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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增敏同步荧光法测定自来水
与人尿中的 !"羟基芘
林

晨，耿安朝，张

勇

（厦门大学 海洋与环境学院，福建 厦门 #$!%%& ）
摘

要：使用正丙醇这一小分子脂肪醇，进一步促进 !"环糊精有序介质对 !" 羟基芘的荧光增强作用，基于此，利用

同步荧光法测定水样中的 !" 羟基芘，检测限达到 ’(&)!%"!! *+, - .，相对标准偏差为 #(/01!2&3 ，运用该方法测定了自
来水与人尿样品中的 !"羟基芘，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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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基芘（!"89:;+<9 =9;>?> ，!"@A）是四环或多环 A5@B 的主要代谢产物之一 C!D，因此 !" 羟基芘常常被
当作考察生物对多环芳烃暴露水平的标记性化合物。例如对人尿中的 !"@A 浓度水平进行测量，已经成为评
估人体暴露在 A5@B 下危险性的重要手段C’D。目前E使用得最广泛的检测 !"@A 的手段是 @A.F 与荧光检测器
联用技术。
荧光检测法具有灵敏、快速、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A 具有较强的天然荧光，因此研究人员一直试
图直接用荧光法检测 !"@A，但是荧光法对于复杂样品的选择性不够，这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同步荧光技术
能够减少光谱重叠，窄化光谱，减少杂散光的干扰，进而提高荧光分析方法的选择性。近年来，一些使用同步
荧光法（
GHG）检测 !"@A 的方法也逐步建立了起来C#I&D。
环糊精（F9J,+:><K;L? ，
FM）是由淀粉经酶促水解而生成的一类环状低聚糖，最常见的有 "" ，!" ，#" 环糊
精，分别由 $、
6、/ 个葡萄糖单元组成，其中又以 !"FM 产量最高，应用最广泛。该类化合物的特点是分子结构
中存在一个亲水的外缘和一个疏水的空腔。大多数空间尺寸与 FM 空腔大小匹配的有机荧光体进入 FM 的
疏水空腔后，就会被屏蔽于荧光猝灭因素（如溶解氧）之外，荧光寿命增长，荧光强度提高，因此 !"FM 作为一
种增强荧光强度的有序介质应用于荧光分析C$D。江云宝等C6D 以芘为荧光探针，用荧光光谱和吸收光谱研究了
脂肪醇与 !"FM 的相互作用，发现由于脂肪醇的烷基链在 !"FM 空腔端口的覆盖作用，使得空腔极性进一步
减小。该研究表明，
!"FM 对芘的荧光有增强作用，在添加小分子脂肪醇后，荧光强度进一步增加。

!"羟基芘与芘的结构非常相似，!"FM 和小分子脂肪醇应该对其同样具有荧光增强作用。所以在上述的
研究工作基础上，本实验考察了：（
!）多种小分子脂肪醇加入到 !"@AN 环糊精体系中后，!"@A 同步荧光的变
化情况，从中选择出作用效果最好的正丙醇；（
’）!"@AN 环糊精体系中，正丙醇加入的最佳体积；（#）环糊精 N
正丙醇增敏同步荧光法应用于实际水样中 !"@A 检测的可行性。以期建立一种能够灵敏、快速、简单地测定
水样中 !"@A 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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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羟基芘（O/0，美国 5,:;LJ8 公司）；!"环糊精（5(P(，中国医药上海化学试剂公司）；甲醇、乙醇（5(P(，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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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振兴化工一厂）；正丙醇、正丁醇（$%&%，中国医药上海化学试剂公司）；异丙醇（$%&%，上海申鹤化学品有限
公司）；实验用水为反渗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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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01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2 美国 3().(4 公司 5；&6789":; 型反渗透制水器 2 中国安吉尔公司 5；;)(4<
0=4 型超声波清洗器 2 美国 >?.@AB-.41 公司 5；激发、发射狭缝宽度分别 为 8" 4? 和 C 4?，!"D9E 4?，扫 描 速
度：
#"" 4? F ?.4；8 ,? 石英比色皿。

!"$

实验方法

87GH 配制成浓度为 8"79 ?=- F I 的乙醇储备溶液，移取 8"" #I 储备液至 8" ?I 棕色容量瓶中，高纯氮
气吹干乙醇，用反渗透水定容，得 87GH 浓度为 8"7C ?=- F I 的工作溶液；
$7’J 配制成浓度为 8"7! ?=- F I 的水
溶液；放入冰箱，
K L保存备用。
移取适量体积的工作液、
$7’J 水溶液、正丙醇，加入到 8" ?I 棕色容量瓶中，用通氮除氧过的反渗透水
定容。摇匀，超声振荡 8" ?.4，使各种溶质以分子状态混合均匀，然后放入冰箱 K L下，静置 8 A ，使 87GH 充
分进入 $7’J 的空腔，然后测量同步荧光。取 "1MD9C" 4? 处荧光值。测量时温度控制在 !"N8 L。

#

结果与讨论

#"!

