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

武汉金开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WUHAN GENECREAT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生物城创新园B4栋B006
邮编：430206
电话：027-88189683

蛋白质组学
研究策略&解决方案

传真：027-88189683
网址：www.genecreate.cn/www.genecreate.com

武汉金开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卷首语

打破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壁垒，

进行上下游技术路线的整合，

让技术服务更专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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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武汉金开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位于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创新园B4栋，拥有2000平
米研发车间，主营业务为科研技术服务。
金开瑞目前拥有专职技术人员百余人，致力于为全球各大制药企业、诊断试剂公司、科研试剂研发企业、各大
科研院校以及医院供包括引物合成、基因合成、高通量蛋白质组学鉴定、五大系统重组蛋白表达（大肠杆菌、枯草
芽孢杆菌、酵母、杆状病毒-昆虫细胞、哺乳动物细胞）、单（多）克隆抗体制备、小分子抗原合成、免疫学检测
（ELISA、WB、IHC、ICC、IP等）、诊断试剂盒开发配套以及药物筛选等较全面的技术服务，囊括了现有生命科
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金开瑞是国内首家推出SWATH商业化服务的公司，于2013年底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AB-sciex Triple TOF
5600 plus质谱平台，由多名具备高通量蛋白质组质谱实验以及数据分析经验的技术人员带队，迅速建立起专业的
技术团队。目前已经顺利承接iTRAQ、SWATH、蛋白质组磷酸化分析等商业化蛋白组相关实验和分析项目。在服
务过程中，凭借快速的市场反应、专业的技术支持、优良的数据结果和后续的项目跟进赢得了客户的好评。
金开瑞在所有技术服务领域的建设均重视服务质量和团队人员技术水平，各平台负责人均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及
多年相关行业经验，在倡导“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文化理念下积极进行技术平台优化和质量管理。金开瑞在不断
优化当前技术服务平台的同时完善上下游技术服务链，争取成为全球知名的生物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一揽子技术服
务供应商。

试剂盒开发平台

检测分析平台
ELISA样本代测、
免疫学检测（WB、IF、IHC、IP）、
细胞学检测、
生化检测、内毒素去除、
药物筛选分析。

Label-free定量蛋白质组分析、
iTRAQ定量蛋白质组分析、
SWATH定量蛋白质组分析、
SILAC定量蛋白质组分析、
磷酸化蛋白质组鉴定、
目标蛋白质组分析(MRMHR)、
转录组和蛋白质组相关性分析、
单个蛋白鉴定和蛋白修饰位点检测。

抗体平台

小分子抗原定制、
抗原/抗体标记定制、
ELISA试剂盒合作开发、
化学发光试剂盒合作开发、
胶体金试纸条合作开发、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试剂盒合作开发、
其他科研检测试剂盒合作开发。

引物合成、基因合成、核酸提取、
质粒重组改造、定点突变、
质粒DNA制备、DNA克隆、
RT-PCR、Real-Time qPCR、
凝胶电泳迁移率、慢病毒包装、
shRNA载体构建、腺病毒包装、
siRNA基敲降、稳转细胞株构建。

金开瑞

蛋白表达平台

单克隆抗体定制 、
多克隆抗体定制、
Guaranteed抗体定制、
抗体纯化。

蛋白质组分析平台

大肠杆菌蛋白表达系统、
枯草芽孢杆菌蛋白表达系统、
酵母细胞蛋白表达系统、
杆状病毒-昆虫细胞蛋白表达系统、
哺乳动物细胞蛋白表达系统。

分子生物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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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概述

蛋白质组（proteome）一词是澳大利亚科学家Williams和Wilkins于
1994年首先提出的，它是指一个细胞或一个组织基因组所表达的全部
蛋白质总和，是对应于一个基因组的所有蛋白质构成的整体，而不仅局
限于一个或几个。由于同一基因组在不同细胞、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各不相同，因此，蛋白质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着的整体。而蛋白质组
学是指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研究蛋白质组的一门新学科，其主要目的是
研究生物体内所有蛋白质的种类、表达水平、修饰状态，了解蛋白质之
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揭示蛋白质功能与生命活动的规律。

UltiMate 3000 BioRS超高压液相色谱系统

AB SCTEX Triple TOF 5600 plus

Ekspert NanoLC 400纳升液相色谱系统

图1.2 蛋白质组平台的硬件设备

定量蛋白质组

单一蛋白质鉴定
1.2 蛋白质组学与生物学

动物行为生理

农业

PROTEOMICS

微生物研究

植物形态理化

1.3 金开瑞的优势

■ 先进的色谱、质谱仪系统
平 台 引 进 了 当 前 最 先 进 的 质 谱 仪 — — AB-sciex Triple TOF 5600
plus质 谱 系 统 ， 这 台 仪 器 是 当 前 唯 一 一 台 可 以 同 时 满 足 高 分 辨 率
（40000FWMH）、高灵敏度和高精度（1ppm）的质谱仪。具有更
宽的定量动态范围（＞10 4）,更快的采集速度（100Hz）。
■ 稳定的实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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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白 质 组 学 研 究 中 ， 常 用 双 向 电 泳 (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2-DE）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
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分
离蛋白质混合物，收集目的蛋白质胶点和胶条，经胶内酶解后用于质谱

分析以获得蛋白质信息。该方法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蛋白质组学研究手
段。金开瑞对胶内酶解法进行系列优化，显著提高了蛋白质胶内酶解的
质谱鉴定成功率和肽段覆盖率。

■ 技术路线

■ 技术特点

中的蛋白质种类并进行样品间的定量分析。
■ 严格的质控标准
对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包括蛋白提取、酶解、除盐、数据产出等），都
设定了严格的质控标准，任何一个步骤未达到预设的指标，均会按照规
定重新操作。

Digested Peptides
Protein

Measured MS/MS spectrum

(Precursor ions) (Product ions)
Conversion

Precursor ion data

●样品简单，容易检测；
●目标性强，易于分析。

Precursor ion data

■ 专业的技术团队
本着以项目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金开瑞的技术团队经过长时
间的不断探索、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样品制备、色谱分离、质谱上
机及生物信息分析为一体的成熟稳定的蛋白质组学解决方案。积累了丰
富的蛋白质组学相关技能、经验，先后完成了多个项目，受到客户的高
度好评。成为行业内最专业、客户最满意的一流技术服务商是金开瑞孜
孜以求的目标。

技术热线:027-87960366
网址:www.genecreate.cn
邮箱:proteome@genecreate.com

SDS-PAGE
protein band

Fragmentation

MS/MS

m/z
121.115
127.086
128.088

intensity
14.4764
5.02025
3.6113

577.002 3.085.36
650.495 3.0278
783.711 14.1112

Observed
m/z

■ 适用范围
●物种已完成全基因组测序、转录组测序或已知目标蛋白的序列。

图2.1：单个蛋白质的鉴定流程图(基于SDS-PAGE的胶点鉴定)

