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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

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电极共面集成的无酶葡萄

糖传感电极，通过电沉积将高催化活性的纳米多

孔金与精细叉指电极结合，为在微小电极区域电

沉积纳米材料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本发明提供

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传感电极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极低的检出限，较宽的检出范围以及优

异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其检出限为0.55μM，

在0.001～2.50mM和2.50～10.0mM的检出范围内

分别拥有1297μA/mM·cm2和854.7μA/mM·cm2

的高灵敏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0页  附图4页

CN 110455894 A

2019.11.15

CN
 1
10
45
58
94
 A



1.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由聚

酰亚胺柔性基底、导电层、反应层组成；所述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设有所述导电层，所述

导电层表面设有所述反应层；所述导电层为Ti、Mo、W中的至少两种形成的合金层；所述反应

层表面设有纳米多孔金层；所述电极由三电极集成共面组成，其中工作电极表面修饰纳米

多孔金，对电极表面修饰铂，参比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极正面设置有一对螺旋式的叉指电极，分别作为工作电极和对电极；所述电

极正面设置有外圈的半圆电极线作为参比电极；所述工作电极和所述对电极的距离为100μ

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其特

征在于，所述纳米多孔金层的反应孔直径为5～55nm，所述纳米多孔金层的表面孔隙率为60

～80％。

4.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Mo、W中的至少两种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层表

面镀铜；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和蚀

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将其在干燥环境下保存；

(4)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表面镀厚金层；

(5)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右侧的叉指电极上镀铂；

(6)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电沉积金锡合金，载去除金属锡，得到修饰纳米多孔金的

电极；

(7)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的正面圆盘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镀金溶液组成为：柠檬酸金钾12g/L；镀金温度为55℃，

电流密度为1.0A/dm2，时间为5min。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镀铂溶液组成为H2PtCl6  1mM和KCl  0.1M。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电沉积所用金锡合金镀液的组成为：柠檬酸钾50g/L～

55g/L、柠檬酸钠5g/L～10g/L、抗坏血酸15g/L～20g/L、对甲苯磺酸15g/L～20g/L、酒石酸

锑钾0.5g/L～1.0g/L、乙酸镁90μL～110μL、L-64添加剂90μL～110μL、3，5-二羟基苯甲醇90

μL～110μL、硫酸亚锡15g/L～20g/L、柠檬酸金钾10g/L～15g/L。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电沉积温度为40℃～60℃，电流密度为0.5A/dm2～

0.8A/dm2，时间为10min～30min。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去除金属锡是使用电化学腐蚀法或化学腐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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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化学腐蚀法所用的腐蚀液为碱液，所述的碱液浓度为

5M～15M，所述的碱为碱金属氢氧化物、碱金属碳酸盐、碱金属碳酸氢盐、碱金属醇盐中的至

少一种。

1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镀银-氯化银的溶液组成为：硝酸银40g/L～45g/L、硫

代硫酸钠200g/L～250g/L、焦亚硫酸钾40g/L～45g/L、醋酸铵20g/L～30g/L、硫代氨基脲

0.6g/L～0.8g/L。

12.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电镀温度为25℃，电流密度为0 .3A/dm2，时间为

15min。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应

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可贴合人体皮肤，通过汗液检测葡萄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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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及其制

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葡萄糖检测用传感器领域，涉及一种无酶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

(NPG)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方法，尤其是传感电极在葡萄糖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糖尿病是由于人体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或不能有效利用胰岛素引起的疾病。近

几十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已被列为四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糖尿病是一种慢性

疾病，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如视力减退、肾功能衰竭、视网膜病变和中风等，因此对糖尿病的

有效检测与治疗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0003] 研究表明，严格控制血糖可以保障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健康，有效防止并发症。为了

