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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CeO2 纳米模拟酶的活性抑制检测银离子

焦   雪， 刘文昊， 马明建， 钱   昊， 许晓玲， 王琼丹， 吴   庆
(遵义医学院药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 通过微波辅助的合成方法制备了 Mo掺杂的 CeO2 纳米粒子（Mo/CeO2 NPs），Mo/CeO2 NPs能够有效地催化
H2O2 氧化 3,3 ′,5,5 ′-四甲基联苯胺 (TMB)产生显色反应，表现出良好的过氧化物模拟酶催化活性。而银离子
(Ag+)对 Mo/CeO2 NPs的催化活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定范围内随着 Ag+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基于
此构建一种快速准确测定 Ag+的比色传感方法。在最优条件下，该方法的检测范围为 1.0×10–7~2.0×10–5 mol/L，检出
限为 0.9×10–7 mol/L。此方法仪器简单，操作方便，避免复杂的有机合成步骤，检测结果准确，可应用于实际样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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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g+ based on activity inhibition of Mo/CeO2 NPs mimic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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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Mo/CeO2  NPs  were  prepared  by  a  facile  microwave-assisted  method,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catalyze  H2O2  to  oxidize  the  typical  substrate  of  3,3',5,5'-tetramethyl-benzidine  (TMB)  and
engenders  color  reaction,  which  showed  the  good  catalytic  activity  of  peroxidase  mimic  enzyme.  The  Ag+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f the Mo/CeO2 NPs, and the inhibi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 concentration in a certain range. Therefore, a colorimetric detection of Ag+ was performed
in a linear range of 1.0×10–7 –2.0 ×10–5 mol/L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 9×10–7 mol/L. This method is easy to
operate  by  using  simple  instruments  and  can  aviod  complex  organic  synthesis  procedures.  The  test  result  is
accurate, which can apply in the actual sampl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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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重金属 Ag+因具有良好的光、电学特性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行业，每年有大量的含 Ag+废水排放到

环境当中，成为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离子之一 [1-2]。

如果人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银离子环境或者通过食

物链的富集进入人体，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

害，特别是对大脑、神经及免疫系统的伤害[3]。因此

需要建立一种快速、灵敏的传感器可实时监测排放

废水及地表水中的 Ag+浓度。目前 Ag+检测常用检

测方法主要是荧光光谱法[4]、电化学分析法[5]、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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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光谱法[6]、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法[7]和电感耦合等

离子质谱法[8]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点，如

需要大型仪器，前期样品处理复杂、耗时较长、不易

携带等。近年来，纳米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重金属离

子的检测提供了新思路，许多基于纳米材料建立起

来的检测重金属的化学生物传感器被研究报道[9-11]。

如 Yang等 [12]利用 Ag+能和富含 C碱基的 DNA构

成特殊的结构而被绿色荧光染料识别，构建了一种

简单快速检测 Ag+的荧光方法；Hu等 [13]通过 Ag+能

够加速肽链修饰的 Au纳米颗粒团聚的作用，采用

比色法简单快速超灵敏检测 Ag+。尽管如此，基于

纳米材料的特殊性质开发的传感器方法在设计和方

法灵敏度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自 2007年，阎锡蕴课题组[14]发现 Fe3O4 纳米材

料具有过氧化物模拟酶性质之后，许多金属纳米粒

子 (如贵金属纳米粒子金属氧化物和碳纳米材料[15]

等)较好酶的活性被研究。纳米材料模拟酶与天然

酶相比，能克服天然酶不耐高温、不耐 pH和易于失

活等缺点，因此纳米材料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近年

来，基于纳米材料的模拟酶特性建立的检测重金属

离子的方法得到了发展，如 Yang等合成了 MnO2

纳米棒并证明该材料具有过氧化物模拟酶的特性，

谷胱甘肽能抑制其模拟酶特性使 TMB褪色，而

Hg2+加入可以使 TMB重新显色，基于此建立了高灵

敏检测 Hg2+的方法；Zhang等制备了 rGO/PEI/Pd杂

交纳米材料，当加入 Hg2+时其催化活性增强，建立

了快速低检出限的 Hg2+检测方法；Song等通过柠檬

酸和硼氢化钠还原制备高分散性的 Pt纳米粒子，由

于其中的柠檬酸可以将 Ag+还原成为 Ag0，而 Ag0 又

覆盖到 Pt纳米粒子上抑制其纳米酶催化活性，建立

检测 Ag+的传感器。

本文通过简单的微波辅助合成方法制备了具有

过氧化物模拟酶特性的 Mo/CeO2 NPs，当 Ag+存在

时会对其催化活性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构

建了高灵敏的 Ag+比色检测方法。该方法具有灵敏

度高、选择性好、操作简便、检测快速、成本低等优

点，可潜在应用于实际样品的检测。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T9CS型双光束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中国

