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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湿类单味中药对尿酸代谢的研究
*
褚梦真，张冰 ，林志健，张晓朦，王雨

（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 通过查阅文献对具有降尿酸作用的单味中药进行研究发现，对比其他类单味中药，祛湿类单味中药降尿酸的文献报
道居多，那么祛湿类单味中药与尿酸之间有何联系？ 是如何发挥降尿酸作用？ 该研究以 2015 年版《中国药典》、新世纪全国
高等中医院校创新教材《临床中药学》中祛湿类中药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知网（ CNKI） 、万方、维普等对祛湿类单味中药治疗
高尿酸血症的文章进行检索。后采用 Excel（ 2016） 建立数据库，应用 Excel 筛选工具提取其降尿酸作用、药效部位、降尿酸途
径及作用机制等分类统计，以明确祛湿类单味中药与尿酸之间的联系及其降尿酸的作用机制。整理结果显示： 祛湿类的 67 味
单味中药中，有降尿酸作用的中药共有 16 种，占所研究中药的 23. 88%； 其他发挥降尿酸作用的有中药提取物和化学成分等；
其降尿酸的途径主要为： 抑制尿酸合成和促进尿酸排泄； 作用机制多为调节尿酸生成的 2 个关键酶及尿酸排泄的离子转运蛋
白。由此可见此类中药降尿酸作用明确，为治疗高尿酸血症的药物筛选、组方配伍和靶点确定，提供了新思路，为高尿酸血症
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祛湿类中药； 湿邪； 尿酸

Effect of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on metabolism of uric acid
CHU Meng-zhen，ZHANG Bing * ，LIN Zhi-jian，ZHANG Xiao-meng，WANG Yu
（ School of Chinese Pharmacy，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literature reports on the effect of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lowering uric aci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he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and uric acid？ How do they play a role in lowering uric acid？ In
this stud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in the 2015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the innovative textbook of Clinical Chinese Pharmacy for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centur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rticles about the effect of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were searched
through CNKI，WanFang and VIP． Afterwards，Excel （ 2016）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database，and Excel screening tool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its uric acid lowering effect，pharmacodynamic sites，uric acid lowering pathway and mechanism，so a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le-herb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and uric acid as well as their mechanism on lowering uric aci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6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th uric acid lowering effect，accounting for 23. 88% of the 67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Other medicines with the uric acid lowering effect includ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s and chemical components． The main ways of reducing uric acid included： inhibiting uric acid synthesis and promoting uric acid excre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was mainly regulating the two key enzymes generated by
uric acid and the ion transporters excreted by uric acid． Therefore，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ave a
［收稿日期］ 2018-10-12
［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7ZX0930102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673618）
［通信作者］

*

张冰，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药防治代谢性疾病及中药合理应用，Tel： （ 010） 64286335，E-mail：

zhangbing6@ 263．net
［作者简介］ 褚梦真，硕士研究生，E-mail： chumengzhen0323@ 163．com

1485

2019 年 4 月

第 44 卷第 7 期

Vol. 44，No. 7

April，2019

clear effect in reducing uric acid，providing new ideas for drug screening，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and target determin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as well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research of hyperuricemia．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 damp evil； uric acid
doi： 10. 19540 / j. cnki. cjcmm. 20181213. 004

中医认为“湿邪内生”为高尿酸血症的病机关
键。中医药治疗高尿酸血症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
［1］
也较多 ，
治疗。
其中多采用祛湿类中药来进行预防、

共 26 种。对文章发表年限及篇数进行统计，得出近
十年发表文章呈上升趋势，
也表明近年来对祛湿类中
药的研究越来越多，
其应用受到大家关注，
见图 1。

祛湿类中药包括祛风湿药、芳香化湿药和利水渗湿
药，
按照分类又详细分为： 祛风湿散寒药、祛风湿清热
药、
祛风湿强筋骨药、化湿药、利水消肿药、利水通淋
药、
利湿退黄药。此类中药性味多属辛、苦、温，归肝、
脾、
肾经，
功效多为祛风湿、
利水消肿、燥湿健脾、活血
通络。本研究以祛湿类单味中药为研究对象，
系统整
理其对尿酸代谢的作用机制，
为治疗高尿酸血症的药
物筛选、
组方配伍和靶点确定，
提供新思路，也进一步
探讨祛湿类单味中药对高尿酸血症的治疗效果，
为高
尿酸血症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图1
Fig．1

