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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物上P(StＧHEA)光子晶体结构生色薄膜的制备

郭　勇,周　岚,邵建中,刘国金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无皂乳液聚合法,以苯乙烯(St)和丙烯酸羟乙酯(HEA)为共聚单体,过硫酸铵(APS)为引发剂制

备P(StＧHEA)胶体微球,然后以其为结构单元,应用垂直沉积法在棉织物上构建 P(StＧHEA)仿生光子晶体结构.

利用马尔文动态粒度测试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测定和观察P(StＧHEA)胶

体微球的粒径、单分散性及形貌结构,利用FESEM 观察棉织物上 P(StＧHEA)光子晶体的表面形貌,通过三维视频

显微镜、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仪和多角度分光光度仪表征 P(StＧHEA)光子晶体结构色的生色效果.研究结果表明:

随St用量减少、HEA用量增加或 APS用量增多,P(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增大;微球分布均匀、球形度良好,呈现

典型的软壳Ｇ硬核结构;棉织物表面P(StＧHEA)光子晶体为三维面心立方结构,呈现出鲜艳明亮、色彩均匀且虹彩明

显的仿生光子晶体结构色.

关键词:P(StＧHEA)胶体微球;光子晶体;结构色;垂直沉积法;棉织物

中图分类号:TS１９５．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３８３Ｇ０７

０　引　言

根据颜色产生的机理,可以将颜色分为两大

类[１Ｇ２]:化学生色和物理生色.化学生色又称色素着

色,主要是利用染料或颜料等色素分子通过选择性

吸收和反射特定频率的光而产生颜色[３].目前纺织

品或纤维染色主要通过化学生色实现着色,这种着

色方式对水资源需求量大、环境污染严重且纺织品

或纤维经过长时间使用后易褪色.而物理生色主要

由物体自身特殊组织结构与自然光发生干涉、衍射、
散射等一系列作用形成的一种视觉效应,又称为结

构色[４].结构色,如蝴蝶的翅膀、多彩蛋白石的颜色

等,通常具有高亮度、高饱和度、永不褪色、虹彩现象

和偏振效应等常规色素着色不具备的特点.同时,
若能保证生色结构的稳定性,其结构色将永远存在.
如今,结构生色已越来越受到科学界和工程界的重

视[５Ｇ６],在纺织染整领域也备受关注,有望成为传统

化学色素着色的重要补充.
光子晶体结构生色是产生结构色常见的方式之

一.光子晶体[７]是一种在光学尺度上呈现出周期性

介电结构的人造晶体,其典型特征是具有光子禁带

结构,落在光子禁带中的光将不能被传播.如果光

子禁带落在可见光区域内,一些特殊波长的可见光

将无法透过光子晶体结构,而在其表面发生反射,并
进一步形成衍射.当反射出来的光线被人眼捕获

后,就可以显现出鲜艳明亮的结构色效果[８].在纺

织品表面以纳米微球为结构单元进行自组装来构造

光子晶体结构从而获取结构色的研究引起了染整工

作者的密切关注[９Ｇ１１].到目前为止,采用胶体微球

自组装技术在纺织品上构造结构色光子晶体时所采

用的基底主要为涤纶和真丝等长丝纤维材料[１２Ｇ１３],
在棉等短纤织物表面构造光子晶体而获得结构色效

果的研究和报道屈指可数.
本文旨在制备粒径可控、单分散性优良的聚(苯



乙烯Ｇ丙烯酸羟乙酯)(P(StＧHEA))胶体微球,采用

垂直沉积自组装法在棉织物上构建 P(StＧHEA)结
构色光子晶体,探究聚合反应参数对胶体微球粒径

和单分散性的影响,探讨所得胶体微球的形貌和结

构,分析自组装所得光子晶体的排列状况和晶体学

结构以及表征了结构色在棉织物的着色效果,为仿

生结构生色技术在短纤织物上应用做了一些有意义

的探索工作.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实验材料与仪器

主要材料:苯乙烯(St,分析纯,天津市永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丙烯酸羟乙酯(HEA,分析纯,阿拉

丁试剂),过硫酸铵(APS,分析纯,上海弘顺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去离子水(电导率１８MΩ/cm,实验室自

制),黑色棉织物(斜纹,厚度０．３５mm,克重２９４g/m２,
市场购买),氮气(纯度９９．９９％,杭州今工特种气体

有限公司).
主要仪器:FA２２０４B型电子天平(杭州科晓化

工仪器设备有限公司),CTHIＧ１００B型恒温恒湿箱

(施都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HHＧ６０１型超级恒温

水浴锅(金坛区西城新瑞仪器厂),JJＧ１B型恒速电

动搅拌器(金坛区西城新瑞仪器厂),FRQＧ１００２T型

超声波清洗机(杭州法兰特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JudgeＧⅡ型标准光源箱(美国XＧRite公司),Mastersizer
２０００型马尔文动态粒度测试仪(英国 Malvern公司),

ULTRA５５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

JEM２１００型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日本电子株式

会社),KHＧ７７００型三维视频显微镜(日本浩视有限

公司),Lambda９００型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仪(美国

PerkinElmer公司),EOS６００D型数码相机(日本佳

能集团),M９８型多角度分光光度仪(爱色丽(亚太)
有限公司).

１．２　P(StＧHEA)胶体微球的制备

采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单分散P(StＧHEA)胶
体微球.在带有温度计、冷凝管、氮气保护和机械搅

拌的５００mL四口圆底烧瓶加入一定量的苯乙烯、丙
烯酸羟乙酯及去离子水,设定搅拌速度为３５０r/min,
待温度达到７０℃时,加入一定量的过硫酸铵并开始

计时,反应４h后冷却至室温收料.在微球制备过程

中,全程冷凝回流并加氮气保护.通过改变聚合反应

单体及引发剂的用量,制备不同粒径的P(StＧHEA)
胶体微球.

１．３　P(StＧHEA)结构色光子晶体的制备

以P(StＧHEA)胶体微球为结构单元,采用垂直

沉积法[１４]在棉织物上自组装构建结构色光子晶体.
先配置２０wt％的P(StＧHEA)胶体微球分散液,经
超声处理１０min后倾倒于方形玻璃器皿中,然后将

已裁剪好的平整黑色棉织物垂直插入胶体微球分散

液中,再将其放置于温度为７０℃、湿度为６０％的恒

湿恒温箱中,待溶剂完全蒸发后,便可在棉织物上制

得P(StＧHEA)结构色光子晶体.

１．４　测试与表征

应用马尔文动态粒度测试仪测定 P(StＧHEA)
胶体微球的粒径及其单分散性,应用 FESEM 和

TEM 观察P(StＧHEA)胶体微球的形貌和结构,应
用FESEM 观察棉织物的表面形貌和 P(StＧHEA)
结构色光子晶体的排列状况,应用三维视频显微镜

观察棉织物的表面形貌及光子晶体结构色,应用紫

外Ｇ可见分光光度仪观测光子晶体结构色的反射率

曲线,应用数码相机在 D６５标准光源箱下拍摄光子

晶体结构色,应用多角度分光光度仪表征光子晶体

结构色的虹彩现象.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聚合反应参数对P(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及

其分布的影响

P(StＧHEA)胶体微球的粒径主要取决于参加

无皂乳液聚合反应的单体以及引发剂的用量,因此,
本节分别研究了苯乙烯(St)、丙烯酸羟乙酯(HEA)
和过硫酸铵(APS)的用量对 P(StＧHEA)胶体微球

粒径及其分布的影响,结果如图１—图３所示.
图１显示了St用量对P(StＧHEA)胶体微球粒

径及其分布的影响.当单体 HEA 和引发剂 APS
的用量不变时,随着St的用量从７５．０g/L增加到

１２５．０g/L,胶体微球的平均粒径从２８０．０nm 逐渐

减少至１８９．８nm.这是因为在聚合体系中单体

HEA含有—OH 的分子链段的数量保持不变,而来

自苯乙烯中的—C＝C—数量不断增加,使得—C＝
C—与反应的分子链段数目减少,反应速率增大,聚
合物含量降低,胶体微球的壳层厚度减小.同时,一
部分带有—C＝C—的St和带—OH 的 HEA 在胶

体微球内会以“均相沉淀成核”的机理共聚,随着胶

体微球数量的增加,St会在微球内变小,空间位阻

效应增 强,P(StＧHEA)胶 体 微 球 的 粒 径 则 会 变

小[１５].此外,随着St量的增加,在一定的范围内,
胶体微球的单分指数(PDI)普遍小于０．０８,表明微

４８３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球稳定性和单分散性良好.已有众多研究[１６Ｇ１７]表明

PDI不超过０．０８的胶体微球较适合于构造生色效

果优良的光子晶体结构.

图１　St用量对P(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

及其分布影响曲线图

图２显示了 HEA 用量对 P(StＧHEA)胶体微

球粒径及其分布的影响.当单体St和引发剂 APS
的用量不变时,HEA 的用量从１０．０g/L 增加到

２０．０g/L,微球的平均粒径从 １８９．８nm 增加到

２８０．３nm.HEA 是一种亲水性较强的功能单体,
增加 HEA用量加大了其参与聚合反应的几率,体
系中聚合物含量就会增加,在相界面上形成的—

OH 与水相中的水分子之间形成的水化层也会变

厚,胶体微球的壳层厚度增加,微球粒径变大[１８Ｇ１９].
另外,随着 HEA用量从１０．０g/L增加至２０．０g/L,
胶体微球的单分指数普遍小于０．０８说明制备所得

P(StＧHEA)胶体微球在乳液内分布均匀,适宜于后

续自组装构造结构色光子晶体.

图２　HEA用量对P(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

及其分布影响曲线图

图３为引发剂 APS用量对P(StＧHEA)胶体微

球粒径及其分布的影响.当单体St和 HEA 的用

量不变时,APS的用量从０．５g/L增加到１．５g/L,
微球的平均粒径从１８９．８nm 逐渐增至３０８．４nm.
这是由于随着 APS用量的增加,自由基的数量也随

之增加,聚合物微球不断地在水相中生成且分子质

量也不断增大,同时体系中离子强度也增大,胶体微

球之间的静电力变弱,聚合体系稳定性变差,微球之

间更易发生聚合形成稳定性较好、粒径更大的胶体

微球[２０Ｇ２１].同样地,制备所得胶体微球的单分散指数

不超过０．０８,说明当 APS的用量在０．５~１．５g/L
内,P(StＧHEA)胶体微球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可
满足后续规整光子晶体结构的构建.

图３　APS用量对P(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

及其分布影响曲线图

２．２　P(StＧHEA)胶体微球的形貌表征

应用FESEM 和TEM 观察P(StＧHEA)胶体微

球的形貌,如图４所示.P(StＧHEA)胶体微球大小

均一且球形度良好,特别在 TEM 图像中,可以清晰

观察到胶体微球具有明显的核壳结构,壳层厚度大

约为４５nm(插图白色方框).带有—OH 的 HEA亲

水性较强,会促使—OH存在于P(StＧHEA)胶体微球

表面即壳层,而疏水性较强的PSt趋向成为核层[２２].
因此,制备所得P(StＧHEA)微球是以疏水性的PSt为

核,亲水性的PHEA为壳的核壳型纳米微球.

图４　P(StＧHEA)胶体微球FESEM 和 TEM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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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StＧHEA)胶体微球表面充满—OH 基

团,在一定组装条件下可促使光子晶体结构基元中

的微球间形成氢键,加强相邻微球之间的联结作用,
有助于提高光子晶体结构的稳定性.另外,如图５
所示,DSC测试表明 P(StＧHEA)胶体微球分别在

６５℃和１０６℃存在两个玻璃化转变温度点.其中,

６５℃对应于PHEA的玻璃化转变温度,１０６℃对应

于PSt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壳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低于核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这也佐证了所得 P
(StＧHEA)胶体微球具有软壳硬核特征.在接近于

PHEA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下进行自组装,可使微球

的PHEA壳层变得粘弹,不仅可以显著增强光子晶

体内部微球基元之间的粘结性,而且位于光子晶体

结构底层的微球也会与棉纤维之间形成粘连.这既

保证了P(StＧHEA)光子晶体结构的稳定性,也提高

了光子晶体结构与纺织基底间的结合度.

图５　P(StＧHEA)与PSt胶体微球玻璃化转变温度曲线图

２．３　棉织物上P(StＧHEA)光子晶体的表面形貌

采用FESEM 观察自组装前后棉织物的表面形

貌,如图６所示.图６(a)为P(StＧHEA)胶体微球自

组装前的棉织物,可以清晰的观察到棉织物表面粗

糙不平,存在明显的空隙,纱线相互缠绕,纤维表面

呈现出明显的“皱纹”;图６(b)为 P(StＧHEA)胶体

微球自组装后的棉织物表面,与图６(a)对比可观察

出棉织物表面空隙已被光子晶体结构覆盖,放大后可

在纤维表面观察到明显的微球聚集体(插图所示).

图６　P(StＧHEA)胶体微球自组装前后

棉织物的FESEM 照片

图７显示了不同粒径 P(StＧHEA)胶体微球在

棉织物上垂直沉积自组装光子晶体的排列状况.图

７(a)—(e)所示,光子晶体结构中不同粒径胶体微球

在大范围内均规整有序,呈现正六边形排列.另外,
图７(f)所示白色线条可见,胶体微球存在四边形和

六边形两种排列,且四边形与六边形紧靠.根据已

有研究[８],呈现这种排列结构的光子晶体为三维面

心立方(FCC)结构,其中,四边形排列为FCC结构

中的{１００}晶面,而六边形排列则是{１１１}晶面,FCC
结构已被证明在热力学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图７　棉织物上不同粒径P(StＧHEA)光子晶体的FESEM 图

６８３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２．４　棉织物上P(StＧHEA)光子晶体的结构色

棉织物上P(StＧHEA)胶体微球光子晶体结构

色３D视频显微形貌图与数码照片如图８所示,从
图中可见,不同粒径P(StＧHEA)胶体微球在棉织物

上自组装构建的光子晶体结构色鲜艳明亮、呈色均

匀.根据修正的布拉格衍射公式[８]可知,决定光子

晶体结构色的主要因素有晶面间距、平均折光指数

及入射角.其中,光子晶体的晶面间距与胶体微球

的粒径成正比.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
同粒径胶体微球自组装所得的光子晶体结构色不

同,随着胶体微球粒径的增大,结构色的最大吸收波

长向长波方向移动,结构色发生红移.

图８　棉织物上P(StＧHEA)胶体微球光子晶体结构色３D视频显微形貌图与数码照片(插图)

　　图９是图８中样品对应的反射率曲线,随着P
(StＧHEA)胶体微球粒径从１８９．８nm增至３０８．４nm,
波峰对应的最大波长即光子禁带的位置从４８０．５nm
红移到６５０．８nm,符合修正的布拉格衍射定律.而

且,反射率峰值较高且峰宽较窄,表明结构色光子晶

体会呈现鲜亮的色彩,与图８结果吻合.

图９　棉织物上P(StＧHEA)光子晶体

结构色对应的反射率曲线

为了定量表征光子晶体结构色在特定角度下的

虹彩现象,以图８(e)样为样品,采用多角度分光光

度仪分别在４５°、１５°光源下以镜面反射为基准测定

偏移八个角度下的虹彩现象及对应的反射率曲线

(如图１０所示).从图１０(a)可见,在４５°光源下,观
察角度由－１５°增加到４５°时,光子晶体结构色由蓝

色变化为暗绿色,明显发生红移;观察角度由７５°变

化为１１０°时,结构色由黑色变化为浅灰色,明显发

生蓝移;在１５°光源下,观察角度由－１５°变化为１５°
时,结构色由绿色变化为浅黄色,明显发生红移.由

图１０(b)—(c)可知,在４５°光源下观察角度由１５°变

化到４５°,其反射率曲线波峰对应的波长即光子禁

带向长波方向偏移;观察角度由７５°变化为１１０°时,
其光子禁带向短波方向偏移;在１５°光源下,观察角

度由－１５°变化为１５°时,其光子禁带向长波方向偏

移,进一步验证了图１０(a)的现象.

３　结　论

本文以制备得到的P(StＧHEA)胶体微球为结构

基元,应用垂直沉积法在棉织物上构造P(StＧHEA)
结构色光子晶体,所得具体结论如下:

a)采用无皂乳液聚合,通过改变单体 St和

HEA及引发剂 APS的用量,可制备得到一系列粒

径可控、单分散性优良且球形度较好的P(StＧHEA)
胶体微球,其呈现典型的软壳Ｇ硬核型结构,其中,疏
水性的 PSt层主要位于核层,带有—OH 的亲水性

PHEA层主要位于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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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多角度分光光度仪测得棉织物上P(StＧHEA)光子晶体结构色的虹彩效应图像及对应的反射率曲线

　　b)以不同粒径的P(StＧHEA)胶体微球为结构

单元,应用垂直沉积法,可在棉织物上自组装构造

FCC结构的 P(StＧHEA)光子晶体,所得仿生结构

色明亮艳丽,具有明显的虹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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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ofstructuralcolorfilmofP(StＧHEA)
photoniccrystalsoncottonfabrics
GUOYong,ZHOULan,SHAOJianzhong,LIUGuojin

(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 The P (StＧHEA) colloidal microspheres were prepared by soapＧfree emulsion
copolymerization,inwhichstyrene(St)andhydroxyethylacrylate(HEA)asmonomers,andammonium
persulfate(APS)asaninitiator．ThestructureofP(StＧHEA)biomimeticphotoniccrystalonpurecotton
fabricswasfabricatedbyverticaldepositionselfＧassemblywithP(StＧHEA)microspheres．Theparticle
sizesandmonodispersepropertiesandmorphologystructureofthepreparedmicrospheresweretestedand
observedbyMalvindynamicparticlesizetester,FESEMandTEM,respectively．Themicrostructureof
P(StＧHEA)photoniccrystaloncottonfabricswasobservedbyFESEM．Moreover,thecoloreffect,

reflectivityandiridescentphenomenonofP(StＧHEA)photoniccrystalstructureoncottonfabricssurface
were observed and tested by ３D Video microscope, UVＧVis spectrophotometer and MultiＧangle
spectrophotometer．Theresultsshowedthat:withthedecreaseofSt,increaseofHEAorincreaseof
APS,theparticlesizesofP(StＧHEA)colloidalmicrospheresmonotonouslyincreased．ThepreparedP(StＧ
HEA)colloid microsphereswerewelldistributedandspherical,showingatypicalhardcoreＧsoftshell
structure．TheP(StＧHEA)photoniccrystalpresentsathreeＧdimensionalfacecenteredcubic (FCC)

structureoncottonfabrics,inwhichthemicrosphereswerearrangedorderly．AftertheselfＧassembly,the
cottonfabricspresentedbrightanduniformstructuralcolorswithdistinctiridescentphenomenon．

Keywords:P(StＧHEA)colloidalmicrospheres;photoniccrystal;structuralcolor;verticaldeposition;

cotton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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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清洁纺织品的成本降低与清洁性能研究

田　野,钟　齐,王际平,张玲玲
(浙江理工大学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 工 业 级 的 ２Ｇ甲 基Ｇ２Ｇ丙 烯 酸Ｇ２Ｇ(２Ｇ甲 氧 基 乙 氧 基)乙 酯(MEO２MA)和 聚(乙 二 醇)甲 基 丙 烯 酸 酯

(PEGMA)为单体原料,采用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合成温敏高分子聚(２Ｇ甲基Ｇ２Ｇ丙烯酸Ｇ２Ｇ(２Ｇ甲氧基乙氧基)乙酯Ｇ共聚Ｇ
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P(MEO２MAＧcoＧEGMA);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计对 P(MEO２MAＧ
coＧEGMA)进行结构表征和温敏性能测试,并对其合成成本及扩大产量进行研究,并通过交联剂１,２,３,４Ｇ丁烷四羧

酸(BTCA)使温敏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与棉织物结合,制备得到智能清洁纺织品;通过扫描电镜、视频接

触角测试仪和共聚焦显微镜对交联织物进行表面形貌分析、温敏性能及清洁效果测试.结果表明:使用工业级的单

体能够合成具有温度响应的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且能够有效地降低合成成本,并得到较高的产量;高分

子P(MEO２MAＧcoＧEGMA)能够交联到棉织物上,在织物表面形成一层薄膜,赋予织物良好的温敏性及智能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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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

迅速提高,人们对于纺织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

纺织品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而智能型纺

织品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成为国内外纺织领域的研究

热点[１Ｇ３].智能纺织品能给人类提供更加舒适、安全

的生活,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防护并提升工作效率,
能更“聪明”地为消费者服务[１,４].传统的纺织品大多

功能单一,仅仅能够实现基本的服用性能.而智能纺

织品不仅能够感知外界的刺激,并且能够对外界刺激

作出响应,这类纺织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５Ｇ７].
纺织品在人体穿着和使用过程中,容易沾上各

种污渍,这些污渍不仅影响纺织品的外观,影响人们

的使用,而且会带来卫生方面的隐患[８].随着人们

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需要,人们

对于纺织品的功能性有更高的要求,而智能清洁纺

织品能够达到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生活

的质量,故具备良好的研究意义[９Ｇ１０].

Zhong等[１１]制备温敏高分子 P(MEO２MAＧcoＧ
EGMA)并将其引入织物得到智能清洁纺织品,但
由于使用的单体价格过高,且温敏高分子产量较少,
故限制该类智能清洁纺织品的规模化生产[１２Ｇ１３].单

体的纯度会影响聚合产物的纯度,但在工业应用中

可以通过提纯等方法对产物进行纯化,只需该产物

仍具备温敏性能即可,故本文选用工业级的单体合

成温敏高分子 P(MEO２MAＧcoＧEGMA),并通过交

联的方法将温敏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引
入棉织物,期望在赋予织物智能清洁效果的同时能

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原料与仪器

实验原料:２Ｇ甲基Ｇ２Ｇ丙烯酸Ｇ２Ｇ(２Ｇ甲氧基乙氧

基)乙酯(MEO２MA)(工业级,广州莱裕公司);聚
(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PEGMA)(工业级,长沙晶

康公司);无水甲醇、１,４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正己

烷和１,２,３,４Ｇ丁烷四羧酸(BTCA)(分析纯,杭州高晶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偶氮二异丁腈(AIBN)、次磷酸

钠(SHP)(分析纯,AladdinIndustrialCorporation).
实验器材:ML１０４/０２电子天平(MettlerToledo),

NＧ１２００B型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DZFＧ７０００型真空干燥箱(杭州蓝天化验仪器厂),
Vertex７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瑞士 Bruker公

司),UV/VISLambda３５型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计

(PerkinElmer),轧车(杭州三锦科技有限公司),
Vltra５５型扫描电镜(日本电子JEOL),DSAＧ２０型

视频接触角测试仪(KRüssGmbH Germany),C２
型共聚焦显微镜(日本尼康公司).
１．２　温敏高分子的合成

利用自由基聚合方法合成无规共聚高分子 P
(MEO２MAＧcoＧEGMA),反应过程如图１.在１００mL
圆底 烧 瓶 中 加 入 单 体 MEO２MA (３．３１７ mL,
１８mmol)和EGMA(０．６５１mL,２mmol),充分混合

后加入２０mL甲醇进行溶解;向反应瓶中鼓纯氮气

除氧１５min之后加入０．１６４g(１mmol)引发剂

AIBN,继续鼓泡除氧１５min,除氧结束后密封移至

６０℃油浴锅内搅拌反应４h.打开圆底烧瓶,使用

旋转蒸发仪中除去甲醇得到黏稠状液体,然后向圆

底烧瓶中加入四氢呋喃使产物充分溶解后再加入正

己烷沉淀,静置后倒出上层液,溶解—沉淀过程重复

三次.最后在真空干燥箱(４０ ℃)中干燥过夜得到

无色透明的黏稠状物质.在前期合成的基础上,放
大５、１０、２０和３０倍进行合成.

图１　温敏高分子合成方程式

１．３　智能纺织品的制备

温敏聚合物P(MEO２MAＧcoＧEGMA)与交联剂

(BTCA)、引发剂(SHP)和水混合,配置成交联整理

液.利用整理液对纺织品进行浸轧处理,经预烘和焙

烘,使温敏聚合物P(MEO２MAＧcoＧEGMA)与织物发

生交联反应,制备智能清洁纺织品.制备流程:基布

准备→配浸轧处方(A％温敏聚合物P(MEO２MAＧcoＧ
EGMA),１/３A％BTCA,１/６A％SHP,B％水)→二

浸二轧(轧液率８０％左右)→预烘(６０℃,８min)→焙

烘(１７０℃,２min)→水洗、烘干→测试和记录数据.
１．４　测试与表征

１．４．１　红外光谱分析

将合成的共聚物P(MEO２MAＧcoＧEGMA)溶于

１,４Ｇ二氧六环中配置成１００mg/mL的溶液,并将其

滴在洗净干燥的PE塑料片上,置于干燥皿中干燥,
待溶剂完全挥发后,即可制备获得附有温敏高分子

薄膜的PE塑料片.通过测试共聚物P(MEO２MAＧ
coＧEGMA)的红外图谱,并和均聚物 PMEO２MA、

PEGMA的红外图谱比较,可以分析获得共聚物和

均聚物的基团变化情况.
本实 验 中 采 用 衰 减 全 反 射 (Attenuatedtotal

reflection,ATR)法,将附有高分子薄膜的 PE塑料

片置于傅里叶红外光谱仪上,扫描波数范围６００~
４０００cm－１,分辨率４cm－１,扫描时间３２s.

１．４．２　紫外吸收光谱测试

将合成的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溶于

去离子水中,分别配置为浓度为１０、１５mg/mL和

２０mg/mL的水溶液,在紫外Ｇ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

测定不同温度下高分子水溶液在５００nm 处的透射

率.温度从２６℃逐渐升到４２℃,间隔为１℃,升温

速率为０．２℃/min.

１．４．３　增重率测试

将未交联温敏高分子的棉织物放在恒温恒湿房

(温度(２０±２)℃,湿度(６５±３)％ )中２４h,待达到平衡

后称重,得到质量m１;待交联高分子后再将棉织物放在

恒温恒湿房(温度(２０±２)℃,湿度(６５±３)％ )中２４h,
平衡后称重,得到质量m２,则增重率计算公式如下:

增重率/％＝m２－m１

m１
×１００ (１)

１．４．４　失重率测试

织物的交联牢度直接关系着产品的耐用性,通
过水洗的方法可以初步测试织物的交联牢度.实验

中对织物水洗牢度测试工艺:浴比为１∶５０;洗涤剂

Tide为１g/L,选择的洗涤方法是在水浴锅中室温

下搅拌洗涤１５min,然后用去离子水淋洗数次,烘
干称重,如此反复洗涤５次.将未交联的织物重量

记为m０,洗涤前的交联织物重量记为m,洗涤后交

联织物重量记为m１,则失重率计算公式如下:

失重率/％＝m１－m
m－m０

×１００ (２)

１．４．５　扫描电镜测试

扫描电镜(SEM)具有超高分辨扫描图像观察

能力,能够提供高倍数、高分辨扫描图,可用于观察

各种样品表面形貌.采用Vltra５５型扫描电镜(SEM)
观察交联前后棉织物的表面形态变化.

１．４．６　接触角测试

使用DSAＧ２０型视频接触角测量仪观察制备获

得的交联棉织物表面水滴接触角的变化情况.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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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注射器在样品上滴２μL去离子水,通过视频分析

仪实时记录水滴在织物表面的形状变化,测量得到其

接触角.在同一样品上不同部位测量３次,取平均

值.棉织物表面温度分别为２５、３０、３５、４０℃和４５℃.
１．４．７　智能清洁效果测试

利用C２型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染色后纤维表面的

荧光强度,分别用２５℃和４５℃去离子水淋洗染色纤

维１０次,测定荧光强度.通过棉纤维表面荧光强度的

比较,表征纤维的智能清洁性能.测试过程中,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的荧光强度设置为６２,激发波长５４３nm.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温敏高分子的表征

２．１．１　红外光谱分析

共聚物和均聚物的基团变化情况可以通过红外

光谱观测得到,图２为 PEGMA、PMEO２MA 和 P
(MEO２MAＧcoＧEGMA)的红外光谱图.在PEGMA
的红外光谱图中,在２９００~２８００cm－１处为碳氢键

的伸缩振动υ(C－H)的吸收峰;在１７４０cm－１附近

出现的是羰基的伸缩振动υ(C＝O)强而窄的吸收

峰;１１００cm－１附近出现的强而宽的峰是 C－O－C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由于 PEGMA 的侧链末端为

羟基,在３３００~３６００cm－１附近可以观察到羟基的

伸缩振动υ(O－H)吸收峰[１４].在PMEO２MA的红

外谱图中,于２９００~２８００、１７４０cm－１和１１００cm－１

附近亦可以看到三个吸收峰.由于 MEO２MA侧链

的末端为甲基,而非羟基,在 PMEO２MA 的红外谱

图中,没有出现羟基的吸收峰.而P(MEO２MAＧcoＧ
EGMA)的红外谱图中,上述的基团吸收峰都可以

被观察到,亦证明 P(MEO２MAＧcoＧEGMA)是由上

述两种单体制备获得的聚合物.

图２　高分子的红外光谱图

２．１．２　紫外吸收光谱测试

图３a为不同浓度的 P(MEO２MAＧcoＧEGMA)
水溶液的透光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温敏高分子溶

液浓度分别为１０、１５mg/mL和２０mg/mL.通过

对透过率随温度变化曲线一阶求导,可得到透过率

对温度一阶导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图３(b)).P
(MEO２MAＧcoＧEGMA)水溶液的最低临界溶解温度

(Lowercriticalsolutiontemperature,LCST),可定义

为随温度变化曲线的最低点所对应的温度.从图３
中可以看出高分子溶液浓度分别为１０、１５mg/mL和

２０mg/mL时所对应的 LCST 分别在３３、３３ ℃和

３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高分子溶液

浓度的提高,溶液中高分子的含量增加,高分子间相

互碰撞的几率增加,高分子链段更易于相互聚集形成

分子间氢键,实现温敏高分子的相转变,表现为LCST
的降低[１１Ｇ１２].此外,当高分子浓度达到２０mg/mL,

LCST趋于稳定,因此取２０mg/mL的高分子溶液

的LCST 为 P(MEO２MAＧcoＧEGMA)的 LCST,则
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的LCST为３２℃,
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的LCST值接近人

体的生理温度,可用于纺织品.