惠普有限公司），KM-36C型超声波清洗机（广州市

科洁盟实验仪器有限公司），ME204E型电子分析天

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微波反应器

（GEM公司），DK-98-11电热恒温水浴锅（天津市

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PHS-25型 PH指示剂（上海

仪电科学仪器）、硝酸铈（Ce(NO3)3·6H2O，阿拉丁工

业公司）, 钼酸铵（(NH4)6Mo7O24·4H2O，阿拉丁工业

公司），3,3′,5,5′-四甲基联苯盐酸盐（TMB·2HCl，无
水级，98%，阿拉丁工业公司）、30%过氧化氢、硝酸

银（AgNO3）、乙酸钠、冰醋酸、硼酸，所有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试剂。实验用水由 NEX UP纯水系统

(韩国 Human公司) 制备的超纯水 (18.2 MΩ·cm)。
1.2    Mo/CeO2 NPs 的制备

准确称取0.222 4 g (NH4)6Mo7O24·4H2O与0.790 3 g
Ce(NO3)3·6H2O置于 50 mL烧杯中，加 20 mL去离

子水溶解，不断搅拌并缓慢滴加 0.1  mol/L的

NaOH溶液至 pH等于 12.0，继续搅拌 10 min。将

溶液放入微波反应器，在 100 ℃ 下反应 4 h。反应

完成后，离心收集反应产物，去离子水洗涤 3次。

放入真空干燥箱，在 80 ℃ 下干燥 6 h。
再分散溶液：上述样品用玛瑙研钵研细，称取

0.002 4 g，加入 4 mL去离子水。放入超声波清洗机

中超声分散均匀。制得 0.6 mg/mL的样品分散液。

1.3    Mo/CeO2 NPs 模拟酶活性的测定

以 TMB·2HCl为 反 应 底 物 ， 测 定 Mo/CeO2

NPs的过氧化物模拟酶的性质。具体实验步骤为：

依次将 2  mL醋酸钠缓冲溶液 (0.2  mol/L， pH  =
4.0)、10 μL 0.6 mg/mL的样品分散液、100 μL H2O2

溶液 (10 mmol/L)、100 μL的 TMB·2HCl (5 mmol/L)
溶液加入到 4 mL的Ep管中。在 40 ℃ 下孵育 30 min，
在 652 nm处测量紫外吸收。

1.4    银离子的检测

于 2 mL的 Ep管中分别吸取 1.7 mL的不同 pH
的缓冲溶液，然后分别加 10 μL Mo/CeO2 NPs分散

液（0.6 mg/mL），100 μL H2O2 溶液（10 mmol/L），100 μL
的 TMB·2HCl (5 mmol/L)溶液振荡后，于最优温度

45 ℃ 孵育5 min，移取100 μL的AgNO3 (0.25 mmol/L)
在 45℃ 下孵育 10 min在 652 nm处测紫外吸收。

2    结果与讨论

2.1    Mo/CeO2 NPs 的表征

图1（a）为Mo/CeO2NPs的X-射线粉末衍射（XRD）

图，该晶体衍射图与 CeO2 标准图谱一致。该纳米

材料具有立方萤石结构，但从 XRD图中未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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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杂质峰，可能是由于掺杂的 Mo含量较少，所以

在 XRD中没有出现 Mo元素的衍射峰。Mo/CeO2

NPs的元素分析和电子状态可以通过 X-射线光电

子能谱 (XPS)进行表征分析，图 1（b）显示了Mo/CeO2

NPs的 XPS全谱，在 230~238 eV范围内出现了 Mo
3d的谱图，证明通过该方法合成的材料中掺杂有

Mo离子。同时，通过 XPS可以获得 Ce的光谱图，

可分为两个部分：875~895  eV的峰属于 Ce  3d5/2

和 895~910 eV的峰属于 Ce 3d3/2，与文献报道结果

一致。图 2（a）是在最优条件下合成的 Mo/CeO2

NPs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图，图中表明合成的

材料呈现不规则颗粒状，有少量团聚，粒径尺寸分

布不均。为了进一步证明该材料由小的纳米颗粒形

成，通过原子力显微镜 (AFM)图（图 2（b））所示，该

材料由粒径大约为 25 nm的小颗粒团聚而成，表面

不光滑，纳米材料厚度不均一。

2.2    Mo/CeO2 NPs 的过氧化物酶的特性

为了探究 Mo/CeO2 NPs的模拟酶活性，以过氧

化物酶的底物 (TMB·2HCl)为显色底物，H2O2 为氧

化底物，Mo/CeO2 NPs作为催化剂，考察该体系的显

色反应，评价其过氧化物模拟酶的催化特性。在

0.2  mol/L  NaAc缓 冲 溶 液 (pH  4.0)中 ，Mo/CeO2

NPs能够催化 H2O2 氧化 TMB·2HCl产生经典显色

反应。氧化 TMB在 652 nm处有特征吸收峰出现，

证明了 Mo/CeO2 NPs具有类似天然辣根过氧化物

酶的活性。

实验发现，银离子可以抑制 Mo/CeO2 NPs光催

化模拟酶的活性，基于此可建立检测银离子的方

法，其检测原理如图 3所示。Mo/CeO2 NPs具有类

过氧化物酶活性，可催化 TMB· 2HCl与 H2O2 的显

色反应，使溶液呈蓝色。向体系中加入 Ag+后，可明

显抑制显色反应的进行，导致溶液颜色变浅。基于

此建立了 Ag+的识别体系，通过测量体系紫外-可见

吸收光谱的变化定量测定的 Ag+浓度。

(a) XRD XPS(b)