及时了解人体内的代谢水平和血糖含量，本领域需要一种具有高灵敏度、高可靠性的葡萄

糖检测电极，用于持续检测人体中葡萄糖的含量，且便于使用。

[0004] 现阶段检测葡萄糖的主要方法包括电化学方法、比色法、电导法、光学方法和荧光

光谱法，其中电化学法具有检测限低、响应时间短、稳定性好和成本较低等优点，因此得到

广泛使用。

[0005] 使用电化学传感技术检测葡萄糖，其中最大的限制是酶对外部环境极为敏感，容

易失活，导致含酶的电化学传感器难以重复使用。因此，开发高性能无酶电化学传感器尤为

重要。

[0006] 电极是电化学传感器的核心元器件，其中，三电极体系应用较为广泛。三电极包括

工作电极，参比电极和对电极。传统的三电极体系的三个电极并非在一个平面上进行集成，

各电极之间距离较远，在电化学测试过程中工作电极和对电极之间容易出现浓差极化，影

响测试精度。此外，传统三电极尺寸大，不便于微型传感器的设计与加工，限制了三电极体

系的应用，也不利于快检型传感电极的普及与应用。

[0007] 专利CN109019572A公开了一种无酶葡萄糖电化学传感电极，其主要技术方案是以

泡沫Ni为模板，采用气相沉积法(CVD)批量合成三维石墨烯材料3D-G-Ni。以3D-G-Ni直接作

为电极材料及传感界面，建立了高灵敏度的葡萄糖无酶电化学传感电极，用于人体血清中

葡萄糖浓度的测定。其检出限可达到1μM。然而，此法需要在高温下制备，且工艺条件复杂，

制备成本较高，且通过血液检测方式，比体外检测更加繁琐。

[0008] 而且叉指电极的复杂结构给活性材料负载带来很大的挑战，目前制备活性材料浆

料，通过丝网印刷方式制备叉指电极是常用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对浆料有所限制，且难以

调控叉指电极的线宽线距，还容易造成电极损伤，因此如何在微小区域内电沉积活性材料

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0009] 综上所述，本领域需要一种制备工艺简单的、可重复使用的无酶葡萄糖快速检测

传感电极，以降低制备成本，简化检测步骤，并实现在体外检测葡萄糖，使得葡萄糖检测更

加安全、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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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用于汗液无酶检测葡萄糖的、三电极共面的纳米多孔

金柔性传感电极。

[0011] 该电极由聚酰亚胺柔性基底、导电层、反应层组成；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设有导

电层，导电层表面设有反应层；所述导电层为Ti、Mo、W中的至少两种形成的合金层；所述反

应层表面设有纳米多孔金层；所述电极由三电极集成共面组成，其中工作电极表面修饰纳

米多孔金，对电极表面修饰铂，参比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0012] 该电极正面设置有一对螺旋式的叉指电极，分别作为工作电极和对电极；电极正

面设置有外圈的半圆电极线作为参比电极；工作电极和对电极的距离为100μm。

[0013] 该电极解决了三电极体系无法应用于微型传感器的问题，且制得的叉指电极由于

工作电极和对电极之间距离较近，可显著消除电化学测试过程中的浓差极化。通过在电极

表面修饰纳米多孔金，也解决了在微小的电极区域修饰纳米多孔金的技术问题。

[0014] 本发明提供的电极使用柔性聚酰亚胺基底材料，可紧密贴合人体皮肤，可弯折，电

极表面修饰的纳米多孔金层在电极弯折时没有产生脱落、断裂等情况，说明电极表面修饰

的纳米多孔金层紧密贴合于电极表面，不易脱落与失效，可以保证实际使用时的可靠性。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传感电极表面修饰的纳米多孔金层表面是直径为20～55nm的通孔

和连续韧带结构，有利于电子传导和电解质的传输，为电催化反应提供大量活性位点；使用

本专利提供的化学腐蚀法制备的纳米多孔金层的表面孔隙率为70～80％，纳米多孔金表面

微光孔洞结构主要由小于50nm的纳米微孔组成，对物质起到催化作用的是纳米微孔中的活

性位点。

[0016] 使用本专利提供的电化学腐蚀法制备的纳米多孔金层的表面孔隙率为60～75％，

孔径大小为5～25nm，这是由于化学腐蚀过程中锡原子缓慢氧化析出，金韧带缓慢变形收

缩，形成相对较大的孔洞，而电化学腐蚀相对较为快速，保留的金形成的孔洞结构较小。

[001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用于汗液快速检测葡萄糖的、三电极共面的纳米

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方法。

[0018] 本发明提供的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Mo、W中的至少两种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

