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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

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通过精确的pH控制的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可用于在水相中有效

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水解其相应的底物。与

生物酶相比，MOFs仿生催化剂合成方法简单，大

大减少了生产成本，性质稳定，能在室温下长久

存放，并且由于MOFs的结构和功能可调，合成不

同结构的MOFs可以模拟不同功能的酶，可用于代

替酶进行传感和酶联免疫等，有利于大规模推广

应用。同时本发明通过反应前的pH活化和反应过

程中的pH精密调控能有效的控制这类催化剂的

催化活性，使模拟酶的性质更接近于生物酶，为

设计合成用于仿生催化的非均相催化剂提供了

一个新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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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

征在于：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为UiO-66、UiO-67、PCN-700、PCN-701或PCN-70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

征在于：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用于水解磷酸酯键，其中锆基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模拟碱性磷酸酶，其粒径不限，均具有碱性磷酸酶活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

征在于：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用于酶联免疫传感检测抗原，

其中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模拟碱性磷酸酶，其粒径不限，均具有碱性磷酸酶活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

征在于：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模拟酶用于水解磷酸酯键，包括以下步骤：

（1）将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在pH为2-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24小时，除去金属有机骨架

材料活性位点上的乙酸分子，将浸泡好的材料用蒸馏水洗涤并干燥；（2）配制pH为7.5-9的

HEPES缓冲溶液，与上述步骤（1）处理好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配成分散体系；（3）将分散

体系和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混合，孵育反应，得到催化产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征在

于：所述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中的碱性磷酸酶底物为对硝基苯磷酸二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其特征在

于：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分散体系和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按体积比297：3混合进行孵育

反应，孵育反应的温度为37  oC。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229206 A

2



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和仿生催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

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生物酶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催化剂之一。由于酶具有催化效率高、专一性强、结

构选择性好和作用条件温和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化工、食品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然

而，天然酶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点，比如，天然酶很容易受环境的因素影响而失去活性，并

且天然酶的制备、纯化以及贮存通常比较耗时且成本昂贵。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人工模拟酶

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工模拟酶是人工合成的具有酶活性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被

用于取代天然酶进行各种应用。自发现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具有过氧化氢酶活性以来，氧

化物纳米材料、贵金属纳米材料、碳基纳米材料和MOFs等都被相继报道出来具有模拟酶活

性。

[0005] MOFs是一种由金属和有机配体通过自组装合成的多孔材料，MOFs本身的功能可以

通过调控金属和有机配体的种类来设计和调控，由于其结构的多样性和可设计性，被认为

是最有前景的纳米模拟酶材料之一。但是生物酶催化体系大多在水相中进行，并且通常需

要特定的pH才能发生反应，而MOFs由于其固有的低水稳定性的缺点，真正被报道出来用于

模拟酶的案例有限。

[0006] 碱性磷酸酶（ALP，EC  3 .1 .3 .1）是一种二聚体酶，用于在碱性环境中水解磷酸酯

键，在信号转导、细胞生长和凋亡调控以及骨再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碱性磷酸酶在分子生

物学中被广泛应用于去除DNA和RNA上的磷酸基团以阻止其自连接。同时，它也是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的有效标记物。尽管碱性磷酸酶在生物医学和无酶诊断中具有实际意义，

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材料被报道能用于模拟碱性磷酸酶，且模拟酶的催化水解反应速率较

低。

[0007]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该

锆基金属有机骨架的使用在有效地解决目前生物酶的稳定性差和成本高等问题，有利于大

规模推广应用。并首次研究了精确pH控制模拟酶活性的方法，通过反应前的pH活化和反应

过程中pH的精密调控能有效的控制这类催化剂的催化活性。这样的pH响应性质的发现，使

得这类模拟酶催化剂和生物酶有了更多的相似点，为设计合成用于仿生催化的非均相催化

剂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0009]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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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

[0010] 优选地，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为UiO-66、UiO-67、PCN-700、PCN-701或PCN-703。

这些锆基MOFs的合成可以参考已经报道的文献（[1]  Chang  N.  and  Yan  X.-P.  Exploring 

reverse  shape  selectivity  and  molecular  sieving  effect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  UiO-66  coated  capillary  column  for  gas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12,1257：116-124；[2]  Yuan  S.,  Chen  Y.-P., 

Qin  J .-S .,  et  al .  Linker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ore  Environment  with 

