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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索生化汤治疗小腹痛的药理机制
王煊，于河，白辰，徐竞男，甄建华，谷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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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 《傅青主女科》中所记载的生化汤为产后常用方，广泛应用于产后及妇科诸症，但其治疗小腹痛的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该文应用网络药理学，探索生化汤治疗小腹疼痛的作用机制，为临床更好的使用生化汤提供数据支持。在 SymMap 中分
别检索小腹痛和生化汤药物的靶标，运用 String 和 Cytoscape 进行富集分析，构建症-药-靶标生物网络。结果显示，生化汤中含
有靶标 400 个，其中 11 个与小腹痛的疾病基因重合； 经 String 分析，得到基因间互作关系 18 个； 经模块化处理后，得到含有 6
个基因的 1 个模块； 经 String 富集分析，得到 biological process 富集结果 170 条、molecular function 富集结果 2 条、KEGG pathways 富集结果 30 条。生化汤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代谢等多方面参与小腹痛的治疗过程，其机制为通过加快子宫内组
织细胞的修复增长，改善微循环，促进子宫内膜细胞更新及炎症消退，加速子宫复旧，同时调节自身免疫力，应用信号通路在
部分天然免疫细胞抗感染过程中的功能和调控作用，补益正气，引邪外达，而达到治疗小腹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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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Shenghua Decoction in treatment of
abdominal pain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WANG Xuan，YU He，BAI Chen，XU Jing-nan，ZHEN Jian-hua，GU Xiao-hong *
（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The Shenghua Decoction recorded in Fu Qing Zhu's Gynaecology，is a commonly used postpartum prescription，widely
used in treating postpartum and gynec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n treating lower abdominal pain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paper，network pharmacology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henghua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ower abdomen pain，so a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bette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henghua Decoction． The drug targets of lower abdominal pain
and Shenghua Decoction were retrieved in SymMap． String and Cytoscape were adopted for enrichm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the disease
－drug-target biological network． Ｒelevant gene 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00 targets in Shenghua Decoction，11 of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disease genes of lower abdomen pain． In String analysis，18 gene interactions were obtained． Gene modularization－
based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one module containing six genes was obtained after modularization processing． Furthermore，there
were 170 enrichment results of biological process，2 enrichment results of molecular function and 30 enrichment results of KEGG pathways in String enrichment analysis． Shenghua Decoction may play a role in treating lower abdomen pain through neuro－endocrine-immune，metabolism and other means． Its mechanism may be achieved by accelerating the repair and growth of endometrial tissue cells，
improving microcirculation，promoting endometrial cell renewal and inflammation subsidence，and accelerating uterine in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it can regulate the autoimmunity，regulate and control the function of some natural immune cells in the process of antiinfection by using signaling pathway，supplement the vital energy，and induce elimination of pathogens from the body，thereby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treating lower abdomen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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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汤为产后常用方，《女科秘要 》有言： 产后
诸症，但以生化汤为君，其余不过随证加减而已。生
化汤组成为全当归 8 钱、桃仁 14 枚、川芎 3 钱、炙甘
草 5 分和炮姜 5 分。 方中重用当归为君药，可补血
活血，又可和血，化瘀生新，止小腹痛为君药。 川芎
桃仁活血行气，祛瘀，二药共为臣，佐以少量炮姜，炮
姜可入血分，可散寒止痛，加强温通之力，甘草调和
诸药，共为佐使。 全方养血活血，祛瘀散寒，温经止
痛，为治疗产后及妇科杂病所引起小腹痛的良方 。
目前，生化汤主要应用于产后恶露不绝 ，药物流
产后阴道出血，产后宫腔积血，胎盘植入或胎盘黏
［1］
连，痛经，功能性子宫出血等 。 目前临床及实验
研究表明，生化汤可改善产后产妇血液高黏状态 ，减
少出血量及缩短出血时间，同时促进子宫复旧，增加
［2-6］
。
产后子宫张力，并具有抗体外血栓等作用
药理学研究证明，
君药当归含有兴奋子宫平滑肌

限，节点出现频次＞10，聚类数 = 3。

和抑制平滑肌的 2 种有效成分，
故当归对子宫具有双
向调节的作用，
同时当归及川芎的重要组分阿魏酸和

Fig．1

文献分类目录 = 中医学 + 中药学 + 中西医结合，匹配度 = 精确，时间不

图 1 “生化汤+腹痛”的 CNKI 关键词共现网络
Co-citation network of key words " Shenghua Decoction+

