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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硝酸银(AgN03)为前躯体，抗坏血酸(Vc)为还原剂，通过一条绿色途径合成了Ag纳米粒子，其粒径大小

分布范围窄。对产物进行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uv-vis)等多种

手段进行表征。以吡啶(Py)作为探针分子进行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效应的测定，具有很好的增强效果。结果表明，光

谱的检测限为lO。10mol·L～，且随探针分子浓度下降，拉曼信号变化趋势很稳定，为后续定量分析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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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Ag粒子具有纳米材料所特有的量子尺寸效

应、高表面活性能和催化性能等特征，在电学、磁学、

光学、催化、生物等方面显示出特殊功效[1刁】，尤其是

纳米Ag具有广谱抗菌能力且对机体不产生抗药性，

在医药化工行业应用非常广泛【4'5]，且纳米Ag具有增

强拉曼散射的效应，所以可作为生物标记物【6】。由于

金属纳米粒子活性高，不稳定，在制备过程中人们常

常引入不同修饰剂来达到形貌控制、稳定或分散纳米

颗粒的效果。近来，多糖材料(如淀粉、纤维素等)及

其衍生物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及环境友好的性质，越来

越受到纳米领域研究人员的重视，认为这是一种制备

金属纳米材料的绿色合成方法[『71，目前该方法已经逐

渐成为化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

抗坏血酸(烯醇式己糖酸内酯)为酸性己糖衍生

物，其结构单元中含有一定量的羟基，并具有一定的

化学活性，能够与许多金属离子以化学键连接，可在

分子间通过氢键形成超分子，因此抗坏血酸可用作模

板来引导贵金属纳米晶体的生长【8'9】，并且抗坏血酸具

有较好的生物降解性与生物相容性，易溶于水【1 o’11]，

用于纳米材料制备，显示出经济、环保等优点，制备

的纳米材料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更方便、更

容易地应用于制药和生物医学研究，展示了抗坏血酸

在纳米合成领域的广泛应用。这种绿色合成方法为金

属纳米粒子的合成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并为制药业

和生物医学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本研究利用抗坏

血酸为还原剂，明胶为稳定剂，通过绿色途径合成了

Ag纳米粒子，并对其光学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

1 实 验

抗坏血酸(Vc)、硝酸银(AgN03)均为国产分

析纯；明胶为化学纯；国产高纯氮气；水(二次蒸馏

水)。

晶体结构采用德国Bruker D8型x．射线粉末衍射

仪(xRD，Cu靶，A=0．1541 nm，加速电压40 kV，电

流30 mA)测定；扫描电镜(SEM)测试在日本电子公

司JEOL．6380LV扫描电镜上进行；透射电镜(TEM)

测试在日本电子公司JEM 2100型透射电镜上进行，

加速电压200 kV，图像使用Gatan 794 CCD电子摄像

机记录；紫外光谱在北京瑞利分析仪器公司的

uV-120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测试，扫描波长范围

300～600 nm；拉曼光谱在Renishaw公司的Renishaw

invia R锄an Microscope型拉曼光谱仪上进行(激发波

长514 nm)。对样品的SERS活性进行测量，同时测量

同一样品表面的不同位置处的sERs光谱，取平均值

以保证结果的重复性、均一性。

在1丽mL三口烧瓶中加入0．1 g明胶和60 mL的

蒸馏水，在水浴为40℃时进行磁力搅拌，待明胶溶解

后加入1 mL的0．1 mol·L。AgN03，继续搅拌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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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入N2，10 min后再加入1．5 mL的0．01 mol·L‘1抗

