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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分子机制研究
王 康，孟 泳，王玉洁，季绍威，邓泽坤
[ 摘要 ] 目的 运用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的方法研究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分子机制。 方法 利用中药
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platform, TC⁃

MSP）数据库查找苍耳子的有效成分及相关靶点，运用 Uniprot 数据库对靶点进行人类基因名称标注并规范化处理。
通过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OMIM）及 GeneCards 数据库查找过敏性鼻炎

的疾病靶点。找出药物与疾病的共同蛋白靶点。运用 Cytoscape（V3.7.0）构建“成分-靶点”网络，找出苍耳子的主要
活性成分。通过 String 数据库对共同靶点进行 PPI 分析，找出关键靶点蛋白。借助 R 包（ClusterProfiler）对共同蛋白

靶点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功能富集和（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富集分析。
通过 iGemdock 及 AutoDock Tools 软件对筛选出的主要活性成分与关键蛋白靶点的最优结合模式进行分子对接。

结果 筛选出苍耳子有效成分 7 个，治疗疾病的潜在靶点 15 个。分子对接显示 Cleomiscosin A 与关键靶点 TP53、

CASP3、ESR1、MYC、PGR 都能较好结合，可能为苍耳子发挥作用最主要的物质。通过 GO 富集和 KEGG 富集发现，
苍耳子可能通过甲状腺激素信号通路、p53 信号通路及 PI3K-Akt 信号通路来达到调节上皮细胞及控制神经胶质细

胞的凋亡，从而达到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显示了苍耳子可能通过对 T 细胞和上皮细胞的调控来
达到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目的，也为后期实验验证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关键词 ] 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过敏性鼻炎；苍耳子；分子机制
[ 中图分类号 ] R276.1

[ 文献标志码 ] A

doi: 10.3969 / j. issn. 2095-3097.2021.05.012

[ 文章编号 ] 2095-3097（2021）05-330-5

Exploration of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Xanthium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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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Xanthium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 via net‐
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Methods TCMSP database was used to find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re‐
lated targets of Xanthium, and Uniprot database was used to label and unify the targets. The disease related genes of al‐
lergic rhiniti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OMIM, DisGeNET and GeneCards databases. The overlapped genes were select‐
ed. The component-target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Cytoscape（V3.7.0）to find out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of
Xanthium. PPI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common targets using String database to find out key target proteins. Cluster‐
Profiler R package was used to do GO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d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for common pro‐
tein targets. The software iGemdock and AutoDockTools were used to conduct molecular docking for the optimal bind‐
ing mode between the main screened active components and the key protein targets. Results 7 active components of
Xanthium and 15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were selected. Molecular docking shows that Cleomiscosin A can well
bind to key targets TP53, CASP3, ESR1, MYC and PGR5, which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ce for Xanthium.
Through GO enrichment and KEGG enrichment, it was found that Xanthus may regulate epithelial cells and control glial
cell apoptosis through thyroid hormone signaling pathway, p53 signaling pathway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thus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treating allergic rhiniti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Xanthium may regulate T cells and ep‐
ithelial cell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eating allergic rhinitis, and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later experimen‐
tal verification.
[ Key words ] Network pharmacology；Molecular docking；Allergic rhinitis；Fructus xanthii；Molecular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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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敏 性 鼻 炎（Allergic rhinitis）又 称 变 应 性 鼻
炎，普遍认为其是以 IgE 介导的 I 型变态反应。临
床症状为阵发性喷嚏、清水样涕、鼻塞、鼻痒等，严
重影响患者的睡眠及生活质量。据流行病学显
示，全球约有 10%~40% 的人口患有此病[1]。在我

1.3 过敏性鼻炎靶点筛选 以
“Allergic rhinitis”
为关

国，过敏性鼻炎患病率达 10% 以上，近几年呈上升

的共同蛋白靶点，并将其导入 Cytoscape 软件平台，

[2]

键词，分别在疾病数据库 OMIM、GeneCards 和 Dis‐
GeNET 进行检索，
对得到靶点进行汇总及去重处理。
1.4 “成分-靶点”网络构建 借助 Excel 2019 软件
对 1.2 和 1.3 得到的结果进行比对，找出中药与疾病