层表面镀铜；

[0020]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

和蚀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0021]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将其在干燥环境下保存；

[0022] (4)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表面镀厚金层；

[0023] (5)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右侧的叉指电极上镀铂；

[0024] (6)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电沉积金锡合金，载去除金属锡，得到修饰纳米多孔

金的电极；

[0025] (7)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的正面圆盘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0026] 本发明步骤(1)～(3)中，在聚酰亚胺基底上溅射钛钨合金，用于表面导电，镀铜后

加工精细线路，为了保护线路不被氧化，进行化学镀镍并浸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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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制备的传感电极具有多层金属结构，电极下层为易氧化、不耐腐蚀的铜和

镍，为了保障在电极上修饰纳米材料和进行电化学测试的过程中铜层和镍层不受影响，首

先在线路上电镀一层较厚的金层。

[0028] 本发明步骤(4)中，镀金溶液组成为：柠檬酸金钾12g/L；镀金温度为55℃，电流密

度为1.0A/dm2，时间为5min。

[0029] 本发明制备的传感电极采用三电极体系，为了在对电极表面修饰铂，需要对镀铂

溶液进行试验筛选，这是为了防止电镀过程中强酸或强碱腐蚀电极，导致电路脱落或镀层

发生置换反应。

[0030] 本发明步骤(5)中，镀液的支持电解质优选中性可溶盐，可增加镀液的离子电导

率。镀铂溶液组成为H2PtCl6  1mM和KCl  0.1M。

[0031] 为了得到本发明中可用于葡萄糖检测的纳米多孔金电极，需要对电沉积的电镀液

进行大量的实验筛选，这是因为用于金锡合金沉积的电镀液不能在整个可用电流密度范围

内沉积合金，因此需要精密设计电镀液的组成。例如，使用诸如葡萄糖酸、乙二胺四醋酸等

配位剂的现有技术中的电镀液，通常会得到在不同电流密度下具有富锡或富金区域的合

金，导致沉积的不均匀。

[0032] 镀液中金锡的配比也需要实验确定，随着镀液中含金量的增加，纳米多孔金的孔

径减小，当金含量过低时，多孔金层出现开裂现象，并影响镀层间的结合力，导致纳米多孔

金层从基地脱落，因此金锡的配比一般控制在1∶1左右。

[0033] 本发明步骤(6)中，电沉积所用金锡合金镀液的组成为：柠檬酸钾50g/L～55g/L、

柠檬酸钠5g/L～10g/L、抗坏血酸15g/L～20g/L、对甲苯磺酸15g/L～20g/L、酒石酸锑钾

0.5g/L～1.0g/L、乙酸镁90μL～110μL、L-64添加剂90μL～110μL、3，5-二羟基苯甲醇90μL～

110μL、硫酸亚锡15g/L～20g/L、柠檬酸金钾10g/L～15g/L。

[0034] 本发明步骤(6)中，电沉积温度为40℃～60℃，优选为45℃；电流密度为0.5A/dm2

～0.8A/dm2，电流密度为0.8A/dm2；时间为10min～30min，优选为10min。

[0035] 本发明步骤(6)中，去除金属锡是使用电化学腐蚀法或化学腐蚀法；其中化学腐蚀

法所用的腐蚀液为碱液，所述的碱液浓度为5M～15M，所述的碱为碱金属氢氧化物、碱金属

碳酸盐、碱金属碳酸氢盐、碱金属醇盐中的至少一种。

[0036] 本发明制备的传感电极采用三电极体系，为了在参比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0037] 本发明步骤(7)中，镀银-氯化银的溶液组成为：硝酸银40g/L～45g/L、硫代硫酸钠

