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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血清 TMT 标记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鹰嘴豆芽异黄酮对骨质疏松模型大鼠的作用

文题释义：
TMT标记定量：提取样品中的总蛋白并酶解为多肽，多肽N-term以及末端Lysine侧链基团的游离氨基能够与TMT标签进行共价结合，从而

使每条多肽都带上至少一个TMT标签；不同TMT标签具有相同的分子质量，但是却有不同的同位素分布，通过检测标记的丰度，测算该多

肽在对应样品中的相对含量。TMT最高可同时标记 16 (8) 组不同的生物样品，显著提高了实验通量，降低了定量误差，可发现更细微的生

物学差异。

鹰嘴豆芽异黄酮：由鹰嘴豆种子发芽后通过大孔树脂吸附、乙醇提取、洗脱、干燥等工艺等获得，主要包括鹰嘴豆芽素A、芒柄花素、芒

柄花苷和鹰嘴豆芽素-7-葡萄糖苷等异黄酮活性成分。

摘要

背景：在既往研究中发现鹰嘴豆芽异黄酮对于雌激素缺乏导致的骨质疏松症有防治作用，但其作用机制未做进一步研究。

目的：通过血清差异表达蛋白表达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探讨鹰嘴豆芽异黄酮对去势大鼠骨质疏松的防治机制。

方法：27只10周龄雌性SD大鼠，分为模型组、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和假手术组，每组各9只。模型组和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以双

侧卵巢切除方式建立骨质疏松症模型。造模1周后，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予以鹰嘴豆芽异黄酮300 mg/(kg·d)灌胃，假手术组和模型

组予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灌胃，1次/d。连续灌胃3个月后，应用串联质谱标记(TMT)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对各组实验动物血清进行蛋白质

组学分析，筛选出差异蛋白，并进行GO功能和KEGG通路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同模型组对比可筛选出21个差异蛋白，其中包括信号传导通路蛋白及脂代谢相关蛋白等；②差异

蛋白通过GO功能富集分析发现其多与脂质的代谢及转运调控相关；③差异蛋白通过KEGG通路富集分析发现胆固醇代谢和蛋白酶体显著富

集，其可能通过参与Wnt-β-catenin、RANKL/RANK/OPG等重要通路，调节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分化；④结果提示，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血

清中多种脂蛋白及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可能通过多种信号通路调控共同作用，发挥防治骨质疏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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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绝经后女性较为多发的疾病

[1]
，其

发病原因是因绝经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内环境产生变

化，如免疫失调
[2]
、氧化应激反应增加

[3]
、骨代谢异常等

[4-5]
。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带来的影响主要有骨微结构破坏、骨量减

少、骨骼脆度增加及易骨折等
[6-7]

。中国为骨质疏松症的高

发区域，在中国 60 岁以上的女性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发

病率显著增加
[8]
。近期研究表明，民族医药对于骨质疏松症

有积极的疗效
[9]
。

鹰嘴豆属豆科鹰嘴豆属，是一年生食用类豆类作物，其

栽培面积在豆类作物中居世界上第三位。因鹰嘴豆喜长日照、

抗旱抗寒耐贫瘠、对土壤要求不严等种植等特点，新疆成为

中国鹰嘴豆的主要产地，其栽培面积占到全国的 86%。因鹰

嘴豆含有优质蛋白、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必需的微量

元素，新疆当地居民也将其作为一种日常食物
[10-11]

