关靶点 2 612 个。

2.3   网络构建与结果分析   得到 201

个共有靶点，对应龟鹿二仙胶活性成

分 69 个。利用 Cytoscape 3.7.2 软件构

建“中药 - 活性成分 - 疾病靶点”网

络图见图 1。靶点数排名前 8 位的成分

为槲皮素 (quercetin)、碳酸钙 (calcium 

Carbonate)、 山 奈 酚 (kaempferol)、 甘

氨酸 (glycine)、大豆黄素 (glycitein)、β-

谷甾醇 (β-sitosterol)、丙氨酸 (alanine)

和原阿片碱 (fumarine)，见表 3，这些

可能为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有效

成分。将映射所得的 201 个靶点利用

String 构建 PPI 网络，其产生相互作用

的网络有 201 个节点，3 543 条边，所

得 PPI 网络导入 Cytoscape 3.7.2 软件，

使用 CytoNCA 插件进行拓扑分析，得到

20 个靶点的网络，见图 2。对这 20 个

靶点进行分析，明确此 20 个靶点的基

本功能信息，见表 4。将这 20 个靶点

所对应的成分进行网络构建得到图 3 所

示网络，根据 degree 值大小筛选前 8

位的成分为槲皮素、山奈酚、人参皂苷

Rh2、β-谷甾醇、大豆黄素、原阿片碱、

碳酸钙和花生四烯酸盐，结合前面所得

到的前 8 位成分取交集后得到槲皮素、

山奈酚、β- 谷甾醇、大豆黄素、原阿

片碱和碳酸钙 6 个成分，提示这 6 个成

分可能为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关

键成分。

2.4   GO 富集分析  将 2.3 中得到的 20 个

靶点利用 R 语言软件借助 Bioconductor

数据包 library(org.Hs.eg.db) 对这 20 个

靶点进行 ID 转换，然后运用 R 语言进

行 GO 分析得到 1 550 个条目，其中生

物学过程占 1 512 个，分子生物学功能

占 21 个，细胞组分占 17 个，显示龟鹿

表 1 ｜数据库及软件
Table 1 ｜ Databases and software

序号 数据库及软件名称 网址

1 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及分析平台 (TCMSP) http: //lsp.nwu.edu.cn/tcmsp.php
2 中药分子机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 (BATMAN-TCM) http://bionet.ncpsb.org/batman-tcm/
3 中医药综合数据库 (TCMID) http://bidd.nus.edu.sg/group/TCMsite/Default.aspx
4 Drug Bank 数据库 https://www.ncbi.nlm.nih.gov/gene
5 Unitprot 数据库 http://www.Unitprot.org/
6 cytoscape 3.6.2 软件 https://cytoscape.org/
7 蛋白质相互作用数据库 (STRING) https://string-db.org/
8 真核生物基因组自动注释数据库 (Ensembl) http://asia.ensembl.org/index.html
9 GeneCards 数据库 https://www.genecards.org
10 OMIM 数据库 https://www.om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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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关键靶点基因功能信息
Table 4 ｜ Functional information of key target genes

序号 靶点基因 靶向蛋白 靶向蛋白的生物学活性

1 甘油醛 -3-磷酸脱氢酶 (GAPDH)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参与核事件，包括转录，RNA 运输，DNA 复制和凋亡

2 白细胞介素 6(IL-6) Interleukin-6 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细胞因子，急性时相反应的一种强力诱导剂

3 蛋白激酶 1(AKT1) RAC-alpha serine/threonine-protein kinase 调控新陈代谢、增殖、细胞存活、生长和血管生成

4 胰岛素 (INS) Insulin 增加细胞对单糖、氨基酸和脂肪酸的通透性

5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VEGFA)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诱导内皮细胞增殖，促进细胞迁移，抑制凋亡，诱导血管通透性

6 转录因子 AP-1(JUN) Transcription factor AP-1 转录因子识别和结合增强子七肽基序 5‘-TGA[CG]TCA-3’
7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将细胞外信号转化为适当的细胞反应

8 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基质金属蛋白酶 9，在细胞外基质的局部蛋白分解和白细胞迁移中起重要作用

9 表皮生长因子 (EGF) Pro-epidermal growth factor 体内和体外刺激各种表皮和上皮组织的生长，在细胞培养中刺激部分成纤维

细胞生长

10 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
3(CASP3)

