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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在食品痕量有毒物
检测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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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因其较好的专一性ꎬ选择性ꎬ灵敏性以及响应性ꎬ目前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中有

毒物的检测ꎮ 本文介绍了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的原理、合成方法以及在食品中痕量有毒物检测中的应用ꎬ其中
对农药吡虫啉、莠去净、甲基膦酸的检测限达到 １０ －１３ ｇ / ｍＬ、１０ －８ ｎｇ / ｍＬ、１０ －６ ｍｏｌ / Ｌꎬ对兽药氯霉素、１７β￣雌二醇的检
测限达到 １ ｎｇ / ｍＬ、１.５ ｎｇ / ｍＬꎬ对食品中三聚氰胺和双酚 Ａ 的检测限达到 １０ －５ ｍｇ / ｍＬ、１０ －１０ ｍｏｌ / Ｌꎬ并对分子印迹光
子晶体技术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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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ꎬ
集生物仿生学ꎬ光学ꎬ材料化学ꎬ高分子化学于一身
的新兴技术ꎮ 分子印迹的特异性识别以及光子晶体
优异的光学展现特性ꎬ为特殊物质的检测提供了新
的方向ꎮ 该技术在生物传感器、临床诊断、生物医学
等科研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本文主要探究其
在食品中的应用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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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技术
分子 印 迹 技 术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ꎬ

ＭＩＴ) 是集分子识别、分子设计、仿生生物工程等学
科优势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ꎮ 通过该技术合成
的材料ꎬ我们通常叫做分子印迹聚合物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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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技术的原理
分子印迹技术就是利用抗原抗体结合的原理ꎬ

ꎮ

在目标分子也可称印迹分子周围形成高度交联具有

出高选择性的分子印迹聚合物 [２] ꎬ使这项技术得到

了立体孔穴ꎬ这种孔穴结构与目标分子在结合位点、

过特殊的结合位点和对应的匹配空间相互识别

[１]

直到 １９７２ 年由德国 ＷＵＬＦＦ 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制备
了认可并飞速的发展ꎮ

一定刚性的高分子ꎬ除去目标分子后ꎬ聚合物中留下
尺寸大小相匹配ꎬ使合成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对目标
分子具有特异性识别 [３] ꎮ 其原理如图 １ꎮ

图１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原理

目前ꎬ分子印迹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多集中在

固相萃 取 柱 中ꎬ 然 后 通 过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ＨＰＬＣ) 、气相色谱
法(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ＧＣ ) 、 气 相 质 谱 联 用 技 术
(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ＧＣ － ＭＣ) 等
[４]

进行检测ꎬ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等人 以氯霉素作为模板分
子ꎬ通过固相萃取 － 高效液相色谱联用技术对蜂蜜
和蜂产品的氯霉素进行富集检测ꎬ检测限达到 ０. １

μｇ / ｍＬꎮ 还有研究者将其应用到传感器上ꎬＰＡＮ 等

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 [７] 和 ＪＯＨＮ [８] 在 １９８７ 年讨论抑制
自发辐射和光子局域时各自提出的ꎮ 光子晶体是由
不同介电常数的材料周期性排列而成的结构ꎬ根据
空间不同方向的周期性结构特征ꎬ光子晶体被分为
一维、二维和三维光子晶体ꎬ如图 ２ꎮ 由于布拉格衍
射ꎬ电磁波在此结构中传播时受到调制而形成的能
带结构ꎬ其带隙通常称为“ 光子带隙” ( ＰＢＧ) ꎮ 因光
子晶体可以控制光的传播ꎬ故在光通信ꎬ光电集成等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ꎮ 比如ꎬＣＲＥＧＡＮ [９] 制备的空

人 [５] 合成了速灭威分子印迹聚合物膜ꎬ检测蔬菜和
果汁中的速灭威残留ꎬ其检测线性范围为 ０.５ × １０ －７

气纤芯光子晶体光纤就是将二维光子晶体层包裹着

ＳＥＲＧＥＹＥＶＡ 等

传播过程中的能量损耗ꎮ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１０] 将 ＴｉＯ ２ 反

~ ３.５ × １０ ｍｏｌ / Ｌꎬ最低检出限为 １. ３４ × １０ ｍｏｌ / Ｌꎮ
－７

－８

[６]

