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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是一类以固定于电极表面、末端修饰电信号

分子的核酸适配体作为识别探针的生物传感器。该类传感器具有选择性好、简便、

可以实现一步检测等优点，在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泛的应用

前景，是食品分析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和重点发展方向。本论文的研究工作针对传

统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存在的工作温度高、响应时间长的不足，

以食品分析中常见的检测对象三磷酸腺苷二钠盐（Adenos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 ATP）为模型，探索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结构变化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规

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结构设计的新思路，用于发展常

温检测、响应速度快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

下： 

第一个研究工作详细研究了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结构变量（双链的互补长度

和互补位置）对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规律。研

究结果表明，随着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互补长度的增加（9、10 到 11 个碱基对），

传感界面的背景抑制增强，对 ATP 的响应信号增加。然而，互补链的长度增加，传

感器的响应时间也延长；并且当互补链的长度增加到 18 个碱基对时，由于双链结构

的结合强度太高、核酸适配体链的大部分碱基序列被互补链阻挡，传感器对目标分

子 ATP 没有信号响应。研究同时发现，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

响应信号强烈依赖于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中互补链的位置，互补链位置靠近电极表

面或电信号分子标记的末端时，传感界面的背景抑制和信号响应比互补位置处于中

间位置时明显增强。以上述研究结果为基础，实验设计了一种互补长度为 10 个碱基

对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该探针制备的传感器可在常温下工作、响应速度快、同

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以第一个研究工作的结果为基础，第二个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错配双链核酸适

配体探针的设计思路。根据第一个研究工作的结果，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互补长

度越长，修饰电极的背景抑制越高，越利于提高传感器的信号灵敏度。然而对于完

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而言，互补长度越长其稳定性越高，此时目标分子 ATP

无法置换核酸适配体链的互补链而在传感界面产生信号响应。为了获得同时具有高

背景抑制和强 ATP 结合能力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本研究工作提出在长双链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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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体探针（互补长度为 18 个碱基对）链中引入错配碱基降低双链的结合强度，一

方面可增强核酸适配体链和 ATP 的结合能力，同时由于双链长度较长而使得修饰电

极具有较低的背景信号。通过改变核酸适配体双链中错配碱基的数目，成功获得了

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可在常温条件下工作的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以该类

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为基础建立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对 ATP 的

检测具有满意的结果。 

 

关键词：核酸适配体；灵敏度；碱基错配；电化学传感器；置换；信号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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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chemical aptamer structure-switching based (E-ASSB) sensors are biosensors 

using electrode-immobilized, redox reporter-tagged aptamers as recognition probes for 

target analytes. E-ASSB sensors hold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electivity, simplicity and 

one-step detection and show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in the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detection, which make them a frontier and key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food analysis research. To overcome the weaknesses of high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long response time in the conventional displacement-based 

E-ASSB sensors, this thesis first explored effect of structure variation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probe on the performance of displacement-based E-ASSB sensors using ATP as a 

model analyte, and then re-engineered two novel classs of aptamer-DNA duplex prob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SSB sensors which could func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with 

quick response time.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detailed the effects of complementary length and position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probe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model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 for ATP. It was found that greater background suppression and signal gain were 

observed with longer complementary length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probe. However, 

sensor equilibration time slowed monotonically with increasing complementary length; 

and with too many target binding sites in aptamer sequence being occupied by the 

complementary DNA, the aptamer-target binding did not occur and no signal gain 

observed. It was also demonstrate that signal gain of the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 

wa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complementary position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probe, 

with complementary position located at the electrode-attached or redox-tagged end of the 

duplex probe, larger background suppression and signal increase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position were observed. These result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r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probe and 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optimization 

of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s. 

The second investigation reported a re-engineered aptamer-DNA duplex that could 

respond to target at room temperature with short response time. This re-engineered du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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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was rationally designed based on a new conception of mismatch tuning of the 

aptamer-DNA duplex. That was, various numbers of mismatched bas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ptamer-DNA duplex to lower its bonding strength and thus facilities aptamer-target 

interaction during the displacement recognition process. This class of mismatched duplex 

probe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low background current for high signal gain and 

functioning at room temperature with short response time.  

 

Keywords: Aptamer; Sensitivity; Base mismatch;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displacement; 

signal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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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随着社会不断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翻天地覆

的改变，不再是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越来越重视生活中食品、保健品、药品

的安全性。近几年来，在我国不少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几起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事

件，这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也使得我国食品药品等产品在国际上的信誉

度收到不良影响，对我国的食品及药品的出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导致我国产

生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我国也越来越重视食品、药品等物质的安全检测技术的

研究和发展[1]。 

电化学传感器是目前最具有开发潜力的检测技术之一，目前已经有许多电化学

传感器已经开发运用到食品、药品的安全生产和销售之中。世界上最早的电化学传

感器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最初是用来检测氧气的含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开始用于检测各种有害气体，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具有离子选择性的电极，因为

它不仅具有优良的灵敏性，而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

用[2]。而本实验研究的就是电化学传感器的一种分类即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电化学生

物传感器是目前国内及世界范围内最为前沿、最热门的研究内容之一。电化学生物

传感器是的一种新型的检测装置，由于它的体积小、廉价、快速等优点，使其迅速

的成为研究热点，为研究出一种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好、检测限更低的电化学传

感器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电化学传感器在现有的传感器中占据着最首要的地位，

并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商业阶段，在食品工业、环境、医药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1 电化学传感器 

1.1.1 电化学传感器 

根据不同待测目标物质所具有的化学特性，将待测物质的化学特性转换成可以

直接测量得到的电化学因素，通过传感的传感元件来进行检测的传感器。这个转化

原理是将待测目标物质与敏感元件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不可直接测量的化学信息转

化为可以直接测量的电信号，比如电流、电位、电导等。判断一个电化学传感器的

性能的好坏有很多指标，比如灵敏度、响应时间、选择性、背景电流、线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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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工作温度等[3]。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工艺是否简便廉价也是决定其是否能够

大范围推广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1.1.2 电化学传感器的分类 

根据检测到的信号之间的不同，电化学传感器可以分为电位型传感器、电流型

传感器和电导型传感器三种类型。电位型传感器，即在含有目标分析物质的电解质

溶液中，目标物质能够与电极表面发生反应，从而引起电位的变化，并将电位的变

化信号传输到检测装置最后实现目标物质的检测。电流型传感器，是指当保持电解

质溶液和测试电极在同一电位时，待测目标物质直接被氧化或者还原，并且通过外

电路将发生的电流变化传输到检测装置，从而通过检测电流或者电量来检测被测物

质。电导型传感器，即通过检测电解质溶液中目标物质被氧化或者还原后引起的电

导变化，来检测被测物质的浓度 [4]。 

根据检测对象不同，可以把电化学传感器可以分为：离子传感器、气体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离子传感器，是利用了具有离子选择特性的电极，将检测到的离子变

化量转换成可以直接检测到的信号的传感器。离子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离子识别作

用，就是通过固定在敏感膜上的离子识别材料特异性的识别被传感的离子并且与之

结合，从而引起膜电位或膜电流的变化。气体传感器，是指通过将待测气体的成份、

浓度等转换成可以被检测装置直接进行测量的信号的装置。气体传感器在实际应用

中主要应用在建设环境物联网。气体传感器在有毒、可燃、易爆、二氧化碳等气体

的检测方面广泛应用，在我国甚至全世界环境问题一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们生

存的环境在遭受着气体污染的破坏，因此如何保护环境并且建立环境监管机制，必

须尽快建设物联网，气体传感器就成为了环境检测必须装置，对于建设环境物联网

有很大的帮助。生物传感器是指对生物物质具有特异敏感性，而且能够将目标待测

物质浓度转换为可以直接进行检测的电信号的仪器[5]。本实验的研究对象就是电化学

生物传感器，接下来是对电化学生物传感器进行详述的叙述。 

1.2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1.2.1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概述 

在生命科学和化学研究中，分析和检测生物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生命运行过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04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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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化学以及生物信息，了解生物分子们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获取它们的

生命活动机理，然后用来获取它们对一些疾病有效的诊断、治疗和食品污染、药品

的安全性是否具有意义，并将其研究开发成有效地工具真正运用到我们的生产和生

活还有医疗健康中。目前生命科学和化学研究领域中最首要的问题是怎样快速、灵

敏、高效地检测这些生物分子。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即以生物活性材料为传感器的

识别元件，把电极（固体电极、离子选择性电极、气敏电极）作为转换元件，将电

流、电势等作为检测信号的传感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识别元件可以分为生物活

性成分（核酸、抗体、抗原、酶、激素等）和生物体本身（细胞器、细胞、组织、

微生物等）两种[6]。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识别元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且能够与目

标待测物发生特异性结合，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是实现快速方便检测复杂体

系中各种成分信息的最佳途径，为生命科学和化学研究及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更加新颖、有效地方法[7]。 

1.2.2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构造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是由生物敏感性材料作为识别元件（比如抗体、抗原、酶、

细胞、组织、微生物、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信号转换装置（如光敏管、场效应

管、氧电极、压电晶体等）以及信号放大装置三部分构成[8]。 

 

 

 

 

 

 

 

   

图 1-1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构造示意图 

Fig 1-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osensor 

1.2.3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分类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根据构成它的识别元件的材料性质不同，将其分为酶电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7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2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3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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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感器、组织与细胞器电化学传感器、微生物电化学传感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DNA 电化学传感器等等[9]。 

