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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质联用分析 rhTNK-tPA 的一级结构
陶

磊, 丁有学, 郭

莹, 饶春明*, 王军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卫生部生物技术产品检定方法及其标准化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50)
摘要: 液质联用分析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变构体 (TNK-tPA) 的一级结构。用糖苷酶切除其糖基,
测定质谱分子量; 对其进行还原、烷基化、胰蛋白酶酶解, 测定液质肽图及串联质谱图, 通过质谱图的解析对氨
基酸序列进行验证, 并对翻译后修饰进行鉴定。该蛋白氨基酸序列与理论一致, 其中约 5% 的 M207 发生氧化; 约
80%的 T61 发生岩藻糖化修饰; N103、N448、N184 (约 15%) 存在 N-糖基化修饰, 糖型均为复杂型 N-糖。液质
联用结合适当的样品前处理方式, 可快速、准确地对该蛋白的一级结构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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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TNK-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using L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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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for Research on Qua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Biotech Product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Beijing 100050, China )

Abstract: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TNK-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NK-tPA) was characterized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Firstly, the molecular mass of deglycosylated protein was
measured. Then peptide mass mapping and MS/MS of the reduced, alkylated and trypsin-digested sample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so as to verify its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identif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was consistent with designed structure; about 5% of M207 was oxidized;
T61 was fucosylated with ~80% occupancy; N103, N448 and N184 (~15% occupancy) were glycosylated with
complex-type oligosaccharides. LC-MS coupled with proper sample pretreatment is approved to be a rapid and
powerful approach to characterize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TNK-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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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类重大疾病, 已上

activator, t-PA) 等[1, 2]。

市 或 研 究 中 的溶 栓 药 主 要是 纤 溶 酶 原 激活 剂 类 药

重组人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变构体 (TNK-tPA)

物, 包括链激酶 (SK)、葡激酶 (SaK)、尿激酶 (UK)

是 t-PA 的突变体, 属于第 3 代溶栓药物, 2000 年获得

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tissue-type plasminogen

FDA 批准用于治疗急性心肌梗死[3]。TNK-tPA 含 527
个氨基酸残基, 分子质量约 60 kD, 存在 17 对二硫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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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个部位发生氨基酸突变: T103N、N117Q、KHRR
(296-299) 均变为 A。突变后的 TNK-tPA 血浆清除速
度下降, 与纤维蛋白结合能力增强, 具有更长的半衰
期和更强的特异性[4, 5]。
TNK-tPA 是用基因工程生产的治疗用蛋白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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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构是否与理论预期一致是质量控制中的关键问

测定。液相参数: 柱温为 50 ℃; 样品保存温度为 8 ℃;

题, 因此对产品尤其是理化对照品的结构进行鉴定

流速 0.2 mL·min−1; 上样量 10 μL; 使用 80 min 连续

非常必要。TNK-tPA 分子量大, 结构复杂, 分析存在

梯度, 流动相 B 由 5%～50%; 质谱参数毛细管电压:

一定困难。本文用液质联用方法对 TNK-tPA 进行了

4 200 V; Cone 电压: 30 V; 去溶剂气体温度: 200 ℃;

一级结构分析, 包括质谱分子量的测定、氨基酸序列

源温: 80 ℃; 去溶剂气体流速: 800 L·h−1; 扫描范围:

的验证以及翻译后修饰的鉴定。

m/z 100～2 500; MS e 模式采集。

材料与方法

结果
超纯水 (Milli-Q); 乙腈 (色谱纯);

试剂与仪器

1

分子量测定

甲酸、碳酸氢铵、二硫苏糖醇 (DTT)、碘乙酰胺 (IAM)