；同时也

是一味新疆民族药和传统中药。研究已证实鹰嘴豆具有抗癌、

抗病毒、治疗糖尿病、降血脂、降血糖等活性
[12]
，推测与其

异黄酮类活性成分密切相关。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发现，鹰嘴

豆芽异黄酮还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13]
，有助于防治心脑血

管疾病和慢性炎性疾病
[14]
。鹰嘴豆芽异黄酮由鹰嘴豆的发芽

产物鹰嘴豆芽中分离提取获得，能够高效富集异黄酮类化合

物。在作者前期研究中，通过应用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人乳

腺癌细胞系 (MCF-7) 发现其具有天然雌激素调节剂的功能
[15]
，

并且在动物实验中证实其对于雌激素缺乏导致的骨质疏松症

有防治作用
[16]
，但机制尚未阐明。

血清中含有骨代谢及骨发育相关的多种重要蛋白，其可

能不易从发育成熟的骨组织中获得，但它们可能是鹰嘴豆芽

异黄酮干预骨质疏松的重要靶点。此次研究通过 TMT(Tandem 

masstag) 标记联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LC-MS/MS) 技术研究

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去势大鼠血清的蛋白表达。通过对血清

差异表达蛋白表达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17-18]

，探讨鹰嘴豆芽异

黄酮对去势大鼠骨质疏松防治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分子机

Abstract
BACKGROUND: In previous studies, isoflavones extracted from chickpea sprouts have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n osteoporosis caused by estrogen 
deficiency.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has not been clarified.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isoflavones extracted from chickpea sprouts to prevent and treat osteoporosi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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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筛选差异表达的蛋白，

筛 选 标 准：Student’s t-test 的 P < 0.05 且 差 异 倍 数 (FOLD 

CHANGE) ≤ 0.83 或差异倍数≥ 1.2。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5-8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研究院、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10 周龄清洁级雌性 SD 大鼠 27 只，购自新

疆医科大学鲤鱼山校区实验动物中心。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号：SCXK( 新 )-2018-0002。动物饲养在温度 16-22 ℃、湿度

(55±3)% 和 12 h 光照黑暗交替的环境中。

该研究获得新疆医科大学动物伦审委员会批准 ( 编号：

IACUC-20190105-01)。实验过程遵循了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

《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指南共识》和本地及国家法规。

实验动物在麻醉下进行所有的手术，并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

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

1.3.2   实验药物、试剂和仪器   鹰嘴豆芽异黄酮由中科院新

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资源化学课题组提供，主要成分：鹰嘴豆

芽素 A、芒柄花素、芒柄花苷和鹰嘴豆芽素 -7- 葡萄糖苷；

BCA蛋白定量试剂盒 (中国碧云天 )；去高丰度蛋白试剂盒 (美

国 Hercules 公司 )；TMT 标记试剂盒、nano-UPLC 液相系统、

Q Exactive HFX 质谱仪 ( 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
1.4   实验方法   

1.4.1   动物分组、造模及给药   27 只 10 周龄清洁级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9 只 )、模型组 (9 只 ) 和鹰嘴豆芽异

黄酮给药组 (9 只 )。术前以 2% 戊巴比妥钠按照 40 mg/kg 予

以腹腔注射麻醉。依据文献方法通过背侧入路对模型组和鹰

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完成双侧卵巢切除术建立骨质疏松

症模型
[19]
。术后予以头孢呋辛钠50 mg/kg皮下注射预防感染。

造模后动物恢复 1 周。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灌胃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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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芽异黄酮 300 mg/(kg·d)，1 次 /d，模型组及假手术组予以

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1 次 /d，共计饲养 12 周。实验动物

术后及饲养周期内无动物出现死亡，满足后续实验要求。 

2   结果   Results 
2.1   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   在 3 个实验分组中共鉴定到 1 814

