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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磁性纳米材料因其具有独特的性质 ，被广泛应用于研制和发展具有高灵敏度、高选择
性的化学磁传感器和生物探针． 总结了磁性纳米材料在化学磁传感和生物探针中的主要功能 ，
摘

介绍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基于磁性纳米材料构建的化学磁传感器和生物探针中的研究进展 ，并
对该领域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展望 ，为其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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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磁分离技术和生物探针以及传感器应用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 ，
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化学磁传感和生物探针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 而蓬勃发展的纳米技术，特别是
具有一些特殊性质的磁性纳米材料的出现及其应用 ，促进了新型的、灵敏的化学磁传感器和生物探针的
［1 － 2］

快速发展

． 在方法上，追求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趋势导致科学研究由宏观向微观 、介观尺度迈进，
［3］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磁传感器

； 在技术上，利用交叉学科方法将磁性纳米材料与光、热、靶向等特殊功

能有机地结合并运用于磁传感器和生物探针上 ，从而实现了在分子甚至原子水平上进行实时 、现场和活
［4］

体监测的目的

； 在应用上，磁性纳米材料在外磁场独特的弛豫性能以及修饰以后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
［5］

为研究生命现象中的某些基本过程提供了可能

． 本文作者从磁性纳米材料的功能角度出发，简述近

几年来其在化学磁传感和生物探针中的研究进展 ，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1

磁性纳米材料在化学生物磁传感中的应用
纳米材料是指三维空间尺寸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级 （ 通常为 0． 1 ～ 100 nm） 的材料． 纳米材料由于

其特殊的尺寸分布，其具有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表现出一系列特有的力学、电
学、光学、磁学以及催化性能． 在化学磁传感和生物探针应用方面，磁性纳米材料主要起到以下几种作
用： （ 1） 在外界磁场下利用磁分离技术分离一些生物分子或生物体 ； （ 2） 探测一些细菌、DNA 以及其他
生物分子； （ 3） 磁性纳米材料自组装； （ 4） 其他生物应用．
1． 1

在外界磁场下利用磁分离技术分离一些生物分子或生物体
磁性纳米粒子由于具有良好的磁学性能 ，在外界磁场作用下磁性纳米粒子可以发生聚集 ，利用这一

性质，在纳米粒子表面修饰一些与病原体特异结合的分子后可以起到分离一些病毒以及净化环境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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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 美国托莱多大学 Huang 课题组

2012 年

（ 图 1） 将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用正硅酸乙酯 （ TEOS） 和聚乙烯吡咯

烷酮（ PVP） 修饰后，再修饰了一种能与大肠肝菌特异结合的甘油衍生物 ，把修饰之后的纳米粒子加入到
含有病原体的培养基中让其孵育一段时间 ，在外界磁场作用下磁性纳米粒子得到富集 ，进而分离了病原
［7］

体，达到排除污染物的目的． 香港理工大学 Xu 课题组

（ 图 2） 利用同样的原理在 FePt 纳米粒子表面接

上了万古霉素，万古霉素和葡萄球菌发生特异的结合 ，从而达到捕获和分离葡萄球菌的目的，他们又报
［8］

道了万古霉素在较低浓度下还可以捕获革兰氏阴性的其他细菌

图1

图2

．

Huang 课题组的磁分离磁性纳米粒子示意图

Xu 课题组的磁富集磁性纳米粒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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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一些细菌、DNA 以及其他生物分子
生物兼容性的磁性纳米传感器可以用来探测生物环境中一些病原体和生物分子 ； 由于靶向的作用，