Precisely  Placed  Functionalities  in  Zirconium  MOFs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28）：8912-8919.  [3]  Feng  D.,  Gu  Z.-Y.,  Li 

J .-R .,  et  al.  Zirconium-Metalloporphyrin  PCN-222:  Mesoporous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with  Ultrahigh  Stability  as  Biomimetic  Catalysts  [J].  Angewandte 

Chemie,  2012,124（41）：10453-10456.等）。这些锆基MOFs的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Zr6簇结

构，并且其暴露的Zr-OH可作为活性位点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

[0011] 优选地，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用于水解磷酸酯键，

其中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模拟碱性磷酸酶，其粒径不限，均具有碱性磷酸酶活性。

[0012] 优选地，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用于酶联免疫传感检

测抗原，其中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模拟碱性磷酸酶，其粒径不限，均具有碱性磷酸酶活

性。

[0013] 优选地，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模拟酶用于水解磷酸酯键，包括以

下步骤：（1）将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在pH  为2-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活化24小时，除去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活性位点上的乙酸分子，将浸泡好的材料用蒸馏水洗涤并干燥；（2）配制

pH为7.5-9的HEPES缓冲溶液，与上述步骤（1）处理好的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配成分散体

系；（3）将分散体系和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混合，孵育反应，得到催化产物。

[0014] 优选地，所述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中的碱性磷酸酶底物为对硝基苯磷酸二钠

（PNPP）。

[0015] 优选地，所述锆基金属有机骨架分散体系和碱性磷酸酶底物溶液按体积比297：3

混合进行孵育反应，孵育反应的温度为37  oC。

[0016] 有益效果：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锆基金属有机骨架作为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应用，通过精确的pH

控制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可用于在水相中有效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水解其相

应的底物。与生物酶相比，MOFs仿生催化剂合成方法简单，大大减少了生产成本，性质稳定，

能在室温下长久存放，并且由于MOFs的结构和功能可调，合成不同结构的MOFs可以模拟不

同功能的酶，可用于代替酶进行传感和酶联免疫等，有利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17] 2、本发明通过不同pH的缓冲对锆基MOFs材料进行预处理以除去活性位点上的乙

酸分子，从而达到活化材料的目的，通过检测预处理后处理液中的乙酸的浓度，得到预处理

对锆基MOFs表面缺陷暴露情况的调控效果，得到了材料表面缺陷暴露的程度对催化效果的

影响，进而控制模拟酶催化活性。

[0018] 3、本发明通过反应前的pH活化和反应过程中的pH精密调控能有效的控制这类催

化剂的催化活性，使模拟酶的性质更接近于生物酶，为设计合成用于仿生催化的非均相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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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a）和UiO-66纳米粒子在pH  =  2 （b）pH 

=  8 （c）和pH  =  10（d）缓冲下的透射电镜图；

图2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在不同pH（pH  =  2、3、4、5、6、7和8）的缓冲溶

液处理24小时后，处理液中的乙酸调节剂的浓度对比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在不同pH（pH  =  2、3、4、5、6、7和8）的缓

冲体系预处理后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催化水解反应的pH为8。

[0022] 图4  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在不同pH的缓冲体系中对PNPP进行催

化水解的归一化的活性效果图。

[0023] 图5  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在不同pH（用NaOH或者HCl精确调控反

应液的pH在8附近微小变化）的缓冲体系中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4] 图6  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用pH  =  8的HEPES缓冲配成不同浓度

的反应液后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5] 图7  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用pH  =  8的HEPES缓冲配成80  µg/mL

的反应液后，对不同浓度的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6] 图8  为本发明实例1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用pH  =  8的HEPES缓冲配成80  µg/mL

的反应液后对不同浓度的RNA模拟物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7] 图9  为本发明实例4合成的UiO-67纳米粒子在不同pH（用NaOH精确调控反应液的

pH在8附近微小变化）的缓冲体系中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8] 图10  为本发明实例5合成的PCN-700纳米粒子在不同pH（用NaOH或者HCl精确调控

反应液的pH在8附近微小变化）的缓冲体系中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性效果图。

[0029] 图11  为本发明实例6合成的PCN-701纳米粒子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水解产物

（对硝基苯酚）含量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0030] 图12  为本发明实例7合成的PCN-703纳米粒子对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水解产物

（对硝基苯酚）含量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0031]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发明内容的描述，并不构成对