祛湿类单味中药降尿酸文献分析
Analysis of uric acid lowering of clearing damp single

以 2015 年版《中国药典 》、新世纪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创新教材《临床中药学 》为依据，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选取祛湿类单味中药材共 67 种为研究对象，如威灵
仙、秦艽、桑枝、苍术、茯苓等。系统检索中国期刊全

2. 2

文数据库（ CNKI）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 （ VIP ） 的文献全文报道，收集梳理祛

作用的药物共有 16 种，占所研究中药的 23. 88%。
具有明确降尿酸机制的单味中药有 8 种，占具有降

湿类单味中药降尿酸的机制研究，检索时间自建库
至 2018 年1 月。
1. 2 检索策略 中文全文检索词： 中药名 + 高尿酸

尿酸作用的单味祛湿药的 50. 00%，其余的 8 种具有
明显的降尿酸效果，但作用机制不明确； 发挥降尿酸

1. 1

资料来源

血症； 中药名 + 尿酸； 中药名 + 痛风； 中药名别称 + 高
尿酸血症； 中药名别称 + 尿酸； 中药名别称 + 痛风； 处
方常用名 + 高尿酸血症； 处方常用名 + 尿酸； 处方常
用名 +痛风。文献筛选时，依据以下标准纳入： 排除
中药复方中含有祛湿类单味中药的报道 ； 排除中成
药中含有祛湿类单味中药的报道 ； 排除综述类文献。
1. 3 文献整理与数据分析 将所搜集的文献进行系
统分析，
录入以下信息： 发表年限、
祛湿类中药的分类、
发挥药效的部位、
降尿酸的途径及作用机制。采用回
顾性研究及统计学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文献基本情况 通过筛选自建库至 2018 年 1
月祛湿类单味中药与尿酸代谢的相关报道 。 并按照
纳入标准，
最终纳入文献 32 篇，
涉及祛湿类单味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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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湿类单味中药对尿酸的代谢 基于实验研
究和临床治疗表明： 祛湿类单味中药中具有降尿酸

的途径主要是抑制尿酸合成和促进尿酸排泄 2 方
面。其通过抑制尿酸合成途径发挥药效的中药共有
2 种，占具有降尿酸作用的单味祛湿药的 12. 50%。
通过促进尿酸排泄途径发挥药效的中药共有 11 种，
占具有降尿酸作用的单味祛湿药的 68. 75%。 具有
双重作用的有 2 种，占具有降尿酸作用的单味祛湿
药的 12. 50%。 其分类、降尿酸途径及作用机制等
具体情况见表 1。
2. 3 祛湿类单味中药提取物或化学成分对尿酸的
具祛湿功效单味中药共有 67 种，其中中药提
取物或化学成分发挥降尿酸作用的药物有 15 种，占
代谢

总数的 22. 39%。其中发挥降尿酸作用的多为乙醇
提取物和乙酸乙酯提取物，化学成分主要集中于皂
苷类和黄酮类。中药提取物或化学成分降尿酸作用
机制明确，仅车前子中异毛蕊花糖苷有降尿酸作用