以阿特拉津为模板分子ꎬ在两块

石英玻板间通过紫外光引发聚合的方法合成分子印
迹聚合物膜ꎬ将其应用到电导型传感器上ꎬ并且以阿
特拉津的结构类似物西玛津、特拉津等作为干扰ꎬ试
验结果表明传感器具有良好的选择性ꎬ最低检出限
为 ５ ｎｍｏｌ / Ｌꎮ

３

光子晶体及其特点
光子 晶 体 (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ꎬ ＰＣ ) 的 概 念 是 由

空气纤芯ꎬ使得传输光的波长与光子带隙的频率吻
合ꎬ光子只能沿着空气芯传播ꎬ从而大大降低了光在
蛋白石晶体应用到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中ꎬ显著提
高了电极的光捕获效率ꎮ ＹＥ 等人 [１１] 利用光子晶体
的缺陷层对光子可产生高的区域性光强的特点ꎬ用
来增强 ＬＥＤ 灯的发射强度ꎬ是无光子晶体 ＬＥＤ 灯
的 １２０ 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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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７

一维、二维、三维光子晶体结构示意图

如果将某种材料组装到光子晶体结构中ꎬ新型
的光子晶体会对外界环境的变化( 物质浓度、温度、
湿度、 ｐＨ 等 ) 做 出 响 应ꎬ 被 称 为 响 应 性 光 子 晶
体 [１２－１３] ꎮ 由于光子晶体具有布拉格衍射的性质ꎬ其
衍射波长遵从布拉格方程:２ｎｄｓｉｎθ ＝ ｍλꎬ从方程中
可以看出ꎬ当材料的折射系数 ｎ 和光的入射角 θ 一
定时ꎬ衍射波长 λ 与晶格间距成正比关系ꎬ即响应
性光子晶体在外界条件的改变的情况下ꎬ其晶格间

距也会随之变化ꎬ进而导致晶体衍射峰的移动ꎬ宏观
表现为晶体的颜色发生改变ꎬ人可以裸眼观察到这
种颜色变化ꎮ

４

图３

垂直沉淀法制备光子晶体

蘸笔纳米光刻术是利用计算机控制高浓度的高
分子电解质墨水通过毛细玻璃管喷口滴在储物池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的制备

