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84527.2

(22)申请日 2017.05.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0281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26

(73)专利权人 山东师范大学

地址 250014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

(72)发明人 耿越　陆洋　李慧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21

代理人 董洁

(51)Int.Cl.

G01N 24/08(2006.01)

G01N 33/50(2006.01)

审查员 王超

 

(54)发明名称

一种分析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和

K562细胞的影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1H NMR代谢组学方

法分析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和K562细

胞的影响方法，包括以下方法：(1)确定δ-生育

酚对RAW264 .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2)细胞

萃取液的制备；(3)核磁共振预处理；(4)1H核磁

共振检测；(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6)代谢通

路分析。本发明应用氢谱核磁共振技术结合代谢

组学方法，研究了不同细胞差异性代谢物以及代

谢通路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研究δ-生育酚对

RAW264.7或K562细胞的亚毒性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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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

下步骤：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下进行

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

收集水相；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

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3)核磁共振预处理：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发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四氘代丙

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离心，

得到上清液；

(4)1H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共振

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7或K562细胞样品中代谢物的信号值；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将细胞核磁共振谱图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积分

面积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析

数据，并采用排列实验和CV-ANOVA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选取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LS-DA)中第一主成分的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值>0.1的代谢物作为差异性代谢物，并得到

差异性代谢物的相对含量值，定量各个差异性代谢物的变化趋势；

(6)代谢通路分析：将确定的差异性代谢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中，

归属出相关的代谢通路；通过代谢组学数据分析软件MetaboAnalyst对差异性代谢物进行

代谢通路富集分析，得到由差异性代谢物归属出的代谢影响分析通路以及代谢序列富集分

析通路，代谢影响分析通路的通路影响值>0.1的代谢通路以及代谢序列富集分析通路的通

路影响值<0.1的代谢通路均被识别为基于δ-生育酚组受到显著影响的通路；最后从所述受

到显著影响的通路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代谢途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1)中，采用MTT法确定δ-生育酚对

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其中，RAW264.7的IC50为80μM，K562的IC50为110μ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2)中，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体积比

例为4：4：2.8～2.9。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2)中，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体积比

例为4：4：2.8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2)中，一共超声5次，超声一分钟停一

分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3)中，核磁共振具体的预处理方法

是：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干后用900μL含有0.1％(w/w)TSP的D2O溶解，离心后取上

清液冻干，将冻干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至650μL，离心后取上清液至核磁

管中，待测。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4)中，采用配备13C、1H双优化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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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CI三共振反式超低温探头的III  600MHz超导超屏蔽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检测，

其中质子共振频率为600.104MHz，脉冲序列为zg30，谱宽为12019.230Hz，累加次数为256

次，空采次数为2次，实验温度为298K，使用Topspin3.2处理谱图。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5)中，具体的方法是：

核磁共振谱图使用MestReNova  6.11处理，所有谱图添加指数窗函数；手动相位矫正，

基线矫正后，用TSP定标，手动切除水峰，选取0.002ppm为间隔标准分段积分；之后对谱图积

分面积进行归一化；积分面积数据以Excel文件保存，分组编号；之后，将数据导入SIMCA-P+

12.0软件中；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

析数据；为了确保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模

型建立的可信性，运用排列实验和CV-ANOVA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选取第一主成分在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中VIP值大于1的物质，判定为差异性代谢产物；最后通过人

类代谢组数据库(HMDB)以及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BMRB)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差异性代谢产

物的种类名称。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方法，其特征是，步骤(6)中，具体的方法是：将确定的差异

性代谢产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 E G G)数据库获得KEG G号，然后

MetaboAnalyst(MetPA)中进行通路富集分析，得到由差异性代谢物归属出的代谢通路以及

代谢序列富集分析通路，最后通过代谢序列富集的数据得到具有代表性的代谢途径。

10.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方法，其特征

是，其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下进行

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

收集水相；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

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3)核磁共振预处理：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发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四氘代丙

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离心，

得到上清液；

(4)1H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共振

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7或K562细胞样品中代谢物的信号值；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将细胞核磁共振谱图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积分

面积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析

数据，并采用排列实验和CV-ANOVA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选取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LS-DA)中第一主成分的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值>0.1的代谢物作为差异性代谢物。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筛选方法，其特征是，得到的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细

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乙酸、赖氨酸、胆碱、精氨酸、丙氨酸、甲醇、半胱胺、甜菜碱和异丁酸；

得到的IC50剂量δ-生育酚对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亚牛磺酸、苏氨酸、甲醇、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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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酸内酯、半胱胺、胍乙酸、乳酸、胆碱、甜菜碱、琥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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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析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和K562细胞的影响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基于1H  NMR代谢组学方法分析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 .7和K562 

细胞的影响方法，属于细胞水平的代谢组学分析。

背景技术

[0002] 维生素E的生物活性：

[0003] 维生素E是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各项生理功能所必须的分子。并且，维生素

E  人体自身无法生成，需要通过食物从外界摄取。富含维生素E的食物包括杏仁、榛子、大 

豆以及鳄梨等。维生素E又名生育酚，根据甲基在色满环的位置以及数量，可分为以下八  种

α-TOH、β-TOH、γ-TOH、δ-TOH四种生育酚；α-TT、β-TT、γ-TT、δ-TT四种生育三烯  酚。其中α-

TOH生物活性最大，γ-TOH和δ-TOH的活性分别仅占α-型的10％和1％；然而，  抗氧化能力δ-

TOH最强，是α-TOH抗氧化能力的100倍。维生素E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其 中包括抗氧化，抗衰

老，治疗冻伤，保护血管，保护细胞膜，甚至是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  等。维生素E还能通过调

控信号通路缓解肥胖症以及其代谢并发症，影响的通路包括Wnt，  JAK-Stat(the  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PI3K(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mTOR(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信号通

路，而这些  信号通路许多都与肿瘤活性相关。最近有研究人员发现γ-TOH能够通过抑制有

氧糖酵解抑  制肿瘤发生。并且有报道称，维生素E的不同亚型在体内和体外具有不同的代

谢途径。根  据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数据表明正常成年人对维生素E(δ-

tocopherol)的推  荐摄入量(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s,RNIs)为每天10mg，可耐受

