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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

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方法，以

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为SERS活性基底，

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以Fe3O4为核，SiO2为壳层构建Fe3O4@SiO2

核壳结构，并利用Ag种的各向同性生长和聚乙烯

吡咯烷酮(PVP)的稳定作用形成Ag纳米粒子沉积

在核壳结构上，得到分散良好、磁响应好、灵敏度

高、集成化的Fe3O4@SiO2@Ag核壳结构。本发明对

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方法具有简单、快速、高度

集成、重现性好、灵敏度高的优点，能够用于各剂

型中苯唑西林的快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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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特征拉曼峰及峰移动范围：1028cm-1±10cm-1为特征拉曼峰；

（2）绘制苯唑西林标准曲线；

（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将苯唑西林待测样品进行研磨，溶于pH  3.0的盐酸水溶液中

并定容到V，得待测样品溶液；

（4）取所述待测样品溶液，加入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混合超声1 

h后，将混合溶液滴在外加磁场的石英玻璃片上晾干，每个样品采集3次拉曼光谱；待测样品

与SERS活性基底的体积质量比为：500 μL∶9～11  mg；

（5）对样品的拉曼谱图进行基线调整和归一化处理；

（6）根据苯唑西林标准曲线和归一化处理的样品的拉曼谱图计算出样品中苯唑西林的

含量 ： ，

X—样品中苯唑西林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C—从标准曲线得到的苯唑西林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待测样品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称取待测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①Fe3O4的制备：将FeCl3·6H2O溶于乙二醇中，FeCl3·6H2O与乙二醇的质量体积比为：

1g∶25～35mL，搅拌25～35  min；然后，在所得溶液中加入FeCl3·6H2O质量1.9～2.1倍NaAc

和FeCl3·6H2O质量0.7～0.8倍  PEG  4000，搅拌至反应物完全溶解；之后，将该溶液转移至

高压反应釜中，放入高温烘箱205～215℃反应5～7  h；冷却至室温，制备的Fe3O4纳米粒子用

磁铁收集，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洗涤，放入真空干燥箱在55～65℃下干燥5～7  h，待用；

②Fe3O4@SiO2纳米粒子的制备：称取步骤（1）制备的Fe3O4固体分散到乙醇水溶液中，

Fe3O4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g∶140～150mL，乙醇水溶液是由无水乙醇与水按体积

比为4～6∶1混合而成，超声处理15～25min后，滴加质量浓度23～27%氨水，氨水滴加量按1g 

Fe3O4滴加氨水5～6mL计；然后在机械搅拌下逐滴加入TEOS，控制滴加速度为95～105  µL/

min，TEOS滴加量按1g  Fe3O4滴加TEOS  3 .5～4 .5mL计；滴加结束后脉冲超声反应230～

250min，用磁铁收集所得粒子分别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放入55～65℃真空干燥箱中干

燥11～13  h，得Fe3O4@SiO2纳米粒子待用；

③Fe3O4@SiO2@Ag纳米粒子的制备：将硝酸银溶解在水中，硝酸银与水的质量体积比为

1g∶18～22mL，随后加入质量浓度23～27%的氨水，氨水加入量按0.2g硝酸银加入氨水380～

420µL计，超声处理5～15min；将步骤（2）制备的Fe3O4@SiO2纳米粒子分散于该溶液，Fe3O4@

SiO2纳米粒子与硝酸银的质量比为28～32∶0.2；然后加入浓度为0.01～0.03g/  mL聚乙烯

吡咯烷酮乙醇溶液，Fe3O4@SiO2纳米粒子与聚乙烯吡咯烷酮的质量比为28～32∶500，超声处

理15～25  min，将反应物转移至高压反应釜，并置于115～125℃烘箱中，反应3.5～4.5  h；

反应结束后，在磁石吸附收集所得粒子，用水和无水乙醇洗涤，然后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55

～65℃下干燥4～6  h，得到Fe3O4@SiO2@Ag纳米粒子，得到Fe3O4@SiO2@Ag纳米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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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

检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将4mg苯唑西林待测样品进行研

磨，溶于pH  3.0的盐酸水溶液中并定容到8～12mL，得待测样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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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

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检测苯唑西林的常用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液-质联用(HPLC-MS)和

高效液相色谱-紫外(HPLC-UV)、凝胶色谱等方法，这些方法比较繁琐，检测周期长，且灵敏

度、检测限低，无法实现快速检测。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利用光子作为分子探针，可以