技术热线:027-87960366
网址:www.genecreate.cn
邮箱:proteome@genecre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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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优化，金开瑞摸索出一套稳定的蛋白质组学实验方
案，可以保证后续色谱分离、质谱检测达到最优效果，更好地鉴定样品

图1.1 蛋白质组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

2.1 蛋白胶点、胶条鉴定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武汉金开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质谱仪—AB Triple
TOF 5600 plus，可以提供包括全蛋白质组鉴定、定量（差异）蛋白
质组、修饰蛋白质组、互作蛋白质组等全套蛋白质组学解决方案。具有
如下优势：

环境卫生

武汉金开瑞采用AB SCIEX的5600-plus质谱平台，可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海洋环境

单个蛋白质身份鉴定是生物化学领域常见的问题，目前有两大方法论：Edman降解法和质谱法。质谱法又细分为两
类：MALDI-TOF和LC-MS/MS，主流文献中的方法都是LC-MS/MS(首选AB SCIEX的5600-plus或者Thermo的
Orbitrap类型的质谱仪)，LC-MS/MS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几乎100%的可能性，且具有MALDI-TOF不可比拟的
从单一蛋白质胶带中准确鉴定出多个蛋白质组分的能力。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蛋白质组学作为一门有力的方法学科，为人类探寻生命奥妙、研究生
命机理机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已经渗透到人类健康（疾病预防、诊
断和病理研究），动植物和微生物等各个领域，解决和诠释各种生命
科学相关问题（图1.1）。

疾病诊断预防

intensity

定量蛋白质组

为了系统了解人类蛋白质组的信息，人类蛋白质组织（HUPO）于
2003年12月15日宣布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简称HPP）正式启
动。HPP的目标是整合全世界尽可能多的实验室资源，使用现有的技

术手段，穷尽人类所有
蛋白质的种类，揭示蛋
白质组在不同组织、不
同器官、不同细胞等发
挥的生理、病理功能。
我国在蛋白质组的研究
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最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
划”，已经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蛋白质组在生
命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科学家们
预测，21世纪生命科学
的重心将从基因组学转
移到蛋白质组学，生命
科学领域内一个全新的
时代——蛋白质组时代
即将到来。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自2003年4月14日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宣告完成以来，基因组研
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因组学虽然在基因活性和疾病的相关性方
面为人类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疾病并不是因为基因序列
改变所造成。并且，基因的表达方式错综复杂，同样的基因在不同条件
下、不同生理期可能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能，许多生物学问题仅从基因
组水平来研究远远不够，需要对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蛋白质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蛋白质组学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受到业界高度关
注。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1.1 蛋白质组学概述

概述

概述

2.2 蛋白N-端测序
N-端测序一般采用Edman 降解法和质谱法，但Edman不能解决N端封闭肽的测序问题。金开瑞采用先进的LC-MS/MS技术进行N-端
测序，可以测出封闭和修饰的蛋白质末端，所需样品量少、速度快。

■ 技术路线

■ 技术特点

数据解析

N端标记

LC-MS/MS

肽段混合物

含标记物的肽段

●可以对N端封闭肽的蛋白测序；
●所需样品量少、速度快；
●结果准确可靠。

蛋白提取物

C端标记

肽段混合物

结果

数据解析

LC-MS/MS

含标记物的肽段

●不需要专门的羧肽酶酶解及化学裂解；
●分析周期短；
●精度高，结果准确。
■ 适用范围
●适用于任何样品的C端测序。

2.4 蛋白磷酸化修饰检测

■ 适用范围
翻译后蛋白质修饰对细胞的调控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影响蛋白的
多种属性，包括蛋白质折叠、活性以及最终的功能，对于蛋白质修饰位
点的发现及研究对阐明蛋白质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N-端序列检测。

通过TiO2或IMAC富集磷酸化肽段，5600-plus质谱检测，利用得到
的质谱谱图与相应数据库搜索比较，从而得到肽段序列结果，并通过生
物信息软件计算出磷酸化位点。

金开瑞可提供单一蛋白质的磷酸化鉴定技术服务，将分离纯化后的蛋白

■ 案例一：人类血液的N-端蛋白质组鉴定
N末端多肽，对应222个蛋白，蛋白浓度跨度6个数量级，并获得了许
多此前未被报道过的信息。该方法可以鉴定和分析血浆和血清蛋白内、
外酶酶解的产物，有助于发现血液系统中的疾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杂志：PNAS)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时间快，周期短；
生物样本

蛋白提取物

肽段混合物

磷酸化富集

结果

数据解析

LC-MS/MS

磷酸化肽段

■ 参考文献
Wildes D, Wells JA: Sampling the N-terminal proteome of human
bloo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107(10):4561-4566.

●识别位点准确，采用超高分辨率质谱技术可以准确定位到发生修
饰的氨基酸位点。
■ 适用范围
● 已知蛋白序列；

● 明确翻译后修饰的类型。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本文提供了一种标记和分离血液中N末端多肽的方法，通过清除蛋白内
部的多肽极大的降低了样本的复杂度，并用Subtiligase工程酶解决了
蛋白质N末端肽富集和标记的问题。通过上述方法，总共鉴定到722个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结果

蛋白提取物

生物样本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几乎所有的蛋白合成都起始于N-端，蛋白质N-端的序列组成对其的生
物学功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例如N-端序列影响蛋白质的半衰期，关
联着蛋白亚细胞器定位等，这些与蛋白的功能和稳定性息息相关。对蛋
白进行N-端测序分析，有助于分析蛋白质的高级结构，揭示蛋白质的
生物学功能。

生物样本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图2.2 蛋白N端序列motif分布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2.3 蛋白C-端测序
C-端序列是蛋白质和多肽的重要结构与功能部位，对蛋白质的生物功
能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由于蛋白翻译后在细胞内需要进一步剪
切和修饰，通常不能简单的使用基因序列对C-端或N-端进行预测。随
着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C-端测序对蛋白质功能研究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蛋白生物制品来说，C-端测序必不可少。

蛋白质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蛋白质鉴定。传统的方法如蛋白质微量测序、氨基酸组成分析（如Edman 降解法）费
时费力、通量低，存在不容易实现规模化和自动化，结果灵敏度差等问题。 当前主流的基于软电离技术的液相色谱-质
谱系统（LC-MS/MS）是实现高通量蛋白鉴定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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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重组人TNFR C端肽段（Mr=2146.10Da）的串联质谱图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基本原理：首先将纯化后的蛋白质用消化酶（如胰酶）水解成肽段，肽段混合物经过除盐后首先进入液相色谱，实现
初步分离，以降低样品复杂度，经液相色谱分离后的肽段先经过质谱的第一级--离子源（ESI，MALDI）使肽段离子
化并形成分散的离子。接着选择部分强度较高的肽段母离子进入质谱的第二级系统（碎裂源）做进一步碎裂，使肽段
离子被打碎成更小的、有规律的碎片离子（图3.1）。理论上蛋白质序列经过酶解后形成肽段，肽段再经过理论二级碎
裂形成理论的二级碎片离子谱图。然后用实验产生的MS/MS谱图信息（主要包括质荷比、离子强度）与理论产生的
MS/MS谱图信息比对，通过比较两者的相似度来确定谱图对应哪个肽段/蛋白（如图3.2）。其中理论蛋白质数据库来
自 基 因 组 预 测 或 前 期 实 验 验 证 等 数 据 。 常 用 的 数 据 库 有 NCBI-nr（ http://www.ncbi.nlm.nih.gov/） 、 Uniprot
（ http://www.uniprot.org/） 等 。 常 用 的 搜 索 引 擎 有 Mascot（ http://www.matrixscience.com/） 、 Proteinpilot
（http://www.absciex.com/products/software/proteinpilot-software）。Mascot一度被业界奉为鉴定软件的金标
准，但其算法更偏向于鉴定长度较短的肽段序列。而Proteinpilot由于采用自动容错匹配、对所有可能的蛋白修饰采用
了盲搜的策略，无肽段长度偏向性，鉴定效果更好。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蛋白质C-端测序有3种方法：羧肽酶法、化学法及串联质谱法。羧肽
酶法的原理是通过检测羧肽酶逐个释放氨基酸的顺序来判断蛋白质的

