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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肽分离技术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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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对小分子肽的分离研究的进展，对常用的色谱法、膜分离法、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的原理与优点进行阐述以
及对各方法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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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separation technology of low molecular weight Peptide were summarized in the review,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and
advantages of several frequently-used chromatography,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gel electrophoresis, methods in combin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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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是介于氨基酸与蛋白质之间的一种生化活性物质，它的分
子量比蛋白质小，又比氨基酸大，是蛋白质的一个片段。而小分
子肽是由 2至 10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一般在 180~2000道尔顿
的高活性肽[1,2]。按照小肽的功能可将其分成功能性小肽和营养性
小肽两类[3]，区别在于小肽是否具有特殊生物活性或是生理调节
的功能。小分子肽是一种具有良好的溶解性优质生化物质，具有
低抗原等特性使其容易被吸收，并参与到细胞的新陈代谢中去，
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4]。小分子肽因其独特的生理保健功能和较
高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
业，对小分子肽的有效分离也就成为了研究热点。本文列举了目
前分离小分子肽的几种较为高效的方法，主要有色谱分离法、膜
分离法和凝胶电泳法以及多方法的联用等。

1 色谱分离法
1906年俄国植物化学家 Mikhail. Semenovich. Tswett首次提

出色谱法。色谱分离法是利用多组分混合物在由固定相和流动相
构成的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或吸附能，采用流动相洗脱过
程中各组分呈现不同的保留时间，从而实现分离。常用于肽与蛋
白质分离的色谱分离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超高效液相
色谱法(UPLC)、反相色谱(RLC)、凝胶色谱法(SDS-PAGE)等。
1.1 高效液相色谱 HLPC

高效液相色谱具有高速、高效、高灵敏度等特点，在小分子
肽的分离研究应用较为普遍[5]，所以目前在使用 HPLC法时，会
在固定相等方面做一些改进[6]，以提高其分离检测效率。

硅胶是HPLC填料中最普遍的基质，在碱性水溶性流动相中存
在不稳定性。Sudipta Ray等[7]将结构为Boc-Phe-Aib-Phe-OH的短肽
采用嫁接的方法合成新型多孔二氧化硅固定相，这种新的固定相
被包装成一个不锈钢柱，极性的羰基和疏水性苯基的多重作用使
这种肽改性二氧化硅作为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即使在碱性条件
下也能够分离出分子量很小的肽分子，而且显示出相当高的分子
选择性，显著提高了高效液相色谱的分离效率。但是由于存在“柱
外效应”的缺点，导致到色谱峰的加宽，柱效率降低等后果。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是在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原理基础上对
HPLC的系统进行细化的提升，增加了信号-噪声比(S/N)，增强了
窄峰，减少了分析时间同时又增强峰值分辨率，能在单位时间内
获得更多的信息量，是一种新兴的分离技术。在速度、灵敏度及
分离度方面 UPLC分别已达到了 HPLC的 9倍、3倍及 1.7倍，
不仅缩短了分析时间而且降低了分析成本 [8]。但由于 UPLC的进
样量小，较多的应用在分析层面。Rasmus Eliasen等[9]通过使用一
个随机的氧化和正交氧化合成的两种方法合成抑制剂-胱氨酸结
肽糖抑制肽，并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确定随机氧化合成抑制肽
效果更好。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医药领域、质量控

制、毒理学和临床分析，提高分析效率和降低分析成本[10]。但目
前在分离纯化小分子肽方面的应用较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
展。
1.2 反相色谱法 RPC
反相色谱是近几年来肽和蛋白质分离方法研究的重点，反相

液相色谱柱的分离效率高、分离能力强、保留机理清楚，是现代
液相色谱分离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人们通过改进动力学效率和
选择专一性等方面试图找到专门用于分离类似于小分子肽的这类
生物分子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新方法[11,12]。

Xin Rui等[13]在对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活性进行研究
时，使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从红色的小豆(菜豆)的酶
解物种成功分离ACE抑制小分子肽，并且通过与其他两个纯化过
程包括超滤和凝胶过滤的对比，证明了经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离
得到的小分子肽具有最高的活性。
反相色谱相比其他色谱来说具有更高效率，正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1.3 凝胶色谱法
凝胶渗透色谱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分离小分子。凝胶色谱分

离是根据分子筛效应原理，利用大小分子经过的路径不同造成的
流出时间差来进行分离的。凝胶过滤在生物分子的分离纯化中具
有突出的贡献，分离效果显著和操作简单是其最大的优点[14]。凝
胶色谱法按凝胶的种类可分成聚丙烯酰胺凝胶(PAM)、交联葡聚
糖凝胶(Sephadex)、琼脂糖凝胶(Agarose)、聚苯乙烯凝胶(Styrogel)
等。

Sephadex G-25色谱柱是凝胶色谱中最有用的和在文献中运
用最广泛的方法。Sephadex G-25能分离分子量为1000~5000肽类
分子。主要以粗分离为主，对Mr在1000 Da以下的小分子肽分离
度较小[15,16]。叶铭宇[17]采用Sephadex G-25凝胶色谱粗分离龙头鱼
水解物，结果表明分离的苦味肽Mr为470~1370 D。

