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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药一直被认为不良反应少,并因其
独特的治疗优势与临床疗效受到人们的欢迎与接
受。但随着中药及其制剂的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其不良反应的报道日益增多,其中以“马兜铃酸
(aristolochicacid,AA)肾病”最为瞩目,有关“中草
药肾病”和“中药肾毒性”的安全性问题引起了国内
外的重视与关注,如何对中药及其制剂肾毒性进行
评价是目前中药安全性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关于中药肾毒性的评价模型及技术方面的
研究日渐报道,并取得了初步进展,本文就目前中药
肾毒性评价模型与技术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肾毒性中药及其肾损伤机制

  目前已见报道的肾毒性中药涵盖植物药、动物
药和矿物药,按所含毒性成分可分为[1]:(1)AA及
其类似物:包括青木香、天仙藤、广防己、汉防己、关
木通等,其中以关木通与广防己的肾毒性研究最多。
(2)生物碱类:如益母草、北豆根、雷公藤等。(3)其
他:如萜类及内酯类、毒蛋白类(如苍耳子、望江南
子、巴豆等)和矿物类(如朱砂、铅丹、汞等)。中药导
致急性肾损伤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2]:(1)直接损伤
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广泛的近曲小管坏死,并诱导
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变为肌成纤维细胞而导致急性肾
衰竭,如关木通。(2)引起间质性肾炎,如AA肾病。
(3)直接损伤肾小球,如苍耳子毒蛋白损害肾脏实质
细胞,致使肾小球变性坏死。(4)其他:中药中某些
成分可导致溶血或过敏性反应,从而对肾脏造成损
伤。

2 中药肾毒性评价模型与技术

2.1 动物模型

  评价药物肾毒性的传统动物模型多采用大鼠、
小鼠、家兔等,观察给药后动物的一般状况,检测动
物尿液、血清中尿素氮(BUN)、肌酐(Scr)等生物标
志物以及肾脏病理组织形态学的改变来评价药物肾
毒性。但传统动物模型存在实验成本高,周期长、效
率低以及动物福利等问题,限制了其在药物毒性筛
选中的应用。
  斑马鱼是一种新型动物模型,具有发育快、体积
小、实验周期短、用药量少及胚胎透明,在显微镜下
可直接观察到肾脏器官的形态等优点。且斑马鱼基
因组与人类基因组高度相似,许多肾毒性化合物引
起斑马鱼胚胎肾损伤的表现与人类的表现相似[3],
现已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生物应用于药物毒性与安
全性评价中。在进行药物肾毒性的研究时,可通过
观察是否形成肾包膜水肿,或利用荧光标记物测定
肾小球滤过率[4],以及采用免疫组化[3]等方法来评
价斑马鱼肾小管和肾单位的损伤情况,同时还能观
察到损伤肾组织内肾小管、血管与免疫细胞间的联
系及相互作用规律[5]。Ding等[6]利用斑马鱼胚胎
模型研究AA肾毒性发现,斑马鱼胚胎浸入AA溶
液中会发生肾畸形表现,如弯曲、前肾管囊性扩张、
肾小球萎缩等,肾畸形改变的百分率与 AA的剂量
呈正相关关系,并可出现肾小球滤过率显著下降,引
起肾衰竭。实验中还发现,斑马鱼肾脏比心脏对

AA引起的损伤更为敏感,其导致肾毒性的机制与
上调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环氧化酶-2(COX-
2)、髓过氧化物酶(MPO)等促炎因子的表达有关。
另一项利用斑马鱼胚胎研究AA肾毒性的实验结果
发现,AA可显著降低nephrin基因表达水平,损害
斑马鱼胚胎肾结构和功能,其毒性作用与肾小球足
细胞的功能改变有关[7]。
2.2 体外细胞模型

  因近端肾小管细胞对外源性毒物的刺激特别敏
感[8],目前是药物体外肾毒性的评价与机制研究的
重要工具之一。常用的肾小管细胞系有人肾小管上
皮细胞系(HK-2和 HKC)、美洲负鼠肾小管上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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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系(OK)、猪肾小管上皮细胞系(LLC-PK1)、犬肾
小管上皮细胞(MDCK)、大鼠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
(NRK-52E)、小鼠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RTECs)
等。此外,人胚肾细胞(HEK-293)目前也逐渐被应
用于研究药物体外细胞毒性。
2.2.1 MDCK细胞 MDCK拥有典型的选择性阳
离子上皮细胞旁通道和大量能反映早期肾损伤的肾
小管刷状缘酶[9],近年在中药肾毒性评价与预测中
发挥作用。刘庆等[10]以氯化汞(HgCl2)作为阳性对
照,研究 AAⅠ、AAⅡ,以及苦参碱、氧化苦参碱和
肉豆蔻醚对 NDCKⅡ细胞的毒性作用,结果提示

MDCKⅡ细胞系对有肾毒性的AAⅠ和AAⅡ和未
见肾毒性报道的苦参碱、氧化苦参碱和肉豆蔻醚的
反应不同,可用于中药成分体外肾毒性评价。广防
己[11]、雷公藤甲素[12]体外肾毒性实验研究亦表明,
MDCK细胞模型可用于初步评价中药的体外肾毒
性。郝然等[13]将 MDCK细胞接种在微孔膜上,形
成完整的细胞单层,用AA为工具药,探索在此细胞
单层模型进行药物早期毒性检测的可行性,结果显
示该模型亦可用于药物肾毒性的早期检测,且较某
些传统方法具有更高的灵敏性。
2.2.2 HK-2细胞 HK-2功能接近原代培养的肾
小管细胞,是药物肾毒性及肾小管损伤机制研究的
重要细胞模型。国内外学者利用 HK-2模型对马兜
铃及其主要成分肾毒性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14],并 取 得 了 重 大 收 获。近 年 来,大 黄[15]、泽
泻[16]、补骨脂[17]、穿心莲[18]等中药及其主要成分体
外对HK-2细胞的毒性作用与机制也不断被研究报
道。龙军等[19]通过检测 HK-2细胞中绿色荧光蛋
白(GFP)的表达和荧光强度来研究中药肾毒性成分
引起的HK-2细胞损伤,有望在体外早期预测单味
中药、复方以及中西药合用时的肾毒性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2.3 数学模型