图３　P(MEO２MAＧcoＧEGMA)水溶液的

紫外吸收光谱测试结果

２．２　温敏高分子合成成本及产量研究

表１为工业级和试剂级单体 MEO２MA、PEGMA
的价格比较.结果表明,１kg工业级 MEO２MA价格

仅为试剂级的１/１０,１kg工业级PEGMA价格为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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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１/３,原料的价格明显降低.经计算使用试剂级单

体合成１g的高分子的成本约为８元,而使用工业级单

体合成１g高分子的成本约为１元,仅为试剂级的１/８,
因此更换为工业级单体能够有效的降低合成成本.

表１　单体价格

单体 价格/(元kg－１)
试剂级 MEO２MA ５０００
工业级 MEO２MA ５００
试剂级PEGMA ６０００
工业级PEGMA ２０００

　　在前期合成的基础上,放大５、１０、２０和３０倍进

行合成,表２为温敏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
的产量及产率随合成倍数放大变化表.由表可以看

出,随着合成倍数的增加,产率有所增加,这可能是

因为合成倍数比较小的时候,在倒出上层清液的同

时易把产物倒出,所以会导致产率较小,而当合成倍

数放大后,烧瓶内的液体较多,不易把产物倒出,所
以表现为合成倍数的增加,产率有所增加.由表２
还可看出,该温敏高分子的合成能够得到较高的产

率和产量,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可能.
表２　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产量及产率

合成倍数 产量/g 产率/％
１ ２．８~２．９ ６９~７１
５ １４．５~１５．０ ７１~７３
１０ ３０．７~３２．０ ７２~７５
２０ ６２．３~６５．０ ７６~８０
３０ ９６．０~１００．０ ７８~８２

２．３　棉织物的增重率及失重率分析

图４为交联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

的增重率随高分子浓度变化图,由图可看出,随着高

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含量的增加,增重率

增大,高分子含量为４％、８％、１２％和１６％交联的棉

织物 的 增 重 率 分 别 为 ２．５６％、４．１２％、６．３７％、

９．０５％,由此表明高分子 P(MEO２MAＧcoＧEGMA)
已经被成功地交联到纺织品上.

图４　交联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的增重率

通过水洗的方法可以初步测试织物的交联牢

度[１５],图５为８％ P(MEO２MAＧcoＧEGMA)交联织

物的耐洗牢度测试结果.由图５看出,交联温敏高

分子的棉织物有一定的失重,但随着洗涤次数的增

加,失重率基本趋于稳定,因此织物上的温敏高分子

是以化学键与织物相结合的,具有一定的牢度.失

重率的结果也可以表明高分子 P(MEO２MAＧcoＧ
EGMA)已经交联到纺织品上.

图５　织物耐洗牢度测试结果

２．４　智能清洁纺织品的形貌及性能表征

２．４．１　表面形貌分析

为了观察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对棉

织物表面形态的变化,测试未交联以及交联不同百

分含量 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的 SEM
图,结果如图６所示.结果表明,交联前后棉织物表

面形态差异明显:未交联 P(MEO２MAＧcoＧEGMA)
的棉织物表面光滑,交联 P(MEO２MAＧcoＧEGMA)
的棉织物表面粗糙不平,纤维表面明显被一层较薄

的膜包裹.同时,从图６中也可以看出随着高分子

百分含量的提高,表面薄膜的厚度增加.

２．４．２　温敏性能测试

交联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

的温敏性能可用接触角测试表征[１６],图７为原棉及

交联棉织物的接触角随温度变化曲线.结果显

示,随着棉织物表面温度的升高,原棉的接触角并

没有随温度变化而有明显的变化,交联浓度为４％
的棉织物接触角也变化不大,可能是因为交联在

织物上的高分子量太少.而交联浓度达到８％、

１２％和１６％的棉织物在 LCST(３３℃)附近,接触

角发生明显的跃迁,接触角发生明显的跃迁,说明

该布样具有温敏性能.且从图７可以看出当温度

低于LCST时,交联高分子的棉织物较原棉接触角

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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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未交联和交联不同百分含量

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的SEM 图

图７　交联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

棉织物的接触角随温度变化曲线

２．４．３　智能清洁效果测试

本文对工业级原料制备纺织品与试剂级原料制

备纺织品的清洁效果进行比较,图８为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油的洗涤过程图.由图８(a)可以看出,
原棉纤维用２５℃的水冲洗和用４５℃冲洗的荧光强

度和未冲洗的荧光强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交联 P
(MEO２MAＧcoＧEGMA)棉织物上的纤维,２５℃水冲

洗后的荧光强度较４５℃水冲洗有明显的减弱;图８(b)
中原棉纤维分别用２５℃和４５℃水冲洗后,荧光强

度变化不大,而交联织物的纤维用２５℃水冲洗后,
荧光强度也发生明显的减弱;图８(a)和(b)比较的结

果表明,使用２５℃水冲洗之后,荧光强度减弱的幅度

基本相似,表明本文使用工业级原料制备获得的交联

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与使用试剂级原料

体制备获得的交联P(MEO２MAＧcoＧEGMA)的棉织物

清洁效果接近[１１].

图８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油的洗涤过程照片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制备获得温敏高分

子P(MEO２MAＧcoＧEGMA),对其分子结构、温敏性

能及扩大生产进行研究,并通过交联涂覆的方法,将
温敏高分子 P(MEO２MAＧcoＧEGMA)引入棉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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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分析交联P(MEO２MAＧcoＧEGMA)织物的表面形

貌、温敏性能及智能清洁效果,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a)合成的产物为 P(MEO２MAＧcoＧEGMA),且

高分子P(MEO２MAＧcoＧEGMA)的LCST值接近人

体的生理温度,可用于纺织品.
b)使用工业级的单体能有效降低成本,且随着

合成倍数的增加能够得到较大产量,为工业化生产

提供可能.
c)采 用 浸 轧 的 方 法 能 将 P(MEO２MAＧcoＧ

EGMA)成功地交联到棉织物上,并在织物表面形

成一层薄膜.
d)交联P(MEO２MAＧcoＧEGMA)织物具有温敏

性能,且智能清洁效果与试剂级单体制备的织物基

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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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动态捕捉技术的无缝护膝防护性能研究

谢亮玉１a,阎玉秀１a,b,陶建伟２,金子敏１c

(１．浙江理工大学,a．服装学院;b．浙江省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c．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２．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义乌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无缝针织物是依据人体曲线设计的一次性成型的织物,其贴体舒适特别适合于护膝的制作.为设计制

作抗冲击防护性能较好的护膝,采用正交试验方法,设计纱线原料、组织结构和织物密度为三因素,每个因素下设计

三水平,采用无缝针织圆机织造９组试样,通过三维动态捕捉系统和生物力学原理对试样的防护性能进行测试与分

析,同时测试织物的弹性.分析纱线原料、组织结构、织物密度对于试样防护性能以及弹性的影响,选取性能防护性

能、弹性较优的材料用于无缝护膝的开发.结果表明:纱线原料为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时,交

错组织、密度紧密的织物抗冲击性能最好,可作为护膝缓冲功能区设计;纱线原料为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
锦纶包覆纱时,罗纹组织,密度紧密的织物制动性能最好,可作为护膝制动功能区设计;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

３０D锦纶包覆纱弹性较好,适用于护膝边缘设计.该成果可为无缝企业护膝产品的优化设计和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无缝护膝;正交设计;三维动态捕捉;生物力学;防护性

中图分类号:TS１８４．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３９６Ｇ０７

０　引　言

跌倒是指身体失去原有的平衡而摔倒地面上,
轻则擦伤、骨折,重则引起瘫痪甚至死亡[１].跌倒过

程中除了髋部和腕关节易受损外,膝关节也是极容

易受伤的.膝关节是上下腿骨交汇的地方,中间有

半月板,前面有髌骨.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外力作

用,髌骨在膝盖部位小范围移动,而在剧烈运动以及

不当姿势下,髌骨会错位.另外,跌倒后来自地面的

外力直接冲击也会对髌骨产生伤害[２].护膝作为一

种保护膝部的产品,一个作用就是通过包覆膝部减

少跌倒过程中关节扭转、过伸和弯曲造成的伤害,即
制动性能;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缓冲垫,减少膝部受

到的外部冲击,即抗冲击性能.护膝的抗冲击性能

是通过面料的弹性收缩来体现,首先弹性收缩中护

膝吸收一部分外力,然后恢复形变的过程中将外力

消散,进而减少传递给膝关节的冲击力,达到保护骨

骼关节的作用[３].
现阶段市场的护膝普遍采用弹性材料,海绵和

聚氨酯作为填充物,有一定的抗冲击和制动性能,但
是吸湿排汗性、透气性能不好,舒适性能差[４].无缝

针织物是指采用无缝织机生产的一次成型的织物,
没有接缝,与传统针织产品相比具有更好的合体

性[５].在原料选择上,一般需要选用弹性纱线作为

地纱,其中锦/氨包覆纱和涤纶粘胶混纺纱容易编

织,延展性、回复性、弹性和染色性能比单独的涤纶、
氨纶和黏胶更好,适合做地纱[６].关于组织的选用

方面,无缝针织是纬编针织,常见的组织有纬平针、
平针添纱、浮线添纱、假罗纹、网眼以及挑孔等.粗

罗纹和细罗纹组织都属于假罗纹,粗罗纹条子较宽,
凸起明显.细罗纹条形宽度较细,凸起较细罗纹小.
交错组织属于平针添纱的一种,表面有假网眼,即细

密的如蜂巢似的孔状结构.这三种组织是三维组

织,立体感较强,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其制作护膝,研



究无缝织物中的三维组织对于护膝防护性能的影

响.相比较而言,无缝针织产品贴体舒适性较好.
国内外研究表明,间隔织物—三维织物的一种,具有

良好的抗冲击性[７].无缝技术中的三维组织是否具

有抗冲击性的论证研究,对将无缝针织技术在护膝

开发和制作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无缝针织技术,使用服用性能优良

的纱线原料和三维立体组织,通过正交试验设计

织造护膝试样[８].通过三维动态捕捉系统,准确

捕捉佩戴不同护膝时人体膝盖的轨迹,通过逆动

力学的原理来将三维坐标数据转化为运动力学参

数,以此来分析人体不同部位的受力情况,研究不

同护膝的防护性能优劣,选择防护性能好的织物

用于无缝护膝产品的开发.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原料和设备

试样以纱线原料、组织结构、织物密度为三因

素,密度依靠上机程序进行控制,上机密度值设定为

以下三种密度,即紧密、居中、一般.设计纱线原料、
织物组织、织物密度为三个因素,每个因素设计三水

平,采用标准正交表L９(３３),设计试样方案[９],用无

缝针织圆机织造９块大小一致的护膝,如表１所示.
用密度镜测量的织物的密度,如表２所示.

表１　实验试样表

织物编号 纱线原料 A 织物组织B 密度C 平方米克重/(gm－２) 厚度/mm

＃１ 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细罗纹 紧密 ３２８ １．４５

＃２ 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平针添纱 居中 ４３４ ２．０３

＃３ 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粗罗纹 一般 ５４９ ２．０６

＃４ 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 细罗纹 居中 ３６８ １．６０

＃５ 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 平针添纱 一般 ５６０ ２．４５

＃６ 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 粗罗纹 紧密 ５７６ ２．３４

＃７ １４tex涤粘纱＋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细罗纹 一般 ５８８ １．９４

＃８ １４tex涤粘纱＋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平针添纱 紧密 ７９８ ２．４５

＃９ １４tex涤粘纱＋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粗罗纹 居中 ９０４ ２．４８

表２　织物密度表

织物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纵密/个 １０８ ８９ ６６ ９５ ７４ １１５ ６０ １０２ ８２
横密/个 ９８ ７５ ４８ ８０ ５８ １００ ４５ ８５ ６５

注:织物纵密代表沿线圈,按照纵行方向,５０mm 内的横列线圈数

量;织物横密是按照横列方向,５０mm内的纵行线圈数量.

１．２　试验准备

织物防护性能是织物保护人体的能力,本文主

要研究织物的制动性能和抗冲击性能.本研究采用

的仪器是瑞典三维运动采集和分析系统(Qualisys
Oqus５００＋ ).三维动态捕捉系统可以通多个摄像

头全面覆盖整个空间,捕捉人体运动轨迹,并通过贴

在人体上的主动或者被动发光的 Marker点来测得

人体部位在运动过程中的轨迹.实验数据以三维坐

标变化数据(ΔX,ΔY,ΔZ)形式输出[１０].实验地点

是浙江理工大学人体动态测量实验室.通过文献研

究,人体的身高、体重与人体跌倒时受到地面的冲击

能量大小成正比,膝围大小会影响护膝包覆膝盖的

紧密程度,也会影响护膝的防护性能[１１].本实验不

考虑人体身高、体重和膝围大小的影响,因此选择同

样体型年轻女性２０名,年龄２０~２５岁,身高为(１６０

±２)cm,体重在(５１．５±１．０)kg,膝围尺寸相近.
另外实验协调人员１名、仪器操作员１名.实验对

象着装要求是上身穿紧身短上衣,下身穿紧身长裤,
运动鞋.实验对象身上不佩戴任何饰品.为防止试

验者受伤,在地面上铺１０cm的海绵缓冲垫.

１．３　实验过程

１．３．１　关节部位标记点确立

本实验选择４个刚体,每个刚体由４个 Marker
点组成.刚体分布在大腿下部,大腿上部,另外在两

侧髋关节点、股骨关节点、踝关节点等部位贴２２个

独立的 Marker点,总共３８个 Mark点.设置膝盖

点为虚拟点,因为在摔倒过程中,膝盖部位附着的

Marker点易脱落.(刚体是一种固定结构,有四个

Marker点组成;虚拟点是因为不容易固定或者容易

滑落的点,一般通过测量出实际的标识点的坐标就

可以得出与其相对的虚拟点的坐标.)通过软件构建

下肢骨骼模型,最终得到膝盖部位(虚拟点)的三维

空间运动轨迹.三维动态捕捉系统原点设定为空间

某一点,规定人体站立前后为 X 轴方向,左右为Y
轴方向,上下为Z轴方向,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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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体标记点

图２　三维坐标系

膝盖部位(虚拟点)数据通过瞬时时间点,以三

维坐标变化数据(ΔX,ΔY,ΔZ)的形式完成输出,再
通过Excel表进行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位置变化表(部分)
时间点 ΔX/mm ΔY/mm ΔZ/mm
１４ －０．１４３２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８９
１５ －０．１４２３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６８
１６ －０．１５１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２２２
１７ －０．１３５８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５
１８ －０．１５５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９１

１．３．２　试验动作设计和逆动力学分析

(１)试验动作设计

试验者左膝佩戴护膝,右膝不佩戴护膝,静止站

立后双膝同时跪地,缓冲一段时间后双膝达到稳定

状态.实验只截取膝盖触地瞬间,腕关节没有触地

的过程,这时膝盖触地受到较大的冲击能量.有效

动作是整个跌倒过程期间 Marker点没有脱落,也
没有 Marker点被遮挡.通过观察视频,设定整个

动作时间２s(设置１s为１００帧),每次试验重复１０
次,记录有效数据５次的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

(２)逆动力学原理分析

逆向动力学原理是已知某一时刻物体的运动参

数,通过一定的公式换算得到此时施加在物体上的

驱动力[１２].逆动力学原理主要包括牛顿第二定律,
冲量定理,动量定理等.具体分为以下几步:

a)求膝盖点移动的距离

在运动捕捉系统采样频率f 较高时,每帧时间

间隔极短,只有０．０１s,将人体膝盖点在相邻两帧的

运动轨迹近似为直线,其距离St 可以用空间距离公

式求得,如式(１)所示.

Δx＝x２－x１,Δy＝y２－y１,Δz＝z２－z１

St＝ Δx２＋Δy２＋Δz２ (１)
其中:x１,y１,z１ 是A 点空间坐标;A 点经过一段时

间,移动到B 点,x２,y２,z２ 是B 点空间坐标.

b)求各个时间点瞬时速度和加速度

由于相邻两帧时间间隔极短,即０．０１s,膝盖点

速度变化忽略不计,膝盖点瞬时速度vt 近似等于两

帧时间间隔内膝盖点的平均速度,相邻两个瞬时速

度点之间的变化看成是匀变速的,如式(２)和式(３)
所示.

vt＝
St

Δt
(２)

at＝
vt＋１－vt

Δt
(３)

其中:两帧之间的时间 Δt＝０．０１s;St 是两帧之间

的位移;vt 是t时刻的速度;vt＋１是下一帧的速度;at

是t时刻的加速度.

c)分析比较各个时间点瞬时速度,得出膝盖触

地最大速度值和护膝的护膝制动力系数.
根据人体跌倒力学分析,结合视频分析和瞬时

速度数据分析,人体跪倒过程中,膝盖点速度逐步增

加,膝盖触地的瞬间速度最大.因为护膝的作用之

一就是制动作用,所以通过比较佩戴护膝和不佩戴

护膝时的膝盖的最大速度值的差值,可以评价不同

护膝制动性能优劣.如式(４)所示.

K制动 ＝v无护膝 －v有护膝 (４)
其中:K制动 为护膝的制动系数,反映护膝限制膝关

节活动的能力;v无护膝 是不佩戴护膝时膝盖触地速度

值;v有护膝 是佩戴护膝膝盖触地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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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分析膝盖触地后(缓冲时间段)速度变化,分
析各款护膝缓冲能力强弱(护膝抗冲击系数).

结合动量定理,分析膝盖受力情况.膝盖在摔

倒触地之前,由于自身重力影响,速度是增加的,接
触地面以后,受到来自地面的冲击力,力的方向与膝

盖速度方向相反,在冲击力和重力的合外力的作用

下,合外力与原来膝盖速度相反,膝盖速度逐步减小

直至稳定接近于０,如式(５)—(８)所示.

Ft＝mΔv (５)

F＝F外力 ＝F缓冲 (６)

Ft
m ＝F外力t

m －F缓冲t
m

(７)

Δv有护膝 ＝Δv无护膝 －K抗冲击 (８)
其中:式(５)是动量定理,膝盖动量的变化等于它所

受外力的冲量;t为膝盖触地后缓冲时间;Δv是膝盖

触地后的速度变化;m 为膝盖质量;式(６)中,F外力 为

未佩戴护膝后膝盖受到的合外力;F缓冲 为护膝缓冲

消散的外力;F 为佩戴护膝后膝盖受到的合外力,力
的单位均为牛顿N.式(７)中m 为人体质量,t为缓

冲时间.式(８)中,Δv有护膝 等于佩戴护膝后的膝盖触

地后速度减小值;Δv无护膝 等于没有佩戴护膝的膝盖

触地后速度减小值;Δv无护膝 与 Δv有护膝 的差值K抗冲击

可以作为评价护膝抗冲击性能优劣的指标.

２　数据分析

２．１　护膝防护性能结果和分析

为确保实验准确,用摄像机记录１００次实验对

象进行摔倒动作,通过视屏分析和数据分析确定摔

倒瞬间的具体时刻为０．３s,膝盖触地后的缓冲时间

段０．３~０．５s.膝盖保持稳定时间段０．５~２．０s.
护膝防护性能相关数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膝关节触地速度和缓冲时间段速度变化

织物编号
触地瞬时速度v/(mms－１)

有护膝 无护膝 制动系数

触地后缓冲段速度减小值Δv/(mms－１)
有护膝 无护膝 抗冲击系数

＃１ ２０．４６ ３８．２０ １７．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３ ３．６３
＃２ ４１．１５ ４６．５１ ５．３６ ２７．４２ ３４．６２ ７．２０
＃３ ３０．１７ ３８．０５ ７．８８ ２１．１７ ２１．１９ ０．０２
＃４ ３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８．１７ ２３．６９ ５．６９
＃５ ３８．０３ ４３．６６ ５．６３ １５．３０ １７．０９ １．８０
＃６ ３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８．１７ ２９．１７ １１．００
＃７ ３７．７８ ５２．２７ １４．４９ １８．３３ １８．５２ ０．１９
＃８ ５３．０３ ７０．９１ １７．８８ ３８．２３ ４９．７４ １１．５１
＃９ ３０．７２ ４１．８５ １１．１３ ２３．９０ ２９．４０ ５．５０

　　由表３可见,佩戴护膝能明显减小膝盖触地速

度,表明护膝能限制膝盖活动,减少跌倒过程中关节

扭转、过伸和弯曲造成的伤害,即产生制动作用.由

制动系数大小比较可知,各款护膝制动能力由大到

小是＃４＝＃６＞＃８＞＃１＞＃７＞＃９＞＃３＞＃５＞
＃２.同时,左膝触地后缓冲段速度减小值显示触地

后膝盖的受力情况,佩戴护膝后膝盖触地受力比不

佩戴护膝时受力小,表示护膝能够缓冲地面冲击力,
即具有抗冲击性能.由抗冲击性能系数大小比较可

知,各款护膝抗冲击能力由大到小是＃８＞＃６＞＃２
＞＃４＞＃９＞＃１＞＃５＞＃７＞＃３.

２．２　护膝防护性能方差分析

表４对护膝的制动性能进行了方差分析,从显

著性可以看出,A(纱线原料)、B(组织结构)、C(密
度)三个因素的p值均大于０．０５[１３],故A、B、C三个

因素对于制动性能均无显著影响.从第Ⅲ类平方和

比较可以看出对护膝制动性能的影响C＞B＞A,即
三因素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密度、组织结构、纱线

原料.
表４　护膝制动性能方差分析表

源 Ⅲ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p值

校正的

模型
２６８．９８３a ６．００ ４４．８３０ ４．１６６ ０．２０６

截距 １６０８．２７７ １．００ １６０８．２７７ １４９．４６８ ０．００７

A ４２．５２２ ２．００ ２１．２６１ １．９７６ ０．３３６

B ９２．２２２ ２．００ ４６．１１１ ４．２８５ ０．１８９

C １３４．２３８ ２．００ ６７．１１９ ６．２３８ ０．１３８

错误 ２１．５２０ ２．００ １０．７６０

总计 １８９８．７８０ ９．００

校正后的

总变异
２９０．５０３ ８．００

注:R平方＝０．９２６(调整后的R平方＝０．７０４),因变量即制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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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对护膝的抗冲击性能也进行方差分析,见
表５.从方差分析结果中显著性可以看出,A(纱线原

料)、C(密度)的p值大于０．０５,B(组织结构)的p值

小于０．０５,故A、C两个因素对于抗冲击性能无显著

影响,B组织结构对于抗冲击性能有显著影响.从第

Ⅲ类平方和比较可以看出三因素对护膝抗冲击性能

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密度、组织结构、纱线原料.
表５　护膝抗冲击性能方差分析表

源 Ⅲ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p值

校正的

模型
１１．７４７a ６．００ １．９５８ １３．２４８ ０．０７２

截距 ２３９．２１８ １．００ ２３９．２１８ １６１８．７６７０．００１

A ０．３４９ ２．００ ０．１７４ １．１８０ ０．４５９

B １１．１２９ ２．００ ５．５６４ ３７．６５４ ０．０２６

C ０．２６９ ２．００ ０．１３４ ０．９１０ ０．５２４

错误 ０．２９６ ２．００ ０．１４８

总计 ２５１．２６０ ９．００

校正后的

总变异
１２．０４２ ８．００

注:R平方＝０．９２５(调整后的R 平方＝０．７０１),因变量即抗冲击性

系数.

２．３　护膝防护性能正交分析

对９款护膝的制动性能和抗冲击性能与试样因

素(纱线原料、组织结构、密度)进行正交分析,见表６.
表６　护膝制动性能和抗冲击性能正交分析表

织物编号
因素

A B C
K制动

因素

A B C
K抗冲击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７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３

＃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３６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７．２０

＃３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７．８８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０．０２

＃４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６９

＃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５．６３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０

＃６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７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４９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０．１９

＃８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８８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１

＃９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１．１３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５．５０

均值K１ １０．３３１７．４４１８．５７ ３．６２ ３．１７ ８．７１

均值K２ １５．２８９．６２１２．２０ ６．１６ ６．８４ ６．１３

均值K３ １４．５１３．０３９．３３ ５．７３ ５．５１ ０．６７

极差R ４．９５ ７．８２ ９．２４ ２．５５ ３．６７ ８．０４

最优 A２ B１ C１ A２ B２ C１

　　由极差R 可以看出各因素对护膝制动性能的

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密度、组织结构、纱线原料.每

个因素的最佳水平为:纱线原料(８tex/１００f涤纶＋
２０D氨纶/５０D 锦纶包覆纱)、织物组织(细罗纹组

织)、密度(紧密).得出最优水平是 A２,B１,C１.
根据因素A的K 值所得,纱线原料对护膝制动

性能有一定影响,K２＞K３＞K１,说明８tex/１００f涤

纶＋２０D 氨纶/５０D 锦纶包覆纱的制动性能优于

１４tex涤粘混纺纱＋２０D 氨纶/３０D 锦纶包覆纱和

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根据因素B的 K 值所得,织物组织对护膝制

动性能有较大影响,K１＞K３＞K２,各组织制动性

能由大到小是:细罗纹组织、粗罗纹组织、平针添

纱组织.
根据因素C的K 值所得,K１＞K２＞K３,织物

密度对于护膝制动性能影响最大,制动性能由大到

小是:紧密、居中、一般.说明织物越紧密,制动性能

越好.
由极差R 可得,影响织物抗冲击性能的因素由

大到小依次是密度、组织结构、纱线原料,得出最优

水平是 A２,B２,C１.即材料是 ８tex/１００f涤纶 ＋
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组织结构是平针添纱组

织,密度是紧密的织物抗冲击性能最好.
根据因素A的K 值,纱线原料对织物抗冲击性

能有一定影响,发现K２＞K３＞K１,说明８tex/１００f
涤纶＋２０D氨纶/５０D锦纶包覆纱的抗冲击性好于

１４tex涤粘混纺纱＋２０D 氨纶/３０D 锦纶包覆纱和

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
根据因素B的K 值,织物组织对织物抗冲击性

有较大影响,发现 K２＞K３＞K１,各组织抗冲击性

由大到小是:平针添纱组织、粗罗纹组织、细罗纹组

织.护膝中常用细罗纹组织,实验结果表明平针添

纱组织和粗罗纹组织比细罗纹组织抗冲击性能更

优,可用于护膝开发.
根据因素C的K 值,织物密度对于抗冲击性能

影响最大,发现 K１＞K２＞K３,各织物密度抗冲击

性能由大到小是:紧密、居中、一般.说明织物越紧

密,抗冲击性能越好.

２．４　护膝弹性正交分析

护膝需要紧密包覆人体膝部和适当的压力保证

舒适性,因此需要良好的弹性[１４],因此对上述试样

的弹性进行分析,采用的仪器是 YG０２６PCＧ２５０型

电子强力机,采用定伸长法,研究弹性拉伸力如表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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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织物弹性拉伸力值

织物编号
因素

A B C

拉伸力值

N１

因素

A B C

拉伸力值

N２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３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６０
＃４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９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４０
＃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６０
＃６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６．４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４．７０
＃７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１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３０
＃８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９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８０

均值K１ ５．００ ３．６０ ５．４０ ４．２０ ５．２３ ４．５７
均值K２ ５．４３ ５．７３ ５．０３ ４．９０ ４．８６ ５．０６
均值K３ ５．０３ ６．１３ ５．０３ ５．３６ ４．３６ ４．８３
极差R ０．４３ ２．５３ ０．３７ １．１６ ０．８７ ０．４９

最优水平 A１ B１ C２/C３ A１ B３ C１

注:N１是横向拉伸力值,N２是纵向拉伸力值.拉伸力值越小,弹性越好.

　　根据极差R 可知,影响织物横向拉伸力值的因

素主要包含:B组织结构,A面料成分和C密度.横

向拉伸力值和织物弹性呈负相关,根据均值K 可得

较优水平组合:(A１,B１,C２/C３).
由极差R 可得影响纵向拉伸力值的主要因素

依次为A面料成分,B组织结构,C密度.拉伸力值

与织物弹性呈负相关,拉伸力值越大,弹性越差.根

据均值K 可得,较优水平组合为(A１,B３,C１).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三维动态捕捉仪器对人体摔倒进行动

作捕捉,通过运动数据结合生物力学原理进行膝盖

部位的受力分析,分析不同款护膝抗冲击性能和制

动性能的优劣,并分析织物原料、组织结构、密度对

于护膝抗冲击性能和制动性能效果以及弹性的影

响,得出以下结论:

a)佩戴护膝对人体的膝盖确有一定的防护效

果,通过包覆膝部减少跌倒过程中关节扭转、过伸和

弯曲造成的伤害,抵抗跌倒时来自地面的冲击力.

b)从护膝的基本参数方面考虑,各因素与护膝

防护性能相关性由大到小是密度、组织结构、纱线原

料,得出纱线原料是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 氨纶/

５０D锦纶包覆纱,细罗纹组织、密度紧密的护膝制动

性能最好,纱线原料是８tex/１００f涤纶＋２０D氨纶/

５０D锦纶包覆纱,平针添纱组织,密度是紧密的护膝

抗冲击性能最好.由此可以进行护膝的优化设计,
将护膝的膝盖部位用抗冲击性能较好的面料,膝盖

上部和下部用制动性能较好的面料.

c)面料成分、组织结构、密度影响织物弹性.
织物横向弹性越好,护膝包覆力越强,穿着也更加舒

适.横向弹性较优的织物是７tex/１４４f涤纶＋２０D
氨纶/３０D锦纶包覆纱,细罗纹,密度是居中或者一

般,用于护膝上下开口位置.

