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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出了高脂血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多种疾

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通过文献调研，对近年来国内外降血脂药物的作用靶点和筛选方法进行了综述，为降血脂
活性成分的筛选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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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lipidemia is one of the main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and it may trigger

serious diseases，such as atherosclerosis，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etc． ，which represent a substantial global threat
to human health． In this review，the pharmacological targets and screening methods of hypolipidemic drug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reviewed，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hypolipidem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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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脂药物筛选方法建立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
高
［1］
脂血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 高脂血症是体
内脂类代谢紊乱导致血脂水平增高的一种疾病，
是指
各种 原 因 导 致 的 血 浆 中 胆 固 醇 （ TC） 、甘 油 三 脂
（ TG） 、极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 VLDL ）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 LDL） 升高、
和 （ 或） 高密度脂蛋白 （ HDL） 降低的一
［2］
种全身脂代谢异常疾病 ． 高脂血症是心脑血管疾
病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脑卒中等多种心脑血管疾
病． 最近，有研究显示高脂血症对认知障碍也有影
［3］
响． 高脂血症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
现在临床常用的降血脂药物，
疗效低且常伴有一
定副作用． 因此，寻找更加安全、有效的降脂药物一

直是医药工作者的研究热点． 对于新药物的研究，合
适的药物作用靶点和筛选方法显得至关重要，不仅有
助于缩短药物的研发时间，也能节约人力物力资源．
本文将对目前已上市或正在研发的降脂药物及其筛
选方法进行综述，
目的是帮助科研人员在了解该领域
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快速、
简便、
低成本且能
实现高内涵、
高通量筛选的药物筛选方法．

2

降脂药物的主要作用靶点

目前治疗高脂血症的药物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胆
酸鳌合剂类（ 树脂类） 、烟酸及其衍生物类、多烯脂肪
酸类（ 鱼油类） 、
苯氧芳酸类 （ 贝特类） 和羟甲基戊二
［4］
酰辅酶 A （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类（ 他汀类） ．
但长期服用具有较大的
虽然这些药物降脂效果明显，
毒副作用． 因此，
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对中药降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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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近年来，
用中药治疗高脂血症已成为该领域
研究的热点，
很多中药被证实具有很好的降脂作用，

的药物，
如微粒体三酰甘油转运蛋白抑制剂、酰基辅
酶 A-胆固醇酰基转移酶抑制剂等． 表 1 是目前已有

如： 山楂、
绞股蓝、人参、大黄、何首乌、决明子、泽泻、
［5］
丹参及大豆等 ． 此外，
还有一些新靶点和作用机制

的和正在研发的降脂药物及其作用靶点．

表1
Tab． 1

已有和正在研发的降脂药物及其作用靶点

The existing and developing lipid-lowering drugs and their targets

编号

靶点

作用机制

1

羟甲 基 戊 二 酰 辅

竞争性抑制胆固醇合成途径的限速酶（ HMG-CoA 还原酶） ， 他汀 类，如： 洛 伐

酶 A （ HMG-CoA）

抑制胆固醇的合成

还原酶抑制剂
2

研发状态

文献

上市

［6，7］

上市

［8，9］

上市

［10，11］

临床前

［12，13］

洛美他派

上市

［14-16］

临床Ⅲ期

［17，18］

上市

［19，20］

临床Ⅲ期

［21，22］

上市

［23，24］

他汀、辛 伐 他 汀、
普伐他汀等

过氧 化 物 酶 增 殖

激活 PPAＲα，
从而降低血浆中 LDL 和 TG 水平，升高 HDL 水

物 激 活 受 体

平； 还能调节炎症反应，
改善胰岛素的耐受性

（ PPAＲ） α 激动剂
3

代表性药物

贝特 类，如： 吉 非
贝齐、氯 贝 特、非
诺贝特等

胆固醇吸收抑

在肠道内与胆酸呈不可逆结合，
阻碍胆酸的重吸收，
促进其排

树脂 类，如： 考 来

制剂

出，
从而加速胆固醇向胆酸的转化，
降低血浆和肝脏中胆固醇

烯胺、
考来替泊

的含量
通过阻断小肠上皮刷状缘上的 NPC1L1 受体而特异地抑制胆

依泽替米贝

固醇的吸收
4

酰基 辅 酶 A-胆 固

抑制 ACAT 的活性，
可以减少胆固醇在肠道的吸收，抑制胆固

醇酰基转移酶

醇酯的蓄积和脂蛋白的形成

Pyripyropene A

（ ACAT） 抑制剂
5

6

微粒 体 三 酰 甘 油

抑制 MTP 能阻止肠上皮细胞和肝细胞内 ApoB 的组装和分

转运 蛋 白 （ MTP）

泌，
抑制乳糜微粒和 VLDL 的合成，从而降低血浆 LDL、VLDL

抑制剂

和 TG 的水平

胆固 醇 酯 转 移 蛋

抑制 CETP 可以阻断胆固醇从 HDL 转移至 VLDL / LDL，发挥

Dalcetrapib

白（ CETP） 抑制剂

降脂作用

Evacetrapib
Anacetrapib

7

ApoB 合成抑制剂

抑制 ApoB 的合成可减少 VLDL、IDL 和 LDL 的合成与分泌， Mipomerson

前蛋 白 转 化 酶 枯

PCSK-9 可与肝细胞表面的 LDL 受体结合，影响 LDL 分解代

Alirocumab

草 溶 菌 素 9

谢，
抑制 PCSK-9 蛋白活性可降低体内 LDL-C 水平

Evolocuma

从而产生降脂作用
8

（ PCSK-9） 抑制剂
9

10

11

12

ω-3 不饱和脂肪酸

Bococizumab
ω-3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显著地降低血浆中 TG 和 VLDL 的水

