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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核酸适体和磁珠，
提出一种检测肿瘤标志物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比色方法。方法 核酸适体与标记脲
酶的单链结合，
通过生物素-亲和素的特殊识别作用固定在链霉亲和素修饰的磁珠上；
待检测的肿瘤 VEGF 标志物与适体结合
形成茎环结构，
使标记脲酶的单链脱落下来；
经磁分离，
转移上清液，
加入到含一定量尿素和酚红试剂的溶液中。利用上清液中
的脲酶水解尿素产生氨，
使得溶液的 pH 值升高，
导致溶液的颜色变化，
通过肉眼或紫外分光光度计分析显色结果。结果 该检
测体系在最佳条件下，
检测 VEGF 的线性范围为 0.1~10 pmol/L，
检测限达 0.06 pmol/L。并利用此体系，
检测人肺癌患者血清中
的 VEGF 浓度，
其结果与 ELISA 方法检测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将本方法与 ELISA 方法同步盲法测定 10 例血清样本，
结果显示
本方法的准确率为 90%，
表明其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敏感性。结论 该检测方法操作简单方便，
同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选择
性，
在临床VEGF检测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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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novel colorimetric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tumor biomarke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based on aptamer and magnetic beads. Methods The capture aptamer was hybridized to urease functionalized
single-stranded DNA (ssDNA) and immobilize on the surface of magnetic beads by specific biotin-avidin binding. In the
presence of VEGF, aptamers bound to VEGF to form a specific stem-loop structure to release the urease functionalized ssDNA.
After separation,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to a tube and urea and phenol red were added. Urease hydrolyzed urea to
produce ammonia to cause an increase of the pH value and a color change of phenol red. The results were inspected with
either the naked eyes or by a UV spectrophotometer. Results Under optimized conditions, the detection system showe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for VEGF detection in the range of 0.1 to 10 pmol/L with a detection limit as low as 0.06 pmol/L. The results
of VEGF detection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using an ELISA Kit. 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 of 10 serum samples with this aptamer-based method and ELISA kit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of this method was
90% . Conclusion This aptamer-based system provides an simple and convenient method for VEGF detection with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electivity.
Keywords: aptamer; magnetic beads; urease; colorimetric;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肿瘤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
其发
生、
侵袭生长和转移是一种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其中
肿瘤组织中新生血管的生成是肿瘤发生、
浸润与转移的
［1-2］
重要因素之一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血管
内皮细胞特异性的肝素结合生长因子，
可在体内诱导血
收稿日期：
2016-08-06
基 金 项 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21375017）；福 州 市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2013-S-122-4）；
福建省科技厅重点项目（2013Y0045）；
福建省自然科学
基金（2013J06003）；
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JA1313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1375017).
作者简介：
刘景荣，
副主任医师，
E-mail: ljr166@hotmail.com
通信作者：
李春艳，
教授，
E-mail: 1035551599@qq.com