实现对物质的无损、快速检测，而SERS活性基底的选择对SERS检测尤为重要。

[0003] 1977年，Jeanmaire和Van  Duyne在粗糙的Ag电极表面发现拉曼信号强度异常增

强，达百万倍。进一步研究发现，少量贵金属元素如Au、Ag和Cu自由电子类金属材料表面，可

表现出明显的拉曼增强效应，即表面增强拉曼(SERS)。而由于Ag纳米粒子容易被制备，且与

Au、Cu等其它材料相比，可获得高出近100倍的增强效果，因而成为SERS 中最常见的研究对

象。近年来，由于半导体纳米材料可与Au、Ag和Cu等贵金属共同组成半导体复合材料-SERS

的活性基底，以实现半导体纳米材料相应的功能，从而获得广泛关注。

[0004] Fe3O4磁性纳米粒子(MNP)具有超顺磁性，在复杂基体中具有很好的富集、分离等功

能，因此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成像、生物分离、催化等领域。但裸Fe3O4纳米粒子易于氧化或

聚集，易溶于酸性溶液中，且活性基团不足，限制了Fe3O4纳米粒子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因此，

众多材料如SiO2、聚合物等被用来包覆Fe3O4MNP的表面，形成核壳磁性纳米结构，以改善上

述缺点。有文献报道，Fe3O4@SiO2纳米复合物，可以屏蔽磁偶极相互作用，避免颗粒团聚，防

止Fe3O4离子被氧化，提高其稳定性。因此，其已被广泛用于SERS活性基底，与目标物-Ag纳米

粒子构建成Fe3O4@SiO2-目标物-Ag三明治结构，从而对目标物进行快速检测。但这种检测方

式繁琐，而且由于分散的Ag纳米粒子会出现不规则团聚现象，检测重复性差。同时，Ag纳米

粒子相互之间所产生的“热点”少，  SERS活性较低，灵敏度不高。因此，Hu等人制备出了

Fe3O4@SiO2@AgNPs复合物作为  SERS基底，并对其性能进行研究，但其制备过程繁琐、耗时，

且检测效果不甚理想。

[0005] 目前公开文献中，《Ag/Fe3O4@SiO2磁性纳米吸附剂的制备及其汽油深度脱硫性能》

公开了一种Ag/Fe3O4@SiO2磁性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其采用热分解法沉积银，存在耗时，制

备过程繁琐，反应条件要求高(需在500℃条件煅烧2小时)等缺点，且其制备得到的Ag/

Fe3O4@SiO2磁性纳米材料用作吸附剂，未用于表面增强拉曼的基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

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方法，该方法具有简单、快速、高度集成、重现性好、灵敏度高的

优点，能够用于各剂型中苯唑西林的快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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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进一步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以Fe3O4为核，SiO2为壳层构建Fe3O4@SiO2核壳结构，并利用Ag种

的各向同性生长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的稳定作用形成Ag纳米粒子沉积在核壳结构上，

得到分散良好、磁响应好、灵敏度高、集成化的Fe3O4@SiO2@Ag核壳结构。

[0008]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

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确定特征拉曼峰及峰移动范围：1028cm-1±10cm-1为特征拉曼峰；

[0010] (2)绘制苯唑西林标准曲线；

[0011] (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将苯唑西林待测样品进行研磨，溶于pH  3.0的盐酸水溶

液中并定容到V，得待测样品溶液；

[0012] (4)取所述待测样品溶液，加入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混合超

声1h后，将混合溶液滴在外加磁场的石英玻璃片上晾干，每个样品采集3次拉曼光谱；待测

样品与SERS活性基底的体积质量比为：500μL∶9～11mg；

[0013] (5)对样品的拉曼谱图进行基线调整和归一化处理；

[0014] (6)根据苯唑西林标准曲线和归一化处理的样品的拉曼谱图计算出样品中苯唑西

林的含量X：

[0015] X—样品中苯唑西林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0016] C—从标准曲线得到的苯唑西林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0017] V—待测样品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18] m—称取待测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0019]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①Fe3O4的制备：将FeCl3·6H2O溶于乙二醇中，FeCl3·6H2O与乙二醇的质量体积比

