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译复杂生物 
系统的捷径

安捷伦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





“ 生物研究在破译复杂系统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种能力的扩展来自于对多样和互

补的数据类型的整合以及对此前了解的生物学原理的整合。”1

   TREY IDEKER 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基因药物研究所医药与生物工程系，美国加州圣迭戈拉霍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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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噪音困扰

通过整合分析，答案浮出水面

生物学的复杂性一直是研究人员通过组学方法寻找答案的强大阻力。1 虽然基因组学、转录组学、

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在工业界和学术界中应用广泛，但由于组学实验中通常产生高水平噪音，所

以这些单独进行的实验往往缺乏统计学意义，难以揭示出有价值的相关性结果。例如，“一个典

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2 中可能发现数百万个单核苷酸变异（SNV），很难确定哪个 SNV 是疾病

的真正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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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在众多生命科学公司中独树一帜。并且安捷伦最新版的 
GeneSpring 生物信息学软件套装使得对我们任何组学平台得到的

原始数据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通路层次的整合分析成为可能，同时

也能对先验知识进行整合，比如现有的数据集、通路图和相互作

用图，从而为多组学实验提供更强的分析能力。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安捷伦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并展示领先的

研究者们如何应用我们的技术来回答癌症生物学、传染疾病和系

统毒理学的问题。当然，整合方法不仅限于这些领域，还可以扩

展到所有生物系统的研究，包括植物、人体、微生物以及模式和

非模式生物体。要进一步了解有关安捷伦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的

信息，请继续往下阅读，还可访问我们的网站 3 或与安捷伦客户服

务中心联系。

最近有一篇综述讨论如何克服这一问题，Ideker 等人 1 总结了两 
种能够提高组学研究信噪比的方法：（1）结合现有的生物学系 
统知识，例如已知的相互作用和通路，（2）将基因组、转录组、 
蛋白组、代谢组以及相互作用组得到的不同层面的互补数据进行

整合。该综述中，作者重点介绍了四项研究，展示这些类型的整

合分析如何改变我们对生物学的认识，并带来突破性的新见解。

安捷伦坚信整合的多组学方法是生物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强大工

具。我们通过安捷伦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系统生物学赞助计划

以及与 Cytoscape（www.cytoscape.org）等开源项目的合作，

不断为这些类型的方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凭借横跨四大组学（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

学）领域的全面分析产品，安捷伦能够提供完整的多组学分析解

组学实验的统计功效可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降低噪音得到增强，如使用（1）互补数据集，（2）采用关于所研究系统的现有知识（例如，合并属于同一通路的化合物的

测量值）。这将有效降低给定 t 统计水平的假阳性率（FDR），或在保持相同的 FDR 条件下放松阈值范围

非整合方法 整合的多组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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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实验产生大量测量数据，往往难以确定其中哪些现象与特定

疾病或表型相关。基于所研究系统的已有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真正的相关因素——噪声中的信号，从而为验证初步结果的下一

轮验证实验设定实验路径。贝勒医学院的 Arun Sreekumar 博士

在寻找胰腺癌标志物（胰管腺癌，PDAC）4 的研究工作中，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基于通路的实验过程的极好例子。

从发现到通路导向的验证更加快速、可靠  

迎接整合方法

该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包括 3 个阶段：（1）无假设（hypothesisfree）
搜索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特征，（2）通过辅助方法对蛋白质特征

进行分析和初步验证，（3）使用正交的靶向代谢组学方法进行验

证实验，利用潜在相关蛋白质参与的生物通路的先验知识来进行

实验设计。

Sreekumar 的研究小组为了验证他们关于核苷磷酸化酶（NP）参与 PDAC 的假说，鉴定了 7 种可能是 NP 的底物或产物的代谢物（1-7），还有

一种作为参照物的远端上游代谢物（8）4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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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通过蛋白谱分析发现差异蛋白

利用下列来源的胰液样品：良性（n=7），PDAC（n=16）和癌

前病变组织（原位癌（CIS），n=2），Sreekumar 的课题组寻找

了具有特异的蛋白表达特征的一类蛋白——即与三组中的某一组

具有相关性差异表达的一组蛋白质。采用归一化和双边 t 检验结

合假阳性率（FDR）校正进行质谱数据的归一化和分析后，该课

题组鉴定出了 56 种（总共 431 种）蛋白质，与良性样品相比，

这些蛋白在 PDAC 组中显著上调（P≤0.05，FDR≤12 %）。

第 2 阶段：验证样品类型特异的特征蛋白质

为确保从蛋白组学实验得到的结果能反映真实的生物学的和疾病

特异的差异，Sreekumar 的研究小组利用组织芯片和免疫印迹分

析评估了其类型特异蛋白质的子集的表达。

第 3 阶段：通过基于通路的靶向代谢组学分析进行蛋

白质生物标志物的确证

完成蛋白表达数据的验证后，Sreekumar 的课题组选择了一组包 
括嘌呤核苷磷酸化酶（NP）的蛋白质进行进一步验证。NP 是嘌 
呤补救合成通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广泛被肿瘤用于补充其核苷酸