趋势 。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过敏性鼻炎控制不

构建“成分-靶点”网络。网络中节点由中药的活性

当，易诱发支气管哮喘。

成分和中药治疗疾病的靶点两部分构成。两者的

苍耳子为菊科植物，性味辛、苦、温，具有散风

相互关系以边表示。

寒、通鼻窍的功效，是治疗鼻鼽的良药，临床应用广

1.5 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构建 将 1.4 中找到

泛。在对治疗鼻部疾病的常用方剂统计发现[3]，含

的共同蛋白靶点导入在线数据库 String 中进行分

[4]

有苍耳子的方剂占比约 80%。经动物实验证实 ，

析，种属选择 Homo sapien，将得到的蛋白相互作用

含苍耳子正丁醇的滴鼻剂和苍耳油对变应性鼻炎

关系数据（combined score≥0.4）进行下载，将所得数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不明。网络

据导入 Cytoscape 软件进行分析，按照度值大小选

药理学是中医药研究的新途径，不但能揭示中药对

出药物治疗疾病的关键靶点。

机体的网络调控，也能为新药的研发提供方向，节

1.6 GO 功能富集和 KEGG 通路富集 运用 R 语言

[5]

约成本 。为了更好地阐述苍耳子治疗疾病的分子
机制，本研究将借助网络药理学对此进行探讨。

将 1.4 中 找 到 的 共 同 蛋 白 靶 点 进 行 基 因 本 体 论
（gene ontology, GO）功能富集和（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富集分析，得到苍

1 材料和方法

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主要功能富集和作用通路。

1.1 数据库及软件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库：中药

1.7 小分子优化处理 对 1.4 得到的主要活性成分

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traditional Chinese

通过 PubChem 数据库查找相应的 3D 结构（或 2D 结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构）并下载“SDF”格式文件，用 Pymol 软件进行格式

platform, TCMSP）
（https://tcmspw.com/tcmsp.php），有

转换。将 1.5 所得到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关键靶点

机小分子生物活性数据库（PubChem）
（https://pub‐

通过 PDB 数据库查找蛋白晶体结构，依据分辨率

chem.ncbi.nlm.nih.gov/），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

Resolution(A)、配体等条件进行筛选，选出最佳蛋白

库（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 OMIM）

晶体结构并下载“PDB”格式文件。通过 Pymol 软件

（https://omim.org/），基因组注释数据库平台（Gen‐

对所得到的蛋白晶体结构进行除水、剔除杂质等优

eCards）
（https://www.genecards.org/），基因与疾病关

化处理。

联数据库（DisGeNET）
（https://www.disgenet.org/），全

1.8 分子对接 用 AutoDock Tools 软件对主要活

球 蛋 白 资 源 数 据 库（Uniprot）
（https://www. uniprot.

性成分（配体）和优化后的蛋白晶体结构（受体）进

org/），蛋 白 质 相 互 作 用 关 系 网 络 数 据 库（String）

行分子对接前数据处理。受体进行加氢、计算电

（https://string-db.org/），蛋白质结构数据库（prorein

荷、添加原子类型等结构处理并保存 PDB 文件格

data bank，PDB）
（https://www.rcsb.org/），生物信息学

式。配体进行 root 判定及扭转键选择等操作处理

开 源 软 件 平 台（Bioconductor）
（http://www. biocon‐

并保存 PDB 格式。利用 iGemdock 软件对受体配体

ductor.org/）。 软 件 ：R 语 言（V4.1.1）
（https://www.r-

进行匹配筛选，找出最佳受体与配体的匹配方式。

project. org/），Cytoscape（V3.7.0）（https://cytoscape.