Lovaza

平，
而对 HDL 几乎没有作用

Vascepa

脂 蛋 白 脂 酶

PLP 是催化乳糜微粒和 LDL 中 TG 水解为游离脂肪酸的限速

NO-1886

临床前

［25，26］

（ PLP） 激活剂

酶，
激活后可降低血浆中 TG 的水平和升高 HDL-C 的水平

重组载脂蛋白 AI

ApoAI 是 HDL 的主要组成蛋白，是胆固醇逆向转运的载体．

ETC-216

临床Ⅱ期

［27，28］

AZD7687

临床Ⅰ期

［29，30］

抑制脂肪酶的活性，
从而抑制甘油三酯的水解，
使单甘油酯和

奥利司他

上市

［31，32］

游离脂肪酸的摄入减少

新利司他

脂蛋 白 相 关 磷 脂

Lp-PLA2 能水解 LDL 分子中氧化修饰的磷脂，产生溶血卵磷

Darapladib

临床Ⅲ期

［33］

酶 A2 （ Lp-PLA2 ）

脂和氧化性游离脂肪酸两种促炎介质，抑制 Lp-PLA2 可延缓

Varespladib

抑制剂

炎症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ApoA-Imilano） 脂

ApoA-Imilano 是 ApoAI 的天然突变体，
具有更高的活性，可以

质体

加速胆固醇的外流及促进胆固醇逆向转运

甘油 二 酯 酰 基 转

DGAT 催化 TG 生物合成的最后一步，抑制 DGAT 可减少 TG

移 酶 （ DGAT ） 抑

的合成

制剂
13

14

脂肪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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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建立的降脂药物筛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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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酶抑制剂的筛选，在最新研究中，以 β-萘酚为底物
和固蓝 B 盐（ FBB） 为指示剂来提高该方法检测的灵

对于降血脂功效成分的筛选和降血脂药物研发，
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本文将

［43］
敏度和特异性 ．
3． 2 基于细胞水平的筛选方法

从分子水平、
细胞水平和整体动物水平对已有的降脂
药物筛选方法进行划分．

基于细胞水平的筛选方法是以各种细胞为研究
材料，
在活细胞自然条件下研究药物对生命体功能的

3． 1

基于分子水平的筛选方法

基于分子水平的筛选方法就是以相关酶和蛋白
为药物作用靶点，
寻找其抑制剂． 目前研究较多的参
与脂质代谢的酶与蛋白质主要有： 脂蛋白脂肪酶、肝
脂酶、
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

影响。目前根据不同的降脂途径，
可将基于细胞水平
的筛选方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方法与受体相关，另一
类方法与胆固醇代谢相关．
3． 2． 1 与受体相关的细胞模型

［34］
A （ HMG-CoA） 还原酶、
胆固醇酯转移蛋白等 ．
HMG-CoA 还原酶是胆固醇生物合成的限速酶，

目前研究较多的受体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 LDLＲ） 和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 （ PPAＲ） ． 唐
［44］
建华等 构建了“LDLＲ / Luc 报告基因系统”的细胞

也是目前最主要的高血脂症临床药物的作用靶点．
对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4 种方

筛选模型，
并应用该模型对 500 余种中药提取物进行
了筛选，
决明子、泽泻、穿龙薯蓣等提取物显示阳性，

［35］
法： （ 1） 分光光度法． 采用分光光度法，李鹏等 比
较了国产降血脂药血脂康与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对

与过去报道采用动物模型研究的结果一致． 马晶晶

HMG-CoA 还原酶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分光光度
法于波长 339 nm 处测定 NADPH 光吸收的下降可代
表酶活力大小及反应速度． （ 2） 同位素标记法． 如
［14C］
- 乙酸、
D，L - ［14C］ HMG-CoA、D，L - ［14C］ 甲羟
以

［45］

等 构建了一种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
（ hPPAＲα） 配体药物筛选细胞模型，
采用 hPPAＲα 转
基因 结 合 荧 光 素 酶 报 告 基 因 原 理，将 重 组 质 粒
phPPAＲα-IＲES2-EGFP、报 告 质 粒 ptk-PPＲE × 3-luc
共转染 293T 细胞，
人工模拟 hPPAＲα 信号通路，
并用

