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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表面及血浆内活化标记蛋白
GMP-140 的放射免疫测定 J
吴国新李建勇阮长耿
t 苏州r~ 学院)

摘要
利用自古的纪人活化血小板 α-~ 粒膜蛋白 (Granule Membrane

Protein-140. G~P-l ..j O) 特异性单克哇抗体SZ-51. 经放射免疫法直接
定量测定血小梗表吉GMP-l·IO 的分子攻及血浆内GMP-140 ~甘含量.

对 l临尿多种疾病(妇急性心~l 梗塞、腔立栓形成、糖吱病、支气管哮
喘、这行性出立热等)体内血小板活化叉其程度进行了评估，并与止
i
浆内花生四萨鼓代iff 产物 TXBt 及 Von wiJIebrand 因 ~f (vWF) 含量比

较，证实丘小吃表言GMP-140 分子数时只定免于TXB" 及 vWF 等的
测定。血小村表[f GMP-140 分子数仨敏感地反映二1'
1、坡的 iffk 仨

度，是判如血11 、梗 :f f七特异灼指持之一，这一方法的建立，才号井血栓

性疾病的诊配及其它疾病发号机茸的乏一步探讨提供汶据。

([

i主 6)f

'O,t 17 ，'::~r i1 11 叫:~\;

(f危机构[I A f:

.\ ., ~'i1!JJ

RADIOIMMUNOASSAY FOR PLATELET ACTIVATION
SPECIFIC PROTEIN GMP-140 ON TIl E PLATELET
SURFACE AND IN PLASMA
(In Chinese)
Wu Guoxin

Li Jianyong

(SUZHOU 如IEDICAL

Ruan Changgeng
COLLEGE)

ABSTRAcr
Using monoclonal

anti以对y(McAb)

membrane protein (GMP- l1 0) on the
GMP-1 1O expression in fixed whole

SZ-51 which is specific for an alpha-granule

surfa臼 of
bl创XJ

human activated

platele臼， the

was measured by direct

and GMP-140 microparticles in plasma was measured

by 臼 ndwich

platelet

radioimmunoa田η

method. The GMP-

110 molecules per platelet or milliliter(mL)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cute

my创:ardial

infarction; cerebro thrombosis; diabetic mellitus; asthma attack; epi-

demic hemorrhagic fever etc. By comparing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thromboxane B2
(TXB2 ) and von willebrand factor(vWF) in plasma ,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GMP-HO

moJecul臼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XB 2 and vWF. It is a sensitive and

specific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degree in vivo.

The 臼tablishment

of this method will be useful to diagn o....ing the thrombotic disorders and studying the
pathogenesis of some othe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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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小饭在血栓形成及止血过程中起着关恒的作用.血小握在活化过瞿中，不仅形辜及生

化代甜要发生改变.冀..噩白的结构和组分也要发生变化.I;.t~悔莫拈酣、囊集、，ut等活
化反应LEI- 但在病理情况下，血小桓醺畸重白的改变又是裹些在病的特征或停随体征LZ』.测

定血蒙内在生四幡障的代耐产"四岛的改变及血小桓 a-.植内睿物'事故产输等变化来评
估体内血小恒的活化程度，是间接的毒是非待异的指标.本研究利用括他血小饭持异性尊克
隆抗体〈尊抗}来直接定量测定体内血小饭的活化瞿度.将为临床上特异性幢测体内血小板

的改变及慕些疾病的诊断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亮幢抗体的制备
SZ-51 为一株抗人活比血小植表面'目桂醺罩自
(GMP-l o1 0) 的单抗.1.. j .经 lodoscn 法标记

Na 皿1. 蛋白定量后加入 50μmol/L 牛血清白蛋白 (BSA) 及 3 mmol/L 叠氨俐，置 4"C 保存.
·叫-SZ-51 的放射比捂住为 600-·) 000 ns-'min-'. 99% 以上的政射性被 1.23 mmol/L 三氯醋
酸沉捷.单抗SI7:5 • 8 ] 由美国Oklahoma 大学 McEver 博士赠送，亦作用于GMP-I -1 0. 但与 SZ-51
识别的决定篝不相关， S Il 同位素标记同上.比洁性为1000 ng-Imin- I >

