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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

子，该磁性纳米粒子的核为铁氧化物，壳为二氧

化硅，磁性纳米粒子的表面用透明质酸钠修饰，

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的粒径范围

为350-1000nm。本发明还公开了该磁性纳米粒子

的制备方法及其在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提取和质

谱检测中的应用。基于此合成的透明质酸钠修饰

的磁性纳米粒子结合质谱技术可以快速实现血

清肿瘤标志物如一些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的提

取和部分序列鉴定，从而实现高分子量化合物高

效、快速的检测。本发明作为一种快速高效的检

测手段，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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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在氯化铁溶液中加入乙醇、己烷和油酸，常温下搅拌，随后加入氢氧化钠置于70

～80摄氏度下4～5小时，待溶液分层后收集上层的油酸铁，去离子水洗干净，蒸干己烷，然

后将所述油酸铁加入到油酸中，室温下充氮气30～40分钟，加热至400～450摄氏度，30～35

分钟充氮气保护，冷却至室温，加入过量乙醇，离心收集上清液，再次溶于所述己烷和乙醇

中，重复3～5次，获得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

步骤2、将聚氧代乙烯(5)壬基苯基醚加入到环己烷中超声20～30分钟，加入步骤1中得

到的所述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并且不断搅拌，加入氨水和四乙基原硅酸盐放置16～24小

时，离心，洗涤并重新溶解在乙醇中，干燥保存备用；

步骤3、将步骤2中得到的纳米材料溶解在甲苯中，并加入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超声

10～20分钟后在室温下搅拌24小时，离心收集，用去离子水洗涤，烘干备用；

步骤4、用磁铁吸附步骤3中得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将所述核壳结构的磁性

纳米粒子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得到第一溶液；另取一容器，在其中加入去离子水，将羟基琥

珀酰亚胺、透明质酸钠和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溶解在去离子水中，

得到第二溶液；将第一溶液和第二溶液混合，调节pH值至9.0～9.2，在37～38摄氏度下搅拌

过夜，通过磁铁分离得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所述磁性纳米粒子；

所述磁性纳米粒子的核为铁氧化物，所述铁氧化物为Fe3O4，所述磁性纳米粒子的壳为

二氧化硅，所述磁性纳米粒子的表面用透明质酸钠修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所述磁性纳

米粒子的粒径范围为350～1000nm；所述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的应用领域为血清肿瘤

标志物的提取和质谱分析，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为CD4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所得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

志物的提取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

步骤2、从全血中分离血清，在所述血清中加入步骤1中得到的所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

的磁性纳米粒子；

步骤3、通过磁铁从所述血清中富集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

步骤4、用碳酸氢铵缓冲液清洗步骤3中富集的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1～3次，去除非特

异性吸附的蛋白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所得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

志物的质谱分析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

步骤2、从全血中分离血清，在所述血清中加入步骤1中得到的所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

的磁性纳米粒子；

步骤3、通过磁铁从所述血清中富集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

步骤4、清洗步骤3中得到的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加入蛋白酶进行酶解；

步骤5、用质谱仪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质谱分析

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蛋白酶为胰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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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质谱分析

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血清的体积在20～40μL范围内。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质谱分析

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酶解溶液的pH值范围为4～11，温度范围为20～50摄

氏度。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质谱分析

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质谱仪为电喷雾质谱仪。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807308 B

3



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及其制备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化分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及其制备

与在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提取和质谱分析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例如CD44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在临床精确诊断和治疗方面

显示了很好的特异性和灵敏度，由于在血清中样品复杂和低丰度原因，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提取技术如免疫测定和抗原抗体结合。然而免疫测定却存在一些限

制：由于抗原抗体的特异性，因而免疫测定的分析通量是中等的；免疫测定无法提供目标蛋

白的结构信息、序列和翻译后修饰等信息；抗体纯化和高花费也限制了免疫测定的广泛推

广；由于抗体自身脆弱而导致储存、运输和最终运用上的缺陷；因此，一种高通量、高灵敏、

高选择的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提取和分析检测方法亟待开发。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其能

对血清肿瘤标志物进行快速的提取，便于质谱分析。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该磁性纳米粒子的核为铁氧化物，

壳为二氧化硅，磁性纳米粒子的表面用透明质酸钠修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

子的粒径范围为350-1000nm。

[0006] 进一步地，上述铁氧化物为Fe3O4。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该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在氯化铁溶液中加入乙醇、己烷和油酸，常温下搅拌，随后加入氢氧化钠置

于70-80摄氏度下4-5小时，待溶液分层后收集上层的油酸铁，去离子水洗干净，蒸干己烷，

然后将油酸铁加入到油酸中，室温下充氮气30-35分钟，加热至400-450摄氏度，30-35分钟

充氮气保护，冷却至室温，加入过量乙醇，离心收集上清液，再次溶于己烷和乙醇中，重复3-

5次，获得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

[0009] 步骤2、将聚氧代乙烯(5)壬基苯基醚加入到环己烷中超声20-25分钟，加入步骤1

中得到的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并且不断搅拌，加入氨水和四乙基原硅酸盐放置16-24小

时，离心，洗涤并重新溶解在乙醇中，干燥保存备用；

[0010] 步骤3、将步骤2中得到的纳米材料溶解在甲苯中，并加入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超声10-20分钟后在室温下搅拌24小时，离心收集，用去离子水洗涤，烘干备用；

[0011] 步骤4、用磁铁吸附步骤3中得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将该核壳结构的磁

性纳米粒子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得到第一溶液；另取一容器，在其中加入去离子水，将羟基

