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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由于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质和生物相容性被广泛的应用于制备超灵敏的电化学免疫传感

器． 通过与其他纳米材料复合，石墨烯的良好导电性等优点被放大，而易聚集、堆叠、生物相容性较差等缺点被克

服． 因而，对石墨烯的改性工作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 本文综述了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在构建电化学免疫传感器中

应用，包括石墨烯与金属、金属氧化物、高分子聚合物等的纳米复合材料，并对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在电化学免疫

传感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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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是将电化学传感技术和免疫

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免疫传感器，其既具有电化

学传感器的高灵敏度、低成本的特点，又具有免疫技

术的高选择性、强专一性、和低检出限等特点［1，2］．
因此，在当下的临床检测、生命分析等领域都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由免疫识别元件、信
号转换元件以及信号检测元件构成，其基于抗原 －
抗体特异性结合前后产生电化学信号的变化来实现

对癌症标记物的监测． 根据输出电化学信号的不同，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可分为电流型、电导型、电容型及

电位型传感器［3-6］． 目前，电流型免疫传感器的研究

工作进展得最为深入．
当下对电化学免疫传感体系的研究内容主要围

绕三个目标展开: 第一，有效地固定免疫识别分子从

而优化免疫识别元件的识别效果． 第二，采用新颖方

式标记免疫分子或利用新型功能材料构建免疫探针

完成信号转化过程． 第三，放大输出电信号，完成对

目标生物分子的超灵敏检测． 传统的单组分材料由

于性能单一而无法构建满足以上三个目标的优良电

化学免疫传感界面． 因此，依托新型复合功能材料构

建性能优良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成为当下研究的

热点．

单质石墨烯由于具有分子平面大共轭结构而具

有优良的导电性，然而单一组分石墨烯存在卷曲、团
聚、层间堆积以及没有特征电信号等现象［7，8］． 这些

性质都不利于实现电化学传感界面有效固定生物识

别分子，信号转换以及输出信号放大等目标． 通过复

合纳米材料对石墨烯进行改性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有

效方法． 纳米材料由于具有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
量子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而具有独特的物

理化学性质．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保留了单质石墨

烯优良的导电性和纳米材料的多功能性，同时由于

二者的协同作用使该复合体系的电化学性能及生物

相容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9-11］． 应用该新型复合功

能材料构筑的电化学免疫传感界面可以有序地固定

大量免疫分子，迅速将生物化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且利用纳米材料的特殊光电性质可完成对输出信号

的放大进而得到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宽、响应时间短

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12-14］． 由于纳米材料形貌、性

能的多样化，石墨烯类物质大量的边界点、结构缺

陷、以及丰富的功能性基团，该复合材料体系的构建

和应用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基于电化学传感及免疫技术的基础上，综

述了石墨烯构筑的纳米复合材料在构建电化学免疫

传感器中应用．

74

DOI:10.19789/j.1004-9398.2015.06.010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年

1 石墨烯 －贵金属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贵金属如金 ( Au) 、铂 ( Pt) 、钯 ( Pd) 的纳米颗

粒普遍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优良的导电性、反应

性和生物相容性，其表面丰富的活性位点可固定

大量的生物识别分子［15，16］． 同时，贵金属纳米粒子

还具有特殊的电催化性能，通过催化反应可进一

步增 强 输 出 电 信 号 从 而 提 高 传 感 器 的 灵 敏

度［17，18］． 石墨烯 － 贵金属纳米粒子复合材料应用

于修饰电化学传感界面都具有相较于单一组分材

料更好的性能．
金纳米粒子( AuNPs) 是金的纳米颗粒，在水溶

液中以胶体金的形式存在，根据还原剂种类或者浓

度的不同可以制备不同粒径的 AuNPs． AuNPs 可与

抗体或酶上的巯基、氨基形成较强共价键或静电吸

附将其有效固定，同时其低生物毒性较好地保护了

生物分子的活性． 此外，AuNPs 还具有优良的电子传

递能力，可以辅助石墨烯将化学信号迅速转换为电

信号． 我们课题组用 AuNPs 和离子液体功能化的石

墨烯复合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纳米复合材料． AuNPs
通过离子液体中丰富的氨基可大量固定于石墨烯