200g/L～250g/L、焦亚硫酸钾40g/L～45g/L、醋酸铵20g/L～30g/L、硫代氨基脲0.6g/L～

0.8g/L。

[0038] 本发明步骤(7)中，电镀温度为25℃，电流密度为0.3A/dm2，时间为15min。

[003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

的应用方法。

[0040] 本发明将高性能的纳米多孔金与叉指电极结合，通过小间距的叉指电极结构，降

低欧姆降，减缓浓差极化，增强信噪比，大幅提升了无酶葡萄糖传感电极的性能。

[0041] 本发明制备的柔性传感电极可以紧密贴合人体皮肤，通过人体皮肤分泌的汗液检

测葡萄糖浓度，且可以反复使用，电极线路不易断裂与脱落，也易于清洁。

[0042] 葡萄糖在电极表面的反应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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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正极反应：Au+OH-→Au(OH)ads+e-；2Au(OH)ads+C6H12O6→2Au+C6H10O6+2H2O

[0044] 负极反应：O2+2H2O+4e-→4OH-

[0045] 总反应：C6H12O6+1/2  O2→C6H10O6+H2O

[0046] 纳米多孔金对OH-吸附产生羟基自由基，形成大量高活性的Au(OH)ads，可以快速将

葡萄糖催化氧化为葡萄糖酸内脂，葡萄糖酸内酯进一步氧化，Au在高电位下氧化成Au2O3，占

据催化活性位点，使高活性的Au(OH)ads减少。以此实现葡萄糖的无酶检测。

[0047] 本发明提供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传感电极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极低的检出

限，较宽的检出范围以及优异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其检出限为0 .55μM，在0 .001～

2.50mM和2.50～10.0mM的检出范围内分别拥有1297μA/mM·cm2和854.7μA/mM.cm2的高灵敏

度。

[004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9] (1)三电极共面结构：将三电极共聚集成在同一电极平面上，且距离恒定，通过叉

指电极结构的设计，有效缩小电极之间的间距，减小溶液自身欧姆降，减缓浓差极化，有利

于电子的传导，增强了电极的灵敏度。

[0050] (2)柔性可穿戴电极：采用聚酰亚胺柔性材料，可紧密贴合人体皮肤，电极可弯折

且不会导致电路断裂，可以作为可穿戴电极使用，解决了现今葡萄糖检测电极多为一次性

的问题，且通过体外汗液检测，电极使用更为安全简便。

[0051] (3)无酶稳定检测：采用纳米多孔金修饰工作电极，通过贯通孔结构的加入，不仅

可通过多个均匀分布的孔洞提高电极比表面积和孔隙率，使得电极催化性能更强且性能稳

定，同时纳米多孔金可直接用于葡萄糖测定，并具有高导电率、抗腐蚀、实用性高等优异性

能，克服了有酶的传感器的失活问题，可以在普通室内环境保存，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52] 利用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其

它附图。

[0053] 图1是本发明制备的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示意图

(a)和可弯折电极示意图(b)；

[0054] 图2是化学腐蚀法去合金制备的纳米多孔金的扫描电镜图(a)和电化学腐蚀法去

合金制备的纳米多孔金的扫描电镜图(b)；

[0055] 图3是叉指电极修饰纳米多孔金前后在0.1M  KOH+0.01M  KCl缓冲液中的循环伏安

曲线图，扫描速度为20mV/s；

[0056] 图4是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在0.1M  KOH+0.01M  KCl缓冲

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葡萄糖(0～30mM)后的循环伏安曲线图，扫描速度为20mV/s；

[0057] 图5是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抗干扰测试的计时电流曲线

图；

[0058] 图6是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检测葡萄糖时的电流密度随

葡萄糖浓度变化的阶梯曲线图；

[0059] 图7是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的稳定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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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61] 一种汗液检测葡萄糖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0062]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Mo、W中的至少两种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