C-端序列。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利用串联质谱法，其原理是将蛋白质经
胰酶等酶切后，直接用串联质谱测定酶切肽段的混合物，然后通过一级
质谱选择C-端肽段离子进行二级质谱碎裂，得到C-端序列（图2.3）。
串联质谱法测定蛋白质C-端序列的关键是对C-端肽段的判断，对已知
序列的蛋白质，可根据序列和酶切位点计算出C-端肽段理论分子量；
对 未 知 序 列 的 蛋 白 质 ， C-端 肽 段 的 判 断 则 有 O18标 记 法 和
Anhydrotrypsin法。

概述

概述

定量蛋白质组（biomarker发现）

图3.2 蛋白质组鉴定流程图

4.1 Label-free定量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 通量大：金开瑞一次实验可鉴定6000多种蛋白质(以人HepG2为例)；
生物样本

蛋白混合物

肽段混合物

HPLC分离

● 结果准确可靠： 金开瑞质谱仪的质量精度可达到1ppm以下，分
辨率能达到4×10 4 以上，可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 适用范围广泛： 对物种要求无限制，理论上适用于任何物种。

数据分析

原始数据

LC-MS/MS

■ 适用范围
● 要求物种具有蛋白质参考数据库、EST序列（转录组）或基因组
注释信息。

基于肽段母离子强度（或色谱离子流的峰面积即XIC）两种方法，后者
更准确，使用更广泛。Label-free技术对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稳定性
和重复性要求较高，但无需昂贵的同位素标签做标记。利用Labelfree技术，也有不少高质量的文献发表。

■ 技术路线

■ 技术特点

样品1

●无需标记，操作简单；
●不受比较样品数限制；
●对实验操作稳定性、重复性要求高；
●准确性较标记定量差；
●要求至少做三次技术重复或生物重复。

样品2

肽段混合物1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结果产出

Label-free定量不需要对比较样本做特定标记处理，只需要比较特定
肽段/蛋白在不同样品间的色谱质谱响应信号便可得到样品间蛋白表达
量的变化，通常用于分析大规模蛋白鉴定和定量时所产生的质谱数据。
Label-free技术又可分为基于谱图数（Spectra Count，简称SC）和

肽段混合物2
HPLC分组分

■ 案例二：人类蛋白质组草图绘制
（Proteogenomic）的方法发现了一些新的编码区（这些区域过去被
认为是非编码区）。这一海量蛋白质组数据将会补充现有的基因组和转
录组数据，从而加速健康、疾病方面的生物医学研究。

LC-MS/MS
■ 适用范围

原始质谱数据

●适合大样本量的定量比较；

(杂志：Nature)

蛋白质鉴定
GO注释

COG注释

●对无法用标记定量实现的实验设计，易用label-free技术；

蛋白质定量
KEGG通路注释

GO富集

KEGG富集

表达量聚类

●要求物种具有蛋白质参考数据库、EST序列（转录组）或基因组
注释信息。

目标蛋白质组

This study

GPMDB

目标蛋白质组

This study

PeptideAtlas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本文采用LC-MS/MS技术，对30个来自正常人类的不同组织、器官
（17个成年人组织、7个胎儿组织、6个初级纯化造血细胞）样品进行
了深度蛋白质组解析，共鉴定到17294个蛋白，占人类全部有注释编
码 蛋 白 基 因 的 84%。 本 文 同 时 采 用 蛋 白 质 组 和 基 因 组 学

结果产出

170.702

167.312

126.388

163.315

133.566

160.134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图3.3 人体中不同样本来源

图3.4 鉴定结果与数据库PeptideAtlas 和GPMDB收录的结果比较

■ 参考文献
Kim MS, Pinto SM, Getnet D, Nirujogi RS, Manda SS, Chaerkady R,
Madugundu AK, Kelkar DS, Isserlin R, Jain S et al: A draft map of the
human proteome. Nature 2014, 509(7502):57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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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图3.1 肽段离子的碎裂模式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从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蛋白质的角度研究生命现象和规律（特别是疾病防治和病理研究）已成为研究生命科学
的主要手段。而这些研究往往离不开对细胞、组织或器官中含有蛋白质种类和表达量的研究。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条
件下蛋白质表达水平变化的研究，寻找生物标志物，这些研究都需要对蛋白质进行鉴定和定量。生物质谱技术的出现
和不断成熟为蛋白质差异表达分析提供了更可靠、动态范围更广的研究手段。当前，基于质谱技术的定量手段大致可
分为无标记定量（Label-free quantification)和标记定量（Labeled quantification)，这些技术各有其优缺点。
金开瑞可以提供以下蛋白定量服务：

概述

概述
■ 案例四：一种基于多胺Hypusine轴（Polyamine-hypusine axis）
的新型肿瘤抑制网络

Celecoxib是一种环氧合酶选择性抑制剂，能够对患有预防家族性腺瘤
性息肉病（FAP)和散发性大肠癌的病人进行防治。为了识别其具体的
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多维色谱分离方法结合电喷雾串联质谱，使用
Label-free定量技术，比较经Celecoxib处理前、后血清样品的蛋白质
组表达量差异。发现了83个可能为Celecoxib响应的表达量显著差异蛋
白。通过Western blotting方法，在FAP病人和结肠直肠癌细胞系中进
一步确认了一些Celecoxib调控蛋白，为进一步进行Celecoxib作用机
制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

为寻找淋巴瘤的抑癌基因，首先通过筛选短发夹RNA文库的方法，识
别出一些抑制后会引起小鼠淋巴瘤模型肿瘤扩增的基因。然后采用
iTRAQ定量技术对两个有意义的淋巴瘤抑癌基因——AMD1和Eif5A的
表达调控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基因都与Hypusine(Hypusine是一种
独特的氨基酸，由一种高保守途径产生的多胺代谢产物)相关。通过进
一步的二次筛选，确定了多胺Hypusine轴的新型抑癌基因网络，这一
网络能调控细胞凋亡。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 案例三：利用Label-free定量技术进行家族性腺瘤息肉病患者血清
的全蛋白质组分析，寻找Celecoxib调控蛋白

(杂志:Nature)

(杂志:Cancer Genomics Proteomics)

Scuoppo C, Miething C, Lindqvist L, Reyes J, Ruse C, Appelmann I,
Yoon S, Krasnitz A, Teruya-Feldstein J, Pappin D et al: A tumour
suppressor network relying on the polyamine-hypusine axis. Nature
2012, 487(7406):244-248.

