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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DNA 和荧光碳点的光学传感器在分子

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娜

指导教师 : 李念兵教授

摘要

近年来 ， 构建高灵敏、 高选择性、快速和经济的光学传感器在生物医药分

析、食品安全、环境监测和危险品检测等领域越来越重要。因此， 建立不同功能

性的光学传感器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论文通过将信号放大策略和磁性分

离技术联用，建立 DNA 光学生物传感器，实现对痕量目标生物分子的特异性检

测。同时，利用 DNA 和碳点调控金属纳米颗粒的合成，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子

识别的研究。本论文还进一步探究了性能优异的碳点的不同合成路径。与此同

时，结合分子荧光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技术，探讨了水溶液中碳点的光学性质及

应用研究，建立了检测生物分子 、 食品添加剂和环境污染物的光学传感器 ， 并研

究了传感器的性能和响应机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1. 基于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构建焦磷酸根的 Uturn-on " 型荧光传感器

本章基于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构建 Uturn-on " 型荧光传感器实现对

焦磷酸根 (PPi ) 的检测。其中，竣基荧光素标记的单链 DNA (ssDNA) 通过静

电作用，吸附在 CoOOH 纳米片的表面， 引起荧光猝灭。但是，当目标物 PPi 存

在时，由于 PPi 具有较高的阴离子电估毡〈度和较小的位阻作用，因此 PPi 将

CoOOH 纳米片上的 ssDNA 竞争下来，使其荧光恢复。随着 PPi 浓度增加，溶液

的荧光信号逐渐增强，基于此原理实现了 PPi 的检测。该荧光传感器对 PPi 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 其检出限低至 0.3 阶4。 此外，该传感体系己成功应用于

人血清样品中 PPi 的检测。

2. 基于切刻内切酶和磁性纳米颗粒构建突变 DNA标志物的荧光传感器

本章基于切刻内切酶 (NEase) 辅助目标 DNA 的循环和磁性纳米颗粒

(MNPs ) 进行磁性分离，构建新型的、信号放大的超灵敏 DNA 传感器，实现对

人类 p53 突变基因的检测。首先，设计了功能性的发夹探针 (HP ) , HP 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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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标记有生物素和异硫氨酸荧光紊 ( FAM ) 。目标 DNA 存在时，和发夹探针

(HP ) 杂交互补配对并形成能被 NEase 识别剪切的 dsDNAo NEase 发生剪切反

应后 ， dsDNA 由于稳定性降低，将解旋成三段 ssDNA，即目标 DNA，剪切后的

FAM 标记的 ssDNA 和生物素标记的 ssDNA。其中 ， 目标 DNA 能够参与到下一

轮循环，实现荧光信号放大。加入 MNPs 后，生物素标记的 DNA (ssDNA 和

HP) 将吸附在链酶亲和素包被的 MNPs 上。磁性分离后，溶液中只含有剪切后的

FAM 标记的 ssDNA ， 荧光信号较强。该传感器的检出限低至 198 血tf ， 并且具有

区分单碱基错配的能力。该检测方法在临床诊断和生物医药研究等方面具有较高

的潜在应用价值。

3. 基于杂交链反应和 Fe304-聚多巴胶纳米颗粒构建目标 DNA 的荧光传感器

在本章中，借助杂交链反应进行无酶信号放大和 Fe304-聚多巴胶纳米颗粒

( Fe30 4@PDA NPs) 进行分离，构建用于高灵敏检测目标 DNA 的荧光传感器。

首先，设计两条 HP 探针， HP 均具有 6 nt 的粘性末端，其中一条 HP 标记有竣基

荧光素 (F剧〉。目标 DNA 不存在时 ，两条 HP 能够稳定存在。但是，当加入目

标 DNA 后，能够触发杂交链反应 (HCR)。形成的 HCR产物具有 24 nt 的粘性末

端，比 HP 的粘性末端 ( 6 nt ) 长很多，使得 HCR 产物和 Fe304@PDA NPs 相互

作用更强。加入 Fe304@PDA NPs 后 ， HCR 产物的粘性末端和 Fe304@PDA NPs 

发生较强的 π-π 堆积，吸附在其表面。磁性分离后 ， 得到的清液中 FAM 标记的

DNA 较少， 因此溶液荧光较低。该无酶传感器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已将其用于

实际样品分析，实现了人血清样品中目标 DNA 的检测 。

4. DNA 和碳点介导金纳米颗粒的合成及其在检测目标 DNA和蛋白质中的应用研

究

本章利用 DNA 和碳点实现对金纳米颗粒 CAuNPs) 的调控，并将其应用于

目标 DNA 和蛋白质的检测。当目标生物分子不存在时，探针 ssDNA 将吸附在金

纳米种子的表面，加入碳点进行还原，将得到蓝色的校状 AuNPs 的溶液。当目标

DNA 存在时，和探针 ssDNA 互补配对，形成不会吸附在金纳米种子上的

dsDNA。加入碳点进行还原，将得到红色的球形 AuNPs 的溶液。检测目标物凝

血酶 CTB ) 的原理也是类似的。 J疑血酶和适配体(探针 ssDNA) 形成复合物，

碳点还原后生成球形 AuNPs。因此，通过颜色变化和吸收光谱峰位置的移动，可

实现对生物分子的检测。该体系对目标 DNA 和凝血酶的检出限分别为 5 和l.8

nM，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实验结果表明 ， DNA 和碳点能够共同介导金纳米颗

粒 (AuNPs) 的合成 ， 为构建普适性的生物传感器提供了基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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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碳点和银纳米颗粒构建三聚氨胶的比色、 荧光双信号传感器

本章实验使用碳点作还原剂和稳定剂一步法合成银纳米颗粒 (AgNPs) ， 构建

比色、 荧光双信号传感器实现三聚氨肢的检测。实验结果表明 ， 随着 AgNPs 的形

成 ， 溶液中碳点的荧光不断降低。但是 ， 当三聚氨肢存在时 ， A矿和三聚氨肢中

氨基和三嗦基团的 N 原子相互作用。加入 0 - 2μM 三聚氨胶时， 碳点还原后生成

聚集的 AgNPs ， 溶液的颜色和吸收都会发生变化。加入三聚氨肢的浓度继续增大

时 ( 2 - 20μM) ， AgNPs 的形成和聚集均会受到抑制， 溶液中碳点的荧光逐渐增

强。该比色、 荧光双信号传感器对三聚氨肢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灵敏度， 检出限

低至 30 nMo 此外 ， 该双信号的光学传感平台能够应用于牛奶样品中三聚氨胶的

检测。

6. 腺营衍生的 N/P 共掺杂碳点的制备及其在检测苦味酸中的应用研究

碳点的各种合成途径使其在化学传感器和生物技术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在本

章中 ， 通过引入 N、 P 元素 ， 合成荧光性质优异的 N/P 共掺杂碳点。分别使用腺

背、 单磷酸腺营、 二磷酸腺背和三磷酸腺昔作为前驱体， 讨论了 N/P 共掺杂对合

成碳点的荧光发射的影响 。 以单磷酸腺营合成的碳点发射强烈荧光，荧光量子产

率为 33 . 8 1 %。然后 ， 将该碳点作为荧光探针， 应用于构建快速、 高灵敏和特异性

的苦味酸 (PA ) 传感器。碳点的荧光能被 PA 迅速猝灭， 且 PA 的检出限低至 30

nM。探讨了荧光猝灭的可能机理， 主要为内滤效应和动态猝灭。而且， 该方法能

够应用于环境水样中 PA 的检测。

7. 高能磷酸化合物辅助合成碳点及其在检测 H202和葡萄糖中的应用研究

本章实验通过引入高能磷酸化合物 PPi ， 制备得到强荧光的碳点。实验结果

表明 ， PPi 能够充当碳点的成核抑制剂 ， 阻止碳点自组装形成大尺寸的碳纳米颗

粒。同时， 高能磷酸键的设计为碳点的合成提供能量。 此外， 将合成的碳点作为

荧光探针， 用于构建 H202 的生物传感器。荧光猝灭主要是由芬顿反应过程中产

生的高活性的.OH 和 Fe3+ 引起。该传感器具有宽的线性响应范围 ( 0.5 - 100 

μM ) 和低的检出限 (0.195μM )。该探针在氧化酶存在时， 也能够用于 H202相关

的生物传感。在葡萄糖氧化酶存在时 ， 实现了对葡萄糖的检测， 检出限为 0.254

μM。此外 ， 通过和医院常用的检测血糖的方法作对比， 该传感器能够应用于人血

清样品中葡萄糖的检测。

关键词 : DNA; 荧光碳点; 荧光;比色法: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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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nsitive, selective, rapid, and cost-e仔'ective

optical sensors for biomedical analysis, food saf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detection of terrorism agents is inspiring intensive e旺'orts. 1n 白is dissertation, DNA 

biosensors combining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straretegies and magnetic separation 

technologies are bulit to realize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target biomolecules. 

Moreover, DNA and carbon dots are utilized to tune the synthesis of metal nanoparticles 

for molecular recognition. We further explore the synthetic routes to preparing high

performing carbon dots. At the same time , combining the fluorescence and UV-vis 

spectra analysis technique, we explore the optical propert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arbon 

dots in aqueous solutions, and establish the optical sensors to detect the biomolecules , 

food additiv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summarized as fo llows: 

1. Tu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pyrophosphate anion based on DNA-attached 

cobalt oxyhydroxide 

Pyrophosphate anion (PPi) is very important in biochemistry as it is involved in 

many bioenergetic and metabolic processes. Tu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pyrophosphate anion was developed with DNA-attached cobalt oxyhydroxide (CoOOH). 

Herein, CoOOH nanoflakes were fabricated by the oxidation and exfoliation method. 

The single-stranded DNA (ssDNA) could interact with CoOOH nanoflakes through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When carboxy-fluorescein (FAM) labelled ssDNA was added 

to CoOOH solution, it bound to CoOOH nanoflakes and resulted in quenched 

fluorescence. However, in the presence of PPi, FAM labe11ed ssDNA could be release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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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PPi showed stronger interaction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ith DNA for CoOOH 

nanoflakes. As a result, PPi detection was realised based on the gradually recovered 

f1uorescence with increasing PPi concentration. This detection method was optimized 

and reached a low detection limit of 0.3μM. Interference from compounds that contain 

phosphate group and some other anions was minimal. The methodology showed great 

promise for the f1uorescent PPi detection in diluted human serum samples. 

2. Sensitive mutant DNA biomarkers detection based on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nicking endonuclease assisted fluorescence signal amplification 

Based on the nicking endonuc1ease (NEase)-assisted target recyc1ing an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s) separation process via the streptavidin-biotin system, we 

developed a new, signal amplified and ultrasensitive fluorescence bio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mutant human p53 gene. The target mutant DNA hybridizes with the loop 

portion of hairpin probe (HP) modified with biotin and a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dye 

(FITC) at its 5' and 3' ends separate1y and forms nicking site for NEase, which cleaves 

the HP and releases the target DNA. The released target DNA again hybridizes with the 

intact HP and initiates the DNA recycling proces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Ease, leading 

to the c1eavage of a large number of HPs and detachment of the biotin Jabeled part with 

the FITC tagged signal portion. Only these cleaved fragments corresponding to target 

DNAs could remain in solution and function as a signal ing flare, while the biotin 

labeled sequences including intact hairpin probes could be trapped and removed by the 

streptavidin coated MNPs. The deveJoped method! exhibits the detection limit as low as 

198 仰r and high discrimination efficiency toward singJe-base mismatched sequence. 

Therefore, the novel NEase-amplified magnetic nanoparticJe assay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sensitive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trace amoumts of DNA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hiomedical research. 

3. Enzyme-free fluorescent bio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DNA based on core-shell 

Fe304 polydopamine nanoparticles and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amplification 

A novel, highly sensitive assay for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DNA is developed 

based on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HCR) amp1ific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via core

shell Fe304 polydopamine nanoparticles (Fe30 4@ PDA NPs). In this assay, two hairpin 

probes are designed, one of which is labeled with a 6-carboxyfluorescein (FAM). 

Without target DNA, aux i1iary hairpin probes are stable in solution. However, when 

target DNA is present, the HCR between the two hairpins is triggered. The 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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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have sticky ends of 24 时， which are much longer than the length of sticky ends 

of auxiliary hairpins (6 nt) and make the adsorption much easier by Fe3Ü4@PDA NPs. 

With the addition of Fe3ü 4@PDA NPs, HCR products could be adsorbed because of the 

stro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sticky ends and Fe3ü 4@PDA NPs. As a result, 

supematant of the solution with target DNA emits weak fluorescence after separation by 

magnet, which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blank solution.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s low as 0.05 nM. And the sensing method exhibits high selectivity 

for the determination between perfectly complementary sequence and target with single 

base-pair mismatch. Important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nsor for DNA detection in 

human serum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works well for biological samples. 

4. Tuning gold nanoparticles growth via DNA and carbon dots for nucleic acid and 

protein detection 

DNA and carbon dots were utilized to co-mediate the growth of gold nanoparticles 

(AuNPs). The properties of grown AuNPs were discussed and applied to colorimetric 

biomolecule determination. When target biomolecules were absent, ssDNA was 

ad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AuNP seeds. Branched AuNP solution of blue color was 

obtained after carbon dots redu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arget DNA, it hybridized with 

the ssDNA and double-stranded DNA (dsDNA) were formed. As a result, a spherical 

AuNP solution of red color was achieved after growth as dsDNA would not be adsorbed 

by AuNP seeds. A similar situation was observed with thrombin. The complex of 

thrombin and its aptamer was formed , giving rise to spherical AuNPs after growth. The 

target biomolecule determination was realized by virtue of color change, consistent with 

the peak shift in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The detection limits were determined to 

be 5 nM for target DNA and 1.8 nM for thrombin, respectively. The biomolecule 

sensors showed the requisite selectivity against possible interferen邸， and the assay for 

target DNA exhibited the potential for distinguishing single-base mismatch. These 

results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如ture biomolecule sensors using DNA and 

carbon dots co-mediated growth of AuNPs. 

5. Visible and f1uorescent detection of melamine in raw milk with one-step 

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using carbon dots as the reductant and stabilizer 

Using carbon dots as the reductant and stabilizer, a visible and fluorescent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melamine detection in raw milk with one-step 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ln this work, carbon dots (C-dots) were applied to reduce silver ions and 
V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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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ze the nanoparticles,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AgNPs). 

As a result, the inherent fluorescence emission of C-do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 formation of AgNPs. However, in the presence of melamine, silver ions could 

interact with the nitrogen atoms in amine and triazine groups of melamine. With 0 - 2 

μM melamine, aggregated AgNPs were found after the reduction by C-dots, resulting in 

color and absorbance changes. With further increase of melamine (2 - 20μM)， both 

form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AgNPs were inhibited, and the fIuorescence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is optical platform was optimized for melamine detection and then was 

applied to detecting melamine in raw milk samples. The resu1ts for melamine assay 

based on visible and fluorescent method showed the requisite sensitivity with a low 

detection limit of 30 nM, as well as high selectivity. 

6. Adenosine-derived doped carbon dots : from an insight into effect of NIP co

doping on emission to highly sensitive picric acid sensing 

The various synthetic routes of carbon dots (C-dots) feature a considerable step 

toward their potential use in chemical sensors and biotechnology. Herein, by coupling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element introduction, the adenosine-derived N/P co-doped C

dots with fIuorescence enhancement were achieved. By separately employing adenosine,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denosine diphosphate, and adenosine-5'-triphosphate as 

precursors, the effect of N/P co-doping on the fluorescence emission i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formed C-dots with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exhibited strong blue 

fluorescence with a high quantum yield of 33.81 %. Then the C-dots were employed as a 

fluorescent probe and utilized to develop a fast,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picric acid 

sensor. The fluorescence of C-dots can be quenched by picric acid immediately, giving 

rise to a picric acid determination down to 30 nM.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fIuorescence quenching was discussed, which was proved to be inner filter effect and 

static quenching. Moreover, this method has the potential to detect picric acid in 

environmental water samples. 

7. Using high-energy phosphate as energy-donor and nucleus growth-inhibitor to 

prepare carbon dots for hydrogen peroxide related biosensing 

Herein, by coupling pyrophosphate introduction with high-energy phosphate bond 

design, the fluorescence performance of C-dots is improved greatly. The introduction of 

pyrophosphate acts as the nucleus growth-inhibitor to protect C-dots from assembling 

and growing into large carbon particles. The high-energy phosphate bond is design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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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ergy-donor to provide energy for synthesizing C-dots. The C-dots exhibit 

enhanced fluorescence with a high quan阳m yield of 24.8%. Then the C-dots are 

employed as the fluorescent probe to develop hydrogen peroxide (H20 2)-related 

biosensors. The mechanism is based on the fluorescence quenching of C-dots caused by 

the highly reactive .OH and Fe3
+ during the Fenton reaction. A wide linear range (0.5 一

100μM) and a low detection limit (0.195μM) are achieved for H20 2 detection. 

Moreover, the probe can be appl ied to H20 2-related biosensing in the presence of 

oxidase. As a proof-oιconcept， a glucose sensor is developed with glucose oxidase. The 

presented glucose sensor exhibits good selectivity and high sensitivity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254μM. Additionally,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biosensor has 

been confirmed by detecting glucose in human serum samples. 

Keywords: DNA; Fluorescent carbon dots; Fluorescence; Colormetric detection;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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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绪论

1.1DNA 传感器

目前，发展高灵敏、高选择性、小型化和经济的生物传感装置，在从生化分

析到污染物的检测方面均具有广泛应用。 DNA 传感器由于其在基因疾病诊断、感

染细菌监测、法医样品分析和环境监测等方面均有广泛应用，因此受到研究者的

广大关注。 DNA 生物传感器一般是指将探针 DNA 和 目标分子之间的特异性相互

作用转变为可测定的化学信号的装置。 DNA 生物传感器一般由分子识别元件和能

量转换元件两部分组成。其中，分子识别元件主要用于感知目标物是否存在及其

含量高低，因此也叫感受器。能量转换元件主要将分子识别过程产生的变化转换

为可以测量的化学信号，也叫做换能器。测定有无目标分子时化学信号的变化量

可以实现对目标物的准确测定。因此， 构建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 DNA 传感器

对目标分子的识别至关重要的。

1.2DNA 传感器的转导方法

1.2.1 荧光法

一般来说， 荧光信号的检测十分方便，测定方法丰富多样，可供 DNA 修饰

的荧光基团和猝灭基团很多 ， 使得荧光法广泛应用于 DNA 传感器的构建过程。

因此，设计 DNA 荧光传感器用于目标分子的识别也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在标准的分子信标中 ， 发夹信标的一端标记荧光基团 ， 另一端标记猝灭基团(图

1-1) [11。根据目标分子是否存在 ， 信标分子进行构型变换。目标物不存在时 ， 信

标分子形成分子内的颈部结构 ， 荧光基团和猝灭剂距离较近， 荧光猝灭。当互补

的目标 DNA 或 RNA 存在时，信标分子和目标物之间形成稳定的分子间的双链结

构，荧光基团远离猝灭剂， 荧光恢复。

Target 

刘哥 市市节 。____. 

图 1-1 分子信标用于 DNA 或 RNA 检测的原理图

Figure 1-1. Principle of a molecular beacon for DNA or RNA detection. 

由于标准的分子信标只适用于核酸的检测 ， 一些课题组将该原理进行修改，

应用于适配体的检测。例如 ， Hamaguchi 等通过在适配体序列的 5'端添加部分碱

基， 使其折叠成发夹结构，设计了直接法检测凝血酶[2]。当 J疑血酶不在时，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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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标是闭合的发夹结构， 荧光猝灭。当凝血酶存在时， 适配体和凝血酶形成复

合结构， 荧光基团远离猝灭剂， 荧光信号增强。 Yamamoto 等通过将 HIV Tat 蛋

白适配体分成两段序列〈其中一段用于形成分子信标)， 报道了两条链组成的适

配体信标(图 1-2 ) [3]。当 Tat 蛋白不存在时， 两条 RNA 链独立存在， 溶液荧光

很弱。当引入 Tat 蛋白后 ， 分子信标和另一段适配体序列自组装成一个单元，用

于识别 Tat 蛋白 。 同时 ， 伴随着发夹结构的解离 ， 荧光增强。

( / i +<
13- i ii fJ 
缸.....酣_ 80刷刷刷刷.. 

RNAT. I (机-8A'.O)
T.，na，叩

CCI四...

图 1-2 分子信标适配体策略用 Tat 蛋自分析

Figure 1-2. Schellle of lllolecular beacon aptalller s,trategy for analyzing the Tat protein. 

但是， 由于荧光标记的 DNA 通常成本高， 而且标记可能影响 DNA 和其他分

子的相互作用 。 这些因素大大地刺激了免标记型 DNA 传感器的发展，该类传感

器主要通过使用光活性化合物或嵌入有机染料来监测荧光信号变化。 其中 ， 结晶

紫是一种商业化的三苯甲炕荧光染料。 Ma 等使用结晶紫作为 G4 结构的探针， 报

道了一种无标记、荧光增强的 ATP 传感器(图 1 -3 ) [4] 。 在该方法中 ， 结晶紫和

G4 结构的相互作用明显强于和单链 DNA (ssDNA ) 和双链 DNA ( dsDNA ) 的 。

ATP 适配体在 ATP 存在时 ，从单链结构转变为 G4 结构。 在报道中 ， ATP 适配体

在初始阶段和它的互补链杂交形成 dsDNA，由于结晶紫和 dsDNA 的结合作用很

弱， 所以 ATP 不存在时荧光信号很低。 而 ATP 能够稳定 G4 结构的 ATP 适配

体， 所以向 dsDNA 中加入 ATP 时 ， ATP 引起 dsDNA 的解离， 形成 ATP 及其适

配体的复合结构。结晶紫和 G4 结构相互作用很强，此时溶液的荧光很强。并

且 ， 该方法对 ATP 的检出限低至 5μM 。

图 1-3 免标记策略用于 ATP 识别

Figure 1-3. Schelllatic iIIustration of label-free strategies for ATP recogn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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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纳米颗粒能够高效地猝灭染料的荧光， 该性质使得它在构建纳米尺寸的

分子信标(纳米信标〉中应用十分广泛。 Dubertret 课题组将标记有荧光染料的颈

环探针连接在小尺寸的 AuNPs ( 1.4 nm ) 上[5)。和分子信标类似， 该纳米信标展

示了目标 DNA 引起的结构转变导致的荧光信号开关 ， 并且具有较高的区分单碱

基锚配的能力。除了有机染料以外， AuNPs 能有效猝灭量子点的荧光， 这为建立

小分子传感器提供了基础。 Fan 课题组使用大尺寸的 AuNPs ( 15 nm) 构建多色纳

米信标(图 1 -4 ) [6)。和较小尺寸的 AuNPs 相 比 ， 尺寸相对较大的 AuNPs 的猝灭

能力更强， 而且单颗粒上负载更多的核酸序列。多色纳米信标对目标 DNA 杂交

响应快速， 并且通过使用不同的荧光颜色的分子 ， 一个纳米信标同时实现对三种

不同的癌症 DNA 标记物的检测。有趣的是， AuNPs-DNA 复合物能够被细胞有效

地吞噬。因此， 具有实时监测细胞内目标物的潜力。

20. 日)

A) 飞 I / 

A~ 0:←吁AuY'-品-部u一

LOr 。
5 
<

m iLf气 jjf
图 1-4 基于 AuNPs 的多色荧光纳米信标

Figure 1-4. Scheme for an AuNP-based multicolor fluorescent nanobeacon. 

1.2.2 电化学法

和荧光法相比， 电化学 DNA (EDNA ) 传感器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 简单便携

的仪器， 快速响应， 低成本和高灵敏度。尽管 Palacek 早在 1960 年开拓了 EDNA

领域[7l，但是 EDNA 传感器是由 Millan 和 Mikkelsen 在 1993 年首次提出闷，该传

感器使用玻碳电极和氧化还原指示剂(双链嵌入剂 )， 实现了对 dsDNA 和 ssDNA

的区分检测。 Hashimoto 等用金电极代替玻碳电极， 借助 Au-S 键将颈基 (-SH )

修饰的 DNA 固定在金电极表面(9) 0 Later Tarlov 课题组借助颈基乙醇辅助 DNA 链

直立在电极表面， 有助于 DNA 杂交[ 10， 1 1 )。原始的基于嵌入试剂的方法会引起不

可避免的非特异性吸附 ， 使电化学背景信号较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 引入了

4三明治"策略， 通常包括识别目标 DNA 的一对 DNA 探针(捕获探针和氧化还

原剂标记的信号探针 ) [ 12， 13) 。

2003 年 ， Fan , Plaxco 和 Heeger 发展了第一代 EDNA 传感器[l4J。如图 1 -5 所

示 ， 该设计采用了表面限制的发夹 DNA 结构， 在发夹结构上同时标记了捕获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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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和信号探针。用荧光基团-猝灭剂双标记的发夹探针(称为"信标分子")己广

泛应用于荧光 DNA 分析。当颈环结构中的荧光基团-猝灭剂距离很近，荧光猝

灭。当目标物存在时 ，目标物和环部序列杂交 ， 打开发夹的颈部， 荧光基团一猝

灭剂分离，荧光恢复。和依赖于构型的能量转移的荧光信标分子相似， EDNA 传

感器探究了金电极表面发生杂交反应引起的构型变化，这种变化由标记的氧化还

原分子与电极之间的距离决定。 EDNA 传感器通常借助在金电极表面自组装的，

在两端双标记疏基和二茂铁的发夹结构来进行的。在初始阶段，颈环结构的二茂

铁靠近金表面， EDNA 传感器具有二茂铁产生的较强的电化学电流，当目标

DNA 和探针结合后，将二茂铁拉离电极表面， 电化学信号逐渐降低。

Ta唱et DNA

afc 4￥羊，

Danaturatlonl 
Re-anne.llng 

图 1-5 基于二茂铁标记的颈环结构转变 DNA 探针的 EDNA 传感器

Fc 

eTo何

i 

Figure 1-5. EDNA sensor based on structural switching of a ferrocene-tagged stem-Ioop DNA 

probe. 

值得注意的是，起初的 EDNA 设计是信号降低的，检出限是-10 pM o 信号

降低的传感器相对比较容易受假阳性的影响，而且 pM 级的灵敏度也不能满足很

多高要求的实际应用，例如，不使用 PCR 技术的病原体检测。为了发展信号增强

的 EDNA 传感器， Fan 等设计了基于酶的 EDNA 传感器，具有 fM 的灵敏度(图

1-6 ) [ 1 5 )。金电极的表面首先用末端竣酸基团的自组装膜覆盖 ， 并且通过偶联一

层链酶亲和素激活。颈环探针使用异控基洋地黄毒背 ( DIG ) 和生物素分别标记

在 5'和 3'端。该探针通过生物素一链酶亲和素桥粱，和链酶亲和素结合， 而 DIG

高特异性地和辣根过氧化物酶偶联反式 DIG 抗体结合 (anti-DIG-HRP )。值得注

意的是，杂交引起的结构转变会导致位阻效应的改变，而不是初始 EDNA 传感器

中依赖距离的电子转移变化。初始阶段，组装探针的颈环结构是闭合的， anti

DIG-HRP 由于大的位阻效应不能偶联在 DIG 标记物上。但是，当目标物和探针

DNA 杂交后 ， 打开了颈部结构， 形成线性的双螺旋结构 ， 使得 DIG 与 anti-DIG

HRP 有效结合。在该信号增强的传感器中 ， 一个杂交反应对应一个 HRP 信号物

质，使得催化的电化学信号增强。 此外， 由于杂交引起的 HRP 标记物有效催化

成千上万的 H202反应，放大了 EDNA 传感器的信号。该基于酶的 EDNA 传感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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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限低至 lO fM，和传统的传感器相 比， 提高了 3 个数量级。

Anlldlg-HRP 0 Olg 

1l Avldln 0 BloUn 

Tar曰etONA
J、/、

图 1-6 基于酶的 EDNA 传感器

Figure 1-6. An enzyme-based EDNA sensor. 

DNA 传感器的灵敏度依赖于 DNA 杂交反应引起的信号放大。 和纳米颗粒放

大装置连用 ， 一个杂交反应引起翻倍的电化学信号， 得到放大的信号和高的灵敏

度。基于金属的剥离和催化， 金 、 铀纳米颗粒和量子点引起的电化学信号放大已

有文献报道。 Fan 课题组提出了使用负载有信号 DNA 探针的 AuNPs 的 EDNA 传

感器(图 1-7 ) [16-18)。氧化还原小分子[Ru(NH))/+]矛日带负电的 dsDNA 结合，因

此能够用计时电位法进行定量测量。一个 AuNP 负载几百条信号 DNA 探针 ， 杂

交信号实现了 3 个数量级的提升， 得到低至 lO fM 的检出限。

• 
~" --

:令:
C 

A 

R 

图 1-7 基于 AuNP 放大的计时电位 DNA 传感器

Figure 1-7. Scheme for an AuNP-amplified chronocoulometric DNA sensor. 

1.2.3 比色法

通常， 荧光 DNA 传感器需要荧光标记， 而 EDNA 传感器需要将 DNA 探针

修饰在电极的表面， 这会增加分析检测过程的复杂程度和花费成本。和荧光或电

化学策略相比， 简单的比色传感器能够避免分析仪器的使用 ， 吸引了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II94ll 。 AuNPs 在生物检测方面具有广泛应用 ， 其尺寸和生物分子相近， 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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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容易功能化等特性。它们还具有有趣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SPR) 性质和强的荧光猝灭能力。偶联 DNA 的 AuNPs 在自下而上的纳米到微

米结构的构建中 ， 展示了优异的性质[22，231。这些里程碑的工作强烈说明 AuNPs 在

纳米生物科技的关键作用。

Mirkin 课题组提出了 AuNP-DNA 偶联物在生物分析中的应用[241 0 AuNPs 的

颜色不仅依赖于尺寸大小，还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关。 DNA 杂交反应将修饰了两

种不同 DNA 序列的 AuNPs 拉近 ， 导致 AuNPs 的聚集 ， 溶液颜色由红色变为蓝

色(或紫色)。 这种 SPR 相关的颜色变化对 DNA 检测具有高特异性。 此外， 通

过目标物引起的 AuNPs-适配体偶联物的自组装和去自组装， 实现了对不同目标

物的检测。 Fan 课题组通过探索适配体和 AuNPs 的相互作用 ， 建立了适配体传感

器问。如图 1-8 所示 ， 将 04 结构应用于对 r的选择性识别性。和 ssDNA 和

dsDNA 的变化类似， AuNPs 能够区分对 K+响应的 04 结构的转变。当 K+不存在

时， ssDNA 会吸附在 AuNPs 上，阻止 AuNPs 在盐溶液中的聚集， 此时溶液的颜

色是红色的。当向溶液中加入 r时， 富 G 序列将折叠成 G4 结构， 远离 AuNPs ，

溶液的颜色由红色变为紫色， 表明 SPR 峰的移动主要由 AuNPs 的聚集引起的。

该策略可以借助富 T 序列实现对 Hg2+的识别[川 ， 以及富 C 序列(称为 i-motiO

对 pH 的识别[26，27]。这些探针借助无规则蜷曲到刚性结构的变化， 转变为 AuNPs

溶液的颜色变化。

八气气\
Sul! 

图 1-8 K+-诱导的 G4 结构的变化

Figure 1-8. K+-induced structural variation of a K飞specific G-quartet. 

尽管不需要复杂的设备 ， 由于基于 AuNPs 的比色法缺少信号放大过程， 使得

其灵敏度受到了限制。 DNA 酶作为信号放大的标记物， 被广泛应用于生物传感。

DNA 酶和血红素结合形成 04 结构 ， 催化 2'-联氨·双-3-乙基苯并嚷哇H林-6-磺酸

( ABTS2-) 的氧化，形成有颜色的 ABTS-。该颜色能够被裸眼识别 ， 也能使用

UV-Vis 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分析。 Deng 等报道了基于 DNA 酶的适配体传感器用

于 ATP 的检测(28) 。 如图 1-9 所示 ， 首先设计了由两条 DNA 链组成的复合物， 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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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条包含 ATP 的适配体和 DNA 酶序列 ， 另外一条作为封闭序列。通过加入

ATP 和血红素， 两条 DNA 链将彻底分开，引发的 ABTS2-的氧化反应。 通过可视

化的颜色变化实现了对 ATP 的检测，检出限为 l μM。但是， 由于 ATP 适配体和

互补链的杂交减弱了适配体和 ATP 的相互作用，导致该传感器灵敏度不够高。

Xiang 等报道了 Exo III 辅助信号放大策略用于提高反应的灵敏度(图 1 - 10 ) [29] 。

在该工作中，将 DNA 酶的序列和 ATP 的适配体杂交形成 dsDNA。当 ATP 存在

时，将形成 ATP 及其适配体的复合物， dsDNA 中的两条链分离 ， 释放出用于信

号输出的 DNA 酶序列。通过使用无修饰的探针 DNA 和 Exo III 辅助信号放大策

略， 实现了对 ATP 的高灵敏检测 ， 检出限低至 0.33 nM。

嵌yt产WLLL41￠叫::;二叫O2
图 1-9ATP 的晌应原理

Figure 1-9. Principle of ATP det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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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或 5' 3' 

图 1-10 基于 ExoID 信号放大实现 ATP 的检测

Figure 1-10. Scheme for Exo 111 assisted ATP detection. 