1.2.3.1 酶电化学传感器 

酶生物传感器，它是主要由识别元件（修饰的酶膜）、信号转换元件（基体电

极）等部分组成。酶膜识别元件上发生的酶促反应会产生电活性物质，并且基体电

极会对其产生响应，基体电极的作用是将产生的化学信号转变成电信号，从而间接

检测待测物质的浓度，基体电极可采用碳质电极（石墨电板、玻碳电极）、铂电极

及相应的修饰电极[10]。 

从 1962 年 Clark 和 Lyons 等人提出将酶和电极结合起来用来间接测定酶底物想

法后， 1967 年 Updike 和 Hicks 就成功的研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定量检测血清

中葡萄糖含量的葡萄糖氧化酶电极。因为这个成功的研究，酶生物传感器引起了世

界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并且进行了广泛研究，酶传感器得到了快速

发展[11]。 

酶电极传感器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以葡萄糖氧化酶（GOD）修

饰电极为例来简述它的工作原理。将葡萄糖氧化酶固定在电极表面，这就构成测葡

萄糖的葡萄糖氧化酶传感器，葡萄糖（C6H12O6）在葡萄糖氧化酶的催化作用下，会

被氧化生成葡萄糖酸（C6H12O7）以及过氧化氢。根据这个反应，可以通过测量氧电

极氧的消耗、过氧化氢电极产生的 H2O2 和 pH 电极的酸度变化来间接的进行测定葡

萄糖的浓度。第一代酶传感器是通过间接测定法来检测待测物质，所以干扰因素会

比较多。第二代：在电极与酶的氧化还原活性部位中利用氧化还原电子媒介体进行

传递电子来进行检测。第二代酶电极传感器与第一代相比较，不再受测定体系的限

制，并且测量的线性范围较大。目前研究者们正在研发第三代酶传感器，即能够使

电极表面与酶的氧化还原部位能够发生直接的电子交换[12]。 

1.2.3.2 组织与细胞器电化学传感器 

组织传感器和细胞器电化学传感器，这两者都是因为酶生物传感器的价格昂贵

且性质不稳定，从而发展起来的生物传感器，这两种传感器为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开

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组织生物传感器大多数是使用动植物的薄片作为主要材料

制备生物敏感膜，生物传感器的识别元件大多数是气敏电极。是由于气敏电极具有

较高的选择性，能够较好的避免测定体系中的金属离子和一些有机分子的干扰。并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7528/20752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93051/249305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408969/34089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35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7075/1470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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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气敏电极膜的构造是容易装卸的片状结构，使组装组织电极变得极为方便。组织

生物传感器要关键是要选择含量丰富、活性高的组织，一般来说动物的组织制备的

电极比植物组织电极的实用性要好。组织电极中酶的活性与酶电极所用的离析酶相

比较，组织电极的酶活性更高，并且酶的稳定性更强。这主要是由于组织电极中的

酶既处于最适宜的环境中，同时又能够当做被固定在组织电极上的生物材料，可以

达到代替价格昂贵的离析酶试剂。世界上第一支组织电极是在美国 Rechnitz 实验室

于 1978 年面世，使用的是牛肝组织制备的组织电极，并在 1981 年实现了植物组织

电极的研制[13]。 

1.2.3.3 微生物电化学传感器 

微生物传感器，主要由可以固定化的微生物、信号转换元件和信号输出装置三

部分构成，并且是通过检测微生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所消耗的溶液中的氧或者产生

的电活性物质所释放出的放出光和热来实现检测目标组分的目的。 

 

 

图 1-2 微生物传感器原理示意图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microbial sensor 

在整个传感器中的核心部件就是固定化微生物，因为它是整个传感器的信息识

别元件，所以它关系到传感器整体的检测性能是否达到理想值。固定化得技术好坏

直接就决定了微生物传感器的灵敏性、稳定性。微生物传感器不仅可以测定单一的

物质成分，还可以同时测定多种混合化合物的总含量。 

微生物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非常的广泛，在发酵工业领域已经应用于原材料以

及代谢产物的测定。在生物工程领域不仅可以用来测定酶的活性，还可以用来测定

各种微生物的呼吸活性，以及进行简单的鉴定微生物的种类。在医学领域中还可以

用来研究致癌物质是否可以诱发遗传因子的变异，也可以用来筛选致癌物质。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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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传感器还可以广泛的应用到环境监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生化耗氧量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BOD）传感器[14]。微生物传感器也存在不足之处，

在微生物细胞中会含有许多种不同的酶，这会使传感器的选择特异性和灵敏度受到

不利影响，并且待测的底物需要通过细胞壁扩散进入微生物，因此微生物传感器响

应时间较长[15]。 

1.2.3.4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它是将免疫分析技术和电化学传感器技术巧妙地结合为一

个整体，从而构建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特异性

好，灵敏度高，反应快，痕量检测等优点。电化学免疫传感器主要应用在食品、餐

具卫生、以及食品加工环境是否安全、环境污染监测、疾病诊断等领域。电化学免

疫传感器，是利用抗原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反应，来进行准确的定量或者半定量分析

检测。其中传感器的分子识别元件就是抗原抗体，将抗原抗体固定在电化学传感装

置上面，并通过传感装置将不可以直接测量的待测化学物质的浓度信号转换为可以

直接进行检测的电信号[16]。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可以根据是否使用标记物分为：标记

型和非标记型的免疫传感器两种；还可以根据测量过程中输出的不同信号分为：电

流型免疫传感器（安培分析型）、电位型免疫传感器、电容型免疫传感器三种形式。

根据目前的研究和应用情况可以看出，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电流型免疫传感器[17]。 

在食品药品方面，电化学免疫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安全性的检测。比如在检测致

病菌的方面的应用，食品中常见的致病菌有沙门氏菌、肉毒梭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传统的致病菌检测方法主要是采用微生物培养、平皿计数法，但这些方法的检

测速度较慢、效率低，与之相比，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检测就要快速、简便、可靠、

并且成本较低，这使得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在食品安全检测中受到很大重视。还使用

在毒素的检测方面，毒素是由生物体新陈而产生的，极少量就可能会引起人和动物

中毒。因此毒素对食品生产中的各个环节的危害不容小觑，加强对毒素的检测就变

得非常关键。还有药物残留的检测，在食品检测中药物的残留主要是指动物产品中

的兽药的残留以及植物中农药的残留，这个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方法，具有灵敏、快速、特异性强、价格廉价、对样品处理简单

等优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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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NA 电化学传感器 

1.3.1 DNA 修饰的电化学传感器原理[19]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就是将单链 DNA 探针固定在支持 DNA 片段的固体电

极(包括玻碳电极、金电极等)表面作为敏感元件，并且将加入的具有电活性的物质作

为检测过程中的杂交指示剂，最后检测其在检测待测物质时发生的电化学信号的变

化，用来检测待测物质的浓度。 

DNA 片段一般由 20~40 个碱基组成，可以是天然的核苷酸片断，也可以是人工

合成的寡聚核苷酸片断。将单链 DNA 探针通过不同的固定方法修饰到电极表面，从

而构成 DNA 探针修饰电极， 由于电极上修饰的 DNA 探针与溶液中含有的互补链的

杂交反应是高度专一的， 所以 DNA 修饰电极的具有高度的分子识别性能。DNA 探

针分子与互补链杂交，在电极表面形成 ds-DNA 结构，根据杂交前后固定电极表面

DNA 结构变化所引起杂交指示剂的变化，最后导致输出信号的变化，达到检测待测

物质的的目的[20]。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制备可以分为一下几个步骤[21]，（1）单链 DNA 探针

的固定，首先将单链 DNA 探针固定到电极表面，制备成 DNA 探针修饰的电极。（2）

互补链杂交，将修饰了单链 DNA 探针的固体电极浸泡在含有与探针链互补的杂交链

的测试液中，两条互补单链在固体电极表面杂交，形成双链 DNA 结构，但是杂交过

程要在合适的杂交条件下进行，比如溶液 pH 值、温度、DNA 固定密度、杂交时间

等。（3）杂交指示剂，将互补链的杂交响应信号转变为可以直接测量的电化学信号，

一般输出的信号是电流、电压或电导信号。 

 

 

图 1-3  DNA 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过程 

Fig 1-3 Preparation of DNA electrochemical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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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修饰探针的设计 

DNA 探针是我们根据检测对象而进行设计的，但是 DNA 探针的序列设计并不

是随便进行设计的，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否则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徒劳的工作。在前

人不断地研究探索中得到了一些可靠地规则，也就是在实验研究时 DNA 探针设计时

要遵循的原则[22]。 

首先在 DNA 探针的长度上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碱基的数量要在 18 到 40 个碱基

之间，碱基数目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对实验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碱基数目太少检测

结果差异会太大，而碱基数目太多会造成探针链长度过长，导致探针与互补链杂交

完全的时间过长。其次就是探针设计时要注意一条探针自身的碱基之间不要存在互

补的碱基，否则就会导致探针链的碱基自身互相杂交而形成发卡结构，影响实验的

检测结果。最后就是碱基在设计时要注意鸟嘌呤和胞嘧啶碱基的个数，如果这两种

碱基的个数占整条探针链碱基个数的百分比不在 40%~60%之间的话，就会出现非特

异性杂交，从而影响实验的准确性[23]。 

1.3.3 DNA 探针的固定方法 

DNA 电化学传感器制备中除了固定电极的清洁外，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 DNA

探针的固定。DNA 探针的固定密度（即固定化量）和 DNA 探针的活性对于 DNA 探

针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灵敏度来说非常关键，因此为了能够将 DNA 探针链牢固的修

