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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加州电鳐 ( 加如californica)电器官为材料，探索了用去垢剂 T t∞ x一 

100增溶抽提 口一蝮蛇毒素 ( ．agkistrodotoxln，B．A )结合蛋白的合适条件，建立了此结合 

蛋白活性的检测方法，并分析了该结合蛋白与同位素mI标记 口． ，rx的结合性质。结果显示 

这种电器官中存在相对含量较高的毒紊结合位点，其密度为 1 580tmoL／mg蛋白质，此结合作 

用的平衡解离常数 KD值为 5．5×10 mol几。去垢剂 Triton x一100可以有效地将该结合蛋白 

从电器官组织膜上增溶下来，抽提效率接近50％，为分离、纯化此结合蛋白建立了基础。 

关量词 

中田分奏 

在研究神经细胞质膜上的多种离子通道和受体的结构、性质及功能时，神经毒素已成 

为十分有用的探针。从蛇毒分离的神经毒紊分为在突触后阻断神经肌肉传递的a型毒素及 

在突触前抑制递质释放的B型毒紊两类。B一蝮蛇神经毒素 (B—agklstrodotoxin，B．AgTX) 

是本研究组从国产短尾腹 (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caudus)蛇毒分离纯化的一种 B一 

蛇神经毒素 (陈远聪等，1981)，它是一个古 122个氨基酸残基的单链多肽，分子量为 

13．5 ld)a，等电点为 6．9，分子内有7对二硫键，因此热稳定性很好。与其他 B一蛇神经 

毒素一样，它也具有磷脂酶A2(PLA2)的活性，也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在突触前抑制 

神经递质释放 (杨钦照等，1982)。但先前的研究表明，B．Al x完全不能抑制 目一银环蛇 

毒紊 (B—bungarotoxin，B—BuTX)结合蛋白与其配体的结合 (沈国光等，1996)，这提示 

B—AgTX与B—BuTX有完全不同的作用位点。因此，目 AgTX的结合位点可能涉及一种新 

的参与递质释放机制的功能蛋白质。沈国光等 (1997)曾经报道了大鼠脑中存在 B—A x 

结合位点，并对其某些结合性质进行了初步探讨。我们已有证据表明，富含突触的电鳐 

(Torpedo califor~tica)电器官组织中也存在 B—Ag1x的结合位点。 

本文报告以加州电鳐电器官为材料，探索增溶抽提该毒紊结合蛋白的合适条件。并建 

立了此结合蛋白活性的检测方法，初步分析了该结合蛋白与同位素” I标记 B—AgTX的结 

合性质。这些工作为 B—AgTX结合蛋白的分离、纯化及进一步鉴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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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电鳐电器官膜增溶液的制备 

取冰冻的电器官组织 5 g，在 8 mL缓冲液 A(20 rnmol／L磷酸钠缓冲液，pH 7．4；0．1 

,mnol／LPMSF；0．02％NaN )中，用Polytron匀浆，匀浆液经2 000 g低速离心 15min，保 

留上清掖 S1，沉淀P】在8 rrLL缓冲液 A中再匀浆 1次，低速离心 15min，弃去沉淀 P2。合并 

s 和 S’，经细尼龙网过滤后，40 000×g高速离心 1 h。沉淀 P3重悬于 3．7 rnL缓冲液 A中 

匀浆。然后在磁力搅拌下逐满加入以20 mmol／L磷酸缓冲液配制的 20％(v／v)Triton X一 

100，使其达到一合适浓度。去垢剂增溶抽提液的最终体积约 4 mL。在 4～8℃缓缓搅拌一 

定时间。进行增溶抽提。抽提完毕，超速离心 1 h(日立 85P超速离心机)，转速 55000 r／min 

(190 000 g)。吸取上清液 ，此即 p．AgTX结合蛋白的TritonX一100抽提液，用于结合 

实验或结合活性的分析。整个实验操作除特别注明外，都在 412下或冰浴中进行。用改进 

的 Lowry-Folln方法测定蛋白质浓度，以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蛋白质。 

