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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似片段分布
 
 
三、典型相似文献
 
 
相似图书
 

文献相似度2.3% 重复字符数1124
最密集相似处 密集相似处 非密集相似处 前部相似度 中部相似度 尾部相似度

0 2 18 5 8 7

作者 题名 出处 相似度

杜昌升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实验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3.06

0.26%

彭瑞云 现代实验病理技术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
版社 , 2012.08

0.26%

肖望;陈爱葵 普通生物学探究性实验指导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3.10

0.26%

郑振宇;王秀利 基因工程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 2015.03

0.25%

聂国兴;明红;李文均 酶工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3.06

0.24%

张申;王杰;高江原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 2013.02

0.23%

刘佳;李宏 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2.03

0.23%

曹墨菊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 , 2014.10

0.23%

田生礼 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 , 2014.04

0.23%

贾连群;王艳杰 生物化学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 2008.07

0.21%

任颖;柳春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2.03

0.21%

李峰;贾建波 分子生物学实验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 2015.02

0.2%

胡晓燕;张孟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05.08

0.2%

陈秀芳;毛孙忠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实验指导
分册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0.03

0.19%

赵晓祥;张小凡 环境微生物技术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5.08

0.19%

李留安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3.0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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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健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0.06

0.18%

张孟业 生物化学与医用化学实验指导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8.09

0.18%

黄德娟;徐晓晖 生物化学实验教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 , 2007.10

0.18%

陈芬;徐固华 生物化学与技术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 2010.02

0.18%

苑辉卿;田克立;刘奇迹;李霞;胡晓燕 医学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 第2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3.08

0.18%

吴士良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第2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9.02

0.18%

郭蔼光;郭泽坤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7.08

0.18%

苑辉卿;辛华;胡晓燕;刘奇迹;丁岩;于春晓;于清水;王小玲
;孔峰;田克立;朱敬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系列教材 医学细胞分子
生物学实验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7.08

0.18%

张邦建;崔雨荣 食品生物化学实训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0.01

0.18%

徐岚;钱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第3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4.06

0.18%

吴士良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4.08

0.18%

张云贵;王俊斌;李天俊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生
物化学实验指导 第5版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13.07

0.17%

张献龙 植物生物技术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2.06

0.17%

欧芹;林雪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
版社 , 2015.08

0.16%

欧芹;林雪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
版社 , 2010.08

0.16%

张丽君 生物检测技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7.12

0.15%

田玉兰 保护心脑血管就要这样吃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 2016.06

0.1%

胡维勤 中老年人这样吃就对了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 , 2014.11

0.1%

丛玉隆 实用检验医学 下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3.08

0.08%

丛玉隆 实用检验医学 下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09.05

0.08%

陈少华;方斐;孙庶强;李靖;陈少华;陈晓玲;方斐;归改霞 临床检验基础 案例版TM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6.01

0.07%

谢宗波;乐长高 有机化学实验操作与设计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 , 2014.11

0.07%

龙汉安
医学基础实验教程 医学形态学实验分册 第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3.03

0.07%

舒广文;洪宗国;尹世金
“十二五”国家级民族药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系列教材 化学生物学实验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6.04

0.07%

冯辉霞;王毅;郝成君 无机化学教程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 2004.09

0.06%

沈乃澂 神奇的纳米科技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2012.05

0.06%

薛向阳;董海艳;陈俊;朱珊丽;林巧爱;陈韶;钟晓芝 医学免疫学与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指导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3.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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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报纸
 

 
相似期刊
 

萨拉蒙
公共服务中的伙伴 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
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8.09

0.04%

高胜利;陈三平 无机合成化学简明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10.08

0.04%

吴性良;孔继烈 分析化学原理 第2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0.09

0.04%

吴朝晖;陈华钧 语义网格 模型方法与应用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08.02

0.03%

曾筱清;杨益 我爱吾家 买房与物业维权直通车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 2005.09

0.03%

刘希泉;史栋信;孟国强;牛胜玉 初中政史地知识背诵要点透析 第4次修订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14.02

0.03%

浙江省财政厅
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探索 2007年浙江省财
政系统优秀调研报告集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 , 2008.09