管新生，
并可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
殖，
增加血管通透性，
与肿瘤的生长和血行转移有着密
［3］
检测人体内的 VEGF水平对肿瘤的
切的联系 。因此，
监测、
治疗、
预后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
目前主要应
［4-8］
用于 VEGF 等蛋白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方法 仍存在一
些不足，
需要继续寻找开发具备简单、
经济、
灵敏的检测
新技术。
近年来，
核酸适体的发现使得抗体—抗原反应研究
有了历史性突破，
为传统免疫检测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
］
条新的道路。核酸适体［9（
Aptamer）是通过指数富集配
体系统进化技术（SELEX）经体外筛选得到的寡聚核苷
酸，
它是一种寡聚单链 DNA 或 RNA，
具有类似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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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能识别特异性的靶分子。核酸适体因其具有亲合
力高，
化学性质稳定，
制备周期短，
成本低等优点，
已被
用作抗体的替代识别元件，
广泛的应用于检测技术和诊
断试剂中［10-11］。其中，
就有研究者利用核酸适体独特的性
质，
开发了用于检测肿瘤标志物VEGF的检测技术［12-16］。
虽然这些方法能够得到较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然而
它们都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如有些需要经过复杂的操
作步骤，
有些结果需要大型的仪器分析以及存在假阳性
和假阴性的现象等。为克服这些问题，
本研究根据前人
研究报道，
选择合适的VEGF核酸适体2G19［17］，
以磁珠
为载体，
并利用脲酶水解尿素可使溶液 pH 值发生变化
从而使酚红的颜色发生不同程度变化的原理，
构建了一
种新颖的比色检测技术，
可实现VEGF的灵敏检测。本
研究不仅可以实现肉眼检测，
还可以应用 pH 计来进行
测定，
这不仅扩展了pH计的应用范围，
也为以后研制便
携式的检测器提供参考价值。此外，
本研究也为临床肿
瘤的监测、
治疗、
预后等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仪（UV-2450 型，
日本岛津（苏）制）；
微型离心机（Mini-6K 型，
常州迈科诺仪器有限公司）；
超声波清洗器（KQ116 型，
昆山市超声仪器公司）；
电子
天平（Sartorius BS124S 型，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
司）；pH 计（UB-7 型，美国丹佛仪器公司）；涡旋仪
（L-866，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剂
酚红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链霉亲和素
修 饰 的 磁 珠（MBs）购 自 Dynal Biotech ASA.（Oslo,
Norway）；VEGF165 购 自 R&D Systems 中 国 公 司 。
5'-CTGGCCAGgTACCAAAAGaTGATCTTGGGCCC
GTCCGAATGGTGGGTGTTCTGGCCAG-biotin-3'，
5'-NH2-ATCTTTTGGTAGCTGGCCAG-3'，
脲酶均购自
大连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溶液：
TE缓冲液（10 mmol/L
Tris-HCl，
100 mmol/L NaCl，
0.05 mmol/L EDTA，
pH 7.0），
底物液（2 mol/L NaCl，60 mmol/L MgCl2，50 mmol/L
尿素，
1 mmol/L HCl，
pH 5.5），
配制上述溶液的试剂Tris、
NaCl、
MgCl2、
EDTA、
HCl、
尿素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血样标本来自福州市第一医院。实验用水均
为Millipore Milli-Q系统纯化的超纯水（18.2 MΩ/cm）；
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方法
1.3.1 脲酶标记单链的制备 将3.2 μL 6.4 mmol/L的马
来酰亚胺基苯甲酸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MBS）与10 μL
100 μmol/L 的单链 DNA 混合并稀释至 100 μL，
室温下
反应1 h。将混合物通过截流相对分子质量为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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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柱膜过滤，
以除去未结合的 MBS。用 50 μL 的 TE 缓
冲液洗涤3次，
并分散在100 μL的TE缓冲液中，
继续加
入1 mL 3.3 μmol/L的脲酶溶液，
室温下反应1 h。将反
应液通过300 000的截流离心柱过滤，
50 μL的TE缓冲
液洗涤3次，
最后分散在100 μL的TE缓冲液中，
4 ℃储
存备用。
1.3.2 检测体系的建立 量取 100 μL 1 mg/mL 的链霉
亲和素修饰的磁珠置于2 mL的离心管中，
用100 μL TE
缓冲液洗涤3次，
分散在含100 pmol生物素修饰适体和
150 pmol/L 脲酶标记单链的 100 μL 的 TE 缓冲液中。
37 ℃条件下，
孵化 2 h，
单链与适体杂交并吸附到磁珠
上，
在磁铁作用下，
用 TE 缓冲液洗涤复合物 3 次，
以去
除没有结合的适体和单链，
最后重新分散在 100 μL 的
TE缓冲液中，
4 ℃储存备用。
1.3.3 检测 将一定量的待测VEGF样品加入上述溶液
中，
37 ℃条件下，
孵化1 h。将反应溶液置于磁场下，
移取
70 μL上清液，
加入到含100 μL 50 mmol/L的尿素底物
液和 10 μL 0.04%的酚红试剂的试管中（初始 pH 5.5），
混匀稀释至1.1 mL，
反应10 min。
1.3.4 结果分析 用肉眼或紫外分光光度计对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计算λ=560 nm 处的紫外吸收峰值对待测
VEGF进行间接测定。
2 结果
2.1 比色方法的检测原理
本文以酚红作为指示剂，
研制用于VEGF检测的比
色方法。图 1 为该方法的检测原理图：筛选出特异的
VEGF 适体，
在其一端修饰生物素，
另一端与标记脲酶
的单链DNA结合，
通过生物素-亲和素的特殊识别作用
固定在链霉亲和素修饰的磁珠上。当VEGF存在时，
适
体与其结合形成2个茎环结构（图1B），
使得标记脲酶的
单链 DNA 从适体上释放出来。经磁分离，
取适量上清
液，
加入到含一定量的尿素和酚红试剂的底物液中。上
清液中的脲酶水解尿素产生氨，
使得溶液的pH值升高，
导致酚红的颜色由黄色变为红色。由此，
通过溶液颜
色的改变以及其紫外吸收的变化来实现 VEGF 的灵敏
检测。
2.2 通过紫外方法验证设计原则
用紫外法验证方法的可行性。结果如图2所示，
当
体系中不存在 VEGF 时，
酚红的底物液只在 λ=430 nm
出现一较强的紫外吸收峰（图2a），
且溶液的颜色是黄色
（图2c）。但是当体系中加入一定量的VEGF后，
经磁分
离，
转移出的上清液可使酚红底物液的颜色由黄色变为
红色（图 2d），
而λ=430 nm 处的紫外吸收峰值降低且在
λ=560 nm 处出现了新的吸收峰（图 2b）。实验结果表
明，
该检测策略可以实现对VEGF的灵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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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肿瘤标志物VEGF检测反应原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colorimetric method for VEGF detection. A: Flow chart of the proposed sensor;
B: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apt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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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方法的可行性分析
Fig.2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sensor based on UV
spectral characterizations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addition
of VEGF. The inset shows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lors of the
solution before (c) and after (d) the addition of VEGF.