里ꎬ墨水会迅速凝固ꎬ然后可以在凝结物上刻写不同
结构和功能的三维周期性微结构ꎮ

自然界中存在着少量像蝴蝶翅膀、蛋白石、孔雀

掠角度沉积法的原理是利用一个准直蒸发源ꎬ

羽毛等光子晶体 [１４] ꎬ但是大部分的光子晶体还需要

与样品表面法向成 ８０°至 ９０°度的入射角ꎬ照射到具

人工制备ꎮ 由于三维光子晶体具有完全带隙ꎬ因此

有模板的样品上ꎬ样品中高点的部分会接收到沉积

可以对所有方向上光子的传播进行调制ꎬ是光子晶

源的照射而生长ꎬ而照射不到的部分则不生长ꎬ再按

体发展的重点也是难点ꎮ 三维光子晶体的制备方法

照一定的规律转动样品表壳ꎬ得到相应周期性螺旋

主要有:蘸笔纳米光刻术ꎬ微球自组装方法ꎬ掠角度
沉积技术等ꎮ
微球自组装法是最早制备三维光子晶体的方

形的三维光子晶体ꎮ

ＨＵ 等人 [１９] 将分子印迹技术引入到光子晶体ꎬ

合成了分子印迹光子晶体ꎬ该光子晶体具有高选择

法ꎬ将单分散 ＳｉＯ２ 纳米颗粒、ＰＳ 或者 ＰＭＭＡ 微球溶

性和高灵敏性ꎮ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的核心是将分子

粒能够形成胶体光子晶体 [１５] ꎮ 但是这种在液体中

方法去除光子晶体模板ꎬ形成分子印迹反蛋白石光

解到水或者无水乙醇等溶液中ꎬ通过自组装胶体微

的胶体光子晶体不稳定ꎬ该方法得到改进ꎬ利用微球
的自身重力自然沉积ꎬ溶液挥发后ꎬ形成固态的三维
光子晶体ꎬ也称之为蛋白石结构 [１６－１７] ꎮ 随着对光子

印迹材料引入蛋白石光子晶体的缝隙中ꎬ采用某种
子晶体ꎮ 目前ꎬ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合成主要是光子
晶体模板法ꎬ光子晶体模板法首先制备出蛋白石光
子晶体ꎬ然后将分子印迹聚合液添加到光子晶体缝
隙中ꎬ在一定条件下引发聚合液聚合ꎬ去除光子晶体

晶体进一步的研究ꎬ研究者们提出垂直沉淀法ꎬ利用

模板以及模板分子ꎬ这样就得到了对目标分子具有

液体表面的张力ꎬ将载玻片垂直插入胶体溶液中ꎬ随

特异性吸附的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材料ꎬ其过程如图

着溶剂的蒸发ꎬ液体表面下降ꎬ颗粒在毛细压力作用
下ꎬ在载玻片表面自组装ꎬ形成沿( １１１) 方向周期性
排列的面心立方光子晶体

[１８]

ꎬ如图 ３ꎮ

４ꎮ 印迹分子与光子晶体的特殊结合位点相互作用
导致晶体的网络体系溶胀或收缩ꎬ引起分子印迹光
子晶体晶格常数的变化ꎬ引起光子晶体衍射峰的位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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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ꎬ从而达到利用光学体系来检测化学物质的目的ꎮ
之后ꎬ ＨＡＴＴＯＮ 等 人

[２０]

提 出 “ 共 沉 积 方 法” 制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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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 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ꎬ结合分子印迹技术ꎬ使得分
子印迹光子晶体的合成方法得到了丰富与发展ꎮ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材料的制备过程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具有以下特性:( １) 光子晶

大的经济利益ꎬ但农药残留问题日益严重ꎬ不仅对食

于分子的传输ꎬ使其能够对目标分子快速响应ꎻ( ２)

ＷＡＮＧ 等人 [２１] 利用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检测食

体特殊的骨架结构ꎬ使其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ꎬ有利
特殊的结合位点以及孔穴结构使其对目标分子具有
较强的选择性ꎻ( ３)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对分子的识

品的出口贸易造成影响ꎬ还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ꎮ
品中的吡虫啉残留ꎮ 采用 ＳＴＯＢＥＲ 法 [２２] 合成二氧
化硅单分散颗粒ꎬ采用垂直沉淀法合成二氧化硅晶

别可通过光衍射信号表达出来ꎬ不需要特殊的标记

体模 板ꎮ 以 吡 虫 啉 作 为 模 板 分 子ꎬ 甲 基 丙 烯 酸

技术ꎬ甚至可以裸眼看到颜色的变化ꎬ可对目标分子

( ＭＡＡ) 作为功能单体形成预聚合溶液ꎮ 通过氢氟

进行定量分析ꎻ( ４) 对于利用非共价键ꎬ比如氢键ꎬ
合成的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材料具有良好的重现性ꎮ
基于这些特性ꎬ分子印迹材料光子晶体已经应用于
食品检测中ꎮ

５
５.１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在食品检测中的
应用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在食品农药残留检测中的
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人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农药来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ꎬ大量使用农药虽然带给人们巨

酸除去二氧化硅模板ꎬ甲醇 － 乙酸混合液去除模板
分子吡虫啉ꎮ 结果表明ꎬ当吡虫啉浓度从 １０ －１３ 增加

到 １０ －７ ｇ / ｍＬ 时ꎬ分子印迹光子晶体的布拉格衍射峰
从 ５５１ ｎｍ 移动到 ５８９ ｎｍ ꎬ而结构类似物噻虫嗪和
啶虫脒没有明显的峰位移ꎬ表明分子印迹光子晶体
具有很好的选择性ꎮ ６０ 秒可达到吸附平衡ꎬ说明该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具有快速响应的特点ꎮ 检测限达
１０ －１３ ｇ / ｍＬꎬ并且该光子晶体在不同浓度显示出不同
的颜色ꎬ在磷酸盐缓冲液中是绿色ꎬ在 １０ －７ ｇ / ｍＬ 的
吡虫啉溶液中呈现黄绿色ꎬ我们可以通过颜色来半
定量的检测目标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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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ＷＵ 等人 [２３] 同样的利用二氧化硅合成了晶体

