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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快速、简便、重复性好、得率高的杜仲胶颗粒提取技术，为进一步分析胶颗粒膜蛋白、脂肪酸、

糖脂等组成及杜仲橡胶分子量奠定基础。［方法］以杜仲叶片和翅果为材料，利用不同离心条件及研磨次数探

究杜仲胶颗粒得率，并结合光镜与电镜观察结果，探讨适合从不同杜仲组织器官中提取胶颗粒的最优条件。［结

果］杜仲组织（叶片或翅果）液氮经速冻、反复研磨捣碎６次过滤１０次，在４℃条件下以５０００ｇ离心力，４５度定
角离心１０ｍｉｎ，并反复漂洗８次得到的杜仲胶颗粒含量最高。在此条件下，以１０月采摘的杜仲叶和翅果为材

料，提取的杜仲胶颗粒含量可分别达３．７０ｇ·ｋｇ－１叶片、５．３７ｇ·ｋｇ－１翅果。进一步观察发现，不论是杜仲叶片
或翅果随着其发育的成熟，组织中胶颗粒粒径大小和积累量均呈现先增加后稳定的变化趋势。杜仲胶颗粒在光

镜和电镜下呈球形，胶颗粒间粒径大小差异较大。以１０月杜仲叶、翅果及树皮为例，小胶颗粒（１ ４μｍ）分别
占３９％，５３％，９８．３８％，中等胶颗粒（４ ７μｍ）分别占３８％，３４％，０．１２％，大胶颗粒（７ １１μｍ）分别占２３％，
１３％，０．０５％。［结论］本研究建立的杜仲胶颗粒提取技术较为快捷，得率高，可快速对不同时期不同组织器官的
杜仲胶颗粒进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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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是杜仲科杜仲
属落叶乔木，为我国特有名贵经济树种。杜仲皮是

名贵中药材，具有补肝肾、强筋骨以及安胎等作

用［１］。另外，杜仲是世界上适应范围最广的重要胶

源树种［２－３］，也是温带最具开发潜力的胶源树种［４］。

杜仲胶不仅具有橡（胶）塑（料）二重性，可开发兼具

热塑性、热弹性和高弹性的功能材料，如高质量的轮

胎、高尔夫球、假肢套等产品［５］，杜仲胶还具有绝缘

性好，耐酸碱且不易腐蚀等特点，是制造海底电缆绝

缘带的理想材料［６］。研究表明，杜仲的根、茎、叶、

花、果实的韧皮部薄壁细胞中分布有细长、两端膨

大、内部充满胶颗粒的特化丝状单细胞［７－９］，它是杜

仲植株体内合成和储藏硬性橡胶的场所［１０］。研究

发现，杜仲果实中含胶率高达１２％以上，居杜仲树
各部位含胶量之首，比杜仲叶片高４ ６倍［１１］。杜

仲橡胶也称古塔波胶或巴拉塔胶［１２］，分子构象测定

表明杜仲胶为反式聚异戊二烯［１３］，与巴西橡胶树

（Ｈｅ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Ｍｕｅｌｌ．Ａｒｇ．），银胶菊（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ａｒｙｅｎｔａｔｕｉｍＬ．）等合成的顺式聚异戊二烯橡胶互为
同分异构体［１４］。早期研究者对巴西橡胶研究发现，

橡胶树树皮韧皮部含有网络分布的乳汁管可分泌出

胶乳，而胶乳中又含有大量包裹有几个到上千个橡

胶分子的胶颗粒［１５－１６］，胶颗粒的主要功能是合成和

贮藏天然橡胶［１７］。显微观察表明，胶颗粒是一类不

连续的亚细胞器，内部由橡胶分子组成疏水核心区，

外部则由脂类和蛋白质组成的“半单位膜”包

裹［１８－１９］。与橡胶树不同，杜仲树皮韧皮部不含网络

状乳汁管，胶颗粒主要存在于含胶细胞中，分离提取

及纯化条件相对较为复杂。２００３年，王敏杰等［２０］采

用反复漂洗／离心法对杜仲叶胶颗粒进行了提取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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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从杜仲叶胶颗粒上分离鉴定出两种丰度最高

膜结合蛋白，ＥｕＲＰＰ５６和 ＥｕＲＰＰ３０，之后更多参与杜
仲胶合成的相关蛋白基因被报道［２１－２２］。王惠［２３］通

过改进提取方法，从叶中获得纯度更高的杜仲胶颗

粒，但该法仅适用于胶含量累积最高时期的杜仲组

织中胶颗粒的提取。因此，探索可适用于杜仲不同

生长期各器官中胶颗粒的提取工艺条件，为深入研

究杜仲胶颗粒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已有杜仲胶颗粒提取工艺进行改良、优化，并结合胶

