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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药性组合的姜黄 、郁金 、莪术的性效关系研究
*
*
吴东雪，候宁，李晶，刘敏，张燕玲 ，乔延江

（ 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2）
［摘要］ 姜黄、郁金、莪术均来源于姜科植物，为同一植物的不同药用部分，但三者药性不同，从而产生的功效、针对的症状亦
不相同，姜黄、莪术的药性组合均为温辛肝、温苦肝，郁金的药性组合为寒心肝、寒苦肝、寒辛心、寒苦心，对比分析郁金与姜黄、
莪术的性效关系的相关性和差异性，阐释三者作用机制的异同点。该文以姜黄、郁金、莪术为研究载体，通过 TCMD，TCMSP，
ChEMBL 数据库获取其有效成分及作用靶点，构建蛋白互作网络，对网络进行模块聚类分析。姜黄、郁金的对比研究表明，姜
黄性温，通过 P2ＲY12，GNG2 等基因调节血液凝固发挥通经止痛功效； 郁金性寒，通过 LDLＲ，APOB，PＲKCA，SOD1，TP53 等基
因调节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水平、血小板活化、氧化应激反应、凋亡等过程发挥清心凉血的功效。姜黄、郁金的对比研究表
明，
莪术性温，通过 GＲIA2，GＲIA4 等基因调节神经系统过程发挥其破血逐瘀的功效； 郁金性寒，通过 CALM1，LPL，APOB，
SOD1，
TP53 等基因调节血小板活化、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氧化应激、凋亡过程发挥清心凉血的功效。姜黄、郁金、莪术三者
均为辛苦味，归肝经，其活血功效可能与参与脂质代谢、血液凝固、血红蛋白、血小板脱粒等过程有关。通过对 3 味中药的网络
进行聚类分析，有利于阐释药性组合与功效的内在联系，为药性与功效规律的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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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540/j.cnki.cjcmm.20180903.003

Nature-effect relationship research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Curcumae Ｒadix，and Curcumae Ｒhizoma based on nature combination
WU Dong-xue，HOU Ning，LI Jing，LIU Min，ZHANG Yan-ling * ，QIAO Yan-jiang *
（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Ｒ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formation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102，China）
［Abstract］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Curcumae Ｒadix and Curcumae Ｒhizoma are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the same plant．
Nevertheless，they are different in medicinal effects due to the different Chinese herbal nature． In this stud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database （ TCMD2009）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 TCMSP） ，and ChEMBL database were retrieved to screen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targets，and construct the target PPI network． By a graph theoretic clustering algorithm identifying protein complex
algorithm （ IPCA） ，the protein modules we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by gene ontology （ GO） enrich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and Curcumae Ｒadix illustrate that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regulates blood coagulation through P2ＲY12，
GNG2 and other genes to exert the analgesic effect． Curcumae Ｒadix regulates lipid metabolism，plasma lipoprotein particle levels，
platelet activation，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apoptotic process through LDLＲ，APOB，PＲKCA，SOD1，TP53 and other genes to
perform a function in clearing the heart and cooling the blo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rcumae Ｒadix and Curcumae Ｒhizoma demonstrate that Curcumae Ｒhizoma on regulates the nervous system by GＲIA2，GＲIA4 and other genes to exert blood-breaking effect； Curcumae Ｒadix regulates lipid metabolism，plasma lipoprotein particle levels，platelet activation，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apoptotic
process by genes such as CALM1，LPL，APOB，SOD1 and TP53 to play the role of clearing heart and cooling bloo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of the nature combination is helpful to explain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nature combination and
［收稿日期］ 2018-07-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81430094） ； 北京中医药大学自主课题项目（ 2018-JYBZZ-XS066）
［通信作者］

*

乔延江，教授，主要从事中药药性研究，E-mail： yjqiao@ bucm．edu．cn； * 张燕玲，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药设计与优化、中药信息学

研究，E-mail： zhangyanling@ bucm．edu．cn
［作者简介］ 吴东雪，硕士研究生，E-mail： 18810820682@ 163．com

