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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组学研究是指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学，探究生物系统中多种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

学科，包括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生物组学等。
生物学现象复杂多变，基因表达调控复杂多样，单纯用单一组学研究往往不够全面，采用多

组学联合分析可以实现蛋白质 / 转录本及代谢物的全谱分析，实现从“因”和“果”两个方向

探究生物学问题，相互间的验证作用更明显还可以阐述分子调控 - 表型间的关联机制，筛选出
重要代谢通路或基因、蛋白、代谢物进行实验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生物样本进行系统研究，
同时将各组学的数据加以整合分析并深入挖掘生物学数据，对生物过程从基因、转录、蛋白
和代谢水平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从而更好的对生物系统进行全面了解。

代谢组学是对某一生物或细胞在一特定生理时期内所有小分子量代谢产物同时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的一门学科。与基因组数据相比，代谢组能够更加真实的反应生物系统内所正在
发生的事件，能够比基因组更加实时的描绘出生命的状态，研究人员通过对机体代谢产物的
深入研究，可以判断机体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能够说明可能发生的事件，
而代谢组学则反映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本书将以多组学为范围，以代谢组为核心和重点，
围绕概念和应用进行阐述。

Metabolomics
Proteomics

Multi-omics

Microbiomics
Transcriptomics
Genomics
Lipidomics

本书主要分为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脂质组学、基因测序、微生物组学、多组学等研

究解决方案这几个部分，详细介绍了各个组学中常见问题、技术方案、报告解读以及相关文
献解析。常见问题便于读者很快入门组学领域，避免一些知识盲区；技术方案可以为读者提
供科研思路，有利于读者创新思维；报告解读为读者进行数据分析讲解，让读者快速了解数

据如何使用；相关文献有利于读者快速了解此领域研究热点，准确定位未来发展方向。之后

又详细介绍相关软件平台代谢组云平台 Biodeep、用于逻辑回归分析的 Minitab、绘制柱状图

的 GraphPad Prism 等。以便读者操作学习，更好的使用软件平台进行组学数据的分析。我们
希望此书可以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简便、全面、细致的参考与帮助。
那就开始我们的组学征程吧！
诺米代谢产品中心
2021 年元月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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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Metabolomics

代谢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代谢组学是继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之后的新兴组学，通

过考察生物体系（细胞、组织或生物体）受到刺激或扰动后，
其代谢产物的变化或代谢产物随时间的变化，来研究生物
体系的一门科学

1. 非靶代谢组学

非靶向代谢组学（Untargeted Metabolomics）即非目标代谢组学或发现代谢组学，无偏

向性地对所有小分子代谢物（相对分子量小于 1000/ 也有文献认为是小于 1500）同时进行检
测分析的代谢组学。

1.1 非靶向代谢组学常见问题
1.1.1 什么是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 (Metabonomics/Metabolomics) 是指对一个生物体系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所有

小分子（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1 000）代谢物质的定性定量分析，从而描述生物内源性代谢物的
整体及其对内、外因素变化应答规律。它是以组群指标分析为基础，以高通量检测和数据处
理为手段，以信息建模与系统整合为目标的系统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1.1.2 代谢组学的研究步骤

代谢组学的研究步骤一般包括样品的采集、代谢组数据的采集、数据预处理、多变量数

据分析、标志物识别、通路分析等步骤。
1.1.3 代谢组研究方式

可以先开展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进行整体的盲筛，根据实验结果和不同组别的差异代

谢物，筛选出靶标的代谢物，然后围绕这些筛选到的和关注的代谢物开展靶向代谢组学研究
和进行验证。

如果所研究的内容有特定类别的代谢物需要重点关注，也可以先开展靶向代谢组学研究，

明确确实存在代谢物的差异，再开展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以探究在更大范围内的代谢物含
量差异。

1.1.4 代谢组学层次

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不同，可将生物体系的代谢产物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1）代谢物靶标分析：对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组分的分析。

（2）代谢物轮廓分析：对少数所预设的一些代谢产物的定量分析。

（3）代谢组学：限定条件下特定生物样品中所有内源性代谢组分的定性和定量。

（4）代谢指纹分析：不具体鉴定单一组分，而是通过比较代谢指纹图谱的差异对样品进

行快速分类。

1.1.5 代谢组学特点

（1）关注内源性化合物。

（2）对生物体内的小分子化合物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3）上述化合物的上调和下调指示了与疾病、毒性、基因修饰或环境因子的影响。
（4）上述内源性化合物的知识可以被用于疾病的诊断和药物筛选。

02

1.1.6 相比于其他组学，代谢组学有哪些特殊的优势？

代谢组学作为系统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与其他组学相比有着其特有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1）基因与蛋白质表达的微小变化会在相应代谢物水平上得到放大，更容易被检测。

（2）生物体中代谢物的种类要远小于基因和蛋白的数目 ( 每个组织中大约为 103 数量级，

即使在最小的细菌基因组中也有几千个基因）。
（3）可与生物表型变化建立直接相关性。

（4）目前基因和蛋白质功能的研究相对有限，大多基因和蛋白的功能未知。而很多内源

性小分子化合物的生化代谢网络已有深入研究，更容易进行生物意义分析。
1.1.7 代谢组学有哪些应用？

近年来，代谢组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可应用于功能基因组学、疾病早期诊断、

病因病机研究、药物毒理学、中医药现代化、植物代谢组学、动物代谢组学、微生物代谢组学、
营养学、环境科学等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1.1.8 国际及国内代谢组学研究概况如何？

近年来，代谢组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从代谢组学文献发表热图（如下图）

就可以看出，在科研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均有着非常广泛的研究。代谢组文献量中国仅低于美
国位居第二，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位居世界城市排名 TOP 20。

1.1.9 代谢组学要的生物学重复一般为多少？

建议：临床样本 N ≥ 30、动物样本 N ≥ 10、细胞样本 N ≥ 8、植物样本 N ≥ 8、微生

物样本 N ≥ 8。

代谢组学相较于其他组学，处于系统生物学下游位置，经过生物学过程得到层层放大，

所以个体间的差异也会得到放大。影响因素也是有很多，例如年龄，性别等。且代谢物的理

化性质差别也很大。所以为了避免样本代谢谱个体化差异带来的分析误差，要求样本数量尽
可能的多。如果生物学重复数目太少，后期构建模型较差，满足条件的差异代谢物会很少，
甚至没有办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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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什么是全靶代谢组学？

全靶也称为全局精准非靶向代谢组学（Global Untargeted Metabolomics），为诺米代

谢自主研发的常规非靶向代谢组学的下一代检测技术，考察生物体系受刺激或扰动后体液、
细胞和组织等样本中所有小分子代谢产物定性和定量变化情况，以高通量、特异性实验方法
和物质全注释为特征；基于 Thermo Scientific ™ Q Exactive ™ 组合型四极杆 Orbitrap 质谱仪

领先的高分辨率质谱平台，融合了 MoNA、METLIN、HMDB、LipidSearch 以及自建数据库
系统和自主核心算法，具备物质扫描的“全局性”与物质注释的“精准性”双重优势。
1.1.11 非靶向代谢组与靶向代谢组区别？
非靶向代谢组学

描述

对所有小分子代谢物同时
进行检测分析

研究目的

无偏向性，高通量，样本
无需特殊处理且一次进样
分析

优点

需要进行复杂的生物信息
学分析；只能获得相对定
量的结果

缺点

NMR、LC-MS、GC-MS 等

分析平台

靶向代谢组学

对指定列表的代谢产物的
分析，特别针对一种或几
种途径的代谢产物

对样本中所有小分子代谢
物同时进行定性以及半定
量分析

需要购买标准品，进行分
析方法的开发、验证，研
究成本高

假阳性低导致鉴定到物质
不如常规非靶多

灵敏度高，绝对定量，可
得到样本中代谢物的浓度

LC-MS、GC-MS 等

1.1.12 非靶向代谢组学的研究流程是什么？
实验设计

样本采集

代谢物提取

全靶代谢组学

代谢物检测

数据质控

无偏向性，高通量，假阳
性低

LC-MS

数据分析

生物学解释

1.1.13 代谢组学主要检测平台有哪些，如何选择？

主要检测平台有 GC-MS、LC-MS 和 NMR。所有的样品类型都可以用这 3 种平台检测，但

目前 GC-MS、LC-MS 均能分析范围很广的代谢组分，因此两者都是代谢组学研究分析中很重
要的工具。

LC-MS 技术对待测组分的挥发性和热稳定性没有要求，不需繁琐的衍生化步骤，样品前

处理简单，检测温度低，分离物质快速、高效，LC 与 MS 高灵敏度、高专属性的优点结合，
与 GC-MS 相比较可以鉴定更广的物质范围，此特别适用于微量复杂混合物的分离和高通量研
究，是目前代谢组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技术。

GC-MS 技术气相色谱是一项成熟的分析技术，GC 的高效分离结合 MS 的结构鉴定功能，

使 GC-MS 具有高精密度、灵敏度及耐用性，成为代谢组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它与 LC-MS
相比，优势在于可从标准谱图库中获得化合物结构信息，易对代谢物进行定性。不足之处为

对于不挥发性组分如生物体系中极性比较大的糖类、氨基酸等成分的分析，需要进行衍生化
才能得到较多的代谢组分信息。多种平台可以同时使用，具体选择哪种平台需要根据研究目
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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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诺米代谢黄酮非靶和黄酮靶向有什么区别？

黄酮靶向代谢组是检测特定黄酮类代谢物，并通过标准品比对实现绝对定量。黄酮非靶

向代谢组，是通过 LC-MS 非靶向检测结合光谱检测，通过对 300+ 黄酮自建库以及公共库比对，
一次性可对代谢样本中 1200+ 黄酮类代谢物做到定性定量检测。
1.1.15 代谢组学平台各自优缺点是什么？
分析平台
NMR

GC-MS

LC-MS

优点

高通量；普适性；良好的客观性和重现性；预
处理简单，不需要衍生化和分离；无损伤性；
能检测样品中大多数有机类化合物；仪器使用
寿命长

高通量；高精密度、灵敏度及重现性；具有可
参考的标准谱图数据库，易于定性；可检测样
品中大多数有机分子

高通量；高分别率、灵敏度；检测动态范围宽；
样品处理简单，不需要衍生化；适用于热不稳
定性、不易挥发、不易衍生化和分子量较大的
物质

缺点

检测动态范围窄；灵敏度和分辨率较
MS 低；样品用量相对大；仪器成本
高
需要衍生化；需要分离；较难鉴定新
化合物；不适用于难挥发性、热不稳
定性物质的分析
缺少可以参考的标准谱图数据库；较
难鉴定新化合物；成本较高；仪器寿
命较短

1.1.16 诺米代谢用于进行代谢组检测的仪器有哪些？
设备

品牌

Q Exactive ™ 组合型四极杆 Orbitrap 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

Q Exactive ™ HF-X 组合型四极杆 Orbitrap ™ 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

Q Exactive ™ Plus 组合型四极杆 Orbitrap ™ 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

API4000/API5000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B Sciex

GC-TOFMS 气相色谱 - 飞行时间质谱仪

LECO

QTRAP 6500+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B Sciex

TRACE 1310-ISQ LT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hermo Scientific ™

7890A-5975C 气 - 质联用仪

Agilent

TRACE 1310/ISQ 70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hermo Scientific ™

1.1.17 为什么用 LC-MS 做代谢组学研究一定要高分辨质谱？

现今，在开展 LC-MS 代谢组学研究时，代谢物的注释主要方法还是通过精确分子量和二

级碎片信息（也可加入保留指数等辅助参数）比对数据库进行的，其中精确分子量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参数，为了获得物质的精确分子量就必须用到高分辨的质谱，现在常用的高分辨质
谱可保证物质的精确质量数误差在 5 ppm 甚至 3 ppm 以内，可大大提高注释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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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质谱中 TOF、QQQ、QTRAP、Orbitrap 都是什么？

质谱仪之间分类一般是按质量分析器来分，这几种都是不同类型的质量分析器
TOF：飞行时间

QQQ：三重四级杆

QTRAP: 四级离子阱

Orbitrap: 轨道离子阱
1.1.19 什么是一级质谱和二级质谱？

在 LC-MS 代谢组学研究时，往往需要配备串联质谱（MS-MS），通过一级质谱（MS）获

得准分子离子，分子离子可获得精确的分子量用于推断化合物的分子式，但用于结构推断和
比对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对分子离子进行碎裂获得其碎片信息，即二级质谱（MS/MS）信息，
可增加物质结构推断的准确性。

1.1.20 LC-MS 检测时为什么会有正、负离子模式？

正、负离子模式是 MS 的两种扫描模式，样本在 ESI 源离子化之后，会同时出现带正电荷

（M+H、M+NH4、M+Na 等）和负电荷（M-H、M+Cl、M+CH3COO 等）的离子，根据物质

的理化性质的差异，有些代谢物会带上正电荷有些会带负电荷，为了获取全面的代谢组信息，
两种离子状态的离子都需要进行扫描。

1.1.21 如何看在检测过程中仪器系统是否稳定？

在检测样本之前，会对仪器进行调试矫正，以保证仪器的响应、质量精度都达到要求；

在进样过程中会通过 QC 样品对分析系统进行一个验证，后期得到数据后，可根据 PCA 得分
图中 QC 样品的聚合程度判断分析过程中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1.1.22 当样本量较大时，如何保证整个分析系统的稳定，以及如何减小仪器波动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大样本检测时，首先 QC 质控样品是必需的，然后根据样品数量的多少，分为几个

批次进行检测，在数据分析时，可通过批次归一化的方法，以减小仪器误差以及批次间的偏差。
1.1.23 LC-MS 可以检测哪些类型的物质？

诺米代谢用到的离子源主要是 ESI 源的，比较适合于检测中等极性化合物和高极性化合

物的物质，从具体的物质类型来讲，有脂肪酸、醇类、酚类、维生素类、有机酸、多胺、核苷酸、
多酚、萜烯、黄酮、脂类等化合物。

1.1.24 GC-MS 主要能测哪些类型的物质？

主要可检测短链脂肪酸、有机酸、脂肪酸、糖、多元醇、胺类、糖磷酸等物质，主要涉

及氨基酸代谢、糖代谢、TCA 循环等代谢通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GC-MS 测水溶性的物质
需要衍生化，因为只有当样品能挥发且遇热稳定时才能直接进行 GC-MS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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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LC-MS 与 GC-MS 检测物质的类型异同？

LC-MS

硅烷化衍生物
类十二烷酸
精油
酯类
萜烯
石蜡
挥发物
类胡萝卜素
类黄酮
脂质
极性较小

醇类
生物碱类
氨基酸
儿茶酚胺类
脂肪酸
酚类
极性有机化合物
前列腺素类
类固醇类

有机酸
有机胺
核苷
离子型样品
核苷酸
多胺

重叠

GC-MS

极性较大

1.1.26 TIC/BPC 图中一个峰代表一个物质吗？

一个峰并不一定代表一个物质，一个峰下面可能由多种物质组成。

1.1.27 同一个实验，能分开送样分别检测然后放在一起分析吗？

不能，同一实验需要是一起上机检测。仪器需要定期校正，如果分批次上机，往往会受

到仪器校正等因素产生批次效应。要求同一个实验一定要一同上机。

有的实验可能会存在样本收集周期较长的情况，时间跨度达到一年甚至更长，即使在这

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分批送样、分批上机、一起分析，批次效应可能会对实验产生较大的影响，
建议将收集好的样本放在 -80℃冰箱妥善保存，避免反复冻融，待样本收集完成后，一起送样，
一起上机检测。

1.1.28 什么是 QC 样本？

在进行基于质谱技术的代谢组学研究时，为了获得可靠且高质量的代谢组学数据， 通常

需进行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 QC)。QC 样本由每个待测样本中各取 20 µL 混合得到，用
于校正混合样品分析结果的偏差以及由于分析仪器自身原因所造成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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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非靶向代谢组学如何做质控？

质控的目的是考察系统的稳定性，我们会将所有样本混合作为质控（QC）样本。一般每

隔 10 个样本进一针质控样本，结果以 QC 样本误差 2SD 以内，PCA 图上不分离且聚集在中心
为标准。

1.1.30 非靶向代谢组能得到代谢物的实际浓度吗？

不能，非靶向代谢组得到的是代谢物的相对丰度，为相对定量，无法计算其实际的含量

浓度。如需要获得所关注物质的实际浓度，需要针对这类物质开展靶向代谢组学研究。
1.1.31 做了非靶向代谢组学之后，后续的实验如何设计呢？

非靶向代谢组学只是一种基础的前期发现手段，得到的结果和结论都不是绝对准确的，

都需要后期的其他实验进行验证。首先要进行一个靶向代谢组的验证，以确定发生变化的代谢
物是否为该代谢物，其显著变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然后根据验证的结果，筛选出最可能具有

潜在价值的代谢物及通路，进行深入的验证，比如动物实验、分子实验，以探究该变化的机制。
1.1.32 如何保证检测时仪器的稳定性？

在检测的同时会在 10-15 个（具体因样本数量而定）样本间隔穿插检测 QC 样本，通过对

QC 样本数据分析，QC 样本中的物质数量及相对峰度，来评判仪器稳定性。
1.1.33 什么是 QA ？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QA），为了发现生物标记物，潜在的特征峰在 QC 样本

中的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即变异系数不能超过 30%，如果

超过的话，相关特征峰应予以删除。所以，在质量控制的基础上，通常会进行质量保证 QA 来

删除 QC 样本中重复性差的特征峰，以便获得更高质量的数据集，更有利于生物标记物的检测。
1.1.34 血液样本做代谢组学分析，血清样本和是血浆样本哪一个比较好？

血清血浆都是血液样本处理后得到的样品，现有文献报道血清血浆中代谢物种类及丰度

确实不同，但对于研究而言，并没有明确表明哪种样本类型优于另一种，所以在选择血清或

者血浆时，只要在收样时保证统一即可，且血液样本最好是选择 EDTA 或肝素抗凝的血浆比较
好。收集过程需要避免溶血，样收集后应保存在 -80℃条件下，并且避免反复冻融。
1.1.35 代谢物正负离子模式的表达趋势一致，但是具体值不一样，该如何选择？

因代谢物在不同检测模式下离子化效率不同，故具体表达量会有不同，从而得到正负离

子下代谢物表达趋势一致但具体值不一样，结果一般只挑选一个即可，无需全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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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非代谢能鉴定多少种物质？都是什么物质？

诺米代谢非靶代谢的标准品数据库有 4000 多种代谢物。这些标准品库数据包括氨基酸及

其衍生物、核苷酸及其衍生物、黄酮类、萜类、酚胺类、脂肪酸类等。通过 LC-MS/MS 检测

到的代谢信息都优先标准品库中的信息进行匹配。鉴定到的代谢物和差异代谢物的数量与物
种类型、组织类型、实验条件、生物学重复的质量和数量等有关。
1.1.37 质谱检测到的代谢物是否都是真实存在的代谢物？

非靶向检测代谢物定性需要将代谢物在质谱中的二级碎片信息和数据库碎片信息进行匹

配，因为不同仪器不同条件同一个物质的碎片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和数据量匹配时存在
着一定的匹配差异，诺米代谢也一直要求高匹配度来降低鉴定物质的假阳性。
1.1.38 为什么有时候一些常见的代谢产物检测不到？

非靶代谢物的检测对代谢物的检测没有针对性，非靶代谢检测技术对于信号强度比较低

的代谢物会干扰，信号可能会被掩盖，就不能很好的鉴定到。如果老师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一般会采用靶向代谢组学，靶向代谢物组学分析会针对关注的代谢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会
比较理想。对于非靶向代谢组目前没有哪一种技术可以一次鉴定到所有的代谢物。
1.1.39 为什么检测到几千个代谢物特征峰，但是最后定性的化合物却很少？

目前代谢组学一般代谢物鉴定到 300-400 种左右。数据分析采用严格的标准品数据库进

行比对，假阳性比较低，有些代谢物不在标准品库中，自然检测不到；公共数据库仅根据分
子量匹配，候选可能多，但是结果假阳性高。另外，一个代谢物可能会以不同的离子（带电）

形式被检测多次，如质子化、去质子化、加和离子、同位素峰、二聚体、三聚体以及特有的
离子形式等，所以检测到的离子峰会很多，但是有很多最终只能定性出一种代谢物。
1.1.40 收样标准中说需要 100mg，而我只有 90mg，是否可进行代谢组学检测？

因为代谢组学检测时样本质量跟检测到代谢物种类往往呈正相关，收样标准中 100mg 是

依据项目经验，定制的样本需求和检测物质数量平衡适中的数值，并不代表少于 100mg 就不
能进行检测，只会根据项目经验可能检测到的物质会比常规同种样本类型检测到的代谢物数
量少。

1.1.41 收集粪便样本发现不够，是否可以使用肠道内容物来补充？

不可以。研究表明，肠道内容物代谢物和粪便中代谢物有着很大区别，甚至不同肠段中

代谢物种类都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代谢组学检查时，最多可接受结肠以后可视为粪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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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靶向代谢组技术方案举例

1.2.1 案例 1 基于代谢组及肠道菌群研究胰腺炎方案
1.2.1.1 研究背景

急性胰腺炎（AP）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急腹症之一，发病率逐年升高。该

病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尤其是重症急性胰腺炎，在发病后短时间内会诱发血流动力

学紊乱、脓毒血症和全身多器官功能不全，死亡率高达 10-30％。由于 AP 自身的特点，多数

病人因为胰酶分泌不足、胰周大量渗出等原因导致腹胀明显。中医药在 AP 传统治疗的基础上，
在此环节中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已有较多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采用中药鼻饲或灌肠，
可减轻 AP 患者腹胀腹痛症状、减轻炎症反应。
1.2.1.2 研究目的

目前对于 AP 的治疗仍以西医为主，传统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尤其在慢性疾病及某些急症

的预后恢复中展现出独特的疗效。所以很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中医药在 AP 治疗中的作用机理提
供实验依据，为中医药在 AP 中的治疗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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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检测内容

1.2.1.4 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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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案例 2 脑梗以及脑出血的代谢组研究方案
1.2.2.1 研究背景

脑梗死和脑出血临床症状相似 , 两者难以鉴别，临床上也不好区分，通常需要尽快做 CT

扫描检查。但是影像学耗时相对较长，灵敏度较低，准确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核磁成像（MRI）

有一定的优势，但许多的医院没有配备，同时病人无意识、呕吐、躁动等原因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由于疾病发生的位置，特殊的蛋白质或者基因检测诊断可行性有待商榷。
1.2.2.2 研究目的

（1）可以很好的进行脑中风类型区分诊断。用于临床可以快速、准确、可靠的对脑梗患

者进行快速的筛查，并能够与脑出血患者进行严格区分。

（2）与现有的临床诊断指标相比，该模型的诊断准确性明显提升，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也明显高于现有的临床指标。

（3）与检验科指标关联分析，找到不同代谢物水平与检验科指标的相关性。

1.2.2.3 研究方法

（1）收集正常志愿者、脑梗以及脑出血患者的血浆和血清样本。

（2）通过 LC-MS 对训练集的 90 例血浆样本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分析，通过多变量

和单变量分析找到脑梗死的 Biomarkers candidates。

（3） 通 过 LC-MS 对 测 试 集 的 90 例 血 清 样 本 进 行 非 靶 向 代 谢 组 学 检 测 分 析， 考 察

Biomarkers candidates 在测试集比对中有显著差异，并且上下调趋势和训练集一致的代谢物，
并且找到血浆和血清中共有的差异代谢物，并且对这些差异代谢物进行单变量和 logistic 回归
分析，最终得到 Potential biomarkers。

（4）通过对验证集的 150 例血浆样本进行靶向代谢组学检测分析，用队列 1 样本建立

Potential biomarkers 的组合回归模型，然后用剩下队列 2 样本对该组合回归模型进行验证。
1.2.2.4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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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预期结果

（1）构建的 Potential biomarkers 的组合回归模型可以对脑中风类型区分诊断。

（2）与现有的临床诊断指标相比，该模型的诊断准确性明显提升，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也明显高于现有的临床指标。

（3）与检验科指标进行关联分析显示不同的代谢物与其实验室指标存在着正相关和负相

关的关系。

1.2.3 案例 3 基于多组学技术研究烟草制备过程中不同时期代谢物的变化机制
1.2.3.1 研究背景

烟草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模式植物，所以烟草的品质尤为重要。烟叶在制备过程中通常

要经历烤前期、变黄期、定色期、烤后期几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代谢物的含量会发生
较大改变，有报道称在烟草烤制过程中和的氨基酸、脂肪酸、黄酮等多种物质含量都有变化，
尤其是黄酮类物质，它与烟叶色泽及品质都有关系，还与烟草的芳香类物质的产生有关，近
年来备受研究人员关注。
1.2.3.2 研究目的

烟草品质（香味与有害物质）及抗性性状受多因素调控，利用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研

究不同香味风格烟草品质及制备过程各关键阶段（烤前期、变黄期、定色期、烤后期）代谢

产物及蛋白的动态变化，并筛选出重要的差异化合物，为制备高品质烟草、制备工艺改良以
及后期烟草育种改良提供新思路。
1.2.3.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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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案例 4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对左室重构标记物的筛选、分子机理研究及预后评估方案
1.2.4.1 研究背景

代谢研究：心肌梗死、心衰等心脏疾病氨基酸、BCCA、脂质等代谢物发生异常改变。标

志物不仅可以辅助诊断，还可以指导疾病治疗，预测疾病的发生。

代谢标记物开发：冠心病血液代谢物很多存在特异性改变。涉及到能量代谢、脂质代谢、

氨基酸代谢等代谢途径。这些改变可以预测冠心病或其亚型的发生，日后可以作为诊断疾病
的手段之一，也可以以此寻找到靶点，进行药物干预。

左室重构代谢研究：1. ST 段抬高后发生左室重构，这在心梗患者当中很常见，约有 30%

的患者会发生。在对血液的 188 种代谢物进行靶向检测并分析后发现，鞘磷脂 C20:2 和对称

的二甲基精氨酸在左室重构的患者中升高，但遗憾的是并不能区分二者。2. 循环长链酰基肉
碱水平与不良的心脏重构独立相关。通过瓣膜置换减轻心脏压力后，长链酰肉碱水平会升高。

目前冠心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冠心病及其不同疾病分型的代谢物图谱和代谢物开发。对于

左室重构现象中的代谢物研究很少。

已有的对左室重构的代谢物研究，是用靶向检测的方法进行检测，物质种类少，且至今

未找到左室重构的特异性代谢物。
1.2.4.2 研究目的

左室重构发生后哪些代谢物发生变化？

上述代谢物通过什么分子机制对疾病进行影响的？
上述代谢物能否作为心梗患者预后评估的手段？
1.2.4.3 技术路线

左室重构机体特异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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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重构机体特异性变化 :

预后评估：

1.2.4.4 预计结果

通过全靶代谢组学找到并验证与发生左室重构相关的代谢物；
通过对其通路研究，探索发生左室重构的作用通路；

使用筛选出来的 biomarker 与临床治疗相结合，构建 biomarker 与心血管预后相关性。
1.2.5 案例 5 微生物影响火腿风味研究代谢组方案书
1.2.5.1 研究背景

代谢组学是继基因组和蛋白组学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专注于样品中代谢产物的定

性定量研究，可灵活的反应机体生理水平代谢水平变化。

火腿 (Ham)，是经过盐渍、烟熏、发酵和干燥处理的腌制动物后腿，是中国传统特色美食，

深受消费者喜爱。发酵作为工艺中重要的步骤，对火腿的风味有重要影响。

目前已有代谢组学用于火腿不同工艺条件处理后风味评价、不同产地火腿风味比较、发

酵过程火腿中物质变化规律等方向的研究。代谢组用于食品工艺已有丰富的研究资料，将高
通量代谢组技术和火腿的工艺条件相结合，可灵活的反应火腿风味特性，在工艺优化上有重
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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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研究目的

通过对不同工艺处理的火腿成分分析找到和风味相关代谢物，从而为优化工艺提供科学

依据。

1.2.5.3 研究方法

1.2.5.4 技术路线

1.2.6 案例 6 不同品种脐橙果实代谢组研究方案书
1.2.6.1 研究背景

柑橘类是世界上最经济的果树之一，除食品工业外，在香料制作和药用领域也有广泛的

运用。脐橙（Citrus sinensis Osbeck）含有众多人体所需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青睐。

代谢组学作为生物学技术的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在经济作物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在

作物生长发育、培育优化、加工制作等方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目前代谢组学结合作物研究
正日益成为农林领域的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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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研究目的

脐橙果实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通过代谢组学技术检测其发育期、采后贮藏期内含有的

代谢物差异，能对脐橙果实的发育情况、贮藏特性提供理论参考。
1.2.6.3 技术路线

1.2.6.4 预计结果

1.2.7 案例 7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挖掘神经类炎症患者的早期诊断标志物
1.2.7.1 研究背景

筛选潜在的神经炎症疾病的早期诊断生物标记物。即在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或在可治

愈阶段实现神经炎症疾病的诊断，对于降低患病率效果显著。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以提高神经炎症患者的疗效。
1.2.7.2 研究目的

找到与神经炎症发展相关代谢通路
构建使用代谢物的预测模型

代谢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17

1.2.7.3 研究方法

选取总样本的 2/3 样本数量作为训练集（建议训练集每组样本量 30 例，样本量越大找出

的差异物质越准确），基于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对比神经类炎症患者与正常对照血浆代谢
组学差异，寻找神经类炎症患者的代谢标志物，基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等方法，将差异代
谢物与实验室临床指标联合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对剩余 1/3 的样本作为测试集进行靶向代谢组
学验证，利用 ROC 曲线预测早期诊断，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基于全局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对比神经类炎症患者与正常对照血浆代谢组学差异，寻

找差异代谢物，将差异代谢物进行 KEGG 分析；并针对差异代谢物与临床指标做关联分析，
进一步探究神经类炎症疾病的发病机制。
1.2.7.4 技术路线

1.2.8 案例 8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研究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
1.2.8.1 研究背景

糖尿病 CKD 有 60% 来自糖尿病肾病 (diabetic nephropathy，DN)，中国糖尿病所致肾

功能衰竭 比例快速增长，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代谢异常引发的肾小球硬化注。I 型及Ⅱ型糖尿
病均可发生，DN 患者一旦发展为显性肾病，则会不断进展 , 最终成为终末期肾脏病。
1.2.8.2 研究目的

了解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发展的代谢通路层面区别，为以为防范以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18

1.2.8.3 技术路线

1.2.9 案例 9 基于血 - 肠轴技术研究低级别胃上皮内瘤变方案书
1.2.9.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胃癌发病率及病死率虽有下降趋势，但仍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

瘤之一，也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 目前，对于低级别胃上皮内瘤变主要采取药
物治疗。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大部分和慢性胃炎的关系密切，经过抑酸保护胃粘膜治疗后，部

分低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可以逆转。有文献报道 , 低级别胃上皮内瘤的复原率是 38%-40%，持
续不变率是 19%-28%，有 0%-15% 的病例进展到高级别胃上皮内瘤。
1.2.9.2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中药治疗后代谢物及肠道菌群的改变，初步阐明中药治疗机理。

1.2.9.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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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非靶向代谢组样本要求及操作指南

样本质量往往是决定着数据的好坏，不同的样本中的不同类型代谢物含量都有着很大的

差异，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检测方向选择合适的样本及样本含量。采样过程中，环境因素、
采样手法、采样操作等都是和样本质量相关，一个良好的数据离不开合格的采样。
1.3.1 送样要求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粪便

300mg

150mg

10

5*106

2000mg

1000mg

动物组织
尿液
细胞
唾液

植物叶片

植物根茎
植物果实
微生物
土壤
血样

外套膜组织
脑髓液

细胞上清
体腔液

200mg
250ul
7

1ml

1000mg

100mg
125ul

0.5ml

500mg

1g----10g
（根据具体果实类型而定）

120mg（菌体） 60mg（菌体）
5g（干重）

1g（干重）

200ul

100ul

200ul

100ul

胃黏膜

120mg

卵泡液

400ul

200ul

瘤胃液

200ul

100ul

椰汁

肺泡灌洗液
发酵液

植物组织
酒醅
茶水

1ml----10ml

400ul

400mg
120mg

400mg

200mg

100mg

200ul

200ul

200mg
10

20

7

100ul

100ul

100mg
5*10

6

植物浸膏
房水
粉末

细菌培养液
培养基

200mg
60mg

1ml----10ml

饲料混合物

海马体

200ul

1ml----10ml

100ul

100ul

60mg

100mg

200ul

200ul

2g

200mg

400mg

中药丸

线粒体

真菌

最低送样量

1ml----10ml
( 根据具体水样情况而定）

竹燕窝

100mg

海马体

环境水样

4g

100ul

200mg

植物
甲醇提取物

棉花

建议送样量

200ul

昆虫血淋巴
痰

样本类型

200mg

200mg

100mg

400mg

200mg

200ul

400mg

200mg
100ul

200mg

1ml----10ml
1ml----10ml

1.3.2 操作指南

1.3.2.1 代谢组学血液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血浆 / 血清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一、血清样本收集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采血管

血清管， 红色头盖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医用级

冻存管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离心机

4℃

移液器、 枪头

无菌

冰箱

-80℃

2. 采集：血液样本的采集按部位可分为静脉采血、 动脉采血等， 按采血方式又可分为普

通采血法和真空采血法等。 根据研究需求选择适宜的采血方式。 采用洁净的非抗凝管采集新
鲜全血， 并标记清楚样本编号；

3. 凝血：将采集到的全血室温下放置 30 min；

4. 离心：凝血结束后， 将采血管置于离心机中离心，离心条件为：1 500 g，时间 10

min，温度室温。 如不能及时处理， 将样本至于 4℃冰箱 2 h 内离心；

5. 分装：离心后的上清液即为血清， 用移液器小心吸取并分装至洁净的冻存管中，做好

标记；

6. 速冻：血清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 速冻时间约 30 s；
7. 储存：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二、 血浆样本的采集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采血管

EDTA 管， 紫色头盖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医用级

冻存管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离心机

4℃

移液器、 枪头
冰箱

无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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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集：根据研究需求选择适宜的采血方式。采用洁净的加有抗凝剂的采血管采集新鲜

全血，轻柔颠倒混匀， 并标记清楚样本编号；

3. 离心：全血采集至抗凝采血管后需尽快离心，如不能立即离心，应立即保存于 4℃冰箱，

2 h 内离心分离。 离心条件为： 1 600 g， 时间 15 min，温度 4℃；

4. 提取：离心后的上清液即为血浆，用移液器小心吸取上部清液至洁净的离心管中；
5. 分装：用移液器小心吸取上清液并分装至冻存管中，做好标记；

6. 速冻：血浆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速冻时间约 30 s；
7. 储存：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冻存管、 离心管、 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3.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4.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 a) 设计一致性， 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 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 避免溶血：采血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溶血发生，血液掺杂异物、剧烈震荡、离心转速过

快等均可能导致溶血；

6. 离心：离心机使用时注意保持平衡，并注意安全，吸取上清时需轻柔，避免吸取到沉淀物；
7. 抗凝剂：建议使用 EDTA 作为抗凝剂；
8. 避免反复冻融；

9.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储存过程中编号丢失；
10.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1.3.2.2 代谢组学粪便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粪便的采集及储存。

(2) 操作流程

一、动物粪便的采集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手术器械

医用级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代谢笼

不锈钢级

冻存管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冰箱

-80℃

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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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级

2. 采集：动物粪便样本采集主要有自然排便法和肠道提取法：

2.1 自然排便法：实验动物置于代谢笼中，1/ 笼，收集 12 h 或 24 h 粪便；

2.2 肠道提取法：处死动物后，剖开腹腔，分离肠道，剪取大肠、盲肠、结肠或直肠提

取内容物；

3. 速冻：采集粪便后，放入做好标记的冻存管中，立即置于液氮中速冻；
4. 储存：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二、人粪便的采集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粪便收集器

医用级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冻存管
记号笔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液氮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80℃

2. 对象筛选：床粪便样本收集时需注意实验对象的疾病、药物、饮食等情况，比如做过

胃肠道大手术者、炎症性肠病者、便秘或腹泻者、食用对肠道菌群有重大影响的药物或食物
者等，需要根据实验研究方向予以着重考虑并进行剔除；

3. 采集：采集前先排尿。患者将粪便排于清洁、干燥、无吸水性的容器内，用小勺分别

取两端和中部的内外部的粪便样本；

4. 速冻：采集粪便后，放入做好标记的冻存管中，立即置于液氮中速冻；
5. 储存：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手术器械、容器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 代表性：取样需要具有代表性，且取样部位应一致；临床样本需要不同部位取样；

3.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4.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5.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 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尤其是取样部位； 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
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6. 一定要避免尿液、水等污染；
7. 避免反复冻融；

8. 样本编号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9.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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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代谢组学动物组织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动物组织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手术器械

医用级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冻存管
记号笔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液氮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80℃

2. 采集：切割下目标组织样本，生理盐水清洗残留血液，滤纸吸干表面液体；

3. 剪碎：在冰上将组织样本切割成 20~50 mg 左右的小块，根据组织样本类型适当调整；

4. 速冻：采用铝箔纸包括组织块，置于液氮中速冻约 10 s，根据组织块的大小做适当调整，

在组织切除和处理 30 min 内进行速冻；

5. 分装：将速冻后的组织块分装至冻存管中，做好标记；
6. 储存：速冻后的组织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材料：手术器械、容器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 代表性：取样需要具有代表性，且取样部位应一致；

3.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4.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5.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尤其是取样部位；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
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6. 动物样本若需要使用麻醉剂，建议使用异氟醚；

7. 要避免血液污染，采用去离子水或等渗溶液漂洗干净；
8. 大块组织需要切成小块，方便储存和取样；
9. 避免反复冻融；

10.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11.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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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代谢组学植物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植物样本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剪刀

不锈钢级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冻存管
记号笔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液氮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80℃

2. 时间：采集时间需要着重注意，根据实验研究需求，选择合适采集时间，保持各个样

本采集时间的一致性，时间序列样本保持同组样本一致；

3. 部位：根据研究需求选择合适的采集部位，精确采集相应的部位；

4. 采集：利用洁净的剪刀剪下所需部位，去离子水清洁样本表面杂质，滤纸吸干，不同

的部位要分开置于冻存管中，并做好标记；

5. 速冻：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速冻时间约 30 s；
6. 储存：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材料：剪刀、冻存管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样本表面的杂质需要清洗干净，避免污染；
2. 代表性：取样需要具有代表性；

3.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4.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 采集叶片、花、小型果实等应尽量保持样本完整性，较小创伤；枝条、皮等样本可剪

成小块置于冻存管；

6.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7.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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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代谢组学细胞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细胞样本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移液器、枪头

无菌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离心管、冻存管
记号笔
液氮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80℃

离心机

4℃

细胞铲

无菌

2. 样本可分为贴壁细胞和悬浮细胞， 两种类型细胞样本采集方法如下：

贴壁细胞：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去掉培养液，用适量预冷 PBS 清洗两遍，再加入少量

PBS，用细胞铲刮下细胞，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在 1 000 g，4℃离心 1 min，液氮淬灭；

悬浮细胞：取对数生长期细胞液，在 1 000 g，4℃离心 1 min，去掉培养液，使用预冷

PBS 清洗细胞两遍，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在 1 000 g 离心 1 min，液氮淬灭；

3. 收集的细胞即可用于细胞内代谢物分析，上清液可用于细胞外代谢物分析；
4. 所有样本均做好标记，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材料准备：冻存管、离心管、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无菌，避免污染。快速原则由于代

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取样和预处理；
2.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3.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 其它都保持一致；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

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4. 采集过程中需要对细胞进行计数，数量为≥ 107/ 例，务必保持样本量的一致；
5. 操作过程中要保证细胞完整性，避免细胞内代谢物外漏；

6.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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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代谢组学微生物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微生物样本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移液器、枪头

无菌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离心管、冻存管
记号笔
液氮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离心机

-80℃
4℃

2. 淬灭 采集适量菌液置于无菌离心管中，在 4 000 g，4℃下离心 3 min，分离菌体， 用

预冷 PBS 溶液清洗菌体两遍，4 000 g，4℃下离心 3 min，分离得到菌体，液氮淬灭；

3. 收集 收集干净菌体即可用于细胞内代谢物分析，上清液可用于细胞外代谢物分析；
4. 储存 所有样本均做好标记， 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材料准备：冻存管、离心管、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无菌，避免污染；

2.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3.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4.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 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 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 操作过程中要保证细胞完整性，避免细胞内代谢物外漏；
6. 避免反复冻融；

7.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8.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1.3.2.7 代谢组学尿液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尿液样本的采集及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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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移液器、枪头

无菌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离心管、冻存管
记号笔
液氮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离心机

-80℃
4℃

2. 方法：尿液样本的采集方式有自然排尿采集、导尿管导尿采集、膀胱穿刺等，需根据

实验对象、生理或病理状态、研究目标等选择合适的采尿方法；

3. 时间：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 尿液样本的采集时间分为多种，用于代谢组学研究的尿

液样本采集时间主要有首次晨尿和 12 或 24 h 尿， 需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选择合适的
采尿时间；一般情况，建议临床样本采集首次晨尿，大鼠、小鼠等动物样本采集 24 h 尿；

4. 收集：用干净且干燥、无菌的塑料或玻璃容器收集尿液，若是动物样本如大鼠 24 h 尿液，

需添加叠氮化钠（添加后最终浓度为 0.05% wt/vol）作为防腐剂，并将采集管置于冰上；

5. 离心：采集的尿液需离心去除沉积物，离心条件为：离心力 2000 g，时间 10 min，温

度 4℃；

6. 分装：用移液器小心吸取上清，分装至冻存管中，做好标记。

（3）注意事项

1. 材料 冻存管、离心管、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 快速原则 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取

样和预处理；

3. 低温原则 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4. 一致性原则 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了

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 避免异物混入尿样中，如粪便、血液、白带、精液、前列腺液或灰尘等。因此，应避

免月经期取样；

6. 离心机使用时注意保持平衡，并注意安全；吸取上清时需轻柔，避免吸取到沉淀物；
7. 避免反复冻融；

8.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9.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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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代谢组学唾液样本采集操作指南
（1）适用范围

适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唾液的采集及储存。

（2）操作流程

1. 材料准备
材料

型号或级别

移液器、枪头

无菌

实验服、 手套、 口罩等防护设施
离心管、冻存管
记号笔
液氮

医用级

建议使用康宁 Corning 无菌级管
务必使用油性记号笔

冰箱

离心机

-80℃
4℃

2. 时间：固定时间取样，如固定在 9:00 ~ 10:00 am；

3. 要求：在取样前至少 1h 内不要抽烟、不吃东西、不喝水、不刷牙；

4. 采集：采集前纯净水清洁口腔，采集自然状态下不受刺激分泌的唾液 1ml 左右；
5. 离心：采集样本后在 4℃下 1500g 离心 15 分钟，吸取上清；
6. 储存：液氮或 -80℃冰箱中。

（3）注意事项

1. 材料准备：冻存管、离心管、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 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速

取样和预处理；

3. 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4. 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

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 离心：离心机使用时注意保持平衡，并注意安全，吸取上清时需轻柔，避免吸取到沉淀物；
6. 避免反复冻融；

7.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储存过程中编号丢失；
8. 固相微萃取项目，样本不能用有机溶剂处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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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靶向代谢组分析报告解读

1.4.1 非靶向代谢组 GC-MS 报告解读
数据分析流程如下图所示
格式转换

数据峰识别

数据过滤

数据归一化

色谱图

数据预处理

数据分析流程

质量控制

数据检查
数据分析

代谢物分类

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总体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

主成分分析

数据对齐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差异代谢物韦恩图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正交 -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差异代谢物 ROC 曲线分析

差异代谢物统计分析

箱式图

差异代谢物筛选

柱状图

差异代谢物通路分析

Z-score 图

数据预处理

1. 通过 G1701 MSD ChemStation 软件（E.02.00.493）将获得的原始数据转换成 netCDF

格式（xcms 输入文件格式）。

2. 利用 R（v3.3.2）的 XCMS 程序包进行峰识别（peaks identification）、峰过滤（peaks

filtration）、 峰 对 齐（peaks alignment）， 主 要 参 数 有 fwhm=3, snthresh=0, mzdiff=0.5,
profmethod=binlin, bw=2, minfrac=0.3。

3. 得到包括质核比（mass to charge ratio, m/z）和保留时间（retention time,rt）及峰

面积（intensity）等信息的数据矩阵；结合 AMDIS 程序进行代谢物的注释，注释所用数据库
为 NIST 商业数据库和 Wiley Registry 代谢组数据库，其中代谢物烷烃保留指数根据 GMD 数
据库（http://gmd.mpimp-golm.mpg.de）提供的保留指数用于进一步的物质定性，同时大

部分物质由标准品进行进一步确认，导出数据至 excel（标准品鉴定过的物质为红色字体）进
行后续分析。

4. 为 使 不 同 量 级 的 数 据 能 够 进 行 比 较， 对 数 据 进 行 峰 面 积 的 内 标 归 一 化（Internal

Standard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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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典型样本的基峰色谱图

经色谱分离流出的组分不断进入质谱，质谱连续扫描进行数据采集。每一次扫描得到一

张质谱图，将每一张质谱图中所有离子强度相加，得到一个总的离子流强度。然后以离子强
度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绘制的图即为总离子流色谱图（TIC）。

相关问题：

TIC 和色谱图的区别与联系。

总离子流色谱图：色谱 - 质谱法测得的各种质荷比的离子总数和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液相色谱图：液相色谱采集得到的信号强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TIC 严格来说应该叫总离子流图，已经不是色谱图了，纵坐标高代表物质生成的总离子信

号，和色谱峰面积比例接近，但有离子流峰不一定有色谱峰，特殊情况有很多。一个总离子
流图由好多峰组成，这些峰的出峰先后是按色谱保留时间决定的。
总离子流色谱图、质量色谱图和相对丰度色谱图的概念：

TIC 总离子流色谱图：所有 M/Z 离子的强度总合随时间变化的图。
质量色谱图：某一个 M/Z 离子的强度随时间变化的图。

相对丰度：以强度最大的离子为 100% 其它 M/Z 离子与他的比值为 % 多少。

总离子流图和选择离子色谱图，有什么区别？

总离子流图是同一时间内全部离子的加和，而选择离子色谱图是不同物质的选择离子的

叠加；或者说是总离子流图是同时间全部离子的加和，而选择离子色谱图是同时间的选择的
离子的加和。一般总离子流图用于定性，提取离子用于定量。通常要定量必须先定性。
1.4.1.2 聚类分析

凝聚层次聚类（Agglomerat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即将每个对象归为一类，合并

这些类成为越来越大的对象，直到终结。也就是说越是亲源性的样本，彼此的距离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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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谢组里被用于判断代谢物在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代谢模式。以不同
实验条件下代谢物的相对值为代谢水

平，做层次聚类分析，结果以热图表示。
热图表现的是一个数据矩阵，通过使
用颜色梯度使数据间的差异实现可视

化，通过数据缩放，保留较大差异，
同时也能突显较小差异。不同颜色的
区域代表不同的聚类分组信息，同组
内的代谢模式相似，可能具有相似的

功能或参与相同的生物学过程。因此
通过将代谢模式相同或者相近的代谢

物聚成类，可以用来推测已知或未知
代谢物的生物学功能。

总结：在图中相对含量的大小通

过颜色的不同来显示，其中列代表样
本，行代表代谢物。图中左侧的树状
图表示的是代谢物之间性质的远近。
聚类分析及热图作图方法：

(1) 在 线 制 作：http://www.

heatmapper.ca/expression/

(2) 软 件 安 装 及 用 法 说 明：

https://zhuanlan.zhihu.com/
p/85897968?utm_source=wechat_
session

1.4.1.3 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将所有样本及相关数据进行距离矩阵计算，并用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对

所有样本进行聚类，形成表现样本间相似度的树状图。层次聚类指的是所谓从下而上地合
并 cluster，具体而言，就是每次找到距离最短的两个 cluster，然后进行合并成一个大的
cluster，直到全部合并为一个 cluster，整个过程就是建立一个树结构的过程。

层次聚类首先需要计算样本和样本的距离用于评判样本之间的相似性，距离计算方法是

欧式聚类。

总结：图中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组别，下方 400-300-200-100-0 表示样本之间的一个距离。

两个样本连线越长，距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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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拓展：圆形树状图

1.4.1.4 多元统计分析

由于代谢组数据具有多维且某些变量间高度相关的特点，运用传统的单变量分析无法快

速、充分、准确地挖掘数据内潜在的信息。因此在分析代谢组数据需要运用化学计量学原理

和多元统计的方法，对采集的多维数据进行降维和归类分析，从中挖掘提炼出最有用的信息。
通常，在对代谢组学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之前，需要将数据进行适当权重转换，即标

准化处理。目前代谢组学研究常用的数据标准化方式有中心化处理、自适换算、帕莱托换算等。
在代谢组学中使用最多的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有三种：

1.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2.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 PLS-DA）

3. 正 交 - 偏 最 小 二 乘 判 别 分 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1）PCA 分析

PCA 是从原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根据变异最大化的原则将其线性变换到几个独

立的综合指标上（即主成分 ) ，取 2 ～ 3 个主成分作图，直观地描述不同组别之间的代谢模式
差别和聚类结果，并通过载荷图寻找对组间分类有贡献的原始变量作为生物标志物。
PCA 作用

1. 作为代谢组学数据的预分析和质量控制步骤，通常用于观察是否具有组间分类趋势和

数据离群点。在组间分类趋势明显时，说明其中一定有能够分类的标志物。

2. PCA 可以用于分析质控样品是否聚集在一起，如果很分散或具有一定的变化趋势，则

说明检测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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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样品在各个主成分的得分就是其在计算的数学模型中的空间坐标，直观地反映了各

个样品在数学模型空间中的分布情况。从 PCA 得分图可观察样品的聚集、离散程度。样品分

布点越靠近，说明这些样品中所含有的变量 / 分子的组成和浓度越接近；反之，样品点越远离，
其差异越大。
PCA 参数

R2X，代表模型（对 X 变量数据集）可解释度；Q2，模型可预测度；pre，代表主成分数；

通常情况下，R2 高于 0.5 较好。

横纵坐标百分数的意义：主成分分析是将所有影响因子分开，通过分析，得到不同影响

因子对产生变异量（差异）的贡献率。PC1 指贡献率上排名第一的贡献率，是对变异量影响

最大的一个因子，PC2 就是排名第二的因子。换句话说，分别解释所有样品中代谢物差异的
比例。PC1 和 PC2 相加越接近于 1，说明这两个成分贡献度越大。

总结：PCA 顾名思义，就是找出数据里最主要的方面，用数据里最主要的方面来代替原

始数据。例如下图中三组样本均纳入了模型内，绿色组别 B 和蓝色组别 C 靠的较近，说明组
内物质较为相近，而红色组别 A 和其他组距离相对较远，则说明组内成分和其他组差异较大。

图：PCA 得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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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 载荷图

1. 主成分和原变量的相关系数称为主成分载荷，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代表主成分

对该变量的代表性越大。将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载荷点做成载荷图（Loading Plot），
可以表示检测变量的分布情况。

2. 载荷图中距离原点越远的点，说明上述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这个变量就被两

个主成分解释的越充分，也就是该变量可以更好的区分两组。在载荷图中距离越近的点，说
明他们的正相关程度越高。

图 PCA 载荷图

（2）PLS-DA 分析

无监督分析方法（unsupervised analysis，如 PCA）不能忽略组内误差、消除与研究目

的无关的随机误差，过分关注于细节、忽略了整体和规律，最终不利于发现组间差异和差异化

合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利用样本的先验知识将数据分析进一步聚焦到我们要研究的方面，
采用有监督模式识别方法（supervised analysis），如 PLS-DA。

与 PCA 只有一个数据集不同，PLS-DA 在分析时必须对样品进行指定并分组，这样模型

会自动加上另外一个隐含的数据集 Y，该数据集变量数等于组别数。PLS-DA 是目前代谢组学

数据分析中最常使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在降维的同时结合了回归模型，从而使降维效果较
PCA 能够更高效的提取组间变异信息。

主要参数：R2X、R2Y、Q2 等，R2X 是模型 X 变量（自变量）的可解释度，R2Y 为模型 Y

变量（因变量）的可解释率，Q2 是模型的可预测度（理论上，R2X、Q2 数值越接近 1 说明模

型越好，越低说明模型的拟合准确性越差，通常情况下，R2、Q2 高于 0.5 较好，且两者差值
不应过大，R2 和 Q2 最大值为 1）。当 R2 值较小时，往往意味着测试集中重复性较差（背景

噪音高时）；Q2 值较小时，表示测试集中具有较高的背景噪音，或者模型具有较多的异常样
本（o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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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检验：

1. 因为 PLS-DA 或 OPLS-DA 在建模型的时候对样本进行了指定和分组，所以结果可能存

在过拟合的问题。置换检验图能帮助有效评估当前模型是否过拟合。

评判标准有（满足其中以下任意一个，可认为没有发生过拟合）（1）所有 Q2 点均低于

最右的原始 Q2 点；（2）Q2 点的回归线在纵坐标的交叉点小于等于 0。
综上所述，

1：PLS-DA 有利于发现组间差异和差异化合物。
2：R2、Q2 高于 0.5 较好。

3：置换检验里所有蓝色的 Q2 点从左到均低于最右的原始的蓝色的 Q2 点。
4：点的回归线（虚线）与横坐标交叉或者小于 0。

图：PLS-DA 得分图

图：PLS-DA 置换检验图

图：PLS-DA 载荷图

（2）OPLS-DA

代谢组学数据分析中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 OPLS-DA，为 PLS-DA 的扩展。相比于 PLS-DA

来讲，该方法可以在不降低模型预测能力的前提下，有效减少模型的复杂性和增强模型的解
释能力，从而最大程度的查看组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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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LS-DA 使用正交信号校正技术，将 X 矩阵信息分解成与 Y 相关和不相关的两类信息，

然后过滤掉与分类无关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预测成分。

与 PLS-DA 模型相同，OPLS-DA 同样可以用 R2X、R2Y、Q2Y 和 OPLS-DA 得分图来评价

模型的分类效果。

通常，根据 VIP（Variable Importance for the Projection）值来说明变量 ( 特征峰 ) 能解

释 X 数据集和关联 Y 数据集的重要性。所有 VIP 值的平方之和与模型中的变量总数相等，因此，
其平均值为 1。

当某个变量的 VIP>1 时，说明该变量是重要的——通常将此作为潜在生物标记物的筛选

条件之一。

载荷图：同 PCA 图

置换检验：同 PLS-DA

图：OPLS-DA 得分图

S-plot 图

横坐标代表主成分与代谢物的协相关系数，纵坐标代表主成分与代谢物的相关系数。距

离原点越远的点（越靠近右上角和左下角），在两组中的差异越大，重要性越强。结合 VIP 值
以及 p 值，可以初步筛选出差异性代谢物。

图：S-plot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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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PCA、PLS-DA、OPLS-DA 结果区别。

PCA 可以清晰明了地展示数据组内的重复性和组间的差异性，评估数据的可重复性，发

现可能存在的异常值，比如明显离群的样本点。

与 PCA 不同，PLS 是“有监督”模式的偏最小二乘法分析，也就是在分析数据时，已知

样本的分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的选择区分各组的特征变量，确定样本之间的关系。

DA 是判别分析，PLS-DA 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的方法，在对数据“降维”的同时，建立了

回归模型，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判别分析。OPLS-DA 是在 PLS-DA 的基础上，进行了正交变换
的矫正，可以滤除与分类信息无关的噪音，提高了模型的解析能力和有效性。

PLS-DA/OPLS-DA 建立了代谢物表达量与分组关系之间的模型，PLS-DA/OPLS-DA 可以

更好地获取组间差异信息，还可以对样品的分组进行预测，这是 PCA 做不到的。

总的来说，如果 PCA 里面样本能分的开的话，PLS-DA 结果会更好，OPLS-DA 结果又会

更进一步好。换句话说，样本在 PCA 分的不开，在 PLS-DA 可能分的开，OPLS-DA 可能彻底
分开。

1.4.1.5 火山图

火山图（Volcano Plot）可直观的表现两组样品的差异代谢物的分布情况。通常横坐标用

log2(fold change) 表示，差异越大的代谢物分布在两端，纵坐标用 -log10 (p.value) 表示，为
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P 值的负对数。

总结：横坐标≥ 2 代表显著上调的代谢物，横坐标≤ -2 代表显著下调的代谢物，圆点的

大小代表 VIP 值。
系。

1. 火山图可以直观地展示差异表达的程度 fold change 和统计学显著性 p.value 之间的关
2.x 轴是 log2(fold change)，y 轴为 -log10 (p.value)。

3. 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表示变化倍数达到设置值，并且具有显著性差异的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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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箱式图 / 柱状图

箱式图是一种用作显示一组数据分散情况资料的统计图，可以相对直观的看出数据分布

特点。每组数据均可呈现其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水平。最小值、最大值形成间距都可以反
映数据的变异程度。

柱状图是一种以长方形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高度不等的纵

向条纹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误差线表示标准误差。

当 p.value<0.05 且 p.value>0.01 时，显示为 * ；当 p.value<0.01 且 p.value>0.001 时，

显示为 ** ；当 p.value<0.001 时，显示为 *** 。
1.4.1.7 标准分数 (Z-score) 图

Z-score（标准分数）是基于代谢物的相对含

量转换而来的值，用于衡量同一水平面上代谢物
的相对含量的高低。Z-score 的计算是通过参考数

据集（对照组）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的，具体

公式表示为：z=(x–μ)/σ。其中 x 为某一具体分数，
μ 为平均数，σ 为标准差。

Z-score 表示原始数据偏离均值的距离长短，

而该距离度量的标准是标准方差。Z-score 大于零

表示该数据大于均值。小于零表示该数据小于均
值。等于零表示该数据等于均值。等于“1”表示
该数据比均值大一个标准方差。等于“-1”表示
该数据比均值小一个标准方差。

总结：z-score 是对某一原始分值进行转换，

变成的一个标准分值，该标准分值可使得原来无
法比较的数值变得可比。横坐标是 z-score 值，纵
坐标是差异代谢物，z-score 图反映的是每个差异
代谢物在不同组别的样本中的相对含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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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 差异代谢物热图

聚类分析被用于判断代谢物在不同实

验条件下的代谢模式。以不同实验条件下
代谢物的相对值为代谢水平，做层次聚类

分析，结果以热图表示。热图表现的是一
个数据矩阵，通过使用颜色梯度使数据间

的差异实现可视化，通过数据缩放，保留
较大差异，同时也能突显较小差异。不同
颜色的区域代表不同的聚类分组信息，同
组内的代谢模式相似，可能具有相似的功
能或参与相同的生物学过程。因此通过将
代谢模式相同或者相近的代谢物聚成类，