颗粒形态观察，形成可适用于杜仲各生长期不同组

织器官中杜仲胶颗粒的提取条件，进而为研究杜仲

胶粒的分化形成机制、杜仲胶分子的累积规律以及

杜仲胶合成的分子机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植物材料于２０１８年取自种植于贵州大学农业
生物工程研究院实验农场杜仲资源圃中的多年生杜

仲植株的当年生叶片及翅果。

１．２　仪器与试剂
仪器：水 平 离 心 机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ＡｌｌｅｇｒａＸ３０Ｒ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定角（４５度）离心机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Ｉｎｃ．），ＢＸ４３光学显微镜（ＯＬＹＭ
ＰＵＳＩｎｃ．），Ｓ３４００扫描电子显微镜（ＨｉｔａｃｈｉＩｎｃ．），ｅ
１０１０离子溅射仪（ＨｉｔａｃｈｉＩｎｃ．），电子天平（北京丹
佛仪器有限公司），ＰＨ计（上海洪纪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等。

试剂：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苯甲基磺酰氟
（ＰＭＳＦ）、聚乙烯吡咯烷酮（ＰＶＰ）、β巯基乙醇
（ＢＭＥ）及抗坏血酸（Ｖｃ）购于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氟化钾（ＫＦ）、硫酸镁（ＭｇＳＯ４），异丙
醇（ｉｓ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ｌ）、盐酸（ＨＣｌ）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２．５％戊二醛固定液购于Ｓｏｌａｒｂｉｏ（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杜仲叶及翅果的采集　按照不同月份（６、７、
８、９、１０和 １１月）分别采收杜仲植株叶片（６—１１
月）及翅果（６—１０月），擦去表面灰尘后置于自来水
下冲洗干净，用干净的吸水纸吸干植物材料表面的

水分后用液氮速冻，保存于－８０℃超低温冰箱备用。
１．３．２　杜仲胶颗粒提取与纯化　参照赵德刚博士
后出站报告［４］及王惠［２３］硕士论文中杜仲胶颗粒提

取方法并略作修改。取－８０℃超低温冰箱冻存的新

鲜杜仲叶（或翅果）加入组织研磨杵中用液氮迅速

研磨成粉，称取适量样品粉末至含有４００ｍＬ预冷提
取缓冲液的 １Ｌ烧杯中，于冰上快速搅拌抽提 １
ｍｉｎ，之后将组织匀浆液在４℃条件下迅速过２００目
不锈钢筛网并收集滤液，滤液分装于６支４℃预冷的
５０ｍＬ离心管中备用。滤液分别按以下２种方法进
行离心操作：①离心管在４℃条件下以５０００ｇ水平
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小心取出后利用２０ｍＬ干净注射器
将６支离心管中上层悬浮物合并转移至３支洁净的
１０ｍＬ离心管中备用；②离心管在 ４℃条件下以
５０００ｇ定角（４５度）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分别以注射器
收集液面漂浮物和以移液枪收集贴附于临近液面上

层管壁处的悬浮物，合并后转移至 ３支洁净的 １０
ｍＬ离心管中备用。分别将上述２种处理获得的合
并悬浮物于冰上放置３０ｍｉｎ，于４℃，５０００ｇ水平离
心８ｍｉｎ，弃去下清液，加入８ｍＬ预冷的漂洗缓冲液
重悬后，４℃，５０００ｇ水平离心８ｍｉｎ，弃去漂洗液，
再次以漂洗缓冲液重悬、离心，重复６ ８次。提取
缓冲液：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５０ｍｍｏｌ·Ｌ－１ＫＦ，
２％（Ｗ／Ｖ）Ｖｃ，５ｍｍｏｌ·Ｌ－１ＭｇＳＯ４，ｐＨ＝７．５），临用
前加入 ２％（Ｗ／Ｖ）ＰＶＰ，β巯基乙醇（终浓度为 ５
ｍｍｏｌ·Ｌ－１），０．１ｍｍｏｌ·Ｌ－１ＰＭＳＦ异丙醇溶液。漂
洗缓冲液：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５ｍｍｏｌ·Ｌ－１

ＭｇＳＯ４，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β巯基乙醇。

１．３．３　不同研磨次数对杜仲胶颗粒提取率的影响
　准确称取 －８０℃冻存的、采摘于 １０月的杜仲叶
（或翅果）１００ｇ于组织研磨杵中加入液氮迅速研磨
成粉，迅速转移至预冷的４００ｍＬ提取缓冲液中，于
冰上快速搅拌抽提１ｍｉｎ，将组织匀浆液在４℃条件
下过２００目不锈钢筛网并收集滤液，滤液转移至５０
ｍＬ离心管中，再按照１．２．２中第二种方法对样品进
行杜仲胶颗粒提取。将第一次过滤所得植物样品分

