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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发展及生物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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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接触调频模式原子力显微镜(AFM)可实现高分辨成像，其探针针尖与样品间的相互作用力非常小，能

最大限度减少样品形变。本文综述非接触调频模式原子力显微镜在真空和溶液中的高分辨成像发展，并以
DPPC 磷脂双分子层和人类免疫球蛋白 IgM 为例，介绍了该系统在生物结构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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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显微镜(AFM)是用探针针尖和样品表面
原子间的范德华力呈现样品表面特征的扫描探针显
微镜，能对金属、半导体和绝缘体表面进行成像。
在材料科学领域，AFM 为了解材料的表面形貌特征
提供了直接依据；在生物领域，AFM 对不同环境下
生物分子结构在纳米尺度上的成像发挥了重要作
用[1–3]。AFM 的成像模式有接触模式、轻敲模式和
非接触调频模式。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具有分子
和原子级别的成像分辨能力[4,5]，样品几乎不受到影
响和损伤，即使对软物质表面也能进行高分辨成像，
从而使 AFM 的应用跨前了一步。

1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真空中的高分辨
成像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成像原理是：当探针
靠近样品表面时，由于范德华力的作用，探针悬臂
的共振峰会发生偏移，探测该频率偏移并维持其恒
定，可进行反馈成像[5]。系统流程如图 1 所示。非
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成像参数为探针悬臂振幅、
成像频率偏移和频率偏移基准。为实现高分辨，通
常先设定频率偏移基准为零，再细微调节探针悬臂
振幅和成像频率偏移，优化成像条件。须注意的是，
探针悬臂振幅减小时，最大成像频率偏移会增加。

图 1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系统流程图
Fig.1 Schematics of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图 2(a) 为 扫 描 隧 道 显 微 镜 (STM) 对 硅 晶 体
(111)-(7×7)表面的成像图(横坐标为扫描范围)，每一
硅晶格呈菱形，含有 12 个硅原子，菱形对角线分别
为 4.66 和 2.69 nm；图 2(b)是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真空中对该样品表面的高分辨成像图，图像中上

部可清晰分辨出单个硅原子和五个硅晶格，且每个
晶格内硅原子的排布情况与扫描隧道显微镜图像一
致。这也证实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真空中可实
现对晶体表面原子级的分辨率。图中分辨率较低的
部位，由系统稳定性和探针尖端的多针尖现象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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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开始时是多针尖探针，成像分辨率不高；扫至
中上部时，多针尖变为单针尖，信噪比大大提高，
从而实现了原子级的分辨率。表明虽然非接触调频
模式 AFM 实现了在真空中对平整晶体表面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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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辨率成像，但将它应用于单个、起伏较大的单
分子成像会遇到技术瓶颈，即系统的稳定性和探针
尖端的锐利程度。

图 2 硅晶体(111)-(7×7)表面的 STM 图像(a)和真空中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图像
Fig.2 Images of Si(111)-(7×7) surface by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a),
and by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in vacuum(b).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难以实现单分子的高分
辨成像，这是因为单个分子在纵向上起伏较大，很
易由于系统不稳定导致探针针尖与样品表面的接
触，使样品变形甚至损坏，同时探针锐利的针尖也
被破坏。最近，科研工作者将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放入真空超低温环境中，实现了单分子成像[6]，由
于温度仅为 5 K，探针悬臂的热漂移非常小，系统
稳定性大大增强。另外，探针尖端吸附一氧化碳分
子，可得到更锐利的尖端[7]，从而避免出现多针尖，
使成像过程中始终保持单针尖扫描样品。同时，为

达到高分辨成像，探针针尖与样品表面必须十分接
近，因此，探针悬臂得以非常小的振幅稳定振动，
须选择悬臂弹性系数很大的探针进行成像。图 3(c)
和(d)为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真空低温环境下实
现对铜(111)表面上五苯环的单分子超高分辨成像[6]，
与图 3(b)中扫描隧道显微镜对该样品的成像图像相
比，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可清晰分辨出组成每个苯
环的各个原子。证实了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真
空低温下实现了对单分子的超高分辨成像，为其结
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图 3 五苯环模型(a)与五苯环的 STM 图像(b)，真空低温下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单分子级分辨成像(c,d)
Fig.3 Model (a) and STM image (b) of the pentacene molecule, and single molecule resolution of pentacene molecule
by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AFM in vacuum and cryo-temperature (c,d).

