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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ꎬ从而使铅从组织细胞内排除ꎬ同时改善患儿的脾胃功能ꎬ

总而言之ꎬ铅中毒患儿采用常规治疗联合中药排铅汤治

促进患儿机体免疫力的提高ꎮ

疗的效果确切ꎮ
表３

血铅( μｇ / Ｌ)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ｔ值

治疗前

治疗后

０.０５６

５４.７７１
０.００１

两组的生化指标比较( ｘ
±ｓ)

血钙( ｍｇ / Ｌ)

１７０.２５±３０.５７ １２０.４８±７.９６ ａ
１７０.４９±３０.４８ ７４.５３±２.６５ ｂ
０.９５６

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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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治疗后

９１.７１±２.８０

９６.５８±３.０６ ｃ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９１.７３±２.８４ １０８.４７±３.５１ ｄ
０.０５０
２５.５３４

血锌( ｍｇ / Ｌ)

治疗前

０.９４±０.１２
０.９６±０.１０
１.２８０
０.２０２

血色素( ｇ / Ｌ)

治疗后

治疗前

８２.９５±１.９４

１.１１±０.１８ ｅ

８２.９９±２.０１

１.４５±０.３２ ｆ
９.２６０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８８６

注:同治疗前相比较ꎬａｔ ＝ １５.７５５ꎬｂｔ ＝ ３１.３６５ꎬｃｔ ＝ １１.７４１ꎬｄｔ ＝ ３７.０７６ꎬｅｔ ＝ ７.８５８ꎬｆｔ ＝ １４.６１５ꎬｇｔ ＝ １００.５６６ꎬｈｔ ＝ ９８.６１６ꎬ均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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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样品制备方法的研究进展
毛强

赵春景

【摘要】

钱妍

邹品文

美国 ＦＤＡ 已批准上市多种寡核苷酸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疾病ꎬ例如治疗儿童及成人脊髓

性肌肉萎缩症ꎮ 寡核苷酸及其代谢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是药物开发和评估所必需的ꎬ良好的分析方法有
利于控制药品质量ꎮ 本文总结了寡核苷酸分析的第一步ꎬ即样品制备ꎬ特别是用于液相色谱、液相－质谱
联用ꎮ 需要特殊的样品制备技术需要在复杂的生物基质中确定反义寡核苷酸ꎮ 本文讨论了寡核苷酸样品
制备中所遇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ꎮ 本文主要总结了蛋白沉淀法、酶消化法、液－液萃取法、固相萃取法及
其他前瞻性技术ꎬ并突出了其与每种方法的应用相关的问题ꎮ 最后ꎬ总结了实际使用的技术以及指引未来
的研究方向ꎮ
【 关键词】

