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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澳代核苦一磷酸5BrUMP. 5BrCMP、 8BrAMP及8BrGMP为原料，使用催化佩卤置换

法同时和j备了四种荒标记核音一磷酸I [5-'H]UMP、 [5-
3
H]CMP、 [8-'H]AMP及[8-'H]

GMP. 再用从啤酒鲜酵母中提取的粗酶，经酶促硫酸化，把上述规标记楼背一磷酸进一步转

化为氟标记核音三硝酸I [5-'H]UTP、【 5-'H]CTP. [8- 3H]ATP及[8-'H]GTP、并用纸层

析方法一起进行纯化。除此之外，作为副产品，还同时得到四种保标记核杳→硝酸和四种低

标记核苦二确酸。

上述十二种侃标记化合物的比活度为14.-19Ci/mmol，放ft纯度大于98%.

美.词酶促确酸ft 简标记核音三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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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口

各种报标记核苦般类化合物是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肿宿学等研究工作中极为重要的

示踪剂.为了更有效地制备这些标记化合物，本文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多种侃标记化合物的同

时合成工艺.采用催化foi{卤置换及晦促战酸化方法，可同时合成十二种高比活度的侃标记核

苦酸.

以尿嘻度核奇、跑嘈咬核菁、腺嘿岭核普及乌嗖吟核杳四种核音一串串隘的模化物

5BrUMP. 5BrCMP、 8BrAMP、 8BrGMP为原料，以5%PdjBaSO.为催化剂，在碱性榕剂中

与侃气发生催化声在卤置换反应，首先合成出四种低标i己核苦一磷酸I [5- 'H]UMP. [5-"H]

CMP、 [8-'H]AMP. [8-'H]GMP. 再使用从啤酒鲜酵母申提取的扭酶系，将上遗产物经酶

促确酸化反@..进一步合成为四种篇标记核'11'三磺酸I [5-'H)UTP、 [5-'H]CTP、 [8- 3H]

ATP. [8-'H]GTP. 另外，还得到四种锦标记核膏二碗酸.[5-'H]UDP. [5- 3H]CDP.

[8-'H]ADP. [8-"M]GDP.

材料与方法

氟气s 丰度为99.7%. 保存在铀扮底中〈国产) •

催化剂I 5%PdjBaSO. (自脚，

原料. 5BrUMP、 58正MP. 8BrAMP. 8BrGMP (美国SIGMA公司产品) •

标准品， UMP. CMP. AMP、 GMP、 UTP、 CTP、 ATP、 GTP等 f美国SlOMA公司产

品) •

试剂B 异丁般. EDTA、 NH.OH等〈北京化工广产品) •

啤酒鲜酵母《首都啤酒厂提供) •

-、画"氟每记篝誓-..的合威

锦标记核苦-确隘的合成采用催化加卤置换方法，具反应方程式如下$

5BrUMP [5-'H]UMP
5BrCMP n. ‘ [5-'H]CMP
8BrAMP;;j"川;.-;~，o.:~?Ji:" ---..- [8-'H]AMP
8BrGMP [8-'H]GMP

上运反应是在一个特制的佩化反应装置中进行的〈图1 ) .四个饵化反应痕通过多口连
通器连接在侃化真空系统上，每个反应赢下方都对准着联动式电磁搅排糟的一对磁铁，启动

电磁搅拌器可同时搅动四个反应瓶中的反应物，进行佩卤置换反应.

具体的操作步'如下，首先称取原料5BrUMP. 5BrCMP. 8BrAMP. 8BrGMP. 噩噩控

制在3-<;ml (在 3) .再称取催化剂5%PdjBa四.. :tt重量约为原料的四倍，每一种原料

和一份催化剂连同-枚键押子分JjljMe入四个反应瓶中，再加入。.5ml左右的NaOH或NH.O日

榕漉作为反应浓剂.整个侃ft反应装置连入佩化真空系统，反应瓶内容物经脱气纯理后用液

氮冷冻，将系统抽费空军..x l0-'mmH，后，系统与真空裂间的阅门关闭，加热佩铀粉缸，

使之ff.1t£1i1气，用控制阀门的方法调节备反应瓶的筛应使之在580-630mmH.之间，启动键

作捅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75分钟必90分钟.反应结 i祀的，再次m海氮冷冻四个反应胞.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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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剩余篇气.取下反应瓶，过ill反应混合物以除去催化剂.用50%乙醇洗涤催化剂，撞液和

洗涤液合并，即为保标记核昔-瓣酸祖品，用50%乙醇除去不稳定的Zil二次，用作合成第标

记核奋三碗酸的原抖.也可以取其一部分，用纸层析法统一纯化，得四种侃标记核音一麟醺

产品.

