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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复性与质谱分析 

王贤纯 ，梁宋平 
(湖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为了探讨质谱分析在合成多肽氧化复性和分离纯化研究中的应用 ，用固相多肽合成方法合成 m一芋 

螺毒素 MⅦA，在含谷胱甘肽的缓冲体系中进行氧化复性后 ，经离子交换 和 RP—HPLC分离纯化 。利用基质辅助 

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LDI—TOF—MS)和电喷雾 串联质谱 (ESI—MS／MS)分析 m一芋螺毒素 MⅦA氧化 

复性和分离纯化的效果 ，最后用电生理学实验测定复性 m一芋螺毒素 MⅦA的生理活性。其结果 表明，获得 的 
一 芋螺毒素 MⅦA纯化复性样品具有与天然 m一芋螺毒素 MⅦA完全相同的空间构象和生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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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turation and M ass Spectrometric Analysis 0f 

Chemically Synthesized∞一conotoxin M 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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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MS)in the renatu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synthetic peptides，∞一conotoxin MⅦA Was chemically synthesized by a solid—phase method．The sample Was oxidatively 

treated in a glutathione—containing buffer，and then purified by ion—exchange chromatography and RP—HPLC．Th e renatu— 

ration and purification emciencies of synthesized∞一conotoxin MⅦA were subsequently analyzed by MALDI—TOF—MS and 

tandem electrospray mass spectrometry(ESI—MS／MS)．Meanwhile，using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its biological 

activity Was also measured．Mass spectrometric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enatured and purified ct卜 

conotoxin MⅦA possesses the same conformation and physiological activity as those of natural ∞．conotoxin MⅦA． 

Key words：~-conotoxin MⅦA；Oxidative renaturation；Mass spectrometric analysis 

(￡，一 芋螺毒素 MⅦA (oJ．conotoxin MⅦA)是来 

源于海洋软体动物芋螺 (Conus magus)的一种多 

肽类神经毒素，含 25个氨基酸残基 ，分子 内 6个 

Cys的巯基参与 3对二硫键 的形成 (Gray，1988)。 

这种毒素能专一性阻断神经末梢的 N一型电压敏感 

钙离子通 道，影 响神经末梢递质释放 (Olivera et 

al，1987)，且具有一定 的神经保护 (Valentino et 

al，1993；Pringle et al，1996)和镇痛作用 (Maim— 

berg&Yaksh，1995；Bowersox et al，1996)，由于 

在神经生物学和医学等多个领域内有着 良好的应用 

前景而受到有关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 ∞一芋螺毒 

素 MⅦA的天然来源有限，制约了其研究的深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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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广泛应用。用固相化学合成法对其进行化学合 

成 ，是解决这类多肽毒素天然来源不足的重要方法 

之一 (Atherton& Sheppard，1989；Olivera et al， 

1987；Liang et al，1997)。Nadasdi et al(1995)利 

用固相合成 ∞一芋螺毒素 MⅦA (合成产物命名为 

SNX一111)及其一个或多个氨基酸残基替换突变后 

的类似物，系统地研究了该多肽毒素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证明其分子中 2位 Lys、10位和 21位 Arg、 

9—14位片段为该毒素与 N一型 ca2+通道结合所必 

需。研究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抗神经损伤作用和 

镇痛作用时也大多采用其固相化学合成品SNX—l 1 1 

(Bowersox et al，1996；Bowersox&Luth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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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合成的多肽处于变性状态 ，在使用前需要经 

历一个较为复杂的氧化复性 和分离 纯化过程。所 

以，在复性后的分离纯化乃至复性过程中，采用适 

宜的方式对复性的多肽样品进行检测和鉴定就显得 

很有 必要 (Creighton，1984；Wang et al，1998)。 

检测和鉴定复性多肽的方法有多种 ：直接测定多肽 

复性后 分子 内二硫 键 的配对 方式 (Chung et al， 

1995)；利用反相 HPLC监测多肽的保 留时间 (O— 

livera et al，1987；Nadasdi et al，1995)；根据圆二 

色谱 (circular dichroism，CD)推断多肽复性后二 

级和三级结构的形成情况 (Kim et al，1997)；利用 

核磁共振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技术 

测定多肽的空间构象 (Liang et al，1997)等。上 

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 

质谱 (MALDI-TOF—MS)和 电喷雾 质谱 (ESI—MS) 