寡核苷酸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４

液相色谱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蛋白沉淀法ꎻ

酶消化法ꎻ

液－液萃取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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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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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ｄｒｕ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 ａ ｇ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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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 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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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ꎻ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ꎻ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Ｅｎｚｙｍ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ꎻ
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ꎻ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随着基因组学及精准医疗的不断发展ꎬ基于 ＲＮＡ / ＤＮＡ
分子的治疗药物已成为生物制药的一大类ꎮ 近年来ꎬ寡核苷
酸已成 为 各 种 疾 病 治 疗 的 候 选 药 物ꎬ 包 括 乳 腺 癌 [１] 、 抗
ＨＩＶ [２] 、神经系统疾病 [３] 和心血管疾病药物 [４] ꎮ 目前ꎬ美国
ＦＤＡ 已批准 ６ 个寡核苷酸 [５] :福米韦森( Ｆｏｍｉｖｉｒｓｅｎ) 是一种
用于治疗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反义寡核苷酸ꎻ哌加他尼
钠( Ｐｅｇａｐｔａｎｉｂ) 是治疗新生年老性黄斑部病变的适配体ꎻ米泊
美生( Ｍｉｐｏｍｅｒｓｅｎ) 是治疗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硫
代磷酸寡核苷酸ꎻＥｘｏｎｄｙｓ ５１( Ｅｔｅｐｌｉｒｓｅｎ) 是一种靶向 ５１ 号外
显子的磷酰吗啉寡核苷酸ꎬ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ꎻ去纤
维钠( Ｄｅｆｉｂｒｏｔｉｄｅ) 用于有肝小静脉闭塞病ꎬ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有肾 或 肺 功 能 失 调 成 年 和 儿 童 患 者 的 治 疗ꎻ Ｓｐｉｎｒａｚａ
( Ｎｕｓｉｎｅｒｓｅｎ) 用于治疗儿童及成人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反义
核苷酸药物ꎮ 此外ꎬ许多 ＤＮＡ 适配体、反义药物以及小干扰
ＲＮＡ( ｓｉＲＮＡ) 治疗已经或正在实施临床试验ꎮ
我国是仿制药大国ꎬ但仿制药的质量参差不齐ꎬ其严重影
响了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ꎮ 因此ꎬ精确、高效、稳定的定量方
法对检测各类体液中的此类寡核苷酸及其代谢物、研究其药
代动力学和药效学以及未来患者的护理至关重要 [６] ꎮ 合适
的样品提取方法对后续的样品分析至关重要ꎬ常见的寡聚核
苷酸提取方法有蛋白质沉淀法( ＰＰ) 、蛋白酶 Ｋ 消化法、液 －

液萃取( ＬＬＥ) 和固相萃取法( ＳＰＥ) ꎮ 虽然测定寡核苷酸及其
代谢物的分析方法有很多ꎬ但是缺少对这类样品分析样品制
备技术的总结ꎮ 本综述的目的是概述用于 ＬＣ 和 ＬＣ －ＭＳ 分
析的样品制备技术ꎮ
一、寡核苷酸概述
寡核苷酸(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ꎬＯＧＮｓ) 是一种单链短核酸分
子ꎬ通常由 １９ ~ ２７ 个核苷酸组成ꎬ其分子量为 ５ ~ １４ ｋＤａꎬ含有
多个负电荷度 [７] ꎮ 这类药物的临床应用研究始于大约 ３０ 年
前ꎬ包括了反义寡核苷酸、核 酸 适 配 体 及 近 １５ 年 来 对 各 类
ｓｉＲＮＡｓ 的研究 [５] ꎮ 这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其被导入人体细
胞内ꎬ通过阻止了 ｍＲＮＡ 分子的翻译ꎬ而抑制或阻止相应蛋
白质的合成 [８] ꎮ 常见的寡核苷酸分为两 类ꎬ 一 类 是 天 然 的
( 未经修饰的) ꎬ另一类是修饰的ꎮ 天然的寡核苷酸易被核酸
酶降解、对检测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链没有足够的结合亲和力 [９] ꎮ
另一个缺点是穿透细胞膜的渗透性低、生物利用度低ꎮ 因此ꎬ
为了提高其在生物基质( 血浆、组织和细胞) 中的稳定性ꎬ需
对其进行结构修饰ꎮ 此外ꎬ修饰后寡核苷酸的还能防止其被
机体内或体外的酶降解ꎬ从而增加其对 ＲＮＮ 链的特异性结合
并降低其毒性ꎮ 寡核苷酸的修饰有三种ꎬ即对其结构总的磷
酸基团、糖基、碱基进行修饰ꎮ 但是不同的修饰展现出不同物
理化学性质ꎬ药物开发时往往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进行一种
或多种组合修饰ꎬ以开发出稳定性、特异性和靶向性都好的寡
核苷酸ꎮ
二、寡核苷酸的定量分析方法
定量各种基质中的寡聚核苷酸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ＲＴ
－ｑＰＣＲ、ＬＣ－荧光、ＬＣ－ＭＳ、ＬＣ－ＨＲＡＭꎮ 但是这些方法都有一

