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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盐析联合两步柱层析纯化巢湖蓝藻藻蓝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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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巢湖打捞的新鲜蓝藻藻泥为处理对象，利用冻融破壁的方式获得藻蓝蛋白（phycocyanin，PC）粗
提液。采取两步盐析初步纯化粗提液获得 PC，再用纤维素（Cellufine A-500）阴离子交换树脂中度纯化 PC，最后
用羟基磷灰石（HA）柱高度纯化 PC。结果表明，在室温 25℃下，两步盐析(NH4)2SO4 的最佳摩尔浓度分别为 1.0
mol·L-1 和 1.8 mol·L-1，PC 纯度（A620/A280）达到 2.168，PC 回收率可达 37.5%。再经 Cellufine A-500 和 HA 两步柱
层析纯化，PC 纯度（A620/A280）分别达到 3.211 和 4.133，回收率分别为 20.3%和 7.2%，纯度达到试剂级纯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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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 of phycocyanin from Chaohu cyanobacteria by fractional
salting out and two steps column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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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sh algae mud from Chaohu was used to obtain the crude extract of phycocyanin (PC) using
freezing and thawing. The crude extract was purified by two-step salting-out, and the PC was purified by cellulose
(Cellufine A-500) anion exchange resin and finally purified by hydroxyapatite (HA) colum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room temperature (25℃), the optimum molar concentrations of two-step salting-out (NH4)2SO4 were 1.0
mol·L-1 and 1.8 mol·L-1, respectively. The PC purity (A620 / A280) reached to 2.168 and the PC recovery was 37.5
%. The purity of PC (A620 / A280) reached 3.211 and 4.133, respectively, and the recovery was 20.3% and 7.2%,
respectively, which reaches the reagent grade purity.
Key words: phycocyanin; two-step salt precipitation; anion exchange; hydroxyapatite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巢
湖水质和生态环境恶化，逐渐发展为富营养化的湖
泊。专家学者对巢湖富营养化的情况深入的进行了
研究[1-6]，结果显示，目前巢湖的污染物主要是氮、
磷和有机物。当今湖泊富营养化导致的蓝藻水华频
发不仅是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成为影
响我国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环境问题。如何
应对夏季蓝藻爆发已成为现阶段解决巢湖水华污染