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33] 实施例1

（a）UiO-66纳米粒子的制备：取159  mg四氯化锆和102  mg对苯二甲酸，溶于20  mL  N，N-

二甲基甲酰胺中，将混合液超声5  分钟，并转移到25  mL的聚四氟乙烯的内胆中，加入0.3 

mL的三氟乙酸，搅拌1分钟。随后将内胆放到高压反应釜中，在120  oC下反应24小时。反应结

束后，等反应釜冷却到室温，用离心的方式收集产物，分别用N，N-二甲基甲酰胺和乙醇洗涤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0229206 A

5



三次。将洗涤好的产物在真空80  oC的条件下干燥，得到UiO-66纳米粒子。

[0034] 对所述的UiO-66纳米粒子进行各种表征，如图1所示的是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

和将UiO-66纳米粒子在一系列不同pH（pH  =  2、4、6和8）的HEPES缓冲液（HEPES缓冲液的pH

通过添加NaOH或HCl进行精密控制）浸泡24小时处理过后的透射电镜图，一系列不同pH的缓

冲液中的UiO-66的浓度均为80  µg/mL,  可以看出合成的UiO-66纳米粒子在pH  =  2~8范围

内都能稳定存在，而将缓冲液的pH上升到10时，纳米粒子的稳定性开始降低。

[0035] （b）处理液中乙酸含量的测量：将一系列不同pH缓冲液中的UiO-66纳米粒子通过

离心的方式除去后，再用0.2  µm的滤头过滤，取200  µL的该溶液，加入40  µL的1  M的HCl酸

化，然后上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检测采用的C18反向色谱柱（250×4.6  mm  i.d.，5  µm），流动

相包含1  mM  硫酸和8  mM硫酸钠 （pH  =  2.8），流速为1  mL∙min-1，检测器为紫外检测器，检

测的波长为210  nm。如图2所示在强酸条件下（pH 3），处理液中的乙酸浓度为0.820  mM，

UiO-66纳米粒子表面的乙酸调节剂能最大程度的解离下来，从而暴露更多的活性位点。而

当酸性减小到pH  =  5时，处理液中的乙酸浓度为0.576  mM，UiO-66纳米粒子表面的乙酸逐

渐难以解离。然后当处理液的酸性再继续往下减小时，乙酸的解离又会趋于容易，直到pH  = 

8时，处理液中的乙酸浓度为0.816  mM，UiO-66纳米粒子表面的乙酸解离量再次达到最大

值。实验结果表明采用pH≤3和pH  =  8时，材料暴露的活性位点最多。

[0036] （c）pH预处理对酶活性的影响：将（b）处理好的UiO-66纳米粒子用蒸馏水洗涤后干

燥，再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配成溶液，37  oC下，对0.1  mM的PNPP进行催化水解的催化活

性，UiO-66纳米粒子的浓度为80  µg/mL。结果如图3所示，在采用强酸（pH≤3）预处理后，

UiO-66纳米粒子的模拟酶活性最高，大约在8.22×10-4  mM/min，而当处理液的酸性减小到

pH  =  5的时候，模拟酶活性会逐渐降低到5.05×10-4  mM/min。然后当处理液的酸性再继续

往下减小时，UiO-66纳米粒子的模拟酶活性又会升高，直到pH  =  8时再次达到最大值为

8.01×10-4  mM/min。这一现象和图2所示的处理液中的乙酸含量是相对应的，说明通过不同

pH的处理液预处理UiO-66纳米粒子能使其表面的缺陷不同程度的暴露，而暴露的缺陷越

多，模拟酶活性越好。

[0037] （d）反应液的pH对酶活性的影响：将（b）处理好的UiO-66纳米粒子用蒸馏水洗涤后

干燥，再用pH  =  2-10的HEPES缓冲液（HEPES缓冲液的pH通过添加NaOH或HCl进行精密控制）

分别配成溶液，UiO-66纳米粒子的浓度为80  µg/mL，37  oC下，对0.1  mM的PNPP进行水解，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来检测反应产物对硝基苯酚。检测条件为采用的C18反向色谱柱（250×4.6 

mm  i.d .，5  µm），流动相为22%乙腈、0.1%三氟乙酸和0.5%的三乙胺，流速为1mL∙min-1，检测

器为紫外检测器，检测的波长为405  nm。如图4所示，UiO-66纳米粒子具有碱性磷酸酶模拟

酶的活性，尤其在pH  =  7.5-9附近，UiO-66纳米粒子能表现出较高的模拟酶活性。

[0038] （e）在（d）的基础上，对反应液进行精密的调控，将（b）处理好的UiO-66纳米粒子用

蒸馏水洗涤后干燥，再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配成一系列10  mL溶液，UiO-66纳米粒子的