为：1g∶25～35mL，搅拌25～35min；然后，在所得溶液中加入FeCl3·6H2O质量1.9～2.1倍

NaAc和FeCl3·6H2O质量0.7～0.8倍PEG  4000，搅拌至反应物完全溶解；之后，将该溶液转移

至高压反应釜中，放入高温烘箱205～215℃反应5～7h；冷却至室温，制备的Fe3O4纳米粒子

用磁铁收集，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洗涤，放入真空干燥箱在55～65℃下干燥5～7h，待用；

[0021] ②Fe3O4@SiO2纳米粒子的制备：称取步骤(1)制备的Fe3O4固体分散到乙醇水溶液

中，Fe3O4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g∶140～150mL，乙醇水溶液是由无水乙醇与水按

体积比为4～6∶1混合而成，超声处理15～25min后，滴加质量浓度23～27％氨水，氨水滴加

量按1g  Fe3O4滴加氨水5～6mL计；然后在机械搅拌下逐滴加入TEOS，控制滴加速度为95～

105μL/min，TEOS滴加量按1g  Fe3O4滴加TEOS  3.5～4.5mL计；滴加结束后脉冲超声反应230

～250min，用磁铁收集所得粒子分别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涤；放入55～65℃真空干燥箱中

干燥11～13h，得Fe3O4@SiO2纳米粒子待用；

[0022] ③Fe3O4@SiO2@Ag纳米粒子的制备：将硝酸银溶解在水中，硝酸银与水的质量体积

比为1g∶18～22mL，随后加入质量浓度23～27％的氨水，氨水加入量按0.2g硝酸银加入氨水

380～420μL计，超声处理5～15min；将步骤(2)制备的Fe3O4@SiO2纳米粒子分散于该溶液，

Fe3O4@SiO2纳米粒子与硝酸银的质量比为28～32∶0.2；然后加入浓度为0.01～0.03g/mL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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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吡咯烷酮乙醇溶液，Fe3O4@SiO2纳米粒子与聚乙烯吡咯烷酮的质量比为28～32∶500，超

声处理15～25min，将反应物转移至高压反应釜，并置于  115～125℃烘箱中，反应3.5～

4.5h；反应结束后，在磁石吸附收集所得粒子，用水和无水乙醇洗涤，然后置于真空干燥箱

中在55～65℃下干燥4～6h，得到Fe3O4@SiO2@Ag  纳米粒子，得到Fe3O4@SiO2@Ag纳米粒子。

[0023] 本发明的更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步骤(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将4mg苯唑西林待

测样品进行研磨，溶于pH  3.0的盐酸水溶液中并定容到8～12mL，得待测样品溶液。

[0024] 本发明建立了苯唑西林的SERS快速检测方法，该方法简单、快速、高度集成、重现

性好、灵敏度高，能够用于各剂型中苯唑西林的快速测定。

[0025] 本发明采用的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Ag/Fe3O4@

SiO2磁性纳米吸附剂的制备及其汽油深度脱硫性能》相比，制备  Fe3O4@SiO2@AgNPs过程中，

在Fe3O4@SiO2NPs沉积纳米Ag粒子的方法存在明显区别。本发明采用晶种法先在Fe3O4@

SiO2NPs复合物上接上银晶种，然后在采用化学还原法制备纳米银粒子。而《Ag/Fe3O4@SiO2

磁性纳米吸附剂的制备及其汽油深度脱硫性能》是采用热分解法沉积银的技术方案。

[0026] 本发明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提出了一种简单、有

效的种子介导生长方法，即晶种法。通过种子介导生长方法制备高性能Ag涂层  Fe3O4@

SiO2NPs，所有Ag种子的各向同性生长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的稳定化作用完全形成Ag