的关键性问题。
目前，巢湖治理蓝藻（主要是微囊藻、念珠藻
和鱼腥藻等几种混合藻）爆发的重要应急措施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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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的机械和人工打捞，而经过不恰当处理打捞
上岸的蓝藻会造成二次污染。罗明典[7]的调查研究
显示水华蓝藻中含有藻蓝蛋白以及丰富的细胞多糖
和色素等营养成分。医学、生命保健学和食品工程
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开发热点集中于水华蓝藻生物活
性成分的利用方面[8]。藻蓝蛋白的提取纯化，更是
研究中的热点。国内外专家对藻蓝蛋白的用途研究
表明，藻蓝蛋白具有提高机体抗辐射、抗氧化[9]、
抗炎性[10]、抗癌性[11]、增强机体免疫力[12]、保肝护
肝和免疫荧光性[13]等生理活性，已被广泛应用于食
品[14]、化妆品[15]、医药[16]及生物化学[17]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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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藻蓝蛋白的纯度达到 3.0 以上可以作为保
健品，当纯度达到 4.0 以上可以用于分子探针等高
科技领域。试剂级别的藻蓝蛋白的纯度大于等于
4.0[18]，但是目前，试剂级别的藻蓝蛋白的价格相当
昂贵且产量不高。
根据相关文献可知，巢湖水华蓝藻中藻蓝蛋白
的含量达 5%以上[19] ，这为巢湖提取纯化藻蓝蛋白
提供了可行性。当前，巢湖蓝藻的提取纯化的技术
不够高效，一般采用盐析[20]、双水相[21]和柱层析等
技术；盐析方法简单，但是纯化效果不明显，适用
于藻蓝蛋白的预处理；双水相技术试验操作效果不
好；柱层析方法要多步层析，纯化效果好，但是步
骤繁琐。为了获得理想的技术路线。本研究采用蛋
白质 3 步纯化策略，对藻蓝蛋白提取纯化工艺进行
了试验设计，利用两步盐析法作为藻蓝蛋白提取的
捕获阶段，利用 Cellufine A-500 阴离子交换树脂作
为藻蓝蛋白提取的中度纯化阶段，利用羟基磷灰石
柱层析作为藻蓝蛋白提取的精细纯化阶段，利用
Cellufine A-500 和羟基磷灰石去解决藻蓝蛋白精细
纯化所需时间较长的问题，为高效制备高纯度藻蓝
蛋白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材与试剂
1.1.1 材料 新鲜蓝藻藻泥采自于合肥市滨湖区环
湖北路无锡德林海藻水分离有限公司的马家渡大桥
的藻水分离站。含水率在 96%～97%。蓝藻是在藻
水分离站当天分离的新鲜蓝藻收集放在冷库冷冻保
存。
1.1.2 常用试剂 (NH4)2SO4、NaCl、盐酸、NaOH、
乙醇、Na2HPO4·12H2O、NaH2PO4·2H2O（以上试剂
均为分析纯）
；Cellufine A-500（GE 公司）、CHT-B
型羟基磷灰石（Biocanal 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UV/VIS-1950 型（北京
普析通用公司）；恒温搅拌器，85-2A 型（江苏金城
国胜仪器厂）
；低温高速离心机，KDC-160HR 型（安
徽中科中佳仪器公司）；冷柜，BC/BD-718DTF 型（天
长市天一电器有限公司）；30kDa 超滤管（美国
Millipore 公司）；QuickSep 中高压层析系统（北京
慧德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Vantage-L 层析柱（美
国 Millipore 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藻蓝蛋白粗提液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巢湖蓝
藻藻泥，按照料液比 1:5 的比例加入 PBS 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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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mol·L-1，pH 值 7.0），搅拌均匀，放于–20
℃的冰箱冷冻，完全冻结后取出，25℃解冻，反复