1.3DNA 传感器的信号放大策略

使用聚合酶和核酸酶来催化包括核酸在内的底物，实现对目标物的高灵敏检

测。聚合酶通常通过产生重复的目标单元来实现信号的放大 ， 而核酶常常通过循

环剪切信标分子实现信号放大。 尽管实时的 PCR 技术是使用最广泛的核酸放大方

法， 但是 PCR 需要热循环来实现信号放大。目前较为常见的信号放大策略主要有

以下几类:

1.3.1 切刻内切酶辅助信号放大

切刻内切酶 (NEase) 能够特异性地识别 dsDNA 中特定的核酸序列 ， 并催化

dsDNA 其中一条链上特异性位点的剪切[30-33] 0 NEase 辅助的放大实验主要用于均

相的 DNA 检测。 通常 ， NEase 用于剪切信号探针， 使 目标 DNA 不断循环， 得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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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的检测信号。 其中 ， DNA 信号探针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目标识别单元， 信号

单元和 NEase 识别序列。 目标 DNA 和信号探针杂交形成完整的 NEase 的识别序

列， 引发 NEase 对信号探针的剪切。 NEase 剪切的探针包括用于产生检测信号的

信号探针和用于引发下一个循环的目标 DNA。 因此， 一条目标 DNA 引发大量探

针的剪切 ， 得到放大的 DNA 检测 ， 提高了检测方法的灵敏度。

Xie 课题使用分子信标作为信号探针，提出了 NEase 信号放大 (NESA ) 策略

(图 1 - 11 ) [34] 。 其中 ， 分子信标的环部是由一段与目标 DNA 互补的序列和

NEase 识别序列组成。目标 DNA 和信标分子杂交， 形成了完整的 NEase 识别序

列 。 NEase 剪切发夹的环部 ， 破坏了信标的发夹结构 ， 荧光基团和猝灭基团分

离 ， 使荧光信号恢复。与此同时 ， NEase 的剪切也使得目标 DNA 从目标物和探

针的复合物中解离出来 ， 进入下一循环 。 该实验能检测到低至 6.2 pM 的目标

DNA 。 通过和滚环扩增技术联用 ， 检出限可进一步降低到 85 岛f。

DNA polymerase 才::1止

lar beacon WlJ七"" N叫 ym

图 1-11 NESA 的工作原理

Figure 1-11. Working principle of extended NESA. 

除了分子信标以外， 催化信标也可用作信号探针。 催化信标的发夹结构中包

含 DNA 酶 ， 此时具有剪切功能的 DNA 酶是失活的[35，36] 。 和其他的分子信标的设

计类似， 催化信标的环部包含了 NEase 的识别序列和与目标 DNA 互补的序列

[37-39] 。 目标物引发 NEase 剪切反应， 释放出发夹结构中的 DNA 酶。 辣根过氧化

物 (HRP ) DNA 模拟酶催化 H202 介导的 ABTS2- (2'-联氮·双-3 -乙基苯并嚓|哇琳-

6-磺酸〉的氧化反应[40-42] 。

核酸修饰的 AuNPs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比色法检测目标 DNA[431 0 随着分析物

引导的 AuNPs 的聚集， 溶液的颜色逐渐由红色变为紫色。基于 AuNPs 的 DNA

传感系统也被用于检测 目标 DNA 引起的 NEase 剪切[44J 。 在该体系中 ， 连接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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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目标 DNA 的互补序列，引起 DNA 修饰的 AuNPs 聚集。目标 DNA 的杂交

引起 NEase 剪切连接 DNA， 减少 AuNPs 的聚集。 通过类似的途径， 量子点和荧

光基团的共振能量转移能够用于检测目标 DNA 。

上述 NEase 辅助的信号放大实验也有一些常见的缺点，需要在目标 DNA 中

引入 NEase 的识别序列，这使它的应用受到限制 。 设计枝状 DNA 结构的探针能

够克服这一缺点。其中 ， 二元的探针是由两条 DNA 链组成，每一个都包含了信

号探针和目标物结合的序列(图 1- 12) [45J。其中 ， 分子信标用于指示信号。目标

DNA 和探针 DNA 杂交，形成一个四分体的复合物，其中的两条 DNA 链用于连

接目标 DNA 和分子信标。 由于每一个结合信标的部分都包含一段 NEase 的识别

序列 ， 因此四分体结构的形成会引起 NEase 对信标分子的剪切，产生荧光信号。

这种二元的探针能够用于 DNA 和 RNA 的检测。如图 1-l3 所示[461 ， Y 字形的

DNA 交叉结构也被用做信号探针，该探针是由信标分子和辅助探针组成。 探针通

过一种叫做模板增强的杂交过程进行的， 其中信标分子和辅助探针不能杂交，只

有在目标 DNA 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互补配对。 设计的辅助探针包含 NEase 的识

别序列 ， 因此在目标 DNA 加入时 ， 形成三叉结构 ， 使得信标分子被 NEase 剪

切，荧光增强。

s tgrEELs (〉在;二盘且4::
R士兰兰a↑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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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将二元探针引入 NESA 实验

Figure 1-12. Introduction of the binary probe to the NESA assay. 

A y r 
图 1-13 将 Y 字形的结构引入 NESA 实验

Figure 1-13. Introduction of the Y-shaped junction probe to the NESA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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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外切酶 111 辅助信号放大

作为 3 '-5'端的外切酶家族的一员 ， 外切酶 m ( Exo III ) 具有 3'→5'端的脱氧

核糖核酸外切酶的活性[4飞 Exo III 展示了以下几个独特的性质 : ( i ) Exo III 催化

单核昔酸逐步从 dsDNA 的 3'端移除， ( ii ) Exo III 能水解平末端或 3'凹陷末端的

dsDNA， 不能水解 ssDNA 或 3'突出末端的 dsDNA; ( iii ) Exo III 不需要识别特殊

的位点 。 这些性质有助于用 Exo III 构建各种信号放大平台，进行目标物的分析检

测。

基于 Exo III 的 DNA 检测通常包括 Exo III 引起的目标物的催化循环。如图

1-14 所示 ， Plaxco 课题组以信标分子作为信号探针，报道了 ExoIII 辅助目标循环

的实验 (48)。分子信标的 5'端修饰了荧光基团 ， 中间位置修饰了猝灭基团，由于其

3'端为突出末端阻止 Exo III 的剪切。当信标分子和目标 DNA 共存时， 二者杂交

互补配对形成 3'平末端的 dsDNA ， 被 Exo III 选择性地识别，并从 3'端开始剪

切。剪切反应将荧光基团从猝灭剂的周围释放出来， 使目标 DNA 进入下一个循

环。目标 DNA 和下一个信标分子杂交， 开始循环剪切过程。当反应在 37 uc 进行

30 min 后 ， 可得到低至 10 pM 的检出限。但是， 实验结果表明单独的信标分子也

能被 Exo III 剪切 ， 这增大了实验的背景信号， 不利于降低体系的检出限。为了避

免这个问题，该课题组在信标分子的 5'端颈部序列进行修饰，联用锁核酸

该实验的

SinglC 13rgCI iOpUI ，~'气'V"V Gcncrnlcd n‘lorescenl 
乱 飞/\./ pro川S

A l11 plined s ignnl OlllpUI 

图 1-14Exo m辅助信号放大实验

Figure 1-14. Exonuclease ID-assisted amplification assays. 

除了传统的分子信标以外， 最近线性的分子信标也被报道[50)。线性的分子信

标分别将荧光基团和猝灭剂连接在 ssDNA 的 3'端和倒数第二个核昔酸处。但是，

LO 



第一章 绪论

和传统的分子信标相比 ， 线性分子信标缺少发夹结构， 对分析物的选择性将会降

低。 DNA 置换探针也被用于发展基于 Exo III 的信号放大实验[51 ] 。 其中 ， DNA 置

换探针是由不同长度的两条互补的 DNA 组成。 荧光基团和猝灭剂分别标记在较

长 DNA 链的 5'端和较短 DNA 链的 3'端 ， 此时荧光是猝灭的 。 为了避免 Exo III 

的剪切， 标记猝灭剂的 DNA 链的 3'端是突出的 。 目标 DNA 存在时 ， 标记猝灭剂

的 DNA 链被置换下来， 目标 DNA 和标记荧光基团的链杂交互补配对， 标记荧光

基团的 DNA 链能够被 Exo III 选择性剪切， 释放出 目标 DNA 。 使用置换探针能

够高选择性地检测到 pM 水平的 DNA 。

除了有机染料以外 ， 猝灭剂标记的 DNA 功能化的量子点也可作为产生荧光

信号的探针[52] 。 目标 DNA 和探针结合 ， 能够引发猝灭剂连接的 DNA 发生剪

切， 使童子点荧光恢复 ， 荧光信号增强。 利用尺寸控制的量子点的荧光性质 ， 实

现了多重的 DNA 检测[53] 。

1.3.3 滚环扩增技术

滚环扩增放大技术 ( RCA ) 是广泛应用的信号放大手段之一。 RCA 使用环形

DNA 做模板， 将引物不断延伸 ， 形成由成千上万重复的和模板互补的 DNA 单

元。 图 1 - 15 展示了使用 RCA 和锁式探针用于 DNA 甲基化的分析检测 。 DNA 锁

式探针的两端是通过和目标 DNA 杂交形成的 ， 通过 DNA 连接酶形成环状

DNA[541 0 得到的环状 DNA 作为 RCA 反应的模板，可以生成长的 ssDNA。 使用

分子信标、 分子拉链和嵌入荧光染料的方式， 可实现实时、 无需分离地检测 RCA

产物。

A 5机内;iSUIntp5树今 o o Ug，"，儿
B 5问JlJ35忡平 。旷呵。

"'( - t 

1 1 飞 B 1 HRCA I 

[ 人| …叫 。一λ扎一
λ 

图 1-15 基于锁式探针和超支化 RCA 用于 DNA 甲基化分析

Figure 1-15. DNA methylation assay based on padlock probe and hyperbranched RCA. 

除了检测 DNA 以外， RCA 还被应用于检测 RNA。目前 ， 己有几种策略被用

于增强 mRNA 和 DNA 琐式探针之间的特殊作用 。 例如 ， Fan 课题组提出了一种

哑铃形探针介导的 RCA 策略用于高选择性地检测 mRNA (图 1-16 ) [55) 。 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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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铃形探针在扣锁中间包含了一段颈环结构。该结构将赛博绿 (SG) 嵌入到每个

颈部单元， 有效地提高了体系的灵敏度。同时，通过改变锁式探针的构象 ， 实验

的选择性有所改善。当目标 mRNA 存在时， 目标物将哑铃形探针的两端拉近， 形

成环形探针， 通过 RCA 实现信号放大， 嵌入 SG 染料产生荧光信号 ， 该体系实现

了对 mRNA 在 1 fM - 100 nM 范围内的检测。其他的 RCA 检测 mRNA 的策略包

括还使用 T4RNA 连接酶(56]和化学连接[57)的传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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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基于哑铃型锁式探针用于 RNA 检测

Figure 1-16. Dumbbell padlock probe for RCA analysis of microRNA. 

1.3.4 粘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反应

作为最有效的构建和控制动态 DNA 纳米结构和装置的策略之一， DNA 链置

换反应是通过两条部分或完全互补的 DNA 链杂交，置换出一条或更多的之前杂

交的 DNA 链[58)。本章节中描述的链置换反应是由互补的单链 "DNA 粘性末端"

区域触发的，并通过分枝迁移过程进行的。在 dsDNA 中，粘性末端通常是由 5 -

8 个核昔酸组成。通过改变粘性末端的长度和序列[591 ， 可以将粘性末端介导的链

置换反应的速率提高 106 倍 。 目前，粘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反应已成功应用于均

相实验中。

Li 课题组证明了使用粘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信标分子用于核酸检测。如图 1-

17 所示 [601 ， 两条互补的 DNA 链分别用猝灭基团和荧光基团标记。其中一条

DNA 链比另一条长，其来占性末端可用于结合目标 DNA 。 当目标 DNA 不存在

时，形成稳定的 dsDNA ， 荧光猝灭。加入目标 DNA 后，来占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

反应使较短的 DNA 链释放出来， 荧光信号恢复。和通常使用的分子信标相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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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链置换信标展示了两点明显的优势 : 一是在链置换信标的解链曲线中展示了更

尖锐的转换 ， 另一点是在完全互补和单碱基错配的目标物之间 ， 展示宽的检测窗

口 ， 这说明链置换信标在检测单碱基错配时 ， 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Quencher Fluoro阳re '" I / 

+ + 

Probe Target 

图 1-17 链置换信标用于核酸检测

Figure 1-17. Strand-displacement beacon for nucleic acid detection. 

如图 1 - 1 8 所示，通过建立一个用于核酸杂交效率分析的理论框架， Yin 课题

组设计了在宽范围的温度、盐度、和核酸浓度内均具有较高的杂交特异性的链置

换探针用于区分 SNP [6 1 ] 。 两个粘性末端分别设计在同一个链置换探针的 3'和 5 '

端 。 探针和目标 DNA 的杂交反应是在 3'端开始的， 同时伴随着 5'端粘性末端的

解离，释放出标记有猝灭剂的 ssDNA。两部分粘性末端允许正向和反向的反应同

时进行，因此，正向反应的标准自由能接近零。 该过程模拟了接近解旋温度的探

针的杂交行为， 可用于区分完全互补配对的目标 DNA 和单碱基锚配的 DNA。 使

用这种探针从 55 条单碱基锚配的虚拟的类似物中，检测 出 5 条不同的 目标

DNA，在宽泛的检测范围中，该课题组得到 3 至> 100 (中值 26 ) 的区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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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TGCATCCACTCATTCAATACC P TTGCATCCACTCATTCAATACC P 

图 1-18 Toehold 置换反应检测特殊的 SNP

Figure 1-18. Toehold exchange reactlions for detection of a specific SNP. 

多重的粘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反应己经用于检测 目标核酸的实验中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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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diri 课题组建立了一种普适性的转换器， 将目标 DNA 输入通过多重链置换反

应转变成唯一的输出分子(图 1-19 ) (62) 。 当目标核酸存在肘， 通过链置换反应可

以释放出中间产物 DNA 。 中间产物 DNA 引发二级链置换反应释放出信号输出

该 DNA 通过链置换信标进行检测。 通过该转换器， 几个生物学上相关的

DNA 输入序列， 在室温下 5 min 内且不需要额外的分离步骤，成功地转换为一个

独特的 DNA 输出序列 。 此外 ， 很多纳米材料己经应用于增强粘性末端介导的链

置换反应的检测信号。 Mirkin 课题组提出了 DNA 功能化的 AuNP 探针来可视化

检测活细胞中的 RNA。 荧光标记的 DNA 信号探针和 DNA 功能化的 AuNPs 杂

交 ， 信号探针的荧光会被 AuNPs 猝灭。 当目标 RNA 出现时， 替换并释放 AuNPs

上的信号探针，荧光恢复(图 1-20 ) (63) 。 将两种不同的荧光信号探针修饰在同一

个 AuNPs 上，设计了多功能纳米结构 ， 能够同时区分检测活细胞内的两种不同的

目标物 。 该纳米结构还具有其他的特点 ， 包括不需要转染试剂的细胞摄

入 ， 调节细胞功能， 抑制 DNA 的酶分解和有助于促进 AuNPs 链置换的动力学。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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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普适性分子转换器用于 DNA 分析

Figure 1-19. Universal molecular translators for DNA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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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Nano-Flares 用于活细胞内的转染和 RNA 检测

Figure 1-20. Naoo-Flares: Probes for traosfection aod mRNA detectioo in Iiving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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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3.5 杂交链反应

通过一系列的链置换反应进行信号放大 ， 动态的 DNA 结构能够应用于均相

的结合试验。 其中 ， 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杂交链反应 (HCR ) 。 在 HCR 中 ， 通

过单个目标分子引起的杂交反应， DNA 分子自组装成类似交替共聚物的有切口的

dsDNA 结构。 检测信号可以通过监测具有数以百计的重复单元的 dsDNA 进行放

大。 2004 年 ， Pierce 和 Dirks 引入了 HCR 的感念， 并将其作为放大探针用于免标

记的生物传感器检测多重 m时队 (图 1-21) [63] 。 在 HCR 发现不久之后， 很多课

题组将其作为信号放大策略， 广泛应用于对 目标分子的高灵敏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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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基于发夹探针的 HCR 反应

Figure 1-21. Typical process of the HCR using two hairpin probes (Hl and H2). 

在典型的 HCR 反应中 ， 没有目标 DNA 存在时， 发夹探针 ( Hl 和 H2 ) 稳定

存在。 但是 ， 当 目标 DNA 存在时号， 粘性末端引起的链置换反应被触发。 首先，

目 标 DNA 通过粘性末端打开 H1 ， H1 新暴露的末端能和 H2 的粘性末端互补配对

并打开 H2 ， 使 H2 曝露出新的粘性末端， 且该粘性末端的序列和目标物的是一样

的 。 因此， 每个 目标 DNA 的副本都能引起 H1 和 H2 之间交替的杂交链反应，形

成有缺口的 DNA 双螺旋结构， 放大目标 DNA 的信号。 为了监测 HCR 产物 ，

Pierce 和 Dirks 提出了一中使用腺昔类似物 2-氨基嘿岭 。AP) 的荧光猝灭实验

[例 。 当 2AP 嵌入 ssDNA 时 ， 能够发射荧光 。 但是 ， 当它堆积在双螺旋结构中

时 ， 荧光猝灭。

为了借助 HCR 建立荧光增强的实验， Tan 课题组设计了基于陀.激态原子的

HCR 探针[65] 。 如图 1 -22 所示 ， 用于 HCR 的发夹探针是诧基团在末端双标记的 ，

发夹两端的距基团通过外加一段粘性末端， 使得应基团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 因此

-æ基团只能在短波范围内 (375 和 398 nm ) 发射强度较低的荧光。当 目标 DNA

存在时 ， HCR 过程被触发。 其中一条探针上的琵基团会和相邻探针上的花基团靠

近 ， 形成花激发物， 在 485 nm 处发射强烈荧光。 通过 HCR 形成很多的诧激发

物， 因此该方法能够检测亚 pM 的目标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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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使用tË作为荧光探针进行 HCR

Figure 1-22. HCR using a pyrene excimer as a fluorescence turn-on probe. 

Wil1 ner 课题组通过将 DNA 酶和 HCR 联用 ， 进一步改善了 HCR 信号放大策

略用于均相检测 。 例如 ， 将一种依赖于 Mg2+的 DNA 酶分成两个亚单元，每个单

元都嵌入到用于 HCR 的 DNA 发夹中 (图 1-23 ) [66J。当目标 DNA 存在时 ， HCR 

被触发， 在 HCR 产物中 ， 两个 DNA 酶单元距离很近，形成完整的 DNA 酶。 该

DNA 酶将修饰荧光基团-猝灭剂修饰的底物催化剪切，荧光增强。 该方法对目标

DNA 的检出限低至 10 fM。该课题组将 HRP-模拟酶和 HCR 联用 ， 提出 了 比色法

用于 DN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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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使用 DNA 酶作为荧光信号放大探针进行 HCR

Figure 1-23. HCR using a DNAzyme as a signal amplification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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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催化 DNA 循环和 DNA 机器

随着动力学 DNA 纳米科技的发展，用于信号放大的无酶的 DNA 催化循环体

系应运而生。 Winfree 课题组设计了煽变驱使的 DNA 循环体系用于实现信号放大

[67)。如图 1 -24 所示，目标 DNA 用来催化燃料链和底物链之间的反应。首先，目

标 DNA 通过来占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反应来置换副产物 DNA。通过底物的第二个

粘性末端，燃料链和底物链互补配对，置换出输出 DNA 和目标 DNA。目标

DNA 触发下一个循环，输出 DNA 通过置换信标实现信号输出。这种目标物催化

的 DNA 体系是通过自由分子的煽增引起的。信号放大后，该方法能够检测低至 l

pM 的目标 DNA o Chen 和 Ellington 等人将链置换信标用于信号放大策略 ， 并探

索了该方法在生化分析上常用的多重检测方法的适用性[68) 。 如 1-25 图所示，设

计了一对有潜力互补配对的发夹探针 (Hl 和 H2) 。 但是， Hl 和 H2 的颈部的双

链结构阻止了二者之间自发的杂交反应。当有目标 DNA 存在时，链置换反应从

Hl 粘性末端开始，将 凹 的颈部打开。 Hl 新曝露的粘性末端，和 H2 的粘性末端

互补配对，引发另一个链置换反应，最终形成 HI-H2一 目标物的复合物。该复合

物不稳定 ， 目标 DNA 从 HI-H2 复合物上解离下来 ， 作为催化剂引发其他的

HI-H2 复合物的形成。通过偶联一个链置换信标，检测信号可以放大 20 - 50 

倍，背景信号很弱可以忽略。使用相同的 DNA 循环体系但是不同的信号输出方

式， Yang 课题组借助生成的 HRP 模拟酶催化信标作为终产物，提出了比色法检

测核酸的方法(69) 。

飞Z

F (Fuel Strand) 
2 3 4 

+ 

Substrate S 

C (Catalyst Input) 

45、

23 4 

飞 23 马》

Waste Product W 

+ 
6 4 

S8 (Signal) 

+ 
2 

08 (Output) 

图 1-24 煽变驱使的 DNA 循环用于信号线性放大

Figure 1-24. Linear amplification using an entropy-driven DNA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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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基于双发卡的 DNA 循环用于信号线性放大

Figure 1-25. Linear amplification using a double-hairpin DNA circuit. 

通过结合多重的催化 DNA 反应，可能构建信号放大的 DNA 循环策略。例

如， Pierce 和 Yin 课题组借助四条亚稳的发夹 DNA 探针，设计了具有指数级动力

学的催化 DNA 循环体系(图 1·26)[70l，能检测到低至 5pM 的 目标 DNAo

Motif b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reactions 
a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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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俨山.!!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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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ω\)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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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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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基于多重催化 DNA 循环用于信号指数式放大

Figure 1-26. DNA circuit exponential amplification using multiple catalytic DNA circuits. 

来占性末端介导的 DNA 机器也可用于信号放大的核酸检测。 例如， Willner 课

题组构建了一种自动连接的 DNA 酶机器，即结合了 Zn2 1-依赖的 DNA 连接酶的

功能，又借助链置换反应实现 DNA 的无酶检测(图 1-27 ) [7110 Zn2+_依赖的连接

DNA 酶的发夹结构中包含了一段目标识别区域， 因此能够对 目标 DNA 进行响

应。当目标 DNA 不存在时，发夹结构的颈部是闭合的，阻碍了完整的 DNA 连接

酶的形成。但是，当目标 DNA 存在时，目标 DNA 和发夹的识别区域杂交，打开

发夹 ， 使得两个底物单元形成完整的 DNA 酶。因此 ， 两条底物组成部分被连接

形成一条新的 DNA 产物。 该产物包含了一段 DNA 粘性末端， 将目标 DNA 从发

夹探针的目标识别区域置换下来。粘性末端介导的链置换反应再次产生目标 DNA

和 DNA 酶的催化区域。因此， 一条目标 DNA 触发多重循环的连接反应，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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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信号。为了监测信号的放大过程， 发夹结构的 3'端用猝灭基团标记， 在互补

部分的内部用荧光基团标记。因此， 目标 DNA 或连接后的 DNA 与 DNA 酶的发

Figure 1-27. Zn2+-dependent DNAzyme with a DNA strand-displacement reaction for DNA 

detection. 

1.4 荧光碳点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和其他的荧光碳基材料(例如 ， 石墨烯 、 金刚石 、 碳纳米管〉相

似， 碳点 (C-dots) 由于自身优异的性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碳点是

不同纳米尺寸的碳材料的总称。广义的说，所有纳米尺寸的由碳组成的材料都可

称为碳点 ， 其本质属性为在至少某一维方向尺度小于 10 nm ， 并且能够发射荧

光。碳点主要包括碳量子点 (GQDs) 、 碳纳米点 (CNDs) 和聚合点 (PDs) [72] 。

GQDs 由单层或几层的石墨烯片层组成， 边缘上有丰富的化学基团， 具有明显的

晶格。此外 ， 由于它们的横向尺寸大于厚度，因此具有各向异性。和 GQDs 不

同 ， CNDs 通常是球形的碳纳米颗粒， 而且没有晶格 ， 因此 ， 不同种类的 CNDs

的发光中心也不同。 PDs 是从线性的聚合物或单体中制备得到的聚集的或交联的

聚合物。此外， 碳核和交联的聚合物链自组装形成 PDs 。

碳点具有典型的尺寸和激发波长依赖的荧光性质 ， 并且在尺寸和生物相容性

要求严格的应用方面具有很好的前景， 使得碳点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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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 图 1 -28 展示了碳点研究方面的部分重要进展。

2004 年 ， Scriven 课题组通过弧放电法制备并纯化单壁碳纳米管肘 ， 首次发现并

报道了碳点[73] 0 2006 年 ， Sun 课题组通过钝化激光烧蚀法合成碳点， 得到了发射

明亮、多色荧光的碳点[74] 0 2007 年 ， Mao 课题组通过对蜡烛灰进行酸化处理，

通过凝胶电泳分离得到发射不同荧光的碳点口5] 0 2008 年， Giannelis 课题组对分

子进行加热氧化处理成功制备碳点问。 同年 ， Pang 课题组通过电化学氧化石墨制

备出低毒性的碳点[77] 0 2009 年 ， Chi 课题组通过电化学方法从石墨制备碳点 ， 并

首次报道了碳点的电致化学发光的性质网。同年 ， Liu 课题组借助硅球作为载

体， 制备出多色荧光的碳点[79] 0 Yang 课题组用微波法制备得到有电致化学发光性

质的碳点[80] 。 目前 ， 碳点由于其独特的、可调的荧光性质、优异的理化性质 、 光

稳定性、生物相容性和小的尺寸，已广泛应用于细胞和活体成像、 载药和化学传

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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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8. Timeline showing recent activity regarding C-dots. 

1.S 碳点的合成方法

碳点的合成方法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自上而

下的方法包括弧放电[73] 、 激光烧蚀[77 ，81-84]和电化学氧化法I7839，85l ， 在这些方法

中 ， 碳点是通过破坏大的碳结构制备得到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是通过分子前驱体

合成，例如 ， 燃烧/加热[75 ，86-93J 、 模板[76凡94]和微波法[80，95J。通常情况下 ， 碳点的

表面是利用硝酸 ( HN03 ) 进行氧化，然后通过离心、 透析、 电泳或其他技术进

行分离纯化。

1.5.1 电弧放电法

Scriven 课题组从电弧放电法得到的炭黑中提纯单壁碳纳米管时， 分离出一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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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荧光的碳纳米材料口3)。首先用 3 . 3 N 的 HN03 氧化电弧炭黑，引入竣基等官

能团 ， 这极大地提高了材料的亲水性。然后 ， 用 NaOH ( pH 8.4)溶液进行萃

取 ， 得到稳定的黑色悬浮液。该悬浮液通过凝胶电泳可分离得到 SWCNTs、短的

碳管和碳点。碳点可进一步分离为三条电泳带，并通过不同截留分子量的

Centricon 过滤装置来确定碳点的大小。随着先后洗脱顺序和依次增大的尺寸，碳

点分别发射蓝绿色、黄色和桶色的荧光 (366 nm 激发光，图 1-29 )。傅里叶变换

红外光谱 (FT-IR)分析证明碳点的表面存在竣基等官能团 ， 更重要的是， 没有出

现多环芳香族碳 (PAHs) 的 C-H 键的离面弯曲振动的特征吸收峰，说明荧光的

本质不是源于 PAHs。元素分析揭示了碳点主要由 C ( 53.9%) , H (2.6%) , N 

(1.2%) 和 o (40.3%) 组成。

• 

图 1-29 碳点的粗提悬浮液(左侧)以及不同荧光碳点的图片 (365 nm 激发光，右侧)

Figure 1-29. Crude suspension of C-dots (le仇) and picture of different fractions of t1uorescent 

C-dots under 365 nm (right). 

1.5.2 激光烧蚀法

最近 ， Sun 课题组通过激光烧蚀法制备得到碳点[77，81-84)。研究者们通过对石

墨粉和接合剂进行加热加压处理， 在氯气保护下逐步烘干、固化和退火。然后在

含有水蒸气的氧气流中 (900 oC , 75 kPa ) ， 用 Q-switched Nd:YAG 激光( 1064 

nm , 10 Hz) 烧蚀碳材料(77)。最后 ， 将上述样品在 2.6 M HN03 中回流 12 h，即可

得到尺寸为 3 - 10 nm 的碳点。用聚合物试剂如二胶封端聚乙二醇( PEG 1 SOON) (77) 

或聚丙毗乙烯亚肢 (20% EI) [81]使得碳点表面钝化，用超纯水进行透析，离心后

即可得到纯化的碳点溶液[82]。对上述方法进行微调，通过使用 1 3C 粉末，可得到

富含I3C 的、尺寸为 4 - 5 nm 的碳点，且该碳点在 440nm 的激发光下量子产率高

达 20%[83)。如图 1-30 所示， Hu 等报道了结合制备和钝化的一步法合成过程[84] 。

在该方法中 ， Nd:YAG 激光用来照射分散在乙二胶、 二乙醉肢或 PEG200N 的石墨

或炭黑 2 h ， 同时借助超声辅助合成。 离心分离除去残余的沉淀物，得到纯化的

碳点溶液，碳点平均粒径为 3 nm，晶格问距为 0.20 - 0.23 nm。通过激光照射碳

粉水溶液，然后将其分散在沸腾的高氯酸/PEG200N 中进行氧化、 钝化处理 72

h，可得到类似性质的碳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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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1-30 PEG200N 做溶剂，一步法合成碳点

Figure 1-30. One-step synthesis of C-dots in PEG200N solvent. 

1.5.3 电化学合成法

Zhou 课题组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从卷曲的石墨片层生长多壁碳纳米管

(MWCNTs) 时，首次报道了电化学合成碳点的方法[85)。在电化学反应中 ， 碳纳

米管为工作电极， Pt 线为对电极， Ag/AgCI04为参比电极，含有 0.1 M 囚丁基高

氯酸镀乙腊溶液 (TBA+CI04-) 作为电解液，使用的循环电势为-2.0 到+2.0 V, 

扫速为 0.5 Vs- 1 ， 反应后溶液由无色变为黄色到深棕色，说明成功地将碳点从

MWCNTs 上剥离下来， 并在溶液中不断聚集。通过蒸馆除去乙脂， 将得到的固体

碳点溶解在水中，透析除去残留的电解质盐。制备的碳点是球形的 ， 直径为 2. 8 士

0.5 nm (图 1-31) ， 具有和石墨烯纳米品一致的品格间距， 展示了依赖于激发波长

的荧光性质。通过扫描电镜 (SEM ) 观察到 MWCNTs 结构的演变，电化学循环

扫描以后 ， MWCNTs 的结构变得蜷曲和松软(图 1-31 ) 。作者认为在电势循环

时，有机的 TBA+离子插入到 MWCNTs 的间隙中，从而打断了缺陷处的管状结构

并释放出碳点。通过实验对该推断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验结果表明，采用

KCl 和 KCI04 作为电解质时，无法制备得到碳点， 当碳布上没有 MWCNTs 时，

也无法合成碳点。

图 1-31 碳点的高分辨率透射电镜 (HRTEM) (a)，原始 MWCNTs 的 SEM 图 (b) ，扫描

100 圈 (c) 和 1000 圈 (d) 后 MWCNTs 的 SEM 图

Figure 1-31. HRTEM images of C-dots (划， SEM images of pristine M飞I\1CNTs (b), M飞I\1CNTs

after 100 cycles (吟， and MWCNTs after 1000 cycle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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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研究小组将电压设置为 3 V ， 以饱和甘隶电极作参比电极， Pt 线作

对电极， 0.1 M NaH2P04 水溶液作电解质 ， 电化学氧化石墨棒制备得到碳点口8] 。

随着氧化时间的延长， 溶液颜色由透明变为深棕色。然后，通过离心除去大尺寸

或聚集的颗粒， 将上层液体分别通过截留分子量为< 5 , 5 - 10, 10 - 30 和> 30 

kDa 的离心过滤装置进行分离。由两个较小截留分子量透析得到的碳点尺寸分别

为1.9 - 0.3 和 3.2 - 0.5 nm o HRTEM 测试结果说明碳点的本质是石墨结构，晶格

间隙为 3.28λ，这和石墨的 ( 002) 晶面一致。制备的碳点荧光性质是尺寸依赖

的， 1.9 和 3.2 nm 碳点的最佳发射峰位置分别为 445 和 510 nm o Chi 课题组也通

过 Pt 线作对电极， Ag/AgCl 作参比电极 ， 石墨棒作工作电极，磷酸缓冲溶液

CpH 7.0) 为电解液， 成功制备得到碳点(图 1-32) [79]。使用-3.0 至+3.0 V 电压

循环扫描时，溶液的初始颜色为黄色最终变为深棕色，和其他课题组报道的一

致。通过截留分子量为 10 kDa 的透析袋进行透析将得到碳点， HR四M 结果说明

纯化后的碳点分别为 2 和 20nm 的球形碳点。

图 1-32 电化学方法从石墨棒中制备具有电致化学发光性质的碳点

Figure 1-32. ElectrochemicaJ productioD of C-dots from a graphite rod, which are capable of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ECL). 

1.5.4燃烧/热分解法

2007 年 ， Mao 课题组报道了燃烧氧化法合成碳点。在合成过程中 ， 烟灰是通

过将铝循或玻璃片放置在燃烧的蜡烛上方得到的[75]。然后 ， 将烟灰和氧化剂混合

并回流 12 h，将颗粒的表面氧化， 冷却、离心或透析提纯后，即可得到碳点。最

后 ， 将碳点通过聚丙烯酌肢凝胶电泳进行分离。 Ray 课题组用硝酸氧化碳黑来制

备碳点，借助混合溶剂(水/乙醇/氯仿)通过高速离心将不同尺寸的碳点分离，

并将其应用于细胞成像(图 1-33) 0 Tian 课题组将燃烧的灰烬在硝酸中回流处理

制备碳点，碳点的平均尺寸为 4.8:!: 0.6 nm ， 晶格间距和石墨碳相一致[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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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荧光碳点的合成及其在细胞成像方面的应用

Figure 1-33. Synthesis of fluorescent C-do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ell imaging. 