定的优点和局限性 [１０－１２] ꎮ 通常情况下ꎬＲＴ－ｑＰＣＲ 主要用于
内源性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ｉＲＮＡ 和 ｌｎｃＲＮＡ 定量ꎻ对于修饰后的寡聚
核苷酸药物ꎬ如果灵敏度满足分析需要ꎬ则首选 ＬＣ－ＭＳ 分析
方法ꎬ但如果需分析鉴定及定量未知代谢物的浓度则选择 Ｑ－
Ｅｘａｃｔｉｖｅ 系列的 ＬＣ －ＨＲＭＳꎮ 如果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重要
且在 ＬＣ 可以充分分离寡核苷酸与其主要代谢物条件下ꎬ则
选择 ＬＣ－荧光分析法ꎮ 但是ꎬ由于 ＬＣ－ＦＬ 分析法需要设计特
殊的引物或探针、单个药品分析时间长不利于大批量样本分
析ꎬ不能特异性测量寡核苷酸代谢物ꎬ而 ＬＣ－ＭＳ 和 ＬＣ－ＨＲＭＳ
分析法就又具有特异性好、精密度和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线
性范围宽、高通量、可进行靶向或全扫描ꎬ可以同时定量和监
测多个寡核苷酸( 包括代谢物) ꎮ 因此ꎬ本综述重点介绍 ＬＣ
或 ＬＣ－ＭＳ 分析寡聚核苷酸的样品制备技术ꎮ
三、寡核苷酸样品制备中的一般问题
从生物基质中提取样品是生物分析技术的第一步ꎬ该步
骤必须能有效地去除样品( 血液、血浆、尿液和组织) 中的干
扰化合物并浓缩寡核苷酸ꎮ 良好的样品制备方法必须操作简
单并且分析物回收率高ꎬ同时能够消除所有干扰物ꎮ 所有其
他非分析的化合物都可能在 ＭＳ 检测中引起基质效应ꎮ 寡核
苷酸制剂含多种辅料ꎬ包含盐、有机和无机成分等ꎬ这些物质
可以干扰其分析与检测ꎮ 因此ꎬ在样品制备过程中常通过加
入蛋白酶、促溶盐、洗涤剂等使与血浆蛋白结合的寡核苷酸游
离出来ꎮ 此外ꎬ寡核苷酸带负电荷ꎬ其可吸附在带正电荷的玻
璃和塑料容器、移液管、进样针和色谱柱等ꎮ 如果想要分析物
回收率高ꎬ则需要减少样品转移次数并避免非特异性结合ꎬ例
如使用硅烷化玻璃试管、加入高浓度的内标ꎬ使用不含 ＲＮＡ
酶的试剂和耗材以减少寡聚核苷酸的降解或损失ꎮ
四、寡核苷酸的样品制备方法
１.蛋白沉淀法:蛋白沉淀法是最简单的寡聚核苷酸样品
制备技术ꎬ通常以醋酸铵、甲醇或乙腈蛋白沉淀剂ꎮ 有研究人
员以乙腈作为沉淀剂萃取硫代磷酸酯反义寡核苷酸ꎬ由于此
时其同蛋白一同沉淀而导致质谱未检测到该分析物ꎮ 随后ꎬ
其先用乙醇沉淀反义寡核苷酸ꎬ然后用 ２０％ 十二烷基硫酸钠
(ＳＤＳ) 和乙酸铵裂解沉淀物中蛋白并将蛋白中的分析释放到
水相中ꎬ经分析发现此时的样品回收率只有 １６％ [１３] ꎮ 但是ꎬ
Ａｈｍａｄ 等在利用 ＬＣ－ＭＳ / ＭＳ 分析抗 Ｒａｆ－ １ 表达的反义寡聚
核苷酸时ꎬ发现用蛋白沉淀法制备小鼠组织样品( 心脏、肾、
肝、肺和脾) 比采用固相萃取法制备的样品回收率要高ꎬ此
外ꎬ还发现乙腈是比甲醇更适合做沉淀剂ꎬ如果在乙腈中加入
０.１％的三乙胺ꎬ则寡核苷酸峰面积将增加 ２ ~ ３ 倍 [１４] ꎮ 因此ꎬ
蛋白沉淀法可用于提取寡核苷酸的组织样品ꎬ但由于样品制
备过程中寡核苷酸会结合蛋白并同其一同沉淀ꎬ从而致使寡
核苷酸回收率下降ꎬ此外ꎬ蛋白沉淀法方法可显著抑制 ＥＳＩ－
ＭＳ 检测中的寡核苷酸电离ꎬ降低检测灵敏度ꎮ 通常ꎬ蛋白沉
淀法的回收率还取决于寡核苷酸序列的大小或长度ꎮ
２.酶消化法:酶消化法主要用蛋白酶 Ｋ 将蛋白水解为氨