子晶体ꎮ 结果表明ꎬ三种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只对各

基丙烯酸乙二醇酯 ( ＥＧＤＭＡ) 作为交联剂ꎬ丙烯酸

体在吸附任何浓度的目标分子时ꎬ５ ｍｉｎ 可达到吸

的分子印迹聚合溶液ꎬ通过氢氟酸去除二氧化硅模

ＳＡＩ 等人 [２７] 将光子晶体和分子印迹技术结合

模板ꎬ向模板颗粒间填充以莠去净为模板分子ꎬ二甲
( ＡＡ) 为功能单体ꎬ偶氮二异丁腈( ＡＩＢＮ) 为引发剂

自的目标分子具有选择性ꎬ并且该分子印迹光子晶
附平衡ꎬ响应速度快ꎮ

板ꎬ甲醇 －乙酸混合液去除莠去净分子ꎬ得到莠去净

起来检测水中 １７β￣雌二醇ꎮ 文中以甲基丙烯酸甲

定的选择性ꎬ３０ ｓ 可达到吸附平衡ꎬ最低检出限为

过硫酸钾( ＫＰＳ) 作为引发剂ꎬ合成分子印迹微球ꎮ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 该光子晶体对模板分子具有特
１０ ｎｇ / ｍＬꎮ 并且该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在不同浓度
－８

的莠去净溶液中明显显示出不同的可用肉眼观察到
的颜色变化ꎮ
ＬＩＵ 等人

[２４]

使用直径为 ２８０ ｎｍ 的单分散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胶体颗粒来制造紧密堆积的胶体晶体
阵列( ＣＣＡ) ꎬ来检测有机磷ꎮ 甲基膦酸( ＭＰＡ) 作为
模板分子ꎬ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 Ｎ￣异丙基丙烯酰胺
作为功能单体ꎬ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和 ＮꎬＮ￣亚甲

酯( ＭＭＡ) 作为功能单体ꎬ１７β￣雌二醇为模板分子ꎬ
将印迹微球分散到去离子水中ꎬ随着水的蒸发ꎬ在载
玻片上就会形成蛋白石晶体阵列ꎮ 结果表明ꎬ该分
子印迹光子晶体的最低检出限为 １.５ ｎｇ / ｍＬꎬ检测范
围为 １.５ ｎｇ / ｍＬ ~ ３６４.５ ｎｇ / ｍＬꎬ平衡时间为 ６ ｍｉｎꎬ并
且该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对雌三醇ꎬ雌酮ꎬ胆固醇ꎬ睾
酮和己烯雌酚都没有特异性吸附ꎮ
５.３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对食品中非法添加物的
检测

基双丙烯酰胺同时作为交联剂ꎬ正辛醇和乙腈作为

近年来ꎬ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

混合致孔剂ꎮ 结果表明ꎬ该分子印迹光子晶体的衍

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ꎬ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是因

射强 度 在 吸 附 ＭＰＡ 时 明 显 降 低ꎬ 最 低 检 出 限 为

为向食品中添加了非法添加物ꎬ会损害人的身体健

５.２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在食品兽药残留中的应用

研究的领域的不断拓展ꎬ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在非法

动物源性食品在人们生活的必需品ꎬ但兽药残

添加物的痕量检测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ꎮ

１０ －６ ｍｏｌ / Ｌꎮ

留问题日益严重ꎮ 由于兽药残留量处于痕量状态ꎬ
且动物源性食品的机体组成比较复杂ꎬ在对残留药
物的富集检测方面还有一些不足ꎮ 分子印迹光子晶
体新技术在兽药残留检测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
向ꎬ由于对目标分子具有强选择性ꎬ灵敏性高ꎬ操作
简单ꎬ耗时短ꎬ花费少等优点使其在兽药残留检测方
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ꎮ
ＺＨＯＵ 等人 [２５] 以二氧化硅颗粒合成晶体模板ꎬ