二、 JJ..啤酒'军酶.中提取钮'藩

选取洁净的啤酒鲜酵母约2饵，用蒸馆水洗涤，经过~\心并弃去上清液，如此重复四次，

使醇母呈现白色泥状物，在冰箱冷冻室中保存待用.

取20r.葡萄糖溶液 1 Ill1， 19.2%Na.HPO.溶液 lmI， 4%MgCI. 、 4%KC1. 3%MnCI.溶

液备。.回国、 1%新洁尔灭溶液。 .36m1，在一锥形瓶中稀释到5.6时，用lNNaOH 溶液小心

调节pH至6.1-6.8. 最后，再加入1.铺上述洗净之鲜酵母， ;1匀，在28 士 1 "C的水浴申发蹲

反应 4 小时，按着将反应混合物转至沐浴中放置10分钟使反应中止.在4000转/分的转速下

离毛，10{;'饨，取上清擅即为粗酶肢，在冰箱冷冻室中保存待用.

三、酶但..it远合璋佩.记穰苦三..

酶促魏酸化的反应方程式如下B

[5-'H]UMP [5- 3 H]UMP [5- 3 H]UDP [5-'H]UTP

[5- 3 H]CMP [5- 3 H]CMP [5-'H]CDP [5-'H]CTP

[8-
3
H]AMP"画??Tr·-唱[8- 3H]AMP + [8-'H]ADP + [8- 3 H]ATP

[8-'H]GMP [8-'H]GMP [8-'H]ODP [8-'H]GTP

上述四种策标记核菁一串串酸租品分别用适量蒸饱水溶解，加入2-3倍体积的租晦液 f袤

4>，轻轻岳匀，四个反应瓶}起放入28士 1 'C的水浴中反应4 小时，然后再转移至冰浴申

保持10分钟，加入0.15mI20%的冷三氯醋酸使反应中止，静置20分钟后以3000转/分的转速

离心10分钟，取上清液用lNNaOHi:t;液调节pH至1.0，加入三倍休识的冷无水乙醉，出现沉

淀后放入4'<;冰箱中过夜，使结晶增长，次日进行离心，弃去上清攘，沉淀用少量蒸til水溶

解，即为篇标记核苦三磷酸、声E析、记核杳二磷酸及侃标记核苦-确酸的混合物.

三、..街法篝化氟串串记敏警三..

使用-张层析纸，同一个层析展开剂体系、同时纯It四种低标记核音三磷股.与此同时

四神1IIl标记楼昔二确酸和四种低标记核苦一磺酸也得到纯化，

!阳矗篝

r'It 1:'1 3...
。 ω 甲占~

宇:军:±yt」

同 1 ;'i(化反 !;~?l在置示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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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z 纸民析沾纯化侃标记中量奋之二确般示意图

1.华特嗖 3 号 I;'忻纸 2.点掉佬 3.UTP标准点

~ .UMPt，r;itl飞 S.UDP标准t.t I.酶侃反应产物

1.(昌-'HW TP吸收·:iI 8.(5-'H1UDP吸 lilc带

D.(5-'Hll.i MP明收带 10. 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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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张宽60cm、高40cm的华特曼 3 号区析纸，先用IN甲股处理， ll[!层析纸底边 3cm处

画一点样线〈图 2) ，整张层析纸等分为四部分，分别用来纯化[5-'HJUTP、 [5-'HJCTP、

[8-'HJATP、 [8-'HJGTP，选用的展开剂体系是异丁酸:IM NH , OH:O.IM EDTA = 100.