基酸ꎬ以去除生物样品中结合的蛋白ꎮ 此方法ꎬ常用于 ＬＣ－荧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光分析法中 [１２] ꎬ首先ꎬ移取 ２５ μｌ 样品( 包括标准曲线样品、
质控样品、试验样品) 至 ２００ μｌ 的 ９６ 孔 ＰＣＲ 板ꎬ移取空白基
质 ２５ μｌ 作为空白样品ꎮ 其次ꎬ向所有样品均加入 ２００ μｌ 蛋
白裂解液( 含一定量的蛋白酶 Ｋ) ꎬ在 ＰＣＲ 仪上于 ６５ ℃ 加热
３０ 分钟后ꎬ向其加入 ＰＢＳ / ｌｙｓｉ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ꎬ离心后取 １５０ μｌ 上清
于新的 ＰＣＲ 板并加入 ４０ μｌ ＰＮＡｐｒｏｂｅ 溶液与于 ＰＣＲ 仪上 ９５
℃ 加热 １５ 分钟ꎮ 最后ꎬ将样品于冰上放置 ２０ 分钟后ꎬｓｉＲＮＡ
经 ＬＣ－荧光分析得其检测线为 １ ~ １ ０００ ｎｇ / ｍＬꎬ但此文未做
回收率评估ꎮ Ｇａｌｌｏ 等用加有蛋白酶 Ｋ 的组织细胞裂解液将
组织( 肾脏、肌肉、心脏和脑组织) 裂解并消化ꎬ然后用苯酚 /
氯仿(５０ ∶ ５０ꎬｖ / ｖ) 进行液 － 液萃取硫代磷酸酯寡聚核苷酸
(２０ 个核苷酸) ꎬ最后用 ＨＰＬＣ－ＵＶ 对样品进行分析ꎬ该方法
回收率为 ５０％ ~ ８５％ [１５] ꎮ 虽然酶解法中可以通过向蛋白酶 Ｋ
溶液中添加某些化合物( ＥＤＴＡ、ＤＴＴ、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而提高回
收率至 ９５％ [１６] ꎮ 这是因为 ＥＤＴＡ 可通过络合金属离子而抑
制 ＲＮａｓｅ 活性ꎬ而不影响蛋白酶 Ｋ 活性ꎮ ＤＴＴ 可通过破坏核
糖核酸酶结构中的多个二硫键来降低核糖核酸酶 Ａ 的活性ꎮ
Ｔｒｉｓ 溶液达到的最佳 ｐＨ 值影响分解裂解缓冲液的组成ꎮ 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 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可促进细胞溶解ꎬ而盐酸胍用
作变性剂ꎬ可减少蛋白酶 Ｋ 用量和减少消化时间ꎮ 然而ꎬ此
方法不仅耗时、不能让组织样品充分裂解以释放组织中分布
的寡聚核苷酸ꎬ也未能去除任何其他干扰化合物ꎮ 因此ꎬ酶解
法不利于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寡核苷酸分析ꎮ
３.液－液萃取法:液－液萃取法是生物分析中常用的样品
提取方法ꎬ使两种不混溶的液体相互接触ꎬ从而影响一种或多
种溶质从一种液相转移到另一种液相ꎮ 常用的有机溶剂有甲
基叔丁基醚、乙酸乙酯、正己烷和 １－氯丁烷、苯酚 / 氯仿或在
苯酚 / 氯仿中加入少量异戊醇( <５％) [１７] ꎮ 通常ꎬ水溶性化合
物用不溶于水的溶剂提取ꎬ也会向溶剂中加入一定浓度的弱
酸、苯酚 / 氯仿ꎬ这是因为其可增加蛋白质变性和沉淀ꎬ将血浆
蛋白结合的寡聚核苷酸游离并释放到水相ꎮ
据研究报道ꎬ液－液萃取方法的回收率约 ８０％ ~ ９０％ [１８] ꎮ
回收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苯酚 / 氯仿萃取过程中添加的其他
溶剂ꎬ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清洗步骤ꎮ 水相通常含有苯酚的残
留物ꎬ可能影响色谱分析ꎮ 因此ꎬ液－液萃取提取方法通常会
结合与其他技术ꎬ如酶消化或固相萃取ꎬ有时液－液萃取只是
