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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质量标志物是近年来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的核心概念，基于项目组对中药质量研究的认识与长期实践，提出
“以有效性为核心，以可测性和特有性为条件，复方中药结合配伍关系，遴选确认中药质量标志物，进而考察其传递与溯源的
功能属性”的研究思路。选择临床常用代表性中药为研究对象，根据所含成分有效性、可测性与特有性评分，采用分层三维整
合技术进行综合量化评价与分级辨识，从而遴选确认质量标志物； 进而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形成到药物产生药效的药物形成
与作用表达全过程进行质量标志物的传递变化规律研究。作者基于中药化学与生物学属性和有效性表达特点，整合多学科
技术方法，重点开展其质量标志物的系统辨识与确认的创新方法研究，以形成代表性和示范性推广应用，为有力提升中药质
量控制水平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关键词］ 中药质量标志物； 中药质量控制； 功效物质； 分级辨识； 传递与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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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marker （ Q-mak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has been the core concept of TCM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long－term practice of the researches on TCM quality，we put forward that
" Taking the effectiveness as the core，the measurability and peculiarity as necessary conditions，and considering compatibility for TCM
formulae，TCM Q-makers are selected and confirmed，and the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ceability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s its functional
attributes" ． Selecting the commonly used representative TCM as the research object，based on the score of TCM effectiveness，measurability and peculiarity，a layered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ed technology was adopted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grad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Q-markers for TCM． And after Q－markers for TCM are selected and confirmed，the transmission variation of the Q-markers
is studied in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CM to its function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CM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effectiveness，and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techniques and methods，researches on innovative methods f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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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我国的中药工业总产值以 20% 的速度

工艺的不同，不同厂家的产品在化学组成上也必然存在一定

递增。根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2015 年，中药工业总产

的差异性，即使是独家产品，由于不同批次原料药材之间本

值达到了 7 866 亿，占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近 1 /3，中药大

身存在差异，不同批次产品之间也存在差异。而化学差异性

健康的产业突破 1 万亿。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密集颁布了

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药效的差异性，对中医临床疗效产生一定

多项中医药相关利好政策，从《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的影响

［2］

。

近年来，我国中药科技工作者在中药质量控制方面做了

（ 2016—2030 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中医药
法》及《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等，

大量的工作，中药质量研究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未

不难看出国家对于中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可谓空前。“中国

能满足日益提高的质量控制的要求。特别是中药药效物质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

基础研究薄弱，致使质量控制指标与中药的有效性关联性不

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

强； 质量控制指标专属性不够，以同一指标成分评价不同药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迎来

材的质量，难以反映不同药材的质量特质； 单一指标成分难

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各路资本竞相追逐中医药大健康产

以表征中药复杂体系质量属性的完整性，万分之几的含量限

业。发展形式的持续扩充、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中

度更是差强人意。目前中药产业的质量研究问题主要包括

医药工业总产值以超过 20% 的年度复合增长率递增，预计

中药质量标准仅用少数成分的含量代表中药的质量； 大多数

2018 年全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13 320 亿元，2022 年将

研究都是针对某个局部或点的问题，缺少系统的思路统领，

达到 27 720 亿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中药

致使研究工作呈现碎片化，重复性研究现象严重，不能有效

质量是中医临床疗效的保障，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地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 中药质量标准与中药生产规程