  计算毒理学是应用数学及计算机模型来预测、
阐明化合物的毒副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化学结构
与毒性关系的学科,目前已广泛用于新药的毒性评
价。通过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已知化合物结构
与其毒性关系的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判别模型,可实
现对化合物毒性的快速预测。我国利用数学模型进
行中药肝肾毒性预测起步较晚,所见报道较少。张
景芳等[20]用支持向量机(SVM)构建化合物肾毒性
判别模型和肾小管损坏判别模型。实验结果显示,
2个模型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性、马修斯相关系
数均在70%以上。以22个有肾毒的中药成分对肾
毒性判别模型进行验证评价,准确率达72.73%;用
肾小管损坏判别模型作进一步筛查显示,10个肾毒
性判别阳性的中药成分可能通过损害肾小管致肾脏
毒性,6个已有文献佐证。由此提示,2个模型具有

一定的准确性,有助于开展中药肾毒性成分筛查工
作,并为进一步研究肾毒性机制提供新思路。王新
洲等[21]的研究发现,利用k近邻算法当参数k为1
时构建的模型对有肾毒数据集具有较好的预测能
力,其对外部测试集中有肾毒成分的预测准确率也
最高,达到64.29%。支持向量机算法构建的模型
虽然有较高的自身预测准确率(80.25%),但是其
对外部测试集的预测准确率仅有45.45%。提示采
用k近邻算法构建的模型对外部测试集22个中药
成分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2.4 荧光探针技术

  用荧光探针进行活细胞成像目前已发展成为生
物学研究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在流式细胞术、免疫分
析、细胞分析、细胞毒性检测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赵 筱 萍 等[22]采 用 荧 光 探 针 二 乙 酸 荧 光 素
(FDA)标记HK-2细胞,创建了一种快速筛查肾毒
性物质的评价模型。用两性霉素B、顺铂、盐酸阿霉
素和AA作为阳性对照物,叶酸、盐酸苯海拉明、格
列苯脲和马来酸依那普利作为阴性对照物,对所建
立的评价模型进行方法学验证。结果表明,该肾毒
性体外评价模型线性度、稳定性和准确性均满足应
用要求。将其用于《中国药典》收载的32种有毒中
药的352个组分进行规模化普筛,发现巴豆等14种
中药材的31个组分对HK-2细胞具有明显毒性,可
能会引起肾毒性。其他18种中药的各组分对HK-2
细胞未见明显毒性。
2.5 代谢组学方法

  代谢组学是继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转录组
学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研究药物、
毒物或外界环境刺激下生物体内的整体代谢变化,
符合中医药整体效应的特点,在中药毒性评价方面
具有广大应用前景。核磁共振(NMR)、气相色谱/
飞行时间质谱(GC-TOF/MS)和 超高效液相色谱/
飞行时间质谱(UPLC-TOF/MS)是目前代谢组学
最常用的3种检测技术[23]。赵剑宇等[24]将关木通
染毒后大鼠后收集尿样,测定1H-NMR谱,并进行
血浆生化指标和肾脏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发现关
木通能够对肾脏造成损害,且大鼠尿液的代谢物谱
与关木通毒性作用强度密切相关。梁琦等[25]利用1
H-NMR谱比较广防己、粉防己血、尿代谢表型差
异,两种不同物质引起肝、肾损害随给药时间延长而
加重;粉防己的肝、肾毒性较广防己重。基于1H
NMR的代谢组学方法,刘霞等[26]分析了C57BL/6J
小鼠尿样的代谢特征,揭示了 AAⅠ导致急性肾毒
性的分子机理及其在雌性和雄性小鼠上差异的根源
为抑制小鼠体内的三羧酸(TCA)循环和能量代谢,
破坏了体内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改变了肾脏细胞
内外的渗透压,从而引起了肾小管的损伤。代谢模
式分析显示雄性小鼠对AAⅠ的肾毒性比雌性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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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敏感,可能源于雄性小鼠本身更低的能量代谢。
祁乃喜[27]等利用生物核磁共振技术,结合模式识别
技术和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对大
鼠尿液内源性代谢物的影响,从代谢组学的角度诠
释中药千里光的肝肾毒性,提示代谢组学方法可为
传统中药毒性研究提供新的手段。

3 展 望

  中药肾毒性已成为临床应用和研究开发的障
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早期肾毒性评价方法
的建立对中药现代化发展与临床应用至关重要。传
统动物实验肾毒性评价存在动物量多、周期长及效
率低等弊端。体外细胞模型适用于中药早期肾毒性
的筛选,但缺乏各个组织及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药物在体内代谢后的作用等,所以不能全面反映
药物的真实毒性。斑马鱼模型是一种能快速、简单
预测药物肾毒性的新型模式生物新方法,可模拟药
物在体内的完整代谢体系。但斑马鱼进入毒性领域
研究的时间短,积累数据少,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来评估。代谢组学技术利用现代分析手段研究了药
物毒性成分的整体代谢反应,在中药肝肾毒性研究
领域具有远大前景。我国中药肾毒性研究取得了一
些成果,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现代毒理学与
其他不多学科断深入发展,多种新技术及手段相互
结合运用,符合中药特点的体内外肾毒性评价方法
将得以建立,使中医药更安全地服务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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