Pan 课题组报道了水热法剪裁石墨烯片层，合成蓝色荧光的碳点，制备的碳

点荧光较强 ， 量子产率为 6.9%1871。借助 L-拧棱酸作为碳源，通过简单的水热

法， 可制备出直径为 2.0 nm 左右的荧光碳点[88]。借助水热剪裁的方法， 制备得到

的碳点水溶性好，横向尺寸为 3cm。原子力显微镜 (AFM ) 测试数据表明，滴涂

在云母基底上的碳点厚度为 1.5 - 1.9 nm，说明碳点是由 2-3 层石墨片层组成。

通过将乙二肢囚乙酸盐一步法热解， 制备得到蓝色荧光的碳点 ， 其荧光量子产率

为 3 1 .6 - 40.6%，且荧光发射强烈依赖于溶液的 pH、 溶剂的种类和激发波长[89] n 

Chen 等报道了在 MAPO-44 (Mg 替代的 、 具有菱沸石结构的多孔磷酸铝分

子筛)中 ， 通过热分解处理模板以及负载的有机分子， 制备得到强荧光碳点[90] 。

得到的荧光物质能够被宽范围的紫外光激发， 而且通过改变加热处理的条件， 碳

点的发射波长是可调的。 Wu 等提出了将照糖进行碳化， 高产率地合成了亲水性

碳点[9 1 ]。通过透析处理， 可将绿色荧光的碳点从较大尺寸的碳纳米颗粒中分离出

来。用 PEG2000N表面功能化后 ， 原来不发荧光的碳点发射蓝色荧光。

Peng 等报道了通过酸处理碳纤维， 简便、 一步法合成了表面富含树脂基团的

碳点[92]。有趣的是， 反应的温度不同 ， 制备得到的碳点尺寸不同 ， 而且荧光性质

也有明显的差异(图 1-34 )0 Liu 和 Kang 课题组发现使用混酸处理碳纳米管/石

墨 ， 都能够合成尺寸为 3 - 4 nm 的碳点[93]。在制备过程中 ， 碳纳米管和石墨用混

酸 (H2S04 :HN03 = 3: 1) 进行氧化处理， 回流 24h 后 ， 将混合物缓慢地分散在去

离子水中 ， 过滤除去残留的碳纳米管和石墨。将滤液在去离子水中透析， 除去多

余的混酸， 得到黄褐色的透明碳点溶液， 并且在 365 nm 的紫外光下发射亮黄色

的荧光。该碳点在生理溶液中也相对稳定 ， 在盐溶液、胎牛血清或含有细胞培养

基的胎牛血清中孵育 48 h 后 ， 没有任何的沉淀物出现。实验结果表明 ， 碳点溶液

在室温下能稳定存在一年，不会产生沉淀， 荧光强度没有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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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碳点的光学性质

Figure 1-34. Optical properties of C-dots. 

1.5.5 模板合成法

模板合成法己广泛应用于单分散纳米材料的合成， 包括分子筛、 多孔碳等。

目前，该方法己应用于纳米尺寸碳点的合成。 Li 课题组利用表面活性剂修饰的碳

球作为模板制备碳点，并且能够防止纳米颗粒在高温下聚集[79J 0 Giannelis 课题组

描述了通过热氧化处理离子交换 NaY 沸石合成碳点[761 0 Zhu 课题组报道了使用多

孔硅球作为纳米反应容器，制备合成亲水的碳点[941。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得到

的荧光碳点是单分散的， 具有光稳定性和低毒性。 反应过程如图 1-35 所示， 多孔

硅是利用 N-十六炕基服为表面活性剂，四乙氧基硅皖为前驱体， 氨为催化剂制备

得到的 。 然后，将多孔硅浸在盐和拧橡酸的混合溶液中， 1.段烧除去多孔硅，可制

备得到纳米尺寸的亲水性碳点。该合成方法的关键在于采用多空硅球作为模板，

这不仅将碳点的尺寸分布限制在较窄的范围，而且阻止了纳米尺寸碳点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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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模板法合成荧光碳点

Figure 1-35. Processing diagram for the synthesis of fluorescent C-d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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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微波/超声法

微波/超声技术己成为合成化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Zhu 课题组提出了一种

方便、经济的微波消解路径 ， 合成了具有电致化学发光性能的碳点(图 1-36 ) 

[80J。在合成过程中，将不同浓度的 PEG-200 和糖类加入到蒸馆水中 ， y昆匀后得到

透明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放在功率为 500 W 的微波炉中进行加热。随着反应

时间的延长，溶液颜色逐渐由无色变成深棕色， 成功制备了碳点。 Wang 课题组

报道了一种简便、绿色的微波辅助合成荧光碳点的方法[95]。碳点的制备需要一种

碳水化合物(例如，丙三醇、乙二醇、 葡萄糖和庶糖) 和少量的无机盐， 整个反

应过程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并且不需要表面钝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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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微波消解法合成碳点

Figure 1-36. 岛.ficrowave pyrolysis approach to C-dots. 

1.6 碳点的性质

1瓜1 碳点的结构

如图 1 -37 所示，碳纳米点 C CNDs) 和碳量子点 CGQDs) 的结构不同。

CNDs 由 Sun 课题组首次报道I76l，其形貌近似球形，直径小于 10 nm，尽管也有

些报道提出中空结构的碳点。 CNDs 可能是无定形碳或者由 Sp2碳簇组成的纳米晶

体。研究表明，碳点具有 Sp3 碳组成的类似金刚石的结构。相比之下 ， 由 Pan 课

题组首次合成的荧光 GQDs 具有单层或几层的类石墨烯组成的晶体结构[87] 。 根据

文献报道， GQDs 的横向尺寸最大为 60nmI96l ，通常情况下 GQDs 的尺寸为十几

纳米。 合成的 GQDs 的形貌通常是圆形或椭圆形， 有少量是三角形、正方形和六

边形。 HRTEM 和 XRD 测试结果表明， CNDs 和 GQDs 的面内晶格间距均为 0.18

- 0.24 nm C对应不同的衍射晶面)，层间距为 0.334 nm C 由于官能团的出现间距

可能更大)。和 CNDs 相比， GQDs 通常更小 ， 结晶度更高。通过不同的合成手

段 ， 可以引入各种缺陷 、 杂原子和官能团 ， 明显地改变了纳米点的结构和物理化

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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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CNDs (a , b) 和 GQDs (c , d) 的生吉丰勾和 HRTEM 图

Figure 1-37. Structural depiction and HRTEM image of CNDs 怡， b) and GQDs (c, d). 

1 .6.2 碳点的光学性质

碳点通过有效捕获短波区域的由 c=c 键 πτ*跃迁产生的光子，在紫外光区

(260 - 320 nm ) 有较强的吸收，在长波范围内吸收较弱[97 ] 。 通常 ， CNDs 吸收长

波长的光相对较多 。 和 CNDs 不同 ， GQDs 在 270 - 390 nm 的范围内出现肩峰，

可能是由于 c=o 键的 n-n*跃迁引起的(图 1-38 ) [98) 。 同时，表面钝化和功能化

也能改变碳点的特征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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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GQDs 的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和在紫外光灯下的照片

Figure 1-38. UV adsorption and fluorescence peak of GQDs. 

碳点具有由量子限域效应产生的可调的荧光性质。由于表面的发射缺陷，裸

的碳点的量子产率比较低(通常< 10%)。因此 ， 表面钝化成为提高碳点荧光强度

的必要手段 。 目前 ， 己经合成了发射不同荧光的碳点 ， 荧光颜色从紫外光到红

光， 最常见的是蓝色和绿色荧光。由于碳点制备过程的可控性较差 ， 因此尺寸不日

化学组成不均一 ， 荧光发射光谱较宽，不利于多重荧光成像 。 也正是由于该原

因 ， 碳点具有激发依赖性，例如，随着激发波长的增加，最佳发射峰位置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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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的有机和无机荧光基团相比 ， 碳点的主要优势在于抗光漂白性和优异的光

稳定性。 前者使得碳点能够应用于单分子追踪 ， 后者允许碳点进行长时间的实时

成像。 激光烧灼法制备的碳点照射 4 h 后 ， 荧光强度仅降低了 4.5% ， 然而有机荧

光分子在几分钟内可观察到明显的光漂白现象。 电化学氧化石墨得到的碳点在 Xe

( 8.3 W) 灯持续照射 6h 后 ， 荧光没有明显的变化[77) 。

碳点具有可调的荧光性质的机理目前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 可能是由于即使

在相同合成条件下 ， 单个纳米颗粒之间是不相同的 。 例如 ， 尺寸控制的碳点的

荧光发射原理(小尺寸的碳点由于量子限域效应打断的连续能带 ， 发射短波范围

的荧光)目前还不能通过实验进行证明[991 ， 现在还缺少可控合成结构明确的碳点

的实验条件。 碳点的荧光性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因此探究其的荧光性质具有

很大的挑战性。 理论模型和计算分别精确地考虑每个因素的影响 。 利用密度泛函

理论 (DFf)和时间依赖的 DFf， Sk 等证明了 GQDs 的荧光主要源于共辄的 Sp2

碳结构中 π-电子的量子限域效应， 而且通过改善 GQDs 的尺寸、 边缘结构 、 形

状、 化学官能团、 杂原子和缺陷实现调控(100) 。 如图 1 -39 所示 ， 该工作解释了在

调节 GQDs 的尺寸时 ( 0.46 - 2.31 nm )，由于 开电子离域引起的能带隙降低， 使

GQDs 发射深蓝色到近红外的荧光。 椅型边缘和叽咯 N-掺杂将 GQDs 的荧光发射

蓝移， 而化学功能化和缺陷使 GQDs 的荧光发射红移。 大尺寸和不同类型杂化的

GQDs 的荧光发射是通过分离的 Sp2 区域计算得到的。 使用 DFT 计算 ， Jin 课题组

提出-NH2 基团能够引起能带隙的降低(101) 。 依赖尺寸的 CNDs 的荧光发射也被报

道， 说明量子限域效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CNDs 的荧光更大程度地依赖于表面

态而不是内核的 Sp2 簇。 表面限制的电子和空穴的辐射跃迁是 CNDs 发光的本源

[l021 ， 电子供体和受体均能引起 CNDs 荧光猝灭。 因此， CNDs 的光学性质是由其

表面的发射位点、 非辐射陷阱和量子限域效应之间的竞争作用决定的(1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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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用 TDDFT 理论计算， (a) 随着碳点尺寸的变化和 (b ) 碳点表面一OH 和-COOH 覆
盖情况， 计算出的发射波长

Figure 1-39. (a) Calculated emission wavelength using TDDFT as a function of the diameter of 

zigzag-edged GQDs and (b) the coverage of -OH and - COOH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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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碳点的电致化学发光性质

和半导体量子点类似， 碳点也具有电致化学发光 (ECL ) 的性质。 例如 ， 设

定循环电势为+1.8 到-1.5 V，从电化学氧化石墨得到的碳点具有在 535 nm 处的电

致化学发光的性质[78]。最近， 在含有 0.1 M 四丁基澳化锻 (TBAB) 乙醇溶液中

的碳点具有两个电致化学发光的峰[ 1 04]。峰 l 的产生归因于电化学反应将电子注

射到碳点的导带， 电子跃迁到价带的空穴产生发光。峰 2 是由于碳点和 TBAB 之

间的离子.离子涅灭反应引起的。峰 l 和峰 2 相比， 峰 l 对周围环境更为敏感， 因

此峰 2 更适合用作内标试剂。其机理如图 1-40 所示[78l ， 在循环电势时， 还原态

的碳点 (R- ) 或共反应试剂 (例如 ， K2S208) 被氧化为氧化态碳点 (R勺。还原

剂和氧化剂之间的电子转移涩灭会导致激发态碳点形成 (R* )，在弛豫到基态时

产生电致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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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碳点 ECL 发光的机理图

Figure 1-40. Schematic ilIustration of the ECL mechanisms in C-dots. 

1.7 碳点的相关应用研究

1.7.1 碳点在荧光传感方面的应用

基于碳点荧光信号的增强或减弱 ， 己经成功构建了不同的荧光传感器。 Wang

课题组首次基于 Fe3+选择性地猝灭碳点荧光， 构建了检测 Fe3+的传感器[1 05)0 Fe3+ 

和盼注基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使得碳点荧光猝灭。如图 1 -41 所示， 当向碳点溶液

中加入 Fe3+ ， 碳点溶液的荧光基本上被完全猝灭， 但是相同浓度的其他的金属离

子 (Zn2+ ， Cd2+, Ca2+, Mg2+, Pb2+, Fe缸， Cu2+和 Ru3+ ) 对碳点溶液的荧光没有

明显的影响 。 Fan 课题组提出了一种简单、 有效的传感平台 ， 通过荧光共振能量

转移 (FRET) 机理 ， 实现了高灵敏地检测 2.4.6-三硝基苯 (TNT) [I 06J o TNT 通

过碳点和芳香环之间的 π一π 堆积作用 ， 选择性地吸附在碳点上。吸附的 TNT 通

过分子间的极性 -极性相互作用 ， 强烈地抑制碳点供体到 TNT 受体之间的

F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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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1.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C-dots with and without addition of Fe3
+ ions. 

此外，荧光传感器也被应用于生物样品的检测中。 Yang 等发现碳点的荧光随

着邻苯二盼浓度的增加，荧光不断猝灭[ 107] 。碳点的含氧基团使得碳点和邻苯二

盼之间通过非共价作用(静电作用 、 πτ 堆积或氢键)，发生电子转移，使碳点的

荧光猝灭。 Zhao 课题组借助石墨烯和碳点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 提出了一种新

颖、通用的信号转换策略，实现了人免疫球蛋白 C HIgG ) 的检测[ 108] 。 如图 1-42

所示，以石墨烯为受体，标记碳点的小鼠 IgG 抗体 C mIgG) 为供体，构建免疫传

感器检测 HIgG。将石墨烯加入到标记碳点的 mIgG 溶液中， 二者之间通过 π一π

堆积作用 ， 将碳点拉近石墨烯的表面，从而促进了碳点的荧光猝灭。但是，加入

HIgG 后，由于抗原·抗体的特异性相互作用， HIgG 有效地增大碳点和石墨烯之间

的距离，阻止了能量转移的发生， 使得荧光恢复。

\犁G
建立 c:::::::>

Gr Gr 

~ Human IgG 
G ob --n ~ GQDs 

图 1-42 基于碳点和石墨烯之间的调控，构建通用的免在传感平台

Figure 1-42. Universal immunosensing strategy based on graphene and C-dots. 

1.7.2 碳点在成像方面的应用

碳点的光学性质是使其能够在实际样品中应用的重要因素。 碳点的荧光很强

和毒性很低，能广泛应用于生物科技等领域(例如，成像 ) 0 Peng 等将绿色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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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点和人乳腺癌细胞株 T47D (细胞核用 DAPI 染色， 蓝色荧光)一起孵育，图

1-43 展示了用绿色荧光碳点孵育 4 h 后的 T47D 细胞[则。从相衬图像中可以清晰

地看出 ， T47D 细胞的细胞核被蓝色荧光的 DAPI 染色， 在细胞核的周围聚集了高

对比度的绿色荧光碳点。相衬 (DAPI 和绿色荧光碳点〉处理的细胞图像得到重

叠图片如图 1-43D 所示，说明碳点能够应用于高衬成像。同时， 碳点的激发依赖

性行为能够实现各种可视化检测。 Zhu 等将 MG-63 细胞和溶剂热法制备的碳点混

合，使用不同波长的激发光， 展示了两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成像[ 109]0 Dong 等将人

乳腺癌细胞 MCF-7 和酸氧化得到的绿色荧光碳点一起孵育 4 h ， 在共聚焦激光显

微镜下 ， 调整激发波长为 488 nm 时， 可以观察到绿色荧光。分析结果说明碳点

可以同时标记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这是首次将荧光碳点应用于标记细胞核
[ 110] 

图 1-43 T47D 细胞和绿色荧光碳点一起孵育 4h 后的荧光成像

Figure 1-43. F)uorescent images of ce)J T47D after incubation with green GQDs for 4 h. 

1.7.3 碳点在载药方面的应用

Zhu 等构建了由橄榄油、双层多孔 Ti02 核 、 Fe304 和碳点组成的多功能核壳

式的胶囊结构(1 1 1)。其中 ， 橄榄油是油溶性药物的储存容器 ， Ti02 核用于阻止紫

杉醉的释放， Fe304 和碳点在油核内分别用于磁性分离和荧光成像。而且，胶囊

内的紫杉醇通过超声剌激可以被释放出来，释放过程通过调整重复的超声时间实

现(图 1 -44)。结果证明这些核壳式的胶囊结构在水溶性药物的可控释放和运输

上具有重要作用。 Dai 等报道了纳米石墨烯在载药方面的应用。不溶解的芳香类

药物 SN38 ( 一种有效的拓扑异构酶抑制剂)，通过简单的吸附作用连接在 PEG 功

能化的纳米石墨烯上[门2]。得到的复合物是水熔性的， 能够高效地杀死试管中的癌

细胞。研究发现通过简单的 πτ 堆积物理吸附作用 ， 将负载抗癌药物的纳米石墨

烯功能化抗体， 可用于选择行地杀死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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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随着超声时间延长， 药物释放的示意图

Figure 1-44. Schematic illustration for procedures of sheU cracking until drug release from the 

capsules with increasing ultrasound time. 

1.8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意义

1.8.1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围绕光学传感器进行，结合紫外-可见和分子荧光光谱分析技术，拟

进行以下研究: ( 1 ) 制备性质优异的纳米材料，探究不同的 DNA 结构和纳米材

料相互作用的差异。同时，将信号放大策略和磁性分离技术联用，建立光学 DNA

生物传感器，实现对目标生物分子的高灵敏、特异性检测 。 ( 2) 利用碳点还原制

备金属纳米颗粒 (AuNPs 和 AgNPs) ， 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子和三聚氨肢的识

别 。 同时，探究合成性能优异的碳点的路径，考察水溶液中碳点的光学性质及应

用研究。与此同时， 结合分子荧光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技术，建立监测生物分子

和环境污染物的光学传感器， 并深入探究传感器的检测性能和响应机理。

第二章， 基于 PPi 和 DNA 与 CoOOH 纳米片之间相互作用的差异，实现对

PPi 的(( turn-on "型荧光检测。通过 Zeta 电位对水溶液中 DNA/CoOOH 纳米片复

合物对 PPi 的响应机理进行探讨。 PPi 具有较高的阴离子电荷密度和较小的位阻

作用，因此 PPi 将 CoOOH 纳米片上的 ssDNA 竞争下来，使其荧光恢复， 基于此

原理实现 PPi 的简单、 高灵敏和特异性检测。

第三章 ， 基于 NEase 特异性识别、 剪切 dsDNA 序列，辅助目标 DNA 的不断

循环，实现荧光信号放大，构建新型、超敏的 DNA 传感器。 同时，链酶亲和素

包被的 MNPs 选择性地吸附生物素标记的 DNA，简便的磁性分离后，实现了对

人类 p53 突变基因的检测， 且该传感器具有区分单碱基错配的能力。

第四章，以 Fe304 纳米颗粒为核，在碱性条件下 CpH 8.5 )，在 Fe304 表面自

组装一层聚多巴胶 (PDA ) 膜 ， 制备得到核壳式的 Fe304@PDA NPs。借助电镜和

分子荧光技术，探讨 Fe304@PDA NPs 的结构及其与 DNA 的相互作用。同时 ，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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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目标 DNA 引起的 HCR 进行无酶信号放大，构建用于高灵敏检测目标 DNA 的

荧光传感器。

第五章 ， 利用 DNA 和碳点实现对 AuNPs 的调控 ， 制备出不同形貌和性质的

AuNPs。研究发现 ssDNA 能够吸附在金纳米种子上，而 dsDNA (或 04 结构) 与

金纳米种子的相互作用较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应用于目标 DNA 和蛋白

质的比色检测，为构建普适性的生物传感器提供基础研究。

第六章， 使用碳点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一步法合成 AgNPs。在 AgNPs 的

制备过程中，少量的三聚氨胶引起 AgNPs 聚集，继续增大三聚氨肢的加入量 ，

AgNPs 的合成将会受到抑制。基于此原理， 构建比色、荧光双信号传感平台 ， 实

现牛奶样品中三聚氧肢的检测。

第七章，基于 N 和 P 元素的引入，合成荧光性质优异的 NIP 共掺杂的碳点。

基于分子荧光光谱技术，详细探究 N/P 共掺杂对合成碳点的荧光发射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以碳点为探针，构建快速、高灵敏和特异性检测苦味酸的传感

器。借助实验研究和理论计算，系统地考察苦昧酸引起荧光猝灭的机理。

第八章，通过引入具有高能磷酸化合物 PPi 辅助碳点的合成， 制备得到高量

子产率的碳点。芬顿试剂 (H202 和 Fe2+ ) 有效猝灭碳点的荧光， 且碳点的荧光猝

灭效率与 H202 的浓度呈线性关系。据此原理， 本章以碳点为荧光探针 ， 建立

H202 的检测方法。 同时在葡萄糖氧化酶存在的条件下，该体系实现了对葡萄糖的

快速检测 。 将该方法与医院常用的 GOD-POD 方法进行比较，实现血清样品中葡

萄糖的高灵敏、特异性检测 。

1.8.2 本文的主要研究意义

近年来， 高灵敏、特异性和经济的光学传感器在生化分析和环境检测等领域

应用广泛，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 ， DNA 传感器由于其在包括基因疾病

诊断、 传染性疾病检测和法医样品分析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受到了特别关注。 本

论文基于分子光谱分析技术，从光学传感器出发， 一方面，将信号放大策略和磁

性分离技术联用，借助 DNA 结构和纳米材料相互作用的差异 ， 建立高灵敏、特

异性的 DNA 生物传感器。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杂原子和高能磷酸键，系统地探

究碳点的合成方法 ， 并对碳点在光学传感器领域的相关应用进行探索。这些研究

对 DNA 和荧光碳点的光学传感器的应用和考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1)在 DNA 传感器的构建过程中 ， 和未采用信号放大策略的 DNA 传感器

相比，基于 NEase 或无酶的 HCR 信号放大技术的光学传感平台具备更高的灵敏

度，为建立高敏的 DNA 传感器提供一定的参考。此外，磁性分离技术由于其操

作简单、方便在分离纯化过程中有广泛应用。基于功能化的磁性纳米颗粒实现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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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抑制和信号分离，拓展磁性纳米颗粒的应用，为检测目标生物分子提供新方

法。

( 2 ) 使用碳点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 制备得到金属纳米颗粒( AuNPs 和

AgNPs) ， 并将其应用于构建生物分子和三聚氧胶的光学传感器， 为检测实际样品

中的生物分子和三聚氨胶提供新方法。此外，探究合成碳点的不同方法，考察水

溶液中碳点的光学性质及应用研究，及以其为探针构建快速检测苦味酸、 H202 和

葡萄糖的荧光传感器的探索 ， 为制备新型稳定的荧光材料提供新途径 ， 同时为快

速检测苦味酸、 H202和葡萄糖提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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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于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构建焦磷酸根的

"turn-on"型荧光传感器

2.1 引言

近年来，构建高选择性的焦磷酸根 (PPi ) 的检测方法已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

[1-6]0 PPi 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分子， 参与了三磷酸腺背 ( ATP ) 的水解和聚合酶

催化的 DNA 复制过程17] 0 PPi 含量的检测在实时 DNA 测序技术中至关重要[8，9] 。

PPi 通常出现在血清、 滑液和尿液中，具有阻止钙化的功能[ 10- 1匀。 Ho 课题组报道

了 PPi 在细胞外液中能够抑制起磷灰石的形成[14]。因此 ， PPi 含量的检测在相关

健康问题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到构建的 PPi 检测方法应当简单、灵敏 ，

目前荧光和比色传感器己广泛应用于检测 PPi[ 1归"。其中 ， PPi 传感器通过使用

有机荧光探针， 提出了基于金属离子复合物的 PPi 检测方法， 部分 PPi 荧光传感

器己应用于细胞内 PPi 的成像研究。但是， 有机荧光探针的合成通常复杂并且耗

时， 其中一些甚至不能适用于水溶液中 ， 这极大地限制了它们在实际样品中的应

用。

近期， 控基氧化钻 (CoOOH ) 纳米片作为一种过渡金属氧化物 ， 出现在研究

者的视野里。 CoOOH 纳米片具有层状的结构，并且在光电化学、超级电容器和

电催化等领域应用广泛[20-23] 0 Huang 等报道了通过对 Co(OH)2纳米片进行氧化和

剥离 ， 即可制备得到 CoOOH 纳米片。由于 CoOOH 纳米片的制备过程十分简

单，这使得它的相关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 CoOOH 纳米片呈电负性，和一些荧

光纳米材料通过静电作用相互吸引，使荧光物质的荧光由于能量转移被猝灭。基

于抗坏血酸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自发的特殊反应，实现了对抗坏血酸的传感和

细胞成像[24-27J。此外， Cen 等利用 CoOOH 纳米片与 ssDNA 和 dsDNA 的相互作

用的异异 ， 提出了目标 DNA 的检测方法[28，29]。目前， 慕于 DNA-CoOOH 纳米

片 ， 通过竞争作用检测 PPi 的方法还未被报道。

本章中，利用 PPi 和 DNA 与 CoOOH 纳米片的竞争作用，提出了" turn-on " 

型荧光传感器用于 PPi 的检测。当标记有竣基荧光素 (FAM ) 的 ssDNA 吸附在

CoOOH 纳米片上时，荧光信号降低。加入目标物 PPi 时， PPi 将 CoOOH 纳米片

上的 ssDNA 竞争下来， 因此荧光恢复。该检测体系操作简单， 并且能够在 1 h 内

完成 ， 为 PPi 的快速检测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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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东京)用于记录荧光光谱 ， 其光源为

150 W 的缸灯，电倍增管电压为 400 V ， 狭缝宽均为 10 nm。 荧光发射光谱是在

激发光为 490nm 的条件下得到的 ， 其发射峰的位置在 518 nm 处 。 UV-2450 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用于记录吸收光谱。 Tecnai G2 F20 场发射透射电

子显微镜(美国 ， FEI) 用于获取 HRTEM 图片，其工作电压为 200 kV 。 布鲁克

IFS113v 分光仪(德国 ， 卡尔斯鲁厄〉用于记录 FT-IR 光谱。 Zetasizer 1、Jano-ZS

(英国，马尔文)用于测量 Zeta 电势。

2.2.2 试剂

HPLC 纯化的 DNA 寡核昔酸 (F-DNA: Y-FAM-GGAAGGAAAAACGTTGG-

3' )、 单磷酸腺背 (AMP ) 、 二磷酸腺背 (ADP ) 、 三磷酸腺背 (ATP )、腺嘿岭

( A ) 和胸腺略呢 (T ) ， 均购买于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三控甲

基氨基甲炕 (Tris)、甘氨酸 (Gly ) 和丙氨酸 (Ala) 均购买于阿拉丁试剂有限公

司(中国，上海)。葡萄糖 (Glu ) 和果糖 (Fru ) 购买于 Sigma-Aldrich 公司(德

国 ， 布克斯) 0 P20 7 4- ~ H2P04- 、 HPol- 、 P043- ~ HC03- 、 C032- 、 S042- 、 S2- ~ 

N03- 、 Ac-和 cr的水溶液是分别从 N~P207 、 NaH2P04.2H20 、 Na2HP04.2H20、

Na3P04. 12H20、 NaHC03 、 Na2C03 、 Na2S04 、 Na2S 、 NaN03 、 NaAc 矛日 NaCl 中市IJ

备的。 Na+ 、 K+ 、 Mg2+ 、 Ca2+ 、 Cu2+和 Zn2+ 的水溶液是分别从 1、JaCI 、 KCI 、

MgCh.6H20、 CaCh.2H20、 Cu(N03)2.3H20 和 Zn(N03)2.6H20 中制备得到的。上

述无机盐均为分析纯级别， 购买于科龙化工试剂厂(中国 ， 成都〉。实验用水均

为 18.2 MQ cm 的超纯水。

2.2.3 CoOOH 纳米片的制备

CoOOH 纳米片是根据文献报道的方法合成的[28] 。首先，将 NaOH ( 250 

μL， l.0 M) 和 CO(N03)2 溶液 ( l.0 mL, 10 mM) 混匀 。 超声 1 min 后，向其中

加入 NaCIO 溶液 (50 μL， 0.9 M) 。 然后 ， 超声 10 min ， 将得到的纳米片通过离

心清洗 3 次 ， 并最终分散在 2mL 的超纯水中。

2.2.4 荧光法检测 PPi

首先 ， 将 7.5μL F-DNA 溶液 (5μM) 加入到 470μL Tris-HCl 缓冲溶液(10

mM , pH 7.4)中 。 然后，向上述溶液中加入 7.5μL CoOOH 纳米片 ( 0.25 mg mL' 

1 )和 10μLMgCh溶液 ( 0.5 M ) ， 并在室温下反应 15 min 。 然后 ， 向其中加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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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L 不同浓度的 PPi，在室温下孵育 30 min。最终，在激发和发射波长分别为 490

和 518 nm 的条件下， 记录得到的溶液的荧光光谱。

2.2.5 血清中 PPi 的测定

人血清样品取自于西南大学校医院的健康志愿者。首先，将新鲜血样在室温

下静止 2h ， 3000 rmp 转速下离心 10 min 后取上层清液，再用截留分子量为 5

KDa 的超滤管将上层清液于 3000 rmp 下离心 30 min ， 取出滤液进行分析。取血

清样品 50μL 加入到 7.5μL F-DNA 溶液 (5μM ) 和 420μL Tris-HCl 缓冲溶液

( 10 mM , pH 7 .4)中 ， 其余步骤与实验 2.2.4 相同。

2.3 结果与讨论

2.3.1 CoOOH 纳米片的表征

CoOOH 纳米片的形貌和光学性质如图 2- 1 所示。根据文献报道的方法[坝，

CoOOH 纳米片是通过对 Co(OH)2纳米片进行氧化和剥离得到的。如阁 2-1 A 所

示 ， 制备的 CoOOH 是片层的 ， 与之前文献中报道的一致(28) 。如图 2- 1B 的

HRTEM 图所示，其品格为 0.225 nm 左右 ， 与报道的 CoOOH 纳米片的 (012 ) 晶

面相一致[30]。此外 ， CoOOH 纳米片在接近 390 nm 处有吸收峰， 和 CO(N03h 的

吸收峰相比是明显蓝移的(图 2- 1C )。如图 2- 1D 所示 ， CoOOH 纳米片在 3430

cm- I 处的吸收带是经基 (-OH ) 的伸缩振动引起的， 1632 cm- I 处的吸收峰是 Co一

0 双键引起的， 582 cm-' 处的吸收峰可归因于 Co-O 键的振动[31 ，32J 。

2.3.2 实验原理及可行性分析

在本章中 ， 基于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 构建了 PPi 的(( turn-on " 型荧

光传感器。 如图 2-2 所示， FAM 标记的 ssDNA ( F-DNA) 在 Tris-HCl 缓冲溶液

中发射强烈荧光。加入 CoOOH 纳米片后， F-DNA 和 CoOOH 纳米片发生相互作

用，使得荧光猝灭。当将 PPi 加入到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时，溶液的荧光

逐渐恢复。 随着加入 PPi 的量的增加，荧光不断增强。

接着，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探究。如图 2-3A 所示， F-DNA 溶液的荧光

较强(曲线 a)。加入 CoOOH 纳米片后 ， 荧光有明显的降低， 猝灭效率高达 96%

(曲线 b )。但是 ， 我们发现将单独的荧光素加入到 CoOOH 纳米片后 ， 荧光素的

荧光没有被明显地猝灭(图 2-3B ) 。 因此 ssDNA 在 F-DNA 和 CoOOH 纳米片的

相互作用中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探究 DNA 和 CoOOH 纳米片产生相互作用的

主要因素， 我们测量了 CoOOH 纳米片在加入 DNA 前后的 Zeta 电势。 CoOOH 纳

米片(18 .75μg mC' ) 的电势为+34 mV，加入 F-DNA (375μM) 后， CoOOH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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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片的电势为- 17 .1 mV 。 因此， 我们推测 F-DNA 通过鸟嗦岭上的 N7 原子和带负

电的磷酸骨架和带正电的 CoOOH 纳米片相互作用[27 ，33) 。 如图 2-4 所示 ， CoOOH 

纳米片的吸收光谱和 F-DNA 的荧光发射光谱有较大程度的重叠， 使得 F-DNA 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的能量转移发生。当 F-DNA 吸附在 CoOOH 纳米片上时，

FAM 通过静电作用或者其他能量弛豫把激发态的能量转移，而导致荧光猝灭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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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CoOOH 纳米片的 TEM (A) 和 HRTEM 图 (B); (C) CoOOH 纳米片水溶液 (0.25

mg mL-1，曲线 i) 和 Co(N03h (10 mM，曲线 ii) 的吸收光谱，插图为 CoOOH 纳米片水

溶液的照片; (D) CoOOH 纳米片的 FT-IR 吸收光谱

Figure 2-1. TEM (A) and HRTEM (B) image of CoOOH nanoflakes. (C) Absorption spectra of 

aqueous solutions of CoOOH nanoflakes (0.25 mg mL-t, curve i) and Co(N03)z (10 mM, curve 

ii). Inset is the photograph of CoOOH solution. (D) FT-IR spectrum of CoOOH nanof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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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基于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构建焦磷酸根的"阳rn-on"型荧光传感器的示意图

Figure 2-2. Th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PPi based on DNA-attached CoOOH nanoflakes. 

当 F-DNA 不存在时，向 CoOOH 纳米片中加入 PPi ( 50μM ) ， CoOOH 纳米

片是带负电的 (Zeta 电势 : -5.13 mV ) ， 说明 PPi 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存在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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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将 PPi 加入到 F-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中，荧光有明显恢复。根据己

有文献的报道 [ 1 8，37 ，38) ， PPi 的四个 O-P 键中氧原子的总阴离子电荷密度比 DNA

中磷酸骨架中 。一P 键中氧原子的总阴离子电荷密度要大的多，使得 PPi 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强。 因此， 加入 PPi 时， PPi 和 CoOOH 纳米片

相结合，使纳米片表面吸附的 F-DNA 释放出来，荧光恢复。基于以上原理，构

建了检测 PPj 的 "turn-on" 型荧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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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A) 样品的荧光光谱: F-DNA (a) , F-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 (b) 以及 F

DNA/CoOOH 纳米片和 PPi (c); (B) 加入 CoOOH 纳米片前后荧光素溶液的荧光光谱

Figure 2-3.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F -DNA (时， F-DNA/CoOOH nanoflakes (b), and F

DNA/CoOOH nanot1akes with PPi added (c). Concentrations: F-DNA (75μM)， CoOOH 

nanoflakes (3.75μgmι巧， PPi (50μM). (B)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fluorescein with and 

without CoOOH nanot1akes. Concentrations: t1uorescein (10μM)， CoOOH nanof1akes (3.75μg 

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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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CoOOH 纳米片的吸收光谱和 F-DNA 的荧光发射光谱

Figure 2-4.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of CoOOH nanoflakes and f1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um ofF-DNA. Concentrations: CoOOH nanof1akes (3.75μg mL-l), F-DNA (75μM). 

