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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ＷＧＣＮＡ 识别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枢纽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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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目的 基于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ＷＧＣＮＡ) 方法识别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蛋白质共表达模块及枢纽蛋白ꎬ为其发生机制研究提供依据ꎮ 方法 收集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
柿不耐受患者及健康对照血清样本ꎬ使用 ＤＩＡ 全扫描蛋白质组学定性定量技术获得蛋白质表达数据ꎻ利用 ＷＧＣＮＡ 方法
构建共表达网络ꎬ识别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的模块ꎬ并进行模块 ＧＯ 功能注释及 ＫＥＧＧ 通路富集分析ꎻ利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获得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模块的枢纽蛋白ꎮ 结果 获得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的蛋白质模块
两个ꎬ分别为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ꎮ ｂｌｕｅ 模块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系数为 － ０. ９０ꎻＧＯ 富集分析发现ꎬ该
模块中蛋白主要参与脂蛋白重构、脂质代谢等相关生物过程以及蛋白质级联激活、补体激活等免疫调节过程ꎻＫＥＧＧ 分析
富集到 ５ 条通路ꎬ包括胆固醇代谢通路、ＰＰＡＲ 信号通路、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类维生素 Ａ 代谢和运输通路、维生素和辅
酶因子代谢通路ꎮ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２ꎻＧＯ 富集分析发现ꎬ该模块主要与蛋白质级
联激活、补体激活经典途径、体液免疫应答、受体介导的内吞ꎬ血小板脱颗粒、抗氧化活性等生物过程有关ꎻＫＥＧＧ 分析富
集到 ２ 条通路ꎬ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吞噬体通路ꎮ 筛选出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模块中的枢纽蛋白为 ＡＰＯＡ１、
ＡＰＯＡ４、ＡＰＯＣ３、ＡＰＯＡ２、ＡＰＯＣ１、Ｃ３、ＨＲＧ、ＦＧＢ、ＨＰ、ＴＦꎮ 结论 ＷＧＣＮＡ 方法进行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蛋白质表
达数据分析发现:脂质、胆固醇代谢等过程的改变可能是其发生的重要环节ꎻ获得的载脂蛋白类蛋白质及其他枢纽蛋白是
其潜在关键调控蛋白ꎻ本研究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ꎬ为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机制探索提供了依据和研究方向ꎮ
【 关键词】 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共表达网络分析 ＩｇＧ 介导西红柿不耐受 枢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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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是一种常见的由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引

起的食物不良反应ꎬ发生率为 ５ ~ ２０％ [１] ꎮ 其中ꎬ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在我国食物不耐受中占较高比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２０１６ＺＸ０８０１１００５ ) ꎻ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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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刘美娜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ｍｅｉｎａ３６９＠ １６３. ｃｏｍ

例 [２ － ３] ꎬ患者多伴有荨麻疹、肠易激综合症、偏头痛等
全身系统性症状 [４ － １０] ꎬ但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ꎮ 加权
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ＷＧＣＮＡ) 是一种常用的系统性

 ３２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Ｊｕｎ.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３

网络分析方法ꎬ利用 ＷＧＣＮＡ 分析转录组和基因组数

研究对象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

据ꎬ可识别疾病相关基因模块及枢纽基因ꎬ发现疾病诊

某医院过敏反应科就诊患者及体检中心健康人群ꎬ收

用于分析大规模蛋白质组学数据ꎬ从系统生物学的角

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检测: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浓度 < ５０Ｕ / ｍｌ

断、治疗等潜在重要靶点 [１１ － １３] ꎮ 近年来ꎬ该方法也被
度ꎬ研究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组学变化

[１４ － １５]

ꎮ 本研究利

集血清样本ꎬ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进行 １４ 项食物
为阴性结果ꎬ≥５０Ｕ / ｍｌ 为阳性结果ꎮ 结合临床症状、