上，AuNPS 表面的活性位点可固定大量抗体［19］． 同

时，AuNPs 作为一种电子媒介体可以加快电子在蛋

白质和电极表面之间的传递速率，最终使该传感器

的检出限低至 1 × 10 －7 ng /mL，检测范围在 1 × 10 －6

至 100 ng /mL 之间． 袁若课题组也利用 AuNPs 和石

墨烯的复合材料构建了一种超灵敏的免疫传感器．
该工作先在电极表面修饰了一层壳聚糖 /二茂铁 /二
氧化钛纳米颗粒的复合材料，然后通过活泼的氨基

连接石墨烯 /AuNPs 的复合材料，最后吸附抗体完成

对抗原 的 非 标 记 超 灵 敏 检 测． 该 工 作 指 出，掺 杂

AuNPs 的复合材料，其稳定性、生物相容性和电子转

移速率要明显优于石墨烯或 AuNPs 的 单 一 组 分

材料［20］．
贵金属铂纳米粒子( PtNPs) 和石墨烯的复合材

料在构筑免疫传感器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羧基功

能化的 PtNPs 通过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PMA) 和单层

石墨烯连接，并在其表面均匀分布． 纳米粒子较大的

比表面积可以固定较多的生物分子，同时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可以保持抗体分子的活性． 该电化学传感

界面的检出限可低至 4. 2 pg /mL，实现目标分子超

灵敏检测［21］．

2 石墨烯 －金属氧化物纳米粒子复合
材料

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锌，二氧化钛，四氧化三铁的

纳米颗粒生物毒性较低，且都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

性质［22-25］． 石墨烯 － 金属氧化物复合体系普遍具有

较好的电化学催化活性，用其可实现对电化学免疫

传感界面增敏的目的［26-29］．
袁若课题组利用氧化锌纳米粒子( ZnONPs) 制

备出了一种有效放大信号的免疫探针，将输出的电

信号进一步转化为了光信号，达到对癌胚抗体( anti-
CEA) 的灵敏检测． 该工作通过戊二醛将 ZnONPs 与

石墨烯连结复合制成复合修饰材料． 在检测过程中，

通过 ZnONPs 催化过氧化氢分解产生活泼的中间体

自由基进而发光，根据光信号的强弱来检测样品中

CEA 浓度的目的［30］． 相比传统的过氧化氢传感器

ZnONPs 优良的催化能力，使该传感器的相对误差小

于 5. 10%，表明其具有较好的精确度．
Huang 等通过水热法合成的二氧化钛和石墨烯

的纳米复合材料，其可对多巴胺类物质的氧化反应

进行电催化，从而放大输出信号提高检测的灵敏

度［31］． 结果表明，该材料修饰的免疫传感器对多巴

胺类物质检测的检测范围为 0. 1 ～ 300 ng /mL，检出

限仅为 0. 03 ng /mL．

3 石墨烯 －高分子复合材料

高分子材料是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基础的材料．
由于其分子质量较大，化学性质稳定，成膜性好常用

于和石墨烯复合构建电化学传感界面［32-35］．
壳聚 糖 ( CS ) 是 由 自 然 界 广 泛 存 在 的 壳 质

( chitin) 经过脱乙酰作用得到的一种高分子材料，化

学名称为聚葡萄糖胺( 1-4 ) -2-氨基-B-D 葡萄糖． 这

种天然高分子由于其生物相容性、安全性、微生物降

解性、成膜性等优良性能被各行各业广泛关注． Mao
等将壳聚糖( CS) 、亚甲蓝 ( MB) 、石墨烯 ( GS) 制成

纳米复合材料用于修饰检测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的免疫传感器［36］． 该研究指出，特异性抗体 ( Abs)

容易在电极基底无序地固定，这样会降低 Abs 与目

标分子之间的特异性识别，从而影响检测效果． 高分

子聚合物壳聚糖作为一种分散剂和成膜剂可以使亚

甲蓝 － 石墨烯复合材料趋于均一和稳定，抗体能够

在其表面均一有序地固定． 同时，壳聚糖带有丰富的

氨基，可以固定较多的抗体以增加其检测范围． 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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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传 感 器 对 PSA 响 应 的 浓 度 范 围 为 0. 05 ～
5. 00 ng /mL、最低检出限为 13 pg /mL．

Nafion( 全氟代磺酸酯) 作为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近年来也备受关注． Nafion 内部有憎水基和亲水基．
若在水溶剂中，亲水基上会聚集着极化了的溶剂分