Caspase-3 参与负责凋亡执行的 caspase 的激活级联

11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1(MAPK1)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1 是 MAP 激酶信号转导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前列腺素 G/H 合酶 2(PTGS2) Prostaglandin G/H synthase 2 将花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 H2(PGH 2)
13 原癌基因酪氨酸蛋白激酶 (SRC) Proto-oncogene tyrosine-protein kinase 参与基因转录、免疫反应、细胞粘附、细胞周期进展、凋亡、迁移和转化

14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8(MAPK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8 参与细胞增殖、分化、迁移、转化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等多种过程

15 白细胞介素 1β(IL-1β) Interleukin-1 beta 强效促炎细胞因子

16 原癌基因蛋白 (MYC) proto-oncogene protein 激活生长相关基因的转录，与 VEGFA 启动子结合，促进 VEGFA 的产生和随后

的血管生成

17 C 基序趋化因子 2(CCL2) C-C motif chemokine 2 趋化因子，能吸引单核细胞和嗜碱性细胞，增强单核细胞抗肿瘤活性

18 72 kDa IV 型胶原酶 (MMP2) 72 kDa type IV collagenase 参与血管重塑、血管生成、组织修复、肿瘤侵袭、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破裂等多种功能

19 雌激素受体 (ESR1) Estrogen receptor 参与调控真核细胞基因的表达，影响靶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20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14(MAPK14)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14 刺激诱发的细胞外刺激，诱导转录因子直接激活

表 5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涉及的主要生物学过程
Table 5 ｜ The main bi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with Guilu 
Erxianjiao

序号 生物学过程 基因数 相关基因

1 对氧化应激的反应 (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

12 IL-6，AKT1，INS，JUN，EGFR，MMP9，CASP3，MAPK1，
PTGS2，SRC，MAPK8，MMP2

2 对脂多糖的反应 (Response To 
Lipopolysaccharide)

11 IL-6，AKT1，JUN，CASP3，MAPK1，PTGS2，SRC，
MAPK8，IL1B，CCL2，MAPK14

3 对细菌源分子的反应 (Response To 
Molecule Of Bacterial Origin)

11 IL-6，AKT1，JUN，CASP3，MAPK1，PTGS2，SRC，
MAPK8，IL1B，CCL2，MAPK14

4 对活性氧的反应 (Response To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10 IL-6，AKT1，JUN，EGFR，MMP9，CASP3，MAPK1，
SRC，MAPK8，MMP2

5 蛋白质定位建立的正向调控 (Positive 
Regula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Protein 
Localization)

10 AKT1，INS，EGFR，EGF，MAPK1，PTGS2，SRC，
MAPK8，IL1B，MAPK14

表 6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涉及的主要分子生物学功能
Table 6 ｜ The main molecular biological functions involved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with 
Guilu Erxianjiao

序号 分子生物学功能 基因数 相关基因

1 生长因子受体结合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inding) 5 IL-6，VEGFA，EGF，SRC，IL1B
2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活性 (MAP Kinase Activity) 3 MAPK1，MAPK8，MAPK14
3 受体配体活性 (Receptor Ligand Activity) 6 IL-6，INS，VEGFA，EGF，IL1B，CCL2
4 细胞因子受体结合 (Cytokine Receptor Binding) 5 IL-6，VEGFA，CASP3，IL1B，CCL2
5 蛋白质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活性 (Protein Serine/

Threonine Kinase Activity)
3 AKT1，MAPK1，MAPK14

表 7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涉及的主要细胞组分
Table 7 ｜ The main cellular components involved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with Guilu 
Erxianjiao

序号 细胞组分 基因数 相关基因

1 囊泡腔 (Vesicle Lumen) 6 INS，VEGFA，EGFR，EGF，MAPK1，MAPK14
2 膜筏 (Membrane Raft) 5 EGFR，CASP3，MAPK1，PTGS2，SRC
3 膜微区 (Membrane Microdomain) 5 EGFR，CASP3，MAPK1，PTGS2，SRC
4 分泌颗粒腔 (Secretory Granule Lumen) 5 INS，VEGFA，EGF，MAPK1，MAPK14
5 膜区 (Membrane Region) 5 EGFR，CASP3，MAPK1，PTGS2，SRC