1．2 p一蝮蛇神经毒素的制备 

按陈远聪等 (1981)报道的方法制备。 

1．3 同位素a2sI标记 p．AgaX 

采用 Hunter和 Greenwood的氯胺 T法制备托 I．日-AgTR。反应在 pH 7．4的磷酸钠缓 

冲液中进行，总体积为235 ，含 目．AgTX 50耀 ，Na I约 3b 3 Ml3q，加入氯胺"1"100 Pg后 

反应 1．5 min。以 300 偏重亚硫酸钠终止反应，并加入载体 KI 10 mg。反应混合液上 

Sephadex G15柱去除游离的 I离子。 I．日一AgTX的比放射活性为 1．2×106～4．6×10 

MBq／mr~l毒素蛋白。 

1．4 ” I-p．AgTX与电鳐电器官膜增溶抽提液的结台 

‘z51 #-AgTX的饱和结合实验在总体积为200止 的反应混合液中进行，含电器官膜抽 

提液 100 L(30 蛋白质)， I-O．AgTX的浓度为1．25--25 nmol／L。反应介质为缓冲液 

B (20mmol／L磷酸钠缓冲液，口H 7．4；0．2％牛血清白蛋白BsA；5mmol／LCaC12)。在 

反应混合液中加入或不加入过量的 (相当于标记毒素量 100倍以上)未标记的口-AgTX， 

分别测定非特异性结合量和总结合量。在室温下反应30 min。结合实验的检测方法采用聚 

乙二醇 (PEG)沉淀过滤法 (Cuatrecasas等，1972)。操作如下：反应完毕，在反应液中 

加入 100 L PEG溶液，使其最终浓度为 10％，置冰浴上 12 rain后，用玻璃纤维滤膜 

WhatmanGF／C(直径25mm)抽滤，经8％的PEG 溶液洗涤，用 射线计数器测定滤膜 

的放射性计数。 

1．5 未标记的p．AgrX对 I．p．AgaX结合的平衡抑制 

未标记的 p—AgTX对 I—B AgTX结合的平衡抑制实验方法、条件与上述结合实验相 

同。反应液中仍含有100 膜抽提液， I—p—AgTX的浓度为64．2 nmol／L，冷毒素的浓度 

从 1．8×10 mot几 增大至 9 25×10 mot／L。 

1．6 实验材料与试剂 

电鳐电器官购于美国Aquatic Research Consultants公司。同位素产品Nat2-51购于英国 

AiTtersham公司，其放射性浓度为3．63 Gl3q／mL。玻璃纤维滤膜GF／C为Whatman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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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PMSF购于 Merk公司c PEG为国内公司进口分装。其他试剂为国产分析纯或保证试 

剂。 

2 结果与讨论 

2．1 电鳐电器官膜蛋白增溶抽提液与 I-p．AgTX的结合 

在同位素 I标记毒素与加州电鳐电器官膜抽提液的结合实验中，特异性结合量由总 

结合量减去非特异性结合量计算而得。图 1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结合曲线和 Scatchard 

图，表明这种结合是特异的和可饱和的。由此推断电鳐电器官的膜组分经去垢剂 Triton X 
一

100增溶后，抽提液中存在蝮蛇突触前神经毒素的结合位点。 

用线性回归法进行 Scatchard分析，推算出此结合作用的乎衡解离常数 KD值为 5、5× 

10I9mol几 。在这种电器官突触体膜的抽提物中，结合位点的密度甚高，为 1 580 fmol／ 

nag蛋白质，明显高于其他来源的组织 (如大鼠脑粗突触体膜的密度仅为 57 fmol／mg蛋白 

质)。这表明电鳐电器官可能是一种分离 8一AgTX结合蛋白的好材料。而 Triton X一100 

对本实验是一种有效的去垢剂 ，总结合活力的得率接近 50％，这就为分离、纯化该结合 

蛋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结合实验数据的Hil1分析 (图2)显示，结果呈明显的线性 

