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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高血压病肝火亢盛证血清代谢组学
初步研究
高扬

胡元会

杨正 瑜光

石洁

孟莉

【摘要】 目的 本文从代谢组学水平探讨原发性高血压病（EH）中医“证”的生物学基础。方法 选
择男性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辨证为肝火亢盛证患者 18 例以及体检健康男性 15 例，入选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要求均没有服用任何降压药物，或者已停服各类药物 1 周以上。抽取受试者空腹静脉采血，分离血清。通
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分析所获得的代谢指纹图谱，经谱图预处理并积分后，对积分值进行
多元统计分析，根据各样本的主成分得分作图，可判别组间差异；进一步用 PCA 以分析进行主成分因子负
荷矩阵分析。结果 经过分析鉴定得出 EH 肝火亢盛证患者相比较健康对照组的显著性差异表达血清代谢
物有 13 种（P＜0.05）：棕榈酸（RT18.360）
、尿酸（RT11.241）、柠檬酸盐（RT11.583）、亚油酸（RT30.139）、
硬脂酸（RT25.117）、亮氨酸（RT8.478）、缬氨酸（RT13.077）、胆固醇（RT36.511）。表达降低的有：丙氨
酸（RT6.444）
、油酸（RT23.825）、花生四烯酸（RT28.907）、门冬氨酸（RT16.681）、甘氨酸（RT11.415）。
结论 EH 肝火亢盛证患者血清代谢标志物群中：尿酸、尿素、棕榈酸、油酸、蛋氨酸、柠檬酸盐、亮氨
酸、脯氨酸、胆固醇、硬脂酸、乳酸表达增高。甘油酸盐、丙氨酸、肉豆蔻酸、亚油酸、花生四烯酸、门
冬氨酸表达降低。
【关键词】 原发性高血压；肝火亢盛证；代谢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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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we use GC/MS-based metabolomics approaches to make

analysis of serum metabolic profiles of healthy people and the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type of constitution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Try to establish the discriminant model, to discover biomarkers (group) of
the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type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nd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material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heory. Method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the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type of constitution in male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n＝18), as well as health volunteers(n＝15)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Guang An Men Hospital
clinic, wards and medical center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0, selected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requirements are not taking any drugs or Chinese herbs, or stop taking the various drugs more than one week.
Extracted Venous Blood of subjects fasting for 12 hours, and serum was separated through centrifugation. Serum
samples are stored and at －86℃ refrigerator. Survey and evaluate endogenous metabolism in serum samples of
health control group and types of syndrome mentioned above by gas chromatograph mass spectrometry (GCMS)
analysis. Then, analyze the metabolites with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 Further use PCA to
analyze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loadings matrix analysis, and for variable scatter plot (Loading plot),
significant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variables can be found from the fig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variables is
the lesion biomarkers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 control group, 1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etab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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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ssential hypertension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type group can be identified (P＜0.05). 8 metabolites
were up-regulated expression: Uric acid, citrate, Octadecanoic acid, Hexadecanoic acid, Octadecadienoic acid,
Leucine, Cholesterol, Norvaline, and 5 metabolites were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arachidonate, Oleate,
Alanine, Aspartic acid, glycine. Conclusion

We are incline to regard that the 13 of EH patient serum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etabolites are EH 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 syndrome metabolic biomarkers: Uric acid,
citrate, Octadecanoic acid, Hexadecanoic acid, Octadecadienoic acid, Leucine, Cholesterol, Norvaline,
Arachidonate, Oleate, Alanine, Aspartic acid, glycine.
【Key words】 hypertension；hyperactivity of liver yang；metabolomics