褚梦真等： 祛湿类单味中药对尿酸代谢的研究
表1

祛湿类单味中药对尿酸的代谢

Table 1

Uric acid metabolism of clearing damp type single Chinese medicine

分类

中药

祛风湿散寒

降尿酸途径

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2］

威灵仙

排泄途径

增加尿酸盐排泄

蚕沙

不明确

［3］

海风藤

抑制尿酸合成

不明确
抑制 XOD 活性

防己

促进尿酸排泄

［5］

桑枝

促进尿酸排泄

增加排尿量
下调 UＲAT1，GLUT9 蛋白表达量； 上调 OAT1 蛋白表达量

雷公藤

不明确

不明确

［7］

祛风湿强筋骨

雪莲花

双重作用

不明确

化湿

苍术

利尿，促排泄

利水消肿

茯苓

促进尿酸排泄

抑制 Na ，K -ATP 酶活性
下调 UＲAT1，GLUT9 蛋白表达量； 上调 OAT1 蛋白表达量

［9］

猪苓

利尿，促排泄

不明确

［11］

冬瓜皮

促进尿酸排泄

不明确

［12］

蝼蛄

促进尿酸排泄

不明确

［13］

双重作用

抑制 XOD 活性
下调 UＲAT1 蛋白表达量

［14］
［15］

祛风湿清热

利尿通淋

利湿退黄

车前子

［4］
［6］
［8］

+

+

［10］

滑石

利尿，促排泄

不明确

［16］

海金沙

利尿，促排泄

［17］

虎杖

抑制尿酸合成

不明确
抑制 XOD 活性

［18］

但作用机制不明确； 发挥降尿酸的途径主要是抑制
尿酸合成和促进尿酸排泄 2 方面。通过抑制尿酸合

占祛湿类具有降尿酸作用的 中 药 提 取 物 （ 或 化 学
成分 ） 的 13. 33%。 具有双重 作 用 的 有 4 种 ，占 祛

成途径发挥药效的中药共有 8 种，占祛湿类具有降
尿酸作用的中药提取物 （ 或化学成分 ） 的 53. 33%。

湿类具有降尿酸作用的中药提取物 （ 或化学成分 ）
的 26. 67%。 其分类 、降尿酸途径及作用机制等见

通过促进尿酸排泄途径发挥药效的中药共有 2 种 ，

表 2。

表2

祛湿类单味中药提取物或化学成分对尿酸的代谢

Table 2

Uric acid metabolism of clearing damp class single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s or chemical components

分类
祛风湿散寒

祛风湿清热

利水消肿

利尿通淋

利湿退黄

中药提取物

降尿酸途径

或化学成分
威灵仙乙酸乙酯提取物

抑制尿酸合成

木瓜乙酸乙酯提取物

双重作用

青风藤醇提物

抑制尿酸合成

秦艽乙醇提取物

促进尿酸排泄

穿山龙醇提物

双重作用

穿山龙总皂苷
泽泻醇提物

双重作用
抑制尿酸合成

薏苡仁醇提物

抑制尿酸合成

玉米须乙酸乙酯提取物

抑制尿酸合成

枳椇子醇提物

抑制尿酸合成

车前子醇提物

双重作用

车前子中毛蕊花糖苷
车前子中异毛蕊花糖苷

双重作用
不明确

萆薢总皂苷
金钱草总黄酮

作用机制
抑制 XOD 活性
抑制 XOD 活性； 下调 UＲAT1 蛋白表达量； 上调 OAT1 蛋白表达量
抑制 XOD 活性
下调 UＲAT1 蛋白表达量； 上调 OAT1，OAT3 蛋白表达量
抑制尿酸合成
上调 OAT1 蛋白表达量； 抑制 XOD，ADA 活性
抑制 XOD 活性
抑制 XOD 活性

参考文献
［19］
［20］
［21］
［22］
［23］
［24］
［25-26］
［27］

抑制 XOD 活性
抑制 XOD 活性

［28］

抑制 XOD，ADA 活性； 下调 UＲAT1 蛋白表达量
抑制 XOD 活性； 下调 UＲAT1，GLUT9 蛋白表达量

［30］
［31］

促进尿酸排泄

不明确
下调 UＲAT1 蛋白表达量

抑制尿酸合成

抑制 XOD，ADA 活性

［33］

［29］
［31］
［32］

在梳理具有祛湿功效单味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
的文献中发现，其主要是通过两大途径发挥降尿酸

中，多数中药通过抑制尿酸合成关键酶黄嘌呤氧化
酶（ XOD） 或腺苷脱氨酶 （ ADA） 的活性发挥药效，如

药效，①抑制尿酸的合成： 在抑制尿酸合成的通路

威灵仙、泽泻等； ②促进尿酸的排泄： 在促进尿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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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通路中，其多数是通过调节肾脏中尿酸盐转运体
1（ UＲAT1） 、葡萄糖转运蛋白 9（ GLUT9） 、三磷酸腺