复杂提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ꎮ 样品制备时ꎬ综合多种提取方
法可彻底去除寡聚核苷酸中的干扰物ꎬ但每增加一个除杂质
步骤都可能导致回收率下降ꎮ Ｔｕｒｎｂｐｅｎｎｙ 等用液－液萃取法
提取小鼠组织中的反义寡核苷酸时ꎬ除使用呢苯酚 / 氯仿溶液
外ꎬ还用了氨水、二氯乙烷、ＤＮＰ(４－(４－二乙氨基苯基偶氮) －
１－(４－硝基苄基) －溴化吡啶) ꎮ 这是因为二氯乙烷可去除残
留的苯酚溶液ꎬ氨水缓冲液让分析物保持电离ꎬＤＮＰ 有助于
不同液相分层及组织样本中的酸进入有机层ꎮ 样品经 ＬＣ －
ＭＳ / ＭＳ 定量发现小鼠血浆中的回收率为( ８９± ２) ％ꎬ肝、肾组
织中的回收率为(９２±５) ％ [１９－２０] 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ꎬ此方法
适用于提取血清和组织样本中的寡核苷酸ꎮ
４.固相萃取法:固相萃取法是通过在固相( 吸附剂) 和液
相( 溶剂) 之间选择性地分离或去除混合物中的分析物ꎮ 该
方法用于从液态生物和环境基质中提取和浓缩待测物ꎮ 最常
见的 ＳＰＥ 柱或 ９６ 孔板为: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ＯＴＸ 产
品ꎮ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是一种反相聚合吸附剂ꎬ二乙烯基苯－
ｃｏ－ｎ－乙烯基吡咯烷酮ꎬ而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ＯＴＸ 的 ＳＰＥ 柱是弱的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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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换( ＷＡＸ) 吸附剂ꎮ 其他用于提取寡聚核苷酸的 ＳＰＥ 方
法采用强阴离子交换( ＳＡＸ) 二乙氨基乙基－纤维素( ＤＥＡＥ) 、
烷基链( Ｃ２、Ｃ１８) 和苯基结合的二氧化硅吸附剂ꎮ 以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产品为例ꎬ其通常适用于萃取反义寡聚核苷酸ꎮ 固相萃
取的主要步骤为依次用乙腈、去离子水、离子对试剂溶液对
ＳＰＥ 柱进行预处理ꎬ加样ꎬ然后依次用离子对试剂溶液洗涤并
去除蛋白质和盐ꎬ再用含离子对试剂的甲醇溶液洗褪分析物ꎮ
真空干燥后的残留物用流动相复溶以备 ＬＣ－ＭＳ 分析 [２１] ꎮ
一般来说ꎬ寡核苷酸的回收率取决于其本身的化学性质
和固相萃取中使用的离子对试剂、溶液 ｐＨ、洗脱液的组成ꎮ
相 关 文 献 报 道ꎬ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ＯＴＸ ＷＡＸ ＳＰＥ
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ＡＸ ＳＰ 的回收率分别约 ２０％ ~ ９６％、约 ５５％ ~ ９９％、
约 ９０％ [１８] ꎮ 离子对溶液的 ｐＨ 影响着寡聚核苷酸的提取效
率ꎮ 当 ｐＨ 值低于 ７ 时ꎬ由于缺乏离子化作用ꎬ寡核苷酸的回
收率很低ꎮ 随着 ｐＨ 值的升高ꎬ寡聚核苷酸逐渐电离并被提
