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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羧肽酶Ｂ的稳定性研究
王亚辉，辛爱洁，李素霞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摘要：目的筛选重组羧肽酶Ｂ（ｒＣＰＢ）酶液的保存方法以及ｒＣＰＢ的冻干保护荆。方法将添加和不添加甘
油的两组ｒＣＰＢ酶液置于不同温度下保存，定期测定活力；在ｒＣＰＢ酶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不同保护剂，比较冷冻干
燥后的活性保留率，并从赋型性和溶解性方面评价冻干保护剂的作用。结果４℃下，含２５％甘油的ｒＣＰＢ酶液在６
个月内活力保持不变；添加３％甘露醇和５％海藻糖的ｒＣＰＢ冻干品的酶活保留率分别为１０２％和１００％。结论甘
油能显著提高ｒＣＰＢ酶液的稳定性；从冻干保护效果和冻干品外观来评价，３％甘露醇可作为ｒＣＰＢ冻干过程中的最
佳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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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肽酶Ｂ（Ｃａｒｂｏｘｙ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Ｂ，ＣＰＢ）（ＥＣ３．４．
１７．２）是一种含锌的胰外肽酶。ＣＰＢ可特异性水解

的过程中，ＣＰＢ为不可缺少的双酶之一，其比活的高
低及稳定性是影响胰岛素原活化收率的重要参数。

肽链ｃ．端的碱性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或鸟氨酸。

我们已成功在大肠杆菌中克隆表达了鼠羧肽酶

ＣＰＢ在科研中的应用主要基于其切割特性，用于蛋

原Ｂ¨引，获得了高效表达菌株，对重组羧肽酶原Ｂ

白质和多肽的测序；在医学上用于诊断胰腺炎。另

包涵体进行了复性。复性后的重组羧肽酶原Ｂ经

外，在重组胰岛素的生产中，胰岛素原活化为胰岛素

胰蛋白酶酶解后成为具有催化活性的重组羧肽酶Ｂ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ｃａｒｂｏｘｙ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Ｂ，ｒＣＰＢ）。以往的对

收穰１３期：２００９—１０—１２

ＣＰＢ稳定性的考察主要针对的是从动物胰脏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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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ＰＢ＂…。本研究考察了保存温度以及甘油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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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ｒＣＰＢ酶液稳定性的影响，并筛选了ｒＣＰＢ酶液
冻干过程中的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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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尿酰．Ｌ一精氨酸，Ｓｉｇｍａ；山梨醇（生物级）、甘
露醇（美国药典级）、海藻糖（试剂级），Ｂ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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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最快，３个月后仅剩不到１０％，６个月后活性几乎

Ｂａｓｉｃ

完全丧失；在４和一２０℃条件下保存时，一２０℃下

Ｉｎｃ．；丙三醇（分析纯），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

的酶活丧失略小于４℃，且两者酶活丧失都要远小

司）。

于常温保存的，６个月后两者的酶活保留率都在
Ｔ６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ＦＤ－１冷冻干燥机，上海田枫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以上。由此可以看出，低温保存有利于ｒＣＰＢ
酶液的稳定。

低温离心机，Ｂｅｃｋｍａｎ。
２方

１

１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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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ＰＢ的制备

２．１

按照文献［１，５］方法制备ｒＣＰＢ，纯化后的酶液

需
舳
强
蛭
娃

经０．２灿ｍ滤膜除菌过滤后备用。
２．２

ｒＣＰＢ活力测定
Ｕ

２０

参照Ｗｏｌｆｆ¨ｏ的方法，含有０．１ ｍｍｏｌ／Ｌ马尿酰
￡一精氨酸底物的０．１

ｍｏＬ／Ｌ

ＮａＣＩ溶液新鲜配制。总

测定体系３ ｍＬ，测定波长２５４ ｎｍ。加入酶溶液５—

４０

６０即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１６０

１叫＿删

ｒｉｄ

一×一．４℃，２５％甘油；一▲一．一２０℃，２５％甘油；一０一．２５℃，
２５％甘油；一■一．－２０ ｑｃ；一Ａ一．４℃；一◆一．２５℃
一×一．４℃，２５％ｇｌｙｃｅｒｏｌ；一▲一．．２０℃，２５％ｇｌｙｃｅｒｏｌ；一。一．２５

２０斗Ｌ，立即摇匀校正零点，然后间隔适当时间记录
Ａ值。完全水解的Ａ值为０．３６。调酶浓度到１０

℃，２５％ｇｌｙｃｅｒｏｌ；一●一．一２０℃；一Ａ一．４℃；一Ａ一．２５℃

ｍｉｎ

图１

内水解反应不超过３０％。在测定范围内，数据显示

Ｆｉｇ．１

ｒＣＰＢ酶液的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ＣＰＢ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底物的水解速率与酶浓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１