层表面镀铜；

[0063]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

和蚀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0064]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将其在干燥环境下保存；

[0065] (4)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表面镀厚金层；

[0066] (5)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右侧的叉指电极上镀铂；

[0067] (6)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正面电沉积金锡合金，载去除金属锡，得到修饰纳米多孔

金的电极；

[0068] (7)在聚酰亚胺柔性电极的正面圆盘电极表面修饰银-氯化银。

[0069] 进一步，步骤(4)中，镀金溶液组成为：柠檬酸金钾12g/L；镀金温度为55℃，电流密

度为1.0A/dm2，时间为5min。

[0070] 进一步，步骤(5)中，镀铂溶液组成为H2PtCl6  1mM和KCl  0.1M。

[0071] 进一步，步骤(6)中，电沉积所用金锡合金镀液的组成为：柠檬酸钾50g/L～55g/L、

柠檬酸钠5g/L～10g/L、抗坏血酸15g/L～20g/L、对甲苯磺酸15g/L～20g/L、酒石酸锑钾

0.5g/L～1.0g/L、乙酸镁90μL～110μL、L-64添加剂90μL～110μL、3，5-二羟基苯甲醇90μL～

110μL、硫酸亚锡15g/L～20g/L、柠檬酸金钾10g/L～15g/L。

[0072] 进一步，步骤(6)中，电沉积温度为40℃～60℃，优选为45℃；电流密度为0.5A/dm2

～0.8A/dm2，电流密度为0.8A/dm2；时间为10min～30min，优选为10min。

[0073] 进一步，步骤(6)中，去除金属锡是使用电化学腐蚀法或化学腐蚀法；其中化学腐

蚀法所用的腐蚀液为碱液，所述的碱液浓度为5M～15M，所述的碱为碱金属氢氧化物、碱金

属碳酸盐、碱金属碳酸氢盐、碱金属醇盐中的至少一种。

[0074] 进一步，步骤(7)中，镀银-氯化银的溶液组成为：硝酸银40g/L～45g/L、硫代硫酸

钠200g/L～250g/L、焦亚硫酸钾40g/L～45g/L、醋酸铵20g/L～30g/L、硫代氨基脲0.6g/L～

0.8g/L。

[0075] 进一步，步骤(7)中，电镀温度为25℃，电流密度为0.3A/dm2，时间为15min。

[0076]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77] 实施例1

[0078]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0079]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W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层表面镀铜。

[0080]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

和蚀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0081]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得到制备好的聚酰亚胺柔性

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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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4)将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放入丙酮中超声除油，取出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将

电极固定在铜板上，用导电银浆将叉指电极正面的三个引脚与铜板连通，导电银浆干燥凝

固后，用防水胶带封住引脚上方的铜板；将叉指电极浸入含有柠檬酸金钾12g/L，AURUNA 

5100开缸液(体积比为1∶2)的镀液中，水浴加热温度为55℃，在1.0A/dm2电流密度条件下电

镀5min。

[0083] (5)配置H2PtCl6  1mM和KCl  0.1M的镀铂溶液，将叉指电极浸入镀液，以铂片为对电

极，控制电化学工作站电位为-0.4V，在常温下电镀15min。

[0084] (6)在45℃，电流密度为0.8A/dm2条件下电沉积10min，电沉积所用金锡合金镀液

的组成为：柠檬酸钾55g/L、柠檬酸钠5g/L、抗坏血酸20g/L、对甲苯磺酸20g/L、酒石酸锑钾

0.5g/L、乙酸镁100μL、L-64添加剂100μL、3，5-二羟基苯甲醇100μL、硫酸亚锡18.1g/L、柠檬

酸金钾12g/L。

[0085] 电镀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清洗，然后在空气中干燥，接着把电极在4M  KOH+1M 