饰到固定电极表面，我们要采取有效的物理和化学措施来达到上述目的[24]。目前的

文献报道当中可以总结出 DNA 探针的的固定方法大致有以下四种[25]：吸附法，吸附

法的固定原理是利用恒电位将 DNA 探针直接固定到电极表面。具体方法就是将预先

通过清洁处理过的固定电极在控制好 pH 值、温度、电位范围，并且含有需要固定到

电极表面的 DNA 探针的溶液中浸泡一段时间后，使用超纯水请洗掉电极表面未固定

到电极表面剩余的 DNA 探针。吸附法是 DNA 探针固定方法中最简单的方法，使用

吸附法固定 DNA 探针固定化速度快，既不需要对需要修饰的的 DNA 探针的核苷酸

进行衍生化，也不需要加入其他特殊的试剂。但不足的是，吸附法固定的 DNA 探针

在盐浓度较高的溶液中时，极易从固体电极表面脱落下来，并且吸附法固定的 DNA

探针可能会使 DNA 探针在电极表面的形态各异，甚至会有些平躺在电极表面，这就

会直接导致电极表面的 DNA 探针的固定量减小，从而使 DNA 探针的固定密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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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传感器的检测性能。 

共价键法，共价键法是通过 DNA 与固体电极表面形成共价键（酯键、醚键、酰

胺键等）的方法将 DNA 探针固定到电极表面。不同的电极其固定方法是不同的。但

是一般来说都是先将电极表面进行活化，然后对核苷酸进行衍生化，从而引入所需

的官能团，然后用偶联活化剂或者双官能团试剂使衍生后的 DNA 探针分子与电极表

面结合。共价键法与其他的固定方法相比较，明显提高了 DNA 探针的探针的结合牢

固程度以及耐用性。 

自组装法，自组装法一般是采用金电极作为固定电极，它的固定原理是在 DNA

探针分子底端修饰一个-HS 基团，-HS 基团可自组装至金电极表面。将预处理好的电

极浸泡在含有 5'-HS-ssDNA 的溶液中（pH 和温度一定）一段时间，5'-HS-ssDNA 探

针可以在金电极表面生成 Au-S 键，从而达到将 DNA 探针固定到电极表面的目的，

待组装稳定后，用超纯水请洗掉未固定的剩余的 DNA 探针。使用自组装法得到的

DNA 修饰电极表面的 DNA 探针比较规整、有序，使得修饰电极的稳定性较好。如

果控制好 DNA 探针的固定密度，互补链与 DNA 探针的杂交率会有很大提高。 

生物素—亲和素法，生物素—亲和素固定法就是利用生物素与亲和素之间的结

合具有专一、迅速、稳定的优点，在使用生物素-亲和素固定法固定 DNA 探针时，

首先利用亲和素的共价偶联或者静电作用将亲和素固定在电极表面，然后再利用生

物素、亲和素之间的具有的专一性亲和作用的特点，将修饰了生物素的 DNA 探针固

定在固体电极表面。 

1.3.4 DNA 杂交的电化学转换 

在一定的温度、pH 值条件下将修饰了 DNA 探针的电极浸泡在含有互补链的溶

液中一段时间，互补链与电极表面修饰的的 DNA 探针杂交，从而形成双链 DNA 探

针，为了能够将两条链的杂交信息即时反映出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方法将信号转

换成可以直接检测到的信号，因此我们引入了电活性分子，又可以称为杂交指示剂，

它能够在电极上发生一些反应，从而产生可以直接测定的电信号，间接或者直接反

映 DNA 的杂交信息。在目前为止的研究工作中电化学杂交指示剂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26]：嵌入剂，嵌入剂一般是指具有电活性的小分子物质，它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能

够选择性的与电极表面修饰的双链 DNA 结合。在测试时，首先将杂交反应后的 DNA

双链修饰电极浸泡在含有一定浓度嵌入剂的溶液中一段时间，或者在进行 DNA 链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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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之前，先加入电活性分子，然后再进行杂交反应，最后再进行电化学检测，通过

检测到的响应信号量的大小或者信号的变化量来检测修饰电极表面双链 DNA 的固

定密度。 

DNA 分子小沟结合剂，DNA 分子小沟结合剂与上述的嵌入剂原理相似，但是与

嵌入剂不同的是，它们与 DNA 分子的结合方式是不同的，它是与 DNA 分子中扭曲

的小沟结合。而只有双链 DNA 中才具有这种小沟，单链 DNA 中并不具备这种小沟，

因而，与嵌入剂相比，DNA 分子小沟结合剂对双链 DNA 的选择性更好。           

电活性标记物，一般是直接将电活性标记物修饰到 DNA 链上作为标记物。人工

合成的寡聚核苷酸（带有电活性）与电极表面的目标基因杂交，并且两者之间的杂

交具有选择性，因而能够在电极表面形成具有电活性基团的杂交分子物质，通过检

测杂交分子的电信号可以检测 DNA 分子。人工合成的并且修饰了电活性标记物的寡

聚核苷酸，比如二茂铁和蒽醌类的标记物，目前这些标记物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电

化学检测电极表面的 DNA 分子杂交情况。 

酶标记物，在 DNA 分子上标记具有化学放大功能的酶作为识别分子。被标记了

酶的单链 DNA 分子与电极表面的互补单链 DNA 分子发生互补杂交反应后，在电极

表面就相当于修饰了一层具有分子识别作用的酶，酶是催化性能非常强的分子，所

以通过检测反应生成物质的变化量可以间接地测定 DNA 分子的浓度。 

1.3.5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在食品方面的应用 

将 DNA 链修饰到电极表面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型的的生物传感器，是将 DNA 与电化学传感技术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检测装置。

DNA 电化学传感器也可以分为电位型和电流型传感器两种。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的电极制作简单，并且具有重现性好、使用时间长、成本低、选择性好、灵敏度高、

易携带等优点，在食品安全、药物作用机理、临床医学检测、环境卫生监测和遗传

工程等领域被广泛地研究和应用[27]。目前 DNA 电化学传感器已经应用于准确地测定

人体、病毒和细菌核酸中特定碱基序列，因此在食品污染、法医鉴定和环境卫生监

测等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应用[28]。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越来越多应用到食品原材料方面，但转基因

食品的安全性能还是未知数，因此我国严格要求涉及到转基因的食品在出售时必须

在包装上标明原材料是否是转基因，但是一些不法商贩为赚取更高利益，不遵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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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规，因此转基因食品的快速方便检测越来越受关注。而电化学 DNA 传感器技术

可以很好地应用在转基因食品的检测中[29]，杜晓燕等将标记了生物素的单链 DNA 分

子通过生物素－亲和素固定法固定到到铂电极上，进而识别转基因食品中的特定的

DNA 序列，实验证明该方法检测灵敏度很高，为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方法提供新的途

径。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还可以应用于食品新鲜程度的检测，上海科学家研制出

了一种新型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30]，能够灵敏地检测出细胞中的三磷酸腺苷

（ATP）能量分子的含量。人工合成的 DNA 分子探针能够选择性的与 ATP 结合，如

果存在 ATP 的情况下，DNA 双螺旋结构就会立即解螺旋成为单链，然后与 ATP 结

合，使得 DNA 探针与电极表面的电子转移速率增强，因此只要测出电流信号的变化

量，就可以间接测出 ATP 的含量。因此这种传感器可应用于快速便捷的地检测食品

的新鲜程度。 

电化学 DNA 生物传感器可以用来对食品及环境中对氯代化合物类污染物的检

测[31]。多氯联苯( PCBs) 类化合物、有机氯农药( OCPs)是普遍存在于农产品中、环

境体系中的氯代有机污染物，而且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这三种负面效应，有高

毒性、高残留性、难降解性，除此之外，PCBs 、OCPs 类物质具有很好的脂溶性，

因此它们能够在人、动物物体内富集并且对生物体产生毒害作用，因此对于食品、

农产品中多氯联苯类化合物、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检测非常重要。有文献报道证明

PCBs 在生物体内的代谢过程中会生成一种活性中间体，这种活性中间体能够与

DNA 反应生成 DNA 加合物，因此有些研究工作者采用 SELEX 技术筛选出了对

PCBs 具有识别作用的 DNA 核酸序列，并且利用这个 DNA 序列设计了一种特定识

别 PCBs 类污染物的 DNA 生物传感器[32]。有的是采用 dsDNA 和 ssDNA 修饰的石

墨电极分别对 PCBs 类化合物进行了检测，有的研究是将巯基修饰的双链 DNA 探针

固定到金电极表面，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研究氯代苯污染物的电化学响应，并且对

其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证。 实验结果表明，氯代苯污染物与双链 DNA 探

针的作用为插入模式，与单链 DNA 探针的吸附作用相比具有很大优点。并且课题组

又采用双链 DNA 探针修饰的电极对氯代苯污染物进行了实际检测，检测限可以达到

纳摩尔级[33]。因此可以通过检测电化学信号实现对目标物毒性强弱的分析。这种

DNA 电化学传感器对氯代苯类污染物的检测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已经成功应用在实

际水体系目标物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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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链探针结构对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检
测性能的影响 

2.1 引言 

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是一类将修饰了氧化还原电信号分子的核酸

适配体探针固定于电极表面而制成的传感装置[34]。在一个典型的传感界面中，核酸

适配体探针的 3′末端修饰电活性分子基团（亚甲基蓝或者二茂铁）产生电流信号，5′

末端修饰巯基己醇基团而将探针固定于金电极表面[35]。目标分子（检测对象）在传

感界面检测的信号转换机制如下：目标分子与核酸探针之间的特异性结合诱导核酸

探针的构象或者柔性发生改变，使得核酸探针末端的电信号分子与电极表面之间的

距离或碰撞频率变化，进而引起电子转移速率变化而产生电流信号的改变。通过记

录目标分子与核酸探针结合前后电极表面电信号分子电流信号的变化，可实现对目

标分子的定量测量[36]。由于这类传感器使用的试剂较少、操作简便、再生简单、并

且在复杂的样品体系中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因此，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

