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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肿瘤的代谢组学
刘杨青ꎬ邹

玺

[ 摘要] 代谢组学是通过研究机体受外界影响后其内在环境代谢产物的变化来研究生物体系的代谢通
路的一种技术ꎬ可以对生物机体内或者是细胞中所有低分子量代谢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ꎮ 代谢产物的变化
能够体现细胞或组织对外来刺激或基因改变的应答规律ꎬ从而找到疾病及药物作用在体内的变化规律ꎮ 辨证
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ꎬ整体化及个体化治疗是其精髓ꎬ这与代谢组学的研究本质相通ꎬ掌握他们之
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的建立临床思维ꎮ
[ 关键词] 辨证论治ꎻ肿瘤ꎻ代谢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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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是研究代谢组———在某一时刻细胞内

前已经被成熟的应用到了肿瘤、心脏病、糖尿病等重

于机体代谢过程中小分子物质的变化ꎬ包括糖类、脂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核心原则ꎬ是通过

所有代谢物的集合———的一门学科

[１]

ꎮ 其焦点在

大疾病研究当中 [３] ꎮ

质、氨基酸、维生素等初生代谢产物ꎬ以及黄酮类、生

望闻问切四诊后对疾病发展的整体认识ꎬ其包括辨

物碱、酚类等次生代谢产物ꎬ这些小分子的变化能够

证和论治两个过程ꎬ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ꎬ分析综合

体现细胞或组织对外来刺激或基因改变的应答规

辨别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正邪之间的关系ꎬ

ꎮ 生命的存在就会伴随着代谢过程的发生ꎬ而

从而全面、深刻、正确的揭示疾病的本质ꎬ确定相应

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小分子物质是我们了解生命

的治疗方法ꎮ 所有影响机体的因素均可反映在代谢

变化的重要媒介ꎬ代谢组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可以

组中ꎬ基因、环境、营养、药物和时间、年龄等都可影

律

[２]

很直接而且很快速的使我们检测出这些媒介的动态
变化ꎬ从而更好的解释疾病作用于人体的生理病理
的变化ꎬ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发病机制的研究ꎮ 目

响代谢组的表达 [４] ꎬ它通过代谢产物的变化实时监
测由外源性因素引起的机体内在产物和功能的变
化ꎬ其整体性、动态性、即刻性的特点与中医辨证施
治有明显的共性ꎬ反映人体内环境致病因子作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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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与变化ꎬ表达整体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
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５] ꎮ 中医治疗历来以各家经验
为主ꎬ缺乏确切的循证医学证据和统一客观的标准
而在国际化道路上举步维艰ꎮ 作为基因组学、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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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后的新的研究方法ꎬ代谢组学适合于中医中药

明ꎬ代谢组学研究方法有可能成为诊断不同中医证

多靶点、多系统的整体研究ꎮ

型的肺癌的临床客观化指标ꎬ表明了中医证型肺癌
科学客观化的可行性ꎮ

１

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研究的对象多相对复杂ꎬ生物样品预

处理应该根据生物样本、检测技术的不同选择不同
的提取方法

[６]

ꎬ需要通过各种分析手段来检测所采

集的标本中代谢物ꎮ 由于生物样本中代谢产物相当
复杂ꎬ单一的分析技术难以满足研究的需求ꎬ因此ꎬ
分析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完善ꎬ以满足代谢组学研究
的要 求

[６]

ꎮ 分 子 技 术 主 要 包 括 核 磁 共 振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ꎬＮＭＲ) 、质谱(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ＭＳ) 以及各种与 ＭＳ 联用的多种分析技术

[５]

ꎮ 通过

２ ２
等

[９]

代谢组学在胃癌证候研究中的应用

谷建钟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 ２５ 例健康对照

组、２５ 例胃癌术前肝胃不和证组和 ２５ 例胃癌根治
术后患者的血清进行代谢组学检测ꎬ应用主成分分
析法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法分析发现ꎬ胃癌术前
肝胃不和证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有 ５ 种代谢化合物

表达上调和 ８ 种代谢化合物表达下调ꎬ上调者为 ２￣
氨基丁酸、乳酸、亮氨酸、脯氨酸和乙醇胺ꎬ下调者为
甘氨酸、葡萄糖、苯甲酸、棕榈酸、反式油酸甲酯、硬
脂酸、花生四烯酸、胆固醇ꎮ 结果显示ꎬ与健康对照

各种分析检测技术采集到样品的大量的原始信息ꎬ

组比较ꎬ胃癌根治术前肝胃不和证患者的血清代谢

解释其代谢组的意义需要转化可分析的实验数据ꎮ

化合物存在差异ꎬ分析其变化原因可考虑为肿瘤组

经过数据的预处理ꎬ将原始图谱数据经过计算机软

织中糖酵解增强ꎬ葡萄糖消耗所致ꎬ这种差异性具有

件的处理转变成可计算的数据ꎻ然后对数据进行模

诊断和阐述中医证候本质的潜在可能ꎮ

式识别ꎬ筛选最能反映代谢物变化的主要成分以及
代谢物鉴定ꎬ需要运用不同数据处理方法ꎬ最终找到
代谢物来寻找生物标志物

[７]

