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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Gd@GQDs)，属于纳米材料领域，所述石墨烯量子

点与钆离子螯合物为纳米材料，表面带有亲水基

团；其制备方法是利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

石墨烯，再经过加热氧化和提纯，得到纯净的石

墨烯量子点，最后与Gd 3+螯合形成稳定的Gd@

GQDs。本发明制备的Gd@GQDs易分散于水、磷酸盐

缓冲溶液(PBS)、生物培养基等水溶液体系中；具

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低毒性；在1.5T磁共振测

试系统中，表现出优异的T1加权造影性能，其r1
弛豫率高达72mM‑1s‑1，比现有商用T1加权磁共振

造影剂Gd‑DTPA的r1值高二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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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使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

2）称取制得的氧化石墨烯，溶解在去离子水中，超声处理，再加入一定量的强氧化剂充

分溶解；所述超声功率为500‑800  W；所述氧化石墨烯和强氧化剂的质量比为（1‑3）：（1000‑

3000）；所述氧化石墨烯与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为（1‑3）：（1000‑3000）；

3）在上述溶液中加入400‑1000 μL的碱性化合物，然后在70‑120  ℃下回流7‑12  h；

4）回流结束后，提纯、干燥，得到石墨烯量子点；

5）将纯净的石墨烯量子点配制成0.05‑0.4  mg·mL‑1的溶液，再加入0.1‑0.5  mmol·L‑1

的氯化钆溶液进行螯合反应；

6）将反应后溶液进行提纯、干燥，制得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强

氧化剂采用过硫酸钾、过氧化氢、浓硫酸、浓硝酸、次氯酸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碱

性化合物为氢氧化钾、氢氧化钠、氨水、水合肼、乙二胺、羟胺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和步骤

6）中的提纯为抽滤、层析、透析、过滤、萃取、蒸馏分馏中的任一种或多种；所述步骤4）和步

骤6）中的干燥为真空干燥、冷冻干燥、高温干燥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的螯

合反应，采用水浴加热、水热反应、溶液透析、常温处理中的任一种。

6.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石墨烯量子与钆离子螯合物在制备医学影像显影剂中的

应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医学影像显影剂包括磁共振成像造影

剂和荧光成像所用显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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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磁共振造影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磁共振造影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纳米

新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磁共振成像(MRI)是临床应用中最广泛使用的诊断工具之一。MRI具有许多优点，

例如无创性、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以及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度。尽管如此，组织之间的固有

信号差异，尤其是患病和正常组织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因此，通常在扫描之前注射

MRI造影剂以改善成像质量。按照作用原理来分类，MRI造影剂可分为纵向弛豫造影剂(T1造

影剂)和横向弛豫造影剂(T2造影剂)。最常用的T1造影剂是钆基造影剂，因为Gd3+能提供七

个未成对电子，导致较高的纵向弛豫率(r1)。然而，游离Gd3+具有高毒性，Gd3+在体内能诱发

一种称为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NSF)的罕见疾病，特别是对于肾功能受损的患者更为致命。

为了抑制其毒性，通常使用各种配体与Gd3+络合以达到游离的Gd3+释放最小化。实例包括

Gd‑DTPA(DTPA‑二亚乙基三胺五乙酸)，钆特酸，Gd‑DO3A  butrol(DO3A‑1,4,7‑三(羧甲基)

环十二烷‑10‑氮杂乙酰胺)，钆双胺等。但是，这些钆基螯合物的钆含量和实际用量都很高，

仍然会导致Gd3+在体内的泄漏从而造成生物安全性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具有极低Gd3+

含量、生物安全性好以及同时保持高性能的T1加权造影剂。

[0003] 石墨烯量子点(GQDs)主要是由sp2杂化碳原子构成，其晶格间距与石墨相同，横向

尺寸小于100nm、原子层数少于10层的二维石墨烯薄片。GQDs不仅具有石墨烯的优异性能，

如比表面积大、电子迁移率高以及机械强度好，而且拥有优异的荧光性能和光稳定性、低毒

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表面易修饰等。因为这些优异的特性，使得GQDs在生物医学成

像、光学材料与器件、生物传感和环境检测等领域都具有很大应用前景，尤其是为构建临床

应用多模式成像平台提供了材料基础。

[0004] 随着人们对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的迫切需求，像MRI、荧光成像

和超声波成像等单一的诊断技术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集合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多模式成像技术及其材料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发明