个蛋白质。以统计方法中所提到差异蛋白的筛选标准，对各

组间差异表达蛋白进行比较。模型组与假手术组相比，存在

差异的蛋白有 60 个，其中上调蛋白 15 个，下调蛋白 45 个；

模型组与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相比，存在差异的蛋白有 21

个，其中上调蛋白 7 个，下调蛋白 14 个。鹰嘴豆芽异黄酮

给药组与模型组存在的差异蛋白见表 1，同时查询到此蛋白

在假手术组的表达。蛋白质定量结果以火山图形式展示，见

图 1，2。

2.2   差异蛋白 GO 功能富集分析   

2.2.1   模型组与假手术组 GO 功能富集分析   结果显示：差异

表达蛋白主要分布在胞内、膜外、胞外等区域；主要包含脂

蛋白、整合素复合物等；具有脂肪酶抑制、细胞基质黏附介质、

结合等分子功能；参与小分子与有机酸代谢、脂蛋白清除等

功能。见图 3。

2.2.2   模型组与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 GO 功能富集分析   结

果显示：差异表达蛋白主要分布在胞内、细胞器、膜外、胞

外等区域；主要包含脂蛋白、信号肽复合物、蛋白酶复合物

等细胞组分；具有脂肪酶抑制、细胞基质黏附、催化、外切

酶、结合等分子功能；并参与胆固醇运输、脂蛋白清除、磷

脂外流与代谢、脂质定位、小分子与有机酸代谢、应激反应、

核转运、内吞等生物过程，见图 4。

2.3   差异表达蛋白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2.3.1   模型组与假手术组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显示其中

富集程度最高的有：代谢信号转导通路，胆固醇代谢通路，

谷胱甘肽代谢，细胞色素 P450 对外源性物质的代谢，柠檬

酸循环 (TCA 循环 ) 等，见图 5。

2.3.2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与模型组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显示其中富集程度最高为胆固醇代谢，其他均为神经系

统相关性疾病，见图 6。

3   讨论   Discussion
前期研究中已经发现鹰嘴豆芽异黄酮可以显著减弱卵巢

切除大鼠的骨质流失，改善骨重建相关指标如增加骨密度、

骨体积 / 组织体积和骨小梁厚度，降低骨小梁间距和破骨细

胞数量
[16]
。另外，大量动物实验已经报道了异黄酮类植物雌

激素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积极作用，如 ISHIMI 等 [20]
利

用卵巢切除小鼠模型发现染料木素 (0.7 mg/d 皮下注射 ) 在

骨质和骨髓中能发挥类雌激素功能，不仅修复了骨髓内成骨

祖细胞 - 间充质干细胞的功能，还有效防止骨损失。另外，

利用卵巢切除大鼠模型，研究者分别给予刺芒柄花素或染料

木素等，结果发现显著地提高了去势雌性大鼠骨小梁面积，

并抑制了骨转换率
[21]
。此次研究通过对大鼠血清 TMT 标记

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鹰嘴豆芽异黄酮防治雌激素缺乏

的骨质疏松症作用可能与一些差异蛋白相关，通过对这些差

异蛋白的生物学功能分析，进而推测其作用机制。

组织工程实验动物造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建立骨质疏松症模型，探讨鹰嘴豆芽异黄酮对去势大鼠骨质疏

松的防治机制

选择动物的条件 10 周龄清洁级雌性 SD 大鼠

模型与所研究

疾病的关系

卵巢切除大鼠模型是研究雌激素缺乏导致的骨质疏松症的经典

方法

造模技术描述 以 2% 戊巴比妥钠按照 40 mg/kg 腹腔注射麻醉大鼠，通过背侧

入路完成双侧卵巢切除术建立骨质疏松症模型
[10] 

动物数量及

分组方法

27 只 SD 大鼠随机分组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鹰嘴豆芽异黄酮

给药组，每组 9 只

造模后实验

观察指标

①大鼠血清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②差异蛋白GO功能富集分析；

③差异表达蛋白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造模后动物处理 干预 3 个月后，麻醉后处死动物，腹主动脉采血进行后续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 究 获 得 新 疆 医 科 大 学 动 物 伦 审 委 员 会 批 准 ( 编 号：

IACUC-20190105-01)

