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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eeded.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05. Result: group 2 showed lowest chest movement rate at 8 per m inute but group 1 and 3
averaged at 15 and 13. There was not group difference observed but overall abdom inal movement rate increased up to 3 additional cycles
at the fourth comparing to the first quintile. The abdomen was moving at tw ice of the rate of the chest across all the group s and all quin2
tiles. Knee joint movement was used to rep resent the movement rhythm during Tai Chi p ractice in this study. Knee movement rate fo l2
lowed a cubic trend w ith the highest point at the fourth quintile, which is about 3 cycles more than the first quintile. Furthermore, knee
joint movement rate was po sitively correlated w ith heart rate, chest and abdom inal movement rates, although no co rrelation was observed
among the later thre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eart rate increased from first to fifth quintile in a linear fashion, but this linear trend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two breathing related parameters and the movement rhythm.

不同长度 β2 整合素M 亚基与 ICAM 21 的亲和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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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微重力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生物力学与生物工程中心 ,北京 , 100190)

整合素作为细胞表面糖蛋白受体 ,介导细胞 2细胞 、
细胞 2胞外基质以及细胞 2病原体间粘附和信息传递 ,
在免疫应答 、
凝血反应 、
炎症反应 、
肿瘤转移和创伤愈合等许多病理生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整合素是由 α、
β两个亚基非共价结合而成的异源二聚体 ,其结构类似于两条近平行的腿部支撑着一个球形的头部 。研究
表明 ,β2 整合素 M 亚基头部的 . domain 为与配体直接作用的结构域 ,并可通过“open ”或“close ”
的构象变化
改变其与配体相互作用的亲和性 [ 1 ]; 然而该亚基中没有与配体直接相互作用的其它结构域 (如 Propeller、
Thigh、Calf21、Calf22 等 )的结构 2功能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本文以 β2 整合素成员 M ac 21 的 M 亚基为研究对象 ,
运用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构建了系列由固定 open 构象的 I dom ain 和不同长度的腿部结构域组成的重构 M
亚基 。其基本策略是通过将特定位点的氨基酸突变为半胱氨酸并添加二硫键 (如 Q163C /Q309C, D294C /
Q311C )将 I domain锁定在 open 构象 [ 2 ] , 保证其与配体结合的高亲和性 ; 然后依次添加 Propeller、Thigh、
Calf21、Calf22 等结构域构建不同的重构亚基 。采用细胞 EL ISA 方法和微管吸吮技术等研究重构蛋白与
ICAM 21 配体相互作用的反应动力学 ,考察腿部各结构域对整合素与其配体相互作用的影响 , 以加深对整合
素 亚基腿部各结构域功能的认识 。同时 , 基于已有 M 亚基及 ICAM 21 的三维结构 , 运用同源模建 、
分子对
接、
分子动力学模拟等分子模拟手段 ,构建含不同结构域的 M 模拟体系 、
预测不同长度的 M 与 ICAM 21 D3 相
互作用的结构特征 。模拟预测与实验结果相比较 ,为认识不同结构域功能提供微观结构信息 ,深入理解其结
构 2功能关系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30730032 /10702075 ) 、
科技部“蛋白质科学 ”
国家重大研
究计划 ( 2006CB910303 ) 、
科技部 863 项目 ( 2007AA02Z306 ) 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 KJCX2 2YW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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