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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传感器测定食品中黄曲霉毒素的研究进展

汤俊琪，庞广昌 *
(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天津      300134)

摘   要：黄曲霉毒素是一类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及时检测和控制食品中黄曲霉毒素，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安全和

提高我国农副产品国际竞争力是相当重要的。本文综述了近十年来各种免疫传感器测定食品中黄曲霉毒素的研究及

应用情况。着重介绍了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的制作原理、检测性能及其应用于牛奶、小麦、玉米等基质中测定黄曲

霉毒素的研究现状。简要评述了免疫传感器结合丝网印刷微电极、流动注射分析系统和以纳米材料作为固相基底或

信号扩增标签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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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latoxins (AFTs) are a group of virulent substances having similar chemical struc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and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detect and control AFTs in foods in tim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flatoxin detection in foods by means of various immunosensor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especially the manufacture principle and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of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to detect AFTs in milk, wheat and corn. Recently, an intensive research effort has been perform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immunosensors combined with screen printed electrodes, flow-injection immunoassays (FI-IA) and nano-materials which are

used as a solid support or signal-amplification label. The application of immunosensors in food safety which has an extensive

application prospec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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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 a f l a t o x i n，A F T )主要是由黄曲霉

(Aspergillus flavus) 和寄生曲霉 (Aspergillus parasiticus)
等真菌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黄曲霉毒素是一类化学结

构类似(图 1)的化合物，均为二氢呋喃香豆素的衍生物。

化学结构不同其毒性有所差异(B1 ＞M1 ＞G1 ＞B2)，AFB1

的毒性是氰化钾的 10 倍，砒霜的 68 倍，致癌性比二甲

基亚硝胺强 75 倍，且 AFB1 毒素在高温 268～269℃时才

分解，高压 0.103MPa(120℃) 4h 处理毒性才降低一半[1-

2]。AFT 对人畜的具体毒性表现在，它是一种毒性极强

的肝毒素，能引起肝小叶中心坏死，胆囊水肿等；对

蛋白质合成有抑制作用，而引起血清蛋白浓度的变化，

导致淋巴因子的激活延迟或获得性免疫失常；AFT 还有

相当强的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 [ 3 ]。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黄曲霉毒素划定为 1 类致

癌物，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

图1   黄曲霉毒素 B1, M1, G1, B2 的化学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aflatoxins B1, M1, G1 and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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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黄曲霉毒素的检测力度和研究能力，直接影响

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提高我国农副产品

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目前黄曲霉毒素的测定方

法有多种，包括薄层层析法( T L C )、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免疫化学分析法等[4]。薄层色谱法检测黄曲霉

毒素具有灵敏度低、重现性差、操作繁琐、时间长且

安全性差等缺点；高效液相色谱法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

检测机构都在使用的方法，虽然灵敏度高，但具有样

品的前处理相对复杂、检测周期长、程序复杂、所需

试剂繁多等缺点；免疫亲和柱由于检测费用过高而无法

普及，应用 ELISA 法时，由于样品的复杂多样，使得分

析人员在实际检测样品中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4]。

这些方法已越来越不适用现代检测分析的要求。免疫传

感器具有操作方便、成本低、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

选择性强等特点。近年来，在定量分析黄曲霉毒素的

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免疫传感器亦称免疫电极，是与测定抗原抗体反应

有关的一类传感器的统称。一般由生物识别元件和信号

转换元件组成，根据信号转换元件所传导的物理或化学

信号的不同，免疫传感器可分为压电晶体免疫传感器、

光学免疫传感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等。本文拟对近

十年来各种免疫传感器对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测定分析的

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并对免疫传感器的制作和应用予以

展 望 。

1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应用免疫传感器来测定黄曲霉毒素，免疫传感器的

原理设计和检测方法的选择相当重要。一种用于测定大

麦中 A F B 1 的一次性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已制作出来，

固定在丝网印刷电极上的 BSA-AFB1 复合物和标准品或

样品中的游离抗原 AFB1 竞争性的与抗 -AFB1 单抗结合，

再加入酶标二抗，电极上形成 BSA-AFB1/ 抗 -AFB1/ 酶
标二抗免疫复合物。以快速的示差脉冲伏安法进行测

定。虽然检测限稍低于 ELISA 法，但具有更高的灵敏

度[5]。但这种免疫传感器利用丝网印刷电极和 BSA 之间

的物理吸附作用而固定 BSA-AFB1 复合物，容易脱落，

对于免疫传感器测定的条件也有待优化。Tan 等[6]在间

接竞争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一个银离子沉积信号扩增方

法来测定大米中的黄曲霉毒素。在修饰的金电极表面共

价固定 BSA-AFB1 复合物，通过竞争方法结合抗 -AFB1

抗体及酶标二抗。最终，碱性磷酸酶催化底物 2 - 磷酸

抗坏血酸为抗坏血酸，抗坏血酸还原溶液中的银离子并

使其沉积到电极表面。以线性扫描伏安法(linear sweep
voltammetry，LSV)确定沉积的银离子的量而获得被分析

物黄曲霉毒素的量。该免疫传感器测范围 0.1～10ng/ml，

测定下限 0.06ng/ml。对于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研究，

选择应用一次性的丝网印刷电极比较普遍。Piermarini 等[7]