Fatima N, Chelius D, Luke BT, Yi M, Zhang T, Stauffer S, Stephens R,
Lynch P, Miller K, Guszczynski T et al: Label-free global serum
proteomic profiling reveals novel celecoxib-modulated proteins in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patients. Cancer genomics &
proteomics 2009, 6(1):41-49.

图4.3 iTRAQ定量流程和蛋白质比值分布图
图4.1 Apo A-II蛋白中特征肽的定量结果比较
注：AB为处理前，CD为处理后

2002年 ， 德 国 Matthias Mann实 验 室 Ong SE等 对 AACT（ Amino
acid coded-mass tagging）技术作了进一步改进，建立了SILAC技
术并首次应用于定量蛋白质组研究，为全面、系统地定性和定量分析复
杂哺乳动物细胞蛋白质组提供了有效的方案。
SILAC的基本原理是分别用天然同位素(轻型)或稳定同位素(中性或重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细胞培养基（轻标）

细胞培养基（中标）

细胞培养基（重标）

混合溶菌产物

●体内代谢标记与SDS-PAGE或色谱分离技术相结合，兼容疏水
性蛋白和偏碱性蛋白，不受蛋白性质限制；

蛋白提取，酶解

样品1

肽段混合物

样品2

●灵敏度高：可检测出较低丰度蛋白，胞浆蛋白、膜蛋白、核蛋白、胞
外蛋白等；

HPLC分离

肽段混合物2

●分离能力强：可分离出酸/碱性蛋白，小于10K或大于200K的蛋白、
难溶性蛋白；

●由于该技术属于体内标记，标记效果稳定，其标记效率不受裂解
液的影响，不仅适合于进行全细胞蛋白的分析，还适合于膜蛋白
的鉴定和定量；

LC-MS/MS

iTRAQ标记

●高通量：可同时对8个样本进行分析，特别适用于采用多种处理方式
或来自多个处理时间的样本的差异蛋白分析；

●与化学标记相比，SILAC方法蛋白需要量明显减少，通常每个样
品只需要几十微克的蛋白量；

原始数据

●结果可靠准确：定性与定量同步进行，同时得出鉴定和定量结果。金
开瑞可鉴定多达6000种蛋白（以人HepG2为例），重复样品间的蛋
白表达量相关性可达到0.95以上；

样品混合
HPLC分离

●自动化程度高：液质连用，自动化操作，分析速度快，分离效果好。

●活体标记，更接近样品真实状态；

蛋白质鉴定

●相容性：可以对多种在DMEM或RPMI 1640培养基中能够培养
的细胞或细菌中表达的蛋白进行标记。

蛋白质定量
差别蛋白

GO注释

COG注释

KEGG通路注释

GO富集

Pathway富集

表达模式聚类

蛋白质定量

COG注释

KEGG通路注释

GO富集

Pathway富集

●将SILAC与IP技术相结合，可用于研究特定蛋白质的相互作用；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样本；

●通过对质谱谱图的解读，可进行磷酸化位点的确认和磷酸化蛋白的表
达量差异分析。

●一次最多能标记8个样本；

差异蛋白
GO注释

表达量模式聚类

●要求物种具有蛋白质参考数据库、EST序列（转录组）或基因组注
释信息。

●只适用于活体培养的细胞，对于生物医学研究中常用的组织样品，
体液样品等无法分析，对于动物模型的标记成本太大，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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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须知
●我公司不提供样本前处理服务，客户需自行进行标记和细胞传代，标
记细胞样本需要能传代5代以上的才可进行SILAC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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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

●物种已知基因组序列、ESTs或蛋白质组全库序列。

结果产出

07

●同一样品不同条件下全细胞蛋白或亚细胞蛋白的差异比较；

■ 适用范围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结果产出

数据质控

蛋白质鉴定

■ 应用
●该技术可用于多个样品全细胞蛋白或亚细胞蛋白的差异比较；

LC-MS/MS
原始质谱数据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肽段混合物1

● 高效性：SILAC是体内标记技术，标记效率可高达100%；
●定量精确，线性范围广，降低由于样品制备、实验操作和仪器设
备造成的实验误差，定量重复性好；

混合1:1:1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型)标记的必需氨基酸取代细胞培养基中相应氨基酸，细胞经5-6个倍增
周期后，稳定同位素标记的氨基酸完全掺入到细胞新合成的蛋白质中替
代了原有氨基酸。不同标记细胞的裂解蛋白按细胞数或蛋白量等比例混
合，经分离、纯化后进行质谱鉴定，根据一级质谱图中两个同位素型肽
段的面积比较进行相对定量，属于体内代谢标记法。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iTRAQ试剂分为报告部分、肽反应部分和平衡部分（图4.2),报告部分
共有8种（113、114,115,116,117,118,119,121 Da)。肽反映部分能
与肽链N端及赖氨酸侧链发生共价链接，从而将报告部分和平衡部分标
记在肽段上；平衡部分质量分别为192~184，与报告部分相加正好为

305。在一 级质谱图中，任何一种
iTRAQ试剂标记不同样本中的同一
蛋白质表现为相同的质荷比。在二
级质谱中，iTRAQ试剂中的平衡基
团发生中性丢失，信号离子表现为
不同质荷比(113~121) 的峰，根据
波峰的高度及面积，可以得到同一
图4. 2 iTRAQ试剂的化学结构
蛋白在不同样本中的表达差异；同
时，肽段的MS/MS结果结合数据库检索可以鉴定出相应的蛋白种类。

4.3 SILAC定量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4.2 iTRAQ定量
iTRAQ技 术 是 由 美 国 应 用 生 物 系 统 公 司 (Applied Biosystems
Incorporation，ABI)2004年开发的同位素标签标记的相对和绝对定量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技
术，也是目前定量蛋白质组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技术。iTRAQ试剂可与氨
基（包括氨基酸N端及赖氨酸侧链氨基）连接的胺标记同重元素。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概述

概述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 案例五：采用甾醇探针结合SILAC定量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分析
胆固醇-蛋白质相互作用

● 富集方法特异性高，对低pH溶液、去垢剂、盐类、其它低分子污
染物有更高的耐受性，容易与非磷酸化肽段分离；

样品1
蛋白提取，酞段酶解

●通量大，金开瑞一次可以鉴定1000个以上磷酸化位点。

肽段混合物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结构成分，也是前体的信号分子，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与蛋白质的特异性相互作用调控参与发挥其作用。本文采用可点击
的光敏甾醇探针结合SILAC蛋白质组定量技术直接在活体细胞中全面
解析了胆固醇-蛋白相互作用。最终确定了超过250个胆固醇结合蛋
白，包括受体、通道蛋白和涉及许多已建立和之前未报告相互作用的
酶。新发现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中最突出的是调节糖、甘油脂和胆固醇本
身以及参与囊泡运输和蛋白质糖基化和降解蛋白质的酶。这些蛋白指向
关键节点的生化途径，说明甾醇浓度和其他代谢物的控制可能和蛋白定
位以及修饰高度相关。

TIO2富集

磷酸化肽段
HPLC
LC-MS/MS
数据质控

(杂志:Nat Methods)
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质谱原始数据
定量

■ 参考文献
Jonathan J, Armand B, Micah J, Sarah E, Benjamin F: Proteome-wide
Mapping of Cholesterol-Interacting Proteins in Mammalian Cells.
Nature methods, 2013 March; 10(3):259-264.