最高摄入量(Tolerable  Upper  Intake  Level,UL)为1000mg。纳米银对小鼠肝原代细胞产

生的毒性可以通过一定剂  量的维生素E保护。在对小鼠不同癌变时期乳腺上皮细胞的毒性

实验中发现，癌前病变时  期，肿瘤时期和恶性肿瘤时期的乳腺上皮细胞δ-TOH的IC50剂量分

别为55μM，47μM和  23μM。很早就有研究表明，维生素E能够修饰由于某些化疗药物引起的白

细胞减少，从而  对癌症的化疗治疗起到辅助作用。不同亚型的生育酚对巨噬细胞RAW264.7

的IC50浓度也  不尽相同，结果显示δ-TOH对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的细胞活性影响大于α-

TOH的影响。 过量的维生素E对细胞会造成怎样代谢组学方面的影响，很少有报道研究。

[0004] 代谢组学的相关应用：

[0005] 目前代谢组学已经在各个领域有广泛而成熟的应用，其中包括癌症治疗和中药成

分研  究等。这些都是基于代谢水平上分子定性以及定量的研究。伴随着代谢组学的发展，

癌细  胞与正常细胞的差异性也逐步确定。最近有研究表明，造血干细胞转移治疗癌症的方

式可  能导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或急性髓细胞样白血病，这一过程包括丙氨酸和天冬氨

酸代谢、  二羧酸代谢、苯丙氨酸代谢、柠檬酸循环以及氨酰tRNA生物合成等代谢通路的调

控。与  此同时，对于RAW264.7细胞系代谢组学方面的研究比K562细胞系相对要少。大部分

对巨 噬细胞代谢组学方向的研究侧重于δ-TOH和γ-TOH对其生物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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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因此，有必要研究δ-TOH在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和慢性髓性白血病胸腔积液淋

巴  细胞K562的IC50浓度时，对不同细胞差异性代谢产物以及代谢通路的影响，这有助于进

一 步了解δ-TOH的亚毒性。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 

RAW264.7和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方法。

[0008]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所述：

[0009] 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0011]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0012]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 

下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 

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013]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

使  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014] (3)核磁共振预处理：

[0015]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旋转蒸干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

四氘  代丙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 液

溶解，离心，得到上清液；

[0016] (4)1H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 

共振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 .7或K562细胞样品中代谢物的信号 

值；

[0017]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将细胞核磁共振谱图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积分  面积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OPLS-DA)分析数

据， 并采用排列实验和CV-ANOVA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选取偏最小二乘判别(PLS-DA) 

中第一主成分的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值>0.1的代谢物作为差异性代谢物，并得到差异性代

谢  物的相对含量值，定量各个差异性代谢物的变化趋势；

[0018] (6)代谢通路分析：将确定的差异性代谢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

库中，  归属出相关的代谢通路；通过代谢组学数据分析软件MetaboAnalyst对差异性代谢

物进行代谢  通路富集分析，得到由差异性代谢物归属出的代谢影响分析通路以及代谢序

列富集分析通路，  代谢影响分析通路的通路影响值>0.1的代谢通路以及代谢序列富集分

析通路的通路影响值  <0.1的代谢通路均被识别为基于δ-生育酚组受到显著影响的通路；

最后从所述受到显著影响 的通路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代谢途径。

[0019] 基于以上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本发明的第二

个目的 是提供以下任一应用：

[0020] (1)促进甜菜碱代谢试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起的正常细胞亚毒性

的试剂 中的应用；

[0021] (2)降低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试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起的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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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亚毒  性的试剂中的应用；或者为：乳酸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

起的癌细 胞亚毒性的试剂中的应用；

[0022] (3)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促进哺乳动物体内甜菜碱代谢试剂中的应用；

[0023] (4)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促进癌细胞的呼吸模式向有氧呼吸转化中的

应用。

[0024] 其中，促进甜菜碱代谢试剂为能够促进体内细胞中甜菜碱代谢的试剂，使得细胞

体内的 甜菜碱的含量增加。

[0025] 降低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试剂为能够抑制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的试剂；乳酸

拮抗剂/  抑制剂为能够降低细胞中乳酸浓度/含量的试剂。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为能够

降低细胞中  IC50剂量或大于IC50剂量δ-生育酚浓度/含量的试剂；所述哺乳动物体内为小

鼠巨噬细胞  RAW264 .7或人白血病淋巴细胞K562；所述的正常细胞为小鼠巨噬细胞

RAW264.7，所述癌细 胞为人白血病淋巴细胞K562。

[0026]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

性代 谢物的筛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0028]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0029]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 

下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 

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030]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

使  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031] (3)核磁共振预处理：

[0032]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发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四氘

代丙  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 

解，离心，得到上清液；

[0033] (4)1H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 

共振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 .7或K562细胞样品中代谢物的信号 

值；

[0034]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

[0035] 将细胞核磁共振谱图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积分面积数据，使用偏最

小二乘  判别(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OPLS-DA)分析数据，并采用排列实验和CV-

ANOVA  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选取偏最小二乘判别(PLS-DA)中第一主成分的变量权重

重要性 排序值>0.1的代谢物作为差异性代谢物。

[0036] 本发明的第四个目的是提供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

性代 谢物，包括：

[0037] RAW264.7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乙酸、赖氨酸、胆碱、精氨酸、丙氨酸、甲醇、半胱 

胺、甜菜碱和异丁酸；

[0038] 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亚牛磺酸、苏氨酸、甲醇、葡萄糖酸内酯、半胱胺、胍乙

酸、  乳酸、胆碱、甜菜碱、琥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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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40] (1)本发明应用氢谱核磁共振技术结合代谢组学方法，研究了不同细胞差异性代

谢物 以及代谢通路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研究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亚毒性的

分析 方法。

[0041] (2)对IC50剂量δ-生育酚作用于细胞后地差异性代谢产物进行非靶向分类，无需对

某 一或某些靶向物质进行一一定性定量测定。

[0042] (3)核磁谱图经MestReNova  6.11和SIMCA-P+12.0软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建立PCA 