各种醇的影响
首先选取了甲醇、乙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 C 种小分子脂肪醇，考察了它们加入到 87GH 和 ’J 混

合体系中后，
87GH 同步荧光的变化情况，结果见表 8。
表8

环糊精存在下各种醇对 87GH 同步荧光增敏效果

注：溶液中 $7’J 浓度为 CO8"79 ?=- F IP 醇填加量为 KQ2! F !5 。

由表 8 可见，
$7’J 对水溶液中的 87GH 具有荧光增敏作用，在进一步加入小分子脂肪醇（除甲醇外）之
后，其荧光增敏作用又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其中，正丙醇和异丙醇的加入增强效果相似且最强，相对于纯水
溶液，荧光强度增加 E"QR8S"Q ，相对于加入 $7’J 的水溶液，增加 C"QR#"Q 。异丙醇相对于正丙醇有更强
的荧光性质，同样条件下它会产生更高的背景荧光峰，对准确测定目标物浓度有影响。所以，本实验选择正
丙醇与 $7’J 来协同增敏 87GH 的同步荧光。

#"#

同步荧光光谱
图 8 表明，在 87GH 水溶液中同时加入适当量的 $7’J 和正丙醇后，相比于同浓度的 87GH 纯水溶液以

及只加入 $7’J 的 87GH 水溶液，其同步荧光峰的峰形和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荧光强度得到了大大提高，
信号、噪声比大大加强，表明测量的灵敏度有了明显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只加入 $7’J 时，
87GH 的同步荧
光峰存在略微的红移，而在有 $7’J 和正丙醇共同存在时，并不存在这一现象。

#"$ 适宜条件的选择
!%9%8 酸碱度的影响
基 于 对 文 献 T9U 的 分 析 ，本 实 验 采 用 G’-7V(6G 体 系 调 节 酸 度 ，考 察 正 丙 醇 与 $7’J 存 在 下 /G 值 对
87GH 荧光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GDKR#%C 之间时，荧光值达到最大P如图 ! 所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碱性条件下，
87GH 的荧光值大大降低，而且峰形变宽，红移，$7’J 和正丙醇对其
增敏作用基本消失。为此，考察了不存在正丙醇与 $7’J 的 87GH 纯水溶液，发现有类似的现象存在。据此，
笔者推测，由于 87GH 羟基上以及芳环的某些位置上的氢原子性质比较活泼，在有 6G7存在时，这些氢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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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失去，造成整个芳环上的电子云密度降低，共轭性下降，荧光值随之降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将在以后的
工作中开展。

图 "

图$

不同溶液中的 "#./ 同步荧光峰位置

"% 水溶液；$% 存在 3%338 -45 6 7 ##01；!% 存在 3%338 -45 6 7 ##01

B. 值对 "#./ 的同步荧光影响

（
C ）B.*;%! ；>D? B.* )%< 。 "#./ 浓度为 "33 ,-45 6 7 。

和 89 体积正丙醇。 "#./ 浓度均为 "33 ,-45 6 7 。

$%!%$

温度和时间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考察了试剂添加完成并超声完毕后，分别在室温和 & ’冰箱中静置时，时间与荧光强度的关系。结果表

明，静置 " ( 后，荧光强度达到最大。在室温下，体系稳定时间为 $ ( 左右，而在 & ’冰箱中，则能达到 ) ( 荧
光强度不变。

$%!%!

最佳 !" 的选择
一系列实验表明，在 !"*!+ ,- 时，
"#./ 的同步荧光峰值最大，峰形最佳。

##01 浓度的影响
随着 ##01 的加入，荧光强度逐渐增大，当体系中浓度达到 &2"3#! -45 6 7 时，荧光强度达到最大并基本
恒定。本实验采用 82"3#! -45 6 7，以保证 ##01 对 "#./ 的充分包络。
$%!%8 正丙醇浓度的影响
在相同 "#./ 浓度、
##01 浓度的情况下，考察了不同正丙醇浓度的影响。发现在体系中加入 &9:;9 体
$%!%&

积的正丙醇时效果最好，此时，荧光增敏程度大，而且试剂造成的背景荧光峰小。

!"#

校正曲线的线性关系和方法检测限
配制一系列浓度的 "#./ 标准溶液，内含一定量的 ##01 和正丙醇。按 "%! 实验方法中所述操作，然后

测定同步荧光强度，绘制校正曲线。
在 "%32"3#<:$%32"3#+ -45 6 7 的线性范围内，校正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 ，线性拟合的
相关系数为 3%<<< )。空白样>#*+? 的相对标准偏差（
@A1）为 !%<9，以 ! 倍空白样 @A1 除以校正曲线的斜率，
得出检测限为 $%82"3#"" -45 6 7。

!"$

方法精密度
平行配制 8 份同浓度（
$*82"3#) -45 6 7）的标准溶液，测量同步荧光值。计算该方法的 @A1，结果为 !%)9。

!"% 样品的测定
$%;%" 自来水样测定
取一定体积的自来水，加入一定量的 "#./ 标准溶液，然后移取其中 " -7，至 "3 -7 棕色容量瓶中，加
入一定量 ##01 和正丙醇，按 "%! 实验方法中所述操作，然后测定同步荧光强度。结果列于表 $ 。
表$

自来水样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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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尿样品的测定
采集 % 份人的尿样，分别取 &" ’(，加入一定量的 &)*+ 标准溶液，然后移取其中 & ’( 至 &" ’( 棕色容

量瓶中，加入一定量 !),- 和正丙醇，按 &$% 实验方法中所述操作，然后测定同步荧光强度。结果列于表 % 。
表%

!

人尿样品测定结果

结语
本实验利用 !),- 和正丙醇协同增强水溶液中 &)*+ 的同步荧光，相对于纯水溶液，荧光强度增加 ."/

0&1"/，相对于加入 !),- 的水溶液，增加 2"/0#"/，该方法检测限可以达到 !$23&")&& ’45 6 (。标准溶液的校
正曲线线性良好，测量精密度较高，对实际自来水样和人尿样测定后，回收率较好，证明本方法稳定、可靠，
可以应用于实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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