池。Sreekumar 的课题组检查了嘌呤的代谢途径，并确定了 7 种  

NP 代谢物组层次聚类分析可成功进行良性和 PDAC 样品的区分 4

NP 可能的底物或产物代谢物，还有一种为 NP 的远端上游代谢

物。他们使用靶向的 LC/MS/MS 代谢组学方法测定了这些代谢 
物的水平，并建立了生物标志物组来区分这两类样品：良性和 
PDAC，置信水平较高（P=0.00025，单边 Fisher 精确检验）。

Arun Sreekumar 的研究工作展示了结合先验知识确定组学研究

中有意义的关联性的一种途径。挑选出作为生物标志物的 NP 关
键在于利用 NP 在特定细胞通路中功能的现有信息。通过研究 NP 
参与的通路，Sreekumar 的研究小组得以迅速制定出下一轮采用

基于通路的靶向代谢组学方法的验证实验。

安捷伦的系统生物学软件（GeneSpring-IB）通过通路构建（PA）

模块简化了这种研究方法。GeneSpring-IB 可将基因组学、转录组

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研究中得到的原始数据整合在一起来分

析，一次可整合两种组学数据，然后将差异表达的化合物绘制到其

相应的通路中。此信息被传递到 PA，通过 PA 用户可以直观地

浏览、验证并快速构建多组学数据集的整合分析得到的生物学通

路。

使用多组学方法整合现有数据，加速从发现和认识到验证和应用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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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y 课题组采用两种不同的组学技术和两种不同的条件得到整合分析数据，减

少了假阳性率并确定了最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候选物 5

SFN 
KEAP1 

6378
1710
879

122
126
29

更高效的发现

整合互补的组学方法

有时采用单一的组学方法并不能产生足够的信号来对一组离散的

目标化合物进行有统计学意义的鉴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将

多个组学的数据综合在一起可得到足够的限制条件，大大降低了

假阳性率。GeneSpring 的 PA 模块可进行单组学数据的分析或多

组学数据的整合分析，帮助您快速、准确地找到可靠答案。

联合分析得到更可靠的结果——研究案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Akhilesh Pandey 博士的研究小组最近将

转录组学数据与蛋白组学数据结合在一起，来阐明乳腺癌的潜在

化学预防剂莱菔硫烷（SFN）的作用机理并鉴定潜在的药效动力

学生物标志物。5

类 Kelch 的 ECH 相关蛋白 1（KEAP1）是一个已知的 SFN 靶
标。SFN 结合到 KEAP1 上会使 KEAP1 的抑制功能失活，从而诱

导解毒和抗氧化酶作用。Pandey 的课题组考查了经 SFN 处理的

细胞或 KEAP1 敲低细胞的基因和蛋白表达。基因表达分析结果表

明 SFN 调控了 6378 个转录本的表达，KEAP1 敲低调控了 1710 
个转录本的表达，二者有 879 个转录本重叠。 

蛋白组学实验中，SFN 处理组中检测到 96 个上调的蛋白质和 26 
个下调的蛋白质，相比之下，KEAP1 敲低组中有 50 个蛋白上

调，76 个蛋白下调。二者有 29 个差异调节蛋白重叠。

综合上述 4 组实验，Pandey 的课题组确定了受到普遍影响的几个

通路——异生物质代谢和抗氧化剂、谷胱甘肽代谢、碳水化合物

代谢和 NADH/NADPH 再生通路，还鉴别出受影响的同一个蛋白 
质家族（醛酮还原酶家族）的一系列成员：AKR1B10、AKR1C1、 
AKR1C2、AKR1C3，以及 NQO1 和 ALDH3A1，这些蛋白在 SFN 
处理和 KEAP1 敲低细胞中的基因和蛋白质表达均上调。

通过结合两种不同的组学技术寻找两个不同条件下的差异， 
Pandey 的研究小组得以降低结果的假阳性率并大大减少了潜在的

生物标志物数量（从近千种减少到少数几个高度显著的靶标）。

Pandey 课题组只能手动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整合。而如果

采用 GeneSpring-IB 进行联合分析，将能够更简单快捷地得到有

统计学显著意义的重要生物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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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通路