中药质量研究历来是行业关注的焦点，中药质量标准和质量

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 中药生产规程的技术要求缺乏有效

控制研究及应用是关系到中医药科学和产业发展的国家战

的监控手段； 中药全过程的追溯体系缺乏质量内涵的数据支

略问题。

撑； 质量可传递规律在中药的产业流程中没有成为主要生产

1

中药质量控制研究是影响中药工业发展的关键
习近平 总 书 记 说“中 医 药 是 打 开 中 华 文 明 宝 库 的 钥

匙”，而中药是中医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中药产业是

依据； 中药质量与环境因素的研究不深入，单纯强调产出而
［3］

忽视对药材基地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等

。因此，

如何建立既符合中药特点，又能为国内外医药界所认可的质

保障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也是我国独有的

量标准体系，是当前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

特色和优势产业之一。随着中药产业的飞速发展，中药产品

难题，也是国内外中药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中药标准化研究

质量参差不齐，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质量标准体系，无法做

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共同开展深入系

到精准的中药质量控制，严重影响中医药的疗效和公信力。

统的研究工作，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通过“深入”研

中药是中医药防病治病最重要的物质手段，其本身的内在质

究、“浅出”标准，切实把中药标准化研究往前推进，让更多

量直接影响到中医临床疗效和安全用药，质量控制和评价是

的中药标准走向世界

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中药材中所含化学成分

2

是其发挥药效作用的物质载体，质量稳定、均一的中药材以

一个新的高度

［4］

。

中药质量标志物概念的提出，把中药标准化研究推向了

及中成药是保证中医临床疗效发挥的基础。现行中药质量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中药质量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变

控制的基本模式是参照化学药品质量控制方法建立的。与

化，医药行业的呼声要求高质量的药材和产品供应市场，以

化学合成药物不同，中药是由多种化学成分构成的复杂体

降低对其发展的危害。中药质量是中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系，其特点是化学成分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含量差异大，而

但目前中药质量研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

且化学成分的种类及其组合比例容易受到种质资源、生长环

约了中药产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提升我国中药产品

境、栽培与加工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并且中药药

质量和质量控制水平，刘昌孝院士团队针对中药生物属性、

理作用广泛、大部分药效物质基础尚不十分清楚、大部分作

制造过程及配伍理论等自身医药体系的特点，于 2016 年提

用机制尚不明确，简单照搬化学药品的质量控制模式的局限

［5］
出中药质量标志物（ Q-marker） 的新概念 。中药的活性成

［1］

性日益凸显

。因此，与化学合成药物具有高度的稳定均一

分是由植物体内的代谢和生物合成酶产生的初生或次生代

性不同，不同来源、批次中药材之间的化学差异性是客观且

谢产物构成，能够保护植物自身免受环境压力，具有多样性、

必然存在的。临床广泛使用的中成药，由于药材来源、生产

复杂性和特异性特点。因此，基于中药活性成分特点提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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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标志物”这一新概念应用于中药质量评价。中药