可以用来推测已知或未知代谢物的生物学
功能。

总结：通过使用颜色梯度使数据间的

差异实现可视化，可以快速挑选出目标代
谢物。

图表解读：图中的横坐标代表不同的

样品，纵坐标代表不同的代谢物。图中最

上端的绿色和红色色块代表的是不同组别。
最左边的树状图表示了各代谢物之间同源
关系的远近。

1.4.1.9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差异代谢物关联分析的目的是查看代谢物与代谢物变化趋势的一致性，通过计算所有代

谢物两两之间的皮尔森或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来分析各个代谢物间的相关性。代谢物相关
性往往揭示了代谢物之间变化的协同性，比如某类代谢物变化趋势相同，则为正相关；与某
类代谢物变化趋势相反，则为负相关。

采用 R（v3.3.2）中的 cor() 函数计算相关系数，当两个代谢物的线性关系增强时，相关

系数趋于 1 或 -1：正相关时趋于 1，负相关时趋于 -1。同时采用 R（v3.3.2）中的 cor.test()
函数对代谢物关联分析进行统计检验，p-value ≤ 0.05 则有显著相关性。

图表解读：图下方有从蓝到红数值为 -1 到 1 的相关性数值，对应的不同颜色是不同的相

关系数。下图表示的是不同代谢物之间的一个相关性。红色代表 2 个差异代谢代谢物正相关，
蓝色代表两个差异代谢物负相关，目的是研究代谢物之间变化趋势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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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LC-MS 报告解读
全靶代谢组学
格式转换

数据峰识别

数据过滤

数据对齐

数据归一化

数据预处理

数据分析流程

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多元统计分析

主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正交 -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质量控制

数据检查
二级分析

一级分析

差异代谢物筛选

色谱图

差异代谢物鉴定

差异代谢物 ROC 曲线分析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通路分析

差异代谢物统计分析

箱式图

柱状图

Z-score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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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基峰色谱图

经色谱分离流出的组分不断进入质谱，质谱连续扫描进行数据采集。每一次扫描得到一

张质谱图，选择每张质谱图中强度最大的离子连续描绘，以离子强度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
得到的图谱，即为基峰色谱图（Base Peak Chromatogram,BPC）。

BPC、TIC、EIC 三者的联系与区别

BPC（基峰图）是将每个时间点质谱图中最强的离子的强度连续描绘得到的图谱，TIC（总

离子流图）是将每个时间点质谱图中所有离子的强度加和后连续描绘得到的图谱，EIC（提取
离子流图）是将每个时间点质谱图中目标离子的强度连续描绘得到的图谱。

其实 TIC 和 BPC 都是对于样品整体信息的反映，一般情况下 BPC 图比 TIC 图要漂亮，所

以文章里面很多时候会用到 BPC 图。但是有的学者认为 BPC 图不是样品真实的反映，所以不
接受 BPC，只接受 TIC。

此处只提供了典型样本的 TIC/BPC，若是我想要知道其他样本的 TIC/BPC，通过什么方

法可以获得？

由于数据量庞大，分析报告此处只提供了典型样本的 TIC，您可以根据我公司提供的附

件中的原始文件（.mzXML 后缀），使用相关软件进行查看。推荐软件：mzMine（http://
mzmine.github.io）。
1.4.2.2 QC 质控

在进行基于质谱技术的代谢组学研究时，为了获得可靠且高质量的代谢组学数据，通常

需进行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 QC）。在检测时利用 QC 样本进行质控。理论上，QC 样
本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样品提取、检测分析过程中会有系统误差，导致 QC 样本间会有差异，
差异越小说明方法稳定性越高数据质量越好，体现在 PCA 分析图上就是 QC 样本密集分布，
说明数据可靠。QC 样本聚集，重复性良好，说明系统稳定（有正负离子模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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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现生物标记物，潜在的特征峰在 QC 样本中的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即变异系数不能超过 30%，如果超过的话，相关特征峰应予以删除。所以，
QC 的基础上，通常会进行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QA）。来删除 QC 样本中重复性差
的特征峰，以便获得更高质量的数据集，更有利于生物标记物的检测。

QC 样本中，RSD<30% 的特征峰比例能达到 70% 左右，说明数据良好。

图：左边为 QC 的 PCA 分析图，右边为 QC 的 RSD 特征峰分布图

1.4.2.3 总体样本树状图

图中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组别，下方 25-20-15-10-5-0 表示样本之间的距离。两个样本连

线越长，距离越远。

1.4.2.4 多元统计分析

具体描述参照气质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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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韦恩图

韦恩图（Venn diagram），是显示元素集合重叠区域的图示，可用于统计不同比对组别

中所共有和独有的差异代谢物数目，可以比较直观地显示不同比对组别中差异代谢物组成的
相似性和重叠情况。

下图中 A、B、C 表示不同的组别，图中的数字表示的是不同组别之前共有的代谢物。例

如紫色圆圈部分，表示的是 A 和 C 共同具有的的代谢物总数为 5545（2248+3297）。

1.4.2.6 代谢物全鉴定分类饼图

首先，将所有测得分子量进行鉴定后获得的鉴定代谢物，根据 HMDB 数据库的分类方法，

对 物 质 进 行 功 能 分 类， 分 为 Carbohydrate、Energy、Lipid、Nucleotide、Amino acid、
Xenobiotics、Peptides、Cofactors and Vitamins 等类别。（还可进一步分类为 subclass）

其次，将所有测得分子量进行鉴定后获得的鉴定代谢物，可以根据代谢物结果对物质进

行分类，选取 TOP10 或 15 的类别绘制饼图。

对于粪便或肠道内容物等样本，将所有测得分子量进行鉴定后获得的鉴定代谢物，可以

根据来源（人类特有代谢物：human_specific；微生物特有代谢物：gut_specific；共有代谢物：
common）对物质进行分类，并绘制饼图。
1.4.2.7 小提琴图 / 点线图 / 厢式图 / 柱状图

箱式图是一种用作显示一组数据分散情况资料的统计图，可以相对直观的看出数据分布

特点。每组数据均可呈现其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水平，最小值、最大值形成间距都可以反
映数据的变异程度。

小提琴图结合了箱形图和密度图的特征，主要用来显示数据的分布形状。中间是简版箱

式图，表示四分位数范围，从其延伸的幼细黑线代表 95% 置信区间，最小值、最大值形成间
距都可以反映数据的变异程度。

点线图是一种显示各个组别内具体样本的相应值的散点图，由一系列高度不等的点表示

数据分布的情况，平均线和误差线分别表示平均值和标准误。

柱状图是一种以长方形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高度不等的纵

向条纹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误差线表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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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上四幅图分别是箱式图、小提琴图、点线图、柱状图

1.4.2.8 差异代谢物关联分析

差异代谢物关联分析的目的是研究代谢物之间变化趋势的一致性，通过计算所有代谢物

两两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或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来分析各个代谢物间的相关性。代谢物
相关性往往揭示了代谢物之间变化的协同性：与某类代谢物变化趋势相同，则为正相关；与
某类代谢物变化趋势相反，则为负相关。

图表解读：下图八大类物质中糖代谢与

氨基酸代谢的变化趋势，糖代谢和氨基酸代
谢各自内部为正相关，糖代谢与氨基酸代谢
之间为负相关。当两个代谢物的线性关系增

强时，相关系数趋于 1 或 -1：正相关时趋于 1，
负相关时趋于 -1。

图中红线表示的是正相关，蓝线表示的

是负相关。

氨基酸与糖关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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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0 通路气泡图

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一个整合了基因组、化学和系

统功能信息的数据库，各个数据库中包含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基因组信息存储在 GENES 数据

库里，包括完整和部分测序的基因组序列；更高级的功能信息存储在 PATHWAY 数据库里，包

括图解的细胞生化过程如代谢、膜转运、信号传递、细胞周期，还包括同系保守的子通路等信息；
KEGG 的另一个数据库是 LIGAND，包含关于化学物质、酶分子、酶反应等信息。

KEGG 提供的整合代谢途径查询十分出色，包括碳水化合物、核苷、氨基酸等生物分子的

代谢及有机物的生物降解，不仅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代谢途径，而且对催化各步反应的酶进行

了全面的注解，包括氨基酸序列、PDB 库的链接等。是生物体内代谢分析、代谢网络研究的
强有力工具，它有助于研究者把基因及其表达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网络进行研究。

总结：气泡图是代谢通路的直观表现。每一个气泡代表一个通路，其中横坐标是代谢通

路的 impact 值，纵坐标代表的是代谢通路的 -log(P) 值。我们主要看的是 impact 值的大小，
impact 值越大，说明通路占比越重要。气泡代表的通路可以通过查询附表的 p 值及 impact
值来得到。

通路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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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靶向代谢组文献解析

（1）[ 项目文章 ] HGF-MET 信号通路协调肝癌代谢和化疗耐药的自噬
The HGF-MET axis coordinates liver cancer metabolism and
autophagy for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期刊：Autophagy

影响因子：11.059

研究背景 :

发表时间：2019 年

尽管有许多治疗肝癌的药物，新出现的证据表明化疗耐药性是一个重大问题。肝细胞生长

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及其受体上皮间质转化因子（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 MET）在肝癌的发生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主要依赖于受体酪氨酸激

酶的活性。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迄今为止，所有 HGF/MET 信号通路激酶活性靶向药物在
临床试验中均以失败或被暂停而告终。

为了抵抗代谢压力，机体会开启“自噬”这个保护性的“自食”过程，而这通常是通过

回收再利用废弃成分来实现。然而，特别是在肝癌中，自噬介导的这种重新设定的代谢活动
对治疗的抵抗作用影响有多大，至今仍不清楚。
研究方法 :

在本研究中，首先观察到 HGF 刺激并促进了瓦博格效应和谷氨酰胺水解，从而加速了多

种肝癌细胞的发生。然后，确定了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PDHC）和 GLS/GLS1 是 HGF 活化

MET 激酶的关键底物。而且 MET 介导的磷酸化抑制了 PDHC 活性，但是却激活了 GLS，从而
促进癌细胞的发生和代谢。与此同时，发现 MET 激酶活性的关键残基（Y1234/1235）) 构成

了一个保守的 LC3 相互作用区域（Y1234-Y1235-x-V1237）。因此，在抑制 HGF 介导的 MET

激酶活化的事件中，Y1234/1235 去磷酸化的 MET 诱导自噬，从而维持了癌细胞的存活。此外，
我们证实了 Y1234/1235 去磷酸化 MET 与临床肝癌的自噬相关。最后，MET 抑制剂和自噬抑
制剂的联合应用显著提高了肝癌在试管和小鼠的治疗效率。
研究结果 :

1. HGF-MET 对瓦尔堡效应、谷氨酰胺分解的影响

作者发现 HGF 刺激明显加速了人和小鼠来源细胞的多个肝癌细胞系的培养基酸化，包

括 HepG2、SMMC-7721、Huh-7、MHCC-97H、Hepa1-6 和 H22 细胞系（图 1A），这通常

表明癌细胞代谢增加。由于肝脏在代谢产物的转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进一步研究
了 HGF 对癌细胞代谢和生物发生的影响。表明 HGF 的刺激促进了不同肝癌细胞的葡萄糖消
耗和乳酸生成（图 1B），这是 Warburg 效应的标志；谷氨酰胺消耗和谷氨酸生成均匀（图

1C），这是谷氨酰胺分解的迹象；促进了 DNA、甘油三酯和天冬氨酸的生物合成（图 1D），
表明了癌症的生物发生过程。值得注意的是，HepG2 细胞系在肝癌研究中被普遍认为是一种

最典型的细胞，在 HGF 刺激下代谢标记和生物合成指标的所有测试中表现出强烈，稳定和显
著的表型。 因此，在以下大多数分析中使用它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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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肝细胞生长因子促进肝癌代谢和生物发生

2. 非靶向代谢组学揭示 MET 信号在癌症代谢中的重要性

使用野生型（WT）和 MET 基因敲除（METKO）的 HepG2 细胞进行 GC/LC-MS 的非靶

向代谢组学分析，结果与前期 HGF 刺激下的肝癌细胞结论基本一致。热图显示了 MET 缺失
引起的代谢谱的改变，并对 WT 和 METKO 细胞之间检测到的所有差异代谢物的相对水平进
行了量化和聚类（图 S1(A)）。此外，在 MET 缺失的情况下，挖掘出了差异代谢物，用于表
征 MET 与相关代谢物之间的关系。如葡萄糖和乳酸之间的正相关，或 L- 谷氨酸和 L- 天冬氨
酸（图 S1(B)）。随后，为了找出 MET 耗竭对代谢途径的潜在影响，根据 KEGG 注释将这些

差异代谢物做了代谢通路气泡图（图 S1(C)）。详细的富集分析表明，MET 耗竭确实损害了
Warburg 效应和谷氨酰胺分解相关的代谢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碳水化合物代谢、氨基酸代谢、

脂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等途径（图 S1(D)）。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MET 信
号在癌症代谢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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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GF-MET 信号通过 PDHC 和 GLS 促进肝癌代谢和生物发生

研究结论 :

研究结果揭示了酪氨酸激酶信号转导与自噬之间的 HGF-MET 通路协同功能相互作用，并

建立了一种 MET- 自噬双靶向策略来解决肝癌化疗耐药的问题。
参考文献

Huang X et al., The HGF-MET axis coordinates liver cancer metabolism and

autophagy for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Autophagy. 2019 Jul;15(7):1258-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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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食模式和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
Dietary patterns and cancer risk

期刊：Nature Reviews Cancer
影响因子：53.03
发表日期：2020

研究背景：

通常，传统的饮食模式被认为比后天的模式更容易在不同研究和人群之间进行比较，因

为其成分是已知的，而不是从研究中得出的。饮食模式指标的特征取决于食物、饮料或营养

的摄入量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例如，健康饮食指数（HEI）和饮食炎症指数（DII）），这

些信息可通过报告或调查问卷获得。在大多数关于饮食模式和癌症的流行病学研究中，经常

使用食物频率法问卷调查（FFQ）来评估过去的饮食习惯。使用这种系统的方法，研究了癌症
和死亡率的关联强度，为以下观点提供了证据。这使人们相信饮食模式似乎与健康结果有着
紧密的联系，并且是健康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
研究结果：

1. 后天的饮食模式

由主成分分析的雷达图可以看出每个食物的主要组成成分和相应的因子负荷。其特征是

西方饮食模式（PCA1；红色）和谨慎饮食模式（PCA2；蓝色）。接近 1.000 的线表示这些食

物的正因子负荷（较高的摄入量），接近 -1.000 的线表示这些食物的负因子负荷（较低的摄
入量）。西方饮食模式的特点是大量摄入薯条、零食、蘸酱、植物油、红肉、加工肉和土豆，

而橄榄油的摄入量较低。谨慎饮食的特点是大量摄入豆类、蔬菜汤、土豆、熟蔬菜和生蔬菜。

图 1. 主成分分析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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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天饮食模式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后天饮食模式可以增加或减少不同癌症类型患病风险，但有些研究报告没有

一致的风险关联性。西方饮食模式一直与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
胰腺癌的风险因研究设计不同而有所不同。乳腺癌、结肠直肠癌、胰腺癌和食道癌的风险增
加还与饮酒模式有关。

图 2. 后天饮食模式与癌症风险

3. 传统的饮食模式

在饮食模式（国家特定模式和慢性病预防模式）和文化饮食模式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

传统的饮食模式。这些传统饮食模式与各种类型的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已在各种研究中进行

了报道。传统饮食模式中常见的多种饮食成分，包括蔬菜、水果、豆类、坚果、种子和全谷物，
已被证实具有抗癌潜力。其他常见的饮食成分，如红肉和加工肉类或酒精，在实验模型中具

有致癌作用，尽管适度饮酒通常在先天饮食模式中被认为是有益的。从图 3 可以看出健康饮

食模式（HEI-2005 或 HEI-2010）、地中海饮食模式（MDS）、控制高血压的饮食方法（DASH）
和半素食饮食与降低癌症风险有关。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质和素食与前列腺癌几乎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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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传统的饮食模式

4. 全球其他特定国家的饮食模式

其他国家特定饮食模式并未像 HEI 那样被广泛研究，但有一些研究表明它与癌症风险有关。

HNFI（北欧饮食）反映了北欧人群的饮食模式，其中一个版本包括六种成分鱼、卷心菜、黑

麦面包、燕麦片、苹果或梨和块根蔬菜，而另一个版本则结合了饮食和体育活动（新北欧饮食），
包括九种成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酒精、纤维、盐、维生素、矿物质和体力活动。
5. 文化饮食模式

地中海饮食模式（例如 MDS 和 aMED）包括与癌症风险相关的文化饮食模式、传统饮食

模式、素食或纯素食饮食模式以及旧石器时代饮食习惯。
6. 地中海饮食模式

地中海饮食强调摄入蔬菜、水果、谷物、坚果、种子和豆类，适量摄入鱼类、橄榄油和

酒精，少量摄入红肉或加工肉类和乳制品。地中海饮食强调摄取蔬菜、水果、谷物和谷类、坚果、
种子和豆类，鱼肉、橄榄油、酒精、红肉以及少量摄入加工的肉类和奶制品。在一些研究中
没有发现地中海饮食模式与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有关联，尽管我们之前研究过地中海饮食模
式可以降低男性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
7. 素食或纯素食饮食模式

美国癌症研究中心（AICR）和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WCRF）共同发布的新报道指出：每

天吃全谷物（Whole Grains）食品，如糙米或全麦面包，可降低患癌症的风险。素食或纯素
饮食与各种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好坏参半。在一项综述中，素食者
和纯素食者患癌症的风险比非素食者低，而与乳腺癌发病率没有关联。在另一项研究中，与

非素食饮食相比，素食饮食与降低乳腺癌、前列腺癌或结肠直肠癌风险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然而，半素食者和全素食者饮食与结直肠癌风险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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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模式

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模式是用来反映一种不断改变的饮食方式，这种饮食方式与进化一致。

旧石器时代的饮食富含蔬菜、水果、坚果、瘦肉、鸡蛋，不包括乳制品、谷物、精制脂肪和糖。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中，旧石器时代饮食模式与乳腺癌或结直肠癌风险无关。有研究表明
乳制品与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有关。因此，乳制品在饮食上算是有益的，这可能解释了旧石器
时代饮食与结直肠癌风险之间缺乏的关联。
9. 基于生物标记的饮食模式

基于各种饮食模式对特定生物过程或途径的影响，一些传统的饮食模式已被开发并用来

评估饮食质量。在流行病学文献中，与癌症生物学机制相关的几个指标，尤其是炎症、胰岛
素抵抗、氧化应激和雌激素代谢已被证实与癌症风险有关。
10. 氧化平衡

氧化应激会导致 DNA 损伤，如果不修复，可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氧化平衡 (OBS) 有

多种定义，包括 3-28 个成分，通常包括具有抗氧化或促氧化作用的饮食和非饮食生活方式。
研究结论：

流行病学文献对饮食模式和癌症的研究日趋饱和，新的饮食模式正在迅速发展。但是，

是否有可能推荐一种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来预防癌症，或者是否应该建议不同的饮食习模式
预防不同类型的癌症，仍然是主要的问题。研究表明使用合适的动物模型并代表典型人类饮
食的饮食模式进行建模是目前的困难所在。
参考文献

Steck S E , Murphy E A . Dietary patterns and cancer risk[J]. Nature Reviews Cancer,

2020, 2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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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文章 ] 代谢组学揭示遮阴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Metabolic Regulation Profiling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 Tea Plants
[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 in Response to Shading

期刊：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影响因子：4.2

发表时间：2020 年

研究背景：

茶是由茶树的幼叶制成的，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不含酒精的饮料。茶的品质主要取决于

茶多酚类黄酮、茶氨酸和生物碱的感官和健康属性，茶叶的化学成分和品质受到各种环境因素

和管理措施的影响，包括植物的遗传背景、生长区域和海拔、气候条件、园艺措施、收获季

节和昆虫或病原体的侵袭等。在这些因素中，收获季节对茶叶的品质和价值有很大的影响。春、
夏、秋三季采收的茶叶化学成分差异较大。夏季茶含有较高水平的儿茶素和较低水平的氨基酸，
这是因为夏季强烈的光照和高温导致了它感官品质的变化。研究表明通过遮荫来控制光的透
射是提高茶叶营养价值和感官品质的最有效方法。本研究利用 UPLC-MS 和 GC-MS 对两个茶

树品种（“Yulv”和“Maotouzhong”）在夏季不同遮荫期（不遮阴、遮荫 4 天、遮荫 16 天）
的代谢谱进行了分析。
研究目的：

为了确定遮荫条件下两个茶树品种的代谢差异，利用 GC-MS 和 UPLC-TOF-MS/MS 检测

叶片和芽的代谢产物。
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 GC-MS 共鉴定 78 个代谢物， UPLC-TOF-MS/MS 共鉴定到 35 个代谢物。在至

少一个遮荫时间点，YL 和 MTZ 的叶片和嫩枝中所鉴定的这些代谢物的含量存在显著差异。

113 种代谢物的层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YL 和 MTZ 在叶片和芽间的代谢产物有较好的分离。

这些代谢物可以分成五个簇，分别为 A（15 个代谢物）、B（31 个代谢物）、C（27 个代谢物）、
D（13 个代谢物）、E（27 个代谢物）。簇 A 的代谢产物包括 n - 乙酰谷氨酸、四醛酸、柠檬
酸、葡萄糖酸和绿原酸， MTZ 叶片和芽中这些代谢物含量低于 YL；簇 B 的代谢产物包括富马
酸、葡萄糖 -6- 磷酸、NADP+ 和 l - 茶氨酸，在遮荫条件下，MTZ 叶片和芽中这些代谢的含量

低于 YL 叶片和芽；C 簇中含有木糖、莽草酸、α- 姜黄素、3- 乙基美沙酮等 27 种代谢物，YL
和 MTZ 的这些代谢物在遮荫期（4 天和 6 天）含量较高；簇 D 中含有的化合物（芦丁、槲皮

素和 delphinidin-3-o-arabinoside）在 YL 叶片和芽中的含量低于 MTZ。簇 E 中含有酒石酸、
阿拉伯糖、脱落酸和牛磺酸等化合物，在遮荫处理下，YL 和 MTZ 的芽中这些代谢物的含量均
高于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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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遮荫期的茶树品种的叶片和芽中鉴定出 113 种代谢产物的层次聚类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揭示了长期遮荫显著抑制了 MTZ 叶片和芽的糖酵解途径和三羧酸循环（TCA 循

环）。短期遮荫促进了叶的氮代谢，长期遮荫抑制了叶的氮代谢。然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

期遮荫，都会抑制两个品种芽的氮代谢。结果表明，遮荫可调节茶碳氮代谢，短期遮荫可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茶的品质。
参考文献

Metabolic Regulation Profiling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 Tea Plants [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 in Response to Shading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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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靶向代谢组学揭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A cardiovascular disease-linked gut microbial metabolite acts via adrenergic receptors

期刊：Cell

影响因子：38.637

发表时间：2020 年

研究背景：

在西方国家，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是导致民众死亡的主要病因，

找到新的靶点治疗 CVD 就显得尤为重要。病人在患有二型糖尿病 (T2DM) 的情况下通常会增
加 CVD 的病情，引发一系列的血管相关的疾病（MACE）。基于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研究

T2DM 有望找到一条治疗 CVD 的新途径。然而 T2DM 中的血糖水平与心血管疾病患病之间的

相关性很差，许多抗糖尿病药物降低了血糖水平，但没有显著影响 CVD 的发展。这些观察表明，
导致 T2DM 发病的代谢紊乱不仅仅只有葡萄糖相关途径这一条，探寻这些通路将能更好的解
释 T2DM 与 CVD 之间的联系。

非靶向代谢组学（LC-MS）是研究疾病代谢通路的有力工具，通过无偏的对所有化合物进

行电离，得到所有化合物的列表与化学结构。本文中，作者用 T2DM 患者的血浆进行非靶向
代谢组学分析，再加上机制研究，揭示了 T2DM 患者通过微生物途径增加 PAGln 的合成，不
管在临床上和还是机制研究上都表明 PAGln 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研究目的：

揭示 PAGln 与 CVD 的关系，为 CVD 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研究方法：

作者首先采用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血浆

代谢物，发现里面的 PAGln 与 CVD 息息相

关。通过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的次级代谢
物 PAGln 增强动脉损伤动物模型中血小板
的活化及增加血栓形成。然后用基因工程及
无菌小鼠的微生物进定植研究，表明微生物

PORA 基因促进膳食中 Phe 转化为苯乙酸
（PAA），随后宿主生成 PAGln 和苯乙酰甘

氨酸（PAGly）促进血小板活性和血栓形成。
最后利用药理学方法进行的功能性实验，揭
示了 PAGln 通过 G 蛋白偶联受体介导细胞

传导，而阻断剂治疗可减轻 PAGln 引起的
血栓形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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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1. 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发现，PAGln 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在研究糖尿病和 MACE 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受试者患病情况分为五组，运用非靶向代谢

组学测定其血清代谢物变化，除了常见的 TMAO 物质以外，m/z=265.1188 的物质在糖尿病及
MACE 患者中也非常值得注意（Figure A.B,A 图中方框的上下边界代表第 25 和 75 百分位数，

中位数用方框内的水平线标记；B 图为 Kaplan-Meier 分析），然后通过比对数据库等方法，

鉴定该物质为 PAGln （Figure C）。Kaplan-Meier 分析显示，在糖尿病患者中，PAGln 水平
较高的受试者有较大风险患 MACE（Figure D，E）。

2. PAGln 在人类和小鼠体内的产生依赖于肠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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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会对生物体内的肠道菌群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对受试者注射抗生素前后 PAGln

的测定发现，菌群的减少会使 PAGln 含量相应减少（Figure A）。以往对肝脏提取物或分离
酶的研究表明，肝脏酶可以通过苯乙酸 (PAA) 与氨基酸谷氨酰胺 (Gln) 结合形成 PAGln，除了

PAGln，PAA 还与氨基酸甘氨酸 (Gly) 结合生成苯乙酰甘氨酸 (PAGly)。对测定健康老鼠和人类
身上的 PAGln 与 PAGly 水平时，发现在人身上 PAGln 水平要高于 PAGly，在小鼠身上则相反

（Figure B.C）。对抗生素处理的小鼠测定血清 PAGly，抗生素同样能减少 PAGly 的生成（Figure
D）。因此，在人类和小鼠中，PAGln 和 PAGly 都是通过微生物途径在体内产生的，其中膳食

里的氨基酸 phe 被肠道微生物转化为 PAA，此时宿主结合反应发生在 Gln（人类）或 Gly（鼠
类）中，分别产生 PAGln 和 PAGly（Figure E）。
研究结论：

以非靶向代谢组学结合功能研究可以揭示 CVD 发病的关键代谢通路。机体在摄入蛋白质

后，大部分必需氨基酸被吸收在小肠中，但到达大肠的未吸收的 PHE 可被肠道微生物区系代
谢为 PAA，PAA 很容易在肝脏中转化，产生 PAGln（人体内）和 PAGly（小鼠体内）。本文证

实了肠道微生物在人和小鼠中产生 PAGln( 和 PAGly) 的作用，如抗生素鸡尾酒抑制肠道微生
物的研究。
参考文献

Nemet, Ina, et al. A cardiovascular disease-linked gut microbial metabolite acts via

adrenergic receptors. Cell 180.5 (2020): 86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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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组学研究揭示番茄的代谢育种史

Rewiring of the Fruit Metabolome in Tomato Breeding

期刊：Cell

影响因子：38.637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8 年

番茄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水果和蔬菜作物之一，对人类的饮食做出了巨大的营养贡献，

其果实品质是多种代谢产物的综合体现。在果实发育过程中，初级代谢产物，包括碳水化合

物和酸的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番茄在成熟时，黄酮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开始积累，
苦糖生物碱及 a- 茶碱的含量则明显下降。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及人为选育，已经分化出了许

多不同表型的番茄，这些番茄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表达出不一样的代谢物水平。前期有研

究总结了番茄育种的历史，包括驯化、改良、分化和基因导入。然而，番茄在育种改良过程
中代谢物的变化情况却基本上是未知的。

在整个植物界中，含有超过 20 万种结构不同的代谢物，这些代谢物不仅在植物生长、发

育和适应环境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人类食物、药物和能源的重要来源。在过

去的十多年里，代谢组学与其他组学的联合已广泛应用于功能基因鉴定和分析植物代谢通路。

本研究用多组学的方法揭示了番茄的代谢育种史，这对代谢组学辅助育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意义。

研究目的：

总结番茄育种的历史，用多组学的方法，揭示番茄在育种过程中谢物的变化情况。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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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非常依赖十几种重要的植物物种，这些物种通过选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为了评估育种是如何改变番茄果实代谢物组成。作者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番茄样品，汇总了这
些番茄的基因组信息、转录组信息和代谢组信息。通过综合分析，评估育种如何改变番茄果
实内的代谢物含量。首先，作者研究了与番茄个体重量相关的基因如何调节代谢物，推断该

基因与附近基因的连锁改变了番茄的代谢谱（PIM,CER,BIG 代表驯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重量的

番茄种系） 然后通过挖掘等位基因与代谢物的关系，得到五个主要位点的选择性变化，减少

了糖苷生物碱（SAG）在成熟果实中的积累，使果实更可食用。最后研究不同表型的番茄发现，
选育得到的粉红番茄和红色番茄之间 100 多种代谢物发生了显著性改变。揭示了育种过程中，
外观 / 味觉的改变如何影响番茄的代谢组成。
研究结果：

1. 多组学数据的整合

图：多组学互作关系图

作者在全球各地收集了上百个番茄的样品（610 个用于基因组学，442 个用于代谢组学，

399 个用于转录组学），获取了这些番茄的基因组信息、转录组信息和代谢组信息并将其汇
总为一个数据（Figure A）。许多基因变异可以影响表型，因此接下来测试了基因组学多样

性与基因表达之间的相关性，共鉴定出 3526 个 mGWAS 信号、2566 个顺式表达性状位点、

93587 个反式表达性状位点和 232934 个相关性代谢物（Figure B）。为了整合上述数据，研

究人员构建了多组学网络（Figure C），该数据的整合有助于识别候选基因和阐明相关的代谢
途径，为后续的分析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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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番茄大小的基因不一定会直接影响代谢物的含量

图：果实重量的影响因素

影响果实重量的三个基因 fw2.2、fw3.2 和 fw11.3 几乎都存在于 BIG 番茄里。经扫描鉴定，

这三个基因分别位于区域 SW53、SW75 和 SW255，对这三个基因位点上进行的三次扫描中，
共鉴定了 51 种代谢物的 53 个信号；含有 fw11.3 基因的 SW255 区域有 47 种代谢物的信号
（Figure A-B），覆盖区域较广，所以我们我们将重点放在 fw11.3 基因上 , 用来评价等位基
因对果实重量的影响（Figure C-E）。在携带 fw11.3 衍生等位基因的番茄系上，转基因植株

的果实重量也显著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等位基因番茄的代谢物水平的改变规律性并不
强（Figure F-M）。这说明 fw11.3 不会直接影响代谢物的含量变化。这一分析表明，虽然许

多代谢物在番茄培育过程中会伴随果实重量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不一定是由调控果实重量
基因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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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番茄育种过程中糖苷生物碱（SGA）的变化

图：SGA 相关的代谢途径

SGA 是具有苦味的物质，所以在挑选育种中，倾向于选择 SAG 减少的水果作为下一代繁殖。

通过比较 PIM，CER、BIG 这三组中 46 种 SAG 代谢物含量，发现只有一个 SGA（SlFM0959），
从 PIM 到 CER 是上升的，其他从 PIM 到 BIG 都下降，这与驯化过程中对 SGAs 的选择是一致
的（Figure A）。通过对 mGWAS 分析发现，GAME9 基因极有可能在 SGA 表达中发挥重要作
用（Figure B-C）。而 CHR3 上的候选基因与 CHR10 上的共表达基因（Figure H-K）簇则参
与 SGA 的生物合成（Figure D-G）。通过研究多种基因簇和 SAGs 表达水平的关系。得到五

个主要位点的选择性变化，可以减少 SAG 在成熟果实中的积累，同时减轻果实受病虫害的侵扰。
4. 粉红色番茄和红色番茄的代谢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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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lMYB12 影响代谢调节通路

SlMYB12 是类黄酮生物合成途径的关键调节因子，负责红色表型的调控。为了揭示与表

型相关的全系列代谢物，我们比较了 44 个粉红色表型的番茄与 191 个大红色表型番茄的代谢
物，鉴定了 122 种显著不同的代谢物 (Figure A)。在多组学互作网络图内， 共鉴定出 56 种代

谢物，9 个基因。所有 56 种代谢物都包含在通过粉红色 - 红色比较确定的 122 种代谢物中（Figure
B）。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哪些基因是由 SLMYB12 直接或间接调控 (Figure C)。

进一步发现，敲除 SLMYB12 基因的番茄表现出粉红的性状（Figure D）。在果皮组织

中，我们发现 869 个基因表达的显著改变（Figure E）。与野生型番茄果实相比，在敲除了

SLMYB12 的四个突变体的果皮中均有 152 种代谢物被改变。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与粉红色番
茄的透明果皮一致。其他一些化学物质，包括 16 种糖基生物碱、12 种多胺、5 种多酚和 11

种初级代谢物也发生了变化。表明 SLMYB12 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不仅仅是黄酮类化合物（Figure
F）。多胺等物质的表达在突变体中也有了明显的改变（Figure G）。
研究结论：

从广义上说，人们吃的是番茄果实所有代谢物的集合，代谢物的性质决定了这一重要作

物的营养和消费价值，而本文采用的多组学联合分析，揭示了影响番茄代谢物的因素。代谢组

学目前广泛应用于拟南芥和一些其他农作物，以探究这些植物体内化学成分的自然变化。然而，
驯化过程中代谢的变化很少却很少被研究；在本论文中，作者首次提供了多组学数据来研究
人类干预对作物化学成分的影响，探讨了代谢物变化的遗传变异性。为创造出符合人们要求
的农作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Zhu G , Wang S , Huang Z , et al. Rewiring of the Fruit Metabolome in Tomato

Breeding[J]. Cell, 2018, 172(1-2):249-261.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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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靶向代谢组学

2.1 靶向代谢组学常见问题

2.1.1 靶向代谢组学为什么一定需要标准品？

靶向代谢组学是针对目标代谢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一门研究，其中定量的过程中，需

要首先建立目标代谢物的标准曲线，然后才能绝对定量分析。
2.1.2 你们公司可以提供什么多少种物质的靶向测定？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 7 种短链脂肪酸，TMAO 及相关代谢物，22 种氨基酸类，51 种中长链

脂肪酸类，26 种有机酸类，35 种黄酮类，40 种胆汁酸类，23 种神经递质的靶向测定等等。
2.1.3 什么是短链脂肪酸，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短链脂肪酸（SCFA）主要由膳食纤维、抗性淀粉、低聚糖等不易消化的糖类在结肠受乳酸菌、

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酵解而产生，主要包括乙酸（Acetic acid）、丙酸（Propionic acid）、
异丁酸（Isobutyric acid）、丁酸（Butyric acid）、异戊酸（Isovaleric acid）、戊酸（Pentanoic
acid）等。

目前研究发现，SCFA 具有调节血糖、与单糖分子杂合进行药物控释等重要作用。在对肠

道功效方面，SCFA 不仅具有氧化供能的作用，而且还有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病原微生物及
抗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道功能、调节免疫、抗肿瘤和调控基因表达等重要作用。
2.1.4 什么是 TMAO，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水产品体内的小

分子化合物，亦存在于哺乳动物、植物、真菌中，可参与机体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如渗
透调压、维持细胞内稳态等。

近年来，随着肠道菌群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 TMAO 及相关代谢物水平与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死、卒中、糖尿病、慢性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因此 TMAO 越来越受到广

泛关注，相关研究多有报道。TMAO 及相关代谢物的完全定量分析可为相关疾病的诊断及预测、
病因病机研究、疗效评估等方面提供可靠的依据。
2.1.5 什么是氨基酸，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氨基酸（Amino Acid）是含有氨基和羧基的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统称，是组成蛋白质的基

本组成单位，通常由 5 种元素组成，即碳、氢、氧、氮和硫。在自然界中，已发现的氨基酸
种类非常多，但常见的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只有 20 种左右。

氨基酸几乎是所有生命体生长所需要的必须物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体内

某些氨基酸不仅仅可作为蛋白质合成的底物原料，还能够通过自身及其代谢产物所具有的生物

活性对机体内许多生命活动产生调节作用，例如调节蛋白质代谢、脂代谢、糖代谢，维持机

体内环境稳态，合成一氧化氮、多胺、谷胱甘肽、核酸激素和神经递质从而影响神经和内分泌，
调控细胞的基因表达和信号转导、免疫、抗氧化、抗应激等，最终可影响机体的生长发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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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什么是脂肪酸，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脂肪酸（Fatty Acid）是天然油脂加水分解生成的脂肪族羧酸化合物的总称，目前已发

现的天然脂肪酸有 200 多种，广泛存在于动植物油脂中。脂肪酸根据碳链的长短可分为短
链（1 ～ 6C）、中链（6 ～ 10C）、长链脂肪酸（12 ～ 26C）；根据饱和度的不同又可分

为饱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s，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MUFA）、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根据其对人类
生命活动的作用，还有必需脂肪酸与非必需脂肪酸之分。

脂肪酸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成人体脂肪和类脂的基本物质，是细胞

膜磷脂的重要成分，还可直接调节细胞膜的组成及蛋白质与膜内受体等。随着脂肪营养研究
的深入，脂肪酸的营养作用、生物功能以及与疾病健康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
2.1.7 什么是黄酮，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又称类黄酮化合物，主要指具有色酮环与苯环为基本结构

的一类化合物的总称，是植物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次级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
蔬菜、水果、牧草和药用植物中。

黄酮类化合物数量繁多、结构类型复杂多样，主要有黄酮及黄酮醇类、二氢黄酮及二氢

黄酮醇类、异黄酮及异黄酮醇类、黄烷醇类、花色素类、双黄酮类、查耳酮等，其具有多种
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对人类疾病有着重要防治价值，如抗肿瘤作用、抗心血管疾病、抗
骨质疏松、消除自由基和抗氧化抗衰老作用、抑菌及抗病毒作用、免疫调节作用、抗辐射作
用等等。广谱的药理活性和较低毒性，已使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医药、食品、
保健等的开发和利用领域。

2.1.8 什么是植物激素，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植物激素（Plant Hormone, PH）是植物体内合成的一系列痕量有机化合物，以极微量的

浓度引发生理效应，在植物生命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起调控作用。植物基因表达、生长、发育
以及植物对某些环境刺激的反应均受其体内多种植物激素的调控。

尽管植物内源激素为简单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它们却有着非常复杂、多样的生理效应，

不仅可以通过调控作物生长发育等过程而直接影响作物产量，也可以通过参与调控作物对各种

不利条件和生物胁迫的适应性而减少损失。通过分子机理的研究，深入认识激素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和衰老及其对环境适应的机制，从而为农作物增产增量、品质控制、育种创新提供重要
的理论基础，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研究热点。
2.1.9 什么是神经递质，其生理作用是什么？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是在化学突触传递中担当信使的特定化学物质，简称递质，

主要分为生物原胺类、氨基酸类、肽类和其它类。它是人类行为的化学基础，病理行为大都
由一个或数个神经递质失衡所引起，肠道拥有仅次于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数量，被称为“第
二大脑”，在脑肠轴理论及维持人体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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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靶向代谢是如何进行定性和定量的？

靶向定性是根据代谢物的母离子和子离子精确分子量，通过质谱 MRM 模式经行定性。靶

向绝对定量是根据代谢物的实际检测峰面积与标准品的峰面积经行换算得到的。
2.1.11 非靶的结果可不可以直接用靶向的数据库重新查一次？

不能，数据库肯定是包含了能量代谢里面的代谢物，没有查到可能跟样本种类，处理方式，

色谱梯度都有关系；非靶代谢和靶向代谢检测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检测原理，非靶代谢主要
是广谱性，通过不同色谱柱及离子化方式，尽可能采集多的代谢物离子峰，通过数据库比对
鉴定差异代谢物，寻找 biomarker 或者不同组别之间的差异比较；靶向代谢是根据（多反应

监测）的方法对于目标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匹配的是母离子 / 子离子碎片。所以两者
目的不尽相同，鉴定方法和得到的结果展示均不相同。

另外提取方法也不一致：非靶的提取方法会得到样本中的大部分代谢物，没有针对性；

而靶向的话是针对某一类型的物质有专门的提取方法。
2.1.12 什么是方法学？

方法学是对于靶向检测整个提取上机的方法一个保障说明，通过在前期方法开发时，对

标品的重复性、回收率、精密度等多种指标检测来衡量此方法的可靠程度，是靶向检测必不
可少的一个部分，也是现在很多文章必须要求提供的部分。
2.1.13 为什么靶向列表中的代谢物没有全部鉴定到？

靶向代谢是针对性的对某一类代谢物进行检测，不同类型的样本代谢物的种类及丰度不

尽相同，当代谢物的丰度低于检测限的时候也检测不到，所以代谢物不一定全都能检测出。
2.1.14 如果靶向检测过程中，有物质 RSD>30, 说明什么？

RSD>30% 的代谢物的定量说明可能该代谢物在检测过程中不稳定或者易受基质效应的影

响 , 该定量结果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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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靶向代谢组学分类
2.2.1 代谢流靶向检测

代谢组学反映的是静态的代谢物丰度，而单独某一种代谢物的增加，既可能是因为合成

途径的活跃，也可能是由于消耗途径的抑制。因此，对于特定代谢通路和代谢网络的研究，

代谢组学往往不足以解释所有问题。作为代谢组学的补充手段，代谢流（Metabolic Flux）分
析利用稳定同位素标记特定分子，并追踪其在生物体内的代谢过程，从而得到代谢物在代谢
通路的动态信息。
2.2.1.1 应用领域
医学

肿瘤代谢机理
免疫相关疾病
代谢疾病
干细胞发育和分化

农林
微生物

模拟生物生理过程
菌源代谢产物
植物
抗逆

经济作物品质
育种

动物

动物营养
肉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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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研究流程
文献调研，实验设计分组

C 或 15N 同位素标记培养

上机检测（GC-MS/LC-MS）
代谢物鉴定及 13C flux ratio 分析

2.2.1.3 案例分析

收样（细胞、培养基等）

13

样品前处理

代谢物绝对定量

出具结果报告及解读

同位素标记培养
质谱检测
数据分析

调节体内代谢途径从而抑制急慢性疾病的发生

Gout and pseudo-gout-related crystals promote GLUT1-mediated glycolysis that
governs NLRP3 and interleukin-1β activation on macrophages

期刊：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影响因子：16.102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目的：

破译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在 IL-1β 诱导的微晶反应中的作用。

研究方法：

采用尿酸一钠（MSU）和焦磷酸钙（CPP）晶体刺激巨噬细胞，并对其进行体外代谢组

学和实时细胞外流量分析，观察巨噬细胞的代谢表型。采用 F- 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葡萄糖摄取实验和葡萄糖转化酶 (GLUT1) 抑制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在体外和体内评价有氧糖
酵解对 IL-1β 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

我们观察到 MSU 和 CPP 晶体导致巨噬细胞代谢重组，进入到有氧糖酵解途径，其原因是

由巨噬细胞 GLUT1 质膜表达和葡萄糖摄取增加引起的。此外，痛风发作期间从人体滑膜液中

分离出的中性粒细胞耀斑表达 GLUT1 比从血液中分离的中性粒细胞更频繁。2- 脱氧葡萄糖或
GLUT1 均能抑制 NLRP3 活化和 IL-1β 的产生，从而抑制微晶炎。

图 1 GLUT1 和糖酵解调节 MSU 和 m-CPPD 晶体诱导的 NLRP3 活化以及二者对 IL-1β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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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SU 和 m-CPPD 晶体诱导糖酵解途径和三羧酸循环的代谢变化

研究结论：

在 MSU 和 CPP 晶体诱导的 IL-1β 蛋白缺失反应中，GLUT1 介导的葡萄糖摄取起重要作用。

这些发现为急性和慢性病人关节炎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参考文献

Renaudin Felix,Orliaguet Lucie,Castelli Florence et al. Gout and pseudo-gout-related

crystals promote GLUT mediated glycolysis that governs NLRP3 and interleukin-1β
activation on macrophages.[J] .Ann. Rheum. Dis., 2020
2.2.2 能量代谢定量分析

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生物体内物质代谢过程中所伴随的能量释放、转移、贮存和

利用的过程。

能量代谢主要分为 TCA 三羧酸循环、糖酵解和磷酸戊糖途径。TCA 三羧酸循环属于糖有

氧氧化的第三阶段，糖的有氧氧化是机体生理情况下糖氧化供能的主要代谢方式，是生理活

动的直接能源。糖酵解是人体组织 ( 特别是肌肉 ) 在无氧或氧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糖经过一系
列的变化 , 分解成乳酸的过。磷酸戊糖途径是体内某些组织器官中糖代谢的一个旁路。
2.2.2.1 应用领域

（1）肿瘤代谢机理
（2）免疫相关疾病
（3）代谢性疾病

（4）干细胞发育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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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案例分析

循环代谢物的定量流动组学

Quantitative Fluxomics of Circulating Metabolites

期刊：Cell Metabolism
影响因子：21.567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哺乳动物的器官由血液循环携带的营养物质滋养。这些营养素来自饮食和内部储存，在

最终用作能量之前可以经历各种相互转化。在这里，我们开发同位素示踪、质谱和数学分析

方法来确定循环营养的直接来源、它们的相互转化率，以及最终对 TCA 循环新陈代谢的组织
特异性贡献。

研究设计和方法：

采用高碳水化合物或生酮食物喂

养和禁食小鼠，通过 15 种营养示踪
剂计算循环代谢周期和组织三氯乙酸

的输入。我们发现，大多数循环碳通

量是由两个主要循环携带的：葡萄糖
- 乳酸和甘油三酯 - 甘油 - 脂肪酸。当
饮食中相关营养素含量较低时，通过
这些途径的无效循环就会很明显，食
物选择就会对内部代谢活动产生强烈
的影响。

图 1. 示踪研究可以测定 TCA 代谢物的直接来源

图 2. 循环周转率明显超过膳食流量，表明营养循环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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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的体内通量定量方法广泛适用于不同的生理和疾病状态。

参考文献

Hui Sheng,Cowan Alexis J,Zeng Xianfeng et al. Quantitative Fluxomics of Circulating

Metabolites.[J] .Cell Metab., 2020
2.2.3 短链脂肪酸定量分析

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主要由膳食纤维、抗性淀粉、低聚糖等

不易消化的糖类在结肠受乳酸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酵解而产生，主要包括乙酸（Acetic
acid）、丙酸（Propionic acid）、异丁酸（Isobutyric acid）、丁酸（Butyric acid）、异戊
酸（Isovaleric acid）、戊酸（Pentanoic acid）等。目前研究发现，SCFAs 具有调节血糖、
与单糖分子杂合进行药物控释等重要作用。此外，SCFAs 还具有氧化供能的作用，而且还有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病原微生物及抗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道功能、调节免疫、
抗肿瘤和调控基因表达等重要作用。
2.2.3.1 应用领域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药物毒理学评价

（5）疾病复发诊断

（6）临床疗效评价

（3）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2.2.3.2 采样标准

（4）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肠道内容物

100mg

50mg

动物组织
粪便
血样

发酵液

200mg

100mg

300mg

150mg

200ul

100ul

300ul

150ul

小鼠骨髓

100mg

100mg

黄瓜叶片

200mg

100mg

300ul

150ul

饲料

灌洗液

微生物上清
发酵液

100mg
300ul
300ul

50mg
150ul
150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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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案例分析

短链脂肪酸有效预防高血压性心血管损伤疾病

Short-Chain Fatty Acid Propionate Protects From Hypertensive Cardiovascular Damage

期刊：Circulation
影响因子：23.603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动脉高血压及其器官后遗症表现为 T 细胞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实验性抗炎疗法已被证明

可以改善高血压终末器官损害。有研究表明，白细胞介素 -1β，抗炎治疗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
肠道微生物在免疫动态平衡和心血管健康中起着关键作用。短链脂肪酸 (SCFA) 是由肠道细菌
从膳食纤维中产生的，影响宿主免疫稳态。在这里，我们研究了丙酸在两种不同的高血压心
血管损伤小鼠模型中的作用。
研究方法：

以野生型 NMRI 或载脂蛋白 E 基因敲除缺陷小鼠为研究对象，分别给予丙酸 (200 mmol/

L) 或对照组饮水，为诱发高血压，向野生型 NMRI 小鼠皮下注射血管紧张素 II(1.44 mg·kg·d)
诱导高血压 14 天。观察 SCFAs 对高血压心肌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为加速动脉粥样硬

化的形成，对载脂蛋白 E 基因敲除小鼠皮下注射血管紧张素Ⅱ (0.72 mg·kg·d)28 天。通过组
织学、超声心动图、活体电生理学、免疫荧光和流式细胞术评估心脏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

图 1 丙酸盐可预防血管紧张素 II(AngII) 诱导的全身炎症反应

WT 小鼠经 AngII 处理后采用丙酸钠 (C3) 进行干预，等浓度氯化钠溶液作为对照
(Sham)，发现喂食 C3 的小鼠，心脏肥大、纤维化、血管功能障碍和高血压均有减
轻丙酸盐还可降低对心律失常的易感性和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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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丙酸盐对减轻高血压引起的一系列心血管功能障碍有效

超声、病理切片和单细胞分析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丙酸盐可以降低动物心血管系统
的血压相关损伤，显著提高其存活率

图 3. 丙酸盐的作用取决于 Treg

辅助 T 细胞亚群 Th17 和 Th1 可能通过释放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IL) -17 和干扰素
-γ(IFN-γ) 促进高血压靶器官损伤。丙酸盐首先作用于免疫系统，抑制辅助 T 细胞活性，免疫
系统再作用于心血管，减轻高血压心血管损害。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说明了短链脂肪酸的免疫调节作用及其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要性。研究表明，

丙酸盐抑制辅助 T 细胞活性，对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有益的非药物预防方
法。

参考文献

Bartolomaeus Hendrik,Balogh András,Yakoub Mina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

Propionate Protects From Hypertensive Cardiovascular Damage.[J] .Circulation, 2019,
139: 1407-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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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脂肪酸定量分析

脂肪酸（Fatty Acid）是天然油脂加水分解生成的脂肪族羧酸化合物的总称，目前已发现

的天然脂肪酸有 200 多种，广泛存在于动植物油脂中。脂肪酸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是构成人体脂肪和类脂的基本物质，是细胞膜磷脂的重要成分，还可直接调节细胞膜

的组成及蛋白质与膜内受体等。随着脂肪营养研究的深入，脂肪酸的营养作用、生物功能以
及与疾病健康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
2.2.4.1 应用领域
Ⅰ . 医学研究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3）疾病复发诊断

（4）药物毒理学评价

（5）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6）临床疗效评价

Ⅱ . 生命科学研究

（1）非生物环境关系研究
（2）植物与微生物

（3）在表型鉴定中的应用

（4）代谢途径及功能基因组研究
（5）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2.2.4.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样本类型

粪便

200mg

100mg

饲料

2000mg

1000mg

动物组织
细胞

植物叶片
植物根茎
植物果实

200mg
107

1000mg

100mg

多糖样本

5*106

蛋清加蛋黄

500mg

乳液

询问 (1g----10g)

建议送样量
200ul

最低送样量
100ul

200mg----400mg

100mg

50mg

植物饲料

1000mg

500mg

油脂

20ml

10ml

100ul

50ul

微生物

150mg( 菌体 )

50mg( 菌体 )

肠道内容物

100mg

50mg

脑脊液

200ul

60ul

橄榄油

100ul

60ul

血样

餐厨垃圾

200ul

100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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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ul

50ul

发酵液

100ul

60ul

2.2.4.3 案例分析

自噬通过线粒体 - 内质网接触位点调节脂肪酸氧化磷酸化的进程

Autophagy regulates fatty acid availability for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through
mitochondria-endoplasmic reticulum contact sites

期刊：Nature Common
影响因子：12.121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自噬与肿瘤的发生有关，可促进肿瘤的新陈代谢。因此，破译自噬如何支持肿瘤细胞代

谢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证明了由于氧化脂肪酸的减少，脂肪滴 (LD) 的积累，从而导致急性
髓系白血病（AML）的氧化磷酸化（OxPHOS）降低。因此，自噬过程参与 AML 细胞中支持

OxPHOS 的脂质分解代谢。从机制上讲，我们发现线粒体 - 内质网 (ER) 接触位点 (MERCs) 的
破坏对 OXPHOS 有抑制作用。
研究方法：

数据证实，线粒体通过调节 MERCs 来控制自噬，自噬反过来微调脂质降解，为 OXPHOS

提供能量，对肿瘤的增殖生长有促进作用。

图 1. 自噬参与脂质分解有助于 OxPHOS

代谢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75

图 2 . 抑制 OxPHOS 会影响脂质代谢

参考文献

Bosc Claudie,Broin Nicolas,Fanjul Marjorie et al. Autophagy regulates fatty acid

availability for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through mitochondria-endoplasmic reticulum
contact sites.[J] .Nat Commun, 2020, 11: 4056
2.2.5 胆汁酸定量分析

胆汁酸（ Bile Acid）是一大类胆烷酸的总称，在脂肪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胆汁酸的生

理功能可概括为：影响胆汁分泌、促进肠道对脂类物质的吸收并影响肠道功能。胆汁酸作为

消化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由肝合成并随胆汁排入肠内，促进对脂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主要
包括胆酸、鹅去氧胆酸、脱氧胆酸、石胆酸、熊去氧胆酸等及其甘氨酸和牛磺酸结合型。
2.2.5.1 应用领域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疾病复发诊断

（3）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4）临床疗效评价

（5）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2.2.5.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鼠皮肤

100mg

50mg

肠道组织

100mg

50mg

肠道内容物

100mg

50mg

尿液

血样
胆汁

250ul
200ul

76

125ul
100ul

肝脏

胃内容物

100mg

100mg
200ul

50mg
50mg
100ul

2.2.5.3 案例分析

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与胆汁酸代谢的关系

Altered bile acid profle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Relationship to neuroimaging and CSF biomarkers

期刊：Alzheimers Dement
影响因子：17.127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胆汁酸 (BAS) 是人体与肠道微生物协同代谢产生的胆固醇代谢的最终产物。肠道微生物

群影响阿尔茨海默病 (AD)。
研究方法：

通过靶向代谢组学分析，测定 AD 神经影像计划 (n=1562)20 种 BA 初级和次级代谢产物

的血清水平。评估了 BAS 与 AD 的“A/T/N”( 淀粉样蛋白、tau 蛋白和神经变性 ) 生物标记物：
脑脊液 (CSF) 生物标记物、萎缩 ( 磁共振成像 ) 和脑葡萄糖代谢 ([F]FDGPET) 的相关性。

A&B BAs 和影像学关联结果

3 个胆汁酸比值 (TDCA:CA, GDCA:CA, GLCA:CDCA) 与 CSF Aβ1-42(A) 呈现负相关

3 个胆汁酸 (GCDCA, TLCA, GLCA) 分别与 CSF p-tau181 (T) 和 CSF t-tau(N) 呈现正相关
CA 与 FDG( 大脑葡萄糖代谢 , N) 呈正相关，11 个胆汁酸 / 比值与之呈负相关
CA 与 MRI ( 大脑衰退 , N) 呈正相关，13 个胆汁酸 / 比值与之呈负相关

研究结论：

AD 病程变化与胆汁酸的代谢高度相关。

参考文献

Nho Kwangsik,Kueider-Paisley Alexandra,MahmoudianDehkordi Siamak et al. Altered

bile acid profile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Relationship to
neuroimaging and CSF biomarkers.[J] .Alzheimers Dement, 2019, 15: 2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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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氧化三甲胺及相关代谢物定量分析

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水产品体内的小

分子化合物，亦存在于哺乳动物、植物、真菌中，可参与机体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如渗

透调压、维持细胞内稳态等。近年来，随着肠道菌群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 TMAO 及相

关代谢物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卒中、糖尿病、慢性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因此 TMAO 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多有报道。
2.2.5.1 应用领域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药物毒理学评价

（5）疾病复发诊断

（6）临床疗效评价

（3）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2.2.5.2 采样标准

（4）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血样

200ul

100ul

粪便
饲料

脑脊液

2.2.6.3 案例分析

300mg

200mg
40ul

150mg

100mg
20ul

氧化三甲胺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

Development of a Gut Microbe-targeted Nonlethal Therapeutic to Inhibit Thrombosis Potential

期刊：Nature medicine
影响因子：36.13

发表日期：2018 年

研究背景：

氧化三甲胺 (TMAO) 是一种肠道微生物衍生的代谢物，在动物模型中可增强血小板反应性

和体内血栓形成潜力，在人类临床研究中，TMAO 血浆水平可预测动脉粥样硬化血栓事件的发

生风险。TMAO 是由肠道微生物依赖的含有三甲胺 (TMA) 部分营养物质的新陈代谢形成的，
这些营养物质在西方饮食中含量丰富。
研究方法：

使用一种针对主要微生物 TMA 生成酶对 CutC 和 CutD(CutC/D) 的基于机制的抑制剂方

法，开发了有效的、时间依赖的和不可逆转的抑制剂，并且不影响共生活性。在动物模型中，
单剂量口服 CutC/D 抑制剂可在长达 3 天的时间内显著降低血浆 TMAO 水平，并挽救饮食诱导

的血小板反应性增强和血栓形成，而没有明显的毒性或增加出血风险。这种抑制剂选择性地
在肠道微生物中积累到毫摩尔水平，浓度比治疗效果所需的浓度高出 100 万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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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基于机制的抑制肠道微生物 TMA 和 TMAO 的产生降低了血栓形成的可能性，这是心脏病

的关键不良并发症。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推广的方法，用于选择性地非致命性地靶向与宿主
疾病有关的肠道微生物酶，限制抑制物在宿主中的系统性暴露。

DMB 减缓胆碱饮食导致的血小板反应性升高和血栓形成速率

小鼠的血小板活性指标并无改变，但 TMAO 水平和聚集反应急剧增加；

DMB 能逆转胆碱饮食小鼠 TMAO 水平和 ADP 依赖的血小板聚集，但不能逆转 TMAO 直

接注射后 TMAO 水平和血小板聚集；

DMB 能显著延长血斑形成时间，但 TMAO 直接注射后 DMB 无效。

开发和设计二代 CutC/D 抑制剂

针对细菌产生 TMA 的关键酶 CutC/D，开发两种 (IMC 和 FMC) 不影响共生菌的生存能力，

却能使 CutC/D 永久失活的强效抑制剂。
CutC/D 抑制剂作用于胆碱饮食小鼠

选择性在肠道共生菌中积累，可几乎完全抑制高胆碱饮食造成的 TMA 和 TMAO 生成，减

少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且未观察到明显的毒副作用。
抑制胆碱 TMA 裂解酶活性改变肠道菌群