模型、PLS-DA模型和OPLS-DA模型，发现δ-TOH组和空白组代谢物能够明显区分，便可  进行

差异性代谢产物的归属和通路富集。

[0043] (4)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两种细胞的代谢

通 路分析提供基础。

附图说明

[0044]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

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45] 图1是δ-TOH对RAW264.7和K562细胞活性的影响，注：＊＊＊P＜0.005vs空白组。

[0046] 图2是根据(图1)得到两种细胞系的回归方程。

[0047] 图3是助溶剂浓度的乙醇对细胞活性的影响。

[0048] 图4是RAW264.7细胞1H-NMR谱图。

[0049] 图5是K562细胞1H-NMR谱图。

[0050] 图6是RAW264.7组的PCA得分图。

[0051] 图7是K562组的PCA得分图。

[0052] 图8是RAW264.7组的PLS-DA得分图。

[0053] 图9是K562组的PLS-DA得分图。

[0054] 图10是RAW264.7组的排列实验模型图。

[0055] 图11是K562组的排列实验模型图。

[0056] 图12是RAW264.7组的OPLS-DA得分图。

[0057] 图13是K562组的OPLS-DA得分图。

[0058] 图14是RAW264 .7细胞中由差异性代谢产物归属出的代谢通路分析；其中，A是 

RAW264.7细胞中由差异性代谢产物归属出的代谢通路；(1)氨酰tRNA的生物合成。(2)  甘氨

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3)赖氨酸生物合成。(4)生物素代谢。(5)牛磺酸和亚  牛磺酸代

谢。(6)甲烷代谢。(7)含硒氨基酸代谢。(8)赖氨酸降解。(9)丙酮酸代谢。(10)  丙氨酸、天冬

氨酸和谷氨酸代谢。(11)糖酵解和糖异生作用。(12)甘油磷脂代谢。(13)  精氨酸和脯氨酸

代谢。B是RAW264.7细胞代谢产物组富集概述图，由上至下分别为：蛋 白质的生物合成、甜

菜碱代谢、尿素循环、蛋氨酸代谢、生物素代谢、丙氨酸代谢、牛磺  酸和亚牛磺酸代谢、葡糖

糖-丙氨酸循环、赖氨酸降解、含硒氨基酸代谢、磷脂生物合成、  丙酮酸代谢、甘氨酸丝氨酸

和苏氨酸代谢、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

[0059] 图15是K562细胞中由差异性代谢产物归属出的代谢通路分析；A是K562细胞中由 

差异性代谢产物归属出的代谢通路；(1)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2)牛磺酸和亚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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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酸代谢。(3)缬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的生物合成。(4)糖酵解和糖异生作用。(5)  磷酸

戊糖途径。(6)丙酮酸代谢。(7)甲烷代谢。(8)丙酸代谢。(9)甘油磷脂代谢。(10)  氨酰tRNA

生物合成。(11)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12)卟啉与叶绿素代谢。B是K562细  胞代谢产物组富

集概述图；由上至下分别为：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牛磺酸和亚牛  磺酸代谢、甜菜碱

代谢、蛋氨酸代谢、磷酸戊糖途径、蛋白质生物合成、磷脂代谢、丙酮  酸代谢、精氨酸和脯氨

酸代谢、糖异生。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示例性的，旨在对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  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

常理解的  相同含义。

[006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发  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

式也意图  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

“包括”时，其  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和/或它们的组合。

[0062] 本发明对术语的解释：

[0063] 亚毒性：是指具有毒性或有小毒而未列入国务院《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法》规定的

有毒 中药品种,临床使用过量或应用不当会中毒或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应用或药房管理上

需加以注 意。

[0064] IC50(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是指被测量的拮抗剂的半抑制

浓度

[0065] RAW264.7：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细胞系，也是常用的炎症细胞模型之一。

[0066] K562是人慢性髓性白血病胸腔积液淋巴细胞。

[0067] Topspin3.2是一种核磁分析软件。

[0068] SIMCA-P软件为多元分析软件。

[0069] PCA：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是一种无监督的模式统计

方法。通  过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转换为一组线性不相关的变量，转换后

的这组变量 叫主成分。

[0070] PLS-DA：偏最小二乘判别(Partial  least  squares  projection  to  latent 

structure-discriminant  analysis)，是一种有监督的模式统计方法，利用偏最小二乘法

对数据结构进行投影分析。

[0071] OPLS-DA：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rthogonal-PLS-DA)，将正交信号校正方法 

(orthogonal  signal  correction,OSC)与PLS-DA进行结合从而对PLS-DA进行修正的分析

方法。

[0072] 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是系统分析基因功能、联系基因组信息和功能

信息的 数据库。

[0073] MetaboAnalyst：是一种代谢组学数据分析网站，能够由差异性代谢产物归属出代

谢通路。

[0074] 正如背景技术中所介绍的，现有技术中缺少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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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62细胞的影响分析方法，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标是采用半抑制浓度(IC50) δ-

TOH处理RAW264.7细胞和K562细胞两种细胞系，利用核磁共振氢谱分析比较两种细胞  系在

代谢水平的变化。针对此，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提出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  RAW264.7或

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0076] 采用MTT法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其中，RAW264.7  的

IC50为80μM，K562的IC50为110μM。

[0077]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0078]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 

下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 

碎提取，收集水相；

[0079]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

使  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080] 在制备细胞萃取液的过程中，针对RAW264.7或K562细胞这两种细胞的组织结构和

成  分，为了保证尽可能多的获取δ-TOH组细胞和空白组细胞代谢物信息，提取试剂优先选

用 的是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混合溶剂，对细胞样品进行多次超声破碎提取，提取后即可

进 行核磁共振预处理，前处理步骤简单，易于操作。

[0081] 为达到较好的提取代谢物的效果、更有利于提高后续差异性代谢物、代谢通路分

析的  准确性，本发明采用的提取剂为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混合溶液，体积比例为4：4：2.8

～2.9，  在本发明的优选的技术方案中，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体积比例为4：4：2.85。在本

发明 的优选的技术方案中，一共超声5次，超声一分钟停一分钟。

[0082] (3)核磁共振预处理：

[0083]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发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四氘