氯霉素( ＣＡＰ) 作为模板分子ꎬＭＡＡ 作为功能单体ꎬ
ＥＤＭＡ 作为交联剂ꎬＡＩＢＮ 作为引发剂合成氯霉素分
子印迹光子晶体ꎮ 结果表明ꎬ该分子印迹光子晶体

的检测范围在 １ ｎｇ / ｍＬ ~ １ ｍｇ / ｍＬꎮ 在 １０ ｎｇ / ｍＬ 的
ＣＡＰ 溶液中ꎬ８ ｍｉｎ 可吸附平衡ꎬ应答时间短ꎮ 该分
子印迹能够选择性的吸附氯霉素ꎬ而非结构类似物

对硝基苯酚和甲硝唑ꎬ或者功能类似物青霉素ꎬ并且
具有良好的重复性ꎮ
ＷＡＮＧ 等人 [２６] 利用聚苯乙烯晶体模板ꎬ分别以

四环素、土霉素和氯四环素作为模板分子ꎬ丙烯酰胺
和丙烯酸作为功能单体ꎬＮꎬ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
为交联剂ꎬ过硫酸铵为引发剂合成三种分子印迹光

康ꎮ 因此ꎬ加大对非法添加物的检测是必要的ꎬ随着

ＹＯＵ 等人 [２８] 利用磁性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比色

法检测三聚氰胺的含量ꎮ 其中丙烯酰胺( ＡＭ) 和甲
基丙烯酸( ＭＡＡ) 同时作为功能单体ꎮ 二甲基丙烯
酸乙二醇酯( ＥＤＭＡ) 为交联剂ꎬ过硫酸钾( ＫＰＳ) 为
引发剂ꎬ通过乳状聚合 [２９] 的方法ꎬ合成磁性分子印
迹微球ꎮ 该分子印迹光子晶体传感器可以直接将三
聚氰胺识别转换成光信号ꎬ实现肉眼可见的定性或
用来半定量检测三聚氰胺ꎬ其检出限为 １０ －５ ｍｇ / ｍＬꎮ

矿泉水瓶、医疗器械及食品包装的内里都含有

双酚 Ａꎮ 但双酚 Ａ 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ꎬ威胁儿童
的健康ꎮ ＧＲＩＦＦＥＴＥ [３０] 通过制备含有 ２Ｄ 缺陷层的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来检测双酚 Ａꎮ 以甲基丙烯酸
( ＭＡＡ) 作 为 功 能 单 体ꎬ 二 甲 基 丙 烯 酸 乙 二 醇 酯
( ＥＧＤＭＡ) 作为交联剂ꎬ选择偶氮二异丁腈( ＡＩＢＮ)

作为引发剂ꎮ 使用反射光谱法研究反蛋白石的光学
性质ꎬ缺陷层显著增强了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材料对
双酚 Ａ 的灵敏度ꎬ最低检测限可达 １０ －１０ ｍｏｌ / Ｌꎬ为开
发智能光学传感器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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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测ꎮ 但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
解决ꎬ比如光子晶体的制备方法比较繁琐ꎬ容易造成
结构缺陷ꎬ分子印迹光子晶体薄层的厚度不容易控

１) 对分子印迹光子晶体的合成方法总结优化ꎬ

降低其检测限ꎮ

２) 提高材料的重复性以及响应性ꎮ

３) 制备出可以对食品中大部分有毒物进行检

测的晶体材料ꎬ扩大应用范围ꎮ 随着分子印迹光子
晶体技术的不断成熟ꎬ在食品有毒物的检测方面会
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参考文献:
[１]
[２]

[３]
[４]

ＰＡＵＬＩＮＧ 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Ｊ] .Ｊ.Ａｍ ＣｈｅｍＳｏｃ.１９４０ꎬ

６２(３) :２６４３.