坏血酸，混合溶液搅拌约15 min后溶液变为浅黄色，

继续搅拌10 h过程中保持温度恒定。所得棕黄色溶液

即为纳米Ag粒子的胶体溶液，将此胶体溶液在50℃

下干燥24 h，得到干燥固体粉末。

2结果与讨论

溶液呈现棕黄色说明有纳米Ag粒子生成，观察

溶液颜色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逐渐变深。

2．1Ⅺm表征

图1是纳米Ag粒子的XI①图谱。可见，纳米Ag
在2口为38．00。、44．260、64．40。、77．32d处有4个明显的

吸收峰，经对照金属Ag的标准衍射谱图(JCPDS

04．0783)，分别对应于立方晶系Ag的(111)、(200)、

(220)、(311)晶面，无其它杂质峰，所有衍射峰都很尖锐，

说明产品为面心立方晶系的单质Ag，结晶性能良好。

2．2 SEM表征

图2是纳米Ag的SEM照片。可以看到样品表

面有大量粒子，并呈现一种三维有序的结构。这些粒

子的形状接近球形，粒径较均匀，平均粒径100～200

nm，粒子之间多是无规则区域，由于样品干燥，所以

在边缘处能观察到部分粒子的团聚现象。

2．3 TEM表征及粒径分布图

图3是制备的Ag溶胶的TEM照片及其对应的粒

子粒径的统计分布情况。从图3a中可以看出，所有的

纳米Ag粒子都为球形结构，以单分散形式存在，无

聚集现象，粒径分布比较均匀。粒子的边界非常清晰，

说明晶核生长比较完全，形成粒子的球形结构．比较规

整。根据图3a中展示的纳米Ag粒子，可以人工计算

粒径分布(见图3b)。分散后的粒子粒径分布较窄，

纳米Ag粒子粒径主要分布在15～35 nm之间，平均粒

径22 nm，其中65％的粒子粒径在20～30 nm，粒径较

均匀，少数大粒子粒径达到46 nm，最小的有7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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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纳米Ag的xRD图谱

Fig．1 XRD panem of nano silVer

图2纳米Ag的SEM照片

Fig．2 SEM image of nano·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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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g溶胶的TEM照片和粒径分布

Fig．3 TEM image(a)and size distribution(b)of silVe卜collosol

TEM照片中粒子粒径比SEM照片上的粒子粒径要小，

是因为取超声后的上层清液作为TEM样品(上层清

液中分散的粒子粒径较小)。

2．4紫外-可见光谱(Uv-Ⅵs)表征

紫外光谱可定性表征纳米Ag颗粒的形状及其颗

粒大小，纳．米Ag颗粒在特定的波长下会产生强烈的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溶液表现出特定的颜色【12，1 31。根据等离子共振

峰可大致推测出纳米颗粒的大小和形状。图4是取超

声分散后的TEM样品所测得纳米Ag胶体溶液紫外吸

收光谱。说明Ag溶胶在可见光区有宽吸收【l41，最大

吸收波长在420眦处，吸收峰的半峰宽较窄，可见纳

”

加

"

加

∞

∞

O

O

O

O

O

O

荟ou矗厶

万方数据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第4l卷

o
U
口
矗
D
o

D
《

图4纳米Ag溶胶的紫外吸收光谱

Fig．4 Uv_Ⅵi spectmm of silVe卜coIlosol

米Ag粒径分布比较均匀。曲线呈正态分布，根据D．

Yu【15】报道的结果推算出纳米Ag粒子的粒径约为40

nm，与图3中粒径大小较吻合。

2．5纳米Ag的表面拉曼散射增强活性(SERS)