代丙  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 

解，离心，得到上清液；

[0084] 核磁共振待测样品制备阶段，样品的预处理方法会对核磁共振检测结果和主成分

分析的  准确性产生影响，由于代谢组学需要高通量的试验数据，必须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

可比较  性，本基于对核磁共振检测影响，本发明建立了针对RAW264.7或K562细胞萃取液的

预处 理方法。故在本发明的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核磁共振预具体的处理方法是：将δ-TOH组

和  空白组的水相蒸干后用900μL含有0.1％(w/w)TSP的D2O溶解，离心后取上清液冻干，  将

冻干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至650μl，离心后取上清液至核磁管中，待  测。

[0085] (4)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共

振  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7或K562细胞样品代谢物的信号值，该 

信号值指的是不同化学位移处的核磁信号，每个信号峰既包含了代谢物的定性信息，也包 

含了定量信息，定性信息就是该代谢物的特征谱图和化学位移，定量信息就是该代谢物的 

核磁响应强度，如峰高、峰面积；

[0086] 核磁共振样品检测阶段中，核磁共振的检测参数对核磁共振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代谢 组学是一种需要高通量试验数据的技术，必须保证试验数据的稳定性，本发明筛选优

化得  到一套针对RAW264.7或K562细胞萃取液的核磁共振检测条件。所有的核磁共振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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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采  用配备了13C、1H双优化5mm  CPTCI三共振反式超低温探头的III  600MHz超导超屏蔽傅 

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检测。其中质子共振频率为600.104MHz，脉冲序列为zg30，谱  宽

为12019 .230Hz，累加次数为256次，空采次数为2次，实验温度为298K，使用Topspin3 .2 

(BrukerBiospin,Germany)处理谱图。

[0087]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核磁共振谱图使用MestReNova  6 .11(Mestrelab 

Research,  Espain)处理，所有谱图添加指数窗函数(Exponential:0.5)，以提高信噪比。手

动相位矫正，  基线矫正后，用TSP定标，手动切除水峰，选取0.002ppm为间隔标准分段积分，

这一间隔  标准能够提高细胞萃取液谱峰的识别度，减小核磁共振谱峰重叠引起的误差，之

后对谱图  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积分面积数据以Excel文件保存，分组编号。之后，将数据

导入  SIMCA-P+12 .0软件(Umetrics  Inc .,Umea ,Sweden)中。使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LS-DA)  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析数据。为了确保PLS-DA和OPLS-DA模

型  建立的可信性，运用排列实验和CV-ANOVA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根据第一主成分的 

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值(VIP)和载荷权重(loading  weights)确定差异性代谢产物。选取 

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中VIP值大于1的物质，判定为差异性代谢产物。载荷  权重

的正负代表相关差异性代谢产物在空白组与δ-TOH组中的上下调关系。最后通过人类  代谢

组数据库(HMDB)以及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BMRB)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差异性  代谢产物的

种类名称。

[0088] (6)代谢通路分析：将确定的差异性代谢产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

(KEGG)  数据库获得KEGG号，然后MetaboAnalyst(MetPA)中进行通路富集分析，得到由差异

性代  谢物归属出的代谢影响分析通路以及代谢序列富集分析通路，代谢影响分析通路的

通路影响  值>0.1的代谢通路以及代谢序列富集分析通路的通路影响值<0.1的代谢通路均

被识别为基于 δ-生育酚组受到显著影响的通路；最后从所述受到显著影响的通路中筛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代  谢途径。为得到具有代表性的代谢途径，将蛋白质生物合成、各种氨基

酸或牛磺酸和亚牛磺  酸的代谢排除，因为当细胞受到IC50剂量δ-TOH作用时，上述的代谢途

径均为常规的代谢途径，  也就是说当细胞处于δ-TOH的IC50浓度时，蛋白质生物合成、各种

氨基酸或牛磺酸和亚牛磺酸 的代谢属于细胞的基础代谢途径，因此，并不可以作为代表性

的代谢途径。

[0089] 这些代表性的代谢途径指示了δ-TOH对RAW264.7和K562细胞影响的具体生物学过

程，  如代谢的上下调及呼吸模式的转变。

[0090] 结果发现δ-TOH能够影响两种细胞系的蛋白质生物合成、甜菜碱代谢、尿素循环等

多条  代谢通路。经δ-TOH处理后细胞代谢物水平发生变化，产生了相应的差异性代谢产物。

[0091] RAW264.7细胞中甜菜碱显著降低，K562细胞中乳酸明显增加，导致呼吸模式向无

氧呼 吸转化。实验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δ-TOH的亚毒性。

[0092] 基于上述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亚毒性的分析研究，本发明的

第二个 方面，提出下述任一应用：

[0093] (1)促进甜菜碱代谢试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起的正常细胞亚毒性

的试剂 中的应用；

[0094] (2)降低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试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起的癌细

胞亚毒  性的试剂中的应用；或者为：乳酸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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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癌细 胞亚毒性的试剂中的应用；

[0095] (3)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促进哺乳动物体内甜菜碱代谢试剂中的应用；

[0096] (4)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在制备促进白血病淋巴细胞的呼吸模式向有氧呼吸

转化中的  应用。

[0097] 其中，促进甜菜碱代谢试剂为能够促进体内细胞中甜菜碱代谢的试剂，使得细胞

体内的 甜菜碱的含量增加。

[0098] 降低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试剂为能够抑制无氧呼吸中丙酮酸代谢的试剂；乳酸

拮抗剂/  抑制剂为能够降低细胞中乳酸浓度/含量的试剂。

[0099] δ-生育酚拮抗剂/抑制剂为能够降低细胞中IC50剂量大于IC50剂量δ-生育酚浓度/

含量的试  剂；所述哺乳动物体内为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或人白血病淋巴细胞K562。

[0100] 上述应用的提出，为治疗由IC50剂量δ-生育酚引起的细胞亚毒性提供了一定的基

础和参 考。

[0101] 本发明的第三个方面，提供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

性代谢  物的筛选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102] (1)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IC50剂量；

