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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米颗粒在脂质微气泡上的组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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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脂质微气泡被广泛应用于对比增强超声造影，胶体金纳米颗粒具有粒径可控、结构稳定和生物相容性良
好的优点，近年来被应用于药物输运、光声成像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成像。本文
将金纳米颗粒（23 nm）自组装到超声造影剂脂质微气泡膜壳上，实验采用真空旋转蒸发水化的方法制备了膜
壳表面组装不同浓度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和透
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等对金纳米颗粒和微气泡进行了表征。最后，验证了
携载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的超声造影和 CT 造影增强的双模态造影增强的功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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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ssembly on lipid-shelled microbubbles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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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pid-shelled microbubbles are widely used i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maging. And
colloidal gold nanoparticles have advantages of the controllable size, stable structure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gold nanoparticles have also been explored to be applied in drug
delivery, photoacoustic imaging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In this study, the 23 nm gold
nanoparticles have been self-assembled on the shell of lipid-shelled microbubbles in ultrasound contrast
agent. The microbubbles assembl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old nanoparticles are prepared by
vacuum rotary evaporation hydration method. The gold nanoparticles and microbubble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t
last, the function effect of dual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maging and CT imaging in
nanoparticle-assembled microbubbles has been further confirmed.
Key word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ultrasound contrast agent; microbubbles; gold nanoparticles;
multimodality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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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超声、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CT 成像等影像技

术已成为当前医学影像诊断中最常用的手段。其中，医学超声诊断因对人体损伤小、可实时快速成像、
成本低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其分辨率低，对具有接近声阻抗的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进
行成像时，需采用超声造影剂以提高两者声阻抗的差异，提高诊断的分辨率和准确性。超声造影剂中，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370019）；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项目（2017-SWYY-006）；东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项目
作者简介：袁楚晓（1992—），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磁性微气泡、多功能声敏微纳药物输运系统和医学影像增强
通信联系人：杨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磁性微气泡、多功能声敏微纳药物输运系统和医学影像增强. E-mail: yangfang2080@seu.edu.cn

第11 卷 第17 期
2018 年 9 月

袁楚晓等：金纳米颗粒在脂质微气泡上的组装研究

1726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包裹气体的微气泡造影剂[1~3]。CT 成像是利用人体不同组织对 X 射线的不同透过率，
从而对人体内部骨骼和组织进行成像[4~6]。与超声造影剂相同，CT 造影剂可增加目标组织和正常组织的
区别，目前医学上使用的 CT 造影剂中，以含碘的造影剂最为普遍。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金元素具有比
碘更高的原子序数和 X 射线吸收系数，故目前有研究将金应用于 CT 造影[7~10]。
由于当前各种临床诊断手段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因此可将不同的影像技术相结合，以获取更准确、
可靠的诊断结果。本文将金纳米颗粒通过自组装的方法装载到脂质微气泡结构中，制备膜层上装载金纳
米颗粒的脂质微气泡，并进一步探究金纳米颗粒在微气泡膜壳的组装对微气泡结构稳定性和超声造影增
强的影响，进而开展该材料在 CT 成像造影增强方面的功能效果验证。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
二棕榈酰磷脂酰乙醇胺-聚乙二醇 5000（DPPE-PEG5000）
（Avanti Polar Lipids, Inc.）；二棕榈酰基卵

磷脂（DPPC）（Avanti Polar Lipids, Inc.）；二棕榈酰基磷脂酸（DPPA）（Avanti Polar Lipids, Inc.）；柠檬
酸三钠（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三氯甲烷（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30%过氧化氢（国药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六氟化硫标准气（99.9%，安徽强源气体有限公司）。
1.2

主要实验仪器
旋转蒸发仪（南京科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JY96 水浴超声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Multisizer

4e 粒径分析仪（美国贝克曼）；Zetasizer Nano ZS90 粒度电位分析仪（英国马尔文仪器）；DFZ-6050 型真
空干燥机（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Bioprep-24 生物样品均质仪（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Vevo 2100
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加拿大 Visual Sonics 公司）；Hiscan-M1000 In Vivo Micro-CT 小动物 CT 成像系统
（苏州海斯菲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金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在微气泡膜壳上的组装

2.1

胶体金纳米材料的制备
本实验采用以柠檬酸三钠作为还原剂的化学还原法制备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具体制备过程为：取

100 mL 的 0.01%氯金酸溶液，加热煮沸后，搅拌加入 2 mL 的 1%柠檬酸三钠水溶液，继续加热煮沸 15 min
至溶液变红后，继续煮沸 2～3 min，停止加热，待溶液冷却至室温后，定容恢复溶液至原体积 100 mL，
即制得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
2.2