取ꎮ 在 ｐＨ ~ １１ 时观察到最大回收率ꎮ 必须指出ꎬ在较高的
ｐＨ 值下ꎬ寡聚核苷酸可以降解ꎮ 萃取洗脱液的高 ｐＨ 值消除
了 ＳＰＥ 柱上硅基固相ꎬ但聚合物吸附剂仍然有用ꎮ 回收率也
受 ＩＰＲ 浓度的影响ꎬ较高浓度的有机溶剂降低了寡聚核苷酸
的溶解度ꎬ降低了洗脱能力ꎮ
不同的吸附剂对于不同的生物基质是不同的ꎮ 萃取回收
率的绝对值取决于寡聚核苷酸的修饰ꎮ 固相萃取法与其他样
品制备技术的差异最大ꎮ 它可以作为一种单一的技术ꎬ并与
其他技术结合使用ꎮ 如果仔细优化了 ＳＰＥ 程序ꎬ它可能提供
更高的回收率ꎮ 因此ꎬ这项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寡聚核苷酸提
取方法ꎬ但包含了许多步骤ꎬ而且非常耗时ꎮ 此外ꎬ必须指出ꎬ
在固相萃取过程中使用的某些试剂因会抑制质谱信号而不能
用于 ＬＣ－ＭＳ 分析ꎮ 使用 ＭＳ 兼容试剂很重要ꎬ例如 ＩＰＲ 模式
的胺－ＨＦＩＰ( 六氟异丙醇) 混合物ꎬ或 ＳＰＥ 阴离子交换模式的
乙酸铵和甲酸铵ꎮ
５.其他前瞻性技术:最近ꎬ有研究人员研发了一些新的寡
核苷酸提取方法ꎬ即使用反胶束对单链 ＤＮＡ 和 ＲＮＡ 寡核苷
酸进行液液萃取ꎮ 反胶束是有机溶剂中的一种纳米级水滴ꎬ
可通过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对物质进行分离ꎬ其可将水相中
的水溶性化合物提取至有机溶剂中ꎮ 该表面活性剂通常与提
取的寡核苷酸的疏水性油酰基和亲水性核酸链互补ꎮ 在高温
下加入 ２－丁醇可以很容易地反萃取出寡核苷酸ꎮ 利用此方
法提 取 ＤＮＡ 和 ＲＮＡ 寡 核 苷 酸 的 回 收 率 分 别 约 ５０％ 和
８０％ [２２] ꎮ
磁离子液体( ＭＩＬｓ) 是一类特殊的离子液体ꎬ常用于化
学领域( 包括分析 和 生 命 科 学 ) ꎬ 除 了 具 备 典 型 的 离 子 液
体特性外ꎬ还表现出对外部磁 场 的 强 磁 化 率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
发现不同磁离子液体对不同分析物的萃取效率不同ꎬ这使
定制个体化磁 离 子 液 体 以 提 高 选 择 性 成 为 可 能ꎮ 从 磁 离
子液体提取相中回 收 ＤＮＡꎬ即 将 其 溶 解 在 醋 酸 钾 溶 液 中ꎬ
用硅胶吸附剂进行 简 单 地 纯 化ꎬ乙 醇 沉 淀 ＤＮＡꎬ此 方 法 的
回收率为( ５７± ６) ％ [ ２３] ꎮ
五、样品提取后处理
提取后的样品几乎都要经过样品浓缩步骤ꎬ通常包括真
空干燥ꎮ 然而ꎬ真空干燥通常在高温下进行ꎬ这既可能造成样
品损失ꎬ又可能使样品氧化而在色谱上产生其他的色谱峰ꎮ
我们可以通过“ 近干” 替代“ 全干” 而避免这种影响ꎬ也可以通
过氮气让样品部分吹干ꎬ还可以向试剂中加入 ＴＣＥＰ (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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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 相容的抗氧化剂) ꎮ
利用化学修饰的寡核苷酸进行治疗已进入临床前研究或
临床研究的各个阶段ꎮ 药物开发需要使用准确、有效、稳定的
定性和定量方法来测定寡核苷酸及其代谢物ꎮ 目前ꎬ寡核苷
酸的常见生物分析方法有 ＬＣ － ＦＬ( 荧光) 、ＬＣ － ＭＳ / ＭＳ、ＬＣ －