[0103] (2)细胞萃取液的制备：

[0104] δ-TOH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在相应的δ-生育酚IC50剂量 

下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使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 

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105] 空白组细胞萃取液的制备：将RAW264.7或K562细胞进行培养，培养后加入冷甲醇

使  细胞代谢淬灭，然后采用甲醇氯仿水提取法进行超声破碎提取，离心收集水相；

[0106] (3)核磁共振预处理：

[0107] 将δ-TOH组和空白组的水相蒸发后采用含有(3－三甲基硅烷基)－2,2,3,3－四氘

代丙  酸钠(TSP)的D2O溶解，离心，冻干；将冻干之后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 

解，离心，得到上清液；

[0108] (4)1H核磁共振检测：将核磁共振预处理后的δ-TOH组和空白组的上清液进行核磁 

共振检测，获得细胞核磁共振谱图，从而得到RAW264 .7或K562细胞样品中代谢物的信号 

值；

[0109] (5)差异性代谢物的筛选：将细胞核磁共振谱图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积分  面积数据，将积分面积数据进行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选取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

0.1的代 谢物作为差异性代谢物。

[0110] 每一步的具体技术方案可参照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

[0111] 本发明的第四个方面，提供一种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

性代谢  物，包括：

[0112] RAW264.7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乙酸、赖氨酸、胆碱、精氨酸、丙氨酸、甲醇、半胱 

胺、甜菜碱和异丁酸；

[0113] 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亚牛磺酸、苏氨酸、甲醇、葡萄糖酸内酯、半胱胺、胍乙

酸、  乳酸、胆碱、甜菜碱、琥珀酸。

[0114] 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或K562细胞的差异性代谢物为两种细胞的代谢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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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提供基础。

[0115] 本发明的主要技术创新

[0116] (1)应用代谢组学方法结合1H  NMR技术分析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和K562 

细胞的影响，寻找差异性代谢产物。

[0117] 不同于之前对δ-生育酚性质的研究局限于其对细胞水平的影响，本发明结合代谢

组学多  元分析统计方法，通过1H  NMR技术建立模型，完成对δ-生育酚处理前后样品的分

组，并  归属相应的差异性代谢产物及通路。

[0118] (2)该检测方法，通过冷甲醇猝灭IC50剂量δ-生育酚处理的细胞，核磁前处理后进

行  1H  NMR分析。核磁共振谱图使用MestReNova  6.11(Mestrelab  Research,Espain)处理。

之  后，将数据导入SIMCA-P+12.0软件(Umetrics  Inc.,Umea ,Sweden)中。使用主成分分析 

(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析数据，寻找差异性代谢产物。通  过人

类代谢组数据库(HMDB)以及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BMRB)进行定量分析。将确  定的差异性

代谢产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数据库以及MetaboAnalyst  (MetPA)中进

行通路富集分析。

[0119] (3)细胞前处理方法操作简单，提取试剂优先选用的是甲醇、氯仿和超纯水的混合

溶  剂，对细胞样品进行多次超声破碎提取，提取后即可进行核磁共振预处理，前处理步骤

简 单，易于操作。

[0120] (4)核磁共振预处理方法操作简单，从主成分分析的分析结果可知，通过该核磁共

振  预处理方法，主成分分析模型拟合的较好，模型的预测准确性高，同组内差异性较小，不 

同组的样品分离更加明显。

[0121] 为了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以下将结合具

体的实  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122] 实施例1

[0123] 1、基本方法原理

[0124] 确定δ-生育酚对RAW264 .7和K562细胞的IC50剂量，应用核磁共振波谱仪(具体是 

AVANCE  III  600MHz全数字化超导)检测样品，使用Topspin3.2(BrukerBiospin,Germany) 

处理谱图。核磁共振谱图使用MestReNova  6.11(Mestrelab  Research,Espain)处理。之后， 

将数据导入SIMCA-P+12.0软件(Umetrics  Inc.,Umea ,Sweden)中。使用主成分分析  (PLS-

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分析数据，寻找差异性代谢产物。通  过人类代谢

组数据库(HMDB)以及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BMRB)进行定性分析，确定  差异性代谢物的种

类名称。将确定的差异性代谢产物导入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  (KEGG)数据库以及

MetaboAnalyst(MetPA)中进行通路富集分析。

[0125] 2、仪器与材料

[0126] 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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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

[0128]

[0129] 波谱仪

[0130] 材料与试剂：

[0131]

[0132] 3、细胞培养

[0133] 巨噬细胞RAW264 .7细胞和K562细胞购于中科院上海细胞库。培养基使用DMEM添 

加100U/mL青霉素、100μg/mL链霉素、10μg/mL谷氨酰胺以及10％胎牛血清。K562细胞  使用

RPMI1640培养基培养，添加因子与巨噬细胞培养基中添加的相同。细胞都在37℃恒  温CO2

培养箱中培养，培养箱中通入含5％CO2的湿润空气。δ-TOH组添加的δ-TOH用  0.5％的乙醇

溶解添加到培养基中。

[0134] 4、细胞活性检测

[0135] 使用MTT实验检测δ-TOH对细胞活性的影响。细胞悬液调整浓度至每孔1×105个细

胞  铺板于96孔板中，37℃培养8h。之后移除培养基并添加含不同浓度δ-TOH的培养基(20， 

40，50，80，100μM)，37℃培养48h。每孔加入20μL的MTT后继续37℃培养4h。之后，  移除孔中

培养基，每孔添加150μL的二甲基亚砜(DMSO)，室温摇匀培养20分钟。由于  K562是悬浮细

胞，因此该细胞的96孔板移除培养基添加DMSO之前需要1,000rmp离心  10分钟。将细胞96孔

板用酶标仪检测492nm处的吸光值。

[0136] 5、细胞萃取液制备

[0137] 根据MTT实验结果，δ-TOH作用于RAW264.7和K562的IC50分别为80μM和110μM。  细胞

在相应的δ-TOH浓度下37℃培养48h后，弃去原培养液，用PBS清洗3次，加入4ml  冷甲醇使细

胞代谢猝灭，使用细胞刮直接将细胞刮离培养皿。以2.85:4:4的体积比例加入超  纯水、甲

醇和三氯甲烷。混合液涡旋震荡后，细胞悬液进行超声破碎细胞。采用超停各1min，  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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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超声时间共5min，超声全过程需在冰浴中进行。之后12,000rpm，4℃，离心  30分钟，将