冻融 3 次，上清液过 4 层普通纱布，离心（8 000 g，
20 min）得到藻蓝蛋白粗提液。
1.3.2 两 步 (NH4)2SO4 盐 析 分 别 将 粗 提 液 中
(NH4)2SO4 的摩尔浓度调节至 0.8、1.0、1.2、1.4 和
1.6 mol·L-1，4℃静置 30 min 后离心，根据上清液纯
度和回收率及沉淀中杂质含量的变化，确定一步盐
析时(NH4)2SO4 的最佳摩尔浓度。向该浓度离心分
离得到的上清液中分别追加(NH4)2SO4 的摩尔浓度
至 1.4、1.6、1.8、2.0、2.2 和 2.4 mol·L-1，4℃静置
30 min 后离心。盐析沉淀用 10 mmol·L-1 磷酸盐缓
冲液溶解，而后测定藻蓝蛋白纯度和回收率。确定
二步盐析(NH4)2SO4 的最佳摩尔浓度。
1.3.3 Cellufine A-500 柱层析 Cellufine A-500 充
分溶胀脱气后装柱，柱型为 1.6 cm×50 cm。经上述
分离得到的样品溶液透析浓缩后，离心去沉淀。样
品经磷酸盐缓冲液（20 mmol·L-1，pH 值 6.5），预
平衡的 Cellufine A-500 层析柱 （柱床高度 25 cm）
过柱，先以 20 mmol·L-1、pH=6.5 的磷酸盐缓冲液
进行无梯度洗脱，再采用 20 mmol·L-1、pH=6.5 的
磷酸盐缓冲液溶液分别加入 0.1、0.3 和 1.0 mol·L-1
NaCl 进行分级梯度洗脱，洗脱流速为 6 mL·min-1，
利用部分收集器收集洗脱液，采用 A620、A280 双波
长检测藻蓝蛋白的纯度。根据纯度 A620/A280 的比值，
收洗脱液，作为羟基磷灰石层析样品。
1.3.4 HA 柱层析 将 HA 置于 0.1 mol·L-1 的 NaOH
溶液中浸泡 1 h 后装柱，柱型为 1.6 cm×50 cm。将
上述收集得到的 PC 液，透析并用 30 kDa 超滤管适
当浓缩，经磷酸盐缓冲液（10 mmol·L-1，pH 值 7.0）
预平衡的 HA 层析柱（柱床高度 25 cm）过柱，使
1/3 柱床着色，先以 10 mmol·L-1、pH=7.0 的磷酸盐
缓冲液进行无梯度洗脱，再采用 40、100 和 200
mmol·L-1、pH=7.0 的磷酸盐缓冲液溶液，加入 0.1
mol·L-1 NaCl 进行分级梯度洗脱，洗脱流速为 6
mL·min-1，利用部分收集器收集洗脱液，收集深蓝
色的 PC 组分。
1.3.5 光谱特征测定 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
纯度≥4 的藻蓝蛋白样品进行 200～700 nm 全波长
扫描。
1.3.6 藻蓝蛋白回收率和纯度测定方法 藻蓝蛋白
在 620 nm 处有特征吸收峰，蛋白在 280 nm 处有最
大吸收峰，藻蓝蛋白的纯度测量参考 Herrera 等[20]
推荐的公式。藻蓝蛋白纯度：P=A620/A280；藻蓝蛋
白质量浓度、得率参考 Soni 等[23]的推荐公式。藻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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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量浓度（g·L-1）：[PC]=(A620–0.7×A650)/7.38；
藻蓝蛋白得率：PC%= ([PC]×V×k1)/(m×k2×
1 000)×100；式中：A280、A620 和 A650 分别为波长
280、620 和 650 nm 处的吸光度；V 代表藻蓝蛋白
体积；m 代表藻泥质量；k1 代表藻蓝蛋白稀释倍数；
k2 代表藻泥中蓝藻干物质的质量分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步盐析提取藻蓝蛋白条件的优化
本试验选取盐析是利用两步盐析将藻蓝蛋白粗
提液（含杂有核酸、多糖、脂质之类）中所需要的
藻蓝蛋白组份与其他组分和杂蛋白分离开来；盐析
沉淀法也称溶解度法，根据各种物质结构的差异来
改变溶液的某些性质（极性，离子强度），就能致使
粗提液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度的变化，从而分离出藻
蓝蛋白。之所以选用硫酸铵来盐析的原因：其溶解
度大，对温度不敏感；分级效果好；有稳定蛋白质
结构的作用；价格低廉，废液可以肥田。
2.1.1 一步盐析单因素试验 在室温 25℃下，依据
1.3.2 步骤进行试验，试验多次重复。选取平均值。
将粗提液中(NH4)2SO4 的摩尔浓度分别调节至 0.8、
1.0、1.2、1.4 和 1.6 mol·L-1，静置后经离心分离，
测定上清液中藻蓝蛋白纯度和回收率（图 1）。

