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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电性纳米银的制备及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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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制备了一种表面带负电的胶态纳米银，用透射电镜、吸收光谱、:+;: 谱对该纳米银进行

了研究。发现纳米银的粒径分布均匀，平均粒径为 !! 1,，吸收峰为 (’’ 1,，常温下放置 % 个月仍具
有较强的 :+;: 活性。当阴离子型分子吲哚丁酸、阳离子型分子碱性品红、亚甲兰及中性分子邻菲
罗邻分别吸附在其上时，观察到阳离子型分子碱性品红和亚甲兰及中性分子邻菲罗邻的 :+;: 谱，
而阴离子型分子吲哚丁酸则无 :+;: 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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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人们用银胶作基底研究表面增强拉曼效应，一般是在黄银胶［!］、灰银胶体系内进
行［’］，这两种银胶内的纳米银表面带正电［#］，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有的银胶 $ 分子体系中加
入少量氯离子会引起 :+;: 效应的进一步增强［( $ >］，而另一些体系中加入少量氯离子会引起
:+;: 效应增强因子的降低［? $ !!］，至今还没有对氯离子添加引起 :+;: 效应的清楚的理解，因
而妨碍了 :+;: 效应及氯离子添加引起进一步增强的广泛应用。本课题组通过总结大量实验
及文献结果的再分析发现，氯离子在 :+;: 体系中的作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 :+;: 体系内
的吸附分子为阴离子型分子时，加入氯离子则 :+;: 效应减弱；当 :+;: 体系内的吸附分子为
阳离子型分子时，加入氯离子则 :+;: 效应增强。由此笔者猜想氯离子在阳离子型分子 $ 银
胶体系内所起的作用是搭桥，即通过氯离子使得阳离子型分子能化学吸附于银胶粒子表面，从
而使得 :+;: 效应进一步增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实验以验证桥作用的猜想，
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此课题组认为纳米银的不同电性以及被吸附分子的不同电性
能直接影响分子在纳米银上的吸附，从而对 :+;: 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制备表面带负
电的纳米银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未见使用表面带负电的胶态纳米银进行 :+;: 效
应研究的报导。本文报道负电性胶态纳米银的制备、透射电镜结果、光吸收谱及 :+;: 效应。

" 实验方法及结果
负电性胶态纳米银（@:A）用单宁还原硝酸银制备，具体过程为：将 ’ ,B 的 ! 7 %C =D@<# 溶
液用水稀释到 !"" ,B，先加入 ! ,B 的 !C 单宁溶液，再加入 #( 滴 !C 的 E’ A<# 溶液，得到红棕
色的银溶胶。实验中所用的溶剂均为二次去离子水，该胶态纳米银经电泳实验证实表面带负
" 通讯联系人，+,-./：0.,.123415 ’!617 68,
收稿日期：’""! $ "! $ ’*；修回日期：’""! $ "* $ ’*。

第B期

司民真等：负电性纳米银的制备及性质研究

BML

电。
!!"

透射电镜
图 " 为负电性胶态纳米银的透射电镜照片。由图 " 可见，所制得的纳米银粒子粒度分布

均匀，平均粒径为 "" #$。图 % 给出纳米银的粒子数按粒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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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的透射电镜照片（ ? "@@@@）

0*1! "

纳米银的粒子数按粒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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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光谱

图 A 是负电性胶态纳米银稀释 "@@ 倍后所得的吸收光谱，从图中可见吸收峰的峰值为 B%%
#$，半高宽为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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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稀释 "@@ 倍后的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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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分子吸附在纳米银上的 E9DE 谱

" ! 亚甲兰；% ! 邻菲罗邻；A ! 碱性品红
0*1! B

E9DE 67 $6,-+5,-2 ’) #’#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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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DE 谱
A ! 05+<2*# 4’2*+!
由于纳米银的表面带负电，为研究它与各种分子的相互作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 E9DE 活
性，特选取含孤对电子的邻菲罗邻、阳离子型分子碱性品红和亚甲兰，阴离子型分子吲哚丁酸

!!#

作为吸附分子。所有的试剂均用二次去离子水配制到适当的浓度待用，测量仪器为 :IJ =
"@@@ 型显微拉曼光谱仪，实验中以 A $K、G"B ! G #$ 的激光入射到毛细管样品池上。实验中检
测到中性、阳离子型分子的 E9DE 谱（图 B），但未检阴离子型分子的 E9DE 谱。图 B 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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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亚甲兰、邻菲罗邻和碱性品红分子吸附在负电性纳米银上的 !"#! 谱，从图中可见当这
些分子吸附在负电性纳米银上时都具有较强的 !"#! 谱。该胶态纳米银在室温下放置 $ 个月
后，用碱性品红吸附检验仍具有较强的 !"#! 谱。

! 分析讨论
从实验结果可见，用该方法制备的银粒子是表面带负电的纳米银粒子，纳米银的粒径分布
均匀，绝大部分粒子的半径为 %& ’(，平均粒径为 %% ’(。该纳米银在 )** ’( 处的吸收峰与文
献报道过的胶态纳米银的吸收峰相近。由于纳米银的表面带负电，与阳离子型分子碱性品红
和亚甲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的库仑引力，分子能物理吸附进而化学吸附在纳米银上，从
而获得较强的 !"#! 谱。对阴离子型分子吲哚丁酸来说，它与负电性的胶态纳米银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相互作用的库伦斥力，分子不能吸附在纳米银上，故没有观测到分子的 !"#! 谱，而
正电性纳米银上却能观测到该分子的较强 !"#! 谱［%+］。有人研究过 +, - 胞苷酸（+, - ./0）分
子吸附到电极表面的情况［%)］，在较正的电极电位下（ - & 1 % 2），电极表面带正电，分子通过带
负电的磷酸根吸附到电极的表面，此时只观察到较强的与磷酸根有关的振动带，当电极电位在
- & 1 3 2 时，+, - ./0 中的胞嘧啶基团被吸附到电极的表面而磷酸根远离电极，所以只观察到
胞嘧啶的 !"#! 谱。这与上面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对中性分子邻菲罗邻，尽管含有孤对电
子，其与负电性的胶态纳米银之间也存在着的相互作用的斥力，但由于纳米银表面的微结构不
同，其结果总有部分的分子能吸附在纳米银上，从而观测到分子的 !"#! 谱。由此可见，在
!"#! 研究中，能否获得 !"#! 谱，不仅与吸附分子的电性有关，而且还与纳米银的表面电性有
关。在 !"#! 研究中，根据分子的电性，选取不同电性的纳米银，从而获得较强的 !"#! 谱，这
无疑会扩大 !"#! 的研究范围。有关负电性纳米银与其他分子的相互作用正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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