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主要与对氧化应激

的反应、对脂多糖的反应、对细菌起源

分子的反应、对活性氧的反应及细胞蛋

白质定位建立的正调控等生物学过程以

及生长因子受体结合、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活性、受体配体活性、细胞因子受

体结合、蛋白质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活

性等分子生物学功能密切相关，其过程

涉及细胞内囊泡、膜筏、膜微区、内质

网腔及核染色质等细胞组分。其主要生

物学过程、分子生物学功能、细胞组分

参与的基因见表 5-7。

2.5   KEGG 富集分析及“通路 - 关键靶

点”关系网络  构建 KEGG 分析结果见

图 3，共得到 138 条通路，将这 138 条

通路信息利用 Perl 语言进行处理后，将

所得数据导入 Cytoscape 3.7.2软件构建

“通路 - 关键靶点”关系网络见图 4，

根据 degree 值并排除宽泛通路后筛选

出 13 条主要通路，具体主要通路和其

涉及基因见表 8。

2.6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化学成

分及作用机制的文献验证 通过检索共

纳入文献 17 篇
[8-11, 19-31]

。分析所得文献，

明晰龟鹿二仙胶的功用主治和方中单味

药的功效，以及此方治疗骨关节炎的中

医认识及作用机制，见图 5。文献报道

龟鹿二仙胶全方、拆方及其单药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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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槲皮素、山奈酚和甘氨酸等

对骨关节炎均具有治疗作用
[8-11, 19-26]

；

大豆黄素可能通过对成骨细胞的增殖作

用，抑制破骨性骨吸收，防治骨关节炎

的发生和进展
[27-28]

；人参皂苷能通过增

高 Bcl-2/Bax 的比值、提高软骨细胞中

Ⅱ型胶原基因的表达、抑制基质金属蛋

白酶 13 的表达来改善骨关节炎患者症

状
[29-31]

。其治疗骨关节炎的机制主要与

对炎症介质、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量和

Ⅱ型胶原基因的调控相关，说明龟鹿二

仙胶治疗骨关节炎可能与炎症、软骨代

谢、细胞凋亡与增殖等通路有关。

3   讨论  Discussion
中医学认为骨关节炎属“痹证”

和“骨痹”范畴。骨痹的病因多考虑为

外感风邪，遇寒或受热，加之湿邪偏盛，

诸邪裹结，合而为痹。而素体骨髓亏虚，

肌腠不能抵御邪气，外邪乘隙入侵，是

导致骨痹发生的内在因素。中医治疗骨

痹讲究辨证论治，旨在通过中草药的配

伍，以达到通络止痛、补虚泻实之功效。

龟鹿二仙胶方中的龟板胶入肝、肾、肺

三经，有滋阴潜阳和益肾健骨之用；鹿

角胶归经肝肾，能温补肝肾和益精养血；

人参入脾、肺、心经，有大补元气之功；

枸杞入肝、肾经，能治肝肾亏虚、腰膝

酸软之症。四药合用，能对肾元虚损和

精血不足所致的筋骨形体失养从根本上

进行治疗。

网络药理学能够从中药成分、靶

点与疾病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出发进行研究，特别适宜研究中药“多

成分 - 多靶点 - 多途径”的作用关系，

探明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及具体作用机

制。文章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分析龟鹿

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化学成分 -靶点 -

通路”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其潜在作用

机制。文章通过富集分析得出了龟鹿二

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主要成分有69个，

其中槲皮素、山奈酚和 β- 谷甾醇等成

分可能为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关

键成分；主要治疗靶点有 201 个，其中

的白细胞介素 6、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1 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

3 等 20 个靶点为核心靶点。

在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炎症、软

骨代谢、细胞凋亡与增殖几种因素是密

切关联的，炎症可以导致软骨组织细胞

外基质的降解，也可以通过线粒体依赖

途径、内质网应激途径以及死亡受体介

导的细胞信号转导途径引起软骨细胞凋

亡
[32]
。在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所针

对的核心靶点中，白细胞介素 1β 由关

节中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脂肪细胞

和滑膜细胞、浸润滑膜的免疫细胞等产  

生
[33]
，能强烈诱导蛋白水解酶 ( 如基质

金属蛋白酶和聚集蛋白聚糖酶 ) 的表达

和释放，并抑制细胞外基质的表达，包

括Ⅱ型胶原蛋白和聚集蛋白聚糖
[34]
，它

还与其他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6、白

细胞介素 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 和趋

化因子 2 起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强炎症

反应。此外，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

能调控新陈代谢、细胞增殖、细胞存活、

生长和血管生成等过程，这些功能是丝

氨酸、苏氨酸单独或者联合通过磷酸化

一系列下游底物来介导的，如 miR-543

能够提升蛋白激酶和 B 淋巴细胞瘤 -2 基

因表达水平，使软骨细胞的增殖得到提

升，有效对抗白细胞介素 1β 诱导引发的

软骨细胞损伤
[35-36]

