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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黄曲霉毒素是农产品和粮油产品的重点监控污染物, 痕量污染即可造成严重后果, 对其实现监控的有

效途径是高灵敏度检测技术。通过增强黄曲霉毒素的天然荧光提高检测技术的灵敏度是目前黄曲霉毒素增敏
的重要途径。本文对黄曲霉毒素的各种传统荧光增强技术以及前沿的超分子荧光增强技术进行综述, 分析黄曲
霉毒素快速荧光增强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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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latoxins are the strengthened monitored contaminants of agro-products especially grain and
oil products. Trace aflatoxins contamination can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High sensitivity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and monitor. Enhancing the natural fluorescence of aflatoxins is one of
important ways for improving sensitivity of aflatoxins determination techniques.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forefront super-molecule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techniques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trend of aflatoxin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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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 AFs)是众多真菌毒素中

最大, 致癌性最强, 危害最为严重(痕量 AFB1 就可以

毒性最大、对人类危害极为突出的一类真菌毒素,

造成急性死亡或慢性积累致癌等极严重的危害), 是

1993 年被国际癌症研究组织确定为人类的 I 类致癌

威胁人类健康的巨型杀手。AFs 污染范围极广, 涉及

[1]

物 。其中以黄曲霉毒素 B1(aflatoxin B1, AFB1)毒性

到食物链各个环节, 尤其容易污染花生、玉米等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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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乳制品, 严重威胁消费者(包括婴幼儿)的日常

重要发展趋势方向。

主食来源, 是影响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最重大
问题之一。2012 年 2 月深圳等地多批次餐饮用油, 包

1791

1

AFs 的荧光检测

括花生油等多种食用油被检出 AFB1 超标或 AFs 总量

各种 AFs 在紫外光照射下发出强烈的荧光。根

超标[2]。2011 年 12 月份国内两家知名乳业生产的纯

据 AFs 具有发荧光等各种光谱学特性, 可以进行高

牛奶中黄曲霉毒素 M1 (aflatoxin M1, AFM1)被检出超

灵敏度的荧光检测研究。

标, 某些批次甚至超标 140%[3], 极大地威胁了消费

从化学结构上看, 各种 AFs 彼此十分相似, 最常

者尤其是婴幼儿的健康与安全, 迫切需要对重点 AFs

见的 AFB1、AFB2、AFG1、AFG2、AFM1、AFM2 结

污染进行监测！

构如图 1 所示。前四种是自然界通常存在的, AFM1、

目前主要通过各种基于免疫技术的速测产品和

AFM2 是人类或动物摄入 AFB1、AFB2 后经过体内循

各种结合荧光检测的仪器分析技术实时 AFs 监控和

环代谢产生的, 主要存在于动物的代谢产物中, 如乳

现场筛查。其中, 基于免疫技术的各种快速检测产品,

汁、尿液和排泄产物。

如 ELISA 试剂盒、试纸条等, 灵敏度较高, 检测速度
[4-9]

激发光波长 365 nm 时, B 族 AFs 发射波长为 425

, 但目前免疫技术产

nm 蓝色荧光, G 族 AFs 为 450 nm 黄绿色荧光。根据

品大多无法准确定量, 存在假阳性结果, 而且免疫产

AFs 的荧光特性, 使用荧光检测器是提高灵敏度的好

品保存和使用条件苛刻, 检测准确性受环境条件和

办法, 已经成为目前 AFs 仪器分析法中尤其是高压

检测物基质影响较大, 不能满足痕量 AFs 准确监控

液相色谱法(HPLC)中的经典检测器。目前 AFs 检测

快, 是主流的快速检测技术

[4-6,10-11]