0.03%

作者 题名 出处 相似度

你会喝牛奶吗？ 河南商报 , 2014.08.15 0.1%

李代广 河南华英集团推出可直接食用预蒸鸭血 企业家日报 , 2016.02.18 0.1%

创新工艺细分市场华英力推新品预蒸鸭血 中国食品报 , 2017.01.19 0.08%

前四月新增就业超7万人 厦门日报 , 2017.05.09 0.03%

初建 国家安全靠什么保障 中华工商时报 , 2004.06.07 0.03%

王攀;李霄 中小制造企业成跨境电商出口生力军 经济参考报 , 2017.03.29 0.03%

在中韩自贸协定中觅商机 德州日报 , 2015.06.03 0.03%

惠而浦空间系列层层健康洗护 中原商报 , 2012.03.14 0.03%

中小企业成跨境电商出口生力军 新疆石油报 , 2017.04.06 0.03%

翟耀飞;齐丽
媛

供热班长的一天 新科大 , 2013.12.22 0.03%

如何做好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黑龙江日报 , 2010.03.01 0.03%

翟耀飞;齐丽
媛

供热班长的一天 新科大报 , 2013.12.22 0.03%

作者 题名 出处 相似度

叶燕 原子荧光法测定饮用水源地水质中汞含量 广州化工 , 2016 , 第8期 0.18%

张海剑;宋健;杜立新;杨云鹤;石洁 微孢子虫对二点委夜蛾致病力研究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 2016 ,
第4期

0.08%

李倩文;余菁 几种增塑剂对壳聚糖薄膜性质的比较研究 食品科技 , 2014 , 第8期 0.08%

吴冬梅;刘琨毅;李进;彭昱雯;袁永飞
;周荣清

基于物理诱变的米曲霉高产菌株的选育及应用 中国调味品 , 2014 , 第6期 0.08%

黄倩茹;陈洲洋;黄振山;王剑斌;张再利
;樊青娟;魏在山

基于硝化反硝化的膜生物反应器烟气脱硝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2016 , 第2期

0.08%

钟鹏;刘超卓;王殿生;石志强;王彦芳 Cu-Zr-Al-Sm非晶合金的γ射线屏蔽性能研究 核技术 , 2015 , 第1期 0.08%

关号兵;顾寄南;陈四杰;沈巍 圆柱体工件上下料机器人视觉系统设计
机械设计与研究 , 2012 , 第
1期

0.08%

樊炜 压裂返排液处理技术研究
化工技术与开发 , 2016 , 第
3期

0.08%

刘鲲鹏
ADA检测在90例结核性与癌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临床意
义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 2014 ,
第10期

0.07%

刘鲲鹏
ADA检测在90例结核性与癌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临床意
义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
2014 , 第10期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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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泊天;张静静;高鸿;邢焰 MD-140导电胶粘剂性能测试及分析
航天器环境工程 , 2015 , 第
4期

0.06%

吕素军 结合水泥厂设计对多层工业厂房的结构设计进行思考
山东工业技术 , 2014 , 第
13期

0.06%

黄治 热处理木材在建筑装饰领域的应用
山东工业技术 , 2014 , 第
13期

0.06%

唐传核 MTGase聚合酪蛋白酸钠生物聚合物的结构特征研究
中国食品学报 , 2006 , 第
3期

0.06%

俞海霞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三卤甲烷
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 ,
2008 , 第2期

0.05%

陈文玲;罗平;单钰铭;杨式升;宋金民 塔里木苏盖特布拉克地区肖尔布拉克组白云岩储层特征分析
石油地质与工程 , 2010 , 第
1期

0.04%

袁秀英;白红霞;白玉明
内蒙古中西部杨树内生真菌链格孢属(Alternaria Nees)的
RAPD分析

林业科学研究 , 2009 , 第
1期

0.04%

刘涛;于高洋;周国安 选择性抛光液的研究
电子工业专用设备 , 2009 ,
第6期

0.04%

周辰珩;金莹;洪庆;蔡海波;臧秋玲 浙江温岭帕金森病线粒体DNA基因突变与多态性研究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
2011 , 第11期

0.04%

杨亚萍
新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lt;supgt;*lt;supgt;以昌
吉州为例lt;supgt;①lt;supgt;

实事求是 , 2016 , 第2期 0.04%

张星;李兆敏;张志宏;董斌 深井油管H2S腐蚀规律实验研究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
2006 , 第1期

0.04%

张华丽 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正确使用师生目光接触 科技信息 , 2009 , 第3期 0.04%

王洪凯;张天宇;张猛 链格孢属真菌分类研究进展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2001 , 第3期

0.04%

侯佳儒 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lt;supgt;*lt;supgt;
行政法学研究 , 2013 , 第
2期

0.03%

吕建辉;林青春 危化品公路运输事故处理措施 地球 , 2016 , 第9期 0.03%

邓强 广州产业创新的特征、问题及对策研究 城市观察 , 2014 , 第5期 0.03%

比赛成绩 教育研究通讯 , 1999 0.03%

李革新;李虎雄;戴大蒙;胡智文;郭均纺 落实质量工程着力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咸宁学院学报 , 2008 , 第
5期