用 ＷＧＣＮＡ 方法进行系统性分析ꎬ从调控网络整体出

就诊患者自述饮食情况及酶联免疫吸附检测结果ꎬ排

发ꎬ识别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蛋白质模块ꎬ揭

除其他食物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阳性患者ꎬ获得仅为西红

示其蛋白变化情况及参与的生物学过程ꎬ获得 ＩｇＧ 介
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模块的枢纽蛋白ꎬ为其发病机
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ꎮ
方

红柿不耐受患者组ꎻ对照组按照年龄 ± ２ 岁、性别相同
与病例组进行 １:２ 匹配ꎬ得到检测结果为阴性且无食物
过敏史的 １４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ꎮ 患者及对照的年

法

１. 研究对象

柿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阳性的患者 ７ 例ꎬ作为 ＩｇＧ 介导的西

龄、性别、西红柿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浓度信息如表 １ 所示ꎮ

表１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患者及健康对照基本信息

西红柿不耐受样本

性别

年龄( 岁)

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浓度( Ｕ / ｍｌ)

对照样本

性别

年龄( 岁)

特异性 ＩｇＧ 抗体浓度( Ｕ / ｍｌ)

Ｃａｓｅ１

女

４３

３６２. １

Ｃａｓｅ２

女

５７

１３９. ５

Ｃａｓｅ３

女

４８

２０７. ３

Ｃａｓｅ４

男

２４

１０３. １

Ｃａｓｅ５

男

３０

５４. ４

Ｃａｓｅ６

男

３５

７９. ８

Ｃａｓｅ７

男

５３

１８６. 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４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４１
４２
５６
５７
５０
５０
２５
２６
３０
３２
３７
３６
５５
５３

０. ４
１３. １
２４. ５
３. ９
１２. ３
１１. １
１８. ２
６. ４
１９. ９
３４. ７
０. ４
６. １
１６. ８
０

２. 蛋白质组学检测

第三ꎬ模块与疾病的关联分析:每个模块的第一

本研究采用非数据依赖性采集( ＤＩＡ) 技术进行蛋

主成分作为 特 征 向 量 蛋 白ꎬ代 表 该 模 块 内 蛋 白 表 达

白表达数据检测ꎬ将质谱的整个全扫描范围分为若干

的整体水平ꎬ将 模 块 特 征 值 与 是 否 患 病 进 行 关 联 分

个窗口ꎬ每个窗口中的所有母离子进行选择、碎裂、检

析ꎬ确定与疾 病 相 关 的 蛋 白 共 表 达 模 块 和 模 块 内 蛋

测ꎬ无遗漏地获得样本中所有母离子的全部碎片信息ꎮ

白集合ꎮ

３. ＷＧＣＮＡ 分析

ＷＧＣＮＡ 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共表达网络构建方法ꎬ

４. 富集分析

在 ＷＧＣＮＡ 分析结果的基础上ꎬ 利用 Ｍｅｔａｓｃａｐｅ

将表达模式相似的蛋白质聚类于同一模块ꎬ该模块中的

对识别出的疾病相关模块中的蛋白集合进行 ＧＯ 功能

蛋白质可能共同参与调控某个生物过程ꎬ根据模块与性

注释和 ＫＥＧＧ 通路富集分析ꎬ获得包括生物过程( ｂｉｏ￣

状之间的相关性获得疾病相关模块ꎮ 主要步骤为:
第一ꎬ确定最佳软阈值:蛋白共表达网络应符合无

尺度特征ꎬ服从幂律分布ꎻ将软阈值取值范围设为 １ ~

２０ꎬ以首次出现无尺度拟合指数 Ｒ 接近 ０. ９ꎬ且同时
２

使网络平均连接度不至于太低( 需显著大于 ０) 的阈值
作为最佳软阈值ꎬ用于拓扑重叠矩阵( ＴＯＭ) 的计算ꎮ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ＢＰ ) 、 细 胞 组 分 (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ꎬ
ＣＣ) 、分子功能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ＭＦ) 在内的模块
功能注释信息和 ＫＥＧＧ 通路ꎬ揭示疾病发生涉及的生
物学过程和信号调控转导机制ꎮ
５. 枢纽蛋白识别