水相和有机相分离，收集水相。有机相按比例补充超纯水和甲醇再次离心，重 复3次后收集

水相。上清液保存于-80℃。

[0138] 6、核磁共振(NMR)预处理

[0139] 上清液60℃旋转蒸发后用900μL含有0.1％TSP的D2O溶解。样品12,000rpm ,4℃， 

离心15分钟后冻干。之后冻干的样品用D2O配制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至650μl，12,000rpm, 

4℃，离心15分钟，取上清液550μl至5mm核磁管中，待测。

[0140] 7、核磁共振谱图分析

[0141] 所有的核磁共振氢谱都采用配备了13C、1H双优化5mm  CPTCI三共振反式超低温探

头  的III  600MHz超导超屏蔽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检测。其中质子共振频率为

600.104  MHz，脉冲序列为zg30，谱宽为12019.230Hz，累加次数为256次，空采次数为2次，实 

验温度为298K，使用Topspin3.2(BrukerBiospin,Germany)处理谱图。

[0142] 8、成果展示

[0143] (1)δ-TOH对细胞活性的影响

[0144] 为了确定δ-TOH对RAW264.7和K562细胞活性的影响，本发明用含有不同浓度δ-TOH 

的培养基处理细胞，细胞活性的影响如图1所示。MTT实验结果表明，δ-TOH处理细胞48h  后

有明显抑制作用，并且确定了两种细胞不同的IC50。

[0145] 根据生长曲线图2，得出RAW264.7的IC50为80μM，K562的IC50为110μM。

[0146] 同时，用溶解δ-TOH浓度的乙醇处理细胞，发现对两种细胞系的细胞活性无明显影

响，  如图3所示。

[0147]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巨噬细胞RAW264.7和白血病细胞K562对δ-TOH的耐受性和敏感 

性不同。

[0148] (2)核磁共振谱图分析

[0149] 根据RAW264.7和K562两种细胞水相萃取物的核磁共振氢谱谱图，能够确定相应的 

差异性代谢产物并进一步进行多元统计分析。两种细胞系各自δ-TOH组和空白组的重叠谱 

图如图4和5所示。从谱图中可见，δ-TOH组和空白组相比，两者的信号峰具有较大的差  异，

这预示着δ-TOH组和空白组中的具有差异性代谢物，而且代谢物的种类非常多。

[0150] (3)多元统计分析

[0151] 将核磁共振谱图使用MestReNova  6.11(Mestrelab  Research,Espain)处理，所有

谱图添  加指数窗函数(Exponential:0.5)，以提高信噪比。手动相位矫正，基线矫正后，用

TSP定  标，手动切除水峰，选取0.002ppm为间隔标准分段积分，之后对谱图积分面积进行归

一化。  积分面积数据以Excel文件保存，分组编号。之后，将数据导入SIMCA-P+12 .0软件

(Umetrics  Inc.,Umea ,Sweden)中。使用主成分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OPLS-DA)  分析数据。为了确保PLS-DA和OPLS-DA模型建立的可信性，运用排列实验和CV-

ANOVA  进行验证筛选差异性变量。根据第一主成分的变量权重重要性排序值(VIP)和载荷

权重  (loading  weights)确定差异性代谢产物。选取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中

VIP值  大于1的物质，判定为差异性代谢产物。载荷权重的正负代表相关差异性代谢产物在

空白 组与delta-TOH组中的上下调关系。最后通过人类代谢组数据库(HMDB)以及生物核磁

共  振数据库(BMRB)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差异性代谢产物的种类名称，如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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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 将VIP值由大到小排列，取VIP≥1的化学位移。其中VIP值越大对差异性分组贡献

越  大。两种细胞系的化学位移确定的差异性代谢产物见表1和2。为了更好的比较差异性代

谢  产物的上下调程度，将差异性代谢产物的积分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使用积分面积同时

乘 以1000的方式得到相对值(relative  value)，定量各个代谢产物具体的变化趋势进行

比较。  RAW264.7和K562与各自空白组的比较结果见表3和4。

[0153] 表1.RAW264.7细胞中归属的差异性代谢产物以及对应的化学位移

[0154]

[0155] 表2.K562细胞中归属的差异性代谢产物以及对应的化学位移  s－单峰；d－双峰；

t－三峰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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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0158] 表3.RAW264.7细胞中δ-TOH组与空白组比较的差异性代谢产物的相对值和变化趋

势  dd－双双峰；q－四峰

[0159]

[0160] 表4.K562细胞中δ-TOH组与空白组比较的差异性代谢产物的相对值和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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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0162]

[0163] SIMCA-P软件中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的PCA和PLS－DA分析结果表明，对于RAW264.7 

和K562细胞，δ-TOH组和空白组能够分开。两种细胞的得分图(图6和图7)和载荷图表 明，两

种细胞经过δ-TOH处理后都有各自的差异性代谢产物。

[0164] 首先，使用PCA模型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提取数据集中的大部分信息观察空白组

和 δ-TOH组的自然分组状况。结果显示对于RAW264 .7细胞来说，δ-TOH组和空白组能够从 

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上明显区分(PC1:88.38％；PC2:9.16％)。同样地，K562的δ-TOH 

组和空白组也能在其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上有良好的区分(PC1:61 .01％；PC2: 

20.45％)。PCA作为无师监督的分析方法，只能反应数据的原始状况。但是，在实验的实 际

操作中存在许多因子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例如环境或某些系统性错误。为了获取更为准  确

的分组情况，尽可能排除这些外在影响因子，我们使用有师监督的分析方法PLS-DA和 

OPLS-DA处理数据。

[0165] 评价PLS-DA模型拟合的效果通常采用R2X，R2Y和Q2这三个指标。R2X和R2Y能够  表示

模型中X和Y矩阵的百分比，而Q2意味着模型的预测能力。以上三个指标数值越接  近于1，说

明模型的可信度越高。RAW264.7细胞系建立的PLS-DA模型拟合的较好  (R2X＝0.975,R2Y＝

0.981,Q2＝0.972)，如图8所示。

[0166] 同样，K562细胞系建立的PLS-DA模型也拟合良好(R2X＝0.813 ,R2Y＝0.964 ,Q2＝

0.964)，  如图9所示。

[0167] 通过排列实验可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两条回归方程的斜率较大，任意