0.03%

万敏;吴燕 高校导生制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 科技信息 第18期 0.03%

黄玉新
物理师范生教育见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师范学院为
例

科教导刊 , 2015 , 第33期 0.03%

韦凤云 如何提高初中数学课堂教学质量
数学学习与研究 , 2013 , 第
10期

0.03%

郭莹 布尔可满足性问题研究综述 软件导刊 , 2017 , 第5期 0.03%

杨树德;同向前;尹军;王海燕;邓亚平 增强并网逆变器对电网阻抗鲁棒稳定性的改进前馈控制方法
电工技术学报 , 2017 , 第
10期

0.03%

王界华 谈建筑施工企业的定额建立体系 山西建筑 , 2015 , 第7期 0.03%

吕强 长庆气田白云岩储层的孔隙结构特征及评价
低渗透油气田 , 1997 , 第
2期

0.03%

孙辉;王生兵 对当前农行案件防范工作面临新情况的思考
湖北农村金融研究 , 2009 ,
第6期

0.03%

李玉静 完善企业培训体系提高企业培训质量的建议分析
中国科技博览 , 2015 , 第
2期

0.03%

崔德明;高连凤 高职院校教师弹性管理制度建构
当代教育论坛(下半月刊) ,
2009 , 第12期

0.03%

傅军 制度安排与技术发展：两个技术市场的理论命题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 2013 , 第5期

0.03%

高科 国外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综述 旅游科学 , 2011 , 第6期 0.03%

周素静;张秀英 数学建模思想方法融入高职院校数学教学改革研究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7 , 第3期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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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络文档
 

周琦;陈楷鑫 网络安全国际合作机制探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2013 , 第5期

0.03%

宋琤 培养学生学习逻辑学兴趣的方法与手段 科技信息 第18期 0.03%

剪知泯
大洋钻探与全球变化(二)——从海洋角度研究第四纪古全球变
化

地球科学进展 , 1995 , 第1-
6期

0.03%

林三洲;雷钟洋 论成人教育产业化
中国成人教育 , 2000 , 第
7期

0.03%

杜姣 农地调整的治理内涵——基于山东S镇的考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 2017 , 第4期

0.03%

王少卿 晚清上海地价及其对早期城市化的影响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
史) , 2009 , 第7期

0.03%

康渝生
直面实践的理论沉思——《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评介

学习与探索 , 2002 , 第2期 0.03%

周伟春 雷达两项告警功能虚警原因分析及对策
空中交通管理 , 2006 , 第
7期

0.03%

林如浪 园林景观工程水景施工难点和对策分析 四川水泥 , 2015 , 第7期 0.03%

作者 题名 相似度

张娟 甜菜碱衍生物在基因载体材料中的应用 0.26%

薛佳莹 保守GTP酶的分子伴侣活性研究 0.26%

琼脂糖凝胶电泳 0.26%

电泳 0.26%

山西大学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0.25%

山西大学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0.25%

2010届博(硕)士学位论文 0.25%

山西大学 0.25%

赵晶 几种中草药的荧光光谱及其与血清白蛋白结合反应的研究 0.23%

陈雪艳 基于条件随机场的句法语义自动标注探索 0.22%

范小玲 苦荞多态性分析及构建苦荞遗传连锁图谱的引物筛选 0.22%

杜瑞靖 保加利亚社会党发展演变研究 0.22%

支月芬 基于WebGIS的数字校园的设计和实现 0.22%

苗琳 ところに、ところへ、ところを习得况研究：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为中心 0.22%

傅晔 太原地区佛教音乐调查报告 0.22%

常青 侵权法中过失相抵规则研究 0.22%

李婧 基于旋转模型的鱼眼图像准稠密对应点匹配法 0.22%

杨冠 我国省级党报网站科学发展研究 0.22%

刘晓英 近代山西农业经济发展与结构演变 0.22%

吴艮堂 试论决死一纵队在沁县的发展 0.22%

王正强 辛亥革命时期的山西社会 0.22%

徐晓洁 从傅山论著看十七世纪的太原方言：兼及傅山对传统小学的研究 0.22%

郑志强 论建立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 0.22%

高翔 晋商诚信观及当代启示 0.22%

高帆 苦荞遗传多样性分子评价及其黄酮合成酶CHS基因的克隆 0.22%

常玲梅 伯纳德·路易斯的中东史观 0.22%

二肽席夫碱配合物与PTP1BALP的相互作用 0.22%

闫晓芳 高师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 0.22%

郝正春 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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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相似内容对比
 