ＨＲ / ＡＭꎬ而这些分析方法都需要进行样品制备ꎮ
在进行寡核苷酸临床前研究和药代动力学研究时ꎬ生物
样品可能来自动物血浆、肝脏、肾脏、心脏及人体血浆、血清和
脑脊液ꎮ 由于这些生物基质组成复杂或含有大量的干扰物ꎬ
因此ꎬ为了去除这些杂志或干扰物ꎬ我们可能采用蛋白沉淀
法、酶解法、液－液萃取和固相萃取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来纯化
及提取样品ꎮ 此外ꎬ本文还提及了一些前瞻性技术ꎬ拓展了寡
核苷酸样品制备技术ꎮ 所有这些技术独自运用通常表现出较
低的分析物回收率ꎬ因此ꎬ它们主要适用于定性分析ꎮ 但是ꎬ
如果样品萃取步骤以复杂的方式开发和优化ꎬ综合利用多种
技术的组合可能提高回收率ꎬ例如样品经过沉淀后ꎬ在进行液
液萃取ꎬ即用苯酚 / 氯仿 / 异丙醇(２５ ∶ ２４ ∶ １ ｖ / ｖ / ｖ) 萃取寡核
苷酸、此时苯酚使蛋白变性、寡核苷酸进入水相中ꎬ然后将水
相中转至新的管子和 ９６ 孔板中ꎬ然后用二氯甲烷除去残留的
苯酚( 苯酚会影响色谱峰) ꎮ 如果是组织样品ꎬ由于基质更加
复杂ꎬ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固相萃取ꎬ以进一步纯
化和浓缩样品ꎬ减少基质效应并提高检测灵敏度ꎮ 本文仅描
述了萃取方法对样品提取回收率的影响ꎮ 然而ꎬ目前对用于
分析寡核苷酸药物或制剂样品制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仍
然不存在ꎮ
今后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改进样品制备方法上ꎮ 到目前为
止ꎬ为了提高寡核苷酸的回收率而采用的制备技术ꎮ 采用新
的固定相进行固相萃取改性可以提高萃取效率ꎮ 此外ꎬ其他
用于不同分析物的生物分析的新技术必须在寡核苷酸提取中
进行测试ꎮ 这项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少样品制备程序ꎮ
新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过程的小型化和自动化ꎬ甚至与 ＬＣ
系统的在线耦合ꎮ 一般来说ꎬ方法验证时不一定非得保证回
收率高ꎬ只要精度和准确度符合要求ꎬ回收率一致ꎬ可以达到
定量限即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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