22 个成分，并通过建立 HPLC-DAD 定量分析方法同时测定

质量标志物是存在于中药材和中药产品（ 如中药饮片、中药

了双黄连制剂中 22 种成分的含量，结合化学成分生源途径

煎剂、中药提取物、中成药制剂） 中固有的或加工制备过程中

特性分析、药理药效活性与化学计量学分析研究结果建议黄

形成的、与中药的功能属性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具有传递

芩苷和木蝴蝶素 A-7-葡萄醛酸苷为黄酮类成分的 Q-marker，

性和溯源性。传递性与追溯性贯穿于药材到产品的整个过

绿原 酸、异 绿 原 酸 A 和 连 翘 酯 苷 A 为 有 机 酸 类 成 分 的

程，必须受到密切关注，建立质量标准能够推动传递性和追

Q-marker，断氧化马钱苷为环烯醚萜苷的 Q-marker，连翘苷

溯性的研究。根据中药产品质量评估的思路和方法，从安全

和松脂素-β-D-吡喃葡萄糖为木脂素类成分的 Q-marker，为

性、有效性和质量控制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整个过程。中

综合评价双黄连制剂的质量提供了参考

药或中药方剂标准的研制不仅是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的基

物质基础研究、化学成分专属性研究、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

［6］

础，也是中药产品质量传递和溯源的基础

［12］

。熊亮等从药效

研究、可测性研究、指纹图谱研究 5 个方面，介绍了益母草和

。

刘昌孝院士团队针对目前中药质量研究存在的问题，在

赶黄草 Q-markers 的研究过程，发现赶黄草酮 B 等可作为赶

系统分析和论述中药的基本属性和临床作用特点的基础上，

黄草代表性的 Q-marker，益母草碱等可作为益母草代表性的

以质量标志物核心概念为统领，结合研究实践，从质量要素

Q-marker［13］ 。

的传递与溯源、化学成分与“药性”及“药效”两方面传统功

张铁军等通过对延胡索化学物质组辨识明确化学物质

效的关联关系、基于植物亲缘学及生源途径的成分特有性分

基础，通过化学成分生源途径及成分特异性分析明确其化学

析等角度，提出了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的思路、方法与研究

成分的来源及特异性，通过药效、药性及药动学研究及其物

路径。中药质量标志物概念的提出，整合多学科知识，针对

质基础的相关性分析，明确其主要药效物质基础，并综合研

中药生物属性、制造过程及配伍理论等自身医药体系的特

究结果确定质量标志物，最后以延胡索乙素、延胡索甲素、黄

点，以物质-功能为核心，以成分的特异性为主要依据，提出

连碱、巴马汀、去氢延胡索甲素、D-四氢药根碱及原阿片碱 7

核心质量概念，以此统领中药质量研究，进一步密切中药有

个生物碱为质量标志物，并建立了延胡索多指标成分定量测

效性-物质基础-质量控制标志性成分的关联度； 所建立的思

定及指纹图谱控制方法

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着眼于中药生产与用药全过程的物质基

效、药性、药理作用及化学成分的特异性、生源途径、成分的

础的特有、差异、动态变化和质量的传递性、溯源性，有利于
［7］

建立中药全程质量控制及质量溯源体系

。中药质量标志

物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药学术界、产业界的重视，展开不同
形式的学 术 讨 论，并 针 对 质 量 标 志 物 开 展 了 许 多 探 索 性
［8-9］

研究

［14］

。通过对陈皮、枳实、枳壳的药

含量等的分析，对陈皮、枳实、枳壳的质量标志物进行预测，
认为橙皮苷、川陈皮素、辛弗林可考虑作为陈皮的质量标志
物； 新橙皮苷、柚皮苷、芸香柚皮苷、辛弗林可考虑作为枳实、
枳壳的质量标志物； 虽然 3 种中药均含有橙皮苷，但陈皮中
橙皮苷的含量远高于枳实、枳壳。枳实、枳壳均含有柚皮苷

。
Ding C 等

和新橙皮苷，且根据大量文献研究发现枳实中柚皮苷和新橙

基于近红外光谱建立了一种快速的多成分定量和综合生物

皮苷的含量为枳壳的 1. 5 ～ 3 倍； 辛弗林的含量随着酸橙果

活性评估体系，提出从“光谱-活 性”相 关 分 析 角 度 来 研 究

实成熟度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因此以上质量标志物的

Q-marker的策略，并以菊花的不同品种为例，通过高效液相

预测既可以反映同类药材的共同点，又可以区分不同药材之

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 HPLC / Q-TOF-MS） 联用技

间的差异性

2. 1

中药化学标志物到质量标志物的转化研究

术、热图聚类分析、箱形图等，选择差异性较大的成分并结合

［15］

。

杨静等以丹红注射液研究为例，从化学物质基础、质量

前期的药理研究，初步筛选出 6 个关键的 Q-marker： 绿原酸、

标志物、质控方法 3 个层次，阐述了丹红注射液“Q-markers”