胶体金纳米材料在微气泡上的组装
实验采用真空旋转蒸发、成膜后水化的方法制备不组装金纳米颗粒和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制

备方法为：取物质的量比为 85:10:5 的 DPPC（25 mg/mL，溶于氯仿）、DPPA（25 mg/mL，溶于氯仿）
和 DPPE-PEG5000（25 mg/mL，溶于氯仿）的溶液超声 5 min 混合均匀；使用旋转蒸发仪旋转蒸发（100 r/min）
，
形成均匀的脂质膜；旋转蒸发结束后，放入真空干燥箱中真空干燥，确保使用的有机溶剂完全挥发；加
入含不同体积的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分别为 0，200，400，800，1 600 µL，其对应微气泡分别为空白
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微气泡-4）及缓冲液至 4 mL 于干燥的脂质中，置于 65℃超声
水化 10 min 后，冷却至室温，并将溶液分装于 2 mL 的棕色西林瓶中（1 mL/瓶）；最后，将装有溶液的
西林瓶封口，在溶液中充入六氟化硫气体。样品保存于 4℃冰箱中，使用前取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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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金纳米材料、微气泡的表征方法
实验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谱和 TEM 表征金纳米颗粒的粒径和形貌。通过光学显微镜表征组装及未

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的形貌，通过 Multisizer 4e 粒径分析仪表征微气泡的粒径，通过粒度电位分析
仪测定微气泡的 Zeta 电位，通过 SEM 及能谱仪（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EDS）、TEM 表征微气
泡在电镜下的形貌，使用原子吸收光谱的方法测定金元素的含量。实验使用 Vevo 2100 小动物超声影像
系统对微气泡在体外进行了超声性能的探究，使用 Hiscan-M1000 In Vivo Micro-CT 小动物 CT 成像系统
对微气泡进行了 CT 造影功能的初步探究。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金纳米颗粒的表征结果
实验对制备的金纳米颗粒进行金颗粒浓度、粒径、Zeta 电位及结构形貌的表征。
由图 1a 中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的紫外-可见分光光谱图可以看出，在 521 nm 的波长处出现了一个峰，

符合文献[11]中 5～50 nm 粒径的金颗粒的吸收峰的波长范围，进而验证了溶液中的金元素。采用适用于
微量元素分析的火焰原子吸收方法，测定出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中金元素的浓度为 48.01 mg/L. 基于金
纳米颗粒浓度，制备的微气泡上携载金纳米颗粒的理论浓度分别是：微气泡-1 为 2.40 mg/L，微气泡-2
为 4.80 mg/L，微气泡-3 为 9.60 mg/L，微气泡-4 为 19.20 mg/L.

图1
Fig. 1

胶体金纳米颗粒溶液的紫外-可见分光光谱图（a）和 TEM 图（b）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photometric spectra (a) and TEM image (b) of colloidal gold nanoparticles solution

粒度电位分析仪检测制备的金纳米颗粒的平均粒径为(23±2) nm，Zeta 电位为(−46.7±4.9) mV. 图 1b
的 TEM 结果表明，金纳米颗粒大小均匀，分散性好。
3.2

微气泡的结构表征结果

3.2.1

光学显微镜结构表征与微气泡装载金纳米颗粒含量的测定

图 2 为组装及未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光学显微图片，结果表明，膜壳组装了金纳米颗粒的微气
泡（如图 2d 所示）与未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如图 2a 所示）均呈圆形，两者在显微形貌上没有显
著性差异。为考察微气泡的稳定性，实验分别观察了新制备、制备后分别放置 30 min（如图 2b、图 2e 所示）
和 60 min（如图 2c、图 2f 所示）后的显微形貌，结果表明形貌仍良好。为考察长期放置下微气泡的稳
定性，样品于冰箱中存放半个月后进行粒径分析，结果如图 2g 所示，微气泡在放置不同天数（0，14，
30，60 d）后，其粒径没有发生显著性差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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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气泡制备后放置不同时间的光学显微镜观察结果（×400）以及存放不同天数后的粒径变化
Fig. 2 Microscope images (×400) of microbubbles in different time after preparation and the size changes in different days after
preparation
a，b，c—对照的空白微气泡制备后 0，30，60 min 时拍摄；d，e，f—微气泡-3 制备后 0，30，60 min 时拍摄；g—微气泡
存放不同天数后的粒径变化
a, b, c-Microbubbles without gold nanoparticles as CK in 0, 30, 60 min after preparation; d, e, f-Microbubbles-3 in 0, 30, 60 min
after preparation; g-Size changes of microbubbles in different days after preparation

