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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苯丙氨酸一步水热合成碳量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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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人体中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人体中多种酶的代谢活动，是人体内继锌、铁之后第

三丰富的过渡金属元素，正常成人体内一般含铜为 100 mg~200 mg，主要分布在脑、血液和肝脏中 . 铜在
人体生理和病理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1］，可维持造血机能、维护毛发正常结构、软化心血管、强壮骨骼、促

进生长发育、保证内分泌功能正常等 . 正常成人体内铜离子在血清检测中的含量范围约为 11.0 μmol/L~
22.3 μmol/L，铜离子在人体内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多种疾病，如胃肠道紊乱、肝肾衰竭、动脉粥样硬化、冠

心病和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等，此外，人类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症的发生
也均与铜有关［2］. 因此，寻找一种高效灵敏的检测方法实现对痕量 Cu2+的检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碳量子点 CQDs（Carbon Quantum Dots）是一类尺寸小于 10 nm 的新型碳纳米荧光材料，作为荧光传感

器具有发光性质稳定、荧光寿命长、毒性小、化学惰性强、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在生物医学、催化、光电子
和生物传感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是极具希望在临床疾病检测上实现应用的荧光纳米材料 . 本文

首次采用 L -苯丙氨酸作为碳前驱体，一步水热法制备了水溶性好、毒性低、表面富含氨基和羧基的碳量
子点，探索了水热法制备碳量子点的最佳合成条件；同时以此量子点作为荧光探针，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基
于碳量子点表面双缩脲反应检测痕量 Cu2+的方法 .

以 L-苯丙氨酸作为碳前驱体的碳量子点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 L-苯丙氨酸 0.05 g，加入 4.0 mL 水和

1.0 ml 0.1 mol/L 的氢氧化钠，超声溶解，通氮气除氧 30 min，在 180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高压釜内加热反
应 8 h，冷却后加水 10.0 mL，12 000 rpm 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透析 24 h 即得水溶性荧光碳量子点 . 采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荧光分光光度法对碳量子点的荧光特性进行了研究，图 1 为荧光碳量子点的紫

外可见吸收光谱图和荧光发射光谱图 . 由曲线 a 可知，荧光碳量子点在 250 nm 波长处有一紫外特征吸收
峰，该吸收峰是由苯环中共轭 π-π* 电子转移引起的，吸收带延伸至 350 nm 波长处，表明纳米碳的形
成［3］. 由曲线 b 可知，荧光碳量子点在 291 nm 激发波长下的发射波长为 402 nm，峰窄，峰形左右对称 . 在

最佳的合成条件下（反应时间 8 h，反应温度 180 ℃），制备的水溶性碳量子点在紫外波长下呈明亮的蓝色
荧光，量子产率高达 8.54%，一步法水热合成制备的荧光碳量子点符合分析检测要求 .

制备得到的荧光碳量子点由于表面含有丰富的氨基和羧基，水溶性好，其荧光强度在 pH 值为 7.0~

12.0 的范围内没有明显变化，稳定性高；同时量子点的平均粒径约为 1.8 nm，且分布均匀 . 在碱性条件下，
量子点溶液中加入 Cu2+后发生荧光猝灭，且随着铜离子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逐渐降低 . 图 2 A 为 Cu2+与
碳量子点荧光猝灭作用的机理示意图，碱性条件下 Cu2+ 与荧光碳量子点表面的氨基氮和羧基氧配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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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量子点表面形成缩二脲型的铜离子配合物，并通

过荧光内滤效应使得碳量子点的荧光迅速猝灭［4-5］.
图 2 B 为固定荧光碳量子点浓度、Cu2+ 离子浓度与碳
量子点溶液的荧光猝灭率关系曲线 . 研究表明，在最

优的反应条件下，即 pH 8.5 的水溶液中，室温孵化反

应 15 min，随着 Cu2+ 离子浓度的不断增加，荧光碳量
子点的猝灭率越来越明显（图中 F0 表示未加 Cu2+ 前

的碳量子点荧光强度，F 表示加入 Cu2 + 后的荧光强
度），当 Cu 离子浓度高于 30 μmol/L 时达到平衡 . 由

图1

荧光碳量子点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a）

2+

图 2 B 内 插 图 可 知 ，在 Cu 离 子 浓 度 8 nmol/L~100
2+

和荧光放射光谱图（b）
Fig.1

nmol/L 范围内，碳量子点的荧光猝灭率与 Cu2 + 离子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a）and flu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b）of carbon quantum dots

浓度成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F0-F）/F0=1.362 9X+0.049 6（r=0.995 4），检测限可低至 5.0 nmol/L.

图2

Cu2+与碳量子点荧光猝灭作用的机理示意图（A）和 Cu2+离子浓度与量子点溶液的荧光猝灭率关系曲线（B）

Fig.2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flourescence of the carbon qunantum dots quenched by copper ions（A）
and fluorescence quenching efficiency of the CQDs upon the addition of copper ions（B）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双缩脲反应的荧光检测痕量 Cu2+的方法，采用原料廉价易得的 L-苯丙氨

酸作为有机碳源，一步水热法制备了水溶性的荧光碳量子点，毒性低、操作简便快捷，且得到的量子点不

需要进一步的修饰或表面钝化，表面富含大量的氨基和羧基活性基团，有望用于生物医药及环境等领域
中痕量 Cu2+的分析检测，进一步的应用还在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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