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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浆差异蛋白
稳定型心绞痛患
者血浆差异蛋白的
的筛选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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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稳定型心绞痛（SAP）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浆中差异表达的蛋白质组，
筛选可能与 SAP 诊断密切相关的血浆生
物标记物。方法 采集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SAP 血浆标本 60 例，
另收集体检科收集的血浆标本作为正常对照组(n=60)。
下面不变，
做凝胶电泳是将各组的血混合的做实验的。取 SAP 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空腹血浆标本各 20 例（各 100 mL），
分别等
量混合成 2 组样本，
去除血浆高丰度蛋白后，
利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进行蛋白分离，
经差异软件分析后，
挖取变化 2 倍以上的差
异蛋白质点，
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飞行时间质谱对差异蛋白点进行鉴定。每组随机各取 40 例样本，
选取差异
蛋白血红蛋白δ亚基进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验证。结果 SAP患者与健康人血浆相比较，
筛选出表达量差异2倍以上的差异蛋白
共 7 种，
表达上调的蛋白包括血清白蛋白、
血红蛋白α亚基和血红蛋白δ亚基；
表达下调的蛋白包括载脂蛋白 L1、
载脂蛋白 C3、
载
脂蛋白 E 和补体 C4-B。ELISA 验证结果表明血红蛋白δ亚基在 SAP 组样本中表达上调，
与双向凝胶电泳结果一致。结论 血浆
血红蛋白δ亚基有可能成为稳定型心绞痛早期筛查及诊断的特异性生物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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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lasma proteome between patients with stable
angina pectoris (SAP) and healthy donors to identify the bio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of SAP. Methods Plasma samples from
60 patients with SAP and 60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Twenty samples (100 mL each)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group were pooled and after removing high-abundance proteins from the pooled plasma, 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2DE) was performed to isolate the total proteins. The protein spots with more than 2-fold changes were selected after 2D
analysis using software, an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by MALDI-TOF/TOF mass spectrometer.
ELISA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hemoglobin subunit delta (HBD) levels in 40 randomly selected samples from each group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2DE. Results A total of 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were found in plasma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SAP, including 3 up-regulated proteins (serum albumin, hemoglobin subunit alpha and hemoglobin subunit
delta,) and 4 down-regulated ones (apolipoprotein L1, apolipoprotein C3, apolipoprotein E and complement C4-B). ELISA
results showed that HBD level was increased in SAP plasma,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2DE.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SAP have different plasma protein profiles from those of healthy controls, and HBD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specific bio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SAP.