结果显示存在 2 种相对分子质量: 58 923.13、

均为分析纯; Trypsin 试剂盒 (Calbiochem); 糖苷酶

58 778.25, 二者差值 144.88, 与岩藻糖残基相对分子

PNGase F (NEW ENGLAND); 流动相 A (0.2% 甲酸

质量 (146.74) 很接近, 提示部分蛋白可能发生岩藻

水溶液); 流动相 B (0.2% 甲酸乙腈溶液)。

糖化修饰, 后续结果证实部分蛋白第 61 位苏氨酸

透析膜 (Milli-Q); 离心机 (BECHMAN); 高效

(T61) 存在岩藻糖化修饰。该蛋白有、无岩藻糖修饰

液相色谱系统 (Waters Alliance 2695); 二极管阵列

的理论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58 925.01、58 778.27, 测

检测器 (Waters2996); 色谱柱 (Symmetry 300, C18,

定误差分别为 3.19×10−5 和 3.40×10−7。

2.1 mm × 150 mm); 质谱仪 (Q-TOF Micro); Masslynx4.0

2

氨基酸序列验证

操作软件;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Waters ACQUITY

对氨基酸序列的验证在 2 个层次进行: 一级质谱

H-Class); 色谱柱 (BEH300 C18, 1.7 µm, 2.1 mm ×

和二级质谱。一级质谱的验证过程是将液质肽图中

150 mm); 质谱仪 (Xevo G2 QTof); Masslynx4.2 操作

各肽段的实测分子量与理论酶切肽段分子量进行匹

软件; Biopharmalynx 数据处理软件。

配, 如果误差较小且有一定的信号强度, 则认为该肽

取供试品溶液 100 µL, 加入 0.1

段序列正确, 但只能对已知序列的高纯度蛋白进行

DTT 1 µL, 37 ℃水浴 1 h, 加入糖苷酶 5 µL,

验证, 并且当两个理论酶切肽段分子量比较接近时

37 ℃水浴 3 h。用 Waters Alliance 2695 及 Q-TOF

很难做出判断。串联质谱是根据肽段碰撞后所得碎片

分子量测定
mol∙L

−1

[6]

Micro 进行测定, 方法参照文献 。
液质肽图测定

的质量数差值推定肽段序列, 验证结果更加可信, 并

用 0.5 mL 超纯水重溶样品至质

−1

可用于翻译后修饰的鉴定。

−1

量浓度约 3 mg∙mL , 对 50 mmol∙L 碳酸氢铵溶液透

图 1 为样品经还原烷基化、胰蛋白酶酶切、糖苷

析过夜。取 200 µg 分装冻干, 按说明书步骤对冻干

酶酶切后所得液质肽图, 上、下图分别为质谱图和紫

样品进行胰蛋白酶酶解, 完毕后平分为两份, 一份加

外图。一个半胱氨酸发生烷基化相对分子质量增加

入糖苷酶 10 µL, 一份加入糖苷酶缓冲液 10 µL, 37 ℃

57.03; 糖苷酶切除 N-糖后, 糖基化位点处的 N 变为

孵育 3 h, 置 4 ℃备用。用 Waters Alliance 2695 及 Q-

D, 相对分子质量增加 0.98。考虑以上修饰对肽段分

TOF Micro 进行测定。上样量 30 μL; 使用 80 min 连

子量的影响, 对液质肽图进行解析, 所有理论酶切肽

续梯度, 流动相 B 由 5%～45%; 质谱扫描范围: m/z

段均有相匹配的质谱信号, 现将相对特殊的肽段解

100～3 000; 其余条件同分子量测定。

析结果列于表 1。

样 品 前 处理 同 “ 液 质 肽 图 测

在一级质谱的基础上, 又对氨基酸序列进行了

定”, 用 Waters ACQUITY H-Class 及 Xevo G2 QTof

二级质谱验证。图 2 为该蛋白的 N-末端肽段的二级

串联质谱分析

Table 1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some peptides
Peptide

Theoretical
mass

MS

MS/MS

Measured mass

Error

Measured mass

Error

b/y Found

1−2

N-terminal

1 296.61

1296.66

0.05

1296.60

0.01

10

48

C-terminal

631.27

631.30

0.03

−

−

−

1 791.87

−

−

1791.84

0.03

16

47−48
27

KHRR (296-299)