。分析以上结果可知，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与调控

炎症、软骨代谢、细胞凋亡与增殖等因

素密切相关。

KEGG 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龟鹿二

仙胶防治骨关节炎可能主要通过调控丝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晚期糖基化终末产

物 - 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叉头框转录

因子 O 和低氧诱导因子 1 等 13 条信号

通路发挥作用。其中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信号通路与骨关节炎软骨损伤具有重

要联系，它的激活能调控炎症反应、软

骨代谢、细胞凋亡与增殖等多种生物学

反应。研究证实，上调miR-24下调C-myc

可以通过失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

通路来抑制软骨细胞凋亡并促进软骨细

胞增殖，进而阻止骨关节炎的发生和发

展
[37]
。

正常的关节软骨是一个低氧组织，

作为对低氧反应的主要调节因子，低氧

诱导因子 1α 能显著调节骨的发育和重

表 8 ｜龟鹿二仙胶与骨关节炎关键靶点通路分析结果
Table 8 ｜ Key target pathway analysis of Guilu Erxianjiao related to osteoarthritis

序号 ID 通路 基因数 关键基因分布

1 Hsa04010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 (MAPK Signaling Pathway) 12 AKT1，INS，VEGFA，JUN，EGFR，EGF，CASP3，MAPK1，MAPK8，IL1B，MYC，
MAPK14

2 Hsa04933 糖尿病并发症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 糖基化终末产

物受体信号通路 (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

11 IL-6，AKT1，VEGFA，JUN，CASP3，MAPK1，MAPK8，IL1B，CCL2，MMP2，
MAPK14

3 Hsa04668 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 (TNF Signaling Pathway) 11 IL-6，AKT1，JUN，MMP9，CASP3，MAPK1，PTGS2，MAPK8，IL1B，CCL2，
MAPK14

4 Hsa04657 白细胞介素 17 信号通路 (IL-17 Signaling Pathway) 10 IL-6，JUN，MMP9，CASP3，MAPK1，PTGS2，MAPK8，IL1B，CCL2，MAPK14
5 Hsa01522 内分泌抗性 (Endocrine Resistance) 10 AKT1，JUN，EGFR，MMP9，MAPK1，SRC，MAPK8，MMP2，ESR1，MAPK14
6 Hsa05418 流体剪应力与动脉粥样硬化 (Fluid Shear Stress And 

Atherosclerosis)
10 AKT1，VEGFA，JUN，MMP9，SRC，MAPK8，IL1B，CCL2，MMP2，MAPK14

7 Hsa05161 乙型肝炎 (Hepatitis B) 10 IL-6，AKT1，JUN，MMP9，CASP3，MAPK1，SRC，MAPK8，MYC，MAPK14
8 Hsa04625 C− 凝集素受体信号通路 (C-Type Lectin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9 IL-6，AKT1，JUN，MAPK1，PTGS2，SRC，MAPK8，IL1B，MAPK14

9 Hsa04066 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 (HIF-1 Signaling Pathway) 8 GAPDH，IL-6，AKT1，INS，VEGFA，EGFR，EGF，MAPK1
10 Hsa04068 叉头框转录因子 O 信号通路 (FOXO Signaling Pathway) 8 IL-6，AKT1，INS，EGFR，EGF，MAPK1，MAPK8，MAPK14
11 Hsa04915 雌激素信号通路 (Estrogen Signaling Pathway) 8 AKT1，JUN，EGFR，MMP9，MAPK1，SRC，MMP2，ESR1
12 Hsa04620 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7 IL-6，AKT1，JUN，MAPK1，MAPK8，IL1B，MAPK14
13 Hsa04370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 (VEGF Signaling Pathway) 6 AKT1，VEGFA，MAPK1，PTGS2，SRC，MAPK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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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蓝色三角形表示疾病靶点，左上淡绿色椭圆形表示龟板胶的活性成分，右上紫红色椭圆形表示鹿角胶活性成分，中上相交黄色椭圆形

表示龟板胶和鹿角胶共有活性成分；左下红色椭圆形表示枸杞的活性成分，右下深绿色椭圆形表示人参的活性成分，下中相交黄色椭圆形表示枸

杞和人参的共有活性成分

图 1 ｜“中药 -活性成分 -疾病靶点”网络

Figure 1 ｜ Network of “Chinese medicine-active ingredients-disease target”