四甲基吡嗪，两者在抑制子宫收缩方面呈现协同作
［7］
用 。臣药桃仁可促进初产妇的子宫收缩及子宫止

abdominal pain" in CNKI

2%的桃仁醇提物对豚鼠子宫和肠管具有收缩作用，
血，
佐药炮姜可明显缩短小鼠出血时间。总览全方，
当归、

分析工具（ WEB-based GEneSeTAnaLysis Toolkit） 。
1. 3 软件 网络可视化工具（ Cytoscape 3. 6. 1） 。

川芎、
桃仁、
甘草、
炮姜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
能抑制水
［8］
肿和渗出，
当归、
川芎、
甘草等还有镇痛之功 。

1. 4

网络药理学是由英国药理学家 Hopkins 在 2007
［9］
年提出的 。 通过构建药物分子、作用靶点、疾病

列表，合并后保留唯一值，即为小腹痛的相关疾病
基因。

的生物网络，分析三者之间的关联，研究药物对于疾
［10］
病的治疗作用机制等 。本文基于网络药理学，探

1. 5

索生化汤药物组成治疗小腹疼痛的作用机制 ，以期
为临床更合理的使用生化汤提供数据支持 。

5 味药的 targets 合并，保留唯一值，得到生化汤的药

1

资料与方法

腹痛的疾病基因选择 在 SymMap 数据库中，
检索“小腹痛”“小腹疼痛”“小腹冷痛 ”，获得 targets

生化汤的药物靶标筛选 在 SymMap 网站中，
分别下载当归、川芎、桃仁、甘草和干姜的 targets，将

物靶标。
1. 6 生化汤治疗小腹痛的网络构建及机制分析

1. 1

文献检索 在 CNKI 中应用高级搜索，选定中
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为文献检索范围，时间不

将小腹痛和生化汤的 targets 合并，取相同值，即为
生化汤治疗小腹痛的靶标。将上述获得的靶标录入

限，选择节点出现频次大于 10，聚类数为 3，选定生
化汤治疗小腹痛为研究目标，呈现“生化汤 + 小腹

String 数据库，获得基因间互作关系，随后，将基因

痛”的 CNKI 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1。
1. 2 数据库 中药靶点数据库 （ symptom mapping，
SymMap） ，蛋白质相互作用数据库 （ String） （ Search
Toolfor the Ｒ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 / Proteinshttp： / / string-db．org / ） ，联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
（ Kyoto Encyclopediaof Genes and Genomes，KEGG） 数
据库，注释及富集分析数据库 （ DAVID） ，在线基因

关系导入 Cytoscape，运用 MCODE 插件进行模块化
分析。对模块结果运用 String 进行 GO 和 KEGG 富
集分析，以进一步了解各自靶标的功能，生化汤治疗
小腹痛的作用机制。
研究流程见图 2。
2

结果

相关基因检索 经检索 Symmap 数据库，检索
“小腹痛”“小腹疼痛”“小腹冷痛 ”，获得 targets 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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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研究流程

Fig．2

Flow chart of research

表，得到“小腹痛 ”涉及蛋白靶点 156 个，“小腹疼
痛”1 个，“小腹冷痛”157 个，合并后保留唯一值，含
有去重后靶标共 157 个。检索生化汤中当归、川芎、
桃仁、甘草和干姜的 targets，其中“当归 ”涉及靶点
84 个，“川芎”175 个，“桃仁”125 个，“甘草 ”286 个，
“干姜”247 个，合并后保留唯一值，含有去重后靶标
共 400 个，其中 11 个与小腹痛的疾病基因重合。
2. 2 基因间互作关系分析 将所获得的蛋白靶标
（ targets） 录 入 String 数 据 库，选 择 数 据 库 中“homo
sapiens”（ 人类） 物种，经 String 分析，得到小腹痛与
生化汤药物组成基因间互作关系 18 个，见图 3。 经
模块化处理后，得到含有 6 个基因的 1 个模块，见
图 4。

图4
Fig．4

基因模块（ score = 4. 8）
Gene module（ score = 4. 8）

基因模块富集分析 对上述得到的基因模块
经过 String 富集分析后，得到 biological process 富集

2. 3

结果 170 条、molecular function 富集结果 2 条、KEGG
pathways 富集结果 30 条，见图 5，6，表 1，2。 对上述
靶标进行 KEGG 通路分析，共得到 8 个 KEGG 机制
22 个 KEGG 疾病相关通路，主要为细胞
相关通路，
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JAK-STAT 信号通路、
甲状腺激素信号通路、Wnt 信号通路、Hippo 信号通
路。综上，得到生化汤治疗小腹痛的药理机制示意
图，见图 7。
讨论
《妇科心法要诀·腹痛证治 》言： “产后腹痛，若
因去血过多而痛者，多血虚痛； 若因恶露去少，及瘀

