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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
+
 is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metal ions and plays critical physiological roles in biological systems, therefore 

development of new Na
+
 senso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urrently many physical and chemical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detect Na
+
.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ed a novel Na

+
 electrode based on a biomaterial, light-driven Na

+
 pump 

(NdR2). The photocurrent of the electrode upon excitation shows a characteristic positive polarity in Na
+
 solution at neutral pH. 

The peak current shows Na
+
 dependency with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from 1 to 200 mmol/L. The stability data show that the 

electrode is stable after being stored at 50°C for 90 min. As a novel biosensor, this Na
+
 pump-based electro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ion transport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ion detection. 

Keywords: NdR2, NdR2-liposome-ITO Electrode, Na
+
 Concentration, Bio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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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钠离子作为人体生理代谢中非常重要的离子，对其进行检测非常重要。目前国际上检测钠离子的方法有许多，

但主要是利用物理、化学方法。本文将一种光驱动的Na

+

转运蛋白（NdR2）与氧化铟锡导电玻璃（ITO）结合，制备成

生物电极，对Na

+

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此电极对Na

+

有特征性的响应，电流峰值呈现Na

+

浓度依赖性（1~200mM）。稳定

性试验表明，50℃处理90min，不影响电极探测Na

+

浓度的功能。作为全新的钠离子探测生物传感器、Na

+

转运蛋白电极，

在理论和应用领域都具备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NdR2，NdR2-脂质体-ITO电极，Na

+

浓度，生物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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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Na