龟板胶 鹿角胶

枸杞 人参

图注：图 A 中的圆点表示龟鹿二仙胶的作用靶

点，每一条边表示靶点间相互作用关系；借助 
Cytoscape 3.7.2 软件中的 CytoNCA 插件对图 A
进行筛选，得到图 B 网络，蓝色方框内为关键

靶点，每条线代表靶点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说

明这些靶点为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主要

作用靶点

图 2 ｜ 龟鹿二仙胶作用靶点 PPI 网络 (A) 及
PPI 网络筛选 (B)
Figure 2 ｜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A) an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screening (B) of Guilu Erxianjiao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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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软骨细胞生长和分化过程中具有

关键作用，软骨缺乏低氧诱导因子 1α

能导致大量软骨细胞死亡
[38-39]

。马笃军

等
[40]

用牛膝总皂苷干预兔骨关节炎模

型，发现低氧诱导因子 1 信号通路在实

验兔骨关节炎模型软骨修复过程中发挥

了较大作用。有研究发现晚期糖基化终

末产物如戊糖素在关节软骨中的含量随

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而戊糖素含量与关

节软骨的胶原网络脆性具有较高联系性；

此外，软骨与另一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

物如苏阿糖等发生糖化作用后，胶原网

络的刚性会发生增长，且增长幅度与晚

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呈高相关性；胶

原网络两种特性的增加则会提升其易感

性，关节软骨更易发生机械损伤
[41]
。糖

基化终末产物受体与晚期糖基化终末产

物结合可以引发一系列病变，机制十分

复杂。研究表明，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

与衰老、慢性炎症及细胞应激有密切联

系，在细胞稳态及损伤后修复等过程中

都有参与
[42]
。

目前，中医药防治骨关节炎的临

床研究和动物实验很多，但是明确针对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 糖基化终末产物

受体信号通路的研究仍然较少，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作为衰老导致骨关节炎发

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医药通过调控此

信号通路防治骨关节炎的具体作用机制

仍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肥胖因素已成

为骨关节炎患者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

因之一，肥胖导致的慢性轻度炎症与骨

关节炎进程密切相关。

Toll 样受体是一类非特异性免疫受

体，其家族成员 Toll 样受体 4 在肥胖相

关的骨关节炎进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阻断 Toll 样受体 4 信号通路即可起

到治疗肥胖相关骨关节炎的作用
[43]
，

但是目前对中医药防治肥胖相关骨关节

炎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可以进一步开

展相关研究。

文章运用网络药理学的研究技术

预测了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潜在

活性成分、关键靶点及其作用途径网络，

为更深入地探讨其作用机制以及更广泛

地应用于临床提供了一定依据。另一方

面以文献挖掘得出的信息进行比对，得

出对此次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作

用靶点、作用网络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和

图注：图中蓝色三角形表示 20 个关键靶点，青色椭圆形表示这些关键

靶点所对应的药物活性成分；每条边表示药物活性成分和靶点之间的关

联程度，边数越多，表示两者关联程度越高

图 3 ｜ “筛选靶点 -成分 ”网络

Figure 3 ｜ Screening target-component network  

图注：图中红色菱形表示关键靶点；紫色倒尖角形状表示作用通路，形状越大表示通路涉及的关

键靶点越多。每条边表示关键靶点与通路之间的关系

图 4 ｜ “通路 -关键靶点 ”网络

Figure 4 ｜ Pathway-key target network 

图 5 ｜ 龟鹿二仙胶治疗骨关节炎的相关分析

Figure 5 ｜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uilu Erxianjiao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1) 龟板胶：滋阴、养血、
止血；
(2) 鹿角胶：温补肝肾，益
精养血；
(3) 人参：大补元气、补脾
益肺；
(4) 枸杞：滋补肝肾，益精
养血

(1) 全方功用：补益肝肾、
填精益髓、助阳益气；
(2) 主治：肾元虚损，精
血阴阳不足，筋骨形体失
养五脏失充

肝肾亏虚

气血虚弱

寒湿痹阻

气滞血瘀

湿热痹阻

骨关节炎
中医认识

骨关节炎
机制报道

龟鹿二仙胶

抑制软骨细胞凋亡

促进软骨细胞增殖

调节细胞外基质稳态

调控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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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但是在预测结果中仍有部分活

性成分、靶点及作用网络的临床及基础

验证不足，在后期可对这些活性成分、

靶点及作用网络进行进一步验证，为临

床的应用服务提供更充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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