IMC 和 FMC 能显著增加胆碱小鼠肠道中阿克曼菌的丰度。

研究结论：

为血栓性并发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靶点。

参考文献

Roberts Adam B,Gu Xiaodong,Buﬀa Jennifer A et al. Development of a gut microbe-

targeted nonlethal therapeutic to inhibit thrombosis potential.[J] .Nat. Med., 2018, 24:
1407-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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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氨基酸定量分析

氨基酸（ Amino acid ）是含有氨基和羧基的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统称，几乎是所有生命体

生长所需要的必须物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体内某些氨基酸不仅仅可作为蛋白质

合成的底物原料，还能够通过自身及其代谢产物所具有的生物活性对机体内许多生命活动产

生调节作用，例如调节脂代谢、糖代谢，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合成一氧化氮、核酸激素和

神经递质从而影响神经和内分泌，调控细胞的基因表达和信号转导、免疫、抗氧化、抗应激等。
2.2.7.1 应用领域

Ⅰ . 医学研究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3）疾病复发诊断

（4）药物毒理学评价

（5）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6）临床疗效评价

Ⅱ . 生命科学研究

（2）非生物环境关系研究
（3）植物与微生物

（4）在表型鉴定中的应用

（5）代谢途径及功能基因组研究
（6）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2.2.7.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粪便

100mg

50mg

粪便水提物

100ul

50ul

乳液

200ul

动物组织

100mg

50mg

血样

100ul

50ul

5*106

氨基酸提取液

1ml

0.5ml

脑组织

60mg

30mg

植物叶片

2000mg

1000mg

氨基酸水溶液

100ul

50ul

微生物

120mg( 菌体 )

60mg( 菌体 )

细胞上清

细胞

尿液
唾液

植物果实

植物根茎
土壤

107

100ul

50ul

询问 (1g----10g)

1000mg

5g( 干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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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g

1g( 干重 )

植物粉末

100ul

30mg

50ul

100ul

15mg

子实体

30mg

15mg

发酵液

100ul

50ul

100ul

50ul

2.2.7.3 案例分析

结直肠癌扩散过程中血清氨基酸谱的变化

Alterations in serum amino-acid prof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ssociations with systemic inﬂammation, tumour stage and patient survival

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影响因子：5.791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癌症恶病质是影响晚期癌症患者的一种复杂消瘦综合征，全身炎症是其发病机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恶病质刺激骨骼肌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 (AAs) 释放。检测 336 例结直肠癌患者血
清中 9 种氨基酸水平，分析其与全身炎症反应 20 项指标、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生存期的
关系。

研究方法：

检测 336 例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 9 种氨基酸水平，分析其与全身炎症反应 20 项指标、肿

瘤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生存期的关系。
研究结果：

血清谷氨酰胺和组氨酸水平低，苯

丙氨酸水平高，与全身炎症指标相关，
包括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高，血中性

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高，血清 CRP、
IL-6 和 IL-8 水平高。在单变量分析中，

血清谷氨酰胺、组氨酸、丙氨酸水平低
和甘氨酸水平高也与晚期癌症分期和癌
症特异性生存率差有关。

图 2 二维可视化血清氨基酸水平和
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相互关系

图 1 血清氨基酸水平与 mGPS 的关系

图 3 血清谷氨酰胺 a、组氨酸 b、苯丙氨酸 c 和甘氨酸 d 低、
高水平患者癌症特异性生存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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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 AA 水平与全身炎症和疾病分期有关。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了结直肠癌全

身性炎症引起的肌肉分解代谢。
参考文献

Sirniö Päivi,Väyrynen Juha P,Klintrup Kai et al. Alterations in serum amino-acid prof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cancer: associations with systemic inﬂammation, tumour
stage and patient survival.[J] .Br. J. Cancer, 2019, 120: 238-246
2.2.8 神经递质定量分析

神经递质（ Neurotransmitter ）在突触传递中是担当“信使”的特定化学物质，简称递质。

是神经细胞间信息或冲动传递时释放的具有生物活性和药理活性的化学物质。分为两种类型：
（1）外周递质，即由神经肌接头、外周神经节和支配内脏组织的植物性神经末梢释放的

递质；

（2）中枢递质，即由中枢神经系统所释放的递质。随着神经生物学的发展，陆续在神经

系统中发现了大量神经活性物质。
2.2.8.1 应用领域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药物毒理学评价

（5）疾病复发诊断

（6）临床疗效评价

（3）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2.2.5.2 采样标准

（4）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脑脊液

200ul

100ul

血样

200ul

100ul

大脑核团

100mg

50mg

脑皮层

100mg

50mg

海马体
脑组织

双侧纹状体

神经、卵巢、消化道
昆虫
幼鱼
粪便

82

100mg
100mg
100mg
100mg
100mg
100mg
200mg

50mg
50mg
50mg
50mg
50mg
50mg

100mg

2.2.8.3 案例分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菌群与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相关

The gut microbiome from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odulates the glutamate-glutamineGABA cycle and schizophrenia-relevant behaviors in mice

期刊：Science Advances
影响因子：13.116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精神分裂症 (SCZ)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其潜在的分子机制尚未明确。肠道菌群通过菌 -

肠 - 脑轴调节大脑功能和行为。未用药和用药的 SCZ 患者的微生物群 α 多样性指数降低，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肠道微生物组成明显紊乱。
研究设计：

几个独特的细菌分类群 ( 例如，韦荣球菌科和毛螺菌科 ) 与 SCZ 的严重程度有关。与健康

对照组相比，接受 SCZ 微生物群粪便移植的无菌小鼠海马区谷氨酸较低，谷氨酰胺和 GABA
较高，表现出与其他涉及谷氨酸功能减退的 SCZ 小鼠模型相似的 SCZ 相关行为。
16SrRNA 检测

与健康对照（HC）相比，精神分裂症（SCZ）
患者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降低 SCZ 菌群组成发
生显著变化，韦荣球菌科等 23 个 OTU 上调，毛
螺菌科等 54 个 OTU 下调。
鉴定出与 SCZ 严重程度相关的 7 个 OTU，
可较准确的区分 SCZ 与 HC，AUC=0.769。

行为学检测

移植 SCZ 菌群的小鼠与移植 HC 菌群的小鼠
相间进行了旷场实验，强迫游泳实验，Y 型迷宫
测试等行为学实验，发现小鼠间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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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神经递质检测

与 HC 相比，移植 SCZ 菌群的小鼠表现出 SCZ
相关行为，海马区中谷氨酸水平较低，谷氨酰胺和
GABA 水平较高，脑肠轴氨基酸和脂代谢通路改变。

研究结论：

鉴定出与 SCZ 严重程度相关的 7 个 OTU，可较准确的区分 SCZ 与 HC，AUC=0.769。

参考文献

heng Peng,Zeng Benhua,Liu Meiling et al. The gut microbiome from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odulates the glutamate-glutamine-GABA cycle and schizophreniarelevant behaviors in mice.[J] .Sci Adv, 2019, 5: eaau8317
2.2.9 有机酸定量分析

有机酸（Organic acid）是一类含羧基的化合物（不包括氨基酸），是氨基酸、脂肪、糖

中间代谢过程中的羧基酸，广泛分布在生物界中，多数与钾、钠、钙等金属离子或生物碱结
合成盐的形式存在，也有结合成酯存在的。有机酸按其结构的特点可分为芳香族、脂肪族和
萜类有机酸三大类。
2.2.9.1 应用领域
Ⅰ . 医学研究

Ⅱ . 生命科学研究

（1）疾病标志物筛查

（1）非生物环境关系研究

（2）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2）植物与微生物

（3）疾病复发诊断

（3）在表型鉴定中的应用

（4）药物毒理学评价

（4）代谢途径及功能基因组研究

（5）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5）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6）临床疗效评价
2.2.9.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尿液

250ul

125ul

血样

动物组织

300ul

200mg

150ul

100mg

粪便

300mg

150mg

细胞

10

5*106

植物

84

2g

7

1g

2.2.9.3 案例分析

酵母菌、乳酸菌和醋酸菌在可可豆发酵过程中的功能作用

Functional role of yeasts,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acetic acid bacteria
in cocoa fermentation processes

期刊：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
影响因子：13.92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20 年

可可豆可以由酵母、乳酸菌 (LAB) 和乙酸菌 (AAB) 进行发酵。酵母菌将可可豆中的葡萄糖

发酵成乙醇，进行果胶分解并产生风味化合物，如 ( 高级 ) 醇、醛、有机酸和酯。
研究设计：

实验室将可可豆中的葡萄糖、果糖和柠檬酸发酵成乳酸、乙酸、甘露醇和丙酮酸，生成

微生物稳定的发酵环境，提供乳酸作为 AAB 不可缺少的生长碳源，并通过生产糖醇、有机酸、(
高级 ) 醇和醛来增加可可和巧克力的味道。AAB 将乙醇氧化成乙酸，乙酸渗透到豆子叶中以阻

止种子萌发。亚细胞种子结构的破坏反过来引发可可豆内部的酶和非酶转化，这些转化提供
了颜色和味道的前体分子 ( 亲水肽、疏水氨基酸和还原糖 )，可用于制作巧克力。

图 1. 从可可豆到巧克力

图 2. 可可豆的发酵过程，
包括厌氧阶段和好氧阶段，以及生物转化反应

研究结论：

AAB 将乙醇氧化成乙酸，乙酸渗透到豆子叶中以阻止种子萌发。亚细胞种子结构的破坏

反过来引发可可豆内部的酶和非酶转化，这些转化提供了颜色和味道的前体分子 ( 亲水肽、疏
水氨基酸和还原糖 )，可用于制作巧克力。

参考文献

De Vuyst Luc,Leroy Frédéric,Functional role of yeasts,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acetic

acid bacteria in cocoafermentation processes.[J] .FEMS Microbiol. Rev., 2020, 44: 43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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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黄酮类物质定量分析

黄酮类（Flavonoids）化合物主要指具有色酮环与苯环为基本结构的一类化合物的总称，

是植物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次级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蔬菜、水果、牧草和药

用植物中。其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对人类疾病有着重要防治价值，如抗肿瘤作

用、抗心血管疾病、抗骨质疏松、消除自由基和抗氧化抗衰老作用、抑菌及抗病毒作用、免
疫调节作用、抗辐射作用等等。广谱的药理活性和较低毒性，已使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在医药、食品、保健等开发和利用领域。
2.2.10.1 应用领域

（1）非生物环境关系研究
（2）植物与微生物

（3）在表型鉴定中的应用 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4）代谢途径及功能基因组研究
2.2.10.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血清

400ul

200ul

植物

植物叶片粉末

10g
2g

5g
1g

2.2.10.3 案例分析

[ 项目文章 ] 利用全长转录组测序鉴定橄榄果实和叶片中可能的多酚生物合成基因
Identifcation of putative genes for polyphenol biosynthesis in olive fruits and
leaves using full-length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期刊： Food Chemistry
影响因子：6.306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橄榄 (Olea Europaea ) 富含有价值的生物活性多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靶向代谢组、ISO-seq 和 Illumina RNA-seq，研究了橄榄果实和

叶片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与基因表达的关系。测定了 12 种主要的多酚类化合物，分别鉴定

了 17 个基因家族的 122 个转录本、9 个基因家族的 101 个转录本和 6 个基因家族的 106 个转

录本。此外，还分析了与多酚合成相关的 18 个基因的 232 个选择性剪接事件。这是首次利用
第三代全长转录组技术研究橄榄果实和叶片的基因表达模式。转录组结合靶向代谢组的结果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橄榄多酚的生物合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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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酚类物质含量分析

测定了橄榄果实发育的 5 个不同阶段和
3 个不同橄榄叶年龄的多酚类物质，所
有果实和叶片样品中 12 种单体多酚类
化合物的总和存在较大差异

图 2. 与油橄榄类黄酮合成相关的转录本分析
87 个转录本在不同发育时期中的表达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涉及 HCT、C3H、
CSE、COMT 等基因

图 3. 与油橄榄橄榄苦苷合成相关的转录本分析
随着果实成熟，GES、G8H、等多个
转录本表达量下降，与橄榄苦苷的浓
度变化相对应

图 4. 与油橄榄羟基酪醇合成相关的转录本分析
检测到 90 个与羟基酪醇生物合成相关的
转录本，51 个在果实中显著性表达差异，
35 个在叶片中显著性表达差异

研究结论：

这是运用二代加三代转录组测序技术首次应用于橄榄多酚合成及其相关基因表达模式的

研究，为橄榄基因发现、分子育种和代谢工程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参考文献

Guodong Rao,Jianguo Zhang,Xiaoxia Liu et al. Identifcation of putative genes

for polyphenol biosynthesis in olive fruits and leaves using full-length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J] .Food Chem, 2019, 300: 12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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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糖类定量分析

糖类（Carbohydrate）其化学本质是多羟基醛或多羟基酮及其衍生物，可分为单糖、二

糖和多糖等。糖在人体中的主要作用：

（1）作为能源物质，一般情况下，人体所需要的能量 70% 来自糖的氧化。

（2） 作为结构成分，糖蛋白和糖脂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蛋白聚糖是结缔组织如软骨、

骨的结构成分。

（3） 参与构成生物活性物质，核酸中含有糖，有运输作用的血浆蛋白，有免疫作用的抗

体。有识别，转运作用的膜蛋白等绝大多数都是糖蛋白，许多酶和激素也是糖蛋白。
（4） 作为合成其他生物分子的碳源，糖可用来合成脂类物质和氨基酸等物质。

2.2.11.1 应用领域

（1）糖代谢调控途径

（2）免疫调节

（5）植物生长发育调节

（6）药物抑制剂

（3）糖类生物活性

（4）植物果实品质

（7）非生物胁迫
2.2.11.2 采样标准

（8）食品工业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组织鲜样

2g

1g

动物组织

植物植株干样
细胞
其他

1g

2g

10

7

3g

2.2.11.3 案例分析

200mg
1g

5*106
2g

毛竹在干旱胁迫下的代谢特征

Metabolic profles of moso bamboo in response to drought stress in a feld investigation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影响因子：6.551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严重的干旱影响越来越多的毛竹生长。了解毛竹抗旱机制，有利于毛竹的遗传改良和森

林可持续性的维持。
研究方法：

采用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 (LC-MS) 技术，基于非靶标代谢组谱，研究了干旱胁迫下毛竹在

整个生长周期内的代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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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干旱胁迫诱导的代谢谱在三个生长阶段较为一致。大多数响应代谢产物在干旱胁迫下表

现出较强的积累，包括花色苷、糖苷、有机酸、氨基酸、糖和糖醇。参与响应干旱胁迫的潜
在代谢途径主要包括氨基酸代谢途径和糖类代谢途径。在 3 个生长阶段中发现了 5 条共同的响

应代谢途径，包括亚油酸代谢、泛醌等萜类醌生物合成、酪氨酸代谢、淀粉和蔗糖代谢以及
异喹啉生物碱合成。

图 1. 在干旱胁迫下代谢产物的变化

图 2. D3 与 CK3、D6 与 CK6、D9 与 CK9 的气泡图
显示了代谢物在受影响途径中的富集情况

研究结论：

从代谢谱的角度对毛竹在干旱胁迫下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参考文献

Tong Ran,Zhou Benzhi,Cao Yonghui et al. Metabolic profles of moso bamboo in

response to drought stress in a feld investigation.[J] .Sci. Total Environ., 2020, 720: 137722

代谢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89

2.2.12 植物激素类定量分析

植物激素，也叫植物天然激素或植物内源激素。是指植物体内产生的一些微量而能调节（促

进、抑制）自身生理过程的有机化合物。
2.2.12.1 应用领域

（1）果蔬贮藏

（2）生物胁迫（病虫害）

（5）非生物胁迫

（6）植物生长发育调节

（3）基因表达调控

（4）农艺性状

（7）种子休眠与萌发
2.2.12.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植物组织

建议送样量
2g

最低送样量
1g

2.2.12.3 案例分析

异戊烯腺嘌呤和反式玉米素的 N- 葡萄糖苷的不同代谢决定了拟南芥细胞分裂素的代谢谱
Distinct metabolism of N-glucosides of isopentenyladenine and trans-zeatin
determines cytokinin metabolic spectrum in Arabidopsis

期刊：New Phytologist
影响因子：8.512
发表日期：2020

研究背景：

细胞分裂素 (CK) 代谢物的多样性表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是 CK 作用的主要调节机制。

然而，人们对它们在植物中的应用方向性和动力学研究知之甚少。
研究设计：

在两周的时间里测定了拟南芥植株中 CK 代谢物的水平，然后通过数学建模对数据进行定

性评估。除了使用 N-(Δ- 异戊烯基 ) 腺嘌呤 (iP) 时反式玉米素 (Tz) 代谢物水平升高外，我们没

有观察到反式玉米素（tZ）、二氢玉米素 (DHZ) 和顺式玉米素 (Cz) 之间的转换。特别是，tZ
和 cZ 之间没有异构化的迹象。此外，施用 tZ 后没有观察到 DHZ 型 CKs 的增加，这表明玉米

素还原酶的基线活性较低。在 N- 糖苷中，iP 的糖苷不再转化为 iP，而 tZ 的 N- 糖苷被裂解为
tZ 碱基，从而影响整个代谢谱。
研究结果：

首次对短期 CK 代谢动力学进行了大规模研究，结果表明 tZ、N7- 和 N9- 葡萄糖苷可在体

内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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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拟南芥细胞分裂素 (CK) 转化示意图

图 2. 经 iP、tZ、DHZ 和 Cz 处理后，细胞分裂
素 (CK) 组内的相互转化多于交叉转化

图 3. 在 14d 老拟南芥幼苗中，iP 和 tZ 的 n - 糖
苷转化为细胞分裂素碱基的速率不同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 N- 糖基不可逆地使 CKs 失活。

参考文献

Ho ek Petr,Hoyerová Klára,Kiran Nagavalli S et al. Distinct metabolism of N-glucosides

of isopentenyladenine and trans-zeatin determines cytokinin metabolic spectrum in
Arabidopsis.[J] .New Phytol., 2020, 225: 2423-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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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类胡萝卜素定量分析

类胡萝卜素（Carotenoid）是广泛存在于微生物、植物、动物及人体内的一类黄色、橙

色或红色的脂溶性色素，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增强免疫和保护视觉等多种生物学作用。主
要存在于水果和新鲜蔬菜中，在植物和微生物中可合成，动物不能合成。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摄食深绿色蔬菜水果降低癌症发生率与其所含类胡萝卜素密切相关。

可能机制为抗氧化、抑制致癌物形成、调节药物代谢酶、增强免疫功能、调控细胞信号传导、

抑制癌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分化及凋亡、诱导细胞间隙通讯。
2.2.13.1 应用领域

（1）植物果实品质

（2）生物合成调控机制
（3）植物呈色机理

（4）生物活性功能（抗氧化、抗炎、抗肿瘤）
2.2.13.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组织鲜样

2g

1g

动物组织

植物植株干样
其他

1g
2g
3g

200mg
1g
2g

2.2.13.3 案例分析

金银花中的红黄素合成酶；膜双铁酶催化 β- 胡萝卜素向红黄素的多步转化

Rhodoxanthin synthase from honeysuckle; a membrane diiron enzyme catalyzes
the multistep conversation of β-carotene to rhodoxanthin

期刊：Science Advances
影响因子：13.116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红黄素是一种红色类胡萝卜素，在植物界以及某些鸟类和鱼类中都有发现。它属于非典

型类胡萝卜素，含有一个额外的双键和一个协调位移的共轭双键，其生物合成来源长期以来
一直鲜有报道。

研究设计及结果：

我们鉴定了羟化酶红黄素合成酶 (LHRS)，它是一种变异型 β- 胡萝卜素羟化酶类型的整膜

双铁酶，介导 β- 胡萝卜素转化为红黄素。我们通过 LHRS 鉴定了对红黄素形成至关重要的残基。
仅取代三个残基，就可以将典型的 β- 胡萝卜素羟化酶（BCH）转化为多功能酶，该酶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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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不同的氧化步骤介导从 β- 胡萝卜素到红黄素的多步骤途径，每一步的产物都成为下一个
催化循环的底物。

图 1. 类胡萝卜素的反向结构、类胡萝卜素的结构及其建立的关系说明了忍冬
BCH 的作用以及 BCH、酶与其他植物的序列比对

图 2. 表达细菌番茄红素生物合成基因的羊肚草、忍冬和忍冬提取物
中类胡萝卜素的 HPLC 分离和 PDA 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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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类胡萝卜素中间体和红黄素的形成

图 4. LHRS 和 BCHs 催化对胡萝卜素
向红黄质转化途径的作用

研究结论：

我们发现了一条从 β- 胡萝卜素到红黄素的生物合成途径。

参考文献

Royer John,Shanklin John,Balch-Kenney Nathalie et al. Rhodoxanthin synthase

from honeysuckle; a membrane diiron enzyme catalyzes the multistep conversation of
β-carotene to rhodoxanthin.[J] .Sci Adv, 2020, 6: eaay9226
2.2.14 单宁类定量分析

单宁（tannin），又叫单宁酸，丹宁酸，鞣酸，有涩味，能产生褐变，是天然多酚类化合物，

其结构单体主要是邻苯二酚、邻苯三酚及间苯三酚。单宁是葡萄酒中涩味的来源，单宁通常
来自葡萄皮，葡萄籽，葡萄梗和橡木桶。
2.2.14.1 应用领域

（1）果蔬贮藏

（2）食品工业

（5）植物抗病

（6）生物活性功能（抗菌、抗氧化）

（3）葡萄酒感官品质

（4）植物果实品质

（7）植食性动物营养
2.2.14.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植株干样

2g

1g

植物组织鲜样
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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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5ml

1g

1ml

2.2.14.3 案例分析

大麦多酚的 Q-TOF LC/MS 鉴定和 UHPLC-Online ABTS 抗氧化活性研究
Q-TOF LC/MS identifcation and UHPLC-Online ABTS antioxidant
activity guided mapping of barley polyphenols

期刊：Food Chemistry
影响因子：6.306

发表日期：2018 年

研究内容：

研究了 7 个澳大利亚大麦品种的多酚组成和抗氧化活性。UHPLC 和在线 ABTS 系统被用

来鉴定单个多酚，同时测量它们的抗氧化活性。利用 Q-TOF LC/MS 系统鉴定了具有良好抗氧
化活性的酚类化合物。
研究结果：

Hindmarsh 品种表现出最高的总酚含量和抗氧化活性。不同品种间总酚含量差异不显著，

但在原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活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Prodelphinidin B3 是供试大麦品
种中含量最丰富、抗氧化活性最高的多酚类物质。其他具有抗氧化活性的多酚包括原花青素、

儿茶素糖苷和黄烷 -3- 醇。澳大利亚种植的大麦品种的多酚特性表明，它们具有显著的抗氧化
活性，从而提高了全麦作为一种潜在的功能性食品配料的价值。

图 1 澳大利亚大麦品种的多酚含量与抗氧化活性

图 2 在 280nm 处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澳大利亚大麦多酚 (mg 100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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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澳大利亚种植的大麦品种的多酚特性表明，它们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从而提高了全

麦作为一种潜在的功能性食品配料的价值。
参考文献

Rao Shiwangni,Santhakumar Abishek B,Chinkwo Kenneth A et al. Q-TOF LC/MS

identifcation and UHPLC-Online ABTSantioxidant activity guided mapping of barley
polyphenols.[J] .Food Chem, 2018, 266: 323-328
2.2.15 酚酸类定量分析
2.2.15.1 应用领域

（1）植物化感作用与抑草效应

（2）生物活性功能（抗炎、抗菌、抗氧化）
（3）植物成分研究（中草药）
2.2.15.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植株干样

2g

1g

植物组织鲜样
土壤

根系分泌物
其他

2.2.15.3 案例分析

2g

10g

5ml
3g

1g
5g

1ml
2g

水杨酸有助于植物生长和免疫

Salicylic Acid Steers the Growth-Immunity Tradeoﬀ

期刊：Trends in Plant Science
影响因子：14.416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内容：

植物的免疫系统可以抵抗大多数微生物的攻击。水杨酸 (SA) 对生物营养性病原体的免疫

反应具有激活作用。SA 的积累会引发过多的免疫反应 ( 如大量的转录重编程、细胞壁加强、
次生代谢物和抗菌蛋白的产生 )。所以植物生长和发育的主动抑制是对强烈的免疫反应的一个

制衡。这种权衡也会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积极生长和发育过程会抑制 SA 的产生和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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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关于 SA 在生长 - 免疫权衡中的作用的研究，将有助于培育具有最佳生长和有效免疫力作

物的抗性育种。

图 1. 水杨酸 (SA) 短暂抑制生长

图 2. 生长免疫权衡过程中的 SA 生物活性水平

图 3. 未通过生长免疫权衡模式

研究结论：

强调了植物激素水杨酸 (SA) 刺激植物对一系列植物病原体的免疫反应。SA 诱导的免疫反

应积极地抑制生长和发育，反之，生长和发育过程也会抑制免疫。免疫信号和生长相关过程
直接影响 SA 的生物合成和代谢。
参考文献

Van Butselaar Tijmen,Van den Ackerveken Guido,Salicylic Acid Steers the Growth-

Immunity Tradeoﬀ.[J] .Trends Plant Sci, 2020, 25: 56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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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 花青素类定量分析

花青素 (Anthocyan)，又称花色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

水果、蔬菜、花卉中的主要呈色物质大部分与之有关。

花青素相对定量，能同时对植物机体内上百种花青素进行定量分析检测，如芦丁、矢车

菊素、香豆素等。

花青素绝对定量，可对槲皮素、芦丁、锦葵色素等进行绝对定性定量分析，分析结果真

实可靠。

2.2.16.1 应用领域

（1）遗传育种

（2）鉴定与分析

（5）果实呈色机理

（6）食品工业

（3）生物活性功能（抗氧化、抗炎、抗肿瘤）
（7）生物合成调控机制
2.2.16.2 采样标准

（4）植物花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植株干样

2g

1g

植物组织鲜样
液体
其他

2g

5ml
3g

1g

1ml
2g

2.2.16.3 案例分析

花青素和 RDR6/SGS3/DCL4 siRNA 途径之间的协同作用揭示了拟南芥碳代谢的潜在特点
Synergy between the anthocyanin and RDR6/SGS3/DCL4 siRNA pathways
expose hidden features of Arabidopsis carbon metabolism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影响因子：12.121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花青素含量的多少可以推测拟南芥植物的代谢状态。对色素积累至关重要的是透明

TESTA19(TT19)，这是一种谷胱甘肽 S- 转移酶，被认为可以结合和稳定花色苷，参与其液泡
隔离，这一功能在开花植物中是保守的。
研究目的：

在没有 TT19 的情况下导致花青素积累基因抑制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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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RDR6、SGS3 或 DCL4 的突变通过推动碳向类黄酮生物合成的方向发展，抑制了 tt19 的

花青素缺陷。

图 1. 在 AIC 中生长的 Col-0 和拟南芥突变苗的黄酮类成分。用 LC-MS/MS 对照
一套真实的已知浓度标准来评价化合物。蓝色、山柰酚 ; 橙色 , 槲皮素 ; 紫色 , 花青色素 ;
绿色 ,dihydroquercetin (DHO); 其他的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柚皮苷，二氢山奈酚，
天竺葵素，表儿茶素和牡丹素

图 2. tt19-8 表型抑制基因 S1-S8 的分子
特征及相应的花青素积累

图 3. 过 表 达 的 PAP1 不 足 以 抑 制
tt19-8 的花青素缺乏

研究结论：

RDR6、SGS3 或 DCL4 的突变通过推动碳向类黄酮的生物合成来抑制 tt19 的花青素缺

陷。这种效应并不是 tt19 独有的，而是延伸到其他一个花青素途径基因突变体。RDR6-SGS3DCL4 siRNA 系统各组分的突变与类黄酮途径之间的协同作用揭示了遗传 / 表观遗传调节代谢
通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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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Jiang Nan,Gutierrez-Diaz Aimer,Mukundi Eric et al. Synergy between the anthocyanin

and RDR6/SGS3/DCL4 siRNA pathways expose hidden features of Arabidopsis carbon
metabolism.[J] .Nat Commun, 2020, 11: 2456
2.2.17 维生素定量分析

维生素（Vitamin）是人和动物为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类微量有

机物质，在人体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生素神经体既不参与构成人
体细胞，也不为人体提供能量。

维生素（Vitamin）根据其化学结构和水溶性的不同，维生素被分为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

性维生素两大类。
2.2.17.1 应用领域

（1）疾病防治机制

（3）生物活性功能（抗氧化、抗肿瘤）

（5）农学、医学生理学、营养学等多领域
2.2.17.2 采样标准

（2）植物维生素生物合成途径
（4）植物维生素代谢及调控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植物组织鲜样

2g

1g

动物组织

植物植株干样
其他

1g
2g
3g

200mg
1g
2g

2.2.17.3 案例分析

美国年轻人叶酸、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的摄入量与糖尿病发病率的关系
Intakes of Folate, Vitamin B6, and Vitamin B12 in Relation to Diabetes Incidence
Among American Young Adults: A 30-Year Follow-up Study

期刊：Diabetes Care
影响因子：16.019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研究叶酸、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的摄入量与糖尿病发病率的关系。

研究设计和方法：

在青年冠状动脉风险发展 (CARDIA) 研究中，共有 4704 名年龄在 18-30 岁且无糖尿病的

美国成年人在 1985-1986 年期间入选，并监测至 2015-2016 年。叶酸、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100

B12 的累积平均摄入量进行分析。通过血糖水平、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血红蛋白 A 浓度 / 或
抗糖尿病药物来确定是否发生糖尿病。
研究结果：

随访 30 年，共发生糖尿病 655 例。排除潜在因素后，叶酸的摄入量与糖尿病发病率呈负

相关。较高的叶酸摄入量还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和胰岛素下降有关。

图 1. B 族维生素摄入量五分位的多变
量调整糖尿病发病 HRs 研究

图 2. 按预先确定的因素分层的叶酸摄入量水平与糖尿病发
病率之间的多变量调整 HRs (95% ci): CARDIA 研究

研究结论：

美国青年时期叶酸摄入量与中年时期糖尿病发病率呈负相关。其相关性可能部分归因于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胰岛素敏感性和全身炎症相关的机制。
参考文献

Zhu Jie,Chen Cheng,Lu Liping et al. Intakes of Folate, Vitamin B6, and Vitamin B12 in

Relation to Diabetes Incidence Among American Young Adults: A 30-Year Follow-up Study.
[J] .Diabetes Care, 2020

2.2.18 花生四烯酸类定量分析

花生四烯酸是二十碳不饱和脂肪酸，在炎症刺激和炎症介质的作用下，经环加氧酶和脂

质加氧酶途径代谢，生成各种代谢产物，主要有前列腺素（PG）和白细胞三烯（LT）。炎症

刺激花生四烯酸代谢并释放其代谢产物，导致发热、疼痛、血管扩张、通透性升高及白细胞
渗出等炎症反应。
2.2.18.1 应用领域

（1）疾病机制探究
（2）疾病标志物

（3）药物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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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2 采样标准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细胞

10

5*106

1g

动物组织

7

细胞培养液

2ml

其他

3g

1ml

血浆 / 血清

2.2.18.3 案例分析

200mg
1ml

200ul
2g

花生四烯酸在小梁切除术后泪液中的变化

Change of tear lipid mediators in a post-trabeculectomy cohort

期刊：Ocular Surface
影响因子：12.336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目的：

小梁切除术应用丝裂霉素 C 和术后滴眼液 ( 包括皮质类固醇和氨基糖苷类药物 ) 以及减少

眼睑卫生措施等多种方式治疗预防眼表疾病 (OSD)。在此之前，我们展示了泪脂介质 ( 也称为
氧脂素 ) 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D) 的相关性。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评估小
梁切除术后患者脂质变化。
研究目的：

小梁切除术应用丝裂霉素 C 和术后滴眼液 ( 包括皮质类固醇和氨基糖苷类药物 ) 以及减少

眼睑卫生措施等多种方式治疗预防眼表疾病 (OSD)。在此之前，我们展示了泪脂介质 ( 也称为
氧脂素 ) 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D) 的相关性。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评估小
梁切除术后患者脂质变化。
研究方法：

对 接 受 小 梁 切 除 术 的 患 者 进 行 前 瞻 性 评 估， 分 别 于 术 前、 术 后 0.5、1.0、3.0 年 用

Schirmer's 条收集泪液。用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分析脂质介质。
研究结果：

40 种脂质介质的标准浓度在 0.1~8.0 ng/mL 之间，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花生四烯

酸（AA）和二十碳五烯酸（EPA）的含量高达几百 ng/mL。除 DHA、EPA 和血栓素（TXB）外，
其余脂质介质的浓度在手术后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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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 LC-MS/MS 提取的
泪液样品和标准样品的色谱图

图 3. 无监督层次聚类热图

图 2. 术后脂质介质随时间变化
趋势的热图

图 4. 小梁切除术对脂质介质水平
从基线到最后记录值的影响

研究结论：

在这项为期 3 年的研究中，小梁切除术降低了促炎脂质介质的泪液水平。

参考文献

Ambaw Y A , Wong T , Chong R , et al. Change of tear lipid mediators in a post-

trabeculectomy cohort[J]. The ocular surface, 202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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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靶向代谢组分析报告解读
2.3.1 定性定量方法及依据
（1）色谱定性

基于目标化合物在分析柱上的保留时间确定。在洗脱条件（气体 / 液体）确定的情况下，

不同的化合物在分析柱上的保留能力不同，洗脱时间也由很多差异，色谱主要是先通过分析

柱分离不同的化合物，再利用紫外检测器、蒸发光检测器、示差检测器、电化学检测器、电
导检测器等手段进行检测，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出峰时间确定目标化合物，但也不能完全排
除杂质的干扰。

糖类物质定性结果图（上：标准品色谱图；下：样品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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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谱定性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高分辨率质谱测定的化合物精确分子质量，如分子质量误

差 <10ppm（70000 分辨率），从而排除杂质干扰；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鉴定二级质谱碎片。

在靶向定量实验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定量数据点，以第一种方式为主；在非靶研究中为了获得
更多的二级质谱搜索比对现有的数据库，则以第二种方式为主。

植物激素的 TIC 色谱定性图
（上：标准品总离子流图；标准品各组分提取离子流图）

（3）定量方法及依据

定量主要是利用不同浓度的标准品，以标准品的浓度为横坐标，以标准品的峰面积为纵

坐标作图，已获得靶向化合物与其峰面积的数学关系（线性、二次方程、对数等），进而根
据未知样品中相应化合物的峰面积计算其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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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总离子流色谱图
总离子流色谱图

靶向分析给定的 TIC 图有三种。分别是空白样品 TIC，混合标准品的 TIC，以及样本的 TIC 图。

用于评价方法学是否良好，通过比对混标 TIC 图，了解物质的出峰位置及出峰强度。

脂肪酸 TIC 图（上：空白；中：混标 TIC 图；下：样本）

2.3.3 质量控制

每批样本间隔数针随行 QC 检测，以标准品与内标的峰面积比值计算所有 QC 的 RSD，评

价方法的稳定性。若结果显示各物质的稳定性均小于 15%，表明此方法稳定可靠，可适用于
样品的检测。

脂肪酸 QC 样本重叠色谱图

2.3.4 方法学考察

标准曲线和定量限：对标准液的浓度系列分别进行 GC-MS/LC-MS 检测，以标准品的浓度

为横坐标，标准品与内标的峰面积比值为纵坐标考察线性。得到的各物质的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0.99。

精密度：将混标样品连续进样六次，计算日内精密度，以 RSD 表示。每天处理一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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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测定，计算日间精密度，以 RSD 表示。

重复性：重复处理三份样本，得到浓度计算重复性，以 RSD 表示。

回收率：以低中高浓度质控样本，平行处理三份，在同一天测定回收率。
因此回收率 =（实际值 - 空白）/ 理论值 *100%。
2.3.5 其他

总体分析、多元统计分析、代谢物统计分析及高级分析等内容参照本书 1.4 章节部分。

2.3.6 代谢通路图

基于 KEGG 数据库，将神经递质、有机酸等靶向物质可能存在的代谢上下游关系绘制在

一张图上。

图：27 种有机酸代谢通路图

图：23 种神经递质代谢通路图

代谢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107

2.4 靶向代谢组学文献解读

（1）丙酸通过免疫调节机制影响多发性硬化症的病程

Propionic Acid Shapes the Multiple Sclerosis Disease Course
by an Immunomodulatory Mechanism

期刊：Cell

影响因子：38.9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多发性硬化症（MS）是工业化国家最常见的非创伤性神经疾病，它的特点是对白质的慢

性自身免疫攻击，通常导致中枢神经系统（CNS）内神经轴突周围髓鞘的破坏。当未经治疗时，
MS 可能导致严重残疾（例如瘫痪、认知缺陷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是早期发生的神经变
性的结果。

在吸烟和维生素 D 减少等其他环境因素中，流行病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过量脂肪摄

入和肥胖参与了 MS 的病因。 尽管如此，膳食脂肪族脂肪酸对细胞免疫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

病理的直接影响直到最近才得到评估。除其他外，MS 和炎症性肠病的动物模型提供了证据，
表明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丙酸（PA），导致肠道相关 Treg 细胞群的显著增加，随后全
身免疫反应的减少，以及伴随的疾病改善。
研究方法：

短链脂肪酸是由肠道细菌从难以消化

的膳食纤维中加工而成，具有免疫调节特

性。在这里，作者研究了丙酸（PA）在多
发性硬化症（MS）的关系。与对照组相比，

MS 患者的血清和粪便中 PA 含量明显降低，
特别是在第一次复发后。在一项概念证明研

究中，作者将 PA 补充到治疗后的 MS 患者
中，并作为 MS 免疫治疗的补充。在 PA 摄

入 2 周后，作者观察到功能调节性 T（Treg）
细胞显著持续增加，而 Th1 和 Th17 细胞

显著减少。术后分析显示，PA 摄入 3 年后，
年复发率降低，残疾稳定，脑萎缩减少。

功能微生物群分析显示，PA 摄入后，Treg
细胞诱导基因在肠道中的表达增加。此外，

PA 规范了 MS 的 Treg 细胞线粒体功能和形
态。我们的发现表明 PA 可以作为 MS 药物
的有效免疫调节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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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用 LC-MS/MS（图 1A 中的代谢物队列）测定了生物样品中丁酸（BA）、乙酸（AA）

和 PA 的浓度。 与健康患者（HC）相比，MS 患者的粪便和血清中 PA 显著降低（图 1B 和
1C）。 在所有被调查的 MS 疾病类型（复发缓解 MS[RRMS]、继发性进展 MS[SPMS] 和原发
性进展 MS[PPMS]）中发现 PA 量减少，亚型之间没有差异。与对照组相比，MS 患者的 BA
和 AA 量无显著性差异。

图 1. LC-MS/MS 测定短链脂肪酸结果

图 2. 血清和粪便样本中 SCFA 浓度在
所有 MS 亚型中显示 PA 的持续降低

研究结论：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短链脂肪酸丙酸的补充通过增加 Treg 细胞诱导和增强 Treg 细胞功能

来逆转 Treg 细胞 /Th17 细胞失衡，并与疾病病程改善有关。

参考文献

Duscha A , Gisevius B , Hirschberg S , et al. Propionic Acid Shapes the Multiple

Sclerosis Disease Course by an Immunomodulatory Mechanism[J]. Cell, 2020,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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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章
Proteomics

蛋白质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蛋白质组学是研究整体水平上蛋白质的组成与调控的学科。
分析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定性），表达水平（定量），以
及修饰状态（修饰），了解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

1.1 蛋白组学概述
概述：

蛋白质组（Proteome）是指基因组表达的所有相应蛋白质的集合，即细胞、组织或机体

全部蛋白质的存在及其活动方式。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是指利用高分辨的蛋白质分离
技术和高效的蛋白质鉴定技术在蛋白质水平上整体性、动态和定量地研究生命现象及规律的
科学，是系统生物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用领域：

Ⅰ . 医学研究

（1）基础研究
a. 生理

b. 病理

（2）临床诊断研究

c. 药物作用机制

a. Biomarker 发现

（3）精准医疗
a. 药物开发

Ⅱ . 生命科学研究

b. 药物筛查

b. 个体化治疗

（1）植物生物学

a. 抗逆胁迫机制

（2）畜牧业

b. 生长发制

a. 肉类及乳品质研究

（3）食品营养

a. 储藏条件优化

c. 育种保护研究等

b. 致病机理研究等

b. 品质鉴定

c. 安全监检测等

1.1.1 普通蛋白质组学

1.1.1.1 蛋白质定性分析

蛋白定性通常是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MS）的鸟枪法蛋白鉴定，是基于自上而

下（Bottom Up）的分析手段，该方法适合于对蛋白质进行全局定性分析，判断蛋白有无，
并有效提高了鉴定低丰度目标蛋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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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定性分析
蛋白质全谱分析 (shotgun)
SDS-PAGE 全泳道

低丰度蛋白鉴定

蛋白质结构确证分析

SDS-PAGE 胶条，胶点

IP 蛋白溶液

1.1.1.2 蛋白质定量分析
TMT/iTRAQ 定量蛋白组
表达谱分析
蛋白质定量分析

Label free 蛋白质分析技术
DIA 蛋白组分析技术
PRM 靶向蛋白组

（1）非标记（label-free）蛋白质组学定量技术

蛋白质非标记定量技术（label-free）是一种识别和定量复杂蛋白样品相对变化的有效方

式，它通过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对蛋白酶解后肽段进行质谱分析。通过比较不同样品中的
相应肽段的峰面积 / 质谱总数，从而对肽段对应的蛋白质进行相对定量。最显著的优点是不用

任何标签就能定量蛋白质，并且可以分析无限数量的样本。与其他蛋白质组学技术相比，无
标记技术相对简单易行，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蛋白质组学研究和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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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TRAQ/TMT 标记蛋白质组学定量技术

iTRAQ/TMT 分别是由 AB Sciex 公司和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开发的一种等重同位素标

记技术。目前 iTRAQ 支持 2 标，4 标，8 标三种标签，TMT 支持 2 标，6 标，10 标，16 标四
种标签，最多可同时检测 16 个不同样品。技术原理是通过特异性标记多肽的氨基基团，然后

对混合标记后的多肽样本进行串联质谱检测分析，可以快速轻松的实现多样本之间蛋白的相
对定量，大大提高了质谱定量分析的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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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LAC/Dimethyl 蛋白质组学技术

细胞培养条件下稳定同位素标记技术（SILAC）是一种将代谢标记与质谱分析相结合的相

对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在这项技术中，细胞样品是由轻，中，或重标同位素标记赖氨酸和
精氨酸培养标记。由于蛋白质的性质不受标签的影响，不同的细胞样本在早期试验阶段混合，
然后进行 LC-MS/MS 分析，消除了差异样品制备过程所涉及的任何实验内的变异性。因此，
SILAC 是研究差异处理下蛋白质组相对变化的一种有效方法。

与 SILAC 技术相似，二甲基标记也是一种同位素标记方法。然而，二甲基标记是通过化

学标记的方法，标记细胞裂解后的蛋白或多肽的 N 端或者赖氨酸的 ε 氨基基团，使蛋白 / 肽
段标记上不同的 Dimethyl 标签。 Dimethy/SILAC 除了标记方法的差别外，两种标记的质谱

分析方法基本一致，而且具有相近的分析精度和广度，在定量蛋白组学分析研究中受到越来
越广泛的运用。 Dimethyl 标记的是酶切后的多肽片段，受到体系稳定性影响更多，因此重复
性稍逊于 SILAC。但是 Dimethyl 作为一种优质价廉的标记手段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4）靶向蛋白质组学

SRM/MRM（选择性 / 多反应监测 selected or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相当于是

基于质谱的 Western Blot、ELISA：对样品中的目标蛋白，进行高度选择性、特异性、重复性
和准确地进行定量分析。

PRM（平行反应监测，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是一种基于高分辨、高精度质谱的

离子监测技术，能够对目标蛋白质、目标肽段（如发生翻译后修饰的肽段）进行选择性检测，
从而实现对目标蛋白质 / 肽段进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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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M 的优势：

1. 质量精度达到 ppm 级，能够比 SRM/MRM 更好的排除背景干扰和假阳性，有效提高复

杂背景下的检测限和灵敏度。

2. 对离子进行全扫描，无需选择离子对和优化碎裂能量，更容易进行方法学建立。
3. 更宽的线性范围：增加至 5-6 个数量级。

（5）DIA 蛋白质组学技术

DIA（Data independent acquisition）技术融合了传统蛋白质组学“鸟枪法”（shotgun）

和质谱绝对定量“金标准”选择反应监测 / 多反应监测（SRM/MRM）技术的优势和特点，
DIA 分析将质谱整个全扫描范围分为若干个窗口，高速、循环地对每个窗口中的所有离子进行

选择、碎裂及检测，从而无遗漏、无差异地获得样本中所有离子的全部碎片信息。DIA 无需指
定目标肽段，扫描点数均匀，利用谱图库即可实现定性确证和定量离子筛选，并可实现数据
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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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修饰蛋白质组学

与常规蛋白质组不同，翻译后修饰蛋白质组别是探究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对生命活动产生

的影响，应用范围包括药物靶点的鉴定，临床标志物的筛选等。

翻译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TM）是指对翻译后的蛋白质进行共价

加工的过程，通过在一个或多个氨基酸残基加上修饰基团，可以改变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进

行影响蛋白质的空间构象和活性状态，亚细胞定位，折叠及其稳定性以及蛋白质互作。PTM
是增加蛋白质多样性的关键机制。

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组学
修饰蛋白定性分析

修饰蛋白定量分析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位点鉴定

大规模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组学定量分析、位点鉴定

大规模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位点分析

磷酸化、乙酰化、泛素化、甲基化、
N- 糖基化、琥珀酰化等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组学中质谱应用的研究优势

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等不仅与蛋白的表达丰度相关，与 PTM 也密切相关；

PTM 更有助于揭示生命活动的分子调控机制、生物标志物及药物靶点鉴定等；

蛋白质组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蛋白质组学相比，已有研究少、更具有新颖性；发表文

章相对更加容易；

在没有抗体的情况下，可以不进行后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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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组学中质谱应用的研究方法

1.1.2.1 磷酸化定量蛋白质组学

蛋白质磷酸化修饰（Phosphorylation）是生物机体内最为重要、含量最丰富、研究最为

深入的修饰方式，很多富集方法首先在磷酸化蛋白质组学分析中开发和利用。

磷酸化富集方法

（1）固相金属亲和色谱（Immobilized metal affinity chromatography，IMAC）是一项

较为成熟的磷酸化多肽分离富集技术。它是利用磷酸基团与固相化的 Fe3+、Ga2+ 和 Cu2+ 等金
属离子的高亲和力来富集磷酸肽；优点在于对每个可溶磷酸肽，不管其长度如何，都有富集
作用；富集多位点磷酸化肽段；但存在非特异性吸附问题；

（2）二氧化钛（TiO2）是最常用、发展最成熟的一种富集介质，富集效率高达 95%。在

酸性条件下，TiO2 表面带正电，可以与磷酸化肽产生静电作用而达到吸附和纯化的目的；在

对磷酸化肽段富集时的选择性和灵敏度方面都优于 IMAC 技术，倾向于富集单一位点磷酸化的
肽段；但仍然存在非特异性吸附等问题；

（3）酪氨酸磷酸化基序抗体（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CST）：酪氨酸激酶受体的

磷酸化对癌细胞的诱发和生长有关键作用，但其相对丰度极低，只占磷酸组的 1%；IMAC 和

TiO2 的富集方法都很难检测到酪氨酸的磷酸化，利用基序抗体在肽段水平免疫富集酪氨酸磷
酸化是分析此种磷酸化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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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磷酸化修饰是 PTM 最为重要的形式，哺乳动物细胞内的蛋白质有 1/3 以上可被磷

酸化；

（5）在真核生物中常见的三种磷酸化形式，丝氨酸磷酸化最多 , 苏氨酸磷酸化次之 , 而

酪氨酸磷酸化最少 , 三者的比例约为 1800 ∶ 200 ∶ 1。

（6）蛋白质磷酸化和去磷酸化几乎调节着生命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细胞肿瘤、发育和

分化、信号转导、细胞凋亡、新陈代谢和肿瘤发生等。
1.1.2.2 乙酰化修饰蛋白质组学

乙酰化是一种高度保守和可逆的翻译后修饰。它主要是通过修饰核蛋白参与调控基因表

达，也能调控多种代谢酶和代谢途径。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乙酰化

蛋白。然而，大多数乙酰化蛋白的丰度都很低，因此，需要对乙酰化的肽段进行富集来提高
质谱分析的灵敏度。

（1） 蛋白质的乙酰化修饰（Acetylation）是一种可逆的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中都能表达

的翻译后修饰过程，参与调控蛋白质的多种性质，包括 DNA- 蛋白质相互作用，亚细胞定位，
转录活性和蛋白质稳定性等；

（2） 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赖氨酸乙酰化与衰老，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相关疾病等

密切相关；

（3） 利用对乙酰化赖氨酸（Ac-K）具有高亲和力的基序抗体（CST），从蛋白酶消化的

复杂样本中特异性地富集乙酰化的肽段，结合 LC-MS/MS 蛋白质定量的方法，从而实现大规
模赖氨酸乙酰化的定性及定量分析；

（4）赖氨酸乙酰化修饰肽段分子量增加 42.0106Da。
乙酰化 CST 基序抗体富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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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泛素化修饰蛋白质组学

泛素化修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翻译后修饰，泛素 - 蛋白酶体系统接到了真核生物 80%-

85% 的蛋白质降解。除参与蛋白质降解外，泛素化修饰海参与了细胞周期、增殖、细胞凋亡、

分化、转录调控、基因表达、信号传递、损伤修复、炎症免疫等几乎一切生命活动的调控。因此，
作为近年来生物化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泛素化已然成为研究开发新药物的新靶点。

（1）泛素是一类在真核细胞中普遍存在的由 76 个氨基酸组成的高度保守的小分子；

（2）泛素化在蛋白质的定位、代谢、功能、调节和降解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它也参与了细胞周期调控、增殖与分化以及蛋白质周转代谢的机制。
1.1.2.4 糖基化修饰蛋白质组学

糖基化修饰不仅影响着蛋白质的空间构象，生物活性，运输和定位，在分子识别、细胞通信、

信号转导等特定生物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糖蛋白根据其糖链结构及糖基化位点主

要分类有 N- 糖蛋白与 O- 糖蛋白两大类。据推断，有超过 50% 的蛋白质都发生了糖基化修饰，
但由于糖基化的高复杂性，绝大多数糖蛋白尚未被发现，现有的数据库中也只有 10% 的蛋白
质被注释为糖蛋白。仅仅由 6 个不同单糖组成的寡糖链，其结构就可能达到惊人的 101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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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甲基化修饰蛋白质组学

蛋白甲基化是一种常见的蛋白翻译后修

饰，主要发生在精氨酸和赖氨酸残基上。精氨
酸甲基化可以调控 RNA 加工、基因转录、DNA

损伤修复、蛋白转位及信号转导等过程。精氨
酸甲基化主要参与组蛋白功能、转录及表观遗

传学调控。现在常见的甲基化类型有单甲基化、
二甲基化及三甲基化。

1.1.2.6 乳酸化修饰

乳酸（Lactate) 于 1780 年被瑞典化学家卡尔·W·希尔（Carl Wilhelm Scheele）首次从

牛奶中分离出，长时间以来乳酸被认为仅仅是糖酵解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近些年来，乳酸的一

些新功能被陆续发现，比如乳酸可以被肿瘤细胞吸收转运至线粒体进行氧化提供能量，肿瘤
微环境中的乳酸对免疫细胞的杀伤功能有抑制作用，乳酸调控天然免疫信号等。然而从分子水
平上对乳酸功能的研究、尤其是乳酸作为能源物质以外的功能研究尚属于一个存在大量未知、
有待探索的崭新领域。

2019 年 10 月 24 日，芝加哥大学赵英明教授课题组（共同一作为 Di Zhang 和 Zhanyun

Tang） 在 Nature 杂 志 发 表 了 题 为“Metabolic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by histone

lactylation” 的研究，首次报道了乳酸作为组蛋白翻译后的一种修饰，发挥着基因转录调控
的功能。这项最新发现成为该领域的最新突破，不仅帮助人们对乳酸的功能有了崭新的理解，

而且将促使医学生物学者们重新审视“瓦伯格效应”这个肿瘤研究中的经典机制。乳酸能驱
动组蛋白赖氨酸残基的乳酰化，并直接调节基因转录。
乳酸化修饰发生在组蛋白的赖氨酸上。

组蛋白（histone）是指所有真核生物的细胞核中，与 DNA 结合存在的碱性蛋白质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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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量蛋白质组常见问题
1.2.1 蛋白质组的基本概念

蛋白质组 (Proteome) 的概念最先由 Marc Wilkins 提出，指由一个基因组 (Genome)，或

一个细胞、组织表达的所有蛋白质 (Protein)。蛋白质组的概念结合了基因组的概念，同时引

入了蛋白质的概念，意指“一种基因组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即包括一种细胞乃至一种生
物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蛋白质组学本质上指的是在大规模水平上研究蛋白质的特征，包括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翻译后的修饰，蛋白与蛋白相互作用等，由此获得蛋白质水平上的关于
疾病发生，细胞代谢等过程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
1.2.2 蛋白质组技术的分类

（1）定性：鸟枪法（Shotgun）

（2）定量：(a) 基于凝胶技术 SDS-PAGE; (b) 基于质谱技术：非标记蛋白质组学（Lable

free）、标记蛋白质组学（iTRAQ/TMT）、细胞同位素标记蛋白质组学（SILAC）、靶向蛋白
质组学（SRM/MRM/PRM）。
1.2.3 质谱定量技术分类

（1）相对定量技术：Label-free, iTRAQ/TMT, SILAC
（2）绝对定量技术：SRM/MRM

（3）非标定量技术：Label-free

（4）标记定量技术：iTRAQ, SILAC，TMT
1.2.4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绝对定量呢？绝对定量和相对定量有什么不同？

现在的基于科研的蛋白质组学很少需要用到绝对定量，主要是一些临床检验方向的可能

会用到，绝对定量成本比相对定量高，因为要合成特定的同位素肽段。而普通的相对定量就
可以满足科研的基本需求。

1.1.4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绝对定量呢？绝对定量和相对定量有什么不同？
是的；绝对定量需要根据蛋白单独合成独特的同位素肽段。

1.1.6 蛋白质芯片和基于质谱方法的蛋白质组学技术的优缺点比较？

（1）蛋白芯片实验周期短，自动化、商业化程度高，实验结果明确，但受已有研究认识

和抗体的限制，相当于是靶向型研究，更适用于临床样本的即时检测。

（2）基于质谱方法的蛋白质组学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的优势，且不依赖于抗体，但是相

对来说周期较长，同时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更适用于发现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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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质谱检测 LC-MSMS 原理是什么？

通过对样本中的蛋白提取，将蛋白质样品变性消化成肽段，离子化并通过质谱进行分析，

是蛋白质组质谱检测的基本原理。同时质量分析器可以将离子源中生成的样品离子按质荷比

m/z 的大小分开。在第二级质谱中，对母离子碎裂得到的子离子进行检测。通过二级离子，
也就是子离子对蛋白质进行定性。

1.2.8 什么是质谱结果中的母离子和子离子？

以蛋白样本为例，通常采用的分析步骤是将蛋白酶解为肽段，再用质谱对肽段进行上机

分析，这些肽段在进入质量分析器之前会被带上电荷，因为质谱只能检测带电荷的物质，这
些带电荷的肽段在一级质谱中被检测时，就是母离子。如果要进一步确证序列，就会把肽段
碎裂成更短的序列，这些更短的序列进一步被第二个质量分析器检测，即子离子。
1.2.9 不同类型的样本提取蛋白的方法一致吗？

不一致，不同的样本类型有不同的蛋白提取方法，具体如下表：
分析内容
动物组织
植物
细胞
菌体

类别

柔软组织

骨骼，皮肤，角质
等动物坚韧组织

革兰氏阳性菌、真菌

革兰氏阴性菌、病毒、
支原体
大型真菌

体液

IP 样本

脑脊液，唾液，淋巴
液，关节滑膜液等

制备方法

加裂解液，匀浆打碎组织，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液氮研磨，加裂解液，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液氮研磨，TCA/ 丙酮沉淀，加裂解液，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加裂解液，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加裂解液，匀浆，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加裂解液，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加裂解液，超声，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去高丰度（可选），超滤浓缩，直接进行 SDS-PAGE 及蛋白定量

尿液

去高丰度（可选），TCA/ 丙酮沉淀，加裂解液，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乳汁

离心取具体分层或去高丰度（可选），加裂解液，沸水浴离心取上清

IP 溶液

超滤浓缩，进行蛋白质定量

血清，血浆
胶条

去高丰度（必需），超滤浓缩（可选）
直接胶内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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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样品中哪些成分不能与质谱兼容？

蛋白质组学中，不建议在样品收集的过程中采用蛋白酶体抑制剂；同时，在准备样品时，

尽量避免使用含有 NP-40, Triton X-100，Tween 20、80，高浓度 SDS 等的溶剂或提取剂；贴
壁细胞收集时不建议采用胰酶消化。

1.2.11 蛋白质降解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1）样本收集过程中处理不当，如样本收集操作时间较长；引入了较多杂质（如发酵液

引入）；植物根叶清洗后没有吸收多余的水分，处理过程温度较高等。

（2）样本制备过程中出现降解，如样本制备操作时间较长，蛋白酶处于活性状态，未加

入变性剂或蛋白酶抑制剂。

（3）样本反复冻融也会导致蛋白质的降解。

1.2.12 如何来判断提取的蛋白是否可以用于后续的质谱检测？

（1）看 SDS-PAGE 电泳图结果中蛋白条带分布。要求蛋白条带清晰且分布均匀。
（2）同时需要关注 SDS-PAGE 电泳图样品的平行性。组内样本需要平行性良好。