梁丽 中师声乐教学现状的初探 0.22%

邢月航 论大学的社会责任 0.22%

石小峰 玉米自交系种子醇溶谷蛋白的表型多样性 0.22%

吕秀枝 五台山冰缘地貌的植被生态研究 0.22%

刘建花 在线教务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0.22%

白云 小麦新抗源抗条锈性遗传、HMW-GS组成及分子检测 0.22%

卫艳伟 冷战与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0.22%

郭战成 战时煤矿业研究：以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为中心 0.22%

周国强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研究 0.22%

刘淑芳 十八世纪山西省财政体系运作研究 0.22%

张亮 卡尔纳普归纳逻辑及其认知意义 0.22%

张鑫 粒度支持向量机学习方法研究 0.22%

刘晓健 飞蝗几丁质合成酶基因的分子特性及功能研究 0.22%

贾宗维 基于节点结构互联性的图聚类算法研究 0.22%

赵洋 娄叡墓宗教图案研究：兼论北齐宗教 0.22%

林裕 季戊四醇下游产品的开发研究 0.22%

崔青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经济改革比较 0.22%

郑海鹰 废酒花中黄酮类物质的提取及抗氧化评价 0.22%

田静 李泽厚《论语今读》译注商榷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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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mportantly,the detection system has also been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detection of Cu2+and Hg2+in the real
watersamples and showed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Key words:Aptamer DNA-Ag NCs;Fluorescence;Detection;Biomolecules;Metal
ions英文缩略表英文简称英文全称中文全称C Cytosine 胞嘧啶T Thymine 胸腺嘧啶G Guanine 鸟嘌呤ssDNA Single-stranded DNA 单链
DNAAg NCs Siver Nanoclusters 银纳米簇Ag NPs Siver Nanoparticles 银纳米粒子PBS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磷酸缓冲液ADA Adenosine
Deaminase 腺苷脱氨酶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腺苷CTP Cytid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胞苷GTP Guanosine Triphosphate 三磷
酸鸟苷UTP Urid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尿苷ITP Inosine Triphosphate 肌苷三磷酸TEM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透射电子显微镜
TCSPC Time Correlated Single Photo Counting 时间相关单光子计数Tris Tris (Hydroxymethyl)Aminomethane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EDTA
Ethylene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乙二胺四乙酸AGE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琼脂糖凝胶电泳CD Circular Dicroism Spectrum 圆二色光
谱第一章绪论第一章绪论1.1 引言纳米生物技术,是纳米技术与生物学、生物化学及医药学的集合体,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
十几年间备受关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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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检测原理,2011 年Wang 课题组成功的检测了半胱氨酸、谷胱甘肽以及同型半胱氨酸,其检出限分别为4.0 nM、4.0 nM、0.2 μM
[56]。除生物硫醇之外,AgNCs 还可用于检测ATP、可卡因等重要生物小分子。1.3.3 蛋白质的检测蛋白质是构建和修复身体的重要原
料,人体的发育以及受损细胞的修复和更新都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由于其结构的多样化及异常化,使蛋白质的检测进展缓慢。血小板
衍生因子BB 二聚体形式(PDGF-BB)是一种蛋白衍生因子,与纤维母细胞、平滑肌细胞及神经胶质细胞的增殖和变异有关,在一些肿瘤
细胞中过量表达[57]。2012年,Yang 课题组设计了P1 和P2 两个发夹DNA 探针,运用荧光“turn-on”的方法成功地实现了对PDGF-BB
的高选择性检测,且可对真实样品唾液中的PDGF-BB 进行检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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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后的Ag NCs 在水溶液中表现出超高的荧光强度且不易发生光漂白作用,用荧光显微镜即可观察,成功的实现了淀粉样纤维蛋白的
着色标记。2010 年,Wang 课题组用牛血清蛋白稳定的金纳米簇首次实现了在动物体内进行荧光标记[63]。金纳米簇作为荧光信号很
容易从背景中识别出来,且具有耐光性和低毒性,表明在有机体的荧光标记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4 本论文的设计思路和研究内容
1.4.1 设计思路本论文设计了多种ssDNA 模板,并合成了相应的荧光DNA-Ag NCs。其中设计的DNA 模板包括两个部分,即5’和/或
3’端为合成Ag NCs 的富C 序列,中间部分为与相应靶分子结合的适配体区域。通过对末端富C 序列的优化,筛选出两个对相应靶分子
ATP 响应灵敏的DNA-Ag NCs,实现了对ATP 的检测,并初步探讨了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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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DNA 的适配体区域为富G 序列,在钾离子或钠离子的存在下,若富G序列可以折叠成G-四链体,则位于5’和3’端荧光较弱的
DNA-Ag NCs 便会靠近,因此整个体系的荧光强度明显增强,进而可以实现对G-四链体形成的检测。(3)在对检测ATP 的DNA 模板进行
优化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条DNA 合成AgNCs 后能发射较强而且比较稳定的荧光。虽然在加入ATP 后其荧光强度没有明显的变化,但
是对于Cu2+和Hg2+有较好的选择性,因而可以实现对Cu2+和Hg2+的检测。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
的检测第二章实验方案第二章实验方案2.1 研究方法2.1.1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紫外吸收光谱和可见吸收光谱都属于分子光谱,都是由于
价电子在电子能级间的跃迁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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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分析由于本论文研究的DNA-Ag NCs 粒径约为纳米级,要想对其尺寸及形貌进行分析,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已
无法满足。TEM 以电子束为光源,且电子束的波长与发射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电子束的电