60.1.6 (V/V) ，室温下进行展开。

层析纸的第1 部分是用来纯化[5-'HJUTP的。在这部分的点样统的两端，分别点上UTP、

UDP、 UMP标准点，中部约10cm处点上酶促反应产物。后析纸的第2 、 3 、 4 部分用类似

方法处理，用以纯fU5-'HJCTP. [8-'HJATP. [8-'HJGTP. 全部点样完毕，层忻纸缝成

园筒状，并在上述展开剂中展开，经过约17小时后从层析缸中取出吹干，在波氏为254nm 的

紫外光灯下观察，可看出在UTP. UDP.UMP三个标准点对应的位置上三条清晰的吸收带，

对应UTP的吸收带颜色量i策，其他两条很浅，分别剪下三条吸收惰，用。.OIN Hel浸泡，经

两次洗脱，洗脱液用O.INNaOHi用pH至7.2， ~P 分别得到C5-'HJUTP、 [5-'HJUDP、 [5

'HJUMP. 其余三部分层析纸也1日相似方法处理。这样，经过一次层析搜作;!~纯化12种低标

记化合物.

罩、严晶的分析墨定

使用UV-2I0A型紫外分光尤度计对[5-'HJUTP、 [5-'HJCTP、 [8-'HJATP、 [8-'H]

GTP分别进行定性.IE量测定、-H段大吸收峰波长与标准怦lil1夜文献{在相近，结果列入夜

).~~~nm I GTP :A.~~.?m
259 ! - -- 253

261 I GTp I 253

261 俨HlOTPI 阳

.1 .棒但被苦三..窟 flo_艘'雹

CTP 飞;im l AIF|

Z刊 I ATp I
275 [[8-吼叫

三百值 r~T-~ I 飞俨 i

标阳唯制坪品 I UTI' I 2臼自归2 I 口

标 i刊 lu民飞7F俨1叫| 施础2 I民即F] i
使用FJ-353型液体闪烁，计数器测定四种标记化合物鸣放射性强度，并计算它们的比活

度，结果列于表 3 0

产物的放射化学纯度测定也采用纸民析泣， f日异丁酸.IMNH ，OH'O.IM EDTA=100.

60'1.6 (v/v) 展开剂展开，并使用RTLS-IA型放射性J事后ft]括:仪测定各声目标记核拧三硝酸

的政化图谱，圆滑均旦单一隙，它们的比移{~~列入表2 ， ~t移 fa与标准样品一致.

.2 氟串串起撞警三..的H ，但

5-'H1C庐 TP i ~ lιBH]ATF|iOR， g50i1 忡'MPZP i tis0.~9 0.36
[5-'H]UDP I O.al [5- 'HJCDP I 0.41 [8-'HlADP i 0.61 [8-J H]ODp ! 0.28

[5州lUMPI 0.451 [5- 'H1CMP i 0.4~ [ι'HjAMp I 0.70 : [8严'Hl0MP I 0.31

结果与讨论

一、四种低标记榜样一磷酸的合成选u.了比较相近的反应条件，这种选择有利于使用本

工作嗨酬的氟化反应装置进行多个侃他反应的合 )1:1'作，使得经过一次侃 ftWl 作即可 f..1B.f:Ii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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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出同种怯[tF-~毒酸的fiR标记ft合物，这是一个饵标i己化合物合成工艺的改进，它大大简化

了楝作步骤，提高了合成效率，所得四种产品的 tl:i者!变也能满足使用~求.四种ffi.标记核苦

一磷陆的合哎条件相结果如下z

囊 3 .串串远穰誓一..舍II".件"筒果囊

序哥;产·'z; _~~r，叶(府 γ'f， T~ '~i :;1 m g 提:'~:. hl!-;:1: 'II 时']ml 月21 凹'?f fJt?守搜ftH度到
~ j'.' rng mm t1 g il才忖;\.7/Dl M j

1 [←土土P 5Bj111P| u jo- 0·11:凡叫 630 曰 :川 >98

2 [川市MP 58rCMP 3.0 13 0.1 飞-FOH 590190 iItsl 〉饲

3 (8-'1ω … 6.0 30 牛俨可"。二 (Ml 月'