3，
5-二咖啡酰奎宁酸、1，5-二咖啡酰奎宁酸、木犀草苷、芹菜

的辨析技术。通过多种分析方法，阐释丹红注射液的化学物

素-7-O-D-葡萄糖苷和木犀草素-7-O-6-丙二酸单酰基葡萄糖

质； 综合利用活性评价（ 抗氧化活性、抗血小板活性） 、稳定

［10］

苷

。为实现从化学标志物到质量标志物的进一步转化，

性（ 高温和强光） 研究、含量测定研究结果共 5 个维度构建

他们又提出了一种 HPLC / Q-TOF、近红外光谱和化学计量学

了“蛛网模式”辨析丹红注射液的“Q-markers”； 通过综合分

综合的质量评估方法。并以容易混淆的金银花和山银花为

析结果，认为丹参素、原儿茶醛、丹酚酸 B、丹酚酸 A、原儿茶

例，通过 HPLC / Q-TOF 联 合 偏 最 小 二 乘 法 判 别 分 析 （ PLS-

酸、迷迭香酸等成分是丹红注射液优选的质量标志物

［16］

。

DA） 方法筛选出化学标志物 13 种成分并通过热图进行半定

He M 等从化学计量学的角度入手，对柴胡舒肝散精油

量聚类 分 析，结 合 生 物 活 性 基 础 物 质 确 定 4 种 成 分 为

中萜类和苯酞类化合物进行生物活性分析，利用一维 / 全面

Q-marker： 3-O-咖啡酰奎宁酸、3，5-O-二咖啡酰奎宁酸、獐牙

二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和 GC×GC-qMS 进行定

［11］

菜苦苷和 vogeloside

性定量分析，运用了全二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 ×GC-

。
王琼珺

qMS） 数据矩阵的数据分割和分辨率，启发式演变潜在预测

等通过建立 UPLC-Q-TOF-MS 联用技术鉴定双黄连制剂中

（ HELP） 、交替三线性分解（ ALTD） 、替代移动窗口因子分析

2. 2

基于化学与药理作用的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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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WFA） 、选择性离子分析（ SIA） 等工具优化原有技术的

结合，研究有效成分群“网通虹势”代谢规律，揭示中药代谢

不足，另外比较了水蒸馏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SFE） 和溶

网络动力组学规律，揭示生物体之间的网络代谢普遍规律，

剂萃取的成分差异，最后，用“连接图”来描述中药的独特机

认为可揭示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 有效成分及代谢物种类、

制，
根据从多维数据矩阵中解析的化学信息选择潜在的质量

构成比例及动力学规律，将对阐明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确定

［17］
标志物，然后利用生物信息学工具预测电子网络 CPIs 。

中药 Q-marker，进而分析药材种植、采收、炮制、贮藏、运输、

另外又通过建立 HPLC-Q-TOF-MS 联用技术与全波谱解析的

制药过程等对中药质量的影响

方式鉴定出甘草中 63 个黄酮类成分（ 其中有 51 个母核结

2. 5

构） ，结合 HPLC-MS 数据矩阵分析不同成分间的异同并进

出一种基于系统药理学发现黄芩汤减轻肠损伤的 Q-marker

［22］

。

基于系统药理学的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

Dai X 等提

行量化； 再运用生物信息挖掘技术、定量构效关系（ QSAＲ）

新策略，有助于更快速地找到效应相关的标志物并且能够充

等检测各“成分-靶点”间相互作用，并建议在其中找出一些

分利用现有的数据。通过结合化学信息学、网络药理学和组

差异性成分作为潜在的 Q-marker，为最终建立一个明确的质

学数据的系统药理学方法，可深入发现多成分草药的治疗机

［18］

量控制体系奠定基础

。Zhong Y 等从基于质量标志物策

制，应用于中药 Q-marker 的发现。以黄芩汤为例，首先从中

略的中药化学物质-生产制造-质量控制（ chemistry，manufac-

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和分析平台（ TCMSP ） 、中药综合数据

turing and control，CMC） 研究入手，通过整合化学特性和药

库（ TCMID） 、中药数据库和大规模文献挖掘中结合 ADME

理活性选择和建立质量标志物，CMC 研究战略包括： 质量标

筛选预测选择活性成分与相应的腹泻治疗靶点建立“成分-

志物建立、关键过程识别、关键过程参数和质量标志物之间

靶标”网络，再通过液相色谱串联离子阱和飞行时间质谱

建模、参数优化，以三七总皂苷为例，三七总皂苷生产的关键

（ LC-IT-TOF / MS） 鉴定出黄芩汤水煎液中实际存在的活性成

步骤（ 提取过程和柱色谱） 是通过物质流分析鉴别，结合离

分，初步建议将其中与 10 种腹泻相关靶标相互作用的 11 种

子群的计 算 机 视 觉-多 层 前 馈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 PSO-CV-BP-