将最佳匹配方式运用 AutoDock Tools 软件进行分子

org/），PyMOL（V2.1.1）
（https://pymol.org/），iGemdock

对接。用 Pymol 软件对对接结果进行优化展示。

（V2.1）
（http://gemdock. life. nctu. edu. tw），AutoDock
Tools（V1.5.6）
（http://autodock.scripps.edu/）。

2 结果

1.2 中药苍耳子化学成分收集及靶点预测 借助

2.1 中药化学成分收集及靶点预测 以 OB≥30%、

TCMSP 平台查找苍耳子的化学成分，以口服利用

DL≥0.18 为条件在 TCMSP 进行苍耳子有效成分的

度（oral bioavailability，OB）≥30% 以 及 药 物 相 似 性

（drug-likeness，DL）≥0.18 为条件进行筛选，获取药

查找与筛选，得到有效活性成分 11 个，搜索到有对
应靶点的有效活性成分 7 个（无对应靶点的有效成

物的有效活性成分。继续运用 TCMSP 数据库查找

分已剔除），表 1。

其有效活性成分的对应靶点，借助 Uniprot 数据库

2.2 “成分-靶点数据库”建立 通过查询疾病数据

对蛋白靶点进行人类基因标注并规范化处理。

库 OMIM、Gene Cards 和 DisGeNET，
得到过敏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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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相关基因 1 575 个。通过与苍耳子蛋白基因进
行比对，得到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潜在靶点 15
个，
构建
“苍耳子-过敏性鼻炎疾病靶点”
数据库。
2.3 “成分-靶点”网络构建 将“苍耳子-过敏性鼻
炎疾病靶点”数据库导入 Cytoscape 软件构建网络图
（图 1）。该网络图共有 22 个节点和 26 条边，图中紫
色长方形代表疾病，
黄色椭圆形代表药物，
粉色八边
形代表潜在靶点，
蓝色六边形代表有效成分。

图2

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潜在靶点 PPI 网络图

对 PPI 所得的数据按照度值进行可视化处理，
图 3。度值越大表明与其他蛋白的相互作用越强，
地位越关键。

图 1 苍耳子的有效成分-靶点相互作用网络

经网络拓扑学分析后，将苍耳子的 7 种有效成
分按照度值大小排序，排名前 4 的有效成分为 betasitosterol（β 谷 甾 醇）、stigmasterol（豆 甾 醇）、aloe emodin（芦荟大黄素）、(2R,3R)-3-(4-hydroxy-3-me‐
thoxy-phenyl)-5-methoxy-2-methylol-2，3-dihydropy‐
rano（5,6-h）
（1,4）benzodioxin-9-one（即 Cleomiscosin
A，黄花菜木脂素 A）。
2.4 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构建 借助 String 平
台对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潜在靶点进行分析，
获得 PPI 网络图（剔除游离蛋白），图 2。

图 3 蛋白相互作用度值数可视化
图中节点的圆形越大，度值越大

表 1 苍耳子有效活性成分
成分代码

活性成分

OB(%)

DL

MOL011678

(3S,8S,9S,10R,13R,14S,17R)-17-[(1S,4R)-4-ethyl-1,5-dimethylhexyl]-10,
13-dimethyl-2,3,4,7,8,9,11,12,14,15,16,17-dodecahydro-1H-cyclopenta[a]
phenanthren-3-ol

36.91

0.75

MOL000359

sitosterol

36.91

0.75

MOL000471

aloe-emodin

83.38

0.24

MOL000011

(2R,3R)-3-(4-hydroxy-3-methoxy-phenyl)-5-methoxy-2-methylol-2,
3-dihydropyrano[5,6-h][1,4]benzodioxin-9-one

68.83

0.66

MOL000358

beta-sitosterol

36.91

0.75

MOL000449

Stigmasterol

43.83

0.76

MOL001755

24-Ethylcholest-4-en-3-one

36.08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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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度值较大的靶点蛋白分别是：细
胞肿瘤抗原 p53（tumor protein 53，TP53）、半胱氨酸
蛋白酶-3（cysteine protease-3，CASP3）、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ESR1）、Myc 原癌基因蛋白（myc
proto-oncogene protein，MYC）、细 胞 凋 亡 调 节 因 子
Bcl-2（apoptosis regulator bcl-2，BCL2）及 孕 酮 受 体
（progesterone receptor，PGR）。
2.5 GO 功能富集分析 运用 R 语言对苍耳子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潜在靶点进行 GO 功能富集分析，筛
选 条 件 ：pvalueCutoff=0.05。 通 过 Goplot 对 结 果 进
行展示，图 4。