实验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微气泡中装载的金纳米颗粒的含量，结果表明，空白微气泡中金纳
米颗粒浓度为 0，微气泡-1 中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2.23 mg/L，微气泡-2 中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4.41 mg/L，
微气泡-3 中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9.01 mg/L，微气泡-4 中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15.60 mg/L. 可见，随加入金纳
米颗粒浓度的增加，微气泡中装载的金纳米颗粒浓度增加，该脂质微气泡的装载率为(90.0±5.1)%.
3.2.2

微气泡的粒径、浓度及 Zeta 电位的表征

实验分别对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微气泡-4 进行了粒径、气泡浓度及 Zeta
电位的表征。如图 3a 所示，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 和微气泡-4 的平均粒径分别为
(1.14±0.33) µm、(1.15±0.45) µm、(1.18±0.38) µm、(1.21±0.34) µm 和(1.17±0.48) µm. 可见，组装不同浓
度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之间的平均粒径没有显著性差异，与未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样品也没有显著
性差异。
图 3b 所示的微气泡样品浓度测定结果显示，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 和微气泡-4
的浓度分别为(54.0±32.0)×108 个/mL，(48.8±34.0)×108 个/mL，(56.6±25.1)×108 个/mL，(59.0±32.5)×108 个/mL
和(53.0±26.7)×108 个/mL，可知微气泡的浓度均达到了 109 个/mL 的数量级。图 3c 所示的 Zeta 电位结果
显示，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 和微气泡-4 的 Zeta 电位分别为(−7.81±5.81) mV、
(−4.30±4.92) mV、(−7.28±5.35) mV、(−9.42±6.73) mV 和(−9.96±7.53) mV. 综上结果表明，金纳米颗粒在
微气泡膜壳的装载不影响微气泡的形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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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不同浓度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的粒径（a）、浓度（b）及 Zeta 电位（c）

Fig. 3

Size (a), concentration (b), Zeta potential (c) of microbubbles assembl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old nanoparticles

3.2.3

SEM 和 TEM 结构表征

为进一步表征未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和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4.41 mg/L
及 9.01 mg/L）的微观结构，将微气泡样品通过 SEM 和 TEM 进行表征。
图 4 所示的 SEM 表征结果显示，未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如图 4a、图 4b 所示）与组装金纳米
颗粒的微气泡（如图 4c、图 4d 所示）均出现表面粗糙、内部凹陷的形貌结构。EDS 能谱分析结果表明，
空白微气泡中不含有金元素（如图 4e 所示），而组装金纳米颗粒的微气泡样品中含有金元素（如图 4f 所示）
。
TEM 结果（如图 5 所示）表明，金纳米颗粒可以在微气泡膜壳上进行组装（如图 5a、图 5b 所示），
且纳米颗粒在脂质壳层中形成多层/单层的组装结构。未组装颗粒的微气泡壳可以看到清晰的脂质膜壳层
（如图 5c、图 5d 所示）。

第11 卷 第17 期
2018 年 9 月

袁楚晓等：金纳米颗粒在脂质微气泡上的组装研究

1730

图 4 微气泡的 SEM 图（a～d）及 EDS 图（e～f）
Fig. 4 SEM (a-d) and EDS (e-f) images of microbubbles
a，b，f—微气泡-2（金纳米颗粒浓度 4.41 mg/L）；c，d，e—对照的空白微气泡
a, b, f-Microbubbles-2 with 4.41 mg/L gold nanoparticles; c, d, e-Microbubbles without gold nanoparticles as CK

图 5 微气泡的 TEM 图
Fig. 5 TEM images of microbubbles
a，b—微气泡-3（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9.01 mg/L）；c，d—对照的空白微气泡
a, b-Microbubbles-3 with 9.01 mg/L gold nanoparticles; c, d-Microbubbles without gold nanoparticles as CK