器在小分子和蛋白质等各种物质的分析检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37]。因为电化学

核酸适配体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是通过目标分子诱导核酸适配体探针改变其构象或柔

性进而改变核酸探针末端电信号分子与电极表面之间的电子转移速率来实现的，所

以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灵敏度可以通过增大核酸探针与目标分

子结合过程中的构象或者柔性变化幅度而得到增强。从该原理出发，有文献报道了

使用刚性双链核酸代替柔性单链核酸作为识别探针，通过置换识别过程增强传感器

灵敏度的方法[38]。在该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系统中，核酸适配

体链与互补的单链核酸杂交形成双链核酸探针并固定于电极表面，电信号分子可修

饰在任一核酸单链的末端。当存在目标分子时，目标分子与核酸适配体链结合将互

补的单链核酸置换，刚性的双链核酸结构转换成两个柔性的单链核酸结构。在此置

换识别过程中，电信号分子标记的单链核酸发生更为明显的构象或柔性变化，从而

导致其末端电信号分子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或碰撞频率发生显著变化而增强传感

器的电流信号灵敏度。例如，Xiao 等报道了用于检测凝血酶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

电化学传感器，通过采用双链核酸代替单链核酸适配体作为识别探针与目标分子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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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酶结合，电流信号灵敏度增加了 4 倍[39]。 

虽然文献已报道了大量基于分子置换识别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实例，然而很少有研究工作关注双链核酸探针的结构变化（如互补双链的长度和互

补位置）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由于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的识别过程是一个目标分子与核酸适配体链的互补链之间的竞争反应过程，可以预

见核酸适配体链与互补链的结合强度即双链 DNA 核酸探针的稳定性（取决于互补链

的长度）会影响目标分子与核酸适配体探针结合的程度和达到平衡的时间，从而最

终影响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响应速度。同时，由于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的信号灵敏度取决于核酸探针与目标分子结合前后构象或者柔性变化的程度，而固

定于电极表面的双链核酸探针的柔性与互补双链的长度和互补位置有关，因此，双

链核酸探针结构的改变同样将会影响传感器的背景电流和灵敏度。为了探索这些问

题，本研究工作以三磷酸腺苷二钠盐（Adenos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 ATP）

为模型分析物构建了一个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详细考察了双

链核酸探针的结构变化（互补双链的长度和互补位置）对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

学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 

2.2 材料和方法 

2.2.1 实验材料 

常规和修饰的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均由 Takara 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大连，中国）合成，DNA 链的碱基序列见表 2-1。 

三磷酸腺苷二钠盐（Adenos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 ATP），三磷酸胞苷

二钠盐（Cytid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CTP)，6-巯基己醇（6-mercapto-1- hexanol, 

MCH），三（2-羧乙基）膦（Tris(2-carboxyethyl) phosphine hydrochloride, TCEP）均

购自 Sigmal-Aldrich 公司。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所有溶液均用 18.2 MΩ∙cm 超纯水

制备。配制固定探针的缓冲液由 20 mM Tris-HCl，200 mM 氯化钠 （pH=7.8）组成。

DNA 双链杂交和电化学测试的缓冲液则由 20 mM Tris-HCl, 300 mM 氯化钠和 5 mM 

氯化镁（pH=7.8）配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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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DNA 序列 

Table 2-1 DNA oligonucleotides 

Name Sequence (5’-3’) 

P1 

C1 

C2 

C3 

C4 

C5 

 

C6 

C7 

HS-(CH2)6-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CH2)7-MBa 

CCCCCAGGT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b 

TCCCCCAGGT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 

CTCCCCCAGGT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 

CGCAATACTCCCCCAGGT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 

ACCTTCCTCCGCAATACTCCCCCAGGT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 GTT) 

CCGCAATACTC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 

ACCTTCCTCCG (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 

2.2.2 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 

核酸适体电化学传感器在直径为 2 mm 的金电极表面制备。金电极首先要进行物

理清洁：使用直径为 0.05 μm 的氧化铝粉末打磨，每次打磨 3 min，然后在无水乙醇

中超声波清洗 5 min。 

物理清洁后的金电极进一步进行电化学清洁：首先在 0.5 M H2SO4 和 1 M HCl

的混合溶液中于 1.8 V 电势下氧化 2 min（参比电极为 Hg/Hg2SO4, 饱和 K2SO4），然

后在−0.1 V 电势下还原 30 s。 

DNA 探针链 P1 在清洁后的金电极表面的固定方法如下：先将 P1 探针储备液（10 

μM）在 2 mM TCEP 中还原 30 min，然后将还原后的 P1 探针储备液使用缓冲液稀释

至 50 nM。将清洁后的金电极浸泡在 50 nM 的 P1 探针溶液中 1 h，P1 探针通过末端

修饰的巯基己醇基团与金电极表面形成 Au-S 共价键而固定于电极表面，然后将电极

用超纯水清洗后浸泡在 1 mM 的 MCH 中 12 h，使 MCH 结合在电极表面未被 P1 探

针占据的位点，以此制备 P1 单链核酸探针修饰电极。 

双链核酸探针修饰电极的制备方法如下：将 P1 修饰电极浸泡于含有 400 nM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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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单链核酸的缓冲溶液中于 25℃下温育 20 min，互补单链核酸与电极表面固定的核

酸适配体链 P1 杂交形成双链，由此制得双链核酸探针修饰电极。 

2.2.3 电化学测量 

所有的电化学测量均使用 CHI 660E 电化学工作站在 25±1℃温度条件下完成。

所采用的三电极系统由金电极工作电极、铂电极辅助电极和参比电极组成。方波伏

安测试（Square wave voltammetry, SWV）的扫描电势范围为 0 ~ −0.5 V（参比电极为

Ag/AgCl，3 M KCl），步进电位为 2 mV，脉冲电位为 25 mV，扫描频率为 250 HZ。 

目标分子 ATP 在 P1 修饰电极表面的检测的方法如下：首先将核酸探针修饰电极

浸泡在测试缓冲液中稳定 10 min，使用方波伏安法测得稳定的背景峰电流，记为 ip0；

然后向测试溶液中加入 ATP，在不同的时间间隔测量电极的方波伏安峰电流直到再

次获得稳定的峰电流，记录此时的电流为 ip；以 ATP 加入测试溶液后电极表面方波

伏安峰电流的百分比增量{(ip− ip0)/ip0}/%作为目标分子 ATP 的响应信号。 

ATP 在双链核酸修饰电极表面的检测的过程如下：首先将 P1 修饰电极浸泡于含

有 400 nM 互补单链核酸的缓冲溶液中于 25℃下温育 20 min，互补单链核酸与电极

表面固定的核酸适配体链 P1 杂交形成双链，然后按照 ATP 在 P1 修饰电极表面的检

测方法测量 ATP 在双链核酸修饰电极表面的响应信号。 

2.3 结果与讨论 

2.3.1 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设计 

为了研究双链核酸适体结构（互补双链的长度和互补位置）对置换型核酸适配

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实验以文献报道最多的检测对象 ATP 为

模型目标分子设计传感界面。实验使用的识别探针 P1（见表 2-1）由一段可特异性

结合 ATP 的核酸适配体链（27 个碱基序列）和两个额外的末端 T 碱基组成；P1 探

针的 5’端修饰一个巯基己醇基团用于将其固定于金电极表面，3’端修饰一个亚甲基

蓝电信号基团产生电流信号。 

为了更好地突出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优点，实验首先按

照传统的思路使用单链核酸适配体探针 P1 设计了一个检测 ATP 的电化学传感器（图

1A）：首先将 P1 探针固定于金电极表面，然后用 MCH 封闭电极表面剩余的结合位



2双链探针结构对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 

16 

点，即制得可特异性响应目标分子 ATP 的传感界面。循环伏安测试结果显示 P1 修饰

电极在测试溶液中出现一对非常明显的、几乎对称的氧化还原电流峰（图 1B），该

电流峰来源于 P1 探针末端的电信号分子亚甲基蓝（MB）在电极表面的氧化还原反

应。方波伏安测试的结果同样显示修饰电极在−0.27 V 电势处出现一个明显的 MB 的

还原电流峰（图 1C 中曲线 a）。向测试溶液中加入过量的目标分子 ATP（1 mM）30 

min 后，MB 在电极表面的还原峰电流增加（图 1C 中曲线 b）。根据已有文献的研

究结果[40]，该峰电流的增加来源于 ATP 与核酸适配体探针 P1 结合后使 P1 探针的构

象发生变化，导致 P1 探针末端的电信号分子 MB 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减小、与电

极表面之间的碰撞频率增大（单位时间内碰撞的次数）使得 MB 在电极表面的电子

转移速率增加而产生增大的电流信号（图 1A）。 

然而从图 1C 可以发现修饰电极表面电信号分子 MB 的电流增大程度相对降低

（20%），表明 P1 探针与 ATP 结合前后探针构象变化的幅度较小。该实验结果与

Urata 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单链核酸适配体在与 ATP 结合时几乎不发生明显的构

象变化[40]。即使在不含有目标分子 ATP 的条件下，核酸适配体探针 P1 在电极表面

也处于部分折叠的构象状态，该部分折叠构象拉近了 P1 探针末端电信号分子 MB 与

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使得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信号明显增加，同时核酸适配体链

与 ATP 结合时只是发生的微小的构象改变，因此，目标分子 ATP 在修饰电极表面的

响应信号较低。 

 

 

图 1（A）基于单链核酸适配体（P1）修饰电极的电化学传感器检测 ATP 

Figure 1 (A) Scheme of the E-AB sensor for ATP using the single-stranded P1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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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 P1 单链修饰电极在测试缓冲溶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电势扫描速度为 0.1 V∙s−1 