2 681.34

2681.37

0.03

−

−

−

26−27

AAAA

2 922.51

−

−

2922.46

0.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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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tide mass mapping of TNK-tPA

质谱解析结果, 内图为相应母离子的一级质谱图及

修饰, 切除糖基后 N 变为 D, 因此切除糖基前如果糖

实测分子量, 汇总结果见表 1。

基化位点处为 N, 表明此处未发生糖基化, 切除糖基
后如果糖基化位点处为 D, 表明此处发生糖基化且糖
基已被切除。
解析结果显示, 3 个可能的 N-糖基化位点均发生
糖基化修饰, 但 N184 为部分糖基化修饰, 通过软件
计算, 修饰比例约为 15%。
第二步对糖基类型进行鉴定。糖型的鉴定可先通
过糖肽分子量的测定预测, 再通过串联质谱进行确
证。图 4 为 N103 处糖型分析结果, 内图显示糖肽实
测相对分子质量为 6 545.58, 而肽段部分的理论相对
分子质量为 4 485.98, 所以糖基的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2 059.60, 据此推测糖型为岩藻糖化的复杂型 N-糖
(G2FS, 相对分子质量 2 059.73); 通过对串联质谱图

Figure 2
peptide

3

The precursor mass (insert) and MS 2 of N-terminal

进行解析, 发现了各糖肽碎片离子, 进而确证了该推
测。N184 及 N448 存在糖基化修饰时未得到理想的

N-糖基化位点鉴定及糖型分析
N-糖的分析分两步进行: 首先, 将切除 N-糖前、

后的液质肽图对比 (图 3), 确定糖基化位点。鉴于

串联质谱结果, 通过糖肽分子量测定推测糖型分别
为 G1F 与 G2FS。
4

O-糖基化位点鉴定及糖型分析

N-糖基化位点需要序列子“NXS/T”, 该蛋白中只

先对液质肽图进行分析, 筛选信号强度较高并

有 N103、N184、N448 可能发生 N-糖修饰。若发生

且没有相匹配的理论肽段的质谱信号, 然后将其与

Figure 3

Comparison of peptide mass mapping of TNK-tPA without and with PNGaseF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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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氧化鉴定
蛋氨酸氧化后肽段相对分子质量增加 15.99, 据

此质量标记可寻找发生蛋氨酸氧化的肽段。通过对液
质肽图的解析, 发现肽段 18 中的 M207 存在氧化形
式, 用软件计算该处蛋氨酸氧化比例约为 5%。

讨论
在切除糖基前后的液质肽图比较中, 色谱峰不
能一一对应, 除糖基化修饰对肽段的保留时间产生
影响外, 还可能是因为糖链的空间位阻作用导致胰
Figure 4
(N103)

The precursor mass (insert) and MS 2 of glycopeptide

蛋白酶的酶解不完全所致, 比如 N103 存在糖基时,
其相邻的胰蛋白酶酶切位点未被切开。
在对翻译后修饰的分析鉴定中, 修饰比例是通

理论肽段分子量比较, 看分子量差值是否与某寡糖

过提取离子流图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 XIC)

