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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
的小柴胡汤抗抑郁的作用机制研究 ＊
蔡萧君，颉彦鹏，王旭玲＊＊，刘 松，王 磊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哈尔滨 150036）
摘

要：目的 基于网络药理学及网络对接技术探究小柴胡汤抗抑郁的作用机制，建立小柴胡汤-体内作

用靶标-疾病的网络作用关系图。方法 基于网络药理学技术对小柴胡汤的入血成分进行分析，预测小柴胡汤
方剂抗抑郁的体内作用靶标，并通过网络对接技术明晰和验证成分与靶标的结合位点，可视化成分-靶标-疾
病及结合过程。阐明小柴胡汤抗抑郁的作用机制。结果 通过文献和数据库检索初步确定黄芩苷和黄芩素两
个入血成分在体内的行为良好，具有成为有效成分的可能。经过分子对接及筛选获取 3 个与抑郁症相关的体
内直接作用靶标，分别为γ-氨基丁酸 A 受体、γ-氨基丁酸 C 受体拮抗剂和 5 羟色胺释放抑制剂，经代谢通路富

集分析可知，小柴胡汤主要涉及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5-羟色胺突触等生物过程。结论 本研究初步

从网络药理学角度揭示了小柴胡汤体内相关作用靶标及代谢通路，为进一步研究小柴胡汤抗抑郁的药效物质
基础及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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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Depression）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约有 3 亿人患有抑

郁症患者，同时抑郁症也是导致残疾和全球疾病负担
[1]

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疾病给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
经济负担 [2,3]，到 2030 年，抑郁症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
[4]

文献标识码：A

芩、半夏、生姜、人参、甘草、大枣 7 味中药组成，疗效显
著，是临床上中医治疗抑郁症经典药物[7-9]。近年来采

用经典诊疗手段的方法对抑郁症作用机制的研究较
多，但有限的技术手段很难全面获取生物体信息。网
络药理学紧紧围绕系统生物学、生物网络构建和分析、

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将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

连接性、冗余性和多效性等进行药物有效性、毒性、代

从病因学的观点来看，遗传因素及相关指标的变化均

谢特性的揭示，是建立在高通量组学数据分析、计算机

[5]

可干扰神经细胞之间的正常沟通，最终导致抑郁症 。

虚拟计算及网络数据库检索基础上，以及生物信息网

此外，社会和家庭问题以及就业条件可能是抑郁症的

络构建及网络拓扑结构分析策略和技术基础上的科学

原因之一。这种疾病严重损害了熟悉的社会领域以及

思想和研究策略 [10-15]。因此，本研究首次采用网络药

专业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自杀的可能[6]，因此

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研究中药名方小柴胡汤抗抑郁的

亟待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及对症药物。

机制研究，为小柴胡汤的新药研发和抑郁症靶向研究

小柴胡汤出自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由柴胡、黄

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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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TCMSP 的小柴胡汤入血成分类药性评价详表
编号

1

2

1

成分

相对分子质量

油水分配系数

黄芩素

270.25

2.33

3

5

1

33.52

0.03

446.39

0.64

6

11

4

40.12

0.75

baicalein

黄芩苷
baicalin

氢键供体数 氢键受体数 可旋转键数 口服利用度 半衰期

材料与方法

2D 结构

质生物功能数据库（UniProt），校正和标准化靶点的靶
点名称。

1.1 材料

ChemBio3D 2014 软 件 包（CambridgeSoft 公 司 ，美

国）；Tarfisdock 平台（https://www.dddc.ac.cn/tarfisdock/）；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tabase@Taiwan 服 务 器

（http://tcm.cmu.edu.tw/）；PharmMapper（http://lilab.ecust.
edu.cn/pharmmapper/index.php）；Autodock 分子模拟软
件（Scripps 研究院，
美国）
1.2 方法

1.2.3 生物学信息获取及相互作用网络图构建
将名称标准化后的靶蛋白带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

百科全书 KEGG（https://www.kegg.jp/kegg/）及功能注释
生物信息学微阵列分析系统（http://mas.capitalbiotech.

com/mas3/）中进行关联抗抑郁的生物学信息分，明晰

小柴胡汤入血成分与抗抑郁作用之间的关系，通过
Cytoscape 软件绘制小柴胡汤-体内作用靶标-疾病的
网络作用关系图。

1.2.1 活性成分类药性评价

采用 TCMSP 中药系统药理学技术平台及 PubMed

文献检索功能检索方法获取小柴胡汤化学成分。基于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理论，中药成分复杂，只有入血后的
成分才有可能发挥药效。因此，本实验以口服小柴胡