应用同样的原理，只是采用的是间歇脉冲安培技术进行

测定，通过一次性的电化学微量板来测定黄曲霉毒

素 B 1，对于玉米抽提物中黄曲霉毒素 B 1 的测定范围

在 0.05～2ng/ml。相比于单个的丝网印刷微电极，该方

法提高了分析通量，减少了单位样品的分析时间，降

低了分析成本，是一种可行的分析方法。而且 Piermarini
等[8]还研究了应用 8 通道丝网印刷电极条和可固定 BSA-
AFB1 复合物的磁珠粒子测定玉米中 AFB1 的方法，从获

得的测定限、精确度、回收率分析，该法能很好的测

定玉米样品中的黄曲霉毒素 AFB 1。

主要存在于牛奶中的 AFM1 为 AFB1 的羟基化产物，

Badea 等[9]应用竞争法的原理，联合流动注射分析系统

进行了检测分析，测定范围为 20～500pg/ml，检测下限

为 11pg/ml，该传感分析系统具有很高的分析通量和准

确度，非常适合于在乳品加工企业中普及应用。但由

于使用了蛋白 G 分离抗原抗体复合物和抗原，使得成本

较高，如果采用固定二抗来进行分离，则具有较低的

成本优势。同样对于 AFM1 的测定，Micheli 等[10]在丝

网印刷微电极上固定抗 -AFM1 的单抗，以直接竞争模式

测定牛奶中的 AFM1，测定范围在 30～160pg/ml 之间，

测定下限为 25pg/ml。相比传统的 HPLC 或 TLC 法，该

方法具有低成本，操作时间短(总分析时间 75min)等优

势。同样是以直接竞争法的原理，在丝网印刷电极上

固定抗 -AFM1 抗体，Parker 等[11]制作的电化学免疫传感

器测定牛奶中 AFM1，测定限为 0.39ng/ml，最大响应

值为 1000ng/ml。Vig 等[12]报道了一种阻抗型免疫传感器

测牛奶中的 AFM 1，在丝网印刷石墨电极上固定 BSA-
AFM1 复合物后，游离的 AFM1 和该固定复合物竞争性

的同金标抗 -AFM1 抗体结合，由于纳米金能促使银离子

沉积，测定银离子沉积量即可获得 AFM1 的量。该传感

器对 AFM1 的检测限能达到 15～1000ng/L。探测限达到

15ng/L。最终结果和线性扫描伏安法相比，具有很高的

相关性，这说明该方法具有很高的准确度，适合于牛

奶中 A F M 1 的测定。

Liu 等[13]报道了一种比较少见的电导型免疫传感器测

AFB1 的方法，在微梳状电极(micro-comb electrode)上自

组装纳米金、抗 -AFB1 抗体和辣根过氧化物酶后，由于

抗 -AFB1 抗体和 AFB1 发生免疫反应，酶底物或电子在

电极和酶的活性中心之间的传递受到影响，溶液的电导

发生改变。电导变化和溶液中 A F B 1 的量存在线性关

系，该免疫传感器测定范围为 0.5～10ng/ml，探测限

0.1ng/ml。虽然电导型免疫传感器具有易于小型化和大

规模生产、不需要参比电极和驱动电压低等优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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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溶液离子强度和固相抗体特异性的影响，该免疫

传感器也未应用于实际样品进行测定。不过，如果

能扬长避短的改进这种电导型传感器将具有很好的应

用 前景。

2 压电免疫传感器

石英晶体材料等受机械压力后可产生带电现象，该

现象也可拟向进行，对晶体材料施加合适的电场，能

够产生机械压力。如将晶体置于一个振荡电路，当电

振荡频率和机械振荡频率接近晶体的基础振荡频率时，

可以获得共振[14]。共振频率的改变△f(Hz)与晶体表面积

累的质量相关：

△f= － 2.26 × 10-6f02 △m
式中：△f 是晶体频率的改变；f 0 为晶体的基础振

荡频率；△m 是单位面积的吸附质量。

J in 等[15 ]制作了以纳米金作为“重量标签(weigh t
label)”的信号增强系统，测定牛奶中 AFB1 的压电免疫

传感器。这种方式测量 AFB1 可低至 0.01ng/ml。牛奶中

AFB1 浓度在 0.1～100ng/ml 时，其对数值和频率响应线

性相关。相比传统的 ELISA 方法，具有更好的灵敏度

和重现性。

3 光学免疫传感器

光波导模式谱( o p t i c a l  w a v e g u i d e  l i g h t m o d e
spec t ro scopy，O W L S )是一种非标记光学检测方法。

