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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多巴胺( polydopamine) 是一种有机聚合材料，近年来受到化学、材料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高度关注．
该种材料具有多种优良理化性质，包括光学性质、粘附性质、生物相容性等． 这些理化性质已受到科研工作者关注

并被开发利用． 本文综述了聚多巴胺的理化性质及其在生物电化学传感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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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材料科学领域的表面修饰和功能化一直是研究

热点［1-3］．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表面修饰使材料耐酸

碱以及氧化物等的侵蚀，而材料的表面功能化更是

拓宽了材料应用领域． 目前的修饰方法包括化学共

价法、水解法、层层自组装法等． 这些方法对修饰物

具有的活性基团、生物相容性以及被修饰物含有的

官能团及表面能要求较高，且耗时长，操作繁琐，材

料经修饰后应用范围较小，因此具有局限性． 2007
年 P． B． Messersmith 小组于 Science 杂志上报道了

聚多巴胺( polydopamine) 作为一种多功能聚合涂层

在无机、有机、半导体、贵金属、陶瓷等材料表面的粘

附性修饰［4］，由此聚多巴胺作为一种新兴材料受到

广泛关注． 聚多巴胺在早期研究中多应用于材料的

表面功能化以及作为囊泡等材料用于生物医药方

面． 2011 年以后，聚多巴胺的其它理化性质受到科

研工作者关注，由此聚多巴胺的应用范围得到了极

大的拓展，如环境、能源、电分析等领域． 本文对聚多

巴胺几条重要的理化性质以及聚多巴胺在生物电化

学传感方面的应用作一综述．

1 聚多巴胺的理化性质

聚多巴胺是多巴胺的氧化聚合物( 图 1 ) ． 多巴

胺的结构与蚌类动物的分泌物真黑素的单体主要成

分 3，4-二羟基-L-苯丙氨酸具有相似的化学结构( 图

2) ． 因此聚多巴胺与真黑素有相似的理化性质，下

面简要介绍．

1. 1 光学性质

真黑素在紫外 －可见吸收光区具有全吸收性质，

有极低的量子产率［5-6］，吸收了的光子能量全部无辐

射转化为热能［7］． 聚多巴胺与真黑素具有相似结构，

在紫外、可见、近红外光区均有吸收，且对光的吸收与

溶剂极性无关［8］． 研究人员推测其原因是聚多巴胺中

无差异性发色团，导致在光谱中不能看到某种或某些

发色团的吸收峰，而表现为全波段吸收． 聚多巴胺在

紫外光区的吸收归因于多巴胺氧化为多巴色素和多

巴吲哚，而可见光区及红外光区的吸收归因于多巴色

素及多巴吲哚的自聚［9］． 由于聚多巴胺这种光的全吸

收性质，它已被用作材料的光保护剂［10］．

1. 2 粘附性质

1981 年 J． H． Waite 与 M． L． Tanzer 报道了真

黑素在几乎任何材料表面均具有极强的粘附性［11］．
聚多巴胺与真黑素的化学单体结构相似，其最重要

的一条性质就是在几乎任何种材料表面同样表现出

极强的粘附性． 关于聚多巴胺具有粘附性的原因，目

前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推测是聚多巴胺具有儿茶酚基

团，但具体粘附机理目前仍未研究清楚［12］． 聚多巴

胺在材料表面的粘附是基于两种方式: 共价结合与

非共价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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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巴胺经氧化后所得产物，即聚多巴胺的几种存在形式( A，B，C，D，E)

图 2 3，4-二羟基-L-苯丙氨酸( 左) 与多巴胺( 右)

共价结合多基于被修饰表面含有巯基、氨基等

基团，在碱性条件通过 Michael 加成或 Schiff 碱反

应，将聚多巴胺固定于被修饰材料表面． 非共价结合

多基于聚多巴胺与材料表面的金属离子配位或螯

合、氢键、π － π 共轭以及聚多巴胺中的氢醌电荷转

移络合 物 对 电 荷 的 转 移 来 构 筑 有 效 吸 附 层 等 作

用［13-14］． 聚多巴胺多以儿茶酚基团的配位及螯合作

用粘 附 于 金 属 以 及 金 属 氧 化 物 表 面，如 Fe2O3、
Al2O3、ZrO2 等． 一些情况下，聚多巴胺与材料表面

以不只一种作用方式结合，如聚多巴胺基于儿茶酚

基团与 Ti 原子的配位及与材料表面的水化羟基以

共价结合形式修饰于 TiO2 表面［15-16］． 此外，聚多巴

胺可用于修饰疏水材料表面，这是其作为表面修饰

材料与传统材料的不同之处［17］．
1. 3 生物相容性

材料的生物相容性直接决定其在生物医药、临
床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因其化学组成和结构与自然