压平方根成反比,即电压越高波长越短,目前分辨率已可达0.2 nm。本论文在Ag NCs 溶液中加入靶分子后,通过其粒径的变化及分布以
确定靶分子的加入是否对Ag NCs 的尺寸产生了影响。2.2 实验试剂及仪器2.2.1 实验试剂本论文所需寡聚核苷酸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试剂名称生产厂家纯度硝酸银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析纯硼氢化钠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分析纯磷酸氢二钠河南焦作市化工三厂分析纯磷酸二氢钠北京红星化工厂分析纯氢氧化钠天津市津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纯2.2.2
实验仪器仪器名称生产厂家Cary 50 Bio 紫外可见光谱仪美国瓦里安公司Cary Eclipse 荧光分光光度计美国瓦里安公司Fluoromax-4 荧光
分光计法国Jobin Yvon 公司JEOL JEM-2100 型透射电镜日本电子公司FL920 瞬态荧光光谱仪英国爱丁堡仪器公司VFD-1000 真空冷冻干
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调速型迷你离心机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AL104 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
限公司BCD-215TS 型Haier 电冰箱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STARTER 2100 pH 计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2.3 实验内容2.3.1 溶液的配
制(1)100 μM DNA 溶液的配制:将新购的寡聚核苷酸低速离心收集后,用少量超纯水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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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液体槽的温度为20 oC,用405 nm 的半导体激光器作为激发光源,仪器的响应时间通过硅溶胶溶液得到。对测得的寿命曲线进行拟
合时应保证2 小于1.3。2.3.6 TEM 样品的制备将1000 μL Ag NCs 溶液冷冻干燥,然后再将其溶于200 μL 超纯水中。滴加1~2滴样品
溶液于覆有碳支持膜的铜网上,在室温避光条件下干燥。在200 kV 的电压下对样品的尺寸进行分析。第三章适体DNA-Ag NCs 对ATP
的检测及初步的机理研究第三章适体DNA-Ag NCs 对ATP 的检测及初步的机理研究3.1 引言ATP 是体内组织细胞所需能量的主要来
源,在调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和有机体的生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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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又不仅仅是普通的能量物质,还是细胞外的一种信号介质,参与到DNA 复制、膜离子通道泵、生物合成以及神经元活动等许多生
物过程中[67-69]。它还常被用作检测有机体细胞活力及损伤的指示剂[70]。ADA 使ATP 不可逆地脱去一个氨基而形成ITP,是一种与
机体细胞免疫活性有重要关系的核酸代谢酶,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组织中,其中淋巴组织含量最高[71]。因此,快速、灵敏的检测ATP 及
ADA 对于药学研究和临床诊断等生物学方面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3.2 实验试剂本章所需的DNA 如下表所示。(加粗倾斜为银纳
米簇模板,下划线为连接区)DNAs 序列(5’-3’)A
CCCTAAC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CCTCCTTCCTCCB
CCCTTAA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CCCTAACTCCCCAT3T3
CCCTAAC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TTCCTCCTTCCTCCAT3A3
CCCTAAC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AAACCTCCTTCCTCCBT3T3
CCCTTAA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TTCCCTAACTCCCCBT3A3
CCCTTAA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AAACCCTAACTCCCCBG3G3
CCCTTAATCCCCGGG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GGGCCCTAACTCCCCBA3A3
CCCTTAATCCCCAAA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AAACCCTAACTCCCC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
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BT5T5
CCCTTAATCCCCTT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TTTTCCCTAACTCCCCBT5A5
CCCTTAATCCCCTT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AAAAACCCTAACTCCCC(L)BT3T3
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TTCCCTAACTCBT3T3(R)CCCTTAATCCCCTTTAACCTGGGGGAGTATTGCGG
AGGAAGGTTTTR2 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TTCCCTTAATCX CCCTTAATCCCC实验试剂生产厂家纯度
5’-三磷酸腺苷二钠盐三水(ATP)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试剂5’-三磷酸胞苷二钠盐(CTP)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生物试剂5’-三磷酸鸟苷三钠(GTP)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试剂5’-三磷酸尿苷三钠(UTP)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试剂腺苷脱氨酶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试剂澳洲胎牛血清天津康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试剂
3.3 实验内容3.3.1 溶液的配制(1)0.854 M ATP 溶液的配制:称量1.5505 g ATP 溶于3 mL 超纯水中,分装于若干小EP 管中,保存于-20 oC 冰
箱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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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ATP 的孵育时间对于BT3T3-Ag NCs (A)和BT3T3(R)-Ag NCs (B)荧光强度的影响Fig.3.9 Effect of incubation time of ATP 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BT3T3-(A)andBT3T3(R)-Ag NCs (B).ATP 的浓度对于改变Ag NCs 的荧光强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较强的荧光强度有利于实现对ADA 的检测;另一方面,强的荧光信号对于ATP 与DNA-Ag NCs 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也是有利的。为了
对加入体系中ATP 的浓度进行优化,不同浓度的ATP 加入到DNA-Ag NCs 溶液中,用F/F0 来评价体系的灵敏度。