具有样品用量少、测定精度高的特点 ，不仅可以准 

确测定多肽的分子量 ，而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 

多肽的许多结构信息 ，从而可用于分析多肽复性 的 

效果 ，简化样品鉴定和分离纯化的步骤 ，提高工作 

效率。鉴于此 ，本文试图探讨质谱分析在合成多肽 

氧化复性和分离纯化研究中的应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用固相化学 合成技 术 (Atherton& Sheppard， 

1989)参照 Wang et al(2ooo)的方法化学合成 ∞ 
一 芋螺毒素 MⅦA。对照品∞一芋螺毒素 MⅦA、还 

原型谷胱甘肽 (GSH)、氧化型谷胱甘肽 (GSSG)、 

三氟乙酸 (TFA)等均为 Sigma公司产品。 

1．2 t．O一芋螺毒素 MⅦA的氧化复性和分离纯化 

化学合成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氧化复性和分 

离纯化参照 Wang et al(2000，2001)的方法进行 ： 

取适量合成 ∞一芋螺毒素 MⅦA溶于大体积的氧化 

复性液 (0．1 mol／L磷酸 盐缓 冲液 ，0．003 mo1／L 

GSH，0．000 3 mol／L GSSG，pH 8．0)。样品浓度约 

2×10一 mol／L。室温下反应 48 h后 ，用冰醋酸酸 

化缓冲液至 pH 3．0～4．0。然后交替在 Waters Mil— 

lennium 2010色谱管理系统和 Waters 650 E蛋 白质 

纯化系统 上进 行反 相 脱盐 和 离子 交换 纯化。用 

MALDI—TOF—MS和 ESI．MS／MS分析 分离纯化 的样 

品 。 

1．3 MALDI-TOF．MS分析 

∞ 一 芋螺毒素 MⅦA分离纯化过程 中，样品的 

MALDI-TOF．MS分 析 在 美 国 Bruker公 司生 产 的 

ProFLEX下M11I型质谱仪上进行 ：离子源加速电压 1 

(ion source acceleration voltage 1，IS／1)为 20．0o 

kV；离子源加速电压 2(ion source acceleration volt— 

age 2，IS／2)为 18．85 kV；透镜电压 (1ens voltage) 

为 8．5 kV；激光重复率 5．0o Hz；线性模式检测正 

离子；由 Bruker公司开发的控制软件和 Sun工作站 

完成 仪器 的控 制和数 据处理。用 混合液 (0．1％ 

TFA、30％乙腈 、69．9％水)制备 CCA (a—cyano．4一 

hydroxycinnamic acid)饱和液 ，然后取 1止 样品与 

约 20 L此 CCA饱 和液混合 ，再取 1 L混合液 

(约含 1 pmol样品)在质谱仪的样品盘上点样，室 

温干燥后测定 。 

1．4 MS和 MS／MS分析 

∞ 一 芋螺毒素 MⅦA纯化样品的 MS和 MS／MS 

分析在美国 Bruker公司生产的 Esquire—LC离子阱电 

喷雾质谱仪上进行。采用注射泵直接进样 ，流速为 

200 l／h；喷雾器压力 15 psi，干燥气 (N2)流速 

3．0 L／min，干燥气 (N2)温度 300℃；铲削器电压 

30．0 V；毛细管出口补偿电压 100．0 V；离子阱驱 

动 5 5．0；离子 电荷 控 制 (ICC)；扫描 范 围5 0～ 

2 200m／z；平均数 5；激发电压 1．0 V；碰撞气为 

氦气。正离子方式检测。质谱图以轮廓谱的形式储 

存。 

1．5 生理活性测定 

复陛∞一芋螺毒素 MⅦA的生理活性测定参照 

Waterman(1997)的方法进行：将小白鼠用颈椎脱 

臼的方式处死 ，剪开腹腔 ，完整地截取任一侧的输 

精管 ，剔 除多余组织，安放 于标本槽 中。槽 中的 

Krebs溶液温度维持在 32℃，并以每分钟约 60个 

小泡的速度不断 向溶液中输送 95％ O2和 5％ CO2 

混合气体。标本在间歇性的串刺激下，产生稳定且 

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运动。通过 比较化学合成和对 

照 ∞一芋螺毒素 MⅦA对 电刺激引起的输精管收缩 

的影响 (达到最 大抑制所需 的时间及最大抑制幅 

度)确定复性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生理活性。 

2 结 果 

2．1 复性处理后 t．O一芋螺毒素 MⅦA 的分离纯化 

和 MALDI．TOF．MS分析结果 

MALDI-TOF—MS测定结果显示 ，合成 ∞一芋螺 

毒素 MⅦA复性前的分子量为 2．646 20 kDa，而天 

然ct，一芋螺毒素MⅦA的理论分子量为2．639 22 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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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 6个巯基均处于还原状 

