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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 导电玻璃上制备定向细菌视紫红质（ *L）电泳沉积膜或 M* 膜组成光电池系统，在短脉冲激光照射
下，测定其脉冲响应光电压；在间断光照射下，测定其对光强变化产生的微分响应信号。对脉冲光电响应和微分
响应的机理及其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认为脉冲响应是 *L 分子内部生色团快速光极化引起的电荷分离和希
夫碱及其周围氨基酸去质子化和再质子化过程引起的质子定向运输产生的位移电流，是一个快反应过程，是微分
响应的早期反应和基础。微分响应则是由于菌紫质的光驱动质子泵产生的连续质子流在光开和光关瞬间引起光电
池系统充放电以及测量电路的耦合特性引起的，是一个慢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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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视紫红质（ FAI0/ND=NO=P=HJDK，*L）属于视蛋
白家族（视紫红质，盐视紫红质，传感视紫红质等）
的一员，在分子组成上都是由一个生色团———视黄
醛
（ N/0DKA?）和一条七次折叠的 !螺旋氨基酸链组成，
但由于其特殊的空间构象方式使其具有光驱动质子
泵功能。*L 在光作用下能产生电信号，这一现象
在早期研究 *L 光驱动质子泵特性时就已发现。当
*L 引入人工膜，并施以稳定连续光照时，将产生
跨膜质子流。由于膜周围磷脂双层较好的绝缘性，
质子梯度不会很快通过浓度扩散而消失，于是在膜
两侧产生了电势。这种直流光电效应是紫膜光合成
过程的主要步骤［5］。若用一个瞬间光脉冲照射于
*L 膜 上，则 可 引 起 一 个 快 速 瞬 时 光 电 响 应 信
号［$，7］。对于间断光的照射，*L 还可以表现出对光
强变化的微分响应特性［6，"］。*L 的上述光电效应已
有大量的研究报道，对脉冲响应的理论分析基本比
较清楚，认为是 *L 分子内快速电荷分离及质子运
动产生的位移电流，并且认为这种电荷运动与 *L
的光循环过程密切关联［7］。对微分响应的理论解释
则一直存在争议或不足之处，相比之下这方面的实
验乃至应用研究却比较多［9，&］。-=KQ［6］提出的 *L
膜等效电路模型可以解释 *L 的微分响应，但其等
效电路很复杂，其中的许多电路参数也难以确定。
RAKQ［"］研究了不同定向的 *L 膜对脉冲光和间断光
的响应特性，认为微分响应与脉冲响应是相关的，
微分响应是由脉冲响应中的慢变化成分引起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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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慢变化成分的来源和确定因素没有说明。本
文在 *L 膜光电池器件对脉冲光和间断光的光电响
应实验基础上，结合前人的部分理论结果，对 *L
的光电响应机理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理论模
型，对脉冲光电响应和微分响应给出了一种新的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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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A0/NDA?J AKP ./0O=PJ）

*L 从 嗜 盐 菌（ !"#$%"&’()*+, -"#*.")*+, ）品 系
L5 .5 中按常规方法制备。分别采用了电泳沉积和
（ M*）拉膜法，在 +), 导电玻璃上沉
MAKQCSDN:*?=PQ/00
积定向 *L 薄膜，其制备过程参见文献［#，%］。两种
*L 膜在 +), 导电玻璃上的定向均为 +), ; (1:T( 型，
即紫膜的胞质面与 +), 导电面接触。分别将电泳沉
积紫膜和 M* 膜的 +), 导电玻璃与另一电极（对电
极）组成夹电解质结构光电池，器件结构如图 5 所
示。电泳沉积膜的对电极仍为 +), 导电玻璃，聚四
氟乙烯隔圈中的电解质为 5 C=? ; M U(? 配制的 ! > 9V