浓度为80  µg/mL，加入相同体积，不同浓度的NaOH或HCl，精密控制溶液的pH，每次pH的变化 

  0.01。37  oC下，各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1  mM的PNPP进行水解，同样，用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5所示，只有在pH 

=  8.00时，UiO-66纳米粒子表现出最佳的模拟酶活性为7.13×10-4  mM/min，任意升高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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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pH，UiO-66纳米粒子的模拟酶活性都会降低，例如pH  =  7.99时，UiO-66的模拟酶活性为

6.8×10-4  mM/min，而pH  =  8.01时，UiO-66的模拟酶活性为6.14×10-4  mM/min。

[0039] （f）在（e）的基础上，将活化后的UiO-66用pH  =  8的HEPES缓冲配成一系列浓度为

0-120  µg/mL的溶液，各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1  mM的PNPP进行水解，同样，用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6所示，MOFs的

浓度越高，水解反应越快。

[0040] （g）在（e）的基础上，将活化后的UiO-66用pH  =  8的HEPES缓冲配成80  µg/mL的溶

液，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01-0.4  mM的PNPP进行水解，同样，用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7所示，PNPP的浓度越高，水

解反应越快。

[0041] 综上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UiO-66可在水相中有效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水

解其相应的底物。本实施例通过不同pH的缓冲对锆基MOFs材料（UiO-66）进行预处理以除去

活性位点上的乙酸分子，从而达到活化材料的目的，通过检测预处理后处理液中的乙酸的

浓度，得到预处理对锆基MOFs表面缺陷暴露情况的调控效果，得到了材料表面缺陷暴露的

程度对催化效果的影响，进而控制UiO-66模拟酶催化活性。同时，还可以通过反应前的pH活

化和反应过程中的pH精密调控能有效的控制这类催化剂的催化活性，使UiO-66模拟酶的性

质更接近于生物酶（碱性磷酸酶）。

[0042]

实施例2

碱性磷酸酶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将RNA片段的5’-P末端转换成5’-OH末端，从而防止RNA

的自连接。选取pH  =  8 的HEPES缓冲液活化后的UiO-66，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配成80  µ

g/mL的溶液，37  oC下，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01-0.1  mM的RNA模拟物进行水解，

同样，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8所

示，RNA模拟物的浓度越高，水解反应越快，当PNPP的浓度上升到0.05  mM时，反应速率几乎

不受PNPP浓度的影响。这说明UiO-66可以模拟碱性磷酸酶用于水解RNA的P-末端。

[0043]

实施例3

利用UiO-66模拟碱性磷酸酶来检测抗原（mIgG）。取2  mg  UiO-66于2  mL水中，加入800 

μL  溶解有400  mM  EDC和100  mM  NHS的水，室温搅拌活化羧基1小时，活化后的UiO-66用100 

µL  CH2Cl2洗涤一次，并用100  µL丙酮洗涤一次，再用100  µL水洗涤一次。用pH  =  8的HEPES

缓冲配成1  mg/mL的UiO-66分散体系，取2  mL加入20  µL  10  mg/mL的兔抗小鼠抗体（RIgG），

4  oC孵育18小时。将固定好RIgG@UiO-66用pH  =  8的HEPES缓冲洗涤三次，并放置于4  oC冰箱

中保存。

[0044] 取96微孔板，每个孔中加入100µL  10  µg/mL的RIgG，4  oC过夜，用溶解有0.05  %吐

温20的0.01  M  HEPES  缓冲液洗涤4次，加入400  µL溶解有1%  PBS的0.01  M  HEPES，37  oC孵

育40  min。再用溶解有0.05  %吐温20的0.01  M  HEPES缓冲液洗涤，加入100  µL不同浓度的

mIgG（100,  200  ng/mL），37  oC孵育45  min，用溶解有0.05  %吐温20的0.01  M  HEPES缓冲液

洗涤4次，洗去多余的mIgG。然后加入200  µL上述的RIgG@UiO-66，37  oC孵育50  min，再用溶

解有0.05  %吐温20的0.01  M  HEPES  缓冲液洗涤。最后，加入  300 μL  0.4  mM  PNPP，  37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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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2  h，检测产物的吸光度。最终得到数据100  ng/mL  mIgG对应吸光度为0.059，200  ng/

mL  mIgG对应吸光度为0.098。这说明，UiO-66可模拟碱性磷酸酶对抗原进行相关检测。

[0045] 实施例4

按文献方法合成UiO-67（参考文献：Yuan  S .,  Chen  Y .-P .,  Qin  J .-S .,  et  al . 