成分作为可能的标志物。接着，运用 HPLC / UV 对这些标志

ANN） 算法用于建立提取过程模型，BP-ANN 算法用于建立

物的可测性进行验证和定量分析，除了白杨素和芦丁的含量

柱色谱过程模型，通过分析可以确认三七皂苷 Ｒ 1 ，人参皂苷

低于检测限，剩余 9 种可测成分———芍药苷、黄芩苷、野黄芩

Ｒg1 ，
Ｒe，Ｒb1 ，Ｒd 作为三七总皂苷的质量标志物，表明来自

素、甘草素、去甲汉黄芩素、黄芩素、甘草酸、汉黄芩素、木蝴

CMC 研究策略的质量标志物可以用于分析中药的生产过
［19］

程，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关键过程的效率
2. 3

基于“效-毒”关联的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

蝶素 A 可作为潜在的质量标志物。最后，还进行创口愈合
和炎症因子测定实验，证明它们的组合物在一定程度下与黄

。

孙蓉等提

芩汤具有生物活性等效性，综合结果表明以上 9 种成分可以
［23］

出中药 Q-marker 应从功效和毒性 2 个方面同时入手，建立

作为黄芩汤的 Q-markers

基于“效-毒”关联评价的 Q-marker 为核心的质量评价体系，

2. 6

。

基于质量标志物的中药质量追溯系统建设

中药质量

既能体现中药质量核心内涵，又能实现中药过程控制，认为

标志物的认识逐渐从概念上升到理论，得到我国中药科研与

功效-证候-毒性关联背景下确认的 Q-marker 才能确保中药

产业界的重视，使中药质量标志物的定义也越来越明确，质

的疗效与使用安全性，并选择中药吴茱萸为模式药物，开展

量标志物必须具备以下 5 个要素： ①存在于中药材和中药产

［20］
了基于“效-毒”关联评价的 Q-marker 辨识的探索性研究 。

品中固有的次生代谢物，或加工制备过程中形成的化学物

同时又从历代方剂文献的用法信息挖掘入手，通过对吴茱萸

质； ②来源某药材（ 饮片） 特有的而不是来源于其他药材的

“方剂构成-功效主治-传统用法”的分析，选择古人旨在“减

化学物质； ③有明确的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 ④可以进行定

毒”的“久煎”“汤洗”的传统用法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基于中

性鉴别和定量测定的物质； ⑤按中医配伍组成的方剂“君”

药传统用法的中药毒性 Q-marker 的辨识思路，运用指纹图

药首选原则，兼顾“臣”“佐”“使”药的代表性物质。概而言

谱、液质联用、毒理学技术和“谱-毒”相关分析方法，锁定其

之，质量标志物的研究和确定应基于有效、特有、传递与溯

肝毒物质基础，
一方面对吴茱萸的传统用法进行了解析，有利

源、可测和处方配伍的“五原则”，既反映了与有效性和安全

于保证临床安全可控用药； 另一方面，
认为该肝毒物质基础可
［21］

作为吴茱萸的毒性 Q-marker，
为其安全质控奠定基础
2. 4

基于体内过程的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

。

杨岩涛等在中

性的关联关系，又体现中药成分的专属性、差异性特征，特别
是基于方-证对应的配伍环境，体现针对疾病的中药有效性
［24-25］

表达方式及其物质基础的客观实质

。按照质量标志物

药复方体内外代谢网络动力学研究基础上，利用适应中药复

的概念和中药临床运用形式，复方中药更能反映质量标志物

方多成分体系的药物动力学数学模型探讨中药复方与人体

的有效、特有、传递与溯源、可测和处方配伍的所有要素要

作用的“网通虹势”规律，分析中药复方成分及代谢产物在

求，也更具有临床价值和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的可行性。

体内作用规律，可吻合其多成分、多靶点、综合作用的特点，

中药质量是影响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的重大问题，确定

通过网络动力学参数的求算，阐明中药复方作用过程中的关

影响中药质量的标志物，并综合信息分析、风险评估，确定并

键指标性成分，可将中药网络代谢与系统生物学的代谢组学

控制影响产品质量所有因素。特别是通过从药材源头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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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不同于化学药物，其原料大多来源于生物有机体，

品全过程的质量、标准和控制研究，构建全程可溯源的控制
和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中药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应是保证

对机体产生效应表达需要经历药材采收加工、饮片炮制、提

中药质量和产业过程全程控制的关键，以期对中药产业健康

取与制剂成型等复杂的制备过程，以及药物传输与体内代谢

发展产生新的影响。刘昌孝院士从中药质量是影响产业发

全过程。因此，中药的质量控制应关注中药形成与效应表达

展和民生需求的重大问题、关注影响中药质量的因素、从植

的全过程，质量标志物是中药质量实现传递与溯源的物质基

物次生代谢物中发现中药质量标志物和质量标志物的定义、

础，“传递性与溯源性”是中药质量标志物的重要功能属性。

中药产品制备过程中的质量标志物的传递性和溯源性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及对中药质量相关研究的长期实践，作者

