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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荧光分析法在食品污染物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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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量子点荧光分析法为基础的检测技术具有准确、灵敏、特异性高的特点，在生物医药学和化学分析方面

已有广泛应用，目前在检测食品污染物方面处于发展阶段，是食品检测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对量子点的光学

特性、制备、表征及食品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并分析量子点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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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quantum dot fluorescence analysis were widely used in biological medicine 

and chemical analysis for their high accuracy, good sensitivity and excellent specificity. The detection technologies based 

on quantum dot fluoressence probe in this field has been gained extensive attentions. This article has reviewed the optical properties,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in food contamination detection by quantum do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quantum dots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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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促进了各种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建立。其中，量子点(quan-

tum dots，QDs)，即纳米金，以其独特的光谱特性和良好

的光化学稳定性，成为理想的荧光探针材料[1]，量子点具

有量子尺寸效应、表面效应和量子隧道效应等，派生出

一些不同于宏观块体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优良的发光

特性[2]，其光学特性相比传统有机染料具有明显优势[3]。

如，量子点激发光谱宽、发射谱窄，使用同一波长激发

光可激发多种量子点；其发射光谱呈对称分布，重叠面

小，可区分不同探针分子发出的荧光；量子点光化学稳

定性比较好且颜色可调，能够经受反复激发进行长时间

分析检测，具有比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在分析化学等领

域量子点已成为重要的生物荧光探针，基于量子点开发

的量子点荧光分析法也成为快速检测技术之一。量子点

荧光分析法具有快速、准确、灵敏以及优越的重现性，

目前应用和研究越来越广泛。文学方等[4]就量子点的光

学特性及标记技术在农药等食品安全检测方面进行了综

述。本文就量子点荧光探针的制备、表征及量子点荧光

分析法在食品污染物检测领域尤其是生物毒素检测方面

应用、研究的现状和进展进行阐述分析，以期为其今后

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1 量子点的制备

量子点荧光探针制备常采用胶体化学法，包括有机

相和水相两种制备方式。

1.1 有机相制备

1993年，Murray等[5]以三辛基硒和二甲基镉为前体，

并投入350℃的三辛基氧化膦中合成CdSe量子点，但二甲

基镉价格昂贵且有剧毒。2009年，Pons等[6]用ZnO和CdO

为前体代替有机金属，量子点产率达50%。王莉等[7]采

用一步法合成量子点，以无毒的氧化镉和单质硫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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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镉源和硫源，以十八烯为溶剂，油酸为配体，制备出

荧光性能优异单分散的CdS量子点，荧光量子产率达到

30%，反应简单可控。但这种有机相合成的量子点稳定

性和水溶性较差，很难与生物大分子发生直接偶联，需

要进一步的修饰。

1.2 水相制备

生物及食品安全领域检测所需的纳米晶体，要求量

子点必须具有水溶性，因此水溶性量子点的制备方法成

为研究热点。Rogach等[8]用疏基化合物作为稳定剂，采用

湿化法直接合成水溶性的量子点CdTe。Hua Lijuan等[9]将

巯基乙酸作为稳定剂在水溶液中制备出了CdTe量子点。

杜保安等[10]采用水相法，以巯基丙酸作稳定剂，制备出

核壳型CdTe/CdS量子点。研究发现，包覆CdS壳之后，

其光量子效率和化学稳定性相比CdTe有显著提高。水相

制备出的量子点具有生物兼容性好、绿色环保、价格低

廉及可批量生产等特点，而且用作生物探针时，几乎不

需要进一步的亲水修饰。但是，水相制备的量子点量子

产率和发光强度较低，如CdTe等量子点表面存在着大量

的缺陷以及不饱和悬键，导致荧光效率较低。若包被一

层宽带隙的无机材料在量子点外，能有效地降低量子点

的表面缺陷，进而提高荧光效率[11]。因此，一般在水相

量子点表面包被一层壳结构，即核壳型量子点。

稳定剂也是影响量子点合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周

建干等[12]分别研究了巯基丙酸、巯基乙酸及其两者混合

物作为稳定剂，研究表明，两者混合物作为稳定剂相比

单独使用所合成的量子点具有更易获得长波长、尺寸均

一、粒径可控以及量子产率高等优势。适于量子点合成

的稳定剂范围很广，不同有机化合物可以作不同类型

量子点的稳定剂[13]。但是量子点的合成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比如量子点的稳定性不高、具有生物毒性等需要进