链的分子量相符。如果相符, 则进行串联质谱验证,

的方式计算得到的, XIC 是从总离子流图中提取的某

确定是否为 O-糖基化修饰。完整蛋白分子量测定结

个离子的色谱图。如果某肽段部分发生翻译后修饰,

果则提示部分蛋白可能发生岩藻糖化修饰。

则能检测到两种存在方式, 每种存在方式对应一种

经分析, 在 44 min 左右发现一个质谱信号 (相

离子, 分别提取各离子的色谱图, 并计算色谱峰的峰

对分子质量 3 293.30), 该信号与 T61 所在肽段 (肽段

面积, 各离子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即视为修饰比

8, 相对分子质量 3 147.24) 保留时间一致 (图 3), 二

例。该方法是通过离子信号的多少来计算相对比例

者分子量差值为 146.06, 与岩藻糖的分子量一致, 据

的, 有些修饰的存在可能会影响肽段的离子化效率,

此推测该信号为岩藻糖化的肽段 8。

造成计算结果出现偏差。

通过对串联质谱图中离子碎片的解析, 确定前

本文对蛋氨酸的氧化进行了鉴定和定量, 同时也

述信号为岩藻糖化的肽段 8 (图 5), 经软件计算, 发

发现了少量脱氨基现象, 由于其比例非常低 (< 1%),

生岩藻糖化修饰的比例约为 80%。

文中未予阐述。另外该蛋白存在 17 对二硫键, 且交
叉连接, 对其配对方式进行鉴定难度很大, 曾尝试在
非还原状态下进行酶切, 未得到理想结果, 故未对二
硫键进行阐述。
关于翻译后修饰对蛋白活性的影响, 有文献 [7,

8]

报道该蛋白 N184 糖基化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其血块溶
解效力, M207 的氧化会影响其与纤维蛋白的结合以
及血块溶解效力[9]。本文测得 N184 糖基化比例约为
15%, M207 氧化比例约为 5%, 均比文献[10]报道的原
创药的比例 (60%, 11%) 要低, 鉴于所用定量方法不
同及方法本身的变异, 需将二者同时测定以得到更
加准确的比较结果。
Figure 5 The precursor mass (insert) and MS 2 of O-fucosylated
peptide 8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液质联用的手段对 TNKtPA 的一级结构进行了分析, 包括氨基酸序列的验证
和翻译后修饰的鉴定, 希望能为该产品的质量控制

修饰位点的确定: 肽段 8 中含有 1 个 S 与 1 个

及同类制品的结构分析提供借鉴和参考。

T, 二者均可能是糖基化位点。在串联质谱图 (图 5)
中发现存在 b11 碎片离子, b11 是包含 T 不含 S 的 N-

References

端碎片, 分子量结果显示带有岩藻糖修饰, 据此判断

[1]

T61 为 O-糖基化位点。

Wang GX.
drug [J].

Review of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on thrombolysis
Chin J Thromb Hemost (血栓与止血学), 2011, 17:

·

900 ·

药学学报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2013, 48 (6): 896 −900
[J].

234−236.
[2]

Li XG.

Adv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with

thrombolytic agents [J].

[7]

infarction [J].

[5]

[8]

Proc

Berg DT, Burck PJ, Berg DH, et al.

functional properties [J].

TNK-tissue

Kringle glycosylation

in a modified human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improves

Drugs Today (Barc), 2001, 37: 749 −760.

Cannon CP, McCabe CH, Gibson CM, et al.

[9]

Blood, 1993, 81: 1312 −1322.

Stief TW, Martín E, Jimenez J, et al.

Effect of oxidants on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sults

proteases of the fibrinolytic system: possible role for methionine

of the 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TIMI) 10A

residu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issue type plasminogen

dose-ranging trial [J].

activator and fibrin [J].

Circulation, 1997, 95: 351 −356.

Davydov L, Cheng JW.

Tenecteplase: a review [J].

Clin

Tao L, Rao CM, Gao K, et al.

Thromb Res, 1991, 61: 191 −200.

[10] Jiang H, Wu SL, Karger BL,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lycosylation occupancy and the active site in the follow-on

Ther, 2001, 23: 982−997.
[6]

A faster-acting and

Natl Acad Sci USA, 1994, 91: 3670 −3674.

Rabasseda X. Tenecteplase (TNK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a new fibrinolytic for the acute treatment of myocardial

[4]

Keyt BA, Paoni NF, Refino CJ, et al.

more potent form of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J].

Chin J New Drugs ( 中国新药杂志),

2012, 21: 1237−1240.
[3]

Acta Pharm Sin (药学学报), 2010, 45: 752 −755.

Structure verification of a

recombinant chimeric anti-CD20 IgG1 monoclonal antibody

protein therapeutic: TNK-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J].
Anal Chem, 2010, 82: 6154 −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