别按照不同次数（１、２、３、４、５和６次）再次研磨（无
需加液氮研磨），每研磨一次约１０ｍｉｎ，提取缓冲液
浸提过滤２次，同时烘干提取纯化后的杜仲胶颗粒。
计算出杜仲样品在不同研磨次数处理后杜仲胶颗粒

得率。

１．３．４　不同生长期杜仲胶颗粒积累及粒径测定分
析　精确称取－８０℃冻存、取自不同月份的杜仲叶
片（６—１１月）和杜仲翅果（６—１０月）各１００ｇ，结合
１．３．３方法中植物样品６次研磨１０次过滤，滤液采
用１．３．２方法中经４℃条件下５０００ｇ定角离心（４５
度）１０ｍｉｎ提取杜仲胶颗粒；同时烘干提取纯化后的

６１１



第６期 杨正伟，等：杜仲胶颗粒提取纯化及胶颗粒显微观察研究

杜仲胶颗粒，计算杜仲胶颗粒在不同生长期杜仲叶

或翅果中的含量，分析不同杜仲组织中胶颗粒含量

随月份变化的动态积累规律。另外，利用ＯＬＹＭＰＵＳ
ＢＸ４３光学显微镜对提取的胶颗粒大小进行观察，并
以其自带测量工具对各生育期不同杜仲器官组织中

胶颗粒大小进行测定，每组设３个重复。
１．３．５　杜仲胶颗粒显微观察与胶颗粒大小统计　
取１０月杜仲叶片和翅果提取纯化后的胶颗粒（约
０．００２ｇ）样品于干净的载玻片上，加１滴漂洗缓冲
液悬浮胶颗粒，加盖盖玻片后置于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４３
光学显微镜（１０００×）下观察胶颗粒形态，同时以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４３自带测量工具对采自１０月的样品
材料中的胶颗粒进行粒径测量，并对光镜观察拍摄

的胶颗粒按粒径大小进行分类、统计。选取同一视

野中３个等面积的区域进行分析，每组重复 ３次。
另取同时期纯化的叶片和翅果胶颗粒各（０．１ｇ）于２
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１．８ｍＬ２．５％的戊二醛固定液于
４℃冰箱固定４ｈ。取固定好的胶颗粒均匀涂布在干
净盖玻片上室温过夜晾干，利用日立 ｅ１０１０离子溅
射仪镀金后直接用日立Ｓ３４００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杜仲胶颗粒形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离心条件对胶颗粒提取的影响
由图１Ａ可以看出，抽提滤液经４℃，５０００ｇ水

平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发现，杜仲叶及翅果提取液表层有
少量乳白色漂浮物，且翅果（Ｓ）中乳白色漂浮物较
叶片（Ｌ）中多；而抽提滤液以４℃，５０００ｇ定角离心
（４５度）１０ｍｉｎ后无论杜仲叶片和翅果提取液表层
和离心管壁均富集了大量乳白色颗粒物（图１Ｂ）。
镜检结果表明，该乳白色漂浮物即为杜仲胶颗粒，说

明以４５度定角离心有利于杜仲胶颗粒的提取。进
一步利用光镜对粗提和纯化的胶颗粒观察发现，粗

提杜仲胶颗粒含有较多细胞及组织碎片，经过纯化

提取处理的杜仲胶颗粒纯度较高，杂质污染少。通

过不同离心条件比较，确定杜仲胶颗粒提取的最佳

离心条件为：４℃，４５度定角，５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胶
颗粒的得率最高。

２．２　不同研磨次数对提取胶颗粒得率的影响
对液氮首次研磨过滤后的杜仲样品进行不同

次数研磨提取发现，随着捣碎研磨次数的增加杜仲

胶颗粒的提取得率也显著上升（图 ２）。当研磨 １
次时，杜仲胶颗粒提取率仅为０．５４ｇ·ｋｇ－１，研磨

Ａ：水平离心对胶颗粒提取物的影响，Ｌ：叶片；Ｓ：翅果；Ｂ：定角离

心对胶颗粒提取物的影响，Ｌ：叶片；Ｓ：翅果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Ｌ：ｌｅａｆ；Ｓ：ｓａｍａｒａ；

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ａｎｇｌｅ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Ｌ：ｌｅａｆ；Ｓ：ｓａｍａｒａ；