壳。同时采用机械搅拌和超声处理技术来充分刺激反应发生并进一步避免聚集，制备方法

简单快速，制备的Fe3O4@SiO2@AgNPs具有良好的磁性能，可快速从样品溶液中分离，富集目

标分子，缩短检测时间，通过磁诱导聚集也可以产生丰富的粒子间热点。

[0027] 本发明制备的Fe3O4@SiO2@AgNPs作为SERS活性基底时，具有良好的超顺磁性能，稳

定性好，Ag纳米粒子在核壳结构上的均匀沉积，提高了检测重复性。  Fe3O4@SiO2@AgNPs 

SERS活性基底可快速从样品溶液中富集，分离目标物，提高灵敏度、重现性、缩短检测时间。

不仅如此，Fe3O4@SiO2@AgNPs结构还可通过磁诱导聚集也可以产生丰富的Ag纳米粒子之间

“热点”，显著提高SERS活性，进一步提高灵敏度。

附图说明

[0028] 图1分别为Fe3O4NPs、Fe3O4@SiO2、Fe3O4@SiO2@AgNPs的SEM图、TEM图和  EDS图。其中，

(a)(b)Fe3O4；(c)(d)Fe3O4@SiO2；(e)(f)Fe3O4@SiO2@Ag。

[0029] 图2为Fe3O4；Fe3O4@SiO2；Fe3O4@SiO2@Ag的XRD谱图。

[0030] 图3分别为Fe3O4、Fe3O4@SiO2、Fe3O4@SiO2@Ag的红外光谱(IR)图。

[0031] 图4为不同基底的拉曼光谱图。其中，(a)Fe3O4；(b)Fe3O4@SiO2；(c)Fe3O4@SiO2@Ag； 

(d)苯唑西林标准品；(e)Ag-苯唑西林(10-3mol/L)；(f)Fe3O4@SiO2@Ag-苯唑西林  (10-3mol/

L)。

[0032] 图5为不同浓度的苯唑西林在Fe3O4@SiO2@Ag基底上的SERS谱图。

[0033] 图6为六组苯唑西林(10-9mol/L)的SERS光谱和六份苯唑西林(10-9mol/L)溶液在

1028cm-1处的拉曼峰图。其中，(a)为六组苯唑西林(10-9mol/L)的SERS光谱；(b)  为六份苯

唑西林(10-9mol/L)溶液在1028cm-1处的拉曼峰,误差条表示三次测量值的标准差。

[0034] 图7为不同剂型的苯唑西林在Fe3O4@SiO2@Ag基底上的SERS谱图以及拉曼峰位于 

1028cm-1处的误差分析图。其中，(a)标准品；(b)胶囊；(c)片剂；(d)粉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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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一种超顺磁性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用于对苯唑西林SERS检测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确定特征拉曼峰及峰移动范围：1028cm-1±10cm-1为特征拉曼峰；

[0037] (2)绘制苯唑西林标准曲线：精确称取4mg苯唑西林标准品，用盐酸水溶液(pH 

3.0)  定容于10mL容量瓶中，并将上述溶液稀释至不同的倍数，用拉曼光谱仪检测，对苯唑

西林标准品的拉曼谱图进行基线调整和归一化处理得苯唑西林标准曲线；

[0038] (3)待测样品溶液的配制：将4mg苯唑西林胶囊(去其外壳)、片剂待测样品进行研

磨，溶于pH  3.0的盐酸水溶液中并定容到10mL，得待测样品溶液；

[0039] (4)取所述待测样品溶液500μL，加入10mg  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

材料，混合超声1h后，将混合溶液滴在外加磁场的石英玻璃片上晾干，每个样品采集3次拉

曼光谱，取平均值；光谱的参数为：波长为638nm，积分时间为5s，平均次数为1次；拉曼光谱

仪的工作条件与绘制标准曲线时仪器的工作条件相同；

[0040] (5)对样品的拉曼谱图进行基线调整和归一化处理；

[0041] (6)根据苯唑西林标准曲线和归一化处理的样品的拉曼谱图计算出样品中苯唑西

林的含量X：

[0042] X—样品中苯唑西林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0043] C—从标准曲线得到的苯唑西林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0044] V—待测样品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45] m—称取待测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0046] 本实施例中，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47] (1)Fe3O4的制备：采用Modi化溶剂热反应合成了Fe3O4NPs，即将1.35g  FeCl3·6H2O 

溶于40mL乙二醇中，磁力搅拌30min。然后，在所得溶液中加入2.7g  NaAc和1.0g  PEG  4000，

搅拌至反应物完全溶解。之后，将该溶液转移至高压反应釜中，放入高温烘箱210  ℃反应

6h。冷却至室温，制备的Fe3O4纳米粒子用磁铁收集，去离子水和乙醇各洗三次，放入真空干

燥箱在60℃下干燥6h，待用。

[0048] (2)Fe3O4@SiO2纳米粒子的制备：称取上述制备的Fe3O4固体0.5g，分散到60mL  无水

乙醇与12mL水的混合溶液中超声20min后，滴加25％氨水2.8mL。然后5在机械搅拌下逐滴加

入TEOS  2mL，控制滴加速度为100μL/min。滴加结束后脉冲超声反应240  min，用磁铁收集所

得粒子分别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3次。放入60℃真空干燥箱中干燥12h，待用。