229

2019 年 1 月

第 44 卷第 2 期

Vol. 44，No. 2

January，2019

efficacy．
［Key words］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Curcumae Ｒadix； Curcumae Ｒhizoma； PPI network； nature combination； nature-effect
relationship

姜黄味辛、苦，性温，归肝、脾经，功能活血行气、
通经止痛； 郁金味辛、苦，性寒，归肝、胆、心、肺经，功

表1

能活血止痛、行气解郁、清心凉血、利胆退黄； 莪术味
辛、苦，性温，归肝、脾经，功能破血逐瘀、消积止痛。

Ｒhizoma-Curcumae Ｒadix-Curcumae Ｒhizoma

姜黄-郁金-莪术有效成分信息表

Table 1

Active ingredients information of Curcumae Longae

CAS 号
465-99-6

化合物

植物来源

120727-00-6

常春藤皂苷元
wenjine

莪术

24939-16-0

双去甲氧基姜黄素

莪术

4871-97-0

莪术醇

莪术

13657-68-6

莪术二酮

莪术

6902-91-6

吉马酮

莪术

515-13-9

β-榄香烯

莪术

458-37-7

姜黄素

莪术、郁金、姜黄

金一个性温、
一个性寒，
莪术破血力强，
用于气滞血瘀
而成的癥瘕积聚，郁金行气力强，以治血热瘀滞之证

83-48-7

菜油甾醇

姜黄

80356-14-5

胆固醇

姜黄

83-48-7

豆甾醇

姜黄

最佳。因此本研究以姜黄、
郁金、莪术为研究对象，
在
药性组合研究方法指导下，
应用蛋白互作网络技术探

22608-11-3

去甲基姜黄素

姜黄

24939-16-0

双去甲氧基姜黄素

姜黄、郁金

83-46-5
－

β-谷甾醇
oxycurcumenol

郁金

480-41-1

柚皮素

郁金

姜黄、郁金、莪术均来源于姜科植物，为同一植物的
不同药用部分，但三者所含成分及药性不尽相同 ，从
而产生的功效、针对的症状亦不相同，三者之间既有
相关性又有差异性。 姜黄与郁金一个性温，一个性
寒，然而姜黄祛瘀力强，以治寒凝气滞血瘀之证为
好，郁金行气力强，
以治血热瘀滞之证最佳； 莪术与郁

讨三者的药性与功效的内在联系性与差异性，
加深对
药性理论的理解，
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莪术

郁金

资料与方法

1
1. 1

中药的有效成分准备 以姜黄、郁金、莪术为
［1］
关键词，在 TCMSP （ http： / / lsp． nwu． edu． cn / tcmsp．

群分别为莪术（ 温） 的独特靶点群和郁金 （ 寒-心 ） 的
独特靶点群； 姜黄、郁金、莪术均为辛苦味，归肝经，

php） 平 台 以 口 服 利 用 度 （ OB ） ≥ 30%，类 药 性
（ DL） ≥0. 18 为参数［2］，筛选得到有效成分，同时在

利用 Advanced Network Merge 插件对姜黄、郁金、莪
术 3 味药的靶点取交补集，交集靶点群为姜黄、郁

TCMD2009［3］数据库中得到主要有效成分，并通过

金、莪术共同作用靶点，即辛-苦-肝组合的作用靶点
群，
补集靶点群分别为姜黄 （ 温 ） 、郁金 （ 寒-心 ） 和莪

［4-7］

共获得姜黄的有效成分 6 种、郁金的有
文献搜索
效成分 4 种、莪术的有效成分 8 种，见表 1。
靶点信息获取及靶点网络构建 有效成分的
［8］
靶点 信 息 来 源 于 ChEMBL （ https： / / www． ebi． ac．