+

作为生命体中极为重要的离子，参与神经传导、

肌肉运动、新陈代谢等生理活动。因此，Na

+

的定量检测

在基础理论及应用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

国际上检测Na

+

的方法有许多，包括离子选择性电极、原

子吸收光谱法[1]、荧光显微镜[2]、

23

Na核磁共振[3]等一

系列物理、化学方法。2015年PNAS上首次报道了利用生物

学原理探测Na

+

浓度的方法——Torabi等人[4]发现一种

钠离子特异性DNAzyme，其结合Na

+

之后能够对DNA进行剪

切，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生物材料的检测Na

+

浓度的方法。 

本文的工作则首次提出将视紫红质家族中的一种全

新蛋白——钠离子泵NdR2，与电化学的方法相结合，设计

了一种基于蛋白质的稳定的钠离子选择性电化学生物传

感器。 

视紫红质是一种结合视黄醛配基的膜蛋白，以七次

α-螺旋结构插入细胞膜内。视黄醛位于七次跨膜螺旋结

构的中心，通过希夫碱基与第七螺旋上的赖氨酸残基形成

共价连接[5]。 

视紫红质在光作用下能产生电信号，这一现象在早期

研究细菌视紫红质BR光驱动质子转运特性时就已发现。视

紫红质蛋白在传递离子时，内部构象的变化所导致的电荷

分布变化以及离子在内部的定向传递，都会使蛋白质两侧

产生电势变化[6,7]。将视紫红质固定化处理于电极表面，

可用于探测光驱动的电流信号。 

基于这种光电响应的性质，视紫红质家族在信息探测、

生物传感、太阳能电池[8]、人工视网膜[9,10]等方面具

有众多的实际应用与广阔的研究前景。Choi等[11]研究了

由BR/黄素组成的电化学光电池，认为其可作为颜色识别

的人工光感受器，能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 

Ahmadi等[12]设计制造出一种基于BR的传感器来检

测X-射线辐射，通过辐射诱导的电流来监测X-射线辐射。

Rao等[13,14]利用变形菌视紫红质PR的pH依赖的光电特

性，设计出了一种pH电化学生物传感器，与其他基于荧光、

磷光、比色的方法比较，这种传感器能够快速、高敏感地

实时探测溶液pH的变化。 

NdR2是2013年在海洋黄杆菌Nonlabens dokdonensis

的细胞膜上发现新的视紫红质[15]，其功能目前没有报道，

而本实验室的前期工作显示，NdR2是一个光驱动的钠离子

泵。基于该家族蛋白的光电响应特性，本文通过将NdR2-

脂质体与氧化铟锡导电玻璃结合制备成NdR2-脂质体-ITO

电极，实验发现：该电极对Na

+

、Li

+

有特异性的正电流响

应，并具有浓度依赖性（1mM~200mM）；电极经过较高温

度（50℃）处理90min后，仍然对Na

+

保持特异性响应并能

检测Na

+

浓度。 

2.2.2.2.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实验方法    

2.1.NdR22.1.NdR22.1.NdR22.1.NdR2的提取纯化的提取纯化的提取纯化的提取纯化    

培养大肠杆菌表达NdR2，离心，收集细菌。用Lysis 

buffer（50mM Tris-HCl，1mM EDTA-Na2，100mM KCl，1mM 

DTT，pH8.0）重悬细菌，离心。用Lysis buffer充分悬浮

细菌，加入Lysozyme（~5mg/30ml）和 PMSF，裂解细菌。

再用超声继续破碎细菌，离心收集上清液（红色）。将上

清液高速离心收集沉淀（红色）。用Solubilizing buffer

（10mM Tris-HCl，400mM KCl，pH8.0）洗涤1次，离心后

再用含DDM的Solubilizing buffer（10mM Tris-HCl，400mM 

KCl，1%的DDM，pH8.0）溶解，4℃避光匀浆。高速离心，

收集上清液（红色），加入imidazole（pH8.0），其终浓

度为20mM。用大量去离子水洗涤Ni-NTA，再用10倍柱体积

Equilibrium buffer（10mM Tris-HCl，400mM KCl，0.05% 

DDM，10mM imidazole，pH8.0）洗涤。将上述红色上清加

入Ni-NTA中纯化。用20倍柱体积的Washing buffer（10mM 

Tris-HCl，400mM KCl，0.05%DDM，20mM imidazole，pH8.0）

洗涤。用Elution buffer（10mM Tris-HCl，400mM KCl，

0.05% DDM，500mM imidazole，pH8.0）洗脱，收集洗脱

液，4℃浓缩、透析。透析液（5mM Tris-HCl，200mM KCl，

pH8.0）。光谱测定浓缩透析后的蛋白浓度。浓度计算方

法：根据A=Ɛ·l·c，A为特征吸收峰处的吸光值，一般

l=1cm，对于NdR2（520~530nm），Ɛ=50000。 

2.2.NdR22.2.NdR22.2.NdR22.2.NdR2----脂质体的制备脂质体的制备脂质体的制备脂质体的制备    

称取大豆卵磷脂、胆固醇、维生素E（质量比550:50:1），

加入乙醚充分溶解。旋转蒸发，真空泵抽气，得到薄层膜

状磷脂贴于玻璃瓶内壁。用氮气吹薄膜表面，使乙醚完全

挥发。加入buffer（0.1 M Tris-Tris-Cl，pH 8.0），使