磷酸化
蛋白质鉴定

图4.4 实验基本流程

图4.5 胆固醇生物合成通路
注：黑色字符蛋白表示没有鉴定

磷酸化位点鉴定

label-free定量

GO注释 COG注释 COG注释

iTRAQ定量

■ 适用范围

磷酸化蛋白定量

●已知物种基因组序列、ESTs序列或蛋白质序列全库；
GO富集

motif预测

Pathway
富集

磷酸化位点定量

●无其他特别要求。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结果产出

磷酸化蛋白质组鉴定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PTMs)几乎参与了细胞所有正常生命活动的过程，并发挥十分重要的调控作用。蛋白修饰已经成
为国际上蛋白质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目前研究比较成熟的有磷酸化、乙酰化、糖基化、泛素化等。

酪氨酸磷酸化（P-酪氨酸）蛋白可参与肺癌的侵袭和转移，但目前已
被报道的数量还较少。本文采用Label-free定量技术进行大规模研究
酪氨酸磷酸化蛋白及其参与转移过程的情况，共鉴定到来自276个磷酸
化蛋白的335个P-Tyr位点。Label-free定量结果显示，有36个磷酸
化肽在不同酪氨酸磷酸化蛋白侵袭能力的样品间呈现显著差异。从这些
肽段中提取了两个新的位点保守序列和4个已知的特定激酶和磷酸化

motif序列：EGFR, Src, JAK2和TC-PTP。通过对P-络氨酸蛋白的
蛋白相互作用分析发现，有11个蛋白连接在包含EGFR, c-Src, cMyc和STAT的互作网络中，该网络已被确认与肺癌转移相关。这
11个蛋白中有7个之前未报道，这将提供一个更好的、全面的了解肺癌
的侵袭/转移的机制及治疗方法。
(杂志:JPR)

DIGESTION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全谱鉴定以组织、细胞等较为复杂样本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鉴定样品中发生磷酸化的蛋白质以及相
应的磷酸化位点。首先对蛋白样本进行酶解，TiO2或IMAC-Fe或IMAC-Ti富集磷酸化多肽，5600-plus质谱检测，
利用得到的质谱谱图与相应数据库搜索比较，从而得到肽段序列结果，同时通过生物信息软件计算出磷酸化位点。对
于磷酸化位点鉴定，为了增加定位修饰位点的准确性，金开瑞采用较流行的Ascore算法对发生在各位点的磷酸化修饰
做进一步打分评估，从而正确辨别真实修饰位点。

CHEMICAL
ENRICHMENT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TIO2 or IMAC
or
phospho-motil specific
antibody

金开瑞•科研 诊断 医疗 一站式技术服务供应商

图5.1 新发现的三个motif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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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表达量发生显著变化的T磷酸化蛋白的网络互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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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平台

生物信息平台

图：TiO2或者IMAC富集磷酸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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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蛋白质磷酸化是生物体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方式，它可以通过激发、调节诸多信号通路进而参
与调控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逆境应激、疾病发生等多种生命过程，一直是生物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根据客户需
求，金开瑞蛋白质组平台可提供磷酸化蛋白质组全谱鉴定、label-free定量技术服务。

■ 案例六：用Label-Free定量技术鉴定肺癌转移相关的酪氨酸磷酸
化蛋白

概述

概述
存在差异的磷酸化位点进行深入的序列模序分析，发现在早期分化的过
程中，DNMTs和转录延伸复合体PAF1发生相互作用，后者结合到全
能 性 基 因 OCT4和 NANOG的 启 动 子 ， 这 两 个 基 因 的 启 动 子 也 有
DNMT结合，从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链接去沉默分化中起作用的基因。

MRM方法建立

MRM实验分析

目标蛋白信息

生物样品

特异性钛段挑选

肽段混合物

蛋白提取、酶解

(杂志:Sci Signal)

加内标肽

生成MRM transitions

LC-MRM HR

MRM transitions优化

质朴原始数据

结果产出

●一次MRM实验只能检测20个左右目标蛋白。

■ 案例八：肝病中结合珠蛋白糖基化修饰的LC-MS-MRM定量分析
■ 参考文献
Sanda M, Pompach P, Brnakova Z, Wu J, Makambi K, Goldman R:
Quantitativ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LC-MS-MRM) analysis of site-specific glycoforms
of haptoglobin in liver disease.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
2013, 12(5):1294-1305.

(杂志:Mol Cell Proteomics)

的肽段信息。因此，SWATH技术是一种真
正全景式的、高通量的质谱技术，同时也大
大提高了定量的可重现性。
金开瑞现有的Triple-TOF 5600-plus质谱
系统，使SWATH定量其有较高的准确度和
动态范围，可检测到蛋白质的丰度差异极
大，跨越4个数量级。且SWATH方法的灵
敏度和动态范围与SRM分析水平相当。
图6.2 质谱SWATH模式工作原理图

技术热线:027-87960366
网址:www.genecreate.cn
邮箱:proteome@genecreate.com

技术热线:027-8796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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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proteome@genecre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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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平台

生物信息平台

图6.1 MRMHR技术工作原理图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SWATH（Sequential Window Acquisition of all THeoretical Mass
Spectra）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 Ruedi Aebersold博士及其
团队与AB-SCIEX联合推出的一项全新的质谱技术。SWATH采集模
式是一种新型的MS/MS 扫描技术，它将扫描范围划分为以25 Dalton
为间隔的一系列区间，通过超高速扫描来获得扫描范围内全部离子的所
有碎片信息，是 MS/MSALL技术的扩展。以蛋白质组学样品分析中常
见 的 扫 描 范 围 400-1200 为 例 ， 每 25 Dalton作 为 一 个 扫 描 间 隔
（SWATH），每个SWATH扫描时间设定为100ms，那么该扫描范
围累计需要32个SWATH（1200-400/25=32），完成一次扫描需要
3.2秒。与传统的shot-gun技术相比，SWATH采集模式能够将扫描区
间内所有的肽段母离子经过超高速扫描并进行二级碎裂，从而获得完整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HR

6.1 MRM 技术

6.2 SWATH技术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为了分析肝炎和肝癌的发生发展与结合珠蛋白糖基化修饰形式的相关
性，本文采用LC-MS-MRM的方法进行蛋白定量分析，寻找与肝病相
关的糖基化肽。采用组合糖苷酶处理后的酶解多肽的LC-MRM技术，
作者定量到包括24个位点特异的糖基化修饰形式，高分辨的鉴定到
HP-T3糖肽的多种形式，并且成功定量了多种岩藻糖修饰形式。20个
岩藻糖修饰形式中的14个在肝病组中显著上升，上升倍数达到了5倍。
在本文中，作者采用优化后的外切糖苷酶组合LC-MRM实验流程进行
结合珠蛋白的岩藻糖修饰的定量，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定量其他蛋白的
糖基化修饰形式。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2] Rigbolt KT, Prokhorova TA, Akimov V, Henningsen J, Johansen PT,
Kratchmarova I, Kassem M, Mann M, Olsen JV, Blagoev B: Systemwide tempo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teome and
phosphoproteome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Science signaling 2011, 4(164):rs3.