2

结果

2.1 目标化合物获取结果

通过 TCMSP 数据库评价小柴胡汤口服后入血成

分的类药性、中国知网及 Pubmed 文献检索发现小柴胡

确定其可能为体内有效的中药成分。

汤 7 味中药中明确的入血成分为黄芩素和黄芩苷，结

1.2.2 小柴胡汤有效成分作用靶点预测及筛选

在药物的体内作用靶标预测分析。

汤后的入血成分作为研究对象，并评价其类药性参数，

基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构建的 PubChem 数据

库检索小柴胡汤的明确入血成分英文名，获取并下载

果（表 1），通过判定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可以用于潜
2.2 小柴胡汤入血成分网络药理学预测靶标结果

采用反向对接技术，从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收录入血成分 2D 结构的 sdf 文件，带入 ChemBio3D 平

Database@Taiwan、Tarfisdock、PharmMapper 等 数 据 库

Chinese Medicine Database@Taiwan、Tarfisdock 等 数 据

知，共计预测 1730 个作用靶标。其中与抑郁症密切相

台获取 3D 结果的 mol2 文件，分别将其引入 Traditional

库，根据能代表化合物唯一化学结构的 3D 数据，预测

与其可能匹配和对接的体内药物靶标，在权威收录的
人体靶标数据库中搜索可能与之结果的蛋白靶标，如
药效团模型法、配体相似法、结合位点相似法，基于空
间匹配和能量结合程度鉴别作用靶标。选取匹配程度
最高且共同的预测结果作为潜在作用靶标，带入蛋白

中发现与抑郁症密切相关的作用靶标。通过分析可
关的靶蛋白有 3 个，且分子匹配最佳，分别为γ-氨基丁

酸 A 受体、γ-氨基丁酸 C 受体拮抗剂和 5 羟色胺释放
抑制剂（表 2）。

2.3 小柴胡汤-体内作用靶标-疾病的网络作用关系图
和分析

将 不 同 方 法 预 测 的 蛋 白 靶 标 带 入 MAS 3.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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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柴胡汤入血成分预测结果

编号

1
2
3

配体名称

黄芩苷

黄芩苷
黄芩素

受体名称

γ-氨基丁酸 A 受体
γ-氨基丁酸 C 受体拮抗剂
5 羟色胺

KEGG 进行汇总分析，得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生物学
信息，如钠不依赖的有机阴离子转运代谢（Sodium-

independent organic anion transport）、胆汁酸和胆汁盐

疾病

代谢通路
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

抑郁症

逆行内源性大麻素信号转导

急性发热

γ-氨基丁酸能突触

特发性全身性癫痫

吗啡成瘾

抑郁症

尼古丁成瘾
γ-氨基丁酸 A 受体激动剂/拮抗剂

抑郁症

3

-

讨论
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障碍，包括

转运（Bile acid and bile salt transport）、神经元凋亡过程

抑郁情绪、快感障碍、睡眠障碍、疲劳、自闭症、负性思

process）、前列腺发育（prostate gland development）、类

态。最重要的是，事实上，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可能会响

signaling pathway）、乳腺导管形态发生（mammary gland

障碍。GABA 病理生理学似乎是两种疾病的共同决定

morphogenesis）、活 性 氧 代 谢 组 学 的 正 调 控（positive

经传递对于神经元回路的时间精确活动和神经元群体

酸衍生物代谢过程（fat acid derivative metabolic process）、

抑制性神经传递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部分是由多种相互

的 正 调 节（positive regulation of neuron apoptotic

维和自杀等。可悲的重叠和共现，有一个高的共同病

固 醇 激 素 介 导 的 信 号 通（steroid hormone mediated

应相同的治疗支持的可能性，常见的神经生物学功能

duct morphogenesis）、乳 腺 形 态（mammary gland

因素，如下所述。脑内抑制性的氨基丁酸（GABA）神

regul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metabolomics）、脂肪

的同步振荡活动是至关重要的。调节神经网络活性的

脂 肪 酸 衍 生 物 生 物 合 成 过 程（fat acid derivative

连接的中间神经元完成的。GABA 能神经元的多样性

biosynthetic process）、类胡萝卜素代谢过程（icosanoid
metabolic process）、类 辛 酸 代 谢 过 程（icosanoid
metabolic process）、长链脂肪酸代谢过程（long-chain

fatty acid metabolic process）、脂氧合酶途径（lipoxygenase
pathway）、不 饱 和 脂 肪 酸 代 谢 过 程（unsaturated fatty

acid metabolic process）、白 三 烯 代 谢 过 程（leukotriene
metabolic process）、花生四烯酸代谢过程（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c process）、脂 氧 代 谢 过 程（lipoxin

metabolic process）、不 饱 和 脂 肪 酸 生 物 合 成 过 程

（unsaturated fatty acid biosynthetic process）、长链脂肪

酸 生 物 合 成 过 程（long- chain fatty acid biosynthetic

process）、庚昔林代谢过程（hepoxilin metabolic process）、
庚 昔 林 生 物 合 成 过 程（hepoxilin biosynthetic process）
等。利用可视化软件构建小柴胡汤的“入血成分-体
内作用靶标-疾病的网络作用关系图”
（图 1）。通过