3
图3

基因间互作关系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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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小腹痛”与“生化汤药物组成”biological process （ GO） 富集结果（ 伪发现率＜0. 000 3）
Ｒesults of decoction biological process （ GO） on lower abdominal pain and Shenghua（ false discovery rate＜0. 000 3）

Fig．5

表2

KEGG 疾病相关通路富集结果

Table 2

Ｒesults of disease-related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通路
编号

通路名称

基因集
伪发现率
个数

5152 tuberculosis

3

0. 001 06

5202 transcriptional misregulation in cancer

3

0. 001 06

5166 HTLV-I infection

3

0. 001 8

5200 pathways in cancer

3

0. 002 28

图 6 “小 腹 痛 ”与“生 化 汤 药 物 组 成 ”molecular function

5143 African trypanosomiasis

2

0. 001 8

（ GO） 富集结果

5216 thyroid cancer

2

0. 001 8

5144 malaria

2

0. 002 28

5213 endometrial cancer

2

0. 002 28

5210 colorectal cancer

2

0. 002 72

5321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 IBD）

2

0. 002 97

5133 pertussis

2

0. 003 19

5140 leishmaniasis

2

0. 003 19

5142 chagas disease （ American trypanosomiasis）

2

0. 005 45

5322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2

0. 005 45

5146 amoebiasis

2

0. 006 04

5145 toxoplasmosis

2

0. 006 64

Ｒesults of molecular function （ GO） enrichment analysi-

Fig．6

son lower abdominal pain and Shenghua Decoction
表1

KEGG 通路富集结果

Table 1
通路
编号

Ｒesults of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通路名称

基因集
伪发现率
个数

4630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4

1. 31×10 －5

4151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3

2. 28×10 －3

5162 measles

2

0. 007 59

4672 intestinal immune network for IgA production

2

2. 28×10 －3

5161 hepatitis B

2

0. 008 08

4919 thyroid hormone signaling pathway

2

6. 64×10 －3

5164 influenza A

2

0. 010 6

4068 FoxO signaling pathway

2

6. 89×10 －3

5168 herpes simplex infection

2

0. 011 2

4310 Wnt signaling pathway

2

7. 95×10 －3

5169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

2

0. 012 7

4390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2

8. 55×10 －3

5205 proteoglycans in cancer

2

0. 016 3

2

－2

4060 cytokine-cytokine receptor interaction

2. 23×10

血壅滞而痛者，为有余痛； 若因风寒乘虚入于胞中作
痛者，必见冷痛形状。”产后腹痛是指产妇分娩后子

宫阵发性剧烈收缩而引起的小腹部疼痛 ，多因产时
失血、胞宫失荣，同时产时耗气，导致气血俱虚，不能
温煦经脉，同时风寒之邪乘虚而侵导致腹痛或冷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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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treating abdominal pain with Shenghua Decoction

即“不荣则痛 ”，或由于产后瘀血阻滞胞宫，恶露不
尽，加 之 产 后 情 志 不 舒，经 气 不 利 而 致 腹 痛，即 为

病因素影响使血液瘀滞，导致刺激子宫收缩而引起
局部组织缺氧，神经纤维受压，故而发生产后小腹

“不通则痛”。多数患者 2 日以内可自然消失，但部

痛

分患者腹痛绵绵，持续数日而不消，影响产后恢复。
生化汤具有温经止痛、活血养血、化瘀的功效，全方

汤养血，活血，祛瘀止痛，为治疗瘀血内停引起的小
腹痛的关键。产后小腹痛的西医学成因研究目前以

行中有补，补而不滞邪，化中有生而不伤正，为治疗

内分泌因素和免疫功能因素为主

产后小腹痛的良方。

素，妇女在妊娠期间，内分泌发生显著变化胎盘产生

与此同时，妇科杂病亦容易引发小腹痛，如子宫
内膜异位症、盆腔炎、妇科肿瘤、盆腔黏连等。 而生
化汤并不仅局限于产后诸症，在治疗妇科杂病所引

［11］

。《血证论》云： “瘀血不去，腹痛不止 ”。 生化

［12］

。 ①内分泌因

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类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可达正
常 3 倍以上； 产后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类促肾上腺

起的小腹痛中往往疗效显著。如生化汤可治疗因冲

皮质激素水平下降，而机体组织对激素的需要量很
大，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功能紊乱产生腹痛 。