界中的真黑素相似，因此推测聚多巴胺拥有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 N． Yoonkey 等人利用聚多巴胺的生物

相容性制备了神经元接口［18］． 研究工作者利用 MTT
法对聚多巴胺的潜在生物毒性检测，结果表明聚多

巴胺对哺乳动物的成纤维细胞、成骨细胞、神经元以

及内皮细胞等均无阻碍增殖作用［19］． 并且，相比之

下，当聚多巴胺修饰于材料表面时，细胞更易在材料

表面粘附和增殖．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聚多巴胺的

无毒性［20］．

2 聚多巴胺在生物电化学传感领域的
应用

近几年来生物电化学传感因其具有高灵敏、高
选择性、操作简便等优点，其研究进度高速增长［21］．
而在该领域中，理想的基底材料应具有较高的热力

学稳定性． 若材料的热力学稳定性较差，在电极表面

会容易脱落，使材料在电极表面的若干行为大打折

扣或几乎无法体现． 以往的一些有机基底材料在接

触以缓冲溶液为基础的电解质溶液时通常发生肿

胀、水解以及溶解等现象，使其自身的一些性能发生

改变［22-23］． 而聚多巴胺在电极表面具有良好的热力

学稳定性和稳定的化学性质． 生物传感中的电极修

饰对传感器的成功构建非常重要． 聚多巴胺具有优

良的粘附性，因此聚多巴胺作为电极表面修饰材料

已成为一种经典的电极修饰方法［24］． 生物电化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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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主要分为酶催化传感器和无酶催化传感器．
2. 1 酶催化传感器