Autoduck 分子对接与虚拟筛选程序模拟药物活性小分
子和靶蛋白的分子对接，探索模拟和验证最佳的结合
形式和结合位点，
并以结合能小于 5 判断分子对接的稳

定性，
以黄芩苷与γ-氨基丁酸A受体的对接为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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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们的活性模式在接收侧由不同的 GABA 受体组相
匹配。例如，离子型 GABAA 受体（GABAARS）AR 具有

高水平的结构多样性。受体的具体构型影响通道门控
作用和药代动力学性质，以及受体在不同脑区的亚细
胞位置和总表达。受体的亚细胞定位决定由受体调节
电路活性所提供的抑制的类型和速度。例如，包含
GABAARs（A2GABAARS 和 A3GABAARS）的 A2 和 A3
亚基 AR 比突触外膜更集中于突触，而 A4 和 A5 亚基更
集中在突触旁和突触外部位。而低亲和力突触受体最
理想的是介导快速相抑制，受体外突触体具有浓度依
赖 性 、GABA 和 介 导 的 紧 张 抑 制 作 用 。 此 外 ，
GABAARs 贩卖到不同的细胞室也取决于它们的亚基
组成。例如，在海马 CA1 锥体细胞中，A1 和 A2 亚基都
被报道在突触周围，因此理想地定位于控制动作电位
的产生。有证据表明，A1GABAARs 可介导远端树突
的阶段性抑制，在信号整合中可能发挥作用 [16-20]。A2
亚基也在轴突起始节段的突触中富集，其中它们理想
地位于控制动作电位电导和神经递质释放。此外，亚
基在特定脑区中差异集中，并且通常在特定区域内具
有特定的细胞群。其结果是，作为特定行为的神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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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柴胡汤入血成分-体内作用靶标-疾病的网络作用关系图

路可能在特定亚基中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受到 GABAARs
的影响。

5-羟色胺是一种系统发育的古老神经调节剂，通

过对 15 种不同受体的作用，对生理和行为产生广泛的
影响。基于人类和动物行为数据的 5-羟色胺最一致

的作用之一，与它对沿着相关攻击轴的行为表达的影
响有关。在人类中，通过减少其前体色氨酸的饮食来
源或通过选择性的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增加 5-羟

色胺，而消耗 5-羟色胺已分别被证明可诱导社会感知
的负向和正向转变。控制 5-羟色胺突触可用性的基
因变体，如 5-羟色胺转运体（5-HTT）和 5-羟色胺合成
酶色氨酸羟化酶，也与社会情感行为的改变有关，如对

社会线索的奖励性质的差异敏感性或对不公平的反应
性。在这些多态性的携带者中，对这些信号的不同皮
质边缘反应也有报道。5-羟色胺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可能部分由其对额叶皮质神经元的影响所介导，因为
这个区域是血清素能轴突和血清素受体中最丰富的区
域之一。5-羟色胺通过激活几种受体亚型来调节皮

图 2 黄芩苷与靶蛋白γ-氨基丁酸 A 受体分子模拟对接图

质神经元的兴奋性及其放电率，
其中5-HT1A、
5-HT1B、

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缺乏而引起的，并不是由帕金森

症的生物胺假说的表述认为，抑郁症是由大脑中去甲

而，重度抑郁症患者体内神经递质异常表现的仍然没

5-HT2A 和 5-HT3 起主要作用。早期的关于严重抑郁

病的运动症状反映纹状体多巴胺的丧失而导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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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论。5-羟色胺的代谢物之一，5-羟基-吲哚乙酸

尸检研究表明，中缝核细胞团的分布和前足纤维束的

关。5-羟色胺在 5-羟色胺纤维的突触前末梢和体树

别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体积变化和结构异常，因为在昆

在脑脊液中的低浓度表达与人格障碍男性的攻击性有
突状结构中是一个重要的分子靶点。体外研究表明

5-羟色胺的密度与血清素的组织浓度之间存在着简
单的联系，表明 5-羟色胺可以作为替代标记

[21,22]

结构在哺乳动物中保存得很好。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识
虫和鱼类等许多不同的生物体中的研究已经转向这些
简单的模型，以便更精细地解剖中缝背核微电路及其