任亏虚，寒凝血瘀，导致胞络不通而引发的痛经，全

②免疫功能因素，妊娠期间由于各种特异性免疫抑

方活血养血，逐瘀散寒，调经止痛。 在治疗闭经方
面，任通冲盛，则月经如期来潮，如若寒邪侵于冲任，

制因子的作用，免疫功能受到抑制，一经分娩后，由
于环境抑制因素的解除，导致疾病的发生，小腹痛的

血为寒凝，气血不通，患者常感小腹疼痛或冷痛，生

产生。此外，对于妇科杂病所引起的小腹痛，目前西

化汤盈补冲任，温经补虚而止痛，则月经以时而至而
腹痛愈。再如慢性子宫内膜炎，主要症状为阴道不

医研究以神经性机制、炎症性机制及牵拉性机制为
主。生化汤亦可从免疫调节、炎症反应、细胞生理活

规则流血，或经后出血淋漓不尽，小腹疼痛并伴腰

动及神经调节方面对小腹痛进行治疗 。

痛，常用活血祛瘀之法，以生化汤临证加减。综上所
述，
妇人小腹痛多虚多瘀多寒，巧用“生化 ”之法，宜

由网络药理学分析结果得知，生化汤可能通过
调节多条通路而对小腹痛起到治疗效果 。内分泌因

温宜补，往往疗效显著。

素方面，JAK-STAT 信号通路是一种由多种细胞因子

根据网络药理学分析结果显示，生化汤从多靶

介导的信号通路，不仅参与炎性反应，同时也与氧化
［13］

。 由上述分析

点的途径对小腹痛的治疗过程进行了干预和调节 。

应激、细胞损伤、凋亡等密切相关

其生物学通路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免疫调节、炎症
反应； 细胞生长、复制、凋亡等生理性活动； 细胞和器

结果可知，该通路可通过对 JAK2 及 IL-6，IL-10 的调
节参与治疗。JAK2 为胞内蛋白酪氨酸激酶，参与造

官的稳态调控。 其中多通路通过各自不同的作用，

血和免疫等系统的信号转导，在多种细胞因子的信

达到治疗小腹痛的目的。

号传导中起重要作用

产妇在产褥早期，血液仍处于高凝状态，若受致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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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6 可使羊膜和绒毛

膜合成和分泌前列腺素增加，IL-6 与 β-HCG 二者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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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正相关

，可推测生化汤可通过对 IL-6 的调节，稳
定产后激素水平，缓解因产后激素水平紊乱而引起

综上所述，生化汤复方的调控过程不仅仅针对
生物结构中单一蛋白靶点，而是更注重在小腹痛形

的腹痛。

成的生物过程中，对人体自身免疫能力的调控和干
预。生化汤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代谢等多方

免疫因素方面，肠道免疫作为抵御微生物的一
道重 要 防 线，intestinal immune network for IgA pro-

面参与疾病治疗的过程，通过调节自身免疫力，应用

duction 可中和毒素和致病原微生物而参与抗炎过
［17］
程 ，减轻子宫内炎症反应，从而促进子宫复旧，缓

信号通路在部分天然免疫细胞抗感染过程中的功能
和调控等作用，补益正气，引邪外达，而达到治疗小

解小腹 疼 痛 等 症 状。 该 通 路 可 调 节 IL-10 参 与 治
IL-10 是主要的维持细胞因子平衡机制的抗炎症
疗，

腹痛的效果。

因子之一，具有双重的免疫功效，它一方面抑制细胞
免疫，直接或间接抑制 T 淋巴细胞的增殖与成熟，
另一方面刺激 B 细胞增殖分化，在很多慢性疾病及
［18-19］
。 同时，研究表明，
恶性肿瘤中充当重要角色
腹痛患者常有 Th2 功能减弱，IL-10 主要由 Th2 细胞
分泌，腹痛时 IL-10 显著降低，提示其机体抗炎能力
减弱，而生化汤中诸药可通过发挥对 IL-10 的调控，
［19-20］
。
调节免疫功能，从而起到镇痛效果
此外，生化汤作用的生物学通路可涉及细胞生
长、复制、凋亡等生理性活动。 结果显示，PI3K-Akt
信号通路亦可通过调节 IL-6 及 JAK2 来参与治疗，
该通路由细胞刺激或毒性损伤而激活 ，并调节转录、
翻译、增殖、生长和生存等基本细胞功能，一旦激活，
Akt 就可以通过磷酸化参与细胞凋亡、蛋白质合成、
［21］
代谢来控制细胞周期 。FoxO 与 cytokine-cytokine
receptor interaction 均可通过调节 IL-10 及 IL-6 参与

本研究只是探索生化汤的作用机制，未对具体
的效应分子和对应的靶标进行综合分析 ，且本研究
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库资料进行的，因此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仍需临床实践及动物实验证实，下一步拟基
于该结果开展动物实验，进而研究并比较生化汤及
西药干预治疗小腹痛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网络药理
学结果的科学准确性提供实证数据。 此外，在研究
中发现，生化汤治疗小腹痛的作用靶蛋白还与诸多
疾病有关，如结核病、癌症、麻疹等，具体作用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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