态。氧化复性处理后样品的 MALDI—TOF—MS分析图 

谱见图 1。从中可以看出，样品中出现了分子量为 

2．64O 18 kDa的分子 ，提示在氧化复性体系中，至 

少有一部分原来处于变性状态的 ∞一芋螺毒素 MⅦ 

A的分子内形成了 3对二硫键，尽管还不能肯定二 

硫键的配对方式。 

在阳离子交换柱层析时，得到 4个主要的洗脱 

峰(图2)，依次编号为 1、2、3和 4。用 MALDI—TOF— 

MS分析的结果见 图 3。1、2和 4号峰 中大多为“残 

缺肽”、“修饰肽”等 ，不含“目的肽”或含量很少，而 3 

号峰中“目的肽”明显占优势。 

用分析型 RP—HPLC对离子交换层 析所得 的 3 

号峰样 品进行仔细 的脱盐纯化 ，收集 主峰峰尖部 

分 ，再用 MALDI—TOF—MS分析的结果中只有单一的 

∞ 一 芋螺毒素 MⅦA质谱峰，提示 已得到均一的 ∞ 
一 芋螺毒素 MⅦA纯化样品。 

2．2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 MS和 MS／MS分析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质 荷比 m／z 

图 1 复性 ct，一芋螺毒素 MⅦA样品 

纯化前的 MALDI—TOF-MS分析 

图谱 

Fig．1 MALDI—TOF—MS analysis of renat— 

ured o~-conotoxin MⅦA sample 

before purification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用电喷雾串联质谱分析纯 

化复性 ∞一芋螺毒素 MⅦA和进 口的对照样品，分 

别记录到的一级质谱 (MS)和二级质谱 (MS／MS) 

见 图 4。 

从图4可以看 出，化学合成∞一芋螺毒素MⅦA 

复性后的 MS图与对照品的一样 ，带 5个和 4个 电 

荷的分子离子峰占优势；而且在本实验设置的裂解 

电压条件下，两个优势离子峰 的 MS／MS图也分别 

与对照的相应图谱十分相似，提示它们具有相同的 

分子结构。 

2．3 ∞一芋螺毒素 MⅦA的生理活性 

∞ 一 芋螺毒素 MⅦA的生理活性测定结果见图 

5。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浓度均为 9．5×10—8 mol／L 

时，化学合成∞一芋螺毒素 MⅦA复性和纯化后与 

对照 ∞一芋螺毒素 MⅦA一样 ，都能在 (6±1．0) 

min(n=3)的时间内对 电刺激引起的离体小 白鼠 

输精管的收缩产生最大幅度抑制 ，说明二者具有相 

同的生理活性。 

20 40 

时 间 Time rrain) 

图 2 复性 ct，一芋螺毒素 MⅦA样品的离子 

交换 HPLC图 

Fig．2 Ion-exchange HPLC profile of renatured 

∞一conotoxin MⅦA sample 

层析柱 (Column)：Waters Protein．PakTM CM 15HR． 

10 I／Rn×100 I／Rn。洗脱液 (Eluent)：(A)0．2 mol／ 

L NaH2PO4， (B)0．2 mol几 Na2HPO4， (c)2．0 

mol／L NaC1，(D)双蒸水 (Doubly distilled water)。 

梯度 (Gradient)：8％ (A)和 2％ (B)，30mill内 

O一6o％ (c) [O一6o％ (c)in 8％ (A)and 2％ 

(B)over 30 mln]。流速 (Flowrate)：1．0 mL／min， 

检测波长 (Detection)：280 n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4卷 

3 讨 论 

图 3 离子交换各馏分的MALDI．TOF．MS分析结果 

Fig．3 Analy8i8 of the fractions from ion—exchange HPLC by MALDI-TOF—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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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复性 ∞一芋螺毒素 MⅦA和进 口对照样品的 Ms和 MS／MS分析结果 

Fig．4 MS and MS／MS analysis of renatured~-conotoxin MⅦA and the control 

A：复性 (1'一芋螺毒素 MⅦA的 MS；B，C分别为 A中 529．0m／z峰和 660．4m／z峰的 MS／MS。a：对照 

oJ一芋螺毒素 MⅦA的 MS；b，C分别为 a中 528．7m／z峰和 660．4in／z峰的 MS／MS。 

A：MS of renatured o~-conotoxin MⅦA；B：MS／MS of 529．0 rn／z peak；C：MS／M S of 660．4 m／z peak ．a： 