OWLS 方法通过检测波导附近的有效折射率的变化进行

传感，无需进行放射性、荧光、或其他标记方法。通

过同时对 TM/TE 两种传导模式的测定，可以实时定量

分析波导表面吸附物质的质量[16]。结合抗原抗体之间的

反应，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测定多种生物物质。Ad á ny i
等[17]比较运用该方法的直接和间接模式测定 AFB1，发

现直接法只能测定 5～10ng/ml 的毒素浓度范围，而且信号

响应不稳定。而间接竞争法的测定范围是 0.5～10ng/ml，
对于大麦和小麦面粉样品的测定，结果和 ELISA 法相当

吻 合 。

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光学生物传感器是表面等离子

体共振(surface plasma resonance，SPR)生物传感器，

这是 S P R 技术与生物分子特异性相互作用分析

(biospecific interaction analysis，BIA)原理相结合的产

物。SPR 免疫传感器的原理是将一种受体(抗体、抗原)
结合在金属膜表面，加入含相应配体(抗原、抗体)的样

品，配体和受体的结合将使金属与溶液界面的折射率上

升。从而导致共振角度改变。如果固定入射光角度，

就能够根据共振角的改变程度来定量配体浓度[14]。在食

品检测中应用这种光学免疫传感器进行测定已有不少报

道。Daly 等[18]报道了一种 SRP 型免疫传感器，采用间

接竞争法的原理来测定AFB1，测定范围在 3.0～98.0ng/ml
之间。Dunne 等[19]对抗体进行修饰，应用抗 -AFB1 抗体

片段来制作 SPR 型免疫传感器。该传感器测定范围广，

测定下限低。由于传感器的制作中，生物分子的固定

量，定向固定量，活性保留程度都直接影响传感器的

性能。近年，以对抗体进行修饰后再固定的一类免疫

传感器已有报道。这种传感器明显能降低干扰性，提

高测定准确度，伴随着抗体工程的发展必将有巨大的

应用前景。

4 结  语

在各种免疫传感器的制作和应用于食品 AFT 的测定

中，主要有两种测定模式，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

一般是先固定抗体，直接对黄曲霉毒素进行测定，而

间接法一般先固定抗原，通过游离抗体和酶标抗体竞争

性的与一抗或抗原的结合反应来进行测定。间接法测定

范围更广，测定下限更低，因而被普遍采用。对于 AFT
的测定，电化学型免疫传感器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是

由电化学分析方法具有简单快速，成本低，结果准确

等优势决定的，结合丝网印刷微电极和流动注射分析系

统，将电化学型免疫传感器应用于牛奶，花生抽提物

等样品的测定，是满足实时、在线检测的优选方式。

纳米材料主要包括纳米金、纳米碳管和其他纳米复

合物等，将其用于免疫分析领域已成为一个热点，从

最初的金标技术到现在的纳米材料自组装层作固相基底

或纳米粒子作为信号标签的免疫传感分析技术，一直受

到人们的重视。对于 AFT 的测定，Sun 等[20]使用胶体

金免疫层析技术对 A F B 1 进行测定，分析时间大大缩

短，相比 ELISA 法时间缩短 6～10 倍，而且获得了很

低的测定限，在标准溶液中达到 2.5ng/ml。Sun 等[21]还

研究了应用这种方法对大米、小麦、玉米等食品抽提

物中 AFB1 的测定，通过光度读卡机(photometric strip
reader)进行定量分析，探测限可低至 0.05ng/ml，而且

测定结果准确度高，和 ELISA 法有很好的相关性。Radoi
等 [ 2 2 ]运用超顺磁性纳米粒子( s u p e r p a r a m a g n e t i c
nanoparticles)对牛奶中 AFM1 进行测定，效果同样非常

好。碳纳米管以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将其应用于

生物传感器的制作中具有巨大的优势。柄杆菌素是 AFT
的生源合成前体，也是食物中广泛存在的致癌性污染物

之一。Zhao 等[23]制作使用多壁碳纳米管固定 AFT 解毒酶

对其进行测定，线性测定范围为4.16× 10-5～1.33×10-3mg/ml，
该研究为免疫传感分析开拓了思路。另外，也有研究

者报道了应用纳米粒子的表面特性可对饲料中 AFT 进行

脱毒处理，降低 AFT 的危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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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开发出一种基于纳米材料的新型免疫传感器对

A F T 进行测定，同时进行脱毒处理，不仅可以满足分

析测试的要求，还可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将会具有

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纳米材料具有小的体积和

很大的比表面积，表现独特的光学，电学和异相催化

特性。而且能很好的以共价键结合方式固定抗原(抗体)
并保留抗原(抗体)的生物活性，将纳米材料应用于食品

检测中必将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总之，一种免疫传感器的成功制作并应用于实际样

品中的测定，离不开抗体、传感界面设计、分析测试

方法、信号扩增系统等的合适选择。随着这方面的深

入研究，免疫传感器不仅可以广泛应用于食品领域，还

可在临床诊断，环境监测等领域以其独特优势发挥重要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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