用超声仪超声，使磷脂清澈，OD550=0.45。向磷脂溶液中

加入Triton X-100，混匀（最终Triton X-100的浓度为

0.5%）。将NdR2蛋白（5 mM Tris-Cl，200 mM KCl，0.05% 

DDM，pH 8.0）与脂质体溶液混合，室温用混匀器震荡60 min。

其中，蛋白：磷脂=8：10（质量比），即摩尔比为1：50。

NdR2终浓度为2mg/ml。60min后加入bio-beads去除去垢剂。

用水稀释样品，离心，用水重悬。NdR2终浓度为4mg/ml。 

2.3.2.3.2.3.2.3.光电流测定方法光电流测定方法光电流测定方法光电流测定方法    

将ITO导电玻璃裁剪成小块，先后用丙酮、乙醇、水

进行超声清洗。清洗完毕后吹干，竖立保存待用。裁剪合

适大小的硅胶，用打孔器打出圆孔，将硅胶吸附于ITO的

导电侧。吸取样品滴加到圆孔中，避免出现气泡。置于暗

处，待样品的水分蒸发完全电极即制备完成。调试好光电

流检测系统，将制备完成的电极与一个不含蛋白样品的对

电极分别放到三层聚四氟乙烯板的中间，通过中间的聚四

氟乙烯板上的小孔将电解液（LiCl、NaCl、KCl、CsCl、

CaCl2、MgCl2、NaF、Na2SO4、K2SO4）注射到两个电极之间，

放置于光电流检测系统中检测。 

3.3.3.3.实验结果与讨论实验结果与讨论实验结果与讨论实验结果与讨论    

3.1.NdR23.1.NdR23.1.NdR23.1.NdR2，，，，NdR2NdR2NdR2NdR2----脂质体及脂质体及脂质体及脂质体及NdR2NdR2NdR2NdR2----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ITOITOITOITO电极的表征电极的表征电极的表征电极的表征    

中性的NdR2-DDM溶液为红色（1A），而制备成的电极，

由于空气中CO2存在等原因，导致电极表面的NdR2-脂质体

呈酸性，颜色为蓝紫色（1B）。将电极置于中性溶液中平

衡一段时间后，颜色恢复（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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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图图图1111 NdR2和NdR2-脂质体-ITO电极的实物图（A，B，C）。 

采用负染色技术对NdR2进行染色，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对蛋白进行观察发现，表面活性剂DDM包裹的NdR2

尺寸大概在20nm左右，如图2A所示。 

表面活性剂包裹的蛋白质相比于脂质重组状态，在溶

液中更加稳定，不容易形成蛋白聚集或沉降。但表面活性

剂渗透性较强，无法有效地维持离子浓度梯度。因此，为

了有效利用NdR2的光驱动离子泵特性，需要将其组装到更

利于离子浓度梯度形成的微环境中。另外，脂质重组蛋白

与材料的结合力会增强，不易从ITO上脱落。因此，本实

验选择了脂质体对NdR2进行重组。图2B显示，空脂质体的

大小约为几十至几百纳米。 

氧化铟锡导电玻璃（ITO）有透明、易裁剪、导电侧

电阻小等优点，将制备好的NdR2-脂质体自然沉积到ITO

上，作为工作电极，置于光电响应检测系统中进行光电流

的检测。通过扫描电镜（SEM）可以观察到，沉积NdR2-

脂质体后ITO表面具有尺寸几十至几百纳米大小的球状颗

粒（Data no shown）。 

 

A 

 

B 

图图图图2222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下的NdR2-DDM（A）及空脂质体（B）。 

3.2.NdR23.2.NdR23.2.NdR23.2.NdR2----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ITOITOITOITO电极的离子选择性与电极的离子选择性与电极的离子选择性与电极的离子选择性与NaNaNaNa

++++

浓度依赖浓度依赖浓度依赖浓度依赖

性性性性    

Inoue等人[16,17]曾报道一种NdR2的同源蛋白KR2，

光照下在不同的阳离子溶液中行驶不同的功能，在Li

+

或

Na

+

溶液中，它将Li

+

或Na

+

从蛋白C端向N端传递，而在其他

阳离子（K

+

、Rb

+

、Cs

+

）溶液中，只进行H

+

的传递。 

本实验室前期的工作也证实，NdR2也具有与KR2相似

的功能——在Li

+

或Na

+

溶液中为Li

+

泵或Na

+

泵，而在其他溶

液中为H

+

泵。 

将NdR2-脂质体-ITO电极置于光电响应检测系统中，

检测光电流信号。实验结果显示，当阳离子为Na

+

（100mM）

时，光电流信号的极性为正，如图3所示，且无论阴离子

（Cl

-

、F

-

、SO4

2-

）为何，保持Na

+

浓度相同时其电信号幅度

基本一致；而光电流信号的极性在阳离子为K

+

、Ca

2+

、Mg

2+

、

Cs

+

时相同，均为负信号（Some data no shown）。因此

我们认为，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Na

+

有特异性的响应，

这与本实验室之前利用pH测定证实NdR2具有Na

+

转运功能

的观点一致。 

 