1. 2

uk / chembl / ） 数据库和 TCMSP 平台。将姜黄、郁金、
莪术有效成分作用的靶点信息导入 Cytoscape 3. 5. 1
［9］

平台 ，分别得到姜黄、郁金、莪术的靶点网络。 姜
黄、郁金、莪术的药性组合统计见表 2，姜黄和郁金

术（ 温） 的独特靶点群。 通过对姜黄、郁金、莪术的
靶点群取交补集，可以对比解析 3 味中药共同的功
效和各自的独特作用功效。
表2

Table 2

归肝经，利用 Advanced Network Merge 插件对莪术、
郁金的靶点取交补集，交集靶点群为莪术、郁金共同
作用靶点，即辛-苦-肝组合的作用靶点群，补集靶点
230

Nature combination information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Curcumae Ｒadix-Curcumae Ｒhizoma
中药

均为辛苦味，归肝经，利用 Advanced Network Merge
插件对姜黄、郁金的靶点取交补集，交集靶点群为姜
黄、郁金共同作用靶点，即辛-苦-肝组合的作用靶点
群，补集靶点群分别为姜黄 （ 温 ） 的独特靶点群和郁
金（ 寒-心） 的独特靶点群； 莪术和郁金均为辛苦味，

姜黄-莪术-郁金药性组合统计

药性组合

姜黄

温辛肝、温苦肝

莪术

温辛肝、温苦肝

郁金

寒辛肝、寒苦肝、寒辛心、寒苦心

蛋白互作网络构建与分析 靶点蛋白质相互
［10］
作用信息来自于 String 10 数据库 ，本文选择置信

1. 3

［11］

，最大连接数目为 10 的蛋白质相互作
用信息作为本文研究载体，并将各靶点的蛋白互作
度大于 0. 7

吴东雪等： 基于药性组合的姜黄、郁金、莪术的性效关系研究

信息导入 Cytoscape 3. 5. 1 平台进行可视化。
［12-13］
（ identifying protein com本研究基于 IPCA

个模块与细胞周期有关，郁金蛋白互作网络有 2 个
模块与细胞周期有关，与细胞周期相关的模块共 5

plex algorithm） 算法对温辛肝蛋白互作网络进行模
块识别，参数设置如下，Tin Threshold，0. 5； Complex

个，姜黄占比 60%，郁金占比 40%，二者的差值取绝
对值为 20%，即为姜黄、郁金参与细胞周期这一生

Size Threshold，
4； Shortest Path Length，2。 利用 Cyto-

命过程的归一化结果，见表 3 ～ 5。

［14］

scape 平台中的 BinGO

插件对识别出的功能模块
进行生物学注释和通路富集。

2

结果

化合物对应靶点信息 从 ChEMBL 数据库和
TCMSP 平台中获得姜黄、郁金、莪术有效成分的作

2. 1

用靶点，去掉重复靶点姜黄共 187 个靶点、郁金共
222 个靶点、莪术共 186 个靶点，交补集靶点见图 1。

表3

姜黄-郁金补集蛋白互作网络 GO 富集分析

Table 3

The GO enrich information of difference PPI network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and Curcumae Ｒadix
生命活动

姜黄（ 27）
3

郁金（ 53）
2

凋亡过程

0

9

100. 0

对氧化应激的反应

0

6

100. 0

调节免疫系统过程
脂肪酸氧化 / 脂质代谢

0

1

100. 0

3

15

调节血浆脂蛋白颗粒水平

0

2

100. 0

血液凝固

5

0

100. 0

血小板活化

0

1

100. 0

细胞周期活动

归一化结果 / %
20. 00

66. 67

注： 表中数字表示参与生命过程的模块数； 归一化结果越大说明
两者差异越大，本文选择归一化结果大于 50% 的值作为差异结果
（ 表 4 同） 。

表4
图1
Fig．1

姜黄-郁金-莪术交补集靶点信息
Targets information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Cur-