ꎬ并加以分析阐述机体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代谢物改变的机制ꎮ

代谢组学在各个领域应用的日益增多ꎬ其分析

技术得到逐步改进ꎬ主要包括 ＮＭＲ、ＭＳ 以及各种分
析技术与 ＭＳ 相结合ꎮ 目前常用的有气相色谱￣质

２ ３
霞

[１０]

代谢组学在大肠癌证候研究中的应用

马乃

运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技术为平台ꎬ利用单

维数据分析了肠癌偏实证与偏虚证患者之间的差异

性代谢物ꎬ结果显示两组之间可鉴定出 ６ 种代谢物ꎬ
偏实证组中异亮氨酸、天冬氨酸、牛磺酸含量上升ꎬ
而偏虚证组中丙酮、乙酰乙酸、阿洛酮糖含量较高ꎮ
表明两种证型的分布有一定分离趋势ꎬ可能与肿瘤

谱、液相色谱￣质谱和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等ꎮ 需

有氧糖酵解、谷氨酰胺代谢旁路相关ꎮ 蒋鑫超 [１１] 基

使用专业的数据分析平台对代谢组学试验取得的数

于偏最小二乘法￣显着性分析联合法得到得分图及

据进行转换、整理、统计和结果分析ꎬ在此期间将使

用一系列统计分析方法ꎬ主要包括 ２ 种类型:非监督

学习方法和监督学习方法ꎻ前者主要有主成分分析、
自组织映射图、非线性映射等ꎻ后者主要有偏最小二
乘法、偏最小二乘法￣显着性分析联合法、显着性分
析、判别函数分析等ꎮ 目前主成分分析、显着性分
析、偏最小二乘法￣显着性分析联合更常用于代谢组
学分析ꎮ

相应的 Ｓ￣ｐｌｏｔ 图ꎬ利用得分图分析大肠癌脾虚湿郁
证的肿瘤标志物( 如血浆中的甘氨酸、Ｌ￣丝氨酸、胆
碱、精氨酸、柠檬酸ꎻ尿液中的丙氨酸、柠檬酸、苯乙
酰基谷氨酰胺等) ꎬ发现三羧酸循环及色氨酸的代
谢通路发生了变化ꎬ其结果可为中医辨证分型提供
依据ꎮ

２ ４
荣

[１２]

代谢 组 学 在 肝 癌 证 候 研 究 中 的 应 用

刘雅

基于 ＮＭＲ 技术将肝癌患者中脾虚湿盛证组与

健康人组的血浆谱进行了模式识别分析ꎬ结果表明ꎬ
２

２ １

代谢组学在中医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代谢组学在肺癌证候研究中的应用

和尤寅骏

[８]

肝癌脾虚湿盛证和非脾虚湿盛证的血桨代谢物含量
周贤梅

将入组 ２１ 例痰湿蕴肺组、２１ 例气阴两

差异显著ꎬ脾虚湿盛证肝癌可能的代谢产物的标志
物是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丙氨酸、谷氨酰胺、

虚组、２０ 例健康对照组利用气相色谱￣质谱技术分

谷氨酸、组氨酸、甘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肌酸、肌

析肺癌痰湿蕴肺证和气阴两虚证患者的呼出气冷凝

酸酐、乳酸、丙酮、β￣葡萄糖、α￣葡萄糖、不饱和脂类

液代谢产物ꎬ发现痰湿蕴肺组与气阴两虚组的代谢

等化合物ꎮ 表明肝癌患者体内的糖类、脂肪和氨基

产物有明显区分ꎬ３￣氨基￣２￣苯甲酰基￣４ꎬ５ꎬ６ꎬ７￣四氢

酸的代谢均出现异常ꎮ 另有陈群伟 [１３] 应用基于核

苯并[ ｂ] 噻吩为痰湿蕴肺组特有代谢物ꎬ而 １￣( 苯基
磺酰基) 吡 咯 为 气 阴 两 虚 组 特 有 代 谢 物ꎮ 结 果 表

磁共振波谱技术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阳虚证和非阳
虚证各 ２１ 例进行分析ꎬ发现 ６ 种差异性代谢物(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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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氨酸、脂类、极低密度脂蛋白 / 低密度脂蛋白、葡萄

评价ꎬ中医辨证论治从宏观角度指导临床思维ꎬ相辅

标志物ꎮ

诊治提供了新的靶点ꎬ这一领域将具有广阔的发展

糖 / 糖类、乳酸、胆碱) 作为肝癌阳虚证潜在的生物
２ ５

代谢组学在不同肿瘤“ 异病同证” 证候研究中

的应用

魏滨等

[１４]

相成ꎮ 代谢组学提供的新的诊疗思路为以后疾病的
空间与前景ꎮ

运用代谢组学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技术检测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寻找大肠癌和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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