2.3.3 灵敏度和选择性

为了得到优化的检测条件，对 CoOOH 纳米片的浓度和加入 PPi 后的反应时

间分别进行了探究。 如图 2-5 所示 ， 当 CoOOH 纳米片的浓度为 4μg mL- 1 时 ， 背

景荧光信号最弱 ， 加入 PPi 后 ， 反应进行 30 min 后 ， 荧光信号恢复到最大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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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最终选用 3.75μg mL.1 CoOOH 纳米片和 30 min 反应时间进行后续试验。在

优化的条件下，进一步探究了该荧光传感器对不同浓度的 PPi 的响应。如图 2-6A

所示 ， 随着 PPi 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不断增加。荧光强度比值 (F1Fo) 与 PPi

浓度在 0-10 和 10- 50μM 的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 Fo和 F分别代表加入

PPi 前和加入 PPi 后溶液的荧光强度。基于 3σ/斜率规则 (σ 为 11 个空白样品的标

准偏差)，计算得出检出限为 0.3 11M ， 与己报道的方法具有可比性(表 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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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A ) 不同浓度的 CoOOH 纳米片对 F-DNA (75μM) 的荧光强度的影响 ; (B) PPi 

传感体系中反应时间的影晌

Figure 2-5. (A)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F -DNA (75μM) with the addi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OOH nanoflakes. (B) Time-dependent fluorescence responses of F

DNA/CoOOH nanoflakes system with the addition o.f PPi. Concentrations: F -DNA (75μM)， 

CoOOH nanoflakes (3.75μg mL.\ and PPi ( 10μM). 

表 2-1 不同的荧光传感平台检测 PPi 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2-1 Summary of different fluorescent PPi assays. 

Probe Detection limit (μM) Linear range (μM) Ref. 

Oinuclear Zn2
+ complex [3] 

Gold nanoparticles 0.13 - 1300 [18] 

Rhodamine derivative 7.3 。 - 400 [19] 

FAM-labelled DNA 0.076 0.2-4 [27] 

Al(QS)2Cf 0.023 0.16 - 10 [38] 

FAM-labelled DNA 0.04 0.4 - 40 [39] 

Tetraphenylethylene moiety 0.9 。 -60 [40] 

This 
FAM-labelled DNA 0.3 。 - 10 

work 
。 Al(QS)2C1 : bis(8-hydroxy quinoline-5-so1phonate) chloride aluminum (III) 

。 Al(QShCl: 二(8芋圣基嗤琳 5-磺酸盐)氯化铝(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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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实际样品分析

为了考察该传感器对 PPi 的选择性，探究了潜在干扰物质的信号响应，包括

含磷酸基团的化合物、 部分阴离子、生物相关的金属离子和生物分子。结果如图

2-6B 所示， 表明上述物质均不会影响 PPi 的检测。我们推测 PPi 的高的阴离子电

荷密度使其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存在强的相互作用。而且， PPi 的位阻作用较

弱，容易接触到 F-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的表面(17)。该荧光传感平台的高选

择性使其具备在实际样品中应用的潜能。为了证实该体系能够应用于实际样品检

测，选用稀释 10 倍的人血清样品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在血清样品中未检测到

PPi ， 将不同浓度的 PPi 标准品加入到人血清样品中。如表 2-2 所示，样品的回收

率为 93 - 100% ， 标准偏差为 2.4 - 4.8%。这些数据均说明该 PPi 传感器在复杂基

质中具有潜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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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A) 含有不同浓度的 PPi 的 F-DNA/CoOOH 纳米片溶液的荧光发射光谱，插图为相

对荧光强度对 PPi 浓度的线'性晌应; (B) 该 PPi 传感器的选择性

Figure 2-6. (A)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F-DNAICoOOH nanoflakes system with 

different PPi concentrations (from bottom to top: 0, 1, 2, 3, 4, 6, 8, 10, 20, 30, 40, and 50μM). 

Concentration-dependent Iinear responses from 0 to 10μM and from 10 to 50μM (inset). (B) 

Relativ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F/Fo) of the system in the presence of PPi and other potential 

interferen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PPi and potential interferents were all 10μ民tI.

Concentrations: F-DNA (75μM) and CoOOH nanoflakes (3.75μg mL-1). 

表 2-2 血清样品中检测 PPi

Table 2-2. Application of PPi detection in diluted human serum samples (n = 5). 

Sample 

serum 

Added (μM) 

5 

10 

30 

Found (μM) 

4.67 

9.65 

30.14 

Recovery (%) 

Diluted human 93 

96 

100 

RSD (%) 

4.8 

3.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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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结论

在本章中 ， 设计了 (( turn-on" 型荧光传感器用于高灵敏、 高选择性的 PPi 检

测。 和 ssDNA 相比 ， PPi 展示了较强的和 CoOOH 纳米片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

竞争作用引起的荧光强度恢复， 实现了对 PPi 的检测 。 此外，还分析了有利于

PPi 和 CoOOH 纳米片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由于 PPi 的高的阴离子电荷密度和弱

的位阻作用，使该检测体系具有高的特异性， 并且能够初步应用于复杂样品。该

工作证明了 DNA/CoOOH 纳米片复合物为 PPi 的快速检测提供高效的传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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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基于切刻内切酶和磁性纳米颗粒构建突变 DNA 标志

物的荧光传感器

3.1 引言

目前，为了建立高灵敏的分析检测方法，在荧光传感器的构建过程中通常采

用降低背景信号和放大目标引起的信号这两种策略(lJ。在降低背景信号策略中，

一些普遍存在的纳米材料(氧化石墨烯 ( GO) 、 碳纳米管 (CNTs)、金纳米颗粒

( AuNPs) 等〉己经被用作猝灭剂来降低荧光背景信号[2-5) 。 例如， Chu 课题组利

用氧化石墨烯猝灭标记在 DNA 上的荧光物质的荧光， 实现了对目标 DNA 的检测

(2)。尽管上述方法能一定程度地降低荧光背景信号 ， 但是不能较为完全地消除背

景信号。 近年来， 借助磁性纳米颗粒 (MNPs) 的磁性分离手段由于其彻底的分

离过程和简单方便的操作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此外，通过将 MNPs 的表

面进行功能化，实现了其对不同待分析物的选择性吸附IHL 例如， Gao 课题组利

用链酶亲和素包裹的 MNPs 通过链酶亲和生物素的特异作用实现对生物素标记

DNA 的分离(7) 。 但是，不足的是由于 MNPs 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容易发生聚集，

使得反应不能在均相体系中进行， 这极大地降低了反应过程的效率。

与此同时，建立灵敏检测低浓度目标 DNA 的方法在疾病筛查、临床诊断、

食品安全监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9-11) 。 近年来，采用信号放大策略的 DNA 检

测技术通过借助酶、纳米材料、生物条形码等物质展现了在 DNA 检测领域的新

希望， 并成为检测微量 DNA 的新技术[ 1 2-18J。传统的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 通

过借助酶放大扩增特定的 DNA 序列，因此能够使微量的 DNA 得到大幅增加， 实

现高灵敏度地检测目标 DNA[19-2 1 ] 。但是 ， 由于传统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所需的仪

器设备相对复杂 、 昂贵 ， 操作过程繁琐，这些缺点使其在资源短缺地域的应用受

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最近， 一些可替代的放大策略被广泛用于目标 DNA 的检

测，例如滚环扩增 ， 连接酶链式反应，链置换技术，杂交链反应和借助剪切酶的

放大手段[22471 0 和外切酶 III 相比，切刻内切酶 (NEase) 是一种 DNA 循环放大

过程中使用的酶，实现高灵敏度检测 目标物的同时不会将整段 DNA 序列水解。

NEase 通过识别 DNA 结构的特异位点进行剪切 ， 剪切后的 DNA 片段能进行下一

个反应[27]。基于上述优点， NEase 被广泛应用于对不同目标物的检测中 。

本章结合 MNPs 的高效分离和 NEase 辅助的等温循环放大技术实现了荧光法

检测突变 DNA 标志物。据报道， p53 基因作为人机体中重要的抑癌基因之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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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肿瘤细胞增长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其基因突

变可能预示机体健康状况的恶化， 甚至是肿瘤的形成， 因此， 检测突变 p53 基因

在肿瘤的早起珍断等方面意义重大。在本章中，突变 p53 基囚和发夹 DNA 探辛 |

的环部杂交互补配对形成 dsDNAo NEase 识别该 dsDNA 上的特异性位点并进行

剪切， 同时引发目标 DNA 的循环放大，生成大量被剪切的 DNA 片段。和传统的

目标与信号 1: 1 化学计量比的方法相比，该传感体系借助酶对探针的特异性作

用得到扩增的荧光信号。 此外，链酶亲和素包裹的磁珠通过链酶亲和素-生物素的

特异作用吸附标记有生物素的 DNA 序列，包括剪切后的 DNA 片段和完整的发夹

DNA 探针，使背景信号大大降低， 基于此原理实现了突变 DNA 标志物的高灵敏

检测。

3.2 实验部分

3.2.1 仪器

日立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本，东京)用来记录荧光光谱和荧光强度，

其光源为 150 W 假灯光， 电倍增管电压为 400 V ， 狭缝宽均为 10 nm。荧光发射

光谱是在设置荧光仪激发光为 485 nm 的条件下收集 505 - 630 nm 的荧光光谱得

到的。快速混匀装置(中国，常州 ， 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用于充分混匀溶

液。 pHS-3C pH 计(中国，上海，上海分析仪器厂〉用来调节溶液的 pH 值。

3.2.2 试剂

链酶亲和素包裹的磁珠(直径 1μm， 10 mg mL- 1 ) 购于郑州|英诺高科有限公

司(中国，郑州1 )。切刻内切酶 NtAlwI ( 10 U mL-1 ， 能够识别双链 DNA 中的 5' 

GGATC-3、序列〉和 10 x 的 CutSmart™缓冲溶液 ( 20 mM Tris-HAc , 50 mM 

KAc , 10 mM MgAc2' 100 mg mL- 1 牛血清白蛋白 (BSA) ， pH 7_9) 均购子 NEB

公司(中国 ， 北京〉 。 本章中用到的另一种缓冲溶液为 10 mM Tris-HCl 缓冲 (50

mM NaCl, 10 mM MgCh, pH 7.9) 。 如表 3-1 所示 ， HPLC 纯化的 DNA序列均由

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合成、纯化和标记的。发夹 DNA 探针使

用前做如下处理 : 在 90 0C 下加热 5 min ， 缓慢冷却到室温， 备用 。 其他实验涉及

的试剂和化学品均为分析纯级别， 实验用水均为 18.2 MQ cm 的超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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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该实验中使用的 DNA 序列

Table 3-1. Sequence of oligomers used in this study. 

Oligonucleotide 

Hairpin capture probe (HP) 

Mutant human p53 gene target (T) 

Single-base mismatched s巳quenceσ 1 )

Three-base mjsmatched sequence (T3) 

Five-base mismatched sequence (T5) 

Non-complementary sequence (nDNA) 

Sequence (5'to 3') desαiption II 

biotin-CCA CGGGA TC 

TGAC•TGTCGTGG-FITC 

ACAGTCAGATCC 

ACAGTCAAATCC 

GCAGTCTGAACC 

GCATTCTGAGCT 

GGTTCTGACAGA 

。 The HP contains three functional regions: (1) two italic parts at the ends represent the 

complementary sequences of the stem arm; (2) the bold sequence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target 

DNA; (3) 豆豆生工豆 is the recognition sequence of Nt.AlwI enzyme, and the arrow indicates the 

nicking position. 

注: 发夹 DNA 探针包含三段功能区域: ( 1 ) 两端斜体字母代表发夹 DNA 探针互补配对的

颈部 ; ( 2) 加粗字体序列代表与 目标 DNA 杂交互补配对的部分 ; (3) 豆豆ATC 的序列是

NEase 识别的部分，箭头处代表切割位点 。

3.2.3 检测目标 DNA

实验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步骤: 均相的酶辅助的信号放大和借助链酶亲

和素-生物素体系的基于固相的磁性分离操作。借助 NEase 的 目标 DNA 循环放大

过程操作如下:将 4μL 10 X CutSmart™缓冲溶液， 3.5μL 发夹 DNA 探针和 5μL

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混匀 ， 用超纯水稀释到总体积为 40μL， 将得到的溶液在

45 0C 水热反应 30 min o 然后，向其中加入切刻内切酶 Nt.AlwI ( 10μL. 0.3 UμL-

1) 并在 45 0C 继续反应 90 min。上述 50μL反应溶液中包含 0.7μM HP , 0.06 U 

mL-
1 Nt.AlwI 酶 ， 1 X CutSmart™缓冲溶液以及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其后 ， 生

物紊标记的 DNA 序列可以通过链酶亲和素·生物素相互作用进行磁性分离 。

MNPs 在使用前需要简单的清洗操作: 将 20μL 10 mg mL- 1 的 MNPs 用 200μL 10 

mM Tris-HCl 缓冲溶液清洗三遍， 除去原溶液里的保护剂，将清洗后的 MNPs 分

散在 450μL 10 mM Tris-HCl 缓冲溶液中备用 。 最后 ， 将 NEase 消解后的产物和

处理好的 MNPs 混匀并在黑暗环境中不断轻微震荡并孵育 30 min ， 然后进行磁性

分离，并用荧光仪记录所得上清液的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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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与讨论

3.3.1 实验原理

图 3- 1 展示了基于 MNPs 和 NEase 辅助信号放大检测突变 p53 标志物的实验

原理。 切刻内切酶 Nt.AlwI 能够特异性识别 ds])NA 中的 5' -GGATC-3、/3' -CCTAG

f序列，并在 5' -GGATC-3、序列后的第四个碱基处将 DNA 剪断，使得该体系荧光

信号放大。在实验中 ， 我们首先设计一条发夹 DNA 探针 ， 该发夹探针包含能够

被切刻内切酶 Nt.AlwI 识别的 5'-GGATC-3、序列，并在其 5、和 3、端分别标记有生

物素和异硫氨酸荧光素 (FAM )。当目标 DNA 存在时 ， 目标 DNA 和发夹 DNA

的环部发生互补配对 ， 形成 dsDNA。当 NEase 存在时， 酶能够识别 dsDNA 并在

特异性位点剪切，被剪切后的 dsDNA 由于其稳定性降低将解旋成三段单链

DNA，即生物素标记的单链 DNA ， FAM 标记的单链 DNA 以及目标 DNA。解旋

后的目标 DNA 将进入下一个反应，实现荧光信号的循环放大。为了区别检测反

应后的 DNA 探针，借助链酶亲和素-生物素的特异作用提出一种基于固相的分离

技术。当向酶反应产物中加入链酶亲和素包被的 MNPs 后 ， MNPs 能够吸附生物

素标记的 DNA 序列 。 因此 ， 磁性分离后得到的清液中存在大量剪切后的 FAM 标

记的 DNA 片段，溶液发射出较强的荧光。当目标 DNA 不存在时，酶引起的剪切

和信号循环放大过程将不能发生， 因此向其中加入链酶亲和素包被的 MNPs ， 完

整的发夹 DNA 探针将被吸附，磁性分离后所得溶液的荧光较弱。 基于此原理，

实现对了目标 DNA 的灵敏性检测。

俨……………哇

!F i 

k j 
Solll t ion 

Rccycling 

图 3-1. 基于 MNPs 和 NEase 辅助信号放大检测突变 p53 标志物的示意图

阳↑

Figure 3-1 Schematic iIlustration of sensitive detection of mutant DNA biomarkers based on 

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s) and nicking endonuclease assisted signal a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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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传感器的影响因素

为了得到检测目标 DNA 的最佳条件，探究了不同因素对荧光信号增加百分

比 (FIF，。一 1 )的影响 ， Fo和 F分别代表了加入目标 DNA 前和加入目标 DNA 后

溶液的荧光强度。在该实验体系中 ， 较高的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有利于提高检测

目标 DNA 的灵敏度。首先， 我们探究了不同浓度的 NEase 的影响。 如图 3-2A 所

示 ， 荧光强度增加百分比随着酶浓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大，当酶浓度达到 0.06 U 

μL- 1 时，其荧光强度增加百分比达到最大值， 并且随着酶浓度的继续增加没有明

显的增长。 因此， 在后续的实验过程中选用 0.06UμL- 1 NEase 。

为了实现对 目标 DNA 的灵敏检测，实验进一步对体系中 NEase 的反应时间

进行了考察。 在固定酶浓度为 0.06 UμL- 1 的条件下， 对酶催化反应所需的时间和

传感体系的稳定时间进行了探究。 如图 3-2B 所示 ， 不同的孵育时间对荧光强度

增加百分比的影响趋势和酶浓度的相似，荧光强度增加百分比随着孵育时间的延

长不断增大，并在 90 min 后趋于稳定。因此， 在 DNA 传感休系中选用 90 min 为

最佳反应时间。与此同时， 酶的合适的孵育温度对保证酶的活性和剪切效率至关

重要。接着， 考察了不同的孵育温度 (35 - 60 OC ) 对检测目标 DNA 的影响。 如

图 3-2C 所示， 荧光强度增加百分比随着反应混度的增加，先升高再降低并在 45

Oc 时达到最大值， 因此最终选择 45 0C 为该体系的反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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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不同的切刻内切酶浓度 (A) ，反应时间 (B) 和温度 (C) 对荧光信号增强百分比的

影晌;浓度: MNPs (0.4 mg mι勺，发央 DNA (70 nM) , NEase 浓度 (0.06 U nι.1 )和目

标 DNA (8 pM) 

Figure 3-2. Effect of Nt.AlwI enzyme concentration (CNt.AlwI, A), incubation time (B) and 

temperature (C) on fluorescence signal increase percentage (F/Fo - 1). Concentrations: MNPs 

(0.4 mg mL-'), hairpin DNA (70 nM), the mutant target DNA (8 pM), and Nt.AlwI enzyme 

(0.06 U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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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传感器的灵敏度

考虑到建立的荧光传感器对目标 DNA 有较好的响应 ， 首先对该体系用于检

测突变 p53 标志物的可行性进行了探究。如图 3-3A 的荧光光谱所示 ， 当目标

DNA 不存在时， 所得溶液荧光强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 在 525 nm 处的荧光强

度对目标 DNA 有较强的响应， 且随着目标 DNA 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逐渐增强。

如图 3-3B 所示，荧光强度和目标 DNA 浓度在 1 - 20 pM 范围内呈现较好的线性

关系。拟合所得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F = 3.174C + 27.33 ， 相关系数为 R2 为

0.9965 , F 为样品在 525 nm 处的荧光强度， C 为目标 DNA 的浓度。基于 3σ/斜率

规则，计算所得该方法的检出限为 198 部4。通过和其他借助磁性分离策略的

DNA 检测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表 3-2 )。总结该传感器的高灵

敏度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 首先，均相的反应大大降低了表面抑制效应并增

加了分子间相互碰撞的几率; 其次 ， 在液相环境的均相反应条件为 Nease 引起的

信号放大提供了空间[37-39)。而且，通过重复测定 6 组含有 8 pM 目标 DNA 的样

品 ， 得到样品间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3.8%，证实该体系有较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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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A) 不同浓度的突变目标 DNA 基因对应的荧光发射光谱; (B) 荧光强度和突变目

标 DNA 的浓度的线'性关系图

Figure 3-3. (A) Fluorescence (FL) emission spectra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utant target DNA gene (curves a-i). (B) A plot of f1uorescence intensity against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mutant target DNA. Concentrations: MNPs (0.4 mg mL.1
) , hairpin DNA 

(70 nM), Nt.AlwI (0.06 U mL.1) and the mutant target DNA (a一i : 0, 1, 2, S, 8, 1S, 20, 30, SO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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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借助 MNPs 检测目标 DNA 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3-2. Summary of different methods using the magnetic nanoparticles strategy. 

Method Detection limit (pM) Linear range (pM) Ref. 

Giant magnetoresistive biochip 10 / [28] 

Bio-biocode 10 - 100 [6] 

Fluorescence 100 780 - 2500 [29] 

Colorimetry 10 [30] 

Colorimetry 0.05 0.05 - 5 [31] 

Electrochemistry 1.55 44 - 2000 [32] 

Flow cytometry 3.2 / [33] 

Flow cytometry 0.5 1 - 3000 [34] 

Electrochemi luminescence 0.0032 0.01 - 10 [35] 

SERS 10 10 - 10000 [36] 

This 
Fluorescence 0. 198 1 -20 

work 

3.3.4 传感器的选择性

该实验通过测量五种不同序列的 DNA 引起的荧光信号增强百分比， 考察荧

光法检测目标 DNA 的选择性。实验使用的 DNA 序列主要有: 完全互补 DNA 序

列 (T ) ， 单碱基错配序列 (Tl ) ， 三碱基错配序列 ( T3) ， 五碱基错配序列

(T5) 和完全错配的 DNA 序列 (nDNA) 。如图 3-4 所示 ， 当向体系加入目标物

T 后，所得溶液的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最高。当向其中加入单碱基错配序列，所

得溶液的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较低，说明该方法能够一定程度地区分单碱基锚

配。三碱基错配和五碱基错配序列引起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都比完全错配的 DNA

序列的高一些， 但总体来说， 这三种 DNA 序列引起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远远低

于完全互补的目标 DNA 。 分析结果说明借助发夹 DNA 为探针， 该传感体系对潜

在的干扰序列具有较好的选择性， 展示了其在复杂样品中的应用前景。

3.3.5 实际样品分析

为了探究该检测方法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的临床样品中，选用人血清作为复

杂基质对其进行探究。将人血清用 1 X CutSmart™缓冲溶液稀释， 得到 0.2%的人

血清样品。考虑到血清样品中不存在目标物突变 p53 基因，对人血清样品中进行

加标回收率实验 。 分别向血清样品中加入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2 , 8, 15 

pM )，其检测结果如图 3-5 所示。在 1 X CutSmart™缓冲溶液和稀释后的人血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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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 ， 该传感器对三种不同浓度目标 DNA 的响应相接近。计算所得的加标回收

率为 108 + 4.8%, 110 + 1.2%和 98 + 3 .4% ， 分别对应 2， 8 和 15 pM 的目标

DNA。上述结果证明 ， 构建的 DNA 传感器具有较大的自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

究其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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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ì衷方法对目标 DNA 的选择性探究

Tl T3 T5 nDNA 

Figure 3-4. Specificity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target DNA against 

mismatched DNA sequences. T, T1, T3, T5, and nDNA represent the perfectly complementary 

sequence, single-base mismatched sequence, tbree-base mismatched sequence, five-base 

mismatched sequence, and non-complementary DNA sequence, respectively.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aod otber mismatcbed DNA were aU 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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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在缓冲溶液和血清样晶中，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引起的荧光信号增加百分比

Figure 3-5. Fluorescence signal iocrease perceotage (FIFo - 1) of the sensor for differeot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2, 8, and 15 pM) in 1x CutSmart™ Buffer and serum sampl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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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论

本章通过均相中酶辅助信号循环放大和基于固相的磁性分离技术， 实现了对

目标物突变 p53 基因的检测。该方法结合 MNPs 简便的分离过程和 NEase 辅助的

信号放大策略 ， 操作过程简单方便并且灵敏度很高(检出限为 198 pM)。同时，

建立的该传感器能够将单碱基错配序列从完全互补的目标物 DNA 中区分出来 ，

展示了较好的选择性。尽管在该工作中 ， 仅仅检测了突变 p53 基因 ， 但是通过改

变探针的设计， 该方法也能够延伸到其他 ONA 序列的检测中 ， 具有一定的普适

性。而且， 该传感系统己初步应用于人血清样品 中， 在疾病相关标志物的检测等

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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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基于杂交链反应和 Fe304-聚多巴肢纳米颗粒构建目

标 DNA 的荧光传感器

4.1 引言

近年来， 建立高灵敏、 高选择性检测核酸序列的方法在早期疾病诊断、 基因

突变检测以及生物防御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 -4J。通常 ， 疾病相关的 DNA

标志物在生命体中的含量很低， 因此构建能够检测痕量的目标 DNA 的方法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目 前， DNA 放大技术由于其高灵敏度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关

注，例如，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 [5 ，61，连接酶反应 (LCR ) [7 ，8] 以及等温循环放

大技术[9-13J 。 但是，上述方法均存在高度依赖酶的活性等缺点。 通常，酶辅助的

信号循环放大技术需要精确地控制反应的温度、反应介质的 pH 和成分。 此外，

外界环境对于酶的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考虑到借助酶的 DNA 传感器需要

相对洁净的反应条件，使酶辅助 DNA 循环放大技术在复杂生物样品中的应用受

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 发展不需要酶辅助的 DNA 放大技术成为广大科研工

作者的研究重点之一。 杂交链反应 (HCR ) [14- 17 J作为一种无酶的 DNA 放大技术

是由 Dirks 和 Pierce 于 2004 年提出的[18]。在典型的杂交链反应中， 需要巧妙地设

计两条发夹 DNA 链和一条起始 DNA 链。当起始 DNA 不存在时，两条发夹 DNA

能够分别以稳定的发夹结构存在。当起始 DNA 存在时，它能触发两条亚稳的发

夹 DNA 进行一系列的杂交链反应， 并得到一条类似交替共聚物的长链 DNA 双螺

旋结构。

纳米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电子、光学和催化性质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19-2 1 )。其中一些纳米材料，例如，氧化石墨烯 (GO ) [3] 、 MoS2 纳米片[22] 、 碳纳

米管 ( CNT) (23) 、 金纳米颗粒(AuNPs) (20)和碳点 ( C-dots 〉 I24] ，由于它们和单

链 DNA (ssDNA ) 发生紧密的相互作用 ， 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 DNA 生物传感器

的构建。但是，这些纳米材料的制备通常很繁琐并且耗时费力。研究发现，甚至

其中一些纳米材料对生物体有毒害作用，这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应用 。 在 2004

年 ， Qiang 等报道了新型聚多巴胶纳米颗粒的合成及应用 [25]。据报道，聚多巴胶

纳米颗粒具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生物可降解功能。 同时，荧光标记的单链

DNA 通过 π-π 堆积作用吸附在聚多巴胶纳米颗粒的表面， 当荧光标记物靠近聚多

巴胶纳米颗粒，引发共振能量转移，使得荧光标记物的荧光猝灭。 此外，均一的

核壳式磁性纳米颗粒由于磁响应的内核以及功能性的外壳，也受到广大科研工作

者的青睐[26-29]。多巴肢能够在碱性条件下通过自聚合形成聚多巴肢 ， 并包覆在

Fe304 纳米颗粒表面， 形成核壳式 Fe304-聚多巴肢纳米颗粒 (Fe304@PDA 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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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J。大部分的文献报道大多集中在利用聚多巴腋易成膜的性质进行纳米颗粒的合

成。 利用 Fe304@PDANPs 作为分离材料， 构建荧光传感器的方法还未被报道。

在本章中 ， 基于杂交链信号放大策略和核壳式 Fe304@PDA NPs 磁性分离技

术， 利用目标 DNA 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实现了对目标 DNA 的高灵敏检测。在该

实验中，首先设计了两条发夹 DNA 探针，且每条发夹 DNA 均具有 6 个碱基长度

的粘性末端。当目标 DNA 存在时，它能够引发发夹探针间的杂交链反应，并且

生成具有较长的粘性末端的杂交链反应产物。核壳式 Fe304@PDA NPs 具有优异

的生物相容性，对 ssDNA 具有强的吸附作用，并随着 ssDNA 长度的增加吸附作

用增强。当把 Fe304@PDA NPs 加入到聚合酶链式反应产物中 ， 磁性分离后可得

到降低的荧光信号。因此，随着目标 DNA 浓度增加荧光信号逐渐降低。同时，

该无酶荧光传感器具有高灵敏性和特异性， 能够应用到复杂的生物样品中，在复

杂样品分析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4.2 实验部分

4.2.1 仪器

日立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 东京)装备有 1500W 佩灯 ， 用于测量

荧光光谱和强度。在该实验中 ， 荧光仪狭缝宽度 (ExÆm) 设置为 10 nmJIOnm , 

倍增管电压设置为 400V。为了得到荧光发射光谱，选用 490 nm 的激发光照射样

品海液，并收集波长从 510 到 630 nm 的荧光发射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日

本， JEOL-7800F) 用于拍摄样品照片。 Philips Tecnai G2 F20 透射电子显微镜(美

国 ， FEI) 用于分析样品形貌。 Bruker IFS 113v 分光仪(德国，卡尔斯鲁厄)用

于收集 盯~IR 光谱。 SD- 101 -005DB 数显恒温水浴锅(中国，郑州)用来提供实

验所需的温度。 XH-C 被涡混合器(中国 ， 思怡)用来将溶液充分混匀。 FE 28 

pH 计 (中国，梅特勒·托利多 ) 用来标定缓冲溶液的 pH 值。

4.2.2 试剂

该实验中涉及的核酸序列的冻干粉均由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中国 ，

上海) ， 具体的核酸序列如表 4- 1 所示。 Fe304 纳米颗粒、 2-氨基-2- (控甲基〉 幽

1 ，3-丙二醇 ( Tris) 和多巴胶均购买于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 上

海)。所有其他本实验涉及的试剂以及化学品均为分析纯 ， 购买于科龙化工试剂

厂(中国 ， 成都)。本实验中用到的两种缓冲浴液分别为: 10 mM Tris-HCl 缓冲

溶液 (pH 8.5 ) 和 5 mM Tris-HCl 缓冲溶液 (50 mM MgCh , pH 8.0 ) 。实验用水

均为超纯水(18.2 MQ cm ) 。

表 4-1 本章中使用的 DNA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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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 Sequence of oligomers used in this study. 

Name 

HI 

H2 

HPO 

HP6 

HP1 2 

HP18 

Target 
DNA 

Ml 

Dl 

M3 

Sequence (5' to 3') description a 

TTAACCCACGCCGAATCCTAGACTCAAAGTAGTCTAGGA TTCGGCGTG 

AGTCTAGGATTCGGCGTGGGTTAACACGCCGAATCCTAGACTACTTTG-FAM 

FAM-CACGCCGAATCCTAGACTCAAAGTAGTCTAGGATTCGGCGTG 

FAM-TTAACCCACGCCGAATCCTAGACTCAAAGTAGTCTAGGAITCGGCGTG 

FAM-CTGAGTTTAACCCACGCCGAATCCTAGACTCAAAGTAGTCTAGGAITC 
GGCGTG 

FAM-TACAATCTGAGTTTAACCCACGCCGAATCCTAGA CTCAAAGTAGTCTA 
GGAITCGGCGTG 

AGTCTAGGATTCGGCGTGGGTTAA 

AGTCTAGTATTCGGCGTGGGTTAA 

AGTCTAGGATT GGCGTGGGTTAA 

AGTCTAGT ATTCAGCGTGGGTGAA 

。 Italic characters show stem sequences of hairpin DNA probes. Bold characters in hairpin probes 

donate sticky ends. Underlined characters indicate mismatched sites. 

注:斜体字母代表发夹 DNA 探针的颈部序列 ; 粗体字母代表发夹 DNA 探针的粘性末端: 下

划线的字母代表错配位点。

4.2.3 Fe304@PDA NPs 的制备

磁性 Fe304@PDA NPs 是参考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制备的(3 1 )。为了将聚多巴

胶均匀地包覆在 Fe304表面，将 80 mg 多巴胶和 80 mg Fe304 纳米颗粒分散在 40

mL Tris-HCl 缓冲洛液 ( 10 mM, pH 8.5 ) ， 并在室温下搅拌反应 24 h。其后，将得

到的反应产物用磁铁进行磁性分离 ， 并分别用超纯水和乙醇清洗数次。 最后，将

制备得到的 Fe304@PDANPs 放置冰箱 (4 0C ) ， 备用。

4.2.4 检测目标 DNA

在目标 DNA 检测中 ， 发夹 DNA 探针 (Hl 和 H2) 分别在 90 oc 加热 2

min ， 然后缓慢冷却至室温后放入冰箱 (4 0C ) ， 备用。在终体积为 500μL 的反应

溶液中 ， 依次加入 100 nM H 1, 100 nM H2 和不同浓度的 目标 DNA ， 在室温下 ，

5 mM Tris-HCl 缓冲溶液 ( 50 mM MgCh, pH 8.0 ) 中反应 4 h。然后 ， 将己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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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e304@PDA NPs (1 .8 mg mL- 1 ) 加入到上述溶液中 ， 不断震荡条件下孵育 10

min 后进行磁性分离。 最后 ， 将分离后得到的澄清溶液进行荧光测定。实验中所

有的荧光发射光谱均在 490 nm 激发下进行测定。

4.3 结果与讨论

4.3.1 Fe304@PDA NPs 的表征

首先， 对制备得到的 Fe304@PDA NPs 的形貌进行 SEM 和 TEM 表征(图 4-

1) 。 如图 4-1A 的 SEM 照片所示，疏松的聚多巴肢膜均匀地包覆在 Fe304 纳米颗

粒的表面， 并具有明显的核壳结构。为了进一步准确测量 Fe304 核外层包裹的聚

多巴胶膜的厚度，对样品进行了 TEM 表征。 如图 4-1B 所示，聚多巴胶膜的平均

厚度大概是 20 nm 。 此外，我们还对 Fe30-聚多巴肢纳米颗粒的 问:"IR 进行了测

定。 图 4-2 展示了 Fe304@PDA NPs 和 Fe304 纳米颗粒的 FT-IR 吸收光谱。 在

3422 , 3051 , 2972 , 2930 , 1630 和 1506 cm- I 的特征吸收峰仅仅出现在

Fe30 4@ PDA NPs 的 Ff-IR 吸收光谱上。 通过与标准光谱作对比， 在 3422 cm- I 的

吸收带是 N-H 和 O-H 键的振动 ， 在 1 630 和 1506 cm- I 的特征吸收带代表着苯环

的 c=c 键振动 ， 在 3051 、 2972 和 2930 cm- I 的吸收是 C-H 键振动。实验结果表

面聚多巴胶已成功地包覆在 Fe304 纳米颗粒的表面。

100nm 

图 4-1 Fe3Û4@PDA NPs 的 SEM (A) 和 TEM 图 (B) ，插图为 HRTEM 图

Figure 4-1. SEM (A), TEM (酌， and HRTEM (inset) image of core-shell Fe3Û4 polydopamine 

nanoparticles (Fe3Û4@PDA 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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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2. (A) FT-ffi spectra of Fe304@ PDA NPs and (B) Fe30 4 nanoparticles. 