参考文献:
[１]周国璋．膝关节运动损伤原因分析[J]．中国临床康复,

２００４,８(９):１６９５Ｇ１７０１．
[２]李宁．老年人膝部防护系统的研制[D]．天津:天津工业

大学,２０１５:２３Ｇ９６．
[３]孙清峰,殷玉鹏,牛富刚,等．新型聚氨酯运动护膝组合

料的开发[J]．聚氨酯工业,２０１４,３(６):３８Ｇ４０．
[４]曹楠楠,陈韶娟．运动护具的抗冲击性和透气性研究[J]．

非织造布,２０１１,１９(４):１９Ｇ２０．
[５]龙海如．无缝针织内衣的尺寸特性研究[D]．上海:东华

大学,２０１３:４Ｇ８７．
[６]熊宪．纬编无缝针织圆机机构与编织工艺分析[J]．针织

工业,２００９,３(４):３Ｇ８．
[７]赵艳艳．经编间隔织物防护面料的开发及相关防护性能

的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１１:２Ｇ８７．
[８]何玲．抗冲击无缝针织物性能研究与防护运动服开发

[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２０１４:３０Ｇ１１６．
[９]董能,赵志明．运动捕捉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及其前景

分析[J]．山西体育科技,２００６(１):９１Ｇ９２．
[１０]姚瑞祥,王燕珍．行走和慢跑状态下护膝的防护效果[J]．

纺织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６):１０６Ｇ１１１．
[１１]赵焕彬,李建设．运动生物力学[M]．北京:北京市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Ｇ１６．
[１２]吴旭波．基于生物力学的防护性网球运动服装的研究

１０４第４期 谢亮玉等:基于三维动态捕捉技术的无缝护膝防护性能研究



[D]．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２０１４:２Ｇ１００．
[１３]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人民

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０Ｇ１００
[１４]徐军,张莉,张峰．基于运动生物力学的网球女子沙滩

排球服装压力舒适性研究[J]．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２):２３Ｇ２６．
[１５]许耀玲,肖秀兰,廖金凤．老年人跌倒原因分析及安全

防护[J]．中国临床新医学,２０１０,３(３):２８５Ｇ２８６．

Researchontheprotectiveperformanceofseamlessknee
padbasedon３Ddynamiccapturetechnology

XIELiangyu１a,YANYuxiu１a,b,TAOJianwei２,JINZimin１c

(１a．SchoolofFashionTechnology;b．ZhejiangProvincialResearchCenterofClothingEngineeringTechnology;

c．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２．ZhejiangBangjieDigitalKnittingShareCo．Ltd．,Yiwu３２２０００,China)

Abstract:Seamlessknittedfabricisfullyformedfabricdesignedaccordingtothehumanshape．
Becauseitscomfortabletowear,itissuitabletomakekneeprotectivepad．Inordertodesignthekneepad
withgoodantiＧimpactprotectiveperformance,orthogonalexperimentaldesignwasusedtodesignthree
factorsincludingyarn material,fabricstructureandfabricdensity．Threelevelsweresetundereach
factor．９groupsofsampleswereweavedwithseamlessknittingmachine．Theprotectiveperformanceand
theelasticityofthefabricsamplesweretestedthrough３Ddynamiccapturesystemandbiomechanics
principle．Besides,theeffects ofyarn material,fabricstructureandfabric density on protective
performanceandelasticityofsampleswereanalyzed．Thematerialswithgoodprotectiveperformanceand
elasticitywerechosentodevelopseamlesskneepad．Theresultsshowthatwhenthematerialis８tex/１００f
polyester＋２０Dspandex/５０Dpolyamidecoatedyarn,thefabricwithinterlacedtissueandtightdensityhas
thebestantiＧimpactperformance,soitcanbeusedasbuffermaterialofthekneepad．Whenthematerialis
８tex/１００fpolyester＋２０Dspandex/５０Dpolyamidecoatedyarn,thematerialwithribＧknittedtissueand
tightdensityhasthebestbrakeperformance,soitcanbeusedastheraw materialofthekneebrake
function．Theelasticityof７tex/１４４fpolyester＋２０Dspandex/３０Dpolyamidecoatedyarnisgood,soitis
suitableforkneepadedgedesign．Theresearchresultsprovideareferenceforoptimizationdesignandthe
developmentofseamlesskneeprotectionproducts．

Keywords:seamlesskneepad;orthogonaldesign;threeＧdimensionaldynamiccapture;biomechanics
principle;protectiv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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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气凝胶的机械性能研究

骆晓蕾１,李　震１,张梅飞２,马廷方２,刘　琳１,姚菊明１

(１．浙江理工大学纺织与材料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杭州３１００２１)

　　摘　要:通过双滴定共沉淀法制备 Mg/Al(CO３)Ｇ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Layereddoublehydroxides,LDHs)无机

纳米颗粒,并将其与纤维素复合,制备具有微孔结构的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材料.通过扫描电子

显微镜(SEM)、X射线衍射仪(XRD)、热重分析仪(TG)、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ITR)、动态热机械性能分析

(DMA)、压缩测试及旋转流变测试,分析了 Mg/Al(CO３)ＧLDHs无机纳米颗粒添加量对 Mg/Al(CO３)ＧLDHs/纤维

素复合气凝胶的形貌、热稳定性及机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纳米颗粒可以在维持气凝胶多

孔形貌的同时增强机械性能及热稳定性,复合气凝胶的最大压缩应力随 Mg/Al(CO３)ＧLDHs的增加而变大,当 Mg/

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的质量比为２∶５时,复合纤维素气凝胶的压缩强度是纯纤维素气凝胶的约两倍.

关键词: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热稳定性;动态机械性能;纤维素气凝胶

中图分类号:TS１９５．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０３Ｇ０７

０　引　言

气凝胶是由有机或无机分子通过化学或物理交

联的形式形成凝胶后,以超临界干燥或冷冻干燥等

特殊方法,使凝胶网络中充斥的液态部分最终被气

体所替代,从而形成的新型功能材料,亦称干凝胶.
气凝胶是目前所知最轻的材料之一,可分为硅系、碳
系、金属系及金属氧化物系[１].纤维素气凝胶较传

统无机气凝胶和石化类气凝胶具有高韧性、可生物

降解等优势,且因纤维素来源丰富、可再生,高性能

的纤维素气凝胶最有望替代石化类气凝胶及部分无

机气凝胶,用于保温、声热阻隔等领域[２Ｇ４].然而,纯
纤维素气凝胶本身的力学强度不高,承重时易塌陷,
限制其在建筑、家具等特定领域的应用,因此,进一

步提升纤维素气凝胶机械性能极为重要.
传统的增强体与纤维素相容性差,对纤维素气

凝胶机械性能的增强作用有限,且这些增强体的存

在还会影响材料自身性能,如密度、孔隙率、热稳定

性和环保性等[５Ｇ６].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Layered
doublehydroxides,LDHs)是新型二维无机纳米材

料,由于其具有阴离子可组装性、离子可交换性、结
构记忆性的特点[７],可被用于催化、阻燃、载药、光电

化学、吸附分离等多个领域[８Ｇ１２].在增强材料机械

性能方面,可通过结构组成调控改善纳米颗粒与基

体间相容性,具有在赋予材料新功能的同时有效增

强材料机械性能的双重特点[１３].
为提高气凝胶的力学性能,同时降低添加物对

纤维素气凝胶材料自身性能的影响,本文以自制

Mg/Al(CO３)ＧLDHs作增强体,以废棉纱线为纤维

素原料制备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气凝胶;采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热重分析(TGA)、X 射线衍射(XRD)、压
缩测试、动态热机械性能测试(DMA)及旋转粘度表

征 LDHs与 气 凝 胶 性 能,并 研 究 Mg/Al(CO３)Ｇ
LDHs添加量对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气凝

胶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等性能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主要材料

六水硝酸镁(Mg(NO３)２６H２O,９８％,天津科密

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九水氯化铝(AlCl３９H２O,
９７％,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无水碳酸钠

(Na２CO３,分析纯,天津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氢
氧化钠(NaOH,９７％,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



N,NＧ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商品名称 MBA);尿素(分析纯,无锡展

望化工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杭州高晶化工

有限公司);废棉纱线;去离子水(实验室自制).
１．２　样品制备

将 Mg(NO３)２６H２O与AlCl３９H２O按摩尔比

２∶１的比例配置成混合金属离子溶液 A备用;另将

Al３＋和CO２－
３ 按摩尔比１∶１配一定浓度的 Na２CO３溶

液,记为溶液B.取２００mL溶液 A,在剧烈搅拌条件

下,逐滴滴加到２００mL溶液B中,采用NaOH溶液调

节反应体系pH值至９~１０,在６０℃条件下反应１８h,
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中性,
干燥,即得 Mg/Al(CO３)ＧLDHs无机纳米颗粒.

取三份３g粉碎的废棉纱线,分别按其质量的

２０％和４０％称取 Mg/Al(CO３)ＧLDHs无机纳米颗

粒,各自分散于９７g由７wt％的 NaOH 和１２wt％
的尿素组成的混合溶液中,搅拌均匀后置于－２０℃
下冷冻２h,随后于室温下搅拌溶解,得到含有 Mg/
Al(CO３)ＧLDHs纳米颗粒的纤维素溶液.在几份

溶液各添加等量 MBA作为交联剂,待 MBA均匀分

撒纤维素溶液中后倒模并静置１２h,经冷冻干燥即

得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根据

Mg/Al(CO３)ＧLDHs无机纳米颗粒添加量不同,所
得样品命名为 FLＧn,其中n＝２０、４０.另以同样配

比制备纯纤维素气凝胶作空白对照.
１．３　结构与性能表征

１．３．１　纤维素气凝胶密度及孔隙率测定

按体积密度法测定圆柱形气凝胶样品体积密度

ρv.忽略空气密度,按式(１)计算气凝胶孔隙率P:
P/％＝(１－ρv/ρs)×１００ (１)

其中:P 为孔隙度,％;ρv 为纤维素气凝胶体积密度,

gcm－３;ρs 为纤维素气凝胶骨架密度,g/cm３.复

合纤维素骨架密度按LDHs与纤维素质量比计算,
再生纤维素骨架密度按１．５２８g/cm３ 计[１４],LDHs
密度以体积排除法测得为１．５０３g/cm３,复合气凝

胶骨架密度按两者权重计.
１．３．２　X射线衍射(XRD)分析

采用德国布鲁克AXE有限公司的D８DiscoverX

射线衍射仪分析所得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晶体结构,
铜靶辐射,扫描范围为５°~６５°,扫描速度为５°/min.
１．３．３　热重(TG)分析

采用德国耐驰公司的 TG２０９F１热重分析仪分析

复合纤维素气凝胶的热行为,氮气流速为３０mL/min,
温度范围为３０~８００℃,升温速度为２０℃/min.
１．３．４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测试

采用美国 ThermoFisherScientific的 Nicolet
５７０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辨率为４cm－１,
扫描次数３２次,扫描范围为４０００~４００cm－１.
１．３．５　流变测试

采用美国 Brookfield公司的 R/S/CPS型流变

仪,温度恒为１０℃,剪切速度恒为５０r/s.
１．３．６　动态热机械(DMA)分析

采用瑞士 MettlerＧToledo有限公司的DMAＧ１型动

态热机械分析仪研究受热状态下纤维素气凝胶的热机械

性能,测试温度范围为３０~３００℃,升温速度为３K/min.
１．３．７　压缩测试

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测试复合气凝胶的压缩性

能,初始压力为２０Nt,压缩速度为２０Nt/min,压缩

变量为８０％.
１．３．８　扫描电镜(SEM)分析

采用德国 GarlZeiss公司的 Ultra５５型场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对镀金后样品进行形貌分析,加速

电压为３kV.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的结

构表征

图１为 Mg/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气凝胶的

SEM 图像.其中,图１(a)所示为 Mg/Al(CO３)ＧLDHs
粉末SEM图像,由图可知,所得 Mg/Al(CO３)ＧLDHs
为单纯的片状纳米颗粒.图１(b)—(c)所示为纯纤维

素气凝胶与FLＧ４０样品中气凝胶内壁SEM图,对比发

现,纯纤维素气凝胶表面光洁,Mg/Al(CO３)ＧLDHs/纤

维素复合气凝胶内壁粗糙,Mg/Al(CO３)ＧLDHs粉

末被包裹于纤维素内壁或堆积于纤维素气凝胶内壁

表面,纳米颗粒均匀分布.

图１　Mg/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气凝胶的SEM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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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测定,纯纤维素气凝胶与复合纤维素气凝胶

的密度及孔隙率如表１所示.随着 LDHs比例的

增加,复合气凝胶密度略有增加,孔隙率变化不显

著.因此LDHs的存在对纤维素气凝胶基本结构

性能影响较小.
表１　纤维素气凝胶密度及孔隙率表

测试指标 纯纤维素气凝胶 FLＧ２０ FLＧ４０

ρv/(gcm－３)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５３０
P/％ ９７．０９ ９６．７１ ９６．５０

２．２　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的机

械性能分析

图２为不同配比的复合纤维素气凝胶的压缩应

力Ｇ应变曲线.从压缩应力Ｇ应变曲线可见,纯纤维

素气凝胶为韧性材料,较软,初受载荷时,压缩应变

滞后明显,压缩过程未出现明显屈服,当压缩应变为

８０％时,最大载荷约为０．７５９３MPa.添加 Mg/Al
(CO３)ＧLDHs纳米颗粒后,材料的压缩强度显著上升,
样品FLＧ２０的压缩应变为１１．２５％时,复合气凝胶出现

明显的压缩屈服点,FLＧ４０较FLＧ２０出现屈服时的压缩

应变位置提前,FLＧ４０的最大载荷为１．５０２９MPa,是纯

纤维素气凝胶的１．９８倍,因此随着 Mg/Al(CO３)Ｇ
LDHs添加量的梯度增加,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

复合气凝胶转变为强而韧的材料.Mg/Al(CO３)Ｇ
LDHs纳米颗粒均匀分散于复合材料中,由于表面

吸附水的存在,片状的纳米结构与纤维素间相容性

良好,力经纳米颗粒诱导分散并减小,产生切力屈

服,从而增强外力承受能力[１５].曲线中有不同程度

的波动是由于气凝胶多孔结构孔径分布不均或纳米

颗粒局部不匀导致材料内部出现缺陷所致.

图２　纯纤维素气凝胶及复合纤维素

气凝胶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图３所示为材料动态热机械分析结果.E″代表

损耗模量,是材料在形变过程中能量损失转变为热

的部分,E′则表示储能模量,由材料的粘弹性引起.
由图３可知,纯纤维素气凝胶与FLＧ２０的损耗模量

与储能模量曲线基本一致,而FLＧ４０初始损耗模量

与储能模量分别为纯纤维素气凝胶的２．５２倍和

３．３１倍,且随温度变化,储能模量下降趋势显著,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添加 Mg/Al(CO３)ＧLDHs纳米颗

粒后,当外力作用使分子链段开始移动时,链间、纳
米颗粒间以及纤维素分子链与 Mg/Al(CO３)ＧLDHs
纳米颗粒间均会产生摩擦,并产生能量损耗转化为

热量,纳米颗粒含量越高,损耗模量自然越高[１６].
高的储能模量意味着纳米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颗粒

的引入提高材料的刚性,FLＧ４０的储能模量较 FLＧ
２０和纯纤维素气凝胶高,因此 Mg/Al(CO３)ＧLDHs
的存在可以提高材料的弹性储能,而FLＧ４０的储能

模量随着温度的上升下降的较快也意味着 Mg/Al
(CO３)ＧLDHs的存在使得材料随温度上升变软得更

快,即力学强度下降得更快,直到和纯纤维素气凝胶

一致.

图３　纤维素气凝胶损耗模量E″及储能

模量E′随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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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为 Mg/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气凝胶

的 TG和 DTG 曲线.由图４(a)可知,复合气凝胶

的残余质量随LDHs质量的增加上升,且热分解速

率随之下降,复合纤维气凝胶热稳定性随 LDHs增

加而提升.图４(b)为 LDHs热分解过程随温度上

升的DTG曲线,LDHs纳米颗粒的在该温度范围

内,热分解主要分成三段:在温度低于１００℃时,吸
附在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颗粒表面的吸附水逐渐气

化脱附;随温度继续上升到２３０℃时,金属离子层板

间的水分子在热作用下不断脱除;而当温度继续上

升至３５０℃时,层板间的碳酸根离子分解,释放出

CO２,直至温度达６００℃左右,质量基本不再发生变

化,而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由正八面体层板结构逐

渐转化为尖晶石结构的层状双金属氧化物[１７],最终

残余质量为５４．１３％.其中,质量随温度上升而下降

变化较为显著的区间主要为１００~２３０℃和３５０~
４５０℃两个区间内.

图４(c)为不同组分纤维素气凝胶DTG曲线,结
合图４(a)知,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

的热分解速率及残余质量比随 Mg/Al(CO３)ＧLDHs
纳米颗粒的增加而增加,其中FLＧ２０及FLＧ４０残余

质量较纯纤维素气凝胶分别由０上升到６．７５％和

１６．６７％,二者热分解温度较纯纤维素气凝胶分别提

升５．９３℃及８．１９℃,这意味着,复合材料的热稳定

性也随着 Mg/Al(CO３)ＧLDHs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当气凝胶材料受热时,Mg/

Al(CO３)ＧLDHs在２００℃及３６０℃处分别会进行层

间水的脱除和CO２－
３ 的分解,该过程需破坏层间水与

CO２－
３ 间氢键及CO２－

３ 内的共价键并吸收大量的热,
从而在继续升温的过程中,随着 Mg/Al(CO３)ＧLDHs
添加量的增加,吸收的能越多,则为纤维素分子炭化

提供的热能显著降低,最终表现出材料的热稳定性提

升.

２．３　Mg/Al(CO３)ＧLDHs增强纤维素复合凝胶机

理探讨

图５所示为 LDHs及添加 Mg/Al(CO３)ＧLDHs
前后纤维素气凝胶的红外光谱图.对比图５中各条

曲线发现,复合气凝胶中未出现新的峰,再次说明

Mg/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之间的复合并非通过

化学键结合,而是物理复合.对比各峰频率变化发现,
复合气凝胶中 FLＧ２０、FLＧ４０分别在３４４８．１９cm－１、

３４４２．９２cm－１附近处出现的由 O—H 伸缩振动引起

的红外吸收峰较纯纤维素气凝胶在３４５７．８７cm－１

处出现的峰峰频下降,说明纤维素与 LDHs复合的

图４　Mg/Al(CO３)ＧLDHs纳米颗粒与复合纤维素

气凝胶的 TG及 DTG曲线

过程中,两种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着氢键作用[１８].图

谱中２９２０．００cm－１附近处的吸收峰是由 C—H 的

伸缩振动引起的,纯纤维素气凝胶中１４３２．８２cm－１

出现的峰是由—CH２—剪式振 动 引 起 的,FLＧ２０、

FLＧ４０分别在１６４７．７１cm－１及１６３６．９３cm－１处出

现的峰是由纤维素分子链上 O—H 的弯曲振动引

起的,该峰在纯纤维素上表现不明显.纯纤维素气

６０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凝胶中１４３２．８２cm－１出现的峰是由—CH２—剪式

振动引起的,当纤维素与 LDHs复合后,LDHs在

１３６２．７４cm－１处由CO２－
３ 引起的吸收峰叠加,在FLＧ２０

及FLＧ４０中分别形成１３７３．４６cm－１及１３６９．８１cm－１

两叠加峰且峰宽变宽,随 LDHs添加量的增加,该
峰右移.纯纤维素气凝胶及 FLＧ２０、FLＧ４０分别在

１０７８．３５、１０６６．２４cm－１及１０６２．２６cm－１附近及主

峰两侧一系列凸起代表纤维素最强峰宽波频段,主
要由纤维素分子环上的C—O振动引起,对比发现,
复合 气 凝 胶 中 该 波 段 向 低 频 处 移 动,再 次 说 明

LDHs与纤维素分子链之间存在氢键作用.这些氢

键作用的存在同样促使复合纤维素气凝胶热稳定性

提升.

图５　Mg/Al(CO３)ＧLDHs与纤维素气凝胶的红外光谱图

图６(a)为 实 验 所 得 Mg/Al(CO３)ＧLDH 的

XRD曲线,图中各峰均为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特

征峰,晶面(００３)、(００６)、(００９)对应的峰体现LDHs
典型的类水滑石结构,晶相结构良好;(１１０)和(１１３)
晶面平行,体现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晶体结构的规

整性(JCPDSＧ１４Ｇ１９１);图中未出现杂峰,说明所得

Mg/Al(CO３)ＧLDHs是符合预期的单纯 LDHs粉

末[１９].图６(b)所示为实验所得纯纤维素气凝胶、

FLＧ２０、FLＧ４０与纤维素的 XRD曲线.通过对比可

知,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中成功

复合了 Mg/Al(CO３)ＧLDHs,且纤维素由废弃棉纤

维转变为纤维素气凝胶的过程中,实现纤维素Ⅰ向纤

维素Ⅱ的转变,由于纤维素在碱/尿溶液中彻底溶解分

散成单个分子,并经 MBA交联,纤维素的规整度和

结晶度均有所下降[２０],故纯纤维素气凝胶强度不高,
而添加LDHs纳米颗粒后,由于LDHs为晶相结构良

好的纳米颗粒,材料整体结晶度提升,强度增强.

图６　Mg/Al(CO３)ＧLDHs粉末、棉纤维及纤维

素气凝胶的 X射线衍射图

图７所示为不同纤维素溶液粘度变化曲线.纯

纤维素溶液在恒温和恒定剪切速率条件下,由于纤

维素分子链较长,分子间的解缠不易,切力受阻,表
现出一定的黏稠性;添加交联剂后,随着时间的增

加,分子链间开始发生交联反应,分子间的相对滑移

减少,切力受阻略有减少,因而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

降,而 黏 稠 性 本 质 不 变[２１].而 当 Mg/Al(CO３)Ｇ
LDHs添加量为２０％时,纳米颗粒的存在增加了分

子链间的距离,因而纤维素长链分子间的交缠减少,
在溶液中主要表现出一定的增塑性.另一方面,

Mg/Al(CO３)ＧLDHs进入溶液中形成乳液状,纤维

素溶液的极性溶剂与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表面的吸

附水形成薄的界面,界面张力较大,由于纳米颗粒数

量较多,纤维素分子链段与纳米颗粒间形成侨联结

构,因而连段和颗粒的运动被互相挟制,表现出一定

的增稠性,因此当添加量继续增加到４０％时,溶液

整体表现出了明显上升的黏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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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纤维素溶液中的剪切粘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自制 Mg/Al(CO３)ＧLDHs无机纳米

颗粒和废棉纤维制备不同配比的 Mg/Al(CO３)Ｇ
LDHs/纤维素复合气凝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a)Mg/Al(CO３)ＧLDHs纳米颗粒可以在不影

响纤维素气凝胶基本特性的情况下增强材料的机械

性能和热稳定性,随着 Mg/Al(CO３)ＧLDHs添加量

的增加,气凝胶由准韧性转变为韧性增强材料,热稳

定性不断提高.

b)当 Mg/Al(CO３)ＧLDHs纳米颗粒与纤维素

的质量比为２∶５时,FLＧ４０最大压缩应力为纯纤维

素气凝胶的１．９８倍,初始损耗模量与储能模量分别

为纯纤维素气凝胶的２．５２倍和３．３１倍,且随温度

变化,储能模量下降趋势显著.

c)添加 Mg/Al(CO３)ＧLDHs纳米颗粒后,复合

材料随温度上升热分解速率较纯纤维素气凝胶显著

变小,FLＧ２０、FLＧ４０分解后残余质量分别由０上升

了６．７５％及１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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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analysisofMg/Al(CO３)ＧLDHs/celluloseaerogels
LUOXiaolei１,LIZhen１,ZHANGMeifei２,MATingfang２,LIULin１,YAOJuming１

(１．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

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２．WensliGroupCo．Ltd．,Hangzhou３１００２１,China)

Abstract:Mg/Al(CO３)Ｇlayereddoublehydroxides(Mg/Al(CO３)ＧLDHs)werepreparedviadouble
titrationcoprecipitationmethodandthencompoundedwithcellulosefortheporousmaterialsMg/Al(CO３)Ｇ
LDHs/cellulosecompositeaerogels．TheMg/Al(CO３)ＧLDHs/cellulosecompositeaerogelsweretestedby
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y (SEM),XＧraydiffraction (XRD),thermogravimetricanalysis (TG),

Fouriertransforminfraredspectroscopy (FITR)anddynamicthermomechanicalanalysis (DMA)to
analyzetheirmorphology,thermalstabilityandmechanicalpropertiesbytheadditionamountofMg/Al
(CO３)ＧLDHsnanoparticle．TheresultshowedthatLDHsenhancedthemechanicalandthermalstabilityof
thematerialwhile maintainingtheporous morphologyoftheaerogels．The mechanicalandthermal
stabilitywereallimprovedwiththeincreasingMg/Al(CO３)ＧLDHs,whenthemassratioofMg/Al(CO３)Ｇ
LDHsandcelluloseis２∶５,themaximumcompressivestressofcompositecelluloseaerogelswasnearly
doublethemaximumcompressivestressofpurecelluloseaerogels．

Key words:layered doublehydroxides;thermostability;dynamic mechanicalproperty;cellulose
aerogels

(责任编辑:刘国金)

９０４第４期 骆晓蕾等:Mg/Al(CO３)ＧLDHs/纤维素气凝胶的机械性能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３９卷,第４期,２０１８年７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NaturalSciences)

Vol．３９,No．４,Jul．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n)．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９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叶华亦(１９８０－),女,浙江海宁人,助理经济师,本科,主要从事产业用纺织品销售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韩　建,EＧmail:hanjian８＠zstu．edu．cn

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制备及其对PVC膜
结构材料性能的影响

叶华亦１,吴璀义１,李周峰１,张　杰１,韩　建２

(１．浙江锦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海宁３１４４１９;２．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炭黑(CB)为核材、聚苯胺(PANI)为壳材,通过原位聚合法制备聚苯胺包覆炭黑(CB＠PANI)的微胶

囊,然后分别将 CB或 CB＠PAIN微胶囊作为填料,加入聚氯乙烯(PVC)浆料中,进而采用涂布机将 PVC浆料涂覆

于聚酯纤维基布表面,制备出PVC膜结构材料.研究了 CB在PVC膜结构材料中的分散性,并改善 PVC膜结构材

料的导电性能及力学性能.采用FTIR、SEM、TEM 和 TG等手段对 CB＠PANI微胶囊结构进行表征,并用SZTＧ２A
型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INSTRON万能试验机分别对 PVC膜结构材料的表面电阻及拉伸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表

明:随 CB＠PANI微胶囊含量增加,PVC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大幅度降低,但其对PVC膜结构材料的断裂强度和断

裂伸长率影响较小;与纯炭黑相比,当添加量为１２．２％ 时,PVC膜结构材料的表面电阻得到极大的改善,低至６．０×
１０２(Ωcm),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提升了３８．２％和１０８．１％.

关键词:PVC;微胶囊;炭黑;导电;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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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聚氯乙烯膜结构材料(PVC膜结构材料)具有高

强质轻、色彩缤纷和功能多样等性能,近年来被广泛

应用于停车场、体育场馆、展览会场等建筑领域[１Ｇ２].
为满足市场的需求,研究人员已开发出多种PVC膜

结构材料新产品,如 PVC 篷盖布和 PVC 广告布

等[３Ｇ４].PVC膜结构材料主要由PVC树脂和聚酯纤

维织物组成,具有良好的拉伸强度、顶破强度及撕裂

强度,但PVC树脂和聚酯纤维织物几乎不具有抗静电

性能,这严重影响了PVC膜结构材料在抗静电领域的

使用[５Ｇ６].为了改善PVC膜结构材料的抗静电性能,一
般采用添加抗静电剂的方法[７],如将导电金属或金属

氧化物添加到高聚物中制成导电纳米复合材料,但是

金属或金属氧化物价格较高、易氧化、稳定性较差;或
采用涂层法将导电涂料直接涂覆到高聚物材料表面得

到导电材料,此法具有生产条件易控制,涂层剂、导电

填料易选择等优势,但不耐洗涤,永久性差[８Ｇ１１].

目前,利用树脂基体的机械性能和导电填料的

导电性,研究人员通过在树脂基体中掺杂导电粒子

的方法,制备导电纳米复合材料[１２Ｇ１３].其导电性能

主要取决于体系中导电填料粒子间能否相互接触而

形成可供载流子自由运动的导电通路或导电网

络[１４Ｇ１６],而影响导电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填料种

类、填料与基体树脂的比例、填料在树脂基体中的分

散状态[１７Ｇ１８].炭黑(CB)作为一种常见的导电粒子,
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表面能,环境因素的变化对

其导电性能的影响少,但其容易形成团聚体和吸附

增塑剂,影响PVC树脂复合材料的加工成型及力学

性能[１９Ｇ２０],所以高性能导电PVC膜结构材料的制备

关键在于炭黑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和良好的界面性

能.现有研究发现,聚苯胺导电高聚物具有优异的

导电性、环境稳定性和简单的工艺制备方法,其与炭

黑的杂化,不仅可以提升单独加入炭黑的电导率,同
时也可以降低炭黑的表面能,减少团聚现象的发

生[２１Ｇ２２].因此,本文选用聚苯胺对炭黑进行微胶囊



化处理,通过原位聚合法制备炭黑＠聚苯胺(CB＠
PANI)微胶囊,研究 CB＠PANI微胶囊在 PVC膜

结构材料中的分散性,以及对PVC膜结构材料的导

电性能和力学性能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原料与试剂

炭黑(VulcanXCＧ７２,平均粒径 ３０nm,美国

CARBOT公司),苯胺(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浓盐酸(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过硫酸铵(上
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聚氯乙烯(PVC)树脂

(PＧ４５０,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异氰酸酯交

联剂(TP１０１)、钡锌热稳定剂和邻苯二甲酸二异壬

酯(DINP)均为市售化工原料.