了兼具MRI和荧光成像功能的GQDs与钆离子螯合物作为医用显影剂。

[0005] 与本发明相关的现有技术：以碳量子点与钆的复合物作为磁共振造影剂的文献已

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Advanced  Materials  2014,26,6761–6766和Advanced  Materials 

2018,1802748上。该工作是利用有机小分子与钆离子络合、或者是利用已有商用钆基造影

剂通过水/溶剂热法合成了碳量子点与钆的复合物，然后用于磁共振成像。这种方法的缺点

是原料成本昂贵、得到的碳量子点与钆的复合物结构十分不明确，而且其钆含量和造影时

使用量都较高，后期会对生物体造成较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该造影剂的纵向弛豫率r1要远

远小于本发明造影剂的r1，因此其T1加权造影效果远不如本发明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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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其生物相容性好、毒性低，可应用于磁共振成像以及荧光成像，具有优异的T1加权造影效果

和高效荧光功能。

[0007] 本发明还同时提供了该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所述石墨烯量子

点与钆离子螯合物为纳米材料，其具有比表面积大，光学性质稳定，表面带有亲水基团等特

点。

[0009]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的制备方法，利用

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再经过加热氧化，得到纯净的石墨烯量子点，最后与Gd3+螯

合形成稳定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0010] 作为改进，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使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

[0012] 2)称取制得的氧化石墨烯，溶解在去离子水中，超声处理，再加入一定量的强氧化

剂充分溶解；

[0013] 3)在上述溶液中加入400‑1000μL的碱性化合物，然后在70‑120℃下回流7‑12h；

[0014] 4)回流结束后，提纯、干燥，得到石墨烯量子点，其具有二维规则形貌、尺寸均一、

横向尺寸在3‑6nm之间、厚度在1‑2nm之间、非激发光依赖性发光等特点；

[0015] 5)将纯净的石墨烯量子点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再加入一定量的氯化钆溶液在

一定条件下进行螯合反应；

[0016] 6)将反应后溶液进行提纯、干燥，制得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

[0017]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2)中的超声功率为500‑800W。

[0018]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2)中的强氧化剂采用过硫酸钾、过氧化氢、浓硫酸、浓硝酸、次

氯酸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0019]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2)中氧化石墨烯和强氧化剂的质量比为(1‑3)：(1000‑3000)；

所述氧化石墨烯与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为(1‑3)：(1000‑3000)。

[0020]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3)中的碱性化合物为氢氧化钾、氢氧化钠、氨水、水合肼、乙二

胺、羟胺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

[0021]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4)和步骤6)中的提纯为抽滤、层析、透析、过滤、萃取、蒸馏分

馏中的任一种或多种；所述步骤4)和步骤6)中的干燥为真空干燥、冷冻干燥、高温干燥中的

任一种或多种。

[0022]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5)中石墨烯量子点配成的溶液浓度为0.05‑0.4mg  mL‑1；所述

氯化钆溶液的浓度为0.1‑0.5mmol  L‑1。

[0023]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5)中的螯合反应，采用常规的水浴加热、水热反应、溶液透析、

常温处理中的任一种均可，只是常温处理螯合时间相对会较长些。

[0024] 最后，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螯合物或者由所述制备方法得到的石墨烯量子点

与钆离子螯合物作为医学影像显影剂的应用。

[0025] 作为改进，所述的医学影像显影剂包括磁共振成像造影剂和荧光成像所用显影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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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7] 1)本发明制备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Gd@GQDs)为纳米材料，表面带有