纳米Ag是一种可以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典

型金属，能对多种物质的拉曼散射效应起到不同程度

的增强作用【16】，将吡啶(Py)稀释成10巧mol·L。1作为探

针分子【1‘71，以所制的纳米Ag粒子作基底，将两者混

合超声振荡后，考察该纳米粒子的拉曼增强效果。实

验时，在样品的表面和玻璃基底上分别滴一滴(约5

pL)浓度为10‘5 mol·L。的Py水溶液，待溶剂蒸发后，

在2个基底表面形成了直径为20 mm左右的Py膜。

假定此区域内的分子是均匀分布的，计算得到Py分子

在此区域内的密度为1．28×1011 cm～，可视为单分子层

膜。分别测纳米Ag粒子表面的Py的SERS谱和玻璃

基底上Py的拉曼光谱(见图5)。可以看出，作为探针

分子的Py(图5中b谱线)，在此稀浓度下检测不到拉

曼活性，基本全程不出峰。而与Ag纳米粒子结合后，

谱线a中位于964 cm‘1的是环的呼吸振动模v，，位于

1083 cm。1的是面内环三角变形振动v12’1236 cm。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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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Py吸附纳米Ag溶胶的sERs图谱

Fig．5 SERS spectra of pyridine adsorbed at Ag collosol surface

示了C．N不对称伸缩振动，1318 cm。1为C-N的伸缩

振动，以及1445和1586 cm。为环伸缩振动。初步研

究表明，该纳米Ag粒子对Py分子有显著的SERS活

性，推测其原因主要来源于Ag纳米粒子的表面等离

子共振的物理增强效应。

根据Nie和Emory【l8】对吸附分子拉曼光谱的计算

方式，可对Py分子在514．5 nm激发波长下的拉曼信

号的散射截面进行计算，约为10叫6cm2，在没有增强

的情况下，Py的拉曼散射截面为10-30cm2，所以，在

此激发波长下纳米粒子对Py的增强能力为1014，除

去共振的影响(大概在104㈣)，这种纳米粒子实际的

增强能力约为10m。由此看出Ag粒子可以作为很好

的SERS活性基底材料，来获取吸附分子的信息。

图6中曲线a~e是在相同扫描积分时间下，不同

浓度的Py溶液，与纳米Ag粒子结合时得到的拉曼光

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Pv浓度的逐渐下降，这

些峰的强度也依次减弱，10‘6 mol-L。1的Py(图7中a

谱线)的拉曼特征谱峰很强，而当Py浓度为10‘10

mol·L。时(图6中e谱线)，几乎为一直线，检测到其

拉曼振动峰非常微弱，因此可推断10。10 mol·L。这个浓

度是此检测方法的下限。从谱图上观察到，随探针分

子浓度下降，拉曼信号变化趋势很稳定，说明作为基

底的纳米粒子的形态对产生拉曼信号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上述结果证实该基底的SERS活性较高。这种

明显的增强效果为痕量分析以及生物医药检测提供了

可能【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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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不同浓度Py吸附纳米Ag溶胶的sERS图谱

Fig．6 SERS spectra of pyridine at dif蚤蹦rent concentrations

adsorbed at Ag collosol surface

3 结 论

1)所制备的纳米Ag粒子分散性好，形貌规整，

粒径均一。

2)这种方法生成的纳米Ag溶胶的表面增强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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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灵敏度高，可在痕量水平给出光谱指纹的能力。 268

【lO]Joseph Geo玛e．C，fnfc口C^f，”fc口彳ct口【J]，2003，3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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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SilVer NanoparticIes by Ascorbic Acid and

the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Efket

Xue Jianyuel，_，Liu Xiaohen92，Wang Xinl'2

(1．Chaohu College，Chaohu 238000，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SoR Chemistry and Functional Material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b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silVer nanoparticles were synthesized by a totally green approach with silVer nitrate(AgN03)as precursor and ascorbic acid

(Vc)as reducing agent．The nano—silver panicles had narrow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The feature，stmcture and optical absorption

propenies of silVer nanopanic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ay diffraction(xRD)，Raman spectra，ultraviolet visible spectmm(uv-Ⅵ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SERS)on the

prepared nano—silVer partjcles as substrate was investigated by pyridine as the probe m01ecul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lim“is

down to 10q”m01。L．。．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Raman signal is stable with the change ofthe probe m01ecule concentration，which can be

used fbr the study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ascorbic acid；silVer nanoparticles；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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