R2和  Q2的值都小于最右侧的点，R2和Q2的回归方程最右侧的值差距较小，这表明模型没有

过  拟合。观察两个细胞系排列实验结果图，如图10和11所示，说明RAW264.7和K562所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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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LS-DA模型都没有过拟合。

[0168] 利用OPLS-DA分析建立RAW264.7细胞的模型，根据得分图(图12)能够发现空白 组

和δ-TOH组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区分并且能够降低组内差异。

[0169] K562细胞建立OPLS-DA模型，对其得分图(图13)观察发现也能够很好的区分。

[0170] 结合相应的VIP值能够得到差异性代谢产物，其中RAW264 .7有9种差异性代谢产

物，  K562有10种。同时，可以通过CV-ANOVA(协自变量-方差分析)的P值能够验证OPLS-DA 

模型的有效性，P值大于0.05证明模型验证有意义。两种细胞根据CV-ANOVA得到的P  值都小

于0.05(RAW264.7细胞系的P值为0.00164；K562细胞系的P值为0.02044)，  表明所建立的

OPLS-DA模型都具有意义。

[0171] (4)代谢通路分析

[0172] 为了研究δ-TOH作用于RAW264.7和K562细胞相关生物标志物的代谢通路，本发明 

将筛选得到的差异性代谢物通过KEGG数据库确定KEGG号，然后再通过MetaboAnalyst 

(MetPA)(网址：http://www.metaboanalyst.ca/)归属出这些差异性代谢物的代谢通路，从 

而探究差异性代谢物与代谢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RAW264.7细胞相关的9个差异性代 

谢产物归属出13条代谢通路，包括：(1)氨酰tRNA的生物合成；(2)甘氨酸、丝氨酸  和苏氨酸

代谢；(3)赖氨酸生物合成；(4)生物素代谢；(5)牛磺酸和亚牛磺酸代谢；(6) 甲烷代谢；(7)

含硒氨基酸代谢；(8)赖氨酸降解；(9)丙酮酸代谢；(10)丙氨酸、天冬  氨酸和谷氨酸代谢；

(11)糖酵解和糖异生作用；(12)甘油磷脂代谢；(13)精氨酸和脯氨  酸代谢。而K562细胞相

关的11个生物标记物归属出12条相关代谢通路，包括：(1)甘  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

(2)牛磺酸和亚牛磺酸代谢；(3)缬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  酸的生物合成；(4)糖酵解和糖异

生作用；(5)磷酸戊糖途径；(6)丙酮酸代谢；(7)甲  烷代谢；(8)丙酸代谢；(9)甘油磷脂代

谢；(10)氨酰tRNA生物合成；(11)精氨酸和脯  氨酸代谢；(12)卟啉与叶绿素代谢。

[0173]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代谢通路对δ-TOH作用影响的大小，我们使用MetPA进行分

析。  MetPA能够根据代谢信息数据库(KEGG)得到相应代谢物的KEGG序列号(KEGG  ID)，  利

用计算机自动对不同代谢物的生化变化进行分组，从而寻找出相关度最高的代谢通路和 

疾病。将上述物质(RAW264.7的9种差异性代谢物和K562的10种差异性代谢物)导入  MetPA

软件中，通过两种数据库归属代谢通路。一种是路径分析，即整合富集分析和路径  拓扑分

析，该模型能够对21种模式生物进行可视化分析。所得结果以通路影响特性作为横  坐标，

代表代谢通路富集重要性的-logP值为纵坐标，计算代谢通路重要性的拓扑分析进行  作

图。代谢途径影响的-logP值越大，不同分组之间的代谢相关性越高，图中的圆圈越大颜  色

越深位于右上角区域。两种细胞得到的路径分析图见图14A和15A。另一种是对人类和 哺乳

动物的代谢物组富集分析(MSEA)，基于数据库中的大约6300组代谢物组进行的通  路归属

分析。本实验选取表征分析(Over  Representaion  Analysis,ORA)作为富集分析算法，  该

方法只需要将对应化合物的KEGG序列号导入即可进行后续分析。该模型通过传统的特  征

选择方法或是聚类算法检测有意义的生物模式。

[0174] 通路分析结果显示两种细胞系经δ-TOH处理后有若干路径发生了都改变，如氨酰

tRNA  生物合成，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牛磺酸和亚牛磺酸代谢，丙酮酸代谢，糖酵

解  和糖异生以及甘油磷脂代谢。然而，在两种细胞中也有一些不同的代谢途径发生了改

变。  在RAW264 .7细胞中，赖氨酸生物合成和降解，生物素代谢，含硒氨基酸代谢以及丙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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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天冬氨酸和谷氨酸这些通路发生了改变，但在K562细胞中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0175] 同样，缬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的生物合成，磷酸戊糖途径，丙酸代谢，精氨酸和 

脯氨酸代谢以及卟啉和叶绿素代谢都只在K562细胞中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通路的功能确 

实可能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自由基(ROS)清除能力的下降。这些在两种细胞系中不同 的

代谢路径变化，可能意味着δ-TOH作用于巨噬细胞和白血病细胞所产生的不同分子机制  方

面的影响。

[0176] 通过代谢物组富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生物标记物能够归属到确定的代谢通路。