Figure 1 (B) CV curve for the P1 modified electrode measured at 0.1 V∙s−1 

 

 

 

图 1（C）加入 ATP 前（a）和加入 1 mM ATP 20 min 后（b）P1 修饰电极在测试缓冲溶液中

的方波伏安（SWV）曲线 

Figure 1 (C)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P1 modified electrode in the electrochemical test 

solution before (a) and after (b) addition of 1 mM ATP for 20 min 

 

为了降低 P1 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增大 P1 探针与 ATP 结合前后探针构象的变

化幅度以提高 ATP 在修饰电极表面的信号灵敏度，实验随后设计了一种置换型核酸

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图 2A）：将 P1 修饰电极浸泡在含有 400 nM 互补链

C1（C1 是与核酸适配体探针 P1 互补、长度为 9 个碱基序列的单链 DNA，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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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冲溶液中，使电极表面的 P1 探针与互补的 C1 单链 DNA 杂交形成双链 P1C1，

从而制得双链核酸修饰电极。 

电极表面的 P1 探针与互补链 C1 杂交后，核酸探针由单链变为双链，一方面使

P1 链的部分折叠构象转变为线型构象而拉大了电信号分子 MB 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

离，另一方面由于双链刚性结构的限制 P1 的柔性减小，两个方面的因素将使得 P1

探针与互补链 C1 杂交后电信号分子 MB 的电流信号减小，即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降

低。当存在目标分子 ATP 时，ATP 将互补链 C1 从双链结构中置换并与核酸适配体

链 P1 结合使 P1 探针形成完全折叠的构象。在此置换识别过程中电信号分子 MB 标

记的核酸探针发生了大幅度的构象变化，MB 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也发生了明显改

变，因此目标分子 ATP 在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表面可以获得显著增强的信号灵

敏度（图 2A）。 

 

 

 

 

 

 

 

 

 

图 2（A）基于双链核酸探针 P1C1 的置换型核酸适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检测 ATP 

Figure 2 (A) Scheme of the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 for ATP using the aptamer-DNA 

probe P1C1 

图 2（B）记录了 P1 与 C1 杂交时 P1 探针末端电信号分子 MB 在电极表面的还

原峰电流随杂交时间的变化。由该图可以看出，MB 在修饰电极表面的峰电流随着杂

交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杂交时间为 10 min 时，电流不再随时间而改变，表明 P1 与

C1 杂交完全。此时，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被抑制了 41%。向测试缓冲液中加入目标

分子 ATP（1 mM）后，由于 ATP 与双链探针之间的置换识别过程（图 2A），使得

电信号分子 MB 在电极表面的峰电流信号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20 min 后峰电流

值达到稳定，表明置换识别反应达到平衡（图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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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修饰电极表面的 P1 与溶液中互补链 C1 杂交时在不同时间间隔记录的 SWV 曲线 

Figure 2 (B) SWV curves for the surface hybridization between P1 and C1 recorded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图 2（C）双链核酸探针 P1C1 修饰电极在含有 1 mM ATP 的测试液中于不同时间间隔记录的

SWV 电流曲线 

Figure 2 (C)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P1C1 modified electrode in the 1 mM ATP test solution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由于双链核酸探针 P1C1 修饰电极具有更低的背景电流，并且目标分子 ATP 结

合前后电信号分子 MB 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变化更大，最终使得 ATP（1 mM）在

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修饰电极表面的信号灵敏度显著增强（由 20%增大为 84%）（图

2D）。该实验结果与之前报道的 DNA 电化学传感器和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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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致，即使用双链核酸代替单链核酸作为识别探针能够获得更大的响应信号

[41-42]。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双链核酸探针的置换型核酸适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很

少有研究工作关注双链核酸探针的结构变化（如互补双链的长度和互补位置）对该

类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因此，实验随后详细研究了双链核酸探针中互补双链的

长度和互补位置结构因素对置换型核酸适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灵敏度和响应速

度的影响。 

 

 

图 2（D）SWV法记录 P1C1双链修饰电极在测试液中不含ATP（a）和含有 1 mM ATP 20 min(b)

的峰电流信号曲线对比图 

Figure 2 (D)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P1C1 modified electrode in test solution before (a) and 

after (b) addition of 1 mM ATP for 20 min 

2.3.2 双链核酸探针互补长度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的影响 

通过改变互补链与 P1 链互补配对的碱基个数（9~27 个）考察了双链核酸探针互

补长度的变化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图 3A）。图 3B 记录了电极表面 P1 探针与

不同长度的互补链（每一种互补链的浓度都是 400 nM）杂交时修饰电极表面电流信

号减小的百分比随杂交时间的变化曲线。从该图可以看出 20 min 后电极表面的 5 个

杂交反应都达到平衡。随着互补链长度的增加，背景信号抑制作用增加。出现这种

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双链核酸探针中刚性的互补结构越长，双链探针的柔性越小，探

针末端的电信号分子 MB 与电极表面发生碰撞并交换电子的速率越小，对应双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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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修饰电极表面的背景电流越低。该现象与之前文献中报道的用于检测单链 DNA 的

信号减弱型 DNA 电化学传感器的结果一致[43]。 

 

 

图 3（A）基于不同互补长度双链核酸探针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Figure 3 (A) Scheme of the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s for ATP using aptamer-DNA probes with 

different complementary lengths 

 

 

图 3（B）P1 探针与长度分别为 9, 10, 11, 18 和 27 个碱基的互补链杂交时电极表面电流信号

减小百分比与杂交时间的关系曲线 

Figure 3 (B)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the surface hybridization between P1 and c-DNA 

strands of 9, 10, 11, 18 and 27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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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C）互补链长度分别为 9, 10, 11, 18 和 27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探针与 ATP 结合时修饰

电极表面的电流信号增加百分比与结合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每个数据点的数值和误差棒分别代

表三次平行实验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Figure 3 (C)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the target-aptamer binding between ATP (1 mM) and 

electrode-bound aptamer-DNA probes with complementary lengths of 9, 10, 11, 18 and 27 bp. Values 

represent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easurements performed with three independently 

fabricated modified electrodes 

实验随后考察了目标分子 ATP 在不同互补长度双链核酸探针修饰电极表面的信

号响应，如图 3C 所示。从该图可以看出，当双链核酸探针中互补链长度分别为 9, 10

和 11 个碱基对时，目标分子在修饰电极表面的信号增益（电流信号增加的百分比）

随着互补链长度的增加而增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互补链长度越长，相应双链

核酸修饰电极表面的背景电流越低。实验同时发现，虽然互补链长度越长，产生的

的响应信号越大，但是传感器达到稳定识别的时间却相对较长（响应速度较慢）。

例如，互补长度为 9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探针与目标分子 ATP 结合 20 min 后达到平

衡，互补链长度增加到 10 个碱基对时双链核酸探针与 ATP 结合达到平衡的时间增加

为 30 min，而互补链长度为 11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探针与 ATP 结合 60 min 也没有

达到稳定。该现象与文献中报道的使用双链核酸探针和荧光法检测 ATP 的实验结果

一致 [44]。与核酸适配体链杂交的互补链的长度越长，核酸适配体链中能够与 ATP 结

合的碱基序列被杂交链占据的数目越多，使得核酸适配体链与目标分子 ATP 的结合

能力下降。从该图进一步发现，互补链长度为 18 和 27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探针的

修饰电极，虽然在上述几种修饰电极中的背景电流最低（背景电流减小百分比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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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9%），但是对于目标分子 ATP 的响应信号却非常小（电流信号增量为 5.1% 和

3.8%）。该结果表明当核酸适配体链的大部分碱基序列被互补链占据时，双链核酸

的稳定性太强而导致 ATP 无法将互补链置换并与核酸适配体链发生结合，因此而无

法在修饰电极表面产生响应信号。实验推测目标分子 ATP 在上述两种修饰电极表面

的微弱信号响应是由于ATP与电极表面少量的未与互补链杂交形成双链的P1探针结

合而引起的。由于空间位阻的作用，电极表面的 P1 探针无法全部与体积较大的互补

链杂交形成双链，这些少量剩余的 P1 探针可以继续与体积很小的目标分子 ATP 结合

而引起微弱的电流信号增加。值得指出的是，文献中已经报道了几种以互补长度为

27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为识别探针的、用于检测 ATP 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

传感器，对 ATP 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信号响应[45-47]。然而这些传感器在检测 ATP 时

需要较长的响应时间（3 h），并且只有在相对高的温度下才能工作（比如 37℃）。

在高温条件下，双链核酸探针的双链结构部分分解，使得核酸适配体链上的 ATP 结

合位点裸露出来自由的与 ATP 结合从而产生响应信号。 

 

 

图 4（A）基于底端互补、中间互补与顶端互补双链核酸探针的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 

Figure 4 (A) Scheme of the displacement-based E-AB sensors for ATP using aptamer-DNA probes with 

different complementary positions 

2.3.3 双链核酸探针互补位置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 

实验设计了三种互补位置不同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修饰电极。双链核酸探针

中互补链的位置分别在底端、中间和顶端，通过测量三种不同的双链核酸探针的背

景电流抑制效率和响应信号增量来研究互补位置的不同对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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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图 4A）。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实验选择在上一步实验中

信号响应最高、响应速度最快、互补链长度为 10 个碱基对的 P1C2 作为底端互补的

双链核酸探针。为了控制三种双链核酸探针具有相同的结合稳定性，中间互补（P1C6）

和顶端互补（P1C7）的双链核酸探针的长度分别为 11 个碱基对。 

 

 

图 4（B）P1 探针与底端、中间、顶端互补的互补链杂交时修饰电极表面电流信号减小百分

比随杂交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 

Figure 4 (B)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the surface hybridization between P1 and c-DNA 

strands complementary to the bottom, middle and top of the electrode-bound P1 probe 