Keywords: stable angina pectoris; plasma; biomarker; proteomics;two 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冠心病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的第1大死亡病因［1］。研
究表明，
约半数以上的冠心病患者出现心绞痛（AP）的
临床症状［2］。研究显示SAP病人平均年死亡率仅为2%
~3%［3］，
在临床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
有些SAP
患者也同样会进展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危害性更加严
重。目前，
对于SAP的临床诊断除了患者的主观症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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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方法主要是：
心电图、
心电图负荷试验、
冠
述外［4］，
状动脉造影、
二维超声心动图和CT冠状动脉成像术等，
其中冠脉血管造影是诊断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有
效手段，
但是具有创伤性。因此，
探讨用于SAP早期筛
查、
鉴别诊断及预后判断的特异性生物标记物，
将是一
种更加便捷的途径。
早前诸多学者进行动物实验证实了正常动物与冠
心病模型动物之间存在差异蛋白的表达［5-6］。在冠心病
心绞痛发病的病理状态下，
人体的组织或细胞会分泌一
些特异性蛋白进入血液，
导致血浆蛋白在结构和数量上
的改变，
这些蛋白信号或许可以作为对疾病进行早期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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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生物标记物［7-8］。相比于 UAP，
SAP 的病理生理过程
更为稳定，
其血浆蛋白成分检测更具有可重复性。目前
SAP 相关的血浆生物标记物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
对 SAP 患者进行血浆/血清蛋白质组学研究将
为筛查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奠定基础。
本研究采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分离SAP患者及健
康对照组血浆蛋白质组，
分析比较两组间的差异蛋白质
之后，
对这些差异蛋白进行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
行时间/飞行时间质谱鉴定，
选取可疑的蛋白进行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验证，
为进一步筛选SAP特异性血浆生物
标记物提供实验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浆由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心血管内科提供，
健康对照组血浆由南方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健康管理科提供，
所有实验标本来源的病
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甲叉双丙烯酰胺、
丙烯酰胺、
尿素、
硫脲、
甘氨酸、
溴酚蓝、
N-三羟基氨甲烷、
CHAPS、
苯甲基磺酰氟、
十二烷基磺酸钠、二硫苏糖醇、
碘乙酰
胺、
考马斯亮蓝G-250 、
三氟乙酸、
质谱级α-氰基-4-羟基
苯 丙 烯 酸 和 ProteoPrep Blue Albumin and IgG
Depletion Kit均购自Sigma公司；
2-D clean up kit除盐
试剂盒、2-D Quant kit 蛋白浓度检测试剂盒、固相化
24 cm 干胶条（pH 3-10，
NL）及其它双向电泳试剂均购
自 GE 公司。质谱级胰蛋白酶（Promega）、
色谱级乙腈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人血红蛋白δ亚基ELISA试
剂盒（CUSABIO）；
其他试剂为国产分析纯；
实验用水为
ELGA Utrapure water 系统制备的 18.2 MΩ的超纯级
水。IPGphor 等电聚焦仪、DALT Six 电泳仪、Image
scanner Ⅲ光密度成像系统和Spot Picker自动切胶系统
均购自GE公司，
真空干燥仪购自Chaist公司，
ABI 4800
基 质 辅 助 激 光 解 吸 飞 行 时 间 质 谱 仪 购 自 Appied
Biosystem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处理前加了一段样品的分组 采集南方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SAP 血浆标本 60 例，
另收集体检科
收集的血浆标本作为正常对照组（n=60）。随机取 SAP
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空腹血浆标本各 20 例（各 100
mL），
分别等量混合成 2 组样本，
去除血浆高丰度蛋白
后，
利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进行蛋白分离，
经差异软件
分析后，
挖取变化 2 倍以上的差异蛋白质点，
利用基质
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飞行时间质谱对差异蛋白
点进行鉴定。每组随机各取 40 例样本，
选取差异蛋白
血红蛋白δ亚基进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验证。
1.2.2 血浆样品的预处理 首先利用 ProteoPrep Blue