血症的药物筛选、组方配伍和靶点确定，提供了借鉴
意义。

苷结合转运蛋白 G2（ ABCG2） 或有机阴离子转运体
（ OATs） 的活性等，影响其对尿酸盐的重吸收和排泄

3. 2

发挥作用。如秦艽抗大鼠高尿酸血症的作用是通过
降低模型组大鼠 UＲAT1 的蛋白表达，提高 OAT1，

化学成分及中药自身。 中药多样性、多成分的特点
决定了其发挥药效的多途径、多靶点。 祛湿类单味

OAT3 的蛋白表达来实现的。 可见，祛湿类单味中

中药多含黄酮、皂苷、生物碱等成分，且其溶剂提取
物又能将有效成分富集，从而提高降尿酸的作用。

药降尿酸作用主要通过抑制 XOD，ADA 活性或调节
尿酸盐转运蛋白活性发挥效能。有个别中药是通过

由整理结果显示： 具有祛
湿功效单味中药发挥降尿酸作用的有提取物 、某些
中药降尿酸的特点

［39］

除祛湿类单味中药外，许洪波等

研究 27 种

+
+
抑制 Na ，K -ATP 酶活性，从而促进排泄发挥降尿
酸药效。具有祛湿功效单味中药在治疗高尿酸血症

常见中药材甲醇提取物对黄嘌呤氧化酶的抑制活
性，结果发现川芎、丹参、牡丹皮、野菊花、当归、远志

的动物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显示了很
好的应用前景。

6 味中药甲醇提取物具有较好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

讨论

3

活性，其余 21 味中药甲醇提取物的 XOD 抑制活性
［40］
为首次报道。 史珅等 采用氧嗪酸钾与酵母膏混

3. 1

祛湿类单味中药与尿酸代谢的相关研究 尿
酸代谢主要为两大途径： 合成途径和排泄途径。 祛

合灌胃塑造大鼠 HUA 模型，结果表明葛根素通过抑
制 XOD 活性，同时通过增加尿液中尿酸的溶解度促

湿类单味中药发挥降尿酸作用在尿酸合成途径中 ，
主要通过调节腺苷脱氨酶 （ ADA） 和黄嘌呤氧化酶

进其排泄，从而有效降低 HUA 大鼠血清尿酸水平。
栀子苷是栀子果实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为环烯

（ XOD） ，如海风藤、车前子、虎杖。 在尿酸排泄途径
中，主要是通过调控尿酸排泄的离子转运蛋白 ： 即重

醚萜苷类化合物。芒果苷是芒果叶中的主要活性成
［41-42］
分，属双苯吡酮类黄酮类化合物。 胡庆华等
研

［34］

吸收蛋白和分泌蛋白 。 尿酸重吸收蛋白又包括
葡萄糖转运蛋白 9（ GLUT9） 、尿酸盐阴离子转运体 1

究表明，栀 子 苷 和 芒 果 苷 均 能 通 过 下 调 UＲAT1，
GLUT9 蛋 白 及 mＲNA 的 表 达，上 调 OAT1 蛋 白 及

（ UＲAT1） 、有机阴离子转运体 （ OATs） 家族蛋白中
［35］
的 OAT4，OAT10 ，如桑枝、车前子。 尿酸分泌蛋

mＲNA 的 表 达，从 而 降 低 HUA 小 鼠 血 清 中 尿 酸
（ UA） 、肌酐（ Cr） 和尿素氮（ BUN） 水平，提高其 24 h
尿液尿酸、肌酐排泄量及尿酸排泄分数，抑制肾脏尿

白包括： 位于基底外侧膜的 OAT1，OAT2，OAT3，磷
酸盐转运蛋白（ NPTs） 家族中的 NPT1 和 NPT4 及多
［36］
，如茯苓。 此外，肠道也表
药耐药蛋白 4（ MＲP4）
［37］

酸重吸收，并促进尿酸排泄。
中药防治 HUA 疗效确切，研究已阐明多种中药

达尿酸转运分泌蛋白 ，如三磷酸腺苷结合转运蛋
白 G 超家成员 2（ ABCG2） 。 血液尿酸经过肾小球

活性成分如黄酮类、皂苷类、生物碱类等化合物的降
尿酸作用机制，即抑制尿酸的生成，或促进尿酸的排

过滤 进 入 肾 小 管，再 经 重 吸 收 蛋 白 UＲAT1 或
GLUT9 重吸收入血，由分泌蛋白 OAT1 / OAT3，AB-

泄。中药多成分、多样性的特点为防治高尿酸血症
提供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治疗方案及降尿酸药理活