戊酸等同位素标记的合成前体作为反应底物，反应后
测定形成的固醇中同位素的掺入率，
样品抑制固醇脂

贝特类降脂药对建立的药物筛选细胞模型进行了应
用能力评价．

［36］
质合成能力可以通过与 对 照 组 数 据 对 比 求 得 ．
（ 3） 薄层色谱法． 胡海峰等［37］ 建立了体外酶反应系

3． 2． 2

统，
采用薄层色谱法分析胆固醇的合成量，筛选真菌
［38］
次级代谢产物． （ 4） 液相色谱法． 吴琼等 利用超高

型可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将药物直接作用于细胞，检
测相关指标来评价药物的作用； 另一类通过建立高脂

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UPLC-MS / MS） 检测酶促反
应体系中 NADPH 浓度变化，建立了快速筛选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的方法．

细胞模型筛选药物． 第一类方法常选用 3T3-L1 脂肪
细胞、
血管平滑肌细胞源性荷脂细胞和 Caco-2 细胞
等为模型，
不同浓度的待测物直接作用于细胞，通过

脂肪酶是催化体内甘油三酯水解的关键酶，
能将
血液脂蛋白中的甘油三酯水解成游离脂肪酸，
脂肪酶

检测细胞内胆固醇的含量来评价待测物的降脂活性，
采用的检测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同位素标记法和

抑制剂筛选已成为降血脂药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目
前，
脂肪酶抑制剂的筛选方法主要包括： （ 1） 均相溶液

［46-48］
． 对于高脂细胞模型的
胆固醇氧化酶终点法等
建立，
大多数研究通过分别加入游离脂肪酸、高浓度

酶法． 将游离酶和底物以及酶抑制剂共同孵育，通过
检测溶 液 酶 的 活 性，来 评 估 抑 制 剂 对 酶 的 抑 制 效

血清、
医用脂肪乳注射剂和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等刺
激细胞建模，
在建模的同时加入待测物，以细胞内脂

［39］
［40］
果 ． Nakai 等 选择 4-甲基伞形酮油酸酯作为底
物，
将酶与底物孵育后，通过荧光检测的方法评估待

TG 和 TC 的水平为指标评价待测物的降
滴积累情况、
［49-52］
．
脂活性

测物对脂肪酶的抑制活性． （ 2） 固定化酶法． 将酶固
定在某种合适的载体上，
利用酶与抑制剂之间的亲和

3． 3

［41］
［42］
作用，
筛选具有酶抑制活性的化合物 ． 陈锥等
采用磁珠收集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LC-MS） 结合的

鼠、
大鼠、
兔、鹌鹑、猪、猴等，在实际应用中，小鼠、大
鼠、
兔等实验动物具有比较廉价、
便于饲养、
遗传背景

方法从枳壳提取物中筛选潜在的脂肪酶抑制剂． 近
年来，
基于薄层色谱的生物自显影方法被发展用于脂

［53］
明确等特点，
从而应用最为广泛 ． 目前，建立高脂
血症动物模型常用的方法有： 高脂饲料法、高脂乳剂

与胆固醇代谢相关的细胞模型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与胆固醇代谢相关的细胞模

基于整体动物水平的筛选方法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用于高血脂研究的动物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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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注射法等，
其中高脂饲料法是最常用的造模方法．
（ 1） 高脂饲料法． 谢慧臣等［54］通过喂饲高脂饲料建立

的，
但其作用机制和分子靶点都是在 FDA 批准后很
［61，62］
． 由此可见，
长一段时间才得以确定
表型筛选仍

高脂血症大鼠模型，
发现降脂合剂对血脂异常有较好
［55］
的调节作用． Sutar 等 以高脂饮食喂饲 SD 大鼠 21

是一种重要的筛选方法，而且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
目前的表型筛选已在模式动物、细胞、筛选通量等方

d，
建立了高脂血症大鼠模型． （ 2） 高脂乳剂法． 周星

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将引领一个先导化合物发现的
新时代．

［56］

等

用两种不同浓度脂肪乳剂以灌胃法建立大鼠高
脂模型，
结果表明，
高浓度脂肪乳剂可以成功建立 SD

大鼠高脂血症模型，
低浓度脂肪乳剂不适合用于建立
SD 大鼠高脂血症模型． （ 3） 注射法． 刘凯等［57］ 将大
24 h 即可复制出高胆固
鼠腹腔注射 75% 蛋黄乳液，
，
醇血症模型 与传统造型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相同．

5

结语

高脂血症引发的心脑血管类疾病是危害人类健
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寻找有效、安全的降脂药物一直

Schurr 等通过尾静脉注射表面活性剂 TritonWＲ-1339

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 不同筛选途径相互结合、多靶
点综合考虑是降血脂功效成分筛选的趋势，
同时基于

来建立高脂大鼠模型，
并提出注射前禁食有利于高脂
［58］
方法的建立 ．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通过腹腔注射

降脂新机制、
作用新靶点的筛选方法正在不断地研究
和完善．

TritonWＲ-1339 建立高脂大鼠模型，评估样品降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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