（3）根据 SDS-PAGE 结果估算提取的蛋白总量。一般普通蛋白质组学的蛋白总量需要在

200ug 以上。修饰组学需要根据具体的修饰类型适当增加蛋白总量。
（4）看提取的蛋白浓度不宜过低。

1.2.13 生物学重复如何设计？

（1）实验造模样本，蛋白质组学 / 修饰蛋白质组学：建议生物学重复 >=3。
（2）临床样本建议生物学重复 >=15。

1.2.14 什么是高丰度蛋白？

高丰度蛋白指在总蛋白提取物中含量很高的蛋白；与此相对应低丰度蛋白指在总蛋白提

取物中含量很低的蛋白。高丰度蛋白会影响质谱的结果，而低丰度蛋白在质谱检测中则较难
检测到。这类蛋白的表达丰度可以在 SDS-PAGE 结果中直观的体现。

1.2.15 蛋白质组分析时为什么要进行高丰度蛋白质的去除，如何去除高丰度蛋白？

（1）高丰度蛋白的存在会减少低丰度蛋白被检测到的几率，增加低丰度蛋白检测的难度。
（2） 目 前 有 的 去 除 高 丰 度 蛋 白 试 剂 盒 包 括 物 种 特 异 性 的 人、 大 小 鼠（H-14, M-3,

Agilent）试剂盒以及无物种偏向性的低丰度蛋白富集试剂盒（Bio-Rad ProteoMiner Protein
Enrichment Kit）。

（3）对于没有合适的去高丰度蛋白质产品的情况，可以通过 SDS-PAGE 切胶，色谱分离

等方法达到排除高丰度蛋白质干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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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哪些样本中会存在高丰度蛋白？

（1）一般来说体液样本如尿液，血液，乳汁等都会存在高丰度蛋白。
（2）IP 溶液样本中有可能因为抗体的干扰会存在高丰度蛋白。

1.2.17 做 IP 时，出现了很多的内参蛋白（如 actin/tubulin 等），这是什么原因？

内参蛋白在组织和细胞中的含量相对较高，是很容易非特异性结合到磁珠上的，只有它

们在实验组中明显比对照组中多很多的情况下才认为它是可能的互作蛋白。
1.2.18 蛋白质浓度很低，一般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浓缩？

蛋白质浓缩方法一般有：超滤浓缩法，沉淀法和透析法。超滤浓缩比较温和，蛋白的种

类一般不会有减少，但是超滤浓缩方法对样品的要求较高，甘油和去垢剂会使滤膜堵塞，影

响超滤效果；沉淀法较为快速，容易操作，对盐、甘油、去垢剂的耐受性好，缺点是部分种
类的蛋白会因为没有被沉淀下来而丢失；沉淀法中，多用遇冷的纯丙酮溶液清洗蛋白沉淀。
1.2.19 常用蛋白质的定量方法有哪些？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
（1）紫外吸收法：

由于蛋白质中存在着含有共轭双键的酪氨酸和色氨酸，所以任何一个蛋白质都具有

280nm 附近的紫外吸收峰，在此波长范围内，蛋白质溶液的光密度 OD280nm 与其浓度呈正

比关系，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定量。紫外吸收法测定蛋白质含量迅速、简便、不消耗样品，低
浓度盐类不干扰测定。对于测定那些与标准蛋白质中酪氨酸和色氨酸含量差异较大的蛋白质，
有一定的误差，故该法适于测定与标准蛋白质氨基酸组成相似的蛋白质。其次，若样品中含
有嘌呤、嘧啶等吸收紫外光的物质，会出现较大干扰。
（2）Bradford 法：

其原理为，蛋白质与染料考马斯亮蓝 G-250 结合，使得染料最大吸收峰从 465nm 变为

595nm，在一定的线性范围内，反应液 595nm 处吸光度的变化量与反应蛋白量成正比，测

定 595nm 处吸光度的增加即可进行蛋白定量。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大规模高通量的试验中，

可以同时进行 384 个样品的全自动准确定量。去污剂的浓度超过 0.2% 则影响定量结果。如
TritonX-100，SDS，NP-40 等。
（3）BCA 法：

BCA 法具有以下特点：灵敏度高，检测浓度下限达到 25μg/ml，最小检测蛋白量达到 0.5μg，

待测样品体积为 1-20μl 。测定蛋白浓度不受绝大部分样品中的去污剂等化学物质的影响。 4.
检测不同蛋白质分子的变异系数远小于考马斯亮蓝法蛋白定量。 5. 受螯合剂和略高浓度的还
原剂的影响。

（4）双缩脲法

（5）凯氏定氮法
（6）荧光定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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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为什么通过 Elisa 或 Western Blot 能够检测到的蛋白在质谱中并没有检测到？

一般复杂样本中蛋白种类非常多，质谱检测并不能将所有蛋白质全部鉴定到，有些丰度

含量较低的蛋白在质谱结果中不一定能够完整体现；Elisa/WB 相比与质谱来说灵敏度不同，

前者具有放大效应，抗体会对目标蛋白有一个富集效应，所以只要选对抗体，感兴趣的蛋白

基本都会被检测到；而质谱结果中，如果目标蛋白丰度较低，在组学中未检测到也是正常的。
1.2.21 有时候检测后做 WB 验证，发现趋势相反，有哪些原因呢？

有一些是和蛋白的修饰状态有关。例如某种生理 / 病理现象并不和蛋白分子的表达值高低

存在关联，而是修饰后的表达有关。另外在信号通路里，可能存在于信号上游，没有抓取到。

另外还需要看下蛋白对应的肽段质量情况，肽段质量不高的话，也有可能是定量不准确造成的。
1.2.22 经验证目标蛋白质存在特定修饰，为什么质谱鉴定未检测到该修饰？

修饰蛋白质一般属于低丰度的蛋白质，有可能未被检测到；该修饰位点所在片段酶切后

产生的肽段可能过小或者过大，不利于质谱检测；这种情况可以更换不同的酶进行酶切，可预

先根据酶切位点进行序列分析；如果质谱检测到该位点所在的肽段，但却未检测到修饰，可能

是因为该位点修饰水平太低，不利于被检测到。这种情况可以过其他方法提高目标蛋白质的

含量尤其是发生修饰的蛋白质的含量，进一步对修饰肽段进行富集，才有希望通过质谱检测到。
1.2.23 蛋白鉴定结果较少是为什么？

（1）样本本身的蛋白量较少，如果 SDS-PAGE 结果显示条带比较少且很淡，则是样本本

身的原因导致的。

（2）数据库不完整，如石斑鱼来源样品，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将数据库向上推 2-3 个级别，

查询更大的数据库。同时不常见物种可能数据库信息很少，需要搜近缘物种的库，这种也会
导致蛋白质鉴定结果偏少。

（3）样品中含有高丰度蛋白未去除，也会影响质谱鉴定结果。

1.2.24 2D 胶上样量一般在什么范围？

上样量与样品有关。一般来说，全细胞蛋白裂解体系，上样量大概在蛋白总量 100μg（银

染）到 500μg（考染）之间。

1.2.25 常用的蛋白酶及其对应的酶切位点有哪些？

（1）Trypsin 酶 : 胰蛋白酶属于丝氨酸蛋白酶，酶切位点在赖氨酸和精氨酸之间（酶切位点：

/K/R-\P）。

（2）谷氨酰基内切酶 GluC（又称金黄色葡萄球菌 V8 蛋白酶）
：GluC 也属于丝氨酸蛋白酶，

能选择性切割谷氨酸残基的 C 段肽键，同时也能够切割天冬氨酸残基（酶切位点：D/E）。

（3）糜蛋白酶 (Chymotrypsin) 别名胰凝乳蛋白酶：是胰液中消化酶的一种，主要在

十二指肠中发挥水解酶的作用，酶切蛋白和多聚肽。糜蛋白酶优先酶切的是酰胺键 C 端的疏
水性氨基酸 ( 例如酪氨酸、苯丙氨酸和色氨酸 )，肽键的水解位置含有其他氨基酸（亮氨酸和
蛋氨酸）。（酶切位点：Tyr-|-Xaa, Trp-|-Xaa, Phe-|-Xaa, Leu-|-Xaa, Met-|-X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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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什么是 SILAC 标记？

细 胞 培 养 条 件 下 稳 定 同 位 素 标 记（Stable isotope labeling using amino acids in cell

culture）技术。因此通常是活细胞才能进行同位素标记。
1.2.27 SILAC 标记试验的适用于哪些样品？

哺乳动物培养细胞、低等有机体（酵母、细菌、蠕虫等）和植物细胞。

1.2.28 SILAC 实验原理是什么？

分别采用含有轻，中或重型同位素必须氨基酸（一般是赖氨酸和精氨酸）的培养基培养

细胞，新合成的蛋白质即含有了同位素氨基酸，如此培养 5-6 代后，细胞的所有蛋白质均被同

位素标记上。经处理因素刺激后，等量混合各类型蛋白质，然后经 SDS-PAGE 分离和质谱分析，
通过比较一级质谱图中同位素峰形的面积大小进行相对定量，同时二级图谱对肽段进行序列
测定从而鉴定蛋白质。

1.2.29 SILAC 做质谱检测为什么需要预实验？

SILAC 的预实验主要是为了测定样品的标记效率。当同位素标记效率达到 90% 以上才可

以进行后续的实验。通常在查库完成后，通过计算所有肽段表中重链和轻链（H/L）的比值的
中位数 M，根据公式 M/(1+M)*100%，可以得到样品的标记效率。例如，所有肽段 H/L 的中
位数为 12，则标记效率 =12/(1+12)=92.3%。
1.2.30 蛋白质数据库如何选择？

（1）常见的公共库有 Uniprot、NCBI、和 Ensembl。一般来说模式物种如人、小鼠、斑

马鱼等，可以选择蛋白注释信息较为全面的 Swissprot；模式物种中，大鼠推荐使用 Ensembl
数据库查库；其他常见物种推荐用 Uniprot，如果是非常见物种，可以选择数据量较大的
NCBI 公共库。

（2）对于在 Uniprot 上数据库注释蛋白条目不多的物种，可以根据物种的科属种适当放大，

以获得更多的蛋白组信息。

（3） 以 棉 铃 虫 亚 种 为 例， 我 们 先 在 Uniprot 数 据 库 种 搜 索 对 应 物 种 的 拉 丁 名 称：

Helicoverpa armige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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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对应亚种下的蛋白条目很少，可适当放大至 Species，如下图：

如果蛋白条目数目或查库结果仍不能满足需求，可再适当放大；

（4）对于数据库注释信息少，或非常见物种的，也可以选择用转录组数据库翻译后的蛋

白库对质谱结果进行查库注释。

1.2.31 为什么蛋白搜库结果用 NCBI 比用 Uniprot 要较多一些？为什么一些在 NCBI 中搜到的
在 Uniprot 里面搜不到？
NCBI 中蛋白库的信息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随意提交的，因此 NCBI 中搜录的蛋白质信

息较丰富，但是很多蛋白的信息是没有经过验证或人工校验就直接提交到 NCBI 蛋白库中的，

会有很多冗余的蛋白信息（例如，同一个蛋白会对因为不同的人提交而具有不同的登录号及很

多重复的相关的信息）；Uniprot 中的蛋白信息远没有 NCBI 中蛋白库的信息多，但 Uniprot
中的蛋白信息大多数都是经过验证或人工校验的。两个数据库都是可用的，具体还是需要看

物种；如果本身是模式物种，那么选择未注释信息较多的 NCBI 数据库就没有那么必要了；而
相对于研究较少的或比较冷门的物种，这类物种的蛋白已知注释信息本身就很少，那么选择
NCBI 数据库则可以相应的提高蛋白的鉴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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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同一家族中不同亚型的各个蛋白之间具有共享序列，是否会鉴定到很多亚型？或者是
否会鉴定到重复的结果？
首先，数据库中应该是包含了所有亚型的；其次，质谱是通过蛋白质的特征性序列对蛋

白质定性的，即使是同源性很高的亚型，也会有区别于其他亚型的特征性序列，在质谱鉴定
可信的情况，鉴定到的亚型反应的是样品的真实情况。
1.2.33 蛋白质查库软件有哪些？

常见的蛋白质查库软件有：Mascot，Maxquant，Proteome Discoverer

（1）普通的蛋白质定性分析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查库软件，Mascot 一般筛选标准较为宽松，

想要尽可能多的获得蛋白质定性信息进行初步的筛选，可以选择用 Mascot 进行搜库。

（2）普通的标记定量蛋白质组学一般使用 Proteome Discoverer；修饰蛋白质组学和非

标蛋白质组学可以选用 Maxquant 或者 Proteome Discoverer。
1.2.34 查库参数中设置最大允许漏切的数目 2 是什么意思呢？

蛋白经胰酶酶切后，可能有些酶切位点并没有被切开。所以分析查库时一般采用最大 2

个漏切位点。

1.2.35 肽段 A 和肽段 B 中如果只是相差几个氨基酸，都是对应同一个蛋白，这种情况是不是
酶解不充分？
是的。蛋白质酶解过程中，可能因为理论酶切位点发生修饰等情况，导致蛋白酶漏切的

情况出现。因此，为了保证存在漏切位点的肽段在数据库检索过程中也能匹配到，检索参数
会设置最大漏切位点数为 2（报告参数中体现为 miss cleavage 2）。所以在肽段列表中会出

现两种肽段序列相似，某一种肽段存在 K 或者 R 的漏切位点的情况。这种情况属于质谱检测
的正常现象。

1.2.36 Unique Peptides 是什么意思？

Unique Peptide 是唯一肽段，显示的是对蛋白质组唯一的肽段序列数量，每个肽段的丰

度不一样，在质谱过程中会多次被检测到，该肽段对应定性到的蛋白是唯一的。
1.2.37 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区别？

参数检验是针对参数做的假设，非参数检验是针对总体分布情况做的假设，这个是区分

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两样本比较的 t 检验是判断两样本分别代表的总
体的均值是否具有差异，属于参数检验。而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con 检验及 Mann-

Whitney 检验）是判断两样本分别代表的总体的位置有无差别（即两总体的变量值有无倾向
性的未知偏离），自然属于非参数检验。

1.2.38 iTRAQ、TMT、Label-free 实验是如何对蛋白进行定性定量的？

简单来说，蛋白质组学是通过二级子离子信息进行定性，再通过一级母离子相应强度值

及峰面积进行相对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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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什么是 Label-free 技术？

Label-free 是通过比较质谱分析次数或质谱峰强度，分析不同来源样品蛋白的数量变化，

认为肽段在质谱中被捕获检测的频率与其在混合物中的丰度成正相关， 因此蛋白质被质谱检

测的计数反映了蛋白质的丰度，通过适当的数学公式可以将质谱检测计数与蛋白质的量联系
起来，从而对蛋白质进行定量。按照其原理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 spectrum counts 类的非

标记方法，发展比较早，已经形成多种定量算法，但是主要的原理都是以 MS2（子离子）的
鉴定结果为定量基础，各种方法的差别在于后期算法在大规模数据上的修正。第二种非标记
定量的原理是以 MS1（母离子）为基础，计算每个肽段的信号强度在 LC-MS 上的积分。

Label-free 蛋白组技术即无标记定量蛋白组技术，相对于同位素标记蛋白组来说，少了同

位素标记这一过程，另一关键区别是同位素标记技术是混合起来一起进样分析，Label-free 技
术则需要对每个样品单独进样分析，后续通过数据分析手段找出差异。
1.2.40 Label-free 的定量分析方法有哪些，如何对其进行？

Label-free 的定量分析方法一般基于肽段计数法和峰面积强度。

目前搜库软件 MaxQuant 和 PD 都可以对其进行查库，通过计算峰面积强度进行定量。
1.2.41 Label-free 技术的特点是什么？

优点：无需标记，减少实验误差，对样本数量没有限制，接近样品真实状态；所需要的

样本量较少。

缺点：对质谱及样本的重复性要求比较高；分析复杂样品的能力不如标记定量方法。

1.2.42 Label-free 适用于哪些样品？

适用于大多数样品，尤其是样品量较少的样品，如亚细胞器样品等。

但是 Label-free 实验依赖于样品处理的一致性和质谱的稳定性，一般不建议样本量过大，

大样本做蛋白质组时可以选择 DIA 检测。

1.2.43 TMT 和 iTRAQ 相对定量的研究原理是什么？

蛋白质首先被裂解为肽段，然后用标记试剂进行差异标记。由于标记试剂是等量的，即

不同同位素在标记同一多肽后在第一级质谱检测，分子量完全相同。

1.2.44 例如，iTRAQ 标记顶多也就 8 标，是不是只能标记 8 种多肽？

单次 Run 里最多标记 8 个样品，单个样品里多肽都标记为一种 iTRAQ 标记。

1.2.45 Label-free 相较于标记定量的优势在哪里？

Label-free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鉴定到“有无”蛋白的；同时理论上需求的蛋白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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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什么是有无蛋白？

“有无蛋白”是指两比较组同时满足一组内多次重复均为 0，另一组内两个及以上样本均

有表达值。

一级母离子（MS1）定量，通过峰面积强度值实现，可能无积分值或低于质谱检测检测线，

定义为 0。即使满足有无差异的标准仅能代表质谱水平，不能代表样本的真实有无差异。是差
异的一部分组成，可进行关注和利用；如通过其他手段验证出并不是有无差异，不代表结果

相互矛盾。因此，当设置比较组中关注蛋白表达量差异过大时，建议用 Label-free 方法来测
定蛋白。

1.2.47 iTRAQ 是什么？ iTRAQ 标记试剂的结构如何？

同 位 素 标 记 相 对 和 绝 对 定 量（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iTRAQ 技术是由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AB Sciex 研发的一种多肽体外标记技术。
iTRAQ 试剂为可与氨基酸 N 端及赖氨酸侧链连接的胺标记同重元素（isobaric）。iTRAQ 试
剂是一种小分子同重元素化学物质，包括三部分：一端是报告部分 reporter group，另一端
是肽反应部分 peptide reactive group，中间部分是平衡部分 balance group。

1.2.48 标记蛋白质组为什么一般不会有“有无”蛋白？

同位素标签标记的标记效率极高，极少出现未标记情况；数据分析的时候，软件算法分

析对于极大极小值均会赋值；质谱分析时，肽段水平合并检测，很难排除其他相似离子定量
干扰；少量无定量值可能是无唯一肽段，或者报告离子峰太低等情况，所以标记蛋白组一般
不会出现有无蛋白的情况。

1.2.49 假阳性率 (false positive rate，FDR) 是怎么计算？

假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FDR）是 Benjamini 提出的一种错误控制法，通过控制

FDR 来决定 P 值的阈值。先将 P 值从小到大排序，然后根据 FDR=p*n/i 计算 FDR，再将 P 值
从大到小排序，再根据：如果某一个 p 值所对应的 FDR 值大于前一位 p 值（排序的前一位）
所对应的 FDR 值，则放弃公式计算出来的 FDR 值，选用与它前一位相同的值。因此会产生连
续相同 FDR 值的现象；反之则保留计算的 FD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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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TMT 是什么？ TMT 标记试剂的结构如何？

TMT (Tandem mass tag) 技术是由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推出的一种基于体外等重同位

素标记的相对与绝对定量技术。该技术利用同位素试剂标记多肽末端氨基或赖氨酸侧链氨基
基团，经高分辨质谱仪串联分析，可同时比较十多种样品之间的蛋白质表达量，是近年来定
量蛋白质组学常用的高通量筛选技术。
1.2.51 TMT 和 iTRAQ 标签都有哪些？

TMT 标记试剂主要有 2 标，6 标，10 标和 16 标；
iTRAQ 标记试剂主要有 4 标和 8 标。

TMT2标
TMT6标
TMT10标
TMT16标
iTRAQ4标
iTRAQ8标

标签1
126
126
126
126
114
114

标签2
127
127
127N
127N
115
115

标签3

标签4

128
127C
127C
116
116

129
128N
128N
117
117

标签5

标签6

标签7

标签8

130
128C
128C

131
129N
129N

129C
129C

130N
130N

118

119

120

121

标签9

130C
130C

标签10

标签11

标签12

标签13

标签14

标签15

标签16

131
131N

131C

132N

132C

133N

133C

134N

1.2.52 如何保证肽段标记的平行性？

首先 TMT 和 iTRAQ 都是标记效率很高的标记试剂，只要保证肽段总量大致平行，后期可

以通过标签强度对下机数据进一步进行归一化矫正。另外，在实验过程中，蛋白质提取后会

根据 SDS-PAGE 或 BCA 进行大致的蛋白定量分析，取等量蛋白酶解，酶解后肽段也会测 OD 值，
再取肽段等量标记，来尽量确保各个样本间的平行上机。
1.2.53 为什么标记蛋白组要做分级（分留份）？

一般标记蛋白质组的样本均为复杂样本，样本中蛋白的种类非常多，将标记好的肽段混

合样品进行初步分离，可以将混合的样本分离成 10 个组分（或者更多），以此来达到降低每
个组分中肽段样品的复杂程度，然后再将这每个组分分别上机检测，以保证能达到更好的质
谱鉴定效果。

1.2.54 强离子交换的实验目的和原理？

SCX（强阳离子交换）是一类以单分散无孔聚合物微球为基质的高效离子交换色谱柱，根

据样品带电荷的多少将蛋白质和多肽分开。可以将浓度范围宽、复杂程度的高的样品，利用
肽段离子带电性质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分离，可以减少高丰度肽段对低丰度肽段的影响，同时
还能延长质谱检测时间，达到检测到更多的、低丰度的蛋白质的目的。
1.2.55 High-pH 分级的实验目的和原理？与 SCX 分级有什么不同？

High-pH RP 属于高 PH 值反相色谱柱，可以将浓度范围宽、复杂程度的高的样品，利用

肽段离子极性大小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分离，可以减少高丰度肽段对低丰度肽段的影响，同时
还能延长质谱检测时间，达到检测到更多的、低丰度的蛋白质的目的。

与 SCX 分级相比，High-pH RP 分级不需要特殊的色谱仪，只需要一台离心机即可。而且

High-pH RP 分级出来的肽段无需脱盐，直接冻干，复溶上机即可。所以操作便捷、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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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只有标记蛋白质组学才能做分留份吗？

不是的，label-free 也可以通过分级（分留份）来增加鉴定量，单个样本分留份后分别上机，

再合并查库，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鉴定量；在修饰化蛋白组学中，分留份也是必须的。

1.2.57 在蛋白质定量数据表中，unique peptide 是不是越多越好，peptide=1 的蛋白质定量
结果是否不太准确，最好将其排除？
首先 unique peptide 在不同情况下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情况指用于定性的 unique

peptide；第二种情况则是指用于定量的 unique peptide。简单来说，肯定是检测到的蛋白质
的（定性）unique peptide 越多，蛋白质可信度越高。随着现在质谱仪精度和分辨率的提高，

对应高精度质谱仪产生的数据，像 MCP 或者 JPR 这类蛋白质组学领域较为权威的杂志，也明
确表示认可 unique peptide=1 且对应图谱质量较高的数据，只是根据杂志的不同要求需要提
交不同格式的图谱数据。

另一方面，对于定量 unique peptide 的数量，文章一般都没有要求。对于只有一段肽定

量一个蛋白质的情况，蛋白质定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会相对较低。当然在平时的实验中，
都可以通过设置生物学重复来消除这部分影响。
1.2.58 蛋白组原始数据提交用什么网站？

目前，投稿主流的蛋白质组学杂志时，要求或者推荐采用该平台上传发表文章的质谱数据。

PX Submission tool （ 下 载 地 址： http://www.proteomexchange.org/submission）。 需
要提供的原始数据有：Raw 文件（原始质谱文件）；msf 文件（查库结果原始文件）；Prot.

xml 文件（蛋白查库结果）；Pep.xml 文件（肽段查库结果）； Database 文件（查库所用数
据库）。

1.2.59 PCA 分析如何解读？

主成分分析（PCA）分析是一种非监督的数据分析方法，它将原本鉴定到的所有代谢物重

新线性组合，形成一组新的综合变量，同时根据所分析的问题从中选取几个综合变量，使它

们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有变量的信息，从而达到降维的目的。同时，对蛋白进行主成分分析，
还能从总体上反映样本组间和组内的变异度。采用 PCA 的方法，观察所有样本之间的总体分
布趋势，找出可能存在的离散点。两两组或者多组比较的 PCA 图，主要看组内样本是否聚集，
组间样本是否能够分离。一般情况下，组内样本聚集在相同区间，组间样本分布在不同区间。
1.2.60 如何看蛋白质组的结果？

（1）首先查库结果的蛋白数量。也就是蛋白质鉴定列表中，所鉴定到的蛋白数量要达到

对应物种和对应样本类型的理论鉴定量，一般来说模式生物的细胞或组织样品，蛋白的鉴定
数量在 2500-5000 之间。

（2）肽段长度及蛋白对应肽段数量都应该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3）组内生物学重复间的相关性良好。相关性一般≥ 0.5 我们才认为生物学重复的平行

性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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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看最后统计分析结果中差异蛋白的数量，如果差异蛋白过少，有可能是前期样

本处理不明显，导致组间差异较小。同时，如果差异蛋白较少，需要回头去验证表型的差异
是否有假阳性或者不明显的情况。

1.2.61 PCA 模型参数意义是什么？

PCA 模型参数可以不考虑，主要看 PCA 图，QC 的 PCA 图主要看 QC 样品是否聚集在一起，

两两组或者多组比较的 PCA 图，主要看组内的点分布是否集中，组间是否分离。
1.2.62 什么是 KEGG 数据库？

KEGG 全称是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对生物学高级功能和生物

系统（如细胞、生物和生态系统）进行了注释，从分子水平信息，尤其是大型分子数据集生

成的基因组测序和其他高通量实验技术的实用程序数据库资源，由日本京都大学生物信息学
中心的 Kanehisa 实验室于 1995 年建立。是国际最常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之一，以“理解生
物系统的高级功能和实用程序资源库”著称。
网址链接：https://www.kegg.jp/kegg/

1.2.63 为什么有的差异蛋白没有 KEGG ID 或者没有 KEGG 通路？

很多蛋白不仅仅是在某特定物种中存在的，KEGG 网站上收录的蛋白通路信息虽然可以设

置物种，但是非物种特异性的蛋白还是会涉及其他通路，这部分不符合研究背景的 KEGG 通
路可以后期人为的剔除再去重新做富集分析即可。

1.2.64 为什么 KEGG 通路结果中出现太多与本物种无关的通路信息？

很多蛋白不仅仅是在某特定物种中存在的，KEGG 网站上收录的蛋白通路信息虽然可以设

置物种，但是非物种特异性的蛋白还是会涉及其他通路，这部分不符合研究背景的 KEGG 通
路可以后期人为的剔除再去重新做富集分析即可。
1.2.65 如何在 KEGG 通路图中查找目标蛋白？

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查库数据库通常采用 UniProt、NCBI 等数据库的信息，这部分数

据库有可能存在与 KEGG 显示名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通路图中快速定位感兴趣的目标蛋
白可能具有一定的困难。一般我们在 NCBI 数据库中找到对应蛋白的 GENE 名称或者蛋白名称
在 KEGG 对应条目中去搜索，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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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中会按物种显示，选择符合实验研究背景的物种（最好是确认的物种条目，如

果没有，则选择近缘物种）

则可以获得该蛋白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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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知道该蛋白涉及到的 KEGG 通路，则一开始的条目选择 KEGG Pathway 再进行搜索。

还可以通过点击 Pathway 所对应的各个通路具体来看通路信息，所以 KEGG 是功能非常

强大的一个开源的数据库网站。
1.2.66 什么是 PPI ？

蛋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蛋

白质分子通过非共价键形成蛋白质复合体（Protein Complex）的过程。
1.2.67 什么是翻译后修饰？

翻译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TM）是指对翻译后的蛋白质进行共价

加工的过程，通过在一个或多个氨基酸残基加上修饰基团，可以改变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进
而影响蛋白质的空间构象和活性状态，亚细胞定位，折叠及其稳定性以及蛋白质互作。翻译
后修饰是增加蛋白质功能多样性的关键机制。

1.2.68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如磷酸化，乙酰化，糖基化，泛素化，甲基化的修饰位点分别是哪些？
乙酰化：只要氨基酸中含有氨基（—NH2）就可以 K，R，蛋白质 N 端氨基酸；

糖基化：O 糖连接的糖基化连接在 S 或者 T 上，N 连接的糖基化的保守序列是 NXS 或

NXT，其中的 X 是非 P 以外的其他氨基酸，N 是糖基化位点天冬酰胺；
泛素化：K；

甲基化：很多氨基酸都能发生甲基化修饰，K 和 R 上的甲基化会使组蛋白可以在表观遗

传上压抑或活跃化基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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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如何对差异蛋白进行 PPI 分析？

String 数据库是一个搜索已知蛋白质之间和预测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数据库，该数据

库可应用于 2031 个物种，包含 960 万种蛋白和 1380 万中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除了包
含有实验数据、从 PubMed 摘要中文本挖掘的结果和综合其他数据库数据外，还有利用生物
信息学的方法预测的结果。

目前 String 数据库覆盖的物种较多，相互作用信息收录较多，网址如下：
https://string-db.org/

搜索页面也比较友好，示例如下：

我们可以尝试输入几个比较常见的蛋白，输入示例如下，选择我们对应输入的条目，如

果是蛋白序列则选择 Sequence，如果是名称，需要对应选择蛋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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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下结果：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Rac1 和 Mapk1 是有互作关系的，但这两个蛋白与 Rab21 之间则都没

有互作关系。蛋白互作图本身显示结果比较直观，在基础研究中非常实用。

1.2.70 修饰 Label-free 为何对修饰位点进行定量分析？蛋白定量值可以采用吗？

一个蛋白质可能同时发生多个修饰位点，蛋白酶解后会产生多个肽段，包括大部分非修

饰肽段和少量带修饰基团的肽段。虽然样品在进行质谱分析前已经经过了修饰肽段的富集，

但富集的效率并不能达到 100%，某些修饰种类的富集效率可能还达不到 50% 甚至更低，而
检测到的非修饰肽段也参与了蛋白质定量，加之富集时损失了大部分的非修饰肽段，所以实

际得到的蛋白定量值不能反应生物体内真实的蛋白表达水平。因此，对于修饰 Label-free 来讲，
评价蛋白水平的定量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评价不同样品间特定修饰位点的表达丰度差异。
1.2.71 磷酸化蛋白质 / 肽段的富集方法有哪些？

固定金属离子亲和色谱法（IMAC），金属氧化物富集法。

TiO2 富集的原理是在酸性条件下 TiO2 带正电，可以与磷酸化肽产生静电作用而达到吸

附的目的。

同时还可以用特异性抗体进行磷酸化富集。

1.2.72 N- 糖基化位点的富集原理？

为了鉴定 N- 糖基化修饰位点，首先酶解蛋白质，再富集 N- 糖基化修饰肽段，最后用糖

苷酶在 18O 水中切除链接在 ASN 上的糖链。这样会使 ASN 分子量增加 2.9890Da。通过高精

度 LC-MS 质谱检测脱糖后肽段，经 MASCOT 软件检索数据库，确认脱糖后分子量与其理论分
子量的变化以及糖基化修饰肽段的序列，从而确定该蛋白质的糖基化位点。
1.2.73 什么是 Motif 分析？

Motif Analysis（基序分析）就是指对蛋白质结构进行 Motif 的分析，可找出新发现的蛋

白质可能具有的结构域，并由此推测其功能。Motif 分析一般用于修饰蛋白质组学；用来预测
修饰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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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DDA 和 DIA 采集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根据采集方式的不同，高分辨率质谱仪的原始数据可以分成 DDA 和 DIA 两种。非标记定

量方法一般采用的是 DDA 方式，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 Shotgun 方式。
（1）什么是 DDA ？

DDA（Data-Dependent Acquisition）数据依赖型采集模式。在 DDA 模式的采集方式中，

质谱仪先采集一次 MS1（母离子）数据，然后采集若干次 MS2 数据。在蛋白组实验中，采用

的是基于 MS1 数据积分的非标记定量方法。由于 MS1 的数据密度非常高，非标记定量实验中
在数据积分计算之前，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peptide feature 的智能识别工作。
（2）什么是 DIA ？

DIA（Data-Independent Acquisition）非依赖型数据采集模式，主要是通过高低碰撞能

量的交替采集，在低能量时获取离子的一级质谱，高能量获取碎片信息。不预先对母离子进
行筛选，理论上能够全面的获取所有离子的碎片信息。

（3）DDA 检测蛋白时，在 MS1 的时候选择前 20 个响应高的响应值进行二级分析，在代谢中，
10 响应值应该就是 10 个物质，在蛋白中 10 个响应值代表着 10 个肽段吗？每一个肽段对应
一种蛋白吗？

默认是选择强度最大的 10-20 个峰进行二级质谱分析 (MS2)，每个母离子可以理解为一组

肽段离子，每个肽段可能对应到一个蛋白也可能对应多个蛋白，具体取决于蛋白序列同源性。
（4）DDA 不采集所有离子信息是为什么呢？

DDA 模式，就是数据依赖性采集，它有一个质谱内部的选择过程。当前扫描到的一堆母

离子，哪一个会被选择进入后面的二级碎裂，是根据它的信号强度，通常是以从强到弱的顺
序去解析，并动态排除时间，也就是判断这张谱图在前一秒钟或者前十秒钟有没有解析过，
如果解析过，那么就跳过，去解析没有解析过的。这是因为 DDA 本身原理设计的问题。
1.2.75 蛋白质验证的方法有哪些？
（1）RT-PCR 验证

一般我们说 RT-PCR 并不能作为验证蛋白质的唯一手段。因为核酸水平与蛋白水平有时候

并不能完全直接联系。目前的验证方法中，在相应蛋白水平的验证比较可信。
（2）WB 验证

目前很多文章是用的该方法来进行验证的，但是对于抗体的效价或特异性来讲是有比较

苛刻的要求的，同时也具有抗体限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WB 不足以验证质谱鉴
定到的差异蛋白，因为 WB 实验是有级联放大效应的；同时，如果是质谱鉴定出来有差异，
但是差异比较小，WB 经常是验证不出来的。
（3）PRM 验证

生物质谱平行反应监测技术（简称 PRM），它是对复杂混合物中目标蛋白质进行准确质

谱检测的技术手段。PRM 作为一种蛋白质谱检测的方法，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准确度
高、重现性好、线性动态范围宽、自动化高通量的突出优点，是目前最灵敏的质谱检测模式，
其技术应用之一就在于可以进行差异蛋白后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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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 什么是 PRM ？

PRM（平行反应监测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是一种基于高分辨、高精度质谱的

靶向定量技术，能够对目标蛋白质 / 肽段（以及含有修饰的肽段）进行选择性检测，从而实现
对目标蛋白质 / 肽段的精准定量，堪称质谱界的 WB，也是现在公认的定量“金标准”。
1.2.77 PRM 绝对定量和相对定量有什么区别？

蛋白 PRM 验证可以选择通用的内标肽进行，也可以用合成的目标蛋白的内标肽进行，都

可以准确的反映蛋白的含量。其中相对定量用的是通用的内标肽，而绝对定量用的则是合成

目标蛋白的内标肽段，每个需要进行验证的蛋白都需要一条特定的内标肽段来对蛋白进行绝
对定量。

1.2.78 PRM 在质谱时，筛选目标肽段，是用同位素标记吗？

筛选目标肽段的时候不需要同位素标记。同位素标记的内参是为了定量更准确，如果是

相对定量，所有肽段的用一条同位素标记内参做校正即可，如果是绝对定量，就需要合成与
检测肽段序列一致的同位素肽段。

1.2.79 PRM 实验时，一般要求提出来的峰丰度达到多少才能做到定量准确呢？

PRM 检测对于峰的丰度来说，没有绝对的标准。在挑选定量肽段时，一般都是尽可能挑

丰度高的，但是最主要的指标还是看重复上机以后的 RSD 偏差值。
1.2.80 PRM 与标记蛋白质定量技术的优势是什么？

标记定量（TMT/iTRAQ）是通过大规模采集母离子来扫描蛋白质定性的，可能会出现一

些假阳性结果，主要用于前期筛选。而 PRM 只采集特定母离子，定量准确度更高。
1.2.81 一般如何挑选蛋白做 PRM ？什么蛋白都可以做 PRM 吗？

一般来讲，我们选择符合实验研究背景的差异蛋白来进行后期的 PRM 验证比较合适。理

论上所有的蛋白都可以用 PRM 的方法来验证，但是由于蛋白丰度差异很大，丰度低的蛋白很

难在质谱中检测到，因此需要对这部分蛋白再进一步评估，同时也可以参考唯一肽段（Unique
Peptides）和打分情况。

1.2.82 PRM 的定量分析软件是什么？

目前 PRM 分析的主流分析软件是 skyline。

1.2.83 转录因子一类的低丰度蛋白可以用 PRM 做验证吗？组学没检测到这个蛋白，是不是不
适合用？

如果蛋白质组都做过深度分级（分留份），仍然没有找到该蛋白，那么即使 PRM 针对性更强，

也很大可能检测不到该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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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 PRM 验证时生物学样本还需要提供重复吗？

PRM 验证采用的依然是生物学重复，避免样本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

1.2.85 修饰蛋白质组可以做 PRM 吗？

原则上只要有内标肽段，且前期组学能够鉴定到，都是可以做 PRM 验证的。但是修饰组

学的 PRM 难度更高一些。

1.3 定量蛋白质组技术方案举例
1.3.1 蜱传病研究方案书
1.3.1.1 研究背景

（1）蜱被认为是仅次于蚊虫的病原携带载体，其携带病原包括病毒、细菌、原生生物、

寄生虫等，寄生在蜱的唾液腺或子代细胞内，脊椎动物宿主被蜱吸食血液或是不小心摄入蜱
虫的卵会感染相应病原。经由蜱传播的病原感染会给宿主带来极大的危害；以蜱作为载体的

病原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病原生物能够适应蜱虫自身的免疫系统，与蜱虫达成共
生关系。

（2）蜱自身具备相对完整的免疫防线来应对外源病原的入侵，包括光滑的外壳、中肠组

织内免疫防御系统，以及依赖于各种信号分子启动的体内氧化应激系统。但目前关于病原生

物与蜱之间如何达成共生、蜱传病的传播、以及入侵病原生物感染宿主后引起病症的具体机
制还不清晰。

（3）多组学作为高通量的研究手段，对全面发掘蜱与病原生物间互作的分子机制、蜱传

病感染宿主机制、蜱传病防治等研究有较大的优势。
1.3.1.2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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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技术路线

1.3.1.4 预期结果

1.3.1.4 样品制备

（1）代表性和一致性

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在取材部位、时间、处理过程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 , 从而保证实验

的可信度。

（2）迅速性原则

在采集、制备、贮存、运输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做到迅速 , 最大限度的缩短样本从采集到实

验的时间。

（3）低温原则

样本离体后如有分离步骤应在 4° C 或冰上等低温条件下进行，并立即置于液氮、干冰

或 -80° C 冰箱中，以免样本产生进一步代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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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胆胰合流致病机理研究
1.3.2.1 研究背景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发病原因，尚存争议，多数学者认为本病与先天性胆胰管合流异常、

胆总管远端梗阻有关。可能引起的原因有很多：
（1）先天性胰胆管交界部发育畸形

形成合流异常，所谓合流异常是指胰胆管汇合部位不在十二指肠乳头，而在十二指肠壁

外或汇合部形态和解剖的先天性畸形。如胚胎期胆总管、胰管未能正常分离，导致胰管和胆总

管远端异常连接，结果使胰液反流入胆总管，引起胆总管反复发生炎症破坏其管壁的弹力纤维，
使管壁失去张力而扩张，部分患儿因胰管内压升高引起复发性急性或慢性胰腺炎。
（2）胆道发育不良

在胚胎期原始胆管上皮细胞增殖不平衡，如远端过度增生，则在贯通空泡化时，远端出

现狭窄近端扩张而形成此病。胆总管壁先天性弹力纤维缺乏，在胆管内压增高时，即逐渐扩张，
其远端并无阻塞存在。
（3）病毒感染

近年来，通过组织病理的改变，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等均可引起胆

管腔阻塞或管壁变薄弱，产生胆管的畸形。
（4）神经分布异常

有些学者通过检测婴儿、胎儿胆总管的神经分布，与胆总管扩张症患儿远端狭窄段神经

节细胞分布进行比较，患儿狭窄段神经纤维束与神经节细胞数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故认为
胆总管扩张发生与胆总管远端神经丛及神经节细胞分布异常有关。
1.3.2.2 实验设计

第一阶段：

先从临床样本入手做大样本筛查，找出可能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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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建立实验动物模型进一步验证可能的生物标志物。

1.3.2.3 预期结果

通过初步的蛋白筛选，找到关键的差异蛋白和差异代谢物；先通过联合差异代谢物与表型；

差异代谢物与差异代谢物之间的关联分析，来确定参与调控胆胰合流机制的蛋白以及其相关的

代谢产物。而后针对某个或某些蛋白进行基因敲除小鼠模型的建立，进一步对其功能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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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定量蛋白质组样本要求及操作指南
1.4.1 蛋白质组学样本推荐送样量概览
项目类型

普通蛋白质组

Label
free

样本类型
动
物
植
物

体
液

iTRAQ
/TMT

修饰蛋白质组

广谱磷酸化

Label-free iTRAQ/TMT

常规动物组织

≥ 100mg ≥ 200mg ≥ 400mg

≥ 800mg

软体动物

≥ 100mg ≥ 200mg ≥ 400mg

≥ 800mg

坚硬组织（骨 / 角 / 皮肤） ≥ 500mg ≥ 800mg ≥ 500mg
普通植物组织

坚硬组织
（根 / 果实 / 种子等）

≥ 100mg ≥ 200mg ≥ 400mg
≥ 1g

≥ 3g

≥ 5g

血清 / 血浆

≥ 250uL

≥ 500uL

≥ 500uL

乳汁

5mL

10mL

10mL

花粉

≥ 50mg ≥ 100mg ≥ 200mg

尿液

唾液 / 脑脊液 / 泪液
细胞

细菌 / 真菌沉淀

10mL

500uL

20mL
1mL

≥ 0.5*107 ≥ 1*107

蛋白冻干粉

最低所需蛋白量

20mL

500uL

≥ 1*107

≥ 50mg ≥ 100mg ≥ 100mg
1mg

100ug

2mg

200ug

2mg

1mg

≥ 800mg
≥ 800mg

泛素化 / 乙
酰化 / 甲基化

N 糖基化

肽组学

≥ 200mg

≥ 200mg

Label-free

Label-free ≥ 100mg

≥ 1g

≥ 300mg ≥ 100mg

≥ 1g
≥ 1g
≥ 1g

≥ 10g

≥ 10g

≥ 500uL

/

≥ 200mg ≥ 100mg
≥ 200mg ≥ 100mg
≥ 5g

/

≥ 250uL

≥ 250mg

≥ 1g

≥ 100mg

50mL

50mL

20mL

/

/

≥ 300mg

10mL
≥ 2*107

10mL

20mL
≥ 5*107

≥ 200mg

≥ 500mg

1mg

10mg

4mg

多肽

10mg

/

≥ 1*107

/
/

≥ 10mL

≥ 500uL
≥ 1*107

≥ 100mg ≥ 100mg
2mg

10mg

1mg

100ug

注：表格中的推荐送样量是理论上的最低送样量，如果样本珍贵或采集有限制，可以适当减少；但是样本
量过少会导致鉴定结果偏少。

1.4.2 储存及运输

样本应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运输过程中应全程保持低温，建议使用干冰冷冻运输。

1.4.3 注意事项

（1）材料准备冻存管、离心管、枪头等材料必须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2）快速原则。由于代谢物在体内代谢速度快，请务必提前设计准备好实验和材料，快

速取样和预处理；

（3）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运输过程中，请全程保持低温；
（4）一致性原则。在实验设计和取样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

a) 设计一致性，不同样品除了需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其它都保持一致；
b) 时间一致性，采样时间应控制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c) 预处理一致性，即所有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试剂等均保持一致；

（5）血浆 / 血清样本采集过程中，避免溶血 采血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溶血发生，血液掺杂

异物、剧烈震荡、离心转速过快等均可能导致溶血；抗凝剂 建议使用 EDTA 作为抗凝剂；
（6）避免反复冻融；

（7）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储存过程中编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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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定量蛋白质组分析报告解读
1.5.1 标记蛋白质组报告解读
1.5.1.1 项目概述部分

下表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该项目的检测情况

表：项目概况

样本数

6

研究方法

TMT6 标技术全蛋白质组学研究

数据处理

Proteome Discoverer 2.4

定量蛋白

8019 个

检测方法

LC-MS/MS

定性蛋白

8041 个

差异蛋白筛选条件

FC>1.5，P-value<0.05

当然除了肽段的标记，其他实验过程同样重要；蛋白的提取、定量、检测、酶切与除盐、

修饰肽段富集（蛋白修饰组学）和质谱检测每一个环节都会对数据质量和数量产生影响，而
数据质量又会直接影响后续信息分析的结果。为了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诺

米代谢对每一个实验步骤都严格把控，从根本上确保了高质量数据的产出，实验流程图见下图。

图：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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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蛋白质标记定量的实验中，每个样本都有一个特有的同位素标签，具体如下表：
TMT 实际
样品编号

126

23-1

表：实验标记方案

127

23-2

128

23-3

129

25-1

130

25-2

131

25-3

1.5.1.2 蛋白质搜库

质谱下机数据需要进行对应物种蛋白数据库搜库分析。数据库的选择是整个信息分析流

程中关键的一步，最终鉴定到的蛋白质序列都来源于被选择的数据库。一般来说若所测样品

为已有参考基因组物种且有编码蛋白序列，直接选用该物种数据库，若为无参考基因组物种，

则选择与被测样品最为相关的大类蛋白质组数据库，例如选择物种分类中目级别对应的所有
蛋白序列。目前比较常用的数据库包括：NCBI RefSeq 数据库、GenBank 数据库、UniProt
数据库、BioGRID 数据库等。

在我们的报告中，会注明具体数据库来源版本及下载时间，以供参考；同时，质谱下机

数据格式为 *raw，存放质谱数据完整的扫描信息，下机后的 raw 文件直接导入到 Proteome
Discoverer 2.4 软件进行数据库检索，肽段与蛋白定量。具体的搜库软件参数如下：
表：PD2.4 分析参数设置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Type of Quantification：定量方法的类型
（2）Enzyme：酶切类型
（3）Precursor Abundance based on：定量方式
（4）Max.Missed Cleavage Sites：允许最大的酶漏切位点数目
（5）Precursor Mass Tolerance：前体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6）Fragment Mass Tolerance：碎片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7）Dynam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可变修饰类型
（8）N-Terminal Modification：N 末端的修饰类型
（9）Stat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固定修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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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分析结果质量，降低假阳性率，Proteome Discoverer2.4 软件对检索结果做了

进一步过滤：可信度在 99% 以上的谱肽（Peptide Spectrum Matches，简称 PSMs）为可信
PSMs，至少包含一个 unique 肽段（特有肽段）的蛋白为可信蛋白，我们只保留可信的谱肽
和蛋白，并做 FDR 验证，去除 FDR 大于 1% 的肽段和蛋白。鉴定到的肽段数和蛋白数总体情
况见下表：

表：蛋白质鉴定总览

1.5.1.3 数据质控部分

首先，通过检测所有鉴定到的肽段的质量偏移（mass error）（如下图）。质量误差以 0

为中轴并且集中在低于 10ppm 的范围内，说明质量误差符合要求。X 轴表示肽段打分值，分
值越高越好；Y 轴表示鉴定肽段比对质量偏差，误差越小越好。

图：肽段质量偏移

其次，绝大部分的肽段长度分布在 8-20 个氨基酸残基之间（如下图），符合胰酶消化肽

段的规律，说明样品制备达到标准，实验结果可信。

图：肽段长度分布
注：X 轴表示鉴定肽段长度；Y 轴表示当前长度肽段数目占全部肽段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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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蛋白对应肽段数目
注：X 轴表示唯一性肽段数目；Y 轴表示蛋白百分比

图：蛋白覆盖度分布
注：X 轴表示蛋白覆盖度；Y 轴表示蛋白百分比

图：蛋白分子量与 pI 等电点散点图
注：鉴定蛋白质的物理化学特征。X 轴表示鉴定蛋白分子量 Molecular weight(MW)，
Y 轴表示鉴定蛋白等电点 Isoelectric poin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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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蛋白质和肽段特性进行分析，包括肽段长度分布（Peptide length distribution）、

蛋 白 对 应 肽 段 数 目（Unique peptide number distribution）、 蛋 白 覆 盖 度 分 布（Protein
coverage distribution），以及蛋白分子量与等电点（蛋白分子量与 pI 等电点散点图），鉴
定蛋白的理化性质分析显示 pI 值在 4.5-5.5 之间，分子量为 40-200 kDa。
1.5.1.4 鉴定蛋白基本分析

下图采用柱形图来展示各样本中鉴定到的总蛋白数目。Run1 为样本名称，多样本的分析

结果中可以一目了然的呈现每个样本中所鉴定到的蛋白数量。

图：蛋白鉴定数目统计

而后，会对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做出累积分布图（见下图），可以用来展示

每种蛋白质定量值对总蛋白质的累积贡献，一般按照样本组进行分组画图分析。其中，X 轴表
示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排序后蛋白对应坐标位置，Y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排序后累积占
比，可观察出定量值高的蛋白对整体蛋白量的贡献度，一般来说定量值高的蛋白贡献度也是
偏高的；同时用不同的颜色来展现不同比较组的蛋白累积分布情况。

图：蛋白定量值累积分布图

对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画图。可以用来展示鉴定到的总蛋白数、定量值数量级、

以及不同条件组之间定量值分布程度（见下图）。X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排序后蛋白对

应坐标位置，Y 轴表示对蛋白的定量值取 log10 进行计算的结果，本项目实现了近 5 个数量级
定量值跨度的设别；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比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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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rotein Rank 图

对于多组样本，想获取蛋白在多少组样本中被鉴定到，可用下图展示。例如有 12 组样

本，11653 个蛋白在 12 组样本中均鉴定到，4472 个蛋白在 11 个样本组中被鉴定到，984 个
蛋白在 10 个样本组中鉴定到，以此类推。图中每个圈代表样本组条件之间的重合度，中间
common 表示在所有样本组中均鉴定到的蛋白数，外圈表示在 N-1 种样本组中鉴定到的蛋白
数，N 表示总的样本组数。

图：样本中重叠蛋白数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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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蛋白定量分析

（1）蛋白的数据处理

首先是需要对蛋白的数据进行过滤过滤；例如，在某个项目实验中，我们一共鉴定到

8041 个蛋白，我们需要对该数据进行质控处理，设置数据过滤条件如下：
1. Unique peptide >=1；

2. 单个样本组中，蛋白至少要在 50% 的样本中具有定量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样本组

设置为 3 个生物学重复，那么单组条件中蛋白至少要在其中 2 个样本中均有定量值，才会列

入最终的定性结果中；这样设置数据筛选条件，可以更准确的对鉴定到的蛋白质进行定性分析。
最终共鉴定到 8019 个蛋白（后续数据分析均基于该过滤数据集），我们的结果附件中也会有
完整的蛋白质鉴定列表表格。

然后是数据标准化，为了消除加样量、仪器操作等引起的样品间蛋白定量值误差的影响，

我们采用 quantile 进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表达量信息，通过箱线图的形式展示各

样品蛋白表达量水平的分布情况，可观察到矫正前后数据分布的分散程度（矫正前图，矫正

后图）。在矫正前后各样本中所有蛋白定量值分布结果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未矫正的数据

平行性较为参差不齐，图中为相应样本中所有蛋白矫正后定量值分布图，相较于未矫正的数据，
矫正后各样本蛋白定量值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则说明矫正结果较好。X 轴横坐标代表样本，Y
轴纵坐标代表蛋白定量值，不同的颜色则表示不同的样本组设置。

图：蛋白矫正前定量值分布

图：蛋白矫正后定量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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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异 系 数（Coefficient of Variance，CV） 或 相 对 标 准 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是标准差与均值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样品中各测量值变异程度的一个
统计量，反映出数据的离散程度，判定重复性好坏的指标。CV 值或 RSD 值越小说明重复性

越好。如果有生物学重复样本，则有此分析，结果见下图。图中为相应样本中所有蛋白定量
值标准化矫正前和矫正后 RSD 系数。分布图中 raw 组为矫正前（也就是下机的原始数据），

normalization 组为矫正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矫正后显著降低，说明样本整体的重复性越好，
一般中位数低于 20% 即认为是正常。

图：数据矫正前后 RSD 系数分布

（2）PCA 分析

主成分分析（PCA）是基于多维统计学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 PCA 得分图观察样品

的聚集、离散程度。样品分布点越靠近，说明这些样品中所含有的变量 / 分子的组成和浓度越

接近；反之，样品点越远离，其差异越大。所以 PCA 结果不仅可以说明两组或多组间存在的
分布差异，同时也可以看出各组组内重复的平行性是否良好。此外，该模型各个坐标的数值
百分数则是该数据维度或该主成分对样本的解释率；在蛋白组分析中，PCA 可以用来将样本
所包含的大量蛋白表达量信息降维为少数几个互相无关的主成分，以进行样本间的比较，方

便找出离群样品、判别相似性高的样品簇等。较好的分析结果为组内样本聚集在一起，组间

样本分离。见下图；X、Y、Z 轴表示的是经过数据降维处理后的数据所得到的不同的数据集维
度；点代表的是每个独立的样品，同一个颜色代表同一个样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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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CA 分析

（3）Pearson 相关性分析

为了反映样本间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本研究计算了每两个样品之间所有定量蛋白表达量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并将这些系数以热图的形式反映出来，如下图所示。右上三角为样本

之间 Pearson 相关性值颜色表示，值参考右边条带图。左下三角为相关性系数值，值越高，
说明相似程度越高（最大值为 1）。同组内样本相似度越高，则平行性越好；组间样本间的相
关性则反映的是处理的显著程度。X、Y 轴均代表每个样品。颜色代表相关性系数，蓝色代表
正相关，红色代表负相关，颜色越深则表示相关性越高。

图：Pearson 相关性分析

1.5.1.6 层次聚类

为了反映样本间蛋白表达量的相关性，采用欧式距离进行层次聚类分析，下图能够直接

反映每个样本之间的关系。样品间彼此靠的越近则代表样品的表达谱越相似。该聚类结果可以

很直观的反映组内平行性和组间差异。简单来说，连在一起的样本会具有更为相似的表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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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本层次聚类

一般来说，表达模式相似的蛋白通常具有功能相关性，我们利用热图，以欧式距离为矩

阵计算公式，对样品表达蛋白和样品同时进行层次聚类，如下图。每列表示一个样本，每行
表示一个蛋白，不同的表达量用不同颜色表示，红色表示高表达，蓝色表示低表达。纵向是
根据样品的聚类情况，横向是对蛋白的聚类，聚类枝或聚类簇越短则代表相似性越高。从纵
向聚类也可以看出样品间蛋白含量的表达模式。同时颜色相近的模块具有相似的表达模式。

图：蛋白表达量层次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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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鉴定蛋白注释分类分析

为了透彻了解数据中鉴定到和定量到的蛋白质，我们对这些蛋白的功能、特征等，从基

因本论（Gene Ontology，以下简称 GO）、KEGG 通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1）GO 二级注释分类

Gene Ontology（GO） 即 基 因 本 论，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生 物 信 息 学 分 析 方 法 和 工 具， 用

于 表 述 基 因 和 基 因 产 物 的 各 种 属 性。GO 注 释 分 为 3 个 一 级 大 类： 生 物 进 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和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从不同
角度阐释蛋白的生物学作用。我们对定量到的蛋白质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进行了统计。
表 : 蛋白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GO Terms Level 1：GO 一级注释
2. GO Terms Level 2：GO 二级注释
3. No. of Protein：包含的蛋白质数目

在完整的 GO 注释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到蛋白质的具体的功能注释，以及该功能所对应

的生物学功能大类，同时，我们也按照生物进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和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类别分别进行饼状图绘制。百分比为该条

目蛋白所占百分比，按照占比从大到小在图片上显示前 10 条名称。我们可以通过饼状图分析
所得到结果中占比较高的生物学功能，反推在此次实验中功能占比较多的蛋白条目有哪些，
再从中筛取符合研究背景的蛋白，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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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蛋白 GO Biological process 二级注释分类饼图

（2）KEGG 注释分类

将所有蛋白比对到对应物种的 KEGG 数据库，并统计注释上 KEGG 数据库 level1 层级和

level2 层级的蛋白数，绘制 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如下图）。同时，完整的 KEGG 注释结果中，
可以看到蛋白所涉及到的通路的具体情况。

表： KEGG 功能注释结果（部分）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Pathway_level1：KEGG 第一层级
2. Pathway_level2：KEGG 第二层级
3. Number_of_Proteins：注释 KEGG 的蛋白数目
4. Proteins：注释上 KEGG 对应的蛋白名称列表

KEGG 层级通俗些的理解其实就是通路分类，Level1 为覆盖度较广的大类，Level2 对其

进行了细分。

KEGG 功 能 分 布 统 计 图 中， 我 们 统 计 了 涉 及 到 不 同 通 路 功 能 大 类 的 蛋 白 质 数 量 信

息；具体的分类是将蛋白根据参与的 KEGG 代谢通路分为 7 个分支：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es）、环境信息处理（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遗传信息处理（Gene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人类疾病（Human Diseasea）
（仅限动物）、代谢（Metabolism）、
有机系统（Organismal Systems）、药物开发（Drug Development）。图中 X 轴代表相应
的蛋白数目，Y 轴代表 KEGG 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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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

1.4.1.10 差异表达蛋白分析

（1）差异蛋白筛选

蛋白质差异性分析能够极大地推动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提升生物标志物鉴定的精准度，

对分子作用机理、生物标志物、疾病早诊、分子分型、预后以及临床诊断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将每个蛋白在两个相互比较的样品组中所有生物学测量均值的比值作为差异倍数

（Fold Change，FC）。为了判断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将每个蛋白在两个相互比较的样品
组中的定量值进行了 T-test 检验，并计算相应的 P-value，以此作为显著性指标，并采用 BH

FDR 对 P-value 值进行矫正。一般而言，我们将差异蛋白的筛选标准设置为 FC > 1.5 （或小

于 0.667）且 P-value < 0.05 ，如果该条件筛选出来的差异蛋白数目过多或过少，也可以通过
调整筛选标准来相应的减少或增加差异蛋白的数目。差异蛋白表达统计信息示例如下。
表：差异蛋白表达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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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蛋白数目统计见下图。各个比较组中上下调的差异蛋白都会用柱状图的形式展现出

来； 其中红色代表上调，蓝色代表下调。纵坐标会显示比较组的名称，多个比较组的时候也
会依次展示出来。

图：差异蛋白数目统计图

同时对差异蛋白 X 轴为 log2（FC），Y 轴表示蛋白在组间的倍数密度，即该差异倍数下

的蛋白数与总蛋白数的比例。理论上绝大部分蛋白是不显著差异，所以 FC 峰值位置应位于 0
附近，并呈现正态分布。

图：差异倍数密度图

（2）差异蛋白韦恩图分析

对于多个比较组分析的结果，也会利用韦恩图展示蛋白在不同组间的鉴定情况。该图能

够展示每个比较组中特有的差异蛋白及其数量，同时还能获得多比较组中共有差异蛋白的分
布情况。图中每个圈代表一个比较组鉴定到的蛋白数，重叠部分代表多个样本组共同鉴定到
的蛋白数，非重叠部分代表相应样本组特异性鉴定到的蛋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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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差异蛋白韦恩图