。通过各种衍生方式增强 AFB1、AFG1

常用的模式是反相高压液相色谱法(RP-HPLC)荧光

等 AFs 的天然荧光, 大幅增强检测技术灵敏度, 探索

检测。但黄曲霉毒素的荧光特性受溶剂的影响很大,

相关关系与规律, 结合研发小型定量速测仪器和产

在反相的极性条件下, 不饱和的 AFs 如 AFB1、AFG1

品, 则有效解决了灵敏度和快速定量间的矛盾, 实现

等极易发生荧光淬灭, 荧光值减弱, 甚至检测不到。

高灵敏度定量速测, 成为目前的热点研究领域, 也是

各国学者纷纷研究各种方法增强 AFs 的荧光值, 达

食品安全领域小分子污染物高灵敏定量速测技术的

到提高检测灵敏度的目的[10-14]。

的需求

图 1 主要 AFs 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the main aflatox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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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需增加一个电化学 Kobra 池, 因此另一种使用

AFs 荧光增强技术

过 溴 化 吡 啶 溴 (per-brominated pyridinium bromine,

目前对 AFB1、AFG1 等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 主

PBPB)提供稳定溴溶液的柱后溴衍生法 1993 年得到

要有化学试剂衍生、光或电化学衍生、激光诱导荧光

开发和应用[18]。也有用环糊精作为衍生剂的研究。

以及形成包合物、超分子等荧光增强方式增强 AFB1、

2.2

AFG1 的荧光强度或降低基质屏蔽、干扰作用达到提

光化学衍生和电化学衍生
利用光化学柱后衍生法来增强 AFB1 和 G1 的荧

高灵敏度的目的, 同时兼顾准确定量和快速检测, 在

光性是美国 Aura 公司研发的一项新技术, 已逐步应

常规实验室或者现场实地进行应用。

用于实际生产中。这种方法需要专用的仪器, 分析快

2.1

传统的化学试剂衍生增强 AFs 荧光

速简捷, 重复性好。国内许梓荣等将化学衍生法和

1978 年 Manabe 等研究[14]发现在流动相中适当

HPLC 结合起来测定食品和饲料中的 AFs [19-21]。目前

加入有机酸可以提高 B1 和 B2 的荧光强度, 并应用这

电化学衍生主要是采用电化学衍生装置应用在

种改进的方法进行农产品和饲料中 AFB1 的检测。现

HPLC 柱后衍生中, 进行在线衍生, 自动化程度相对

有 的 方 法 一 般 通 过 三 氟 乙 酸 (triflluoro-acetic acid,

较高, 无须控制反应温度和流速比例等。据报道, 有

TFA)等强酸或卤族元素及衍生物(I2, Br2 等)在柱前或

学者利用该方法检测 AFB1、AFB2、AFG1、AFG2 能

者柱后进行衍生得到较强的荧光。

达到完全基线分离, 检出限分别为 0.150、0.115、

研究结果和资料报道[1,5-6,10-15], AFBl 和 AFGl 的
二呋喃环上的双键结构在酸性溶液中很容易水解,
转化为富含羟基的衍生物 B2a 和 G2a, 这个反应被用

0.150、0.115 µg/kg[22]。

2.3

激光诱导荧光
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器(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

