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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液相色谱–质谱是一种高效、快捷的分离分析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代谢性疾病的代谢相关指标检测
及相关研究。本文就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糖尿病、高血压病、高尿酸血症中的研究及应用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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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is an efficient and fast separ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At present, it has been used in the detection and research of metabolic related indexes in metabolic diseases, hypertension and hyperuricemia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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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代谢性疾病的发生主要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代谢紊乱相关，通过液相色谱–质谱技术联合组
学技术对代谢性疾病的相关研究发现代谢性疾病发生的潜在标志物、代谢性疾病不同阶段的代谢物的变
化、同一代谢性疾病不同中医证型间可能存在的代谢物的差异、代谢性疾病治疗前后代谢物的变化。为
代谢性疾病的早期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微观角度表明了同一疾病不同中医证型的内在差异，有利于
进一步探索中医药治疗代谢性疾病的作用机理，为中医临床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中医证候本质探讨
提供了新的手段。

2.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 2 型糖尿病中的研究及应用
2 型糖尿病患病率高[1]，危害大，是影响人类的重大健康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2]，其发生主要与胰
岛素相对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相关。

2.1.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糖尿病发病中的研究及应用
研究发现 2 型糖尿病患者与正常人血清中咪唑丙酸的含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咪唑丙酸可促进胰岛素
受体蛋白底物分子分解，引起人的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 2 型糖尿病的发生[3]；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
表明硒蛋白 P 可能与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发展相关，且无论是硒蛋白 P 缺乏或过量均会对糖代谢
造成影响[4]；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的血清、粪便与健康者间均存在明显差异，发现糖尿病患者不但存在
糖类代谢异常，在氨基酸类、脂肪酸类中也存在代谢异常，另胆汁酸的水平与血糖浓度密切相关[5]，胆
汁酸代谢谱可以对糖尿病气阴两虚证的临床分型提供诊断帮助[6]；研究发现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氨基酸
代谢紊乱，发现老年、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氨基酸浓度明显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发现酰基肉碱与胰
岛细胞功能障碍间存在一定联系，发现乙酰基肉碱可作为 2 型糖尿病的辅助诊断指标[7]。此外研究发现
空腹血糖受损与糖尿病患者间存在代谢差异，其中游离脂肪酸差异较为明显。2 型糖尿病气阴两虚证与
血瘀脉络证的患者在尿液代谢图谱存在差异，2 型糖尿病阴虚内热证、气阴两虚证、血瘀气滞证的血清
内源代谢物间存在明显差异[8]。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从微观角度让我们从更细微之处对糖尿病发
生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糖尿病不同中医证型的差异、糖尿病前期与糖尿病有了新的认识。

2.2.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糖尿病治疗中的研究及应用
研究发现极低热量限制治疗可改变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脂代谢紊乱[9]，格列美脲治疗 2 型糖尿病，主
要与调节氨基酸的代谢相关，并且发现 2 个代谢差异标志物。富含 α-亚麻酸的膳食亚麻籽油可通过抑制炎
症反应、调节肠道菌群和代谢产物治疗大鼠 2 型糖尿病[10]；黄芩治疗 2 型糖尿病可抑制空腹血糖的增加、
调节鞘脂类代谢、脂肪酸代谢、调节对三羟基三甲基吲哚酮、白三烯 E 亮氨酰脯氨酸和雌二醇的含量[11]，
且对体重的减少具有控制作用；刺五加提取物可能与调节氨基酸、能量以及脂代谢相关[12]治疗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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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
黄柏可调节 2 型糖尿病大鼠的氨基酸以及糖代谢，
化浊解毒方可调节 2 型糖尿病大鼠的糖脂代谢[13]。
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发现了药物治疗糖尿病的内在机理，为中医药物治疗疾病提供了基础。

3.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血压病中的相关研究及应用
高血压病患病率高、危害大，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致残与死亡的高危因素，其发病不但与遗传因
素相关、环境相关，可能还与代谢紊乱相关。通过早期干预、治疗可明显改善高血压病预后，使心脑血
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降低。通过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发现高血压病的早期诊断依据，提供早诊断、早治
疗能够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改善疾病的预后。