9

当前位置: 39.66%   本段(页)重复比例: 14.89%

从图3.10 看出,两个体系的荧光强度在前期都是随着ATP 浓度的增大而增强的。BT3T3-Ag NCs的荧光强度在ATP浓度为13 mM时达到
最大值,而BT3T3(R)-Ag NCs第三章适体DNA-Ag NCs 对ATP 的检测及初步的机理研究在ATP 浓度为10 mM 时达到最大。因此,在后续
实验过程中,固定ATP 的浓度分别为13 mM 或10 mM。图3.10 ATP 的浓度对于BT3T3-Ag NCs (A)和BT3T3(R)-Ag NCs (B)荧光强度的影
响Fig.3.10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ATP 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BT3T3-(A)andBT3T3(R)-AgNCs (B).3.4.3 ATP 的检测将ATP
从0 开始,依次增加1 mM 分别加入到BT3T3-Ag NCs 以及BT3T3(R)-AgNCs 溶液中,直至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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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19 的结果看出,ADA 与BT3T3(R)-Ag NCs/ATP复合溶液的最佳孵育时间为1.5 h。然后使ADA 的浓度从0 增至100 U/L,加入到
BT3T3(R)-Ag NCs/ATP 复合溶液中,每次加入后避光孵育1.5 h 进行荧光检测。从图3.20 观察到,随着ADA 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呈下降
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此传感体系可实现对ADA 活性的检测。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图
3.19 ADA (5 U/L)的孵育时间对于BT3T3(R)-Ag NCs/ATP 复合体系荧光强度的影响Fig.3.19 Effect of incubation time of ADA (5 U/L)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BT3T3(R)-AgNCs/ATP complex.图3.20 BT3T3(R)-Ag NCs/ATP 复合体系对于不同浓度的ADA 在孵育1.5 h 后的荧
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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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检测G-四链体DNAs 形成的原理图Fig.4.1 Schemetic of detec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quadruplex DNAs.4.2 研究方法4.2.1 琼脂糖
凝胶电泳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琼脂糖凝胶电泳是用琼脂糖作为支持介质的一种电泳方法
,广泛应用于核酸的研究中。DNA 分子在琼脂糖凝胶中移动时有电荷效应和分子筛效应。琼脂糖凝胶具有网络结构,物质分子通过时
会受到阻力,大分子物质在移动时受到的阻力大,因此在凝胶电泳中,带电颗粒的分离不仅取决于净电荷的性质和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分
子大小。4.2.2 圆二色光谱CD 光谱法是检测DNA 二级结构最方便、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且具有灵敏度高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G-四
链体DNA 构象变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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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特点主要受邻近两个G-四分体之间的堆积相互作用的影响。多用于检测某个特定序列是否存在四链体结构,特别能够用于区分平
行和反平行结构。4.3 实验试剂及仪器4.3.1 实验试剂本实验所需的DNA 如下表所示。(加粗倾斜为银纳米簇模板,下划线为连接区
)DNA 序列(5’-3’)TBA1 CCCTTAATCCCCTTTGGTTGGTGTGGTTGGAAACCCTAACTCCTBA2
CCCTTAATCCCCTTTGGTTGGTGTGGTTGGAAACCCTTAATCCCTBA3
CCCTTAATCCCCTTTGGTTGGTGTGGTTGGAAAGGGTGGGGTGGGGTGGGGC-TBA2 TTTCCAACCACACCAACCAAAM-TBA2
CCCTTAATCCCCTTTGGTTGATGTGATTGGAAACCCTTAATCCCTBA GGTTGGTGTGGTTGGAGRO100
CCCTTAATCCCCGGTGGTGGTGGTTGTGGTGGTGGTGGCCCTTAATCCCCC-AGRO100
CCACCACCACCACAACCACCACCACCO-AGRO100 GGTGGTGGTGGTTGTGGTGGTGGTGGT30695
CCCTTAATCCCCTTTGGGTGGGTGGGTGGGTAAACCCTTAATC第四章DNA-Ag NCs 对于G-四链体DNAs 形成的荧光检测C-
T30695 TTTACCCACCCACCCACCCAAAO-T30695 GGGTGGGTGGGTGGGTkit
CCCTTAATCCCCTTTCGGGCGGGCGCGAGGGAGGGGAAACCCTTAATCCCCC-kit TTTCCCCTCCCTCGCGCCCGCCCGAAAO-
kit CGGGCGGGCGCGAGGGAGGGGbcl-2 CCCTTAATCCCCTTTGGGCGCGGGAGGAAGGGGGCGGGAAACCCTTAATCCCCC-
bcl-2 TTTCCCGCCCCCTTCCTCCCGCGCCCAAAO-bcl-2 GGGCGCGGGAGGAAGGGGGCGGGHTG
CCCTTAATCCCCTTTGGGTTAGGGTTAGGGTTAGGGAAACCCTTAATCCCCC-HTG TTTCCCTAACCCTAACCCTAACCCAAAO-
HTG GGGTTAGGGTTAGGGTTAGGG试剂名称生产厂家纯度磷酸氢二钾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分析纯磷酸二氢钾西安
化学试剂厂分析纯硝酸钾北京红星化工厂分析纯氢氧化钾天津市恒星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三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北京博奥拓达
科技有限公司高纯Na2EDTA2H2O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分析纯冰乙酸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纯琼脂糖(Agarose)北京
全式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试剂6×DNA loading buffer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试剂4S Red Plus 核酸染色剂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试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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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62.93%   本段(页)重复比例: 8.55%