琼脂糖凝胶，H- &。*L:M* 膜器件的对电极为镀金
的铜印刷电路板，电解质为 5 C=? ; M U(? 溶液，H&。整个夹层结构用胶密封，固定在铜盒中电磁屏
蔽。器件的有效光照尺寸为 " " CC，输出电信号直
接接入示波器，沉积 *L 膜的 +), 电极接地，对电
极接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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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激光由调 : 倍频 ;<：=4> 激光器（ ?1.2.8%
)3/ "8<7/2@)-/ "82-@8A2).8A* "83 9 ， BC!， DCE%FG%HFI4
型）产生，波长 HFI 8+，脉宽 JGG 8/，重复频 率 J
KLM，平均功率 HNG +O。间断光由连续卤钨灯照射，
经透镜组汇聚到 &’ 上，用挡板手动斩光，光功率
约为 FGG +O。&’ 光 电 池 产 生 的 电 信 号 直 接 由 J
DLM 数字示波器（ #-K2@.8)P "83 9 ，BC!，#ECQRG& 型）
测量。函数发生器（上海无线电仪器厂，CJGJ 型）可
以产生周期可变的标准方波信号，用于模拟微分响
应信号的产生和说明示波器 E6 与 !6 耦合对测量
波形的影响。

F 结果和讨论（ ’-/7*2/ A8< E)/37//).8）
&3 对脉冲光的响应
用脉冲激光照射 &’ 所产生的光电响应信号是
一个双极性信号（一个较快的负信号 &J 和一个较慢
的正信号 &F），如图 F 所示。这种特性是由 &’ 的结
构决定的。&’ 的表面结合有二价金属阳离子、带电
的氨基酸和极性磷脂，构成了膜表面电荷的不对称
分布。由这种电荷不对称分布产生的偶极矩从胞质
指向胞外。光照时，视黄醛发生快速的全反到 JN 顺
光学异构化，视黄醛内电子云迅速极化引起电荷分
离，电荷分离方向如图 N（ !）所示。这种快速的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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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变化使膜胞质面（ 6?）相对于胞外面（ T6）具有正
电势，于是形成电池内部从正极流向负极，外电路
为负极到正极的位移电流，即形成负信号 &J 。随
后，质子泵启动，质子从希夫碱传递给质子受体
!/0RH ，由质子释放基团泵出胞外；质子供体 !/0UQ 则
将一个质子传递给希夫碱，!/0UQ 从胞外吸入一个质
子。最终的结果是将质子从胞内泵向胞外，如图 N
（&）所示，在电池内部正电荷从负极流向正极，外
电路从正极流向负极，形成正信号 &F 。
% $ % &3 对间断光的响应
&’ 膜光电池对间断光的响应情况比较复杂，
是否出现微分响应不仅与器件的构成有关，而且还
与测量的方法有关。实验中发现，电泳沉积 &’ 膜
器件没有微分响应；&’%4& 膜器件有微分响应，但
与示波器采用的耦合方式有关，图 V（ !）和图 V（ &）
分别为用示波器 E6 耦合与 !6 耦合所测的波形，
在 !6 耦合条件下测到了微分响应。由于测量时的
其他条件均相同，仅是示波器的耦合方式不同，因
此这可能是同样的光电响应波形（方波）由于测量条
件不同产生的变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我们做了
如下的实验：用 CJGJ 型函数发生器产生一个序列
方波信号，周期 J /，分别用示波器 E6 和 !6 耦合
测量其波形，结果如图 H 所示。可以看到，方波信
号经示波器 E6 耦合测量得到的 基 本 上 还 是 个 方
波；而用 !6 耦合测得的则是方波信号的微分信号。
实际上，在示波器内部，!6 耦合不同于 E6 耦合的
差别是在信号输入端串接了一个高通滤波电容器，
它对直流和慢变信号有阻隔作用，从而可以使快变
信号通过。E6 耦合则可以使低频和高频信号都能
通过。因此根据图 V 的测量结果，我们推测在间断
光的照射下，&’ 光电池的原始响应应该是接近光
强变化波形的近似方波。这种响应过程实际上就是
光驱动质子泵的开启和关闭过程，只是开启和关闭
的速度不够快，其中包含着 &’ 光电池器件内部的
一些弛豫过程（见 F 9 N 节）。任何光电器件只要对间
断变化光强有方波响应，在其输出端串联一个高通