H2O2腐蚀液中浸泡去锡，放置4天，并视情况加入适量30％H2O2，去合金结束后取出电极，用

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

[0086] (7)在25℃，电流密度为0.3A/dm2条件下电镀15min，电镀溶液组成为：硝酸银40g/

L～45g/L、硫代硫酸钠200g/L～250g/L、焦亚硫酸钾40g/L～45g/L、醋酸铵20g/L～30g/L、

硫代氨基脲0.6g/L～0.8g/L；电镀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清洗，然后在空气中干燥，接着

把电极置入0.1M  KCl+0.01M  HCl溶液中，以已经镀银的半圆盘电极为工作电极，铂片电极

为对电极，商用银-氯化银作为参比电极，在-0.15～1.05V区间内循环伏安扫描，扫描速度

为50mV/s，扫描5圈后，得到修饰了纳米多孔金的柔性三电极共面传感电极。

[0087] 实施例2

[0088]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0089]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W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层表面镀铜。

[0090]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

和蚀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0091]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得到制备好的聚酰亚胺柔性

电极。

[0092] (4)将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放入丙酮中超声除油，取出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将

电极固定在铜板上，用导电银浆将叉指电极正面的三个引脚与铜板连通，导电银浆干燥凝

固后，用防水胶带封住引脚上方的铜板；将叉指电极浸入含有柠檬酸金钾12g/L，AURUNA 

5100开缸液(体积比为1∶2)的镀液中，水浴加热温度为55℃，在1.0A/dm2电流密度条件下电

镀5min。

[0093] (5)配置H2PtCl6  1mM和KCl  0.1M的镀铂溶液，将叉指电极浸入镀液，以铂片为对电

极，控制电化学工作站电位为-0.4V，在常温下电镀15min。

[0094] (6)在45℃，电流密度为0.8A/dm2条件下电沉积10min，电沉积所用金锡合金镀液

的组成为：柠檬酸钾55g/L、柠檬酸钠5g/L、抗坏血酸20g/L、对甲苯磺酸20g/L、酒石酸锑钾

0.5g/L、乙酸镁100μL、L-64添加剂100μL、3，5-二羟基苯甲醇100μL、硫酸亚锡18.1g/L、柠檬

酸金钾12g/L。

[0095] 电镀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清洗，然后在空气中干燥，接着把电极置入2M  KOH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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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将叉指电极作为阳极，铂网电极作为阴极，施加恒定电位1.0V，腐蚀5小时，去合金结

束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

[0096] (7)在25℃，电流密度为0.3A/dm2条件下电镀15min，电镀溶液组成为：硝酸银40g/

L～45g/L、硫代硫酸钠200g/L～250g/L、焦亚硫酸钾40g/L～45g/L、醋酸铵20g/L～30g/L、

硫代氨基脲0.6g/L～0.8g/L；电镀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清洗，然后在空气中干燥，接着

把电极置入0.1M  KCl+0.01M  HCl溶液中，以已经镀银的半圆盘电极为工作电极，铂片电极

为对电极，商用银-氯化银作为参比电极，在-0.15～1.05V区间内循环伏安扫描，扫描速度

为50mV/s，扫描5圈后，得到修饰了纳米多孔金的柔性三电极共面传感电极。

[0097] 实施例3

[0098]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检测性能测试：

[0099] 将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置入0.1M  KOH+0.01M  KCl缓冲

液中，并加入不同浓度的葡萄糖(0～30mM)，在扫描区间为-0.8～-0.6V，扫描速度为20mV/s

的情况下进行循环伏安曲线测试，得到结果如附图4。从图中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制备的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可以定量检测葡萄糖。

[0100] 实施例4

[0101]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抗干扰测试：

[0102] 将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置入0.1M  KOH+0.01M  KCl电解

液中，并在其中依次滴加0.01mM抗坏血酸(AA)，0.01mM尿酸(UA)，0.01mM乙酰氨基苯酚(AP)

和0.1mM葡萄糖(Glu)，在测试电位为0.1V的条件下进行计时电流测试，得到结果如附图5。

从图中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

能，可以在复杂的测试环境下检测葡萄糖。

[0103] 实施例5

[0104]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检测葡萄糖的定量测试：

[0105] 将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置入0.1M  KOH+0.01M  KCl缓冲