2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溶液中高分辨成
像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高分辨成像能力，且
其探针与样品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小，故在生物学研

究中的受到青睐，同时，为保持生物样品(如磷脂双
分子层、蛋白质等)的结构，需在生理环境中进行成像。
AFM 的接触模式和轻敲模式实现了对磷脂
双分子层、DNA、蛋白质等生物样品在溶液中的成
像[8–13]，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有用信息。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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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生物大分子至今尚未实现纳米/亚纳米级分辨
率的突破，其解析能力和应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对于接触式 AFM，即便使用最软的悬臂探针(弹性
系数 k ≈ 0.01 nN/nm)，由于悬臂本身的热噪声和仪
器本底噪声，实现稳定成像所需的力再小也得
10–50 pN，而高分辨需很尖锐的探针，则形成的压
强很高。例如，若分辨率为 1 nm，直接接触的面积
约 1 nm2，若接触力为 10 pN，其压强约为 100 大气
压。自然状态下的蛋白分子及生物样品的杨氏模量
较小，此压强将导致生物样品的巨大形变，甚至破
坏生物分子结构；还将导致尖锐探针顶端损坏，降
低系统的点分辨能力。这是接触模式和轻敲模式
AFM 无法对生物大分子获得超高分辨率图像的根
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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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较高的灵敏度、较
小的探针与样品间的接触力，Fukuma 等[14,15]发展了
一套适合在生理环境中成像的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系统。众所周知，激光二极管的主要噪音来源
于模跳跃(mode hopping)，对于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成像，尤其是微振幅操作，这个噪音造成震荡
回路偏离，直接导致系统失稳。为了尽可能减小甚
至消除此类噪声，射频干涉是有效方法之一。如图
4(a)所示，在激光驱动信号中耦合一个 300 MHz 的
射频信号，快速关闭激光二极管，从而减少模跳跃
效应。前置处理电路中的带通滤波器则减小电路噪
声，提高信噪比。通过硬件改进，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溶液中对云母成像就能达到原子级分辨
率 [15](图 4b)。

图 4 溶液中成像的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系统图(a)及其对云母的原子级分辨率图像(b)
Fig.4 Schematics of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for imaging in solution (a)
and the atomic resolution of mica by this system (b).

3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生物结构研究中
的应用

常规模式 AFM 实现了大范围磷脂双分子层[12]、
不同磷脂混合双分子层 [13] 及磷脂双分子层不同相
变的成像[16]，但对磷脂头部排布结构一无所知。非
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溶液中实现了对磷脂双分子
层 DPPC 的高分辨成像[17]。DPPC 磷脂双分子层由
两条十六个碳原子组成的碳链和一个磷脂头部组
成。如图 5，每个磷脂头部排布成六边形形状，通
过 A 到 B 的长度和高度测量可知，磷脂头部中心距
离为 0.49 nm。DPPC 磷脂双分子层磷脂头部的结构
信息，为研究其功能提供了有力证据。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在生理环境中实现了对
单个蛋白大分子的高分辨成像[18,19]。我们知道，蛋
白质是细胞中的主要功能分子，发挥多种多样的功
能，如催化作用、参与生物体内新陈代谢的调剂作

用、运输代谢物质的作用等。而人类免疫球蛋白是
对人体免疫功能有重要作用的一种蛋白质，对其结
构的解析具有重要意义[20,21]。图 6 为非接触调频模
式 AFM 在溶液中对人类免疫球蛋白 IgM 的高分辨
成像 [18] ，每一个分子呈中间凸出的结构，高度~6
nm，图像分辨率~2 nm。表明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可在溶液中对单个蛋白大分子实现高分辨成像，为
它在生物结构学的应用拓宽了道路。
4

结论与展望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的发展为我们在纳米尺
度上的研究提供了有用工具，也为生物结构学的研
究提供了直接依据。
对于生物大分子结构，10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分辨率指标，蛋白大分子的二级结构，通常都需 10Å
或稍高(亚纳米)的分辨率才可明确解析。从这个意
义上说，对于分辨率从 15Å 增至 10Å，对于结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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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的意义就能成指数级上升，因为与机理相关的
结构变化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大多在这个结构层
次上发生。所以，在生理条件下实现蛋白大分子以
及细胞表面膜(生命科学中最具挑战的复杂结构之
一)的纳米/亚纳米级高分辨率成像，是单分子结构

465

生物学的重要目标之一。相信不久的将来，通过仪
器的发展，必然可对生物样品实现 10Å 以上的分辨
率，从而对基础生物学、新药研发以及生物学核心
科学命题作出贡献，并进而发展成为结构生物学中
一个重要的普适技术方法。

图 5 非接触调频模式 AFM 对 DPPC 磷脂双分子层的高分辨成像
(a) 在溶液中的成像图，可分辨出单个磷脂头部，(b), (c) 测量磷脂头部中心距离为 0.49 nm
Fig.5 The high resolution imaging of DPPC bilayer in solution by non-contact-frequency modulation AFM.
(a) The high resolution image of DPPC bilayer in solution by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The single headgroup is
seeable, (b, c) The central distance of two headgroups is 0.49 nm by lateral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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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iology
LI Lin

ZHANG Jinjin

HU Jun

(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1800, China)

Abstract

Performance and imaging mode of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have been i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now AFMs are operated in contact mode, tapping mode, or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mode. A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achieves high resolution, and the sample distortion is greatly reduced
because of the very small interaction force between the tip and sample. In this paper, we give a review on high
resolution imaging of non-contact frequency-modulation AFM in vacuum and in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for better
application in biology. Applications of the system in structural biology using the DPPC bilayer and IgM are given as
samples.
Key words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Non-contact, High resolution, Frequency mod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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