2.3 标准曲线及检测限
将不同浓度的VEGF（0.1，
0.5，
2，
4，
5，
8，
10 pmol/L）
加入到体系中，
分别测定其酚红的紫外吸收值变化，
并
绘制标准曲线。如图3所示，
体系在λ=560 nm处的紫外
吸收峰随 VEGF 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图 3A），
且溶
液颜色也随VEGF浓度的增加而由黄色渐变为红色（图
3B）。VEGF浓度（C）在0.1~10 pmol/L范围内，
体系的紫
外吸收与其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图3C）。线性方程
为 A=0.215C-0.047，r=0.9903，检测限达 0.06 pmol/L。
通过平行测定 8 组 5 pmol/L VEGF 来评估该检测体系

的重现性，
相对标准偏差（RSD）为2.89%。
2.4 方法的特异性考察
为了考察方法的选择性。在相同实验条件下，
分别
往体系中加入相同浓度的 HSA 和 VEGF（5 pmol/L）进
行紫外吸收光谱测量，
并做空白对照。如图 4 所示，
在
加入 VEGF 后表现出显著的紫外吸收，
而空白和 HSA
只产生很弱的紫外吸收，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表明该方
法对VEGF的检测具有较好的选择性。
2.5 血清样本检测
为了验证该方法是否可用于实际复杂生物样品中
的 VEGF 浓度的检测。本实验选择 6 例人肺癌血清样
本，
如图 5 所示，
用本方法检测出的人肺癌患者血清中
的 VEGF 浓度与 ELISA 方法检测出的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该方法的准确性较高，
在临床VEGF检测中具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2.6 临床验证评价
采用同步盲法。分别采用本方法和ELISA方法同
步盲法对 10 例血清样本中的 VEGF 含量进行测定，
并
进行临床性能比对。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两种方法所测
定的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1例血清检测结果的数据相差
较大，
其他几乎一致，
说明本方法有较高的有效性和敏
感性，
其准确率为90%，
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3 讨论
核酸适体是一系列单链核酸分子，
可以是 DNA 也
可以是RNA，
具有类似抗体的功能，
能特异结合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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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方法的线性研究
Fig.3 Linearity of the results of VEGF detection using
the proposed sensor. A: UV curves for different VEGF
concentrations (a-h: 0, 0.1, 0.5, 2, 4, 5, 8, and 10 pmol/L,
respectively); B: Color changes of the solution for the
corresponding VEGF concentration; C: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F concentrations and absorbanc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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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HSA和VEGF检测以及空白的紫外吸收
Fig.4 UV absorption in samples spiked with HAS (5 pmol/L)
and VEGF (5 pmol/L) and in the blank sample detected
with this system.

或其他小分子物质，
具有严格的识别能力和高度的亲和
［18-19］
力 。与抗体相比，
核酸适体具有更多的优势，
比如一
旦被筛选出就可以大量合成，
而且筛选周期短，
批次间
无差别；对温度变化不敏感，
易于存储；
化学修饰简单
等。所以，
核酸适体是成为最具前景的抗体替代品，
已

1

2

3
4
Serum sample

5

6

图5 本方法和ELISA方法测定血清样本中VEGF的浓度
Fig.5 VEGF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samples detected by
the aptamer-based method and ELISA.

