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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

化酶，以壳聚糖为稳定剂，硼氢化钠为还原剂，一

步合成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壳聚糖-

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能催化氧气氧化3，3’，5，

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显色，壳聚糖-铂纳米粒

子模拟氧化酶对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

盐具有高亲和力，其米氏常数为0.0179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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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能催

化氧气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显色，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对3，3’，

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具有高亲和力；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由以下反

应步骤制得：将氯铂酸加入到壳聚糖溶液中，搅拌30分钟，然后逐滴加入硼氢化钠溶液并在

5分钟之内加完，置于暗处搅拌90分钟，得到深褐色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溶液浓度为

0.2  m/V  %，氯铂酸水溶液浓度为10  mmol/L，硼氢化钠溶液浓度为0.2  mol/L，所述壳聚糖

溶液、氯铂酸水溶液和硼氢化钠溶液的体积比为47: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所得到的壳聚糖-

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中铂纳米粒子与壳聚糖通过壳聚糖分子上的N2和O3相连接，铂纳米

粒子的平均粒径为2.1±0.3  n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所得到的壳聚糖-

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溶液放置一年以上无沉降物出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能催化氧气氧化3，

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生成蓝色产物，在652  nm处有最大吸收峰；加硫酸后显色产

物变黄，该黄色产物在450  nm处有最大吸收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铂纳米粒

子模拟氧化酶催化氧气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反应的条件如下：pH为4.0~
5.0；温度为50  ℃；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浓度为  0.15  mmol/L。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或6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

在最佳催化氧化条件下测得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对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米氏

常数为0.0179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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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有模拟氧化酶活性的一种由壳聚糖作为稳定剂的铂纳米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属于纳米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酶具有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改变反应速率、控制反应进行的功能，在生物体内

乃至自然界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多数的天然酶是蛋白质，具有高效性和专一性，但其

结构和功能很容易受到环境中物理、化学因素的影响，它需要在特定的pH和温度下才能够

发挥其活性。与天然酶相比，纳米材料模拟酶具有制备过程简单、容易大规模制备、性质稳

定、可重复使用、对外界环境耐受性强、制造及储存成本低等优点。对于过氧化物酶而言，其

催化氧化过程需要过氧化氢的参与。但由于过氧化氢是一种强氧化剂，会对某些分析物的

性质产生影响。此外，过氧化氢本身容易分解，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带来许多不便。然而，对

于氧化酶而言，其无需过氧化氢的参与，就可以催化氧化底物显色，使得实验操作过程更加

简便易行。但目前对氧化酶样的纳米材料报道还比较少，主要有纳米氧化铈、纳米四氧化三

钴、纳米铁酸钴等。因此，研究和开发具有氧化酶活性的纳米人工酶在当前科学研究中意义

重大。

[0003] 壳聚糖是一种天然高分子。自1859年法国人Rouget首先得到壳聚糖后，该物质的

生物官能性和相容性、血液相容性、安全性、微生物降解性等优良性能被各行各业广泛关

注。在医学方面，壳聚糖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已有相关的报道。在环境方面，壳聚糖在废水

处理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壳聚糖分子含有丰富官能团（如羧基和氨基），因此其可修饰性强，

另外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水溶性，因此是一种理想的纳米粒子稳定剂。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该壳聚糖-铂纳米粒子以硼氢

化钠为还原剂，壳聚糖为稳定剂制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它是以硼氢化钠为还

原剂，壳聚糖为稳定剂合成铂纳米粒子，得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具有模拟氧化酶特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

氧化酶能催化氧气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显色，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

化酶对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具有高亲和力；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

化酶由以下反应步骤制得：将氯铂酸加入到壳聚糖溶液中，搅拌30分钟，然后逐滴加入硼氢

化钠溶液并在5分钟之内加完，置于暗处搅拌90分钟，得到深褐色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

拟氧化酶溶液。

[0008]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溶液浓度为0.2  m/V  %，

氯铂酸水溶液浓度为10  mmol/L，硼氢化钠溶液浓度为0.2  mol/L，所述壳聚糖溶液、氯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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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和硼氢化钠溶液的体积比为47:2:1。

[0009]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所得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

拟氧化酶中铂纳米粒子与壳聚糖通过壳聚糖分子上的N2和O3相连接，铂纳米粒子的平均粒

径为2.1±0.3  nm。

[0010]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所得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