图图图图3333 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Na

+

溶液（100mM）的特征性响应。0s时光照，

2s时避光。 

为了定量地评估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Na

+

的响应，

我们检测其在不同浓度的Na

+

溶液（1~200mM）中的光电流。

由于每一个电极的光电流都不尽相同，所以在进行统计时，

需要将光电流标准化，即以每个电极探测的光电流值除以

本组最大光电流值，得到标准电流值。如图4所示，随着

溶液中Na

+

浓度的增加，光电流具有显著的下降趋势。 

 

图图图图4444 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不同浓度Na

+

溶液（pH7.5）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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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NdR23.3.NdR23.3.NdR23.3.NdR2----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ITOITOITOITO电极的热稳定性电极的热稳定性电极的热稳定性电极的热稳定性    

作为一个生物传感器，其稳定性受到广泛关注，因此

本文对NdR2-脂质体-ITO电极的热稳定性作了一定的评估。 

在热稳定性的实验中，将电极置于50℃的水浴中90

分钟，水浴前后，光电流的变化很小，经过热处理之后的

电极对Na

+

浓度具有依赖性，如图5所示。不仅如此，即使

经过70℃的高温处理90分钟，电极仍然对Na

+

浓度具有依

赖性（Data no shown）。 

 

图图图图5555 50℃处理90min的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不同浓度Na

+

溶液（pH7.5）

的响应。 

3.4.NdR23.4.NdR23.4.NdR23.4.NdR2----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脂质体----ITOITOITOITO电极对电极对电极对电极对NaNaNaNa

++++

溶液溶液溶液溶液    

利用经标准液标定过的电极来检测Na

+

溶液样品，通

过对比检测值与实际值来分析电极的测定精确度。将检测

得到的光电流值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出这些试验溶液中的

Na

+

浓度值，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样品的Na

+

浓度

检测值接近于实际值，其回收率为93％，表明已建立的生

物传感电极能够检测Na

+

的实际浓度。此外，我们也检测

了热处理后电极的测定精确度，回收率为从91％，这也进

一步证明此电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表表表表1111 Na

+

溶液样品的实际值与检测值。样品包含1mmol/L Tris-HCl,pH7.5。 

Actual Actual Actual Actual 

value/mmol·Lvalue/mmol·Lvalue/mmol·Lvalue/mmol·L

----1111    

Test value/mmol·LTest value/mmol·LTest value/mmol·LTest value/mmol·L

----1111

    Correlation(%)Correlation(%)Correlation(%)Correlation(%)    

RTRTRTRT    50505050℃℃℃℃    90min90min90min90min    RTRTRTRT    50505050℃℃℃℃    90min90min90min90min    

40 

37.16 

±1.03 

36.24 

±1.43 

93 91 

RT：room temperature，室温。 

4.4.4.4.结结结结束语束语束语束语    

生物传感器是以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DNA、蛋白质、

酶等）作探测元件与一些物理或化学元件结合而组成的一

种检测装置，它在临床医学诊断、环境监测、食品检测等

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应用。 

本文通过将一种新型的视紫红质——NdR2与氧化铟

锡导电玻璃结合制备成生物电极，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到以

下结论： 

（1）NdR2-脂质体-ITO电极对Na

+

有特异性的正电流

响应。 

（2）随着Na

+

浓度的上升，NdR2-脂质体-ITO电极的

光电流信号不断减小，并且在一定范围内（1mM~200mM），

Na

+

浓度与光电流呈一定的函数关系。 

（3）NdR2-脂质体-ITO电极经过较高温度（50℃）处

理90min后，仍然对于Na

+

保持特异性响应并能检测Na

+

浓度。 

本文尝试着对钠离子选择性电化学生物传感器进行了

初步性的探索，工作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许多问题需

要回答与解决，例如，如何提高对生物样品中钠离子检测的

精确度，如何提升电极对钠离子浓度更大范围的响应，等等。

期待利用更多的物理、化学手段和材料，与NdR2-脂质体-ITO

电极相结合，创造出更加完善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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