实验 A

分析 A

映射到通路

实验 B

分析 B

映射到通路

整合受影响的通路信息

实验 C

分析 C

映射到通路

实验 D

分析 D

映射到通路

联合分析，整合

受影响的通路

转录组学/蛋白组学

手动方法
采用安捷伦 

GENESPRING-IB 进行联合分析

转录组学/蛋白组学

GeneSpring-IB 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组学数据的联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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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疾病和毒理学研究人员着手采用多组学方法 

癌症生物标志物发现的腾飞

“ ……[组学]技术不仅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特定毒理作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同时也能够逐渐

简化某些毒理作用的分子模式谱（即特征谱）。随着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建模技术的发展，

这些信息可被进一步挖掘并与生命科学其它领域的知识进行整合。”7

 THOMAS HARTUNG，医学博士，理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整合的多组学方法是了解复杂生物系统的强有力工具，能够帮助

研究人员在细胞生理过程中从背景噪音里发现有意义的信号。由

于用于整合组学的工具越来越易于使用，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

逐渐转向整合研究来寻找答案。

系统毒理学

我们还帮助哈姆纳健康科学研究院的 Russell Thomas 博士将蛋

白组学和代谢组学方法引入到毒理学相关通路的转录组学研究

当中。6 欧洲和美国政府最近出台的政策法规显著增加了需要进

行常规毒理筛查的化合物数量。7 该政策对现有的毒理学测试通

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并且需要使用过多的实验动物。

众多毒理学家，如 Russell Thomas 博士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

博公共卫生学院的 Thomas Hartung 博士正在建立整合测试和

多组学分析方法，以确定可用于体外细胞测试的毒理学生物标志

物。这些测试将不仅能够支持毒性化合物的高通量筛选，还有望

提供比目前的动物模型方法更准确的人体毒性评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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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Agilent GeneSpring 12.0 – MPP 综合分析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数据。（A）硒通路，以及（B）细节放大图，突出显示通路中部分差异表达的代谢物和基因

（黄色方框）。（C）图例展示了通路视图和 heatstrip 的颜色设置 9

传染疾病研究

安捷伦正在资助威尔康乃尔医学院著名的结核病研究者 Kyu Rhee 
博士，将转录组学分析加入到代谢组学方法中。8 Rhee 和他的 
团队已经使用靶向和发现代谢组学方法揭示了结核杆菌（M. 
tuberculosis）代谢不同碳源的新途径，与其他细菌不同，结核杆

菌可以同时利用多种碳源，这表明作用于单一代谢通路的药物不

能彻底地治疗结核病。Rhee 的团队将转录组学方法和代谢组学相

结合，力求获得更多关于这种再发传染病的生物学信息，进而开

发更有效的新疗法。

实现多组学研究

凭借专业的应用科学家、涵盖所有主要组学领域的产品线，以及

能够整合和分析多组学数据的 GeneSpring-IB 软件，安捷伦能

够帮助研究者开展多组学研究。

想了解多组学方法的卓越能力，请参考我们的应用手册“使用安

捷伦多组学方法综合分析雷帕霉素处理过的细胞”9。这项概念

证明 (POC) 研究展示了 GeneSpring-IB 整合来自雷帕霉素处理

过和未处理过的 HEK293 细胞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

和代谢组学研究数据的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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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pring 生物信息学软件套装是安捷伦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的

核心所在。借助可以分析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

组学的整合模块，GeneSpring 提供了直观、易用的统计分析，以

及单组学研究的生物学解释能力。结合全面的可视化功能和强大

的数据管理构架，GeneSpring 成为了一个中央式的分析平台。通

过 R 和 Jython 脚本语言，GeneSpring 可轻松实现用户定制化。

通过使用 GeneSpring，全世界的研究者们得以对数据进行更深入

的分析，13000 多次的引用就是证明。 

PA 模块的加入使得 GeneSpring 能够实现多组学的整合——对基

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的数据进行联合分析，

GeneSpring 通路构建模块实现系统生物学研究

深入分析

从而增加统计效力，推动无假说研究向基于假说的研究转变，正

如 Arun Sreekumar（第 6 页）和 Akhilesh Pandey（第 8 页）的

研究工作所展示的那样。PA 模块能够有效整合所有上述单组学水

平模块的生物学分析，并与 WikiPathways 网络资源实现无缝集

成，从而利用更广泛的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对单组学或多组学实

验原始数据的分析可用于确定所研究生物过程（例如细胞状态、

疾病进展或毒性）涉及的通路，并且由于 PA 模块的完全整合，

这些研究将能轻松地由发现阶段过渡到后续验证实验的设计。

GeneSpring 是组学数据分析广泛引用的强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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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假说研究