Albumin and IgG Depletion Kit、去除血浆样品中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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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等高丰度蛋白（实验步骤按照试剂盒
操作说明书）。然后，
利用 2-D Clean-up Kit 除去盐、
脂
肪、
多糖等干扰双向电泳的物质（实验步骤按照试剂盒
操作说明书）。接着，
用2-D Quant Kit进行蛋白浓度测定
（实验步骤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书），
分装后冻存于-80 ℃
冰箱待用。
1.2.3 双向凝胶电泳 取 400 μg 蛋白样品与水化液混
合，
总体积共 450 μL 上样到 24 cm IPG 胶条（pH 3-10，
NL）上，
然后，
将胶条槽置于 EttanTM IPGPhor 进行第一
向等电聚焦电泳，
在20 ℃条件下按以下设定程序进行：
30 V，12 h；100 V，1 h；1000 V，gradient 1 h；8000 V，
gradient 2 h；8000 V，50 000 Vh；500 V，Hold。等电聚
焦结束后，取出 IPG 胶条，在进行第二向电泳 SDSPAGE 前，对 IPG 胶条依次用二硫苏糖醇 SDS 平衡液
（DTT 10 g/L）和碘乙酰胺SDS平衡液（碘乙酰胺30 g/L）
进行平衡，
每次各15 min。用EttanTM DALT Six电泳仪
进行第二向电泳，
将平衡好的IPG胶条放置于12.5%的
聚丙稀酰胺胶的上端，
用低熔点琼脂糖进行封胶。设置
恒定功率，
每张胶 3 W，
电泳 45 min，
然后，
恒定功率每
张胶17 W进行电泳，
直至溴酚蓝移至凝胶的底部时停止
电泳。接着，
采用胶体考马斯亮蓝染色法进行凝胶染色。
1.2.4 胶图扫描及图像分析 考马斯亮蓝染色后的凝胶
用Image Scanner的LabScan软件以数字模式进行透射
扫描，
胶图数据存储后，
采用Image master 2D Platinum
6.0 软件进行凝胶的蛋白点检测及匹配，
配合三维图象
及人工校对等方法，
以保证点检测及匹配的准确性。
1.2.5 蛋白胶内酶解及质谱鉴定 用Spot Picker自动切
胶系统将差异蛋白斑点从胶上切下，
置于 EP 管中。用
100 μL 30% ACN/100 mmol/L NH4HCO3脱色5 min，
反
复 3 次，直至将颜色脱尽。去上清，每管加 100 μL
100% ACN，
5 min后吸去。室温开盖放置约5 min，
待乙
腈挥发完全后加入2 μL胰蛋白酶（Trypsin）
（12.5 ng/μL），
然后将EP管置于4 ℃冰箱30 min，
使胶粒充分吸胀，
吸
去多余的胰酶。加入30 μL的50 mM NH4HCO3，37 ℃
水浴（14~16 h）。吸出胰酶酶解液，转移至新的 EP 管
中，
原管加入100 μL 60% ACN/0.1% TFA，
超声15 min，
吸出管内溶液，
加入到前次吸出的胰酶酶解液中，
重复3
次，
将全部吸出的液体（合并包括胰酶酶解液和超声萃取
后的溶液），
冷冻干燥后，
取1 μL含5 mg/mLCHCA 的基
质和样品蛋白混合，
并直接点样到清洁干燥的 MALDI
样品靶上。晾干形成结晶后，
将样品送入MALDI-TOF/
TOF质谱仪中，
经内标校正后，
进行激光轰击，
以获取肽
指纹图谱（PMF），
最后，
使用Mascot软件对蛋白的PMF
做数据库检索比对，
采用 MS/MS 二级质谱模式搜索数
据库Swissprot，
种属数据库为人类数据库。
1.2.6 ELISA验证 随机抽取40例SAP患者血浆（男性
20 例，
女性 20 例）及 40 例健康对照组血浆（男性 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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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20 例），
进行 ELISA 验证试验，
实验步骤按照操作
说明书，
具体步骤如下：
空白孔加样品稀释液100 μL，
余
孔分别加标准品或待测样品100 μL，
室温下摇床上孵育
2.5 h；
弃去液体并甩干，
用超纯水清洗板子四次，
每次尽
量甩干；
每孔加入 100 μL 带生物素标签的 HBD 一抗工
作液（100倍稀释），
室温下摇床上孵育1 h；
弃去液体，
用
超纯水清洗板子4次并甩干；
加入100 μL链亲和素-辣根
过氧化物酶耦合的缓冲液，
室温下摇床上孵育45 min；
弃
去液体，用超纯水清洗板子 4 次并甩干；加入 100 μL
TMB底物，
室温下摇床上避光孵育30 min；
依序每孔加
50 μL终止溶液，
终止反应；
加终止液后30 min内，
设置
多光谱微孔板阅读器为 450 nm 波长，
依序测量各孔的
光密度（OD值)；
最后，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并作图。
1.2.7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软件SPSS 17.0，
统计方法
为两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方差齐性检验用 Levene 检
验，
取α=0.05 为检验标准。所有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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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x±SE）来反映样本均数的离散趋势。
2 结果
2.1 SAP患者与健康对照血浆蛋白质双向电泳图谱
在相同条件下，
对蛋白质样品进行 3 次双向电泳，
利用 Image Master 2D Platinum 6.0 软件进行图像的灰
度校正、
蛋白点检测和匹配等分析，
比较后发现，
健康组
血浆和 SAP 组血浆平均蛋白质点数分别为 1426±65和
1512±52；并且以等电点 4 到 9，相对分子质量 40 000~
90 000 之间的蛋白斑点分布最多。根据蛋白质点表达
量与所有匹配蛋白质点表达量总和的比值大于 1.5，
且
同组3块胶图谱中都出现相同变化的蛋白点，
被视为是
差异蛋白质点，
共检测出 8 个差异蛋白质点，
表达上调
和下调的各 4 个。具体双向电泳图谱及差异蛋白点的
位置见图1。