3.3

微气泡的功能表征

3.3.1

微气泡超声造影增强

微气泡的体外超声实验通过自制超声体膜完成。超声体膜的制作过程为：将琼脂、甘油和二次水按
照 3:4:90 的质量比称量，混合于烧杯中，搅拌均匀；加热至 90℃，继续加热均匀搅拌直至浑浊液变得透
明、黏稠后倒入容器中，冷却凝固供实验使用。
所有检测的微气泡样品用缓冲液稀释 100 倍后，采用 Vevo 2100 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进行体外超声
造影评价实验。除实验制备的超声微气泡外，实验同时还采用了生理盐水稀释了 100 倍的声诺维造影剂
作为对照，分别在实验间隔 5 min 时采集图像。
如图 6a 所示，在 0 min 时，临床用声诺维微气泡、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微气泡-3 和
微气泡-4 的超声对比度平均值分别为 241 933，229 917，231 227，214 986，238 133 和 77 258. 图 6b 为作为
对照的空白微气泡在不同时间点时的超声造影增强 B 超声和造影增强图像，图 6c 为微气泡-2（金纳米颗
粒浓度 4.41 mg/L）在不同时间点（0，5，10，15，20，25 min）时的超声造影增强 B 超声和造影增强图
像。可见，微气泡膜壳上组装金纳米颗粒后对超声造影增强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当纳米颗粒浓度过大
（微气泡-4，金纳米颗粒浓度 15.60 mg/L）时，微气泡造影增强会显著降低。由图 7a 可见，在超声造影
过程中，微气泡-4 样品的粒径没有显著性差异变化，但其浓度（如图 7b 所示）随时间变化，在 20 min 时
显著降低。因此，在本实验中，当膜壳中金纳米颗粒浓度为 15.60 mg/L 时，微气泡结构稳定性降低，导
致超声造影 20 min 后，图像灰度增强效果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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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气泡的体外超声造影增强效果

Ultrasound contrast imaging enhancement effect in vitro of microbubbles

a—超声造影增强模式图像强度曲线；b—对照的空白微气泡超声造影图像；c—微气泡-2 的超声造影图像
a-Intensity curves of images in ultrasound contrast imaging enhancement mode; b-Ultrasound contrast images of microbubbles
without gold nanoparticles as CK; c-Ultrasound contrast images of microbubbles-2

图7
Fig. 7

超声造影过程中，不同时间点微气泡-4 的粒径（a）及浓度（b）变化

Size (a) and concentration (b) changes of microbubbles-4 in different time during ultrasound contrast imaging

第11 卷 第17 期
2018 年 9 月

3.3.2

袁楚晓等：金纳米颗粒在脂质微气泡上的组装研究

1732

微气泡 CT 造影增强

实验使用小动物 CT 成像系统（Hiscan-M1000 In Vivo
Micro-CT），在电流 160 mA、电压 80 kV 下，对不同样品进
行 CT 重建的拍摄，经过软件处理，得到了样品的 CT 重建
图片，如图 8 所示。
经校正，可得到每个样品的 CT 值，37 mg/mL 的碘普
罗胺的 CT 值为 1 882，制备的胶体金纳米颗粒的 CT 值为
183，水的 CT 值为−39，空白微气泡、微气泡-1、微气泡-2、
微气泡-3 和微气泡-4 的 CT 值分别为−16，−33，−30，−37，
−30. 制备的金纳米颗粒相比于水，有一定的 CT 造影效果，
而微气泡均与水的 CT 值接近。后续实验可进一步提高微气
泡膜壳上金纳米颗粒的浓度，以实现更好的 CT 成像效果。

4

结论
随着从单一的超声造影功能发展到与其他材料结合，从

而实现靶向、治疗、多模态的功能，微气泡的研究和应用越
来越广泛。本文将脂质微气泡与金纳米颗粒相结合，实现更
稳定的微气泡构建并应用于超声造影，同时利用金元素的高

注：1—水；2—37 mg/mL 的碘普罗胺；3—胶体金纳米颗粒
溶液；4，7—对照的空白微气泡；5，6，8，9—微气泡-1、
微气泡-2、微气泡-3 和微气泡-4

图8

碘普罗胺、胶体金纳米颗粒、组装不同浓度

金纳米颗粒（0，2.23，4.41，9.01，15.60 mg/L）的
微气泡 CT 重建后的图像
Fig. 8 CT reconstruction images of iopromamide,
colloidal gold nanoparticles and microbubble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gold nanoparticles (0, 2.23,
4.41, 9.01, 15.60 mg/L)

原子序数及更大的 X 射线吸收系数，对材料在 CT 造影方面进行了探究。实验实现了金纳米颗粒在脂质
微气泡上的结构组装，其在超声方面的功能也在体外得到验证，然而由于金元素浓度不足，导致在 CT
造影方面功能不佳，后续可采用其他浓度更高、更均匀、粒径更小的金纳米颗粒进行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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