拟氧化酶溶液放置一年以上无沉降物出现。

[0011]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能催化氧气氧化3，3’，5，5’-四

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生成蓝色产物，在652  nm处有最大吸收峰；加硫酸后显色产物变黄，该黄

色产物在450  nm处有最大吸收峰。

[0012]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

催化氧气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反应的条件如下：pH为4.0~5.0；温度为50 

℃；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浓度为  0.15  mmol/L。

[0013] 所述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其特征是在最佳催化氧化条件下测得壳

聚糖-铂纳米粒子对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米氏常数为0.0179  mmol/L。

[0014] 具体地说，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5] （一）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制备：称取0.1  g壳聚糖溶解于50  mL浓度为1%（v/v）的

醋酸中，搅拌15分钟使壳聚糖完全溶解即得浓度为0.2%（m/v）的壳聚糖溶液。将2  mL浓度为

10  mmol/L氯铂酸加入到47  mL浓度为0.2%壳聚糖溶液中，搅拌30分钟，然后逐滴加入1  mL

浓度为  0.2  mol/L新配制的硼氢化钠溶液（5分钟之内加完），置于暗处搅拌90分钟，得到壳

聚糖-铂纳米粒子，所得产物避光冷藏保存。

[0016] （二）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活性：通过壳聚糖-铂纳米材料催化氧化3，

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生成蓝色产物，在酸性条件下终止反应，产物由蓝色转为黄

色，验证其氧化酶活性。往932.5 μL醋酸缓冲液（pH  5，50  mmol/L）中加入50 μL浓度为3 

mmol/L的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和17.5 μL步骤（一）合成的壳聚糖-铂纳米

粒子，混合后37  ℃温浴反应5分钟，而后立即用200 μL浓度为2  mol/L的硫酸终止反应，测

定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0017] 上述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模拟氧化酶催化氧气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

盐反应的最适条件如下：pH为4.0~5.0；温度为50  ℃；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浓

度为  0.15  mmol/L。

[0018] 本发明的优点：

[0019] （1）本发明制备的铂纳米材料由壳聚糖作为稳定剂，硼氢化钠还原氯铂酸得到，其

制备过程简单快速。

[0020] （2）本发明制备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水溶性好且生物相容性高。

[0021] （3）本发明制备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具有高效的模拟氧化酶活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A）与裸铂（B）分别放置一周后的溶液外观图。

[0023] 图2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透射电镜图。

[0024] 图3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元素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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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红外光谱图。

[0026] 图5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Pt（4f）X射线光电子能谱图。

[0027] 图6 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X射线衍射图。

[0028] 图7为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与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反应前后的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图。a：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b:  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

壳聚糖-铂纳米粒子；c：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硫酸。

[0029] 图8为pH对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显色体系的影响。

[0030] 图9为温度对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显色体系的影响。

[0031] 图10为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浓度对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显色体系

的影响。

[0032] 图11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氧化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的稳态动力

学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称取0.1  g壳聚糖溶解于50  mL浓度为1%（v/v）的醋酸中，搅拌15分钟使壳聚糖完

全溶解即得到浓度为0.2%（m/v）的壳聚糖溶液。将2  mL浓度为10  mmol/L氯铂酸加入到47 

mL浓度为0.2%（m/v）壳聚糖溶液中，搅拌30分钟，然后逐滴加入1  mL浓度为  0.2  mol/L新配

制的硼氢化钠溶液（5分钟之内加完），置于暗处搅拌90分钟，得到深褐色的壳聚糖-铂纳米

粒子溶液。将壳聚糖-铂纳米粒子与未加壳聚糖保护的铂纳米粒子（即裸铂纳米粒子）同时

室温放置7天，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室温放置7天后，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均一稳