cumae Ｒadix and Curcumae Ｒhizoma

莪术-郁金补集蛋白互作网络 GO 富集分析

Table 4

The GO enrich information of difference PPI network

of Curcumae Ｒhizoma on and Curcumae Ｒadix
生命活动

莪术（ 21）
7

郁金（ 60）
3

凋亡过程

0

8

100. 0

对氧化应激的反应

0

6

100. 0

调节免疫系统过程
脂肪酸氧化 / 脂质代谢

1

1

0

0

18

100. 0

调节血浆脂蛋白颗粒水平

0

2

100. 0

血小板脱粒

0

1

100. 0

边； 姜黄和郁金的补集部分取最大连通子图作为补
集蛋白互作网络，姜黄包含 108 个节点、331 条边，

血小板活化

0

2

100. 0

血液循环

0

1

100. 0

调节血压

0

2

100. 0

郁金包含 382 个节点、1 396 条边； 莪术和郁金的补
集部分取最大连通子图作为补集蛋白互作网络 ，郁

调节神经系统

5

0

100. 0

细胞周期活动

蛋白互作网络构建 将各交补集靶点的蛋白
质相互 作 用 信 息 导 入 Cytoscape 3. 5. 1 平 台，利 用

2. 2

tools 中的 merge 插件将各蛋白互作子网进行融合。
姜黄-郁金-莪术的交集部分取最大连通子图作为交
集蛋白互作网络，该网络包含 915 个节点、3 797 条

金包含 236 个节点、894 条边，莪术包含 114 个节
411 条边。
点、
基于 IPCA 聚类算法对
上述网络进行模块识别分析，运用 BinGO 插件对各

2. 3

蛋白互作网络分析

模块中包含的蛋白质归类和功能注释 。为使数据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对 GO 富集出的各模块所参与的
生物过程进行统计，各补集蛋白互作网络的 GO 富
集分析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各补集参与同一生
命过程百分比之差的绝对值，如姜黄蛋白网络有 3

归一化结果 / %
40. 00

姜黄和郁金在调节凋亡过程、氧化应激反应、免
疫炎症反应、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水平、血小板活
化的生命过程中存在差异。
莪术和郁金在调节凋亡过程、氧化应激反应、免
疫炎症反应、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水平、血小板脱
粒、血小板活化、血液循环、血压、造血等生命过程中
存在差异。
姜黄、郁金、莪术三者交集蛋白互作网络主要参
与细胞周期活动、凋亡过程、免疫 / 炎症反应、血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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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郁金-莪术交集蛋白互作网络参与的主要生命过程

Table 5

The main biological processes of intersection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Curcumae Ｒadix and

Curcumae Ｒhizoma
模块
24
27
29

P

模块参与的生命过程

1. 22 ×10 －6 凋亡过程
2. 90 ×10 －19 DNA 复制
3. 31 ×10 －15 调节先天免疫反应

模块包含的基因
YWHAE，SLK，YWHAB，SFN，TP53，FOXO1
CDT1，MCM7，OＲC2，MCM3，CDK1，MCM4，MCM10，CDC6，MCM6，MCM2
STAT5A，SOCS3，STAT5B，SOCS1，STAT1，STAT2，PTPN11，JAK1