（3）差异蛋白火山图分析

火山图（Volcano Plot）是一类用来展示组间差异数据的图像，因为在生物体发生变化时

从全局角度而言，大部分的蛋白表达没有或者发生的是很小程度的变化，只有少部分蛋白的表
达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火山图也是常见的蛋白质表达差异分析内容；蛋白质的差异倍

数，是通过两个比较组的均值的比值来计算的，在我们的结果中，对每个蛋白质差异倍数以 2

为底取对数，将 P-value 值以 10 为底取负对数，绘制火山图。直观的展示蛋白差异表达的程
度和统计学显著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设置筛选条件，可以快速的了解样本中表达具有显著性

差异的蛋白情况。差异变化倍数较大同时差异具有显著性的蛋白位于火山图的左上角和右上
角，如图中蓝色和红色区域。X 轴横坐标表示差异蛋白的差异倍数（log2 值），Y 轴纵坐标表

示 P-value（-log10 值），灰色代表差异不显著的蛋白，红色代表上调蛋白，蓝色代表下调蛋白。

图：差异蛋白火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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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差异蛋白聚类热图

根据相同的欧氏距离计算原理得出的差异蛋白聚类热图，相较于用所有鉴定到的蛋白结

果所作的样本间蛋白表达量的聚类热图，更具有针对性。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异蛋白是
否能够很好的区分两个样本组，同时也可以反映分组处理的显著程度，上下调蛋白也更加的
一目了然。

对筛选出的差异蛋白进行聚类分析，利用聚类热图，观察不同蛋白在不同样品间比较时

的上调、下调情况。每行进行了 Z 值校正，（观测值 - 行均值）/ 行标准差，得到差异蛋白聚
类热图。如果组内样本表达模式相似，而组间样本表达模式差异大，说明分组处理对结果有
明显的影响，组内样本重复性好，得到的结果可信度高。

图：差异蛋白聚类热图

（5）差异蛋白功能富集分析

根据对鉴定到的所有差异蛋白，我们进行了 GO、KEGG、结构域等富集分析，目的是检

测差异表达蛋白是否在某些功能类型上有显著性的富集趋势。对于富集检验（此处运用超几

何分布检验）得到的 P 值进行负对数（-log10）转换，即得到转换后的值越大则此功能类型

的富集越显著。对计算得到 P-value 值，以 P-value<0.05 为阈值，满足此条件的条目定义为
显著富集条目。针对 P-value 值，采用 BHFDR 对 P 值进行矫正，获取矫正后的 P 值。
（6）差异表达蛋白 GO 富集分析

GO 功能显著性富集分析给出与所有鉴定到的蛋白质背景相比，差异蛋白质中显著富集的

GO 功能条目，从而给出差异蛋白质与哪些生物学功能显著相关。GO 分为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和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三个部分。
该分析首先把所有差异蛋白质向 Gene Ontology 数据库（http://www.geneontology.org/）

的各个 term 映射，计算每个 term 的蛋白质数目，然后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所有蛋白质
背景相比，在差异蛋白质中显著富集的 GO 条目。其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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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为所有蛋白中具有 GO 注释信息的蛋白数目，n 为 N 中差异蛋白的数目，M 为所

有蛋白中注释到某个 GO 条目的蛋白数目，x 为注释到某个 GO 条目的差异蛋白数目。计算得
到 P-value 值，以 P-value<0.05 为阈值，满足此条件的 GO term 定义为在差异蛋白质中显著
富集的 GO term。通过 GO 显著性分析能确定差异蛋白行使的主要生物学功能。差异蛋白 GO
富集结果示例见下表。

表： 差异蛋白 GO 富集（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GO Class：GO 类别（MF 分子功能、CC 细胞组分、BP 生物过程）
2. GO ID：GO 标识号
3. GO Term：GO 标识号功能的描述
4. P-value：富集分析的 P 值
5. p.adjust：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6.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列表

我们的结果中，分别统计了富集到的 GO 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

下图中 X 轴表示 GO 富集条目，Y 轴表示对应 GO 条目中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
上调差异蛋白数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通过柱形图，各个生物学功能所对应
的差异蛋白上下调也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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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富集 GO 条目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GO 富集柱形图和气泡图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展现形式略有不同；其中 X 轴代表富集因子

值（Rich Factor），Y 轴代表对应 TOP20 或 TOP10 的 GO 条目名称。颜色代表 -log10（P-Value），
颜色越红则表示富集越显著。柱形图中，对应条目柱子右边的数目表示具有该 GO 功能的差
异蛋白数目，而在气泡图中，则是用点的大小来代表具有该 GO 功能的差异蛋白数目。Rich

Factor 指的是富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值（差异基因个数）与注释上某一通路
的背景值（所有蛋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图：GO 富集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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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O 富集气泡图

GO 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为差异蛋白 GO 富集结果的图形化展

示方式，分支代表包含关系，从上至下所定义的功能范围越来越小，一般选取 GO 富集分析

的结果前 10 条作为有向无环图的主节点，并通过包含关系，将相关联的 GO term 一起展

示，颜色的深浅代表富集程度，颜色越深（红）表示 P-value 值越小、富集程度越高。此处
对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 和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 分别作图（如下图）。图中的注：每个方框或圆圈代表一个 GO term ，放大
方框中内容从上到下代表的含义依次为 GOterm 的 id 、 GO 的描述、 GO 富集的 AdjustedPValue（矫正后的 p 值） 、该 GO 下差异蛋白的数目该 GO 下背景蛋白的数目。

图：差异蛋白 GO 富集有向无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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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 Circos 图反映的是某些差异蛋白参与的 GO 条目数目以及 GO 条

目之间的重叠数目；采用 Circos 图来展示富集的 GO 条目与条目上差异蛋白之间的关系，其
中右边半圆圈代表富集的 GO 条目，不同的颜色表示的是不同的 GO 条目。左边半圆圈则代表

的是注释到 GO 功能条目上的差异蛋白，红蓝渐变颜色表示差异倍数，红色表示上调，绿色表
示下调，颜色越深则表示差异倍数越大。

图：GO 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 Circos 图

（7）KEGG 富集分析

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数据库是由日本京都大学生物信

息学中心的 Kanehisa 实验室于 1995 年建立的。是国际最常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之一，以“理
解生物系统的高级功能和实用程序资源库”著称。

KEGG 是连接已知分子间相互作用的信息网络，如代谢通路、复合物、生化反应。KEGG

途径主要包括：代谢、遗传信息处理、环境信息处理、细胞过程、人类疾病、药物开发等。

KEGG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方法与 GO 功能富集分析相同，是以 KEGG Pathway 为单位，
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所有鉴定到蛋白背景相比，在差异蛋白中显著性富集的 Pathway。

通过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能确定差异蛋白参与的最主要生化代谢途径和信号转导途径。
差异蛋白 KEGG 富集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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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EGG 富集结果列表（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ID：富集的 KEGG pathway 的 ID
2. Description：富集的 KEGG pathway 名称
3. P-value：应用超几何分布检验分析的 P 值
4. p.adjust：经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5.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列表

KEGG 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与 GO 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原理相同，分别统计了富集到

的 KEGG 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柱形图中，X 轴表示 KEGG 富集条目，
Y 轴表示对应参与到对应 KEGG 通路中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上调差异蛋白数
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

图：KEGG 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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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GG 通路富集分析与 GO 功能富集分析原理一致，用柱状图和气泡图两种形式呈现了

TOP20 的 KEGG 富集通路的结果；其中 X 轴代表富集因子值，Y 轴代表 KEGG 通路名称。颜
色的深浅表示富集的显著性，颜色越红表示富集越显著。柱形图中右侧的数字表示参与到该

KEGG 通路中的差异蛋白数目，而气泡图中则是用点的大小代表参与该通路的差异蛋白数目。
横坐标上的富集因子数据越大，则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KEGG 富集图中，差异显著或者富集
因子较大的 KEGG 通路，有可能是该比较组影响较为明显的 KEGG 通路，我们可以通过深入
挖掘该通路的信息及通路中的差异蛋白，发现更多有用的数据。

图：KEGG 富集柱状图

图：KEGG 富集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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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富集结果，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从小大到排序，对 P 值最显著的前 10 条在散

点图上标记出名称，得到 KEGG 富集散点图。在该散点图中横坐标代表 Enrichment ratio，
Enrichment ratio 与 Rich Factor 原 理 类 似， 数 值 越 大， 说 明 富 集 结 果 越 明 显； 纵 坐 标 取
值 -log10(P-value)，代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图中每个点表示一个 KEGG 条目，颜

色和点大小表示差异蛋白数目，越红或点越大表示差异蛋白数目越多。在图中显示前 10 个富
集 KEGG 通路名称。

图：KEGG 富集散点图

另外，我们也会提供，所有有 KEGG 注释信息的差异蛋白 KEGG 通路图，KEGG 通路图

中会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差异蛋白，其蓝色标记的是下调差异蛋白，红色标记的是上调差异蛋白，
黄色标记的是通路中该功能对应的多个蛋白中既有上调差异蛋白，也有下调差异蛋白。同时，
小的圆圈代表代谢物，通路图中的较大的方框表示的是完整的通路名称。

图：KEGG 富集通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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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构域富集分析

蛋白质结构域（domain）是在较大的蛋白质分子中，由于多肽链上相邻的超二级结构紧

密联系，形成两个或多个在空间上可以明显区别的局部区域。结构域与分子整体低价键超连，
一般难以分离，这是它与蛋白质亚基结构的区别。在不同蛋白质分子中重复出现的某些组分，
具有相似的序列、结构和功能，因此蛋白质结构域也是蛋白质进化的单元。结构域的长度通

常在 25 个氨基酸和 500 个氨基酸长度之间，各个结构域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并承担不同的生
物学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库中已知的蛋白质结构域注释，获得我们筛选所得的差异蛋白所对应

的结构域信息。而结构域富集可以找出在统计上显著富集的结构域条目。该功能或者定位有
可能与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关。差异蛋白的结构域富集结果见下表。
表：结构域富集结果（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ID：富集的 Pfam 的 ID
2. Description：富集的 Pfam 名称
3. P-value：应用超几何分布检验分析的 P 值
4. p.adjust：经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5.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数目

结构域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中我们分别统计了富集到的结构域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

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柱形图中 X 轴表示结构域富集条目， Y 轴表示对应结构域条目中
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上调差异蛋白数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

图：结构域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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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富集结果，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的数值，从小大到进行排序，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

取 TOP20 绘制富集结构域条目的条形图或气泡图。横坐标代表富集因子（RichFactor），富

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值（差异蛋白个数）与注释上某一通路的背景值（所有鉴

定到的蛋白数目）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纵坐标代表富集到的对应结构域条目。
颜色代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颜色越红则富集越显著；在柱状图中柱右侧的数字表示

结构域条目上对应的差异蛋白数，同理在气泡图中，该差异蛋白数目是通过圆圈的大小表示的。

图：结构域富集柱状图

图：结构域富集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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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差异基因蛋白互作分析

STRING 是一个开源的蛋白质互作数据库： http://string-db.org/

我们利用 StringDB 对筛选的差异蛋白进行互作分析。若在数据库中有相应的物种，则直

接提取相应物种序列，同时可以设置网站中的蛋白质互作得分值，通常，我们设置 Score ＞ 0.4；
如果没有对应物种，则选择近源物种序列，进行 Blast 比对分析，得出相应的互作信息。采用
Cytoscape 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网络图构建。差异蛋白相互作用结果见下表。
表 : 差异蛋白互作关系（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Protein1：互作蛋白 1
2. Protein2：互作蛋白 2
3.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Interaction：数据库中通过实验方式证明互作关系的得分
4. Combined Score：联合分数，值越大表示越可靠

蛋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蛋

白质分子通过非共价键形成蛋白质复合体（Protein Complex）的过程。蛋白质互相作用也可
以通过网络图的形式来展现；互作网络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蛋白，节点大小表示与之互作蛋

白的个数，节点越大说明与之互作的蛋白越多；节点的颜色表示上下调，以下图为例，图中
红色表示上调的差异蛋白，绿色表示下调的差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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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DIA 蛋白质组报告解读
1.5.2.1 差异表达蛋白分析

下表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该项目的检测情况：
表：项目概况

样本数

100

研究方法

DIA 全蛋白质组学研究

数据处理

Skyline

检测方法

LC-MS/MS

定性蛋白

746 个

定量蛋白

差异蛋白筛选条件

746 个

FC>1.5，P-value<0.05

从样品制备到最终数据获得的过程中，蛋白的提取、定量、检测、酶切与除盐、修饰肽

段富集（蛋白修饰组学）和质谱检测每一个环节都会对数据质量和数量产生影响，而数据质
量又会直接影响后续信息分析的结果。为了从源头上保证测序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诺米

代谢对每一个实验步骤都严格把控，从根本上确保了高质量数据的产出，实验流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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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流程图

1.5.2.2 信息分析

基于质谱检测得到的 raw 文件（原始下机文件），进行对应物种蛋白库的搜库比对分析，

基于搜库结果进行蛋白质鉴定与定量，同时进行肽段、蛋白和母离子质量容差分布分析来评
定质谱检测数据的质量，并对鉴定蛋白进行基本特征分析；对鉴定蛋白进行功能数据库注释，
包括 GO 数据库和 KEGG 数据库；接下来进行蛋白质的定量分析，包括鉴定蛋白质总体差异分
析和差异蛋白的筛选及表达模式聚类分析；最后针对筛选出来的差异蛋白进行 GO、KEGG、
Pfam（结构域）功能富集分析和互作网络分析等。信息分析流程见下图：

图：分析流程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Type of Quantification：定量方法的类型
（2）Enzyme：酶切类型
（3）Precursor Abundance based on：定量方式
（4）Max.Missed Cleavage Sites：允许最大的酶漏切位点数目
（5）Precursor Mass Tolerance：前体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6）Fragment Mass Tolerance：碎片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7）Dynam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可变修饰类型
（8）N-Terminal Modification：N 末端的修饰类型
（9）Stat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固定修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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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分析结果质量，降低假阳性率，Proteome Discoverer2.4 软件对检索结果做了

进一步过滤：可信度在 99% 以上的谱肽（Peptide Spectrum Matches，简称 PSMs）为可信
PSMs，至少包含一个 unique 肽段（特有肽段）的蛋白为可信蛋白，我们只保留可信的谱肽

和蛋白，并做 FDR 验证，去除 FDR 大于 1% 的肽段和蛋白。鉴定到的肽段数和蛋白数总体情
况见下表：

表：蛋白质鉴定总览

1.5.2.3 数据质控部分

DIA 样本采集窗口设置，采集质量设置为 400-1200，窗口设置为 26 m/z，每个循环为 32 个，

窗口之间存在 1m/z 的重叠，下图为样本在 DIA 中窗口采集图。

图：DIA 扫描窗口设置

在 DDA 库样本与 DIA 样本中分别添加 iRT 内标（11 个标准钛分子），应用 DDA 库中建

立的 iRT 标准曲线，对 DIA 样本中蛋白定量值进行回归矫正，提升定量准确度。下图结果中，
X 轴表示检测时间梯度，Y 轴表示 iRT 内标检测信号值，利用线性回归对 iRT 标准肽构建线性
方程式；iRT 相关性检测值为 0.994，说明结果较好，符合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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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RT 内标线性关系

DIA 样本检测肽段定量值矫正结果中，X 轴表示检测时间梯度，Y 轴表示 DIA 样本中肽段

检测信号值，利用 DDA 库构建的 iRT 标准肽线性回归对肽段定量值进行矫正；相关性检测值
为 0.998，说明矫正结果较好。

1.5.2.4 蛋白分布情况

图：DIA 样本检测肽段定量值矫正

柱状图能够一目了然的体现各个样本中的蛋白数量分布情况。

图：样本中蛋白鉴定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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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蛋白数定量值累积分布图对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做出累积分布图，可以

用来展示每种蛋白质定量值对总蛋白质的累积贡献，一般按照样本组进行分组画图分析。图
中 X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排序后蛋白对应坐标位置，Y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排序
后累积占比，可观察出定量值高的蛋白对整体蛋白量的贡献度；颜色表示不同条件组。

图：蛋白定量值累积分布图

鉴定蛋白数 Rank 图对蛋白定量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画图。可以用来展示鉴定总蛋白数、

定量值数量级、以及不同条件组之间定量值分布程度。Rank 图中，X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从高

到低排序后蛋白对应坐标位置，Y 轴表示蛋白定量值取值的 log10 结果，本项目实现了近 5 个
数量级定量值跨度的设别；不同的颜色用来表示不同条件组。

图：Protein Rank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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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组样本，想获取蛋白在多少组样本中被鉴定到，可用下图展示。

共有 5 组样本，一共鉴定到 746 个蛋白，其中 578 个蛋白在 5 组样本中均鉴定到，35 个

蛋白在 4 组样本中鉴定到， 15 个蛋白在 3 组样本中鉴定到，以此类推。图中每个圈代表 样本
组条件重合度中间 common 表示在所有样本组中均鉴定到的蛋白数，外圈表示在 N 1 种样本
组中鉴定到的蛋白数，N 表示总的样本组数。

图：样本中重叠蛋白数统计分析

1.5.2.5 蛋白定量分析

（1）蛋白的数据处理

首先是需要对蛋白的数据进行过滤过滤；例如，在某个项目实验中，我们一共鉴定到

8041 个蛋白，我们需要对该数据进行质控处理，设置数据过滤条件如下：
1. Unique peptide >=1；

2. 肽段至少 3 个离子匹配；

3. dopt score >= 0.6 & idopt >= 0.6;

这样设置数据筛选条件，可以更准确的对鉴定到的蛋白质进行定性分析。

最终共鉴定到 746 种蛋白，肽段 2559 条，谱图 29688 个（后续数据分析均基于此过滤

数据集），我们的结果附件中也会有完整的蛋白质鉴定列表表格。

然后是数据标准化，为了消除加样量、仪器操作等引起的样品间蛋白定量值误差的影响，

我们采用 quantile 进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表达量信息，通过箱线图的形式展示各

样品蛋白表达量水平的分布情况，可观察到矫正前后数据分布的分散程度（矫正前图，矫正

后图）。在矫正前后各样本中所有蛋白定量值分布结果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未矫正的数据

平行性较为参差不齐，图中为相应样本中所有蛋白矫正后定量值分布图，相较于未矫正的数据，
矫正后各样本蛋白定量值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则说明矫正结果较好。X 轴横坐标代表样本，Y
轴纵坐标代表蛋白定量值，不同的颜色则表示不同的样本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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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蛋白矫正前定量值分布

图：蛋白矫正后定量值分布

变 异 系 数（Coefficient of Variance，CV） 或 相 对 标 准 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是标准差与均值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样品中各测量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

计量，反映出数据的离散程度，判定重复性好坏的指标。CV 值或 RSD 值越小说明重复性越好。
如果有生物学重复样本，则有此分析，结果见下图。图中为相应样本中所有蛋白定量值标准

化 矫正前后 RSD 系数分布图 raw 组为矫正前，normalization 组为矫正后数据矫正后显著降低，
说明样本整体的重复性越好，一般中位数低于 20% 即为正常。这部分结果也可以参考普通蛋
白组报告解读。

图：数据矫正前后 RSD 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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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A 分析

主成分分析（PCA）是基于多维统计学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 PCA 得分图观察样品

的聚集、离散程度。样品分布点越靠近，说明这些样品中所含有的变量 / 分子的组成和浓度越

接近；反之，样品点越远离，其差异越大。所以 PCA 结果不仅可以说明两组或多组间存在的
分布差异，同时也可以看出各组组内重复的平行性是否良好。此外，该模型各个坐标的数值百
分数则是该维度或该主成分对样本的解释率；在蛋白组分析中，PCA 可以用来将样本所包含
的大量蛋白表达量信息降维为少数几个互相无关的主成分，以进行样本间的比较，方便找出

离群样品、判别相似性高的样品簇等。较好的分析结果为组内样本聚集在一起，组间样本分离。
见下图；X、Y、Z 轴表示的是经过降维处理后的数据所得到的不同的数据集维度；点代表的是
每个独立的样品，同一个颜色代表同一个样品组。

图：PC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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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arson 相关性分析

为了反映样本间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本研究计算了每两个样品之间所有定量蛋白表达量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并将这些系数以热图的形式反映出来，如下图所示。右上三角为样本

之间 Pearson 相关性值颜色表示，值参考右边条带图。左下三角为相关性系数值，值越高，
说明相似程度越高（最大值为 1）。同组内样本相似度越高，则平行性越好；组间样本间的相
关性则反映的是处理的显著程度。X、Y 轴均代表每个样品。颜色代表相关性系数，蓝色代表
正相关，红色代表负相关，颜色越深则表示相关性越高。

图：Pearson 相关性分析

（4）层次聚类

为了反映样本间蛋白表达量的相关性，采用欧式距离进行层次聚类分析，下图能够直接

反映每个样本之间的关系。样品间彼此靠的越近则代表样品的表达谱越相似。该聚类结果可

以很直观的反映组内平行性和组间差异。对于 DIA 蛋白质组学来讲，样本通常是临床的大样本，
这种样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临床表型，分成不同的亚组，这种情况下，层次聚类是很好的分
组依据。也能够通过聚类结果深入挖掘某些不起眼，或者不明显的临床性状。

图：样本层次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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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鉴定蛋白注释分类分析

为了透彻了解数据中鉴定到和定量到的蛋白质，我们对这些蛋白的功能、特征等，从基

因本论（Gene Ontology，以下简称 GO）、KEGG 通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6）GO 二级注释分类

Gene Ontology（GO） 即 基 因 本 论，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生 物 信 息 学 分 析 方 法 和 工 具， 用

于 表 述 基 因 和 基 因 产 物 的 各 种 属 性。GO 注 释 分 为 3 个 一 级 大 类： 生 物 进 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和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从不同
角度阐释蛋白的生物学作用。我们对定量到的蛋白质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进行了统计。
表 : 蛋白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GO Terms Level 1：GO 一级注释
2. GO Terms Level 2：GO 二级注释
3. No. of Protein：包含的蛋白质数目

在完整的 GO 注释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到蛋白质的具体的功能注释，以及该功能所对应

的生物学功能大类，同时，我们也按照生物进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和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类别分别进行饼图绘制。百分比为该条目

蛋白所占百分比，按照占比从大到小在图片上显示前 10 条名称。我们可以通过饼状图得到结
果中占比较高的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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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蛋白 GO Biological process 二级注释分类饼图

1.5.2.6 差异表达蛋白分析
（1）差异蛋白筛选

蛋白质差异性分析能够极大地推动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提升生物标志物鉴定的精准度，

对分子作用机理、生物标志物、疾病早诊、分子分型、预后以及临床诊断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将每个蛋白在两个相互比较的样品组中所有生物学测量均值的比值作为差异倍数

（Fold Change，FC）。为了判断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将每个蛋白在两个相互比较的样品
组中的定量值进行了 T-test 检验，并计算相应的 P-value，以此作为显著性指标，并采用 BH

FDR 对 P-value 值进行矫正。一般而言，我们将差异蛋白的筛选标准设置为 FC > 1.5 （或小

于 0.667）且 P-value < 0.05 ，如果该条件筛选出来的差异蛋白数目过多或过少，也可以通过
调整筛选标准来相应的减少或增加差异蛋白的数目。差异蛋白表达统计信息示例如下。
表 : 蛋白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实验组 -vs- 对照组：比较的样品对，为前者比上后者
2. 总蛋白数：两组样品中共同鉴定到的蛋白（非共同鉴定到的蛋白无法确定上下调）
3. 上调：显著上调的蛋白总数
4. 下调：显著下调的蛋白总数
5. 总差异数：差异显著的蛋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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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蛋白数目统计见下图。各个比较组中上下调的差异蛋白都会用柱状图的形式展现出

来； 其中红色代表上调，蓝色代表下调。纵坐标会显示比较组的名称，多个比较组的时候也
会依次展示出来。

图：差异蛋白数目统计图

同时对差异蛋白 X 轴为 log2(FC)，Y 轴表示蛋白在组间的倍数密度，即该差异倍数下的蛋

白数与总蛋白数的比例。理论上绝大部分蛋白是不显著差异，所以 FC 峰值位置应位于 0 附近，
并呈现正态分布。

图：差异倍数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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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异蛋白韦恩图分析

对于多个比较组分析的结果，也会利用韦恩图展示蛋白在不同组间的鉴定情况。该图能

够展示每个比较组中特有的差异蛋白及其数量，同时还能获得多比较组中共有差异蛋白的分
布情况。图中每个圈代表一个比较组鉴定到的蛋白数，重叠部分代表多个样本组共同鉴定到

的蛋白数，非重叠部分代表相应样本组特异性鉴定到的蛋白数。在大样本，或多比较组的比
较中，共有及特有的差异蛋白，其实是很重要的，这部分结果与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在统计学原理上是不同的，在这部分结果中
我们可以深入挖掘各处理间的联系，找到关键蛋白。

图：差异蛋白韦恩图

（3）差异蛋白火山图分析

火山图（Volcano Plot）是一类用来展示组间差异数据的图像，因为在生物体发生变化时

从全局角度而言，大部分的蛋白表达没有或者发生的是很小程度的变化，只有少部分蛋白的

表达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火山图也是常见的蛋白质表达差异分析内容；在我们的结果中，
对每个蛋白质差异倍数以 2 为底取对数，将 P-value 值以 10 为底取负对数，绘制火山图。直
观的展示蛋白差异表达的程度和统计学显著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设置筛选条件，快速了解样

本中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的蛋白情况。差异变化倍数较大同时差异具有显著性的蛋白位于火
山图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如图中蓝色和红色区域。X 轴横坐标表示差异蛋白的差异倍数（log2

值），Y 轴纵坐标表示 P-value（-log10 值），灰色代表差异不显著的蛋白，红色代表上调蛋白，
蓝色代表下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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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差异蛋白火山图

（4）差异蛋白聚类热图

根据相同的欧氏距离计算原理得出的差异蛋白聚类热图，相较于用所有鉴定到的蛋白结

果所作的样本间蛋白表达量的聚类热图，更具有针对性。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异蛋白是
否能够很好的区分两个样本组，同时也可以反映分组处理的显著程度，上下调蛋白也更加的
一目了然。

对筛选出的差异蛋白进行聚类分析，利用聚类热图观察不同蛋白在不同样品间比较时的

上调、下调情况。每行进行了 Z 值校正，( 观测值 - 行均值 )/ 行标准差，得到差异蛋白聚类热图。
如果组内样本表达模式相似，而组间样本表达模式差异大，说明分组处理对结果有明显的影响，
组内样本重复性好，得到的结果可信度高。DIA 结果中这部分聚类由于数据量较大，通常很难

体现具体的样本和蛋白分布聚类趋势，所以我们引入了 WGCNA 分析，这部分后面会仔细讲到。

图：78 个共有差异蛋白聚类热图差异蛋白功能富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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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鉴定到的所有差异蛋白，我们进行了 GO、KEGG、结构域等富集分析，目的是检

测差异表达蛋白是否在某些功能类型上有显著性的富集趋势。对于富集检验（此处运用超几
何分布检验）得到的 P 值进行负对数（-log10）转换，即得到转换后的值越大则此功能类型

的富集越显著。对计算得到 P-value 值，以 P-value<0.05 为阈值，满足此条件的条目定义为
显著富集条目。针对 P-value 值，采用 BH FDR 对 P 值进行矫正，获取矫正后的 P 值。
（5）差异表达蛋白 GO 富集分析

GO 功能显著性富集分析给出与所有鉴定到的蛋白质背景相比，差异蛋白质中显著富集的

GO 功能条目，从而给出差异蛋白质与哪些生物学功能显著相关。GO 分为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和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三个部分。
该分析首先把所有差异蛋白质向 Gene Ontology 数据库（http://www.geneontology.org/）

的各个 term 映射，计算每个 term 的蛋白质数目，然后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所有蛋白质
背景相比，在差异蛋白质中显著富集的 GO 条目。其计算公式：

其中 N 为所有蛋白中具有 GO 注释信息的蛋白数目，n 为 N 中差异蛋白的数目，M 为所

有蛋白中注释到某个 GO 条目的蛋白数目，x 为注释到某个 GO 条目的差异蛋白数目。计算得
到 P-value 值，以 P-value<0.05 为阈值，满足此条件的 GO term 定义为在差异蛋白质中显著
富集的 GO term。通过 GO 显著性分析能确定差异蛋白行使的主要生物学功能。
差异蛋白 GO 富集结果示例见下表。

表 : 蛋白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GO Class：GO 类别（MF 分子功能、CC 细胞组分、BP 生物过程）
2. GO ID：GO 标识号
3. GO Term：GO 标识号功能的描述
4. P-value：富集分析的 P 值
5. p.adjust：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6.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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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了富集到的 GO 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下图中 X 轴

表示 GO 富集条目， Y 轴表示对应 GO 条目中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上调差异蛋
白数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通过柱形图，各个生物学功能所对应的差异蛋白
上下调也一目了然。

图：富集 GO 条目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GO 富集柱形图和气泡图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展现形式略有不同；其中 X 轴代表富集因子

值（Rich Factor），Y 轴代表对应 TOP20 或 TOP10 的 GO 条目名称。颜色代表 -log10(pvalue)，
颜色越红则表示富集越显著。柱形图中，对应条目柱子右边的数目表示具有该 GO 功能的差
异蛋白数目，而在气泡图中，则是用点的大小来代表具有该 GO 功能的差异蛋白数目。Rich

Factor 指的是富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值（差异基因个数）与注释上某一通路
的背景值（所有蛋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图：GO 富集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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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O 富集气泡图

GO 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 Circos 图反映的是某些差异蛋白参与的 GO 条目数目以及 GO 条

目之间的重叠数目；采用 Circos 图来展示富集的 GO 条目与条目上差异蛋白之间的关系，其
中右边半圆圈代表富集的 GO 条目，不同的颜色表示的是不同的 GO 条目。左边半圆圈则代表

的是注释到 GO 功能条目上的差异蛋白，红蓝渐变颜色表示差异倍数，红色表示上调，绿色表
示下调，颜色越深则表示差异倍数越大。

图：GO 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 Circo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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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聚类图则采用聚类图来展示富集的 GO 条目与条目上差异蛋白之间的

关系，可观察某些差异蛋白参与的 GO 条目数以及 GO 条目之间的重叠数目，并根据差异蛋白

的差异倍数进行聚类，见下图。聚类图中靠里侧的圆圈代表差异蛋白，根据差异蛋白的差异

倍数进行聚类，颜色表示差异倍数大小。外侧圆圈代表差异蛋白参与的 GO 条目数，并用颜色
来表示。

logFC

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3

Terms

Focal adhesionP
Tuberculosis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rotei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M

alaria

Growth hormone synthesis, secretion and action

（6）KEGG 富集分析

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数据库是由日本京都大学生物信

息学中心的 Kanehisa 实验室于 1995 年建立的。是国际最常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之一，以“理
解生物系统的高级功能和实用程序资源库”著称。

KEGG 是连接已知分子间相互作用的信息网络，如代谢通路、复合物、生化反应。KEGG

途径主要包括：代谢、遗传信息处理、环境信息处理、细胞过程、人类疾病、药物开发等。

KEGG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方法与 GO 功能富集分析相同，是以 KEGG Pathway 为单位，
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所有鉴定到蛋白背景相比，在差异蛋白中显著性富集的 Pathway。

通过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能确定差异蛋白参与的最主要生化代谢途径和信号转导途径。
差异蛋白 KEGG 富集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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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EGG 富集结果列表（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ID：富集的 KEGG pathway 的 ID
2. Description：富集的 KEGG pathway 名称
3. P-value：应用超几何分布检验分析的 P 值
4. p.adjust：经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5.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列表

KEGG 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与 GO 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原理相同，分别统计了富集到

的 KEGG 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柱形图中，X 轴表示 KEGG 富集条目，
Y 轴表示对应参与到对应 KEGG 通路中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上调差异蛋白数
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

图：KEGG 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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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GG 通路富集分析与 GO 功能富集分析原理一致，用柱状图和气泡图两种形式呈现了

TOP20 的 KEGG 富集通路的结果；其中 X 轴代表富集因子值，Y 轴代表 KEGG 通路名称。颜

色的深浅表示富集的显著性，颜色越红表示富集越显著。柱形图中右侧的数字表示参与到该
KEGG 通路中的差异蛋白数目，而气泡图中则是用点的大小代表参与该通路的差异蛋白数目。
横坐标上的富集因子数据越大，则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KEGG 富集图中，差异显著或者富集
因子较大的 KEGG 通路，有可能是该比较组影响较为明显的 KEGG 通路，我们可以通过深入
挖掘该通路的信息及通路中的差异蛋白，发现更多有用的数据。

图：KEGG 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图：KEGG 富集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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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富集结果，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从小大到排序，对 P 值最显著的前 10 条在散

点图上标记出名称，得到 KEGG 富集散点图。在该散点图中横坐标代表 Enrichment ratio，
Enrichment ratio 与 Rich Factor 原 理 类 似， 数 值 越 大， 说 明 富 集 结 果 越 明 显； 纵 坐 标 取

值 -log10(P-value)，代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图中每个点表示一个 KEGG 条目，颜
色和点大小表示差异蛋白数目，越红或点越大表示差异蛋白数目越多。在图中显示前 10 个富
集 KEGG 通路名称。

图：KEGG 富集散点图

另外，采用 Circos 图来展示富集的 KEGG 条目与条目上差异蛋白之间的关系，可观察某

些差异蛋白参与的 KEGG 条目数以及 KEGG 条目之间的重叠数目，Circos 图中的右边半圆圈

代表富集的 KEGG 条目，颜色表示不同条目。左边半圆圈代表参与 KEGG 条目上的差异蛋白，
红蓝渐变颜色表示差异倍数。而通过 Circos 图则能展现 KEGG 条目与差异蛋白之间的表达趋
势及差异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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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EGG 富集散点图

KEGG 与差异蛋白聚类图原理与 GO 的聚类结果相似，采用聚类图来展示富集的 KEGG 条

目与条目上差异蛋白之间的关系，可观察某些差异蛋白参与的 KEGG 条目数以及 KEGG 条目
之间的重叠数目，并根据差异蛋白的差异倍数进行聚类，见下图。图中里侧圆圈代表差异蛋

白，根据差异蛋白的差异倍数进行聚类 颜色表示差异倍数大小。外侧圆圈代表 差异蛋白参与
的 KEGG 条目数，并用颜色来表示不同的组别。

logFC

Focal adhesion
2

Terms

Platelet activationF

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Small cell lung cancer

African trypanosomiasis
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 (ARVC)

luid shear stress and atherosclerosis
Protei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图 : KEGG 富集条目与差异蛋白聚类图

（7）结构域富集分析

蛋白质结构域（domain) 是在较大的蛋白质分子中，由于多肽链上相邻的超二级结构紧

密联系，形成两个或多个在空间上可以明显区别的局部区域。结构域与分子整体低价键相连接，
一般难以分离，这是它与蛋白质亚基结构的区别。在不同蛋白质分子中重复出现的某些组分，
具有相似的序列、结构和功能，因此蛋白质结构域也是蛋白质进化的单元。结构域的长度通

常在 25 个氨基酸和 500 个氨基酸长度之间，各个结构域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并承担不同的生
物学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库中已知的蛋白质结构域注释，获得我们筛选所得的差异蛋白所对应

的结构域信息。而结构域富集可以找出在统计上显著富集的结构域条目。该功能或者定位有
可能与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关。差异蛋白的结构域富集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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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结构域富集结果（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ID：富集的 Pfam 的 ID
2. Description：富集的 Pfam 名称
3. P-value：应用超几何分布检验分析的 P 值
4. p.adjust：经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5.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数目

结构域富集差异蛋白数目分析中我们分别统计了富集到的结构域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

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柱形图中 X 轴表示结构域富集条目，Y 轴表示对应结构域条目中上
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红色表示对应上调差异蛋白数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

图：结构域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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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富集结果，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数值的大小，从小大到排序，取 P 值最显著的 20 个

结构域条目，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取 TOP20 绘制富集结构域条目的条形图或气泡图。横坐标
代表富集因子（RichFactor），富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值（差异蛋白个数）与
注释上某一通路的背景值（所有蛋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纵坐标

代表富集到的对应结构域条目。颜色代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颜色越红则富集越显著；
在柱状图中柱右侧的数字表示结构域条目上对应的差异蛋白数，同理在气泡图中，该差异蛋
白数目是通过圆圈的大小表示的。

图：结构域富集柱状图

图：结构域富集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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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键词富集分析

UniProtKB 关键词构成了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受控词汇表。其概括了 UniProtKB 条目的

内容，便于搜索感兴趣的蛋白质与功能。

关键词按照功能类别可分为以下 10 种：
⚫ （1）Biological process

⚫ （2）Cellular component

⚫ （3）Coding sequence diversity
⚫ （4）Developmental stage
⚫ （5）Disease

⚫ （6）Domain
⚫ （7）Ligand

⚫ （8）Molecular function

⚫ （9）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 （10）Technical term

关键词富集可以找出在统计上显著富集的关键词条目。该功能或者定位有可能与造成差

异的原因有关。差异蛋白的关键词富集结果见下表。

表：关键词富集结果列表示例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ID：富集的关键词 ID
2. Description：富集的关键词名称
3. P-value：应用超几何分布检验分析的 P 值
4. p.adjust：经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5. Proteins：富集到的蛋白列表

同时，我们分别统计了富集到的关键词条目对应的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并绘制柱形图。

其中 X 轴表示对应关键词条目中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Y 轴表示关键词富集条目。红色表示对

应上调差异蛋白数目，蓝色表示对应下调差异蛋白数目。该图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某个关
键词条目的差异蛋白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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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键词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图：结构域富集对应上下调差异蛋白数目统计

根据上述富集结果，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从小大到排序，取 TOP20 的关键词来绘制

富集关键词条目的散点图。结果见下图。图中 X 轴代表富集比率（Enrichment ratio），
Enrichment ratio 与富集因子（Rich Factor）原理类似，数值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Y

轴代表 -log10(P-value)。图中每个点表示一个关键词，颜色和点大小表示差异蛋白数目，越
红或点越大表示差异蛋白数越大。在图中显示前 10 个富集关键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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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键词富集散点图

（9）差异基因蛋白互作分析

STRING 是一个开源的蛋白质互作数据库：http://string-db.org/

我们利用 StringDB 对筛选的差异蛋白进行互作分析。若在数据库中有相应的物种，则直

接提取相应物种序列，同时可以设置网站中的蛋白质互作得分值，通常，我们设置 score ＞ 0.4；
如果没有对应物种，则选择近源物种序列，进行 Blast 比对分析，得出相应的互作信息。采用
Cytoscape 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网络图构建。差异蛋白互作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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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差异蛋白互作关系（部分结果）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 Protein1：互作蛋白 1
2. Protein2：互作蛋白 2
3. Experimentally_Determined_Interaction：数据库中通过实验方式证明互作关系的得分
4. Combined_Score：联合分数，值越大表示越可靠

蛋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蛋

白质分子通过非共价键形成蛋白质复合体（Protein Complex）的过程。蛋白质互相作用也可

以通过网络图的形式来展现；互作网络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蛋白，节点大小表示与之互作蛋

白的个数，节点越大说明与之香相互作用的蛋白越多；节点的颜色表示图中蛋白的上调与下调，
红色表示上调的差异蛋白，绿色表示下调的差异蛋白。

采用 cyto Hubba 对上述差异蛋白网络中蛋白的连接度进行分析，找出连接度较高的 hub

节点蛋白，并绘制网络子图，此分析可用于发现重要的关键蛋白或功能家族。结果见下图。

对连接度最高的前 20 个蛋白进行提取并绘制网络图，颜色越红表示连接度越高，颜色橙黄色
越浅，表示连接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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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GCNA

WGCNA（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权重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是一种分析多个样本基因表达模式的分析方法，可将表达模式相似的基因进行聚类，并分析
模块与特定性状或表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在基因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相比于只关注差异表达的基因，WGCNA 利用数千或近万个变化最大的基因或全部基因的

信息识别感兴趣的基因集，并与表型进行显著性关联分析。既充分利用了信息，也把数千个
基因与表型的关联转换为数个基因集与表型的关联，免去了多重假设检验校正的问题。

WGCNA 算法首先假定基因网络服从无尺度分布 (scale free network)，并定义基因共表

达相关矩阵、基因网络形成的邻接函数，然后计算不同节点的相异系数，并据此构建分层聚

类树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tree)，该聚类树的不同分支代表不同的基因模块 (module)，模
块内基因共表达程度高，而分属不同模块的基因共表达程度低。

一般来说，样本数量较大时，做 WGCNA 才比较有意义。形状越复杂分析关联的条件越多，

越能够反映问题。
（11）样本聚类

对样本进行层次聚类分析，以检查是否存在离群样本，如果有离样本簇比较远的，或者

每个样本组中有距离较远的样本，则要考虑剔除离群样本。在聚类图中，Group 表示的是样
本分组，颜色表示的是不同的分组条件。

（12）软阀值分析

图：样本层次聚类

R^2 为无尺度网络评价系数，设置为 0.85，β 取值标准：R^2 第一次到达 0.85 时对应的

β 值，此处为 4。X 轴是 Soft threshold （power），Y 轴是无标度网络的评估参数，数值越高，
则表示网络越符合无标度特征（non-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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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软阈值分析

（13）基因模块分析

基于加权相关性，进行层级聚类分析，并根据设定标准切分聚类结果，获得不同的基因

模块，用聚类树的分枝和不同颜色表示。如果有表型信息，计算基因模块与表型的相关性，

鉴定性状相关的模块。通过预测性状或表达趋势相关性较高的基因模块，分析了 3 个基因模块。
Module colors 用颜色表示所属不同的基因模块，分别用红绿蓝表示 , 横坐标则为每个模块所
包含的基因信息。

根据模块与性状之间的相关性，选取所占权重最大的一个模块作为后续研究对象（绿色

的 MEturquoise 模块）。

图：基因所属模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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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针对这三个基因模块，做了相关性分析；

图：模块之间相关性分析

图：基因网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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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模块与性状关联分析

计算模块特征向量和临床性状之间相关系数矩阵，并对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可根据相关

性值与检验 P 值，挑选所需的模块进行二次分析。X 轴表示分组性状，Y 轴表示预测模块。颜

色表示相关性方向，越趋近红色，说明正相关越强；越趋近蓝色，说明负相关越强。图中给
出相关性具体值以及相关性检验 P 值，其中相关性系数如为负值，则为负相关，p 值小于 0.05
则差异显著。

图：模块与性状关联分析

模块内基因与表型数据关联分析。性状跟模块虽然求出了相关性，可以挑选最相关的那

些模块来分析，但是模块本身仍然包含非常多的基因，还需进一步的寻找最重要的基因。所

有的模块都可以跟基因算出相关系数，所有的连续型性状也可以跟基因的表达值算出相关系
数。如果跟性状显著相关基因也跟某个模块显著相关，那么这些基因可能就非常重要。相关

性系数和统计学意义上的 p 值在下图的正上方处标出，横坐标表示参与到连续优势性状的蛋白，
纵坐标则是性状显著的相关基因。

图：模块与性状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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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模块基因热图分析

对获取的 3 个基因模块分别进

行热图分析。这个与普通的聚类热
图原理是一致的，X 轴代表聚类分析

的样品，Y 轴代表模块内蛋白，颜色
代表蛋白的表达量（颜色越红表示

表达量越高，越蓝表示表达量越低）。
针对特定模块做热图分析可以更具
有针对性的去筛选可以作为生物标
志物的蛋白质信息。

（16）模块基因 GO 富集分析

针对蓝色模块内蛋白列表分别进行 GO 富集分析，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从小大到排序，

取 TOP20 绘制富集 GO 条目的条形图。富集结果中 X 轴代表 RichFactor，Rich Factor 指富

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值（差异蛋白个数）与注释上某一通路的背景值（所有
蛋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Y 轴代表富集的 GO 条目。按照富集分析
的 P 值，取最显著的前 20 条。颜色代表 -log10(P-value)，颜色越红富集越显著；图中数字表
示 GO 条目上对应的差异蛋白数。

图：blue 模块蛋白 GO 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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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模块基因 KEGG 富集分析

针对上面已经分型的蓝色模块内的蛋白列表分别进行 KEGG 富集分析，按照富集分析的

P 值从小大到排序，取前 20 条绘制富集 KEGG 条目的气泡图。富集结果中，X 轴代表富集因
子值，富集因子值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Y 轴代表 KEGG 条目名称。颜色代表 -log10(P-

value)，颜色越红表示富集越显著。点的大小代表差异蛋白数目。本质上来讲，就是更有针对

性的，对于有某种共同性状或表达模式的蛋白列表去做富集分析，找到与性状相关性更高的
关键的 KEGG 通路。

图：blue 模块蛋白 KEGG 富集气泡图

（18）共表达网络分析

采用 Cytoscape 对模块内蛋白绘制共表达网络。与 PPI 原理是类似的，更有针对性的对

模块中的蛋白进行了蛋白质互作分析。参考 String 网站中的数据，互作网络中每个节点表示
一个蛋白，节点颜色与大小表示与之互作蛋白的个数，节点越大说明与之互作的蛋白越多。

图：模块蛋白共表达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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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修饰（泛素化）蛋白质组报告解读
1.5.3.1 项目概述部分

下表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该项目的检测情况：

在本项目实验中，我们一共鉴定到 2774 个蛋白上的 6300 个泛素化位点，其中 2594 个

蛋白上的 5799 个位点具有定量信息。

表：修饰鉴定和定量的统计信息

修饰蛋白质组与普通蛋白组不同的一点，是更加关注肽段的修饰化及修饰位点的情况，

于是我们将每个组的修饰位点做了一个可视化韦恩图，通过韦恩图，可以大致知道样本蛋白
修饰位点丰度分布，同时在完整的韦恩图表格中，也能知道特有和共有的蛋白修饰化位点以
及具有泛素化修饰的蛋白。

图：泛素化修饰位点重叠数目

图：泛素化修饰蛋白重叠数目

当然除了肽段的标记，其他实验过程同样重要；蛋白的提取、定量、检测、酶切与除盐、

修饰肽段富集（蛋白修饰组学）和质谱检测每一个环节都会对数据质量和数量产生影响，而
数据质量又会直接影响后续信息分析的结果。为了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诺
米代谢对每一个实验步骤都严格把控，从根本上确保了高质量数据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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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蛋白质搜库

质谱下机数据需要进行对应物种蛋白数据库搜库分析。数据库的选择是整个信息分析流

程中关键的一步，最终鉴定到的蛋白质序列都来源于被选择的数据库。一般来说若所测样品
为已有参考基因组物种且有编码蛋白序列，直接选用该物种数据库，若为无参考基因组物种，

则选择与被测样品最为相关的大类蛋白质组数据库，例如选择物种分类中目级别对应的所有
蛋白序列。目前比较常用的数据库包括：NCBI RefSeq 数据库、GenBank 数据库、UniProt
数据库、BioGRID 数据库等。

在我们的报告中，会注明具体数据库来源版本及下载时间，以供参考；同时，质谱下机

数据格式为 *raw，存放质谱数据完整的扫描信息，下机后的 raw 文件直接导入到 Proteome
Discoverer 2.4 软件进行数据库检索，肽段与蛋白定量。具体的搜库软件参数设置如下：
表：PD2.4 分析参数设置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Type of Quantification：定量方法的类型
（2）Enzyme：酶切类型
（3）Precursor Abundance based on：定量方式
（4）Max.Missed Cleavage Sites：允许最大的酶漏切位点数目
（5）Precursor Mass Tolerance：前体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6）Fragment Mass Tolerance：碎片离子搜库时质量偏差容忍范围
（7）Dynam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可变修饰类型
（8）N-Terminal Modification：N 末端的修饰类型
（9）Static Modification：设定特定的固定修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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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分析结果质量，降低假阳性率，Proteome Discoverer2.4 软件对检索结果做了

进一步过滤：可信度在 99% 以上的谱肽（Peptide Spectrum Matches，简称 PSMs）为可信
PSMs，至少包含一个 unique 肽段（特有肽段）的蛋白为可信蛋白，我们只保留可信的谱肽

和蛋白，并做 FDR 验证，去除 FDR 大于 1% 的肽段和蛋白。鉴定到的肽段数和蛋白数总体情
况见下表：

表：蛋白质鉴定总览

1.5.3.3 数据质控部分

为了反映样本间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本研究计算了每两个样品之间所有定量肽段表达量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并将这些系数以散点矩阵图的形式反映出来，如下图所示。左下三角
为样本之间定量肽段丰度值之间的散点图与线性关系。右上三角为相关性系数值，值越高，
说明相似程度越高，也就是说相关性系数越接近于 1，则相关性越高。

图：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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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修饰化蛋白基本分析
（1）修饰位点分析

统计蛋白上泛素化修饰位点数目分布，并以柱形图展示。绝大部分的蛋白含有的修饰位点

数小于 5 个，其中 50.8% 的蛋白仅含有 1 个修饰位点，含有 2 个以上修饰位点的蛋白占比为

49.2%。有 1.73% 的蛋白含有 10 个以上修饰位点。PRKDC 蛋白（DNA-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isoform 1）含有 39 个泛素化修饰位点，修饰数目最多。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蛋白的泛素化修饰位点基本都是 0-5 个，这个分布趋势也是比较合理的。

（2）Motif 分析

图：蛋白具有的泛素化修饰位点数目统计

采用 Motif enrichment analysis 对样品中所有泛素化修饰位点前后氨基酸序列的规律进

行统计，计算出发生泛素化修饰位点区域 ( 位点左右两边各 6 个氨基酸 ) 内氨基酸序列的规律

趋势。分析结果，采用 WebLogo（http://weblogo.berkeley.edu/logo.cgi）对蛋白质基序（Motif）
进行可视化。Motif 是我们找到的保守基序的形式，以下表为例，共找到 13 个 Motif，其中

以 fg.matches 的数量来看，占比最多的是 .....LK......，其次为 .....SK...... 与 .....AK......。保守
Motif（Motif score）的打分，反映都是预测到的保守 Motif 的可靠度，一般分值越高，保守

Motif 越具有特异性和显著性，可靠性也越高。Fold.increase 是检测结果中泛素化修饰位点
统计与背景信息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表：Motif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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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 Motif 基序的具体信息，X 轴代表位点信息，其中第七位的位点为泛素化修饰位点，

1-6 位点，和 8-13 位点分别表示修饰位点上下游 6 个位点的氨基酸可能性；氨基酸字母的大
小表示该位点出现某种氨基酸频率的高低。

图：泛素化修饰位点 LK-Motif-LOGO

1.5.3.5 蛋白功能注释

（1）泛素化修饰位点对应蛋白 GO 注释

在蛋白质水平上，功能和通路方面的结果都是类似的。

将鉴定的所有具有泛素化修饰蛋白注释到 GO 数据库，并统计注释到 GO 三个方面生物

过 程（Biological Process）、 细 胞 组 成（Cellular Component）、 分 ⼦ 功 能（Molecular
Function）的分类图。

图：GO 二级注释分布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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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结果示例见下表：

表 : 所有具有泛素化位点的蛋白在 GO 二级注释中的分布

（2）泛素化修饰位点对应蛋白 KEGG 注释

将所有蛋白比对到对应物种的 KEGG 数据库，并统计注释上 KEGG 数据库 level1 层级和

level2 层级的蛋白数，绘制 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同时，完整的 KEGG 注释结果中，可以
看到蛋白所涉及到的通路的具体情况。

表： KEGG 功能注释结果（部分）

注：表格的详细内容如下：
（1）KEGG_level1：KEGG 第一层级
（2）KEGG_level2：KEGG 第二层级
（3）Number_of_Proteins：注释到 KEGG 通路的蛋白数目

KEGG 功 能 分 布 统 计 图 中， 我 们 统 计 了 涉 及 到 不 同 通 路 功 能 大 类 的 蛋 白 质 数 量 信

息；具体的分类是将蛋白根据参与的 KEGG 代谢通路分为 7 个分支：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es）、环境信息处理（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遗传信息处理（Gene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人类疾病（Human Diseasea）
（仅限动物）、代谢（Metabolism）、
有机系统（Organismal Systems）、药物开发（Drug Development）。图中 X 轴代表相应
的蛋白数目，Y 轴代表 KEGG 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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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

（3）差异修饰位点分析

修饰蛋白组与普通蛋白组的不同之处在于，修饰蛋白组的差异分析侧重点在位点，或者

说是在差异肽段的层面。
（4）差异修饰位点筛选

蛋白质差异性修饰位点分析能够极大地推动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提升生物标志物鉴定

的精准度，对临床疾病分析具有重要价值。以修饰位点 ratio 值变化超过 2 倍作为该位点发生
变化的标准；统计学检验采用 student T 检验，当 p ＜ 0.05 时，修饰位点为显著差异。
对照组 -vs- 实验组
E12-VS-E0
E24-VS-E0

E24-VS-E12

表：差异修饰位点表达统计信息
上调

下调

差异位点总数

430

380

810

238

418

242
392

480
810

差异蛋白数目统计见下图。各个比较组中上下调的差异蛋白都会用柱状图的形式展现出

来； 其中红色代表上调，蓝色代表下调。纵坐标会显示比较组的名称，多个比较组的时候也
会依次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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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差异修饰位点数目统计图

图：差异修饰位点重叠数目统计信息

同时对差异蛋白 X 轴为 log2(FC)，Y 轴表示蛋白在组间的倍数密度，即该差异倍数下的
蛋白数与总蛋白数的比例。理论上绝大部分蛋白是不显著差异，所以 FC 峰值位置应位
于 0 附近，并呈现正态分布。

图：差异倍数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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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差异修饰位点对应蛋白功能分析

我们刚刚提到，在统计学意义上，修饰化蛋白质组学的差异统计水平在于修饰位点或修

饰肽段，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提到了项目概述，一共鉴定到 2774 个蛋白上的 6300 个泛素化

位点，这里可以看出很多蛋白是对应了多个修饰位点的，同一个蛋白的不同修饰化位点的上下
调或者差异有可能是不同的，所以现在修饰蛋白质组学的修饰化蛋白水平是不做差异分析的，
但是位点所对应的蛋白相对表达量仍可以参考，同时，由于数据库的限制，功能分析仍然是
在蛋白水平上进行注释及富集分析的。

功能分析的内容与普通蛋白质组学基本一致，包括结构域分析，GO 和 KEGG 注释及富集

分析，还有蛋白质互作网络图（即 PPI 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详见蛋白质组学的蛋白功
能分析解读。

1.5.4 蛋白组表头说明
表头

定义

蛋白鉴定表格

描述

Accession

蛋白质登录号

蛋白质序列数据库（FASTA database）中的蛋白质编号

Description

蛋白质信息描述

基于蛋白质序列的数据库中的蛋白质功能描述。
如果数据库中该蛋白无具体注释信息，则无。

%Coverage

肽段覆盖率

#Proteins

蛋白质组的
蛋白质个数

#Peptides

肽段数

#PSMs

匹配到肽段的
质谱图谱总数

Gene Name

基因名称

#Unique Peptides
AAs

MW [kDa]

唯一肽段数
氨基酸个数
分子量

calc. pI

等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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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蛋白质在数据库中对应的基因名称

鉴定到的氨基酸数目占蛋白质总氨基酸数目的比例。
The percentage of the protein sequence covered by
identified peptides

鉴定的蛋白结果是以 protein group 的形式展示，因蛋白
会存在同源性或者不同亚型但是序列相似，故根据肽段匹
配到的蛋白质通常是多个蛋白的集合，而不是单一的蛋白。

The number of distinct peptide sequences in the protein
group （用于定性的肽段数目）Σ# 表示总的肽段，当该表
格中包含多样本时，该肽段数量是所有的加和。
全称是 peptide spectrum matches，为该蛋白质组的所有
肽段匹配到全部质谱图的数量。
The number of peptide sequences unique to a protein
group （用于定量的唯一肽段数目）
蛋白质的氨基酸总数

蛋白质的理论分子量。该分子量是软件根据数据库中的蛋
白质序列计算得到的。
蛋白质的理论等电点

表头
ID

定义

差异蛋白 GO 富集表格

GO 条目 ID

GO 数据库中的 GO 标识号

基因占比

差异蛋白中涉及到该 GO 条目中的蛋白数目与背景蛋白数
目的比值（一般背景蛋白是选用的所有差异蛋白）

矫正后的 p 值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Description

GO 条目注释描述

pvalue

富集分析的 P 值

qvalue

最小的错误发生率

Count

数量

GeneRatio
p.adjust

描述

GO 公共库中的条目注释

表示的该 GO 功能条目的显著性
相当于全局的 FDR

基因 ID

涉及该 GO 条目的所有基因 ID

RichFactor

富集因子

Rich Factor 指的是富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功能的前景
值（差异基因个数）与注释上某一功能的背景值（所有蛋
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EnrichmentRatio

富集率

Category

GO 类别

geneID

表头
ID

定义

涉及到该 GO 条目的 GENE 数量

Enrichment ratio 与 Rich Factor 原理类似，数值越大，说
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GO 功能主要是 MF（分子功能）、CC（细胞组分）、BP（生
物过程）三大类

差异蛋白 KEGG 富集表格

KEGG 通路 ID

KEGG 数据库中的 KEGG 标识号，前缀表述物种

基因占比

差异蛋白中涉及到该 GO 条目中的蛋白数目与背景蛋白数
目的比值（一般背景蛋白是选用的所有差异蛋白）

矫正后的 p 值

BH FDR 校正后的 P 值

Description

KEGG 通路名称

pvalue

富集分析的 P 值

qvalue

最小的错误发生率

Count

数量

GeneRatio
p.adjust
geneID

描述

基因 ID

RichFactor

富集因子

EnrichmentRatio

富集率

KEGG 通路的名称

表示的该比较组中 KEGG 通路的显著性
相当于全局的 FDR

涉及该 GO 条目的所有基因 ID

参与到该 KEGG 通路中的的所有差异基因数量

Rich Factor 指的是富集因子值，是注释上某一通路的前景
值（差异基因个数）与注释上某一通路的背景值（所有蛋
白个数）之商，数据越大，说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Enrichment ratio 与 Rich Factor 原理类似，数值越大，说
明富集结果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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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

