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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多糖GPPⅢ-a的原子力显微镜观察

刘荣华，杨小帆，池爱平 *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采用纤维素和葡聚糖凝胶柱层析法分离纯化，获得绞股蓝多糖主要组分GPPⅢ -a，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
对 GPP Ⅲ -a 的分子形貌进行观测。结果显示：GPP Ⅲ -a 分子在溶液中呈大小不一的不规则“峰”状聚集体，加

热后又呈现直径大小不一的“环”状聚集体；这些“峰”状或“环”状的结构与温度等外界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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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ic Force Microscope Observation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Polysaccharide GPP 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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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PP Ⅲ -a, a main constituent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polysaccharides (GPP), was obtained by DEAE-52

cellulose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proved to be homogeneous by Sephadex G-150 column chromatography. The molecular

morphology of GPP Ⅲ -a was observed under an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PP Ⅲ -a

molecules were of irregular “peak”-like aggregates in solution which were changed to “ring”-like aggregates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after heat; the “peak”- and “ring”-shaped structure was associated with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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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分子由于结构复杂，通常为杂多糖，它是由

若干种不同单糖组成，因而决定了其键接方式、构型

和构象更具有多样性。近年来由于新技术、新仪器的

应用，多糖结构的研究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利用各

种显微技术研究多糖的微观分子形态已有不少报道[1-4]。

原子力显微镜(AFM)是观察物质微观世界的一种新的分析

手段，也是研究单分子的有力工具。AFM 是在扫描隧

道显微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基于量子力学理论中的

隧道效应。它使用一个尖锐的探针扫描试样的表面，通

过检出及控制微传感探针与被测样表面之间力的相互作

用对被测表面进行扫描测量，其横向分辨率和纵向分辨

率可达纳米级。因此，AFM 能够准确地获得被测表面

的形貌或图像。AFM 通过感受探针针尖和原子之间的

作用力变化而产生直观的形貌[5]，能够在空气、液体中

成像，也可以观察非导电材料[6]，其有三种作用模式：

接触模式、非接触模式和轻敲模式。选择不同的模式

可减少和避免样品的损坏[7]，同时，原子力显微镜载体

的选择范围宽，云母片、单晶硅片、电解石墨、玻

璃片，某些生物膜等都是良好的载体。由于以上这些

优点，原子力显微镜己被广泛应用在生物大分子的形貌

和机理研究上，近年来，使用原子力显微镜研究多糖

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本实验以 AFM 的轻敲模式对一种水溶性绞股蓝多

糖分子形貌进行观察，旨在获得更多的关于多糖分子结

构特征的信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绞股蓝    陕西安康地区。

SephadexG-150、DEAE-52 纤维素    Phamacia 公司；

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Christ Alpha1-4 真空冷冻干燥机    德国 Marin Christ
公司；SPM-9500J3 型原子力显微镜    日本岛津公司。

1.2 绞股蓝多糖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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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献[ 8 ]的方法，采用微波辅助水提乙醇沉淀法

提取绞股蓝多糖，得绞股蓝多糖粗品，再经 S e v a g 法

脱蛋白 8 次，用过氧化氢脱色、透析、浓缩、乙醇

沉淀、冷冻干燥得绞股蓝多糖。

1.3 绞股蓝多糖的分离纯化与纯度鉴定

连续用终浓度为 30%、50%、70%、90% 乙醇对

绞股蓝总多糖依次进行分级沉淀。采用 DEAE-52 纤维素

柱层析对绞股蓝多糖进行分离(层析柱 2.5cm× 60cm)，分

别用双蒸水和 0.1、0.3mol/L NaCl 溶液进行洗脱，自动

部分收集器收集，用硫酸 - 苯酚法检测，收集各洗脱

峰。对主要组分进行 SephadexG-150 柱层析纯化实验。

GPP Ⅲ -a 用葡聚糖凝胶柱层析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验的纯度 [ 5 ]。