琥珀酰亚胺、透明质酸钠和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溶解在去离子水

中，得到第二溶液；将第一溶液和第二溶液混合，调节pH值至9.0-9.2，在37-38摄氏度下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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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过夜，通过磁铁分离得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所述磁性纳米粒子。

[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提取中的应

用，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根据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

[0014] 步骤2、从全血中分离血清，在血清中加入步骤1中得到的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

性纳米粒子；

[0015] 步骤3、通过磁铁从血清中富集血清肿瘤标志物。

[0016] 进一步地，血清肿瘤标志物为CD44蛋白。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质谱分析中

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1、根据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

[0019] 步骤2、从全血中分离血清，在血清中加入步骤1中得到的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

性纳米粒子；

[0020] 步骤3、通过磁铁从血清中富集血清肿瘤标志物；

[0021] 步骤4、清洗步骤3中得到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加入蛋白酶进行酶解；

[0022] 步骤5、用质谱仪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0023] 进一步地，血清肿瘤标志物为CD44蛋白，蛋白酶为胰蛋白酶。

[0024]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2中，血清的体积小于等于20-40μL。

[0025]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4中，酶解溶液的pH值范围为4～11，温度范围为20～50摄氏

度。

[0026] 进一步地，上述质谱仪为电喷雾质谱仪。

[0027] 基于本发明合成的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结合质谱技术可以快速实现

血清肿瘤标志物如一些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的提取和部分序列鉴定，从而实现高分子量化

合物高效、快速的检测。本发明作为一种快速高效的检测手段，值得推广和应用。

[0028]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充分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特征和

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血清中CD44蛋白提取耦合质谱检测的流程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较优实施例中得到的材料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片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图片，图2a是透射电子显微镜图片，图2b是扫描电子显微镜图片；

[0031] 图3是高置信水平和低置信水平下直接检测血清的液相色谱-质谱图，图中为CD44

的多肽TNPEDIYPSNPTDDDVSSGSSSER(m/z＝1285.04041,+2)的二级质谱图，星号代表被鉴定

的CD44的肽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

[0033] 透明质酸钠修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可按下述步骤合成：

[0034] 步骤1、将2.0～2.3克氯化铁溶于6-8毫升水中，在氯化铁溶液中加入乙醇、己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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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酸，常温下搅拌约30分钟，随后加入0.2-0.3克氢氧化钠置于70-75摄氏度下4-5小时，待

溶液分层后收集上层的油酸铁，去离子水洗干净，放置在90-100摄氏度蒸干己烷，然后将粘

稠状的油酸铁加入到0.4-0.5毫升的油酸中，室温下充氮气30-40分钟，加热至400-450摄氏

度，30-35分钟充氮气保护，冷却至室温，加入过量乙醇，离心收集上清液，再次溶于己烷和

乙醇中，重复3-5次，获得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

[0035] 步骤2、将0.5-0.6克聚氧代乙烯(5)壬基苯基醚加入到12毫升环己烷中超声20-30

分钟，加入步骤1中得到的磁性铁氧化物纳米材料1.25毫克并且不断搅拌，加入0.2-0.25毫

升氨水(质量分数25％)和0.29-0.31毫升的四乙基原硅酸盐放置16-24小时，离心，洗涤并

重新溶解在乙醇中，最后干燥保存备用；

[0036] 步骤3、将步骤2中得到的纳米材料250-260毫克溶解在50-60毫升甲苯中，并加入

1-1.2毫升的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混合物超声10-15分钟后在室温下搅拌24-36小时，离

心收集，用去离子水洗涤三次，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70摄氏度放置5-6小时烘干备用；

[0037] 步骤4、用磁铁吸附步骤3中得到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200毫克，加入到30-

35毫升的去离子水中，另取一容器，在其中加入20-22毫升的去离子水，将6.0-7.0毫克的羟

基琥珀酰亚胺、23.5-24.5毫克的透明质酸钠和7.7-8.1毫克的1-(3-二甲氨基丙基)-3-乙

基碳二亚胺盐酸盐溶解其中，将两种溶液混合，调节pH值至9.0-9.2，在37-38摄氏度下搅拌

过夜，通过磁铁分离得到经透明质酸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并用去离子水洗涤三次，最终

溶解在纯水中以备后续实验(10毫克/毫升)。

[0038] 配制2mg/mL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超声震荡10分钟，在铜网和铝箔上制样，

电子显微镜图像采用JEOL2011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采用JEOL飞利浦XL30显微镜。

[0039] 其扫描电子显微镜图片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图片如图2所示。

[0040] 在较优的实施例中，磁性纳米粒子的粒径为150～800nm，选用500nm粒径的材料进

行实验。

[0041] 本发明中，通过磁铁从血清中富集被磁性纳米粒子捕获的血清肿瘤标志物，用

25mM,pH～8.0的碳酸氢铵缓冲液清洗材料1～3次，去除材料上非特异性吸附的蛋白质，然

后加40mg/mL胰蛋白酶溶液在核壳结构磁颗粒材料中原位快速酶解。磁性分离收集酶解产

物，进行质谱分析。

[0042] 实施例1：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对血清中表面跨膜糖蛋白CD44的提取和质谱

分析。

[0043] 配制2μg/μL级别的血清溶液，将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在该溶液中孵育15～30

分钟，在磁力作用下将捕获了目标蛋白的核壳结构的磁性纳米粒子从溶液中分离出来。重

悬于生理盐水中，加入胰蛋白酶快速酶解，所得酶解产物冷冻干燥保存，进行电喷雾质谱分

析，可有效鉴定分析该蛋白，鉴定的部分CD44肽段如图3所示。可见使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

可以快速有效地分离提取CD44蛋白，并进行质谱分析。

[0044]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无需创

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人员

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术

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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