设计以及质量管理风险 5 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基于中药质量

提出“以有效性为核心，以可测性和特有性为条件，复方中药

［24］

标志物的中药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的一些关键问题

。

结合配伍关系，遴选确认中药质量标志物，进而考察其传递

根据影响质量的因素，确定质量标志物，进行综合信息分析

与溯源的功能属性”的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的学术认识，并

和风险评估，确定并控制影响产品质量所有因素。

作为开展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的基本思路，见图 1。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发现，针对中药质量标志物概念的提
出，近 2 年许多学者确实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工作，迅速推动
了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成为当前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热
点。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才刚刚起步，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面对： ①概念与要素的认识需要统一：
中药质量标志物的清晰定义以及其包括的主要要素仍在不
断的发展变化，有不少学者对其认识侧重点可能不一致，需
要尽快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②研究要素片面化： 大多学者
针对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强调有效性与含量，忽略了特有性
和影响可测性的其他方面； ③少有量化辨识设计： 对中药质
量标志物各要素的认识与辨识还停留在定性层面，少有量化
整合技术与方法； 虽有少数学者在考虑用一些数学方法尝试
进行量化，但涉及的影响因素设置不够合理，导致结果与实
际相差甚远； ④影响因素选择与权重设置没有统一认识和方
法： 针对主要要素如有效性、特有性、可测性研究的诸多影响
因素，如何选择？ 选择的权重如何界定？ 这些都需要一套系

图1

统的理论认识与方法学来进行科学核定。

Fig．1

3

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基本思路示意图
Ｒesearch thoughts of TCM Q-marker

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基本思路的形成
中药质量是中医临床疗效的保障，是中药产业发展的生

命线。中药质量研究历来是中医药行业关注的焦点，中药质
量标准和质量控制研究及应用是关系到中医药科学和产业

4

基于分层三维整合技术的中药质量标志物辨识创新方法

的建立与实践
针对单味中药或复方中的各有效成分，分别采用不同指

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中药质量标志物（ Q-marker） 是近年

标体系从有效性、可测性和特有性 3 个维度进行评价，在每

来刘昌孝院士团队提出的中药质量评价与质量控制的核心

个维度上应用专属性指标整合方法将各指标体系数值整合

概念，其如此受关注在于其强调中药质量的本质特征———

作为各成分在该维度上的得分。同时，为了便于进行质量标

“有效性”，质量控制的根本目的是对中药有效性的控制，

志物的最终辨识，在更高层次上将三维得分进一步整合成综

“有效”是质量标志物的核心要素。质量标志物是为建立质

合得分，作为辨识依据。根据三维得分和综合得分将各成分

量标准服务的，从应用角度考虑，成分的“可测性”是必备条

绘制在同一分布图中，具有信息量大、直观可视、便于筛选等

件，尤其是中药化学成分复杂、性质多样、含量高低无规律性

优点。

特点。一个好的质量评价方法应具有对特定中药的“针对

从各维度所属的指标体系整合成为有效性、可测性和特

性”和“专属性”，才能避免“张冠李戴”或“以假乱真”，因

有性 3 个维度的得分，作为第一层次，可采用多指标整合方

此，为了反映不同中药的“特质”，“特有性”不可或缺。中药

法。第二层次则是进一步从 3 个维度得分整合成为单一得

复方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和手段，复方配伍遵循一定

分，作为质量标志物最终遴选与确认的直接参考。在此过程

的原则，同一药味在不同方中发挥的作用及其药效物质基础

中，需要根据药物及药物组合相关属性及其影响因素，综合

常常不同。因此，“配伍关系”是复方中药质量标志物最终

考虑各维度的权重比例，以确定最终得分。拟参考 Delphi 方

遴选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法，邀请多领域专家，针对药物数据，各自独立评分，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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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维度权重。例如，若最终确定三维（ 有效性、可测性、特