图 4（B）为 P1 探针与底端、中间、顶端互补的互补链杂交时修饰电极表面电

流信号减小百分比随杂交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从该图可以看出，互补链的位置从

底端移动到中间时修饰电极表面的背景电流抑制百分比从 51%降低到 41%。得到这

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随着互补链的位置距离电极表面越来越远，P1 探针的电极束

缚端的柔性越高。有趣的是，当互补链的位置从中间移动到顶端时，修饰电极表面

的背景电流抑制百分比重新增加（从 41%增加到 48%）。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核酸适配体链顶端的部分双链片段使核酸适配体链的柔性减小，并且使核酸

适配体顶端标记的亚甲基蓝基团空间位阻作用增大，从而最终使核酸适配体顶端的

亚甲基蓝基团与电极表面的碰撞和电子交换速率减小[48]。与三种修饰电极表面的背

景电流抑制效率一致，底端互补双链核酸修饰电极对目标分子 ATP 的响应信号最高，

ATP 在中间互补双链核酸修饰电极表面的响应信号最低（图 4C）。上述实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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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双链核酸探针中互补链的位置会明显影响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并最终改变目标

分子在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表面的信号灵敏度。 

 

 

图 4（C）底端互补、中间互补和顶端互补的双链核酸探针与 ATP 结合时修饰电极表面的电流信

号增加百分比与结合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每个数据点的数值和误差棒分别代表三次平行实验的

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Figure 4 (C)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the target-aptamer binding between ATP (1 mM) and 

electrode-bound aptamer-DNA probes with bottom, middle and top duplex. Values represent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easurements performed with three independently fabricated 

modified electrodes 

2.3.4 基于短双链核酸探针的电化学传感器的检测性能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通过使用短双链核酸作为识别探针与目标分子结合

可以提高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灵敏度。为了进一步显示这种结

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显著优点，实验以分别以 P1 探针，底端互补、互补长度为 10

个碱基对的双链核酸（P1C2）为识别探针构建了检测 ATP 的电化学传感器并对其检

测性能进行比较。以双链核酸 P1C2 为识别探针的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对于 ATP 的

检测具有更大的线性范围（图 5A）。例如，P1C2 修饰电极检测 ATP 时响应信号与

ATP 的浓度在 5~150 μM 浓度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曲线 b），线性方程为： 

SI/%=0.5903×[ATP]/μM+3.318, R2=0.9959，该线性范围是 P1 单链修饰电极上 ATP 线

性范围（10~60 μM；曲线 a: SI/%=0.1991×[ATP]/μM+0.3653, R2=0.9980）的 3 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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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线性工作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双链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对 ATP 的

信号灵敏度为单链核酸探针的 3 倍。 

 

图 5（A）目标分子 ATP 在 P1（a）和 P1C2（b）修饰电极表面的信号增益与浓度关系曲线 

Figure 5 (A) Signal gains fo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TP recorded on the P1 (a) and P1C2 (b) 

modified electrodes 

 
                               ATP     CTP    ATP    CTP 

    图 5（B）P1 修饰电极测试 100 μm ATP(a), 1 mM CTP (b)的信号增量和 P1C2 修饰电极测试

100 μm ATP (c), 1 mM CTP (d)的信号增量。图中数值与误差棒为三次平行实验结果的平均值及其

标准偏差。 

Figure 5 (B) Signal gains for 100 μm ATP (a), 1 mM CTP (b) recorded on the P1 modified 

electrode and 100 μm ATP (c), 1 mM CTP (d) recorded on the P1C2 modified electrode. Values 

represent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easurements performed with three independently 

fabricated modified electrodes 

实验最后考察了 P1 修饰电极和 P1C2 修饰电极对 ATP 检测的特异性。分别测定

了干扰物 CTP（1 mM）在两种修饰电极表面的响应信号，并与 ATP（0.1 mM）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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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修饰电极表面的响应信号进行了比较。如图 5B 所示，与 ATP 在两种修饰电极表面

的响应信号相比，干扰物 CTP 浓度为 ATP 浓度 10 倍时也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响应信号，

表明两种修饰电极对 ATP 的识别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2.4 小结 

1、实验发现增加双链核酸探针互补链的长度会使得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的

背景电流抑制量和响应信号增加，但与此同时，随着互补链的长度不断增加，传感

器的平衡时间变长，当互补链长度过长时几乎观察不到响应信号。 

2、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增益对双链核酸中互补链的位置很敏感，互

补位置位于双链底端和顶端时，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降低、对目标分子的响应信号

大。最后，通过选择合适的互补链长度和位置设计双链核酸探针，核酸适配体电化

学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线性范围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些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改进核酸

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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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3.1 引言 

在传统的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中，几乎所有的双链核酸适

配体探针都使用同一种结构形式，即由核酸适配体链与其完全互补的单链核酸杂交

而形成的双链结构。该类双链探针虽然可以最大程度的抑制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信

号，但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核酸适配体链与互补链完全杂交形成的双链

结构长度较长、结合强度大，导致双链探针在室温下很难解开、核酸适配体链中与

目标物质结合的位点很难暴露出来，使得核酸适配体链与目标物质的结合时需要的

溶液温度升高，检测时间变长，甚至最终导致整个检测过程变得不再简便、灵敏。

例如，文献中报道的大多数用于检测 ATP 的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

器使用的识别探针是由 27 个碱基的核酸适配体链与其完全互补的单链核酸杂交而形

成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49]。这种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只有在较高的温

度条件下（37℃）才能够对目标分子 ATP 产生信号响应，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例

如 3 h）才能与 ATP 达到结合完全。 

事实上，本论文的上一个研究工作已经表明，即使将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互

补链长度由 27 个碱基对缩短为 18 个碱基对，这种完全互补配对的双链核酸适配体

探针在室温条件下对目标分子 ATP 也不能产生明显的信号响应[50]。由于传统的置换

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在检测目标物质时需要较高的温度以及较长的

响应时间，使得该类传感器在实际的分析应用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工

作以前一个研究工作的结果为基础，设计另一种对目标分子具有快速响应、灵敏度

高、同时可在室温条件下工作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 

根据第一个研究工作的结果，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互补长度越长，修饰电极

的背景抑制越高，越利于提高传感器的信号灵敏度。然而对于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

适配体探针而言，互补长度越长其稳定性越高，此时目标分子 ATP 无法置换核酸适

配体链的互补链而在传感界面产生信号响应。为了设计背景抑制高、与目标分子 ATP

结合能力强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一方面要求双链探针具有较长的互补长度，同

时要尽量降低双链的结合强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研究工作提出一种通过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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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配降低长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结合强度的新思路，即在长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互

补长度为 18 个碱基对）链中引入错配碱基降低双链的结合强度，一方面可增强核酸

适配体链和 ATP 的结合能力，同时由于双链长度较长而使得修饰电极具有较低的背

景信号。通过改变核酸适配体双链中错配碱基的数目，实验成功获得了响应速度快、

灵敏度高，可在常温条件下工作的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以该类错配双链核酸

适配体探针为基础建立的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对 ATP 的检测具有满意

的结果。 

3.2 材料和方法 

3.2.1 实验材料 

三磷酸腺苷二钠盐(Adenos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 ATP)，三磷酸鸟苷二

钠 盐 (Guanosine-5'-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GTP) ， 三 磷 酸 尿 苷 三 钠 盐

(Uridine-5′-triphosphate trisodium salt,UTP) ， 三 磷 酸 胞 苷 二 钠 盐 (Cytidine-5′ 

-triphosphate disodium salt, CTP)，6-巯基己醇(6-mercapto-1- hexanol, MCH)，三(2-羧

乙基)膦（Tris(2-carboxyethyl) phosphine hydrochloride , TCEP)均购自 Sigmal-Aldrich

公司。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所有溶液均用 18.2 MΩ∙cm 超纯水制备。配制固定探针

的缓冲液由 20 mM Tris-HCl，200 mM 氯化钠 (pH=7.8)组成。DNA 双链杂交和电化

学测试的缓冲液则由 300 mM 氯化钠，20 mM Tris-HCl 和 5 mM 氯化镁 (pH=7.8) 

配制而成。人体尿液样本取自健康的本实验室人员。每一个新鲜的尿液样本在使用

前，都先经过 0.22 μm 的滤膜过滤，然后再使用电化学测试缓冲液稀释 100 倍。常规

和修饰的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均由 Takara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中国）合成，DNA 链的碱基序列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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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DNA 序列表 

Table3-1 DNA oligonucleotides 

Name Sequence (5′-3′) 

S1 

S18(0) 

S18(3) 

S18(4) 

S18(5) 

S18(6) 

HS-(CH2)6-TACCTGGGGGAGTATTGCGGAGGAAGGTT-(CH2)7-MB 

CGCAATACTCCCCCAGGT 

CGCAATATATCCCCAGGT 

CGCAATATATTCCCAGGT 

CGCAATTTATTCCCAGGT 

CGCAATTTATTACCAGGT 

斜体字代表能够与目标物质结合的适体 DNA 碱基片段，带有下划线的碱基表示

这段碱基不能够与适体核酸链碱基互补配对。 

3.2.2 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 

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electrochemical aptamer-based sensors, E-AB）是在直