１．２　炭黑＠聚苯胺微胶囊的制备

称取４．５g苯胺和１０．０g炭黑,量取１０．０mL浓

HCl加入７０．０mL去离子水中,机械搅拌１０min,超
声分散３０min得到溶液A,另称取１３．６g过硫酸铵

溶解于２０．０mL去离子水中得到溶液B,将A和B混

合,室温下搅拌反应６h,过滤、洗涤、烘干、待用.

１．３　PVC膜结构材料的制备

将PVC树脂(１００．０g)、交联剂 TP１０１(１．５g)、
钡锌热稳定剂(２．５g)、增塑剂DINP(６０．０g)和０％、

０．６％、１．８％、３．０％、６．１％、９．１％、１２．２％(以质量

分数计)的炭黑或者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充分搅拌

混合,得到PVC浆料,均匀涂覆在聚酯纤维织物表

面,在１８０℃烘箱里干燥９０s后,取出,冷却,用压

膜机以一定的压力制成厚度约为１．５mm的样品.

１．４测试与表征

采用美国TA 仪器公司的TGAＧQ５０型热失重分

析仪对样品进行测试,其中称取样品５~８mg,氮气

气氛,流速为２０mL/min,升温速率为２０℃/min,温
度范围为２５~６５０℃;采用５７０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

仪(美国 Nicolet公司)对样品进行测试,扫描范围

为４０００~４００cm－１,扫描次数为６４;采用日本JSMＧ
５６１０LV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测试试样断面,
表面镀金后观察其形态;采用日本JEMＧ２１００型透

射电子显微镜(TEM),将CB或CB＠PANI均匀分

散在无水乙醇中后观察其形态.
采用压片机制成的直径为１０mm,CB、CB＠

PANI作为填料的圆形薄片,在SZTＧ２A 型四探针

电阻率测试仪(江苏苏州晶格电子有限公司)下,测
试圆形薄片的电阻率.

将CB、CB＠PANI作为填料的PVC膜结构材

料用冲模机制成哑铃状拉伸试样,其中试样总长度

为６０mm,测试拉伸长度L 为４０mm,宽度 W 为

４mm,厚度 H 为１mm,采用INSTRON 万能试验

机进行拉伸测试,拉伸速度为１００mm/min,夹距为

４０mm,从而得到试样的拉伸强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炭黑＠聚苯胺微胶囊的表征

纯炭黑及炭黑＠聚苯胺微胶囊的红外光谱图如

图１(a),可看出,纯炭黑在３４３０cm－１和１６２０cm－１处

出现了吸收峰,分别为－OH 基团和 O－H(H２O)的
弯曲振动峰,这些含氧官能团的存在为改性提供了

反应位点[２３].观察炭黑＠聚苯胺微胶囊的红外光

谱图,５０５cm－１处吸收峰为苯环弯曲振动引起的,

８１５cm－１处出现苯环的 C－H 面外弯曲振动峰,

１１２４cm－１附近的吸收峰为醌式结构 N－Q－N(Q
为醌环)中醌环的特征振动;１２５５cm－１处的吸收峰,
是与苯环相连的C－N伸缩振动;１３００cm－１为与苯

环相连的仲胺(C－N)的伸缩振动;１４８５cm－１处为

苯环的结构特征吸收峰;１５６０cm－１为醌式结构的C
－C伸缩振动吸收峰.由此可知,生成的聚苯胺分

子链中存在醌式与苯式结构,即为可导电的中间氧

化态聚苯胺.另外,１１２４cm－１处的吸收峰与聚苯胺

的电子离域程度相关,也被称为电子状态峰,其红移

量和强度越大,聚苯胺掺杂程度越高.谱图１(a)中,
表示本征态聚苯胺的醌式结构的特征峰１１６１cm－１和

１５８３cm－１分别移动到１１２４cm－１和１５６０cm－１,且
峰值移动幅度较大,这表明醌式结构的有效共辄链

变长,即表示聚苯胺的掺杂程度较大这有利于增强

炭黑＠聚苯胺微胶囊的导电性能[２４].
图１(b)为纯炭黑、纯聚苯胺、炭黑＠聚苯胺微

胶囊的热失重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纯炭黑在４０
~１５０℃范围内出现失重,失重约为２．５％,主要为

试样中所含的游离的水分挥发.从纯聚苯胺的失重

曲线可以看出,在１００~３００℃范围内出现失重,失
重约为１０．３％,为所含水份以及低聚物的挥发;在

３００~６８０℃范围内出现失重,因聚苯胺的分解而失

重６８．０％.纯聚苯胺总失重约为７８．３％.从炭黑＠
聚苯胺微胶囊的失重曲线可以看出,在４０~２５０℃范

围内出现失重,失重约为５％,为所含水份以及低聚

物的挥发;在２５０~６５０℃范围内出现失重,因聚苯

胺的分解而失重５０％,炭黑＠聚苯胺微胶囊总失重

约为５５％.由测试结果分析认为,炭黑粒子表面聚

苯胺占有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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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CB和CB＠PANI微胶囊红外光谱图和热重曲线

　　图２(a)为纯炭黑扫描电镜(SEM)图像,图２(b)
为纯炭黑透射电镜(TEM)图像,图２(c)为炭黑＠聚

苯胺微胶囊分布扫描电镜(SEM)图像,图２(d)为炭

黑＠聚苯胺微胶囊结构透射电镜(TEM)图像.由

图２(a)和(b)看出,纯炭黑粒子由于本身比表面积

大,表面能高,较容易团聚,形成８~１０μm 团聚体.
从图２(d)中可以看出,炭黑＠聚苯胺微胶囊为规则

球状,粒径８０~１００nm.图２(e)和图２(f)则分别是

含量为１２．２％ CB和１２．２％ CB＠PANI微胶囊的

PVC复合材料的SEM 断面形貌,对比发现,纯炭黑

之间发生大量团聚,尤其在PVC膜结构材料断面中

团聚体较为明显(如图２(e)),然而炭黑＠聚苯胺微

胶囊结构较纯炭黑疏松,不会形成较大的团聚体,这
是由于聚苯胺大量沉积在炭黑表面,降低了炭黑的

表面能,从而减少了炭黑粒子间的接触,改善了炭黑

团聚的问题(如图２(f)).

图２　各试样的形貌或断面形貌

　　图３为纯炭黑和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 PVC
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影响.随着导电填料含量的增

加,PVC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逐渐下降,最后膜结

构材料表面电阻趋于相对稳定,且此时膜结构材料

表面电阻具有一定的导电功能.由图３可知,纯

PVC膜结构材料的表面电阻为 １．４×１０１４ (Ω

cm),而加入１２．２％炭黑后的PVC膜结构材料表面

电阻,最低达到１．３×１０４(Ωcm).与纯炭黑对

比,加入１２．２％的 CB＠PANI微胶囊后的PVC膜

结构材料表面电阻,最低达到６．０×１０２(Ωcm),

表现出优异的导电性能.造成 CB＠PANI微胶囊

填充后的PVC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保持率较高的

原因,是纯炭黑粒子在PVC基体中团聚导致的分布

不匀(如图２(e),使得基体中的导电网络难以形成,而
由于CB＠PANI微胶囊在PVC膜结构材料中分布均

匀,保证了PVC树脂中导电节点的连续性(图２(f)).
且清楚看出,随着填料含量的增大,PVC/CB＠PANI
微胶囊膜结构材料料表面电阻下降速率比PVC/CB
膜结构材料快,表明增大导电填料的含量,可有效减

小导电粒子间的间隔,增大粒子间互相接触面积,有

２１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利于形成连续紧密的导电通路和导电网络,减小表

面电阻值;CB＠PANI微胶囊比纯炭黑分散性优异,
在基体中不易团聚,较易形成导电网络,导致较低添

加量下获得较低表面电阻值.由上述分析可知,CB
＠PANI微胶囊可有效地提高 PVC膜结构材料的

导电性能,即可大幅度提高其抗静电性能.

图３　纯炭黑和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

PVC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影响

图４为纯炭黑和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 PVC
膜结构材料料力学性能影响.图４(a)可看出,纯炭

黑添加量在０→０．６％,膜结构材料断裂强力变化不

大;然后,随纯炭黑添加量增加(０．６％→１２．２％),

PVC膜结构材料断裂强度较大幅度降低,即纯炭黑

添加量为１２．２％,PVC膜结构材料断裂强度损失率

为１．９３％.因为纯炭黑添加量增加,在 PVC基体

中分散性差,导致基体受力过程中,应力集中,产生

裂纹,PVC膜结构材料断裂强度下降较明显.然而

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在０→０．６％,PVC膜结构材料

断裂强度也变化不大,随炭黑＠聚苯胺微胶囊添加

量增加(０．６％→１２．２％),PVC膜结构材料断裂强

度缓慢降低.当CB和CB＠PANI微胶囊添加量相

同,均为１２．２％时,PVC膜结构材料断裂强度分别

为３３．２６MPa和４５．９７MPa;从而可以看出炭黑＠
聚苯胺微胶囊有效降低对PVC膜结构材料的断裂

强度的影响,且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PVC膜结构

材料断裂强度的改善尤为显著,断裂强度提升了

３８．２％.其原因是炭黑＠聚苯胺微胶囊有效改善其

在基体中的分散性,导致基体受力过程中,避免应力

集中,降低产生裂纹的程度,PVC膜结构材料断裂

强度降低较小[１０Ｇ１１].进一步从图４(b)看出,随纯炭

黑添加量增加,PVC膜结构材料断裂伸长率大幅度

降低,纯炭黑添加量为１２．２％,PVC膜结构材料断裂

伸长率达到１８．５％(纯 PVC膜结构材料４３．５％).
而随炭黑＠聚苯胺微胶囊添加量增加,PVC膜结构

材料断裂伸长率缓慢降低.当CB和CB＠PANI微

胶囊添加量相同,均为１２．２％时,PVC膜结构材料

断裂伸长率分别为１８．５％和３８．５％;相比于纯炭

黑,炭黑＠聚苯胺微胶囊有效降低对PVC膜结构材

料的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且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

PVC膜结构材料断裂伸长率的改善尤为显著,断裂

伸长率提升了１０８．１％.由上述分析可知,炭黑＠
聚苯胺微胶囊可改善PVC膜结构材料力学性能,表
明它在基体中分散性优异,可提高其在基体中的分

布均匀度,降低应力集中程度,即可降低对PVC膜

结构材料力学性能影响.

图４　纯炭黑和炭黑＠聚苯胺微胶囊对PVC膜结构材料力学性能影响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备聚苯胺包覆炭黑(CB
＠PANI)的微胶囊,填充PVC浆料,进而得到PVC
膜结构材料,系统研究了CB在PVC膜结构材料中

的分散性,改善了PVC膜结构材料的导电性能及力

学性能,所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a)采用PANI包覆CB,并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和热失重分析仪对CB＠PANI微胶囊进行表征,结果

表明:PANI成功的包覆在CB表面,且由PANI＠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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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损失率较未改性CB的高可知,CB表面已经

存在PANI.

b)经PANI包覆的CB分散性得到明显提升,
并且当CB＠PANI的添加量为１２．２％时,其在PVC
树脂中的分散性明显高于添加相同质量的CB.

c)相对于 PVC/CB 膜结构材料而言,CB＠
PANI微胶囊的加入使 PVC膜结构材料表面电阻

大幅度降低.当 CB＠PANI微胶囊含量为１２．２％
时,表面电阻低至６．０×１０２(Ωcm),说明 CB＠
PANI微胶囊在PVC基体中分散性优异,可大幅度

提高PVC膜结构材料的导电性能.

d)相比于纯炭黑,CB＠PANI微胶囊加入对

PVC膜结构材料的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影响较

小,当CB＠PANI微胶囊含量为１２．２％ 时,断裂强

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４５．９７MPa和３８．５％.与

PVC/CB膜结构材料相比,PVC/CB＠PANI微胶

囊膜结构材料的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增加了

３８．２％和１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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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ofcarbonblack/polyanilinemicrocapsuleanditseffect
onpropertyofPVCmembranestructurematerial

YEHuayi１,WUCuiyi１,LIZhoufeng１,ZHANGJie１,HANJian２

(１．ZhejiangJindaNew MaterialsCo．,Ltd．,Haining３１４４１９,China;

２．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carbonblack(CB)andpolyaniline(PANI)wereusedasthesheelmaterialstoprepare
thecarbonblack＠polyaniline(CB＠PANI)microcapsulewithinＧsitupolymerizationmethod．Then,CBor
CB＠PANImicrocapsuleasthefillerwasaddedinpolyvinylchloride(PVC)slurry．Then,thePVCslurry
wascoatedonthesurfaceofpolyesterfabricbythecoatingmachinetopreparePVCmembranestructure
material．ThedispersityofCBinPVCmembranestructurematerialwasinvestigated,andconductivityand
mechanicalpropertiesofPVCmembranestructurematerialwereimproved．ThestructureofCB＠PANI
microcapsulewascharacterizedbyFTIR,SEM,TEM,TGandsoon．Meanwhile,thesurfaceresistance
andthetensilepropertiesofPVC membranestructurematerialweretestedbytheSZTＧ２AfourＧprobe
resistivitytesterandtheINSTRONuniversaltester,respectively．Theresultsshowedthatthesurface
resistivityof PVC membranestructure materialdecreased greatly,butthe breaking strength and
elongationatbreakofPVC membranestructurematerialwereaffectedalittlewiththeincreaseinthe
contentofCB＠PANImicrocapsule．ComparedwithpureCB,thesurfaceresistanceofthePVCmembrane
structuralmaterialimprovedgreatly(６．０×１０２(Ωcm))whentheamountofadditionwas１２．２％．In
addition,thebreakingstrengthandelongationatbreakincreasedby３８．２％and１０８．１％,respectively．

Keywords:PVC;microcapsule;carbonblack;conductivity;mechanical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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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
材料基传感器在抗坏血酸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周文翠,杨　静,朱仁霞,赵陈煜,雷　容,蔡玉荣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羟基磷灰石纳米线具有比表面积大、吸附性强,生物相容性好的优点,利用石墨烯优异的导电性与羟基

磷灰石复合制成纳米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在电化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利用水热法一步制备出羟基

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材料,并用该复合材料修饰的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制造出抗坏血酸

氧化酶传感器,该传感器对抗坏血酸的电化学性能结果表明:纳米复合材料修饰的工作电极对抗坏血酸有优异的电

化学活性,峰值电流与抗坏血酸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抗坏血酸氧化酶传感器灵敏度为１．５９４９×１０－２ A/moL,

线性检测范围为３．９０×１０－４~３．６０×１０－２ mol/L(R２＝０．９９８４５),最低检测限为３．３９×１０－６ mol/L(S/N＝３).实

验结果表明该抗坏血酸氧化酶传感器具有灵敏度好,线性检测范围宽,最低检测限小的优点,在对抗坏血酸检测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抗坏血酸;生物传感器

中图分类号:TB３３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１６Ｇ０７

０　引　言

生物传感器是(Biosensor)是一种通过信号转

换器将化学物质、热、光等信号转换成可以被接收的

电信号,从而达到特定识别信号的仪器,它普遍被应

用于生物物质的浓度检测[１].与目前普遍应用的分

析方法相比,如吸附溶出伏安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和

毛细管电泳法,生物传感器具有选择性高、灵敏度

高、分析速度快、检测限低、价格低廉和可重复利用

等特点[２].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酶生物传感

器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对其的探索研究也进一

步加深.酶生物传感器的工作电极因需要与酶结合,
而具有小尺寸效应、大比表面积、生物相容性好的纳

米材料可以固定更多的酶而不影响其活性,使得这类

纳米材料在生物传感器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３].
随着人们对纳米材料的探索越来越多,纳米材料在酶

生物传感器领域中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４].

羟基磷灰石(Hydroxyapatite,HAP)是脊椎动

物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无机组成成分,具有良好的生

物活性,生物相容性,无毒、无害和无致癌作用[５Ｇ６];
较强的吸附性可以固定分子识别元件;大的比表面

积,独特的多吸附位点,可为酶的固定提供较大的结

合位点,因而广泛的应用在生物工程领域,近年来在

生物传感器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７].石墨烯

(Graphene)是一种只有一个碳原子层厚度的准二

维材料[８],具有比表面积大、化学稳定性好和电化学

性能 优 异 的 特 点,是 制 作 生 物 传 感 器 的 理 想 材

料[９Ｇ１０],广泛应用于电化学研究领域.纳米金(Au
nanopaticles,AuNPs)又称胶体金,除具有比表面

积大、比表面反应活性高、有宏观量子隧道等纳米材

料共有的性质外,还具有良好的亲水性能,能与多种

生物大分子结合并保持其生物活性,因而被广泛应

用于传感器的制备[１１Ｇ１２].
抗坏血酸(Ascorbicacid)存在于大多数的生物



体内,是一种由生物体正常代谢产生的维生素[１３].
抗坏血酸浓度在生物体内处于一定的浓度范围,浓
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人体疾病的产生,最为常见

的就是维生素 C缺乏导致的坏血病[１４].目前常见

的抗坏血酸的检测方法有比色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和高效液相色谱法[１５Ｇ１７]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许多

缺点,如分光光度法易受外界干扰的影响,色谱法设

备昂贵、操作复杂,因此,酶生物传感器法凭借其操

作简单、灵敏度高、酶促反应专一等优点成为众多专

家学者努力的目标[１８].本文利用水热法制备出羟

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材

料,利用该复合材料作为工作电极制备抗坏血酸生

物传感器测定抗坏血酸浓度.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试剂与仪器

氯化钙(分析纯)、磷酸二氢钠(分析纯)、磷酸氢

二钠(分析纯)购自杭州米克化工仪器有限公司,氯
金酸(１g)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抗坏血

酸氧化物酶(４００units/mg)购自Sigma公司,LＧ抗

坏血酸(２５g)购自中国试剂网.
电化学实验在 CHI６６０D 电化学工作站(上海

辰华)进行,电化学实验采用三电极系统,复合材料

修饰的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

电极,铂网电极为对电极.

１．２　胶体金的制备

在５００mL 带有冷凝装置的圆底烧瓶中加入

２５０mL的浓度为１．０mmol/L的氯金酸溶液,在温

度为１２０℃的水浴锅中加热至沸腾状态,过程中不

断伴随磁力搅拌,并迅速将浓度为３８．８mmol/L的

柠檬酸钠溶液２５mL倒入三口圆底烧瓶中,持续加

热并搅拌１０min,过程中溶液颜色由明黄色转为深

紫红色,停止加热继续搅拌１５min至溶液冷却到室

温后,用孔径为０．８μm 的过滤膜过滤,得到的滤液

即为胶体金[１９].

１．３　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稀/纳米金

复合材料的制备

取６０mmol/L的磷酸氢二钠(Na２HPO４)溶液

和１００mmol/L的氯化钙(CaCl２)溶液各３０mL,在

１５℃条件下预冷１h后迅速混合,在搅拌状态下加入

５mL浓度为４mg/ml的氧化石墨烯溶液和５mL上

述制备的胶体金溶液,用１M的盐酸快速调节pH值

至４．５,继续在１５℃下静置１h.然后倒入１００mL
的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在１４０℃下反

应１２h,反应完成后冷却至室温,抽滤,在６０℃下烘

干[２０],即得到黑色的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

石墨稀(Reducedgrapheneoxide,RGO)/纳米金复

合材料.

１．４　修饰电极的制备

分别用直径为０．５０μm 和０．０５μm 的氧化铝

粉末,在 麂 皮 上 打 磨 玻 碳 电 极 (Glassycarbon
electrode,GCE)至表面光滑形成镜面,用去离子水

将电极上残留的氧化铝粉末冲洗干净,然后按顺序

将该GCE放入去离子水、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中超

声清洗１０min,并在１．０mol/L的硫酸溶液中用循

环伏安扫描法活化２０圈,活化范围为－１．０~１．０V,
接着在０．２mol/L的铁氰化钾溶液中扫描检测峰电

位差,最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备用[２１].
将上述制备的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

墨烯/纳米金复合材料粉末１００mg,加入２mL的

PBS中,制成浓度为５０mg/mL的溶液并超声１min,
用１０μL的移液枪移取该溶液滴涂在处理好的玻碳

电极表面,在６０℃的条件下烘干,反复重复三次后,
再用５μL的移液枪移取５微升复合材料滴加在玻

碳电极表面,烘干.称取２mg的抗化血酸酶,溶解

在２０μL的PBS溶液中,配置成浓度为４０units/μL
的抗坏血酸氧化酶溶液,取１２μL的酶溶液,按上述

方法滴涂到处理好的玻碳电极表面,烘干,待用[２２].

１．５　实验方法

电化学实验采用三电极系统:抗坏血酸氧化酶

和复合材料修饰的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铂网电极

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２３].以磷酸氢

二钠和磷酸二氢钠为原料配置成的０．１mol/L的磷

酸盐缓冲溶液(PBS)为底液,通入并保持氮气,在室

温下进行实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电极修饰材料的形貌表征

为了研究在温度为１５℃、反应时间１２h和pH
值为４．５的条件下利用水热法制备出的电极修饰材

料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

材料的结构和形貌,对该复合电极材料进行扫描电

镜(SEM)分析和透射电镜(TEM)分析,结果如图１
所示.由图１(a)可以看出该复合膜材料表面平整,
表明羟基磷灰石纳米线与氧化还原石墨烯很好的复

合在一起,同时纳米金颗粒均匀的散落在复合材料

表面.图１(b)显示羟基磷灰石纳米线交叉的穿插

在氧化还原石墨烯薄膜中间,并且纳米金颗粒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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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团聚现象.综上所述,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

氧化石墨烯和纳米金颗粒均匀的复合在一起.

图１　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

/纳米金复合材料的电镜照片

２．２　不同材料修饰的玻碳电极对抗坏血酸的响应

为了考察复合材料中每种材料的作用,本实验

将羟基磷灰石纳米线、羟基磷灰石纳米线/纳米金、羟
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稀、羟基磷灰石纳米

线/还原氧化石墨稀/纳米金四种材料修饰的工作电

极以及裸玻碳电极,分别对浓度为０．２mmol/L的抗

化血酸溶液利用循环伏安法进行了检测,结果如图２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HAP/AuNPs/RGO材料修饰

的玻碳电极对相同浓度的抗化血酸具有最大的电化

学响应,HAP/RGO对抗坏血酸的响应能力明显低于

HAP/AuNPs,但高于GCE、HAP/AuNPs和 HAP,这
是由于RGO具有很强的导电性能,RGO修饰的电极

可以快速并且灵敏的对抗坏血酸作出电化学响应,而
AuNPs除了具有较高的导电性能外还具有较好的电

催化活性,所以使得 HAP/AuNPs/RGO的性能要优

于 HAP/RGO;HAP/AuNPs和 HAP两种材料对抗

化血酸的响应性与裸玻碳电极 GCE几乎一样,甚至

低于GCE,这是由于 HAP的导电性能差,使得其与

裸玻碳电极相比对抗化血酸的响应能力降低,由图

２中可以看出 HAP的响应能力最低也证明了这一

点.因此,本实验选择 HAP/AuNPs/RGO 作为最

优的电极修饰材料.

图２　五种不同材料修饰电极对浓度为０．２mmol/L
抗坏血酸的电化学响应

２．３　材料负载量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为了考察工作电极表面修饰纳米材料的负载量

与响应电流之间的关系,本实验在扫描范围、扫描速

率、温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改变纳米复合材

料的负载量,通过循环伏安扫描法得出了对应的峰

值响应电流,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结果表明:随着

材料负载量的增加,响应电流也随之变大,但当材料

负载量到达３５μL时响应电流达到最大值,继续增

加材料负载量响应电流反而减小,其原因可能是当

材料过多时玻碳电极上形成过厚的复合材料膜,将
该电极插入底物溶液中时容易造成材料脱落的现

象,从而使实际电极负载量减小.

图３　材料负载量与电流响应关系图

２．４　扫描速率对峰值电流响应性的影响

在材料负载量、抗坏血酸浓度、扫描范围等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扫描速率从而考察扫描速率对峰

值电流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a)即为在八

个不同扫描速率下修饰工作电极对抗坏血酸电流响

应性的CV图,由图可知随着扫描速率的增大修饰

电极的电流响应也随之增大,抗坏血酸的峰电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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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略有偏移但基本保持不变.图４(b)为峰电流与

扫描速率线性相关图,由图可知:峰值电流与扫描速

率的平方根成线性关系,其回归方程为y＝５．３０４×
１０－４x＋４．３１７×１０－５,线性相关度R２ 为０．９９１.

图４　扫描速率对峰值电流响应性影响

２．５　抗坏血酸生物传感器的电化学响应

为了考察该抗坏血酸氧化酶生物传感器对抗坏

血酸的响应性能,本实验记录在浓度范围为３．９０×
１０－４~３．６０×１０－２ mol/L的抗坏血酸溶液中以羟

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颗粒/抗

坏血酸氧化酶修饰的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的抗坏血

酸氧化酶生物传感器对抗坏血酸的电流响应CV图

(图５所示).图５(a)中考察传感器对１７个不同浓度

梯度的抗坏血酸溶液的电化学响应,结果表明随着抗

坏血酸溶液浓度的增大,峰值电流也在不断增大,并
且呈现线性相关(图５(b)),抗坏血酸浓度与响应电流

的相关性可达R２＝０．９９８５,由图５(b)可以得出该抗

坏血酸氧化酶传感器的检出限为３．３９×１０－６ mol/L
(S/N＝３),灵敏度为１．５９４９×１０－２ A/moL.与目

前已报道的抗坏血酸传感器相比该抗坏血酸酶传感

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较大的线性检测范围和较低

的检出限(表１),从表１可以明显的看出羟基磷灰

石/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材料作为电极修饰

材料具有较大的线性检测范围,范围上限可达３．６０
×１０－２ mol/L,明显高于鸡蛋膜/壳聚糖、聚临苯二

胺和纳米氧化铁三种材料;检出限也显著低于LＧ精

氨酸和鸡蛋膜/壳聚糖.

图５　响应电流与底物浓度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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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抗坏血酸传感器的性能参数

材料
线性检测范围

/(molL－１)
检出限

/(molL－１)
参考文献

LＧ精氨酸 １．０×１０－５~１．０×１０－２ ６．７１×１０－６ [２４]

鸡蛋膜/壳聚糖 ２．０×１０－５~８．２×１０－４ １．２０×１０－５ [２５]

聚邻苯二胺 ２．５×１０－７~１．０×１０－４ １．０×１０－８ [１５]

纳米氧化铁 １．０×１０－６~１．０×１０－３ ８．９×１０－７ [１６]

羟基磷灰石/还原氧

化石墨烯/纳米金
３．９０×１０－４~３．６０×１０－２ ３．３９×１０－６ 本文

２．６　干扰物质对响应性的影响

通常破坏抗坏血酸的安培检测的原因是可能存

在干扰物柠檬酸钠、葡萄糖、蔗糖和尿酸,所以为了考

察该抗化血酸氧化酶生物传感器的抗干扰性能,本实

验考察了柠檬酸钠、葡萄糖、蔗糖、尿酸在该生物传感

器对抗坏血酸检测过程中的干扰作用.本实验利用

电流时间法往PBS溶液中按下列顺序依次加入抗化

血酸(２．５０mmol/L)、柠檬酸钠(０．２０mmol/L)、葡
萄糖(５．００mmol/L)、蔗糖(０．１０mmol/L)、尿酸

(０．２０mmol/L)和抗坏血酸(６．２５mmol/L)记录安

培iＧt曲线,结果如图６所示.在第一次加入抗化血

酸时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电流响应,而随后柠檬酸钠、
葡萄糖、蔗糖、尿酸的添加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电流响

应,只有尿酸存在轻微的电流波动,但这种电流波动

与抗化血酸的电流响应相比并不明显,最后添加的

抗坏血酸又引起非常明显的电流响应.实验结果表

明,这些干扰物质并未对抗坏血酸产生明显的干扰

响应,因此该传感器可以在干扰物质存在的情况下

较好选择性地检测抗坏血酸.

图６　干扰物质对抗坏血酸干扰的电流响应的影响

２．７　抗坏血酸氧化酶生物传感器的重现性和稳定

性实验

在最佳制备和实验条件下进行重现性实验:用
所制备的抗坏血酸氧化酶传感器对浓度为１．００×
１０－２ mol/L的抗坏血酸标准溶液进行６次平行测

定,所测结果如表２所示,实验结果表明所测标准偏

差为３．９％(RSD＜４％),实验证明该抗坏血酸氧化

酶生物传感器具有优异的重现性.