引起纳米传感器横向弛豫时间（ T2 ） 的改变，从而根据 NMR / MRI 技术来探测生物分子． 美国哈佛医学院
Jan Grimm［9 － 10］（ 图 3） 等人，发明了一种在生物样品内快速检测端粒酶活性的纳米磁传感器 ： 先将氧化
铁磁性纳米粒子修饰为外端带 － NH2 的水溶性纳米粒子，然后通过硫醚作用耦联上低核苷酸，该核苷酸
上的基因碱基对和端粒酶的基因碱基对有特定的结合作用 ，被核甘酸修饰之后的氧化铁纳米粒子在有
端粒酶的环境中可以发生自组装，利用氧化铁纳米粒子自组装和非自组装两种不同状态下 T2 值的大小
以及 T2 加权成像来检测生物样品中端粒酶的活性． 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高效率的检测 mRNA、蛋白
［11 － 13］

质

［14］

和抗体

［15 － 17］

以及其他蛋白酶的生物活性

．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J． Manuel Perez［17］（ 图 4） 等人

报道了一种一步法靶向探测细菌的磁性纳米传感器 ： 超顺磁性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通过 G 蛋白作用在
其表面耦联上类结核病细菌（ MAP） 的抗体，选择了最优的纳米粒子浓度和 T2 弛豫值，然后加入少量的
MAP 细菌，由于抗体和抗原的特异性结合，纳米粒子会连接到细菌表面并发生自组装，若加入过量的
MAP 细菌，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之间竞争细菌 ，形成准平衡态即使得纳米粒子会相对分散 ，根据磁性纳
米粒子在分散和富集不同状态时 T2 值变化来探测 MAP 细菌，实验中还加入其他细菌如（ E． coli，Staph，

图3

Grimm 课题组的端粒酶检测磁性纳米粒子传感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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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coc，poroteus） 作为对照，结果在其他细菌条件下 T2 值不发生变化，由此说明这种探测方法可以达
到靶向作用； 最近他们又报道了通过改变纳米粒子表面耦联抗体数量的多少来定量探测牛奶中 MAP 细
［18 － 19］

菌的数量

．

图4

1． 3

J． Manuel Perez 课题组的细菌测量的磁性纳米粒子传感器示意图

磁性纳米材料自组装
磁性纳米材料可以进行表面功能化 ，修饰后的磁性纳米材料在特定的生物环境中就会发生自组

装 ，通过动态激光光散射 （ DLS） 表征可以检测纳米材料自组装后的粒径大小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
检测一些生物体 ． Ralph Weissleder 等人 （ 图 5 ）

［20］

，将粒径均一的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修饰上葡聚

糖 ，粒径大小为 （ 46 ± 0． 6） nm，然后通过氮 － 琥珀酸亚氨 － 3（ 2 － 吡啶二硫代 ） － 酸酯 （ SPDP） 和 G
蛋白质的耦联作用 ，将单纯疱疹病毒 （ HSV － 1） 抗体固定在已功能化的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表面 ，
由于病毒和抗体的特定结合 ，加入 HSV 病毒后 ，HSV 和纳米粒子发生了特定的结合 ，纳米粒子发生
了团聚 ，用 DLS 可以观测到 30 min 后 ，粒径大小达到了 （ 494 ± 23） nm，T2 值的变化也证明纳米粒子发
［21］
生了自组装 ． Keith P． Johnston 等人 用羟胺做促结晶剂在葡聚糖交联的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溶液

中滴加 HAuCl4 溶液 ，形成四氧化三铁表面连接一层金壳的核 － 壳结构 ，可以通过控制反应前驱体的
浓度来控制金壳的厚度 ，由于金壳的存在四氧化三铁粒子之间范德华力增加 ，导致了金对四氧化三
铁的哈梅克常数增大 ； 又因为葡聚糖的交连作用 ，核 － 壳结构的金和四氧化三铁材料形成粒径约为
30 nm 的纳米花 ，这种自组装结构利用四氧化三铁的磁学性质做磁共振成像造影剂 ，也可以利用金的
［22］
近红外吸收性质做热疗 ． Ralph Weissleder 等人 （ 图 5 ）
通过辛二酸作为交连剂在葡聚糖包裹的四