ＷＵＬＦＦ Ｇꎬ ＳＡＲＨＡＮ Ａꎬ ＺＡＢＲＯＣＫＩ Ｋ. Ｅｎｚｙｍ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ｂｕｉｌｔ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ｅｍａｔｅｓ[ Ｊ]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

[１１]

[ Ｊ] .Ｈｅｎ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１ꎬ２８(９) :２９－３２.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ｅ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２００６ꎬ１１３２( １) :３２５
[５]

[ ６]

１７５－１８１.

ＳＥＲＧＥＹＥＶＡ Ｔ Ａ.ꎬＰＩＬＥＴＳＫＹ Ｓ Ａ.ꎬＢＲＯＶＫＯ Ａ Ａ.ꎬ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 ｂｙ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 ｄｅｔｅｃ￣

[７]

[８]
[９]

ｔｉｏｎ[ 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９９ꎬ３９２:１０５－１１１.

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 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１４]

ＪＯＨＮ Ｓ.Ｓｔｒ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ｔｔｉｃｅｓ[ 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７ꎬ５８:２４８６－２４８９.

ＣＲＥＧＡＮ Ｒ Ｆꎬ ＭＡＮＧＡＮ Ｂ Ｊꎬ ＫＮＩＧＨＴ Ｊ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ｂａｎｄ ｇａｐ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ａｉｒ[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ꎬ２８５
(５４３３) :１５３７－１５３９.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ｌａｎｅ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８ꎬ１８:３６９－３７３.

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ｃｏｒｅ￣ｓｈｅｌ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１ꎬ１２３(３４) :８２０３－８２０９.

ＶＵＫＵＳＩＣ ＰꎬＳＡＭＢＬＥＳ Ｊ. Ｒꎬ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Ｒ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Ｎｏｗ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ｔ — ｎｏｗ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Ｊ]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ꎬ４１０
(６８２４) :３６.

[１５]

ＢＵＲＮＳ Ｍ Ｍꎬ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Ｊ Ｍꎬ ＧＯＬＯＶＣＨＥＮＫＯ Ｊ Ａ. Ｏｐｔｉｃａｌ

[１６]

ＬＯＰＥＺ Ｃꎬ ＶＡＺＱＵＥＺ Ｌꎬ ＭＥＳＥＧＵＥＲ Ｆ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ꎬ２４９(４９７０) :７４９－７５４.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ｌｏｓｅ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ＳｉＯ２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Ｊ]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１９９７ꎬ２２(３) :３９９－４０４.

[１７]

ＫＩＴＡＥＹ ＶꎬＯＺＩＮ Ｇ Ａ.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１８]

ＪＩＡＮＧ ＰꎬＢＥＲＴＯＮＥ Ｊ.ＦꎬＨＷＡＮＧ Ｋ.Ｓꎬｅｔ 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 ｃｏｌ￣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３ꎬ１５(１) :７５－７８.
ｌｏｉｄ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９ꎬ１１(８) :２１３２－２１４０.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 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９]

ＨＵ Ｘ ＢꎬＡＮ Ｑｉꎬ ＬＩ 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ｆｏｒ

[２０]

ＨＡＴＴＯＮ ＢꎬＭＩＳＨＣＨＥＮＫＯ ＬꎬＤＡＶＩＳ Ｓ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ｉｒ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Ｊ] .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２００６ꎬ１１８(４８) :８３２５
－８３２８.

ａｒｅａꎬ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ꎬ ｃｒａｃｋ￣ｆｒｅ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ｐａｌ ｆｉｌｍｓ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２１]

[ ２２ ]

[２３]

ｐｈｙｓ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Ｊ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ꎬ ５８:

２０５９－２０６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９ꎬ７５(２３) :３６０５－３６０７.