表２　抗坏血酸酶生物传感器对抗坏血酸的重现性实验

试验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RSD

峰值电流 １．０５×１０－４ １．０３×１０－４ ９．９９×１０－５ ９．３５×１０－５ １．０５×１０－４ １．０３×１０－５ ３．９％

　　为了考察该传感器的稳定性,在各项实验参数

不变的条件下将羟基磷灰石纳米线/还原氧化石墨

烯/纳米金颗粒/抗坏血酸氧化酶修饰的玻碳电极插

入浓度为１．００×１０－２ mol/L的抗坏血酸溶液中循

环扫描１０圈,结果如图７所示.结果表明,第一

圈与第二圈的峰值响应电流之间存在轻微差异,

但从第二圈开始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随着扫圈

数的增加电流响应信号有轻微减弱现象,但仍在

标准范围之内.这表明该生物传感器具有良好的

稳定性. 图７　连续循环扫描１０圈后的CV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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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利用水热反应法一步制备出羟基磷灰石纳米线/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材料,利用该复合材料

修饰玻碳电极后负载抗坏血酸酶膜作为工作电极,建
立一种新颖的抗坏血酸氧化酶传感器,该抗坏血酸氧

化酶生物传感器的灵敏度为１．５９４９×１０－２ A/moL,
线性检测范围为３．９０×１０－４~３．６０×１０－２ mol/L,最
低检测限为３．３９×１０－６ mol/L,与已经报道过的抗

坏血酸氧化酶生物传感器相比,该传感器具有更好

的灵敏度,更大的线性检测范围,更低的检出限.同

时,对该抗坏血酸酶生物传感器做了抗干扰性实验

和重复性等试验,实验表明该传感器具有优异的抗

干扰性能和良好的稳定性,表明该方法有望实际应

用于对抗坏血酸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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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ofascorbicacidsensitivesensorfabricatedusinghydroxyapatite
nanowire/reducedgrapheneoxide/goldnanoparticle

ZHOUWencui,YANGJing,ZHURenxia,ZHAOChenyu,LEIRong,CAIYurong
(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Hydroxyapatitenanowireshavetheadvantagesoflargespecificsurfacearea,strong
adsorbabilityandgoodbiocompatibility．Graphenehavetheadvantagesofexcellentelectricalconductivity,

sothenanocompositemadebythetwomaterialshasbeenusedinelectrochemicalfieldwidely．Inthis
study,aternarynanocompositeconsistingofgoldnanoparticles (AuNPs),hydroxyapatite (HAP)

nanowires,andreducedgrapheneoxide(rGO)issynthesizedbyasimpleoneＧstephydrothermalmethod,

whichisusedtomodifyglassycarbonelectrode(GCE)fordetectingascorbicacid．Experimentalresults
showthattheGCE modifiedbythenanocompositeshavesuperiorelectrocatalyticactivitiesforascorbic
acid．ThepeakcurrentintensitiesHAPＧrGO/AuNPssensingsystemlinearlyincreaseastheascorbicacid
concentrationincreasessubstantiallyatarangeof３．９０×１０－４to３．６０×１０－２mol/L(R２＝０．９９８４５),with
aanalyticalsensitivityof１．５９４９×１０－２ A/moLanddetectionlimitof３．３９×１０－６mol/L(S/N＝３)．The
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isascorbateoxidasesensorhastheadvantagesofgoodsensitivity,wide
lineardetectionrangeandlow detectionlimitandithasbroadapplicationprospectsinthefieldof
detectascorbicacid．

Keywords:hydroxyapatite;reducedgrapheneoxide;goldnanoparticles;nanocomposites;ascorbic
acid;bio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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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还原氧化石墨烯多功能传感器制备及性能研究

钱　巍a,李　敏b,余厚林b,刘爱萍b

(浙江理工大学,a．材料与纺织学院;b．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高灵敏和多功能的传感材料与器件是实现柔性传感器感受外部环境和监测人体生理特征信息的关键.

采用简单的压印转移技术将还原氧化石墨烯(Reducedgrapheneoxide,RGO)转印至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上,制

备柔性 RGO薄膜,再利用双层柔性 RGO薄膜构建柔性力敏传感器.通过磁控溅射技术在柔性 RGO薄膜表面沉积

叉指电极,封装后得到柔性湿敏传感器,研究不同外压力及湿度条件下多功能柔性 RGO 薄膜的力敏和湿敏特性.

研究结果表明:在负载状态下,RGO片层间距减小,片与片间的接触面积增加,从而增加了导电通路,引起传感器电

阻减小.该柔性力敏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为５４０ms,对３０mg的药丸有明显的压阻响应,且能检测人体脉搏信号和喉

部声带振动信号,表现出很高的灵敏度.此外,该柔性湿敏传感器对呼气等行为引起的微小湿度变化有明显感应,

湿度增加时 RGO表面吸附更多的水分子,从而引起电阻增大,多次检测信号变化稳定.

关键词:柔性;力敏传感器;湿敏传感器;还原氧化石墨烯;多功能

中图分类号:N３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２３Ｇ０６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可穿戴设备和人工电子皮肤的迅

速发展,发明和制备可变形、高灵敏度、多功能的柔

性传感器并代替现有的硬质传感器[１Ｇ４]成为研究热

点.柔性传感器包括力敏传感、湿敏传感、化学传感

等,在智能假肢、仿生机器人和人机交互界面上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景,推动着柔性电子器件的发展.力

敏传感器主要包括压阻式[５Ｇ７]、电容式[８Ｇ９]和压电

式[１０Ｇ１１]三种.其中,压阻式力敏传感器可将外部力

信号的变化转化成电阻或电流信号变化[１２],其灵敏

度取决于力敏传感材料之间的接触面积和导电弹性

复合材料的导电路径的变化[１３Ｇ１４].湿敏传感器在医

疗、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１５],其传导技术包括电容式[１６]、电阻式[１７]、光纤

及场效应晶体管等[１８].其中,电阻式湿敏传感器具

有体积小、成本低廉以及大的比表面积而被受关注.
目前,单一功能的柔性传感器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的

使用环境.因此,制备能够同时感知多种外界刺激

(力、温度、湿度等)的多功能柔性传感器是柔性电子

器件最终应用的关键技术.
石墨烯或还原氧化石墨烯(Reducedgraphene

oxide,RGO)是一种由sp２ 杂化碳原子组成的二维

单层片状结构材料[１９Ｇ２０],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如高

强度、高导热系数[２１]、高导电、高比表面积等,已被广

泛用于能量存储[２２]、催化[２３]以及传感领域[２４],是制

备力敏传感器、湿敏传感器、化学传感器等的首选材

料之一.但其弹性变形能力较差,需要与弹性良好的

材料,如与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复合.PDMS具有高透光性、高灵敏度以及

极短的弛豫时间等优点,通常被用作柔性电子器件

的衬底材料[２５],构建柔性传感器.因此,将石墨烯

与PDMS复合,可发挥二者的优势,感知拉伸、弯
曲、扭曲等多形式的力[２６].

本文将 RGO 与PDMS相结合,制成柔性力敏

和湿敏传感器,施加不同外力及湿度刺激,考察该多



功能传感器的力敏及湿敏行为.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材料:石墨粉(C,５００目)和硝酸钠(NaNO３)
购自阿拉丁化学试剂公司,高锰酸钾(KMnO４)和硫

酸(H２SO４,９８％)购自浙江三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氨水(NH３H２O)和丙酮(CH３COCH３)购自杭州高

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过氧化氢(H２O２,３０％)购自

浙江汉诺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上材料均为分析纯.
柔性PDMS的预聚物和交联剂来自美国道康宁公

司的１８４型硅胶,实验中所用的氩气为杭州今工特

种气体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纯氩气.
实验仪器:HＧ１８５０型高速离心机(湖南湘仪实

验仪器开发有限公司),LGJＧ１０型冷冻干燥机(北京

松原华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BＧ１B型匀胶烘胶机

(北京创维纳科技有限公司),VTCＧ６００Ｇ３HD型磁控

溅射仪(沈阳科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D８Dicover
型X射线衍射仪(XRD,Burker公司),SＧ４８００型场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Hitachi公司),DXR型

拉曼光谱衍射仪(ThermoScientific公司),吉时利

２４００表(中检科电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氧化石墨烯(Grapheneoxide,GO)的制备

采用改进的Hummer方法制备GO.称取１．０gC,
４．０gKMnO４(分成三份,１．３、１．３g和１．４g)和０．５g
NaNO３,将NaNO３ 和C混合粉末倒入５００．０mL烧

杯中,冰水浴条件下缓慢滴加２５．０mL浓 H２SO４,
搅拌３０min,每隔１０min加入一份 KMnO４.之后

在８℃以下水浴中反应１．５h,再移至３５~３７℃水

浴中反应１．５h,得到褐色的悬浮液.然后向反应液

中缓慢加入７０．０mL冰水,并移至９０℃水浴中保持

３０min.加入５．０mLH２O２ 和３０．０mL水的混合溶

液,终止氧化反应,得到亮黄色悬浮液,多次洗涤后得

到氧化剥离的 GO溶液,标定浓度为０．１mg/mL.
１．３　RGO薄膜的制备

在 GO水溶液中滴加氨水,调节溶液的pH 值

为１０,移至水热反应釜中并在１８０℃鼓风干燥箱中

反应１２h,溶液颜色由土黄色变成黑色,说明GO溶

液被还原.取２．０mL的RGO溶液,用砂芯过滤装

置抽滤,在尼龙滤膜上得到多层RGO薄膜.
１．４　柔性RGO传感器的制备

按质量比为１０∶１,分别称取６．０gPDMS预聚

物和０．６g交联剂,充分混合并真空除去气泡.然后

将液态PDMS倒入培养皿中,旋涂均匀后放到８０℃
鼓风干燥箱中固化９０min.固化后将 PDMS从培

养皿上剥离,并将含有 RGO 的尼龙滤膜平整均匀

的贴附到PDMS上,按压以增强 RGO与PDMS的

结合力.最后在丙酮溶液中溶掉滤膜,得到柔性

RGO薄膜.
在柔性RGO 薄膜两端引出两根铜线,通过银

胶粘连,从中部剪开薄膜,使得两片薄膜的 RGO面

对面接触,并用医用胶带封紧,制成柔性 RGO力敏

传感器.
以２００μm间距的叉指电极为掩膜版,采用磁

控溅射技术在柔性 RGO 薄膜表面沉积金叉指电

极,溅射气压为１．０Pa,溅射功率为６０W,溅射时间

为７．５min,靶基距为５０mm,氩气流量为２３sccm.
再用面包板包装,引出铂丝电极,得到柔性 RGO湿

敏传感器.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的微观结构

图１(a)为 GO 与 RGO 薄膜的 XRD图谱.比

对PDF卡片,图１(a)中１２．５°的衍射峰对应着 GO
的(００１)面,且峰型尖锐,说明 GO 的结晶性好;在
２３．５°处的衍射峰对应着 RGO的(００２)面,说明 GO
还原为RGO,含氧官能团减少,晶体完整性降低,缺
陷增多[２７].图１(b)为 GO与 RGO的拉曼光谱,在
１３４４cm－１处的特征峰称为 D 峰,代表着石墨域的

结构缺陷;在１５８０cm－１处的特征峰称为 G峰,代表

着sp２ 杂化域的平面晶格[２８].经水热反应后GO的

D峰和 G峰的强度比值发生了变化,表明在还原的

过程中共轭结构部分恢复,变成RGO.

图１　GO与 RGO的 XRD图谱和拉曼光谱图

图２为PDMS与RGO的SEM图像.从图２(a)
可以看出,PDMS表面十分光滑,没有裂纹与杂质,
为后面RGO均匀转印提供了可能.图２(b)为附着

于PDMS表面的RGO的表观形貌,可以看出 RGO
是具有褶皱的片层结构,且没有出现裂纹和损伤,说
明采用该转印法制备柔性 RGO薄膜是可行的.图

２(c)为柔性RGO薄膜的截面图,测量出 RGO的厚

度约为２１０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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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柔性PDMS和 RGO薄膜的SEM 图像

２．２　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的导电性分析

将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的RGO两端点银

胶,引出铜导线并与吉时利２４００表的探针相接触,测
定柔性薄膜的电流Ｇ电压曲线,如图３所示.利用图３
数据,计算得出该薄膜的电导为１．２×１０－５S.

图３　RGO/PDMS复合薄膜的电流Ｇ电压曲线

２．３　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的力敏传感性能测试

将柔性RGO薄膜两端的引线与吉时利２４００表

的探针相连,测得不同压强下的电流Ｇ电压曲线(图

４(a)).从图４(a)中可以看出,施加负载时电流Ｇ电

压曲线呈线性变化,说明柔性 RGO 薄膜与金属间

为欧姆接触.图４(b)为相应压强下的相对电阻信

号变化,在负载下,带有褶皱的 RGO片间的间距减

小,增加了RGO片与片之间的接触面积,因而增多

了RGO片与片之间的导通路径,引起传感器电阻

减小,导电性增强.但是在不同负载下,电阻的变化

趋势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褶皱的石墨烯具有大的比

表面积,在较小压强下,石墨烯接触面积的变化大,而
随着压强的增大,石墨烯的接触面积变化逐渐趋于饱

和,引起相对电阻变化放缓.图４(c)测出该薄膜传感

器的响应时间为５４０ms,弛豫时间为３３０ms.此外

还测试了该柔性传感器的灵敏度,灵敏度可分为两个

阶段(图４(d)):压强在０．５kPa以下,该柔性传感器

的灵敏度为０．８８kPa－１;而压强大于０．７kPa时,该
传感器的灵敏度降为０．１５kPa－１.这也体现出高

负载下传感器的响应趋于稳定.

图４　柔性 RGO/PDMS力敏传感器力Ｇ电信号转换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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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利用该柔性力敏传感器检测不同的压力

信号.首先,把一颗３０mg的药丸放置到柔性力敏

传感器上(图５(a)),放置药丸后,传感器的相对电

阻信号变为负值,说明 RGO片间接触面积增大,导
电性增强,电阻减小.移除药丸后,电阻值又恢复到

初始值.几次加载Ｇ卸载测试得到的电信号变化基

本相同,表明柔性力敏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

重现性.图５(b)是将柔性力敏传感器粘贴于手腕

部位采集脉搏信号,脉搏振动频率为７２次/min,且
每次的脉搏振动信号都能被采集到.由图５(b)表
明一次脉搏振动有三个阶段,分别为冲击波(P１),
潮波(P２)和重搏波(P３),与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动脉

粥样硬化相关[２９].早期研究发现,桡动脉增强指数

(AIr)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可以通过脉搏波第

一和第二阶段的峰值强度的比值(AIr＝IP１/IP２)计
算推测是否患有早期动脉硬化[３０Ｇ３１].因此,柔性力

敏传感器在非侵入式医疗诊断中有潜在的应用前

景.图５(c)和(d)是将柔性力敏传感器贴在喉部声

带发声处,检测不同发音时声带振动变化引起的电

信号变化.当志愿者读“Nanomaterials”和“Science
andtechnology”时,声带振动及表皮肌肉运动呈现

出不同的电信号波形.由于 RGO表面的褶皱结构

增大了比表面积和接触面积,提高了传感器的灵敏

度,可有效的检测不同单词和短语的电信号,有望用

于语音识别领域.并且不同的志愿者读相同的单词

或短语时,相对电信号变化的特征峰有微小的差异,
因此可以通过波形差异来辨别发音者.

图５　柔性 RGO薄膜的力敏传感行为

２．４　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湿敏传感性能分析

图６为柔性RGO/PDMS复合薄膜制成的湿敏

传感器的传感行为.图６(a)是酒精棉靠近及远离

柔性RGO/PDMS湿敏传感器时电信号的变化,当
酒精棉靠近 RGO/PDMS薄膜时,相对电阻信号增

强,当酒精棉远离RGO/PDMS薄膜时,相对电阻信

号减弱.这是因为酒精棉靠近湿度传感器时,传感

器周围的湿度增加,更多的水分子吸附在 RGO 表

面上,吸收的水分子有利于极化效应的增强,表现为

相对电信号变化增强;同样,酒精棉远离湿度传感器

时,传感器周围的湿度减小,水分子从 RGO表面挥

发,水分子的极化效应减弱,表现为相对电信号变化

减弱.图６(b)为该柔性湿敏传感器检测哈气时的

电信号变化,对着RGO/PDMS薄膜哈气,电信号先

增强后减弱,多次检测时相对电信号变化比较稳定,
说明该柔性RGO/PDMS湿敏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稳

定性.

图６　柔性 RGO薄膜的湿敏传感行为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压印转印法在PDMS基底上制备柔性

RGO薄膜,并构建力敏和湿敏多功能传感器,制备所得

柔性RGO/PDMS力敏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为５４０ms,
弛豫时间为３３０ms;灵敏度高达０．８８kPa－１(压强小于

０．５kPa);可以检测低至３０mg的压力变化,并能检

测人体脉搏波的信号和喉部声带振动信号,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和重现性.所得RGO/PDMS力敏传感

器还能有效检测由酒精棉和哈气等引起的周围湿度

变化,传感器表现出较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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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andsensingpropertiesofflexiblereduced
grapheneoxidemultifunctionalsensor

QIANWeia,LIMinb,YU Houlinb,LIUAipingb

(a．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b．SchoolofSciences,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HighlyＧsensitiveandversatilesensing materialsanddevicesarethekeytorealizethe
perceptionofexternalenvironmentsandthemonitoringofhumanphysiologicalcharacteristics．Inthis
study,aflexiblereducedoxidegraphene(RGO)film waspreparedbytransferringtheRGOfilmtothe
flexiblepolydimethylsiloxane(PDMS)substrateviathesimpleimprintingmethod．Theflexiblepressure
sensorwasconstructedbyusingtwopiecesofRGO/PDMSfilms．Theflexiblehumiditysensorwas
obtainedbydepositinginterdigitalelectrodesonRGOsurfaceviamagnetronsputteringtechnique．The
pressureＧsensitiveandhumidityＧsensitivecharacteristicswereinvestigatedunderalterablepressureand
humidity．OurresultsindicatedthattheinterlamellarspacingofRGOlayersreducedandthecontactarea
betweenRGOpiecesincreasedunderloadings,leadingtotheincreaseofconductivepathsandthedecrease
ofsensorresistance．Thisflexiblepressuresensorhadaresponsetimeof５４０msandpresentedanobvious
piezoresistiveresponsetoapillabout３０ mg．Whatsmore,thesensorcoulddetectsignalchangesof
humanpulseandvocalcordvibration,demonstratingahighsensitivity．Inaddition,theflexiblehumidity
sensorcouldbesensitivetosmallchangeinhumiditycausedbyexpirationbecauseofmorewatermolecules
absorbanceontotheRGOsurface,resultingintheincreaseinresistance．Thesensorhadanexcellent
stabilityafterrepeatedmeasurement．

Keywords:flexibility;pressuresensor;humiditysensor;reducedgrapheneoxide;multi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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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丙烯复合材料的
非等温结晶动力学研究

汪　凯,张顺花,林启松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低分子量白油溶胀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ltraＧhighmolecularweightpolyethylene,UHMWPE),再

利用哈普混炼式转矩流变仪熔融共混制备了 UHMWPE/PP复合材料.利用差示扫描量热仪研究了 UHMWPE溶

胀体对PP非等温结晶行为的影响,并分别用Jeziorny、Ozawa和 Mo法对数据进行拟合处理.结果表明:复合材料

中存在两种晶体,结晶时二者相互竞争,晶体完善程度降低,结晶峰宽化、结晶峰温度降低;UHMWPE溶胀体的加入

降低了复合材料的熔体黏度,减弱了PP分子链的运动阻力,材料的结晶速率增大、半结晶时间减小,而 Avrami指数

未发生明显变化,晶体生长方式未发生改变;UHMWPE溶胀体添加量增大,复合材料的结晶速率先增大后减小;经

Kissinger公式理论计算,当 UHMWPE含量为１wt％时,复合材料的结晶的活化能相对纯PP减少了１６．３４kJ/mol,结
晶能力增强.

关键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丙烯;复合材料;非等温结晶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TB３３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２９Ｇ０７

０　引　言

聚丙烯(Polypropylene,PP)具有耐化学腐蚀、
耐热、无毒、易加工等优异的性能,在器械制造业、汽
车工业及家用电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低温脆

性、耐老化性差、成型收缩率大等缺陷也限制了其应

用范围.提高聚丙烯性能,实现材料的高性能化和

功能化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Ｇ３].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UltraＧhighmolecularweightpolyethylene,

UHMWPE)具有强度高模量大、摩擦系数小、抗冲

击强度高等特性,对通用塑料有优良的增强增韧效

果[４Ｇ６].Xu等[７]研究了全同立构聚丙烯(Isotactic
polypropylene,iPP)基体中引入少量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后熔体的蠕变和蠕变回复行为,结果表明:添加

２．０wt％ UHMWPE使iPP弹性回复率提高了１０
倍;金日光等[８]研究了 UHMWPE/PP复合材料的力

学性能,并讨论了其增韧机理,结果表明:UHMWPE
的引入明显改善了聚丙烯的力学性能,在 UHMWPE

含量为１０wt％时,复合材料的抗冲强度、拉伸强度

和弯曲强度分别提高了１００％、２５％和２０％.聚合

物材料的结晶行为及晶体形态同样对材料的力学性

能有重要影响,UHMWPE特殊的分子链结构必然

会改变复合材料的晶体形态及结晶度,并影响材料

的性能,而研究其结晶动力学能够为控制结晶过程

提供理论依据.目前国内外关于 UHMWPE/PP共

混体系的研究报道大多是关注其力学性能,但关于

其复合材料结晶动力学研究很少,本文通过 DSC法

考察了 UHMWPE/PP共混体系的非等温结晶行

为,并使用Jeziorny法、Ozawa法和 Mo法研究了

UHMWPE含量对 PP非等温结晶行为的影响,为

PP复合材料的成型加工提供理论.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原料

聚丙烯,Z３０S,MFR＝２５g/１０min,中国石化

有限公司济南分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GUR４１２０,



美国泰科纳有限公司;白油,闪点２３４℃,苏州乔森

特种油品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仪器和设备

差 示 扫 描 量 热 仪,DSCＧ４０００,美 国 Perkin
Elmer公司;哈普混炼式转矩流变仪,RMＧ２００C,哈
尔滨哈普电气有限公司.

１．３　UHMWPE/PP复合材料的制备

为了降低体系粘度,并提高PP基体中 UHMWPE
的分散均匀性,本实验选用白油作溶剂,对 UHMWPE
进行溶胀处理.将 UHMWPE置于１３６ ℃的白油

中预溶胀２０min,制得溶胀比为３．４８的“雪花状”
悬浮液体系;再将所得溶胀体与 PP按比例在哈普

混炼式转矩流变仪中熔融共混(温度２３０ ℃、转速

４０r/min、共混时间１０min),制得的 UHMWPE/PP
复合材料样品直接用于 DSC测试,其中:UHMWPE
质量分数分别为０、１、３wt％和５wt％,标记为 Neat
PP、UHMWPE１、UHMWPE３和 UHMWPE５.

１．４　DSC测试

选用美国PerkinElmer公司DSCＧ４０００型差示扫

描量热仪分析PP及 UHMWPE/PP共混物的非等温

结晶动力学.复合材料样品在气流量为２０mL/min
的N２ 气氛下,以１０℃/min的升温速度加热至２００℃,
保温５min消除热历史,再分别以５、１０、１５℃/min
和２０℃/min的速率从２００℃等速降温至４０℃,记

录此过程的热焓变化.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PP和 UHMWPE/PP的非等温结晶性能分析

图１为NeatPP及UHMWPE３非等温熔融结

晶DSC曲线.不同降温速率条件下,各试样的初始

结晶温度(T０)、结晶峰温度(Tp)和结晶焓(ΔH)可
由DSC曲线直接得到,结果如表１所示.由图１和

表１可以看出,冷却速率对 PP及 UHMWPE/PP
复合材料的结晶有显著影响,T０ 和Tp 随冷却速率

的增大而降低.晶核形成和晶体生长与温度和时

间有关,冷却速率增大时,分子链没有充足的时间

堆砌进入晶格,导致体系在较低温度时才形成晶

体,即体系结晶所需过冷度增大,T０ 和 Tp 值减

小[９].降温速率增加、体系温度降低,PP分子链运

动能力下降、有序排列不充分,导致了 PP的结晶

完善程度差,在 DSC曲线上表现为结晶峰宽化,结
晶焓(ΔH)减小[１０].由表１可以看出,当降温速率

恒定时,复合材料的结晶峰温度较纯PP低２℃左

右;UHMWPE含量的增加降低了材料的 Tp 值.
表明 UHMWPE的加入对 PP晶核的形成有一定

的限制作用,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小于５wt％时),
随着 UHMWPE含量的增加,这种抑制作用逐渐

增强[１１].

图１　不同测试速率下 UHMWPE/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 DSC曲线

表１　UHMWPE/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参数

试样 Φ/(℃min－１) T０/℃ Tp/℃ n t１/２/min Zc ΔH/(Jg－１)

NeatPP

５ １２５．１２ １１３．０２ ２．７１ ２．０９ ０．６３ １００．４０
１０ １２３．２４ １０９．７４ ２．６４ １．２０ ０．８９ ９８．３０
１５ １２０．３８ １０７．２６ ２．５６ ０．７５ １．０１ ９７．４０
２０ １１７．４２ １０５．８９ ２．４６ ０．５１ １．０６ ９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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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试样 Φ/(℃min－１) T０/℃ Tp/℃ n t１/２/min Zc ΔH/(Jg－１)

UHMWPE１

５ １２３．５１ １１１．８３ ２．７８ １．７２ ０．６４ ９１．５０
１０ １１９．２５ １０８．６０ ２．６６ ０．６９ １．０７ ９０．４０
１５ １１７．１８ １０６．５１ ２．５７ ０．４１ １．１６ ８８．８０
２０ １１４．１０ １０５．２２ ２．４５ ０．３０ １．１８ ８５．７０

UHMWPE３

５ １２１．３２ １１１．１６ ２．８９ １．７６ ０．７２ ８６．５０
１０ １１７．７４ １０８．３０ ２．６７ ０．７６ １．０５ ８６．１０
１５ １１５．４８ １０５．５８ ２．５９ ０．４９ １．１１ ８５．５０
２０ １１２．３６ １０３．６３ ２．４５ ０．３３ １．１３ ８３．７０

UHMWPE５

５ １２０．７１ １０９．４４ ２．８８ １．８６ ０．６４ ８２．８４
１０ １１６．４７ １０６．６３ ２．７９ １．１３ ０．９１ ８１．９５
１５ １１２．４１ １０４．６９ ２．６４ ０．８２ １．０７ ８０．４５
２０ １１０．３７ １０３．０１ ２．４４ ０．３９ １．１１ ７９．２０

　　图２为升温速率１０℃/min时,不同 UHMWPE
含量复合材料的熔融曲线.由图２可看出纯PP只

有一个熔融峰,而复合材料分别在１３０℃和１６０℃
附近出现不同熔融峰,随着 UHMWPE 含量的增

加,１３０℃处熔融峰变明显,１６０ ℃处熔融峰宽化,
且 Tm 均 向 左 发 生 偏 移. 这 表 明 聚 丙 烯 与

UHMWPE熔融共混后,复合材料体系中存在两种

独自结晶的组分,形成了两种晶体.两种不同聚合

物熔体在结晶时相互阻碍、相互竞争,抑制彼此晶核

的形成,这会导致体系中晶核密度降低,结晶峰向低

温方向移动,熔融时则表现为Tm 降低[１２];结晶是分

子链有序排列的结果,UHMWPE的分子链呈强烈

的缠结状态,悬浮在 PP的连续相中,结晶时对 PP
分子链的折叠排列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这也导致了

复合材料的结晶热焓值降低,在其熔融曲线图中表

现为熔融峰变宽变矮[１３].

图２　不同 UHMWPE含量复合材料的熔融曲线

２．２　UHMWPE/PP非等温结晶动力学的研究

为获得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动力学参数,利
用式(１)对图１中DSC曲线进行积分处理计算得到

相对结晶度(Xt).图３(a)为不同降温速率条件下

XtＧT 关系曲线,Jeziorny[１４]考虑到非等温结晶的特

点,利用降温速率(Φ)对 XtＧT 曲线进行时温转化

(温度与时间关系见由式(２)得到的XtＧt关系曲线,
如图３(b)所示.

Xt ＝∫
T

T０

dHC

dT
æ

è
ç

ö

ø
÷/∫

T∞

T０

dHC

dT
æ

è
ç

ö

ø
÷dT (１)

t＝ (T０－T)/Φ (２)
式中:T０ 和T∞ 分别为结晶起始温度和结晶完成时

温度,℃;Hc 为结晶热焓,J/g.
图３(b)给出了共混物的相对结晶度Xt 与结晶

时间t之间的关系,由图可以得到 PP半结晶时间

(t１/２)(见表１).由图３(b)可以看出,不同降温速率

条件下Xt 随时间t的变化曲线均呈“S”型,这表明

复合材料的结晶过程经历三个阶段:分别为诱导期,

Xt 无明显变化;结晶中期,晶体生长速度最快,Xt

迅速增长;结晶后期,结晶速度变缓,直到结晶完成.
从表１可以看出,降温速率增加,t１/２减小.这是因

为降温速度加快,晶核形成和晶体生长的时间变短,

PP结晶受到限制,进而降低了t１/２.对比纯 PP及

其复合材料的t１/２发现,新组分的加入使t１/２稍有减小

且随着 UHMWPE的用量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

的趋势,UHMWPE用量为１wt％时,UHMWPE/PP
的t１/２值最小,缩短了３０s.这主要是由体系中少量

的溶剂白油决定的,白油的加入降低了体系粘度,

PP分子链的运动能力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晶体生

长,结晶速度加快,t１/２值减小;而 UHMWPE 大分

子链高度缠结,其含量增加会使分子链间相互缠结、
干扰程度加深,不利于分子链的运动和排列结晶,分
子链的运动能力减弱,表现为结晶速度减慢,t１/２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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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等温结晶过程中 UHMWPE３的XtＧT 曲线和XtＧt曲线

　　本文选用修正 Avrami方程的Jeziorny法[１４]、

Ozawa[１５]法和 Mo[１６]法对 UHMWPE/PP复合材料

的非等温结晶动力学进行研究,并做出对比.

Avrami方程是研究聚合物等温结晶动力学的

常用方式[１７],Jeziorny[１８]认为将其进行时间温度转

换和校正后,可以用来研究聚合物的非等温动力学,
公式如下:

ln[－ln(１－Xt)]＝lnZt＋nlnt (３)

lnZc＝lnZt/Φ (４)
式中:Xt 为t时刻相对结晶度,％;Zc 为Zt 经过校

正后的结晶速率常数;n为 Avrami指数;Φ 为降温

速率,℃/min.
根据上式处理图３(b),可得 UHMWPE/PP复合

材料的ln[－ln(１－Xt)]和lnt关系曲线(如图４),由
拟合直线的斜率和截距可得到n和lnZt,Zt 经过校

正处理得到Zc,结果列于表１.从图４可以看出,在
结晶初期和中期复合材料的ln[－ln(１－Xt)]和lnt的

关系曲线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但在结晶后期,曲线

发生偏离,这也表明Jeziorny法能够描述 UHMWPE/

PP共混物的结晶诱导期和中期的结晶行为.