一步优化合成工艺，制备出性能优越的量子点。

2 量子点的表征

量子点合成后通过表征可考察所制量子点的质量，

进而分析制备方法的合理性，确定应用范围，进而改进

制备方法。主要的进行表征的仪器有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X射线衍射仪、红外分光光度仪等。

T E M是利用高能电子束充当照明光源进而进行

放大成像的一种大型显微分析设备。其分辨率一般为

0.1～0.2nm，放大倍数为百万倍，可观察超微结构[14]，

获得量子点的尺寸和形貌。刘岩等[15]观察到掺杂了Co的

CdS量子点，呈球形且分散性很好，粒径2.3nm，获得具

有完整晶体结构的量子点，说明量子点中掺杂了Co后，

没有改变量子点的结构。X射线衍射仪是一种利用X射线

衍射原理进而研究物质内部微观结构的大型分析仪器，

可进行物相的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结构类型及不完

整性分析[16]。陈秀秀等[17]水相合成ZnSe/ZnS核壳型量子

点，通过X射线衍射观察到ZnS生长在ZnSe量子点表面，

以晶体结构外延的方式生长，形成了核壳结构，水溶性

好，分散于水溶液中稳定且澄清。

3 量子点荧光分析法在食品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3.1 生物毒素的检测

Goldman等[18]将量子点与抗体偶联，检测葡萄球菌

肠毒素B的含量，检测限为10ng/mL。2004年，Goldman

等[19]又在同一块微孔板上，使用夹心免疫法，同时检测

出霍乱毒素、志贺样毒素1、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

B(SEB)等4种毒素的混合物，得到了样品中毒素的种类和

含量。孟元华等[20]将量子点荧光探针方法应用于海洋毒

素，即微囊藻毒素，通过有机相合成量子点后利用疏基

乙酸转移至水相并与微囊藻毒素-LR抗体通过共价进行偶

联并测定微囊藻毒素-LR，操作简单且检测速率快，检测

限为6.9×10-11mol/L。研究人员进一步将此方法与酶联免

疫法结合，如Yu等[21]将量子点探针和标准品与固定在磁

珠上的抗原通过竞争性结合，进而检测微囊藻毒素-LR，

检测范围为0.42～25μg/L，检测限为0.03μg/L，说明此方

法可以快速而灵敏地检测饮用水中的微囊藻毒素-LR。苏

培成[22]通过“夹心”式免疫分析方法，将免疫磁分离的

磁性Fe3O4纳米粒子和免疫荧光标记的水溶性CdTe量子点

结合，检测了牛奶样品以及磷酸盐缓冲液中的SEB。结

果表明，牛奶样品中SEB最低检测限为0.05ng/mL，缓冲

液中SEB最低检测限为0.02ng/mL，检测时间为lh，有效

地将磁性纳米粒子的快速分离和量子点的荧光标记相结

合，即复合型纳米材料的特性，但所合成的水溶性量子

点荧光产率很低，低于7%。为了更好地发挥量子点优越

的特性，可以将量子点与其他纳米材料复合，如一维、

二维纳米材料。

霉菌毒素极易污染潮湿或半干燥的贮藏食品，尤其

是粮食、花生等，给人们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隐患。相对

免疫技术，量子点检测霉菌毒素的研究较少。杨淑平等[23] 

采用巯基乙酸和谷胱甘肽作为稳定剂，水相制备CdTe量

子点，包覆CdS制备成核壳型CdTe/CdS量子点，再将呕

吐毒素抗体与CdTe/CdS量子点结合检测呕吐毒素。结果

表明，与巯基乙酸相比，谷胱甘肽修饰的CdTe/CdS量子

点稳定性更好、荧光强度更高，量子点标记抗体的稳

定性和活性不变。呕吐毒素质量浓度在0～0.9ng/mL之

间时，相对荧光强度呈线性关系(R2为0.9992)，检出限

为0.038ng/mL，可应用于食品中痕量呕吐毒素的检测。

李园园等 [24]通过量子点标记二抗，建立了间接竞争荧

光免疫吸附法，检测花生中的黄曲霉毒素B1。灵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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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ng/mL，最低检测限为0.001ng/mL，该方法为用于