[0049] (3)Fe3O4@SiO2@Ag纳米粒子的制备：将0.2g硝酸银溶解在4mL的水中，随后加入

25％的氨水400μL,超声10min。将30mg  Fe3O4@SiO2分散于该溶液。然后加入溶解于无水乙醇

(26mL)的聚乙烯吡咯烷酮(0.5g)溶液，超声20min，将反应物转移至高压反应釜，并置于烘

箱中120℃，反应4h。反应结束后,在磁石吸附下用水和无水乙醇交替洗涤各3次，然后置于

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5h，得到Fe3O4@SiO2@Ag纳米粒子。

[0050] 本实施例制备的Fe3O4@SiO2@Ag纳米粒子通过SEM，TEM，EDC等表征分析手段对其进

行性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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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1、SEM、TEM以及EDS表征

[0052] 图1为Fe3O4NPs、Fe3O4@SiO2、Fe3O4@SiO2@AgNPs扫描、透射电镜图(右上) 以及能谱

图。由(图1a)可知，Fe3O4NPs(200nm)大小均一、分散性好、表面光滑，且在能谱(图1b)中只出

现Fe、O元素谱峰，说明Fe3O4表面并没有其他杂质。用二氧化硅对Fe3O4NPs进行包覆后，

Fe3O4NPs形成明显的核-壳结构，外层为透明的硅壳层(20  nm)，内层为较暗的Fe3O4核(图1c

右上)，且在能谱(图1d)中出现了Si元素的谱峰，这表明二氧化硅已成功包覆Fe3O4纳米粒

子。由Fe3O4@SiO2@AgNPs的SEM(图1e)  和TEM(图1e右上)图可以看到，Ag粒子均匀的点缀在

Fe3O4@SiO2表面，很少观察到较大的Ag颗粒，形成了具有纳米级粗糙度的连续壳层，且在能

谱(图1f)中出现了  Ag元素的谱峰，进一步证明Fe3O4@SiO2@AgNPs得以成功制备。

[0053] 2、XRD表征

[0054] 本发明采用X射线衍射仪(XRD)分别对Fe3O4、Fe3O4@SiO2和Fe3O4@SiO2@AgNPs  样品

的结晶度和晶型结构进行了表征，如图(2)所示。Fe3O4磁性粒子(2a)和Fe3O4@SiO2  (2b)核壳

微球2θ均在18.4°、30.1°、35.5°、37.2°、43.1°、53.6°、57.0°、62.6°、74.1°出现衍射峰。与

标准PDF卡片(PDF01-1111)对比可知，这些峰分别归属于Fe3O4立方体结构的(111)、(220)、

(311)、(222)、(400)、(422)、(211)、(440)和(533) 晶面。这说明在SiO2包覆Fe3O4的过程中，

并没有破坏Fe3O4磁性粒子的晶型结构。  Fe3O4@SiO2@Ag(图3c)与Fe3O4的XRD谱图对比，前者

分别在2θ为38.2°、44.3°、  64.5°和77.4°处出现新的衍射峰。与标准卡片(COD  9011607)对

比后发现，这些衍射峰分别对应银的(111)、(200)、(220)和(311)晶面，并且没有破坏核壳

结构内部Fe3O4的晶型结构。这表明Fe3O4@SiO2@AgNPs制备成功，与前述SEM、TEM、EDS表征分

析结果相符。

[0055] 3、FT-IR表征

[0056] 对比图(3a)、(3c)可以发现，Fe3O4表面包覆SiO2后在1056cm-1处出现明显的特征

峰，该吸收峰是由Si-O键伸缩振动引起的。进一步沉积Ag后(图3b)发现Si-O键的吸收峰强

度有所减弱，这是因为Fe3O4@SiO2表面沉积的Ag粒子较厚且覆盖均匀引起的，这也与Fe3O4@

SiO2@Ag的SEM和TEM所观察到的一致。

[0057] 本实施例制备的Fe3O4@SiO2@Ag纳米粒子用于对药物苯唑西林的检测分析。

[0058] 1、Fe3O4@SiO2@Ag  SERS基底对药物苯唑西林的检测分析

[0059] 图4为不同基底的SERS光谱图，从图4(a)、(b)、(c)可以看出Fe3O4、Fe3O4@SiO2、 

Fe3O4@SiO2@Ag三种空白基底并没有SERS信号，说明这三组基底对苯唑西林SERS信号没有干

扰。图(d)苯唑西林标准品在683cm-1、1036cm-1、1196cm-1、1501cm-1、1636  cm-1处均出现了拉

曼谱峰，而在图(f)中在1028cm-1(羧基C-O键伸缩振动引起)、  1621cm-1(苯环C-C键伸缩键

振动引起)处拉曼峰显著增强，与标准品(图4d)比较后发现，这两处峰发生了轻微红移(大

约10cm-1)。可能由于基底的影响导致的，但并不影响该基底(Fe3O4@SiO2@Ag)对苯唑西林的

检测。