1.4 GPP Ⅲ -a 的 AFM 观察

将干燥的样品用去离子水溶解后，配成 10μg/ml 的
浓度，一份置于 45℃水浴加热 1h，另一份在室温下溶

解 2 h，各取 5μl 样品液滴在云母片表面，室温干燥，

置于 AFM 上观察，拍照。图像均在 Tapping 模式下获

得 [ 9 ]，测试在室温和大气环境中进行，相对湿度为

50%～60%，探针为 Si3N4，微悬臂长 200μm，力弹性

常数为 0.12N/m。

2 结果与分析

2.1 绞股蓝多糖的分离纯化与纯度鉴定

将样品溶于最小体积的 0.1mol/L NaCl 溶液中，上柱后

用 0.1mol/L 的 NaCl 溶液洗脱，流速 3ml/5min，同时以

每 10min 收集 1 管。经硫酸 - 苯酚法检测糖峰，以光密

度(OD)和接收管顺序数作图来表述结果。结果显示，峰1的
多糖回收率较高，是GPPⅢ的主要组分，命名为GPPⅢ -a。

GPPⅢ-a在SephadexG-150凝胶柱上用0.1mol/L NaCl
洗脱均呈现单一洗脱峰，在琼脂糖凝胶电泳均出现单一

斑点，表明为单一组分。

2.2 GPP Ⅲ -a 的 AFM 观察结果

糖链的密度依赖于其初始浓度及其沉积到云母表面

的量，图像的对比度依赖于针尖上的作用力，作用力

太大易损坏糖链，而太小则对比度差，最佳的作用力

大致在 3～4nN 量级以内，在扫描时不同的部位与分子

链作用，会导致一定的增宽效应。

图 2a是GPP Ⅲ -a在室温下溶解 2h后获得的AFM图

片，平面形貌图观察到 GPP Ⅲ -a 分子聚合体的一些絮

状物，但在三维形貌图下可以看到 GPP Ⅲ -a 不规则环上

具有众多明显的细小“峰”状突起，见图 2 b ，“峰”

高度约在 5.39nm 左右，推测 GPP Ⅲ -a 分子糖链可能具

有较多分支。

从图 3a 平面形貌图中观察所知，GPP Ⅲ -a 于 45℃
水浴加热后聚合物链分子间互相缠绕，交联形成许多大

小不一的不规则环，在图 3 b 三维形貌图下观察“环”

的高度在 6.12nm 左右，略大于 GPP Ⅲ -a 于未加热后的

棒的高度(5.39nm)；三维图凹下去的部位对应于图 3a 的

绞股蓝总多糖(GPP)连续用终浓度为 30%、50%、

7 0 %、9 0 % 乙醇依次进行分级沉淀，各沉淀洗涤干燥

后，得四种级分，依次命名为 GPP Ⅰ、GPP Ⅱ、GPP
Ⅲ、G P P Ⅳ。用各级分多糖沉淀率、多糖含量及多糖

回收率来表述 GPP 的分级情况，结果表明，GPP Ⅲ是

GPP 的主要组分。GPP Ⅲ经 DEAE- 纤维素柱层析后，用

蒸馏水、不同浓度的 NaCl 溶液梯度洗脱，得到 4 个主

要糖峰(图 1 )，对水洗级分浓缩、透析、冷冻干燥后，

上 SephadexG-150 柱(层析柱 2.5cm × 80cm)进一步纯化，

图1   GPPⅢ经DEAE-纤维素柱层析图

Fig.1   Elution profile of GPP Ⅲ obtained from crude GPP by
sequential precipita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anol on

DEAE-52 cellulose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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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PPⅢ -a于室温溶解下的原子力显微镜图

Fig.2   AFM images of GPP Ⅲ -a dissolved at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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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环的内径。仔细观察还可发现，这些圈状的结

构是由直径更小的颗粒聚集、连接、环绕而成，至于

这些更小直径的颗粒是否是 GPP Ⅲ -a 单个糖链分子卷曲

而成，暂难以判断。

样品未加热时，其分子吸附和裹挟一定量的水，使

分子侧链的轮廓不太分明，似有一层水膜，样品经温和

加热后制样，分子体积会略有膨胀，侧链轮廓清晰，推

测加热破坏了多糖分子外周与水分子之间的弱作用力，

还有可能是加热制样时，样品水分挥发较快所至。

一，对多糖寡糖片段和多糖单链的构象以及多糖与缀合

物的空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科学家认为多

糖的高级结构对功能的影响比一级结构重要，但由于多

糖结构复杂，目前对于多糖高级结构的研究还较少，至

今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原子力显微镜(AFM)是近年

来发展起来的研究多糖高级结构的有力工具。用 AFM
能获得多糖高级结构稳定、清晰的图像，为多糖结构

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实验用 AFM 对 GPP
Ⅲ -a 的结构进行了观测，首次证实 GPP Ⅲ -a 分子在溶

液中呈直径大小不一的不规则“峰”状聚集体，由于

温度的影响，G P P Ⅲ - a 分子又呈现直径大小不一的

“环”状聚集体；这些“峰”状或“环”状的结

构可能借助于糖链及其分支较多的氢键或其他弱作用力

而连接或聚集，组装成链状或网状结构，链的形状可

能与温度等外界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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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多糖的立体构型是决定多糖生物活性的决定因素之

图3   GPPⅢ -a加热溶解后的原子力显微镜图

Fig.3   AFM images of GPP Ⅲ -a dissolved at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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