10 20 30 40
2θ/(°)

50 60 70 0 200 400 600 800
电离能/eV

1 000

强
度

强
度

 

图 1    Mo/CeO2 NPs 的 XRD 图和 XPS 图

SEM(a)

5 μm 1 μm

AFM(b)

92.23
nm

0.00
 

图 2    Mo/CeO2NPs 的 SEM 图和 AF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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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系 pH 值和温度对 Mo/CeO2 NPs 模拟酶

催化活性的影响

Mo/CeO2 NPs同其他无机纳米材料过氧化物模

拟酶和天然酶 HRP一样，其催化活性受体系的

pH和温度的影响。同时考察加入 Ag+后的催化活

性受体系的 pH和温度的影响。实验固定温度为 25 ℃，

记录 pH从 1.0~12.0变化时特征吸收峰的变化；再

固定 pH为 4.0，记录温度从 10 ℃ 到 90 ℃ 时的变化。

如图 4所示，对于 Mo/CeO2 NPs模拟酶来说，当 pH
为 4.0和温度为 50 ℃ 时，该模拟酶催化活性最大。

而相对于加入 Ag+后的抑制体系，考察体系 pH和温

度对于该催化活性抑制的影响，优化其最佳 pH为

4.0，最适温度为 45 ℃。因此，pH为 4.0，温度为 45 ℃
作为最佳反应条件应用于接下来的分析检测中。

2.4    Ag+的检测

在最优实验条件下，测定了不同浓度 Ag+存在

时，溶液的吸光度差值与 Ag+浓度的关系图。

如图 5所示，随着 Ag+浓度增大，体系在 652 nm处

的吸吸收值不断减小，其吸光度差值逐渐增加，说

明 Mo/CeO2 NPs的催化活性被逐渐抑制，其中插图

为线性关系图及不同浓度的比色图片。通过比色法

对 Ag+检测线性范围为  1.0×10–7~2.0×10–5  mol/L，
检出限为 0. 9×10–7 mol/L。本实验可应用于实际样

品的检测，利用实验室自来水作为样品，通过 ICP-
MS检测其含量，向样品中加标，使 Ag+的浓度达到

5×10–7，1×10–6，2×10–6 mol/L，过滤后检测。其 3个加

a. TMB·HCl+H2O2；b. Mo/CeO2 NPs +TMB·HCl+H2O2+20 μmol/L Ag+；c. Mo/CeO2 NPs+TMB·HCl+H2O2+10 μmol/L Ag+；
d. Mo/CeO2 NPs+TMB·HCl+H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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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反应体系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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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H 和温度对 Ag+加入前后体系体系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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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o/CeO2 NPs 作为模拟酶检测 Ag+的响应曲线（插

图为线性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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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浓度下的回收率分别为 96.8%，98.4%和 102.7%，

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6.6%，5.4%和 5.0%。上述结

果表明，利用 Mo/CeO2  NPs在实际样品中检测

Ag+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建立

的比色方法简便快捷，无需复杂仪器，耗时短，反应

条件较温和，相较于其他检测方法具有较好优势。

2.5    干扰性实验

考察了几种可能存在的干扰物质，包括以下离

子 (Ba2+，Ca2+，Cd2+，Co2+，Cu2+，Mn2+，Ni2+，Pb2+，Zn2+)
对比色测定 Ag+的影响，干扰物质的浓度均为

Ag+浓度的 5倍。 如图 6所示，除 Mn2+对 Mo/CeO2

NPs的催化活性有轻微抑制作用，其他离子均未引

起显色反应明显的变化，说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选

择性。

3    结束语

本文采用一种简单的水热法合成了具有模拟酶

催化活性的 Mo/CeO2 NPs，考察了 Ag+对 Mo/CeO2

NPs催化作用的影响。Mo/CeO2 NPs催化 TMB-
H2O2 的反应产生有色产物，Ag+可以抑制 Mo/CeO2

NPs的催化活性，在最佳实验条件下，实现了 Ag+的

快速、灵敏、选择性好的比色检测。此检测体系具

有仪器简单，灵敏度高，检出限低，方便快速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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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离子对比色法测定 Ag+的选择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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