56

2. 87 ×10 －18 DNA 修复
4. 61 ×10 －17 有丝分裂细胞周期的调节

69

4. 37 ×10 －13 脂质代谢过程

HSD11B1，HSD11B2，CYP2A6，HSD3B2，CYP11B2，CYP21A2，CYP11B1，AKＲ1D1，
HSD3B1，CYP2E1

81

1. 28 ×10 －9 炎症反应
1. 36 ×10 －16 血液凝固
4. 13 ×10 －9 血小板脱粒

IL10，IL6，CD40，IL8，TLＲ9，MYD88

ALAS2，EPB42，AHSP

172

4. 69 ×10 －10 血红蛋白代谢过程
3. 24 ×10 －8 血红素氧化
1. 78 ×10 －9 脂肪酸代谢过程

212

5. 83 ×10 －7

STK4，STK3

43

86
95
153
167

原始造血

ＲAD51B，MAD2L2，PCNA，ＲAD51C，ＲAD51，POLD1，XＲCC3，ＲEV3L，ＲEV1，POLK，POLE
CDC20，TPX2，CDC23，UBE2C，CDC27，CDK1，BUB1B，NEK2，MAD2L1

F7 | F9，F10，SEＲPINC1，PLG，TFPI，F2，F3，F5
ALB，CALM3，CALM1，CALM2
HMOX1，HMOX2
HADHA，HPGD，EHHADH，ACACB，ACACA

注： P 越小说明该模块包含的基因越有可能参与该生命过程。

氧化、脂质代谢、血液凝固等过程。
3

讨论

姜黄、郁金药性组合不同，二者功效和主治亦不
相同，通过姜黄、郁金的对比分析，可以深入解析姜
黄祛瘀力强和郁金行气作用强与药性的相关性 ； 同
理，通过莪术、郁金的对比分析，能够解析莪术破血
力强和郁金行气作用强的原因。 同时，姜黄、郁金、
莪术均为辛苦味，归肝经，通过解析三者共同靶点

［19］

自由基 等微小物质发生变化，则引起气机运行不
畅，形成瘀血。 而郁金性寒，归心经，能清心解郁开
窍，凉血降火，郁金中的有效成分柚皮素具有抗氧
［20］

化、
抗肿瘤、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血脂 等药理作
用，因此郁金通过参与调节血浆脂蛋白、脂质代谢、
氧化应激、免疫调节、凋亡等生命过程而产生清心凉
血的功效。

群，可以说明三者相同药性，共有成分可起到相同的
治疗作用和功效。
姜黄和郁金五味相同，归经相似，四气相反，从
而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实验结果表明姜黄在调节
血液凝固过程中优于郁金，见图 2，中医认为瘀血是
由于外伤、气滞、血寒、血热等原因造成体内血液停
积而形成的病理产物，血液凝固指血液的多个凝血
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不溶性纤维蛋白凝块 ，从而造成
血栓。姜黄和郁金均含有姜黄素，但姜黄中姜黄素
［15］
含量高于郁金 ，姜黄素类成分能抑制凝血酶和
FX a 的活性［16］ 从而抑制血栓，姜黄、郁金所含成分
相同，但含量不同，导致整体药效不同，功效不同。
姜黄性温，温散通泄，入血分，善治血瘀诸痛症，而温
通经脉，又长于除风寒湿痹，所以姜黄温通经脉，抑
制血栓形成，从而达到止痛的功效。 而郁金在调节
凋亡过程、氧化应激反应、免疫炎症反应、脂质代谢、
血浆脂蛋白水平、血小板活化过程中优于姜黄。 中
［17］
［18］
医认为，人体中的血浆脂蛋白、血小板 、脂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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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姜黄-郁金补集蛋白互作网络性效关系
The nature-effect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ce PPI network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 and Curcumae Ｒadix

莪术和郁金五味相同，归经相似，四气相反，从
而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实验结果表明莪术在调节

吴东雪等： 基于药性组合的姜黄、郁金、莪术的性效关系研究

神经系统过程中优于郁金，见图 3，脑卒中俗称“中
风”，是局部脑组织区域血液供应障碍，导致脑组织

纤维蛋白凝块，使血管堵塞形成血栓。 糖化血红蛋
白会造成红细胞黏度升高，血管内皮损伤，血小板黏

缺血缺氧性病变坏死，从而表现为神经功能缺失的
［21］
一种急性疾病 。研究表明莪术能减少局灶性脑

附、聚集，血脂升高

缺血再灌注大鼠大脑脑梗死体积百分比和脑含水
量，改善神经行为损伤，从而达到一定的神经保护作

粥样硬化的发生。3 味中药均含有的有效成分姜黄
素能降低大鼠血清中 TG，TC 及游离脂肪酸水平，降

［22］

，而莪术性温破血行气，行气则促进血液循环
抑制脑组织缺血而达到破血逐瘀的功效 。郁金在调

用

节血小板活化、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氧化应激、细
胞凋亡等过程优于莪术，其主要与清心凉血的功效