ＧＡＮ ＤꎬＬＹＯＮ Ｌ Ａ.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ｎ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ｒｅ￣

ＰＡＮ Ｍ Ｆꎬ ＦＡＮＧ Ｇ Ｚꎬ ＬＩ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ａｍｐ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ｅｎｓ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１.６９０:

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 Ｊ ]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１３]

－３２８.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ｏｌｃａｒｂ￣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ｆｉｌｍ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ｇｏｌｄ

(２０) :６３０６－６３１０.

ＹＥ Ｊ Ｙꎬ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ｆｌｕｏ￣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Ｉ Ｌ ＣꎬＧＥＯＲＧ ＦꎬＳＵＮＧ Ｙ Ｃꎬｅｔ ａｌ. Ｓｌｏｗ ｐｈｏｔｏｎｓ ｉｎ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Ｃꎬ ＭＥＩＳＥＬ 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ｗａｖ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ｙｅ￣

[１２]

ｒ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７３ꎬ１４(４４) :４３２９－４３３２.

ＨＵＡＮＧ Ｘ ＰꎬＬｉｕ Ｙ 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Ｓꎬ ＡＢＲＡＭＳ Ｎ Ｌꎬ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３ꎬ１２５

制ꎬ对实验分析会造成影响等ꎮ 未来分子印迹光子
晶体技术在食品分析应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３１ 卷

报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ｏ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因其较好的专一性ꎬ选
择性ꎬ灵敏性ꎬ目前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中有毒物的检

学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ꎬ１０７(２３) :１０３５４－１０３５９.

ＷＡＮＧ Ｘꎬ ＭＵ Ｚ Ｄꎬ ＬＩＵ Ｒ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ｅｌ￣ｆｒｅ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ｉｄａ￣
ｃｌｏｐｒｉｄ[ 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２０１３ꎬ１４１(４) :３９４７－３９５３.

ＳＴＯＢＥＲ Ｗꎬ ＦＩＮＫ Ａꎬ ＢＯＨＮ 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ｉｌｉｃａ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ｎ ｓｉｚｅ ｒａｎｇ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８ꎬ２６(１) :６２－６９.

ＷＵ ＺꎬＴＡＯ Ｃ ＡꎬＬＩＮ Ｃ Ｘꎬｅｔ 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ｆｒｅｅ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 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ｕ￣

ｓ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 Ｊ]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ꎬ１４:１１３５８－１１３６８.

[２４]

ＬＩＵ ＦꎬＨＵＡＮＧ Ｓ ＹꎬＸＵＥ Ｆꎬ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２５]

ＺＨＯＵ ＣꎬＷＡＮＧ ＴꎬＬＩＵ Ｊ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 Ｊ] .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２ꎬ３２(１) :２７３－２７７.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ａ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Ｊ] . Ｔｈｅ

第３期
[２６]

张程琨ꎬ等: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技术在食品痕量有毒物检测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０１２ꎬ１３７(１９) :４４６９－４４７４.

ＷＡＮＧ Ｌ ＱꎬＬＩＮ Ｆ ＹꎬＹＵ Ｌ Ｐ.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２９ ]

ｆｏｏｄ[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０１２ꎬ１３７(１５) :３５０２－３５０９.

[２７]

ＳＡＩ ＮꎬＷＵ Ｙ ＴꎬＳＵＮ Ｚ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ｏｐａｌ ｃｌｏｓｅｓｔ￣

[ ２８]

ＹＯＵ Ａ ＭꎬＣＡＯ Ｙ ＨꎬＣＡＯ Ｇ Ｑ.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ｌａｍｉｎｅ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０１５ꎬ１４４:１５７－１６２.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 Ｊ ] . ＲＳ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ꎬ ６ ( ８７ ) : ８３６６３

３１

－８３６６７.

ＭＡＹＥＳ Ａ Ｇꎬ ＭＯＳＢＡＣＨ Ｋ.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ｂｅａｄｓ￣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ｉｑｕｉｄ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６ꎬ６８(２１) :

[３０]

３７６９－３７７４.

ＧＲＩＦＦＥＴＥ Ｎꎬ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 ＨꎬＭＡＴＲＥ Ａ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ｌａｎａｒ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ꎬ３６４(１) :１８－２３.

( 责任编辑:张云瑞ꎬ校对:刘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