其他真菌毒素的定量检测提供了参考。周晓燕等[25]通过

水相合成CdTe/CdS量子点，用黄曲霉毒素B1抗体对量子

点进行标记。黄曲霉毒素B1浓度在0.68～40pmol/L之间

时，浓度与荧光强度呈线性关系，相关系数0.9914，检出

限0.3pmol/L，该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米醋中黄曲霉毒素的

检测，但是CdTe/CdS量子点的稳定性不高，需要进一步

改善。

基于量子点荧光分析法为基础的检测技术在生物毒

素方面需进一步应用研究，尤其是霉菌毒素，实现霉菌

毒素多组分检测。一般水相合成量子点的荧光产率较有

机相的低，目前主要采取有机相合成量子点后进行表面

功能化制得水溶性量子点[20]，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水相

量子点的荧光效率需要进一步研究。

3.2 农药残留的检测

Chouhan等[26]将甲基对硫磷与牛血清白蛋白(BSA)偶

联而具有免疫原性，再与CdTe量子点形成探针，用来检

测甲基对硫磷，检测线性范围为0.1～1ng/mL。2010年，

Chouhan等[27]又将BSA与CdTe量子点共轭，并与甲基对硫

磷(MP)结合，形成MP-BSA-CdTe复合物，将此复合物作

探针检测MP，检测范围0.1～1ng/mL，R2=0.9905，表明

该方法可以用于检测其他类别的农药。Chen Yiping等[28]