Sephadex LH-20葡聚糖凝胶，是Sephadex G-25的羧丙基衍生
物，同时具备吸附性层析和分子筛功能。Jiapei Wang等[18]采用
Sephadex LH-20凝胶色谱法从牡蛎蛋白质的胃蛋白酶水解物分离
出可以抗高血压的活性九肽 (Mr 1195 Da)，结果证明Sephadex
LH-20有较好的回收率(55.8 %)，峰型尖锐且分辨率高。
孙龙[19]克服了从天然材料中提取抗菌肽的困难，采用高效凝

胶色谱 Superdex Peptide HR凝胶预装柱对从两种鞘翅目昆虫中提
取的小分子量肽进行二次分离纯化，达到了较好的分离效果。分
离物通过反相色谱 Resource-15 RPC和高效液相色谱的纯化，从
SB-C18反相柱成功验证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小分子量抗菌肽(Mr为
2552.5)。Superdex Peptide HR凝胶预装柱是所有制备型分子筛中
分辨率最高的，但是价格也相当贵，每次上样量较少且浓度要保
证至少 4~5 m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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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膜分离法
膜分离法是一种新兴的物质分离提纯的环保型技术，在生产

中具有重大的发展前景。使用此技术在分离过程中无相变或化学
变化，并且具有高选择性、低能耗、适应性强、操作条件不高等
优点，对性质相似组分可以达到很好的分离效果。 [20-21]在小分子
肽分离研究中，超滤和纳滤是膜分离法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方法。

超滤是在压力差作用下进行的筛孔分离过程。彭芳等[22]建立
一种超滤膜分离小分子肽的工艺。他们用中空纤维超滤膜对美洲
大蠊抗肿瘤活性部位小分子肽进行分离，转速为 4500 r/min、30 %
浓缩比以及 pH=11时分离效果最佳，能达到Mr 3000肽的分离。

纳滤是超滤和反渗透间的一种选择性媒介，能分离除去分子
量为 300~500的小分子物质。相比超滤膜，纳滤可截留小分子有
机物和多价盐离子(Mr 200~2000)，弥补了超滤的空白[23]。Garema
A[24]研究用无机纳滤膜分离胰蛋白酶β-酪蛋白水解物中小分子肽
(Mr 300~900)的方法。他发现肽的分离效果与水解液的平 H值有
关，并在 pH为 8时分离效率最佳，显示了灵敏的分子选择性。
研究结果表明离子强度和 pH对纳滤膜的分离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3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法
该分离方法最初由 Shapiro于 1967年建立，他们发现在样品

介质和丙烯酰胺凝胶中加入离子去污剂和强还原剂 SDS(即十二
烷基磺酸钠)后，蛋白质亚基的电泳迁移率主要取决于亚基分子量
的大小。

常规Tris-Glyine-SDS-PAGE在小分子肽的分离中使用较多，
能较高效率分离分子量在3~20 kDa的蛋白质或多肽类大分子
[25,26]。Peng Lin等[27]采用传统的Tris-Glyine-SDS-PAGE法以18 %的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后，将凝胶用考马斯亮蓝染色，可以分离出
Mr为2512 Da的小分子肽。但Tris-Glyine-SDS-PAGE法对于分子量
在3 kDa以下的肽分辨率低，极易扩散丢失，无着色带；在成本方
面存在花费大且耗时长等缺点[28-29]。

吴少辉等 [30]等采用了国外分离小分子肽的的方法，在
SDS-PAGE 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 Tris，使用三羟基氨基甘氨酸
Tricine-SDS-PAGE，通过调整 3种胶高度的比例减小聚集现象，
试图能有效分离美洲大蠊中小分子肽混合物。结果证明，
Tricine-SDS-PAGE只能使 3000 Da左右的小分子肽得到较好的分
离，对分离更小Mr的肽混合物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 多方法并用
在小分子肽的分离研究中，张亚飞先 [31]将小麦蛋白在

Alcalase酶条件下水解得到分子量分布在 147~1548 Da的小麦肽
产物，再将产物以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为标准用 732阳
离子交换树脂法、G-15型交联葡聚糖凝胶柱、半制备反向高效液
相色谱法进行逐步分离纯化得到一种免疫活性的高活性小分子二
肽，其组分分别为 Mr=393.2 的氨基酸 Tyr-Leu-Val 和 Mr=617.2
的氨基酸 His-Cys-Pro-Val-Tyr。

吴燕燕等[32]为制备分离出合浦珠母贝肉中具有抗氧化活性的
短肽，使用合浦珠母贝肉蛋白水解产物进行经超滤后，采用
Sephadex G-25 对 1000 u 超滤组分的分离纯化，收集到的低至
244.7 u的组分，成功地得到具了有抗氧化活性的合浦珠母贝肉短
肽。

5 总结
分离小分子肽的方法有很多，它们各有利弊。本综述只介绍

了最年来小分子肽研究中比较有效的分离方法的几种，有的分离
范围和使用条件有限，有的只能分离特殊的物质组分，分离方法
的选定要看具体的实验条件和要求，至今为止还未发现一种万用
的方法。因此，更有效的小分子肽分离方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
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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