Health control group
pH3

SAP group
10

pH3

10

图1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浆蛋白质的双向电泳图谱
Fig.1 2DE profiles of plasma proteome of SAP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对8个差异蛋白点进行胶内酶解后，
经过MALDITOF/TOF质谱分析，
大多数肽质量指纹图谱背景低，
峰
信号强。通过 Mascot 软件检索 SwissProt 数据库鉴定
蛋白质，
去除鉴定结果相同的蛋白点，
共鉴定出 7 种蛋
白质，
离子评分可信度均为 100%，
鉴定结果高度可信。

具体蛋白质搜库鉴定结果见表1。表达上调的蛋白包括
血清白蛋白、
血红蛋白α亚基和血红蛋白δ亚基（HBD），
表达下调的蛋白包括载脂蛋白L1、
载脂蛋白C3、
载脂蛋
白E和补体C4-B。图2展示的是HBD的PMF图谱。

表1 差异蛋白点的质谱鉴定结果
Tab.1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Accession No. (Swissprot)

Protein name

MW (×103)

pI

Ion score

Ratios (SAP/Control)

1

P02768

Serum albumin

71.3

5.92

96

2.38

2

P02768

Serum albumin

71.3

5.92

126

4.52

3

O14791

Apolipoprotein L1

44.0

5.60

163

-3.84

4

P02649

Apolipoprotein E

36.2

5.65

109

-2.16

5

P0C0L5

Complement C4-B

194.2

6.73

86

-2.27

6

P02656

Apolipoprotein C3

10.8

5.23

94

-3.89

7

P69905

Hemoglobin subunit alpha

15.3

8.72

83

3.27

8

P02042

Hemoglobin subunit delta

16.2

7.85

92

4.73

Spo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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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BD的PMF图谱
Fig.2 Peptide mass fingerprinting of the protein spot of HBD.

2.2 HBD 的ELISA验证
ELISA 实验结果经过统计学软件分析后，健康对
照组血浆 HBD 蛋白浓度约为 146.7±11.1 ng/mL，
但是
在SAP组浓度约491.2±20.2 ng/mL，
二者有统计学差异
（P<0.05）。实验结果表明，
HBD 在 SAP 患者组血浆中
上调大约3.4倍，
与蛋白质组学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3 讨论
第 1 个关于人类冠状动脉的蛋白质组学研究极为
简单，
利用健康和疾病的冠状动脉进行 2DE，
并对胶银
［9］
染，
在冠状动脉中发现铁蛋白轻链增加 ；
目前国外已经
［10-13］
初步阐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蛋白表达谱 。国内早期
有关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及心肌梗死的血浆蛋白质
组学研究已经有不少相关报道，
如类胰蛋白酶和C反应
［14-15］
蛋白等 ，
但是均缺乏特异性。然而，
对SAP的血浆蛋
白质组学却鲜有报道，
SAP的血浆差异蛋白谱也同样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通过双向电泳联合质谱技术，
对 SAP 患者
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浆差异蛋白质组进行研究，
得到了分
辨率高及重复性好的双向电泳图谱，
经过比较分析及质
谱鉴定，
最终鉴定出 8 个差异蛋白点，
去除结果相同的
蛋白，
共包含 3 种表达上调的蛋白及 4 种表达下调的蛋
白。表达上调的蛋白是血清白蛋白、
血红蛋白亚基α和
血红蛋白亚基δ；
表达下调的蛋白有载脂蛋白 C3、
载脂
蛋白 E、
载脂蛋白 L1 和补体 C4-B。这些差异蛋白均有
可能成为潜在的稳定型心绞痛的血浆生物标记物，
将有
助于对 SAP 进行早期筛选及诊断。依据这 7 种差异蛋
白的功能进行分类，
可以概述成三大类蛋白，
分别是急
性时相反应蛋白类、
载脂蛋白类和血红蛋白亚基类。