定义

差异蛋白 PPI 互作表格

#node1

蛋白 1

node1_string_id

蛋白 1 所对应的 StrinID

p.adjust

染色体临域

node2

描述

蛋白 2

node2_string_id

蛋白 2 所对应的 StrinID

这是数据库中通过临近染色体来做的预测互作关系

基因融合

在数据库中通过 GENE_fusion 来做的互作关系预测

homology

蛋白同源性

Sting 网站中的互作关系有三种：protein
homology，co-expression，textmining

experimentally_
determined_
interaction

数据库中通过实验方式
证明互作关系的得分

互作信息已经被实验证实

automated_
textmining

通过数据挖掘预测的互
作关系分值

gene_fusion

phylogenetic_
cooccurrence

基因共同发生

coexpression

共表达

database_
annotated

蛋白互作信息预测依据是共同发生的基因

数据库注释

联合分数

combined_score

互作来源是蛋白的共表达

蛋白互作信息来源于蛋白数据库
蛋白互作信息来源于数据挖掘的预测
值越大表示越可靠

1.6 定量蛋白质组文献解析
1.6.1 文献简析

1.6.1.1 Label-free

（1）由血浆蛋白组探究人类疾病

Plasma Proteome Profiling to Assess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期刊：Cell systems
影响因子：8.673

发表日期：2016 年

理论基础：

循环系统中的蛋白质能反映出个体的生理状态。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高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对人体血浆进行分析，采用大队列的临床样本，想要建

立一种快速而健康的“血浆蛋白质组”方法，该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人体健康状况的“信息画像”。
未来可以在生物学医学领域中进行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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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EGG 功能分布统计图

研究结论：

图：主成分分析 PCA 图

图：火山图

通过高通量蛋白质组学，也可以筛选临床疾病的生物标志物。

参考文献

Geyer P , Kulak N , Pichler G , et al. Plasma Proteome Profiling to Assess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J]. Cell Systems, 2016, 2(3):185-195

（2）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脑脊液巨噬细胞生物标志物

Cerebrospinal fluid macrophage biomarkers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期刊：Annals of Neurology
影响因子：9.037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8 年

神经退行性疾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 是一种涉及多种分子途径的异质性临床综合征。

研究方法：

我们使用高通量蛋白质组学方法来识别单个脑脊液样本，发现几丁质酶 CHIT1、CHI3L1

和 CHI3L2 水平与 ALS 患者疾病程度相关。
研究结果：

3 种巨噬细胞来源的几丁质酶在 ALS 中含量增加：几丁糖苷酶 (CHIT1)、几丁质酶 -3 样

蛋白 1(CHI3L1) 和几丁质酶 -3 样蛋白 2(CHI3L2)。

图： 差异蛋白与疾病进展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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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差异蛋白含量及 ROC 曲线

研究结论：

CHI3L1 升高是 ALS 和 PLS 的共同特征，而 CHIT1 和 CHI3L2 水平不同。几丁质酶水平

与疾病进展率相关 CHIT1、CHI3L1 和 CHI3L2 水平与磷酸化神经丝重链相关。在低初始水平
的人群中，CHI3L1 水平随时间增加，但 CHIT1 或 CHI3L2 水平不随时间增加。CHIT1 值高与
生存期缩短相关。
参考文献

Thompson A G , Gray E , Marie-Latitia Thézénas, et al. Cerebrospinal fluid

macrophage biomarkers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 Annals of Neurology, 2018,
83(2)

1.6.1.2 标记蛋白质组

（1）肝癌干预分子机制——独立于经典 Akt 的新路径发现

The AKT-independent MET–V-ATPase–MTOR axis suppresses liver cancer vaccination

期刊：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影响因子：13.493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由于高致死率，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仍是目前难点。主要在于疫苗接种被认为是预防

和辅助治疗的一种理想手段，但目前没有正式推行的肝癌疫苗，对肝癌的免疫原性抑制分子机
制不明。文章关注到和肝癌免疫原性重点相关的 MET 蛋白，并发现了独立于经典 MET–AKT–
MTOR 通路外的 MET–V-ATPase–MTOR 路径，和其在肝癌干预中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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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小鼠模型

敲除 MET 能通过免疫干扰限制瘤体生长

非经典途径

MET 抑制后肝癌保护效应机制的发挥是独立于 Akt 通路的

蛋白质组筛选

MET 下游靶点 V-ATPase 的发现及其通路探究

通路抑制

V-ATPase–MTOR 途径抑制发挥肝癌保护作用
图：研究思路

图 2. V-ATPase 被鉴定为 MTOR 复合物中与 MET 相互作用的新蛋白

研究结论：

文章发现 MET 能作为“把关者”抑制肝癌细胞免疫原性，蛋白质组检测发现其独立于经

典 Akt 通路外的下游作用靶点 V-ATPase，而抑制 MET–V-ATPase–MTOR 通路后，肝癌保护效
用明显加强，结论为肝癌药物干预的靶点及其候选药物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Huang X , Xu X , Wang X , et al. The AKT-independent MET–V-ATPase–MTOR axis

suppresses liver cancer vaccination[J].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0,
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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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品种颜色的水稻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分析揭示了类黄酮途径的生理动力学
Transcriptome and Proteome Profiling of Dierent Colored Rice Reveals Physiological
Dynamics Involved in the Flavonoid Pathway

期刊：Int J Mol Sci
影响因子：4.556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红米和黑米的花青素及原花青素的含量都很高，属于衍生自一组酚类次级代谢产物的一

大类类黄酮。然而，类黄酮生物合成途径的分子途径和机制尚不清楚。因此，进行这项研究，

通过高通量质谱技术对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的转录组及蛋白组（iTRAQ）进行了分析，探究其
参与红色，黑色和白色水稻品种的类黄酮生物合成途径的相关机制。

图 1. 不同品种水稻转录本和蛋白丰度分布情况

图 2. 不同品种水稻差异蛋白功能分析

图 3. 可视化类黄酮生物合成途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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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许多这些基因和蛋白质中的一些参与各种代谢途径，包括生物合成次生代谢产物，光合

作用和类黄酮的生物合成。因此，作者推测黄酮类生物合成中涉及的各种生理因素以及基因和

蛋白质成分，调控代谢差异，并且会影响 DEG 和 DEP 在不同的水稻品种中的表达。通过 GO
功能分析对 DEG 和 DEP 进行分类富集，发现在代谢，光合作用和类黄酮生物合成过程中都有

显著的富集。其他研究也表明，转录因子如 bHLH 和 MYB 参与了类黄酮的调节生物合成基因。
因此，转录因子及其相关蛋白的相互作用能够调控花青素的生物合成及表达。
参考文献

Chen X , Tao Y , Ali A , et al. Transcriptome and Proteome Profiling of Different Colored

Rice Reveals Physiological Dynamics Involved in the Flavonoid Pathwa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9, 20(10):2463

（3）老年骨质疏松血清外泌体 TMT 蛋白质组检测

Involvement of serum-derived exosom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bone loss in failure of bone
remodeling via alteration of exosomal bone-related proteins

期刊：Aging Cell
影响因子：7.238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8 年

骨质疏松和骨质缺乏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 尤其是老年人。骨再生机制出现问题是起骨

质疏松和骨质缺乏的主要原因。最近的报道表明骨相关外泌体参与调节骨重塑，主要通过调
节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所需的关键分子转移。然而，老年骨质疏松或骨质减少患者血清来源
外泌体 (SDEs) 蛋白的综合变化及其在骨重建中的作用尚不清楚 . 作者从骨质疏松症患者、骨
质缺乏症患者和正常志愿者血清中提取外泌体 , 并使用 TMT 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背景：

图 1. 基于 STRING 和 Wiki 路径数据库的 SDEs 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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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路线

研究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来自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SDE 抑制成骨细胞骨基质矿化，促进破骨

细胞分化。相反，来自骨科患者的 SDE 增强了成骨细胞的功能和破骨细胞的活性，导致骨重
建的代偿性增加。以 TMT 为基础的质谱仪对这些外显体中蛋白质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它

具有最大的蛋白质覆盖率和精确定量的优点。脱钙参与了骨内不同的过程和功能，包括机械
反应、炎症和细胞衰老，这些都是骨重建的主角。
参考文献

Xie Y , Gao Y , Zhang L , et al. Involvement of serum-derived exosom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bone loss in failure of bone remodeling via alteration of exosomal bonerelated proteins[J]. Aging Cell, 2018:e12758
1.6.1.3 DIA 蛋白质组学

（1）利用 DIA 技术，研究补体系统与精神异常的关系

Complement pathway changes at age 12 are associated with psychotic experiences at age 18
in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evidence for a role of stress

期刊：Molecular Psychiatry
影响因子：12.384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补体级联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补体系统异常与精神疾病有密

切关系。为了进一步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对来自于 UK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PAC) 队列中的血液样本，进行了 DIA 蛋白质组检测，重点关注其
中 29 个补体级联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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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图 1. 差异蛋白丰度图

图 2. 通路相关的差异蛋白

6 个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精神异常相关。利用大鼠慢性应激模型，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慢性应激可能引起补体通路异常，与精神异常有显著相关性。
参考文献

Föcking, Melanie, Sabherwal S , Cates H M , et al. Complement pathway changes at

age 12 are associated with psychotic experiences at age 18 in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evidence for a role of stress[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9
1.6.1.4 PRM 靶向蛋白组

平行反应监测：高分辨率和高质量精度质谱进行的靶向蛋白组研究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 a targeted experiment performed using high
resolution and high mass accuracy mass spectrometry

期刊：Int J Mol Sci
影响因子：4.556

发表日期：2015 年

文献概述：

方法学上比较了 PRM 和 SRM 的不同的靶向蛋白质组定量方法。蛋白质组的定量方法也

都是基于肽段定量来做的。

图 1. 肽段二级图谱

图 2. 基于 Skyline 的 PRM 肽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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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PRM 用于蛋白质组学验证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参考文献

Navin R .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 A Targeted Experiment Performed Using

High Resolution and High Mass Accuracy Mass Spectrome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5, 16(12)
1.6.1.5 修饰蛋白质组学

（1）昼夜变化对拟南芥磷酸化蛋白组的影响

Diurnal Dynamics of the Arabidopsis Rosette Proteome and Phosphoproteome

期刊：Plant Cell Environ
影响因子：6.362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植物的生长取决于细胞过程的昼夜调节。

研究目的：

而作者以昼夜变化中，光照时间的角度来探究拟南芥的蛋白质磷酸化。

实验设计：

作者按照昼夜周期中的 L-D（Light to Dark）和 D-L（Dark to Ligjt）设置了 24 h 光周期

的实验条件，磷酸化蛋白质组在单个实验工作流程中产生了有关昼夜丰度的新信息，提供了
新的拟南芥蛋白的丰度表达以及磷酸化变化和生物学过程信息。

图 1. 细胞进程功能相关的磷酸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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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磷酸化蛋白的 PPI 蛋白互作图

图 3. 昼夜磷酸化蛋白质组在 D-L 和 L-D 过渡处的相互作用网络

研究结论：

阐明核糖体和蛋白质翻译调控将有助于填补当前的知识转录组和蛋白质组之间的间隔。

最后，作者在从 D-L 和 L-D 进行的过渡阶段的实验找到了有关候选蛋白激酶催化的新信息，
每个转换过程中发生昼夜磷酸化事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Diurnal Dynamics of the Arabidopsis Rosette Proteome and Phosphoproteome[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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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文献解读

1.6.2.1 TMT 蛋白组

（1）新冠聚焦：代谢组 + 蛋白组，重症感染早期诊断标志物发现

Proteomic and Metabol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VID-19 Patient Sera

期刊：Cell

影响因子：38.637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西湖大学结构生物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和西湖高等研究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台州医院合

作文章利用代谢组和蛋白组学方法，成功建立了区分重症感染的生物标志模型，总体预测准
确度达 93.5%。

文章收集了 46 例 COVID-19 患者、25 例非 COVID-19 患者和 28 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清样本，

其中，COVID-19 患者有 21 例为重症感染者，重症感染者中，11 例血清样本是在病人在被临

床诊断为重症患者前 1-6 天收集的，8 例是临床诊断为重症患者后 3 天收集的（下图），进行
TMT16 标蛋白质组学和 LC 非靶代谢组学检测后，共鉴定出 894 种蛋白和 941 种代谢物。
血清样本
21
例

COVID-19
重症患者

11 例

25
例

临床诊断前采集

COVID-19
非重症患者
8例

25
例

非 COVID-19
重症患者

28
例

健康对照者

临床诊断后采集
图 1. 研究思路

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 18 例非重症患者和 13 例重症患者的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数据建立随机森林

机器训练集学习模型，确认了 22 个蛋白和 7 个代谢物作为重要变量，模型 AUC 达 0.957。随后，
在 10 名患者的独立队列中验证了该模型（图 2）。除却两例服用中药及具有 HBV、糖尿病疾
病史患者，以及一例不明原因误分组至重症感染者以外，其他样本均被模型正确分类预测。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9 例重症患者在还未表现出明显临床症状时收集的血清样本，经过

检测后依旧被模型正确区分至重症组，可见模型发现的 29 个重要变量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
在未来临床上有作为重症鉴别风险因子转化使用的可能性。这 29 个可作为感染严重程度靶标
预测的变量中包括目前已被熟知的病毒感染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如 SAA2, SSA1 和 CRP，其中
CRP 已经是目前常用的用于检测 COVID-19 严重程度的监测指标；也有一些如胆红素、胆汁酸
等和肝解毒功能相关的代谢物（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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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设计

图3

研究结果：

这篇文章对发现的 105 种 COVID-19 患者特定表达的蛋白质和 307 种代谢物做了分析，

之中 95 种蛋白和 204 代谢物和重症 COVID-19 感染相关。通路富集分析后，关联代谢组和蛋
白组结果，三条路径受到关注：巨噬细胞功能紊乱、多种脂类表达下调；急性期蛋白（APPs）
上调，补体系统激活；血小板脱粒受到抑制。这些发现也为未来治疗策略提供了参考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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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结合目前对于临床风险预警信号的其他研究，包括此前在 MedRxiv 预印本上发布的一

项收集了 69 例重症及非重症 COVID-19 患者的临床资料，也关注到重症患者基线 IL-6 水平

明显升高，25 例患者治疗后的 IL-6 水平显著降低且 CT 评估得到改善；而一项纳入 29 例
COVID-19 患者的临床分析发现，普通型（15 例）、重症（9 例）和危重症（5 例）3 组患者

的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2 受体（IL-2R）、IL-6 表达水平与 COVID-19 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
表达水平越高则病情越重。目前，尽快发现有助于临床早期识别 COVID-19 患者重症化风险的
监测指标，是优化患者预后管理一个关键入手点。
参考文献

Bo Shen 1, Xiao Yi 2, Yaoting Sun , et al. Proteomic and Metabol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VID-19 Patient Sera. Cell. 2020 Jul 9;182(1):59-72.e15
1.6.2.2 乳酸化蛋白组

组蛋白乳酸化对基因表达的代谢调控

Metabolic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by histone lactylation

期刊：Nature

影响因子：42.778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肿瘤细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度依赖糖酵解产生大量的乳酸，此现象被称为“瓦伯格效

应 ”(Warburg effect)，瓦伯格效应不但在肿瘤中存在，在免疫细胞激活，细胞重编程等过程
中也广泛存在。乳酸最初被认为是糖酵解的代谢废物，是瓦伯格效应的最终产物，现在被视
为能量来源、信号分子和免疫调节分子。然而，乳酸满足这些代谢和细胞功能的机制在很大
程度上仍未解决。

细胞代谢包括营养物质的吸收、释放和生化转化，以产生能量和合成复杂分子。代谢的

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也具有基本的信号传导功能，根据营养资源调节细胞信号传导和基因表
达。这些代谢物信号的一种方式是通过组蛋白等蛋白质的化学修饰。

在最近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 Zhang 等人使用同

位素 13C 标记乳酸来追踪糖酵解代谢物的命运，发现组蛋白赖氨酸残基上有 13C 标记的乳酸
基团，结果得出组蛋白乳酸化是组蛋白翻译后在体内的一种骨化物修饰，即乳酸化修饰。
乳酸化修饰的特点：

1. 乳酸化修饰发生在组蛋白的赖氨酸上。

2. 在所有真核生物的细胞核中，组蛋白是 DNA 结合存在的碱性蛋白质的总称。
3. 四种组蛋白（H2A、H2B、H3 和 H4）上发生乳酸化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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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图 1. 乳酸化修饰组蛋白

1. 参与肿瘤和免疫的调节

2. 多用于正常生理以及病理过程

3. 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分子机制

4. 细胞代谢通过酶催化的组蛋白酰化修饰重新编程并调控基因的转录
5. 为肿瘤、免疫等领域参与的研究指引新方向

在 M1 巨噬细胞或在缺氧状态下，葡萄糖被不完全氧化产生代谢物乳酸。然后乳酸能够产

生乳酸辅酶 A，它通过乙酰转移酶 p300 将一个乳酸基团贡献到组蛋白的赖氨酸尾部，从而产
生乳酸化修饰。这种翻译后修饰会激活伤口愈合途径基因，从而出现 M2 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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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乳酸修饰在参与肿瘤和免疫的调节中可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乳酸代谢在众多正常生理以及病理过程中广泛的被调节并发挥重要作用，新发现的组蛋

白乳酸修饰可能为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分子机制。

细胞代谢通过酶催化的组蛋白酰化修饰重新编程并调控基因的转录，给后续该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研究不仅为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也为代谢产物乳酸在肿瘤、免疫

等领域参与的研究指引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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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章
Lipidomics

脂质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脂质组学作为最重要的代谢组学分支之一，是最近几年研
究的热点。脂质是生物体内重要的一大类化合物，它们在

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具有相同的特点，即：不溶于水、
而溶于乙醚、氯仿和丙酮等非极性有机溶剂中。

1.1 脂质组常见问题

1.1.1 脂质组学的研究步骤？

脂质组学的研究步骤一般包括样品的采集、样品的前处理、样品的上机检测、数据下机、

数据的转换、多变数据分析等。
1.1.2 脂质组学的特点？

脂质组学是对整体脂质进行系统分析的一门新兴学科 , 通过比较不同生理状态下脂代谢网

络的变化，进而识别代谢调控中关键的脂类生物标志物 , 最终揭示脂质在各种生命活动中的作
用机制。

1.1.3 脂质组学有哪些应用？

临床诊断：生物标志物，疾病机理机制，疾病分型，个性化治疗等；
生物医药：药物作用机理，药效评价，药物开发等；

微生物领域：致病机理，耐药机制，病原体 - 宿主相互作用研究等；
畜牧业：肉类品质研究，致病机理研究等；

食品营养：食品储藏，品质鉴定，功能性食品开发等；

生物能源：发酵过程优化，生物燃料生产，环境危定风险评估研究等；
农林领域：抗逆胁迫机制，生长发育机制，育种保护研究等。
1.1.4 脂质组学数据库有哪些？

使用 LipidSearch 数据库收录超过 8 大类、300 种亚类、170 万种脂质分子的 MS2&MS3

数据库。

1.1.5 脂质组学常用哪些设备？

液相色谱仪 ：Thermo UltiMate 3000 ；质谱仪 ：Thermo Q Exactive 。

UltiMate 3000 HPLC 仪器具有很高的色谱分析性能，样品前处理简单、易实现自动化并

且操作可靠性较高，与很多色谱柱兼容，提供了最大的应用灵活性，从而满足了我们的分离
需求。适宜对磷脂混合物等脂质混合物进行较为快速、灵敏、高通量的定性、定量研究。
1.1.6 脂质组学能检测到哪些物质类别？

脂质是一类难溶于水，易溶于乙醚、氯仿、丙酮等非极性有机溶剂的生物有机分子。细

胞和血浆中存在着大量的脂质类别，“脂质代谢途径研究计划 ”（Lipid metabolites and
pathways strategy，LIPID MAPS）项目所提出的分类系统将脂质分为 8 类，分别是：脂肪酸

类（Fatty acyls）、 甘 油 脂 类（Glycerolipids）、 甘 油 磷 酯 类（Glycerophospholipids）、

鞘脂类（Sphingolipids）、固醇脂类（Sterollipids）、孕烯醇酮脂类（Prenolipids）、糖脂
（Saccharolipids）、多聚乙烯类（Polyke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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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我们脂质组学的命名规则问题

脂质的命名中，数字代表碳长度及双键个数，例如 WE(3:0_20:2)，表示有一个长度为 3

和两个长度为 20 的碳链。但很多脂质数字里都有字母，不同字母（d,t,m,p,e, D）代表的基团
不一样，d 是羟基，m 是酰胺基等等。
1.1.8 脂质组学能测什么样本？

脂质组学可以检测的样本类型很多比如：动物组织、粪便、细胞、植物组织、血样、小

鼠脑脊液、多糖样本、餐厨垃圾、蛋清加蛋黄、饲料、牛乳液、肠道内容物、发酵液、橄榄油等。
1.1.9 脂质组学如何设计？

在确定研究方向和目的后，脂质组学的实验设计一般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

对象及样本类型；另一个是组别设计及生物学重复数量。

脂质组学研究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的手段，寻找出不同组别间显著差异变化的代谢物，

从而进行生物学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主要做组间的比较分析。最简单的可设置两个组，一个
对照组，一个实验组，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及内容可进行多样化的设计。比如
临床方向，可设置正常组和不同疾病分型组，还可以加入干预组，不同干预方法、干预时间等 ;

植物方向，可设置不同生长发育时期、部位、地区、品种；细胞微生物，可设置不同处理时间、
浓度、方式等等。

1.1.10 脂质组学为什么要设计多组生物学重复 ?

由于个体化差异所以对重复样本数有较高要求，设置生物学重复可以有效减少源于生物

样品个体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这样才能保证后期定量分析的统计学模型建立的可靠性。
1.1.11 样本收集和处理应遵循哪些原则 ?

脂质组学样本的采集及处理规范标准化至关重要，稍不注意极可能导致结果“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在样本采集和处理时需遵循以下原则；（1）快速原则，样本采集后需立即加以
处理 ;（2）低温原则，在采集、处理及快递过程中，需全程保持低温；（3）取样必须具有代

表性，尤其是粪便、组织等样本；（4）一致性原则，各个样本的采集、处理均应保持高度一致，
如采样部位、离心速率、试剂和耗材品牌等；（5）避免污染，最好采用无菌器材，保持实验

室清洁，避免杂质混入样本等。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我公司制定了各类样本严格的采集、
处理操作规程。

1.1.12 样本采集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

需要及时采集并超低温保存。及时采集，主要是避免长时间的室温暴露导致的脂质成分

变化及挥发，超低温保存可选择 -80℃或液氮存储。血液样本采集时一定要避免溶血；细胞样
本要注意避免细胞破裂；避免样本反复冻融；使用干冰冷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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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样本如何储存、运输 ?

各类生物样本应储存于 -80℃冰箱或液氮罐中；运输的过程中请使用冷链运输或者干冰寄

送，并保证足够的干冰（一般以 3 公斤干冰 / 天挥发计算）。
1.1.14 样本可以储存多久还能用于脂质组学研究 ?

用于脂质组学研究的样本，原则上讲越新鲜越好，由于部分物质的不稳定性，超低温储

存是必要的。-80℃或液氮储存。

1.1.15 在检测过程中如何判断仪器系统的稳定性？

在检测样本之前，会对仪器进行调试校正以保证仪器的响应精度；在进样过程中会通过

QC 样品对分析系统进行一个验证，后期得到数据后可根据 PCA 得分图中 QC 样品的聚合程度
判断分析过程中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1.1.16 当样本量较大时，如何保证整个分析系统的稳定，以及如何减小仪器波动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大样本检测时，首先 QC 质控样品是必须的，然后根据样品数量的多少，分为几个

批次进行检测，在数据分析时，可通过批次归一化的方法，以减小仪器误差以及批次间的偏差。
1.1.17 脂质组学如何做质控？

质控的目的是考察系统的稳定性，我们会将所有样本混合作为质控（QC）样本。一般每

隔 10 个样本进一针质控样本，结果以 QC 样本误差 2SD 以内为准，在 PCA 图上不分离且聚
集在中心为标准。

1.1.18 脂质组学能得到脂类物质的实际浓度吗？

不能，脂质组学得到的是脂类物质的相对丰度，为相对定量，无法计算其实际的含量浓度。

1.1.19 什么是 QC 样本？有什么作用？

QC（Quality Control，QC）即质控样品，可用于脂质组学的方法学验证，以保证结果的

可靠性、准确性。

目前主要有 3 种类型的 QC 样品：①等量待分析样品均匀混合的 pooled QC 样本；②商

品化的替代 QC 样品；③样品中各类代表性物质的混合标准品的 QC 样品。其中以第一种 QC
样品应用最为广泛。在进样之前及进样过程中，QC 样品都会穿插进样，一般情况下每进 10
个样本会进一次 QC。其最要作用：①进样前的 QC 用于平衡仪器，使仪器达到稳定状态，以

消除保留时间和质谱响应变异；②进样过程的 QC 主要可用于验证分析系统的稳定性；③特别
是在大样本多批次进样的情况下，QC 样本可用于数据的矫正，以减小仪器偏差及批次间误差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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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你们公司如何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诺米代谢有一套完整的质控过程，从运输 - 收样 - 前处理 - 上机 - 数据分析 - 出报告等环

节，都会有相应的质控标准进行控制，比如运输可以进行全程温度监控，前处理有一套规范

的 SOP 文件，上机前会有仪器状态的评价，上机时会有 QC 质控样本，数据分析时会有严格
的 QC 过程，最终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1.2 脂质组技术方案举例
1.2.1 案例一

1.2.1.1 研究背景

脂肪肝（Fatty Liver）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是一种常

见的肝脏病理改变而非一种独立的疾病。脂肪性肝病正严重威胁国人的健康，成为仅次于病
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发病率在不断升高，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正常人肝组织中含有

少量的脂肪，如甘油三酯、磷脂、糖脂和胆固醇等，其重量约为肝重量的 3% ～ 5%，如果肝
内脂肪蓄积太多，超过肝重量的就可称为脂肪肝。其临床表现轻者无症状，重者病情凶猛。
一般而言，脂肪肝属可逆性疾病，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常可恢复正常。
1.2.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多名患有脂肪肝和正常人群血清样本进行脂

质组学和胆汁酸检测分析，鉴定出不同种类脂质化合物并寻找不同组别之间差异脂类物质期
望找到与脂肪肝相关的关键物质。
1.2.1.3 研究方法

分别取 40 例脂肪肝患者和正常人的血液样本，根据研究需求选择适宜的采血方式。用洁

净的非抗凝管或者促凝管采集新鲜全血并标记清楚样本编号。将采集到的全血室温下放置 30
min，凝血结束后将采血管置于离心机中离心，如不能及时处理，将样本至于 4℃冰箱，在 2

h 内离心。 离心后的上清液即为血清，用移液器小心吸取并分装至洁净的冻存管中，做好标

记。血清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速冻时间约 30 s 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
氮或 -80℃冰箱中保存用于后续实验。
1.2.1.4 预期结果

对脂肪肝患者和正常人群的血清样本进行脂质组学和胆汁酸检测，分别鉴别出不同种类

脂质化合物和相应的胆汁酸，通过不同组别之间的相互比较不同组别之间的差异脂类物质和
差异胆汁酸，并结合胆汁酸和脂质组联合分析寻找与脂肪肝相关的代谢通路，为相应的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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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技术路线

1.2.2 案例二

1.2.2.1 研究背景

肥胖是指一定程度的明显超重与脂肪层过厚，是体内脂肪，尤其是甘油三酯积聚过多而

导致的一种状态。它不是指单纯的体重增加，而是体内脂肪组织积蓄过剩的状态。由于食物

摄入过多或机体代谢的改变而导致体内脂肪积聚过多造成体重过度增长并引起人体病理、生
理改变或潜伏。导致肥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肥胖基因遗传与环境因素、物质代谢与内分泌功

能的改变、脂肪细胞数目的增多与肥大、神经精神因素、生活及饮食习惯、药物性肥胖、肠
道问题等。肥胖也会带来很多危害比如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险、肥胖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

肥胖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肥胖增加癌症发生的危险性、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而且给生活

带来不便。此外还有关节软组织损伤、生殖能力下降以及心理障碍、心脏病、糖尿病、动脉
粥样硬化、脂肪肝、胆结石、水肿、痛风等。
1.2.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技术，对不同肥胖类型人群尿液进行脂质组学检

测，鉴别出不同种类脂质化合物，找到不同肥胖类型之间的差异脂类物质，并且寻找与肥胖
相关的脂质代谢通路，为相应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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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研究方法

分别取 3 严重肥胖、肥胖、轻微肥胖和正常体重四个不同阶段的人源尿液，每个组别 30

个重复。尿液样本的采集方式采用自然排尿采集方法采集首次晨尿。用干净、干燥、无菌的
塑料或玻璃容器收集尿液，并将采集管置于冰上。采集的尿液需离心去除沉积物，用移液器

小心吸取上清分装至冻存管中做好标记，尿液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
速冻时间约 30 s，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保存用于后续实验。
1.2.1.4 技术路线

1.2.1.5 预期结果

对不同肥胖程度和正常人群的尿液样本进行脂质组学检测并鉴定出不同肥胖程度和正常

人群的尿液样本中的所有脂类物质化合物，通过组别之间的相互比较找出不同组别之间的差
异脂类物质寻找与肥胖相关的代谢通路以期为相应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2.3 案例三

1.2.3.1 研究背景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由向大脑输送血液的血管疾病引起的一种急性疾病，是全球范

围内导致居民死亡和残障的重要原因。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和死亡率

高的特点，已成为危害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脑卒中主要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
卒中两大类，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在脑卒中患者占比较大。缺血性脑卒中系由各种原因所致的
局部脑组织区域血液供应障碍，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性病变坏死，进而产生临床上对应的神
经功能缺失表现，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量。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脑卒中的人群叠

加效应和快速增长给社会、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每年造成的各种直接和间
接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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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脑卒中后不同时间小鼠血液全脂质谱和脂肪酸含量的变化，构建脑卒中影响的脂

肪酸代谢通路；脑卒中后主要受影响的基因及通路寻找其关键基因信息；不同浓度给药后转
录组学差异、代谢组学差异分析其药物的作用机理。

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联合分析，多角度探讨阿托伐他汀钙在缺血性脑卒中的药物作用。

1.2.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样本类型为大鼠血清，每个处理组 30 个重复，用不同浓度的阿托伐他汀钙饲喂小鼠，

在 1 天、7 天和 21 天时取小鼠血清根据研究需求选择适宜的采血方式。用洁净的促凝管采集

新鲜全血并标记清楚样本编号。将采集到的全血室温下放置 30 min，凝血结束后将采血管置

于离心机中离心，如不能及时处理，将样本至于 4℃冰箱再 2 h 内离心。离心后的上清液即为
血清，用移液器小心吸取并分装至洁净的冻存管中，做好标记。血清分装至冻存管后应立即

竖直置于液氮中速冻，速冻时间约 30 s 速冻后转运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保存用于后续实
验。

1.2.3.4 技术路线

（5）预期结果

不同浓度给药后转录组学差异、代谢组学差异分析其药物的作用机理；代谢组学和转录

组学联合分析，多角度探讨阿托伐他汀钙在缺血性脑卒中的药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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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脂质组样本要求及操作指南
1.3.1 送样要求

样本类型

建议送样量

最低送样量

粪便

200mg

100mg

动物组织

200mg
107

细胞

植物组织

2.5g

100mg
5*106

500mg

微生物

150mg( 菌体 )

50mg( 菌体 )

脑脊液

200ul

60ul

血样

200ul

60ul

蛋清加蛋黄

100mg

50mg

饲料

200mg

400mg

餐厨垃圾

100ul

50ul

1.3.2 操作指南

详情请参考代谢组学。

1.4 脂质组分析报告解读

脂质分类饼图

树状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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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S-DA 得分图

PLS-DA 置换检验图

PCA 得分图

差异脂质 DG 类统计柱状图

箱式图

柱状图

Z-score 图

差异脂质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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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脂质关联和弦图

差异脂质热图

1.4.1 脂质分类饼状图

饼状图显示一个数据系列（数据系列：在图表中绘制的相关数据点，这些数据源自数据

表的行或列。图表中的每个数据系列具有唯一的颜色或图案并且在图表的图例中表示。可以
在图表中绘制一个或多个数据系列，相同颜色的数据标记组成一个数据系列。）显示为整个
饼状图的百分比。我们将脂质组的数据预处理后注释得到的脂质根据脂肪链和基团分为 PA、
PC、PE、PG、PI、PS、TG、SM、CL 等类别。

脂质分类饼图

1.4.2 差异脂质 DG 类统计结果

统计柱状图是用一个单位长度表示一定的数量或者占比，根据数量或比例的多少画成长

短不同的直条，然后把这些直条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能表示各部分比例和关系。如图

所示我们以差异脂质 DG（甘油二酯）类统计柱状图为例，展示出在 DG 类脂质中 DG（18:0/18:1）
具有两条均含有 18 个碳的碳链，且一条碳链不含饱和键（双键）一条碳链含有一个饱和键的
甘油二酯在总 DG 中的占比以红色表示；DG（26:6/18:0）中包含一条具有 26 个碳的碳链此

碳链上含有 6 个双键（饱和键）和一条含有 18 碳的碳链此碳链上不包含双键的甘油二酯在总
DG 中的占比以绿表示；以及 DG（19:1/18:1）、DG（16:0/24:6）、DG（26:6/18:10）等物
质占总 DG 的比例分别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其余报告内容详解请参考代谢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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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脂质组文献解析
1.5.1 案例一

（1）[ 项目文章 ] CircACC1 调节代谢应激下 AMPK 复合物的组成和激活

CircACC1 regulates assembly and activation of AMPK complex under metabolic stress

期刊：Cell Metabolism
影响因子：21.567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细胞代谢受其所在微环境的影响。AMPK（AMP 活化蛋白激酶）是重要的细胞能量感受器，

在细胞能量不足时被激活，进而影响细胞的脂肪酸氧化、糖酵解、脂降解等代谢活动。代谢
异常是肿瘤细胞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 AMPK 在细胞代谢中的关键地位，活性受到严格调控，

被视为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环状 RNA 是非编码 RNA 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这类特殊的非
编码 RNA 具有组织特异性，在多种疾病生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但环状 RNA 是否参与
AMPK 的调控尚未清楚。
研究目的：

CircACC1 通过与调节的 β 和 γ 亚基形成三元复合物来稳定和促进 AMPK 全酶的活性。

细胞水平的 CircACC1 调节 β- 脂肪酸氧化和糖酵解，导致细胞脂质储存变化。在异种肿瘤移
植模型中，沉默或增强 CircACC1 的表达分别导致生长抑制和增强。此外，结直肠癌组织中
AMPK 活性的增加通常与 CircACC1 表达的增加有关。
研究思路 / 设计：

脂质代谢相关环状 RNA 的筛选与验证
CircACC1 环状 RNA 对代谢物的影响分析
CircACC1 环状 RNA 对 AMPK 的调控研究
应激状态对 circACC1 表达的影响
参与 circACC1 调控的转录因子分析
CircACC1 对肿瘤发生的生物学意义研究
图 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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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参与脂质代谢的环状 RNA circACC1 的鉴定

图 3. CircACC1 促进糖酵解与脂肪酸氧化

研究结果：

在血清饥饿时，转录因子 C-Jun 使得 ACC1 基因表达更多的 CircACC1，这一环状 RNA 与

AMPK 的 β 和 γ 亚基结合，稳定并增强 AMPK 的活性，从而促进脂肪酸 β 氧化和糖酵解。在
结直肠癌组织中，AMPK 的激活与 CircACC1 的表达呈现正相关，并且 CircACC1 是一种诱导
AMPK 活化的方法，可在癌细胞代谢重编程过程中利用 CircACC1。以上表明环状 RNA 在肿瘤
发生与代谢调控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Li Q , Wang Y , Wu S , et al. CircACC1 Regulates Assembly and Activation of AMPK

Complex under Metabolic Stress[J]. Cell Metabolism, 2019, 30(1):157-173.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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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案例二

（2）[ 项目文章 ] 一种进行高效肿瘤治疗的低温光热疗法

Biomimic FeS2 Nanodrug with Hypothermal Photothermal Effect by Clinical
Approved NIR- Ⅱ Light for Augmented Chemodynamic Therapy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影响因子：10.652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光热疗法 (PTT) 被认为是一种非侵袭性和肿瘤选择性的治疗方式，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肿

瘤传统疗法的替代品。低温光热疗法 (HPTT) 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疗法利用热疗 (< 45℃ )

破坏肿瘤细胞，对周围正常组织的副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有广泛的研究，但 HPTT 的进
一步临床转化和应用受到严重阻碍，主要原因是临床使用的近红外激光治疗效果打折扣，最
大允许暴露量 (MPE) 低。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标准，临床批准的用于皮肤

暴露的 MPE 在 1064 nm 激光照射下为 1.0 W/cm2，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为 0.33 W/cm2。因

此，如何在 FDA 批准的激光功率下实施高效的 HPTT 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本文提供了
一种利用临床认可的激光功率进行高效肿瘤治疗的 HPTT 扩增 CDT 策略，为未来协同 HPTT
和 CDT 的临床应用铺平了道路。

图 1. 在 RBCs 涂层后，FeS2 的内芯表面出现了约 8.3 nm 的膜外壳

图 2. FeS2@RBCs 的光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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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eS2@RBCs 的制备表征

图 4. 体外评价 PTT 和 PTT 增强 CDT 作用

图 5. FeS2@RBCs 的药代动力学、免疫反应和生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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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增强 MRI 和近红外荧光 (NIFR) 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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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图 7. FeS2@RBCs 的体外细胞毒性研究

成功开发了 FeS2@RBCs，在 1.0 W/cm2 (FDA 批准的功率密度 ) 的 1064 nm 照射下，显

示出优异的光热学效率。RBCs 涂层为纳米颗粒提供了血液循环延长并且没有免疫应激反应，

从而改善肿瘤积累，增强 HPTT。肿瘤区域的热疗增强了 FeS2@RBCs 的 CDT 效应。此外，在
成像引导下的 HPTT 和 CDT 的协同作用在体内和体外都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参考文献

She D , Peng S , Liu L , et al. Biomimic FeS 2 Nanodrug with Hypothermal

Photothermal Effect by Clinical Approved NIR- Ⅱ Light for Augmented Chemodynamic
Therapy[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0, 400:12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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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案例三

[ 项目文章 ] 脂质组学助力增强型低温光热治疗的研究

Localized Free Radicals Burst Triggered by NIR-II Light for Augmented
Low-Temperature Photothermal Therapy

期刊：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影响因子：8.758

发表日期：2019 年

研究背景：

低温热疗是一种新型的肿瘤治疗方法，它使用相对较低的温度 (45 摄氏度 ) 来破坏癌细胞，

对正常组织有轻微的毒性。然而，除了肿瘤细胞的诱导耐热性之外，低温热疗的治疗效果打
折扣也归因于外源性光刺激的穿透性差和肿瘤部位光热剂的低积累。

研究目的：

我们通过 Ca2+ 配位海藻酸钠 (ALG) 构建了一种多功能原位海藻酸钠水凝胶，包封油墨光

热剂和偶氮化合物 [2-(2- 咪唑啉 -2-yl) 丙烷 ] 二盐酸盐 (AIPH)。ALG 水凝胶通过增加油墨的积
累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减少潜在副作用。注射后局部用 1064nm NIR-II 光照射产生低温刺激，
触发快速分解产生烷基自由基的 AIPH。协同低温光热疗法，达到治疗癌症的作用。
研究思路 / 设计：

图 1. 研究思路

图 2. 水凝胶在体内的局部凝胶化和光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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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64nm 近红外 - Ⅱ激光照射下自由基的检测 AIPH + Ink + A 水凝胶 对 HCT116 细胞的影响

图 4. 脂质分析

研究结果：

以 Ca2+ 配位 ALG 为载体，将 Ink 光热材料和 AIPH 包封，制成多功能注射凝胶。在低温

下随着 AIPH 的热降解，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协同杀伤肿瘤。该策略具有增强稳定性、多模式

治疗效果等优点。我们通过体外诱导癌细胞脂质氧化和体内肿瘤根除来证实协同治疗的有效

性。同时，水凝胶在体外和体内均具有较强的固定化能力，有效促进了药物在肿瘤中的高积累，
有效延长了作用时间。系统毒性评价也证明该策略具有较高的生物安全性。
参考文献

Ouyang B , Liu F , Ruan S , et al. Localized Free Radicals Burst Triggered by NIR-II

Light for Augmented Low-Temperature Photothermal Therapy[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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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案例四

microRNA -125a 的失调可导致小鼠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失调

Dysregulation of microRNA -125a contributes to obesity -associated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ysregulates lipid metabolism in mice

期刊：BBA -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of Lipid
影响因子：4.402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肥胖是一种炎症性疾病，通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T2D 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等疾病的风险。肥胖的标志是代谢和细胞功能的改变，主要原因是脂质和葡萄糖代谢紊乱、

胰岛素抵抗和慢性全身炎症。尽管在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的发病机制中涉及许多遗传、代
谢和生理因素，但这些肥胖引起的代谢改变的潜在机制仍是未知。

研究目的：

有研究发现 miR-122、miR-143、miR-130a-3p、miR-26a、miR-802、miR-103 和 miR-

107 在代谢稳态中起关键作用，此外，有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 miRNA 在肥胖小鼠肝脏、脂肪
等组织中的表达谱发生了改变。此外，已经发现了几种与肥胖相关的 miRNAs，它们可以作为
肥胖受试者的一种新的代谢生物标志物。
研究思路 / 设计：

图 1. 小鼠 MiR-125a 表达变化

图 2. MiR-125a 在体内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和脂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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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iR-125a 过表达可调节肝脂肪酸的组成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揭示在肥胖小鼠中，miR-125a 表达异常导致了肥胖诱导的代谢紊乱。miR-125a

过表达可通过直接靶向 ELOVL6 改善体内胰岛素敏感性和脂质代谢。这些发现进一步揭示了

miR-125a 在调节糖脂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miR-125a 可能成为在临床治疗代谢疾病新药开
发的治疗靶点。
参考文献

Liu R , Wang M , Li E , et al. Dysregulation of microRNA-125a contributes to obesity-

associated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ysregulates lipid metabolism in mice[J].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BBA) -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of Lipids, 2020, 1865(5):158640
1.5.5 案例五

[ 项目文章 ] 血小板修饰磁性纳米颗粒用于铁死亡增强的肿瘤免疫治疗
Platelet Membrane-Camouflag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or
Ferroptosis-Enhanced Cancer Immunotherapy

期刊：Small

影响因子：10.856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20 年

免疫治疗：通过刺激体内本身的免疫反应来对抗肿瘤细胞。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 1)，是

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以 PD-1 为靶点的免疫调节对抗肿瘤、抗感染、抗自身免疫性疾病

及器官移植存活等均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和宿主免疫系统的钝化，免疫
治疗策略在许多癌症的抗肿瘤反应中仍然存在局限性。
研究目的：

铁死亡（Ferroptosis）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细胞死亡形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4

(GPX4) 的钝化，导致氧化羟基自由基的过量生成和积累，导致脂质过氧化物升高，引发铁死亡。
铁基纳米材料显示可以提高铁死亡效率的潜力，但由于缺乏免疫逃逸和肿瘤靶向性差，鲜有
临床应用。

衍生细胞膜，（如红细胞、血小板、巨噬细胞等）由于具有自我识别的特性，被用来伪

装纳米颗粒，从而逃避系统的免疫清除。血小板是血液循环中的保护剂，对受损血管和肿瘤
组织具有趋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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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血小板膜包衣

研究思路 / 设计：

图 2. 柳氮磺胺吡啶（药物）介孔磁性纳米颗粒

图 3. 羟基自由基诱导的脂质过氧化作用 ↑，ROS（活性氧），羟基自由基 ↑，
谷胱甘肽耗竭 XcT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4 (GPX4) ↓

图 4. Fe3O4-SAS@PLT 诱导的体外细胞毒性及其铁死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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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T1 细胞多不饱和磷脂的含量，五类磷脂的含氧化物含量，
不同种类的溶血磷脂的水平

研究结果：

结果 1：Fe3O4-SAS@PLT 以剂量依赖的方式降低细胞活力。Fer-1 和 DFO 处理后抑制了

Fe3O4-SAS@PLT 作用，表明 Fe3O4-SAS@PLT 参与了铁死亡诱导的细胞死亡。谷胱甘肽的耗

竭表明 Fe3O4-SAS@PLT 可能通过抑制半胱氨酸进入细胞合成谷胱甘肽的系统 Xc- 转运体 (XcT)

途径诱导铁死亡。Fe3O4-SAS@PLT 能显著提高细胞内脂质过氧化水平，脂质过氧化物是铁死
亡发生的重要标志物。

图 6. Fe3O4-SAS@PLT 介导的铁死亡体外免疫激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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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体内实验得到与体外实验同趋势的结果

结果 2：Fe3O4-SAS@PLT 介导的肿瘤细胞铁死亡成功诱导细胞免疫应答。对于转移肿

瘤模型来说，Fe3O4-SAS@PLT 诱导的树突细胞成熟度显著高于 Fe3O4-SAS 组，这可能归因于
Fe3O4-SAS@PLT 对转移瘤具有良好的靶向性。Fe3O4-SAS@PLT 介导的铁死亡可以在体内释放
肿瘤相关抗原并触发有效的免疫激活。

图 8. 4T1 细胞在小鼠肺部发生转移 ( 图 8a)。Fe3O4-SAS@PLT 在肝，脾，肺中的富集程度高
于其他器官 ( 图 8b), 表明 Fe3O4-SAS@PLT 在体内具有显著的转移瘤靶向性

图 9. 记录 4T1-luc 细胞的生物发光，以监测肿瘤转移的扩展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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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处理小鼠之后的存活率，病理切片展示

结果 3：生物发光成像显示，小鼠注射 4T1-luc 细胞后七天，肿瘤细胞明显扩散到肺组

织。用 Fe3O4-SAS@PLT 和抗 PD-1 治疗的小鼠几乎没有发光，表明肿瘤转移被显著抑制。经

Fe3O4-SAS@PLT 和抗 PD-1 处理的小鼠中，76% 的小鼠存活 80 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

他组的所有小鼠都在 50 天内死亡。病理切片显示，对照组肺中有明显的肿瘤转移，而 Fe3O4-

SAS@PLT 和抗 PD-1 组肺中几乎没有转移结节。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 PD-1 阻断疗法和
Fe3O4-SAS@PLT 介导的铁死亡联合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肿瘤转移，且在延长小鼠生存期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

图 11. GO 分析、KEGG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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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TMT 定量蛋白组学分析

结果 4：差异表达的蛋白总数为 271 个，其中与铁死亡相关的差异蛋白表明，Fe3O4-

SAS@PLT 介导的铁死亡能激活 DC 成熟、T 细胞活化和浸润，从而促进 PD-1 治疗。免疫功能

相关的差异蛋白一共涉及 102 个，其中 50 个蛋白表达上调，52 个蛋白表达下调。GO 分析表明，
这 102 个差异表达蛋白在免疫过程中显著富集，特别是参与了细胞杀伤调节，抗原刺激炎症

调节，原生防御反应，T 细胞介导免疫等，提示经 Fe3O4-SAS@PLT 治疗后，与肿瘤相关的特

异性免疫途径被激活。KEGG 分析表明，最具代表性的过程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TNF) 信号途径，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APK) 信号途径，白细胞介素 (IL-17) 信号途径和趋化因子信号途径是
免疫系统激活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属于 MAPK 信号通路的蛋白中，发现核因子 NF-kappa-B
家族蛋白 (Nfkb1 和 Nfkb2), 在促进 M1 极化方面起关键作用。
研究结论：

仿生磁性纳米颗粒 (Fe3O4-SAS@PLT) 通过增强铁死亡过程，提高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由

于具有血小板的自我识别特性，Fe3O4-SAS@PLT 纳米粒表现出有效的免疫逃逸和靶向富集肿

瘤转移靶点。Fe3O4-SAS@PLT 纳米粒不仅可以通过抑制系统 XcT 通路诱导铁依赖的铁死亡发
生，而且可以诱导有效的免疫反应，提高 PD-1 阻断疗法的体内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Qin J , Kuang W , Xingyu Z , et al. Platelet Membrane-Camouflag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or Ferroptosis-Enhanced Cancer Immunotherapy[J]. Smal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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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
Gene Sequencing

基因测序研究解决方案

基因测序是一种新型基因检测技术，能够从样本中分析测
定基因全序列，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生物学和医学的研
究和发现。

1. 转录组学研究
1.1 转录组学技术概念

转录组（Transcriptome）广义上指某一生理条件下，细胞内所有转录产物的集合，包括

信使 RNA、核糖体 RNA、转运 RNA 及非编码 RNA；狭义上指所有 mRNA 的集合。

转录组学是研究特定的细胞、组织或个体在特定时间和状态下所转录出所有 RNA 的学科，

转录组测序是指利用高通量测序方法，研究特定的细胞、组织或个体在特定时间和状态下所
转录出的所有 mRNA，用于揭示不同功能状态下的基因表达、结构的差异，阐明分子机制。

1.2 转录组测序分类

转录组测序理论上可以研究各种长度范围的 RNA，目前转录测序包括 mRNA 测序、

lncRNA 测序，smallRNA 测序，circRNA 测序等。根据有无参考基因组，又分为无参转录组
和有参转录组。

有参转录组测序：有参转录组通过将测序数据与参考基因组进行 mapping 得到转录本信

息，对转录本进行功能注释。

无参转录组测序：对于没有参考基因组的物种进行转录组测序，则需要首先对测序 reads

进行拼接，之后识别拼接结果中的可能转录本，最后对转录本进行功能注释，才能进行下一
步的分析工作。

mRNA：信使 RNA，是由 DNA 的一条链转录而来的，是指导合成蛋白质的模板，是把遗

传信息从 DNA 传递到蛋白质的信使。成熟 mRNA 的主体序列是编码区，在其上游 5' 侧和下
游都有非编码区。真核生物 mRNA 分子两端还有 5' 帽子和 3' 尾部结构。原核细胞的 mRNA
一般没有尾，但感染真核细胞的病毒 mRNA 一般有尾。

mRNA 测序：获得机体特定组织或器官在某一状态下的完整表达信息，是基因功能和结

构研究的基础，为物种生长发育或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解析提供参考依据。广泛应用于基础
研究、临床诊断及药物研发等领域。

SmallRNA 是 一 类 高 度 保 守 的 长 度 在 18-30 nt 的 RNA 分 子， 主 要 有 两 种 类 型 的 小 分

子 RNA： 一 类 是 snRNA(Small nuclearRNA)， 存 在 于 细 胞 核 中； 另 一 类 是 scRNA(Small

cytoplasmicRNA)，存在于细胞质中。小 RNA（SmallRNA，sRNA）主要是一大类功能各异
的调控分子，分别在转录水平、转录后水平及表观遗传水平等方面控制基因的表达，通过多

种多样的作用途径，包括 mRNA 降解、翻译抑制、异染色质形成以及 DNA 去除，广泛参与调
控生物体的生长发育和疾病发生。

Small RNA 测序：鉴定机体特定组织在特定状态下的已知 Small RNA，发现新的或物种

特有的 Small RNA，并对其进行靶基因预测和功能分析，研究其在个体发育、生殖等重要生
命活动中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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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RNA 测序：长链非编码 RNA 是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 200nt、不编码蛋白的 RNA。起

初被认为是基因组转录的“噪音”，是 RNA 聚合酶 II 转录的副产物，不具有生物学功能。然而，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LncRNA 参与了 X 染色体沉默，基因组印记以及染色质修饰，转录激活，
转录干扰，核内运输等多种重要的调控过程。

LncRNA 测序：鉴定已知 LncRNA，预测新的 LncRNA，研究 LncRNA 调控网络与靶点以

及在生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调控作用。

环 状 RNA（CircRNA） 是 一 类 特 殊 的 非 编 码 RNA 分 子， 与 传 统 的 线 性 RNA（Linear

RNA，含 5' 和 3' 末端）不同，circRNA 分子呈封闭环状结构，不受 RNA 外切酶影响，表达更

稳定，不易降解。circRNA 作为竞争性內源 RNA（ceRNA），能竞争性结合 miRNA，从而调
控 miRNA 靶基因的表达。

CircRNA 测序：高效的鉴定环形 RNA，并对其剪接位点和功能做出预测以及 miRNA-

CircRNA 调控网络研究。

1.3 转录组测序原理

真核生物 mRNA 在 3' 端富含一个 poly-A 结构，可通过 oligo（dT）磁珠富集 polyA 来获

取特定组织或细胞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转录出的所有 mRNA。真核转录组测序，采用 Illumina
平台对富集到的所有 mRNA 进行测序。

原核生物 mRNA 为多顺反子结构，不含 polyA，因此，无法直接利用 oligoT 将 mRNA 纯

化出来。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去除 Total RNA 中 rRNA 实现。

1.4 转录组学应用领域
（1）医学研究

疾病标志物筛查
疾病诊断和分型
疾病复发诊断

药物毒理学评价

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临床疗效评价

（2）生命科学研究

非生物环境关系研究
植物与微生物
表型鉴定

代谢途径及功能基因组
药用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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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录组测序常见问题

1.5.1 测转录组需要设置几个生物学重复？

生物学差异是基因自身表达的特性，是个体异质性差异，与检测技术的选择以及数据处

理的方式无关，如果没有生物学重复，或者生物学重复的数量不够，就不能得到有统计意义

的实验结果。获得的差异表达基因可能仅是少数个体差异的表现，并不能反映疾病或者某种
特定生理状态下的群体本质特征。

建议一般样本应该至少设置 3 个生物学重复，具体情况需要根据具体实验来决定。样本

数量越多对于统计筛选越有利。

1.5.2 如何区分有参转录组和无参转录组？

如果所研究的物种有组装注释质量较好基因组序列，且和该基因组序列比对效率较高，

那么可以采用有参转录组的分析策略，直接进行分析，例如人、大小鼠及各类模式生物等。

所研究的物种无已知的参考基因组或组装注释好的基因序列，则需要按无参转录组分析

策略进行转录本组装，构建 unigene 库，进行后续分析。
1.5.3 转录组对样品有什么要求？用量多少？

总 RNA 量不低于 4μg；新鲜动物组织量不低于 200mg，植物组织不低于 200mg，细胞

量不低于 5×106，全血样本不低于 200μl 并分离白细胞。所有样品都采用干冰运输。具体的
样本量要求与样本收集可参考我们的转录组样本制备指南。

1.6 转录组技术方案设计要点
1.6.1 研究背景

课题组前期工作汇总，当前研究领域文章综述，本研究的目的。相关研究文献查阅，当

前领域高分文献解读。研究对象，物种学名拉丁名，可参考 NCBI 分类，真核还是原核？是否
有参考基因组？明确研究目的，选择测序方式。
1.6.2 实验设计

1.6.2.1 实验材料

（1）正常表型组 / 对照组

生长发育初期：幼体幼苗期

高温或干旱非生物胁迫 0h，初始浓度
病菌、虫害等生物前
药物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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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组 / 实验组

不同发育时期：成熟期、衰老期

非生物胁迫的不同时间节点或浓度梯度
生物胁迫后或不同时间节点

药物治疗后不同时间或不同药物浓度梯度
1.6.2.2 实验处理与取材
（1）实验处理

非生物胁迫：温度、盐碱、重金属离子、缺氧等

生物胁迫：细菌、真菌侵染、昆虫病害、植物寄生等

（2）取材部位

植物组织：根、茎、叶、果实

动物组织：肌肉、肝脏、肾脏、心脏、骨组织等

（3）取样时间

时间点，例如：高温胁迫后取 0h、3h、6h、12h、24h、48h、72h
发育时期：幼苗期、成长期、成熟期等

1.6.3 测序策略

确定测序文库片段大小以及测序深度，目前，通常的转录组测序选择打断后长度在

300bp 左右的片段，采用 PE150 进行双端测序。

根据检测物种不同，测序深度有所差异，通常情况下：

测序深度

细菌类：数据量在 1-2Gb
真菌类：数据量在 2-4Gb

真核动植物：数据量在 5-1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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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录组文献解析
1.7.1 案例一

视黄醇敏感的 Hoxb 簇维持正常造血和抑制白血病发生

Retinoid-Sensitiv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the Hoxb Cluster Maintains Normal
ematopoiesis and Inhibits Leukemogenesis

期刊：Cell Stem Cell
影响因子：21.464

发表日期：2018 年

研究背景：

Hox 基因调节造血干细胞（HSCs），在造血因子中重新获得的 Hox 表达参与白血病的发生。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转录组和 DNA 甲基化分析，证实 Hoxb 簇和维甲酸信号基因主要富集在 LT-HSC

中，并且这种 Hoxb 表达的协同调节是由维甲酸依赖的顺式调节元件介导的。DNA 甲基转移
酶介导 DNA 甲基化，导致 Hoxb cluster 表达降低。
研究结果：

DNMT3A 突变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现为低甲基化。CRISPR Cas9 介导的特异性 DNA

甲基化降低 HOXB 的表达，减轻白血病的发生。

图 1. WT 和 DERARED 缺失的 HSC 细胞转录组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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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nt5a 处理的 HSC 转录组分析

研究结论：

这些发现证明了通过协调调节 Hoxb 基因，维甲酸信号和去鼠素在维持 HSC 和防止白血

病发生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Qian P et al.,Retinoid-Sensitiv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the Hoxb Cluster Maintains

Normal Hematopoiesis and Inhibits Leukemogenesis.Cell Stem Cell.2018 May 3;22(5):740754.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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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案例二

[ 项目文章 ] 氨和热应激对凡纳滨对虾肠道菌群的毒性作用及转录和代谢反应
Toxic effects of ammonia and thermal stress on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transcriptomic and metabolomic responses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影响因子：6.551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在亚热带气候地区，特别是夏季，虾塘的水温经常超过 34℃。高温会引起应激反应，引

起虾的生理不适。氨是水生环境中常见的污染物，主要由粪便、过量饲料等有机废物分解产生。
氨应激影响虾的健康，导致高死亡率、免疫紊乱和易感性疾病。在密集培养池中，氨氮的浓

度可提高到 46 mg/L。据报道，氨的浓度受水温的影响，随着水温的升高，氨对水生动物的
毒性增大。

肠道是宿主健康的屏障，由肠道粘膜和功能稳定的微生物群组成，肠道屏障不仅对维

持体内环境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能有效防止病原体的入侵和细菌内毒素的置换。一个

稳定的功能微生物群有助于宿主健康，包括营养、代谢和免疫稳态，以及代谢功能。相反，
微生物群的不平衡会损害宿主的健康，增加对疾病的易感性。特别是肠道菌群与宿主共代谢，

菌群与宿主免疫系统可以在肠腔和粘膜表面以及体循环之间交换代谢物。有益的微生物代谢
物会促进宿主的健康，而有害的微生物代谢物会导致宿主的疾病，因此，肠道菌群与宿主的

免疫和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宿主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之前的研究中，证实了氨 - 热应
激分别引起凡纳滨对虾肠黏膜损伤和免疫破坏，氨气也引起肠菌群的改变。然而，在氨和温
度升高的复合应激下，虾的生理反应机制尚不清楚。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了氨 - 热应激对凡纳滨对虾肠道菌群群落的个体效应和综合效应。利用转录组学