指数富集
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领域［20-21］。众所周知的，
配体系统进化技术是筛选核酸适体的最有效方法，可
以筛选获得多个特异性结合较强的适体。有研究发
现，
形成多个茎环结构的多价核酸适体比以单链形式
与靶标结合的适体具有更大的优势，
它可以改善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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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种方法检测VEGF的结果
Tab.1 Results of VEGF detection using two methods (pmol/L)
Serum samples
Detection methods
1

2

3

4

5

6

7

8

9

10

Proposed sensor

12.3

15.7

5.3

11.4

18.1

20.3

2.3

7.1

17.9

16.7

ELISA Kit

13.6

14.9

4.6

19.4

18.7

19.7

3.4

8.2

18.4

15.8

分子间即茎环间的相互作用力以显著提高分子识别元
件的性能［22-23］。核酸通过化学或者杂交作用可以很容易
地形成多价结构，
从而改善核酸适体的亲和性。本研究
［17］
根据文献报道 ，
对其 4 种多价核酸适体 2G19、
2G19二价、
SL5-二价、
SL5-三价进行筛选，
确定了适体 2G19
为本策略的最佳核酸适体，
可以有效提高VEGF的检测
灵敏度。这可能是由于适体识别 VEGF 形成 2 个茎环
结构（图1B），
使得结合更加稳定，
检测效果更好。
本研究引入磁珠微纳米技术，
可使检测技术进一步
微型化、集成化与自动化，减少其对实验者的技术要
求。生物磁珠是一种内含纳米磁性粒子的高分子微球，
具有粒径小、
表面积大、
偶联容量高、
悬浮稳定性好等特
点，
可用作分析物的载体，
其大的表面积有效提高定量
［24］
分析的灵敏度 ；
也可在其表面修饰不同的识别元件，
以其特殊的生物亲和性来捕获不同的靶标分子［25］。更
甚者，
可利用磁场控制磁珠，
使体系中的靶分子与干扰
物质分离，
实现靶标的灵敏选择性检测。本研究通过对
磁珠的加入量进行优化，
确定了10 μmol/L适体溶液中
最佳磁珠用量是 0.1 mg/mL。磁珠表面捕获适体探针
的覆盖度，
对体系检测的灵敏度影响很大。磁珠用量
少，
覆盖度过高，
适体过于密集会影响适体与 VEGF 的
结合，
从而使单链不能从适体上脱落，
导致检测信号降
低，
造成漏诊；
磁珠用量多，
覆盖度过低，
会产生非特异
吸附作用，
造成误诊。本研究对磁珠加入量进行梯度优
化，
从而确定了其最佳用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显色方法是根据溶液pH的变化使
得酚红的颜色发生改变来判断 VEGF 的存在与否以及
含量多少。释放出的脲酶，
可水解尿素产生氨，
使得溶
液的碱性增强，从而导致酚红的颜色发生变化。尽管
“大中心、
大检验”
的传统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其存
在操作繁琐，
易受环境因素的干扰，
假阳性和假阴性的
现象仍不可避免等局限性，
阻碍了这些技术在实际生活
中的推广应用。而且，
目前基于核酸适体的比色技术主
要是使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来进行显色测定的，
本研究则
是利用脲酶水解尿素，
产生 pH 值的改变来达到颜色变
化，
也就是说我们的方法也可以应用pH计来实现检测，
这不仅扩展了 pH 计的应用范围，
也为以后研制便携式
的检测器提供参考价值。本研究中核酸适体不仅具有

抗体的特殊识别功能，
而且性质较稳定。其次磁珠作为
载体，
其大的比表面积可标记大量的核酸适体，
从而增
大与待测 VEGF 的结合率，
继而增强检测信号。而且，
表面固定适体和脲酶的磁珠在磁场作用下可与未结合
到磁珠表面的适体和脲酶单链分离开来，
减少假阳性的
发生；
VEGF 存在时，
适体上结合的脲酶标记单链脱落
到溶液中，
经磁场作用，
与磁珠分离，
进一步减少假阳性
的发生。最后，
采用 pH 值变化的酚红显色方法可以非
常方便地观察检测结果及分析其检测信号。
本研究通过盲法检测，
考察本方法检测结果对比
ELISA方法的准确性及可比性。结果显示，
本方法的准
确率为 90%，说明本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众所周
知，
ELISA方法是采用抗原与抗体的特异反应来实现目
标物的检测，
具有操作简单、
敏感性高、
半微量、
超微量
定量分析等优点。然而，ELISA 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
比如使用的抗体易受温度影响，
容易变性，
储存时间
短；易受其他物质干扰，导致结果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等。而本方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所使用核酸适体结构
稳定，
易于储存。虽然目前核酸适体的应用还不成熟，
但是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方法的不断改进，
这种核酸适体分析技术将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中。
总之，
本研究筛选合适的核酸适体，
以磁珠为载体，
以酚红为指示剂，
利用溶液 pH 值的变化从而使酚红的
颜色发生不同程度变化的原理，
构建了一种新颖的比色
检测技术，
实现对VEGF进行可视化的灵敏检测；
同时，
本研究可与pH计技术结合，
研制便携式的检测器，
具有
无需固定场所、
无需专业人员、
结果立等可取等优势［26］。
因此，
该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可为临床肿瘤
的监测、
治疗、
预后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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