作为柱前的衍生方法。Takashi[13]建立了柱前 TFA 衍

detector, LIFD)具有比荧光检测器更高的灵敏度, 通

生化, 将 B1, G1 衍生为荧光强度很高的 B2a、G2a, 使

过激光光源较高的光子流量, 产生激光诱导荧光

检测灵敏度提高到 0.02 μg/kg。Tarter 等在此基础上

(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 , LIF)极大地增强了荧光检

加以改进, 选择 C18 反相柱, 成功应用于玉米和花生

测的信噪比, 提高了检测技术的灵敏度, 并且具备高

酱中 AFB1 的检测, 并被 AOAC 采纳为标准方法。

效、快速、环保等优点, 是提高检测技术检测灵敏度

TFA 方法应用较多; 但缺点在于衍生物 B2a 和 G2a 稳

的一种发展趋势。

定性较差, 尤其在甲醇中。因此, 应避免使用甲醇溶

1992 年 Cole 等学者 [23] 、1997 年美国农业部

液而采用乙睛溶液作进样溶剂, 并尽快测定。采用柱

Maragos 团队[24-25]、2000 年 Wei 等[26]均采用 HPCE

前衍生还会给分析过程多增加一个步骤, 因此柱后

方法, 结合 LIFD 实现了 AFs 的高效快速分离。但是

碘衍生的方法得到开发、应用和发展。用泵将饱和的

由于在 HPCE 中, 虽然采用激光诱导荧光器检测, 灵

碘溶液通过不锈钢或 PTFE 反应管和 T 型接头加入到

敏度可以大大提高, 但商品化的激光光源通常是气

柱后流动相中, 即可达到衍生反应的目的; 通过衍生

体激光器, 体积大, 价格昂贵, 更重要的是激光器

反应, Bl 和 Gl 的荧光强度增强, 灵敏度将比衍生前提

的输出波长选择性小, 与 AFs 的吸收光谱适合性差,

[16]

已经应

影响了 AFB1 的检测灵敏度提高。2009 年马良等 [27]

用于玉米、花生等很多农产品和食品 AFB1 分析。但

首次引入半导体泵浦激光器与毛细管电泳仪器搭建

是由于柱后碘衍生需要每日制备新鲜的饱和碘溶液

检测平台, 对 AFs 进行激光诱导荧光检测, 大大提

和配置两个泵, 与碘化物的长期接触使得柱后蠕动

高检测灵敏度; 采用胶束电动高效毛细管电泳模式

泵、连接管的物理和机械状况恶化而导致性能下降、

(HPCE-MECC)检测分离 AFs, 建立高灵敏度 AFB1

衍生时需要高温等缺点, 随后, KOK 等创建了柱后溴

的 LIF-HPCE 检测技术, 精密度 RSD<3%, 重复性

高 25~50 倍。RP-HPLC 柱后碘衍生化方法

, 使用电化学发生系统(Kobra 池)来产生溴,

RSD<5%, 回收率为 84.1%~96.1%, R2 达 0.9988。最

其灵敏度与碘衍生法相同。与碘衍生方法相比, 溴衍

低检出质量 0.17 pg, 最低定量限 0.56 pg, 绝对检

生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第二个泵, 减少了昂贵的设

出量的灵敏度提高了 3 个数量级, 显著高于其他方

备, 不需每日制备饱和碘溶液, 日常运行和维护容易;

法。但是 LIFD 和 HPCE 价格较高, 不适用于现场

衍生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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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ta 小组[32]、Amadasi 工作小组[33]、Verrone

快速筛查。

2.4

金属螯合作用增强 AFs 荧光
马良[1]研究了不同金属离子对 AFs 荧光值的影

响, 首先发现了多种金属离子对 AFs 具有荧光增强
作用, 其中 Hg2+离子对 AFB1、AFG1、AFM1 均有明
显的荧光增强作用, 反应摩尔比大于 1:1 时, 荧光增
强反应体系 2 min 内快速、稳定达到平衡, 完成最大
增强, 可增强荧光值 4 倍以上, 比传统的荧光增强剂
Br2 水增强程度高 2 倍以上, 大大提高了 AFs 检测灵
敏度, 研究反应机制为 AFs 与 Hg2+形成配合物荧光
增强效应, 发生 AFs 到 Hg(II)的 LMCT 跃迁, 通过光
氧化还原反应, 形成稳定的配合产物, 使反应物体系
中刚性结构加强, 共轭体系增加, 荧光效率提高, 荧
光值大大增强。该荧光增强剂成功应用于荧光光度法
检测和 HPLC 柱后衍生实际农产品检测中[1,15]。但是
该增强剂使用的安全性和环保性需要改进。研究新型
绿色环保的增强剂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5
2.5.1