1.4.2   分离血清和贮存   连续干预 3 个月后，以 2% 戊巴比妥

钠按照 40 mg/kg 剂量注射麻醉后处死动物，腹主动脉采血， 

4 000 r/min 离心 15 min 后分离血清，-80 ℃冰箱冻存。在蛋

白制备时将每组 3 个大鼠血清混合为 1 个样品用于后续检测。

1.4.3   样品制备   取适量血清样品，去除高丰度蛋白后，使

用 BCA 蛋白分析试剂盒测定蛋白浓度，丙酮沉淀蛋白。取适

量进行胰蛋白酶酶解，肽段定量。按照 TMT 标记试剂盒说

明书对每份样品 (100 μg) 进行同位素标记。标记肽段脱盐并

分为 12 馏分分级后，进行真空干燥，于 -80 ℃保存。

1.4.4   nanoLC-MS/MS 检测   处理后的馏分通过纳升 UPLC 

(EASY-nLC1200) 和带有电喷雾离子源的 Q Exactive HFX 质谱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进行检测。每个样品取约 2 μg 总肽

经 nano-UPLC 液相系统 EASY-nLC1200 进行分离后，联用配备

纳升离子源的质谱仪 (Q Exactive HFX) 进行数据采集。

1.4.5   蛋白质鉴定与定量分析   原始数据文件使用 Proteome 

Discoverer 软 件 (PD)(version 2.4.0.305, Thermo FisherScientific)

及内置的 Sequest HT 搜索引擎进行搜库分析。其中蛋白质

数据库为 uniprot-Rattus norvegicus-10116-2021-8。蛋白定

量方法为 Unique peptide+Razor peptide，酶解时最大允许

漏切的数目为 2，可变修饰有 Acetyl/+42.011Da(N-Terminus) 

Oxidation/+15.995Da(M)， 固 定 修 饰 有 Carbamidomethyl/+ 

57.021Da(C)TMT 6 plex(K)，TMT 6 plex(N-term)，可信度肽段

的筛选标准≤ 0.01。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大鼠血清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②差异

蛋白 GO 功能富集分析；③差异表达蛋白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1.6   统计学分析   利用统计学方法筛选差异表达的蛋白，差

异表达蛋白筛选标准：Student’s t-test 的 P < 0.05 且差异倍数

(FOLD CHANGE) ≤ 0.83 或差异倍数≥ 1.2。文章的实验统计学

方法已通过新疆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教研室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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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中筛选得到的差异蛋白中存在着多种脂代谢调

控途径相关蛋白，如载脂蛋白 A2 和 C2 等。载体蛋白 A2 是

载脂蛋白 A 家族成员，是血浆血脂蛋白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关

键成分，其负责将胆固醇运输至肝脏，其高表达可降低血中

三酰甘油水平
[22]
。载脂蛋白 C2 是脂蛋白 C 蛋白家族成员，

在富含三酰甘油脂蛋白颗粒和高密度脂蛋白之间循环，血清

载脂蛋白 C2 水平升高可以降低三酰甘油水平
[23-24]

。已有实

验证实三酰甘油的升高导致脂代谢紊乱，引发骨质疏松。例

如，肥胖模型大鼠的股骨和胫骨的骨小梁参数和骨密度较正

常大鼠明显降低
[25]
。临床研究也表明三酰甘油水平升高会导

致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增加
[26]
。此次研究中模型

组的蛋白 P04638( 载脂蛋白 A2)，蛋白 G3V8D4( 载脂蛋白 C2)

均低于假手术组，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干预后，上述两种

蛋白与模型组相比，表达显著增高 ( 见表 1)，推测鹰嘴豆芽

异黄酮可能通过调节脂代谢作用对抗骨质疏松疾病。模型组

和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进行 GO 和 KEGG 通路富集结

果显示，胆固醇代谢途径差异性复富集量最大，查询其映射

到该通路的差异表达蛋白对应的基因为 apoa2，apoc2，与蛋

白质差异分析一致 ( 见图 6)，证实了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骨

质疏松症的脂代谢调控途径。

差异蛋白同时筛选到与成骨分化调控相关的重要蛋白，

如蛋白 Q9WUQ4，即分泌型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
[27]
。已有

研究证实分泌型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能提高大鼠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的迁移活动能力及成骨分化能力
[28]
，具有促进骨重