4.3.2 构建目标 DNA 传感器

在该工作中 ， 借助 HCR 信号放大策略和 Fe304@PDA NPs 磁性分离技术， 实

现了对目标 DNA 的检测。图 4-3 展示了构建的 DNA 传感器检测目标 DNA 的原

理图。首先， 设计了两条具有粘性末端的发夹 DNA 探针 ( Hl 和 FAM 标记的

H2 )。发夹 DNA 探针 Hl 和 H2 均由两部分组成 ( a ， b, a'和 b' )o H l 的 5端片段

a 和 H2 的片段 a'互补配对， Hl 的 3 '端片段 b 和 H2 的片段 b':R补配对。 此外， 目

标 DNA 和 凹 的 5 '端片段 a 互补配对。当目标 DNA 不存在时， 具有 6 个碱基长

度粘性末端的 Hl 和 H2 稳定的共存于溶液中。但是， 将目标 DNA 加入到反应溶

液中 ， 目标 DNA 和 Hl 的粘性末端发生碱基互补配对， 并通过链置换反应将 Hl

打开。其后 ， Hl 曝露的粘性末端(片段 b ) 和 H2 互补配对并打开 H2 ， 使得 H2

曝露出新的粘性末端片段 a' ， 且片段 a'的序列和 目标 DNA 完全相同。 H2 曝露出

新的粘性末端又和下一个 Hl 的粘性末端互补配对并将其打开， 如此不断地进行

杂交链反应。通过这种方式， 每一条目标 DNA 都能引发 Hl 和 H2 交替进行杂交

链反应。 此外， 每一条 HCR 产物均为具有 24 碱基长度的粘性末端有缺口 的

dsDNA。借助 Fe304@PDA NPs 进行磁性分离， 得到溶液的荧光强度较低，这种

现象和基于氧化石墨烯 ( 00 ) /HCR 体系不同 [32) 。 这种差异可能主要由于在

OO/HCR 体系中 ， HCR 产物主要吸附在 00 的表面， 且 OO/HCR 体系没有进行

分离处理。 而在我们设计的实验中 ， 目标 DNA 引起的荧光强度减低的现象可能

是由于以下原因 : 首先 ， HCR 产物的粘性末端为 24 个碱基长度， 这比发夹 DNA

的粘性末端 (6 个碱基长度)长很多 ， 因此 HCR 产物对 Fe304@PDA NPs 具有更

强的作用力。其次， 和空白溶液中的发夹 DNA 相 比， 经过杂交链反应以后 ，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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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粘性末端的 HCR 产物的数目大大降低 ， 这很大程度地节约了 DNA 在

Fe30 4@ PDA NPs 的结合位点。 基于目标物引起的荧光信号的变化， 建立了一种新

型的目标 DNA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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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基于核壳式 Fe3Û4@PDA NPs 和 HCR 信号放大检测目标 DNA 的示意图

Figure 4-3. Diagram iIlustration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of target DNA based on Fe3û4@PDA 

NPs and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amplification. 

4.3.3 可行性分析

为了验证该实验设计的可行性，测量了实验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荧光发

射光谱。 如图 4-4A 所示 ， 发夹 DNA ( Hl 和 H2 ) 溶液发射较强的荧光信号(曲

线 a)，将 Fe304@PDA NPs 加入上述溶液磁性分离后 ， 溶液的荧光信号降低了

33% (曲线 b ) 。 有趣的是， 当目标 DNA 存在时 ， 溶液的荧光信号极大的降低

(曲线 c)。 目标 DNA 引发一系列 HCR ， 而且生成的每条 HCR 产物均具有长的

粘性末端， 使得 HCR 产物迅速被 Fe304@PDA NPs 捕获。 为了更好验证该实验的

响应机理 ， 考察了 Fe304@PDA NPs 和具有不同长度粘性末端的发夹 DNA

(HPO , HP6 , HP12 和 HP18 ) 之间的相互作用 。 如图 4-4B 所示， 具有较长粘性

末端的发夹 DNA 和不同浓度的 Fe304@PDA NPs 之间均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冈

此， 我们推断 HCR 产物通过 π-π 堆积作用吸附在 Fe304@PDA NPs 上 ， 导致磁性

分离后得到的溶液荧光信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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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A) 不同样品的荧光发射光谱， a : H1 , H2 j b : H1 , H2 , Fe3Û4@PDA NPsj C: 

Hl , H2，目标 DNA ， Fe3Û4@PDA NPsj 浓度: Fe3Û4@PDA NPs ( 1.8 mg mL-勺， Hl (100 

峭的， H2 (100 nM) 和目标 DNA (7 nM) j ( B ) 不同浓度 Fe3Û4@PDA NPs 对发夹 DNA

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的影响;浓度: Fe3û 4@PDA NPs ( 1.2, 1札 2.4 mg mL勺， HPO (200 

nM ) , HP6 (200 nM) , HP12 (200 nM) 和 HP18 (200 nM) 

Figure 4-4. (A)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different samples (curves a-c). a: H1, H2; b: 

Hl, H2, Fe3û4@PDA NPs; c: target DNA, H1 , H2, Fe3û4@PDA NPs. Concentrations: 

Fe304@PDA NPs (1.8 mg mL-l ) , H1 (100 nM), H2 (100 nM), and target DNA (7 nM). (B)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e3û4@PDA NPs 00 fluorescence signal decrease 

percentage of hairpin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sticky ends. Concentrations: Fe3û 4@PDA NPs 

(1.2,1.8, and 2.4 mg mL-巧， HPO (200 nM), HP6 (200 nM), HP12 (200 nM), and HP18 (200 nM). 

4.3.4 传感器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提高检测目标 DNA 的灵敏度，对构建的荧光传感器的检测条件

进行优化。考虑到 Fe304@PDA NPs 在该实验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探究

了不同浓度 Fe3Û4@PDANPs 对应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 (1 - F1Fo) , F和 Fo分

别代表目标物存在和没有目标物时的荧光强度。 如图 4-5A 所示，荧光信号降低

百分比随着 Fe304@PDA NPs 浓度的增加而增大并在 1.8 mg mL- 1 处达到平台 。

由于高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有利于目标物的高灵敏检测，因此在接下来的实

验中将 Fe304@PDA NPs 的浓度固定在 1 _8 mg mL- 1 。

实验进一步对 HCR 的反应时间进行了考察和优化 (图 4-5B)。在 HCR 的初

始阶段， 荧光信号降低的百分比急剧增加。当 HCR 时间超过 4 h 后 ， 荧光信号

降低的百分比基本保持稳定并且没有明显增加。因此，将 4 h 选为优化的反应时

间进行后续的分析检测。其他的反应条件，例如，反应温度和离子强度，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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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优化，其结果如图 4-5C ， 5D 所示。基于上述实验结果， 该无酶荧光 DNA

传感器最终在室温下 pH 8.0 Tris-HCI 缓冲溶液 (50 mM MgCh) 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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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不同的 Fe3Û4@PDA NPs 浓度 (A)，反应时间 (B) ，温度 (C) 和 Mg2+浓度 (D)

对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的影响;浓度: Fe3Û4@PDA NPs (1.8 mg mL勺， Hl (100 曲的，

02 ( 100 nM) 和目标 DNA (2nM) 

Figure 4-5. Effect of the Fe3û4@PDA NPs concentration (A), incubation time (B), 

temperature (C), and Mg2+ concentration (D) on f1uorescence signal decrease percentage (1 -

F/Fo). Concentrations: 01 (100 nM), H2 (100 nM), and target DNA (2 nM). Here, F and Fo 

are the f1uorescence intensities at 522 nm at the excitation wavelength of 490 nm gained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target DNA, respectively. 

4.3.5 灵敏度和选择性

为了探究该方法的响应范围和检出限， 检测并分析了不同浓度目标 DNA 相

应的荧光信号。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 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相应溶液的荧光发

射光谱记录并展示在图 4-6A。没有目标 DNA 加入时 ， 溶液的荧光较强。随着

目标 DNA 浓度逐渐增加，反应溶液在 522 nm 处的荧光强度有明显降低。荧光

强度和目标 DNA 浓度的关系如图 4-6B 所示 ， 荧光强度和目标 DNA 浓度在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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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M 范围内呈较好的线性关系，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41.38x + 482.06 ( R2 = 
0.9914 ) , y 代表荧光强度 ， x 代表目标 DNA 浓度。基于 3σ/斜率规则 ， 计算所

得该传感体系的检出限为 0.05 nM，且该方法的灵敏度能够和其他文献报道的利

用聚多巴胶纳米颗粒检测目标 DNA 的方法相比[25.3 1 .33.34] 。

实验进一步探究了该 DNA 传感器对目标 DNA 的选择性。首先，考察并分

析 目标 DNA 以及潜在干扰物(单碱基错配 Ml， 单碱基缺失 Dl 和三碱基锚配

M3) 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实验结果如图 4-6C 所示 ， 当目标物和潜在干

扰物浓度相同时， 三碱基锚配序列 M3 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基本上可忽

略。单碱基错配序列 Ml 和单碱基缺失序列 Dl 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程度虽然高

于三碱基错配序列 M3，但是还是远远低于目标 DNA 。 因此，该荧光传感体系

对目标 DNA 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该方法具有区分单碱基错配的

能力。

4.3.6 实际样品分析

为了证实该传感体系在生物样品中检测目标 DNA 的可行性，本实验以人血

清样品作为复杂基质进行探究。人血清样品取自当地校医院的健康志愿者 ， 且

血清样品在检测时均被稀释 100 倍。在血清样品中没有检测到目标 DNA，通过

回收率实验考察该方法在实际样品中的应用。实验结果如图 4-6D 所示 ， 加入不

同浓度的目标 DNA 的血清样品和缓冲溶液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一致。实

验得到的加标回收率在 90 - 101 %，且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5%。构建的荧光

DNA 传感体系具有令人满意的回收率和精密度，说明该检测方法在实际生物样

品的目标 DNA 检测中样品有很大的应用潜能。

4.4 结论

本章主要通过结合 HCR 放大策略和 Fe304@PDA NPs 分离技术， 实现了灵敏

性和特异性检测目标 DNA。在本章中 ， 目标 DNA 能够引发具有较长的粘性末端

的 dsDNA 的形成， HCR 信号放大技术提高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Fe304@PDA NPs 

能够特异性吸附 HCR 产物，实现荧光信号的分离。本章首次将 Fe304@PDA NPs 

应用于 DNA 传感器中 ， 结合杂交链反应为检测目标 DNA 提供新技术，同时拓宽

了传感方法在生物分子检测等领域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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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A) 加入不同浓度的目标 DNA (0 - 7 础的的荧光发射光谱(曲线 a - 1); (B) 荧

光强度和目标 DNA 浓度之间的线性关系; (C) 该 DNA 传感器的选择性; (D) 在缓冲溶液

和血清样品中，不同浓度目标 DNA 引起的荧光信号降低百分比

Figure 4-6. (A)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with the addi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curves a-I), (B)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1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arget DNA. (C) Specificity evaluation of' the sensing method for target DNA 

against mismatched DNA sequences. T, Ml, Dl, and M3 represent the perfectly 

complementary sequence, one base-mismatched sequence, one base-deleted sequence, and 

three base-mismatched sequence.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and other mismatched DNA 

were aU 0.5 nM. (D) Fluorescence signal decrease percentage (1 - F/Fo) of the sensor fo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in buffer solution and serum sample. The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DNA added for samples 1, 2, and 3 are 0.3, 0.5, and 1.0 nM, 

respectively. Concentrations: Fe30 4@PDA NPs (1.8 mg mL'\ Hl (100 nM), and H2 (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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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DNA 和碳点介导金纳米颗粒的合成及其在检测目标

DNA 和蛋白质中的应用研究

5.1 引言

碳点是尺寸小于 10 nm ， 且形貌近似球形的碳纳米颗粒(1)。碳点具有可调的

光致发光性能，生物相容性和光稳定性，这些优异的性质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

新生量子点 ， 特别是碳点在化学传感、 细胞成像、载药和光催化等领域均有广泛

应用[4-6) 。据报道，碳点的表面上具有丰富的官能团，例如短基、股基、竣基、

氨基、环氧基和自连键[2J。碳点表面上的这些官能团使得它具较好的亲水性以及容

易功能化的性质。而且，可以通过改变合成方法和原料来调控碳点表面的官能

团。碳点由于其表面的控基等官能团使得它具有还原剂和稳定剂的性质(7) 0 2013 

年， Wang 课题组报道了碳点和 AgN03 的混合溶液在光照下反应生成银单质问。

此外 ， 碳点也被用做还原剂和稳定剂制备金纳米颗粒 (AuNPs) [9- 1 1 ) υ 因此 ， 碳

点能像其他富含娃基的配体一样，例如抗坏血酸和拧橡酸，为 AuNPs 的合成提供

了新方法。

建立核酸和蛋白质的检测方法在临床诊断、药品检测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12-14)。基于比色法的生物分子传感器能实现在定量和半定量分析

中的实时监测，并且不需要特殊的仪器和设备完善的实验室， 这些性质使比色法

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1 5- 1 7)。在该类传感器中 ， 目标物引起的信号通过反应

过程中的颜色变化来判断。 AuNPs 通过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实现光学性能的调控，

在比色分析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1 8-20)。通过控制其尺寸和形貌， AuNPs 溶液的颜

色能够从宝石红变为深蓝色， 这为 AuNPs 在比色传感器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本章中，研究了碳点和 DNA 结构对 AuNPs 的形貌调控， 并将其应用于比色

法检测生物分子。与之前文献中报道的一致， ssDNA 能够自发和 AuNPs 种子结

合[21羽] ， 碳点还原后， 得到枝状 AuNPs 的蓝色溶液。当目标 DNA 或凝血酶存在

时， 将形成双链 DNA ( dsDNA ) 或凝血酶和适配体复合物， 不能和 AuNPs 种子

结合，加入碳点还原后，得到球形 AuNPs 的红色溶液。基于颜色变化， 提出了比

色法检测生物分子的策略，这为将来构建 DNA 比色传感器奠定提供了基础。

5.2 实验部分

5.2.1 仪器

UV-vis 2450 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和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

日立)分别用于记录紫外.可见吸收和荧光光谱。 IFS 113v 分光仪(德国，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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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用于测量 FT-IR 光谱。 Tecnai 02 F20 电子显微镜 (美国， FEI ) 用于获取

TEM 和 HRTEM 图片， 工作电压为 200kV。

5.2.2 试剂

HPLC 纯化的 DNA 序列由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提供。

DNA 序列包括探针 DNA ( P-DNA ) 、 目标 DNA (T-DNA ) 、 单碱基错配 DNA

( Ml ) 、 二碱基错配 DNA ( M2 ) 、 三碱基锚配 DNA ( M3 ) 、 完全错配 DNA

C nDNA ) 和凝血酶适配体 CTBA )。将 DNA 分散在 10 mM Tris-HCl 缓冲溶液

CpH 8 .0 ) ， 序列如表 5- 1 所示。 人凝血酶， 溶菌酶， 免疫球蛋臼 G 和人血清臼蛋

白均购买于 Sigma-Aldrich 公司。氯金酸水合物 (HAuCk4H20) 购买于阿拉丁试

剂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 ) ， 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购买于科龙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中 国，成都)。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 1 8.2 MQ cm) 。

表 5-1 本章中使用的 DNA 的序列

Tablc 5-1. Scqucncc of oligomcrs uscd in this study. 

Name Sequence (5' to 3') description 1I 

P-DNA CTCCACTGACGTAAGGGATGACGCACAAT 
τDNA ATTGTGCGTCATCCCTTACGTCAGTGGAG 
Ml ATTGTGCGTCATCCCTTACGTCAGTTGAG 
M2 ATTATGCGTCATCCCTTACGTCAGTTGAG 
M3 ATTATGCGTCATCCCTAACGTCAGTTGAG 
nDNA GAGATGCAACGATTACATAGCAGAGTCAG 
TBA GGTTGGTGTGGTTGG 
A30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30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T30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A15 AAAAAAAAAAAAAAA 
C15 CCCCCCCCCCCCCCC 
T15 TTTTTTTTTTTTTTT 
Al A 
CI C 
T1 T 

1I Underlined characters indicate mismatched sites. 
。加下划线的字符为 DNA 锚配位点

5.2.3 碳点的制备

水热法制备碳点的合成过程是参考已有的文献进行的[7)。首先 ， 将 NaOH 溶

液 (l M) 和乙二醇以 15:1 的体积比混合均匀 ， 转移至 Teflon 配备不锈钢高压反

应釜中 ， 并将其在鼓风烘箱中 180 Oc 加热 2 h ， 即可得到浅黄色的碳点溶液。为

了除去多余的试剂， 将碳点溶液装在透析袋 (Mw 1000 ) 中 ， 在超纯水中透析 48

h。将得到的碳点溶液放罩在 4 0C 的冰箱中 ， 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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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DNA 和碳点调控 AuNPs 的合成

首先 ， 金纳米种子是根据已有文献制备的[24]。将 0.01% HAuC14 1容液(100

mL) 加入到 250 mL 的圆底烧瓶中 ， 在不断搅拌下加热至沸腾。其后， 将 1%的

拧朦酸纳溶液 (3.6 mL ) 加入到 HAuC4 溶液中。继续加热 10 min 后移除加热

源， 再继续搅拌 15 min 即可得到酒红色的 AuNPs 的溶液。将该 AuNPs 作为晶

种，向金纳米种子 ( 5μL ) 中加入单链 DNA ( 335μL ) ，并在室温下孵育 10

min ， 即可得到 DNA 功能化的金纳米种子。最后， 向上述 DNA 功能化的金纳米

种子中依次加入 30μL 碳点溶液 (2.4 mg mL- 1 ) 和 10μLHAuC14 ( 2 mM) 溶液。

另外两份 10μL HAuC14 ( 2 mM ) 溶液每间隔 5 min 加入。在最后一次加入

HAuC14溶液 10 min 后 ， 拍摄溶液照片。

5.2.5 检测目标 DNA 和凝血酶

首先， 将 50μL 1.6μM 的单链 DNA 和 50μL 不同浓度的目标分子混合， 在

37 oc 孵育 30111ill。其中 ， 单链的探针 DNA (P-DNA) 用于目标 DNA (T-DNA ) 

检测 ， 单链的凝血酶适配体用于凝血酶的检测。然后 ， 将上述溶液加入到 5μL 金

纳米种子溶液和 335μL 超纯水中 ， 混匀并孵育 10 mino DNA 功能化金纳米种子

生长的实验步骤同 5.2.4 。

5.3 结果与讨论

5.3.1 碳点的表征

在本章中 ， 碳点是根据己有文献制备的(25)。为了探究碳点的基本性质 ， 对制

备的碳点进行了一系列的表征(图 5-1 )。如图 5-1A 所示 ， 碳点溶液在 261 nm 

处有强的吸收峰， 在 320 nm 处有明显的吸收带， 这分别归因于 C=C 和 C=O 键

的跃迁[26罚l。碳点的最大激发和发射波长分别为 360 和 450 nm (图 5 - 1A ) ， 并展

现了强烈依赖于激发波长的荧光发射光谱〈图 5- 1B ) ， 这也是碳点常见的特征之

一。如图 5-1C 所示， 我们对碳点进行了 TEM 表征， 制备的碳点具有较好的分散

性， 且尺寸在 3 nm 左右。为了检测碳点表面的官能团 ， 对碳点进行了 Ff-IR 表

征(图 5-1D ) 。在 3414 和 1415 cm- 1 处的吸收峰证明了 O-H 键的存在[2930] ， 碳

点上丰富的-OH 可能主要来源于乙二醇。在 1595 和 1082 cm- I 处的吸收峰分别归

属于 C=O 和 C一O 键(3 1 )。碳点上的这些官能团使得碳点可以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用于金属纳米颗粒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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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A) 碳点的吸收、荧光激发和发射光谱，插图分别为碳点溶液在可见光 ( i ) 和 365

nm 紫外光 (ü) 下的照片; (B) 在不同波长的激发光下，碳点溶液的荧光发射光谱; (C) 

碳点的 TEM 图片和尺寸分布图; (D) 碳点的町、'-IR 光谱

Figure 5-1.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and fluorescence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spectra 

of carbon dots (C-dots). Inset is the photograph of C-dots under visible light (i) and 365 nm UV 

Iight (ii), respectively. (B)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C-dots under different excitation 

wavelengths. (C) TEM image of C-dots,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histogram (inset). (D) FT-IR 

spectrum of C-dots. 

5.3.2 AuNPs 的表征

首先，为了证明碳点能够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将单独的碳点加入到氯金酸

溶液中 ， 并考察了所得溶液的基本性质。如图 5-2A 所示 ， 制备的 AuNPs 溶液在

528 nm 处出现了明显的吸收峰， 这和文献报道的 AuNPs 的等离子体共振吸收峰

一致[32]。与此同时 ， 碳点的荧光强度也随着 AuNPs 的形成而降低(图 5-2B )。然

后 ， 进一步考察了碳点和 DNA 共同调控得到的 AuNPs 的性质。如图 5-3A 所

示， 与金纳米种子的吸收相比 (曲线 a ， b ) ， 还原生长后的 AuNPs 溶液的吸收明

显增强(曲线 c ， d)。其中，以金纳米种子作为模板得到的 AuNPs 的溶液为红

色， 其吸收峰接近长波方向 ， AuNPs 的形貌接近球形， 尺寸较小(图 5-3B) ; 以

DNA 功能化金纳米种子作为模板得到的 AuNPs 的溶液为蓝色， 其吸收峰接近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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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方向 ， AuNPs 的形貌不规则 ， 尺寸较大(图 5-3C)。以上实验结果证明，碳点

和 DNA 能够共同调控 AuNPs 的合成。和已有的文献报道相似[33] ， DNA 能够调

控金属纳米颗粒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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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不罔样品的吸收光谱 (A) 和荧光发射光谱 (B) :碳点 ( i )，碳点还原氯金酸得到的

Figure 5-2.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and (B)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carbon 

dots (C-dots, curve i) and gold nanoparticles (AuNPs, curve ii) that were achieved by adding 

C-dots to the HAuCI4 solution. Concentrations: C-dots (0.144 mg mL"') and HAuCI4 (0.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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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 不同情况下合成的 AuNPs 溶液的吸收光谱，插图为 P-DNA 存在(i)和不存在

时 (ii)，碳点还原制备的 AuNPs 的照片; P-DNA 存在 (B) 和不存在时 (C)，碳点还原制

备的 AuNPs 的照片 TEM 和 HRTEM (插图)图片

Figure 5-3. (A) UV-vis spectra of AuNP solutions synthesized under düferent conditions. Inset: 

Photographs of C-dots reduced AuNPs with (ii) and without 160 nM P-DNA (i). TEM and 

HRTEM (inset) images of grown AuNPs with (B) and without (C) 160 nM P-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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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己有文献报道， ssDNA 和拧橡酸稳定的 AuNPs 的相互作用的强弱依赖

于其碱基序列[34] 。 以碳点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考察了不同的 ssDNA 介导合成的

AuNPs 的光学性质(图 5-4 ) 。首先， 选用三种 30 个碱基长度、 分别由 A ， C , 

T 碱基组成的 DNA 序列(即 A30 ， C30 , T30) 。 如图 5-4A 所示 ， 由 A30 介导

合成的 AuNPs 溶液是蓝色的 ， 其吸收峰位置和 C30 和 T30 介导合成的 AuNPs 相

比有明显的红移。据己有文献报道， 聚脱氧腺昔 C poly-A ) 通过 N7 原子和 N6 环

外氨基吸附在金纳米种子的表面[35l ， 吸附力很强以至于在其互补链聚脱氧胸腺H密

昵 C poly-T ) 存在时，也不能使 poly-A 从 AuNPs 上脱离口6，37]。因此， 我们推断吸

附在金纳米种子上的 A30 的数量明显多于 C30 或 T30。其次， 我们还研究了不同

长度的单链 DNA 介导合成的 AuNPs 的光学性质(图 5-4B ) 。在该实验中 ， 选用

碱基长度分别为 1， 15 , 30，由聚 A， C , T 组成的 DNA 序列。随着 DNA 序列

长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 DNA 吸附在金纳米种子的表面， 因此还原后得到的溶

液颜色逐渐从红色变到紫色到蓝色。此外， 我们还优化了加入 HAuC14 的量和加

入次数(图 5-5 ) 。 将一定量的 HAuC14 分三等份依次加入时， 1.窑液的吸收峰的位

移最大(图 5-5A ) 。 保持每次加入 HAuC14 的量相同时， 实验结果表明 AuNPs 吸

收峰位置的移动随着加入次数的增加而增大; 当加入 HAuC14 的次数为三次时，

峰位移达到最大值(图 5-5B ) 。通常情况下 ， DNA 吸附在金纳米种子上并作为

纳米颗粒生长的模板。 因此 ， 我们推断枝状的金纳米的生成主要归因于金在 DNA

功能化的金纳米种子上的选择性沉积，或是由于 DNA 功能化的表面引起的纳米

颗粒的不均匀的生长[33 ，38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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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A ) 不同情况下合成的 AuNPs 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B) DNA 不存在时以及

不同 DNA 序列调控合成的 AuNPs

Figure 5-4. (A) UV-vis spectra of AuNP solutions synthesiz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B) 

Photographs of C-dots reduced AuNPs with different DNA sequences (100 nM) or without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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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A) DNA 存在他， d , f) 和不存在 (a ， c, e) 时，将 HAuCI4 (30μL， 2 mM) 

分一次 (a ， b) 、二次 (c ， d) 、 三次加入 (e ， f) 加入， 得到溶液的吸收光谱和照片; (B) 

DNA 存在 (b ， d , f, h , j) 和不存在 (a ， c. e, g, i)时，加入-;欠 (a ， b ) 、二次 (c ，

d)、三次 (e ， f) 、四次址， h) 、五次 (i ， j) 的 HAuCI4 (10μL， 2 mM) 时，得到溶液的

吸收光谱和照片

Figure 5-5.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btained by adding HAuCI4 (30μL， 2 mM) for once 

(a, b), twice (c, d), or three times 怡， ηin the absence of DNA 怡， c, e) or in the presence of DNA 

(b, d，盯. (B)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btained by adding HAuCI4 (10μL， 2 mM) for once 归，

b), twice (c, d), three times 怡， η， four times (g, h), or five times (i, j ) in the absence of DNA 仰，。

e, g, i) or in the presence of DNA (b, d, f, h, k). The photographs (inset) correspond to 

descriptions above. 

5.3.3 传感器的设计原理

如图 5-6 所示， DNA 和碳点用于共同调控 AuNPs 的合成 ， 并且基于此原理

实现了比色法检测目标核酸分子和蛋白质。金纳米种子是由拧朦酸盐稳定的 ， 带

负电。由于自由的探针 ssDNA 是卷曲的 ， 部分碱基暴露在外部和金纳米种子相

互作用，因此 ssDNA 能够吸附在金纳米种子的表面[23]。当目标分子不存在时，

以表面吸附有 ssDNA 的金纳米种子为模板， 碳点为还原剂和稳定剂，制备枝状

的 AuNPs，溶液的吸收峰接近长波方向。但是， 当目标 DNA 存在时，探针 DNA

和目标 DNA 互补配对形成 dsDNA 。 还原生长后，将得到溶液为红色的球形

AuNPs。该传感器对j疑血酶的响应原理和目标 DNA 相似。当凝血酶存在时，

ssDNA 探针即凝血酶的适配体和凝血酶发生特异的相互作用，折叠成刚性的 G4

结构 ， 阻止 DNA 的碱基和 AuNPs 的相互作用 [39)。因此 ， 凝血酶结合的 G4 结构

不能被金纳米种子吸附，最终制备得到球形的 AuNPs。基于溶液颜色变化和吸收

光谱峰位置的移动， 该传感器实现了比色法检测核酸和蛋白质。

89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工已己士嘴叫叫A灿b
J札i仅飞 嗲喻笋赞

图 5-6 DNA 和碳点共同调控 AuNPs 的生长并将其应用于核酸和蛋白质的检测

Figure 5-6. DNA and carbon dots co-mediated growth of gold nanoparticles and application 

for nucleic acid and protein detection. 

5.3.4 比色法检测目标 DNA

在该实验中 ， DNA 介导的 AuNPs 的合成首次用于核酸的分析检测。目标

DNA 序列 (T-DNA ) 是从转基因生物的启动基因里筛选的[40，4 1 ]。如图 5-7A 所

示，与没有 DNA 调控的 AuNPs (曲线 i ) 相比 ， ssDNA ( P-DNA ) 介导合成的

AuNPs (曲线 ii ) 的吸收峰有明显红移。 而且，如图 5-7E 所示， DNA 介导合成

的 AuNPs 是枝状的， 形貌不规则。当 目标 DNA 存在时，目标 DNA 和探针 DNA

杂交互补配对，形成 dsDNA。由于双链 DNA 不能被金纳米种子吸附，还原后所

得溶液的吸收峰有明显蓝移(曲线 iii ) ， 且 AuNPs 的形貌为准球形(图 5-

7F ) 。接着，我们优化了实验过程中使用的 P-DNA 的量 (图 5-8 ) 。 随着 P

DNA 浓度的增加 ， 溶液的吸收峰不断移动。 当 P-DNA 浓度为 160 nM 时 ， 可得

到最大程度的峰位置移动。 因此，最终选择 160 nM 的 P-DNA 进行核酸检测实

验。

图 5-7B 展示了目标物浓度控制的 AuNPs 的吸收峰，该吸收峰随着目标 DNA

浓度的增加不断蓝移。 此处， 吸收峰位移为加入目标物以及目标物不存在时所得

吸收峰的差值。 如图 5-7C 所示，峰位移随着目标 DNA 浓度的增加不断增大， 直

到目标 DNA 的浓度达到 160 nM 时 ， 峰值移动达到最大值。当 目标 DNA 为 o -
128 nM 时 ， 峰位移和 DNA 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基于 3σ/斜率规则 ， 该传

感器对目标 DNA 的检出限为 128 nM ， 与己报道的 DNA 传感器具有可比性
[42-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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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A) P-DNA (160 nM) 存在(ii)和不存在时(i) ，以及 P-DNA (160 nM) 和 T

DNA (160 nM) 共存时(iii) 还原后得到的 AuNPs 的吸收光谱; (B) 该比色传感器在加

入不同浓度的 T-DNA (a 至 h: 0, 16, 32 , 64 , 80 , 96 , 128, 160 nM) 时得到的吸收光谱

和照片(插图) ，样品 i 为没有 DNA 时的 AuNPs 的照片; (C) 吸收峰位移和 T-DNA 的浓

度的关系; (D) 该比色传感器对 T-DNA 的选择性;自标 DNA 不存在时 (E) 和存在时

(F) 得到的 AuNPs 的 TEM 图

Figure 5-7. (A) UV-vis spectra of grown AuNPs in the absence of P-DNA (curve i), in the 

presence of 160 nM P-DNA (curve ii), and in the presence of hybridized solution of 160 nM P

DNA and 160 nM T-DNA (curve iii). (B) UV-vis spectra and photographs (inset) of the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T-DNA (from a to h: 0, 16, 32, 64, 80, 96, 128, and 

160 nM), and the photograph (i) of grown AuNPs without DNA. (C) Responses of the 

colorimetric sensor toward target DNA over the range from 0 to 160 nM. (D) Selectivity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ed sensor for target DNA against Ml, M2, M3, and nDNA. The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and other mismatched DNA were all 80 nM. TEM images of grown 

AuNPs in the absence of T -DNA (E)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 -DN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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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该实验的选择性，将该传感器应用于不同 DNA 序列的检测 ， 包括

完全互补的 目 标 DNA (下DNA ) 、 单碱基错配的 DNA ( M l ) 、 二碱基错配的

DNA ( M2 ) 、 三碱基错配的 DNA (M3 ) 和碱基完全错配的 DNA (nDNA )。如

图 5-7D 所示 ， 目标 DNA 引起的峰位移明显高于其他错配 DNA 序列。为了确定

该方法是否能应用于复杂基质，将该传感器应用于稀释 20 倍的人血清样品中。

如表 5-2 所示， 通过标准加入法得到的加标回收率为 98 一 107% ， 说明该方法具

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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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 A ) 向金纳米种子中加入不同浓度 P-DNA (从 a 至 h: 0 , 20 , 40 , 80 , 120, 

160, 200 , 300 础1 ) 后 ， 所得溶液的吸收光谱和照片 (插图 ) ; (B ) 不同浓度 P-DNA 相应

的峰位置的移动数值

Figure 5-8.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and photographs (inset) of AuNP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amounts of P-DNA on AuNP seeds (from a to h: 0, 20, 40, 80, 120, 160, 200, 300 nM). 

(B) Peak shift at various P-DNA concentrations. The [peak shift is the difference of absorption 

peaks between AuNPs mediated by P-DNA and AuNPs without P-DNA. 

表 5-2 血清样晶中 DNA 检测的分析结果 (n = 5 ) 

Tahle 5-2. Analytical results for DNA detection in diluted human hlood serum samples (n = 5). 