滤波电容器就可以产生微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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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响应与脉冲响应的关系

对不同 -/ 膜光电池器件的光电响应波形比较
发现，-0 组分的波形基本不变，与激发光脉冲的时
间相当；而 -1 组分的波形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
异是造成器件是否有微分响应的原因。从图 1 可以
看到，电泳沉积 -/ 膜器件的 -1 组分相对小而衰减
得快，而 -/23- 膜器件的 -1 组分相对大而且衰减
得缓慢。这造成了前者无微分响应而后者有。这说
明 微 分 响 应 与 -1 波 形 直 接 有 关 。4%56［7］ 和

8956［:］对 -1 组分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 -1 组分
实际上是由一个较快的成分 -（仍用
-1 表示）和两
1
个慢成分 -; 、-; <组成的。引用他们的结果，在我们
的模型中可以对这三个成分进行很好的解释。-1 成
分是光照射 -/ 后产生的快速质子位移电流，它发
生在膜内和膜表面附近，是一个正信号。它与 -0 成
分相似，只与 -/ 分子的属性有关，也就是说，对所
有的 -/ 膜器件，-0 和 -1 的极性和组成比例是一定
的，差别在于 -; 和 -; <。-; 的形成我们认为就是光
电池的充电过程，即光驱动质子泵形成的质子传导
电流从负极向正极流动，对光电池充电。光电压的
上升沿或微分响应的正脉冲即由 -; 决定，它也是
个正极性信号。-; < 的存在我们认为是光驱动质子
泵在膜两侧建立的质子梯度通过浓度差扩散形成的
反向电流，由于紫膜的高阻，所以它是一个很慢的
负极性信号。当光照去掉时，光电池放电，其中一
路从正极通过外电路向负极放电，另一路则是通过
-; < 成分放电，所以光电压的下降沿或微分响应的
负脉冲与 -; < 有关。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 -/23膜器件的脉冲响应信号分解为图 = 所示的几个成
分。对电泳沉积 -/ 膜器件，其 -; 和 -; < 成分非常
小，所以没有测到微分响应信号。
-; 和 -; < 与什么有关？从本实验中可以看到它
可能与电解质和对电极有关。-/23- 膜器件用的是
液体电解质和金电极；而电泳沉积 -/ 膜器件用的
是胶体电解质和 >?@ 电极。但比较我们以前的结
果［0A，00］，可以排除是电解质形式的影响。因为如果
把对电极用铜电极代替，我们在电泳沉积 -/ 膜器
件上同样可以测到微分响应信号。所以 -; 和 -; < 与
对电极有关。
基于定向 -/ 膜的光电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光
电响应系统，其光电响应特性不仅与 -/ 分子的属
性有关，还与 -/ 所处的环境以及电极材料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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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分子本身的特性是在受光激发后，视黄
醛发生快速电荷分离产生负极性位移电流信号并触
发 !" 光驱动质子泵功能；希夫碱及其周围氨基酸
经过一系列的去质子化和再质子化过程引起质子从
膜内侧向膜外侧运输产生质子位移电流，这是一个
快速的光反应过程，在 !" 膜内完成。随后发生的
过程是光驱动质子泵产生的连续质子传导电流通过
电解质对光电池充电，以及光作用消失后光电池通
过外电路和内部的放电过程，这是慢变化过程。这
两个过程是 !" 膜光电池器件在连续光照射下产生
直流电流以及在光强变化产生微分响应的原因。我
们从实验上证明，测量电路的耦合特性以及对电极
材料的属性对是否能测量到微分响应信号也有直接
的影响。!" 的脉冲响应与微分响应机理既有区别
又相互关联，脉冲响应是微分响应的早期反应和基
础，脉冲响应信号中 !# 和 !# $成分是否出现决定了
器件是否有微分响应特性。!# 和 !# $ 成分除了和电
解质特性、%& 值等 !" 膜所处的环境因素有关外，
还与对电极材料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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