。后

与皮质激素的相互作用。尽管功能连接的异常还没有

者的内质网，至少在正常大脑中。尽管自杀者大脑皮

被报道，但是在抑郁症患者中连接中缝和额叶系统的

但也有人报道了死后中脑中 5-羟色胺信使 RNA 的降

体密度与杏仁核对威胁的反应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对

质的放射自显影分析显示 5-羟色胺的浓度没有差异，
低。然而，这些发现很大程度不能概括为多发性抑郁
症，因为自杀病例可能反映出具有更大侵略性或冲动
控制障碍的临床亚组患者，与抑郁症状本身不同。理

论上，5-羟色胺在体内的分子成像可能会产生更明确

脑干纤维束。然而已经证明中缝背核 5-羟色胺 1a 受

抑郁症和自杀患者死后组织中缝背核的组织学研究表
明，某些 5-羟色胺特异性标记物，如 5-羟色胺 1A 和 5-

羟色胺 2A 受体、TPH 和某些控制 5-羟色胺神经元基
因表达的转录因子的水平存在差异。然而，直接将血

的结论，即重度抑郁症患者和血清素传递之间的假定

清素系统的改变与心境障碍症状联系起来的证据仍然

关联。用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的配体具有较

有限，需要在更大的队列中进行复制。中缝背核细胞

低的特异性结合，越来越多地被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群有一半以上由非血清素细胞组成，包括谷氨酸、

的示踪剂所取代，后者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如下文所示，迄今为止，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和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的组合已经在严重抑郁症患
者中产生了广泛的 5-羟色胺发现，这与使用的终点的

GABAergic，在某些情况下对行为和连通性产生相反
的影响，这使从影像学或组织匀浆中获得人类数据的
解释复杂化。对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来说，5-羟
色胺水平的改变会影响其所属攻击行为的表达。

多样性以及药物史、性别差异、年龄等因素引起的各种

本研究通过小柴胡汤有效成分黄芩苷及黄芩素药

混淆的可能性相混淆。尽管人们认为在确定严重抑郁

物配体的特定结构，采用网络药理学技术和方法预测

症患者血清素异常的性质或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利害关

其可能的体内作用靶标，主要涉及钠不依赖的有机阴

系，但目前缺乏共识并不令人满意。精神分裂症患者

离子转运代谢、胆汁酸和胆汁盐转运、神经元凋亡过程

多巴胺分子成像标记物的情况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的正调节、前列腺发育、类固醇激素介导的信号通、乳

最近的元分析已经确定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纹状体多巴

腺导管形态发生、乳腺形态、活性氧代谢组学的正调

胺合成能力增加的影响大小，通过对[18F]-氟-L-多巴

控、脂肪酸衍生物代谢过程、脂肪酸衍生物生物合成过

和其他酶多巴脱羧酶底物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

程、类胡萝卜素代谢过程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

进行测量，但未能检测到多巴胺受体或多巴胺受体可

用、逆行内源性大麻素信号转导、γ-氨基丁酸能突触、

用性的重要差异。运动员小样本量通常是假阳性结果
的前提条件，因此荟萃分析提供了精神分裂症多巴胺
能改变程度的急需的明确性。支配哺乳动物前额叶皮
质的主要 5-羟色胺核心是中缝核和中缝背核，这两个
脑干结构为前脑提供大量 5-羟色胺。影像学研究和

吗啡成瘾、尼古丁成瘾、γ-氨基丁酸 A 受体激动剂/拮

抗剂代谢等。其中与抑郁症直接相关的靶蛋白是
GABA 和 5-羟色胺，经文献检索和数据库匹配发现其
与抑郁症直接相关的联系。同时结合图 1，为揭示小
柴胡汤抗抑郁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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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Meachnisim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nti-Depression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Cai Xiaojun, Jie Yanpeng, Wang Xuling, Liu Song, Wang Lei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3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ti- depressant mechanism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network docking technique, and to establish the network action diagram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 in

vivo action target - disease. Methods Based on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technology, the blood components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anti- depressive target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was predicted, and the

binding sites of the components and targets were clarified and verified by the network docking technique, and the visual
components- target- disease and the binding process were visualized for elucidation the anti- depressant mechanism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Results Baicalin has a good body behavior and potential components in vivo by literature and

database searches. After screening, 2 direct action targets related to depression were obtained, which were γaminobutyric acid receptor and 5-serotonin receptor. After metabolic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Xiaochaihu decoction

mainly involved the biological process of neuroactive ligand receptor interaction, 5- serotonin synapse and other
biological process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revealed the target and metabolic pathway of the related role of
〔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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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chaihu deco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ateri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Keywords: Network pharmacology, Xiaochaihu decoction, Depression, Target protein, Baic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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