[0060] 图5为不同浓度的苯唑西林在Fe3O4@SiO2@Ag基底上的SERS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苯唑西林浓度的降低，1028cm-1处的特征峰强度也逐渐降低，以S/N≥3计，苯唑西林的

检测限为10-11mol/L。且从图4(e-f)中可以看出，Fe3O4@SiO2@Ag基底的SERS  信号显著高于

银溶胶为基底的SERS信号，的这主要是因为Fe3O4的富集作用，不仅增加了SERS“热点”，还使

吸附在Ag表面的苯唑西林分子得到富集，使灵敏度较纯Ag纳米粒子得到极大的增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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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苯唑西林峰SERS强度(1028cm-1处)和浓度(10-4-10-11  mol/L)范围内的对数进行线性拟

合，发现两者之间有较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  y＝294.03x+3651.7，r为0.996，说明该

基底可以实现对较低浓度的苯唑西林快速分析检测，拉曼增强因子EF的计算公式为：

[0061]

[0062] 其中Iers-吸收在Fe3O4@SiO2@Ag基底上的苯唑西林分子的特征峰；

[0063] Ibulk-苯唑西林分子的普通拉曼强度；

[0064] Ners-Fe3O4@SiO2@Ag基底上激光照射到的苯唑西林分子数；

[0065] Nbulk-苯唑西林分子被激光照射到的分子数。

[0066] 本发明以1028cm-1处的拉曼峰强度作为I值， 以103代入公式计算  Fe3O4@

SiO2@Ag基底对苯唑西林的增强因子为2.5×105。

[0067] 光谱重现性是影响该方法有效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因素，对六份平行配制的苯唑西

林溶液(10-9mol/L)进行了拉曼检测(图6(a))，考察了苯唑西林在该基底上的光谱重现性，

发现其在1028cm-1处拉曼信号强度的RSD为7.2％(图6(b))，说明该方法重现性良好。

[0068] 2、不同剂型苯唑西林的SERS检测分析

[0069] 本发明对苯唑西林粉针、胶囊、片剂分别进行了检测。图7为不同剂型的苯唑西林

在Fe3O4@SiO2@Ag基底上的SERS谱图以及拉曼峰位于1028cm-1处的误差分析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不同剂型的苯唑西林与标准品对比，在1028cm-1、1621cm-1均有较好的拉曼吸收,且胶

囊的拉曼吸收相对较强，其次是片剂，粉针剂最弱，这可能是由于胶囊中苯唑西林含量较

高，而片剂与粉针剂中含量较少。有研究表明，带有巯基、氨基、苯环结构的分子与Ag表面具

有很强的化学亲和力。我们所制备的基底材料之所以能够展现出优异的抗干扰能力，归因

于该基底与目标物的氨基、苯环结合之后，利用Fe3O4的超顺磁性，可从复杂样品溶液中快速

分离、富集苯唑西林分子，从而排除制剂中辅料的干扰。

[0070] 本发明采用层层自组装方法，制备了超顺磁性、高SERS活性基底Fe3O4@SiO2@Ag  核

壳结构纳米复合物，并对其形貌与结构进行表征。该材料分散良好、磁响应好、灵敏度高、集

成化，可对待测目标样品进行有效富集及分离，显著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及抗干扰能力。在该

SERS活性基底之上，苯唑西林检测限达1×10-11mol/L，在浓度(10-4-10-11  mol/L)范围内线

性关系良好，r为0.996。本发明制备的基底Fe3O4@SiO2@Ag核壳结构纳米复合物在食品、药品

的快速检测方面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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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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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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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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