氧化三铁纳米粒子表面耦联上血清素 ，向修饰后的纳米粒子溶液中加入过氧化氢和过氧化氢酶 ，过
氧化氢酶在催化过氧化氢分解过程中 ，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表面的血清素作为电子给予体与血清素
结合 ，从而使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发生了自组装 ，DLS 表征证明四氧化三铁粒子大小由原来的 5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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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到 450 nm，因为过氧化氢酶存在于一些炎症和冠状动脉疾病中 ，可根据材料 T2 值的变化以及磁
共振成像来诊断细胞内是否发生病变 ．

图5

1． 4

R． Weissleder 课题组的细菌测量和过氧化物酶的磁性纳米粒子传感器示意图

其他生物应用
磁性纳米粒子传感器除了以上几种作用外 ，在其他方面如 DNA － 切割试剂，磁开关中也有一些应

［23 ～ 24］

． 美国 J． Manuel Perez［25］（ 图 6） 课题组在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表面修饰葡聚糖，由于刀豆凝集

用

素不仅可以和葡聚糖的特定位点结合而且也可以与细菌培养基 （ MH 肉汤 ） 中淀粉发生特异性结合，通
过这一原理，根据 T2 弛豫率值的变化来评估血液中抑菌剂的杀菌效果 ． 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 1） 可
以快速确定细菌培养基中碳水化合物的量 ，（ 2） 快速评估细菌活性，（ 3） 快速确定血液中抑菌剂的最低
［26］
抑制浓度． Ralph Weissleder 等人 （ 图 6） 报道了一种探测低核苷酸序列的磁性纳米传感器 ： 在 Fe2 O3 /

Fe3 O4 晶体表面先耦联上葡聚糖，然后将纳米粒子表面修饰上氨基，使其成为水溶性的纳米粒子，用 SPDP 作为连接器连接两种带有不同硫醇基的低核苷酸 ，称之为 P1、P2，如果向纳米粒子溶液中加入互补
的核苷酸碱基对，加入后的低核苷酸碱基对与 P1、P2 发生 DNA 序列的特殊配对作用，P1、P2 连接起来，
使得纳米粒子发生了团聚，利用这种磁性纳米粒子 T2 驰豫率值的变化来探测低核苷酸序列 ．

2

展

望

纳米科技的兴起促进了化学磁传感和生物探针的快速发展 ． 在未来，基于磁性纳米材料设计研究新
的化学传感器和生物探针的趋势将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 1） 合成尺寸均匀、具有磁信号响应的纳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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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2 年

Perez 的细菌活性和 Weissleder 的核苷酸序列测定磁性纳米粒子传感器示意图

标记物，使其在多组分蛋白质及细菌的同时检测中发挥作用； （ 2） 利用磁性纳米材料构筑仿生界面，并
将其应用于磁性纳米材料开关的研究中 ； （ 3） 将磁性纳米材料和发光材料结合，多表征手段对细胞及其
他生物体的动态化学变化进行监测 ； （ 4） 将磁性纳米材料、化学生物磁传感技术与微电子机械技术结合，
研究开发具有实时、在线检测复杂实际样品能力的化学生物磁传感器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结合了先
进纳米技术的化学生物磁传感器将会在生命过程的探索和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且被广泛的应用
于临床诊断、环境监测、食品安全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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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s of magnetic nano materials
in magnetic sensor and biological probe
ZHANG Chong-kun，CHEN Dong-mei，LI Xiang-yuan，YANG Shi-Ping *
（ College Lif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Nanomaterials，due to their unique properties，are widely used for developing chemical sensor and bio-probe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electivity．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in functions of magnetic nanomaterials in the chemical magnetic sensor
and bio-probe，and introduces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magnetic nano materials-based chemical sensor and bio-probe． Meanwhile，it makes the expectation of this research filed，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magnetic nanomaterials； nano sensor； bio-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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