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可用来鉴别急性、
亚急性和慢
性病理状态，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病理损伤的性质、
程
度和范围。APR可分为正时相反应蛋白和负时相反应
蛋白。C-反应球蛋白、
α-1抗胰蛋白酶、
α-1 酸性糖蛋白、
血浆铜蓝蛋白、
结合珠蛋白、
补体C3、
补体C4和纤维蛋
白原等正时相反应蛋白，
其血浆浓度在炎症、
创伤、
心肌
梗死、
感染及肿瘤等急性反应期显著升高；
然而，
也存在
另外一类负相反应蛋白，
例如，
转甲状腺素蛋白、
白蛋白
［16］
及转铁蛋白等，
在急性反应期则出现显著降低 。本实
验差异蛋白中，
血清白蛋白和补体 C4-B 属于APR。在
SAP 病人组，血清白蛋白表达上调，补体 C4-B 表达下
调。而这两种蛋白与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的表达趋势是
相反的。由此推测，
SAP 属于冠心病的慢性进展期，
这
两种急性时相蛋白相反的变化趋势也可能是其慢性病
理状况的反映。因此，
血清白蛋白的上调联合补体C4B下调有可能会成为诊断SAP的生物标记物。
载脂蛋白的基本功能是运载脂类物质及稳定脂蛋
白的结构，
某些载脂蛋白具有激活脂蛋白代谢酶或者识
别受体等功能［17］。本实验结果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
SAP组患者血浆中载脂蛋白C3（ApoC3）、
载脂蛋白
E（ApoE）和载脂蛋白 L1（ApoL1）均发生明显下调。
ApoC3是一种脂蛋白脂肪酶（LPL）抑制剂，
血浆中高表
达 APOC3 除了可引起脂类代谢紊乱，
近年来还作为一
个独立的促炎角色被重新认识，
它不仅是冠心病的独立
风险因子，
而且与2型糖尿病、
高血压、
肥胖的发病风险
［18］
密切相关 。而在 SAP 患者血浆中 ApoC3 下降，
可能
在血脂的代谢平衡中起到一种代偿作用。ApoE 和
ApoL1 在高密度脂蛋白发挥胆固醇逆向转运过程中发
挥重要功能，
这些蛋白的功能变化或者下调，
是加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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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19-20］。由此推测，ApoE 和ApoL1，
这两种载脂蛋白的下调，
能够加重冠心病SAP的疾病进
展，
有望成为SAP筛查的分子标记物，
并且对揭示SAP
的发病分子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血红蛋白α亚基（HBA）和血红蛋白δ亚基（HBD）属
于血红蛋白亚基家族，
成人98%的血红蛋白为血红蛋白
A（HbA)，
基本组成为α2β2；
另外 2%的血红蛋白为血红
蛋白A2（HbA2)，
基本组成为α2δ2。有研究发现HBA除
了具有携氧功能外，
还存在于血管壁内皮细胞，
通过调
［21］
节一氧化氮信号通路来调节血压 。HBD的检测可以
作为诊断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重要指标［22］。本研究中发
现HBA和HBD在SAP患者组明显上调。同时，
本实验
利用 ELISA 对 HBD 在血浆中的表达量进行了验证实
验，发现 HBD 在 SAP 组的表达量明显升高。然而，
HBD蛋白发挥何种生物学功能，
HBD能否成为SAP筛
查及鉴别诊断的候选生物标记物，
尚需要更大规模的实
验验证来确认。
总之，
本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 SAP 血浆
差异蛋白的重要性，
通过对SAP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浆
差异蛋白质组进行2DE分离和质谱鉴定，
找到7种与SAP
相关的血浆差异蛋白质，
显示HBD有可能成为 SAP 的
筛查、
鉴别诊断及预后判断的血浆生物标记物，
并且对
加深SAP发病分子机制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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