肝 火 亢 盛 证 为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病 （ essential

神疾患，以及合并心、脑、肾和造血系统等原发疾病

hypertension，EH）常见的中医证型。本项目基于

者；⑤合并代谢性疾病者；⑥合并肝肾功能不全者。

气相色谱-质谱检测，从代谢网络变化角度探究原

1.4

发性高血压病肝火亢盛证的血清代谢轮廓，为临

GCMS-QP2010plus 型 气 相 - 质 谱 联 用 仪

床诊断提供客观化依据，促进高血压病中医证候

（SHIMADZU，日本）
；DB-5MS 色谱柱（30 m×

生物学基础的研究。

0.25 mm×0.25 μm，AGILENT，美国）
；TDL-80-2B

主 要 仪 器 与 设 备 ： SHIMADZU

台式 离心 机 （上 海安 亭 科学 仪器 厂 ，中 国）；
1
1.1

TGL-16G 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中

材料与方法
样本采集：选择来自广安门医院心内科符合

国）
；BOSCH-KGF29642 冰箱（BOSCH，德国）
；

EH 纳入标准的肝火亢盛证患者 18 例；健康志愿

SANYO-MDF-U73V 超低温冰箱（SANYO，日本）
。

者来源于广安门医院健康体检人员 15 例。组间年

试剂包括：氯甲酸乙酯（西亚试剂，批号

龄分布情况如下：经过 SPSS 17.0 分析得出组间年

201108090）
；氯仿（北京化工厂，批号 20100719）
；

龄无显著性差异（对于组间年龄的比较，由于是

无水乙醇（北京化工厂，批号 20120110）
；氢氧化

时间资料，因此不能认为是正态分布。选用非参

钠（北京化工厂，批号 20081212）
；无水硫酸钠（天

数检验法 Kruskal-Wallis H 检验，P＝0.132）。

津市塘沽邓中化工厂，批号 850308）
；吡啶（北京

1.2

临床诊断标准：①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

化工厂，批号 20100112）
。采用软件：GC/MS 处理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05 年颁布的《中国高血压防

软件（GCMS SOLUTION VER.2.5，SHIMADZU-GL

［1］

治指南》 ；②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

SCIENCES，JAPAN）
；代谢组学分析软件 SIMCA-P

共和国卫生部 2002 版《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

11.5（UMERTICS AB，SWEDEN）
；统计学处理软

［2］

中“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华人

件 SPSS STATISTICS 17.0。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1.5

GB/T16751.2-1997

［3］

制定。

检测方法：晨起采空腹血 5 ml(无溶血等情

况)，置于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4℃静置 1 h，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⑴纳入标准：①符合

转速 3000 下离心 10 min，加样枪取上层血清，于

高血压病西医诊断标准以及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86℃冰箱内冻存备用。①样品准备以及溶液配

②年龄为 18～60 岁的男性患者；③初发高血压未

制：实验前 30 min，将冻存的血清放在冰箱冷藏

服药或已服药但停药一周以上；④资料完整并知

空间 4℃下解冻融化。临用新配 7 mol/L NaOH 溶

情同意。⑵排除标准：①女性患者；②年龄小于

液配制：量取 2.80 g NaOH 干燥固体粉末，加入

18 岁或大于 60 岁；③继发性高血压包括肾小球肾

10 ml 去离子水中。②血清样品预处理方法：蛋白

炎、慢性肾盂肾炎、妊娠高血压、先天性肾脏疾

沉淀：取血清 200 μl，加入 400 μl 的无水乙醇，

病、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主动脉

漩涡振荡 30 s，离心弃沉淀，取上清 400 μl 于 5 ml

狭窄、绝经期综合征、多发性大动脉炎等；④精

的具塞玻璃试管中。衍生化反应：加入吡啶 100 μ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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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乙醇 140 μl、水 470 μl、氯甲酸乙酯 50 μl，