Sample Recovery (%) 

2 

DNA added (nM) 

40 

80 

120 

DNA found (nM) 

4 1.83 

78.60 

128.24 3 

RSD (%) 

4.56 

3.04 

4.15 

105 

98 

107 

5.3.5 比色法检测;疑血酶

为了证实该方法的普适性， 将该传感器进一步应用于蛋白质的检测。在实验

中 ， 选用 J疑血酶为研究对象。当单链的凝血酶适配体 (TBA ) 吸附在金纳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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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碳点还原生长后将得到蓝色的 Aut喝Ps 溶液 ， 且吸收峰有明显红移(图 5-

9A ， 曲线 ii) o TBA 是富含 G 碱基的 DNA 序列 ， 能够被凝血酶特异性识别并发

生相互作用。将凝血酶加入到 TBA 溶液中 ， 二者形成稳定的 G4-凝血酶复合物，

从而不会吸附在金纳米种子上，还原后将得到红色的 AuNPs 溶液，且吸收峰有明

显蓝移(曲线 iii ) 。 为了得到最大的峰位置差异，对 TBA 的浓度进行优化，最终

选用 160 nM 的 TBA 用于后续试验(图 5-10 ) 。 然后，通过 AuNPs 峰值的移动来

衡量该传感器检测凝血酶的灵敏度(图 5-9B)。随着凝血酶浓度的增加 ， AuNPs 

溶液的颜色逐渐从蓝色变为红色，吸收峰的位置不断蓝移。检测凝血酶的标准曲

线如图 5-9C 的插图所示 ， 峰位移和凝血酶的浓度 ( 0 - 20 nM ) 呈现较好的线

性。基于 3σ/斜率规则，该传感器对凝血酶的检出限低至 1.8 nM。 此外 ， 将该比

色传感器应用于稀释 20 倍的人血清样品中。如图 5-9D 所示， 凝血酶在血清样品

中的产生的信号和在缓冲溶液中的相似。实验结果如图表 5-3 所示，得到的回收

率为 96 一 106 %。该传感体系对凝血酶的也具有较好的选择性。潜在的干扰物质

例如溶菌酶，免疫球蛋白 G，人血清白蛋白引起的峰位置的移动不明显(图 5

9E) 。

5.4 结论

在本章中 ， DNA 和碳点用于共同调控 AuNPs 的形貌。借助表面富含经基的

碳点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 建立了比色法检测目标 DNA 和凝血酶的方法。目标

生物分子控制了金纳米种子表面功能化的 DNA 的数量 ， 导致还原生长后的

AuNPs 的形貌由不规则的枝状变化到规则的球形。随着目标分子的增加， 所得溶

液的颜色从蓝色变为红色，为建立新型的比色传感器提供了平台。此外，蓝移的

吸收峰值可以用来定量检测生物分子。本章为探究 DNA 和碳点对 AuNPs 的共同

调控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 同时为比色法检测目标 DNA 和蛋白质提供了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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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A) TBA 存在 (ü) 和不存在(i)时，以及在 TBA (160 曲的和凝血酶 (40 nM) 

共同存在时 (iii) 还原后得到的 AuNPs 样品的吸收光谱; (B) 该比色传感器在加入不同浓

度的 T-DNA (a 至 h: 0, 4, 8, 10, 16, 20, 30, 40 nM) 时得到的吸收光谱和照片(插图) ， 样

品 i 为没有 DNA 时得到 AuNPs 的照片; (C) 吸收峰位移和;疑血酶浓度之间的关系图;

(D) 该传感器对稀释的人血清样品和缓冲溶液中不同浓度的凝血酶的响应; (E) 该比色

传感器对;疑血酶的选择性

Figure 5-9. (A) UV -vis spectra of grown AuNPs without TBA (i), with 160 nM TBA (ii), and 

with the complex of 160 nM TBA and 40 nM TB. (B) UV -vis spectra and photographs (inset) 

of the sensor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B (from a to h: 0, 4, 8, 10, 16, 20, 30, 

and 40 nM), and the photograph (i) of AuNPs without DNA. (C) Responses of the colorimetric 

system toward TB over the range from 0 to 80 nM. (D) Peak shif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B (5, 10, and 20 nM) in diluted human serum samples (b) and buffer solution (a). (E) 

Selectivity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TB. Concentrations: TB (10 nM), 

Iysozyme (10 nM), IgG (50 mgIL, -0.33μM)， and HSA (50 mgIL, -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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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A) 向金纳米种子中加入不同浓度 TBA (从 a 至 h: 0, 40, 60, 80, 100, 120, 160, 

200 nM) 后，所得溶液的吸收光谱和照片(插图); (B) 不同浓度 TBA 对应的峰位置的移

动数值

Figure 5-10.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and photographs (inset) of AuNP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amount of TBA on AuNP seeds (from a to h: 0, 40, 60, 80, 100, 120, 160, 200 nM). (B) 

Peak shift at various TBA concentrations. 

表 5-3 血清样品中;疑血酶检测的分析结果 (n = 5) 

Table 5-3. Analytical results for TB detecttion in diluted human blood serum samples (n = 5). 

Sample Thrombin added (怕的 RSD (%) Recovery (%) Thrombin found (nM) 

2 

3 

i0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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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
"

4.78 

9.67 

4.1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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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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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童基于碳点和银纳米颗粒构建三聚氨肢的比色、荧光

双信号传感器

6.1 引言

三聚氨胶作为一种三嗦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 ， 是生产三聚氨胶树脂的原材

料之一。由于三聚氨肢的氮含量很高 (66% ， w%)，将三聚氨胶非法添加到乳制

品中，能够提高通过凯氏定氮法测定的蛋白质的含量。持续摄入超出安全限制的

三聚氨胶(美国和欧盟 : 2.5 ppm: 中国婴儿配方奶粉 : 1 ppm ) 能够引起肾结

石、 肾衰竭、 甚至死亡[1 -4]。在 2008 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中， 三聚氨胶污染的

婴儿奶粉导致大约 300000 人口 [5]。三聚氨腋在成人奶制品中高达-3300 ppm ， 这

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6] 。因此，建立高选择性、高特异性检测三聚氨肢的方

法十分重要[8-1 1 ] 。

银纳米颗粒 ( AgNPs) 的光学性质受尺寸和形貌的控制 ， 在光学传感等领域

有着广泛应用 [12- 14)。当 AgNPs 之间相距较近时，表面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引起

共振激发峰的移动， 溶液由黄色变为棕色(或浅红色)。近年来， AgNPs 己被用

于三聚氨胶的可视化检测 ， 这些方法通常按如下三个步骤开展: AgNPs 的合成，

AgNPs 的修饰和三聚氨肢检测[ 10， 1 5 ， 16] 0 AgNPs 的修饰过程通常需要使用有毒的试

剂， 操作步骤繁琐、耗时， 这极大地限制了传感器的广泛应用。因此 ， 构建更加

简便、快速的光学传感器用于检测乳制品中的三聚氨胶依然十分重要。

在本章中， 采用碳点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一步法合成了银纳米颗粒， 并将其

应用于牛奶样品中三聚氨肢的比色和荧光双信号检测。碳点主要用于还原银离子

和稳定纳米颗粒。将碳点加入银离子的碱性溶液， 可制备单分散的 AgNPs，荧光

强度降低。当加入三聚氨肢时， AgNPs 有明显的团聚现象，溶液颜色和吸收光谱

改变。进一步增加三聚氨肢的浓度 ， 荧光强度有明显恢复。基于此原理， 建立了

比色、荧光双信号传感器， 实现了三聚氨肢的双通道检测。

6.2 实验部分

6.2.1 仪器

UV-vis 2450 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和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

日立)分别用于记录吸收和荧光光谱。荧光发射光谱是通过设置激发光为 360

n日1， 收集 380 - 600 nm 的光谱得到的。 JEOL-2100 电子显微镜(日本〉用于获取

TEM 图片，工作电压为 200k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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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试剂

硝酸银 (AgN03 ) ， 氢氧化纳 ( NaOH ) ， 苯丙氨酸 ( Phe) ， 谷脱自先胶

( Glu ) ， 亮氨酸 ( Leu ) ， 赖氨酸 ( Lys)，半目光氨酸 (Cys) ， 三聚氨胶和乙二胶均

购买于中国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葡葡糖和乳糖购买于德国布克斯 Sigma

Aldrich 公司。牛奶样品是从当地的超市购买的， 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购买

于中国成都科龙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8.2 MQ cm ) 。

6.2.3 碳点的制备

制备碳点的过程己在 5.2.3 节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6.2.4 检测三聚氨肢

首先，向 1.0 mL 的离心管中依次 370 !JL 超纯水、 30 !JL AgN03 溶液

(lmM ) 和 50μL 不同浓度的三聚氨胶溶液， 混合均匀。然后 ， 加入 25μL碳点

溶液 (2.4 mg mL- 1 ) 和 25 f-l L NaOH 溶液 (56 mM )。上述溶液经充分混合均匀后

于 37 oC 反应 30 min。最后， 将反应后的溶液进行紫外.可见吸收和荧光光谱扫

描。实验中所有的荧光发射光谱均在 360 nm 激发下进行测定。

6.2.5 牛奶样品的处理过程

牛奶样品是根据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处理的[ 17 ]。首先，为了除去蛋白质 ， 将

15 mL 三氟乙酸 ( 61 mM) 和 5 mL 乙脂加入到 2g 的牛奶样品中。然后， 将样品

依次进行超声 ( 10 min ) 和搅拌 ( 10 min )。将得到的溶液进行离心处理 ( 12 000 

rpm , 10 min )，收集上清液并调整溶液 pH 至 6.8 ， 用 0.22 mm 尼龙滤纸抽滤三次

来移除脂肪。在回收率实验中，在萃取步骤之前 ， 向样品中加入不同浓度的三聚

氨胶标准品 ， 然后按照上述空白牛奶样品的处理步骤进行处理。

6.3 结果与讨论

6.3.1 AgNPs 的表征

基于碳点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 在碱性溶液中成功制备了 AgNPs。如图 6-

lA 所示 ， 合成的 AgNPs 为球形，其直径在 15 nm 左右。此外，如图 6- 1B 所示 ，

AgNPs 具有 0.24 nm 的晶格问距， 这和金属 Ag 的(1 11 )品格间距一致[ 1 8]。同

时，相应的吸收和荧光发射光谱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如图 6-1C 所示，溶液在 415

nm 有强的吸收峰， 这和 AgNPs 溶液的典型吸收峰一致。碳点溶液的荧光有明显

的降低， 也证明了碳点和 Ag+之间发生了反应(图 6-1D)。碳点的荧光性质受表

面态影响很大 ， 当碳点参与到 Ag+的还原过程中时， 碳点表面的还原性基团被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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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因此荧光强度降低[ 19-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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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碳点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制备的 AgNPs 的 TEM (A) 和 HRTEM 图 (B) ;碳点和

AgNPs 的吸收 (C) 和荧光发射光谱 (D)

Figure 6-1. TEM (A) and HRTEM (B) images of one-step synthesized AgNPs using C-dots as 

the reducing and stabilizing reagent. UV-vis absorption (C) and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D) of C-dots and silver nanoparticles (AgNPs) reduced by C-dots. 

6.3.2 构建三聚氨肢传感器

最近 ， 有文献报道富含经基的碳点能够在没有其他还原剂存在的情况下将

Ag+还原成 AgNPs[22，23]。在本章中，碳点在 AgNPs 的制备中充当了还原剂和稳定

剂，同时也是检测三聚氨胶的过程中产生荧光信号的物质(图 6-2 )。将碳点加入

到 AgN03 的碱性溶液后， 溶液变为亮黄色， 说明单分散 AgNPs 的形成[24，25]。而

且 ， AgNPs 的形成能够引发碳点荧光的猝灭 。 将较低浓度的三聚氨胶 ( 0 - 2 

μM ) 加入到 AgN03 的碱性溶液， 碳点还原后可得到聚集的 AgNPs ， 溶液的吸收

峰有明显改变。当三聚氨胶浓度 (2- 20μM ) 较大时， AgNPs 的形成和聚集行为

均会受到抑制 ， 导致荧光猝灭程度降低。基于吸收和荧光强度的变化， 构建了基

于碳点和银纳米颗粒的比色、荧光双信号传感器， 实现了三聚氨胶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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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基于碳点作为还原剂和稳定剂一步法合成 AgNPs 用于检测三聚截肢

Figure 6-2. Melamine determination with one-step 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using 

carhon dots as the reductant and stahilizer. 

6.3.3 可行性分析

在该实验中 ， 吸收和荧光光谱分别用于证实传感器的可行性。如图 6-3 所

示，碳点和 NaOH 在 Ag+还原成 AgNPs 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碳点或

NaOH 不存在时，氧化还原反应将不能发生(曲线 1-4，图 6-3A )。当向 AgN03
的碱性溶液中加入碳点时 ， 在 415 nm 处可观察到明显的吸收峰，该峰是球形

AgNPs 由于表面的自由电子产生的特征峰(曲线 5 ， 图 6-3 A) [26-28)。考虑到 Ag+

和三聚氨肢上氨基和三嗦基团的氮原子相互作用， 当向 Ag+中加入 0 - 2μM 三聚

氨肢时， 三聚氨胶和 Ag+相互作用，形成 Ag+-三聚氨胶网状结构。网状结构中三

聚氨肢的含量很低，因此三聚氨肢的位阻作用很弱 ， 不足以阻止碳点接近 A矿。

当加入碳点为还原剂，得到聚集的 AgNPs ， 在吸收光谱中 550 nm 处有新的吸收

带出现(曲线 6 ， 图 6-3A) ， 这和相应的 TEM 图一致(图 6-3C)。但是， 当三聚

氨肢的浓度继续增大时 (2 - 20μM) ， 溶液在 400 - 600 nm 的吸收光谱逐渐降低

(曲线 7， 8 ， 图 6-3A )。大量的三聚氨胶显著地增加了其位阻作用，抑制了聚集

的 AgNPs 的形成 ， TEM 图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图 6-3D ) 。

在荧光法检测三聚氧肢的过程中 ， 不同样品相应的荧光发射光谱如图 6-3B

所示。将单独的三聚氨胶、 Ag+或 NaOH 加入到碳点溶液中 ， 碳点的荧光基本上

不受影响(曲线 1-4，图 6-3B )。在碱性溶液中 ， 碳点还原 Ag+生成 AgNPs ， 同时

碳点表面的还原性基团被氧化，碳点由于表面态的变化， 荧光强度降低(曲线

5 ) 。 当加入 0 - 2μM 三聚氨胶时，将形成聚集的 AgNPs，溶液的荧光没有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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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是，继续增大加入三聚氨肢的浓度。 一 20μM ) ， 氧化还原反应将会被有

效地抑制 ， 溶液的荧光强度明显增强〈曲线 6 ) 。 三聚氨胶引起了吸收和荧光光谱

的变化， 为建立双信号的三聚氨胶传感平台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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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不同样品的吸收 (A) 和荧光发射光谱 (B) ;在加入 2μM (C) 和 14μM 三聚氨肢

(D) 时，得到的 AgNPs 的 TEM 图

Figure 6-3. UV-vis absorption (A) and f1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different samples. 

TEM images of synthesized with the addition of 2μM (c) and 14μM melamine (D). 

6.3.4传感器的灵敏度

首先， 为了实现对三聚氨胶的灵敏检测 ， 优化了反应的相关参数 CNaOH 和

碳点的浓度， 反应时间)。随着三聚氧胶浓度的增大，溶液在 550 nm 处的吸光

度增大 ， 在 415 nm 处的吸光度降低。因此，我们选用吸光度比值 A550/A415 用于

测定三聚氨肢。同时，将荧光增强的比值定义为(F-Fo)/Fo ， Fo 和 F 分别代表加入

三聚氨肢前和加入三聚氨肢后溶液的荧光强度。如图 6-4 和 6-5 所示，最终选用

2.8 mM NaOH CpH 10.5 ) , 0 .1 2 mg mL" 1 碳点和 30 min 反应时间用于后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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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不同的 NaOH (A , B) 和碳点浓度 (C ， D) 对眼光度比值 AssolA41S (A, C) 和荧光

强度增强比(F.Fo)/Fo 俑 ， D) 的影晌

Figure 6-4. Effect of the NaOH (A, B) and C.dots concentration (C, D) on the absorbance ratio 

Assol A41S (A, C) and ratio of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F -F o)/F 0 (B, D). Concentrations: 

AgN03 (0.06 mM), C-dots (0.12 mg mL巧， NaOH (2.8 mM), and melamine (4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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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不同的反应时间对眼光度比值 AssoIA415 的影响

Figure 6-5. Effect of the reaction time on the absorbance ratio (AssolA4I5)' Concentrations: 

AgN03 (0.06 mM), C-dots (0.12 mg mVI
) , NaOH (2.8 mM), melamine (4μM)， and cysteine (4 

μM). 

其次，我们记录了加入不同浓度的三聚氨胶时的溶液的颜色、吸光度和荧光

强度(图 6-6) 。 如图 6-6A 所示， 三聚氨j肢的加入引起合成的 AgNPs 溶液的颜

106 



第六章基于碳点和银纳米颗粒构建三聚钮胶的比色、 荧光双信号传感器

色变化。分别请 20 位志愿者读取实验结果 ， 裸眼识别低至 0.6μM 的三聚氨肢。

因此 ， 在置信度为 95%时 ， 通过人工读取得到的检出限为 0.6μM。加入不同浓度

的三聚氨胶时的吸收光谱如图 6-6B 所示 ， 当三聚氨胶浓度 (0 - 2μM ) 不断增加

时，在 550 nm 处的吸光度不断增加，而在 415 nm 处的吸光度不断降低。如图 6-

6B 的插图所示，吸光度比值 (A55旷'A4 15)和三聚氨胶浓度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根据 3σ/斜率规则，可得出该体系的检出限为 30 nM 。

最后，考察了不同浓度的三聚氨胶与荧光强度的关系(图 6-6C) 。随着三聚

氨胶浓度的增加，荧光信号越来越强，且荧光强度和三聚氨胶浓度 ( 0 - 14 μM ) 

保持较好的线性关系。根据 3σ/斜率规则 ， 荧光法检测三聚氨肢的检出限为 600

nM。如表 6-1 所示，该比色和荧光法检测三聚氨肢的检出限很低，与己报道的三

聚氨胶传感器具有可比'性 。 因此，本章中构建的比色、荧光双信号的三聚氨胶传

感器具有高的灵敏度，具有在低资源配置区域应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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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加入不同浓度的三聚氨肢时溶液的图片 (A) 、吸收 (B) 和荧光发射光谱 (C) ;眼

光度比值 (插图 B) 、荧光强度 (插图 C) 和三聚氨肢浓度之间的线性关系

Figure 6-6. (A) Color changes of solution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amounts of melamine (a

q: 0, 0.1, 0.2, 0.4, 0.6,1.0,1.4, 2.0, 4.0, 6.0, 8.0, 10, 12, 14, 16, 18， 20μ民的. (B)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elamine (from top to bottom: 0, 0.1, 0.2, 0.4, 0.6, 1.0, 

1.4， 2.0μ肌1). Inset: I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sorbance ratio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elamine. (C)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elamine (from 

the bottom up: 0, 2, 4, 6, 8, 10, 12, 14μM). Inset: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elamine. Concentrations: AgN03 (0.06 mM), C-dots (0.12 

mgmL勺， and NaOH (2.8 mM). 

6.3.5 传感器的选择性

为了证实该检测方法的选择性， 测试了几种可能存在于牛奶样品中的物质，

例如尿素、葡萄糖、乳糖和氨基酸。结果表明含有潜在干扰物的溶液是亮黄色

的，没有观察到明显的 AgNPs 的聚集(图 6-7 ， 插图)。如图 6-7 所示，只有三

聚氨胶会引起相应的吸收和荧光信号的增强， 说明该传感器对三聚氨肢具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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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性。由于己有文献报道半脱氨酸的官能团和 Ag+发生相互作用，因此我们

进一步考察了该体系对半脱氨酸的响应[27)。如图 6-5 所示，尽管半脱氨酸有抑制

作用 ， 但是 AgNPs 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生成。因此，通过控制反应时间，可实现

高特异性检测三聚氨肢。

表 6-1 不同的三聚氢肢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6-1. Comparison of limit of d etection (LOD) for melamine determination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works. 

Method LO D (mol L-1)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I _4 X 10-7 

LC-MSIMS a 6 _4 X 10-8 

GC b-MS 1_6 x 10-7 

Reference 

Microfluidic immunosensor 2 _4 x 10-6 

UCNPs C -AuNPs based fluorescence 1.8 x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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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ene quantum dots based f1uorescence 1 _2 x 10-7 

OFNs d-AuNCs based fluorescence UCNPs 6_8 x 10-7 

MTT C-stabilized AuNPs based colorimetry 2 _0 x 10-8 

Silver-dopamjne NPs based colorimetry 8_0 x 10-8 

Citrate-stabilized AuNPs based colorimetry 232 x 10-6 

AgNPs reduced by C-dots based co1orimetry 3 _0 x 10-8 

AgNPs reduced by C-dots based f1uorescence 6_0 x 10-7 

This work 

This work 

o LC- MSIMS: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巳m mass sp巳ctrometry

b GC: Gas chromatographyemass spectrometry 

C UCNPs: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d OFNs: Organic fluorescence nanoparticles 

c MTT: 1-(2-mercaptoethyl)-1 ，3 ，5 -triazinane-2人6-trione

6.3.6 实际样品分析

为了探究该方法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将双信号光学传感器应用于

牛奶样品中三聚氨肢的检测 。 由于从空白的牛奶样品中没有检测到三聚氨肢，因

此通过向样品中加入不同浓度的三聚氨胶标准品进行回收率实验。如图 6-8 所

示 ， 样品的颜色变化和吸收光谱一致。加入终浓度为 0_2 、 l 和 2 μM 的三聚氨肢

的牛奶样品相应的回收率分别为 96 :t 3_8 %, 114 :t 4-3 %和 99 :t 2_9 %，说明该方

法能够初步实现实际样品中三聚氨肢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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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三聚氨肢光学传感器的选择性实验结果

Figure 6-7. Specificity evaluation of the optical platform for melamine determination. The 

concentrations of melamine and the amino acids were 4μM. Concentrations: AgN03 (0.06 

mM), C-dots (0.12 mg mL-1
) , NaOH (2.8 mM), urea (10 mM), glucose (1 mM), and Iactose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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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不罔样品的吸收光谱 : 空白样(曲线1)，加入空白牛奶萃取物(曲线 2)，加入终浓

度为 0.2μM ( 0.025 ppm，曲线 3) 、 1μM ( 0.125 ppm，曲线 4) 和 2μM (0.25 ppm，曲线

5) 的牛奶萃取物对应的样品;插图为相应样品的照片

Figure 6-8. UV -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the sample : without any addition (curve 1); with the 

extract from blank raw milk added (curve 2); with final concentration of 0.2μM (0.025 ppm, 

curve 3), 1μM (0.125 ppm, curve 4) and 2μM (0.25 ppm, curve 5). Inset: the corresponding 

visual color change. Concentrations: AgN03 (0.06 ml\町， C-dots (0.12 mg mL-1
) , and NaOH (2.8 

mM). 

6.4 结论

在本章中 ， 一步法合成的 AgNPs 被用于构建比色和荧光法检测三聚氨肢。通

过三聚氨胶引起的 AgNPs 的聚集实现比色检测， 同时伴随着吸收光谱的变化。基

于三聚氨肢浓度引起的荧光增强，构建荧光法检测三聚氨肢。 借助裸眼，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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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 600 nM (75.6 ppb) 的检出限，比美国和欧盟 (2.5 ppm ) 以及中国的安全限

(1 ppm) 低得多。同时 ， 三聚氨肢的定量检测可以借助分光光度计和荧光仪实

现。其中，吸光度法的检出限低至 30 nM (3 .78 ppb) 。该传感器具有高的灵敏度

和选择性，以及简单的操作，使其在奶制品中三聚氨胶的检测中具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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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腺营衍生的 N/P 共掺杂碳点的制备及其在检测苦味酸中的应用研究

第七章腺昔衍生的 N/P共掺杂碳点的制备及其在检测苦昧

酸中的应用研究

7.1 引言

碳点作为一种新型的碳纳米材料，其形状为准球形且尺寸通常小于 10

nm[ l)。和其他的碳基材料(例如，富勒烯、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相似，碳点由于

优异的光学性能 ， 可控的形貌和表面性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2J 。

2004 年， Scrivens 课题组在纯化单壁碳纳米管时偶然发现并报道了碳点[3J。此

后，研究者们通过各种不同合成方法，从小分子、 聚合物、甚至是碳颗粒中成功

制备得到碳点[μ4，5气5

熔性和低毒性。但是，这些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都相对较低(通常小于 30%) 。

两种表面钝化的方法(即 ， 表面功能化和杂原子掺杂)已被报道用于增强碳点的

荧光(6)υ 其中 ， 表面功能化是一种获得特定性质碳点的有效途径之一 υ 与此同

时，通过将杂原子。， p, N 等)号|入到碳点中，掺杂成为改善碳点量子产率的

重耍手段[7-9)0 Gong 课题组通过水热处理三磷酸腺昔 (ATP)，合成了 N/P 共掺杂

的碳点[7] 。通过类似的方法以三磷酸腺音为氮源和磷源， N/P 共掺杂的碳点被成

功制备并应用于构建对 Fe3+选择性响应的荧光传感器(10)。然而，以腺昔及其衍生

物作为前驱体制备碳点的研究有限 ， 而且还没有研究者系统的考察 N/P 共掺杂对

荧光发射的影响。

苦味酸 (PA ) 也叫 2.4.6-三硝基苯盼，是硝基有机化合物的一种。像其他酸

性盼类物质一样， PA 是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的炸药。和 2.4.6-三硝基甲苯 (TNT )

相比， PA 具有高的爆破速度和爆破力，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在分析领域， PA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皮革和染料工业(11)。随着 PA 的广泛应用，工业废水中

大量的 PA 被逐渐地排放到环境中去。水体中 PA 的富集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

且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持续性地摄入 PA 会引起眼睛 、 皮肤、 呼吸器和消化道等

器官的伤害[ 12， 1 3)。因此 ， 建立可靠的在水溶液中的 PA 传感器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技术己经被报道用于 PA 的检测，例如电离质谱

(lMS ) [14) , x-射线衍射[1坷 ，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SERS) [ 1 6] ，比色法[1 7]和荧光

法( 1 8)。其中，荧光法由于其简单的操作、廉价的仪器设备、高灵敏度和选择性，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金属纳米簇[19)、小分子荧光素[20] 、半导体量子点

(21) 、 金属有机框架[22J 、 聚合物等(23)和有机荧光纳米颗粒[24)等，多种 PA 荧光传感

器已经被成功构建。但是，其中的一些传感器制备过程复杂 ， 选择性不理想，对

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具有潜在威胁。因此，发展新型的检测 PA 的环境友好型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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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材料依然有很大的需求。

本章中 ， 通过分别使用腺昔 ( A ) 、 单磷酸腺昔 ( AMP ) 、 二磷酸腺营

( ADP ) 和 ATP 作为氮源和碳源， 合成了一系列的腺昔衍生的掺杂碳点。 和单独

氮掺杂的碳点相比 ， NIP 共掺杂的碳点通过磷元素的引入展示了荧光增强效应。

而且磷元素的含量在荧光增强的效应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分析结果表明，从单磷

酸腺背中制备得到的碳点荧光量子产率最高， 证实了合理的磷源引入有助于提升

氮掺杂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一步水热法的合成步骤简单而且经济适用。考虑到

PA 能够猝灭碳点溶液的荧光，构建了灵敏性、 选择性检测水溶液中 PA 的荧光传

感器。考察了 PA 引起荧光猝灭的机理， 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表明是碳点和 PA 之

间内滤效应和静态猝灭。

7.2 实验部分

7.2.1 仪器

荧光光谱是使用日立 F-2700 荧光仪测量(日本 ， 东京〉。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是使用 UV-24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量( 日本 ， 岛津 )0 HRTEM 图片是使

用 Tecnai 0 2 F20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拍摄的， 其工作电压为 200 kV ( 美国 ，

FEI) 0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 ) 是使用 EscaLab-250 分光仪测量 (美国 ， 赛

默)。荧光寿命衰减图谱是使用 FL920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测量 (英国 ， 爱丁

堡)。

7.2.2 试剂

ATP、 二磷酸腺昔 (ADP )、单磷酸腺昔 CAMP ) 和腺音 (A ) 均购买于生工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 。 硝基芳香化合物包括间二硝基苯 ( m-DNB ) 、

2，4，6-三硝基甲苯 (TNT )、对硝基甲苯 (p-NT )、硝基苯 (NB ) 、 2，4-二硝基甲苯

(2，4-DNT) 和 2人6-三硝基苯盼 (PA ) 均购于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中国 ，

天津)。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 且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 18.2 MQ cm ) 。

Britton-Robinson ( BR ) 缓冲溶液 (40 mM, pH 3一11 ) 是根据标准方法配置的 。

7.2.3 碳点的制备

碳点的制备过程如下 : 分别将腺昔、 单磷酸腺营、 二磷酸腺昔和三磷酸腺昔

(10 mM , 10 mL) 转移到 25 mL Teflon 配备不锈钢高压反应釜。将反应釜放置

在烘箱中 180 oC 反应 8 h ， 即可得到淡黄色的碳点溶液。 然后 ， 把制备得到的碳

点溶液放在透析袋中 ( 1000 MWCO) ， 透析 48 h 来移除其他多余的试剂。 收集透

析后的碳点溶液并将其浓缩至 5 mL放在冰箱 (4 0C ) ，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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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检测l水溶液中的 PA

首先，将 50μL 碳点溶液和 400μLBR 缓冲溶液 CpH 7.23) 混匀。然后，将

50μL 不同浓度的 PA 溶液加入到上述碳点溶液。充分混匀之后，将混合溶液在室

温下孵育 30 s。最后， 将反应后得到的溶液进行荧光发射光谱和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测试。同时，我们还考察了该传感器在检测实际样品中 PA 的应用。该实验中

用到的实际样品分别为 : 从黄海收集的海水，从嘉陵江收集的河水和从实验室收

集的自来水。首先，将实际样品用 0.22μm 的膜进行抽滤除去悬浮杂质。其后 ，

向实际水样中加入不同浓度的 PA。接下来的步骤和上述检测 PA 的过程一样，不

再赘述。

7.2.5 荧光量子产率测定

荧光量子产率 CQY ) 的测定是依据 Jobin Yvon Horiba Ltd 发表的"测定量子

产率手册"。硫酸奎宁水溶液 CQY = 0.54) 被边为标准物质 C Fletcher , 1969 ) 。

碳点水溶液的荧光量了-产率是根据下面的方程计算得到的:

φx=φST (Kx I Ks1)(叭 /Fht)2(l)

在此， φ 代表量子产率， K 代表斜率， η 代表折射率。下标"st" 是指标准物

质， "x" 是指样品。对于水溶液样品来说， ηxf1'/SI = 1 。为了减少重吸收效应， 10 

mm 比色皿中的溶液在激发光波长处的吸光度应保持在 0.1以下。

7.3 结果与讨论

7.3.1 碳点的表征

图 7-1A 展示了腺昔衍生的碳点的合成路线。分别以 A、 AMP... ADP 和 ATP

作为原料，在 180 0C 水热反应 8 h 即可得到掺杂碳点。实验结果表明 ， 制备得到

的这四种碳点在水溶液中的荧光量子产率差别很大(图 7-1B )。本章中，碳点的

童子产率是以硫酸奎宁作为参比计算得到的(图 7-2 和表 7-1 )。为了阐述引起荧

光量子产率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计算了制备碳点过程中 ， 不同前驱体分子中磷含量

的差异(表 7- 1)。和单独 N 掺杂的碳点相比， N/P 共掺杂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有

显著提升。而且，从 AMP 中制备得到的 NIP 共掺杂碳点其荧光量子产率最高。

进一步增加 P 含量，从 ADP 和 ATP 中制备得到的 N/P 共掺杂碳点的荧光量子产

率将逐渐降低。因此，适量的 P 含量引入在增强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方面十分重

要。与此同时，我们探究了不同水热条件对以 AMP 为前驱体制备碳点的影响。

如表 7-2 所示，在最佳的制备条件下 C 180 oc, 8 h )，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高达

33.81 %， 该量子产率与己报道的碳点具有可比性[25]。由此可见，从 AMP 中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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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 和 AT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的前驱体分子中的磷含量、量子产AMP , 表 7-1 分别从 A ，

率、最大激发和发射波长

Table 7-1. Phosphorus content in the molecules, quantum yields (QY), maximum excitation (Ex) 

and emission (Em) wavelengths of C-dots produced from A, AMP, ADP, and ATP, respectively. 

C-dots Em (nm) Ex (nm) QY (%) Content (P, %) 

4 10 324 17.04 。A 

421 350 33.81 8.93 AMP 

415 340 30.95 13.93 ADP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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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不同水热条件下制备得歪IJ N/P共掺杂的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

Table 7-2. Fluorescence quantum yields (QY) of N/P co-doped C-dots prepared with A岛1P

undcr diffcrcnt hydrothcrmnl conditions. 