建作用
[29]
。在此次研究中，蛋白 Q9WUQ4 在鹰嘴豆芽异黄

酮给药组高表达，提示其潜在的成骨分化调控功能；同时，

差异蛋白筛选和 GO 分析富集到差异蛋白 Q5U2S7，即蛋白

酶体 26S 亚单位。26S 蛋白酶体是真核细胞中蛋白质降解的

调控的主要蛋白酶体，其与泛素、泛素化相关酶共同构成的

泛素 - 蛋白酶体系统
[30]
，可参与 Wnt 信号通路对 β-catenin

的降解调控
[31-32]

，在骨质疏松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功

能
[33-34]

。已有研究发现，异黄酮类植物雌激素可通过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途径促进成骨分化

[35-36]
。此次研究中，蛋

白 Q5U2S7 表达在鹰嘴豆芽异黄酮用药组显著降低，且与模

型组及假手术组产生显著差异性 ( 见表 1)，提示鹰嘴豆芽异

黄酮通过泛素 - 蛋白酶体的骨保护作用调控的信号通路，为

后续进一步机制研究提供了思路。

蛋白差异分析中也富集到炎性相关的差异蛋白。如蛋白

F8QYX0，即嗜铬粒蛋白 A，其在体内环境中的表达与炎症呈

正相关
[37]
，可间接体现体内炎症水平。而炎性因子可通过刺

激间充质干细胞及多核巨细胞，使破骨细胞分化因子 (RANKL)

和集落刺激因子 (M-CSF)表达增加，骨保护素 (Osteoprotegerin，
OPG) 的表达减少，增加骨吸收

[38]
，是引发破骨细胞激活或

分化导致骨质疏松的关键因素
[39]
。此次研究中嗜铬粒蛋白 A

在模型组表达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而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

后，同模型组比，显著降低了 F8QYX0 蛋白的表达 ( 见表 1)，
提示鹰嘴豆异芽黄酮可能通过抑制炎性因子诱导的破骨细胞

调控途径实现的骨保护作用。

从 KEGG 通路富集结合 GO 分析可见，在鹰嘴豆芽异黄

酮与模型组的差异性比较中，胆固醇代谢途径富集量最大

( 见图 6)。由于骨代谢与脂代谢之间存在着多种调控通路，

如 PPARγ 通 路、Wnt/β-catenin 通 路、Notch 通 路、RANKL/
RANK/OPG 通路、氧化应激等，这些调控通路可能作为治疗

骨质疏松的潜在靶点。另外，KEGG 通路富集到的途径包括

一些神经系统相关疾病信号通路，如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

症等疾病相关通路，通过其映射蛋白来看，此类神经系统疾

病可能与泛素 -蛋白酶体系统调控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以血清作为研究对象最大的特

表 1 ｜假手术组、模型组以及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差异蛋白统计
Table 1 ｜ Statistic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model group and chickpea sprout isoflavone group

蛋白编号 蛋白名称 各组相对定量的平均值 模型组 vs.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