羟基、羧基、氨基等亲水基团，该样品尺寸均一，具有稳定的光学性能，且易于进行表面修

饰。

[0028] 2)本发明制备的Gd@GQDs易分散于水、磷酸盐缓冲溶液(PBS)、生物培养基等水溶

液体系中。

[0029] 3)通过MTT法测试本发明制得Gd@GQDs的细胞毒性，测试结果显示采用MCF‑7和CHO

细胞与不同浓度的Gd@GQDs和DMEM培养基溶液共培养24h后，细胞的存活率仍维持在90％以

上，表明本发明制得的Gd@GQDs具有非常低的毒性。

[0030] 4)本发明制备的Gd@GQDs同时具有优异的荧光性能，其荧光具有标准的石墨烯量

子点的非激发光波长依赖性。分别用紫外光、蓝光和绿光激发可以呈现出蓝色、绿色和红色

的荧光，可应用于荧光成像技术。

[0031] 5)本发明制备的Gd@GQDs在1.5T磁共振测试系统中，表现出优异的T1加权造影性

能，其r1弛豫率高达72mM‑1s‑1，是上述文献报道的碳量子点与钆的复合物造影剂r1的5‑12

倍，同时也是现有商用T1加权磁共振造影剂Gd‑DTPA的r1值(3.0～4.0mM‑1s‑1)的二十倍以

上。尤为重要的是，在实际应用中，Gd@GQDs中Gd3+的注射用量是上述文献中钆基T1造影剂和

一般商用钆基T1造影剂的五十分之一。此外，本发明Gd@GQDs材料中Gd3+的含量虽然只有上

述文献中钆基T1造影剂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是仍能达到很好的磁共振造影效

果，这使得从源头上避免了Gd3+的大量泄漏隐患。因此本发明的Gd@GQDs磁共振造影剂在临

床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

[0033] 图2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的MTT法细胞毒性测试结果(不同浓度的Gd@GQDs与CHO

和MCF‑7细胞共培养24h)。

[0035] 图4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的水溶液，在1.5T磁共振造影系统中r1和r2弛豫率(图中

R2为拟合相关系数)。

[0036] 图5为本发明制得Gd@GQDs、GQDs、氯化钆、Gd‑DTPA与MCF‑7细胞共培养后，在1.5T

磁共振造影系统中T1加权磁共振图像。

[0037] 图6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用于细胞显影的荧光显微镜图像(比例尺：50μm)，依次

为明场(左上)、蓝色荧光(右上)、绿色荧光(左下)、红色荧光(右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述实施例是对于本发明内容的进一步说明以作为对本发明技术内容的阐释，但

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并不仅限于下述实施例所述，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且应当知晓任

何基于本发明实质精神的简单变化或替换均应属于本发明所要求的保护范围。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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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1)使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该方法引用自文献：ACS  Nano ,2010 ,4

(8) ,4806–4814.)；

[0042] 2)称取20mg上述氧化石墨烯，溶解在60g去离子水中，超声功率为500W处理，再加

入60g过氧化氢充分溶解；

[0043] 3)在上述溶液中加入1000μL水合肼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转移到圆底烧瓶中，在

100℃的油浴锅中回流8h；

[0044] 4)回流反应结束后，将上述溶液进行过滤提纯处理，除去大块的杂质，再进行高温

(80℃)干燥处理，得到GQDs，其具有二维规则形貌、尺寸均一、横向尺寸在3‑6nm之间、厚度

在1‑2nm之间、非激发光依赖性发光等特点；

[0045] 5)将上述制备得到的GQDs配制成浓度为0.35mg  mL‑1溶液，再加入氯化钆，控制氯

化钆溶液浓度为0.45mmol  L‑1，在120℃水热反应釜中进行螯合反应；

[0046] 6)将上述反应后的溶液进行旋蒸、冻干处理，制得Gd@GQDs。

[0047] 对实施例1制得Gd@GQDs进行性能测试。

[0048] 图1为该Gd@GQDs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可以发现加入钆离子后，GQDs出现了自

组装行为，其具有比表面积大，光学性质稳定，表面带有亲水基团等特点。

[0049] 图2为本发明制得Gd@GQDs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图。其中3398cm‑1为羟基伸缩振

动峰，2948cm‑1为仲胺基N‑H伸缩振动峰，1725cm‑1为C＝O不对称伸缩振动峰，1600cm‑1为C＝

C伸缩振动峰，表明本发明制备的Gd@GQDs具有大量的亲水基团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石墨烯结

构。

[0050] 图3为采用MTT法检测制备的Gd@GQDs的细胞毒性。MTT法是一种常见的检测细胞存

活和生长的方法，检测原理是：活细胞线粒体中的琥珀酸脱氢酶能使外源性MTT(噻唑蓝)还

原成不溶于水的蓝紫色结晶甲瓒以沉积在细胞中，死细胞却无此功能，然后用DMSO(二甲基

亚砜)溶解出细胞中的甲瓒，再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540nm或720nm波长条件下测定其吸光

