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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通过毛细管区带电泳与质谱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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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MS/MS）和其他分析手段对多个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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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ZE-MS/MS 对上皮细胞富集和间富集的乳腺组织之间代谢差异的分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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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对癌症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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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因子的研究却很少。
因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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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过 CZE-MS/MS 分析得到的脂肪细胞富集和上皮细胞富集主要差异
代谢物的通路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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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肿瘤治疗方法，
逆转代谢重编程。
本次研
{N
èê)*ëí
!"#$%&'%& ìî!
ïâ
tUu1)*ÄMNUÅ'ÇÉAB
stUu1v:wxygz{23|
究通过CZE-MS/MS分析在5个不同的乳腺癌模
ñó1òôBöõ4úùûü†°ùûü†¢£§•°
TUÑ@1FGyz{Ö(ÜáàD
}1~!FG'>?ABTUR23s
型中
（PyMT、PyMT-DB、Wnt1、Her2/neu和
¶ß®©°™´¨"≠ß´Æ
R Ø∞¢†±≤≥¥µ∂H≠
âpä123cdãå'çéFGyz
C3-TAg）
显著上调/下调的代谢物，
最终确定有

./012LM>?<=N6FO@P(D+

( E*+ FG !"#$%&'%& @AHI6JK/0123-

tUu1)*ÄMNUÅ'ÇÉAB

./012LM>?<=N6FO@P(D+

∑H1FGh'∏π∫ª(Üá)*B
助于研究癌症进展或对治疗反应的关键代谢物、
{N
èê)*ëí
!"#$%&'%& ìî! ï â
TUÑ@1FGyz{Ö(ÜáàD
代谢途径，
甚至是新的肿瘤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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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组组织中具有显著差异的所有代谢物的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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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结果
正常乳腺组织主要由脂肪细胞组成，而乳腺

仪器条件：

肿瘤中上皮细胞明显较多，间质较少。为了验证

CMP Scientific ECE-001 型毛细管电泳

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代谢物的差异反映了这些

仪。EMASS-II 型 CE-MS 联用离子源（CMP

组织代谢的实际差异，而不是这些组织内细胞的

Scientific，P/N: EM3001-T）。38cm 裸管。

异质性引起的不同细胞类型的代谢物不同。本研

背景电解质：0.5% 乙酸。鞘流液：0.5% 甲酸和

究利用快速和分离效率高的 CZE-MS/MS 对

10% 甲醇。

肿瘤组织的上皮细胞和基质进行代谢组学分析，

实验方法：

共检测到 1365 种代谢物，只有 48 种代谢物
在上皮细胞和基质富集的组织之间存在显著差

电喷雾喷针开口：25µm。喷针至质谱
距离：2.0mm。毛细管出口端至喷针尖端

异（图1）。在48种代谢物中，28 种在上皮富集

距离：0.3mm。电喷雾电压：1.2kV。分离电

组织中较高，20 种在基质富集的组织中含量较

压：16.6kV。样品进样量： 26nL。

高。在 28 种上皮富集的代谢物中，大多数是
氨基酸、脂质和核苷酸代谢物。48 种代谢物占

质谱参数：

在CZE-MS/MS实验中检测到的代谢物的不到

质谱采集模式：DDA。扫描范围：100-

5%（图2，图3)，这表明正常和肿瘤组织之间的

500m/z。分辨率：70,000。

大多数代谢物差异不是由于细胞异质性引起，而

样本制备;

是癌症发展的代谢变化导致的。

总结

CE-MS分析样本：将脂肪垫和乳头组织均
质后，使用 500µL 冷乙腈水（80：20 v/v）加

采用基于 EMASS-II 型 CE-MS 联用

入 20mg 组织中，剧烈震摇 2 分钟，高速离

技术的毛细管区带电泳与质谱联用（CZE-MS/

心，取上清液在真空浓缩器中干燥保存至分析。

MS）平台及其他分析技术，发现了由一系列致癌
基因诱导的乳腺肿瘤的独特代谢特征。通过比
较由特定致癌基因诱导的肿瘤模型的代谢物谱，
可以确定由每个致癌基因所调节的不同代谢通
路，为研究乳腺癌过程中癌基因激活和代谢通路
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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