现代生物标志物的研发流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发现阶段、验证阶段和临床确认阶段。在发现阶
段，蛋白质组学的技术已经在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检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验证和确认
阶段，面对高度复杂样品（如血清）的背景噪音，传统的蛋白质组学技术显得力不从心。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发展了目标蛋白质组学技术。它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线
性动态范围广等优势，在基于蛋白质组学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定量蛋白质组和
HR
蛋白质相互作用等研究领域应用广泛。金开瑞可以提供MRM 和SWATH定量技术。

金开瑞•科研 诊断 医疗 一站式技术服务供应商

■ 适用范围

图5.4 CTCF,UTF1，SOX15
的磷酸化位点随时间变化的表达量变化

目标蛋白质组（biomarker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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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量高： 使用目前最先进的质谱系统，MRM HR 技术每个工作循
环能处理多达300对母离子-子离子对，这种特点为研究多种蛋白
质的多种修饰和丰度变化提供了机会，更能满足蛋白质组学的研
究需求。

●可以检测较低丰度的蛋白；

■ 参考文献

MRM（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是一种基于已知信息或假定信
息设定质谱检测规则，对符合规则的离子进行信号记录，去除大量不符
合规则离子信号的干扰，从而得到质谱信息的一种数据获取方式。对于
MRM技术技术而言关键在于首先要能够检测到具有特异性的母离子，
然后只将选定的特异性母离子进行碰撞诱导(Collision-induced)，最
后去除其他子离子的干扰，只对选定的特异子离子进行质谱信号的采
集。金开瑞依据前人的工作在AB SCIEX的5600-plus 仪器上开发出
了 MRMHR 技 术 ， 因 为 MRMHR 采 纳 了 高 精 度 的 数 据 ， 因 此 选 择
Transition更加可信,定量更加准确（图6.1）。

HR

● 准确度高： 利用MRM 技术的特异性，进行连续增强的离子扫
描分析，得到高分辨的串联质谱(MS/MS)碎片数据，与全扫描和
中性丢失质谱扫描模式相比降低了分析过程中定性结果的假阳性
率，保证了分析的准确度；

●适合验证已知蛋白质序列的蛋白质表达量差异验证；

图5.3 鉴定到磷酸化激酶通过
激酶结构域的系统发生距离分类图
注：外圈柱子表示表达量

[1] Wu HY, Tseng VS, Chen LC, Chang HY, Chuang IC, Tsay YG, Liao
PC: Identification of tyrosine-phosphorylated proteins associated with
lung cancer metastasis using label-free quantitative analyses.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2010, 9(8):4102-4112.

● 重现性好： 在MRM HR 技术选择性的质谱信号采集中，避免了待
测分子离子化、质谱信号的抑制及源内碰撞碎裂过程的影响，因
此重现性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数据分析

● 灵敏度高： 通过两级离子选择，排除大量干扰离子，使质谱的化
学背景降低，目标检测物的信噪比显著提高，从而实现检测的高
灵敏度；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为阐明人类多能胚胎干细胞潜在的细胞活性，本文采用SILAC定量技
术和磷酸化蛋白质组学方法，对处于分化起始阶段的人类胚胎干细胞通
过二酰基甘油模拟或转移到无饲养层细胞培养基的不同处理进行定量分
析。共鉴定到6521个磷酸化蛋白，包括23522个磷酸化位点，几乎一
半位点的表达量在两样品间（24小时的分化）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数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 案例七：人类胚胎干细胞分化的蛋白质组和磷酸化蛋白质组分析

概述

概述
■ 技术特点

■ 技术路线

单一蛋白质鉴定

蛋白提取、酶解

● 可重现性高： 重复样品间的定量相关性可达到0.99以上；
肽段混合物

● 定量准确度高： 定量准确度几乎与MRM技术相当；
● 线性动态范围广： 定量范围可跨越4个数量级；

SWATH质谱原始数据

质谱原始数据
构建参考谱图库

■ 适用范围
SWATH定量

●物种具有基因组序列、ESTs序列或蛋白质参考序列；
●最好检测细菌等复杂度较低的样品；

GO注释

COG注释

KEGG通路注释

GO注释

KEGG富集

表达量聚类

●可以和MRMHR技术联合使用发现生物标志物；
●可以和TAP技术联合使用鉴定相互作用蛋白。

蛋白质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在所有生物功能中，蛋白质复合物的功能占主导地位。在所有细胞中，蛋白质是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并且在大多数细胞功能中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是最基本的活动。如基因转录、细胞周期调控、信号转导和
调控等一些基本过程都依赖于正常功能的蛋白质复合物。干扰蛋白质的合成或者扰乱蛋白复合物的组装经常会导致细
胞功能的紊乱，并且最终引发疾病。因此，在疾病病理生理学研究方面，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透彻研究已变得非常
重要，由此也可以找到新的药物作用靶细胞。
研究蛋白质组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酵母双杂交技术（Y2H）、亲和纯化（AP）、化学交联偶联质谱(CXMS）等方
法。Y2H和CXMS虽然通量相对较高，但结果假阳性太大，不同实验室做出的结果差距较大。TAP采用特异性亲和纯
化的手段，可以将目标靶蛋白的相互作用蛋白特异性富集，然后结合质谱技术检测这些蛋白复合物。该方法特异性非
常高，能够很准确地富集到靶蛋白的特异性相互作用蛋白。金开瑞借助高精度质谱平台，开发了一套从实验到生物信
息分析的AP-SWATH流程。

结果产出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全谱鉴定

● 通量大： 一次实验可检测到2000种以上蛋白并定量。

LC-SWATH

LC-MS/MS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单一蛋白质鉴定

● 灵敏度高：SWATH技术继承了MRM的数据采集模式，结合高
分辨率的AB sciex Triple TOF-plus，具有与MRM相当的灵
敏度；

生物样品

7.1 AP-SWATH技术
过质谱技术鉴定、定量，通过比较含量来确认纯化蛋白是特异性互作蛋
白还是非特异性无关蛋白。金开瑞结合具有高灵敏度、高准确度、高通
量等特点的SWATH技术，实现复合蛋白质的准确鉴定。

■ 技术路线

■ 技术特点

■ 参考文献
Zhang F, Lin H, Gu A, Li J, Liu L, Yu T, Cui Y, Deng W, Yan M, Li J et
al: SWATH- and iTRAQ-bas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es reveal
an overexpression and biological relevance of CD109 in advanced
NSCLC. Journal of proteomics 2014, 102:125-136.