度，以此间接反映活细胞数量。

[0051] MTT细胞毒性测试结果显示：将人乳腺癌细胞(MCF‑7)和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

(均由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提供)与Gd@GQDs共培养24h后，细胞的存活率仍维持在90％以

上，表明制得的Gd@GQDs具有很低的毒性。

[0052] 图4为本发明制备的Gd@GQDs在1.5T磁共振测试系统中r1和r2弛豫率，表明Gd@GQDs

具有极高的r1弛豫率。

[0053] 图5为本发明制备的Gd@GQDs(0.2mg  mL‑1，Gd3+含量为0.2mmol  L‑1)，石墨烯量子点

(0.2mg  mL‑1)，氯化钆(0.2mmol  L‑1)和Gd‑DTPA(0.2mmol  L‑1)分别于MCF‑7细胞中共培养

后，在1.5T磁共振测试系统中的T1加权磁共振图像，显示出Gd@GQDs在细胞磁共振成像方面

具有优异的造影效果。

[0054] 图6为本发明的Gd@GQDs用于细胞荧光显影，结果表明，在没有加入本发明制备的

Gd@GQDs时，MCF‑7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没有荧光。加入本发明制得的Gd@GQDs后，以405nm光

激发时，MCF‑7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呈现蓝色荧光，以488nm光激发时，MCF‑7细胞在荧光显

微镜下呈现绿色荧光，以543nm光激发时，MCF‑7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呈现红色荧光。

[0055] 实施例2

[0056] 一种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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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1)使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

[0058] 2)称取60mg上述氧化石墨烯，溶解在60g去离子水中，超声功率为800W处理，再加

入60g，浓度为1mol·L‑1的过硫酸钾溶液充分溶解；

[0059] 3)在上述溶液中加入800μL氨水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转移到圆底烧瓶中，在70℃

的油浴锅中回流12h；

[0060] 4)回流反应结束后，将上述溶液进行层析提纯处理，除去大块的杂质，再进行冷冻

干燥处理，得到GQDs；

[0061] 5)将上述制备得到的GQDs配制成浓度为0.2mg  mL‑1的溶液，再加入氯化钆，控制氯

化钆溶液浓度为0.2mmol  L‑1，在常温下进行螯合反应；

[0062] 6)将上述反应后的溶液进行透析，然后高温干燥(100℃)处理，制得Gd@GQDs。

[0063] 实施例3

[0064] 一种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5] 1)使用Hummers法制备得到氧化石墨烯；

[0066] 2)称取60mg上述氧化石墨烯，溶解在60g去离子水中，超声功率为600W处理，再加

入20g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液充分溶解；

[0067] 3)在上述溶液中加入400μL，1mol  L‑1的氢氧化钠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转移到圆

底烧瓶中，在80℃的油浴锅中回流10h；

[0068] 4)回流反应结束后，将上述溶液进行抽滤、提纯处理，除去大块的杂质，再进行真

空干燥处理，得到GQDs；

[0069] 5)将上述制备得到的GQDs配制成浓度为0.05mg  mL‑1的溶液，再加入氯化钆，控制

其溶液浓度为0.1mmol  L‑1，在60℃水浴锅中进行螯合反应；

[0070] 6)将上述反应后的溶液进行蒸馏干燥处理，制得Gd@GQDs。

[0071] 将本发明制得的石墨烯量子点与钆离子螯合物(Gd@GQDs)按照商用造影剂相同操

作步骤使用。可作为磁共振造影剂和荧光成像显影剂来使用。

[0072] 本发明制备的Gd@GQDs易分散于水、磷酸盐缓冲溶液(PBS)、生物培养基等水溶液

体系中；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低毒性；在1.5T磁共振测试系统中，表现出优异的T1加权

造影性能，其r1弛豫率高达72mM‑1s‑1，比现有商用T1加权磁共振造影剂Gd‑DTPA的r1值高二

十倍。在实际应用中，Gd@GQDs中Gd3+的注射用量是上述文献中钆基T1造影剂和一般商用钆

基T1造影剂的五十分之一。此外，本发明Gd@GQDs材料中Gd3+的含量虽然只有上述文献中钆

基T1造影剂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是仍能达到很好的磁共振造影效果，这使得从

源头上避免了Gd3+的大量泄漏隐患。本发明的Gd@GQDs可作为医学影像显影剂，在临床上具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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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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