Temperature ( C) Time (h) QY (%) 

140 8 10.08 

160 8 20.75 

180 8 33.81 

180 6 24.37 

180 10 31.84 

180 12 28.85 

其后 ， 我们对碳点的光学性质和形貌进行了表征。 如图 7-3A 所示， 碳点溶

液在日光下呈浅黄色， 在 365 nm 紫外光下发射强烈荧光。 有趣的是，从 A 和

AT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发射青色荧光， 而从 AMP 和 AD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发射

蓝色荧光。 为了阐明引起荧光颜色差异的原因 ， 我们考察了碳点在 365 nm 激发

光下的归一化荧光发射光谱并展示在图 7-3B 中 。 与从 AMP (曲线 b ) 和 ADP

(曲线 c )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发射光谱相比，从 A (曲线 a) 和 ATP (曲线 d ) 中

制备得到碳点的发射光谱有明显的红移， 因此引起了荧光颜色的差异。然后 ， 我

们对合成碳点的吸收和荧光光谱做了系统地探究 ， 并将四种碳点的最大激发和发

射波长总结在表 7-1 中。值得注意的是，从 AMP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发射光谱随

着激发光波长的改变没有明显地移动(图 7-3D ) ， 而另外三种碳点则展现了不同

程度地激发依赖性(图 7-3C ， 3E, 3F ) 。 特别是 ， 从 A 和 ATP 中制备得到碳点随

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加发射峰位置有很明显的移动。因此， 当将碳点溶液放置在

365 nm 的紫外光下， 从 A 和 ATP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荧光是青色的。

接着， 我们考察了从 AMP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形貌(图 7-4A ， 4B ) o TEM 图

片上展示了碳点是离散的 ， 形状为准球形， 尺寸在 2.5 nm 左右 ， 高分辨 TEM 图

显示了碳点的晶格间距为 0.21 nmo XPS 技术用来证实以 AMP 为前驱体合成碳点

的组成元素。 如图 7-4C 和表 7-3 所示， 该碳点主要的组成元素为 C、 N、 0、 P 。

高分辨 C l s 图谱上出现了位置在 287. 6 、 286. 1 、 285 . 1 和 284. 5 eV 的四个峰 ， 分

别对应了 C=o、 C-N、 C-P 和 C-C 的吸收(图 7-4D ) [7]。高分辨 N l s 图谱上出

现了位于 400.2 、 399.4和 398.7 eV 的峰，分别对应了 N-H、日比咯 N、 和日~t睫 N

的吸收(图 7-4E )。高分辨 P2p 图谱证实了 P-C ( 133.8 eV ) 和 P一o (132.9 eV ) 

的存在(图 7-4F ) [ 1 0] 。 因此 ， 利用 AMP 作为 C、 N 和 P 源 ， 成功制备了 NfP 共

掺杂的碳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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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在 365 nm 激发(A) 不同碳点溶液在可见光(上为)和紫外光(下为)下的照片;图 7-3

光下，从 A (a) 、 AMP (b ) 、 AOP (c) 和 ATP (d )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归一化荧光发射

光谱;从 A (C) 、 AMP (0 ) 、 AOP (E) 和 ATP (F) 中制备得到碳点的吸收和荧光激发

和发射光谱

Figure 7-3. (A) Photograph of the different C-dot solutions under visible (upper) and UV Iight 

(365 nm, lower). (B) Normalized fluorescence emissiion spectra of C-dot solutions produced 

from A (剖， AMP (b), AOP (c), and ATP (d), respectively (excitation wavelength, 365 nm). 

Fluorescence excitation (dash dot line) and emission spectra (solid line) and UV-vis absorption 

spectrum of C-dots prepared with A (C), AMP (0 ), AOP (E), and ATP (F), respectively. 

120 



第七章 腺营衍生的 N/P 共掺杂碳点的制备及其在检测苦味酸中的应用研究

A B 

C 
~h 120000 

。
"
A
O
h
u

aO

AO

AO 

AHV

AHV

AV 

AOAUAO h
y

，
。
、

3

(
-2·
ε苦
哀
a
g
g
-

ç:h 

。

o 300 600 900 1200 
Binding Energy (eV) 

E 

。
u

aO

AO

A
O

AU

AO

au

ao 

a
υ
A
U
A
υ
a
o
 

，、
"

A
U
Z

J

白
。

2211 
(
-
2
·
ε
b

写
a
g
a
-

5000 
396 398 400 402 

Binding Encrgy (eV) 

D 
20000 

"气

:moo 
、、d

nU

AHV 

OO

AO 

nUAU AO

P3 

pa
gu-z 

o 282 284 286 288 290 
Binding Energy (eV) 

F 
2500 

AOAO AUAO AUP

3 

句，•• 

E 

(-
s
d

)岳
巾
的g
z
-

1000 

130 132 134 136 
Binding Energy (eV) 

图 7-4 从 AM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的 TEM (A) , HRTEM 图 (B) ， XPS 金谱图 (C) ， Cls 

(D) , Nls (E) 和 P2p (F) 高分辨 XPS 光谱

Figure 7-4. TEM (A) and HRTEM (B) images of C-dots prepared with AMP. XPS spectrum (C) 

and high-resolution Cls XPS spectrum (D) of C-dots prepared with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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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从 AM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的中 C 、 0 、 N 和 P 的原子和质量浓度

Table 7-3. Atom and weight concentrations of C, 0 , N, and P in the C-dots prepared with 

AMP. 

C-dots C 。 N P 

Atom concentration (%) 56.01 19.29 23.26 1.44 

Weight concentration (%) 49.75 22.85 24. 10 3.30 

7.3.2 碳点在 PA 检测方面的应用

从 AMP 中制备得到 N/P 共掺杂的碳点的荧光很强，而且有较好的水溶性，

使其在化学传感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潜能。在该工作中，我们发现碳点的荧光

随着 PA 浓度的增加逐渐猝灭，基于此原理构建 PA 的荧光传感器。首先， 考察了

从 A 中制备的 N 掺杂碳点和从 AMP 中制备的 N/P 共掺杂碳点对 PA 的响应情

况。为了方便两种碳点之间性能的比较，将碳点的荧光强度保持 致。随着 PA

浓度增加 ， N/P 共掺杂碳点的荧光猝灭程度远远高于 N 掺杂碳点(图 7-5) ， 这可

能是由于 N/P 共掺杂碳点的表面有磷酸基团，促进碳点通过电子转移机制和 PA

结合[26，27J。由于 PA 引起 NIP 共掺杂碳点的荧光猝灭效率较高，有助于 PA 的检

测。因此， 选用 NIP 共掺杂碳点构建 PA 传感器。然后 ， 为了优化该检测 PA 的方

法 ， 探究了碳点浓度、反应时间、 pH 值和离子强度对荧光猝灭效率 C ðJ.F1Fo) 的

影响。在此 ， ðJ.F=F一日， Fo和 F分别代表加入 PA 前后碳点溶液的荧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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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5. Fluorescence responses of NIP co-doped C-dots (dash dot line) and N doped C-dots 

(dashed line) for picric acid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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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进一步优化了碳点检测 PA 的反应条件。首先， 对了碳点的浓度的影响

进行探究。如图 7-6A 所示 ， 碳点的浓度对 PA 引起的荧光猝灭效率的影响不明

显。因此， 选择 4% Cv/v) 的碳点用于 PA 检测。同时 ， 考虑到反应时间在检测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考察了碳点对 PA 的响应时间 ， 结果如图 7-6B 所示 ， PA 

引起的荧光猝灭在 30 s 内完成 ， 并且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保持稳定。实验结果表

明 ， 制备的碳点对 PA 的响应快速， 构建的 PA 传感器不需要严格的控制反应时

间。为了探索不同 pH 值对该 PA 传感器的影响， 测试了加入 PA 前后碳点溶液的

荧光强度。如图 7-6C 和 6D 所示，荧光强度随着 pH 的变化基本保持不变， 且荧

光猝灭效率保持恒定。因此， 在接下来的实验过程中选用 pH 7 .23 的 BR 缓冲溶

液。最后 ， 我们考察了离子强度的影响〈图 7-6E 和 6F)。随着 NaCl 浓度的增

加 ， 荧光强度和荧光猝灭效率基本没有变化。该 PA 传感器甚至在 1 M NaCl 溶液

中保持稳定， 展示了其在复杂体系中的应用前景。

该 PA 传感体系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进行 PA 的检测。加入不同浓度的 PA 以

后 ， 收集了碳点溶液的荧光发射光谱并展示在图 7-7A 中。随着 PA 浓度增加 ， 荧

光强度逐渐降低且最大发射波长的位置没有明显移动。碳点的荧光强度和 PA 浓

度的相互关系被绘制在图 7-7B 中。根据己有的报道 ， 荧光猝灭效应符合

Stern-Volmer 方程 ， 即 Fo/F = 1 + KsV[Q] 。在该方程中 ， Ksv 是 Stern-Volmer 常

数 ， [Q]是猝灭剂的浓度， Fo 和 F 分别是猝灭剂不存在和存在时的荧光强度。图

7-7B 的插图显示荧光强度比值(Fo - 月/F C 即 Fo/F - 1 ) 和 PA 在 0.1 - 30 陆4 的范

围内呈现较好的线性。 Fo 和 F 分别是 PA 不存在和存在时的荧光强度。基于 3cr/

斜率规则 ， 检出限被估算为 30 nM ， 与基于其他荧光材料的 PA 传感器具有可比

性(表 7-4 ) 。

为了确保该传感器能够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 我们开展了相关的选择性实验

探究。如图 7-7C 所示 ， PA 引起的荧光猝灭效率远远高于其他潜在干扰物 C p

NT , m-DNB , TNT , 2,4-DNT , NB ， 邻二苯盼 (o-DHB ) ， 对二苯盼 ( p-DHB ) ，

邻硝基盼 Co-NP ) ， 苯甲酸 CBA ) ， 苯胶 CAN ) ， 苯盼 CCA ) 和甲苯 CMB))。此

外 ， 为了进一步证实该荧光探针对 PA 优异的选择性， 我们还探究了碳点对有 PA

加入的潜在干扰物的荧光信号响应。如图 7-70 所示，当苦味酸与潜在干扰物共

存时， 其相应的荧光猝灭效率和单独的苦味酸的相差不大。以上这些数据均证实

了该传感器优异的选择性 ， 因此制备的碳点具有在复杂样品中检测苦味酸的潜
""10-, 
目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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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不同的 pH 条件下，加入 PA 前后碳点的荧光强PA 后， 碳点的荧光随时间的晌应;

(E) 加入不同浓度 NaClPA 引起的荧光猝页效率;(D) 不同 pH 的 BR 缓冲溶液中，度;

PA 引起的荧光猝页效(F) 加入不罔浓度 NaCl 肘 ，加入 PA 前后碳点的荧光强度 ;斗
叶，

nHH 

率;优化过程中加入 PA 的浓度均为 30μM

Fluorescence-quenched (A) conditions. detection PA the of Optimization 7-6. Figure 

efficiencies of P A (30μM) to different C-dots concentrations. (B) Fluorescence response to 

time upon addition of PA (30μM). (C)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of C-dots in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PA (30μM) under different pH values, respectively. (0)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ies of PA (30μM) at düferent pH values in BR buffer. (E)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in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PA (15 and 30μM) a 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F)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ies of P A (15 and 30μM)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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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入不同浓度 PA 时碳点的荧光光谱; (B) 碳点荧光强度和 PA 浓度的关系，图 7-7

插图为荧光强度比值和 PA 浓度的线性晌应曲线; (C 、 D ) PA 传感器的选择性实验结果

Figure 7-7.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C-dots in the presence of PA. (B) Plot of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o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A. The inset is the I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 0 - F)IF and the PA concentration (0.1 - 30μM).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y 

of C-dots with (C) the potential interferents and (D) the subsequent addition of 30 μMPA. 

表 7-4 不同的荧光法检测 PA 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7-4. Comparison of fluorescent sensors fo il' PA analysis. 

Ref. Medium used Detection limit Linear range Sample 

(μM) (μM) 

[28] Water - 0.55 / Graph巳n巳 oxide

[29] DMA 2.5 。 -50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30] WaterfTHF / Conjugated polymers 

[31] Water 0.0135 0.01 - 0.07 Small molecule 

[32] Methanol - 4.37 Covalent-organic polymer 

[33] Water 0.095 0.099 - 36.5 MoS2 quantum dots 

[34] Water 0.12 0.8 - 100 Cu nanoclusters 

[35] Water 0.029 0.09 - 523.8 Silicon nanoparticles 

[36] Water 0.051 0.1 - 26.5 Carbon dots 

[37] Water 0.30 1.0 - 60.0 Carbon dots 

Th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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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荧光猝灭的机理

基于以下的调查研究， 我们对 PA 引起荧光猝灭的可能机理进行了推测。如

图 7-8A 所示 ， 苦味酸在 200-500 nm 波长范围内有宽的吸收。 PA 的吸收光谱和

碳点的荧光激发光谱有很大程度地重叠， 而其他潜在干扰物的吸收光谱和碳点的

荧光激发光谱没有明显重叠(图 7-8B )。因此我们推测荧光猝灭的可能机理有内

滤效应。参考 Gauthie 课题组己报道的文献[35凡391 ， 内滤效应通过 PA 和碳点的混

合溶液的吸收光谱进行校正 ， 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F co r _ 2.3dAcx 1 rd! A .m 2.3sA 一一一 = k. ..J Un.~~ 10g Aem k. ..J-> c~ (1) 
Fobsd 1 - 1 0-dA口 1 - 1 0-SAe l1l

此处 ， Aem 和 Aex分别是上述混合溶液在最佳发射波长 (421 nm ) 和激发波长

处的吸收 (350 nm )o Fobsd 是观测到的荧光强度;几or是除去内滤效应后得到的校

正荧光强度。 在图 7-8C 中展示的参数为比色皿的宽度 (d = 1.00 cm ) ， 激光束到

比色皿底部的距离 (g = 0.40 cm ) 和激光束的厚度 (s = 0.10 cm ) 。

为了探究内滤效应引起荧光猝灭所占的比例 ， 我们记录了碳点和 PA 混合溶

液的吸收光谱(图 7-8D )。计算得到的相应数据列在表 7-5 中 ， 且表中的校正系

数均不超过 1.8 ， 该数据在建议的范围内 ， 说明计算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 。 将内

滤效应引起的荧光猝灭从观测到的荧光猝灭中除去之后， 我们分别计算了观测和

校正后的荧光猝灭效率， 并将其跟 PA 浓度的关系图展示在图 7-9A 中。结果证

明 ， 内滤效应引起的荧光猝灭效率占总猝灭效率的 65% ， 说明内滤效应是引起荧

光猝灭的主要原因。此外， 我们还考察了不同温度下的荧光强度比值并展示在图

7-9B 中 。 随着温度的增加， 不同浓度的 PA 引起的荧光强度比值基本保持不变，

这进一步证明了 内滤效应引起的荧光猝灭。

除了内滤效应以外，我们进一步探究了 PA 引起荧光猝灭的其他可能机理。

一般来说， 荧光猝灭通常由静态猝灭或动态猝灭或二者一起引起的 。 在静态猝灭

中 ， 基态的荧光团和猝灭剂形成非荧光复合物 。 在动态猝灭中，激发态的荧光团

和猝灭剂相互作用，并在碰撞时非辐射失活。重要的是， 静态猝灭和动态猝灭都

符合上述 Stem-Volmer 曲线。如图 7-9C 所示 ， 校正后的荧光强度比 ( F，∞r，o/Fcor )

和 PA 浓度之间显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Fcα 旷Fcor = 0.0075[PA] + 1.0101) 。 因此 ， 从

图 7-9C 中曲线的斜率可以得 Stem-Volmer 猝灭常数为 0.0075μM- 1 。

由于不管是静态猝灭还是动态猝灭都符合 Stem-Volmer 方程 ， 因此为了区分

二者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探究。 荧光寿命是否变化是却分静态猝灭和动态猝灭的

重要参数， 我们对加入 PA 前后碳点的时间分辨荧光光谱进行测定(图 7-9D ) 。 对

静态猝灭来说， 加入猝灭剂前后荧光寿命保持恒定 。 而对动态猝灭来说， 荧光寿

命随着荧光猝灭而改变。 如图 7-90 所示 ， 碳点加入 PA 前后得到的荧光衰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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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重合的 。 碳点溶液的荧光寿命为 5.38 时， 加入 PA 后荧光寿命为 5.20

荧光寿命改变很小 ， 这说明荧光猝灭主要由静态猝灭引起的 。 此外 ， 我们还

对动态猝灭开展了进一步探究来验证上述结论。动态猝灭中的 Stem-Volmer 猝灭

常数 Ksv = kqτ0 ' 此处 τo 是没有加入猝灭剂时荧光团的荧光寿命， kq 是分子猝灭速

率常数。在该实验中，计算所得 kq为 1.39 X 1012 M- 1 
S- I (凡v = 0.0075μM- 1 ， 

5.38 ns) 。 在扩散控制的水溶液中， kq 通常接近 1 X 1010 M- 1 S- I 。在该实验中得到

的 kq 很高， 不合常理，说明动态猝灭不是引起荧光猝灭的主要因素。 总之，内波:

效应和静态猝灭是荧光猝灭的主要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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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 的吸收光谱 (Abs. ) 和从 AMP 中制备碳点的激发光谱 (Ex) ; ( B ) 潜在干

扰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MB (b), CA (c), AN (d), BA (的， NB (町， o-NP (g), p-DHB (h), 0-

DHB (i), 2,4-DNT (j), TNT (k), m-DNB (1), p-NT (m), PA (n)) 和碳点的荧光激发光谱 (a) ;

图 7-8

PA 混合溶液的吸收光谱(C) 用于内滤效应校正的荧光测量使用参数; (D ) 碳点 、

Figure 7-8. (A) Absorption (Abs.) of PA and f1uorescence excitation (Ex) spectra of the NIP co-

doped C-dots prepared with AMP. (B) Absorption spectra of MB (b), CA (c), AN (d), BA (的，

NB 仰， o-NP (g), p-DHB (h), o-DHB (i), 2,4-DNT (j), TNT (屿， m-DNB (1), p-NT (m), and PA (n) 

and f1uorescence excitation spectrum of C-dots (a). (C) Assumed geometry of f1uorescence 

measurement with parameters used to correct for the inner filter effect. Ex represents the 

excitation beam with thickness s = 0.10 cm. The distance from the edge of the sample beam to 

the edge of the cuvette g = 0.40 cm. The F represents the observed f1uorescence bea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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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A ) 加入不罔浓度 PA 时，得到的矫正 ( 0 ) 和观测的 (.)抑制效率的测量值;

(B) 不同温度对荧光强度比值(Fo - F)/F 的影响; (C) 内滤效应校正后的 Stern-Volmer 

曲线; (D) 加入 PA 前后， 碳点的荧光衰减曲线 (~x = 350 nm ， λm = 421 nm) ;图 7-8A

和 8C 的数据均来源于表 7-5 的计算结果

Figure 7札 (A) Suppressed efficiency (E) of corrected (0) and observed (. ) measuremeots for 

the C-dots after addi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A. (B)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ratio ((Fo - F)/F) with PA addition. (C) Stern- Volmer plot for the 

fluorescence of C-do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A after the inner filter effect (IFE) 

correction. (D) Decay curves of C-dots in the absence (black curve) and presence (red curve) 

ofPA (30μM). Aex = 350 nm and Acm = 421 nm. The data involved in Figure 2-8A and 8C were 

taken from Table 7-5. 

7.3.4 实际样品分析

由于荧光信号可能受到潜在干扰物的影响 ， 因此该传感器在复杂样品的应用

仍存在挑战。为了验证该 PA 检测方法是否应够应用于实际样品 ， 我们收集了自

来水、嘉陵江水和黄海水来进行试验。如表 7~6 所示，在实际样品中均检测不到

PA。 向实际水样中加标后，水样中计算得到的 PA 浓度均和加标值一致。 PA 在实

际水样中的加标回收率计算结果为 92 - 106%，且从五个重复样品中得到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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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的范围是 0.9 - 3.2%，说明该传感器具有好的重复性。得到的回收率和

相对标准偏差结果均令人满意 ， 这可能是得益于碳点的优异的稳定性。因此， 该

荧光传感器具有在复杂水样中检测 PA 的潜能。

表 7-5 PA 引起碳点荧光猝页的内滤效应

Table 7-5. IFE of PA on the fluor escence of C-dots. 

PA(μM) 

。

A
U

气
J
A
U
q
J

呵
''』
句

J
A

U寸

叮f

t
i

-
-

呵
4
4
4

A c/ 
b cPC aF \obsd d F cor EobJ E cor

8 Acm 

0.019 0.001 1.0208 907.6 926.5 。 。

0.027 0.005 1.0344 880. 1 910.4 0.0303 0.0174 

0.039 0.011 1.0552 854.9 902.1 0.0581 0.0263 

0.049 0.016 1.0727 838 898.9 0.0767 0.0297 

0.059 0.021 1.0905 818.9 893.0 0.0977 0.0361 

0.089 0.036 1.1454 753.8 863 .4 0.1694 0.0681 

0.120 0.050 1.2027 703.1 845.6 0.2253 0.0873 

0. 179 0.084 1.3282 621.9 822.2 0.3179 0.1125 

0.231 0.110 l.4418 555.6 801.1 0.3878 0. 1354 

0.294 0.143 1.5926 486.5 774.8 0 .4640 0.1637 

。'Acx is the absorbance of C-dots with the addition of PA at 350 nm. 

b Aem is the absorbance of C-dots with the addition of PA at 421 nm. 

CCorrected factor (CF) was calculated as F co/Fobsd' 

dFobSd is the measur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ots with the addition of PA at 42 1 nm. 

e F cor is the correct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by removing IFE from the measur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i.e., Fobsð)' 

J Eobsd = 1 - Fobsdl Fobsd.O, in which Fobsd.O is the observ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he C-dots in the 

absence of PA. 

8Ecor = 1 - F co/ Fcor.O, in which F cor.o is the correct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he C-dots in the 

absence of PA. 

aAcx 是碳点苦昧酸混合溶液在最佳激发波长 350 nm 处的吸光度

bAcm 是碳点苦味酸混合溶液在最佳发射波长 42 1 nm 处的吸光度

c校正系数 ( CF) 是通过 Fco，JFobsd 计算得到的

d FObSd 是碳点苦味酸混合溶液在 421 nm 处的荧光强度

eFcor是将内滤效应从 Fobsd 中移除后得到的荧光强度

JEobsd = 1 - FobsdIFobsd.O ' Fobsd.O 是 PA 不存在时，观测到碳点洛液的荧光强度

8Eω = 1 - Fco/Fco仙 Fcor，。是 PA 不存在时 ， 校正后的碳点溶液的荧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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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实际水样中检测苦昧酸

Table 7-6. PA detection in several water samples using the developed sensor (n = 5). 

Concentration (μM) 
Samp1e 1I 

Added 

Tap water 1 。

Tap water2 2.5 

Tap water 3 30 

Jia1ing River water 1 。

Jialing River water 2 2.5 

Jialing River water 3 30 

Yellow Sea water 1 。

Yellow Sea water 2 2.5 

Yellow Sea water 3 30 

。 The tap water was collected from our lab. 

b ND, not detected. 

。 自来水样取自实验室

b ND ， 未检测到

7.4 结论

Detected 

ND b 

2.66 

29.4 

ND b 

2.31 

31.47 

ND b 

2.58 

27.87 

Recovery 

(%) 

106 

98 

92 

105 

103 

93 

RSD 

(%) 

1.5 

2.1 

3.2 

0.9 

1.2 

1.0 

在本章中，我们报道了 N 和 P 源的引入有利于高荧光碳点的合成。分别以

A, AMP , ADP 和 ATP 作为前驱体分子， 成功制备了 N/P 共掺杂的碳点，并系

统探究了 N/P 共掺杂对碳点的荧光发射的影响。与从 A ， ADP 和 ATP 中制备的

碳点相比，从 AMP 中制备得到的碳点的荧光性能更为优异且其量子产率为

33.81 % 。 此外，本章将制备的碳点用作探针成功构建了 PA 荧光传感器， 并深入

讨论了荧光猝灭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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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高能磷酸化合物辅助合成碳点及其在检测 H202和葡
萄糖中的应用研究

8.1 引言

近年来，荧光碳基材料在化学传感和生物技术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 1] 。 例

如 ， 荧光石墨烯材料由于其强的光谱吸收、高稳定性和低毒性，因此应用越来越

广泛[2，3气3

像，因此发展也十分迅速闷。最近，碳点由于其优异的荧光性能，丰富的表面官

能团，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使碳点不同于传统的荧光材料[匀。尽管碳点具有上述

优点，但是， 碳点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仍未解决， 例如各种因素对碳点荧光性质

的综合影响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碳点的合成方法己有很多文献报道，

其中碳点主要是从聚合物， 小分子和碳颗粒中制备得到[6，7]。但是 ， 高效的一步法

制备高量子产率的碳点仍具有高的挑战性。

近些年来，研究者报道了杂原子掺杂和表面功能化这两种表面钝化的方法用

于提升碳点的荧光量子产率[8，9]。通过引入杂原子(例如， S[lO] 、 p[ ll ]和 N[I勺，掺

杂碳点成为提升碳点荧光量子产率的有效手段。同时，表面功能化也是调节碳点

性质的有效途径之一[I 3J。高能磷酸化合物作为能量给体和成核抑制剂用于改善碳

点荧光量子产率的研究报道还很少。而且，拓展碳点新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重

要。

过氧化氢 (H202 ) 参与了多种生物反应过程(细胞信号传导 ， 宿主防御和生

物合成等)，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体[14， 1 5)。在酶催化的氧还原过程中 ， 产

生大量的 H202。作为最常见的例子之一，葡萄糖将在葡萄糖氧化酶的催化作用下

产生 H202。当金属离子 CFe2+和 Cu+ ) 催化剂存在时 ， 过量的 H202 引发芬顿反应

产生经基自由基( .OH ) [ 1 6， 17] 。高活'性.OH 含量的升高通常会引起氧化应激反应，

导致胞内功能紊乱。因此，建立可靠的 H202 传感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到目前

为止， 己报道的 H202检测技术主要有电化学法[18， 1 9) 、 比色法[20，2 1)和荧光法[22，23) 。

在这些方法中，荧光法由于其操作简单，仪器成本低廉和灵敏度和选择性较高 ，

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最近， Liu 课题组通过将 DNA 从纳米销颗粒上置

换下来， 构建了 H202 的荧光传感器[23J o Chen 课题合成了细胞内检测 H202 的荧
光探针[24)。然而，由于己报道的荧光探针通常具有不可避免的毒性、高成本、制

备过程复杂等缺点，使其应用受到了限制。因此， 合成生物相容性、成本低廉、

制备方法简单且环保的新型荧光探针十分关键。

135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本章中，我们报道了通过引入高能磷酸化合物作为能量给体和成核抑制剂制

备荧光增强的碳点。通过对腺营和焦磷酸盐进行水热处理，可制备得到发射强荧

光的碳点 ， 证实了焦磷酸盐 (PPi ) 的引入和高能磷酸键的设计改善了合成碳点的

荧光性质。一步合成法步骤简单、快速并且价格低廉。不仅报道了一种新型碳点

的制备途径，而且还为以后制备强荧光碳点提供了新途径。考虑到 H202 在 Fe2+

的存在下引起碳点荧光猝灭，成功建立了高灵敏检测 H202 和葡萄糖的荧光传感

器。

8.2 实验部分

8.2.1 仪器

日立 F2700 荧光分光光度计用于荧光测试(日本，东京)。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用于吸收光谱测试(日本， 岛津 )0 IFS 11 3v 分光仪用于Ff-IR 光谱测试(德

国，布鲁克) 0 Tecnai G2 F20 用于高分辨透射电镜图片拍摄(美国， FEI)，工作

电压 200 V 0 Zetasizer Nano-ZS 用于测量碳点的水合粒径和电势(英国 ， 马尔

文〉。装备有 AI Kα 光源的 EscaLab-250 光谱仪用于 XPS 测试(美国 ， 赛默)。

FL920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用于荧光寿命衰减测试(英国 ， 爱丁堡) 。

8.2.2 试剂

腺昔 (A) 、 二磷酸腺营 (ADP ) 、 三磷酸腺昔 (ATP ) 、葡萄糖氧化酶

( GOD ) 和辣根过氧化物酶 (POD ) 均购买于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上

海)。葡萄糖 (Glu )、果糖 ( Fru )、纤维素 (Cel )、乳糖 (Lac) 、 麦芽糖 (Mal ) 、

;在糖 ( Sau ) 和甘露糖 CMau ) 购买于 Sigma-Aldrich 公司(德国，布克斯 〉 。 人血

清样品收集于西南大学校医院(中国 ， 重庆)。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且使用前

不做任何处理。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 1 8 .2 MQ cm )。醋酸缓冲溶液 (20 mM , pH 

3.6 - 5.6) 根据标准方法自己置。

8.2.3 碳点的制备

为了得到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 ， 将腺昔 ( 10 mM ) 和 PPi (20 mM) 混合均

匀。然后 ， 将混合溶液转移至 25 mL Teflon 配备不锈钢高压反应釜中。在 150 0C

水热反应 2 h 后，即可得到浅黄色的碳点溶液。为了移除多余的杂质，将碳点溶

液透析 48 h (1000 MWCO )。将纯化后的碳点溶液浓缩至 5 mL 放置在 4 oc 冰

箱备用。此外，磷酸盐 (pí)辅助合成的碳点以 10 mM 腺苦和 40 mM Pi 为前驱

体制备得到的，合成步骤与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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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检测 H202和葡萄糖

检测 H202 : 首先，向 390μL醋酸缓冲溶液 CpH 4.8) 中加入 50μL30%的碳

点溶液 C v/v) 和 50μL 3 mM 的 Fe2+溶液。然后，将 10 μL 不同浓度的 H202 溶液

加入到上述溶液中。充分混匀后 ， 将溶液在室温下孵育 5 min。

检测葡葡糖:向 380 ~lL 醋酸缓冲溶液 CpH4.8 ) 中加入 50μL 30%的碳点溶

液 Cv/v ) ， 50μL3mM 的 Fe2+溶液和 10μL 10 U/mL 的 GOD 溶液。其后，将 10

μL 不同浓度的葡萄糖溶液加入到上述熔液中，并在 37 0C 下孵育 25 min。最后，

分别收集样品溶液的荧光发射光谱(激发波长 : 350 nm ， 发射波长: 420 nm ) 。

在本章中，误差棒为从三组平行样品的数据中计算得到的标准偏差。

8.2.5 本方法与 GOD-POD 比色法的检测性能比较

葡萄糖氧化酶-辣根过氧化物酶 CGOD-POD) 比色法检测葡萄糖:向磷酸缓

冲溶液 CO.1 M , pH 7.0) 加入 12 U/mL GOD , 12 U/mL POD 和 0.1 mg/mL4-安替

比林 C4-AP )。然后 ， 将上述溶液和苯盼 C 1 mglmL ) 以 川的体积比混合。最

后 ， 向其中加入不同浓度葡萄糖标准溶液，并在 37 oC 孵育 1 5 min。待溶液冷却

到室温后，记录上述各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为了证明该传感器在实际样品中的可行性，将本方法与 GOD-POD 比色法检

测葡萄糖的性能进行了比较。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干扰物质，将血清样品在 3000

rpm 转速下超滤 30 min 。 将人血清样品用超纯水分别稀释 250 ， 165 , 125 , 100 和

80 倍，然后用 GOD-POD 比色法检测不同稀释倍数血清样品中葡萄糖的含量。

8.3 结果及讨论

8.3.1 PPi 对碳点合成的影响

实验借助水热法分别制备了 PPi 和 Pi 辅助合成的碳点。如图 8- 1A 所示，以

腺昔为碳源和氮源， PPi 或 Pi 为稳定剂，在 150 Oc 7](热反应 2 h，可制备得到荧

光碳点溶液。为了探究 PPi 和 Pi 对碳点合成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将数据

展示在图 8-1B 中。首先， PPi 的引入很大程度地改善了碳点的荧光性质。相应的

碳点荧光发射光谱和荧光强度记录在图 8-2 中。当 PPi 不存在时，碳点溶液的荧

光很弱(图 8-2B ， 样品 a) ， 且荧光量子产率低至 9.9%。随着加入的 PPi 浓度增

加，碳点溶液的荧光逐渐增强， 量子产率高达 24.8% ， 与已报道的碳点具有可比

较性[10， 12)。根据己有的文献报道[2日 ， 水热法合成碳点通常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脱水、聚合、 碳化和钝化。腺苦和 PPi 在水热反应时， PPi 将水解生成 Pi ， 腺音

分子的 N7 原子带正电和电负性的 Pi 发生静电作用。因此，在碳点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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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Pi 有效地稳定碳核， 阻止其自组装成大尺寸的碳纳米颗粒[12]。相应地， 随着

PPi 浓度的增加 ， 原始碳点溶液的黑色沉淀也逐渐减少。总的来说， PPi 的引入有

助于合成强荧光的碳点。同时 ， Pi 辅助制备的碳点溶液展现了和 PPi 相似的趋势

(图 8-2C ， 2D )，进一步证实了 Pi 的保护作用 。 此外，进一步测试了碳点的水合

粒径(图 8-3)。从腺苦和 PPi 中制备的碳点的水合粒径大约为 10 nm ， 远远小于

从单独的腺背中制备的碳点的粒径(17.5 nm )。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PPi 作为

稳定剂抑制大尺寸碳纳米颗粒的形成。同时，对碳点的 zeta 电势进行了测量， 加

入 PPi 前后得到碳点的电势分别为-5.5 和-15.7 mV , 

有较高的稳定性。

说明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具

A 、、M川 e《 4 AG
PPi 的 Energy

悦 。仓惶咆... .....飞.. ." .,. .. 
1feat ... 

Adenosine C-dots 

c ____ 

图 8-1 (A) PPi 或 Pi 辅助合成碳点的示意图; (B ) 在不同磷原子和腺苦的比值下， PPi 或

Pi 辅助合成碳点的荧光强度; (C) 分别从 ADP (a剖， ATP ( b3) 中制备的碳点，和 PPi 或

Pi 辅助合成碳点 (A+2Pi (al) , A+IPPi (bl) , A+3Pi (a2) , A+ 1.5PPi ( b2)) d 的

荧光强度 i 腺音、 ADP 和 ATP 的浓度均为 10mM; 反应条件: 150 oC , 2 h 

Figure 8-1. (A) Schematic of the preparation route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or Pi. (B)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ots prepared witb Pi (a) or PPi (b)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ratios of phosphorus element to adenosine. (C)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ots produced from 

ADP (a3), ATP (b3), and adenosine with Pi or PPi added (A + 2Pi (al), A + lPPi (a2), A + 3Pi 

(bl), A + 1.5PPi (b2)). The concentration of adenosine, ADP, and ATP is 10 mM. Reaction 

conditions: 150 oC,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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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辅助合成碳点的荧光发射光谱 (A) 和荧光强度图 8-2 在不同 PPi 和腺苦的比值下 ，

(B)，插图为相应的碳点溶液在 365 nm 紫外灯照射下得到的图片;在不同 Pi 和腺苦的比值

下， Pi 辅助合成碳点的荧光发射光谱 (C) 和荧光强度 (D)

Figure 8-2. Fluorescence spectra (A)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B)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yrophosphate (PPi)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ratios of PPi to adenosine. Inset picture is 

corresponded C-dots taken under UV light (samples from a to i represent the C-dots with 

to 4). Fuorescence spectra (C) and ranged from 0 corresponding concentration ratios 

different under 、
，

y

p 
fs
‘
、phosphate with prepared C-dots 。f(D) intensities fluorescence 

concentration ratios of Pi to adenosine. The concentration of adenosine is set at 10 mM. 