1.2

据本制备

以塑料注射器抽外周血.)I 9 E町A-Na2 抗夜，取 0.5 mL 抗凝血与夺量的固定1ft! (20
mmol/L 戍二醒-2 mmol/L 叠氨铀-PBS. pH 7. nil 合.重温作用 30 min. 即为固定的全血.余

血以 3000r/rnin 离心 30 min. 上层血荒置一 30'C 保存.

1. 3

~.舌化及静止血小植的制备
上述 E町A-Naz 抗提血 .800 r/min 离心 10 min. 得上层富含血小t&血吸 (PR凹，取 I mL

PRPU 等量的固定 lliJ 固定，作用 I h. 即为静止血小桓.余 PRP 以 TEN (20 mmol/L Tr卧 HCI.

5 mmol!L EDTAN i1z, O. III mol/L NaCI.pH 7.0 洗涤 3 吹， bo 入 I U/mL 挺血酶 (sign时，室温
作用 3 min. 按上法固定，即为活化血小伍。

1. 4

血小板寝面 GMP-140 分子勘测定
取~ 2.5 Y lOA 血小植的固定全血. ~:{苦氏液( 138 mmol/ L NaCI. 29 mmol/L KCI. 12

mmol/L NaHCO\ .0.36 mmol/ L NaHzPO,. 5 mmol/L 葡萄糖 .pH 7. 的洗潦 l 次，加入I2S)_SZ_ 51
抗体 (0. I IJS/管) .鲍体积为 50 此，攫匀室温作用 30 min. 以 50 IJmol/L BSA- 苔氏液洗潦 3
眈 .3000 r/min 离心 10 min. 每 rx 均不意浮沉淀物，在 y 计数 fJl.上测定计收率.每个测定均为

复啻，非恃异吸附以 100 倍禾标记的单抗同时加入反应管.梅特异结合的计耻率换算 fit 每个

血小植上 GMP-HO 表达的分子般.

1.5

血藕内 GMP-ltD 宫量的测定
以 1 mg/L 的 SZ-51 抗体包桓(100 比/孔) ./7: 日以 O. 05 % Tween 20- PBS 榄 3 吹，以 50

L1 mol/L

BS r\ -P s..C) 37'C 作用 2 h. 使欢加入血吸 (100 IJL/ 孔 J 栩 l 叫 -S12 (0. 1 .ι 打 .).3 7"('作用 2

1

h. 备渡古族 6 次.撞上法 it 敬并攘'成单位体但血辈内 GMP-I -t O 的含量.抗原材~

l:l 5 lJ

μm"'/L BSA 替代被撞血来.

1. 8

血辈内 TXB.和 "WF 的测定

将i东存的血浆 37 "C解旅 .3000 r/min 离心 10 min. 按卒院制备的 TXBz放时兔疫测定药
盒几 &"'WF 的酶标药盒、Ij测定血辈内浓度.

1. 7

研究对.
本研究的 50 倒正常标本来自不同年龄的健靡个体.男女备半.收集的 96 饲病人均为住

院确诊患者.包括急性心肌硬塞 II 俐，脑血栓形成 5 倒.篇尿病 26 例.甲状啤饥能在进 1
倒.支气啻哮喘发作 I ，t 倒，胃病综合症 5 问.体外循环转琉结禀 13 例.流行注.t血热休克阳
少|嗖蝴 18 间，

结果

2
2.1

血小桩事面巫血囊内GMP-leO 的分子黯
IUl-SZ-51 抗体与洗潦固定的主血作用30 min 后. i耐得 50 例正常血际本血小.f& l: 育

no 土 490 个 GMP-loiO 分子，以 I U'/ml.疆血酶活化的血心植表面有\0000飞 13000 个分子.