位置则由该成分在有效性、可测性和特有性 3 个维度上的得

有性） 权重分别为 0. 4，0. 3，0. 3，则综 合 得 分 计 算： 综 合 得

分来确定。同时，圆点的面积大小则表示该成分 3 个维度的

分 = 有效性 ×0. 4+可测性×0. 3+特有性×0. 3。

综合得分，旁边显示的数据即是综合得分数值。右侧是圆点

图 2A 和图 2B 是 2 个单味中药的质量标志物分布示意

直径与得分的对比标尺。借助该分布图，可以很方便的观察

图。每个圆点代表一个潜在质量标志物，红色表示该成分来

各成分在 3 个维度上的表现以及综合得分，适合多种条件下

源于药物 A，蓝色表示来源于药物 B。圆点在三维空间中的

的质量标志物辨识。

含有药味 A 和 B 的中药复方质量标志物分级辨识示意图

图2
Fig．2

Grad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Q-marker of TCM consisting of herbs A and B

针对药物 A，B 合用的药物，其质量标志物分布图更为复

关系，遴选确认中药质量标志物，进而考察其传递与溯源的

杂，
见图 2C。与单味药相比，2 味药配伍形成的药物潜在质

功能属性”的学术认识。选择临床常用代表性中药为研究对

量标志物在图中的表达可能包括 4 个方面，其中只来源药味

象，基于其化学与生物学属性和有效性表达特点，整合多学

A、只来源于药味 B，还有就是 A 和 B 都含有该有效成分，另

科技术方法，重点开展其质量标志物的系统辨识与确认的创

外可能产生新的有效成分。因此，图中以红、蓝两色圆点表

新方法研究，以形成代表性和示范性推广应用。①采用液质

示共有成 分，黄 色 表 示 新 成 分，同 样 以 圆 点 面 积 代 表 综 合

联用技术，对所选药物配伍前后的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定量与

得分。

比较分析，获取其全息化学成分谱，揭示药物不同制备方法

5

展望

的化学成分配伍变化规律； ②基于功效评价体系与效应整合

基于笔者对中药质量相关研究的长期实践，提出“以有

策略对所选药物的化学成分进行活性评价，并进一步采用选

效性为核心，以可测性和特有性为条件，复方中药结合配伍

择性成分敲除技术对功效物质进行反向评价与分级辨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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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关化学成分的有效性评分； ③以获得的主要有效成分为
考察对象，通过含量大小、检测方法、稳定性与易得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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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19

131： 391．
［11］ Ding G，Wang Y，Liu A，et al． From chemical markers to quality

分别考察并评分，然后进行加权汇总，获得不同有效成分可

marker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UPLC / Q-TOF，NIＲS，and

测性分级评分； ④根据文献查阅这些主要有效成分特有科、

chemometrics for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honeysuckle buds［J］．

属、
种等范围给予不同成分在特有性方面不同的分级评分；
⑤根据成分有效性、可测性与特有性评分，采用分层三维整
合技术对所选药物的主要功效物质进行三维分布图绘制并
计算获得综合得分，在考虑药物配伍关系情况下基于各成分
综合得分遴选确认各中药质量标志物； ⑥从植物次生代谢产
物形成到药材采收加工、饮片炮制、提取纯化及制剂成型工
艺交互作用，再到药物传输到体内过程，作用于靶点产生药

ＲSC Advances，2017，7（ 36） ： 22034．
［12］ 王琼珺，谢伟容，邰艳妮，等．基于 Q-Marker 成分定性与定量的
双黄连制剂质量评价［J］． 中 国 实 验 方 剂 学 杂 志，2017，23
（ 18） ： 36．
［13］ 熊亮，彭成．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 Q-Marker） 的基本条件研究
益母草和 赶 黄 草 的 Q-Marker［J］． 中 草 药，2016，47 （ 13） ：
2212．
［14］ 张铁军，许浚，韩彦琪，等． 中药质量标志物（ Q-marker） 研究：