1793

超分子荧光增强

工作小组 [34] 分别研究了环糊精对 OTA、AFs、ZEN
的作用, 证明某些环糊精对真菌毒素有一定荧光增
强作用, 可用于 HPLC 检测。但 Amadasi 研究中也报
道, 环糊精对 AFB1、AFG1 的天然荧光具有增强作用,
但是结合常数较低, 导致在复杂机制中的亲和性较
低, 对食品等复杂基质应用尚不成功[33]。
Franco 等报道[35] CDs 作为 HPLC 柱后衍生试剂
进行 AFs 检测。Janini[36]、Wei[26]、Maragos 等[24-25,37-40]
分别报道 CDs 在极性较大或水相中有效增强 AFs 荧
光, 常被添加在缓冲溶液中进行高效毛细管电泳分
析, 经修饰后的 β-CD 衍生物可作为 AFB1 的增溶剂。
近些年, 由于 CD 可以提高 AFs 水相条件下荧光响应
值, 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出来 [41-46], 并进一步将 CD
应用电化学传感器上进行 AFM1 的检测。Chiavaro 等
[40]

、Franco 等[35]报道 succinyl-β-CD 是最有效的 AFM1

荧光增强剂。
环糊精对 AFs 进行分子识别, 形成超分子包合
物, 其稳定性除受环糊精和客体分子自身的性质影

环糊精对 AFs 的荧光增强

响, 还与温度及介质有关。温度越高, 介质中有机成

随着超分子化学和环糊精化学迅猛发展, 环糊

分越多, 环糊精和客体分子形成的复合物的稳定性

精(cyclodextrins, CDs)在真菌毒素尤其是 AFs 检测中

就越差。文献报道的热力学研究结果显示, 环糊精进

研究和应用越来越深入。环糊精具有巨大的空穴尺寸

行荧光增强反应时的包合行为是放热反应, 受温度

和内腔的疏水性, 可对 AFs 客体分子进行分子识别,

影响很大, 极大影响了环糊精作为衍生试剂的使用

形成超分子复合物, 避免荧光分子与水性溶剂接触

时间和地域, 目前大多配合高压液相色谱、高效毛细

发生淬灭的特性, 具有荧光增强作用, 检测灵敏度被

管电泳等大型仪器在恒温下应用, 无法实现各种环

大大提高[28-31]。相关的荧光增强效应、机制、应用被

境中的快速检测, 仍需对环糊精的分子识别作用及

报道。CDs 对 AFB1、AFG1、OTA、ZEN、T-2 毒素

机制进一步研究, 扩大 CD 应用范围, 这对低成本高

等多种霉菌毒素具有或可能具有荧光增强作用, 不

灵敏度快速定量检测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高温、高酸、强氧化等条件, 基本可以避免传统

2.5.2 三元超分子包合物荧光增强效应

衍生技术存在的各种问题。
Dall’Asta 工作小组

[32]

采用 3 种 CD 母体和 10 种

马良等率先研究和报道了构建超分子探针对 AF
进行识别检测和三元超分子包合物增强黄曲霉毒素

CD 修饰衍生物, 分别对 AFB1、AFB2、AFG1、AFG2、

荧光响应值的现象[47-50], 对 AFB1、AFG1、AFM1 等

AFM1 作用, 结果显示大多数 AFs 与 CD 有强烈作用,

分别进行了二元包合、二元配位以及三元超分子增敏

荧光增强, 发射波长蓝移, 通过荧光增强效应、KI 淬

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AFB1、AFG1 等可与某些过渡金

灭实验、结合常数等实验, 发现 β-CD 似乎具有理想

属 ( 如 Hg2+) 发 生 配 位 反 应 , 形 成 立 体 结 构 , 将

的空腔尺寸, 可以与 AFs 1:1 包合, AFs 呋喃环半内嵌

AFs-Hg2+配位物与 CD 协同作用构建荧光探针, 双重

与 CD 空腔中, 引起荧光强度增加, 功能图与 CD 空

增敏, 大幅提高灵敏度, 同时反应速度极快, 稳定性

腔上或下边缘联接, 有利于 AF 是在 CD 空腔中的内

增加, 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优化反应条件后,

包合。但同时发现, 对具有饱和呋喃环结构的 AFB2、

β-CD-Hg2+可使 AFB1 的荧光强度增加近 15 倍, 显著

AFG2 没有明显的荧光增强, AFM1 与 CD 稳定常数结

高于目前其他衍生试剂, 适用于样品中高浓度和痕

果与荧光增强显示为非线性相关或不相关。

量 AFB1 检测[47-49]。与国标方法、速测方法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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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性差异, 可很好应用于 AFs 快速检测, 实现

http://news.lanzhou.cn/sys tem/2012/01/05/010069343.shtml.