且真结合不受ω+ 或 E町A-Naz 浓度的配响，正常血浆内GMP-IIO 的浓度为i I. 61 土 O. ;2)
'J(

10 10 分子 mL ，而全血经踵血酶作用后离心分萨血清
.GMP-IIO 的含量为 (22.3 士 3.5)

y

1(: )分子 rr.L.

2.2

血小板在面 GMP-leO 圈定的敏感性

取 I O' tJ~活 ft& 静止血 IJ 、极.以不同的比例 ill 台，致 i孟 ft 血 'J·~i 所占 ttl (j" 51 比为 100
50

JS .25 l.:

.'"i. 2%. J. 5% .0 , GMP-IID 分子划定结果见因 I .由四可见.在血 "1 ，饭悬液中.，百

化血才、枉 !Z 占1. 5 归 M.GMP-l to 的分子 :az 静止血小伍显著用高 s 因此.血J.但丧面 GMP

I I i) 分子t;汀测定能敏感地反映血小极自~ ;舌 l(. 程度.

2. J

全血固定 $J }l盟置时阔的 E 响
固定在j :EDTA-Na ，抗砸全 m 分别 tl 等贵的 0.67 rr.,J!/L

rfl ~~.

I. 3 mui l.多絮 If'

rtf.

2(: mmol/L 党二 !H崎定.三次实验结果显示以 20 mmol/L 吨二肝胆1 定为娟芷 .GMP-IIO 分 F
t~ 为 1261::: 5·1 血小饭-'.而以 0.67 moll L rr 盹琪 I. 3 m'l!/ l. 多 4日£II 脐处理 飞， .红细胞注 1琪
·L 号均有 :1: 同程度的担解 .n 不易形 ritm tJ: .与 l !t'，陪比 n. 血 'J 才旦 I'， GMP III) 分 f 酌情在

(

jlO 土 2'-

IfIvJ、缸') • Lr'l 此.本实盯 i在ff. i 立O!W 为 l剖定俐，

放置目:问: f~ Itn 约 20 m !1 w!iL It二 "fW~E 后放匠的时rliJ (I正 21 h 内测 i[ ~7. tzo. 屯，附l l·?fi
表面 GMP: lO分子啦与抽血后即要ill咧定是 ~Il 花显著作.以后的前胃，时间的iH毛 .GMP-!I('

表达随之附加.至固定后，
18 h.GMP ItO ~f r 敬如~ 1580士 150 血小饭- I(

II

=川. IIJ 见 .I"~n

4号本已回2. 触置的时间对结果有较大的~:;';l. 因此.本实验际水;~II 定的时间均在.ll'l Itn 后当
天 «2Itli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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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d

Plat~l..t~ ， ~<;

in 10'

Platelet

I tht

』

。

不同比例混合的活 ft&~ 止血小饭

因 I

OMP-140 测定的敏感性自卸. =3)

寝 E

'民魏状态"'Fa 小篝餐面 OMP-140 份子幢及血浆内
OMP-l40.TXB，利 vWF 的浪IIr x 士 S 】
在内i

~n.(;、机lIJi束(

• ~ II)

"血竹形成 r • =;)
'fl.1.哨( .宝贝，

一

III

,

i r.

~H

1f'2立 11· r 融室~I 的
fUll 综合院 r.

..5)

体外"Jf(. = 13)

旅行 ":1 1:鼠 ~(.-I的

, <0.01 ,
2.4

血来(i ~!P·140

GMP-140

f分 F 敬'由个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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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士 61

2属 2 士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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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7 士 1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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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士 Z.41

4.116::: 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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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属4 士 H~'

2490土 350'

76.=~.

vWF

TXK:
'J唱"，1_

•

100 士 ~ri

"

IZ:?tH
1~1 .i :?~

, <0.001

痰瘸状态下 GMP-UO 分子瞰的改童

自费 1 可见，急饨心肌梗事、直气骨田，喘发'U:，胃病综合症.体外循环皮
i疏 于j ft:出血热等
病人.体内血小植在而GMP-I~O 分子敬&血浆内A!J 含量均显著 ft 高.缸 IJ~ 体内有较高fl.喷
的血 4、植活 It J 脑血fit.形成，帽尿病苟血小缸茬而GMP 110 改变 f~ ~Ui" fll lfJl审内 GMP 110