图４　不同 UHMWPE含量复合材料的ln[－ln(１－Xt)]－lnt关系曲线

　　由表１可知,纯PP及 UHMWPE/PP复合材料

的 Avrami指数n值在２．４~３．０之间,且无明显变

化,即复合材料的晶体生长方式未发生改变,是以螺

旋位错为中心三维生长;同一试样的n值随冷却速

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这表明材料的成核方式是以

均相成核和异相成核相互竞争的形式生长的,冷却

速度加快时,异相成核逐渐占主导地位.宋士杰

等[１９]研究发现经共混法制得的聚合物复合材料中

分子量分布更宽的组分能够减小成核能垒,而高分

子量组分则能够诱导成核.UHMWPE/PP共混体

系中 UHMWPE分子在较高温度会先一步形成微

晶,起到成核剂的作用诱导 PP结晶,Avrami指数

下降[２０].但在本研究体系中,相同冷却速率下,复
合材料的n值随 UHMWPE用量增加而增大,表明

复合 材 料 主 要 以 均 相 成 核 的 方 式 形 成 晶 核,

UHMWPE溶胀体的加入促进了均相成核,这可能

是由于溶剂白油对复合材料结晶行为产生了影响.
同时从表１中的结晶速率常数(Zc)可以看出,冷

却速率增大,结晶速度加快,相应的结晶时间变短,
t１/２的值减小.相同降温速率条件下,UHMWPE１样

品的Zc 值大于NeatPP,表明 UHMWPE/PP共混物

的结晶速度比纯PP快;而进一步提高 UHMWPE含

量时,UHMWPE/PP共混物的Zc 值逐渐减小,但仍

比纯PP的Zc 值大,其结晶速度由快到慢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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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MWPE１、UHMWPE３、UHMWPE５和NeatPP,
这与复合材料的t１/２的变化趋势一致.

Ozawa联系聚合物的成核和生长过程,拓展

Avrami方程导出了等速变温条件下结晶动力学方

程,如式(５)所示:

ln －ln１－Xt( )[ ]＝lnK T( )＋mlnΦ (５)
式中:K(T)为降温函数,m 为Ozawa指数.

复合材料的ln[－ln(１－Xt)]－lnΦ关系曲线如

图５所示,可以看出,纯PP的 Ozawa曲线呈现出较

好的线性关系,而UHMWPE/PP复合材料的ln[－ln
(１－Xt)]－lnΦ关系曲线随降温速率的增加线性关

系变差,这表明 Ozawa法并不适合描述 UHMWPE/

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过程,这主要是由于它忽

略了二次结晶.Ozawa[２１]认为二次结晶时,温度低结

晶速度慢,可以忽略.但晶体的成核和生长对降温速

率、温度等外在因素比较敏感,二次结晶不能被忽略.

图５　不同 UHMWPE含量复合材料的ln[－ln(１－Xt)]与lnΦ的 Ozawa关系

　　Mo法是一种研究材料非等温结晶动力学的新

方法,如式(６)所示:

lnΦ＝lnF(T)－αlnt (６)
式中:F(T)的物理意义为同一时间内体系达到某一

相对结晶度所需要的降温速率大小,其值越小,表明

此体系的结晶速率越快;α为 Avrami指数与 Ozawa
指数之比.

图６为复合材料 UHMWPE/PP的lnΦＧlnt关

系曲线.结果表明,其拟合曲线呈现出较好的线性

关系,由这种线性关系得到斜率α和截距F(T)值,
结果列于表２.这也说明了可以用 Mo法能够正确

描述 UHMWPE/PP复合材料体系非等温结晶的整

个过程.由表２可知,相对结晶度增大,复合材料体

系的F(T)值均有所增大,即结晶度增大,结晶速率

减慢;相对结晶度一定时,复合材料的F(T)值较纯

PP小,说明复合材料的结晶速率有所提高;但随着

UHMWPE含量的增加,F(T)值增大.这可以从两

个方面解释,一是复合材料体系中含有白油,共混熔

体的黏度显著下降,分子链活动能力增强,故而

F(T)值小于纯PP;另一方面 UHMWPE大分子链

高度缠结,其含量增加会使分子链间相互缠结、干扰

程度加深,不利于分子链的运动和排列结晶,表现为

F(T)值的升高[２２].这与上述结晶速率、半结晶时

间的结果分析一致.

图６　不同 UHMWPE含量复合材料的lnΦＧlnt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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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由Mo法得到的UHMWPE/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参数

Xt/％
NeatPP

F(T) α
UHMWPE１

F(T) α
UHMWPE３

F(T) α
UHMWPE５

F(T) α
２０ ７．７７ １．１３ ６．８９ ０．６９ ７．３９ ０．７８ ７．６９ ０．８２
４０ １０．５９ １．０７ ７．８５ ０．７４ ９．９４ ０．８１ １０．２８ ０．８６
６０ １２．３０ １．０６ ８．６７ ０．７７ １０．１８ ０．８６ １１．５９ ０．９０
８０ １３．７４ １．０７ ９．４９ ０．８０ １１．４７ ０．９ １１．０７ ０．９２

２．３　结晶活化能

非等温结晶过程的活化能可通过 Kissinger
法[２３]求得,如式(７)所示;

d[ln(Φ/T２
p)]/d(１/Tp)＝－ΔE/R (７)

式中:Tp 为峰值温度,℃;ΔE为结晶活化能,kJ/mol;

R为气体常数.
将ln(Φ/T２p)对１/Tp 作图得到图７.由直线

斜率可以得到ΔE/R,计算得到样品的结晶活化能,
其中 NeatPP为２６４．２１kJ/mol、UHMWPE１为

２４７．８７kJ/mol、UHMWPE３ 为 ２５３．３３kJ/mol、

UHMWPE５为２５８．５７kJ/mol.

UHMWPE/PP复合材料的结晶活化能均小于

纯PP,新组分的引入降低了材料的结晶活化能且随

UHMEPE用量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UHMWPE用量为１wt％时,UHMWPE/PP复合

材料的 结 晶 活 化 能 最 小,与 纯 PP相 比,减 小 了

１６．３４kJ/mol.这也解释了 UHMWPE溶胀体的引

入,复合材料的结晶速度加快,Zc 值增大而t１/２减

小.

图７　聚丙烯及其复合材料的ln(Φ/T２
p)与１/Tp 的关系曲线

２　结　论

本文选用 UHMWPE改性PP,利用 DSC研究

了 UHMWPE/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行为,并
对其结晶活化能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如下:

a)UHMWPE/PP复合材料体系中存在两种

晶体,其结晶行为受白油和 UHMWPE共同作用影

响.白油与 UHMWPE的协同作用,导致 PP基体

结晶峰温度降低、结晶热焓减小;UHMWPE 溶胀

体的引入,复合材料分子链有序排列速度加快,结晶

速率增大,半结晶时间减小.

b)模型拟合结果表明,Mo法可以用来处理

UHMWPE/PP复合材料的非等温结晶动力学的整

个过程;Jeziorny法在处理复合材料的结晶前期和

中期的非等温结晶行为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c)Avrami指数表明,UHMWPE经溶胀后,在
结晶过程中起到了促进均相成核的作用;Kissinger
法得到的 NeatPP及 UHMWPE１试样的结晶活

化能分别为２６４．２１、２４７．８７kJ/mol,UHMWPE和

白油的引入,降低了PP的结晶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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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nonＧisothermalcrystallizationkineticsofultraＧhighmolecular
weightpolyethylene/polypropylenecomposites

WANGKai,ZHANGShunhua,LINQisong
(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UHMWPE/PP composites wereprepared withthroughswelling UltraＧhigh molecular
weightpolyethylene(UHMWPE)withlow molecularweightmineraloilandapplyingmeltblendingof
Harpmixingtorquerheometer．Thedifferentialscanningcalorimeter (DSC)wasusedtostudythe
influenceof UHMWPE swellingon PP nonisothermalcrystallization behavior．Meanwhile,Jeziorny
equation,OzawaequationandMoequationwereappliedtofitthedata．Theresultsshowthattherewere
twokindsofcrystalsincompositeswhichcompetedwitheachotherduringcrystallizationprocesses;the
degreeofthecrystalsdecreased;thecrystallizationpeakwidened;thecrystallizationpeaktemperature
decreased．TheadditionofUHMWPEswellingreducedthemeltviscosityofcompositesandweakened
motionresistance of PP molecular chain;crystallization rate of compositesincreased,and halfＧ
crystallizationdurationreduced．TheAvramiexponentdidnotchangeobviously,andcrystalgrowth
patterndidnotchange．WiththeincreaseintheadditionamountofUHMWPEswelling,crystallization
rateofcompositesfirstincreasedandthendecreased．Moreover,theresultsofKissingerequationshow
thatthecrystallizationactivationenergyofcompositeswas１６．３４kJ/mollowerthanthatofPP,whenthecontent
ofUHMWPEincompositeswas１wt％,andthecrystallizationabilityofcompositesstrengthened．

Keywords:UHMWPE;polypropylene;composites;nonＧisothermalcrystallization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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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螺杆挤出机物料停留时间分布的在线检测

张　果,陈梦迪,陈世昌,张先明,陈文兴
(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纤维材料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挤出机停留时间分布(Residencetimedistribution,RTD)反映物料在挤出过程中所受的热历史,可以表

征其轴向混合能力.基于荧光原理,借助转矩流变仪的单螺杆挤出平台搭建一套挤出机 RTD在线检测装置.利用

荧光分光光度计确定不同示踪剂的最佳测量波长,进一步探明示踪剂浓度和光信号的线性关系;在优选蒽(EN)为示

踪剂的基础上,通过重复实验考察此荧光在线检测装置的可靠性,并确定示踪剂用量同时也考察螺杆转速对聚苯乙

烯(Polystyrene,PS)在单螺杆挤出过程 RTD的影响.结果表明:该荧光在线检测装置可以成功检测到 PS在单螺杆

挤出机中的停留时间分布且稳定性良好;螺杆转速越快、最小停留时间越小、停留时间分布变窄,表明挤出机的轴向

混合能力减小.

关键词:单螺杆挤出;荧光在线检测;停留时间分布;示踪剂

中图分类号:TQ３２０．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３６Ｇ０６

０　引　言

采用螺杆挤出机进行机械共混是一种简单而经

济的方法,随着改性共混材料的迅速发展和种类的不

断增加,混合设备开发及其性能研究受到重视[１].单

螺杆挤出机被认为混合性能有限,在混合方面的应用

往往被忽略,但屏障型螺杆和销钉型螺杆等新型螺杆

的出现使单螺杆的熔融混合能力进一步增加,甚至达

到了双螺杆的混合效果.单螺杆挤出机价格低,坚固

耐用,损坏部件易于更换,容易操作,可得到高背压,
并且混合和成型可一次完成[２].目前国外已有用单

螺杆挤出机进行混合的相关报道,但国内还比较少.
因此,有必要对单螺杆挤出机的混合性能进行研究.

停留时间分布在螺杆挤出加工过程中是一个重

要的参数,常常用来衡量螺杆挤出机的加工性能.停

留时间分布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挤出机加工过程的控

制[３]、反应动力学的研究[４]、表征螺杆挤出机的宏观

混合,即轴向混合[５]和挤出机的放大和缩小.停留时

间分布在线检测方法有放射性法[６]、紫外荧光法[７]和

超声波法[８]等方法,本文选择荧光在线检测法.本课

题组已对双螺杆挤出机的停留时间分布进行研究,
张先明等[９Ｇ１１]对双螺杆挤出机的局部停留时间分布

进行在线检测研究,考察喂料量和螺杆转速等参数

对双螺杆挤出机的局部 RTD和全局 RTD的影响;
同时对双螺杆挤出机内混合性能的数值模拟,分析

螺杆构型和加工参数对分布混合的影响[１２Ｇ１３].在此

基础上,对单螺杆挤出机的停留时间分布进行研究.
本文基于转矩流变仪的单螺杆挤出平台,自行

设计一套荧光在线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聚苯乙烯

(PS)在单螺杆挤出加工过程的停留时间分布,在优

先选择EN为示踪剂的基础上,考察示踪剂的用量

和螺杆转速对PS停留时间分布和单螺杆挤出机轴

向混合能力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原料

聚苯乙烯(PS):１５８k,扬子巴斯夫有限公司;９Ｇ
蒽醇(９ＧAM):分析纯,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蒽(EN):分析纯,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９ＧAM 和EN的分子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９ＧAM 和EN的分子结构式

１．２　实验设备及仪器

RMＧ２００C型转矩流变仪单螺杆挤出平台.其中

螺杆直径为２０mm,长径比为２５,最高温度为３５０℃,
最高转速为１５０r/min,最大转矩为１６０Nm.单螺

杆共４个加热区域,从喂料口到口模温度分别设定

为２０５、２１５、２１５℃和２１５℃.

RMＧ２００C型转矩流变仪混炼平台.其中设定

最高温度为３５０℃,加热总功率为１７００W,加热区分

为三区,最大容量为６０mL,最大扭矩为１５０Nm.

FＧ４６００１型荧光分光光度计(光源波长为３６０nm).
其中设定测量波长范围为２００~９００nm,分辨率为

１．０nm,光谱宽度包括EX(１．０~１０．０nm 可调)和

EM(１．０~２０．０nm可调).

RHＧ７型毛细管流变仪.设定温度范围为５~
５００℃,最大载荷为１００kN.

２　停留时间分布在线检测

２．１　在线检测原理

荧光在线检测装置有四个部分:单波长光源、光
纤探头、信号处理器和数据采集系统.实验原理如

图２所示.光源发射出一束光通过光纤探头打在聚

合物熔体上,聚合物熔体内的荧光物质受到光的照射

激发出不同波长的光,然后通过滤波片得到特定波长

的光,再通过光纤传到信号处理器把光信号转换为电

信号,由计算机上的信号处理软件对其采集与处理.

图２　荧光在线检测原理

２．２　停留时间分布的计算

由于物料从单螺杆挤出机挤出的过程是一个连

续的随机的过程,因此可以运用概率分布的概念来

定量描述物料在反应器内的停留时间分布.描述停

留时间的概率分布函数有停留时间分布密度函数和

累积停留时间分布函数.停留时间分布密度函数也

称作E 函数,通常用E(t)表示:

E(t)＝ c(t)

∫
∞

０
cdt

＝ c(t)

∑
∞

ic(t)Δt
(１)

累积停留时间分布函数也称作F 函数,通常用

F(t)表示:

F(t)＝∫
t

０
c(t)dt

∫
∞

０
c(t)dt

(２)

其中:c(t)是在单螺杆挤出机口示踪剂的电压信号

强度;示踪剂从喂料口加入时t＝０.

２．３　示踪剂的制备

先将质量比为１００︰１的PS和示踪剂通过转

矩流变仪的混炼平台混合均匀,混炼条件:转子转速

４５r/min,混炼温度２１５℃,混炼时间８min.然后

通过毛细管流变仪的２mm 口模挤出成条状,再在

造粒机上造粒,得到和PS颗粒大小相当的粒子.

２．４　最大激发波长的确定

使用FＧ４６００１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示踪剂的

最大激发波长.光度计光源发出３６０nm波长的光,
分别打在示踪剂 EN 和９ＧAM 的固体粉末上,得到

EN和９ＧAM的激发波长谱图,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知,EN和９ＧAM 最大激发波长分别为４２１nm 和

４１８nm,因此选用的滤波片分别允许４２１nm和４１８nm
通过,而将其它波长的波过滤,提高设备测试准确度.

图３　EN和９ＧAM 的激发波长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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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激发波长强度与示踪剂浓度的关系

通过荧光在线检测得到的停留时间分布谱图的

本质是反应示踪剂在不同挤出时间下的示踪剂浓度

分布,因此首先要确定示踪剂浓度与光信号之间的

关系,进而确定停留时间分布.将 EN 和９ＧAM 分

别溶于甲苯中,配制一系列的浓度已知的标准溶液,
采用FＧ４６００１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激发波长的强

度,得到最大激发波长强度和示踪剂浓度c的标准

曲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EN 和９ＧAM 最大

激发波长强度都随着溶液浓度c的增加而增加,且
最大激发波长的强度与示踪剂浓度c成线性关系,
线性拟合方程式分别如式(３)和式(４)所示:

y１＝２．７９×１０８c＋２７９．２５ (３)

y２＝２．３１×１０８c－１８９．３７ (４)
其中,c是配置一系列标准溶液的浓度,y１ 为EN 的

最大激发波长的强度,y２ 为９ＧAM 的最大激发波长

的强度.

图４　EN和９ＧAM 最大激发波长强度与溶液浓度的关系

２．６　实验测量过程

PS停留时间分布在线检测装置如图５所示,设
定单螺杆挤出机的挤出速度３０~６０r/min,示踪剂

的用量０．０１~０．０３g.由于单螺杆和双螺杆挤出机

的喂料形式不同,双螺杆挤出机有单独的喂料装置,
是在其“饥饿”状态下喂料,单螺杆挤出机是挤出过

程达到稳定后从加料口直接加料,因此单螺杆停留

时间分布检测流程也略有不同.测试流程为:当荧

光测试仪的基线趋于平稳认为挤出过程达到稳态,
控制料斗中PS粒料量至见到螺杆,然后以脉冲形

式由加料口加入示踪剂,并迅速加入PS粒料;从加

入示踪剂开始计时(t＝０),启动荧光在线检测装置,
在探头处以１Hz的频率采集信号,对信号处理过程

中,需要扣除未加示踪剂基线强度.
２．７　示踪剂的选择

控制示踪剂的用量、温度和螺杆转速４５r/min
不变,只改变示踪剂的种类,按照图５所示的过程测

量PS的停留时间分布.图６(a)是示踪剂EN和９Ｇ
AM 电压信号强度随时间变化的谱图,图６(b)是根

据式(１)和式(２)计算后得到的PS停留时间分布谱

图.由图６(b)可知在控制螺杆转速、温度和示踪剂

用量不变的情况下,两种示踪剂获得的E(t)和F(t)
曲线重合良好,可知两种示踪剂都可以表征 PS的

停留时间分布.考虑到电压信号强度应强烈清晰,
选择EN作为表征PS在单螺杆挤出加工过程中停

留时间分布的示踪剂.

图５　PS停留时间分布在线检测装置图

图６　含示踪剂EN和９ＧAM 的电压信号强度和PS停留时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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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重复性试验

为考察搭建的荧光在线检测装置对聚合物挤出

加工 RTD测量的稳定可靠性,在选定 EN 作为示

踪剂的条件下,进行 PS挤出的重复性实验研究.
图７(a)是三组重复性实验示踪剂的电压信号强度

随时间变化的谱图,图７(b)是根据式(１)和式(２)
计算后得到的 PS停留时间分布谱图.由图７(a)
和７(b)可知:三组实验示踪剂的电压信号强度和

PS停留时间分布的E(t)和F(t)曲线谱图波动性

很小、重合性良好,表明该荧光在线检测装置在高

温高压条件下具有良好的重现性,实验测试系统

稳定性好.

图７　三次重复性实验EN的电压信号强度和PS停留时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谱图

３．２　示踪剂的用量对PS停留时间分布的影响

在单螺杆挤出过程中,出峰起点位置为示踪剂

的最小停留时间,即示踪剂最快达到测试点的时间,
它可以表征挤出机中物料最大速度,因此可以部分

表征物料流动形态.峰的宽度表征不同操作条件下

对轴向混合程度影响,峰值越宽说明轴向混合程度

越好,因此停留时间分布可以部分表征挤出过程的

物料的流动形态和混合程度[１２].
控制螺杆转速４５r/min、加工温度不变,依次改

变示踪剂的含量为０．０１、０．０２g和０．０３g,按照图５

所示的过程测量PS的停留时间分布.图８(a)是不

同示踪剂的用量的电压信号强度随时间变化的谱

图,图８(b)是根据式(１)和式(２)计算后得到的含有

不同示踪剂含量的PS的停留时间分布谱图.由图

８(a)可知示踪剂的含量越高,电压信号强度越大;由
图８(b)可知不同示踪剂含量的停留时间分布的

E(t)和F(t)曲线谱图重合良好,最小停留时间和峰

的宽度基本一致,表明选择的示踪剂用量均可以用

来对PS挤出过程停留时间分布进行检测,同时进

一步验证在线检测装置可靠.

图８　不同EN含量的电压信号强度和PS停留时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谱图

３．３　螺杆转速对PS停留时间分布的影响

由图８(a)可知０．０３g的 EN 的用量电压信号

较强且比较清晰,故在研究螺杆转速对挤出PS停留

时间分布的影响选用示踪剂 EN 的用量为０．０３g.
控制示踪剂的含量、加工温度不变,依次改变螺杆转

速为３０、４５、６０r/min,按照图５所示的过程测量PS
的停留时间分布.图９(a)是不同螺杆转速条件下

示踪剂电压信号强度随时间的变化谱图,图９(b)
是根据式(１)和(２)计算后得到的不同螺杆转速条

件下PS的停留时间分布的谱图.对单螺杆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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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RTD分布宽表明其轴向混合较好.螺杆转

速越大,螺杆喂料量也越大,同时停留时间分布越

窄,表明螺杆转速的增加使螺杆的轴向混合程度

减小.

图９　不同螺杆转速下示踪剂EN的电压信号强度和PS停留时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谱图

４　结　论

停留时间分布是物料在单螺杆挤出加工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参数.本文借助自行搭建的荧光在线检

测装置,以PS为测试样品,在线检测PS在单螺杆

挤出加工过程中的停留时间分布,主要结论如下:

a)基于转矩流变仪的单螺杆挤出平台搭建的

荧光在线检测装置可以成功应用于检测PS在单螺

杆挤出过程中的停留时间分布检测,确定示踪剂EN
最佳激发波长为４２１nm和示踪剂用量为０．０３g.

b)确定示踪剂浓度和荧光信号成线性关系,重
复性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该荧光在线检测装置稳定

性良好.

c)螺杆转速对PS在单螺杆挤出机内的停留时

间分布有明显的影响,螺杆转速越快,最小停留时间

越小,停留时间分布越窄,表明螺杆转速的增加使单

螺杆挤出机的轴向混合程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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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Ｇlinedetectionofresidencetimedistributionofsinglescrewextruder
ZHANGGuo,CHENMengdi,CHENShichang,ZHANGXianming,CHENWenxing

(NationalEngineeringLaboratoryforTextileFiberMaterialsandProcessingTechnology(Zhejiang),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residencetimedistribution (RTD)ofextruderindicatedthethermalhistoryofthe
materialduringtheextrusionprocess,whichcouldcharacterizeitsaxialmixingcapacity．Basedonthe
principleoffluorescence,asetofonＧlinedetectiondeviceofRTDwasbuiltwiththehelpofsinglescrew
extrusionplatformoftorquerheometer．Andthemaximumexcitationwavelengthsofdifferenttracerswere
determinedandfurtheranalyzedthe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tracerconcentrationandopticalsignalby
fluorescencespectrophotometer．Repeatedexperimentshowedthatthedetectiondevicewasreliablewith
choosingENasthetracer．Meanwhiletheamountoftracerwasdeterminedtostudytheeffectofscrew
speedonRTDofPS．Theresultsshowedthatthedevicewithgoodstabilitycouldsuccessfullydetectthe
RTDofPS．Atthesametime,theRTDofPSbecamenarrowasthescrewspeedincreased,which
indicatingtheaxialcapacityofsinglescrewextruderdecreasedwhenscrewspeed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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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控制方向的BoucＧWen迟滞系统控制器设计

楼　爽,赵新龙,潘海鹏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非线性系统中的迟滞特性和未知控制方向,会增大超调,增加不精确性,甚至影响系统稳定.针对一

类具有未知常数和执行器非线性的迟滞系统,提出了一种自适应反步控制方案.首先,用 BoucＧWen模型来描述迟

滞特性,并得到该微分方程的上界值;然后,采用 Nussbaum 函数来处理未知控制方向,采用误差变换使得跟踪误差

限定在预设范围之内;最后,用自适应控制来减少非线性带来的振荡和超调.该方案中闭环系统的所有信号都是有

界的,确保了系统暂态和稳态的性能.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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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基于智能材料(如压电陶瓷、形状记忆合金等)
的执行器可广泛应用到诸多精密领域中.执行器中

的迟滞具有记忆、多映射和非平滑特性,它的存在往

往是导致控制性能变差的原因,甚至可能导致控制

系统的不稳定[１Ｇ２].近年来,对非线性系统的控制设

计和分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般来说,有两

种方法来处理执行器的迟滞.一是自适应逆控制,
以实现驱动器非线性的逆构造[３Ｇ４];另一种方法是采

用鲁棒自适应技术,它不涉及逆问题[５Ｇ６].

BoucＧWen模型最早由Bouc提出并由 Wen完

善.该模型通过调节微分方程参数,能够描述大部

分迟滞特性,在执行机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压电执行器、磁流变阻尼器、
机械受迫振动系统等[７Ｇ８].Rakotondrabe[９]提出采

用逆乘法结构来补偿 BoucＧWen模型的迟滞特性,
只要确定系统的直接模型就可以避免大量计算.

Minh等[１０]研究了压电驱动器中的BoucＧWen迟滞

的非线性、不光滑特性,并且设计了自适应控制器.
赵新龙等[１１]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了 BoucＧWen模

型的近似解,并针对该近似模型特性采用设计了自

适应控制器,解决了开环控制中未知参数逆模型无

法直接构造的难点.
虽然针对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已经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但当系统的控制方向未知时,难以对其

设计控制器,而 Nussbaum 函数就是处理未知控制

方向的方法之一.针对一类状态不可测的迟滞非线

性系统,Liu等[１２]将 BoucＧWen模型和 Nussbaum
函数相结合,用鲁棒滤波消除了系统状态不可测的

限制,设计出一种基于李雅普诺夫的神经网络控制

器.Zhang等[１３]研究了一类具有参数不确定性的

非线性系统,考虑了对称死区和BoucＧWen迟滞,并
且基于反步技术和 Nussbaum函数设计了一类自适

应控制器.
在非线性系统中,迟滞、未知控制方向和不确定

干扰都会对系统产生消极的影响,使得控制器设计

的难度大大增加.本文针对结合了迟滞、未知方向

控制和不确定干扰的非线性系统,提出了一种自适

应反步控制,重点研究了 Nussbaum 函数与基于

Lyapunov函数的反步控制,在解决未知控制方向的

同时,采用误差变换,把跟踪误差限定在预设范围之



内,实现了对这一类未知控制方向的迟滞不确定非

线性系统的有效控制.

１　非线性系统描述

整个BoucＧWen迟滞不确定非线性系统可以描

述为:

x　i＝fi(xi)＋gi(xi)xi＋１＋ωi(xi)

x　n＝fn(xn)＋gn(xn)u＋ωn(xn)

y＝x１

u＝dpv－h
ḣ＝Abwv　－β|v

　|h|h|n－１－γv　|h|n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

其中:i＝１,２,,n－１,xi＝[x１,x２,,xn]T 是系统

状态,v、u和y 分别是系统输入且迟滞输入、迟滞输

出和系统输出,ω１,ω２,,ωn 是不确定干扰,f１,f２,
,fn 和g１,g２,,gn 是未知光滑函数,Abw是恢复

力参数,β和γ 是迟滞形状参数.由于BoucＧWen模

型采用微分方程表达,不能得到通解,但其上界值

hM 可确定为hM＝
n
Abw

β＋γ
,Abw＞０,β＋γ＞０[１４].

本文作如下假设:a)函数g(x)和未知常数g０

和g１,满足g１≥ g(x)≥g０＞０;b)有非负光滑函

数φi(x)和未知常数qi,满足 ωi ＝qiφi(x);c)期

望输出yd(t)已知有界且可导.

２　基于误差变换的自适应控制

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估计系统的fi(x):fi(x)

＝ZT
fi
(x)θ∗

fi＋wfi
(x),其中:Zfi

(x)是选择基函数,

θ∗
fi

是理想权重向量,定义权重估计误差θfn ＝̂θfn －
θ∗

fn
,wfi

(x)是重构误差,由于神经网络的逼近特性,
存在未知常数Wfi＞０满足 wfi

(x)≤Wfi
.

若函数V(t)≥０和ζ(t),g(x(τ)),且 N(ζ)为

Nussbaum函数,则不等式恒成立[１５]:

V ≤c０＋∫
t

０
g(x(τ))N(ζ)̇ζec１(τ－t)dτ＋

∫
t

０
ζ̇ec１(τ－t)dτ (２)

其中:常量c１,c０＞０,因此V(t)和ζ(t)必然有界.
本文选择 Nussbaum 函数的表达式:N(ζ)＝

ζ２cos(ζ),选择预设性能函数:ρ(t)＝(ρ０－ρ∞ )e－lt＋

ρ∞ ,其中:ρ０＝ρ(０)是误差允许的最大值;稳态时ρ∞

是跟踪误差的最大值;l是决定ρ(t)递减的速率[１６].
误差转换的定义为e(t)＝ρ(t)S(z１),其中:z１ 表示

转换后的误差,S()表示一类平滑、严格递增的可逆

函数.

因此,原系统现在可以被转换成如下系统状态

方程:

z　１＝χ(－m＋f１＋g１x２＋ω１)

x　i＝gixi＋１＋fi＋ωi

x　＝gnu＋fn＋ωn

u＝dpv－h
ḣ＝Abwv　－β|v

　|h|h|n－１－γv　|h|n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

其中:i＝２,３,,n－１,χ＝∂S－１/(∂(e(t)/ρ(t))ρ(t)),

m＝y　

d(t)＋e(t)ρ

　(t)
ρ(t) .