ＷＧＣＮＡ 分析识别的疾病相关模块中的蛋白集

第二ꎬ构 建 蛋 白 共 表 达 模 块: 计 算 蛋 白 之 间 的

合ꎬ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软件中进行网络构建ꎬ并借助其中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矩阵ꎬ利用最佳软阈值计算 ＴＯＭ 和

ＣｙｔｏＨｕｂｂａ 插件ꎬ选择 ＭＣＣ 算法ꎬ获得每个模块网络

蛋白间相异性系数ꎬ得到蛋白系统聚类树ꎻ按照每个模

中的蛋白重要性排序ꎬ筛选模块中的枢纽蛋白ꎮ

步构建蛋白模块ꎻ计算每个模块的特征向量值( ＭＥ) ꎬ

结

块中至少包含 ３０ 个蛋白的原则ꎬ混合动态剪切树ꎬ初
对模块进行聚类分析ꎬ以高度值 ０. ２５ 作为分割线合并
相似度较高的模块ꎬ得到最终的蛋白共表达模块ꎮ

１. 最佳软阈值选择

果

利用 ＤＩＡ 蛋白质组学检测技术ꎬ从血清样本中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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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定量出 １１３２ 个蛋白质ꎬ进行 ＷＧＣＮＡ 分析ꎮ 根
据无尺度拟合指数 Ｒ 和平均连接度在软阈值不同取
２

３.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关键模块识别

每个蛋白共表达模块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

值时的变化情况ꎬ确定了最佳软阈值为 ３ꎬ此时无尺度

发生的关联性分析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ｂｌｕｅ 模块与 ＩｇＧ

对较高ꎬ能够包含足够的信息ꎮ

块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２ꎬ二

拟合指数 Ｒ２ 首次接近 ０. ９ꎬ且网络的平均连接程度相
２. 蛋白共表达模块构建

利用最佳软阈值 ３ 计算得到的网络拓扑重叠矩阵

ＴＯＭ 进行聚类分析ꎬ最终得到 １４ 个蛋白共表达模块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图中聚类树的每个分支代表一个蛋白ꎬ
每个颜色代表一个模块ꎬ模块中的蛋白数目从 ３２ 到

１５８ 不等ꎻ每个模块内的蛋白间共表达程度高ꎬ在功能

上具有紧密的关系ꎻ不同模块间蛋白的共表达程度低ꎻ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９ꎬ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
者与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的相关性较高ꎬ可
以作为关键模块进行后续分析ꎮ 图 ３ 为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中蛋白显著性与模块隶属度的关系ꎬ以
及两个模块的蛋白表达量热图与特征值柱状图ꎮ 模块
中蛋白在该模块内的模块隶属度ꎬ为该蛋白与本模块
特征蛋白的相关系数ꎬ与性状高度相关的蛋白也是与
性状模块高度相关的蛋白ꎬ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ꎮ

ｇｒｅｙ 模块代表未分配到任何模块中的蛋白集合ꎬ包含

９５ 个蛋白ꎮ

图１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的蛋白聚类树及蛋白共表达模块

图３

图２

蛋白共表达模块与性状相关性

( ａ) ｂｌｕｅ 模块蛋白显著性与模块隶属度关系ꎻ( ｂ) ｂｌｕｅ 模块蛋白表达量热图与特征值柱状图ꎻ

( ｃ)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蛋白显著性与模块隶属度关系ꎻ( ｄ)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的蛋白表达量热图与特征值柱状图

４. 关键模块的富集分析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的 ＧＯ 功能注释结果分

别如图 ４( ａ) 和图 ４( ｂ) 所示ꎮ ｂｌｕｅ 模块中蛋白主要参
与血浆脂蛋白颗粒组装、重构ꎬ高密度脂蛋白颗粒重

 ３２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Ｊｕｎ.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３

构ꎬ胆固醇酯化调节等脂蛋白相关过程以及蛋白质级
联激 活ꎬ 补 体 激 活ꎬ 体 液 免 疫 应 答 等 免 疫 过 程ꎻ ｔｕｒ￣
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中蛋白主要与蛋白质级联激活ꎬ补体激活
经典通路ꎬ体液免疫应答ꎬ受体介导的内吞ꎬ血小板脱
颗粒ꎬ抗氧化活性等有关ꎮ 此外ꎬ 两个模块的 ＫＥＧＧ