定，无沉淀生成（见图1中的A图）；而裸铂纳米粒子放置后发生明显沉降（见图1中的B图）。此

结果表明壳聚糖对铂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稳定作用。

[0035] 实施例2：

[0036] 将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滴涂在铜网上，进行透射电镜测试。结

果表明，壳聚糖-铂纳米粒子的平均粒径为2.1±0.3  nm（见图2）。所得纳米粒子的晶面间距

为0.224  nm，对应于铂晶体的111晶面（见图2中的插图）。

[0037] 实施例3：

[0038] 将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进行冷冻干燥后得到粉末，取所得粉末

进行元素分析（见图3）。结果表明所得的纳米粒子中含有铂元素。

[0039] 实施例4：

[0040] 将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进行冷冻干燥后得到粉末，取所得粉末

进行红外光谱测定（图4）。结果显示壳聚糖分子的C-N弯曲振动及C3-O的伸缩振动均发生改

变，表明壳聚糖是通过N2和O3与铂纳米粒子结合。

[0041] 实施例5：

[0042] 将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进行冷冻干燥后得到粉末，取所得粉末

进行X射线光电子能谱测定（见图5）。结果表明，在72.8  eV处出现铂的4f7/2峰，表明壳聚糖-

铂纳米粒子中铂的价态为0价和+2价共存，其所占比例分别为55%和45%。

[0043]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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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将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进行冷冻干燥后得到粉末，取所得粉末

进行X射线衍射测定。由图6可知，在10.8°  和  19 .6°  处出现壳聚糖的特征峰，在39.4°、

45.9°  和  67.3°处分别出现铂的（111）、（200）和（220）晶面特征峰。

[0045] 实施例7：

[0046] 在932.5 μL醋酸盐缓冲液（pH  5，50  mmol/L）中依次加入50 μL浓度为3  mmol/L的

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和17.5 μL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材料，混合后37 

℃温浴5分钟。由图7可知，壳聚糖-铂纳米材料加入后，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

液的颜色由无色变为蓝色，在652  nm处有一吸收峰；加入200 μL浓度为2  mol/L的硫酸溶液

终止反应后，反应液颜色变为黄色，并在450  nm处有强烈的吸收。

[0047] 实施例8：

[0048] 将17.5 μL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和50 μL浓度为3  mmol/L的3，

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加入到932.5 μL  pH值分别为2、3、4、4.5、5、6、7、8的醋

酸盐缓冲溶液中（50  mmol/L），混合后37  ℃温浴5分钟，而后加入200 μL浓度为2  mol/L的

硫酸终止反应，测定反应液在450  nm处的吸光度值（A450）。由图8可知，随着pH值的增大（2~
4），吸光度值A450逐渐增大；在pH值为4~5时，吸光度值A450基本保持不变；此后随着pH值的增

大，吸光度值A450明显减小。因此，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氧化显色体系的最佳反应pH值为

4.0~5.0。

[0049] 实施例9：

[0050] 将17.5 μL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和50 μL浓度为3  mmol/L的3，

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加入到932.5 μL  pH值为5.0的醋酸盐缓冲溶液中（50 

mmol/L），混匀后分别在20、25、30、35、40、45、50、55、60、65℃温浴5分钟，而后加入200 μL浓

度为2  mol/L的硫酸终止反应，测定反应液的吸光度值A450。由图9可知，随着温度的增大（20

~50  ℃），溶液吸光度值A450逐渐增大；在温度为50  ℃时，吸光度值A450达最大；此后随着温

度的增大，吸光度值A450明显减小。因此，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催化氧化显色体系的最佳反应

温度为50  ℃。

[0051] 实施例10：

[0052] 将17.5 μL实施例1制得的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和50 μL初浓度分别为0、0.2、

0.5、1、1.5、2、2.5、3、3.5和4  mmol/L的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加入到932.5 

μL醋酸盐缓冲溶液中（pH  5，50  mmol/L），混合后50  ℃温浴5分钟，而后加入200 μL浓度为2 

mol/L的硫酸终止反应，测定反应液的吸光度值A450。由图10可知，当3，3’，5，5’-四甲基联苯

胺盐酸盐溶液终浓度达0.15  mmol/L时，吸光度值A450的上升趋势减弱。因此，壳聚糖-铂纳

米粒子催化氧化显色体系的最佳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浓度为0.15  mmol/

L。

[0053] 实施例11：

[0054] 将50 μL不同浓度的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和17.5 μL实例1制备的

壳聚糖-铂纳米粒子溶液加入到932.5 μL醋酸盐缓冲溶液中（pH  5，50  mmol/L），混匀后50 

℃温浴30秒，测定反应液的吸光度值A450，计算初速度。如图11所示，通过米氏方程拟合，可

以得出壳聚糖-铂纳米粒子对底物3，3’，5，5’-四甲基联苯胺盐酸盐溶液的米氏常数为

0.0179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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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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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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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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