3.1.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血压病发病中的研究及应用
研究发现高血压病患者的代谢与健康对照组间有明显差异，考虑可能与氨基酸的含量、代谢过程对
血管壁的影响相关，主要表现为氨基酸、磷脂代谢的差异[14]；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尿液代谢物进行
研究，发现高血压病中医证候可能与磷脂代谢、脂肪酸分布与代谢和花生四烯酸代谢的异常有关[15]；高
血压病肝阳上亢证与阴阳两虚证间代谢物存在差异并且鉴定出 6 个代谢物、4 个代谢途径，发现高血压
病肝阳上亢证主要与免疫炎症反应、血管内皮的异常相关，表现为神经酰胺、门三烯、雌二醇、葡萄糖
神经酰胺相对增多，高血压病阴阳两虚证主要与血脂代谢异常，表现为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相对增多[16]；
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从微观角度让我们从更细微之处对高血压病、高血压不同证型的差异有了新
的认识，是中变辨证论治不局限于思外揣内。

3.2.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血压病治疗中的研究及应用
研究发现黄连的降压作用可能与改善炎症反应、减轻氧化应激、调节脂质代谢、改变能量代谢、抑
制胰岛素抵抗相关，其中鉴定出 11 个代谢差异物，与 4 条代谢通路相关[17]，从微观角度说明了黄连治
疗高血压病的内在机制[17]；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的可
能有效物质为中医药辨证论治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18]。基于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对中药、中药方
剂治疗高血压病有了新的认识，为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提供了思路。

4.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尿酸血症中的研究及应用
高尿酸血症是机体的嘌呤代谢异常导致的尿酸生成和排泄的异常，患病率、危害大且呈现逐年上升、
逐渐年轻化趋势，现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促进尿酸排泄和抑制尿酸生成，进一步探究高尿酸血症发病机制、
诊治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

4.1.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尿酸血症发病中的研究及应用
张淑丽[19]发现正常组和高尿酸血症组大鼠血清脂质代谢物在甘油磷脂类、甘油酯类和脂肪酸类中存
在差异，认为高尿酸血症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脂肪酸代谢异常相关。另一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大鼠不但脂
肪酸代谢发生了改变，嘌呤代谢、氨基酸代谢、胆汁酸代谢及菌群代谢均发生了变化，并筛选出 14 种与
高尿酸血症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20]。马文峰[21]发现６种质荷比分别为 282.2792、496.3400、280.2632、
79.0203、
256.2632 及 284.2945 的化合物可能是区分高尿酸血症与健康人的潜在的血浆差异性代谢标志物，
为高尿酸血症的发病机制、预测和防治研究奠定了基础。

4.2. 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在高尿酸血症治疗中的研究及应用
卷柏双黄酮提取物能够明显的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对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有一定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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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作用，徐晨[22]等人发现卷柏可能通过调节嘌呤代谢、氨基酸代谢、三羧酸循环不但可以降低高尿酸血
症大鼠的血尿酸水平，而且对肾脏具有保护作用；张丁懿通发现高尿酸血症大鼠存在多种脂肪酸代谢异
常，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在高尿酸血症状态下明显下降，经别嘌醇治疗后较前上升[23]；车前子可能通过
调节甘油磷脂代谢降低尿酸水平[24]；吴燕升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矢志方不但可以促进尿酸排泄，还可以改
善脂质代谢[25]治疗高尿酸血症。泄浊除痹方治疗高尿酸血症可能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促进尿
酸排泄相关，且其作用与方中的总黄酮含量相关[26]。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人们对液相色谱–质谱技术的认识，其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方面，通过微观方面探讨疾病发病、
诊断及治疗机制上的研究有明显优势，色谱质谱联用法利用色谱的分离能力和质谱的高灵敏度实现对标
本的深度分析，对代谢性疾病诊疗研究中相关指标的分析有明显优势，能够进一步阐述中医药相关治疗
作用机制，能够进一步促进中西医诊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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