发现 验证

设计实验

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

建立模型

实验过程

基于假说的研究

安捷伦支持单组学和多组学实验并将其进行整合，从而大大缩短研究者从无假说

发现到通路/假说验证研究的周期

PA 模块的灵活性使得研究者们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来鉴定相关的生

物学通路：

•  使用预装载的 WikiPathways——不断更新的生物学界权威通路

数据库

•  使用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内置算法和医学主题词

（MeSH），通过 PubMed、MEDLINE 和专有数据库来识别

新的网络

• 上传几乎所有来源的定制通路信息

• 使用神经网络分析方法从原始数据中建立通路

•  在测量平台、注释资源和不同的生物体之间自动转换通路标

示符

•  在 GeneSpring 和 Ingenuity Pathways Analysis（IPA）之间

转移数据

•  将 GeneSpring 的数据导出到 Thomson Reuters 的 GeneGo 
MetaCore 分析软件中

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安捷伦为您的多组学系统生物

学项目的每一步提供支持。我们强大的 GeneSpring-IB 软件平台 
配有 NGS、GX、MPP 和 PA 模块，不但能进行统计和通路分析， 
而且可以对多组学原始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从而增加信噪比，这

在组学软件中是独一无二的。安捷伦的系统生物学解决方案能够

帮助您快速准确地得到答案。

GeneSpring 生物信息学软件套装是一个高度模块化并可灵活配置的工具，可结合不同的单组学模块进行整合分析

通路构建

多
组

学
分

析
单

组
学

分
析

GENESPRING-PA

GENESPRING-PA

GENESPRING-PA

GENESPRING-PA

GENESPRING-MPP

GENESPRING-MPP

GENESPRING-MPP

GENESPRING-NGS

GENESPRING-NGS

GENESPRING-NGS

GENESPRING-GX

GENESPRING-GX

GENESPRING-GX

GeneSpring-PA 是一

个用于通路注释和数

据整合的独立工具

GeneSpring-GX 用于对

基因分型、基因表达和 
miRNA 芯片中获得的数

据进行分析

GeneSpring-NGS 管理 
SureSelect 靶向序列捕

获以及从 RNA-seq 和 
DNA-seq 实验中得到的

数据

GeneSpring-MPP 处理

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研

究中得到的质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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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组学——定性和定量检测蛋白质的表达和修饰（常用质谱检测法） 
安捷伦为发现和靶向蛋白组学研究提供全面的 LC/MS 仪器。

代谢组学——鉴定样品中的代谢物并监测其浓度改变 
安捷伦为发现和靶向代谢组学研究提供全面的 LC/MS 和 GC/MS 仪器。

组学术语

转录组学——测定基因表达水平，揭示 mRNA 和 miRNA 的差异表达  
安捷伦提供多种系统、试剂和消耗品，包括微阵列和微阵列平台。

基因组学——获得 DNA 序列信息和评估 DNA 序列和基因组架构水平上的遗传

变异 
安捷伦提供众多的平台、试剂和消耗品，包括 CGH 和 CNV 微阵列平台、PCR 和 
qPCR 系统，以及用于新一代测序的 SureSelect 靶向序列捕获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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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Coss。要获得更多关于 Park 和 MacCoss 的信息以及基金资

助项目的最新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eMerging Insights 基金资助

网页。10

生物学整合方法是解决基础和应用生物学研究中重大问题的有效途

径。它不仅增加了数据的统计学效力（提供更高的信噪比），而且

让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更多有关安捷伦系统生物学的

信息，请访问 agilent.com.cn，4 或者与安捷伦客服中心联系。

组学技术已经成熟，研究者们甚至开始通过整合方法从组学数据

中提取更多的信息。安捷伦不仅致力于帮助研究者们开展其综合

性多组学研究，而且还致力于不断推动系统生物学向前发展。

Cytoscape 是一个复杂网络可视化和分析的开源平台，安捷伦是

其主要支持者。我们通过赞助与合作的方式，确保所有研究者都

能够免费和自由地使用这一宝贵的研究工具。

我们也已将首批资助基金用于支持开源的系统生物学软件工具的

开发。祝贺哈佛大学的 Peter J. Park 和华盛顿大学的 Michael J. 

筑造通往未来之路  

安捷伦致力于为系统生物学研究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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