本次设计包括n步,首先设计虚拟控制量,最终

在第n步设计出控制量[１７].
第１步:令z２＝x２－α１,其中:α１ 为一个虚拟控

制函数.选择如下Lyapunov函数:

V１＝１
２z２

１＋１
２

θf１
２ (４)

其中:θf１＝̂θf１－θ∗
f１

.对式(４)进行求导,得到:

V
　

１ ＝z１z　

１＋θT

f１
θ
　

f１

＝z１r(－m＋f１＋g１x２＋ω１)＋θT
f１̂θ

　

f１
(５)

设计虚拟控制量α１:

α１＝N(ζ１)η１,ζ１＝z１rη１ (６)
其中:η１ 为一个光滑函数,将式(６)带入式(５),可
得:

V
　

１≤－rmz１＋z１rZT
f１

(x１)̂θf１ ＋ z１rq１φ１(x１)＋
z１r Wf１－z１rη１＋̇ζ１＋z１rg１z２＋

g１N(ζ１)̇ζ１＋θT
f１ (̂θ

　

f１－z１rZT
f１

(x１)) (７)

选择η１ ＝k１

２rz１ －m＋ZT
f１

(x１)̂θf１ ＋nf１z１r＋

nφ１z１rφ２
１(x１),̂θ

　

f１ ＝－σ１̂θf１ ＋z１rZT
f１

(x１),其中:k１

＞r２

２
,nf１

,nφ１
,σ１＞０,可得:

　V
　

１≤－k１

２z２
１－

σ１

２
θf１

２＋z１rg１z２＋̇ζ１＋

g１N(ζ１)̇ζ１＋
σ１

２ θ∗
f１

２＋
W２

f１

４nf１

＋ q２
１

４nφ１

(８)

选择c０１＝
σ１

２ θ∗
f１

２＋
W２

f１

４nf１

＋ q２
１

４nφ１

＞０是一个常

数,可得:

　V
　

１≤－k１

２z２
１－

σ１

２
θf１

２＋z１rg１z２＋

g１N(ζ１)̇ζ１＋̇ζ１＋c０１ (９)

选择c１１＝min k１－r２

２
,σ１{ } ＞０,c１１是一个常

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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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１≤－c１１V１＋g１N(ζ１)̇ζ１＋̇ζ１＋c０１＋g２
１z２

２ (１０)
两边同乘以ec１１t,然后积分,再两边同除以ec１１t,可变成:

V１ ≤V１(０)＋c０１

c１１
＋∫

t

０
ζ̇１ec１１(τ－t)dτ＋∫

t

０
g２

１z２
２ec１１(τ－t)dτ＋

∫
t

０
g１N(ζ１)̇ζ１ec１１(τ－t)dτ (１１)

根据式(２)可知,如果z２ 有界,则z１ 也有界.
第i步:当２≤i≤n－１时,选择如下参数:Vi＝

１
２z２

i＋１
２

θfi
２,θfi ＝̂θfi －θ∗

fi
,α１＝N(ζi)ηi,ζi＝

zirηi,ki＞１
２

,ηi＝
ki

２zi＋ZT
fi

(xi)̂θfi＋nfizi＋nφiziφ２
i

(xi)－αi－１,̂θ
　

fi＝－σîθfi＋ziZT
fi

(xi),nfi
,nφi

,σi＞０,

c０i＝
σi

２ θ∗
fi

２＋
W２

fi

４nfi
＋q２

i

４nφi

,c１i＝minki－１
２

,σi{ }.
根据式(２)可知,如果zi＋１有界,则Vi,ζi,zi,̂θfi

都有界.
第n步:考虑n阶系统:

zn＝xn－αn－１

x　n＝fn＋gnu＋ωn

u＝dpv－h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２)

设计如下控制律:

v＝N(ζn)ηn/dp

αn＝u＝N(ζn)ηn

ζ̇n＝znηn

D＝gnhM,D̂
　

＝znd

ηn＝
kn

２zn＋ZT
fn

(xn)̂θfn＋nfnzn＋nφnznφ２
n(xn)－α　n－１＋D̂

θ̂
　

fn＝－σn̂θfn＋znZT
fn

(xn)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１３)

其中:kn,nfn
,nφn

,σn＞０,D̂ 是D 的估计值.
定理１　考虑BoucＧWen迟滞非线性系统(１),

满足假设,经过e(t)＝ρ(t)S(z１)误差变换,采用控

制律(１３),那么闭环系统所有信号有界,而且系统误

差能控制在预设范围之内.
证明　先证明闭环信号有界,选取 Lyapunov

函数

Vn＝１
２z２

n＋１
２

θfn
２＋１

２d
D２ (１４)

其中:θfn ＝̂θfn －θ∗
fn

,D＝D̂－D,d 是一个常数.对

式(１５)进行求导,可得:

　　V
　

n＝znfn＋zngnN(ζn)ηn＋znD̂＋

znωn＋θT
fn̂θ

　

fn＋１
d
DD

　

(１５)

将式(１３)、(１４)带入式(１６)中,可得:

V
　

n≤－kn

２z２
n－

σn

２
θfn

２gnN(ζn)ζn＋̇ζn＋

σn

２ θ∗
fn

２＋
W２

fn

４nfn
＋ q２

n

４nφn
＋D １

dD̂
　

－zn
æ

è
ç

ö

ø
÷ (１６)

选取c０n＝
σn

２ θ∗
fn

２＋
W２

fn

４nfn
＋ q２

n

４nφn

,c１i＝min{ki,

σi},其中:c０n,c１i＞０是常数,可得:

V
　

n≤－c１nVn＋gnN(ζn)̇ζn＋̇ζn＋c０n (１７)
两边同乘以ec１nt,然后积分,再两边同除以ec１nt,可变

成:

Vn ≤Vn(０)＋c０n

c１n
＋∫

t

０
ζ̇nec１n(τ－t)dτ＋

∫
t

０
gnN(ζn)̇ζnec１n(τ－t)dτ (１８)

其中:根据式(２)可知,Vn,ζn 是有界的,所以zn 和

θ̂fn
都是有界的.同理可得,V１,V２,,Vn,ζ１,ζ２,

,ζn,̂θf１
,̂θf２

,,̂θfn
,z１,z２,,zn 也都是有界的.

所以,闭环系统的所有信号都有界.
根据误差变换的预设性能函数e(t)＝ρ(t)S(z１),

且lim
t→∞

e(t)＜ρ∞ ,可知系统的跟踪误差可以限定在

预设范围之内,故该系统的预设性能得到保障.

３　仿　真

一个常规二阶非线性系统用来验证所提出方案

的有效性,其描述如下:

x　１＝x１e－０．５x１＋(１＋x２
１)x２＋ω１

x　２＝x１x２＋(３＋cos(x１x２))u＋ω２

y＝x１

u＝dpv－h
ḣ＝Abwv　－βvh h n－１－γv　 h n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

要求系统的状态误差不大于０．０１,且通过性能

函数来确保暂态和稳态的性能,该性能函数取ρ(t)

＝(０．３－０．０１)e－２．５t＋０．０１,δ＝０．３,ρ０(０)＝０．３,

ρ∞ ＝０．０１,l＝２．５.期望输出为yd＝０．５(sin(t)＋
cos(２t)).设定x１(０)＝０．５,x２(０)＝０,不确定干扰

为ω１＝０．１sin(t),ω２＝０．１sin(t),且k１＝２,k２＝０,

Abw＝０．１２,dp＝１．５,β＝０．０２,γ＝－０．０１５,φ２(x２)

＝３．５１＋０．５cos(x１x２),φ１(x１)＝３．０１＋x１,nf１ ＝
nφ１＝０．１２,nf２＝nφ２＝０．１２,σ１＝σ２＝５.

图１表示系统的控制量,图２表示系统的期望

输出和实际输出,图３表示加误差变化时系统的跟

踪误差.从图１—图３中可以看出,本文设计的控

制方案能够有效地跟踪期望轨迹,而且系统误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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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限定在预设的范围之内,保障了系统的暂态和稳

态性能.

图１　系统的控制量

图２　系统的输出轨迹

图３　系统的输出误差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未知控制方向的迟滞不确定非线性系

统提出了一类自适应反步控制.用BoucＧWen模型

来描述系统的迟滞,使用 Nussbaum 增益型函数来

处理未知控制方向的问题,采用误差变换与基于

Lyapunov函数的反步控制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自

适应控制器的设计.结果表明,不但闭环系统的所

有信号都是有界的,有效地削弱迟滞的不良影响,保
证了系统的精度,而且保障了系统的预设性能,能把

跟踪误差限定在预设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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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一般线性多智能体系统在有向固定拓扑结构下的包容控制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完全分布式的自适

应控制协议.利用矩阵理论将原系统转换成误差系统,再利用 Lyapunov方法分析误差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得到了

多智能体系统包容控制问题可解的充分条件.该协议的参数设计不依赖任何全局信息,仅利用自身和邻居智能体

的相对状态信息,有效地驱使所有跟随者的状态渐近收敛到领导者相应状态所形成的凸包内.仿真实例验证了理

论结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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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由于多智能体系统在编队控制[１]、传感

器网络[２]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其协同控制问题已经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致性是多智能体系统协同

控制的前提和基础.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在固定拓

扑、切换拓扑等约束条件下,以单积分、双积分或高阶

动力学方程为模型的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问题[３Ｇ５].
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问题主要分为无领导者

一致性问题[６Ｇ７]、只有一个领导者的领导Ｇ跟随一致

性问题[８Ｇ９]和有多个领导者的包容控制问题.包容

控制,就是要求所有跟随者的状态收敛到领导者所

形成的凸包内.Li等[１０]研究了连续和离散多智能

体系统,基于相对输出信息,提出了分布式观测器类

型的包容控制协议,从而使得跟随者最终收敛到领

导者所形成的凸包中.Wang等[１１]针对一般线性多

智能体系统的包容控制问题,在系统状态信息不可

得的情况下,设计了基于输出反馈的控制协议.Liu
等[１２]研究了有限网络资源下一阶和二阶多智能体

系统的包容控制问题,提出了一种事件触发协议,在
达到包容控制目标的同时,通过减少通信次数以节

约网络资源.Hu等[１３]针对非线性多智能体系统,
对有向拓扑网络下的系统包容控制问题进行了分

析.Zheng等[１４]研究了一阶和二阶异构多智能体

系统,分别提出了线性控制协议和非线性控制协议,
得到了包容控制的必要充分条件.

在以上研究[１０Ｇ１４]中,控制器的参数设计需要知

道全局信息,例如通信拓扑的 Laplacian矩阵的最

小非零特征值.因此,这些控制器不能以完全分布

式的方式实现.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分布式自适

应控制方法被应用于解决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问

题.Xie等[１５]研究了单积分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

问题,分别设计了基于边的和基于节点的两种自适应

一致性协议,系统利用局部信息即可达到一致性.Li
等[１６]将这两种协议用于解决一般线性多智能体系统

在固定拓扑结构下的一致性问题,随后又提出了切换

拓扑网络下的自适应一致性协议.Li等[１７]针对线性

和Lischitz非线性两种情况,分别提出了分布式自适

应协议和Lischitz分布式自适应协议.然而,这些文

献[１５Ｇ１７]都是针对无领导者或一个领导者的情况.
本文研究了多个领导者情况下多智能体系统的

包容控制问题.在有向固定网络下,基于邻居智能



体的相对状态,采用分布式自适应方法给出了系统

的包容控制协议;利用矩阵理论和 Lyapunov方法

分析系统在该协议下达到包容控制的充分条件.该

协议给每个智能体分配了一个时变耦合权重使得参

数设计不依赖于任何的全局信息,在反馈控制下控

制器以完全分布式的方式使跟随者的状态渐近收敛

到领导者所形成的凸包内.

１　预备知识及问题描述

１．１　图论

多智能体之间的交互拓扑结构通常用一个有向

图G＝ (V,E)表示,其中V ＝ {１,,N}表示节点

集合,E ⊆V×V 表示边集合[１８].一条从节点i到节

点j的有向边表示为(i,j)∈E,节点i称为父节点,
节点j称为子节点.当(i,j)∈E时,则节点i是节点

j的邻节点,用Ni ＝ {j∈V|(j,i)∈E}表示节点

i的邻居集.邻接矩阵A ＝ [aij]∈ RN×N 定义为:

aii ＝０,aij ＝１⇔(j,i)∈ε,否则aij ＝０.图G 的

Laplacian矩 阵 L ＝ [lij]∈ RN×N 定 义 为:lii ＝

∑j≠iaij,且lij ＝－aij,i≠j.容易验证０是L的一个

特征值,其对应的特征向量是１N ＝(１,,１)T.有向

图中的一条路径是指从节点i到节点k 有序边序列

(i,i＋１),(i＋１,i＋２),,(k－１,k)∈E.若有向

图G 中存在一个根节点(没有父节点)可以到达其

他所有节点,则称图G 含有一棵有向生成树.

１．２　 问题描述

考虑如下的线性多智能体系统:

ẋi ＝Axi＋Bui,i＝１,,N (１)
其中:xi∈Rn 和ui∈Rp 分别为智能体i的状态和控

制输入.A和B 为维数适当的常数矩阵.
本文考虑多个领导者的情况.假设有 M(M ＜

N)个跟随者和N－M 个领导者.不失一般性,假设

跟随者智能体为１,,M,领导者智能体为M＋１,,

N.领导者集和跟随者集分别定义为R ＝ {M ＋１,
,N}和F＝ {１,,M}.

对于每个领导者,假设其控制输入ui ＝０,则领

导者的动力学方程为:

ẋi ＝Axi,i∈R (２)
由于领导者没有邻居,图G的Laplacian矩阵可

以分解为:

L＝
L１ L２

０(N－M)×M ０(N－M)×(N－M)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３)

其中:L１ ∈RM×M,L２ ∈RM×(N－M).

假设１　 至少有一个领导者智能体是全局可达的.
引理１[１９]　 在假设１下,L１ 的所有特征值的实

部均为正,－L－１
１ L２ 的每个元素非负,且 －L－１

１ L２ 的

每行元素的和都等于１.而且,存在一个对角矩阵Ξ
＝diag{q１,,qM}(qi ＞０,i＝１,,M)使得ΞL１＋
LT

１Ξ是正定矩阵.
引理２[２０](YongsInequality)　 若a,b,p 和q

均是非负实数,且p和q满足１
p＋１

q ＝１,则有ab≤

ap

p ＋bq

q
.

定义１　X是实向量空间中的一个集合,X的凸

包Co(X)定义为Co X( )＝ {∑
k

i＝１
aixi|xi ∈X,ai ∈

R,ai ≥０,∑
k

i＝１
ai ＝１,k＝１,２,} .

定义２[２１]　 对于任意的初始条件xi ０( ),i∈F,
如果存在控制协议ui 使得所有跟随者的状态渐近

收敛到由领导者状态构成的凸包内,则称系统(１)
解决了包容控制问题.

２　 主要结果

定义相对状态信息

zi ＝ ∑
j∈F∪R

aij xi－xj( ),i∈F.

本文设计的分布式控制协议为:

ui ＝ciρi(zT
iP－１zi)Kzi

c　i ＝zT
iΓzi,i∈F{ (４)

其中:ci t( )为智能体i的时变耦合权重,且ci ０( )＞１,

Γ∈Rn×n 和K ∈Rp×n 为需要设计的反馈增益,ρi(s)
是满足ρi(s)≥１,s＞０条件的单调递增函数.P＞０
是下列线性矩阵不等式(LMI)的解:

AP＋PAT －２BBT ＜０ (５)
下面给出控制协议(４)解决系统包容控制问题

的充分条件.
定理１　 假设(A,B)能控,有向通信拓扑G 满

足 假 设 １.在 式 (４)中,令 K ＝－BTP－１,Γ ＝
P－１BBTP－１ 和ρi zT

iP－１zi( )＝ １＋zT
iP－１zi( )γ,γ是一

个大于１的任意常数,则在分布式自适应协议(４)的

作用下,系统(１)可解决包容控制问题,即
lim
t→∞

xf t( )－ϖt( )( )＝０,

其中:

ϖ(t)＝ (－L－１
１ L２ ⊗eAt)

xM＋１ ０( )

⋮

xN(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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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t→ ∞ 时,有ρi zT
iP－１zi( )→１,ci(t)会

收敛到某个稳定值.
证明 　 将式(２)代入到入式(１)中,可得

ẋi ＝Axi＋ciρi(zT
iP－１zi)BKzi,i∈F

ẋi ＝Axi,i∈R{ (６)

记xf ＝ [xT
１,,xT

M]T,xl ＝ [xT
M＋１,,xT

N]T,式
(６)可以写成下列紧凑的形式

ẋf ＝ In ⊗A( )xf ＋ cρ ⊗BK( )z,i∈F
ẋl ＝ In ⊗A( )xl,i∈R{ (７)

其中:c＝ diag(c１,,cM),ρ ＝ diag(ρ１(zT
１P－１z１),

,ρM(zT
MP－１zM)).

由z的定义可知

z＝ (L１ ⊗I２n)xf ＋(L２ ⊗I２n)xl (８)
其中:z＝ zT

１,,zT
M[ ]T.

对式(８)求导得

ż＝ L１ ⊗I２n( )̇xf ＋ L２ ⊗I２n( )̇xl

＝ In ⊗A＋L１cρ ⊗BK( )z (９)
且

ċ＝zT IM ⊗Γ( )z (１０)
构造如下的Lyapunov函数:

V t( )＝ ∑
M

i＝１
ciqi∫

zT
iP－１zi

０
ρi s( )ds＋

γ－１( )λ０

８γ ∑
M

i＝１
ci－α( )２ (１１)

其中:λ０ ＝λmin ΞL１＋LT
１Ξ( ).

对式(１１)进行求导,得到

V


t( )＝２∑
M

i＝１
ciqiρi zT

iP－１zi( )zT
iP－１̇zi＋

∑
M

i＝１
ċiqi∫

zT
iP－１zi

０
ρi s( )ds＋

γ－１( )λ０

４γ ∑
M

i＝１
ci－α( )̇ci (１２)

为了简便,将ρi zT
iP－１zi( )简写为ρi,运用式(１０)得

２∑
M

i＝１
ciqiρizT

iP－１̇zi ＝zT [cρΞ  P－１A＋ATP
－１

( )－

cρ ΞL１＋LT
１Ξ( )cρ P－１BBTP－１ ]z≤

zT [cρΞ  P－１A＋ATP
－１

( )－

λ０c２ρ２ P－１BBTP－１ ]z (１３)

因为ρi s( )＝ １＋s( )γ 且γ＞１,可知ρi(s)是单

调递增且满足ρi s( ) ≥１,∀s＞０.根据积分中值定

理及引理２可得

∑
M

i＝１
ċiqi∫

zT
iP－１zi

０
ρi s( )ds≤ ∑

M

i＝１
ċiqiρizT

iP－１zi ≤

∑
M

i＝１

γ－１
２γ

q
２γ

γ－１
i

λ
γ＋１
γ－１
０

＋γ＋１
２γρ

２γ
γ＋１
i zT

iP－１zi( )
２γ

γ＋１λ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ċi ≤

∑
M

i＝１

γ－１
２γ

q
２γ

γ－１
i

λ
γ＋１
γ－１
０

＋γ＋１
２γρ

２γ
γ＋１
i １＋zT

iP－１zi( )
２γ

γ＋１λ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ċi ＝

∑
M

i＝１

γ－１
２γ

q
２γ

γ－１
i

λ
γ＋１
γ－１
０

＋γ＋１
２γρ２

iλ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zT

iP－１BBTP－１zi (１４)

将式(１３)—(１４)代入式(１２),有

V


t( )≤ ∑
M

i＝１
zT

i [ciρiqi P－１A＋ATP－１( )－

λ０ c２
iρ２

i －γ＋１
２γρ２

i － γ－１( )ci

４γ
æ

è
ç

ö

ø
÷P－１BBTP－１－

γ－１( )λ０α
４γ －γ－１

２γ
q

２γ
γ－１
i

λ
γ＋１
γ－１
０

æ

è
çç

ö

ø
÷÷P－１BBTP－１ ]zi (１５)

因为ρi s( )≥１且ci s( )≥１,∀s＞０,则有

c２
iρ２

i － γ＋１( )ρ２
i

２γ － γ－１( )ci

４γ ≥c２
iρ２

i －γ＋１
２γc２

iρ２
i －

γ－１
４γc２

iρ２
i ＝γ－１

４γc２
iρ２

i (１６)

选取

α＞ ４γα
γ－１＋２ max

i＝１,,M

qi

λ０

æ

è
ç

ö

ø
÷

２γ
γ－１

(１７)

即

γ－１( )λ０α
４γ －γ－１

２γ
q

２γ
γ－１
i

λ
γ＋１
γ－１
０

＞αλ０ (１８)

其中:α＞０.
于是有

γ－１
４γc２

iρ２
iλ０＋αλ０ ≥ciρiλ０

γ－１( )α
γ

(１９)

将式(１６)—(１９)代入式(１５)中,可得

V


t( )≤ ∑
M

i＝１
zT

i [ciρiqi P－１A＋ATP－１( )－

ciρiλ０
γ－１( )α

γ P－１BBTP－１ ]zi.

令 ẑi ＝ ciρiqizi,选 取 足 够 大 的 α 使 得

min
i＝１,,M

λ０/qi( ) γ－１( )α/γ( ) ＞２,可以得到

V


t( )≤ ∑
M

i＝１
ẑT

iP－１ PA＋ATP－２BBT( )P－１̂zi ＜０

(２０)

因为V


t( )＜０,且V(t)有界,则ci(t)也有界.
由式(１０)可知ci(t)是单调递增的,所以ci(t)会收

敛到某个有限数值.若V t( ) ＝０,则表明ẑi(t)＝０
和zi(t)＝０.因此,根据 LaSalles不变原理,由式

(２０)可得zi →０,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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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设１下,由引理１可知,L１ 的特征值均有正

实 部. 从 式 (８) 可 得, lim
t→∞

zt( ) ＝ ０ 即

lim
t→∞

xf t( )－ L－１
１ L２ ⊗I２n( )xl t( )( ) ＝ ０. 因 为

xi t( )＝eAtxi ０( ),i∈R,则lim
t→∞

xf t( )－ϖt( )( )＝０.

其中:

ϖ(t)＝ －L－１
１ L２ ⊗eAt( )

xM＋１ ０( )

⋮

xN ０( )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证毕.

３　 仿真实验

本节用一个仿真示例来验证理论结果的有效

性.在这个例子中,假设多智能体系统包含３个领导

者和４个跟随者,其系统矩阵为:

A＝
０ １
－１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B＝

０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通信拓扑如图１所示.其中节点５,６,７表示领

导者,其他节点均表示跟随者.

图１　 通信拓扑

显然,假设１满足.相应地,式(３)中,

L１ ＝

２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１ ０ －１ ３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

利用 Matlab的LMI工具箱解LMI(５)得到反

馈增益矩阵

K＝ －０．３１２７ －１．４３３０[ ].
令γ＝３/２,ci t( )和ρi zT

iP－１zi( )的变化分别如图

２和图３所示.从图２中可以看出,ci t( )≥１,i＝１,,

４且渐近趋于某个定值,图３表明ρi zT
iP－１zi( ),i＝１,

,４渐近趋于１.

图２　 耦合权重轨迹

图３　 函数ρi t( ) 轨迹

智能体的状态轨迹如图４和图５所示.显然,所
有跟随者智能体的状态均渐近收敛到领导者智能体

状态构成的凸包内.

图４　 所有智能体的状态xi１ 轨迹

图５　 所有智能体的状态xi２ 轨迹

相对状态信息z的轨迹如图６和图７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z渐近趋于０,说明在控制器(４)的作用

下,系统(１)可解包容控制问题.

图６　 包含误差zi１ 轨迹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了一般线性多智能体系统在有向拓扑

结构下的包容控制问题,给出了一种基于分布式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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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包含误差zi２ 轨迹

应方法的包容控制协议.假设每个跟随者智能体只

与其邻居智能体进行信息通讯,并且至少存在一个领

导者智能体是全局可达的,通过Lyapunov方法分析

并证明了在该控制协议下所有跟随者智能体的状态

都能收敛到由领导者状态所形成的凸包内.后期准备

研究事件触发机制下多智能体系统的包容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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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mentcontrolofmultiＧagentsystembased
ondistributedadaptiv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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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tainmentcontrolproblemforgenerallinearmultiＧagentsystemsunderdirectedfixed
topologieswasstudied,andanoveltotallydistributedadaptivecontrolprotocolwasproposed．Byusing
matrixtheory,theoriginalsystem waschangedintotheerrorsystem．Then,Lyapunovtechniquewas
usedtoanalyzethestabilityoferrorsystem,andthesufficientconditionsguaranteeingcontainmentcontrol
ofmultiＧagentsystemsweregained．Theparameterdesignofthisprotocolwasindependentofanyglobal
information．Itonlyutilizedrelativestateinformationofitselfandneighboringagentstoeffectivelydrive
thestatesofallfollowerstoasymptoticallyconvergetotheconvexhullformedbycorrespondingstatesof
theleaders．Thesimulationexampleverifiestheeffectivenessofthetheoreticalresult．

Keywords:multiＧagentsystem;directedtopologies;distributedcontrol;containmentcontrol;

adaptiv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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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窗口和粒子群寻优的集成偏最小二乘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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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为了克服传统偏最小二乘算法对时序非线性数据拟合效果差的问题,提出了结合移动窗口技术和粒子

群算法的集成偏最小二乘算法(EMWPLS_PSO).该算法通过移动窗口判定时序数据状态突变时刻以对原始数据

集进行数据划分,添加冗余检查步骤,简化模型结构,同时引入粒子群算法对关键参数寻优,提高了模型性能.采用

工业数据集 Debutanizer_data验证算法,结果表明:该算法在处理时序、非线性数据时具有更高的精准度和更好的稳

定性.这表明基于 EMWPLS_PSO的软测量建模算法在工业领域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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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过程更加注重

生产的安全、效益和环保,对过程关键参数的监测要

求也愈加严格,仅仅依靠传统的检测技术已无法满

足工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在此背景下人们提出了

软测量技术(软测量).软测量通过建立过程辅助变

量与主导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１]实现对主导变量的

预测,其中辅助变量是指那些易测且与主导变量有

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过程变量.软测量模型一般可分

为模型驱动型和数据驱动型两大类[２Ｇ３],在动态变化

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数据驱动软测量建模优势明

显[４].数据驱动型模型又可细分为线性模型和非线

性模型两类,在软测量中常采用线性模型[５],偏最小

二乘法(Partialleastsquare,PLS)[６]是其中一种应

用广泛的建模方法.相比于最小二乘法,PLS在处

理多输入多输出数据时更具有优势,原因在于PLS
中包含主成分提取的思想,可以在减小噪声干扰的

同时,使有效信息更加集中,从而避免“维数灾难”的
问题.

在实际工业生产中,时序数据会往往会呈现较

强的非线性,将PLS非线性优化是当今研究的一个

热点.根据非线性系统理论,如果系统的输出面光

滑,那么任何非线性系统都可以通过多个线性模型

进行逼近[７],Kaneko等[８]由此提出了基于局部加权

的偏 最 小 二 乘 法 算 法 (Locally weightedpartial
leastsquare,LWPLS).该算法首先将数据集划分

成若干个子数据集并建立对应的局部子模型,然后

利用集成学习的思想[９]给每个子模型匹配适当权值

从而构成全局模型.与单个学习器相比,集成学习

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１０].
本文针对工业过程中具有时序性、非线性、易突

变等特性的数据,提出了以局部加权为主体框架的

PLS建模方法.首先通过移动窗口(MovingＧwindows,

MW)[１１]对数据集进行划分,建立子模型;然后引入

模型剪枝技术减少子模型间的冗余,进一步提高模

型的效率;最后根据贝叶斯定理实现模型集成预测.
由于模型性能受算法内部自定参数影响,本文引入

粒子群算法(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PSO)[１２]

进行参数自动寻优,确保模型性能最优,由此本文提

出基于移动窗口和粒子群寻优的集成偏最小二乘改

进算法 EMWPLS_PSO.PSO 是处理非线性连续



优化问题、组合优化问题和混合整数非线性优化问

题的有效优化工具,拥有算法简洁、易于实现、参数

少且不需要梯度信息等优势[１３].PSO 的适应度函

数选择是参数寻优的关键,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EMWPLS_PSO 算法充分考虑时序数据的自身特

性,利用移动窗口对数据集进行划分,辨识出各状态

突变 时 刻.权 值 计 算 过 程 中 结 合 TIM(JustＧinＧ
time)思想,得到的权值更加合理.冗余模型检查和

PSO参数优化使最后的集成模型结构最优化,降低

运算量,提高计算效率.

１　EMWPLS算法实现

EMWPLS算法的建模步骤为:首先采用移动

窗口法对数据集进行移动分割,根据分割结果对各

子数据集单独建模;然后引入模型冗余检测技术对

建立的子模型进行剪枝;最后根据贝叶斯理论进行

模型的集成.
本文使用以下三个指标进行模型性能评价[１４],

以衡量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契合度:误差平方根(The
rootmeansquareerror,RMSE)、相对误差平方根

(therelativeRMSE,RE)和 最 大 绝 对 误 差 (The
maximumabsoluteerror,MAE),具体公式可以表

示为:

　　RMSE ＝ ∑
Nt
t＝１

(ypre,t－ytrue,t)２/Nt (１)

RE/％ ＝ ∑
Nt
t＝１

ypre,t－ytrue,t

ytrue,t

æ

è
ç

ö

ø
÷

２
/Nt ×１００ (２)

　MAE＝max{|ypre,t－ytrue,t|,t＝１,２,,Nt} (３)
其中:ypre,t和ytrue,t分别代表第t组测试集的模型预

测值和真实输出值;Nt 表示样本数.

１．１　基于移动窗口法建立局部模型

建立局部模型首先确定宽度为W 的原始窗口,
原始窗口中数据集记为Wini＝{Xini,Yini},其中 Xini

∈RW∗m,Yini∈RW∗１分别表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利用PLS对Wini建模,得到模型fini.然后将窗口

下移一步,新得到的数据集记为Wsft＝{Xsft,Ysft}.
通过判定条件１判断模型fini是否适用于Wsft,若适

用,则窗口继续下移直至条件不再满足为止.最后

得到第一个子数据集{X１,Y１},利用PLS对其建模

可得到第一个子模型f１.
判决条件１可以表述为:

Eini＝fini(Xini)－Yini (４)

Esft＝fini(Xsft)－Ysft (５)

T＝ W (Esft－Eini)/σsft (６)

χ２＝(W－１)σ２
sft/σ２

sft (７)

其中:Eini,σ２
ini分别表示Eini的均值和方差,Esft,σ２

sft分

别表示Esft的均值和方差.如果Eini与Esft近似相等,
且σ２

ini与σ２
sft近似相等,则认为Eini和Esft是否近似相

等,此时模型fini同样适用于Wsft.为判定Eini和Esft

是否近似相等,本文利用tＧ分布和χ２Ｇ分布进行判

定,其中T~t(W －１),χ２~χ２(W －１).设置一个

显著性水平α,即P(|T|＜λt)＝１－α,P(χ２＜λχ
２)＝

１－α.当满足条件|T|＜λt 且χ２＜λχ
２ 时,认为模型

fini适用于Wsft,否则窗口停止下移.