图１　不同离心条件对杜仲胶颗粒提取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３ ５次时，杜仲胶颗粒得率分别为２．３６ｇ·ｋｇ－１、
３．３１ｇ·ｋｇ－１、３．７０ｇ·ｋｇ－１，说明充分研磨植物材
料有利于细胞壁的破碎进而释放出更多的杜仲胶

颗粒。其中胶颗粒提取率在研磨次数达到第２、３、
４次时增加最快。当研磨次数达到４次时，杜仲胶
颗粒的提取率增幅不显著，趋于恒定。通过比较不

同研磨次数对杜仲胶颗粒得率分析表明，过滤后的

植物材料经６次研磨能充分破碎细胞并释放出大
量的胶颗粒。

图２　不同研磨次数对胶颗粒提取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ｏｆ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３　不同时期杜仲器官中胶颗粒积累及大小变化
规律

　　对不同生长期杜仲叶及翅果胶颗粒积累规律进
行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随着杜仲叶片和翅果生
长发育的成熟其胶颗粒的积累量不断增多，当发育

达到成熟后胶颗粒的含量趋于稳定。其中，６—１０
月份杜仲叶片胶颗粒积累量低于翅果。胶颗粒粒径

测定结果表明，随着杜仲翅果生长发育的成熟，杜仲

翅果胶颗粒粒径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到９月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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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翅果胶颗粒大小变化趋于恒定，如图 ４所示。
随着杜仲叶生长发育的成熟，杜仲叶片胶颗粒粒径

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到１０月以后杜仲叶片胶颗粒粒
径大小趋于稳定，变化极小（图５）。可能是６—７月
份杜仲生长代谢旺盛，胶颗粒进行橡胶分子的合成

速度较快，使胶颗粒粒径不断增大；９—１０月温度和
光照强度降低，杜仲叶果合成代谢速度减慢，导致胶

颗粒粒径变化趋于稳定。

图３　不同月份杜仲叶片和翅果胶颗粒的积累变化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ｌ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ａｒ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ｓ

图４　杜仲翅果胶颗粒粒径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ｒｏｆ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ａｍａｒａ

图５　杜仲叶片胶颗粒粒径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ｆ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ｌｅａｖｅｓ

２．４　杜仲胶颗粒的显微观察及不同大小胶颗粒占
比分析

　　从图６Ａ、Ｂ、Ｃ可以看出，杜仲胶颗粒在光镜下
呈球形，不同器官中胶颗粒形态差异较大。杜仲叶

胶颗粒大小总体表现为均一化程度一致，两级分化

较低，而杜仲翅果胶颗粒均一化程度较差，表现为小

胶颗粒含量（粒径为１ ４μｍ）最多，中等大小胶颗
粒含量（４ ７μｍ）次之，大胶颗粒（７ １１μｍ）含
量最低。电镜对叶和果中的胶颗粒观察也发现两者

中的胶颗粒形态存在一定差异（图６Ｄ，Ｅ）。杜仲树
皮胶颗粒主要以１ ４μｍ小胶颗粒数量最多，中等
胶颗粒和大胶颗粒含量极少。进一步对各不同大小

胶颗粒在胶颗粒中所占比例分析发现，杜仲叶中粒

径为１ ４μｍ小胶颗粒占３９％，粒径为４ ７μｍ
中等胶颗粒占３８％，粒径为７ １１μｍ大胶颗粒占
２３％；杜仲翅果中粒径为１ ４μｍ的小胶颗粒占
５３％，粒径为４ ７μｍ的中等胶颗粒占３４％，粒径
为７ １１μｍ的大胶颗粒占１３％；杜仲树皮中粒径
为１ ４μｍ的小胶颗粒占９８．３８％，粒径为４ ７
μｍ的中等胶颗粒占０．１２％，粒径为７ １１μｍ的
大胶颗粒占０．０５％。推测不同器官组织中胶颗粒
大小差异可能各器官的特定功能或不同器官中杜仲

胶分子量大小有一定关系。

３　讨论
杜仲胶颗粒是合成杜仲胶的重要细胞器，尽管

杜仲胶颗粒广泛分布于杜仲叶片、果皮、树皮等多个

器官组织中［２４］，相较巴西橡胶（Ｈ．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Ｍｕｅｌｌ．
Ａｒｇ．）胶颗粒的分离及提取工艺，杜仲胶颗粒提取步
骤复杂，进而限制了对于杜仲胶颗粒的深入研究。