聚多巴胺被应用于生物传感的经典例子是高峰

小组在电极表面修饰用聚多巴胺包裹的碳纳米管实

现了对葡萄糖的检测［25］． 该工作中，聚多巴胺包覆

碳纳米管，并将银纳米颗粒嵌入聚多巴胺膜中形成

纳米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与葡萄糖氧化酶一起沉积

于玻碳电极表面． 这里，聚多巴胺在不改变碳纳米管

结构的前提下提高了其水溶性，并增强了葡萄糖氧

化酶与电极表面的电子转移． 当该传感器检测葡萄

糖时，传感器对葡萄糖的酶催化使氧的还原电流降

低，从而实现对葡萄糖的检测． 俞汝勤等以仿生聚多

巴胺膜为功能基底膜并结合使用纳米金，构建了一

种高导电性、稳健的酶生物分子固定化平台． 以固定

辣根过氧化物酶( HＲP) 为例，发展了一种新的电化

学酶传感器用于 H2O2 的测定［25］． Fu 等通过 PtCl6
2 －

与多巴胺的氧化还原，同时混入人体免疫球蛋白抗

体，制备嵌有 Pt 纳米粒子和人体免疫球蛋白抗体的

功能化纳米颗粒． 传感器通过电极表面的抗体以及

功能化纳米粒子同时对免疫球蛋白的特异性识别实

现对其夹心型免疫检测［23］． 尹学博等利用多巴胺的

氧化自聚实现对 G-四联体 /血红素 DNA 酶的包埋，

成功地构建了 H2O2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DNA 酶物

理吸附在玻碳电极上后，将多巴胺的磷酸盐缓冲液

滴在表面，空气中的氧气氧化多巴胺形成聚多巴胺

膜，实现 DNA 酶的固定［26］． Peng 等利用纳米金粒

子 /聚多巴胺膜实现玻碳电极表面高量负载 HＲP，

进而高灵敏检测 H2O2 ． 在该模型中，因存在聚多巴

胺膜，酶与电极之间有良好的电子传输［27］． Zhang 等

将氯金酸与多巴胺溶液混合，实现纳米金 /多巴胺的

原位氧化还原法制备，脂肪酶在该杂化材料表面被

固定，使得传感器实现人血清样品中甘油三酯的选

择性检测［28］． Tang 等对纳米粒子 /聚多巴胺这一传

感模型做了改进． 他们在还原的氧化石墨烯表面制

备了 Pd-Pt 双金属纳米粒子并覆盖聚多巴胺膜，该

杂化材料是超氧化物歧化酶与电极之间良好的粘结

体和电化学传感界面． 该传感器可实现超氧阴离子

基团的检测［29］．
2. 2 非酶催化传感器

同样，研究者建构了对葡萄糖的非酶催化检测

传感器． 李峰等人制备了一种无酶催化的葡萄糖传

感器［30］． 利用刀豆蛋白 A 中赖氨酸残基的-NH2 与

聚多巴胺膜表面的儿茶酚基团或醌环的 Michael 加

成将刀豆蛋白 A 固定于电极表面，硫堇作为电化学

探针在聚多巴胺沉积于电极表面前先附着于电极表

面． 刀豆蛋白 A 在中性环境中对 D-葡萄糖有良好的

富集作用． 该传感器可应用于血清样品中 D-葡萄糖

的检测． 王春明等利用电聚合法和脉冲沉积技术制

备了纳米银 /聚多巴胺修饰的玻碳电极，并通过循环

伏安法和示差脉冲伏安法研究了该修饰电极上对硝

基苯酚的电化学行为［31］． 有报道称，将聚多巴胺修

饰电极浸入碱溶液中进行电化学处理可制得过氧化

聚多巴胺修饰电极． 通过方波伏安法直接测定氯霉

素在该传感器上的电化学响应信号，进而实现其检

测［32］． Wang 等在金电极表面沉积了普鲁士蓝 /纳米

金复合物． 为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作者在这层基底

材料表面覆盖一层聚多巴胺膜，其儿茶酚可诱导生

成第二层纳米金粒子． 而该层金纳米粒子可使得 4-
巯基苯硼酸在其表面通过 Au-S 实现自组装． 传感器

通过 4-巯基苯硼酸与 D-葡萄糖形成五元环的硼酸

酯实现对 D-葡萄糖的检测［33］． Palanisamy 等人采用

还原 的 氧 化 石 墨 烯 /聚 多 巴 胺 复 合 物 检 测 氯 丙

嗪［34］． Liu 等人在玻碳电极表面覆盖一层聚多巴胺

膜，该膜可原位还原铜离子得纳米铜并使纳米铜粘

附于其表面． 掺杂了氧化石墨烯的上述传感界面可

实现 H2O2 的高灵敏检测［35］． Lee 等人开发了一种

简单而选择性高的传感器． 他们将 ITO 电极浸于多

巴胺溶液，在电极表面通过多巴胺的氧化聚合得到

聚多巴胺膜，该传感器可实现肼的选择性检测［36］．
Yari 等人制备了 MWCNT-Fe3O4@ PDA-Ag 纳米复合

物，以该复合物构筑的传感器可与嘌呤碱进行相互

作用，可分别或同时实现腺嘌呤和鸟嘌呤的检测，且

传感器成功实现鱼精子 DNA 样品中两种嘌呤的

检测［37］．

3 结论与展望

因聚多巴胺具有诸多优良的理化性质，近年来

对聚多巴胺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已经大为扩展． 生物

电化学传感领域中，聚多巴胺因其具有良好的电子

转移性能以及粘附性，通常作为传感器的基底材料，

在膜表面通过结合不同物种，利用相适应的检测技

术实现对目标物的检测; 或作为复合材料的粘结物，

对所建构的功能化复合物具有辅助性增强其功能的

作用． 而聚多巴胺的其他理化性质在生物电化学传

感领域同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有待人们进一步开

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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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Polydopami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lectrochemical Biosensing

Liu Kangyu Lin Yuqing Huang Xia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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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olydopamine，a sort of organic polymeric materials，has been drawn highly attention in chemistry，material

science，environmental science which contains various excellent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optical
absorption，adhesion and biocompatibility． These properties have been exploited and applied． In the recent years，
polydopamin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to fabricate resultant composites and as the matrix
of electrodes． This review reports several typical properties of polydopami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ydopamine，eumelanin，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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