岔 .~U号升高.这可能与体内血小饭破坏刑加的·关，王r-脑血怜If;
IN，!!~ 再-外间血"'1fIl个假(Ii

化不明显.可能与 a.幢比植局限.在外周血中囊理不出来.疆测定的倒幢幢小育关

2.5

.小植活化..鼻擂篝GNP-let 与血藏内 Tχs.

I

vWF 含量的比植

由鑫 1 可见.血章内~含量在各要集病中均有升高，而 vWF 的含量改变无显著性

〈障支气曹璋嚼 lo...性心肌梗事患者.&小饭褒面 GMP-140 盈血囊 TXB.的含量已显著地
高.但阜孽 vWF 的含量改变不明显.至于 AMI 的 GMP-140 分子量变异植大.可能与 AMI 不

同的病"有关.甲亢患者 GMP-140 吉量改变不显著，血辈TXBa的升高可能由于其官血细胞
毒组织'由代耐旺盛引起.因此.在反'使体内血小植活化E度上.袤面 GMP-140 分于般的回

定有寞'警异性和敬'性.

讨论

3

本研究利用自嗣的抗人捂住血小植 GMP- 1010 擎缸'使测定血小饭衰面活 II:标iC)i白
GMP-140 的分子世.鉴于.抗 SZ-SI 不与'止的血小饭、江细胞、自细胞及血蒙主白等反
应.宫是捂住血小植持异的，因此.用单抗 sz- 归来直接测定血小怪的活 It 理度是可靠的.歪
子在静止血小怪上存在少量的结合分于，可能与抽血等操作导致部分血小饭的体外瞰陆有
关.或由于血小恒的异质性，在正常血循环中有部分血小板已经活比有关 .-J.

一艘认为.血小极从静止状主转变为具有功能的活 II:血小极时.在喜形辜.生化代跚要发

生改变，随醺桂内害物的'鼠..幢幢董自与开披管道系统醺融合而整合至活化血寸、缸质幌
内.因此.正常人血蒙内 GMP-lotO 含量是假少的.当血小饭活比伪足形成时，--方面伪足吁

'后题而进入血来.另一方面血小4匠活 It 真变形能力下降.通过德血营时被屠破裂.因此，血 1在
内 GMP-140 含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血小额在体内的破坏喔厦.本实验用 GMP

1·10 的二撩单抗 SZ-51 初 Su. 通过夹心法来定量测定血喧内 GMP-I·IO 的含量也是可行的，
测定血辈内花生四幡酸的代蹦产物 TX岛和 6- 嗣 -PG f' lu 的含量改变.可间接事I) 断体内

血才、恒的活化程度刀，但由于多种组织细胞均盲花生四锦酷的代谢.因此.冀临床意)(.就显

得宫 M. 血来内血小缸卧颗桂内睿物 βTG 、 PF 4 含量的测定，能反映体内血小植的活 It 耀
度 ~iOJ .它们与 GMP-I·10 表达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含量一方面与血小饭活化 ff &t

E 体内破坏有关.另一方面受机体代谢与排世的~响.幢测血小恒囔糟蛋白组分的改变是一

项待界的指标，过去通过分离并提接血小植后测定.由于体外模作的人为活 It:. ' 从而掩盖 f
体内血小4臣费E 些亚酵的融小改变.本实验用固定的全血来精定血小植表面 GMP-IIO 的分 F
舷克服了上述的不足.但受固定金血放置时间的t;响.需在固定后 21 h 内完成.利问Jl"1 1 、:寂

的敏感性，经放 t·t 免稽的手段来在接测定金血中血个恢丧丽 GMP !IU ~坛达的分子Ii. 此?大
简单，特异性高.育和
j 于摹层和科研单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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