图 1

一步盐析不同摩尔浓度硫酸铵对藻蓝蛋白纯度和回
收率的影响（25℃）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olar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um sulfate on the purity and recovery of phycocyanin in one step (25℃)

盐析主要是根据各种物质结构的差异来改变溶
液的某些性质（极性，离子强度），致使粗提液中的
有效成分发生溶解度的变化，从而有效提取藻蓝蛋
白。图 1 表明了一步盐析时，藻蓝蛋白纯度和回收
率在(NH4)2SO4 的摩尔浓度分别为 0.8、1.0、1.2、
1.4 和 1.6 mol·L-1 时的变化情况。当(NH4)2SO4 摩尔
浓度在 1.6 mol·L-1 时，上清液中藻蓝蛋白纯度和回
收率均大幅度降低。当(NH4)2SO4 摩尔浓度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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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ol·L-1 时纯度基本保持不变，回收率呈缓慢下
降趋势，当(NH4)2SO4 摩尔浓度为 1.4 mol·L-1 时，纯
度和回收率均有所下降。在硫酸铵的摩尔浓度在 1.0
mol·L-1 时，藻蓝蛋白纯度和回收率达到最大，故选
用最优硫酸铵的摩尔浓度为 1.0 mol·L-1。
2.1.2 二步盐析单因素试验 在室温 25℃下，依据
1.3.2 步骤进行试验，选择 1.0 mol·L-1 (NH4)2SO4 作
为第一步盐析，离心分离后向上清液精细追加
(NH4)2SO4 的摩尔浓度分别至 1.4、1.6、1.8、2.0、
2.2 和 2.4 mol·L-1，得到的藻蓝蛋白沉淀经溶解后测
藻蓝蛋白纯度和回收率（图 2）。

图 2

二步盐析不同摩尔浓度(NH4)2SO4 对藻蓝蛋白纯度和
回收率的影响（25℃）
Figur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molar concentrations of (NH4)2SO4
on the purity and recovery of phycocyanin (25℃)

图 3 藻蓝蛋白经 Cellufine A-500 柱层析洗脱谱图
Figure 3 Phycocyanin elution spectrum by Cellufine A-500
column chromatography

图 2 表明了二步盐析时，当(NH4)2SO4 摩尔浓度
为 1.6～2.4 mol·L-1 时，沉淀中藻蓝蛋白的纯度和回
收率均呈先上升后减少趋势，在(NH4)2SO4 摩尔浓
度为 1.8 mol·L-1 时，沉淀中藻蓝蛋白的纯度达到最
大值 2.395 5，回收率为 64%。故此，二步盐析选择
(NH4)2SO4 摩尔浓度为 1.8 mol·L-1。
2.2 Cellufine A-500 阴离子交换层析
将二步盐析得到的藻蓝蛋白的液体经过一夜的
洗脱，再对其过 Cellufine A-500 的层析柱，得到如
下的洗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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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藻蓝蛋白经 HA 柱层析峰图
Figure 4 Phycocyanin by HA column chromatogram

目前研究报道的藻蓝蛋白等电点尚无一致结
论，但都在 3.4～4.8 之间，其中钝顶螺旋藻藻蓝蛋
白的等电点为 4.3[23-24]。选择 Cellufine A-500 阴离子
交换柱，利用蛋白质等电点在不同 pH 缓冲液中蛋
白质所带正负电荷的差异，通过改变淋洗液离子强
度或 pH 实现不同蛋白质组份的分级分离。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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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纤维素 A-500 可以先去除大量的杂质蛋白，为下
一步羟基磷灰石柱层析作铺垫，得到更高纯度的试
剂级别的藻蓝蛋白。经 Cellufine A-500 阴离子交换
柱纯化结果结果见图 4。两步盐析透析液浓缩后过
经 10 mmol·L-1，pH=6.5 的磷酸盐缓冲液预平衡的
Cellufine A-500 层析柱，主要分为 4 个颜色条带从
上至下依次为黄褐色、深蓝色、蓝绿色和粉红色。
试验经过多次重复，依据 1.3.3 步骤进行洗脱，随着
洗脱液离子强度的增强，洗脱出 3 条主峰带。峰 1
主要为藻红蛋白，目标组份藻蓝蛋白在峰 2，峰 3
为黄褐色杂质蛋白组份。多次收集峰 2 组分，检测
平均纯度 A620/A280=3.211。
2.3 HA 柱层析
将第一步柱层析的提取得到的藻蓝蛋白纯度为
3.28 的液体再经过羟基磷灰石柱，得到的洗脱图谱
如图 5。

表 1 藻蓝蛋白的提取纯化过程的纯度与回收率
Table 1 Purity and recovery of phycocyanin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process
步骤
体积/mL
浓度/mg·L-1
光谱学纯度(A620/A280)
Step
Volume
Concentration
Spectroscopic purity
固液分离(粗提液)
600
0.520 0
0.590
Solid-liquid separation(crude extract)
620
0.406 0
0.586
一步盐析 One-step salting-out
二步盐析 Two-step salting-out