关系，其相关系数为 0．991。图 2直线的斜率即H|ll系数 H=0．952，接近 1，表明 p— 

A_gTX与其结合位点的结合过程中无协同作用。在标记毒素的实验浓度范围内 (数量级为 

nmol几)，电鳐电器官的结合位点在结合性质方面应是一类单一的相互间无协同作用的膜 

蛋白。 

2，2 去垢剂Triton X一100的浓度及增溶抽提时间对抽提效率的影响 

表 1显示，用去垢剂 Triton X一100增溶抽提电器官的膜蛋白，抽提液中Triton X一 

100的浓度从 0．5％增大到 2．5％，抽提液的结合活性则从 1 048 fmol增至 1 414 fmol，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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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增溶的电器官蝮蛇毒素结台蛋白 

的饱和结合曲线 
Fig l Saturable binding of“ I—日一AgTX 

t0TrimnX一100 exl~actsof 

electric OI'g'~3 membranes 

插图是Scatchard圈 (in~et is Scatchard plot)。 

og[游离配体] 

图 2 标记的蝮蛇毒紊与电鳝电器官膜 

抽提液结合的 Hill图 
Fig．2 I】analysis。{ 25I—B-AgTX binding 

"00 extlacts。f electric organ membranes 

一 姐廿{ 姐螺 ＼■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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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效率也相应提高。这表明 Triton X一100对本实验是一个有效的去垢剂，且其浓度大于 

2％可能较适宜。 

用 Triton X一100抽提电器官膜蛋白的效率也与增溶时间有关，图 3是 3次实验数据 

的汇总，横坐标表示抽提时阃，纵坐标表示以抽提 3 h的结合活性为 1oo％，抽提不同时 

间的膜抽提液结合活性与它的百分 比。结果表明 3 h左右可能是一个 比较适宜的抽提时 

间。 

表 1 去垢剂 (1Ht0n x一100)蔽度对电器官廪增溶抽提效率的影响 
Table1 Effect of detexgcnt{Trtt~ X-100)~~tcentraltml on exlracllm 

efficiency 0felech'i~ol'ganmeml~ mes 

图 3 增溶时间对电蜗电器官膜抽提物 

结合活性的影响 

F ．3 Effects of solubilization time∞ 

binding activities of Triton X-IO0 

extracts of electric organ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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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og[抑制剂] 

图4 玲毒素对标记毒紊结合的抑制作用 

ng．4 Inhibition of I—p—AgTX binding 

to p—agkistrod~toxin-binding lYmteln 

by unlabelled B—AgTX 

2．3 未标记p．A x对电器官膜抽提物与 I．p·A x结合的平衡抑制 

平衡抑制实验的结果表明，当未标记 8．AgTX的浓度达到标记毒素的5O倍以上时，绝 

大部分(97％以上)结合的标记毒素被冷毒素所取代(图4)。当标记毒素的结合量中有50％ 

被取代时，冷毒素浓度IC =5．5×10一rnel,"L。根据公式：K：IC5o／(1 4-F以(D)，抑制常数 

K：4．5×10 tool／L，与标记毒素结合的平衡解离常数十分接近(5．5×10 mol／L)，表明 

同位素标记对毒素的结合亲和力没有显著影响。 

人们对神经突触后传递机制的认识较超前，而对突触前过程的了解却相对滞后，原因 

之一是缺乏合适的探针。我们希望B．AgTX结台蛋白的鉴定、分离和纯化将推进该领域 

的工作，而这正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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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 

It was infered that p—agkistrodotoxin-binding protein is presumably a novel presynaptic 

functional protein involved in neurotransmitter telease．This paper reported Studies on solubi． 

1ization of B·agkistrodotoxin-bindlng protein from Torpedo californica electric organ，a tissue 

rich in sy／la~ ．The binding  assay of this protein was established using a PEG precipitation 

method，and its binding properties with I-hbelled 8一AgTX wa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 t the densRy of 8一AgTX-binding sites in this tissue is reht~dy high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rat brain)．Bm is 1 580 fmol／nag protein and KD value is 5．5× 

10-9 tool／L．Triton X-lo0 was proved an effective detergent for the extraction experiment 

with a yield of about 50％．Thus a hopeful beginning for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8一agk． 

istrodotoxin-hindlng protein was accc*nplished ． 

Key words p·AgTX-binding protein，Soluhilizatlon，Tor／~ao electric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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