假手术组 模型组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 差异倍数 P 值

D3ZW08 Adenylosuccinate lyase 54.20 70.26 34.36 2.04 0.000 3
P04638 Apolipoprotein A- Ⅱ 942.90 658.83 1 341.33 0.49 0.001 7
M0RAB8 Ig-lik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76.10 118.83 24.33 4.88 0.002 6
B2RYK9 Dmkn protein 105.36 84.20 192.20 0.44 0.002 8
G3V8D4 Apolipoprotein C- Ⅱ 1 888.46 860.40 2 140.60 0.40 0.004 2
A0A0G2JZS9 Ig-lik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102.33 54.40 152.26 0.36 0.014 7
A0A0G2K8C6 Uncharacterized protein 175.16 41.26 134.90 0.31 0.016 0
P57756 Ficolin-2 47.63 45.86 91.63 0.50 0.017 0
P20767 Ig lambda-2 chain C region 550.76 393.63 577.40 0.68 0.020 2
P19939 Apolipoprotein C- Ⅰ 6 788.23 1 932.03 5 487.30 0.35 0.020 6
G3V8U9 Proteasome subunit beta 281.30 178.23 253.10 0.70 0.024 2
Q920A6 Retinoid-inducible serine carboxypeptidase 86.33 63.16 113.80 0.56 0.024 9
F8QYX0 Chromogranin A 209.93 293.60 176.43 1.67 0.025 4
Q5M7V3 LOC367586 protein 1 136.50 868.36 1 330.93 0.65 0.029 1
D4A4K4 Vacuolar protein sorting 13 homolog C 39.86 45.40 19.23 2.36 0.031 3
Q9WUQ4 Secretory leukocyte protease inhibitor 171.00 102.33 196.33 0.52 0.040 0
P17764 Acetyl-CoA acetyltransferase, mitochondrial 247.03 117.73 46.86 2.51 0.040 1
F7EY63 L-selectin 46.63 60.46 95.50 0.63 0.043 0
D4ACQ4 RCG36219 40.10 27.53 94.13 0.29 0.043 5
F1MAE7 Ig-lik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192.86 119.33 64.96 1.84 0.048 0
Q5U2S7 Proteasome (Prosome, macropain) 26S subunit, non-ATPase, 3 177.93 144.60 74.90 1.93 0.0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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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红色为显著上调的差异蛋白，蓝色为显著下调的差异蛋白，

灰色为非显著差异蛋白

图 1 ｜模型组 / 假手术组大鼠血清蛋白质定量结果

Figure 1 ｜ Serum prote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图注：图中红色为显著上调的差异蛋白，蓝色为显著下调的差异蛋白，

灰色为非显著差异蛋白

图 2 ｜模型组 /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大鼠血清蛋白质定量结果

Figure 2 ｜ Serum prote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hickpea sprout isoflavone group

图注：图中横坐标为 GO 生物功能注释分组，纵坐标为映射的差异表达

蛋白个数，红色表示 BP( 生物过程 )，绿色表示 CC( 细胞组分 )，蓝色表

示 MF( 分子功能 )
图 3 ｜模型组 / 假手术组 GO 功能富集分析

Figure 3 ｜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gene ontology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图注：横坐标为富集程度值，纵坐标为 KEGG 通路信息，圆圈的大小表

示映射通路的差异表达蛋白个数

图 5 ｜模型组 / 假手术组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Figure 5 ｜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图注：图中横坐标为 GO 生物功能注释分组，纵坐标为映射的差异表达

蛋白个数，红色表示 BP( 生物过程 )，绿色表示 CC( 细胞组分 )，蓝色表

示 MF( 分子功能 )
图 4 ｜模型组 /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 GO 功能富集分析

Figure 4 ｜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gene ontology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hickpea sprout isoflavone group

图注：横坐标为富集程度值，纵坐标为 KEGG 通路信息，圆圈的大小表

示映射通路的差异表达蛋白个数

图 6 ｜模型组 / 鹰嘴豆芽异黄酮给药组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Figure 6 ｜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hickpea 
sprout isoflavon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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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血清中含有骨重建及骨代谢中一些关键蛋白，是成熟

的骨组织不易获取的，尤其是一些外泌蛋白；并且，血清取

材具有处理简单、不易污染等特点；但同时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血清中富集的差异蛋白数量有限，可能不能富集到骨组织

特异表达的蛋白，导致富集到的代谢途径全面性有所限制。

骨组织中特异表达蛋白及相关通路的作用机制仍需结合体内

外实验进一步完善来说明。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通过 TMT 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

及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鹰嘴豆芽异黄酮干预去势大鼠的血

清蛋白质组学差异，发现其可能通过干预血清中脂蛋白、成

骨分化及破骨途径的调控，参与胆固醇、泛素 - 蛋白酶体及

炎性因子介导的脂代谢和骨重建，进而起到对骨质疏松的防

治作用。该研究为鹰嘴豆芽异黄酮防治雌激素缺乏的骨质疏

松的进一步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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