［27］

，血小板微粒参与凝血、免疫
［28］
炎症及血管功能等方面的调控 ，二者均加速动脉

［29］

低脂质积累

，抑制凝血酶和 FX a 的活性［16］，抑制

［30］

血小板聚集 ，从而抑制血栓的形成而达到活血祛
瘀的功效。中医认为，血瘀证的形成与“血行”“血

相关。中医认为，导致血瘀病变的因素很多，其中邪

脉”均有关，“血和则经脉流 ”，而辛行苦泄，既能活
血祛瘀，又能疏肝行气，治疗气滞血瘀诸证。 因此，

热入血，煎灼血中津液，使血液黏稠而运行不畅。郁
金性寒，归心经，能清心解郁开窍，凉血降火，研究表

姜黄、郁金、莪术通过其共有靶点群调节脂质代谢、
血液凝固、血红蛋白、血小板脱粒等生命过程而起到

明郁金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血小板生成从而抑
［23］
制血栓形成 ，郁金醇提物具有抗氧化应激活性，

活血的功效。

对内皮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此外郁金挥发油能诱导
［24］
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因此郁金通
过参与调节血小板活化、脂质代谢、血浆脂蛋白、氧
化应激、凋亡等生命过程而产生清心凉血的功效 。

图4
Fig．4

姜黄-郁金-莪术交集网络性效关系
The nature-effect relationship of intersection PPI network

of Curcumae Longae Ｒhizoma，Curcumae Ｒadix and Curcumae
Ｒhizoma

中药是通过多种活性成分作用于多靶点而发挥
的疾病治疗作用，研究其直接作用靶点群并进行验
图3
Fig．3

莪术-郁金补集网络性效关系
The nature-effect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ce PPI network

of Curcumae Ｒhizoma and Curcumae Ｒadix

姜黄、郁金、莪术均为辛苦味，归肝经，且都有活
血的功效。 实验结果表明，姜黄、郁金、莪术的交集
蛋白互作网络参与脂质代谢、血液凝固、血红蛋白代
谢、血小板脱粒等生命过程，见图 4。 当脂质代谢紊
乱时，胆固醇等沉积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硬化斑
［26］

块

，
而血液的多个凝血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不溶性

证对于解析中药的分子作用机制至关重要 。本文应
用计算机虚拟对接技术寻找姜黄、莪术、郁金的直接
作用靶点群，应用生物网络技术对 3 味药的作用机
制差异进行系统的解析，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实验证
［31］
实。如应用光偶技术 将中药化学成分组与固相
载体 表 面 进 行 键 合，从 而 钩 钓 靶 点 并 鉴 定； 应 用
DAＲTS 技术获取葡萄籽提取物的潜在作用靶点，发
现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诱导内质网相关蛋白表达下
［32］
调，
发挥抗肿瘤作用 。应用多种技术获取中药的
直接作用靶点，并进行鉴定与验证，对于发现中药的
作用机制与治疗疾病有重大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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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郁金、莪术均为活血化瘀中药，但三者所
含成分及药性不尽相同，功效亦不相同。 实验结果
表明，姜黄性温，主要通过调节血液凝固发挥其通经
止痛的功效； 郁金性寒，主要通过调节脂质代谢、血
浆脂蛋白水平、血小板活化、氧化应激反应、凋亡等
过程发挥其清心凉血的功效； 莪术性温，主要通过调
节神经系统过程发挥其破血逐瘀的功效 ； 姜黄、郁
金、莪术三者均为辛苦味、归肝经，通过参与脂质代
谢、
血液凝固、
血红蛋白、
血小板脱粒等过程来发挥其
。
活血功效 本研究通过讨论姜黄、郁金、莪术在药性-

Vol. 44，No. 2

January，2019

［14］ Maere S，Heymans K，Kuiper M． BiNGO： a cytoscape plugin to
assess overrepresentation of gene ontology categories in b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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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作用上的异同点，
有利于深入了解中药的作用机
制，
加深对药性理论的认识，
指导今后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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