图 4 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功能-靶点 Goplot 图

由图 4 可知，靶点参与的生物过程主要有：参
与神经胶质细胞凋亡过程（glial cell apoptotic pro‐
cess）、上 皮 管 细 胞 的 分 支 形 态 发 生（branching
morphogenesis of an epithelial tube）、上皮管细胞形
态发生（epithelial tube morphogenesis）、分支上皮细
胞 的 形 态 发 生（morphogenesis of a branching epi‐
thelium）、分支结构细胞的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
of a branching structure）、对紫外线的反应（response
to UV）以及女性性特征的发育等。
2.6 KEGG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运用 R 包（ClusterProfiler）对苍耳子治疗过敏
性鼻炎的潜在靶点进行 KEGG 通路富集分析，设定
条件 pvalueCutoff=0.05。在得到的结果中，选出显
著性差异最大的 20 条通路绘制条形图，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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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潜在靶点KEGG富集通路条形图
纵轴为通路名，横轴为富集因素；条形图的长短代表富集到的靶点
数量；颜色代表 P 值，由蓝到红表示 P 值由小到大。

由图 5 可知，
靶点参与的信号通路有：
甲状腺激
素 信 号 通 路（Thyroid hormone signaling pathway）、
p53 信号通路（p53 signaling pathway）、
PI3K-Akt 信号
通路（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和相关疾病通路
如 乙 型 肝 炎（Hepatitis B）、结 肠 直 肠 癌（Colorectal
cancer）、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前列腺
癌（Prostate cancer）、
麻疹（Measles）等。
2.7 分子对接结果 借助 AutoDock Tools 软件对主
要有效成分的小分子（配体）及关键蛋白靶点（受
体）结构优化后，运用 iGemdock 软件对配体与受体
进行对接匹配（表 2）。配体与受体结合能越低，表
示两者发生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由表 2 可知
MOL000011（即 Cleomiscosin A）与 TP53、CASP3、
ESR1、MYC 及 PGR 均 是 最 优 对 接 形 式 。 运 用
AutoDock Tools 软件对 Cleomiscosin A 的最优结合
模式进行分子对接验证（图 6）。

图 6 MOL000011 与 TP53、CASP3、ESR1、MYC 及 PGR
蛋白的分子对接图

表 2 主要有效成分与关键靶点的结合能
TP53

CASP3

ESR1

MYC

BCL2

PGR

MOL011678

-72.5368

-77.3248

-71.632

-63.1916

-68.4002

-84.8119

MOL000359

-71.9794

-72.4974

-73.579

-63.336

-82.0173

-81.1286

MOL000471

-86.6541

-81.7282

-77.8126

-67.1729

-73.3328

-91.112

MOL000011

-86.7188

-101.23

-85.3939

-77.0192

-79.8992

-105.31

MOL000358

-75.3551

-73.4865

-72.1086

-63.7894

-82.1733

-82.4636

MOL000449

-65.0972

-80.6222

-77.3714

-67.1731

-68.8066

-88.0369

MOL001755

-78.4167

-73.2544

-72.7158

-63.9287

-68.0467

-9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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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6 可 知 ，Cleomiscosin A 与 TP53、CASP3、
ESR1、MYC、PGR 5 个靶点蛋白的氨基酸残基均形
成了 2 个以上的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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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 PI3K-Akt 信号通路来达到调节上皮细胞及控
制神经胶质细胞的凋亡，从而达到治疗过敏性鼻炎
的作用。研究发现[15]，神经胶质细胞中的小胶质细
胞能调节 T 细胞的增殖。T 细胞和上皮细胞的异常
是过敏性鼻炎诱发的因素[16-17]。
本研究借助网络药理学方法，展示了苍耳子治
疗过敏性鼻炎的多成分、
多靶点、
多通路、
多功能的作
用特点，
通过对 T 细胞和上皮细胞的调控来达到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目的。经过分子对接展示苍耳子发挥
作用的可能过程，
为后续实验验证提供理论指导。

3 讨论
过敏性鼻炎为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发作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发作时，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
与生活。随着对过敏性鼻炎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
其发病与鼻黏膜上皮细胞及上皮源性细胞因子、II
型固有淋巴细胞、辅助 T 细胞免疫失衡、Breg 细胞、
树状突细胞、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相关，是由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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