AFB1、AFG1 等 AFs 超高灵敏度快速定量检测, 这对

[3] 朱钰. 蒙牛一批次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 M1 超标

于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检测能力, 促进优势农产品出

140%[EB/OL]. (2011-12-25) [2013-10-20]. http://industry.caijing.

口, 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

com.cn/2011-12-25/111558864.html.

该技术中三元超分子包合物与二元包合物相比,
其分析特性通常更为优越, 如反应的灵敏度高, 选择
性好, 对光的吸收大等, 这些特性对分析测定都是十
分有利的。但是目前三元络合物的理论研究, 还远远

Zhu Y. A batch of Mengniu pure milk were detected carcinogens
aflatoxin M1 exceed the standard 140%.[EB/OL]. (2011-12-25)
[2013-10-20].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1-12-25/111558864.
html.
[4] 柳洁, 何碧英. 黄曲霉毒素免疫化学分析方法研究进展[J]. 现

落后于实际应用, 不少反应机制、络合物的构型及其

代预防医学, 2005, 32(5): 467–470.

稳定性等尚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Liu J, He BY. Research progress on immunochemical analysis

3

methods of aflatoxins [J]. Mod Prev Med, 2005, 32(5): 467–470.

总结与展望

[5] 高秀芬, 计融. 黄曲霉毒素的分析方法[J]. 中国食品卫生杂

在真菌毒素尤其是 AFs 高灵敏度检测领域中,
增强荧光响应值, 降低基质干扰, 是提高检测灵敏度
的有效手段。传统荧光增强技术中, 强酸、强氧化剂

志, 2005, 17(4): 347–352.
Gao XF, Ji R. Analytical methods for aflatoxins in food and feed
[J]. Chin J Food Hyg, 2005, 17(4): 347–352
[6] 李培武, 马良, 杨金娥, 等. 粮油产品黄曲霉毒素 B1 检测技术

等化学试剂的使用较为成熟, 但高毒、高腐蚀性或仪

研究进展[J].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05, 27(2): 77–81.

器昂贵等各种问题使得开发新型增强剂成为快速定

Li PW, Ma L, Yang JE, et al. A review on analytical methods for

量检测领域中的研究热点。β-CD 及衍生物绿色环保、

aflatoxinB1 in grains and oilseeds products[J]. Chin J Oil Crop

具有很好的包合选择性和很高的化学活性, 因此受

Sci, 2005, 27(2): 77–81.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目前也存在选择性较差, 反

[7] Zhang DH, Li PW, Zhang Q, et al. Development of an ultrasensi-

应进程和速度受到环境温度影响等突出问题, 难以

tive, nanogold probe-based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在快速检测领域进行大量实际应用推广。研究利用
β-CD 及衍生物与无机离子(金属离子或稀土离子等)
对 AFs 形成多元立体包合, 提高反应的选择性, 最终
达到大幅增强灵敏度目的, 成为提高 AFs 各种检测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total aflatoxins [J]. Bios Bioe, 2011,
(26): 2877–2882.
[8] 孙秀兰. 食品中黄曲霉毒 B1 金标免疫层析检测方法研究
[D]. 江南大学, 2005.
Sun XL. Study on Glod Labeled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技术灵敏度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此外, 系统深入研

for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 in Foods[D]. Jiangnan University,

究三元超分子荧光增强作用机制及各种影响因素,

2005 .

完善荧光增敏作用的理论体系, 对大幅度提高微量、
痕量有害物质的检测灵敏度和选择性具有理论指导

吉林大学, 2008.
Xie GH. Development of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

意义。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 [D]. Jining University,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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