50

2.028 0

Cellufine A-500

45

HA

30

图 5 藻蓝蛋白粗提液和提取纯化后的液体光谱扫描图谱
Figure 5 Phycocyanin crude extract and extract the purified
liquid spectrum scan

试验之所以选择羟基磷灰石作为二步填料，是
因为磷酸根离子与带正电荷的蛋白质以离子键方式
结合，具有阳离子交换特性，可由 NaCl 浓度梯度
＋
或磷酸盐浓度梯度洗脱，其中 Ca2 离子与带负电蛋
白质以金属螯合方式结合，该结合方式对 NaCl 浓
度梯度洗脱不敏感，可由磷酸盐浓度梯度洗脱，也
可采用 NaCl 梯度洗脱后以低浓度磷酸盐缓冲液平

回收率/%
Recovery rate
100
80.7

2.168

32.5

1.412 0

3.211

20.3

0.740 0

4.133

7.2

衡，再以磷酸盐浓度梯度洗脱的双梯度洗脱模型，
以达到更高的分辨率。图 4 就是在羟基磷灰石柱层
析的洗脱图。收集经纤维素 A-500 纯化得到的纯度
为 3.28 的蛋白组份，透析浓缩后过经 10 mmol·L-1，
pH7.0 磷酸盐缓冲液预平衡的 HA 层析柱。深蓝色
组份被吸附在顶端。依据 1.3.4 步骤进行洗脱，随着
洗脱液离子强度的增强，洗脱出 3 条峰带。试验多
次重复，得出峰 1 为穿过组分，深蓝色组份在峰 2，
峰 3 为别藻蓝蛋白组份。收集峰 2 组分检测纯度
A620/A280=4.133。
2.4 藻蓝蛋白的回收率与藻蓝蛋白纯度变化分析
2.4.1 纯度与回收率计算 对藻蓝蛋白的提取纯化
过程的纯度与回收率进行计算，试验多次重复，选
取的平均值，结果（表 1）显示，对巢湖藻蓝蛋白
的纯度与回收率的全过程的纯度与回收率计算，从
初始的藻蓝蛋白纯度为 0.590 到 4.133。纯度达到试
剂级的纯度。藻蓝蛋白的回收率达到 7.2%。
2.4.2 藻蓝蛋白提取纯化后的光谱变化 藻蓝蛋白
初始过程与最终达到试剂级别藻蓝蛋白纯度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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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分别将粗提液和纤维素 A-500 纯化后
的液体进行光谱扫描，结果（图 5）显示，藻蓝蛋
白的特征吸收峰在 620 nm，280 nm 为杂质和藻蓝
蛋白混合的吸收峰。可以明显的从图中看出，粗提
液 620 nm 的吸收峰为 0.265 0，明显低于离子交换
柱层析此处的峰值 0.733 1。粗提液 280 nm 处峰值
0.384 5，明显高于离子交换层析此处的值 0.177 4。
说明此时的大部分杂质被去除，保存下来更多的藻
蓝蛋白。粗提液的纯度由(A620/A280)0.690 提高到
4.133，纯度得到明显的提升。

3

结论

目前提取和纯化藻蓝蛋白的方法有很多，大部
分主要对钝顶螺旋藻进行提取，利用巢湖蓝藻的资
源的不多。由于巢湖藻蓝蛋白的含量明显低于钝顶
螺旋藻，急需一种高效的制备巢湖藻蓝蛋白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参考了目前的对于钝顶螺旋藻的提
取纯化藻蓝蛋白的方法。由于巢湖蓝藻的特殊性，
故先对巢湖蓝藻进行盐析提取处理，再结合目前的
热点柱层析方法进行纯化。在使用纤维素 A-500 和
羟基磷灰石二种层析后，制备得到试剂级别的藻蓝
蛋白且得率较高，为下一步单独使用柱层析技术改
进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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