计学意义。

混匀后超声 1 min。反应后加入氯仿 300 μl，漩涡
振荡 30 s，离心 3 min，水层和氯仿层分离；向水

2

层加入 7 mol/L 氢氧化钠溶液 100 μl 调节水层 pH

2.1

值至 9～10，加入氯甲酸乙酯 50 μl，振荡 10 s，

盛组（GHKS）、健康对照组（JKDZ）间存在差异

超声反应 1 min；振荡混匀 30 s，离心 10 min，水

的 2 个主成分R2Y、Q2数据直方图，第一主成分的

层和氯仿层分离；弃水层，下层（氯仿层）加入

R2Y值(＝0.72)以及Q2值(＝0.39)。表示第一主成

少许无水硫酸钠干燥。然后经过 0.22 μm 有机滤膜

分可代表整体信息约 72%，预测率为 39%。第一

过滤，滤取 100 μl 加至进样瓶的玻璃衬管中进入

主成分对样本解释度良好，为两组之间差异最大

气质联用分析。③色谱条件设置：色谱条件为色

主成分。后一组R2Y＝0.86，Q2＝0.35，表示该模

谱柱 DB-5MS 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

型 2 个主成分所能解释的数据较多，预测能力一

Agilent，USA)；载气为氦气；进样量 1 μl；进样口

般。考虑纳入本研究的高血压患者样布例数较少、

温度为 260℃；不分流；程序升温 80℃→10℃/min→

总体病程存在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病史和证候诊

280℃（3 min）。质谱条件为 EI 源，电子能力 0.7 eV，

断等因素有关，见图 1。

结果
原发性高血压GHKS代谢组学分析：肝火亢

离子源温度 180℃，溶剂延迟时间 3.5 min，扫描
80%

范围 M/Z 30-600 amu，全扫描方式。
数 据 处 理 以 及 分 析 ： 采 用 SHIMADZU

40%

GCMS-QP2010PLUS 仪器自带的处理软件 GCMS

0

1.6

SOLUTION

VER.2.5

（

图1

SHIMADZU-GL

R2Y值

R2Y值
Q2值

Q2值

火亢盛组＆健康对照组主成份模型直方图

SCIENCES，日本）对谱峰进行基线校正、峰匹配、
峰面积以及保留时间矫正后，按统一标准进行分

4

段积分。得到各样本保留时间和积分值的 Excel

2

：肝火亢盛组
：健康对照组

0

格式数据文件，调整该数据表格第一列为样品名/

－2

观测对象(observation)；第一行为色谱峰/化合物

－4
－6 －4

(即检测变量，variables)或特定保留时间(MS 数
据)，对应之处为色谱定量数据。然后将数据结果

图2

－2

0

2

4

6

肝火亢盛组对比健康对照组得分散点图

导入 SIMCA-P 11.5（UMETRICS AB，SWEDEN）
软件进行代谢组表达信息分析。
1.7

统计学方法：一般统计分析采用SPSS 17.0 软

件，连续性变量指标均做自然对数转换以改善参
数分布的正态性，组间差异显著性采用t检验及方
差分析，数据用( x

± s )表示，计数资料显著性检

注：健康对照组（左侧三维散点）
；肝火亢盛组（右侧三维散点）

验用χ2 检验。本实验代谢组学分析采用SIMCA-P

图3

肝火亢盛组对比健康对照组得分三维散点图

软件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2.2

散点图分析：散点区分度良好，3D 得分图可

discrimination analysis，PLS-DA）对获得的多为复

更直观、立体地反应出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散

杂数据进行处理，寻找出对组间区别有贡献的差

点越靠近说明差异越小，距离越远差异越显著

异变量，再进行t检验，找出差异有显著意义的变

（GHKS、JKDZ 的散点图见图 2、图 3）。经过

量，既为可能的生物标志物。P＜0.05 为差异有统

SIMCA-P 软件检验得出并能够鉴定的 GHK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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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JKDZ 的差异代谢产物如表 1 所示。
表1
序号

预防因子

肝火亢盛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代谢产物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变化趋势

P值

，老年高血

压患者血清尿酸水平显著高于老年健康体检组。
EH 肝火亢盛证氨基酸代谢紊乱、脂肪酸组成成分
以及代谢紊乱。蒋海强等

［9］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1

Uric acid

尿酸

上升

0.01

2

ctrate

柠檬酸盐

上升

0.01

飞行时间质谱技术研究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

3

Hexadecanoic acid

硬脂酸

上升

0.02

4

Octadecanoic acid

棕榈科

上升

0.04

的尿液代谢物变化。通过查询 KEGG 数据库共确

5

arachidonate

花生四烯酸

下降

0.04

定了 15 个化合物的结构及代谢途径，主要包括氨

6

Octadecadienoic acid

亚油酸

上升

0.04

基酸、游离脂肪酸、神经鞘氨醇等

7

Oleate

油酸

下降

0.00

8

Leucine

亮氨酸

上升

0.01

9

Alanine

丙氨酸

下降

0.01

盐等物质也出现表达异常。柠檬酸盐代表柠檬酸

10

Cholesterol

胆固醇

上升

0.01

11

Aspartic acid

门冬氨酸

下降

0.01

水平，柠檬酸是三羧酸循环过程中的一个中间产

12

Glycine

甘氨酸

下降

0.01

物，柠檬酸可以加速乳酸的分解并作为能量再次

13

Norvaline

缬氨酸

上升

0.03

利用。乳酸、柠檬酸水平表达异常和能量代谢紊乱有

经分析，EH 患者 GHKS 相比较 JKDZ 的显著
性差异表达血清代谢物有 13 种（P＜0.05）：其中
（ RT11.241 ）、 柠 檬 酸 盐 （ RT11.583 ）、 亚 油 酸

（RT36.511）
。表达降低的有：丙氨酸（RT6.444）、

，与上述的

关。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脂质代谢以及能量代谢紊乱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血压肝火亢盛证的病理过程。
参
［1］

（ RT30.139 ）、 硬 脂 酸 （ RT25.117 ）、 亮 氨 酸
（ RT8.478 ）、 缬 氨 酸 （ RT13.077 ）、 胆 固 醇

［10］

研究类似。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尿酸、柠檬酸

表 达 升 高 的 有 ： 棕 榈 酸 （ RT18.360 ）、 尿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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