笔者在赵德刚［４］、王敏杰［２０］及王惠［２３］等研究者前

期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杜仲胶颗粒提取条件操作

简捷、重复性好、提取率高，且适用于不同生长期

（６—１１月）杜仲叶、翅果及树皮等器官中杜仲胶颗
粒的提取。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长期的杜仲器官

组织经多次研磨、抽提及定角离心后可获得较高含

量杜仲胶颗粒。光镜和电镜观察结果表明，杜仲胶

颗粒呈球形，组织碎片等杂质含量较少，胶颗粒纯度

较高。进一步通过对不同杜仲器官中胶颗粒粒径大

小分析发现，杜仲叶、翅果和树皮提取的小胶颗粒（１
４μｍ）的比例依次增多（分别占 ３９％，５３％，

９８３８％），中等胶颗粒（４ ７μｍ）和大胶颗粒（７
１１μｍ）依次减少，相关研究报道杜仲叶、树皮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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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杜仲叶胶颗粒光镜观察；Ｂ：杜仲翅果胶颗粒光镜观察；Ｃ：杜仲树皮胶颗粒光镜观察；Ｄ：杜仲叶胶颗粒电镜观察；Ｅ：杜仲翅果胶颗粒电

镜观察．

Ａ，Ｂ，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ｌｅａｆ，ｓａｍａｒａａｎｄｂａｒｋ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ｌｅａｆａｎｄｓａｍａｒａ

图６　杜仲叶、翅果及树皮中胶颗粒显微观察
Ｆｉｇ．６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ｒｕｂｂ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ｒａａｎｄｂａｒｋｓ

皮中杜仲胶平均分子量分别为 Ｍｗ＝７．５×１０３，Ｍｗ
＝４．３×１０５和 Ｍｗ＝５．１×１０５［２５］，推测杜仲叶中尽
管中等及大橡胶颗粒相对翅果较多，可能以低分子

量杜仲胶分子为主，而杜仲翅果中尽管小橡胶颗粒

相对叶片较多，可能以高分子量杜仲胶分子为主。

对１０月份采集的杜仲叶和翅果胶分子量进行测定，
发现叶片中杜仲胶颗粒内部橡胶分子质量分布有５
个峰值，杜仲胶平均分子量为Ｍｗ＝１．８３×１０４，翅果
中杜仲胶颗粒内部橡胶分子质量分布有２ ３个峰
值，杜仲胶平均分子量为Ｍｗ＝４．１５×１０４，两者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同时，杜仲翅果中杜仲
胶分子量分布（Ｄ＝Ｍｗ／Ｍｎ）比叶片宽，杜仲叶和杜
仲翅果的Ｄ值分别为６．７６和４０．６１，表明尽管杜仲
叶中不同大小分子量的胶分子含量较多，但分布较

为集中，而杜仲翅果中不同大小分子量的胶分子含

量较少，但分布较为分散（另文发表）。另外，通过

对杜仲各生长期（６—１１月）叶片及翅果中胶颗粒粒
径及胶颗粒积累变化分析表明，胶颗粒粒径大小随

杜仲叶和杜仲翅果的发育成熟而不断增大，胶颗粒

积累量均呈先增加后稳定的变化趋势，其中杜仲翅

果中胶颗粒含量在１０月份时达到最大值，为５．３７ｇ
·ｋｇ－１，之后不再增加；而杜仲叶中胶颗粒含量在１０
月份时为３．７０ｇ·ｋｇ－１，之后含量增加不显著。利
用该法提取的杜仲胶颗粒纯度及得率相较赵德

刚［４］、王敏杰［２０］及王惠［２３］有显著改善，且不受取材

时期的限制。本研究提取的胶颗粒可为深入研究杜

仲胶颗粒的膜质组分及杜仲胶合成相关研究提供

基础。

４　结论
本研究采用不同离心条件对杜仲胶颗粒进行提

取，结果表明在４℃条件下，以５０００ｇ离心力４５度
定角离心杜仲胶颗粒的提取得率最高。进一步通过

对粗研磨样品进行复研磨发现，当滤渣样品经５次
复研磨后，杜仲样品中大量胶颗粒已被提取分离出

来。通过对不同生长期 （６—１１月）、不同杜仲器官
中胶颗粒含量分析表明，随着杜仲叶片和翅果随着

发育的成熟杜仲胶颗粒的积累量和粒径呈先增大后

稳定的变化趋势，其中翅果胶颗粒含量在各发育阶

段均显著高于杜仲叶片；显微观察结果表明，利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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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取的杜仲胶颗粒形态完整，细胞碎片等杂质较

少，可为进一步分析胶颗粒组成、形态发生以及阐明

胶颗粒与杜仲胶含量以及分子量大小提供理想的实

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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