● 不需要过多的背景知识就可以得到大量含靶蛋白的复合体；

亲和纯化产物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本文同时采用了iTRAQ和SWATH定量技术，对癌细胞高转移和低转
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中蛋白的表达量变化（分别与正常状态比较）
进行了分析。分别在细胞系分泌蛋白组和非小细胞肺癌血清中找到
110个和71个存在显著差异的蛋白。研究者发现，在这些差异蛋白
中，CD109在高度转移的细胞系分泌蛋白组和癌症晚期患者组都有较
高的表达量，ELISA检测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另外，和正常肺细胞比
较，CD109在肺癌细胞中也高度表达。研究者还发现，敲除CD109蛋
白会影响NSCLC细胞的生物功能，如抑制细胞生长、影响细胞循环阶
段等。这些现象表明，CD109在NSCLC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很有可能是肺癌发病一个关键的生物标志物。

AP技术使用特别设计的纯化标签在非常接近于生理条件的情况下，能
捕捉出特定的蛋白质及其分子伴侣，借助于质谱分析技术，研究人员即
可鉴别出这种蛋白质相互作用组。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区分非特异性
结合蛋白，往往通过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对两者纯化所得蛋白通

●蛋白表达及与复合物的结合都接近生理水平；
●TAP采用两步亲和纯化，大大提高了纯化产物的特异性。

LC-SWATH MS

LC-MS/MS

原始SWATH谱图数据

参考谱图库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 案例九：利用SWATH和iTRAQ定量技术揭示CD109在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的过表达和生物相关性

(杂志:J Proteomics)

二级特征峰提取

Fold-Change计算

■ 适用范围
●TAP更倾向于高丰度和稳定的相互作用，许多低亲和力、瞬时和依
赖特殊细胞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检测不到；
●特别适用于研究蛋白质在生理条件下的相互作用；

互作蛋白确认

●一次实验只能检测一个蛋白的相互作用蛋白。

图6.3 SWATH定量蛋白表达量比值分布（左），iTRAQ定量和SWATH定量蛋白比值相关性分布

有刺激时间点比较上，共检测到1967个现变化一致且重性较好的差异
蛋白。本文建立了一套可以检测蛋白质复合物动态变化水平的定量方
法，AP-SWATH，为科学家研究蛋白互作的瞬时性功能提供了很好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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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平台

生物信息平台

(杂志:Nat methods)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 案例十：采用SWATH定量技术研究14-3-3家族的蛋白质相互作用
蛋白复合物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是绝大多数生物功能的必要介质，为
了更好地理解蛋白复合物的动态生物学过程，建立一套可靠的定量方法
来研究表达量短暂变化的蛋白质相互作用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亲和纯化
技 术 结 合 SWATH定 量 技 术 （ AP-SWATH），对 胰 岛 素 -PI3KAKT通路刺激后的14-3-3β支架蛋白互作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在所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峰面积计算

概述

概述

8.2 蛋白质组功能注释分析
8.2.1 GO注释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图7.1 14-3-3β的互作蛋白定量比值（log）
和p-value的火山图分布

处的细胞位置（cellular component）、参与的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金开瑞对一次实验所鉴定的全部蛋白，通过与NCBInr相
应物种做blast序列同源比对，然后将GI号映射到GO号，实现对所鉴
定蛋白的GO注释（下图为GO注释三个分类的统计图）。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Gene Ontology（简称GO）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基因功能分类体系，
提供了一套动态更新的标准词汇表（controlled vocabulary）来全面
描 述 生 物 体 中 基 因 和 基 因 产 物 的 属 性 。 GO总 共 有 三 个 本 体
（ontology），分别描述基因的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所

图7.2 14-3-3β蛋白的互作蛋白展示

■ 参考文献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Collins BC, Gillet LC, Rosenberger G, Rost HL, Vichalkovski A,
Gstaiger M, Aebersold R: Quantifying protein interaction dynamics by
SWATH mass spectrometry: application to the 14-3-3 system. Nature
methods 2013, 10(12):1246-1253.

质谱原始文件
（RAW,WIFF）
*.mzXML
*.mgf

数据评估是否合格
蛋白质鉴定

数据库检索

是

蛋白质定量

Label-Free

iTRAQ

SI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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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金开瑞可以提供基于各种质谱（如Thermo的LTQ Orbitrap 系列，AB
Sciex Triple TOF 系列）产出的数据解析，包括全蛋白质组鉴定、
label-free定量、iTRAQ定量、SILAC定量、ICAT定量等。下图为基
本的数据处理流程图。

8.2.2 COG注释
COGs建立在已完成测序的21种细菌、原生质和真核生物的基础上，
在将每一个蛋白相互之间进行Gapped BLAST比对后，按照来自同一
基因组的蛋白相互之间比其它蛋白物种的蛋白更相似的原则，将比较
结果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标准并参考进化树的数据来构建成许多
COGs。这个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已完成测序基因组编码
蛋白的进化树分类，它包含了2112个COGs，分成21个功能类别。金
开瑞通过该数据库可以预测单个或一组蛋白的功能（图8.2）。

格式转换

8.1 质谱数据解析

图8.1 蛋白在生物进程、细胞组成和分子功能三个层次的GO注释

目标蛋白质组

目标蛋白质组

随着生物质谱技术在蛋白质组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短短几年间产生了海量的谱图数据。如何快速解析、有效利用这些
谱图数据成为蛋白质组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随之也诞生了蛋白质组学相关的生物信息学。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有效的
算法原理、结合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来解读海量的谱图数据，如蛋白质组鉴定、蛋白质组定量等，对鉴定、定量的蛋白
进行功能注释，以及对海量数据的管理、存储，直观、方便的可视化展示等。我公司拥有专业的蛋白质组质谱数据相
关的生物信息分析团队，专注于各类质谱数据的深度解析、蛋白质功能注释、结果可视化展示等，可提供以下生物信
息技术服务：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生物信息平台

概述

概述

8.2.3 Pathway通路注释
单一蛋白质鉴定

单一蛋白质鉴定

在生物体内，不同蛋白相互协调行使其生物学行为，基于Pathway的
分析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其生物学功能。KEGG是有关Pathway的主
要公共数据库，通过Pathway分析能确定蛋白质参与的最主要生化代
谢途径和信号转导途径（图8.3）。