将链酶亲和素(SA)与量子点共轭成SA-QDs，生物素化的

抗体与包被抗原(即毒死蜱)发生特异性反应同时连接SA-

QDs，以此测毒死蜱，半数抑制质量浓度(IC50)和检测限

(LOD)分别为28.5ng/mL和3.8ng/mL 时，研究表明，此方

法比传统的酶联免疫吸附法灵敏，可以被用来作为农药

残留的检测。卞倩茜等[29]通过硫普罗宁作稳定剂，制备

出CdTe/CdS量子点并作为探针，将其与10种农药相互反

应发现白草枯能显著猝灭量子点的荧光，是测定食品中

残留百草枯的新方法，其检测下限低于1.5μg/L，是一种

简单、快速、选择性好和灵敏度高的方法。刘正清等[30]以

ZnSe量子点作探针，敌磺钠可使ZnSe量子点的荧光猝灭

且敌磺钠的浓度与量子点荧光猝灭程度成线性关系，据此

测定敌磺钠。线性范围为6.69×10-7～2.23×10-4mol/L，相

关系数R2= 0.999，检出限2.01×10-7mol/L，实现了痕量农

药的检测。

量子点荧光探针的灵敏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如一些

学者利用生物素作偶联物。生物素与亲和素即可与多种

标记物结合又可偶联抗体等，而生物素化的抗体活性不

变，进而产生多级放大效应，或者采用短链DNA将金纳

米粒子与多个量子点组装成放大信号的探针，因而量子

点与生物大分子等的偶联需要进一步分析。

3.3 兽药残留的检测

动物源食品中的兽药残留正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

点。杨杰等[31]将生物素化的量子点与抗氧氟沙星抗体连

接，形成荧光探针，测定氧氟沙星，IC90值和IC50值分

别为0.25ng/mL和1.16ng/mL，对实际牛奶样品中其回收

率测定结果介于88.2%～105.3%间，相比于传统酶联免

疫法，检测结果相近，缩短了检测时间，简化了前处理

步骤，首次将此方法用于抗生素类小分子违禁药品的测

定。王秀玲等[32]利用水溶性CdSe/CdS QDs作荧光探针，

将瘦肉精抗体固定在金磁微粒上，金磁微粒可作为分离

和纯化的载体，实现了较低下限测定猪肉中的瘦肉精，

线性范围是(0.50～2000.00)×10-9，相关系数为0.992，检

出限为0.50pg/mL，已成功应用于猪尿中瘦肉精的分析。

Chen Junxia等[33]基于量子点为标记的竞争性荧光酶联免

疫吸附法快速检测鸡肉中恩诺沙星残留，检测线性范围

为1～100ng/mL，检测限为2.5ng/mL，半数抑制浓度为

8.3ng/mL。Peng等[34]将变性牛血清白蛋白与生物素化的

量子点结合再与亲和素化的抗体结合后，用来检测同一

块微孔板上的5种化学物质，分别为庆大霉素、头孢噻

呋、地塞米松、醋酸甲羟孕酮及氯硝西泮，实现同时检

测，其线性范围分别是0.28～10、0.32～25、0.33～10、

0.17～10g/kg和0.16～25g/kg，检出限分别为0.16、0.14、

0.13、0.06g/kg和0.07g/kg，说明量子点荧光探针可用于

定量检测，并实现了多组分同时检测。Zhu等[35]利用新的

荧光免疫吸附实验，即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第二抗体并

结合量子点探针检测牛奶中的6种磺胺类、11种喹诺酮类

药物及三聚氰胺，检测限为磺胺类(0.17ng/mL)，喹诺酮

类(0.18ng/mL)和三聚氰胺(7.5ng/mL)，简化了样品预处理

过程，适合高通量低分子质量污染物的筛选。

随着量子点合成技术的逐渐成熟，此方法会更有效

地应用于更多兽药残留分析，实现抗生素的痕量检测。

而将此技术与其他方法结合如竞争性荧光酶联免疫吸附

法、夹心免疫法等，或利用金磁微粒、磁珠等的特性，

优化实验步骤，能高效地实现待测物的检测。

3.4 致病微生物的检测

王洪江等[36]使CdS量子点与单增李斯特菌抗体偶联，

用来检测单增李斯特菌。偶联后的抗体特异性没有变化，

但偶联物荧光强度增加，荧光显微镜下能快速检测出单

增李斯特菌，灵敏度大大增高，简化了操作步骤。Kim

等[37]将磁珠(MBs)与量子点以共价方式结合成MBs-QDs 

复合物再与DNA共轭，形成MBs-QDs复合物DNA探针，

检测大肠杆菌eaeA基因。检测限是9.72fM和104基因的

拷贝，MBs-QDs复合物的DNA探针证明具有优良的选择

性，可用于细菌检测。Carrillo-Carrión等[38]首次用黏菌素

(colistin)修饰CdSe/ZnS量子点，形成Colis-QDs荧光探针

在大肠杆菌细胞壁积累，检测限小于28CFU/mL，检测

时间在15min之内。而Sanvicens等[39]使用量子点阵列检测

大肠杆菌，将摩尔比为1:10的抗体与量子点共轭，再与

抗大肠杆菌抗体结合检测附着在微孔板上与抗体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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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与酶联免疫检测相比，检出限更低，时间由

15h降到2h，可用于浓度低于10CFU/mL大肠杆菌的检

测。Jackeraya等[40]使用量子点荧光免疫夹心法检测伤寒

杆菌，聚碳酸酯膜经甘氨酸修饰，EDC/HNS活化后，

与伤寒杆菌抗体结合后再与量子点抗体复合物(量子点

与IgG的结合比例为1.95:1)通过免疫夹心法检测水中的

伤寒杆菌，检测灵敏度比使用传统染料检测高100倍。

Fu等[41]将氨基修饰的CdSe/ZnS/SiO2复合粒子作荧光探

针用来计数细菌，可以检测到3×102～107CFU/mL，检

测限低于传统平板计数法，荧光峰强度与细菌总数建立

关系方程为Y=374.82X－938.27 (R2= 0.99574)，可以用

于计数总细菌数。

综上，说明量子点荧光分析法可以快速、灵敏地检

测食品中痕量致病菌，还可定量分析，可用于实时跟踪监

测。但量子点在检测致病菌方面还存在问题，如量子点的

光漂白性对定量产生具有一定困难，需要进一步解决。

4 结 语

随着量子点的制备技术和偶联技术的不断完善，量

子点荧光探针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会有重大突破。目前食

品安全领域中量子点荧光探针在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及

致病微生物中获得了大量的研究与应用，在生物毒素检

测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痕量生物毒素污染的巨大危害，以及多种生物

毒素混合污染的检测难题，量子点荧光探针多色标记有

望有效解决和实现多种食品污染物同时检测。目前已有

部分实验表明量子点荧光探针可以结合相应抗体用于生

物毒素多残留检测，为多种污染物多残留检测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综合目前的应用，笔者认为量子点还有诸多问题存

在，如量子点的稳定性、荧光效率不高，存在闪烁现象

并具有毒性等，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备工艺，采用表面修

饰技术如稳定剂的选择以及偶联技术等；以及量子点表

面有大量电荷存在，致分散体系不稳定，在介质中非特

异性吸附和团聚会影响荧光强度等方面。因此，可尝试

将量子点荧光分析法与其他技术结合，如微芯片技术，

或将量子点与其他新型纳米材料结合，也可掺杂过渡元

素在量子点里，进一步探索量子点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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