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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MS 方法对位点特异性蛋白糖基化
进行快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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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NOP;QRSTUVWXY
2"34567"
18*.+- 9:;<=>?@A
Z[\]^N_`abcd[efgLh9iJ

但这种方法丢失了蛋白质修饰中每个位点的聚
Z[\]^N_`abcd[efgLh9iJ
BCDEFGHIJKLM
K6jklejmnopqrCsAB_tuv

=
>#
K6jklejmnopqrCsAB_tuv
糖的信息。蛋白糖基化位点分析需要先将蛋白通

wx6yTzJ{;ABUrCFGJK6|}
wx6yTzJ{;ABUrCFGJK6|}

ABCDENOP;QRSTUVWXY
过胰蛋白酶酶解，然后对所得到的糖肽进行质
~9:ÄÅAB_ÇÉZÑÖ<=NrCNÜ

~9:ÄÅAB_ÇÉZÑÖ<=NrCNÜ

Z[\]^N_`abcd[efgLh9iJ
谱表征。糖肽分析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这不仅因
áLABCDE<=JKleàâABjmäA

áLABCDE<=JKleàâABjmäA
K6jklejmnopqrCsAB_tuv

Bppã6yT;åçéNCèFG_êOPL
为聚糖种类复杂，同时由于不同种类糖肽的丰

wx6yTzJ{;ABUrCFGJK6|}
Bppã6yT;åçéNCèFG_êOPL
CèJKcdëíNìî@6}ïñóhrC~

!K#$STCUVIW&'()*XYZ3=0[\]^R$
图2.
CZE-MS 对 IgG 酶解后所得糖肽的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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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PLC 方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或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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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征信息。

0LMNOPQ!R$

AB_CDEN‰Â?_@FGJK6ÊÁçr
AB_CDEN‰Â?_@FGJK6ÊÁçr
C?_@NËÈOPÜáLM

C?_@NËÈOPÜáLM

图3.
IgG
!从
"#$%
&'(酶解液中富集到的岩藻糖化(A)
)*+,-./012345678

! 和非岩藻化(B)糖肽
"#$% &'( )*+,-./01234
P1（TKPREEQFN- 5678
9124:;<3= >?:@A>BCCDEF?GHI@EBJ&'(K<

176STFR，IgG2）的提取离子电泳图。
9124:;<3=
>?:@A>BCCDEF?GHI@EBJ&'(K<
0LMNOPQ!R$
! ?#$STCUCI&UVI _ `a`bcSUCI&UVI [\,3

0LMNOPQ!R$
! f#$STCUVI ghij3=kZ/0lmR$

=0 IdF We!R$

! ?#$STCUCI&UVI _ `a`bcSUCI&UVI [\,3

永道致远 | 应用简报 | 9556-9119CN
=0 IdF We!R$

1

! CZE-MS检测两种糖肽时得到的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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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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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结果
约 34 fmol 的 IgG 糖肽通过 80cm 长

仪器试剂：

的 BFS 毛细管进行电泳分离。如 图1 所示，糖

CMP Scientific ECE-001 型

肽的进样量相同时，CZE-MS 获得的信噪比要

毛细管电泳仪。EMASS-II 型 CE-

比 nanoRPLC-MS 高两个数量级。如 图2 所

MS 联用离子源（CMPScientific，P/N:

示，CZE-MS 可以检测到两个序列不同的肽段，

EM3001-T）。80cm 和 42cmBFS 分离

这些序列被命名为 P0 和 P1，图2 中 a-d显示

毛细管（CMP Scientific，P/N:E‐SC‐

的是不同糖基化修饰的P0的质谱图。如 图3 为

BFS‐360/150‐50‐80‐B1、E‐SC‐

从 IgG 酶解液中富集到的岩藻糖化（A）和非

BFS‐360/150‐50‐42‐B1）。BGE 为 0.5%

岩藻化(B)糖肽的提取离子电泳图，RPLC 根据

甲酸。SL 为 0.1% 甲酸和 10% 甲醇。

聚糖亲水性和唾液酸修饰的差异对糖肽进行，但

实验方法：

RPLC 对肽段相同但聚糖修饰不同的糖肽的分
离度远低于 CZE，对于不同唾液酸修饰的糖肽

样品进样 30 psi，5 s。喷针开口 15μm。
质谱分析采集范围 350-2,000 m/z。毛细管

尤其如此。如 图4 为 CZE-MS 分析 IgG 来

分离电压 +30 kV。ESI 1.8 kV。AGC 目标值

源的两个糖肽所得到的线性结果，线性范围可达

3E6。最大离子注入时间 50ms。NCE 28。

四个数量级。图5 展示的是触珠蛋白中 T1、T3
和差异唾液化 T2糖肽的提取离子电泳图，这些

样本制备：

糖肽疏水性很强，在常规的 RPLC 分析柱上很

100μg免疫球蛋白（IgG）和触珠蛋白

难被洗脱，而通过 CZE-MS 可以在 9 分钟内

（haptoglobin）经 DTT 还原，IAA 烷基化

对这些糖肽实现高效快速的分离。

后，加入胰酶酶解，用 FA 甲酸化后终止反应。

总结

蛋白质酶解液用 C18-SepPak 柱脱盐，然后用
真空浓缩器冻干，用缓冲液中溶解。糖肽富集采

本研究利用 EMASS-II 型 CZE-MS 系

用亲水作用色谱（HILIC)，通过填充聚糖捕获树
脂进行富集，收集洗脱后的糖肽部分，真空浓缩

统建立了抗体药物完整糖肽的分析方法。该方法

器冻干。

具有分析速度快、灵敏高度、重现性好和线性范
围宽等优点，适用于对各种蛋白糖基化的表征分

图5. 触珠蛋白中 T1、T3 和差

析。

异唾液化 T2 糖肽的提取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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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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