和代谢组学分别分析肠道免疫因子和血淋巴代谢物的变化，并探讨了肠道微生物的变化与宿
主免疫因子和代谢物的关系。
研究结果：

本研究揭示了在氨 - 热应激条件下凡纳滨对虾的肠道菌群、免疫和代谢机制 ; 鉴定了 9 种

与应激相关的代谢物标志物，几种肠道细菌属与宿主基因和代谢标志物均存在显著相关性，
但其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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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技术路线

图 2 . 凡纳滨对虾 RNA-seq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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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凡纳滨对虾血淋巴代谢组学分析

图 4. 凡纳滨对虾肠道菌群多样性分析

图 5. 多组学联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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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组学研究
2.1 微生物组学研究

微生物是地球上数量最多和多样性最高的生物，1g 土壤中仅细菌就可能有 109 个。由于

大多数微生物尚不能纯培养，传统的微生物研究方法，如显微镜微形态观察、选择性培养基计

数、纯菌种分离和生理生化鉴定等，在微生物多样性研究中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于非培养

基础上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可以使人们快速、系统地分析环境样品中微生物组成、结构和多样性，
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

在人体表面以及与外界相通的腔道中，如皮肤、胃肠道、 鼻腔等部位，定植着大量以细

菌为主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的数量可达人体自身细胞数的 10 倍以上，其基因数量更多
达人体基因数的 100 多倍。微生物群落在人体内维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参与调节人体的一系

列生理生化反应，如免疫调节、食物消化、维生素合成等。因此，微生物群落的平衡失调可
能导致各种感染性、过敏性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人体微生物组是对人体共栖、共生和致病

的所有微生物的总称。微生物基因组是人体基因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体微生物组测
序也被认为是 " 人体第二个基因组计划 "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

DNA 测序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人体微生物组的研究更加深入，使得微生物组在人体健康与疾
病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 16s rDNA 作为扩增子测序是研究微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
段。

2.2 16s rRNA 的技术原理

16S rRNA 位于原核细胞核糖体小亚基上，包括保守区域（Conserved Regions）和高变

区域（Hypervariable Regions）， 其中保守区在细菌间差异不大，高变区具有属或种的特
异性，随亲缘关系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因此，16S rDNA 可以作为揭示生物物种的特征核酸
序列， 被认为是最适于细菌系统发育和分类鉴定的指标。16S rDNA 扩增子测序（16S rDNA

Amplicon Sequencing），通常是选择某个或某几个高变区，利用保守区设计通用引物进行
PCR 扩增，然后对高变区进行测序分析和菌种鉴定，16S rDNA 扩增子测序技术已成为研究环
境样本中微生物群落组成结构的重要手段。

随着高通量测序平台的不断发展，升级后的 NovaSeq 测序平台可实现双端测序的 PE250

策略，达到与 MiSeq 平台相同的读长，并且在通量和测序质量上比 MiSeq 有了很大的提升，
成为更适用于 16S 扩增子测序的新平台。NovaSeq PE250 测序通量高、深度大，更有利于低

丰富群落物种的鉴定，从而提高微生物群落研究的完整性，因此将会成为研究微生物群落多
样性的首选之策。

根据所扩增的 16S 区域特点，构建小片段文库，基于 Illumina NovaSeq 测序平台对该文

库进行双末端测序（Paired_End）。经过 Reads 拼接过滤，OTUs（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聚类，可以进行物种注释及丰度分析；通过 α 多样性（Alpha Diversity）和 β 多样性
分析（Beta Diversity），不仅可以揭示出样本中物种组成和样本间群落结构的差异，而且还
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进行个性化分析和深度的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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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扩增子测序的常见问题
2.3.1 什么是 16s rRNA ？

16S rRNA 基因是编码原核生物核糖体小亚基的基因，长度约为 1542bp，其分子大小适中，

突变率小，是细菌系统分类学研究中最常用和最有用的指标。16S rRNA 基因序列包括 9 个可
变区和 10 个保守区，保守区序列反映了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在物种间差异不大，而可变区序
列则能体现物种间的差异。 16S rRNA 基因测序以细菌 16S rRNA 基因测序为主，核心是研究
样品中的物种分类、物种丰度以及系统进化。
2.3.2 环境样品需要生物学重复吗？

环境样本由于来源和条件不完全可控，每个样品之间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相同样

本的不同取样时间和部位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基于高通量测序主要是为了了解样品的菌群构成和功能分析，以及寻找不同环境之间的

差异，包括菌和功能基因以及代谢。如果仅做单一样本，很可能结论只能代表这个单一取样

样本的信息，无法排除不同样本重复之间的差异，也就可能得不到真正代表环境差异的结果。
所以环境样品不仅要重复而且还应该以分组方式取尽量多的样本以全面的代表一个环境

条件下的各种变异情况。
2.3.4 OTU 是什么？

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是在系统发生学研究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为了便

于进行分析，人为给某一个分类单元（品系，种，属，分组等）设置的同一标志。通常按照

97% 的相似性阈值将序列划分为不同的 OTU，每一个 OTU 通常被视为一个微生物物种。相似
性小于 97% 就可以认为属于不同的种，相似性小于 93%-95%，可以认为属于不同的属。样
品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和不同微生物的丰度都是基于对 OTU 的分析。
2.3.5 利用 16s rRNA 鉴定细菌能确定到种上吗？

16s rRNA 长度为 1.5k 多，作为菌种鉴定一般选择相似度 97% 的标准，相似度超过 97%

一般定义为同一种菌。

如果是 sanger 测序获得 16s 全长的都可以鉴定到种，甚至能区分亚种。有些细菌并不只

有 1 个 16s 序列，会包含有 1-15 拷贝的 16s 序列，所以单一的 16s 序列鉴定可能会出现偏差。
利用高通量测序一般由于读长的缘故，通常只有 300-500 多个碱基被测序，所以在物种

鉴定上一般比较可靠的是能分类到属，部分能分类到种。

如果利用三代测序，能够获取 16s rDNA 全长，将能够大大提高鉴定到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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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扩增子测序技术方案举例

微生物通常指一切难以用肉眼观察到的微小生物 , 包括细菌、病毒、古菌、真菌以及一些

微小的原生生物。微生物体积微小、结构简单 , 却又无处不在 , 在人类健康、工农业生产、环

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估计，全球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可达数万种，
而数量更可达 1029 数量级。这些土壤微生物对生物圈 C、N、P、S、无机金属离子的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和各类有机物的分解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土壤微生物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等四方面的工作，随着第二代、三代
测序方法的发展，测序平台最大的特点是通量高，在土壤微生物物种、结构、功能和遗传多

样性的研究中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扩增子测序是研究微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手段。
研究背景：

植物根际促生菌能够定殖于植物根际周边以及根茎内部与植物形成共生关系，植物在生

长过程中根系会分泌些许有机物吸引微生物定殖在根系周边，而植物根际促生菌能够在自身
代谢过程中帮助植物吸收氮磷钾等营养素帮助植物生长，目前实验室对微生物在固氮能力、
解磷解钾能力等方面进行过研究，但缺少使用过微生物菌肥的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群动态如何，
土壤内微生物数量变化以及优势种群变化的研究。
研究目的：

使用过微生物肥料后，植物根际促生菌能够在植物根际形成生物膜，并利用其代谢产物

帮助植物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种群数量会发生相应变化，同时因微生物之间会产生拮
抗作用，在使用微生物菌肥后对土壤内原生微生物种群会产生一定影响，土壤中优势微生物的

种类，其中微生物数量变化是如何的、微生物种群变化的影响是怎样的即为本实验的研究目的。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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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

基于 16s rDNA 技术找到两组的差异菌群种类和数量，并找到优势菌群以及菌群种属，基

于代谢组学技术找到两组的差异代谢物，对差异的菌群和代谢物进行关联分析，结合表型状
态找到帮助植物生长的优势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基于代谢通路进行机制研究。

2.5 扩增子测序文献解析

肠道菌群和胃肠道、肝脏、皮肤和中枢系统等器官具有密切的交流，并参与营养物质的

消化和吸收、神经发育和传递以及免疫等活动。肠道菌群的失调会增加疾病的易感性，感染、
疾病以及抗生素等都可能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影响宿主健康。肠道菌群参与调控脑发育、

应激反应、焦虑、抑郁、认知功能等中枢神经系统活动；肠道菌群的作用不仅限于胃肠道，
可以通过脑 - 肠轴 3 条途径 ( 免疫、神经内分泌和迷走神经 ) 形成脑 - 肠 - 菌轴，对脑功能和
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2.5.1 案例

肠道微生物介导的肉苁蓉提取物干预慢性不可预测性应激大鼠的抗抑郁样作用研究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Cistanche tubulosa Extract 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Rats Through Restoration of Gut Microbiota Homeostasis

期刊：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影响因子：4.2

发表日期：2018 年

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神经精神疾病，如抑郁症，通过肠 - 脑轴与肠道微生物群有关。肉苁子在中医中

以治疗肾阳虚而闻名，药理分析表明肉苁蓉具有广泛的神经保护、免疫调节、抗炎和肝保护
作用，近年来已被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究目的：

本研究建立慢性不可预测应激诱导抑郁模型，探讨肉苁大管提取物 (CTE) 对行为测试、

海马和结肠单胺类神经递质和神经营养因子、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短链脂肪酸 (SCFAs) 产生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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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

研究结果：

1. 16S rRNA 测序、与 SCFAs 和生化指标关联分析

β- 多样性分析中对照组与模型组显著分离，高剂量 CTE 组有恢复正常组趋势；

在“门”水平上，大部分的肠道菌群为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在“属”水平上大部分为乳酸菌、

瘤胃球菌、拟杆菌属和普雷沃菌属等；

拟杆菌与海马体中 5-HT 正相关，却与丁酸、异丁酸、戊酸、异戊酸等呈负相关；瘤胃球

菌和海马体中 5-HT 呈显著负相关。

2. 肉苁蓉提取物 (CTE) 干预 CUS 模型大鼠的行为学和生化指标检测

CTE 能够明显缩短模型大鼠游泳中总不动时间，增强糖水偏好性和延长总的运动距离，

减少新环境中觅食时间；

CTE 能够显著增加大鼠海马体中 5-HT 和 BDNF 含量以及大鼠结肠中 5-HT 含量。
3. 粪便中 7 个 SCFAs 和总 SCFAs 检测

CTE 能够显著降低 CUS 大鼠粪便中乙酸和己酸的含量。

参考文献

Yang Li , Ying Peng, et al.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Cistanche tubulosa Extract 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Rats Through Restoration of Gut Microbiota Homeostasis[J].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2018,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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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宏基因组测序

宏基因组学又称为环境基因组学，或者群落基因组学，它是指环境中全部微生物基因的

总和，包括细菌基因组和真菌基因组，所获得的基因是包含了可培养的和还不能培养的微生物

的总基因，是一种微生物的研究方法，通过基因筛选和序列分析来研究环境微生物的功能活性、
多样性、种群结构、进化关系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2.6.1 宏基因组的技术原理

宏基因组测序则是将微生物基因组 DNA 随机打断成小片段，然后在片段两端加入通用引

物进行 PCR 扩增测序，再通过组装的方式，将小片段拼接成较长的序列。宏基因组具有高通量、
测序信息全的特点，可以鉴定到更多的低丰度的微生物群落。

2.7 宏基因组的常见问题

2.7.1 为什么要做宏基因组？

宏基因组相对 16s rDNA 来说其物种分辨率更高，随着物种测序完成越来越多，数据库更

加完善，在肠道菌群方面基本能实现 97% 以上的菌都能鉴定到种，90% 以上到菌株层面。还
可以获得 RNA 病毒外的所有物种的分布，可以直接通过大规模宏基因组测序不仅找到可能得
菌，进一步还能鉴定出特定候选基因区段。

2.7.2 宏基因组测序样品总 DNA 提取需要注意的事项？

提取的样品 DNA 必须可以代表特定环境中微生物的种类，除需严格遵循取样规则外，取

样中应尽量避免对样本的干扰，缩短保存和运输的时间，使样品尽可能代表自然状态下的微

生物原态，获得高质量环境样品中的总 DNA 是宏基因组文库构建的关键之一。要采用合适的

方法，既要尽可能地完全抽提出环境样品中的 DNA，又要保持较大的片段以获得完整的目的
基因或基因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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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宏基因组文献解析

肠道菌 - 胆汁酸 -IL22 轴调控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

Gut Microbiome-Bile Acid-Interleukin-22 axis orchestrate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期刊：Nature Medicine
影响因子：32.6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以雄激素过多、排卵障碍和多囊卵巢为特征，常伴有胰岛素抵抗。

而多囊卵巢综合征排卵障碍和胰岛素抵抗的机制还不明确，并且相对较高的微生物基因含量
与较高的微生态多样性，有助于改善代谢健康。
研究目的：

为了研究多囊症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我们收集了 43 名健康对照人群和 50 名 PCOS

患者 , 旨在探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对 PCOS 相关性卵巢功能障碍和胰岛素抵抗的调节作用。
研究思路：

研究结果：

1、宏基因组测序

PCOS 患者普通拟杆菌 (B. vulgatus ) 丰度显著升高导致肠道菌群异常；
胆汁酸代谢是影响 PCOS 患者肠道菌群异常的重要通路；
2. 血清和粪便中 BAs 检测

PCOS 患者 GDCA 和 TUDCA 的含量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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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肠道菌群和 BAs 相关分析

普通拟杆菌 (B. vulgatus ) 与 GDCA 和 TUDCA 呈显著负相关；

PCOS 患者普通拟杆菌 (B. vulgatus ) 中胆盐水解酶基因 (bsh) 表达显著升高；

4. 粪菌移植验证普通拟杆菌对 PCOS 影响

抗生素处理后的小鼠分别移植 PCOS 患者和健康人肠道菌群，PCOS 菌群移植小鼠出现胰

岛素抵抗、动情周期紊乱、卵巢囊肿样滤泡增多、下崽率降低；

分别用 B. vulgatus 和灭活的 B. vulgatus 重塑肠道菌群，并用 DHEA 复制 PCOS 模型， B.

vulgatus 和 DHEA 组均出现了 PCOS 的症状，TUDCA 含量显著下降；

灌胃 B. Vulgatus 后肠道免疫因子 IL-22 mRNA 水平下降 90%， PCOS 菌群移植小鼠也出

现同样结果，血清和囊泡液中 IL-22 mRNA 水平也下调；

B. Vulgatus 调控胆汁酸的代谢轮廓并且下调 3 型固有免疫细胞产生 IL-22 水平。
5. 补充 GDCA 或 IL-22 均可以改善 PCOS 的症状

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逆转发情周期紊乱、激素水平异常和下崽率降低；

补充 IL-22 还可以有效改善 PAMH 复制的 PCOS 模型症状，并且预防补充 IL-22 也是有同

样效果。

6. 胆汁酸通过肠道 ILC3 的 GATA3 通路刺激 IL-22 分泌，进一步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以及

抑制卵巢局部炎症改善 PCOS 表型

体外培养实验证实 GDCA 或 TUDCA 可以刺激 ILC3 分泌 IL-22，但是在 IL-22 受体敲除的

小鼠中并未发现 GDCA 或 TUDCA 有改善的作用；

GDCA 补充后可以提高小鼠肠道 Gata3 mRNA 表达，Tgr5 敲除后明显逆转 GDCA 补充后

IL-22 水平的升高，GATA3 信号通路参与胆汁酸介导的 IL-22 分泌；

GDCA 和 IL-22 补充后显著升高模型小鼠皮下脂肪和棕色脂肪中 Ucp1 和 Pgc1a mRNA 表

达，IL-22 可以显著逆转 PCOS 患者颗粒细胞中 CCL2, CCL20 和 IL1B mRNA 表达。
参考文献

X Qi, C Yun, et al. Gut Microbiome-Bile Acid-Interleukin-22 axis orchestrate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Natute medicine,2019,25:1225-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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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章
Multi-Omics

多组学研究解决方案

多组学研究是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学，探究生物系统中

多种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

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生物组学等，通过对生物样本
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将各组学的数据加以整合分析并深入

挖掘生物学数据，对生物过程从基因、转录、蛋白和代谢
水平进行全面的深入的阐释，从而更好的对生物系统进行
全面了解

1.1 常见问题

1.1.1 多组学概念？

多组学（Multi-Omics）研究是指利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组学技术，开展相关研究的方法。

组学包括基因组、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等。
1.1.2 多组学报告组成部分？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 基于统计方法的关联分析 ( 需要样本重复数≥ 3)；
2. 基于代谢通路分析的关联分析。
1.1.3 多组学整合分析的意义？

能够完成不同层面的表达水平分析——全谱分析；全面解析生物分子功能和调控机制；

能对重要代谢通路、基因、代谢产物进行筛选。
1.1.4 两个组学关联分析的原理是什么？

基于不同组学筛选出来的差异代谢物 / 菌群 / 基因 / 蛋白质数据，分别在统计学上基于相

关性系数评价两个组学差异代谢物 / 菌群 / 基因 / 蛋白质彼此的相关性，同时基于数据库进行
基于代谢通路的关联性分析。

1.1.5 进行不同组学项目的样本需要分开保存送样吗？

需要分开保存，一起送样，做几种组学手段则对应几份样品；且用于不同组学关联分析

的样本需要尽量保证同一批次。

1.1.6 不同组学检测送的样本重复数不同，还能做关联分析吗？

不同组学对样本重复数的要求不尽相同，在单一组学样本组内重复数符合其最低要求的

前提下，组学间彼此重复数不同也能进行关联分析，因为关联分析是在单一组学筛出差异分
子后进行，重复数会影响单一组学差异结果，不会直接对关联分析产生影响。
1.1.7 进行不同组学关联分析的样本必须是同种吗？

可结合实验目的考虑，如关注某一器官病变类型疾病，则保证不同组学检测时用同一样

本较为理想；若关注造模后个体整体变化，样本类型可以不同，保证样本来源为同一个体、
同一批次处理即可，比如常见粪便样本做 16S rRNA 检测，血清 / 血浆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
最终进行 16S rRNA- 代谢组关联分析。

1.1.8 为什么有的组学关联分析只有统计学关联分析，没有通路关联分析？

通路关联分析基于 KEGG 数据库进行，部分组学检测结果（如 16S rRNA 检测）在 KEGG

数据库中没有对应数据，故无法提供对应通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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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诺米代谢具备专业的生信团队助力攻克技术难点，成熟的实验团队和设备平台；强大数

据库依托和分析平台；更全面的结果报告；紧贴科研热点的项目开发；有针对性的多组学方
案推荐；项目极速周期体验；项目全程跟进服务。
1.1.10 你们公司多组学方向的代表产品是什么？

诺米代谢多组学代表产品“脑肠君”（详见本章节 1.5），主要通过代谢组学手段与微生

物组学手段相结合进行科学研究。
1.1.11 多组学的适用范围？

随着各个组学手段深入发展，多组学联用被逐步运用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动

植物科学、微生物学、农林科学、食品科研等多个领域。
1.1.12 多组学的分析形式和内容？
参考下表：
组学

代谢组 + 转录组

代谢组 +
微生物组

基于统计学（有生物学重复）
基于代谢通路的关联分析

代谢组 + 蛋白质组

转录组 + 蛋白质组

√（如果蛋白数量

√（转录本数量太

√

√

√

√

√

√（仅限样本类型

√（仅限样本类型

√（转录本数量太
热图

散点图

大，建议提高差异
基因筛选条件，减
少用于绘图的差异
基因个数）

√

ROC 曲线

√

和弦图

代谢关联
网络图
富集关联
网络图

大，建议提高差异
基因筛选条件，减
少用于绘图的差异
基因个数）

√

冗余分析

Pathway
关联

√

太大，建议提高差
异蛋白筛选条件，
减少用于绘图的差
异蛋白个数）

√

为人和鼠）

为人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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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方案举例

系统生物学时代，随各种组学手段的发展，通过多种组学手段联合发掘引起表型变化的

主要作用分子、分析复杂的生理过程、探究机体与机体或机体与环境间的多网络互作模式，逐

渐成为医学、生物学、农林以及食品科研等多领域的研究重心。其中，由于代谢组学研究样
本来源广泛，研究对象代谢物偏于下游、且易与表型功能相结合，故代谢组学结合其他组学

的搭配模式是目前科研领域中常见的多组学运用思路。下面以医学科学、生命科学、农林领域、
食品科研四个领域的典型技术方案为例，展示多组学结合在当下科研中的运用方式。
1.2.1 医学科学

1.2.1.1 先天性心脏病代谢组学整合微生物组学研究方案

一 . 研究背景

根据临床研究，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患儿会存在神经、脑相关发育及

行为学的临床表现，而脑尤其是神经相关的差异和临床表现可能是通过肠道直接或者间接引
起的。肠道菌群是通过脑肠轴影响脑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否与临床表现之间存在关系，
需要通过系统性研究解决：

（1）先心患儿的肠道菌群是否会与健康婴幼儿之间存在差异；
（2）通过手术的的患儿是否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变化；

（3）发生变化的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有哪些，这些代谢产物具有什么功能；
（4）是否可能对脑的发育产生影响，这将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二 . 研究目的

通过代谢组学和微生物组学整合研究，揭示：

（1）先心患儿的肠道菌群与健康婴幼儿的差异；
（2）术前与术后的先心患儿的肠道菌群差异；
（3）血液中代谢物在术前术后的变化；

（4）将肠道菌群的差异与术前术后的差异进行关联，找到关键代谢物和关键微生物；并

通过粪便和血液的靶向代谢组学进行验证，明确肠道中的差异代谢物和血液中的差异代谢物。
（5）找到与先心相关的菌群和代谢物，并与脑发育等进行关联；

（6）通过术后不同时间点的粪便和血液的取样，观察肠道菌群和代谢物的变化。
三 . 研究内容

针对实验目的，采用全靶和 16S 技术进行检测。后续进行靶向代谢组验证。

四 . 研究方法

推荐采用全靶和 16S 检测两种技术手段来解决科学问题，后续可针对具体的关注的代谢

物，选择靶向代谢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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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靶

全局精准非靶向代谢组，是非靶向代谢组的下一代产品，无偏向性地对所有小分子代谢

物同时进行检测分析的代谢组学。与非靶向代谢组的区别在于可以对所检测的物质实现半定
量，并且的准确度和鉴定物质的注释信息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本研究利用全靶检测，检测对照组、先心术前、先心术后 2 天和术后 7 天的血浆中代谢

物的变化，得到不同组别的代谢物图谱。
格式转换

数据峰识别

数据过滤

数据对齐

数据归一化

数据预处理

数据分析流程

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多元统计分析

主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正交 -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质量控制

数据检查
二级分析

一级分析

差异代谢物筛选

色谱图

差异代谢物鉴定

差异代谢物 ROC 曲线分析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通路分析

差异代谢物统计分析

箱式图

柱状图

Z-score 图

（2）微生物多样性（16S）

微生物多样性主要针对微生物的组成和多样性进行研究。

本实验主要针对对照组、先心术前、先心术后 2 天和术后 7 天的粪便进行微生物多样性

检测，找到高丰度和差异表达的微生物菌群，并与先心组、术后组、术后恢复组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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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谢组 +16S 整合分析

对全靶的结果和 16S 的结果进行整合分析，找到核心的代谢物和核心的菌群，并挖掘两

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在 kegg 通路中的作用。
（4）靶向代谢组

根据前期的全靶和 16S 实验，找到核心代谢物和核心菌群，并针对核心代谢物进行靶向

代谢组学验证，靶向代谢组验证的范围可包括血液和粪便，组别可根据符合预期的组别进行
选择。

根据先心疾病的特点，推荐进行短链脂肪酸、TMAO、神经递质、胆汁酸方向的检测，具

体还需要根据前期全靶的结果而定。
标准曲线和定量限

总离子流色谱图

多元统计分析

定量分析

总体树状图

QC 质控

质量控制

代谢物统计分析

高级分析

PLS-DA 分析

统计值计算

箱式图

ROC 分析

OPLS-DA 分析

Z-score 图

柱状图

代谢通路分析

PCA 分析

五 . 样品要求

关联热图

样品

项目

样本数

正常婴幼儿的血浆

全靶

>30

术前先心血浆

全靶

术后 2 天血浆

全靶

术后 7 天血浆

全靶

A

正常婴幼儿的粪便

C

术前先心粪便

B

QC 重叠色谱图

数据分析

总体热图

组别

重复性

方法验证

数据分析流程
总体分析

精密度

回收率

D
E

术后 2 天粪便

G

术后 7 天粪便

F

H

16s

16s
16s
16s

注：样品做好备份，后续可能会针对某些组开展靶向代谢组检测。

280

>30
>30
>30
>30
>30
>30
>30

六 . 数据分析分组

（1）DvsB，与正常婴幼儿相比，先心患儿的代谢物变化；

（2）CvsA，与正常婴幼儿相比，先心患儿的肠道菌群变化；
（3）FvsD，手术对患儿代谢物的影响；

（4）EvsC，手术对患儿肠道菌群的破坏；

（5）HvsF，手术后患儿代谢物的持续变化；

（6）GvsE，手术后患儿肠道菌群的持续变化。
七 . 技术路线
正常婴幼儿

先天患儿

术后 2 天

粪便

血液

全靶

16s

术后 7 天

整合分析，筛选出核心代谢物和核心菌群

靶向代谢验证

找到与先心相关的菌群和代谢物，并与脑发育等进行关联

八 . 研究结论

期望通过以上相关研究，找到与先心相关的菌群和代谢物，并与脑发育等进行关联。

1.2.1.2 炎性肠道疾病相关研究多组学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炎性肠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两种由非正常性机体免疫引发

的慢性肠道炎症：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 及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明显的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体重减轻等。近年炎性肠道疾病发病率逐步增加，尤
其是在西方国家，但具体的致病机制尚不明晰。

炎性肠道疾病可能涉及多方面因素综合引发，比如宿主遗传、肠道菌群、生活方式或饮

食结构等外界环境影响。目前 IBD 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向，如抽烟和 CD 发病关联性、氧化应

激相关自由基互作与 IBD 早期诊断、UC 与结直肠癌发生风险、IBD 复发预测生理指标、新型
通路分子干预靶点探究等。

组学作为高通量、高灵敏性的检测手段，在 IBD 分子标志物筛选、IBD 致病机理探究、

干预评价等方向均有丰富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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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现状及可考虑思路

IBD 作为发病因素复杂的特殊性肠道疾病，在运用组学进行基本的分子标志物筛选上已经

有相对丰富的研究资料：

2019 年 Jason Lloyd-Price 等人在 Nature 上发表文章已有较为全面的多组学标志物探明，

文章阐述了 UC、CD、以及健康参与者粪便 16S rRNA 基因数据、完整宏基因组和宏转录组鸟
枪法测序、代谢产物和蛋白数据，单细胞测定等微生物、宿主和混合数据，以及它们随时间
发生的变化。2020 年 Nienke Z. Borren 等人在 Inflamm Bowel Dis 发表结果利用多组学手段
探究 UC、CD 复发相关微生物组、代谢组、蛋白质组等层面可能的预测标志物。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资料或项目组此前研究基础，通过组学联用的手段，进行浅层机制探

究或治疗后指标评价是目前研究空间相对较大的方向。
IBD 研究可考虑方向：

（1）机制探究

基于目前已有的文献报道，找到候选致病点，设计实验验证。

（2）干预评价

目前已有治疗手短或文献报道新型治疗手段干预后组学评价。

（3）交叉方向

IBD 并发症（如结直肠癌）分子标记或病理机制探究。

三 . 实验设计——参考入手点
（1）机制探究

可设计点 : 目前研究相对较少的临床样本 ( 如考虑中国南北方饮食结构考虑不同病例 ) 收

集， 多组学检测筛选 biomarker; 根据结果对关键致病分子敲除后观察小鼠模型病理进程。
样本设计

（2）干预评价

临床样本：多组学发现疾病关键靶点
动物模型样本：抑制疾病关键靶点后机体生理变化

可设计点 : 临床收集常规临床治疗方法 ( 如 5-ASA) 病人样本 ; 动物模型模拟临床给药，

同时模拟报道提出的新型治疗靶点 ( 如 JAK 抑制剂 ) ; 进行多组学检测。通过比较临床和动物
模型、新型和已有处理方式，给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样本设计

临床样本：经不同临床药物治疗、或治疗后不同时期
动物模型样本：模拟临床给药 + 新型给药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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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叉方向

可设计点 : 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临床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样本，研究 IBD 并发其他

疾病 ( 如结直肠癌 ) 的各时期风险标志。
样本设计

临床样本：符合纳入标准，不同疾病进程

* 注 : 预计样本数量一临床大样本 ( 数百例 ) + 动物模型组 (6-8 只 / 组 X 不同剂量组 / 不同处理时间
组 / 不同药物处理组等 )。

四 . 实验设计——组学手段运用思路

五 . 技术路线——多组学（干预评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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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预期结果

（1）基础应用方向

基于组学发现疾病机理靶点、现有或新型药物的干预靶点和机理探究、IBD 并发症的早期

风险因子发掘以及预测模型建立。
（2）临床转化方向

新型风险因子 / 预测标志物专利、新型药物 / 处理方式组合治疗专利。

七 . 样本建议

样本数量充足；

实验可操作性比较大；

样本应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运输过程中应全程保持低温，建议使用干冰冷冻运输；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1.2.2 生命科学

1.2.2.1 土壤微生物与植物关系研究多组学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多组学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学手段联用，对生物样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能

将各组学的数据加以整合分析并深入挖掘生物学数据，在植物生长发育、植物与环境互作、
植物培植等领域有重要运用。

植物根际周围土壤存在复杂的微生态环境，植物根系通过分泌不同的化学物质，吸引不

同的菌群，形成特殊的菌落组成；反之，微生物也能通过分泌化学物质调控土壤环境，影响
植物生长发育。

此前关于多种植物，尤其是模式植物如拟南芥，土壤环境中菌群构成已经有较多的研究，

研究结果提示调控植物根系相关微生物可能在植物生长和农业产量促进上有极大的潜在效用。
土壤中由植物或菌群分泌的代谢物可能是微生物 - 微生物、微生物 - 植物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媒

介，也是影响土壤环境和微生物组成的重要原因。如糖类及其衍生物能被活细胞进一步固定
产能，有机酸可作为螯合剂增加土壤中磷利用率。

但相较于已有丰富研究的植物根际周围微生物组成，土壤中代谢物和菌群的关联性，及

其和植物生长发育相关性的研究还未被完全发现。
二 . 研究现状及可考虑思路

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和组成上，土壤中微生物构成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土壤 PH、湿度、盐离子、根系分泌物等，而土壤中含有的代谢物是影响植物根系相关代谢
物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代谢物往往决定微生物的食物网络、调节土壤化学环境、改变微生
物基因表达，同时也作为微生物种间以及微生物和植物之间信息传递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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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学联用的手段，能从土壤中发现微生物和代谢物、离子的构成，关注到发挥重要

作用的代谢物和菌群，并由关联分析推测微生物群体变化产生的原因，结合经过不同生态环
境培育的植物样本变化情况，可推测植物生长发育受微生物环境影响的潜在机制。多组学联

用往往能做到从不同层面寻找生理变化产生的原因，发现深入机理研究的入手点，也是后续
微生物和植物互作研究的重要依托手段。

（*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0.139572）

三 . 实验设计

四 . 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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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技术路线

六 . 分析结果

OPLS-DA_ score

jitter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小提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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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 z-score 图

差异代谢物关联和弦图

差异代谢物箱式图

七 . 联合分析

代谢物和菌群关联热图

单个样本中代谢物和苗群关联散点图

代谢关联网络图

ROC 曲线 ( 标记物对不同组别的识别分类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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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分析 ( 响应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
多元多重线性回归关系 )

根据蛋白 ( 或菌群 ) 和代谢物的相关系数绘
制基于代谢途径的网络关联图

1.2.2.2 蜜蜂生理变化及合成产物研究多组学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蜜蜂在地球存在约 1.25 亿年，时至今日仍旧是地球上分布范围较广生物群体之一。精细

的社会分工可能是帮助其适应环境变化的一大重要原因，而蜜蜂群体适应进化的主要工具大
致可分为两部分：1）蜜蜂自己合成的蜂蜡、蜂毒、蜂王浆；2）由植物合成后经蜜蜂加工得
到的蜂蜜、蜂花粉和蜂胶。随蜜蜂合成产物在食品及医药等领域受关注度增加，关于蜜蜂自
身合成产物过程探究及其和环境互作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

植物和蜜蜂的互作关系是相关领域长久以来备受关注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植物和蜜蜂

间长期以来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开花植物的传粉依赖蜜蜂进行，而花蜜和花粉是蜜蜂主要的

营养摄入源；另一方面，由蜜蜂合成具备营养或药用价值的产物和植物息息相关。花粉中主要

含糖类，经蜜蜂分泌转化酶、氧化酶等加工后作为主要的碳水类食物源，而花粉中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脂类、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被工蜂收集后也作为群体蛋白质摄入源。主要用于建筑防御、
群体免疫的蜂胶，也是植物合成后，蜜蜂收集加工后产生。

多组学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学手段联用，对生物样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能

将各组学的数据加以整合分析并深入挖掘生物学数据，目前在蜜蜂生长繁殖与环境污染物探
究、蜜蜂免疫与微生物感染、蜜蜂合成产物品质探究、蜜蜂合成产物在疾病中保护作用等方
向有重要运用。

二 . 研究现状及可考虑思路

利用代谢组学技术探究蜂胶、蜂蜜等产物成分，以及蜜蜂对于产胶树种采集偏向性的研

究、蜂胶 / 蜂蜜产源地推断等非常常见；利用组学 biomarker 作为蜂胶、蜂蜜产品的标准化

指标也是一个可考虑方向。目前也有利用组学联合手段探究不同类型花粉对于蜜蜂营养摄入，
寄生虫 / 病原菌感染后蜜蜂体内生理变化研究，环境污染物对蜜蜂免疫功能的探究，不同发育
阶段、不同类型蜜蜂脂质组特征的研究等报道。

有研究文献资料或项目组此前研究基础，通过组学联用的手段，进行不同种群 / 不同地域

蜂群或蜂产物生物标志物探究，或是蜜蜂营养摄入 / 蜜蜂摄食偏向性与蜂产物探究是目前研究
空间相对较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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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题组研究基础，可考虑探究不同区域蜜蜂生长发育组学 biomarker，或蜜蜂对不

同植物种类采集偏向，对蜜蜂自身或蜜蜂产物的影响。

（*doi:10.1371/journal.pone.0077512.g001）

三 . 实验设计

四 .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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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预期结果

（1）基础研究

植物中关键代谢成分与蜜蜂采集偏向性推断；

不同发育时期 / 不同蜂种生理关键差异基因、差异代谢物及其畜集通路推断；
人为控制营养摄入源后蜜蜂生理代谢变化。

（2）应用转化

不同区域蜜蜂产物关键差异成分探究；

人为控制营养摄入源后蜜蜂生理代谢及其合成产物关键成分变化。
六 . 项目数据分析结果展示

OPLS-DA_ score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小提琴图

差异代谢物箱式图

差异代谢物关联和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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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农林领域

1.2.3.1 反刍动物乳脂代谢相关研究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多组学一般指利用两种或以上的组学方法联用，作为高通量的的重要研究手段 , 在农业科

研领域的运用逐步深化，主要涉及养殖条件优化、配种与繁育、禽畜类抗病机理、食品加工等。
通过对样品中各层面物质的定性定量研究，可灵活的反应机体生理状况、代谢水平变化。

乳脂是牛奶的重要成分，是一种高质量的天然脂肪，也是衡量牛奶质量高低的主要指标

之一。关于乳脂合成的机理研究、提高乳脂率及产奶量、瘤胃与乳脂代谢研究等在养殖领域
受到重点关注。

目前已有多组学用于不同饲料喂养后奶牛瘤胃及产奶量变化、乳脂球脂质成分探究、乳

脂降低综合征等方面研究。代谢组、微生物组学等多组学手段用于发掘奶牛个体代谢差异标
志物，将高通量组学技术和养殖条件优化相结合，可灵活的反应机体受饲养条件影响变化，
在农业养殖领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 . 技术路线

三 . 预期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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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分析流程及结果展示
格式转换

数据峰识别

数据归一化

色谱图

质量控制

数据检查
数据分析
总体样本树状图分析

总体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

主成分分析

数据对齐

数据预处理

数据分析流程
代谢物分类

数据过滤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差异代谢物韦恩图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正交 -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差异代谢物 ROC 曲线分析

差异代谢物统计分析

箱式图

差异代谢物筛选

柱状图

差异代谢物通路分析

Z-score 图

OPLS-DA_ score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差异代谢物关联和弦图

差异代谢物 z-score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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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样品制备原则

（1）代表性和一致性

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在取材部位、时间、处理过程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 , 从而保证实验

的可信度。

（2）迅速性原则

在采集、制备、贮存、运输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做到迅速，最大限度的缩短样本从采集到

实验的时间。

（3）低温原则

样本离体后如有分离步骤应在 4C 或冰上等低温条件下进行 , 并立即置于波氮、干冰或

80C 冰箱中，以免样本产生进 - 步代谢活动。
1.2.3.2 花斑木形成探究组学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木材颜色纹路是决定装饰性价值的一大因素，花斑木一般指主要是经真菌染色形成木材

纹理的一类木材统称，也叫菌纹木。关于不同类型菌纹线形成及其相关菌种的探究，也是相
应领域中长久以来比较受关注的方向。

关于纹理形成的机制，目前比较受认可的观点为不同真菌或同一类型真菌不同突变体彼

此对抗，或是菌种对抗外界环境刺激产生。当下相关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能促使产生花斑

的菌种研究、花斑形成树种的研究、花斑形成条件的优化（菌种搭配、温度、水分、PH 等）、
花斑与木材腐朽等。

组学因其高通量性在各领域内逐步被广泛运用，目前已有少数研究将组学技术与林业转

化研究相结合，如：葡萄树干褐色条纹与正常木质代谢图谱、柚木心材与边材代谢差异、工
程菌转化木质素为脂质的途径等。
二 . 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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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实验思路

四 . 技术路线

五 . 样本建议

数量充足；

实验可操作性比较大；

样本应储存于液氮或 -80℃冰箱中。运输过程中应全程保持低温，建议使用干冰冷冻运输；
样本编号一定要清楚、牢固，防止在冷冻过程中编号丢失；
大块组织需要切成小块，方便储存和取样；
取样尽量保证部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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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食品科研

1.2.4.1 不同生长环境下草果发育研究组学联合方案书

一 . 研究背景

多组学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学手段联用，对生物样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能

将各组学的数据加以整合分析并深入挖掘生物学数据，在植物生长发育、植物培植、植物加
工等领域有重要运用。

草果（Amomum tsaoko Crevost et Lemarie）为姜科豆蔻属多年生常绿丛生草本植物，

分布于中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常用做为食品中香味调料，同时也是重要的药物植物。
由于生长习性和分布区域特性，目前草果相关研究较为有限，涉及草果生长环境、草果

遗传标签、草果所含香气成分等方向。但对于不同生长环境中草果香型可能存在的区分标志，
以及造成不同其生长差异不同方向的研究鲜有报道。

对于药食同源的植物，如胡椒，目前研究焦点多是其实际运用相关，如不同产地胡椒香

型代谢物标志研究、影响口感的风味代谢物因素、制品抗氧化机理等。参考类似思路，对于

草果研究初步设想可采取发现不同产地、不同生长、不同处理等条件下草果具备的代谢物探究，
并结合转录组发现，探究引起代谢物变化可能机制。
二 . 研究现状及可考虑思路

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草果不同部位（花、根、茎叶）经

GC-MS 检测从草果花、根、茎叶精油中分别鉴定出 26、25 和 34 种化合物，并发现不同部位
精油均有一定抗氧化作用；北京市食品风味化学重点实验室对产自云南怒江的新鲜草果壳和种

仁进行 GC-MS 检测，鉴定出了 30 种香气活性成分，包括烯烃 13 种、醇 10 种、醛 6 种、醚 1 种，
并确定出了新鲜草果壳和种仁中关键香气成分分别是 17 种和 16 种；其中如 1,8- 桉叶素、(+)-α-

蒎烯、反 -2- 辛烯醛、反式 -2- 癸烯醛、β- 罗勒烯、芳樟醇、α- 松油醇、榄香醇、是新鲜草果

壳和种仁共有的关键香气物质，它们使得二者香气具有相似之处；而香叶醛、α- 水芹烯、橙花醛、
萜品油烯、反 -2- 十二烯醛、β- 月桂稀、正己醛、d- 柠檬稀和 β- 石竹烯是导致二者香气有所
不同的主要成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测量云南省不同产地草果的物理性状，
并用 GC-MS 分析鉴定草果精油的化学成分，结果表明不同产地草果的物理长宽比和单粒重存
在较大差异，共分离鉴定出 39 种化合物，主要为单萜类化合物。

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背景，关于草果的研究多数还未做深，关于遗传项目的探究有少数

但影响力不大；重点研究方向还是将草果研究和草果经济价值、药用价值联系起来，如不同部

位香气成分特征代谢物、草果相关制品中主要代谢成分等。用及关联分析的机理研究非常少有，
故考虑使用大样本探究常见不同生长环境的草果代谢物特征标志，及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
能为草果转化研究推进产生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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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实验设计

四 .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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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分析结果

OPLS-DA_ score

差异代谢物关联热图

小提琴图

差异代谢物关联和弦图

差异代谢物 z-score 图

jitter

差异代谢物箱式图

差异代谢物层次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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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组学分析报告解读
1.3.1 概述

多组学（Multi-Omics）研究是指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学技术，开展相关研究的方法。

组学包括基因组、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暴露组等。多组学

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多组学的数据，开展相关性分析以及基于不同算法的组合型生物标志
物发现和多组学数据的深度挖掘。在代谢组学研究领域，整合转录组、蛋白质组学数据，可

挖掘基因表达、蛋白质含量与代谢物的相关性，以及通过 KEGG 关联分析，计算蛋白（或基因）
与代谢物的相关系数，绘制代谢关联网络图；另一方面，代谢组学研究可整合微生物组学研究，

包括微生物多样性检测、宏基因组、宏转录组，将代谢物与微生物的丰度、种类和基因进行关联，
开展代谢物与微生物种群关联性分析。

多组学研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基于统计方法的关联分析 ( 以微生物多样性检测和代

谢组学研究为例 )；2）基于代谢通路分析的关联分析（以转录组学研究和代谢组学研究为例）。
多组学整合分析

基于统计方法的关联分析
关联热图

关联散点图

ROC 曲线诊断

基于代谢通路的关联分析

冗余分析

关联和弦图

关联散点图

冗余分析

关联和弦图

1.3.2 基于统计方法的关联分析
1.3.2.1 关联热图

通过皮尔森通过皮尔森相关性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或斯皮尔曼秩相关性分析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来计算两个组学数据的相关性及其 p 值。根据得到的数据绘

制热图，（举例如下图所示）。该图以代谢组 -16S 关联分析为例，展示挖掘核心微生物与代
谢产物之间的相关性，找寻核心微生物或核心代谢产物相关联的微生物菌群。

图：关联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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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为菌群的纲名，纵坐标为代谢物的名称，每一个方块代表该纲与该代谢物的相关

性及显著性；关联系数的大小通过颜色的不同和深浅来表示，红色代表正相关，蓝色代表负

相关，颜色越深，代表相关性越高，颜色越浅，代表相关性越低；显著性 p 值以星状表示——
0.01<p<0.05：*；0.001<p<0.01：**；p<0.001：***。
1.3.2.2 关联散点图

该图是以代谢组 -16S 关联分析为例，通过计算每个样本两种组学数据的相关性，考察不

同样本的分布情况，并构建线性回归方程，计算相关系数（如下图所示）。展示的是菌群的

单个纲（可为不同水平或差异菌群）和特定的代谢物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图中每个点可代表
此样本中 Glucose 和 Chlorobia 相对情况，r 为回归系数，越接近于 1 表示代谢物与菌群关联
性越强，p 为关联的显著性。

图：Chlorobia 纲与代谢物 Glucose 关联散点图

1.3.2.3 冗余分析

冗 余 分 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是一种回归分析结合主成分分析的排序
方 法， 也 是 多 响 应 变 量（Multiresponse） 回

归分析的拓展。从概念上讲，RDA 是响应变量
矩阵与解释变量之间多元多重线性回归的拟合
值矩阵的分析。

以代谢组 -16S 关联分析为例，选取关联

系数较大且 p<0.05 的 N 个变量，来绘制 RDA

分析图。本图分别选取排行前 6 的代谢物和菌
群作为变量，绘制 RDA 分析图。两个变量之间

如果为锐角，代表正相关，即存在协同作用；

两个变量之间如果为钝角，代表负相关，即存
在拮抗作用。

图：冗余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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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ROC 曲线诊断

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 ROC 曲线），又

称为感受性曲线（Sensitivity curve）是在几种不同的判定标准下对同一信号刺激的反应，可
以获得不同指标的分类效果，一般应用于临床。

关于 ROC 曲线简单解释如下：ROC 曲线是用于描述敏感性与特异性之间相关性的曲线。

横坐标代表特异性，也称为假阳性率，越接近于 0 准确性越高；纵坐标代表敏感度，也称为
真阳性率，越大代表准确率越高。根据数据绘制出的曲线，会把图划分为两个部分，曲线下
部的面积称为 AUC（Area Under Curve），该值是用来反应预测准确性，AUC 值越高，说明
预测准确率越高。曲线越接近左上角（0，1），预测准确率越高。

以代谢组 -16S 关联分析为例，对所有关联的代谢物和菌群，利用降维算法提取各个组学

的特征值，进行 ROC 曲线的绘制，并观察各个组学数据的分类效果。

如图 4 所示，橙色曲线表示的是所有感兴趣代谢物降维后对于分类的效果，蓝色曲线表

示的是所有感兴趣菌群降维后对于分类的效果，紫色曲线表示的是菌群和代谢物降维后对于
分类的协作效果。一般协作效果要优于分类效果，即预测准确率会高于分类效果的结果。

图：ROC 曲线

1.3.2.5 关联和弦图

和弦图（Chord Diagram），是一种显示矩阵中数据间相互关系的可视化方法，节点数据

沿圆周径向排列，节点之间使用带权重（有宽度）的弧线链接。

分别对不同组学的数据进行分类，展示不同组学多类别之间的流通关系。

图 5 是以代谢组 -16S 关联分析为例，反映微生物菌群纲水平与代谢物之间的关系，图中

绘制了 6 个微生物菌群的纲与 6 种代谢物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即代表存在对应
关系。如 Organic acids 与 Firmicutes、Bacteroidetes、Proteobacteria 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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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弦图

1.3.3 基于代谢通路的关联分析

主要为存在于 KEGG 数据库的蛋白、基因或代谢物之间的关联分析。

1.3.3.1 pathway 关联图

基于 KEGG 数据库（www.kegg.jp）中的代谢通路图，对参与同一代谢通路的蛋白（或基因）

和代谢物进行关联分析：通过标识模块的不同填充显示出蛋白（或基因）和代谢物。

下图是对代谢物和基因进行整合在一条通路上，用不同的颜色的圆圈代表上调、下调及

无差异的代谢物，此外，白色的圆圈是本研究未关注的代谢物；用不同颜色的方块代表上调、

下调及多差异的基因，对多差异基因的理解：同一基因的不同转录本，并非全部上调或下调。

图：pathway 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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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代谢关联网络图

基于 KEGG 数据库（www.kegg.jp）中的代谢通路信息，并计算蛋白（或基因）与代谢

物的相关系数，绘制代谢关联网络图，并根据蛋白（或基因）与代谢物归属的代谢通路，对
其进行分类。

该图通过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代谢通路；方块代表基因，并标注基因名，圆形代表代谢物，

并标注代谢物名；两点之间存在连线即代表两者之间存在相关，红色连线代表正相关，蓝色
连线代表负相关。

图：代谢关联网络图

1.3.3.3 富集关联网络图

基于 KEGG 数据库（www.kegg.jp）中的代谢通路信息，根据蛋白（或基因）与代谢物

的相对响应值，富集到具体代谢通路，并以此绘制富集关联网络图。

下图纵坐标代表代谢通路，横坐标代表富集到不同代谢通路中的 Impact 值，该值可简单

理解为贡献度，即该值越高，代表该通路下检测到的代谢物贡献度越高，颜色与 p 值相关，
颜色越浅，p 值越小。

图：KEGG 富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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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与上图反馈的信息相似，是另外一种展示形式。代表各通路之间的相关性，点的大

小代表 Impact 的大小，点上的数字为代谢通路名，点的颜色代表维度值 Degree 的大小，两
点之间存在连线即表示之间存在相关性，红色代表正相关，蓝色代表负相关。

富集关联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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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组学文献解析

1.4.1 代谢组 + 蛋白质组研究

灯盏生脉经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鉴定其有效成分为 4,5 咖啡基奎宁酸和黄岑素，
主要通过调节谷氨酸能和 γ- 氨基丁酸突触来对抗慢性脑灌注不足

4,5 caffeoylquinic acid and scutellarin, identified by integrated metabolomics and proteomics
approach as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Dengzhan Shengmai, act against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by regulating glutamatergic and GABAergic synapses

期刊：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影响因子：5.893
发表日期：2020

研究背景：

灯盏生脉是治疗慢性脑灌注不足、痴呆等脑血管疾病的一种疗效显著的中成药，广泛应

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恢复期。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灯盏生脉抗 CCH 活性物质及作用机制。以 CCH 模型大鼠为研究对象，采

用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灯盏生脉的神经保护作用。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HPLC-MS/MS）法分析了脑组织中灯盏生脉的暴露组分，并在谷氨酸诱导的神经元
兴奋性损伤细胞模型上对暴露组分进行了检测，以验证灯盏生脉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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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通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我们观察到在灯盏生脉的治疗中，包括谷氨酸性和 γ-

氨基丁酸性突触在内的相互连接的神经递质转运途径有显著的响应。此外，灯盏生脉对谷氨

酸和 γ- 氨基丁酸相关蛋白 vGluT1 和 vIAAT 有明显的调节作用，提示灯盏生脉可能参与突触
前膜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囊泡转运。灯盏生脉还可调节突触后膜中花生四烯酸（AA）、

磷脂、溶血磷脂的代谢及磷脂酶 A2 的表达。谷氨酸诱导的神经元兴奋性损伤细胞模型实验
验证了灯盏生脉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灯盏生脉的有效成分有 5 种，其中 4,5咖啡酰奎宁酸（4,5-CQA）和灯盏花素（SG）可同时影响谷氨酸性和 γ- 氨基丁酸性突触代谢
NMDA 的 NR2b 亚基和 γ- 氨基丁酸 A 型（GABAA）的 α1 亚基作为相关受体。灯盏生脉的活

性成分能调节 NMDA 受体的过度表达，增强 GABAA 受体的表达，抵抗谷氨酸诱导的神经元兴
奋性损伤，最终维持谷氨酸和 GABA 主导的兴奋性和抑制性突触代谢的平衡。

这些研究为灯盏生脉对 CCH 的神经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谷氨酸和 γ- 氨基丁酸突触的活性化

合物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另外，4,5-CQA 和 SG 可能是治疗 CCH 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潜在
药物。

参考文献

Ning Sheng, Hao Zheng, Min Li, et al. 4,5 caffeoylquinic acid and scutellarin,

identified by integrated metabolomics and proteomics approach as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Dengzhan Shengmai, act against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by regulating
glutamatergic and GABAergic synapses[J].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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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代谢组 + 转录组研究
1.4.2.1 案例一

[ 项目文章 ] 硝铵混作对玉米生长有促进生长素合成和生物量积累的作用
Growth of maize on mixed nitrate and ammonium promotes auxin synthesis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

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影响因子：5.908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硝酸盐（NO3-）和铵（NH4+）混合作为氮源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实验方法：

通过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研究了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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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单独供硝或者单独供铵相比，适宜硝铵比混合供氮显著的促进了玉米植株的生长。

通过代谢组学进行差异代谢物的筛选，酶活性、生化指标定量测定及转录组学分析，混

合供氮条件改善了植株体内碳，氮代谢，从而提高了玉米植株碳氮利用效率以及生物量累积。

图 1. 莽草酸、色氨酸合成和生长素合成相关途径差异表达基因的转录组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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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玉米生长促进模型的解释

与硝态氮相比，混合氮提高了光合速率，叶面积、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最高。在地上部

和根部，混合供氮的植株中含氮化合物（NH4+、Gln、Asn）和碳水化合物（蔗糖、葡萄糖、

果糖）浓度高于硝态氮供应，但低于铵态氮供应。相关酶（GS，ASNS，PEPCase，转化酶，
AGPase）活性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地说混合氮通过莽草酸途径促进了 IAA 的合成，与其他

两种处理相比，PEP 和色氨酸含量较高。与 IAA 合成和应答相关的基因表达上调。单一的铵
态氮供应导致 Gln、Asn、淀粉和 T6P 含量较高，说明混合供氮除了增加光合作用外，还通过
增加 IAA 的合成促进叶片生长，促进 C 和 N 的进一步同化摄取。
参考文献

Wang P , Wang Z , Pan Q , et al. Growth of maize on mixed nitrate and ammonium

promotes auxin synthesis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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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代谢组 + 微生物组研究

辐射幸存者的多组学分析确定了辐射防护微生物和代谢产物

Multi-omics analyses of radiation survivors identify radioprotective microbes and metabolites

期刊：Science

影响因子：41.845

发表日期：2020 年

研究背景：

在精英幸存者中有明显的微生物群，在给予高剂量（9.2 Gy）的全身辐射时，研究人员观

察到辐射组中有 5-15% 能恢复并长期存活（长达 600 天）（图 2A），这些老鼠被称为精英生
存者。为了确定肠道菌群是否针对精英幸存者，研究人员对辐射后 290 天小鼠进行菌群分析，

发现精英幸存者相对于对照组拥有一个独特的细菌群落 ( 图 2B)。这些结果引发了一种推测，
即特定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保护人体免受辐射。

图 1. 辐射精英幸存者拥有特殊的肠道微生物群

研究方法：

1. 脏笼共享实验

为了研究微生物群对放射防护的贡献，研究者进行了一种共居试验。通过脏笼共享实验，

被动地从动物身上转移粪便微生物群（图 2A）。在 8 周后将老鼠暴露在高剂量的全身辐射

（8.2-9.2 Gy）下。被关在先前精英生存者（ES-Recip）占据的肮脏笼子里老鼠近 75% 的生存率，
而被关在对照组（Ctrl-Recip）笼子里的老鼠只有 20% 的存活率（图 2B）。

对其中菌群进行分析发现，与 Ctrl-Recip 小鼠相比，ES-Recip 小鼠的微生物组组成存在

差异（图 2D 和 E）。此外，受者肠道微生物组组成与供者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相似，表明共享
脏笼实验能够有效地将供者肠道微生物群交换给受者（图 2D）。与对照组相比，丹毒丝菌目

丰度的显著下降，而拟杆菌目和梭菌目的丰度的增加。与 Ctrl-Recip 小鼠相比，在 ES-Recip
小鼠中再现了这种模式（图 2F 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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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脏笼共享实验

2. 粪菌移植实验

为了证实微生物群和放射防护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进行了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

实验。在该实验中。从精英生存者进行 FMT 会提高生存率 , PCA 和箱式图发现两组菌群存在

明显差异（图 3D 和 E）。线性鉴别分析（LDA）显示，ES-Recip 小鼠中有 8 个类群富集，
5 个类群减少（图 3F）。火山图显示毛螺旋菌科是 ES-Recip 小鼠中最富代表性的细菌（图
3G）。

图 3. 粪菌移植实验

3. 辐射防护的代谢物介质

毛螺旋菌科的成员以通过发酵膳食多糖合成短链脂肪酸（SCFAs）的能力而闻名。研究者

对小鼠分别用添加乙酸、丁酸或丙酸的饮食处理，然后给予 8.0~8.2Gy 的辐射（图 4A）。30

天的存活率是 79% 组与 28% 相比对照组（图 4B 和 C）。乙酸和丁酸盐提供了更为温和的保护（图
4B 和 C）。确认 SCFAs 在辐射防护中提供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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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分析显示丙酸治疗导致骨髓细胞增多，白髓和红髓得到恢复（图 4D）。此外，丙

酸能盐缓解因辐射诱导的巨噬细胞祖细胞（GMPs）、普通髓系祖细胞（CMPs）和巨核细胞 红细胞祖细胞（MEPs）丢失（图 4E）。

为了确定除 SCFAs 以外的代谢物是否具有放射保护作用，研究人员对精英存活小鼠和对

照组小鼠的粪便样本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结果显示 2 者之前代谢物差异巨大（图 4,A 和
B）。从中确定了 141 个具有显著变化的代谢物，通过通路富集发现代谢物主要富集在色氨酸

代谢途径中（图 4，C 和 D）。这些色氨酸代谢产物被发现显著改善生存时间和减少接受过放
疗的临床评分（图 4E 和 G）。

图 4. 非靶向代谢组学显示色氨酸代谢物是有效的放射防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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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肠道微生物代谢代谢网络可以为小鼠抗辐射损伤提供有效的保护。毛螺旋菌科和肠球菌

科与造血功能的恢复和胃肠道修复有关。这两个细菌类群在接受放射治疗的有轻度胃肠功能
障碍的白血病患者中也更丰富。丙酸盐以及两种色氨酸途径代谢物 I3A 和 KYNA，在精英幸存
者中升高，提供了长期的抗辐射保护。此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对急性和迟发
性辐射损伤提供促进生命的辐射防护。
参考文献

Guo H , Chou W C , Lai Y , et al. Multi-omics analyses of radiation survivors identify

radioprotective microbes and metabolites[J]. Science, (IF=41.845).2020
1.4.4 代谢组 + 蛋白组 + 转录组 + 微生物组研究
1.4.4.1 案例一

中风多级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治疗目标组学

Multilevel omics for the discovery of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stroke

期刊：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影响因子：27.000

研究结果：

发表日期：2020 年

可用于临床的脑卒中生物标志物尚属空白。高通量技术的发展为理解这种复杂疾病的病

理生理学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多组学的研究在不同分子水平上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

这些多组学数据的整合意味着可以同时研究数千种蛋白质（蛋白质组学）、基因（基因组学）、
RNA（转录组学）和代谢物（代谢组学），揭示分子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多组学数据的

综合分析将为脑卒中的发病机制、治疗靶点的确定和生物标志物的发现提供有用的见解。在
这篇综述中，详细介绍中风的病理学知识和中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现状。总结了蛋白质组学、

代谢组学、转录组学和基因组学如何有助于识别新的候选生物标志物，这些生物标志物可用
于临床治疗。

图 1. 脑卒中多组学研究方法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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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潜在的脑卒中代谢标志物