另外，从图１还可以看出，２５％甘油的加入能

个酶活性单位定义为每１ ｍｉｎ水解１ Ｉ山ｍｏｌ底物所需

明显提高ｒＣＰＢ酶液的稳定性，加入甘油的酶液在３

要的酶量。

个温度下的同期酶活保留率都显著高于不加甘油

２．３尤ＰＢ酶液的稳定性

的。即使在常温下，加入２５％甘油的ｒＣＰＢ酶液的

将添加甘油、未添加甘油的２组ｒＣＰＢ酶液分别

酶活保留率在６个月后也达到７０％；４℃下含２５％

置于４，２５和一２０℃条件下，每隔一段时间测定其

甘油的ｒＣＰＢ酶液最为稳定，其酶活保留率在１年后

酶活力。以纯化后的ｒＣＰＢ酶液的酶活力作为

没有任何损失（数据未列出）。

１００％，计算酶活力保留率（％）。

３．２保护剂添加对冻干过程中的ｒＣＰＢ活力稳定

２．４保护剂的添加对ｒＣＰＢ酶液冻干过程中酶活

性的影响

稳定性的影响
首先将ｒＣＰＢ酶液超滤浓缩至蛋白浓度为１９
ｍｇ／ｍＬ，而后将不同类型保护剂分别按照一定含量

将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的几种冻干保护剂添加到
ｒＣＰＢ酶液中，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比较其对酶液冷
冻干燥过程中ｒＣＰＢ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见表ｌ。

百分比加入到ｒＣＰＢ酶液中，溶解混匀，冷冻干燥。

由表１可见，在ｒＣＰＢ冻干过程中，加入３％的

用水溶解冷冻干燥的粉末至冷冻干燥前体积，然后

甘露醇对其保护效果最好，酶活保留率超过了

分别取样测定其酶活力。以冷冻干燥前ｒＣＰＢ酶液

１００％。这与胰脏提取ＣＰＢ酶液的最适冻干保护剂

的酶活力为１００％，计算酶活力保留率（％）。

相符。李显林等‘列在其专利中指出３％一５％甘露

２．５保护剂对冻干品的性状及其溶解性的影响

醇为胰脏提取ＣＰＢ的最适冻干保护剂。５％海藻糖

观察加入不同保护剂的冻干品的溶解性和赋型

作为冻干保护剂，ｒＣＰＢ酶活保留率也达到了

性，以及放置一段时间后的冻干品的形态。将此作

１００％。ｌ％和３％的海藻糖和甘露醇条件下的酶活

为筛选冻干保护剂的参考因素。

保留率虽然都在１００％以下，但都高于对照组（未加

３

保护剂）的８３．８％。这说明海藻糖、甘露醇对ｒＣＰＢ

结

果

３．１式ＰＢ酶液的稳定性

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作用。保护能力最差的是山梨

对置于不同温度下的２组ｒＣＰＢ酶液测定活力

醇，添加低浓度山梨醇的ｒＣＰＢ冻干品，其酶活保留

（ｒ／．＝３），计算酶活保留率，得到ｒＣＰＢ在６个月内的

率低于对照组，浓度达到５％后酶活保留率才提高

稳定性（见图１）。

到９４．６％。

由图ｌ可见，ｒＣＰＢ酶液常温保存时，其酶活丧

万方数据

从表ｌ还可看出，海藻糖、山梨醇对ｒＣＰＢ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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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保护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随着浓度的升高，

冷冻干燥过程中。由于脱水过程本身会使蛋白

酶活保留率也在上升；而甘露醇浓度达到５％后，酶

质损伤，使得复水后的蛋白质很容易失去活性。因

活保留率反而下降，因此其最适浓度为３％。

此，必须加入保护剂以减少酶活力的损失。目前，对

表１
Ｔａｂ．１

不同保护剂对重组羧肽酶Ｂ冻于过程的影响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ｙｏｐｈ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尤ＰＢ

于保护剂稳定生物分子的机理主要有两种假说¨１：
一种是“水替代”假说，认为蛋白质在冷冻干燥过程
中失去水分后，保护剂的羟基能替代蛋白质表面的
水的羟基，使蛋白质表面形成一层假定的水化膜，从
而保护氢键的联结位置不直接暴露在周围环境中，
稳定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另一种称为“玻璃态”假
说，认为在含保护剂溶液的干燥过程中，当浓度足够
大且保护剂的结晶不会发生时，保护剂．水混合物就
会玻璃化。在玻璃态下，具有黏性的保护剂包围在
蛋白质分子的周围，形成一种玻璃体，阻止蛋白质的
伸展和沉淀，维持蛋白质分子三维结构的稳定，从而
起到保护作用。有研究报道保持玻璃态的甘露醇在
药品冷冻干燥过程中能够保护蛋白质的活性，而结
晶的甘露醇则对蛋白质不能起保护作用∽１。

３．３保护剂对冻干品的性状及其溶解性的影响
不加入任何保护剂的冻干品，呈白色粉末状，色
泽比较均一，但溶解性差，甚至不能完全溶解，可能
是因为在冷冻干燥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应力使得
ｒＣＰＢ蛋白变性，破坏了蛋白的稳定性。甘露醇是目

本实验中３％甘露醇对冻于过程中的ｒＣＰＢ保
护效果最好。甘露醇作为保护剂所得的ｒＣＰＢ冻干
品具有成型性好，放置过程中稳定性好，不易吸潮，
极易溶解等特点，而且甘露醇对溶解后的ｒＣＰＢ同
样具有活性保护作用。因此，甘露醇是ｒＣＰＢ的一

前最常用的生物蛋白冻干制剂的保护剂，不仅在冻

种理想的冻干保护剂。

于过程中起到赋型剂的作用，同时也是蛋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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