8.3 差异蛋白功能富集分析

图8.5 蛋白质组复杂的网络互作展示

8.3.1 差异蛋白的GO富集分析

8.6 转录组&蛋白质组数据关联分析

图8.3 KEGG的光合细菌还原羧酸循环信号通路的通路图

生命体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复杂结构体系，基因表达不只是从
mRNA到蛋白的单向传递，而是两者相互的动态作用。为了系统了解
基因的调控机制，有必要在转录本和蛋白质层次上同步检测，互相关联
分析。金开瑞采用生物信息的手段，可以在各个层次最大限度挖掘转录
组 水 平 和 蛋 白 组 水 平 的 相 互 关 联 ， 为 寻 找 biomarker、 mRNA和
（或）蛋白质存在的可靠性、阐述复杂的生命活动机制增加更有力的证
据。金开瑞可以提供以下多组学数据关联分析服务：

通过这种“全景式”的分析比较，可实现期间的互补和整合、对生物体
中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的全方位分析。
●转录组、蛋白质组样品间表达量变化关联分析
金开瑞全面分析两个层次基因上下调关系（如mRNA和蛋白表达量变
化一致且显著、mRNA和蛋白表达量变化一致且不显著、mRNA和蛋
白表达量变化相反）（图8.7)，更细致的为您呈现其中的转录翻译调控
机制。

●基因分别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层次的定性关联分析

在研究按照处理时间、剂量、疾病恶化程度顺序设计的序列实验时，为
了得到差异蛋白当中与样本变化相关的蛋白群，可以对蛋白进行表达趋
势聚类，并对趋势进行显著性分析，可以精确、直观地筛选出随样本顺
序 变 化 影 响 最 显 著 的 蛋 白 群 。 常 规 的 是 趋 势 聚 类 如 SOM或 者 kmeans，可以将差异蛋白所参与的主流表达趋势科学、准确的筛选出
来（图8.4）。

Transcriptome

技术热线:027-87960366
网址:www.genecreate.cn
邮箱:proteome@genecreate.com

Constant

Up

＃1

＃2

＃3

Down

＃2

＃1

＃3

Constant

＃3

＃3

＃4

图8.7 蛋白质组&转录组关联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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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样品间、蛋白间的表达量变化聚类图展示

Up

目标蛋白质组

Proteome

目标蛋白质组

8.5 蛋白质网络互作预测
对于鉴定的或发现的差异蛋白，金开瑞基于序列形似的蛋白往往执行相
似功能的原理，通过和STRING数据库的蛋白库做序列相似性比对，
然后根据一定的过滤标准，从SRING数据库中提取目标蛋白的相互作
用蛋白，并进一步预测其复杂的网络互作，最后使用Cytoscape软件
呈现出蛋白的复杂的网路互作图（图8.5/8.6）。

磷酸化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

8.4 表达量层次聚类分析

定量蛋白质组

定量蛋白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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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蛋白的丰度比即差异倍数达到1.5倍以上，且经统计检
验其p-value值小于等于0.05时，视该蛋白为不同样品间的差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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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6 特定蛋白的网络互作展示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蛋白质组全谱鉴定

差异蛋白功能富集分析主要针对表达量显著差异的蛋白，通过超几何分
布计算某一个功能或通量上某些蛋白是否显著富集。通过对差异蛋白的
功能富集分析，金开瑞可以更加明确地发现这些差异蛋白在生物体内发
挥的功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

附件 送样要求
■ 基本要求：

■ 特殊说明：

1.动物组织的样品量湿重不少于100mg。

1.2-DE电泳胶、胶点和SDS-PAGE胶条，都不建议长
时间浸泡在溶液里。因为胶的孔径比蛋白质大，如果胶
是浸泡在溶液里的话，蛋白会在胶里发生扩散，从而使
蛋白鉴定的阳性率降低！

2.植物或真菌、细菌、噬菌体等微生物类样品量湿重不
少于2g。
3.富含杂质或蛋白质含量低的样品量湿重不少于5g，如
植物的根、木质部、韧皮部组织等。
4.细胞样品中细胞数需大于5×106个（约细胞沉淀体积
50µl左右)。
5.体液类样品（如唾液、羊水、脑脊液等）需500ul以上，
并保证没有溶血现象；血液要求5ml以上，血清要求
500µl以上，血浆要求500µl以上，尿液要求50ml以上。
6.如直接提供蛋白质提取物，浓度不少于1µg/µl，总量
不 少 于 500µg， 且 必 须 要 告 知 缓 冲 液 成 分 及 对 应 浓
度。
7.2-DE胶点或SDS-PAGE胶条，要求考马斯亮蓝或银
染染色肉眼可见，银染胶不能使用戊二醛进行显色，
且保证在电泳后一周内进行切胶送样。
8.如 属 蛋 白 鉴 定 送 的 是 蛋 白 液 样 品 ， 需 5µg以 上 蛋 白
量，浓度不少于1µg/µl，而且必须告知缓冲液成分及对
应浓度。
9.如属蛋白分子量测定样品，蛋白纯度应>90%，蛋白
量需5µg以上，浓度不少于1µg/µl， 且需要告知缓冲
液成分及对应浓度。
10.如属需要富集的修饰分析样品，应加大送样量，每次
富集至少需要1mg蛋白量、若进行分组，则所需蛋白
量 为 1mg×组 分 数 ， 如 用 HPLC分 10个 组 分 则 需
10mg。若提供富集后的肽段，总量不少于1µg。
11.多肽类溶液样品，浓度需大于50 fmol/µl，样品体积
不低于10µl，对于成分复杂的样品，要保证消化前蛋
白含量不小于50µg。肽段溶液的液体成分要提供，如
其中盐离子浓度等。

2.客户感兴趣的2-DE差异点，尽可能地将点全部挖出
来；如果一个样品跑了平行胶，建议客户将平行胶上相
对应的需要鉴定的点全部挖出来以保证良好的鉴定结
果；对于两个或多个差异点挨得很近的情况，挖点时要
小心点，在尽可能多的取得感兴趣点的同时，要注意避
免挖到临近点，这一点在有高丰度蛋白存在的情况下尤
其要注意！
3.SDS-PAGE一维电泳胶图看到的单一条带，它可能
是单一蛋白，也可能是某些分子量相同的蛋白混合物。
因此，在客户不确定该条带内蛋白种类的情况下，建议
客户选择胶条鉴定，以保证尽可能多地鉴定出该条带里
的蛋白。
4.如果样品中有毒性或腐蚀性的物质，必须事先声明。
5.如果样品为病原性微生物，或具侵染性的病变组织则必
须灭活后送样。
6.若样品已经过处理，请注明处理的过程及使用的试
剂。为保证实验效果，请务必告知最终的缓冲液成分，
尽量不要有SDS、强离子盐等。样品中应不含核酸、脂
类、多糖等影响分离效果的成分。
7.如果样品材料具有特殊性请备注说明，如具有很厚的
荚膜、容易氧化等等。
8.客户需要特殊的处理方法，请备注说明。
9.如果样品或其类似物曾在本单位做过或有文献报道，
请提供有关信息。检测样品如果为重组表达的融合蛋白，
最好提供其可能的氨基酸序列。

12.在细胞器蛋白质组学方面，提取细胞器或亚细胞器的
工作在原则上金开瑞不予处理，由客户自行提取后送
样，蛋白沉淀量在1mg以上；特殊情况可与销售人员
具体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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