效的药物形成与作用表达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标志物的传递

延胡索质量评价及质量标准研究［J］． 中草药，2016，47（ 9） ：

性与溯源性系统研究。通过系统研究，将阐明药物质量标志

1458．

物及其配伍变化规律，并揭示其质量标志物传递性与溯源性

［15］ 许姗姗，许浚，张笑敏，等． 常用中药陈皮、枳实和枳壳的研究

变化特点，为提升相关药物质量控制水平提供系统的科学数

进展及质量标志物的预测分析［J］． 中草药，2018，49 （ 1） ：

据，为中药质量标志物的量化评价与分级辨识提供了创新思

35．

路与方法，为有力提升中药质量控制水平提供重要的理论与
方法支撑。
［参考文献］
［1］ 江振作，王跃飞．基于“药材基原-物质基础-质量标志物-质控
方法”层级递进的中药质量标准模式研究［J］．中草药，2016，
47（ 23） ： 4127．
［2］ 李震宇，段亚辉，秦雪梅，等．中药质量差异性研究的思考［J］．
药学学报，2017，52 （ 12） ： 1820．
［3］ 董玲，孙裕，裴纹萱，等．基于全程质量控制理念的中药标准化
体系研究思路探讨［J］．中国中药杂志，2017，42（ 23） ： 4481．
［4］ Guo D A． Quality marker concept inspires the quality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J］． Chin Herb Med，2017，9（ 1） ：
1．
［5］ 刘昌孝，陈士林，肖小河，等． 中药质量标志物（ Q-Marker） ： 中
药产品质量控制的新概念［J］． 中草药，2016，47（ 9） ： 1443．
［6］ Liu C X，Cheng Y Y，Guo D A，et al． A new concept on quality
marker for quality assessment and process control of Chinese medicines［J］． Chin Herb Med，2017，9（ 1） ： 3．
［7］ 张铁军，王杰，陈常青，等．基于中药属性和作用特点的中药质
量标志物研究与质量 评 价 路 径［J］． 中 草 药，2017，48 （ 6） ：
1051．
［8］ Yang W，Zhang Y，Wu W，et al． Approaches to establish Q －
markers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J］． Acta Pharmaceut Sin B，2017，7（ 4） ： 439．
［9］ Xie J，Zhang A H，Sun H，et al． Ｒecent advance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th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products
［J］． ＲSC Advances，2018，8（ 2） ： 812．
［10］ Ding G，Li B，Han Y，et al． A rapid integrated bioactivity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or quality con-

［16］ 杨静，江 振 作，柴 欣，等． 中 药 注 射 液“Q-Markers”的 辨 析 研
究—丹红注射液研究实例［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
代化，2016，18（ 12） ： 2056．
［17］ He M，Yang Z Y，Yang T B，et al． Chemometrics－enhanced onedimensional / comprehensive two-dimensional gas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for bioactive terpenoids and phthalides in Chaihu Shugan
San essential oils［J］． J Chromatogr B，2017，1052： 158．
［18］ He M，Wu H，Nie J，et al． Accurate recognition and feature
qualify for flavonoid extracts from Liang － wai Gan Cao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high resolution-mass spectrometry and computational MS / MS fragmentation［J］． J Pharmaceut Biomed Anal，
2017，146： 37．
［19］ Zhong Y，Zhu J，Yang Z，et al． Q － marker based strategy for
CMC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 a case study of 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J］． Phytomedicine，2018，44： 129．
［20］ 孙蓉，李晓宇，王亮，等．基于“效-毒”相关的 Q-marker 合理辨
识与科学控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
18（ 8） ： 1224．
［21］ 王亮，窦立雯，郭威，等．基于中药传统用法的毒性 Q-Marker 发
现： 以吴茱萸为例［J］．中草药，2017，48（ 6） ： 1159．
［22］ 杨岩涛，李森，刘金玲，等．中药质量标志物与“网通虹势”代谢
规律［J］．中国中药杂志，2017，42（ 12） ： 2420．
［23］ Dai X，Cui D，Wang J，et al． Systems pharmacology based strategy for Q－markers discovery of HuangQin decoction to attenuate intestinal damage［J］． Front Pharmacol，2018，9： 236．
［24］ 刘昌孝． 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中药质量追溯系统建设［J］．
中草药，2017，48（ 18） ： 3669．
［25］ 张铁军，白钢，陈常青，等．基于“五原则”的复方中药质量标志
物（ Q-marker） 研究路径［J］． 中草药，2018，49（ 1） ： 1．

trol of Flos Chrysanthemi［J］． J Pharmaceut Biomed Anal，2016，

［责任编辑

3122

张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