径为 2 mm 的多晶金电极上制备，电极的修饰方法根据先前的报道[50]进行修饰。首

先对金电极进行物理清洁，使用氧化铝粉末（直径为 0.05 μm）进行打磨，每根电极

打磨 3 min，再使用无水乙醇超声波清洗 5 min。然后对电极进行电化学清洁，在电

势为 1.8 V的条件下氧化 2 min（参比电极为Hg/Hg2SO4, 饱和K2SO4），在 0.5 M H2SO4 

和 1 M HCl 的混合溶液中还原 30 s,还原电势为-0.1 V。 

DNA 探针在固定之前，要先将 DNA 探针在室温条件下与 TCEP (2 mM )反应 30 

min，使 DNA 探针可能形成的二硫键解开，然后将清洁后的金电极浸泡在含有 DNA

探针（浓度为 100 nM）的溶液中 15 min，就形成了 DNA 探针自组装层。然后将电

极用超纯水冲洗后浸泡在 1 mM 的 MCH 中钝化 12 h，就得到了 S1 单链 DNA 修饰

电极。双链 DNA 探针修饰电极是由单链 S1 探针修饰电极在含有互补 DNA 探针( 400 

nM )的杂交缓冲溶液中杂交 60 min 得到。 

3.2.3 电化学测量 

电化学测量是采用 CHI 660E 工作站进行测量，这个测试所采用的三电极系统由

金电极修饰电极、铂电极辅助电极和参考电极（Ag/AgCl，3 M KCl）组成。方波伏

安法(Square wave voltammetry,SWV) 的扫描电势范围是 0 ~ -0.5 V（参比电极为

Ag/AgCl，3 M KCl），步进电位为 2 mV，脉冲电位为 25 mV，扫描频率为 250 HZ。 

所有的测试都是在含有 2.5 mL测试缓冲液的电解池并且在 25±1℃的室温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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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是通过检测核酸适配体与 ATP 结合后引起的信号电流变化来实现检测

ATP 浓度的，具体的检测过程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将修饰的金电极在空白测试缓

冲液中通过方波伏安法测量背景电流信号(ip,blank)，然后加入 ATP 使其与修饰电极反

应 30 min。然后再次通过方波伏安法测量峰电流信号(ip)，加入 ATP 后和未加入 ATP

前的相对信号增加量(信号增量：Δip/ip,blank, Δip=ip− ip,blank)就是传感器检测目标物质

ATP 的响应信号，与使用绝对电流作为检测信号相比较，使用相对电流信号变化能

够扣除由于不同电极之间表面积的差异而引起的误差，因此使检测具有更高的准确

性。 

3.3 结果和讨论 

3.2.1 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设计与表征 

本实验在研究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过程中，将一条具

有 29 个碱基并且能够与 ATP 特异性结合的 DNA 序列（S1）作为传感器的识别元件，

其中这条 S1 探针中间的 27 个碱基序列是能够与 ATP 结合的，而其两端的 T 碱基 3’

端标记了一个能够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基团（亚甲基蓝基团，MB），5’端则修饰了

一个巯基基团。为了通过比较突出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优

点，本实验构建了三种不同结构的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第一种是使用 S1 单链

探针构建的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图 1A），第二种是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

体电化学传感器（图 2A），第三种是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图 3A）。 

使用 S1 单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电化学传感器测量目标物质 ATP 的电流信号如图

1B 所示。在不含有目标物质 ATP 的情况下，方波伏安法测量出一个明显的电流峰信

号，该电流信号来源于修饰在电极上的 S1 链顶端的亚甲基蓝基团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所引起的电流（曲线 a）。在加入目标物质 ATP（浓度等于 1 mM）30 min 后，方波

伏安法测量的峰电流信号出现了较小的相对增量（Δip/ip,blank）为 19.2% （曲线 b），

表明目标物质 ATP 与探针 S1 结合后探针末端的电信号分子 MB 在修饰电极表面的

电子转移速率相对于结合前只发生了微弱的增加。该有限的电子转移速率增量主要

是由于固定在电极上的 S1 单链探针在与 ATP 结合后只发生了微小的结构改变。根据

先前的报道可知[51]，在不含有 ATP 的条件下，ATP 核酸适配体也会处于部分折叠状

态，因此在与 ATP 结合后其构象也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 S1 探针部分折叠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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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其顶端的亚甲基蓝与电极表面的距离接近，从而使传感器在测量时有很大的背

景电流，导致传感器识别 ATP 的敏感性降低。 

 
 

图 1A S1 单链探针核酸适配体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 

Figure 1 (A) Scheme of E-AB sensor for ATP based on the single-stranded S1 probe 

 

 

    图 1B 加入 ATP 前（a）和加入 1 mM ATP 30 min 后（b）S1 修饰电极在测试缓冲溶液

中的方波伏安（SWV）曲线（SI：信号增益） 

Figure 1 (B)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S1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 in test buffer before (a) and 

after (b) addition of ATP (1 mM) for 30 min (SI: signal increase) 

为了使探针在与 ATP 结合后探针顶端修饰的亚甲基蓝基团发生更大的构象改

变，并达到抑制背景电流的目的，实验使用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体代替 S1 单链

探针构建了一种基于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修饰电极的置换型电化学传感器（图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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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表面的 S1 探针与另一条具有 18 个碱基、与 S1 完全互补的 DNA 链 S18(0)（括

号内的 0 表示互补链与 S1 链错配的碱基个数）杂交后形成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

体探针，此时电极表面固定的 S1 探针从部分折叠构象转换为刚性的双链结构，末端

的电信号分子亚甲基蓝远离电极表面（图 2A）。 

 
 

图 2A 完全互补的 S1-S18(0)双链探针修饰电极用于 ATP 的检测示意图 

Figure 2 (A) Scheme of E-AB sensor for ATP based on the well-matched S1-S18(0) duplex probe 

 

 

图 2（B）S1-S18(0)修饰电极在加入 1 mM ATP 前和和加入 1 mM ATP 后（30 min）的 SWV 测量

曲线；虚线代表的是 S1 单链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SI：信号增益，BS：背景电流抑制） 

Figure 2(B)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S1-S18(0)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 in test buffer before (a) 

and after (b) addition of ATP (1 mM) for 30 min; dash line shows the SWV curve recorded on the S1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 (SI: signal increase, BS: background 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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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B 可以看出 S1-S18(0)双链结构修饰电极与 S1 单链结构修饰电极相比能够

抑制背景电流 85.4%（从曲线 a 与虚线的比较看出），背景电流巨大的减小主要是由

于双链 S1-S18(0)结构使得 S1 单链结构的刚性增强，从而促使 S1 链顶端的亚甲基蓝

基团远离电极表面并与电极表面的碰撞和电子转移速率减小导致的。 

但是尽管 S1-S18(0)结构的传感器减小了背景电流，S1-S18(0)双链结构在室温条

件下(25℃)的实验测试中并不能与 ATP 发生反应。例如，将 S1-S18(0)双链修饰电极

在含有 1 mM ATP 的测试缓冲液中反应 30 min 后，电流响应量仅仅增加了 4.6%（曲

线 b）。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主要是因为 S1-S18(0)结构是完全互补且稳定性较

强的双链结构，并且 ATP 核酸适配体能够与 ATP 结合的大部分位点被 S18(0)占用，

导致核酸适配体与 ATP 的结合非常微弱，所以这类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增益是非常微

小的。 

 

 

图 3A S1-S18(4) 错配双链探针构建的传感器检测 ATP 的示意图 

Figure 3 (A) Scheme of E-AB sensor for ATP based on the mismatched S1-S18(4) duplex probe 

接下来本实验又设计了一条含有四个碱基与 S1 链错配的 S18(4)单链，使其与 S1

杂交，形成 S1-S18(4) 错配双链结构(S18(4)， 图 3A)。设计这种结构主要是考虑到

错配杂交能够减弱双链核酸适配体的杂交稳定性，同时又减少占用核酸适配体中与

ATP 结合的位点，从而促进核酸适配体与目标分子 ATP 的结合作用。 

从图 3B 中可以看出，基于 S1-S18(4)探针的修饰电极对 ATP 反应非常灵敏。在

加入 1 mM ATP 30 min 后，可以获得 90.0%的电流信号增益（曲线 b），表明在错配

双链与目标分子 ATP 的置换识别过程中，核酸适配体体与 ATP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结

合反应。同时本实验还观察到 S1-S18(4)结构的传感器与 S1-S18(0) 结构的传感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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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背景电流的抑制量有所减小，由 85.4% 减小为 72.1%。背景电流抑制量减小

主要是由于错配杂交使核酸适配体双链结构的弯曲弹性得到增加[38]，使得探针顶端

标记的亚甲基蓝基团与电极表面的碰撞频率和电子转移速率得到提高。 

 

 
 

图 3B S1-S18(4)错配杂交传感器在未加入 ATP 和加入 1 mM ATP 30 min 后的 SWV 曲线，虚

线代表的是方波伏安法测量的 S1 单链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SI:信号增益 BS:背景电流抑制） 

Figure 3 (B) SWV curves recorded on the S1-S18(4)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 in test buffer before 

(a) and after (b) addition of ATP (1 mM) for 30 min; dash line shows the SWV curve recorded on the 

S1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 (SI: signal increase, BS: background suppression) 

3.2.2 双链核酸适配体错配碱基对数目对传感器检测 ATP 性能的影响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知碱基错配能夠降低双链核酸适配体的结合强度，从而促进

核酸适配体与目标物质的结合反应。基于该认识，实验希望通过增加双链核酸适配

体中错配碱基的数目，使核酸适配体与 ATP 结合产生更大的信号增益。因此，实验

进一步研究了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中碱基错配数目与传感器信号增益之间的关系。

实验设计了四种分别有 3，4，5 和 6 对错配碱基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修饰电极

（图 4A）。使用 DINAMelt 网络服务器预测这四种不同结构的双链核酸适配体在缓

冲溶液中的融链温度分别为：49.3℃，44.7℃，41.6℃和 3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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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构建分别有 3，4，5 和 6 对碱基错配的双链核酸适配体结构的修饰电极来检测 ATP 