液中，并每隔50s滴加一定浓度的葡萄糖浓缩液，在测试电位为0.1V的情况下进行电流密度

测试。，得到结果如附图6。从图中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

电极最低检出限为0.55μM，并在0.001～2.50mM和2.50～10.0mM的检出范围内分别拥有

1297μA/mM·cm2和854.7μA/mM·cm2的高灵敏度。

[0106] 实施例6

[0107] 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的稳定性测试：

[0108] 将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反复多次弯折后进行计时电流

测试，记录其电流密度变化，得到结果如附图7。从图中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

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具有良好的柔性，弯折过程中不会导致镀层脱落或线路损坏，具

有优秀的稳定性。

[0109] 对比例1

[0110] 普通柔性传感电极的制备：

[0111] (1)在聚酰亚胺柔性基底表面溅射Ti、W形成的合金层，再在合金层表面镀铜。

[0112] (2)将聚酰亚胺基底表面铜层经过硫酸微蚀粗化，热压一层干膜，经过曝光、显影

和蚀刻处理，将设计好的图形线路转移到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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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3)在聚酰亚胺基底表面的铜线上化学镀镍并浸金，得到制备好的聚酰亚胺柔性

电极。

[0114] (4)将聚酰亚胺柔性电极放入丙酮中超声除油，取出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将

电极固定在铜板上，用导电银浆将叉指电极正面的三个引脚与铜板连通，导电银浆干燥凝

固后，用防水胶带封住引脚上方的铜板；将叉指电极浸入含有柠檬酸金钾12g/L，AURUNA 

5100开缸液(体积比为1∶2)的镀液中，水浴加热温度为55℃，在1.0A/dm2电流密度条件下电

镀5min，结束后取出电极，用去离子水洗净并烘干，得到普通柔性传感电极。

[0115] 以上步骤中使用的电极基底与实施例1和实施例2相同。

[0116] 对比例2

[0117] 纳米多孔金电极检测葡萄糖响应测试：

[0118] 将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和对比例1制备的普通柔性传感

电极置入0.1M  KOH+0.01M  KCl缓冲液中，在扫描区间为-0.8～-0.6V，扫描速度为20mV/s的

情况下分别测试其循环伏安曲线图，之后分别加入5mM葡萄糖，再测试其循环伏安曲线，得

到结果如附图3。从图中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比传统

电极具有更强的检测性能与响应特性。

[01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具有极低的检出限，超高

的检测灵敏度和较宽的检测范围，同时具有优秀的稳定性与抗干扰性能。

[0120] 表征分析

[0121] 附图1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示意图(a)和可弯折示意图

(b)。本发明制备的传感电极采用聚酰亚胺柔性材料，可紧密贴合人体皮肤，电极可弯折且

不会导致电路断裂，可以作为可穿戴电极使用。

[0122] 附图2是实施例1的化学腐蚀法去合金制备的纳米多孔金的扫描电镜图(a)和实施

例2的电化学腐蚀法去合金制备的纳米多孔金的扫描电镜图(b)。从图2(a)中可看出，实施

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层上均匀分布20～50nm的通孔及连续韧带，这种结构有利于电子传

导和电解质传输，可以为电极催化反应提供大量活性位点，同时韧带结构可维护纳米材料

的稳定性。

[0123] 从图2(b)中可看出，实施例2制备的纳米多孔金层表面均匀分布大量的小孔，孔洞

大小普遍小于图2(a)中的孔洞。纳米多孔金层的表面孔隙率为60～75％，孔径大小为5～

25nm，这是由于化学腐蚀过程中锡原子缓慢氧化析出，金韧带缓慢变形收缩，形成相对较大

的孔洞，而电化学腐蚀相对较为快速，保留的金形成的孔洞结构较小。

[0124] 附图3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和对比例1制备的普通柔性

传感电极在0.1M  KOH+0.01M  KCl缓冲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图，扫描区间为-0.8～-0.6V，扫