Reaction temperature: 150 oC, reaction time: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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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通过动态光散射测试得到的碳点的水合粒径 (从腺苦和 PPi 中制备的碳点 (A) ， 从

腺音中制备的碳点 (B) ) 

Figure 8-3. Hydrodynamic size of C-dots obtained from adenosine with (A) and withou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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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保持磷原子和腺苦的比例相同时 ，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荧光明显强于

Pi 辅助合成的碳点(图 8-1B)。根据上述实验结果， 我们推断荧光差异主要是由

PPi 的高能磷酸键引起的。高能磷酸键是通过磷酸衍生物脱水缩合形成的磷酸

町， 并在水解反应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能量。通常 ， 定义高能磷酸键为水解释

放的能量高于 20.92 kJ/mol 的磷酸键[26] 0 PPi 水溶液在 70 .C 以下稳定存在， 在加

热至沸时将水解成 pi(27)。当 PPi 和腺背在水热反应时 ， PPi 的高能磷酸键将会受

到破坏， 发生水解反应。 PPi 水解释放出的能量很高 ， 有助于碳点的合成。为了

进一步证实高能磷酸键有助于碳点合成，我们分别利用高能磷酸化合物 ADP 和

ATP 作为前驱体制备碳点。如表 8-1 所示[28 ，29) ， ADP 和 ATP 在水解时均可释放大

量的能量。如图 8-1C 所示，从 ADP 和 ATP 中制备的碳点均具有较强的荧光。在

保证磷原子相同时，从高能磷酸化合物中制备得到的碳点荧光普遍较强，说明高

能磷酸键在碳点的合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为了探究高的能量是否有利

于碳点的合成，考察了提高反应温度和延长反应时间对合成碳点的影响。如图 8-

4 所示 ， 随着碳点制备过程中的反应时间延长和温度提升 ， 得到的碳点溶液的荧

光逐渐增强。因此，具有高能磷酸键的高能磷酸化合物的引入有助于合成强荧光

的碳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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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在不同的反应时间 (A) 和温度 (B) 下得到碳点溶液的荧光光谱和荧光强度

Figure 8.4. Fluorescence spectra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of C-dots (inset) prepared with 

PPi under (A) different incubated tirne and (B) ternperature. Concentrations: adenosine (10 

rn队的， and PPi (20 mM). 

表 8-1 高能磷酸反应释放的能量

Table 8-1. Energy released by high energy phosphate reactions. 

Reaction ilG (kJ/mol) 

PPi + H20 • 2Pi -31 .8 

ATP + H20 • ADP + Pi -30.5 

ADP +H20 • AMP + Pi -30.5 

ATP + H20 • AMP+PPi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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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碳点的性质表征

为了探究碳点的光学性质和形貌， 选用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作为研究对象并

对其性质进行表征。如图 8-5A 所示 ， 碳店、溶液在 260 nm 处有强的吸收峰，这主

要是由于芳香环的 Sp2域 π→f跃迁引起的(30]。此外，在 340 nm 处有较弱的吸收

峰，这可以归因于 c=o 的 n→旷跃迁(31 ] 。制备的碳点溶液为浅黄色， 在 365 nm 

的紫外灯下发射强烈蓝色荧光(图 8-5A ， 插图)，其最佳激发和发射波长分别为

350 和 420 nm。同时， 记录了在不同波长的激发光下碳点的荧光发射光谱(图 8-

5B )。当激发光谱的波长从 330 增加到 390 nm 时，碳点溶液的发射峰位置均没有

明显变化， 推测主要是由于碳点较窄的尺寸分布和表面钝化引起的(31 ，32J 。

A :: I LIE||叫 Bf' 30001 … 
1 _1川~ ~ 响 t IIU 飞飞凡 a一330 nm m B 

I .1~2S00 豆 ~ 25ω00叶~ ，人 飞飞~ b一340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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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A) 碳点的荧光激发(点线)和发射光谱(实线)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插图为碳

点溶液在可见光(左侧〉和 365 nm 紫外灯(右侧)下的照片: (B) 碳点溶液在不同激发光

下的荧光发射光谱

Figure 8-5. (A) Fuorescence excitation (dot line) and emission spectra (solid line) and UV- vis 

absorption spectrum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Inset is the photograph of the C-dot solution 

under visible (Ieft) and UV light (right). (B)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at different excitation wavelengths. 

实验进一步对碳点的形貌进行了探究(图 8-6A ， 6B )0 TEM 图片展示了碳点

是均匀分散的， 形貌为球形， 且尺寸为 2 nm 左右，比碳点的水和粒径小很多。

这两种手段测得碳点的尺寸差异很大， 主要是由于在动态光散射测试过程中碳点

的周围存在水合层(331 0 HRTEM 图表明碳点的晶格间隔为 0.21 nm，这和石墨烯的

( 100) 晶面一致(34)。此外 ， 通过 XPS 测试表征碳点的组成元素， 实验数据表明

碳点主要有 C， N , 0 和 P 组成(图 8-6C ， 表 8-2 )。碳点的 Cls 的高分辨图谱展

示了在 287.2 、 285.9 、 285 .1 和 284.3 eV 处的吸收峰，分别归属于 C=o、 C-N 、

C-p 和 C-C 键(图 忘6D ) [川。为了探究碳点上可能存在的官能团，我们记录了

碳点的 F下R 光谱。如图 8-7 所示， 3393 和 1000 cm- I 处的吸收为 O-H 键的吸收

峰; 1643 cm-I 处的尖锋是 C=o 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35] ;C-0-C 的不对称和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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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振动引起的吸收峰分别位于 1335 和 1150 cm-
I
(
361; C-N 的吸收谱带在 1335

cm-1;-Mf2 的伸缩振动峰在 3393 cm- I 处问。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利用水热法成

功制备 PPi 稳定的碳点。

A ~副阳明阳的鹏、精喃喃~ B 

C D 
100000 

<:>., 12500 
r: 、
、3.，， 75000 C .. d 10000 

b 
t;I .. 

立'创ω国, 7500 .~ 50000 
·"qg ." J • 

嗡5.. 5000 
.: 25000 p_ pz、 = 同 2500

o ~ : ' \ u 
' • ' 

。 300 600 900 1200 
Binding Energy (eV) 

图 8-6 碳点的 TEM (A) 、 HRTEM (B) 、 XPS 全谱 (C) 和高分辨 Cls XPS 图 (0)

Figure 8-6. (A) TEM and (B) HRTEM image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C) XPS spectrum 

and (0) High-resolution Cls XPS spectrum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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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7. FT -IR spectrum of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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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碳点中 C 、 0 、 N 和 P 元素的原子浓度和质量浓度

Table 8-2. Atom concentrations and weight concentrations of C, 0 , N and P in the C-dots 

prepared with PPi. 

C-dots C 。 N P 

Atom concentration (%) 53.48 19.15 25.87 1.5 

Weight concentration (%) 47.3 22.57 26.7 3.43 

8.3.3 荧光法检测 H202

在本章中 ， PPi 辅助合成的碳点荧光性质优异， 水溶性好，而且富含进基和

氨基等官能团 ， 使该碳点在生物传感等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当 Fe2+存在时，

碳点的荧光随着加入 H202 浓度的增加逐渐猝灭，基于此原理实现了 H202 相关传

感器的构建(图 8-8) 。为了优化该 H202 检测方法， 我们探究了不同的碳点浓

度、 Fe2+浓度、反应时间和 pH 值对荧光猝灭效率 (óFIFo) 的影响 ， M = Fo 

F , Fo和 F分别代表加入目标物前和加入 目标物后碳点溶液的荧光强度。

|协mm d + NeE!§y JJPE77。
|: Pi 2 铲 三 I
」 一一 - Jad ‘ 、?2 1 、

吨 。仅飞急急 ￥2 1雪@ 飞J
Heat ...... 

C-dots Adenosine C-dots Oxidase 

图 8-8 将该碳点用于构建 H202相关的传感器的示意图

Figure 8-8. Dlustration of the proposed fluorescent sensor for H20 2-related biosensing. 

首先， 对体系中涉及的碳点浓度和 Fc2+浓度分别进行了优化。如图 8-9A 所

示，随着碳点的浓度增加 ， 荧光猝灭效率逐渐降低。为了得到较低的检出限和较

宽的线性响应范围，选择 3% (v/v)的碳点溶液用于 H202检测。同时，当 Fe2+浓度

为 0.3mM 时 ， 荧光猝灭效率达到最大值，因此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选用 0.3 mM 的

Fe2
+ (图 8-9B ) 。然后 ， 考虑到反应时间在检测过程中有重要影响，我们考察了

不同反应时间碳点对 Fe2+和 H202 的响应(图 8-9C) 。荧光猝灭反应在 5 min 之

内完成，并随着时间延长保持稳定，说明该传感器的响应快速、 信号稳定， 有利

于 H202 的快速、准确的检测。最后，由于酸性的介质有利于芬顿反应，进一步

考察了不同 pH 的缓冲溶液对碳点荧光猝灭效率的影响 CpH 3.6 - 5 .6) 。如图 8-

9D 所示，随着 pH 值增大，荧光猝灭效率不断降低。考虑到实际样品分析，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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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H4. 8 的醋酸缓冲溶液用于后续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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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8202检测条件优化 : 不同的碳点浓度 (A) , Fe2+浓度 (B) 和 p8 值 (D) 分别对荧

光猝页效率 (ð.FIFo) 的影响;在不同的反应时间， i亥体系对 H202 的响应 (C)

Figure 8-9. Optimization of the 8 20 2 detection conditions. (A)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ies (ð.F1Fo) of H20 2 (20 μM) with düferent C-dots concentrations. (B) Fluorescence-

quenched efficiencies of H20 2 (20 川1) with different Fe2
+ concentrations. (C) Fluorescence 

response of the system to reaction time upon addition of H20 2 (20 川1). (D) Fluorescence-

quenched efficiencies of 8 20 2 (20μM) at different p8 values in acetate buffer. 

在优化的反应条件下 ， 首先将该传感器应用于 H202 的检测。 我们探究了该

体系对不同浓度的 H202 的响应 ， 并将相应的实验数据展示在图 8-10A ， 10B 中 。

随着 H202 浓度的增加 ， 溶液的荧光强度不断降低 ， 并且发射峰的位置没有明显

移动。据已有文献报道 ， 荧光猝灭反应符合 Stem-Volme 方程 ， 即 FolF = 1 + 

Ksv[Q]。在该方程中 ， Ksv 为 Stem-Volm 猝灭常数， [Q]是猝灭剂浓度， Fo和 F 是

分别在猝灭剂不存在和存在时的荧光强度。如图 8-10B 的插图所示，荧光强度比

值(Fo - F)/F 分别和 0.5 - 20 , 20 - 100μM 的 H202 呈现较好的线性关系。 为了得

到该方法对 比O2 的检出限，我们对 11 组空白样品的进行荧光强度测试。 根据检

出限 (LOD ) 的计算公式 LOD = 3 o'/k ，其中 σ 为空白溶液的标准偏差 ， k 为线性

回归方程的斜率，计算所得的检出限为 0.195 μM， 相应实验数据如表 8-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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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Fe2+ (0.3 mM)和 H202 (0 - 100μM) 存在时，碳点的荧光发射光谱;图 8-10

(B) 荧光强度和不同浓度的 H202 的相互关系，插图为荧光强度比值 (Fo - F)IF 和 H202 7夜

度 (0.5 -100μM) 的线性关系

Figure 8-10.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C-dots in the presence of Fé+ (0.3 mM) and H20 2 (。一

100μM). (8) Plot of fluorescence intensity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 20 2. The inset i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o - F)IF and the 8 20 2 concentration from 0.5 to 100μM. 

表 8-3 该传感器的检出限的检测结果

Table 8-3. Limit of detection test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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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不同的 H202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8-4.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H20 2 detection with some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s. 

Probe Method Linear range (μM) 

FeSe nanoparticles Electrochemistry 5 - 100 

N-Co-CNT@NG II Electrochemistry 2 -7449 

Au nanoparticles Colorimetry 2-200 

Au nanoparticles Colorimetry / 

Nanoceria Fluorescence 。 - 1 

Silver nanoclusters Fluorescence 0.8 - 200 

C-dots Fluorescence 0.5 - 100 

。 Nanocomposite of nitrogen doped Co-CNTs over graphene sheets 

b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 N 掺杂 Co-CNTs 修饰的石墨烯片层

b 电致化学发光

8.3.4荧光法检测葡萄糖

LOD (μM) Reference 

3 [ 18] 

2 [19] 

0.5 [20] 

2 [21 ] 

0.13 [22] 

0.2 [23] 

0.195 This work 

以 H202 作为中间体，将该荧光传感器用于构建 H202 相关的生物传感器。由

于葡萄糖在葡萄糖氧化酶 ( GOD) 的催化作用下产生 H202，因此该传感器可用

于葡萄糖的检测(图 8-8)。将葡萄糖、 GOD 、 Fe2+和碳点溶液一起孵育时，碳

点荧光将会被猝灭(图 8-11A ， 曲线 a) ，而单独加入葡萄糖或 GOD 对碳点荧光

基本上没有影响(曲线 b， c ) 。为了得到优化的葡萄糖检测条件， 我们探究了反

应时间和 GOD 的浓度对检测的影响(图 8-11B ， llC ) 。最终，选用 25 min 的反

应时间和 0.2 U/mL GOD 用于葡萄糖检测。如图 8-12A 所示，随着葡萄糖的浓度

不断增加 (0 一 100μM) ，碳点溶液的荧光不断猝灭。而且， 荧光强度比值 ((Po

- F)/P) 和葡萄糖的浓度 ( 0.5 - 20 , 20 - 100μM ) 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图 8-

12B，插图) 。该荧光传感器对葡萄糖的检出限低至 0.254μM (表 8-3 ) ， 与己报

道的检测葡萄糖的方法具有可比性(表 8-5)。

为了确保该荧光传感器能够应用于实际样品中葡萄糖的检测，我们对建立的

方法的选择性进行了考察。如图 8-13A 所示，和其他潜在干扰物质相比，只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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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物葡萄糖的加入才能引起传感体系的荧光猝灭。而且 ， 葡萄糖引起的荧光猝灭

效率明显高于其他碳水化合物和金属离子(图 8-13B ) 。上述实验结果均说明该

传感器展示了较好的选择性， 具有应用于复杂生物传感体系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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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样品的荧光发射光谱:碳点 (曲线 a) ，碳点+0.3 mM Fe2
+ (曲线 b) ，碳点+0.3

mM Fe2
+ + 0.2 U/mL GOD (曲线 c) ， 碳点+ 0.3 n由1: Fe2

+ + 100μM glucose (曲线 d) ，碳点

AF=Fo- F , Fo和 F 分别代+ 0.3 mM Fe2
+ + 0.2 U/mL GOD + 100μM glucose (曲线 e) , 

表加入葡萄糖前和加入葡萄糖后碳点溶液的荧光强度

Figure 8.11.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a) C.dots, (b) C.dots + 0.3 mM Fe2
+, (c) C.dots + 0.3 

mM Fe2
+ + 0.2 U/mL GOD, (d) C.dots + 0.3 mM Fe2

,fo + 100μM glucose, and (e) C.dots + 0.3 

mM Fe2
+ + 0.2 U/mL GOD + 100μM glucose. (B) Fluorescence response of the system to 

reaction time upon addition of 20 J.1M glucose. (C)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ies (AFIFo) 

of 20μM glucose to different GOD concentrations. Herein, AF = Fo - F, where F and Fo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f1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ots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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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荧光传感器在含有葡萄糖，其他碳水化合物和金属离子溶液时的荧光光谱 (A) 和荧

光猝页效率 (B)

Figure 8-13. (A) Fluorescence spectra and (B) fluorescence-quenched efficiencies of the C-dots 

in the presence of glucose, some other carbohydrates, and metal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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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不同的葡萄糖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比较

Table 8-5.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ed method for glucose detection with some previously 

reported techniques. 

Probe Method 
Linear range LOD 

Reference 
(μM) (μM) 

Ni(OH)2/3D graphen巳 Electrochemistry 1-1170 0.34 [38] 

N-Co-CNT@NG Electrochemjstry 25-10830 0.1 [19] 

Au nanopalticles Colorimetry 18-1100 4 [20] 

Hematite-SiNPs C Colorimetry 。-20 3.2 [39] 

GOD-DNAzyme d Electrophoresis Not given 5 [40] 

Nanoceria Fluorescence 。-200 8.9 [22] 

AgNCs Fluorescence 2-500 0.6 [23] 

C-dots Fluorescence 0.5- 100 0.254 This work 

C Janus hematite-silica nanoparticles 
d Glucose oxidase-coupled DNAzyme 
c双面赤铁矿-硅纳米颗粒

d葡葡糖氧化酶-偶联 DNA 酶

8.3.5 荧光猝灭的机理

如图 8-14A 所示，碳点溶液可以发射强烈荧光(曲线 a)。但是，将芬顿试剂

( H202 和 Fe2+的混合溶液〉 加入到碳点溶液后，碳点的荧光将会被猝灭(曲线

b )。但是，单独的 H202和 Fe2+均不会引起明显的荧光猝灭效应(曲线 c ， d )。此

外，我们还研究了 Fe3+对碳点荧光的影响。当将 Fe3+加入到碳点溶液后，碳点溶

液的荧光有明显的猝灭(曲线 e)。据报道， 芬顿试剂的反应方程为: H 20 2 + Fe2+ 

• .OH + Fe3+ + OH- 。 因此，推测碳点的荧光猝灭可能是由芬顿反应过程中产生

的.OH 和 Fe3+引起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荧光猝灭的机理 ， 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首先， 将掩

蔽剂 (F用于掩蔽 Fe3+，硫服用于掩蔽.OH ) 加入到碳点溶液中，然后 ， 再向其

中加入芬顿试剂[4 1 ] 。 如图 8-14B 所示，用过量 F-掩蔽芬顿反应产生的 Fe3+时 ， 荧

光猝灭被抑制的程度很低(恢复率 23%，曲线 c ) 。 但是，如果用 F掩蔽外加的

Fe3+时，荧光猝灭行为基本被完全抑制(恢复率 96% ， 图 8-15A )。上述实验结果

说明芬顿试剂引起的荧光猝灭部分归因于反应产生的 Fé+。 制备的碳点表面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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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官能团， Fe3+和碳点形成复合物 ， 荧光猝灭的机理可能为静态猝灭。

外 ， Fe3+的吸收光谱和碳点的激发光谱有较大重叠(图 8-14C)，说明荧光猝灭的

机理可能是内滤效应。据推测， Fe3+引起荧光猝灭的机理为静态猝灭和内滤效

应。为了调查荧光猝灭的其他原因，将硫服用于消除芬顿反应中产生的.OH。加

入硫服，碳点的荧光增强，恢复率为 67% (图 8-14B ， 曲线 d )。在对照试验中，

F和硫服对碳点的荧光没有显著影响(图 8-15B)。碳点的荧光性质受表面态影

响 ， 推测.OH 引起的荧光猝灭是由于表面的还原性基团被氧化[42]。总之，荧光猝

灭是由芬顿反应中产生的.OH 和 Fe3+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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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Fe3+的吸收光谱和碳点的激发 (Ex) 和发射光谱 (Em) ; ( 0) 芬顿试剂存在 (b) 和不存在

时 (a) 碳点的荧光衰减曲线

Figure 8-14.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a) C-dots, (b) C-dots + 0.3 mM Fez... + 100μM H20 2, 
(c) C-dots + 0.3 mM Fe2

..., (d) C-dots + 100μM H20 2, and (e) C-dots + 0.3 mM Fe3
.... (B)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a) C-dots, (b) C-dots + 0.3 mM Fe2
... + 100μM H20 2, (c) C-dots + 0.3 

mM Fe2
+ + 100μM H20 2 + 2 mM NaF, (d) C-dots + 0.3 mM Fez... + 100μM H20 2 + 0.5 mM 

thiourea. (C) UV-vis absorption spectum of FeJ... and fluorescence excitation (Ex) and emission 

(Em) spectra of C-dots. (0) Oecay curves of C-dots in the absence (a) and presence (b) of 0.3 

mM Fe2
+ and 50μMH202. λx = 350 nm and λm = 42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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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一些相关的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也用于证实荧光猝灭的可能机理。一

般来说， 荧光猝灭通常是由静态猝灭或动态猝灭或二者一起引起的。在静态猝灭

中 ， 基态的荧光团和猝灭剂相互作用 ， 形成非荧光复合物，引起荧光猝灭。在动

态猝灭中，激发态荧光团和猝灭剂作用，并在碰撞时能量以非辐射形式跃迁。重

要的是， 静态猝灭和动态猝灭都符合 Stem-Volmer 方程。如图 8-10B 的插图所

示，碳点荧光强度的比值(即 Fcor.olFcor) 和 H202 浓度呈线性关系 ( Fcor.oI Fcor = 
0.0469[H20 2J - 0.028 ) 。因此，从 Stem-Volmer 方程中可得猝灭常数 Ksv 为

0.0469μM. 1 。

但是， 只通过 Stern-Volmer 方程无法判断荧光猝灭的机理是静态猝灭还是动

态猝灭，因此还需要更多的额外数据。荧光寿命测试是区分静态猝灭和动态猝灭

的重要参数， 所以我们对碳点溶液在加入芬顿试剂前后的荧光寿命进行测试(图

8-14D ) 。对于静态猝灭，荧光寿命在加入猝灭剂前后荧光寿命不变。与此相

反，对于动态猝灭， 荧光寿命随着荧光猝灭而改变。如图 8-14D ， 碳点在加入芬

顿试剂前后，其荧光衰减曲线几乎重合。碳点的荧光寿命为 3.53 邸， 加入芬顿试

剂后荧光寿命变化很小 (3 .50 ns) ， 说明荧光猝灭主要是由静态猝灭引起的。此

外， 进一步对动态猝灭进行调查来证实上述结论。动态猝灭的 Stem-Volmer 猝灭

常数可根据方程 Ksv = kqτo 得到的， τ。是荧光团的寿命， kq 是分子猝灭速率常数。

在该实验中，计算所得的 kq 为1.30 x 1013 ~I ( Ksv = 0.046μM. 1 ， τ0 = 3.53 ns ) 。

但是 ， 在溶液扩散控制的过程中， kq 的最大值接近1.0 X 1010 M- 1 S- I 。而该实验中

得到的问值很高 ， 不合常理，说明动态猝灭不是碳点荧光猝灭的主要原因。总

之，芬顿试剂引起碳点荧光猝灭的机理为静态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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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A) 样品的荧光光谱 : 碳点(剖，碳点+ Fe3
+ ( b ) ，碳点+ Fe3

+ + NaF (c) ; 

(B) 样品的荧光光谱:碳点 (a) ，碳点+NaF (b ) ，碳点+硫服 (c) ; 

Figure 8-15. (A)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a) C-dots, (b) C-dots + 0.3 mM Fe3
+, (c) C-dots + 0.3 

mM Fe3+ + 2 mM NaF，但)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a) C-dots, (b) C-dots + 2 mM NaF, (c) C

dots + 0.5 mM thio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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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实际样品分析

为了证实该葡萄糖传感器的可靠性，分别采用本章中提出的荧光法和医院常

用的比色法检测人血清样品中葡萄糖的含量。首先， 我们考察了 OOO-POO 比色

法对葡萄糖的响应。如图 8-16A. 16B 所示 ， 所得溶液的吸光度和葡萄糖的浓度

呈现较好的线性关系。然后，分别利用上述两种方法检测稀释的人血清样品中的

葡萄糖含量。如图 8-16C 所示，本章中提出的方法检测到的葡萄糖含量和 000-

POO 比色法一致，这说明该方法具有在复杂样品中检测葡萄糖的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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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不同葡萄糖浓度下得到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GOD-POD 比色法) ; 图 8-16

(B) GOD-POD 比色法得到的溶液眼光度和葡萄糖浓度的关系图，插图为吸光度和葡萄糖

(C ) 本章中提出的荧光法和 GOD-POD 比色法分别对稀释的人血清样浓度的线性关系图;

品中葡萄糖的响应

Figure 8-16.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the resulting solution in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GOD-POD method). (B) Plot of absorbance of the resulting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GOD-POD metbod). Inset i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rbance and the glucose concentration (0, 10, 20, 40, 60, 100, 200, 300, 400, and 

600μM). (C)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GOD-POD approach for glucose 

sensing in diluted human serum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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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结论

在本章中 ， 报道了高能磷酸化合物的引入有助于碳点的合成。 以焦磷酸盐为

例 ， 深入讨论了高能磷酸化合物在碳点合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高能磷酸

键水解时 ， 释放出大量能量有助于碳点的合成， 而且水解生成磷酸盐，抑制碳点

自组装形成大的碳纳米颗粒。 因此， 高能磷酸化合物的引入为碳点的合成提供一

种普适性的方法。 制备得到的碳点发射强荧光 ， 量子产率为 24. 8% 。 同时， 由于

芬顿试剂能猝灭碳点溶液的荧光， 因此该碳点可应用于 H202 相关的生化分析 。

荧光猝灭的机理主要是芬顿反应产生的.OH 和 Fé+引起的静态猝灭。 通过实际样

品分析 ， 证明该荧光传感器能够应用于临床样本中葡萄糖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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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总结

本论文主要是围绕着构建高性能的光学传感器进行的 ， 首先基于 DNA 和纳

米材料的相互作用 ， 结合 DNA 信号放大策略和磁性分离技术， 设计 DNA 生物传

感器，实现了对 PPi 和目标 DNA 的高灵敏检测。借助各种表征手段，探究了

DNA 传感器的响应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 DNA 和碳点调控金纳米颗粒的形

成， 将其用于构建生物分子的光学传感器， 为构建普适性的 DNA 传感平台奠定

了基础。同时 ， 基于碳点还原制备银纳米颗粒实现三聚氨肢的双信号检测。此

外，制备得到性能优异的碳点，探究了合成的碳点在水溶液中的基本性质 。 研究

发现元素掺杂和引入高能磷酸键等手段有助于改善碳点的荧光性能，为碳点的合

成提供了新途径。结合分子荧光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技术 ， 将碳点作为荧光探

针，构建了 '快速检测苦昧酸、 H202 和葡萄糖的光学传感器， 系统地探讨了荧光猝

灭的机理。将建立的光学传感器成功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 ， 为其在临床诊断 、 生

物医药研究、环境检测等方面的潜在应用提供了参考。

然而 ， 目前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 : DNA 和纳米材料

的作用机理的研究不够深入， 对碳点的化学结构和发光机理未做详细探究， 光学

传感器在复杂实际样品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究。惟愿本论文可抛砖引玉，激励

更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 DNA 生物传感器在临床上的应用进行更广阔的探索，

对荧光碳点在分析化学领域中的应用及相关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57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58 



致谢

致谢

岁月峙睐 ， 漫漫求知路: 光阴在蒋 ， 一步一重天。转眼间， 5 年的研究生生

涯就要落幕了。回顾这一路征程， 每一步在渗透天道酬勤的汗水之余， 无不是承

载着恩师的教化， 背负着父母的期盼，怀揣着亲友的祝福而砾册前行。正因为有

恩师的辛勤付出 ， 父母的无私奉献和亲友们的忠心帮助， 我才能邀游在知识的海

洋，不断汲取力量， 完成学业。值此毕业之际，忠心的感谢我的导师 、 父母和亲

友 ， 谢谢你们 !

首先 ， 衷心地感谢恩师李念兵教授与罗红群教授多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悉

心栽培。 还记得第一次见李老师和罗老师还是在研究生复试时， 两位老师对待学

生特别关心，不断询问我怎么过来的 ， 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当时我想 ， 两

位老师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学生都能这样关心 ， 那么能做他们的学生一定会很幸

福 。 后来 ， 我如愿成了两位老师的学生， 还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我深深的被两

位老师极高的学术水平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所折服， 与时俱进、 谦虚谨慎、 求实创

新、 一丝不苟，他们对科研的孜孜追求， 对学术的严谨的态度一直是我们学习的

标杆和楷模。这些年 ， 我的每一份科研成果都倾注着两位恩师大量的付出与心

血， 每一次失败后的重新站起都伴随着两位导师深切的鼓励， 是两位导师给了我

在科研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心与信念。在此，我衷心的祝愿两位恩师生活幸福 ，

工作顺利!

学贵得师 ， 亦贵得友 ! 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 ， 我们实验室就像一家人一样团

结友爱 。 感谢董江雪师姐、 李帮林师兄、刘石刚师弟 、 高中锋师兄和任旺老师 ，

你们在我的实验过程中给予我很多有益的指导 ， 使我的科研能力得到提升。感谢

我的同窗好友: 叶萃、 许贞、康贝华、 郝霞、 陈红果、贾晶、冯吉 、 程志， 陪伴

我走过很多开心或难过的日子。 感谢黄伟涛师兄 、 凌玉师姐、 邹浩林师姐、 张娜

师姐 、 张英师姐 、 杨瑜珠师姐 、 范雨竹师妹 、 商妹敏师妹 、 刘婷师妹 、 耿硕师

弟 、 韩磊师弟、莫师师弟、 陈果师弟、张小芳师妹、 鞠艳君师妹、肖娜师妹、 孙

哲师妹， 你们在学习上、 生活上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照顾，与你们一起度过的

快乐时光，我将永不忘怀 ! 感谢实验室的所有成员 ， 衷心的祝福你们幸福快乐 ，

前程似锦 !

此外，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是你们默默的关心和鼓励 ， 给了我继续前行

的勇气和动力 。 也正是你们 ， 让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 ! 衷心祝愿我的家人幸福

安康 !

最后 ，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 支持以及帮助过我的人 ! 愿你们平安喜乐 !

159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0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1 ] N. Li, X. Hao, B.H. Kang, Z. Xu, Y. Shi, N.B. Li, H.Q. Luo, Enzyme-free 

fluorescent bio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DNA based on core-shell Fe304 

polydopamine nanoparticles and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amplification, 

Biosens. Bioelectron. 77 (2016) 525- 529. 

[2] N. Li, S.G. Liu, Y.D. Zhu, T. Liu, S.M. Lin, Y. Shi, H.Q. Luo, N.B. Li, Tuning gold 

nanoparticles growth via DNA and carbon dots for nuc1eic acid and protein 

detection, Sens. Actuators B 251 (2017) 455-461. 

[3] N. Li, T. Liu, S.G. Liu, S.M. Lin , Y.Z. Fan, H.Q. Luo, N.B. Li , Visible and 

f1uorescent detection of melamine in raw milk with one-step 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using carbon dots as the reductant and stabil izer, Sens. Actuators B 

248 (2017) 597- 604. 

[4] N. Li, S.G. Liu, Y.Z. Fan, Y.J. Ju, N. Xiao, H.Q. Luo, N.B. Li, Adenosine-derived 

doped carbon dots: from an insight into e旺'ect of N/P co-doping on emission to 

highly sensitive picric acid sensing, Anal. Chim. Acta 1013 (2018) 63- 70. 

[5] N. Li, S.G. Liu, J.X. Dong, Y.Z. Fan, Y.J. Ju, H.Q. Luo, N.B. Li , Using high-energy 

phosphate as energy-donor and nuc1eus growth-inhibitor to prepare carbon dots for 

hydrogen peroxide related biosensing, Sens. Actuators B 262 (2018) 780一788.

[6] N. Li , Z.F. Gao, B.H. Kang, N.B. Li , H.Q. Luo, Sensitive mutant DNA biomarker 

detection based on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nicking endonuclease assisted 

f1uorescence signal amplification , RSC Adv. 5 (2015) 20020- 20024. 

[7] N. Li, Y.D. Zhu, T. Liu, S.G. Liu, S.M. Lin, Y. Shi, H.Q. Luo, N.B. Li, Tu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pyrophosphate anion based on DNA-attached cobalt 

oxyhydroxide, New J. Chem. 41 (2017) 1993-1996. 

[8] N. Li, X. Hao, B.H. Kang, N.B. Li, H.Q. Luo,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tum-on 

f1uorescence method for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determination based on 

acridine orange-polystyrene sulfonate complex, Luminescence 31 (2016) 1025-

1030. 

[9] S.G. Liu, N. Li, L. Han, L.J. Li, N.B. Li, H.Q. Luo, Size-dependent modulation of 

fluorescence and light scattering: a new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of ratiometric 

sensing, Mater. Horiz. 5 (2018) 454-460. 

161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 T. Liu, N. Li, J.X. Dong, y. Zhang, Y.Z. Fan, S.M. Lin, H.Q. Luo, N.B. Li, A 

colorimetric and fluorometric dual-signal sensor for arginine detection by 

inhibiting the growth of gold nanoparticles/carbon quantum dots composite, 

Biosens. Bioelectron. 87 (2017) 772-778. 

[11 ] X. Hao, N. Li , Z. Xu , N.B. Li, H.Q. Luo, An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stra忧gy for 

amantadine detection based on competitive host-guest interaction of methylene 

blue/b-cyclodextrin/poly(N -acetylaniline) modified electrode, Electroanalysis 28 

(2016) 1489- 1494. 

[12] X.F. Zhang, N. Li, C. Ye, J.Y. Liang, N.B. Li, H.Q. Luo, Sensitive label-free 

resonance Rayleigh scattering DNA machine-based dual amplification strategy 

for the active uracil-DNA glycosylase assay, Sens. Actuators B 250 (2017) 300-

306. 

[13] S.G. Liu, N. Li, Y. Ling, B.H. Kang, S. Geng, N.B. Li, H.Q. Luo, pH-mediated 

Ouor巳以;巳nl pol yrn巳r parlid巳s and gt::l frorn hyp t::rbram;ht::d pol y巳lhyl t:: nirnint::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rinsic fluorescence, Langmuir 32 (2016) 1881- 1889. 

[14] S.G. Liu, D. Luo, N. Li, W. Zhang, J.L. Lei, Y. Ling, N.B. Li, H.Q. Luo, Wa忧r

soluble nonco时ugated polymer nanoparticles with strong fluorescence emission 

for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detection of nitroexplosive picric acid in aqueous 

medium,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8 (2016) 21700- 21709.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