在  RAW264.7细胞中，蛋白质合成、氨基酸代谢、丙酮酸代谢、糖酵解和糖异生的异常引发了 

细胞的代谢障碍(图14B)。而对K562进行分析，发现相似的氨基酸代谢、蛋白质合成、  丙酮

酸代谢和糖酵解以及糖异生发生了异常(图15B)。

[0177] 在分析经过δ-TOH处理后细胞中的代表性的代谢途径时，综合分析两种图，首先分

析路  径分析图(如图14A和图15A)，通路影响特性值大于0.1的通路被识别为受到显著影响

的通  路，其可信度高，可以用来分析，比如图15A，同时需要分析代谢物组富集分析图(如图

14B  和图15B)，在图14B和图15B中，P  value小于0.1时代表其为受到显著影响的代谢途径

(注图 中8e-04代表8×10-4)。为得到具有代表性的代谢途径，将蛋白质生物合成、各种氨基

酸或牛  磺酸和亚牛磺酸的代谢排除，因为当细胞受到IC50剂量δ-TOH作用时，上述的代谢途

径均为常  规的代谢途径，也就是说当细胞面临被杀灭的威胁时，蛋白质生物合成、各种氨

基酸或牛磺  酸和亚牛磺酸的代谢属于细胞的一种常规的代谢途径，因此，并不可以作为代

表性的代谢途  径。

[0178] 分析图14B，针对RAW264.7细胞，甜菜碱代谢为其代表性的代谢途径，也就是说，δ- 

生育酚对RAW264.7细胞的亚毒性的影响体现在甜菜碱代谢途径上。

[0179] 分析图15A，针对K562细胞，丙酮酸代谢为其代表性的代谢途径(通路影响特性值

大  于0.1)，也就是说，δ-生育酚对K562细胞的亚毒性的影响体现在丙酮酸代谢途径上。

[0180] 综上，RAW264 .7细胞在δ-TOH的IC50剂量的作用下，甜菜碱代谢降低，这与巨噬细 

胞生长受到抑制相符合。对于白血病细胞K562来说，经IC50剂量的δ-TOH处理后，乳酸  含量

增加导致呼吸模式向无氧呼吸转化。在两种细胞中，半胱胺的含量都是减少的。乳酸 的含

量在K562细胞中增加，但在RAW264.7细胞中没有明显变化。

[0181] RAW264.7和K562经过δ-TOH处理后，在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甜菜碱代谢、尿素循  环

以及呼吸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变化。这可能说明了δ-TOH会以不同的代谢途径对细胞生理  功

能产生影响。关于δ-TOH对RAW264.7和K562细胞的影响可以通过差异性代谢产物和  富集到

的通路来表述。这些代谢通路可以解释δ-TOH作用于细胞后对其生理功能的影响。  然而，由

于δ-TOH作用的细胞不同，代谢产物水平影响的通路也不尽相同。实验结果表明  甜菜碱代

谢在RAW264.7细胞中降低(表3)，而在K562细胞中升高(表4)。众所周知，  甜菜碱是生物学

中公认的甲基供体，它能够促进DNA和RNA合成。已经有研究表明，甜  菜碱能够抑制

RAW264.7细胞对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诱导型一  氧化氮合酶(iNOS)、

环氧合酶－2(COX-2)等炎症因子的分泌。但也有研究表明，甜菜  碱能够缓解大鼠的氧化应

激以及炎症反应。因此，巨噬细胞在δ-TOH作用的IC50浓度时，  细胞DNA和RNA合成减少，但是

炎症因子究竟变化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慢性脑缺  血大鼠模型中，甜菜碱可能通过抑

制丙二醛(MDA)和活性氧(ROS)，同时增加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GSH)，以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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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氧化应激水平。由于胆碱是甜菜碱的  前体，所以它在两种细胞中变化的趋势与甜菜碱

相同。

[0182] 在两种细胞变化的代谢通路中都存在牛磺酸和亚牛磺酸代谢。牛磺酸是一种具有

多种  生理活性的半必需氨基酸，它能够影响多数哺乳动物细胞的线粒体功能、细胞凋亡以

及抗  氧化防御。已有研究表明牛磺酸能够作为神经胶质瘤细胞凋亡的标志物，这意味着在

K562  细胞中亚牛磺酸的降低可能用于合成更多的牛磺酸，从而引发细胞在IC50凋亡的产

生。有  研究表明胱胺具有许多重要的代谢物，例如半胱胺、牛磺酸、亚牛磺酸等等。在两种

细胞  中，半胱胺的含量都是减少的，这可能意味着δ-TOH在半胱胺代谢方面以相似的方式

调控 巨噬细胞和白血病细胞。

[0183] 乳酸的含量在K562细胞中增加，但在RAW264.7细胞中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δ-TOH 

可能通过促进丙酮酸代谢改变K562细胞供能方式，将有氧呼吸转化为无氧呼吸，降低了细 

胞供能效率。我们还能够发现，在RAW264.7细胞中尿素循环减弱并且精氨酸增多，这意 味

着和尿素循环相关的三羧酸循环可能降低了细胞供能。相反，在K562细胞中作为尿素合  成

底物的琥珀酸则有下降趋势。实际上，琥珀酸的积累可能导致细胞开启无氧呼吸模式。  然

而，K562细胞无氧呼吸的加强意味着细胞更多的聚集在一起，导致低氧的肿瘤微环境产 

生，进而增强K562细胞侵袭和转移的能力。综上所述，当细胞经δ-TOH处理后，两种细  胞以

不同的代谢途径改变了细胞呼吸水平，其中K562有氧呼吸转化为无氧呼吸，导致癌细  胞转

移能力增强。

[0184] 综上，RAW264 .7细胞在δ-TOH的IC50剂量的作用下，甜菜碱代谢降低，这与巨噬细 

胞生长受到抑制相符合；与此同时，在δ-TOH的IC50剂量下甜菜碱对炎症因子的分泌以及  氧

化应激的作用还有待研究。对于白血病淋巴细胞K562来说，经IC50剂量的δ-TOH处理  后，乳

酸含量增加导致呼吸模式向无氧呼吸转化。这种改变可能是由于K562细胞成团聚集  在一

起而导致，从而增强细胞侵袭转移的能力。这些代谢途径的差异可能证实了δ-TOH对  癌细

胞和正常细胞影响的差异。

[0185] 后续经过细胞实验验证，证实IC50剂量δ-生育酚对RAW264.7细胞的亚毒性的影响

体 现在甜菜碱代谢途径上，IC50剂量δ-生育酚对K562细胞的亚毒性的影响体现在丙酮酸代

谢  途径上。

[018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  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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