MS of control(1'一conotoxinMⅦA；b：MS／MS of 528．7m／z peak ；c：MS／MS of660．4m／z Deak ． 

3．1 化学合成多肽的氧化复性 

促使合成多肽形成正确的二硫键配对和特定空 

间构象的方法有多种，如空气氧化法 (Nadasdi et 

al，1995)、铁 氰 化 钾 氧 化 法 (Lamthanh et al， 

1993)、碘氧化法 (Barlos et al，1991)和三氟乙酸 

_ J 

3 500 

铊氧化法 (Fujii et al，1987)等。其中空气氧化法 

形成二硫键是多肽合成研究 中应用最广泛的经典方 

法 。该方法纯化方便 (Wang et al，1998)，但所 需 

复性时间比较长，如 Nadasdi et al(1995)对 SNX． 

111的氧化复性时采用空气氧化法需 3 d以上。本 

实验中采用 GSH．GSSG介导的氧化复性法，实际上 

是 空气氧化 的改 良方法 (二硫键交换法)，反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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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Blank 

对照∞一芋螺毒素MⅦA 

Control【I)．conotoxin MVIIA 

合成【I)一芋螺毒素MVIIA 

Synthetic【I)一conotoxin M VIIA 

O 20min 

Jr加毒素Adding toxin 

O 

Jr加毒素Addingtoxin 

O 

图 5 ∞一芋螺毒素 MⅦA对小白鼠输精管收缩的抑制作用 

Fig．5 Inhibition of the contraction of mouse isolated vas deferens by 

(IJ—conotoxin MⅦA 

度比空气氧化法快。GSSG与还原型多肽形成混合 

二硫化物并 由此而激 发分子内二硫化物 的形成 ； 

GSH使已形成的二硫化物变成混合二硫化物 ，可 

使错误 折叠 的分 子重新还原 (Creighton，1984)， 

这样，在折叠中的中间产物和受热力学控制的终产 

物之间就形成一种平衡状态。由于二硫键正确配对 

的分子在热力学上稳定性最强，所以平衡有利于形 

成二硫键正确配对及空间构象正确的分子。 

3．2 复性多肽的分离纯化与质谱分析 

∞ 一 芋螺毒素 MⅦA样品经过复性处理后，必 

须进行仔细的分离纯化以去除里面的各种杂质 ，这 

些杂质主要来 自合成和氧化复性过程中的副反应。 

用 MALDI．TOF．MS分析样品时，分析物信号的重 

现性较差，其原因是信号的强弱与许多因素有关。 

如待测物与基质形成的晶体的形状 、大小，待测物 

在基质中的分布，样品探头表面的情况 ，激光照射 

的强度等 (Yuan et al，1998)。因而一般认为质谱 

图中谱峰的高低并不代表它们的相对含量。但在实 

验中发现，当样品中某种物质分子 占优势时，该物 

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质谱图中形成明显的主 

峰 ，因此 ，可以采取用不同激光照射条件对样品点 

的不同部位进行多次 “击打” (shot)测定的方法 

参考文献： 

Atherton E， Sheppard RC． 1989． Solid Phase Pepfide Synthesis： A 

Practical Approach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sK，GatosD，Kutso aIIIIi S． 1991．Solid phase synthesis ofpar- 

tially protected and free peptides containing disulphide bonds by si一 

判断样品中 “目的肽”的相对含量或样 品的纯度。 

若用不同条件多次测定的结果都证明样品只形成一 

个质谱峰，那么一般就可认为该样品已纯化至均一 

程度。 

检测和鉴定合成多肽复性效果的常用方法中， 

直接进行二硫键的定位和利用 CD及 NMR技术测 

定复性产物的空间构象均存在耗时多或样品用量较 

大或需要特殊设备的问题 ；用 HPLC方法监测复性 

产物的保留时间时只能得到有关样品复性效果的粗 

略信息。利用 MALDI．TOF．MS和 ESI．MS／MS分析 

复性处理后的多肽样品，尽管不能直接确定二硫键 

的配对方式 ，但可以方便地获得间接的结构信息 ， 

为分离纯化过程 中 “目的峰”的鉴别提供重要的参 

考。本实验中的 MS和 MS／MS分析结果表明，化 

学合成 ∞一芋螺毒素 MⅦA复性后的 MS和 M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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