图４

５. 枢纽蛋白识别

果ꎬ获得每个模块网络中的蛋白重要性排序后ꎬ在两个

模块中各选前 ５ 个蛋白作为枢纽蛋白ꎬ包括 ＡＰＯＡ１、

讨

代谢通路、ＰＰＡＲ 信号通路、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类
维生素 Ａ 代谢和运输通路、维生素和辅酶因子代谢通
路ꎻ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富集到 ２ 条 ＫＥＧＧ 通路ꎬ为补体和凝血
级联通路、吞噬体通路ꎮ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 ＧＯ 富集分析结果

图 ５ 为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的网络构建结

图５

通路分析发现ꎬｂｌｕｅ 模块富集到 ５ 条通路ꎬ包括胆固醇

ＡＰＯＡ４、ＡＰＯＣ３、ＡＰＯＡ２、ＡＰＯＣ１、Ｃ３、ＨＲＧ、ＦＧＢ、ＨＰ、
ＴＦꎮ 这些蛋白在模块中与其他蛋白的关联性较多ꎬ发
挥重要的作用ꎬ可作为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
的潜在关键调控蛋白进行深入研究ꎮ

ｂｌｕｅ 模块和 ｔｕｒｑｕｏｉｓｅ 模块枢纽蛋白网络图

论

本研究利用 ＷＧＣＮＡ 分析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

耐受蛋白质表达数据ꎬ获得了疾病相关的蛋白共表达
模块ꎬ筛选出枢纽蛋白ꎬ为揭示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
受潜在的发病机制和调控过程提供依据ꎮ 番茄红素是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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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中富含的主要营养素ꎬ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和
清除自由基的能力ꎬ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
织认定为 Ａ 类营养素ꎬ可以调整肠胃功能ꎬ增强免疫
力ꎬ降低血压和胆固醇ꎬ促进脂质代谢ꎬ抑制胰岛素抵
抗和代谢紊乱等 [１６ － １７] ꎮ 因此ꎬ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
受发病机制及其关键调控蛋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可以促进脂质代谢ꎬ而脂质

代谢及相关产物对免疫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 [１８] ꎬ能够
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ꎬ促进皮肤和淋巴结炎性
反应ꎮ ＷＧＣＮＡ 分析识别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
关模块的 ＧＯ 功能注释分析发现ꎬ模块中蛋白主要富
集于血浆脂蛋白颗粒组装、高密度脂蛋白颗粒重构、胆
固醇酯化调节、抗氧化活性、补体激活、体液免疫应答
等生物过程ꎻ关键模块蛋白的 ＫＥＧＧ 通路分析也富集
到了胆固醇代谢、补体和凝血级联反应等通路ꎬ揭示了
脂质、胆固醇代谢等过程的改变ꎬ引起免疫系统功能变
化ꎬ可能是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的重要环节ꎮ
此外ꎬ本研究识别出的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相关
模 块 枢 纽 蛋 白 ＡＰＯＡ１、 ＡＰＯＡ４、 ＡＰＯＣ３、 ＡＰＯＡ２、
ＡＰＯＣ１ꎬ均为载脂蛋白类蛋白质ꎬ参与脂质代谢过程ꎬ
且与免疫功能有关ꎬ提示我们载脂蛋白可能在 ＩｇＧ 介
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ꎬ是参与其
发病机制调控的重要蛋白ꎬ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
究ꎬ收集更多的临床样本进行验证ꎮ
综上ꎬ本研究利用 ＷＧＣＮＡ 分析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
柿不耐受蛋白质表达数据ꎬ富集到多个有意义的生物
学过程和通路ꎮ 其中ꎬ脂质、胆固醇代谢等过程的改变
可能是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生的重要环节ꎻ获
得的载脂蛋白类蛋白质是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发
生的潜在关键调控蛋白ꎬ为 ＩｇＧ 介导的西红柿不耐受
发生及调控机制的探索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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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Ｓａｍｐｓｏｎ ＨＡ. Ｆｏｏｄ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 １:ｉ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９９ꎬ１０３
(５ Ｐｔ １) :７１７￣７２８.