描速度为20mV/s。从图中可以看出，没有加入葡萄糖时，对比例1制备的叉指电极没有明显

的电流响应，而实施例1制备的叉指电极在0.3V处出现一个氧化峰，表明纳米多孔金对OH-

吸附产生羟基自由基，往正电位扫描时，电流继续增大并在0.5V处出现第二个氧化峰，表明

Au在高电位下氧化成Au2O3，往负电位扫描时，在0.1V处出现一个还原峰，表明Au2O3还原为

Au，而在-0.2V处的一个微小还原峰则表明OH-的脱附。

[0125] 当加入5mM葡萄糖时，对比例1制备的叉指电极产生氧化峰电流，是因为电镀厚金

层后的叉指电极表面暴露有金的活性位点，可促进葡萄糖的催化氧化，但其活性面积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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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纳米多孔金；而实施例1制备的叉指电极产生了三个氧化峰，第一个峰在-0.6V，峰电流很

小，是纳米多孔金对葡萄糖的直接吸附，随着电位增大，在0.2V处出现第二个氧化峰，这是

纳米多孔金对OH-吸附产生羟基自由基，形成大量高活性的Au(OH)ads，可以快速将葡萄糖催

化氧化为葡萄糖内脂，在0.4V处出现第三个氧化峰，表明反应产物葡萄糖酸内酯的进一步

氧化。

[0126]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无酶柔性传感电极要比对比例1制

备的普通柔性传感电极拥有更多电化学活性面积与催化活性位点，在普通叉指电极的基础

上，本发明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电极的检测性能获得了极大增强。

[0127] 附图4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在0.1M  KOH+0.01M  KCl

缓冲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葡萄糖(0～30mM)后的循环伏安曲线图，扫描区间为-0 .8～-

0.6V，扫描速度为20mV/s。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加，氧化电流随之增大，通

过循环伏安法可定性测试葡萄糖的浓度，因此可得出结论，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

的柔性叉指电极可以用于检测葡萄糖，并可进一步实现定量检测。

[0128] 附图5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抗干扰测试的计时电流

曲线图，电解液为0.1M  KOH+0.01M  KCl，测试电位为0.1V，在缓冲液中依次滴加0.01mM抗坏

血酸(AA)，0.01mM尿酸(UA)，0.01mM乙酰氨基苯酚(AP)和0.1mM葡萄糖(Glu)。从图中可以看

出，加入葡萄糖后，产生了明显的电流响应，而加入干扰物的电流变化远小于葡萄糖的电流

响应，因此可得出结论，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具有良好的抗干扰

性能，可以在复杂的测试环境下检测葡萄糖。

[0129] 附图6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检测葡萄糖时的电流密

度随葡萄糖浓度变化的阶梯曲线图，测试电位为0.1V，在0.1M  KOH+0.01M  KCl溶液中每隔

50s滴加一定浓度的葡萄糖浓缩液。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葡萄糖浓度的递增，响应电流逐

步增加，可看出柔性叉指电极可以在极低浓度下检测葡萄糖，计算得到叉指电极的最低检

出限为0.55μM(S/N＝3)；并分别在0.001～0.250mM和2.50～10.0mM的区间范围内进行线性

拟合，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4和0.9968，可计算出叉指电极的灵敏度分别为1297μA/mM·

cm2和854.7μA/mM·cm2。

[0130] 附图7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反复多次弯折后进行计

时电流测试，记录其电流密度变化，得到的电流密度变化柱状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

8000次的弯折，柔性叉指电极的性能没有明显的下降，因此可得出结论，实施例1制备的纳

米多孔金修饰的柔性叉指电极表现出良好的柔性特性，弯折过程中不会导致镀层脱落或线

路损坏，具有优秀的稳定性。

[013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13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过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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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本发明中所未详细描述的技术细节，均可通过本领域中的任

一现有技术实现。特别的，本发明中所有未详细描述的技术特点均可通过任一现有技术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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