然后将其混合均匀后缓慢冷却至4 oC 以形成双链DNA。接着将18 μMAgNO3 溶液加入到此双链DNA 溶液中,在4C 避光的条件下孵
育20 min。后续步骤同2.3.2 所述一致。4.4.3 琼脂糖凝胶电泳(1)1.5%琼脂糖凝胶的制备:称量0.75 g琼脂糖溶解于50 mL 1×TAE缓冲溶
液中,然后置于微波炉中加热煮沸3 min,使其完全溶解至澄清透明。待稍微冷却后,加入5 μL 核酸染色剂,混匀后趁热将其倒入事先缠
好胶带且插好梳子的平型板电泳床中,凝胶厚度约为4~6 mm,尽量保持其表面光滑且无气泡。室温下置于水平台上冷却30~40 min,撕去
胶带,将电泳床放入盛有1×TAE 缓冲溶液的电泳槽中,电泳槽中的TAE 缓冲溶液大约比凝胶高出2 mm 左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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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80.17%   本段(页)重复比例: 32.54%

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第五章荧光DNA-Ag NCs 对铜、汞离子的检测第五章荧光DNA-Ag
NCs 对铜、汞离子的免标记检测5.1 引言铜,是人体中含量第三的过渡金属元素,是蛋白质和酶的辅助因子,在许多基本的生物过程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高浓度的Cu2+会导致严重的肝脏和肾脏损害[97-99]。汞是环境中一种生物毒性极强的重金属污染物,一
旦进入生物体后很难被排出,可与-SH 结合进而抑制生物体内酶的活性,通过扰乱生物过程来进一步损害生物系统并且可以导致多种
疾病,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100-102]。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环境中汞的浓度持续上升,这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环保组织的极大关注,成为
继气候变化问题后的又一个全球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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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81.03%   本段(页)重复比例: 5.99%