[ ６ ] Ｐéｎａｒｄ￣Ｍｏｒａｎｄ ＣꎬＲａｈｅｒｉｓｏｎ ＣꎬＫｏｐｆｅｒｓｃｈｍｉｔｔ Ｃ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ａｓｔｈｍａ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ｌｌｅｒｇｙꎬ２００５ꎬ６０(９) :１１６５￣１１７１.

[ ７ ]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ＷꎬＧｕｒｎｅｙ ＲꎬＳｈｅｌｄｏｎ ＴＡꎬｅｔ ａｌ. Ｄｏ ｆｏｏ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ｅ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ｌｉｎｄ ｔ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ｇＧ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ｔｏ ｆｏｏｄ.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４ꎬ１２４(４) :Ａ２９￣Ａ２９.

[ ８ ] Ａｌｐａｙ ＫꎬＥｒｔａｓ ＭꎬＯｒｈａｎ ＥＫ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ｇｒａｉｎｅꎬ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ｇ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ｏｄｓ: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ꎬ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ｔｒｉａｌ. Ｃｅｐｈａｌａｌｇｉ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ꎬ２０１０ꎬ３０(７) :

８２９￣８３７.

[ ９ ] Ｇｒｅｅｎ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ｌ￣
ｌ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ｌｌｅｒ￣
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Ｎｕｒｓｉｎｇꎬ２０１１ꎬ２６(３) :２７０￣２７０.

[１０] Ｐａｔｅｌ ＴꎬＧａｗｋｒｏｄｇｅｒ ＤＪＪＪｏｔＥＡｏＤꎬ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ｏｇｙ. Ｆｏｏｄ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ｉ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ｚｅｍａ: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ꎬｗｉｔｈ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ｔｏ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ꎬ２０１１ꎬ２５(７) :８６５￣８６７.

[１１] Ｂｒｏｈａｗｎ ＤＧꎬＯ′Ｂｒｉｅｎ ＬＣꎬＢｅｎｎｅｔｔ ＪＰꎬＪｒ. ＲＮＡｓｅｑ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Ｓ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８) :ｅ０１６０５２０.

[１２] Ｆｏｇｅｌ ＢＬꎬＣｈｏ ＥꎬＷａｈｎｉｃｈ Ａ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ａｔａｘｉｎ ａｌｔｅｒｓ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ｔａｘｉａ ｗｉｔｈ ｏｃｕ￣
ｌｏｍｏｔｏｒ ａｐｒａｘｉａ ｔｙｐｅ ２.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２３ ( １８ ) :

４７５８￣４７６９.

[１３] Ｈｏｒｖａｔｈ ＳꎬＺｈａｎｇ ＢꎬＣａｒｌｓｏｎ Ｍ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 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ＳＰＭ ａｓ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２００６ꎬ１０３(４６) :１７４０２￣１７４０７.

[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Ｌｉｕ ＹＺꎬ Ｚ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１６(１) :１２￣２８.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ＱꎬＭａ ＣꎬＧｅａｒｉｎｇ Ｍ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ｕｂ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８ꎬ６(１) :１９.

[１６] Ｚｅｎｇ Ｚꎬ Ｈｅ Ｗꎬ Ｊｉａ Ｚ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３ / Ｓｒｅｂｐ￣１ｃ￣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 ｆ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５(９) :６１０￣

６１７.

[１７] Ｏｋａｍｕｒａ Ｔꎬ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ＡꎬＭｏｒｉｙａｍａ Ｙꎬ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ｏｍｏ￣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ｎ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ꎬ １９９９ꎬ ６
(６) :３７１￣３７７.

[１８] 严莲珍ꎬ罗丽君ꎬ侍晓云ꎬ等. 脂质代谢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及
相互关系. 中华灾害救援医学ꎬ２０１４ꎬ２(１２) :７０６￣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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