子，它在 Nafion 中可以起到阳离子交换的作用． 同

时，Nafion 的化学稳定性十分优良，耐热性，成膜性

较好，可以固定大量电活性物质［37］． Sun 等将 Nafion
和石墨烯制成复合材料滴涂在电极表面修饰为基

底． Nafion 使该免疫传感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在

4 ℃的条件下保存 20 d 后，检测峰电流仅降低了

3. 05% ．
聚苯胺( PANI) 作为一种导电高分子在电子工

业、信息工程等各个领域都有所应用． Li 等就基于

石墨烯 － 聚苯胺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出了一种检测雌

二醇含量的标记型电化学免疫传感器［38］． 以石墨烯

－ 聚苯胺复合材料为基底修饰电极可以提高电极的

电化学活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两者的协同作用使

该 传 感 器 的 峰 电 流 值 显 著 提 高，检 出 限 为

0. 02 ng /mL，检测范围为 0. 04 ～ 7. 0 ng /mL． 同时，

该传感器在重复性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 在用 5 根

电极进行重复实验中，对同一浓度样品检测结果的

标准偏差为 3. 5% ．

4 石墨烯 －染料分子复合材料

染料是能使其他材料着色的一种物质． 很多染

料分子都含有氧化还原基团，因此表现出良好的电

化学活性［39］． 例如，普鲁士蓝 ( 铁氰化物 ) 类化合

物，二茂铁及其衍生物、硫瑾等．
Wei 等将还原后的氧化石墨烯与硫瑾经过搅拌

混合，离心、水洗等步骤制成具有管状形貌的纳米复

合材料［40］． 其在磷酸缓冲溶液体系内中可以产生特

征电化学信号峰，通过监测传感器界面抗体 － 抗原

特异性识别后电信号的变化可得到未知体系中抗原

的浓度． 我组也曾报道过一种室温下一步法合成氧

化石墨烯 － 硫堇 － 金( GO-Thi-Au) 纳米复合材料的

方法，染料分子硫瑾通过 π － π 作用力和静电作用

力与氧化石墨烯表面发生强烈反应形成了稳定的交

联，将该新型纳米材料滴涂于电极表面形成稳定薄

膜，并通过吸附 AuNPs 从而连接 anti-CEA［41］． 该传

感器表现出对 CEA 的超灵敏响应，其检测范围及检

出限分别为 0. 05 ～ 2. 00 ng /mL 和 5. 77 pg /mL．
亚甲蓝作为一种生物染料分子，由于其氧化态

和还原态的颜色不同，故经常作为氧化还原滴定的

指示剂． 有研究指出，亚甲蓝 － 石墨烯的纳米复合材

料在电化学表现和导电性方面要明显优于单一组分

材料［36］． 两者形成的纳米复合材料可构建性能稳定

的电化学传感界面．

5 结论与展望

石墨烯纳米材料制成的电化学传感器在免疫检

测中展现了优异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通过石墨烯与

贵金属纳米颗粒、金属氧化物纳米颗粒等无机材料

的复合，或者与高分子聚合物、染料分子等有机材料

的复合，提高了传感器灵敏度，以及检测限，增强其

在电化学领域应用的功能性．
然而，对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依旧处于

较为基础的阶段，未来还需要继续拓展这种复合材

料在电化学免疫检测中的应用． 首先，石墨烯作为当

下材料学领域的明星，对其的改性研究依然具有很

重要的价值． 同时，将免疫传感器推向大规模生产和

应用，还应该简化其制备工序，优化检测重复性等．
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石墨烯纳米复合

材料的电化学性质，也可以将电分析技术应用于医

学检测，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等领域，从而实现学科

之间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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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raphene Nanocomposites in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s

Yuan Zhengnan Ma Zhanfang* Huang Xiaonan*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

Abstract
The graphene nanocomposites are widely used for fabrication of ultra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s

for its remarkabl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biocompatibility． The graphene's good conductivity is be
amplified，respectively，the bad biocompatibility，the easily aggregation are be narrow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the graphene nanocomposites applying in the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s， including the
nanocomposites of graphene with metal，metal oxide，polymer and so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nanocomposites graphene in electrochemical immune sensor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graphene，composite，nanomaterials，electrochemistry，immuno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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