CG2 重新分泌入尿，最终排出体外［38］。 除此之外，

性的新靶点
4 思考

尿液中尿酸浓度骤然增高形成过饱和状态，管腔内
则会形成尿酸盐晶体或呈雪泥样沉积物 ，从而阻塞
+

+

肾小管引起肾损害。 因此可通过抑制 Na ，K -ATP
酶活性，发挥利尿作用，促进尿酸排泄达到降尿酸作

［43］

。

4. 1 “湿邪”与高尿酸血症间的关联 湿邪为六淫
（ 风、寒、暑、湿、燥、火 6 种病邪 ） 之一。 湿为阴邪，

用，如苍术。

阻遏气机，损伤阳气，若湿滞经络，流注关节，则关节
酸痛沉重、活动不利。高尿酸血症是现代医学病名，

通过文献整理得出，祛湿类中药与尿酸代谢之
间有一定的联系，也符合传统医学认为高尿酸血症

在中医学尚无明确定义。中医对高尿酸血症的认识
［44］
主要是通过痛风等相关疾病所获得。 姜萍 将脾

与中医“湿邪 ”相关的观点。 其具有降尿酸的药物
主要有威灵仙、海风藤、防己、桑枝、车前子、猪苓等，

失健运、痰湿浊毒内蕴视为高尿酸血症的关键病机 。
高尿酸血症的病因病机复杂，综合历代医家论述，高

降尿酸效果明显，机制明确，为临床中药治疗高尿酸

尿酸血症形成的主要病因是： 先天禀赋不足，肾气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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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后天恣食肥甘厚味，饮食失节； 或外感六淫，内伤
七情。 病机多认为是： 脾虚失运，湿浊内生，湿重蓄

［51］
手段，阐述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的作用靶点 。 且
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持久温和等特点，

积日久化热，导致湿邪内生，痹阻经脉，血行瘀滞，有
“浊毒”的特点，为“湿浊”“痰瘀 ”等病理产物作用

针对“尿酸转运体组 ”的中药降尿酸作用机制的研
［52-53］
。 随着现代流行病学、遗传基
究逐步开展起来

于人体的结果。传统认为高尿酸血症的发生，多与
“湿邪”相关，因此治疗应扶正固本，重点健脾祛湿，

因学、蛋白工程学等多学科在高尿酸血症中的应用 ，
以及尿酸生成或排泄途径中相关靶点的逐步深入 ，

兼治痰瘀，健脾则湿浊之邪难以留滞，经络运行畅
［45］
通，病无由以生 。

将加快中医药在治疗高尿酸血症领域的广泛应用 。
但目前多停留在动物水平实验研究上，且实验测量

基础实验研究中发现高尿酸血症动物模型也表
［46］
现出一定的中医证候。 张冰等 在探讨高尿酸血

指标多偏于血清和肝脏中 XOD 活性和 ADA 活性的
测定，而对中药活性成分降尿酸作用机制的基因组

症鹌鹑模型与中医证候学之间的联系发现 ，鹌鹑舌
质表现为紫暗舌和淡白舌。紫暗舌表现出气血运行

学和蛋白组学等研究缺乏足够证据 ，因此，对于中药
降尿酸的 研 究 应 进 一 步 深 入，为 临 床 提 供 可 靠 的

不畅或血行瘀阻，而淡白舌表现出中医证候中的气
［47］
血不足或气血失于濡养； 林志健等 使用高嘌呤饮

依据。

食诱导鹌鹑高尿酸血症，探讨高尿酸血症鹌鹑模型
的中医证候分型，从问诊、闻诊、望诊及实验室检查
等方面发现： 模型动物部分病理改变与临床上饮食
不节导致的证候“脾虚痰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无论临床研究还是基础实验研究，都显示高尿
酸血症以“本虚标实 ”为主要表现，本虚可见脾虚，
临床研究还兼有肾虚、气虚、肝肾不足； 标实可见浊
毒、湿浊、湿热，临床研究还兼有瘀血阻滞、痰瘀互结
［48］

等

。高尿酸血症的发生与湿邪内生有一定的联

系，通过对祛湿类中药的研究可起到对高尿酸血症
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祛湿类中药的现代研究

传统对于高尿酸血
症的认识多认为与先天遗传和后天失养 （ 饮食、情

4. 2

思、劳倦） 有关。 痰湿内生，血液污浊，化为瘀毒闭
阻经络。历代医家认为痰、湿为高尿酸血症的核心
［49］

因素

，高尿酸血症的发生与“湿邪 ”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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