[8-'H1GMP 由GMP I 2.9 IZ 1飞俨H ωo 90 19.0 >98

二、吨酒蝉酵母在葡萄糖、磷酸位、 u抢夺组1JI(的培养革中发酵是形成酶系的必要条

件，培养峰的组成、各fJ1，分的浓度、发静 iit 皮、时间、 pH等因素对酶的活性都有一定的影

响。实验证明，本文选用条件下所提取的极施，不仅适用于【 5-'HJUMP的酶促踌殷化，肉

【5-
3
H]UDP及[5-'HJUTP转化，也适用于'[5-'HJCMP. [8-'H]AMP 、 [8-'HJGMP 向相

应的二磷酸、三妈酸的低标记化合物转化。这就为实现四?鼠标记核苦-确险的酶促确酸化

反应的同时进行提供了保证。

兰、由于合成四种商标记钱 1于一磷酸时，所得产物日不同， i宫解i'''物所用水量也不同，

为保证酶促反应的正常进行，适当凋鲁 r酶液 IH ftl，在这样的酶促确酸ft条件下，不仅同样

合成出合梅的产品，而且各种 fz时;T;i己核lF峻的产率分"~适当，四种 fik标记核tt三磷酸的产率

比较高均大于70% ，四种Jri(际 l己核沓-I协帧 ':MQ 问J )I"i{ ,j;f\ i己核苛二确般 (l~J I坦率也在10% 左右，

符合使用'昂霄，这样使得只经过一次商 l在 (/(J 嗨组合 '1\(:， 使吁 r， ij 时得到j四种核奇的一硝酸、二

硝酸、二嘛酸共十二和 p高比活度低斩、 i己化合物，所使用的酶促条件及合成结果列入表 4 0

.4 四精氯梅但穰香三._.JlI1IJ A俘和筒"襄

阴|院物制 | 叫m g I !!i:t'11U:,\m( I Jo;;a mlitml : 产明
「一一一 τ二hL函P(5-'H]ιDpl [5-'同函豆

1;[SaZEHIMFI < 5·56·3|0·759·1fZA t a'-2

[5-·H]CMP15·'H]CDP I (5- ,'H]CTP2 [5-'1I]CMP <3.0 1.0 i 3.0 L·--is:i'.... ;" -io~o-'I '"14::'

工二;i川(8ι←……sL二一-'I叶E
'(8←-'H]GMP酬!(8萨-'H]ODPI (8•-'H]OTP4 (8-'H]GMP <2.9 0.7 I Zι.0 ,.- iiiι:z..·.."v ii~5--' ·-12:32

四、为简化操作步骤，本文77试了利用一张层析纸，同一个展开剂体系，同时进行四种

佩标记 tf镇二磷酸的纯化工作，实验 iJE实是可行的，约果也址满;富的.所闸的展开剂体系必

须照顾j1J网种化合物的纯化，异丁酸I iM NH ‘ OHIO.IN EDTA =100'16'1.6 (V/V) 这个

s .



体系基本能满足要求，只是对[8-'H]GTP的纯化稍差，为保证纯化效果将展开距离加大到

35cm以上。经过一次层析操作，四种惊标 ic核'If一磷酸和四种简挥记核脊二磷酸也得到l纯

化，一张纸一次共纯化了十二种有用的保标记化合物.

五、啤酒鲜酵母容易获得、价格便宜.从啤酒鲜酵母中提取粗酶的操作也很简单，电E酶

性能稳定，不失活，这是本方法一大优点。但啤酒鲜酵每原料必须很好选择，是好选用。代，

以保汪酶的活性.

，毫支舷

(1 J T. T回hik"r. "1.1. , I.Fe'''' i!'1/ Tec ,""ol.45. 511 (l9t7) .

[2J T.T回hikur. i!l .1.. I.Fer"'''''1 Tecl".oI. 41. 564 (1 96的

[31 中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It学诅报. 2.51 (1973) •

[ 4 J 申t~n斗学院微't物研究所.上海原子树研究所.生物化幸与生物物血气恨。 9.2.201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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