因此,设计一种对Cu2+和Hg2+的检测方法迫在眉睫。尽管已经报道了许多有效的检测Cu2+和Hg2+的方法,但是现有的方法不仅需要
昂贵的设备,而且操作也较复杂[103-105]。故发展一种简单、灵敏的检测重金属离子的方法仍是势在必行的。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
一种基于DNA-Ag NCs 来检测Cu2+和Hg2+的方法。该方法灵敏,操作简单且检出限低,还可以用于真实水样中Cu2+和Hg2+的检测,具
有潜在的应用价值。5.2 实验试剂本实验所用的DNA 序列为BT5A5:5’-
CCCTTAATCCCCTTTTTA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AAAAACCCTAACTCCCC-3’,加粗倾斜的为银纳米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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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85.34%   本段(页)重复比例: 6.31%

因此在后续实验中Cu2+或Hg2+与Ag NCs 的孵育时间均为2 min。图5.2 Cu2+(A)和Hg2+(B)的孵育时间对于BT5A5-Ag NCs 荧光强度
的影响Fig.5.2 Effect of incubation time of Cu2+(A)and Hg2+(B)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heBT5A5-Ag NCs.适体DNA 为模板的荧光银
纳米簇对生物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测图5.1A 表明当加入100 nm 的Cu2+或Hg2+时,DNA-AgNCs 位于530 nm 处的最大吸收显著降低,但
没有观察到吸收波长的位移。同时430 nm 处的吸收在加入Cu2+后也大大减小,但是加入Hg2+后略微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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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92.24%   本段(页)重复比例: 4.65%

Fig.5.7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BT5A5-AgNCs reacting with 50 nM Cu2+(A and C)or Hg2+(B and D)in the presence of 1 mM EDTA.(A and
B)EDTA was added after addition of Cu2+or Hg2+;(C and D)EDTA was added prior to addition of Cu2+or Hg2+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推测
Cu2+或Hg2+可能与DNA 模板相互作用诱导DNA 二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Ag NCs 的粒径大小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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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94.83%   本段(页)重复比例: 4.31%

且与已有文献报道的其他检测方法相比,具有较低的检出限。(2)通过透射电镜以及荧光寿命等实验结果,我们推测Cu2+或Hg2+可能与
DNA模板相互作用诱导DNA 二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Ag NCs 的粒径大小和分布。对Hg2+而言这种相互作用导致Ag NCs 聚
集,尽管对Cu2+而言使Ag NCs 的粒径略微变小而且更均匀。然而无论以上哪种情形,Cu2+或Hg2+与模板DNA 的相互作用均导致
DNA-Ag NCs 的荧光强度显著降低。由于Cu2+或Hg2+的加入,Ag NCs 的平第五章荧光DNA-Ag NCs 对铜、汞离子的检测均寿命几乎
没有发生变化,故认为Cu2+或Hg2+是与Ag NCs 的基态发生了相互作用,是一种静态猝灭的过程。

19

当前位置: 96.55%   本段(页)重复比例: 5.59%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适配体区域若为ATP 适配体,通过对末端富C 序列以及连接区的碱基种类、个数的一系列优化,选出BT3T3 和
BT3T3(R)两条DNA 模板。BT3T3-Ag NCs 和BT3T3(R)-Ag NCs 可以实现对ATP 的检测,其检出限分别为0.44 和0.65 mM,检测范围均为
0-4 mM。此外,由于ATP 可以维持BT3T3(R)-Ag NCs 荧光强度的稳定,因此BT3T3(R)-Ag NCs/ATP 复合体系可以进一步实现对ADA 活
性的检测。通过多种实验手段对BT3T3-Ag NCs 和BT3T3(R)-Ag NCs 与ATP 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根据实验结果我们推测
ATP 与其适配体的结合诱导DNA 模板构象的改变可能是引起Ag NCs 荧光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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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99.14%   本段(页)重复比例: 27.62%

对Hg2+而言这种相互作用导致Ag NCs 聚集,尽管对Cu2+而言使Ag NCs 的粒径略微变小而且更均匀。此外,Cu2+或Hg2+与BT5A5-Ag
NCs 的相互作用是一种静态的猝灭过程。6.2 展望1.无论是对生物分子还是对金属离子的检测,靶分子的加入都可能诱导AgNCs 的
DNA 模板的二级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Ag NCs 的荧光强度。但是目前的实验结果尚不能确定其具体的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通过其
它实验手段进行研究。2.由于制备单一物种的DNA-Ag NCs 较为困难,大多数为多物种混合物,因此实验的重复性比较差。因此需要对
Ag NCs 的合成进行进一步研究。3.对ATP 的检测可以进一步作用到细胞中,本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尝试。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
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
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作者签名:20 年月日作者签名:导师签名:20 年月日。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