图 3. 和遗传变异影响中风风险中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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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迎来了“组学时代”，即在不同分子水平上收集和整合数据和信息。

通过组学技术获得的信息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风的病理生理学，为诊断和预后提供新的机
会，并将有助于改善中风患者的管理。多组学方法在脑卒中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是一条清晰的
道路，有可能改变中风管理并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
参考文献

Montaner J , Ramiro L , Simats A , et al. Multilevel omics for the discovery of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stroke[J].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2020
1.4.4.2 案例二

利用大“组学”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肝细胞癌药物发现

Harnessing big 'omics’data and AI for drug discover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期刊：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影响因子：29.848

研究结果：

发表日期：2020 年

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成人肝癌。在索拉非尼作为唯一被批准的治疗方法

近 10 年后，多种新的药物已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有效性，包括靶向治疗雷戈拉非尼、来伐他

尼和卡波扎尼布。尽管这些药物给肝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治疗的最佳选择和顺序仍然
是未知的，而且还没有确定的生物标志物，许多患者对治疗没有效果。分子检测技术的进步
和成本的降低，使得肝癌分子特征（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能够在不同的

水平上进行分析，包括体组织、动物模型和单个细胞。向公众公布这些数据集增强了从这些

组学研究中寻找信息的能力，并提供了利用它们来了解肝癌机制、合理开发新疗法和确定治

疗反应候选生物标志物的机会。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肝癌相关的公共数据集的全面回顾，
并讨论了如何应用新兴的人工智能方法来识别新的靶点和药物，以及指导改善肝癌治疗的治
疗选择。

图 1. 将大数据转化为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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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组学大数据 -AI 与药物开发

图 3. 肝细胞癌基因组特征与治疗靶点的联系

尽管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新的靶点和候选药物，这些靶点或候选药物必须通过实验方法进

行测试，以验证其疗效和毒性，并研究其作用机制。目前，有效研究新靶点和药物的临床相关

方法有限，尤其是在体内。肝细胞癌动物模型能很好地模拟不同病理基础的肝细胞癌患者的
病变肝脏，以准确评估新药的疗效和毒性，尤其是那些预期主要在肝脏代谢和用于联合治疗
的药物。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发展，改进的肝癌临床前模型将有助于加快新药

物的发现过程，并为分子定义的肝癌亚组细化治疗选择，从而解决日益增长的未满足医疗需求。
参考文献

Chen B , Garmire L , Calvisi D F , et al. Harnessing big 'omics' data and AI for

drug discover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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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脑肠轴专题

脑 - 肠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神经 - 内分泌网络，这个网络将脑与胃肠道联系了起来，故

被称为脑肠轴。脑肠轴是胃肠道功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双向调节轴。其中，神经 - 内

分泌 - 免疫网络是其重要的连接方式。脑肠神经内分泌细胞受中枢神经、肠神经和自主神经系
统调节，并通过分泌神经递质或相关激素，来维持脑肠轴的正常运行。
1.5.1 脑肠轴简介

脑肠轴是胃肠道功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双向调节轴，轴向交互的调节过程的发

生可能由多种信号分子构成，除了宿主细胞以外，肠道菌群也参与其中。肠道神经系统拥有
自主性，一方面肠神经系统能监控肠道菌群活动并对其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近期研究发现

肠神经系统成熟也有肠道菌群参与，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参与双向调节信息传递的生理过程，
在机体肠道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肠道微生物对于营养物质代谢、人体自身发育、

免疫及疾病的产生等方面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脑肠轴的出现为预防和治疗疾病提供新的
思路和措施。进入数据信息时代后，对于肠道微生物的常规研究手段也逐步被高通量和多组
学的组合取代。

1.5.2 脑肠轴研究思路

肠道微生物的多组学研究可以通过微生物的多样性检测联合转录组层面探究肠道微生物

的宿主的基因表达互作模式，再依据蛋白质组实验检测酶活力，考察消化环节的催化反映机制；
进一步借助代谢组手段挖掘生物合成途径和最终的代谢产物，用以分析消化吸收功能。
代谢组 + 微生物组整合助力脑肠菌相关疾病研究
适用项目类型

疾病类型
糖脂代谢紊乱

胆汁酸

肝胆疾病相关

胆汁酸

精神类疾病
心脏类疾病
肠道疾病
肾病

神经性厌食症
生殖类疾病
肿瘤

免疫疾病

动脉粥样
硬化和冠心病

胆汁酸

非靶向
代谢组
or
全局
精准
非靶向
代谢
组学

胆汁酸

短链脂肪酸

代谢组

短链脂肪酸

神经递质

短链脂肪酸

神经递质

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

神经递质
神经递质

氨基酸

TMAO

氨基酸

TMAO

氨基酸

氨基酸
氨基酸

脂肪酸

脂肪酸

氨基酸

微生物组

16S
or/and
宏基因组

T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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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技术方案和案例
1.5.3.1 技术方案示例

（1）基于脑肠菌技术研究肝移植后不同治疗干预效果评价方案书

案例一 肝肝移植术后的多重耐药菌定植与肠道菌群失调的关系

Colonizing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and the longitudinal evolution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me after liver ransplantation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影响因子：11.878

发表日期：2019 年

多重耐药菌（MDRB）感染是肝移植术后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共招募 177 例肝移植治疗患者，采集术前至术后一年的 723 份粪便样本，进行菌群分析，

探究肝病终末期的肠道失调与 MDRB 定植之间的关系；

考虑潜在肝病、抗生素使用、临床并发症等因素后，MDRB 定植预示着菌群多样性降低；
鉴定出多个术前微生物标志物，可预测之后的 MDRB 定植情况；
MDRB 定植是全新的持续性肠道失调的重要标志物。

案例二 抗生素预处理缓解小鼠及人的肝脏移植后损伤

Antibiotic pretreatment alleviates liver transplant damage in mice and humans

期刊：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影响因子：:12.282

发表日期：2019 年

（1）小鼠接受肝脏移植前，使用抗生素处理 10 天；

（2）抗生素处理缓解了原位肝移植（OLT）引起的缺血再灌注损伤（IRI）；

（3）抗生素降低了 CHOP（内质网应激标志物）的水平，增加了 LC3B（自噬标志物）

及肝脏前列腺素 E2 受体 4（EP4）的表达；

（4）纳入 264 名接受 OLT 的患者，其中 156 名在移植前接受了 10 天以上的抗生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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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抗生素处理改善了肝细胞功能，并降低了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发生率，

增加了 EP4、LC3B 并降低了 CHOP 的水平。
1. 肠道菌群和肝移植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肝移植大国，每年的肝移植手术量超过 4700 例，术后 5 年生存率高

达 80%。然而移植后感染仍是肝移植术后最 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往往导致手术失败，威胁患
者生命。文献报道，肝移植后患者感染发生率高达 86%，而 50% ～ 90% 的肝移植患者术后

死亡与移植后感染有关。肠道是机体的免疫应答中心，肠道菌群移位是肝移植患者术后感染
的主要诱因。
研究表明：

（1）乳酸杆菌联合早期肠内营养可以降低肝移植术后的细菌感染率；

（2）肝移植术后应用益生菌可以改善机体的营养状况，促进肝功能恢复，并减轻炎症反应、

降低术后感染及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3）肝移植患者安全地耐受布氏酵母菌和乳酸杆菌类益生菌，控制术后感染发生；
（4）肝移植术后易发生代谢类疾病；

（5）糖尿病、高血压病、血脂异常、肥胖症、高尿酸血症等。

2. 多组学在医学中的运用

（1）疾病标志物筛查；

（2）疾病的诊断和分型；
（3）疾病复发诊断；

（4）病因与病理机制探究；
（5）临床疗效评价；

（6）发病后哪些代谢物发生变化，通过什么分子机制来影响，蛋白、肠道菌群和代谢物

之间的关联性？
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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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应激与肝肠代谢相关研究多组学方案书
1. 研究背景

热应激（heat stress，HS）是人和哺乳动物应对的主要的环境刺激源。此前相关领域研

究提示热应激可能会对机体神经内分泌、自由基形成、机体能量代谢等过程产生影响，严重
时可引发机体炎症反应、脏器损伤、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等；但应激反应如何引发机体代谢紊
乱或功能障碍涉及分子机理尚不明晰。

近来有研究利用宏基因组表明热应激会引发家禽粪便微生物菌群组成和丰度紊乱，影响

碳水化合物、氨基酸、核苷酸、能量代谢、膜转运等生理过程；而运用代谢组手段探究不同
热源温度影响家禽代谢谱的研究也发现，血浆中几类代谢物如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脂质、

肠道菌相关代谢物可作为潜在标志物，文章通过 ROC 曲线确定 6 个候选 biomarker：酒石酸，
l-bethreine，酒石酸，阿洛糖，戊二酸，和新橙皮苷。

涉及组学文章架构，在相关领域研究基础上，多组学通过高通量、大数据的手段联用，

可考虑以下两个层面运用方向：

（1）biomarker 筛选：目前 HS 相关研究中未有报道的组间（如特殊处理、特殊动物等）

biomarker 筛选；在 HS 基础上进行干预后（如热习服）的组间 biomarker 筛选；

（2）机制探究：基于已有文献报道的机制验证研究（如普遍关注分子 HSP 蛋白是否是

本文几个分组中的关键分子）；基于前期组学研究基础的验证。
2. 参考思路

在上述基础上，可先确定后续课题偏向：

（1）偏向 biomarker：目的是为了补充 / 完善 / 加深 / 更正 / 验证前期组学得到的研究结果，

如最终想发前期几个设计组间全谱 biomarker 说明；则后续实验设计可加大样本量 / 补充前
期未有组学手段 / 增加处理组等。

（2）简单实验验证：目的是锁定某一个关注方向，简单实验处理后再做组学筛选，一方

面加深前期基础，一方面再筛后续深入入手点；如前期发现肠道菌群紊乱在对照、热应激、
热习服组间差异非常明显，则通过粪菌移植小鼠，一方面看移植表型是否符合预期，一方面
看组学在当中潜在的变化点；

（3）具体机制阐明：目的是说明具体机制。根据前期组学分析结果，能够假设某一既定

现象产生原因，则根据假设分子设计验证实验；比如前期有充分的实验数据证明热习服表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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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体重下降表型）和某一组学结果有明确关联（比如胆汁酸代谢异常），观察到体重下降明

显的小鼠和胆汁酸含量变化异常明显，或是有充分的文献理论支持，“热应激 / 热习服 - 胆汁

酸代谢异常 - 体重减轻”这一内在逻辑，则可针对“胆汁酸代谢异常导致热习服组相较于热应
激 / 对照组出现明显体重减轻”这一假设进行实验设计，例如一篇相对完整的机制文章逻辑：

热应激 / 热习服处理小鼠，观察体重变化情况 - 热应激组体重下降明显，热习服组体重高于热

应激组，低于对照组现象；以及体脂测定数据（脂肪湿重、血液生化指标、血脂等）- 热应激

和热处理组胆汁酸绝对定量上有显著性差异（胆汁酸靶向）- 主要差异的胆汁酸类型及其关联
的信号路径 - 信号路径的关键分子筛选查找（组学或文献）- 关键分子沉默或过表达 - 沉默或
过表达胆汁酸变化情况 - 沉默或过表达后体脂数据变化情况 - 沉默或过表达后体重变化情况 结论确证。

3. 参考入手点

4.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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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案例展示

案例一 饮食、遗传和肠道微生物群驱动血浆代谢物的动态变化

Diet, Genetic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Drive Dynamic Changes in Plasma Metabolites

期刊：Cell Reports
影响因子：8.109

发表日期：2018 年

研究背景：

饮食、遗传和肠道微生物群是影响新陈代谢的主要因素。

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糖尿病和肥胖易感性不同品系的小鼠，分别喂养高脂饲料 (HFD) ，并同时给万

古霉素和甲硝唑等抗生素。采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考察盲肠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影响；采

用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分别考察盲肠和血浆中的代谢物变化；分析了血浆中代谢物与胰岛素
抵抗的相关性以及肠道菌群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证实饮食、基因和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
作用影响血浆中代谢物的水平，阐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理。
研究结果：

通过对 16S 序列的 PICRUST 分析预测肠道细菌的宏基因组，揭示了微生物代谢的显著差

异。盲肠和血浆代谢物表现出多重差异，反映了饮食、抗生素、宿主背景和肠道微生物群的
综合影响。18 种血浆代谢物与宿主胰岛素抵抗在不同品系和饮食中呈正相关或负相关。超过
1000 个仍未确定的代谢物峰也受到饮食、抗生素、饮食和遗传背景的高度调控。

图 1. 肠道菌群的改变影响盲肠和血浆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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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肠道菌群改变影响预测的功能性代谢通路

研究结论：

饮食、宿主基因以及肠道菌群相互作用，会在血浆代谢物中产生不同的反应，有助于调

节代谢和胰岛素抵抗。
参考文献

Shiho Fujisaka, et al. Diet, Genetic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Drive Dynamic Changes

in Plasma Metabolites[J]. Cell Rep. 2018

案例二 普洱茶中茶褐素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胆汁酸代谢降低血脂

Theabrownin from Pu-erh tea attenuates hypercholesterolemia via mod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nd bile acid metabolism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影响因子：11.878

研究背景：

发表日期：2019 年

普洱茶在以往研究中被认为能在降低血压、血糖、血脂上有助益，在动物模型及人身上

的数据均表明饮用普洱茶后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物质水平显著降低。然而普洱茶真正

在调节血糖血脂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成分尚不明确。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红茶或绿茶，普
洱茶在调节血脂方面的生物学效益最高；而实验室前期结果表明，普洱茶中标志成分为茶褐
素及没食子酸，而茶褐素在普洱茶发酵过程中含量明显增加。故文章以茶褐素为研究对象，
探究茶褐素如何通过胆汁酸途径参与胆固醇代谢，调节血脂。
研究设计：

（1）13 个健康成年人经 4 周普洱茶摄入，取摄入前和摄入后的血清及粪便样本。
（2）C57BL/6 雄性高脂小鼠模型，共四组，每组 8 只。
分组：ND（正常喂养组）；
ND+ 普洱茶组；

HFD（高脂饲料喂养组）；
HFD+ 普洱茶祖。

研究成果：

对收集的小鼠及志愿者血清、粪便样本进行 16S 及靶向胆汁酸检测。发现普洱茶处理后

样本中菌群组成和丰度处理前相比有显著差异；其中参与胆固醇代谢即产生胆盐水解酶（BSH）
的几类菌群（如乳杆菌，芽孢杆菌）丰度明显减少。而服用普洱茶后共轭胆汁酸：牛磺鹅去氧

胆酸（TCDCA）、牛磺熊去氧胆酸（TUDCA）含量明显升高。而 LC-QTOF-MS 检测普洱茶多

酚成分并做关联分析后，发现茶褐素与 BSH 产生菌呈负相关。提示普洱茶可能通过抑制 BSH
将共轭胆汁酸转化为游离胆汁酸的过程，影响胆汁酸代谢，参与降胆固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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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处理小鼠和人肠道菌群情况

图 2. 胆汁酸变化情况

图 3. 菌群 - 代谢物关联情况

研究结论：

文章发现普洱茶中茶褐素可能通过减少 BSH 产生菌的丰度，并阻碍胆盐的生成（FXR-

FGF15 路径）来起到降脂作用，为高血脂治疗提供了可参考的靶点。
参考文献

Huang F, et al. Theabrownin from Puerh tea attenuates hypercholesterolemia vi

a mod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nd bile acid metabolism[J]. Nat Commu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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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研究前沿进展

脑肠菌轴相关研究如火如荼，随多种组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不同组学整合研究，目前

已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下面以 8 篇典型文章为例，简述目前脑肠轴相关前沿结果。
1.5.4.1 脑肠菌轴和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和

中风。临床研究肠道菌群对这类疾病有重要的影响，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有助于对此类疾病的
病理生理学的理解。然而，这一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微生物组的组成受饮食和运动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往往很困难。需要对人体进行纵向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

以确定针对微生物组是否能产生新的治疗策略。系统生物学方法在整合这些数据与神经疾病
临床队列的基因组和代谢组数据集方面也很重要，以帮助指导个体化治疗。

大量的基础研究表明微生物群对大脑功能的正常发育和维持非常重要。从临床和动物实

验中也有证据表明微生物群与神经系统疾病有关。支持微生物群在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

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中所起作用的有力证据，以及对其在阿尔茨海默病和中风中的作用的日
益重视。不过，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避免过度解读此类数据。为了了解微生物群背后
的复杂过程 - 肠道 - 大脑轴涉及神经系统疾病，需要进行更多控制和精心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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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一项 786 人的队列研究中发现，个体间粪便代谢组大约三分之二的变化可以通

过其粪便微生物组的变化来解释。IBD 患者的粪便、尿液和血清代谢组研究结果中，贡献最突

出的是胆汁酸衍生物、短链脂肪酸和色氨酸代谢物，这不仅为 IBD 的分类提供依据，还进一
步用于机制探究。然而，发现和挖掘需要大规模的队列、高通量的多组学平台、先进的统计
分析和精心控制的实验室模型系统。

在本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 IBD 的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研究，得到了相对一

致的代谢物改变模式，并对特定的分类（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和色氨酸代谢物）展开了详细
的讨论。

2019 年发表的 iHMP 是 IBD 中第一个纵向多组学数据集，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领域。但

仍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基于微生物组的指标是否能对相关的临床问题
提供独立的预测价值，以及基于微生物组的疗法是否能最终帮助治疗 IBD 患者。

我们也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是肠道菌群和宿主互相作用的关

键机制，并有望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

IBD 的代谢循环

1.5.4.2 脑肠菌轴和中药

中药作为补充和替代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疗效强、副作用小等优点，越来越受到

世界各国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医理论的不确定性和生物活性成分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中医

药仍存在一些疑问。近年来，肠道菌群已成为了解疾病发展和进展的重要前沿。随着这一趋势，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口服药物后，药物分子可以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在这种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中医学研究关注肠道微生物群，为理解中医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中药口服后可

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1）中药可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2）中药可调节肠道菌群的代谢；（3）
肠道微生物群可转化中药化合物。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可以产生两类代谢产物：肠道微生物

变形金刚（来源于食物和宿主）和肠道微生物转化的中药化合物。本文综述了中药与肠道微
生物的相互作用，以及中药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的药理作用和特点。

然后，针对肠道微生物群和代谢产物，我们总结了肠道微生物群促进我们理解的方面中医药
最后对中医药与肠道菌群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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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口服后，不可避免地会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接触和相互作用。本文就中药与肠道微

生物的相互作用进行综述。这些化合物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的组成。肠道
微生物与转化的中药化合物和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一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药的作用机理，

破解中药口服生物利用度之谜，了解中药配伍理论等，全面研究中医药对肠道微生物群和宿
主的影响，有助于中医药在辨证分型、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应用。虽然从肠道微生物群的角度
来理解和应用中医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建立了关联关系。研究应

侧重于中医药、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和治疗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应该牢记将这
些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最终目标。

肠道微生物群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使用中医药

1.5.4.3 肠骨轴

肠道微生物群是骨骼健康的关键调节因子，影响出生后骨骼发育和骨骼退化。微生物群

组成的变化和宿主对微生物群的反应有助于病理性骨丢失，而防止或逆转骨丢失的微生物群
组成变化可通过添加益生元和益生菌的营养补充剂来实现。微生物影响人体器官的一个机制
是通过产生从肠道扩散到全身循环的代谢产物。近年来，由复杂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的短链
脂肪酸（SCFAs）已成为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关键调节代谢产物。本文综述了 SCFAs 对骨骼
肌系统的影响，并探讨了 SCFAs 调节骨细胞的机制。

SCFAs 在骨重建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这为 SCFAs 治疗代谢性骨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机

会。此外，营养补充益生元和益生菌可增加 SCFA 的产量，这可能是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一种有效、安全和廉价的方法。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能够最大限度地生产 SCFA 的预
处理和益生菌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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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精神科学中，解释宿主 - 微生物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了解决定骨细胞对 SCFAs

反应的因素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多数将微生物群产生的代谢物与骨骼联系起来的证
据来自动物研究。在人类身上证实这些观察结果并随后用新兴的益生菌制剂进行临床试验是
至关重要的。

SCFAs 对骨吸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1.5.4.4 肠肝轴

对肠 - 肝轴生物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基本生

物学。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理解微生物组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这些技术使得

微生物组的复杂性能够得以研究。在这里，我们回顾肝脏疾病中的肠道 - 肝脏沟通，探索分子、
遗传和微生物组的关系，并讨论利用微生物组确定肝病阶段和预测药物、饮食和其他干预措

施在人群和个人水平上的效果的前景。尽管在了解微生物组与肝病之间的关系方面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但临床应用方面正在取得迅速的进展。

对肝脏疾病和相关的微生物组学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是，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特殊分子（如 TMA、乙醛和 LPS）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通过 Kupffer 细胞

介导的肝脏炎症进行广泛的相互作用而导致肝损伤。然而，对微生物组和肝脏之间相互作用
仍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动物模型，特别是啮齿类动物，在阐明肝脏疾病病因学中许多重要

的机制途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模型中引入微生物组将为癌症生态系统提供一个更

完整的视图。由于微生物组学研究对技术变化非常敏感，这些变化往往掩盖了潜在的生物信号，
因此需要在技术平台和标准化协议方面保持一致，以便能够复制和验证来自不同实验室（和
模型生物）的发现。此外，使用一个尽可能模拟人类疾病的所有生理和代谢表现的动物模型
是至关重要的。

肝脏和肠道的相互沟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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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肠肾轴

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之间的串扰因其与多种疾病有关而备受关注。慢性肾病（CKD）通

常与高血压相关，其特征是免疫失调、代谢紊乱和交感神经激活，这些都与肠道失调和宿主

微生物群串扰改变有关。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讨论了 CKD 和高血压中大脑、肠道、微生物群

和肾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解释了我们对这些疾病发病机制的脑 - 肠 - 肾轴假说。考虑到脑 -

肠 - 肾轴在维持正常体内平衡中的作用以及该轴在 CKD 和高血压中的失调可能导致新的治疗
目标的确定。此外，独特微生物群落及其相关代谢物的发现以及脑 - 肠 - 肾信号的阐明可能会
填补基础知识空白，从而导致 CKD 和高血压的创新研究、临床试验和治疗。

肠道微生物群在多种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高血压和慢性肾病。因此，我们

提出了脑 - 肠轴扩张假说，以解释肠、脑和肾之间的通讯在 CKD 中的作用。许多研究已经证

明了在高张力状态下连接大脑和肠道的通路，但是对于脑 - 肠 - 肾连接在 CKD 发病机制中的
作用知之甚少。尤其是，CKD 患者骨髓和肠道的交感神经活性是否增加，以及肾功能的改变
是否与肠道通透性增加有关，仍有待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高血压和慢性肾病的发病机制，
并为脑 - 肠 - 肾轴的概念提供证据。

高血压和慢性肾病（CKD）发病机制的脑 - 肠 - 肾轴假说

1.5.4.6 肠脑轴

肠 - 脑轴在维持体内平衡中的重要性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微生物群作为肠 - 脑功能的关键

调节器之一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一个独特的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的重要性。微生物群和大脑

通过各种途径相互交流，包括免疫系统、色氨酸代谢、迷走神经和肠神经系统，包括微生物
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支链氨基酸和肽聚糖。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生命早期的微生物群组

成，包括感染、分娩方式、抗生素药物的使用、营养供应的性质、环境压力源和宿主遗传学。

微生物多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压力可以显著影响微生物群的肠 - 脑轴的各个阶段。很

多最近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许多疾病有关，包括自闭症、焦虑症、肥胖症、精神分裂症、
帕金森氏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未来的研究将集中于理解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的机制，并试图阐
明基于微生物的神经精神疾病干预和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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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肠道微生物如何影响肠 - 脑轴通讯是过去十年中重要的研究课题。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肠道微生物群对大脑功能的发展和维持至关重要。此外，如上所述，动物和临床研究都积累

了大量证据，表明微生物群与各种精神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然而，在这一领域仍处于起
步阶段，在过度解释这一点时需要慎重。是否微生物群的变化是病理生理学的核心，至少一

些精神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目前尚未得到证实，尽管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测。
迄今为止，肠易激综合征是唯一一种以微生物群为靶点的安慰剂对照组临床疗效显著的疾病。

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测试治疗应用中的最佳剂量、张力和时
机。对于该领域来说，重要的是要从单纯的相关分析转向前瞻性纵向研究、因果分析和机理

分析，以及更大规模的潜在治疗方法试验。毫无疑问，在广泛的疾病范围内的研究将是有效的，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有希望在临床上应用于微生物群。

肠道微生物群和大脑之间各种已知的双向沟通途径

1.5.4.7 脑肠菌轴和靶向治疗

传统的药理学和毒理学领域开始考虑肠道微生物群对宿主生理学的重大影响。微生物区

系 - 肠 - 脑轴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也是有效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潜在新靶点，也是药

物副作用的潜在原因影响。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信号可通过多种途径发生，包括通过免疫系统、
宿主神经化学信号、直接肠道神经系统通路和迷走神经，以及细菌代谢产物的产生。肠道微

生物谱改变已被描述为几种精神和神经疾病。精神生物制剂、活性生物疗法或对大脑有益作
用的物质，目前正在被研究作为精神和神经发育障碍以及可能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直接和 /
或辅助药物，它们可能会成为临床治疗的新选择。

肠道微生物群的直接靶向性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控制肠道内的初始作用部位，

为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产生新一代的具有更高安全性的治疗方案。支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和增强
的恢复力可以很容易地与转向更具精神生物性的生活方式相协调，这种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

都有利于我们的整体健康。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信号的靶向研究为许
多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辅助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和令人兴奋的治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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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潜在的心理生物疗法的流程

1.5.4.8 脑肠菌轴和昼夜节律

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包括一种在肠道内的微生物与我们的大脑功能和行为之间的双向交流

模式。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受宿主昼夜节律的影响。反过来，多样化的微生物群对于优化宿主
昼夜节律途径至关重要。这种微生物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周期性破坏深刻地影响了疾病的病理学
和严重性。本文旨在总结目前对这种双向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关于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和昼夜节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作用于影响疾病的肌动蛋白相互作用，已经有了
很多报道，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检查它们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以调整某些疾病的
严重程度和风险。此外，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生物钟 - 微生物 - 大脑相互作用之间密切关系的
分子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生物钟和肠道微生物群

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支持双向交流。然而，所涉

及机制的基础仍然未知。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只

考察了生物钟节律或微生物群 / 肠道 - 大脑轴的
影响，而不是共同作用。在疾病模型方面也有类
似的情况：目前的理解主要涉及代谢疾病，其相

关结论显示了昼夜节律紊乱和肠道微生物群改变
的综合效应。生物钟节律和肠道微生物功能失调

的有力数据在于它们与精神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相互作用。在这里，有大量的信息可以用来检

测由肠道微生物群和昼夜节律的相互作用引起或
加剧的疾病节奏。更进一步，代谢紊乱的检查是
正确方向的关键步骤，而且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检验微生物群 - 肠 - 脑轴和昼夜节律如何影响疾
病，以及它们在疾病背景下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昼夜节律或肠道微生物群失调
对宿主生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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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章
Software

实用软件实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让老师们在完成组学实验
之后，对组学数据进行更好的分析，诺米在这里为大家
分享几款实用软件平台，如方便选择样本、自主调节图

形参数的诺米代谢 BioDeep 云平台、可逻辑回归分析的
Minitab、绘制柱状图的 GraphPad Prism 等，助力科研！

1.1 代谢组云平台 Biodeep

诺米代谢自主研发的代谢组云平台 Biodeep，无需 Linux 系统、计算机语言、零基础即

可开展数据预处理、代谢物全注释、自动化分析，简洁高效获得代谢组学信息。是针对老师需求，
开展代谢组学个性化分析的利器，可用于非靶向代谢组、全局精准非靶向代谢组、靶向代谢组、
脂质组等数据处理，轻松出图，适用于文章发表的高效平台。
1.1.1 登录 / 注册

根据提供的链接以及密码进行登录。注册页面如下所示：
http://www.biodeep.cn

首页登录后

登录后，可使用 BioDeep 完整资源。导航栏包括：首页、我的项目、查看结果、个人数据库、

BioDeepDB、帮助和用户中心。操作界面如下所示：

1.1.2 我的项目

代谢组学数据分析入口。选择我的项目，新增项目如下图所示，项目名称命名，以及选

择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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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上传文件

在诺米代谢完成的项目，已自动上传至 BioDeep 云平台，老师可直接进行数据编辑以及

分析。

非项目客户上传数据如下：
1. 上传原始数据：

2. 上传样本分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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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传 KEGG 代谢物注释数据：

1.1.4 样本信息编辑

编辑样本信息可自行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可剔除异常样本、设置图形参数、以及

设置对比组别等问题。如下图：
1. 选择样本

2. 设置图形参数，颜色以及形状可自行调节

3. 对比组别，选择要对比的样本，比如 A v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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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过程。缺失值与归一化处理为默认状态，用户可不必调节，直接进行下一步。

（对于项目客户，我司为其上传的数据已经过数据归一化处理，所以直接进行下一步即可）
1. 缺失值处理

2. 归一化处理

3. QA 分析（可点击下载图片获得高清原图）

3. QA 分析（可点击下载图片获得高清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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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主要分为主成分分析（PCA）、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正交 - 偏最

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用户可自选模式进行数据分析，下图为主成分分析演示，其
他模式过程与 PCA 相同。

注意：数据标准化默认为 UV，项目客户确定我司提供的分析报告中选择的数据标准化处

理模式是哪种，再进行选择（若模式不同，数据分析结果会有差别，请注意）。

右侧选项可选择得分图和对比组别，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得分图可调节高度、

宽度，点击确定即可）。

1.1.7 差异分析

下图为差异代谢物筛选总览表。右侧选项可选择火山图以及 Z-score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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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箱式图和柱状图

箱式图和柱状图主要展示组间的数据差异，表格中是代谢物名称，图表对应相同代谢物，

用户可自行选择所需代谢物进行分析。

（2） ROC 曲线

表格中是代谢物名称，图表对应相同的代谢物，用户可自行选择所需代谢物进行分析。

（3）热图分析

聚类热图可展示各样本之间的表达情况，同时反映样品质量。右侧可选择全部代谢物、

差异代谢物，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

全部代谢物热图（图片大小可根据选项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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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代谢物热图（图片大小可根据选项调节）。

（4）代谢物通路分析

代谢物关联分析热图展示了代谢物之间变化趋势的一致性。右侧选项可根据用户需求自

行选择，比如对比组别、图片高度、宽度等。
全部代谢物

差异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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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谢通路分析

KEGG 数据库是系统分析基因产物在细胞中的代谢途径以及这些基因产物功能的数据库。

框内为通路名称，点击之后可获得通路图。

右侧选项可选择相应的气泡图及条形图。

（6）韦恩图

韦恩图绘制选择组别至少 2 组，最多 5 组。选择组别时可在“差异分析——差异代谢物筛选”

下右侧对比组别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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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韦恩图标题文字大小、透明度、边框颜色粗细等进行调节。

进行差异分析直接点击下方出具分析报告。

跳转界面之后出现任务队列信息和预计等待时长，预览之后点击创建自动化流程任务，

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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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

用户分析项目显示“执行中”，若分析结束则会呈现下方“执行成功”。

1.2 利用 Minitab 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Minitab 是众多统计软件当中比较简单易懂的软件之一，它的功能齐全，一般的数据分析

和图形处理都可以应付自如。Minitab 的数据分析功能包括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多变量分析
和时间序列等等，图形分析主要包括直方图、条形图、箱图、时间序列图等。

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为例，教大家使用 Minitab 进行逻辑回归分析。logistic 回归是

一种广义线性回归，主要包括二元 logistic 回归、多元 logistic 回归、顺序 logistic 回归。常

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诊断领域。例如，探讨引发疾病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预测疾病
发生的概率等。

以肝癌分析为例，选择两组人群，一组是肝癌组，一组是非肝癌组，两组人群必定具有

不同的体征与生活方式等。因此因变量就为是否肝癌，值为 " 是 " 或 " 否 "，自变量可以是连

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然后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以得到自变量的权重，从而可以大致了解
到底哪些因素是肝癌的危险因素。
1.2.1 下载和安装

1. 通过下载地址：https://www.minitab.com/， 进行下载和安装。
2. 安装完成后打开 Minitab 的首页（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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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2.2 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输入到数据窗口（如图 2）

图2

1.2.3 设置模型

response 设置为 y，continuous predictors 设置为所有 x 变量，点击 ok（如图 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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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结果解读

我们需要选择 P 值小于 0.05 的变量，Coef 为常数项和变量系数，拟合优度检验的 P 值

应该大于 0.05（如图 4），最终我们得到回归方程为：

图4

1.3 GraphPad Prism 绘制柱状图

GraphPad Prism 集生物统计、曲线拟合和科技绘图于一体的超级好用的医学绘图软件，

所具有的功能均非常实用和精炼，GraphPad Prism 的绘图功能很具特色，无需专门绘制统计

图形，只要输入数据，图表自动生成且随数据改变及时更新，深受科研圈朋友的喜爱，使用
Graphpad 可以搞定大部分生物、医学研究所需的统计与作图，以柱状图为例，教大家使用
GraphPad Prism 轻松快速地绘制柱状图。
1.3.1 下载和安装

1. 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graphpad.com

2. 安装完成后打开 GraphPad Prism 的首页（如图 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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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绘制页面

选择柱状图绘制页面，点击 create（如图 2）。

图2

1.3.3 输入数据

创建后会弹出表格，将分析数据输入 Data 1 表格中（如图 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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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点击 Graphs 下的 Data 1，会显示柱状图，并且软件会自动计算出平均值和标准差（如

图 4）。

图4

1.3.5 可对图形进行美化

点击菜单栏所示图标，会弹出图形设置界面（如图 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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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设置柱子

Data set 模块可以选择柱状图中的柱子，可以单独设置每一根柱子，或选择 "All data

sets" ，批量设置所有柱子。

图6

1.3.7 设置样式网络

Bars and boxes 可以勾选 Fill pattern 为柱子设置样式网格，网格颜色；Border 可以设

置边框粗细，边框颜色。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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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设置误差线颜色

Error bars 可以设置误差线颜色、形状、显示、粗细（如图 8）。

图8

1.3.9 最后双击设置图中的标题文字和图注

图9

1.3.10 美化后的柱状图

图 10

1.4 MedCalc 制作 ROC 曲线

在临床研究中，ROC 曲线分析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临床中广泛应

用于临床诊断和人群筛检研究的一种统计方法，主要用它来探索一个指标对于结果的判别效

果，并结合灵敏度和特异度对诊断试验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曲线下 AUC 面积对诊断试验作定
量分析。

下面举个示例：group 代表研究对象的患病状态 (1 是患病组，0 是正常对照组 )，

index 1 和 index 2 指标是两种诊断方法测量的结果，我们需要比较两种诊断方法 index 1 和
index 2 哪种更可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选择使用 ROC 曲线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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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下载和安装

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medcalc.org/

安装完成后打开 MedCalc 的主界面（如图 1）。

图1

1.4.2 导入数据

首先点击 file →新建文件，我们可以将数据直接复制到 Medcalc 中，第一行命名变量名称，

或者直接通过菜单 file 打开 excel 数据文件。数据中第一列和第二列为考察的变量，group 为
患病状态，其中 1 代表疾病组，0 代表正常组（如图 2）。下面我们将绘制两种诊断方法的
ROC 曲线的比较图。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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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ROC 曲线比较

点击 Statistics → ROC curves →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如图 3）。

图3

1.4.4 ROC 曲线比较参数设置

在 Variable 分别选择我们研究的变量 index 1 和 index 2，Classification variable 选择诊

断结局 group，其他默认设置即可→ OK（如图 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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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ROC 曲线比较结果

ROC 曲线对比图（如图 5）。

图5

ROC 曲线对比的整体情况：以 index 1 分析 group 分类变量，其 AUC 为 0.752（95%

CI：0.524-0.909），以 index 2 分析 group 分类变量，其 AUC 为 0.983（95% CI：0.817-1.000）。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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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ROC 曲线对比的比较结果

index 2 相比 index ，AUC 值与 95% 的置信区间较好，两检验 ROC 曲线下面积之差为

0.231，Z 统计量为 2.027，同时通过两两配对比较方法，P<0.05，说明两种检验方法的诊断
价值存在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检验方法 index 2 较 index 1 诊断能力强，更可靠。（如
图 7）。

图7

1.5 利用 Cytoscape 绘制网络图

在阅读各组学的文章中，想必大家都见过类似下面这种的网络图（如图 1），这种图能够

清晰的展示高通量数据间复杂的关联关系，那是如何绘制的呢？分享一款简单易懂的网络图
构建和分析软件—Cytoscape。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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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下载和安装

通过下载地址：http://www.cytoscape.org/ 进行下载和安装。
安装完成后打开 Cytoscape 的首页（如图 2）。

图2

1.5.2 界面模块介绍

Ctoscape 首页的界面模块（如图 3）：

网络文件名模块：显示导入的网络文件名；

网络界面模块：在该界面可以随意设置网络属性；

Table Panel 模块：包括网络节点显示栏、网络边显示栏、网络名称显示栏。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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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导入数据

首先点击菜单栏 file → Import → Network → File 导入文件，目前 Cytoscape 支持 txt，

csv 格式文件输入，那么今天我们就构建一张代谢物的关联网络图，导入测试文件，导入步骤

依次为图 4-7，导入成功后如图 7 所示，在页面左边显示网络文件名为测试文件；在网络界面
模块显示网络，在该界面可以直接对网络进行修改；在 Table Panel 显示包括网络节点代谢物
的名称、网络边的信息以及网络名称（如图 7）。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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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1.5.4 节点、边属性展示栏

点击 Table Panel 中节点和边属性展示栏可以显示节点和边的属性（如图 8）。

图8

1.5.5 调节网络中节点属性

首先点击 control Panel （可显示和调节网络属性）中左下角的 Node（如图 9），然后

点击左上角的 Style，可以设置网络中节点的属性（节点形状、颜色、字体、高度、宽度等）。
Style 中的节点属性修改分别为（如图 10）：左 --- 全部节点修改，中 --- 批量修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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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 10

1.5.6 选中修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怎样进行选中修改？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点击右边栏选中三个节点

（预修改的节点）进行形状修改，点击 Node → shape → Node shape → Ellipse → Apply，
完成对三个节点的形状修改由圆角矩形改为椭圆形。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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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取消选中修改则点击 Remove Bypass，修改后网络图如图 12 所示：

图 12

1.5.7 全部修改

接下来再看一下如何进行全部修改？点击左侧栏 Node → Shape → Diamond → Apply，

将完成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形状修改由圆角矩形改为菱形（如图 13）。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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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网络中节点度的显示

点击菜单栏 Layout → Degree Sorted Circle Layout，在 Table panel 中的 Node Table

中就增加了一列为 degree，该列显示网络中每个节点度的大小（如图 14）。

图 14

1.5.9 批量属性修改

基于前面的学习，对于调节网络的属性有一定的认识。网络属性的改变是通过 Control

Panel 中的 Style 菜单栏实现的。那么，我们实际数据分析中得到的网络关系可能成千上万，
节点属性不尽相同，如何快速对节点属性进行调节？ Cytoscape 允许输入节点属性文件，并

通过 File 功能菜单实现。下面我们就举个实例导入一个节点属性的文件 type，该文件中包含
每个节点对应的类型（如图 15）。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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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导入属性文件，点击菜单栏 File → Import → Table from File（如图 16），导入

type 文件（如图 17）。

图 16

图 17

导入属性文件后，在 Style 中会显示属性名称，在 Table panel 中的 Node Table 中就增

加了一列为 type，该列显示网络中每个节点的类型（如图 18）。

图 18

下面改变目标节点属性，down 均设为绿色，up 均设为红色（如图 19），这样一张漂亮

的网络图就出来了！（如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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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图 20

1.5.10 导出网络图

点击 File → Save as，保存为 cys 格式；点击 File → Export，保存为 png、jpg、pdf 等格式。

1.6 利用 Heml 工具绘制聚类热图

HemI(Heat map Illustrator) 工具的功能很单一，
就是画热图，
它可以在热图中可视化基因、

蛋白的表达数据或代谢物数据。HemI 工具可提供对聚类热图重新调整着色、标度、旋转角度
等操作功能。

1.6.1 下载和安装

http://hemi.biocuckoo.org/down.php
1. 打开 HemI 的首页（如图 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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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看到 HemI 1.0 提供 windows/Linux/Mac 版的安装包，选择合适的版本进行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 x64 版本的 HemI 只能在 x64 版本的 JVM 上运行。下载完成后，按以下步骤一
路 next 进行安装（如图 2）：

图2

1.6.2 功能模块介绍

模块 1：选择数据处理方式、聚类方法等
模块 2：画布大小
模块 3：留白大小
模块 4：坐标信息

模块 5：聚类方式（行或列）
模块 6：文字旋转
模块 7：颜色设置

图3

导入数据前，先点击 DEMO，选择好喜欢的色系，这样导入数据后，就直接以该色系画

图了（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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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6.3 导入数据

点击 LOAD 或 file → load 导入文件，支持导入文件格式有 xls(97-2003Excel)，csv( 逗号

分隔 )，txt( 制表符 Tab 分割 )，xml(HemI 工程文件 )，常见的是 xls 格式。有多个 Sheet 的
表格一次只能导入一个 sheet，选择要导入的 sheet。
1.6.4 选择数据

只要拖动鼠标，选择数值数据区域即可，默认是不显示 X 轴和 Y 轴标题的，如果需要可

以指定哪一行是 x 轴，哪一列是 y 轴。一般直接 Auto select，X/Y-axistitle 打上勾，否则没有

坐标轴文字部分。如有空格，默认会变成黑色，如果觉得不好看，可设置空格颜色。Finish（如
图 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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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生成热图

热图如图 6 所示，颜色不好看，Set 可以更换颜色（如图 7）,同 Excel 的三色刻度和双色刻度，

设置初色和终色，或中间色。设置完成后，点“REFRESH”更新热图，切记每次修改后，都
需要点击 REFRESH 进行刷新。

图6

图7

1.6.6 数据预处理

如果绘制热图的数据跨度比较大，比如从 1 到 1000 都有，那么推荐先对数据做归一化，

软件能自动帮你完成归一化，只需要两步：

1) 选择 option 的 statistic 按钮，然后在这里选择 log 归一化的方式（如图 8）。

2) 点击 Bar 面板，选择 bar 颜色个数（bar item num）“Auto Fill”按钮，再点 ok，然

后 refresh 一下就好（如图 9）。

图8

图9

1.6.7 调整热图

可自由调整热图的坐标轴字体、字号、旋转方向、画布大小、留白大小、选择聚类的行或列，

每次修改后，都需要点击 REFRESH 进行刷新。得到最后的热图（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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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6.8 导出热图

file → export image，png，jpg 和 tiff 三种格式，tiff 分辨率最高（600dpi）。

1.7 KEGG 数据库的使用

由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联合开发的数据库，是现在常用的查询代谢途径的数据库，

也可用来查询酶（或编码酶的基因）、产物等，也可通过 BLAST 比对查询未知序列的代谢途

径信息。KEGG 主要通过 Web 界面进行访问，也可通过本地运行的 perl 或 java 等程序进行
访问。

1.7.1 下载和安装

官网下载地址：  http://www.genome.jp/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打开 KEGG 的首页：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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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功能介绍

KEGG 主 要 分 为 四 部 分：KEGG2, Data-oriented entry points, KEGG Organisms,

Annotation and analysis tools。

（1）点击 KEGG2，该链接页面可帮助用户快速访问 KEGG 提供的各种分好类别的数据库，

快速查询特定物种的信息，使用 KEGG 提供的各种分析工具，链接到 KEGG 的外部数据库等等。
（2）点击 KEGG Organisms 可查询各类别物种信息，并且可查看某物种在 KEGG 中的简

写字母。

（3）Annotation and analysis tools 包含 KEGG 提供的几种数据分析工具：annotation,

BLAST 等生物信息学常用的分析工具。

Data-oriented entry points 部分，可以查询多个 KEGG 数据库，包括 pathway, brite,

modules,orthology (KO 数据库 )，genes, disease、drug 等等信息。
1.7.3 pathway 查询和使用方法

介绍 pathway 的查询和使用方法，其他数据库的使用可参照 pathway。点击上图红色框，

进入 pathway，图 2 所示：

图2

通过目录可直接了解 KEGG Pathway 中存在哪些类别的通路，点击每一个类别可查看其

包含了哪些通路。

我们还可以选择直接查询的方法来搜索 pathway，如红色框所示，在 map 位置输入

想要查询的物种简写，以 human 为例，在下框中会显示相关的名称：

图3

选择好后点击 Go，将会显示出 human 的所有 336 条通路，点击一条通路链接，如图 3

所示：

366

图4

点击红色框可查看该通路的详细信息，包括 gene, disease, drug, compound 等等。在

这个通路图中，绿色方框表示人类含有这种酶，如 3.1.3.9，这是酶的 EC number，国际酶学
委员会的编号。小圆圈代表反应中的化合物（代谢物），将鼠标放上去，可以看到该化合物

或酶在 KEGG 中的编号。箭头代表反应方向，虚线表示此反应可通过中间产物与其他途径发

生联系，大的圆方块表示另一个代谢图，可点击查看。通过下拉菜单可更改物种，以显示其
他物种的通路信息。点击红色小圆圈，可显示人类中此代谢物的具体信息：

图5

Entry 是 KEGG 中 该 化 合 物（ 代 谢 物） 的 ID，name 是 化 合 物 的 简 化 名，Formula 是

化合物的分子式，Exact mass 是化合物的精确分子量，Mol weight 是化合物的摩尔重量，
Structure 是化合物的结构，Pathway 中列出了这种化合物涉及的代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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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1 名词解释

代谢组学：

对一个生物体系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所有小分子（相对分子量小于 1000/ 也有文献认为

是小于 1500）代谢物质的定性定量分析，从而描述生物内源性代谢物的整体及其对内、外因
素变化应答规律。它是以组群指标分析为基础，以高通量检测和数据处理为手段，以信息建
模与系统整合为目标的系统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非靶向代谢组学：

即非目标代谢组学或发现代谢组学，无偏向性地对所有小分子代谢物（相对分子量小于

1000/ 也有文献认为是小于 1500）同时进行检测分析的代谢组学。
靶向代谢组：

即目标性代谢组学或定量代谢组学，仅对感兴趣的目标性代谢物进行同时定量分析的代

谢组学。

全靶代谢组学：

全靶也称为全局精准非靶向代谢组学（Global Untargeted Metabolomics），为常规

非靶向代谢组学的下一代检测技术，考察生物体系受刺激或扰动后体液、细胞和组织等样本
中所有小分子代谢产物定性和定量变化情况，以高通量、特异性实验方法和物质全注释为特
征；基于 Thermo Q-Exactive 领先的高分辨率质谱平台，融合了 MoNA、METLIN、HMDB、
LipidSearch 以及自建数据库系统和自主核心算法，具备物质扫描的“全局性”与物质注释的
“精准性”双重优势。

质谱中 TOF、QQQ、QTRAP、Orbitrap：

TOF：飞行时间 QQQ：三重四极杆 QTRAP：四级离子阱 Orbitrap：轨道离子阱
一级质谱：

即在串联质谱（MS-MS），通过一级质谱（MS）获得准分子离子，分子离子可获得精确

的分子量用于推断化合物的分子式。
二级质谱：

对一级质谱获得的物质分子离子进行碎裂获得其碎片信息，即二级质谱（MS/MS）信息，

可增加物质结构推断的准确性。
正负离子：

正、负离子模式是 MS 的两种扫描模式，样本在 ESI 源离子化之后，会同时出现带正电荷

（M+H、M+NH4、M+Na 等）和负电荷（M-H、M+Cl、M+CH3COO 等）的离子，根据物质

的理化性质的差异，有些代谢物会带上正电荷有些会带负电荷，为了获取全面的代谢组信息，
两种离子状态的离子都需要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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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脂肪酸（SCFA）：

主要由膳食纤维、抗性淀粉、低聚糖等不易消化的糖类在结肠受乳酸菌、双歧杆菌等有

益菌群酵解而产生，主要包括乙酸（Acetic acid）、丙酸（Propionic acid）、异丁酸（Isobutyric
acid）、丁酸（Butyric acid）、异戊酸（Isovaleric acid）、戊酸（Pentanoic acid）等。
TMAO：

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水产品体内的小

分子化合物，亦存在于哺乳动物、植物、真菌中，可参与机体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如渗
透调压、维持细胞内稳态等。

氨基酸（Amino acid）：

是含有氨基和羧基的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统称，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通常由 5

种元素组成，即碳、氢、氧、氮和硫。在自然界中，已发现的氨基酸种类非常多，但常见的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只有 20 种左右。
脂肪酸（Fatty Acid）：

是天然油脂加水分解生成的脂肪族羧酸化合物的总称，目前已发现的天然脂肪酸有 200

多种，广泛存在于动植物油脂中。脂肪酸根据碳链的长短可分为短链（1 ～ 6C）、中链

（6 ～ 10C）、长链脂肪酸（12 ～ 26C）；根据饱和度的不同又可分为饱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s，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MUFA）、多不饱和
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根据其对人类生命活动的作用，还有必需脂
肪酸与非必需脂肪酸之分。

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

又称类黄酮化合物，主要指具有色酮环与苯环为基本结构的一类化合物的总称，是植物

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次级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蔬菜、水果、牧草和药用植物中。
植物激素（Plant Hormone, PH）：

是植物体内合成的一系列痕量有机化合物，以极微量的浓度引发生理效应，在植物生命

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起调控作用。植物基因表达、生长、发育以及植物对某些环境刺激的反应
均受其体内多种植物激素的调控。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

是在化学突触传递中担当信使的特定化学物质，简称递质，主要分为生物原胺类、氨基

酸类、肽类和其它类。
正负离子模式：

正、负离子模式是 MS 的两种扫描模式，样本在 ESI 源离子化之后，会同时出现带正电荷

（M+H、M+NH4、M+Na 等）和负电荷（M-H、M+Cl、M+CH3COO 等）的离子，根据物质

的理化性质的差异，有些代谢物会带上正电荷有些会带负电荷，为了获取全面的代谢组信息，
两种离子状态的离子都需要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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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

是指红细胞破裂，血红蛋白逸出，会对代谢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溶血的样本会呈现出

红色，颜色的深浅代表着溶血的严重程度，我们特别制作了血样比色卡，如下图，供老师参考。
一般发生溶血的样本建议舍弃，否则会对整个分析结果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导致溶血的因素较

多，如低渗溶液、强力振荡、突然低温冷冻或突然化冻、过酸或过碱，以及酒精、乙醚、皂碱、
胆碱盐等均可引起溶血。所以在血液样本采集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上一些因素，尽快的分离血
清或血浆。

QC（Quality Control，QC）：

即质控样品，可用于代谢组学的方法学验证，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准确性。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QA）：

为了发现生物标记物，潜在的特征峰在 QC 样本中的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即变异系数不能超过 30%，如果超过的话，相关特征峰应予以删除。所以，
在质量控制的基础上，通常会进行质量保证 QA 来删除 QC 样本中重复性差的特征峰，以便获
得更高质量的数据集，更有利于生物标记物的检测。
总离子流 / 基峰色谱图：

每一次扫描得到一张质谱图，将每一张质谱图中所有离子强度相加，得到一个总的离子

流强度。然后以离子强度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绘制的图即为总离子流色谱图（TIC）。

基峰色谱图（BPC），就是将每一个时刻点选择谱图中最强的那个离子连续描绘得到的图谱。
BPC 与 TIC 图类似，均是对是样品整体信息的反映。
数据归一化：

代谢组数据归一化（Normalization）处理是把有量纲的数据变成无量纲形式，目的是为

了不同单位和量级的数据可以相互比较，同时可减小因操作、仪器等引起的系统误差。
异常样本：

是指与组内其他样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样本，异常样本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所以在数据分析时，建议对异常样本进行删除。
VIP（Variable importance）：

为变量重要性投影值，来源于模型 PLS-DA 或 OPLS-DA 中的一个参数，可用于差异代谢

物的筛选，一般情况下 VIP ＞ 1 的会被初步筛选为潜在差异代谢物，当然也可根据数据实际
情况，调整筛选阈值，值越大，说明该变量对差异贡献度越大。
q-value 和 p-value 值：

q-value 为 p-value 值假阳性校正后的值，也可用于筛选阈值；FC 为倍性变化，即平均

值的比值，可看出差异倍数的大小，筛选阈值之一。在筛选差异代谢物时，一般会结合多种统

计分析结果的阈值来筛选，减小假阳性的概率，比如常用的筛选方法 VIP+p-value、p-value+FC、
VIP+p-value+F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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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

蛋白质组学本质上指的是在大规模水平上研究蛋白质的特征，包括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翻译后的修饰，蛋白与蛋白相互作用等，由此获得蛋白质水平上的关于疾病发生，细胞代谢
等过程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
高丰度蛋白：

指在总蛋白提取物中含量很高的蛋白；与此相对应低丰度蛋白指在总蛋白提取物中含量

很低的蛋白。高丰度蛋白会影响质谱的结果，而低丰度蛋白在质谱检测中则较难检测到。这
类蛋白的表达丰度可以在 SDS-PAGE 结果中直观的体现。
SILAC 标记：

细 胞 培 养 条 件 下 稳 定 同 位 素 标 记 (Stable isotope labeling using amino acids in cell

culture) 技术。因此通常是活细胞才能进行同位素标记。
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参数检验是针对参数做的假设，非参数检验是针对总体分布情况做的假设，这个是区分

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两样本比较的 t 检验是判断两样本分别代表的总
体的均值是否具有差异，属于参数检验。
Label-free：

Label-free 是通过比较质谱分析次数或质谱峰强度，分析不同来源样品蛋白的数量变化，

认为肽段在质谱中被捕获检测的频率与其在混合物中的丰度成正相关， 因此蛋白质被质谱检

测的计数反映了蛋白质的丰度，通过适当的数学公式可以将质谱检测计数与蛋白质的量联系
起来 , 从而对蛋白质进行定量。按照其原理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 spectrum counts 类的非

标记方法，发展比较早，已经形成多种定量算法，但是主要的原理都是以 MS2 的鉴定结果为

定量基础，各种方法的差别在于后期算法在大规模数据上的修正。第二种非标记定量的原理
是以 MS1 为基础，计算每个肽段的信号强度在 LC-MS 上的积分。

Label-free 蛋白组技术即无标记定量蛋白组技术，相对于同位素标记蛋白组来说，少了同

位素标记这一过程，另一关键区别是同位素标记技术是混合起来一起进样分析，Label-free 技
术则需要对每个样品单独进样分析，后续通过数据分析手段找出差异。
有无蛋白：

“有无蛋白”是指两比较组同时满足一组内多次重复均为 0，另一组内两个及以上样本均

有表达值。

一级母离子定量，通过峰面积强度值实现，可能无积分值或低于质谱检测检测线，定义为 0。

即使满足有无差异的标准仅能代表质谱水平，不能代表样本的真实有无差异。是差异的一部
分组成，可进行关注和利用；如通过其他手段验证出并不是有无差异，不代表结果相互矛盾。
因此，当设置比较组中关注蛋白表达量差异过大时，建议用 label-free 方法来测定蛋白。
iTRAQ：

同 位 素 标 记 相 对 和 绝 对 定 量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iTRAQ 技术是由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ABSeicx 研发的一种多肽体外标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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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AQ 试剂为可与氨基酸 N 端及赖氨酸侧链连接的胺标记同重元素 (isobaric)。iTRAQ 试

剂是一种小分子同重元素化学物质，包括三部分：一端是报告部分 reporter group，另一端
是肽反应部分 peptide reactive group，中间部分是平衡部分 balance group。
TMT:

TMT (Tandem mass tag) 技术是由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推出的一种基于体外等重同位

素标记的相对与绝对定量技术。该技术利用同位素试剂标记多肽末端氨基或赖氨酸侧链氨基
基团，经高分辨质谱仪串联分析，可同时比较十多种种样品之间的蛋白质表达量，是近年来
定量蛋白质组学常用的高通量筛选技术。
KEGG 数据库：

KEGG 全称是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对生物学高级功能和生物

系统（如细胞、生物和生态系统）进行了注释，从分子水平信息，尤其是大型分子数据集生

成的基因组测序和其他高通量实验技术的实用程序数据库资源，由日本京都大学生物信息学
中心的 Kanehisa 实验室于 1995 年建立。是国际最常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之一，以“理解生
物系统的高级功能和实用程序资源库”著称。
网址链接：https://www.kegg.jp/kegg/
PPI：

蛋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蛋

白质分子通过非共价键形成蛋白质复合体（protein complex）的过程。

翻译后修饰：翻译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TM）是指对翻译后的蛋

白质进行共价加工的过程，通过在一个或多个氨基酸残基加上修饰基团，可以改变蛋白质的
理化性质，进而影响蛋白质的空间构象和活性状态，亚细胞定位，折叠及其稳定性以及蛋白
质互作。翻译后修饰是增加蛋白质功能多样性的关键机制。
DDA 和 DIA：

DDA（data-dependent acquisition）数据依赖型采集模式在 DDA 模式的采集方式中，

质谱仪先采集一次 MS1 数据，然后采集若干次 MS2 数据。在蛋白组实验中，采用的是基于
MS1 数据积分的非标记定量方法。由于 MS1 的数据密度非常高，非标记定量实验中在数据积
分计算之前，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peptide feature 的智能识别工作。
OTU：

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是在系统发生学研究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为了便

于进行分析，人为给某一个分类单元（品系，种，属，分组等）设置的同一标志。通常按照

97% 的相似性阈值将序列划分为不同的 OTU，每一个 OTU 通常被视为一个微生物物种。相似
性小于 97% 就可以认为属于不同的种，相似性小于 93%-95%，可以认为属于不同的属。样
品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和不同微生物的丰度都是基于对 OTU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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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M：

PRM（平行反应监测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是一种基于高分辨、高精度质谱的

靶向定量技术，能够对目标蛋白质 / 肽段（以及含有修饰的肽段）进行选择性检测，从而实现
对目标蛋白质 / 肽段的精准定量，堪称质谱界的 WB，也是现在公认的定量“金标准”。
多组学：

多组学（Multi-Omics）研究是指利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组学技术，开展相关研究的方法。

组学包括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等。

1.2 实操软件下载网址

利用 Minitab 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https://www.minitab.com/

MedCalc 制作 ROC 曲线		

https://www.medcalc.org/

GraphPad Prism 绘制柱状图		

利用 Cytoscape 绘制网络图		
利用 Heml 工具绘制聚类热图		

KEGG 数据库				

https://www.graphpad.com
http://www.cytoscape.org/

http://hemi.biocuckoo.org/down.php
http://www.genome.jp/k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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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行业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