Figure 4 (A) Scheme of E-AB sensors for ATP based on mismatched duplex probes containing 3, 

4, 5 and 6 mismatched base pairs 

正如预期的那样，随着修饰电极上双链核酸适配体中错配碱基对数的增加，即 3，

4，5 对碱基错配的双链核酸适配体，与目标物质结合后产生的信号增益也随之增加

（图 4B）。例如，在与 1 mM ATP 反应 30 min 后，实验可以观察出 S1-S18(3)双链

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增益为 37.8%，而 S1-S18(4) 双链探针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增益

为 90.0%，S1-S18(5) 双链电化学传感器的信号增益为 167.2% 。这个实验结果证明

随着核酸适配体双链结构中的错配碱基对数的增多，双链的稳定性减小，在置换识

别过程中就更容易形成核酸适配体和 ATP 的络合物。S1-S18(6)双链探针修饰电极与

S1-S18(4) 和 S1-S18(5)结构的修饰电极相比，拥有六对错配杂交的碱基，在这几种

不同错配碱基个数的双链结构中双链结构的杂交稳定性最低，因此与 ATP 的结合更

加容易。然而，S1-S18(6)双链探针修饰电极 S1-S18(4) 和 S1-S18(5)结构的修饰电极

相比，与 ATP 结合后的信号增益出现了明显的减小 (54.0%)。实验猜想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主要是两种反应互相竞争的结果：当双链结构中出现了错配的杂交碱基后，

双链的结合强度降低，使核酸适配体与目标物质结合变得更加容易从而获得较大的

信号增益，但同时也使得双链结构的柔韧性增加，导致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也随之

增加。随着双链核酸适配体中错配碱基对数的增加，双链核酸适配体的杂交稳定性

会变得越来越差从而更容易使双链解开，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也会随之增大，很难

获得较高的信号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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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B 四种错配杂交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与 1 mM ATP 反应的信号和时间关系曲线 

Figure 4(B)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ATP (1 mM) recognition on the four types of 

mismatched duplex probe modified electrodes 

 

 

 

 

 

 

 

 

 

图 4C S1 单链修饰电极与含有 3，4，5 和 6 个错配杂交碱基的互补链杂交的信号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ure 4 (C) Signal-time curves recorded for hybridization of the electrode-bound S1probe to 

complementary DNA strands containing 3, 4, 5 and 6 mismatched bases 

为了证明这一猜想，实验对这四种错配碱基对数不同的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

极的背景电流抑制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背景电流的抑制作用是通过电极表面

修饰的 S1 链与错配的互补链杂交后的信号抑制量和时间关系曲线获得的。 

如图 4C 所示，随着修饰电极上双链核酸适配体中错配碱基数目的增加，背景电

流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3，4，5 对碱基错配的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得到了相对

较大的背景电流抑制量（分别为 77.0%，72.1% 和 67.0%），每增加一个错配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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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双链核酸适配体的柔韧性就会随之增加，其背景电流抑制作用会随之减小 5%。

然而 S1-S18(6)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抑制量仅为 29.2% （与 S1-S18(5) 

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抑制量相比下降了 37.8%），表明 S1-S18(6)双

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双链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双链结构。 

以上的实验结果证明，可以通过在传统的完全互补的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中引

入适当数目的错配碱基，成功设计出对目标分子具有较强结合能力、信号灵敏度高、

响应速度快，同时可在室温条件下工作的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缩短完全互补双链核酸适配体中互补链的的长度也可以使

探针在较低的温度下与目标分子发生比较明显的结合。事实上，本论文的第一个研

究工作的结果表明，由含有 27 个碱基、顶端标记亚甲基蓝基团的核酸适配体链与含

有 10 个碱基并且完全互补的单链核酸杂交形成的完全互补双链探针，在室温条件下

能够快速与 ATP 结合。但是，随着互补链长度的减小，修饰电极的背景电流会增加，

检测 ATP 的信号增益也会变小。例如，互补链长度为 10 个碱基对的完全互补双链核

酸适配体修饰电极在与 1 mM ATP 反应 30 min 后的信号增益为 130.4%，比目前研究

的 S1-S18(5)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的信号增益要低（167.2%）。 

3.2.3 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对 ATP 的检测性能 

由于 S1-S18（5）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对于 ATP 的信号灵敏度最

高，因此实验使用 S1-S18（5）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进一步考察了 ATP

的检测性能。S1-S18（5）双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检测 ATP 的动态浓度范围有

了很大的提高（图 5A）。ATP 在 S1-S18(5)双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上的动态浓

度检测范围宽度为 75 倍（2.0 μM ~ 150 μM），在 S1 单链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

上的动态浓度检测范围宽度为 6 倍（10 μM ~ 60 μM），前者为后者的 12.5 倍。从这

两条动态浓度曲线斜率 (曲线 a：信号增益 (SI)/%=0.8380×[ATP]/μM+5.2569，

R2=0.9975；曲线 b：SI/%=0.1990×[ATP]/μM +0.3800， R2=0.9980)可以看出使用

S1-S18（5）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作为识别元件的传感器检测 ATP 的灵敏度是

S1 单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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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S1-S18(5) (a)和 S1 (b)修饰电极测试不同浓度的 ATP 的信号增益曲线 

Figure 5 (A) Signal increases for ATP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btained on the S1-S18(5) (a) 

and S1 (b) modified electrodes; 

实验随后又就 S1-S18(5) 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对 ATP 检测的特异性进

行了考察，在测试缓冲液中加入 CTP，GTP 和 UTP 三种（每一种都加入过量的浓

度，1 mM）与 ATP 性能相似的干扰物。如图 5B 所示，S1-S18(5)修饰电极传感器对

目标物质 ATP 显示出明显的信号增益，对于其他小分子几乎没有反应，这表明了

S1-S18(5)修饰电极与 ATP 的结合具有很高的特异性。从图 5B 中也可以进一步证明

加入混合小分子干扰物质（每种的浓度为 1 mM）并不会对 S1-S18(5)修饰电极对检

测 100 μM ATP 的信号增益有明显的影响，这标志着 S1-S18(5)修饰电极对 ATP 的检

测具有非常好的选择性。 

 
图（5B）S1-S18(5)修饰电极对于 ATP 检测性能的专一性和选择性研究，三组独立的平行实

验平均数和标准偏差得到实验数据 

Figure 5 (B) Specificity and selectivity of the S1-S18(5) sensor for ATP detection. Values 

represent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easurements obtained using three independent 

modified electr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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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也通过使用 S1-S18(5)探针修饰电极检测加入了 ATP 的人的尿液，对

S1-S18(5)探针修饰电极在实际样品中检测 ATP 的应用性能进行研究。分别在尿液样

品中加入 20.0，50.0 和 100.0 μM ATP，检测的回收率分别为 97.2%，98.3%和 95.4%，

这表明S1-S18(5)双链错配杂交核酸适配体传感器在实际样品中检测ATP具有很大的

应用潜力。 

3.3 小结 

本实验合理设计了一种能够在室温下工作，并且检测时间短的错配双链核酸适

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 

1、通过在长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中引入错配碱基对，可有效降低双链探针的结

合强度、促进核酸适配体链与目标分子之间的结合反应，获得响应速度快、灵敏度

高、可在室温条件下工作的置换型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增益随着

双链核酸适配体中错配碱基数目的增多而变大，但是错配碱基对数增加到一定数目

时出现不稳定的双链结构从而使信号增益减小，最终得出 S1-S18(5)双链核酸适配体

修饰电极检测 ATP 的信号增益最高（167.2%）。 

2、本实验使用 S1-S18(5)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作为识别元件的传感器检

测 ATP，其线性范围和灵敏度与 S1 单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比较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并且 S1-S18(5)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作为识别元件的传感器检测 ATP 的灵敏

度是 S1 单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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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结 

本论文的第一个研究工作研究了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中双

链核酸探针互补链的长度和互补位置对传感器检测性能的影响规律。增加双链结构

中互补链的长度可使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的背景电流抑制量和响应信号增加。

然而，互补链的长度增加，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也延长；并且当互补链的长度增加到

一定程度时，由于双链结构的结合强度太高、核酸适配体链的大部分碱基序列被互

补链阻挡，传感器对目标分子不产生信号响应。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

传感器的响应信号强烈依赖于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中互补链的位置，互补链位置靠

近电极表面或电信号分子标记的末端时，传感界面的背景抑制和信号响应比互补位

置处于中间位置时明显增强。以上述研究结果为基础，可设计互补链长度较短的双

链核酸适配体探针，该探针制备的传感器可在常温下工作、响应速度快、同时具有

较高的灵敏度。 

论文的第二研究工作以第一个研究工作的结果为基础，合理设计了一种能够在

室温下工作、检测时间更短、灵敏度更高的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传感器。实验中提

出了“错配杂交”的概念，设计了一系列错配碱基数目不同的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

电极，测试了它们的背景电流，以及与 ATP 的结合的信号增益。通过设计错配杂交

的双链核酸适配体能够使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结合强度降低，因此这种结构的修

饰电极能够在低温条件下进行置换识别反应，促进核酸适配体与目标物质发生结合。

传感器的信号增益随着双链核酸适配体中错配碱基数目的增多而变大，但是错配碱

基对数增加到一定数目时出现不稳定的双链结构从而使信号增益减小。实验使用最

终确定的错配双链核酸适配体修饰电极传感器来检测目标物质，其线性范围和灵敏

度与单链核酸适配体探针修饰电极相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通过改进双链核酸适配体探针的结构设计，有效降低了传统

置换型核酸适配体结构开关电化学传感器的工作温度、增强了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论文研究工作中提出的新思路和研究结果对于发展高性能的核酸适配体电化学传感

器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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