Linker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ore  Environment  with  Precisely  Placed 

Functionalities  in  Zirconium  MOFs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28）：8912-8919）。

[0046] 将合成好的UiO-67在pH  =  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活化24小时，将浸泡好的材料

用蒸馏水洗涤，干燥后。再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配成一系列10  mL溶液，UiO-67纳米粒子

的浓度为80  µg/mL，加入相同体积，不同浓度的NaOH或HCl，精密控制溶液的pH，每次pH的变

化   0.01。37  oC下，各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1  M的PNPP进行水解，同样，用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9所示，UiO-67

纳米粒子具有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活性，如pH  =  7.93时，UiO-67的模拟酶活性为4.95  ×

10-4  mM/min，pH  =  7.95时，UiO-67的模拟酶活性为4.61×10-4  mM/min，尤其在pH  =  7.94

时，UiO-67表现出最佳的模拟酶活性为5.80×10-4  mM/min。也就是说，通过精密地调控反应

的pH，也可以调控UiO-67的模拟酶效果。

[0047]

实施例5

按文献方法合成PCN-700（参考文献：Yuan  S .,  Chen  Y .-P .,  Qin  J .-S .,  et  al . 

Linker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ore  Environment  with  Precisely  Placed 

Functionalities  in  Zirconium  MOFs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28）：8912-8919）。

[0048] 将合成好的PCN-700在pH  =  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活化24小时，考虑到PCN-700

的稳定性，无法对材料进行干燥。将浸泡好的材料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洗涤几次，然后

直接配成一系列10  mL溶液，考虑到PCN-700无法烘干，其浓度通过固溶法获得，大约在160 

µg/mL。随后加入相同体积，不同浓度的NaOH或HCl，精密控制溶液的pH，每次pH的变化   

0.01。37  oC下，各取2970  µL一系列溶液对30  µL  0.1  mM的PNPP进行水解，同样，用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10所示，PCN-700纳

米粒子具有碱性磷酸酶模拟酶的活性，如pH  =  7.85时，PCN-700的模拟酶活性为2.27×10-4 

mM/min，而pH  =  7.95时，PCN-700的模拟酶活性为2.10×10-4  mM/min。尤其在pH  =  7.89时，

PCN-700表现出最佳的模拟酶活性为2.87×10-4  mM/min。也就是说，通过精密地调控反应的

pH，也可以调控PCN-700的模拟酶效果。

[0049] 实施例6

按文献方法合成PCN-701（参考文献：Yuan  S .,  Chen  Y .-P .,  Qin  J .-S .,  et  al . 

Linker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ore  Environment  with  Precisely  Placed 

Functionalities  in  Zirconium  MOFs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28）：8912-8919）。

[0050] 将合成好的PCN-701在pH  =  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24小时，考虑到PCN-701的稳

定性，无法对材料进行干燥。将浸泡好的材料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洗涤几次，然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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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成10  mL溶液，PCN-701的浓度通过固溶法获得，大约在160  µg/mL，  在37  oC下，对0.1  mM

的PNPP进行催化水解，同样，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11所示，PCN-701也具有很好的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其活性在5.53×

10-4  mM/min。

[0051] 实施例7

按文献方法合成PCN-703（参考文献：Yuan  S .,  Chen  Y .-P .,  Qin  J .-S .,  et  al . 

Linker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ore  Environment  with  Precisely  Placed 

Functionalities  in  Zirconium  MOFs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28）：8912-8919）。

[0052] 将合成好的PCN-703在pH  =  8的HEPES缓冲液中浸泡24小时，将浸泡好的材料用pH 

=  8的HEPES缓冲液洗涤几次，然后直接配成10  mL溶液，PCN-703的浓度通过固溶法获得，大

约在150  µg/mL，PCN-703的浓度通过固溶法获得，在37  oC下，对0.1  mM的PNPP进行催化水

解，同样，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每隔两分钟检测产物对硝基苯酚在405  nm处的吸收。如图

12所示，PCN-703也具有很好的模拟碱性磷酸酶的活性，其活性在3.97×10-4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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