１．２　冗余模型删除

依照１．１小节介绍的方法继续建立f２,f３,,
至遍历所有数据.为了解决子模型建立过程中的模

型冗余问题,本文引入一个删除冗余模型的步骤:当
子模型个数大于２个时,通过判决条件２判定模型

间是否存在冗余,若冗余则用新模型取代旧模型,并
将旧模型删除.

判决条件２可以表述为:
将当前数据集分别代入新模型和旧模型,并计

算其误差、误差的均值与方差,并利用tＧ分布和χ２Ｇ
分布判定预测误差是否近似,用公式表示为:

Enew＝fnew(Xnew)－Ynew (８)

El＝fl(Xnew)－Ynew (９)

Tl＝ Nnew (El－Enew)/σl (１０)

χ２
l＝(Nnew－１)σ２

l/σ２
new (１１)

其中:fl,fnew 分别表示第l个旧模型和新模型,

Xnew,Ynew分别表示用于建立新模型的输入与输出,

El,σ２
l 分别表示El 的均值和方差,Nnew表示用于建

立新模型的样本数.
对Tl~t(Nnew－１),χ２

l ~χ２(Nnew－１)设置一个

显著性水平α,得到两个阈值λnew
t ,λnew

χ２
.当满足条件

|T|＜λnew
t 且χ２

l~χnew
χ２

时,认为Enew、El 近似,新模型

与第l个旧模型之间存在冗余,则用新模型取代第l
个旧模型.

子模型的建立与冗余检验交替进行,直到遍历

全部数据集,最终可得到L 个子模型.整个算法的

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３　集成PLS算法实现

得到L 个子模型后利用集成学习法对新样本

进行预测,具体步骤为:a)计算新样本在每个子模

型中的估计值;b)赋予每个子模型权值;c)加权得

到最终的集成学习预测值.这一部分算法的关键是

如何定义步骤b)中的权值.本文使用Shao等[１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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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局部子模型构建算法流程

出的方法定义权值.对输入xq,定义指标J(l)评价

每个子模型的预测能力,J(l)越大表示第l个模型的

预测误差越大,可用公式表示为:

J(l)＝γe(l)
０ ＋

(１－γ)∑
K

k＝１ske(l)
k

∑
K

k＝１sk
＝γJ(l)

１ ＋(１－γ)J(l)
２

(１２)
其中:l＝１,２,３,,L;K 表示从历史数据中选取与

xq 最近的点的个数,K 个邻近点可表示为{xk,yk},

k＝１,２,３,,K;e(l)
０ ,e(l)

k 分别表示为点(x０,y０)、
(xk,yk)代入第l个子模型得到的误差平方,用公式

可以表示为:

e(l)
０ ＝(fl(x０)－y０)２ (１３)

e(l)
k ＝(fl(xk)－yk)２ (１４)

其中:(x０,y０)表示历史数据中最新的一组数,γ是

连接系数,且０＜γ＜１,γ的大小和x０ 与xq 之间的

距离有关,可表示为:

γ＝exp(－ρd(xqx０)) (１５)
其中:ρ为可调参数.

类似地,sk 和xq 与xk 之间的距离有关,计算公

式为:

sk＝exp(－d(xqxk)/σd) (１６)
其中:d()表示两点间的欧氏距离,σd 表示xq 与

历史数据的距离的方差.
由式(１２)可以看出,J(l)的大小与J(l)

１ 和J(l)
２ 有

关.J(l)
１ 表示(x０,y０)代入各个子模型后得到的预

测误差,可理解为从时域角度的误差分析,J(l)
２ 表示

(xk,yk)在各子模型中的预测误差的加权量,作为从

空间上的误差分析.J(l)同时考虑了时域和空间域

的误差变化,得到的误差变化将更加全面合理.分

析式(１５),当x０ 与xq 之间距离较大时(可视为出现

数据突变的情况),γ的值较小,此时J(l)
２ 的比重将

增加.反之,当时序数据前后时刻变化较小,则J(l)
１

的大小对J(l)的影响较大.从时序数据自身特征考

虑,J(l)
１ 应当在J(l)中占较大比重,Ni等[１６]对此做过

研究,结果表明γ的值在[０．８７５,０．９７５]区间时预测

效果最好.
由于J(l)代表模型的预测误差,J(l)越大则表示

分配给第l个模型的权值应当越小,本文用g(l)表示:

g(l)＝exp(－ψJ
(l)) (１７)

其中:ψ为可调参数.
最后对所有子模型集成:

Ypre ＝ ∑
L

l＝１P(fl|xq)fl(xq) (１８)

其中:fl(xq)是xq 在第l个子模型中的预测值,P
(fl|xq)是由贝叶斯推理得到的后验概率.

P(fl|xq)＝ P(fl)P(xq|fl)

∑
L

l＝１P(fl)P(xq|fl)
(１９)

其中:P(fl)和P(xq|fl)分别代表先验概率和第l
个模型能准确预测xq 的可能性.

P(fl)＝Nl/∑
L

l＝１Nl (２０)

P(fl|xq)＝g(l) (２１)
其中:Nl 表示建立第l个模型所用到的样本数量.

综合式(１８)—(２１),可以得到

Ypre ＝ ∑
L

l＝１Nlg(l)f(xq)

∑
L

l＝１Nlg(l)
(２２)

２　基于PSO的参数优化

２．１　模型参数对预测效果的影响

在利用EMWPLS算法建模的过程中会涉及４
个关键的可调参数:移动窗口初始大小W、邻近点

数量K 以及模型集成时的参数ρ和ψ.移动窗口初

始大小 W 与最终构建的子模型数量密切相关,若

W 较大,则可能导致不同状态的数据被归为一类,
从而会影响子模型预测效果;反之若W 太小,子模

型数量过多,则会增加模型的复杂度、降低运行效

率.类似地,如果K 太小,可能导致模型过拟合,增
大模型的预测误差;反之若 K 太大,则会影响相连

时刻的数据对各子模型预测能力的判断.在对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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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集成时,ρ和ψ 大小也同样关键.由式(１５)
可知,如果ρ的值较大,则相应的γ很小(ρ无穷大

时,γ趋向于０),导致式(１２)中J１ 在J中所占的比

例较小.同理,式(７)中的ψ不宜过大,因为当ψ无

穷大时,g趋向于０,而在式(２２)中可以看出g(l)不
能都为零(分母不能为零).

本文以标准数据集中的abalone数据集[１７]为

例,分析四个参数对模型预测精度的影响.图２—
图４分别给出了四个参数与模型预测误差指标

RMSE、RE 以及MAE 的对应关系曲线,从图中可

以观察得到:四个参数对预测效果均有较大影响,且
它们之间呈现出较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不同数

据集,其影响关系也不同.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PSO进行参数自动寻优的解决思路.

图２　W,K,ρ,ψ四个参数与RMSE 的关系曲线

图３　W,K,ρ,ψ四个参数与RE 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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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W,K,ρ,ψ四个参数与MAE 的关系曲线

２．２　粒子群参数寻优

图５　误差变化与RMSE、RE、MAE之间的关系图

２．２．１　适应度函数选择

在使用粒子群算法时适应度函数的选择是一个

关键的步骤,本文选用RMSE、RE、MAE 来评价模

型的性能,所以将其作为备选适应度函数,由于

MAE 受单个样本影响较大,故不考虑其作为适应

度函数.分析式(１)—(２)可以得到结论:对于同一

个模型而言,预测结果的RMSE、RE 的变化趋势并

非一直保持一致,它受误差统计分析时|(Ypre,t－
Ytrue,t)/Ytrue,t|＞１的样本数在所有样本中所占比例

影响,当其比例高时RE 的值可能会随着RMSE 的

减小反而增大.图５显示了abalone数据集在１６
组不同参数下得到的对应EMWPLS模型的RMSE、

RE、MAE 指标曲线,从中观察发现RMSE 和RE
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为对比二者趋势,图中RMSE
的数值已放大１０倍,RE 数值放大５倍).图５中曲

线对应的具体数值详见表１.在这１６组数中第１０
组的RMSE 最小,第１４组的RE 最小.这表明分

别用RMSE 和RE 作为适应度值进行参数寻优会

得到不同的结论.
表１　不同参数下abalone数据集的

RMSE、RE、MAE数值

编号 RMSE RE MAE
１ ０．１８２８ ０．４０１６ ０．５３５０
２ ０．１７０３ ０．５５９１ ０．５６６７
３ ０．１９３２ ０．４９４８ ０．５１１５
４ ０．１８０１ ０．３９７４ ０．４６６０
５ ０．１６２２ ０．４４０２ ０．４２５６
６ ０．１６７５ ０．３８８１ ０．５２８６
７ ０．１８６７ ０．３７５８ ０．４３８８
８ ０．１９０１ ０．４４８０ ０．９２５３
９ ０．１９６３ ０．３７７７ ０．４５３９
１０ ０．１４７６ ０．５４６５ ０．３６９０
１１ ０．１９１８ ０．３８５２ ０．４４５４
１２ ０．２１５０ ０．４８０７ ０．７４８７
１３ ０．１７５８ ０．４０３７ ０．６６９２
１４ ０．１８９４ ０．３６２５ ０．６０４７
１５ ０．１９５７ ０．３７２８ ０．４７９８
１６ ０．１７４４ ０．３６４４ ０．５０９９

　　可见适应度函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参数的寻优

结果.选取几组不同参数对abalone数据集进行

EMWPLS_PSO建模,并依照式(１)—(３)计算出各

组的RMSE、RE、MAE,选出RMSE 相同RE 不同、

RMSE 不同RE 相同、RMSE 和RE 都不相同的两

两对应的几组数据,记录于表２,并绘制图６—图８
的曲线.通过比较可发现若单独选其中一个值作为

适应度值RMSE 比RE 更合适.当RMSE 值相同

时,RE 值越小则模型效果越好.根据上述结果笔者

认为将RMSE 和RE 相结合效果更佳.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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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RMSE＋(１－p)∗RE 作为适应度函数,其中

p为连接系数,且在Z中RMSE应该占更大的比重.
表２　不同参数下模型的RMSE、RE、MAE值对比

编号 RMSE RE MAE
１ ０．１４８２ ０．５１０３ ０．３４７６
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３０３３ ０．４４９２
３ ０．１６３１ ０．４４１２ ０．４２６２
４ ０．２２２０ ０．４４１１ ０．７５９２
５ ０．１４７９ ０．５１０１ ０．３４７８
６ ０．１９４４ ０．３８７８ ０．５００３

图６　RMSE相同RE 不同时实际输出与预测输出

图７　RMSE不同RE 相同时实际输出与预测输出

图８　RMSE、RE均不同时实际输出与预测输出

２．２．２　寻优过程

本文选择粒子群算法的适应度函数为:Z＝p∗
RMSE＋(１－p)∗RE,优化目标为W,K,ρ,ψ四个

关键参数.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参数寻优过程如下:

a)参数随机初始化(种群粒子数设为２０,迭代

次数设为５０次,各参数设置合理上下限,初始位置

与速度在参数上下限范围内随机给定);

b)计算适应度值,更新粒子的历史最优和全局

最优位置;

c)根据迭代公式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如果

超出边界值,则赋予其边界值;

d)判断是否达到最大迭代次数和全局最优位

置满足最小界限,若不满足则返回步骤b),反之结

束寻优.

３　工业数据集测试

本文使用工业数据集 Debutanizer_data[１８]验证

模型效果,该数据集共７００组样本,７个输入１个输

出,将前５００组样本作为训练集,后１００组样本作为

验证集,最后１００组样本作为测试集.表３、表４记

录了其中６次粒子群寻优得到的参数及其误差分

析,选取结果最好的第一组参数作为 EMWPLS_

PSO的最终参数,并与常规PLS以及BP算法进行

对比.
表３　Debutanizer_data数据集重复６次

寻优参数记录表

编号
参数

W K P Q
适应度值

１ １４ ６４ ０．０２２１ ７０４９ ０．０５２８
２ ３５ ５０ ０．０５２３ ６６７７ ０．０８３９
３ ２０ ２９ ０．０１４０ ２４８０ ０．０７１９
４ ４９ ６７ ０．２１７４ ６４０９ ０．０７９２
５ ４２ ５３ ０．２０７０ ５４８ ０．０８９１
６ １３ ６９ ０．４４０４ ３５５９ ０．０６９５

表４　Debutanizer_data数据集重复６次寻优误差分析表

编号
训练集

RMSE RE MAE

验证集

RMSE RE MAE

测试集

RMSE RE MAE
１ ０．１１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１８
２ ０．１４ ０．５８ ０．３５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３４ ０．２１
３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２９
４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２０
５ ０．１１ ０．５３ 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３０
６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１５

PLS ０．０８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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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给出了EMWPLS_PSO算法与常规PLS、

BP算法预测结果的对比曲线.图９中点越接近中

间的Y＝X 直线说明模型的预测值与真实值越吻

合,模型预测效果越好.将真实值记为Yreal,预测值

记为Ypre.记diff０．１＝P(|Yreal－Ypre|≤０．１),常规

的PLS得到的diff０．１为０．７５,EMWPLS_PSO 对

应的diff０．１为０．９３.记diff０．０５＝P(|Yreal－Ypre|≤
０．０５),常规的PLS得到的diff０．０５为０．４５,EMWPLS_

PSO对应的diff０．０５为０．７８５.可以得到结论:集成

移动窗口技术对常规 PLS的预测精度有很大的提

高.图９(b)是PLS模型、EMWPLS_PSO模型的预

测值与真实值的对比图,通过对比可发现相对于

PLS,EMWPLS_PSO的预测趋势更准确,与真实值

更吻合.图９(c)—(d)是同作为非线性算法的 BP
与EMWPLS_PSO的预测结果对比图.其中BP的

diff０．０５为０．４７,diff０．１为０．６８.由对比曲线可以

看出,EMWPLS_PSO的预测效果也优于BP.表５
记录了PLS、EMWPLS_PSO和BP算法的RMSE、

RE、MAE 值,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较之常规PLS和

BP算法,EMWPLS_PSO的预测误差最小.

图９　EMWPLS_PSO与常规PLS、BP算法的预测结果对比

表５　常规PLS、EMWPLS_PSO、BP的

RMSE、RE、MAE对比结果

EMWPLS_PSO

RMSE RE MAE

PLS

RMSE RE MAE

BP

RMSE RE MAE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５４ ０．２５

　　本文将 EMWPLS_PSO与改进前的PLS算法

作纵向比较,同时横向比较了非线性的 BP算法.

EMWPLS_PSO算法在 PLS基础上性能有极大的

改善,较好地克服了PLS对非线性数据拟合能力差

的问题.同时,相比于纯数据驱动的传统神经网络

建模方法,在小样本建模方面EMWPLS_PSO拥有

更高的预测精度.

４　结　论

本文将移动窗口技术与集成学习的思想相结

合,提出一种EMWPLS_PSO软测量算法.在利用

移动窗口法建立局部模型时,增添了局部模型的冗

余检查及删除的步骤,更好地提高了模型的效率和

性能.此外,该模型同时应用时域和空间域上的历

史数据对动态数据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在避免过度

拟合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准确性.最后,为
了保证模型在处理不同数据时拥有最佳预测精度,
本文采用粒子群算法对参数进行自动寻优.通过以

上技术的结合,很好地改善了PLS对线性相关性较

差的时序数据的建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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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ensemblepartialleastＧsquaresalgorithmbasedon
movingＧwindowsand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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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vercomethepoorfittingeffectoftraditionalpartialleastsquares(PLS)algorithmpn
nonlineardata,animprovedalgorithmbasedonmovingwindowtechniqueand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
(PSO)EMWPLS_PSOwasproposed．Themovingwindowwasusedtodeterminethemutationtimeofthe
timeseriesdatasoastodividetheoriginaldataset．Besides,theredundantcheckingstepswereaddedto
simplifythemodelstructure,andthePSOwasintroducedtooptimizethekeyparametersandimprovethe
modelperformance．Thealgorithminthepaperwasprovenbytestinganindustrialdataset,Debutanizer_

data．Thetestingresultshowsthatthealgorithmismoreaccurateandstableinprocessingtimeseriesand
nonlineardata．Italsoprovesthesoftmeasurementmodelingalgorithm basedonEMWPLS_PSOhas
practicabilityandoperabilityintheindustryfield．

Keywords:softmeasurement;partialleastsquares;locallyweighting;movingＧwindow;particles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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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对半夏生理特性及光合生理的影响

汪　雷,马　琛,高海立,徐　涛
(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分析不同钙浓度处理下半夏叶片生理特性、叶绿素荧光参数及光合生理参数的变化,找出适宜的钙肥

施用浓度,为半夏的钙肥合理实施提供参考依据.在全苗期对半夏叶面喷施不同浓度的 CaCl２,１０d后测定半夏叶

片生理生化指标,并测定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光合作用参数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结果表明:钙离子对半夏 POD、

CAT、SOD三种酶活性有促进作用,６００mg/L浓度时三种酶活性最高,丙二醛含量随钙浓度升高而呈现先降后升趋

势,在６００mg/L浓度时到达最低;６００mg/L浓度钙处理明显提高叶绿素含量,同时电子传递速率、光合量子产量、

光化学猝灭系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而非光化学猝灭系数却呈先降后升趋势;６００mg/LCa２＋ 浓度处理显著提高叶

片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降低胞间二氧化碳浓度;因此,６００mg/LCa２＋ 能提高生理酶活和叶绿素含量,进而促进新

陈代谢,改善光合作用.

关键词:半夏;钙离子;生理特性;叶绿素荧光;光合生理;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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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半夏(Pinelliaternata (Thunb．)Breit．)为天

南星科药用植物,其块茎经炮制干燥可入药,性温味

辛,具有降逆止呕、燥湿化痰、消痞散结的功效,是我

国传统治痰止吐中药[１].Ca２＋ 是半夏生长必需的营

养元素之一,植物体内Ca２＋ 正常浓度维持在０．１％~
５．０％,因此保证植物体内正常的钙浓度才能使维持

植物体的生长发育[２].正常情况下,缺钙是很少见

的,但是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高盐、高温或低温、
土壤水分不良和根系活力不高等不良环境因素的影

响都会导致植物钙素吸收不足.在逆境环境中,植物

体需氧代谢会加快,从而产生一系列过多的活性氧簇

(Reactiveoxygenspecies,ROS),损害细胞膜,加剧

细胞氧化衰老,破坏植物体内微平衡[３].植物抗逆

境生理生化等分子调控机制发挥自我保护作用,产
生一系列清除逆境胁迫产生的过多ROS的保护酶,
如过 氧 化 物 酶 (Peroxidase,POD)、过 氧 化 氢 酶

(Catalase,CAT)、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等[４].逆境对植物的伤害通过膜

脂的过氧化生成过氧化物,从而对植株产生伤害,如
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等[５].因此深入

探究钙离子对半夏的生理特性的影响,对于不良环

境下半夏的抗逆性的提高能提供科学依据.
植物 对 逆 境 的 应 答 反 应 有 Ca２＋ 参 与,胞 外

Ca２＋ 要穿过质膜进入胞内起作用[６].Gong等[７]研

究发现,Ca２＋ 浓度处理对玉米幼苗的耐热性有明显

增强作用,植物细胞感受并传导逆境刺激信号的明

显变化是胞质中 Ca２＋ 浓度发生变化.李灿雯等[８]

认为植物的抗氧化系统通过调节 Ca２＋ 浓度来提高

其抗逆性,而且Ca２＋ 对提高叶绿体的活性具有重要

作用.Ca２＋ 在光合电子传递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可

以增强能量在捕光色素或反应中心之间的传递,还
可以使放氧核心复合物的荧光发射强度增加[９].此

外,钙离子能促进PSII潜在活性保持较高水平[１０],因
此适当提高植株的钙水平可以促进叶片的光合作用.



为了获得半夏钙肥的最适施用浓度范围,本文

通过研究在不同浓度的氯化钙溶液作用下半夏叶片

生理和代谢响应的差异,探讨Ca２＋ 对半夏生理酶活

性、光合作用参数、叶绿素荧光参数等生理生化因素

的影响,为半夏的种植优化、提高品质提供理论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本实验材料为三叶半夏(P．ternata),选择大

小相近、形态一致的块茎为繁殖材料,材料取自湖北

襄阳地区.采用盆栽(１４cm×１５cm)栽种,用蛭石

作栽培基质,HoaglandＧArnon基本营养液浇施每盆

基质,每 盆 定 植 １５ 株,置 于 实 验 室 遮 阳 棚 内.

HoaglandＧArnon完全营养液配方作为大量元素和

微量元素配方,其中用 KNO３ 代替 Ca(NO３)２,pH
值调至６．０.当每盆半夏植株叶片完全展开时,大
致高８~１０cm 左右,在基本营养液的基础上,用
CaCl２ 作外源钙处理,设计６个不同水平(０、２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mg/L和１０００mg/L)浓度处理,每个

处理３盆.每隔５d喷施２００mL于叶面,直至半夏

倒苗,在全苗期各处理中每盆挑选１０株生长良好,
长势一致的成熟植株,取其中间叶片进行光合指标

和生理指标测定,重复３次.

１．２　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１．２．１　生理酶活指标测定

SOD活性根据梁爱华等[１１]氮蓝四唑光氧化还

原法测定,POD 活性根据袁庆华等[１２]愈创木酚显

色法测定,紫外吸收法测定 CAT 活性参考文献

[１３],MDA 含量参照高俊凤[５]硫代巴比妥酸显色

法测定.

１．２．２　叶绿素含量测定

取半夏新鲜叶片,将叶片清洗干净,除去叶片中

脉部分并剪碎混匀.称取０．２g混匀的新鲜叶片,
称３份,放入研钵中,加少量液氮磨碎,再加入２mL
８０％丙酮,研磨成匀浆,装入２mL离心管,静置至

组织变白.再过滤到２５mL试管中,用丙酮定容至

２５mL,采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在７２１
分光光度计(上海菁华科技仪器有限公司)测定溶

液在波长６６３、６４５nm 下的吸光度[１４],用８０％丙

酮溶液为空白对照,测定吸光度值的计算按照参

考文献[１５],叶绿素a和叶绿素b含量可用公式表

示为:

Ca＝１２．７×OD６６３－２．６９×OD６４５,

Cb＝２２．９×OD６４５－４．６８×OD６６３,

叶绿素含量/(mgg－１Fw)＝ C×VT

Fw×１０００×n,

其中:C 为叶绿体色素的浓度,mg/L;OD 为吸光度

值;１２．７０、２．６９、２２．９０和４．６８系数为比吸收系数;

Fw 为鲜重,g;VT 为提取液总体积,mL;n为稀释倍数.

１．２．３　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夜晚将待测样品放入暗室暗处理３０min,利用超

便携式调制叶绿素荧光仪(MiniＧPAM,上海泽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测定,选取生长良

好的叶片测定电子传递速率(Electrontransferrate,

ETR)、光 化 学 猝 灭 系 数 (Photochemicalquenching,

qP)、光合量子产量(Photosyntheticquantumyield,

Yield)和非光化学猝灭系数 (NonＧphotochemical
quenching,qN)等,选取长势一致的叶片重复３次

实验,取３次数据的平均值分析.

１．２．４　光合作用参数测定

挑选天气晴朗的晴天,于上午９:００—１２:００,利
用LiＧ６４００便携式光合仪(上海泽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测定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hotosynthesis,Pn)、蒸
腾速率(Transpirationrate,Tr)、气孔导度(Stomatal
conductance,Gs)和胞间二氧化碳浓度(Intercellular
carbondioxideconcentration,Ci)等参数,设定仪器温

度３０℃,光量子通量密度为８００μmol/(m２s),CO２

浓度３８０μmol/mol,选取长势一致的叶片重复３次

实验,取３次数据的平均值分析.

１．２．５　数据分析

本实验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误进行表示,平
均值之间的统计学意义是由 Duncan的多个范围的

测试评估(p≤０．０５作为显著性).所有数据统计分

析和方差检验用 Excel２０１３和 SPSS１７．０,并用

Origin８．０进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钙浓度对叶片生理酶活性的影响

图１(a)为不同Ca２＋ 浓度对半夏叶片SOD活性

的影响,结果表明:Ca２＋ 对半夏叶片中SOD活性影

响显著;在 Ca２＋ 浓度为０、２００、１０００mg/L时,SOD
活性均较低.由图１(a)可知,钙浓度的升高导致半夏

叶片中SOD活性随之呈先升后降的趋势,６００mg/L
浓度时最高,但是当Ca２＋ 浓度为１０００mg/L时SOD
活性却较低.这表明钙离子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高浓度的钙盐处理会抑制酶的活性,只有适宜的

Ca２＋ 浓度能提高半夏叶片中SOD的活性.图１(b)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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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Ca２＋ 浓度对半夏叶片POD活性的影响,图１(b)
显示,Ca２＋ 处理的实验组,叶片中POD活性明显升

高,呈 现 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的 趋 势.POD 活 性 在

Ca２＋ 浓度为６００mg/L 时达到最大,但过高浓度的

Ca２＋ 会抑制半夏叶片内的POD活性.图１(c)为不

同Ca２＋ 浓度对半夏叶片 CAT活性的影响,结果表

明:半夏叶片中CAT活性随着Ca２＋ 浓度的升高,呈
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Ca２＋ 对半夏叶片CAT 活性

影响明显.由图１(c)可知,当Ca２＋ 浓度为６００mg/L

时,CAT活性最高.图１(d)为不同 Ca２＋ 浓度对半

夏叶片 MDA含量的影响,由图１(d)可知,MDA 的

含量随着Ca２＋ 浓度的增加而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

趋势,Ca２＋ 处理明显降低半夏叶片中 MDA含量,其
中 MDA含量在 Ca２＋ 浓度为６００mg/L时最低,但
是高浓度的钙处理 MDA 的含量升高,表明高浓度

的钙处理不能改善膜脂过氧化,适宜浓度的Ca２＋ 处

理可以降低半夏叶片中 MDA 的含量,降低膜氧化

程度,稳定生物膜[１６],提高半夏的抗逆性.

图１　不同Ca２＋ 浓度对叶片生理酶活性的影响

２．２　不同钙浓度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图２为不同钙处理下叶绿素含量的变化,由图

２可知Ca２＋ 浓度为２００~１０００mg/L处理与对照相

比均提高叶绿素a、b含量及叶绿素总量,当Ca２＋ 浓

度为６００mg/L时,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组,因此适当提高Ca２＋ 浓度明显提高叶绿素a/叶绿

素b比值,叶绿素a/叶绿素b比值高低反映植株维

持光合系统的协调性的强弱,是植物对逆境适应的

一种表现[１７].

２．３　不同钙浓度对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图３为不同钙处理下叶片荧光参数变化,由图

可知不同钙处理的叶绿素荧光参数存在比较明显

的差异.由图３(a)可知,Ca２＋ 处理可提高半夏叶

片的实际光合效率,电子传递速率(ETR)随光照

图２　不同Ca２＋ 浓度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强度(PAR)的增加均呈上升趋势,６００mg/L的钙

处理明显高于其他处理组.图３(b)显示,非光化

学淬 灭 系 数(qN)随 着 钙 处 理 有 所 下 降,至 ６００
mg/L时达最低,qN 值的降低说明更多的光能被

用于CO２ 固定;光化学猝灭系数(qP)随光强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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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如图３(c),在不同钙处理下,qP 在低光强

条件下降低很快,随着光强的增加,qP 降低速率显

著减缓,由图３(c)可知６００mg/L浓度下qP 值较

好.Yield 表示PSII的实际光化学效率,图３(d)表
明随着光强的升高,６００mg/L钙处理下降速度最

慢,且都高于其他实验组.

图３　不同Ca２＋ 浓度对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２．４　不同钙浓度对叶片光合参数的影响

表１为不同钙浓度对叶片光合参数的影响,由
表１可知钙处理却使Pn升高,６００mg/L浓度处理

是对照０mg/L浓度的２．２７倍,对照的胞间CO２ 最

高,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mg/L钙处理对比对照组Ci下降

显著,与Ci相反,一定浓度 Ca２＋ 处理显著降低气

孔导度,Ca２＋ 处理下气孔较对照有一定程度的关

闭,钙处理在高温下提高光合速率并非气孔因素,
反而能对高温下的叶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低浓

度的 Ca２＋ 处理与 对 照 相 比 差 异 显 著,高 浓 度 的

Ca２＋ 处理降低气孔导度,蒸腾作用也有所降低,在

６００mg/L浓度Ca２＋ 处理下,显著提高叶片的净光

合速率,胞间 CO２ 浓度明显降低,同时蒸腾作用显

著增强.
表１　不同Ca２＋浓度对叶片光合参数的影响

Ca２＋ 浓度/(mgL‐１)Pn/(μmolm－２s－１) Ci/(μmolm－２s－１) Gs/(μmolm－２s－１) Tr/(μmolm－２s－１)

０ ２．４３２±０．５０１d ３３９．６２±６．６３１a ０．１２４±０．００２a ２．１５５±０．００３b

２００ ３．０９３±０．０４４c ３２３．３１±１．０８７b ０．１１７±０．００１b ２．４１８±０．０２４a

４００ ４．３０６±０．１５０b １５２．１７±７．９１２d ０．０３２±０．００２e ０．８３１±０．０４１e

６００ ５．５１８±０．１９７a １２２．９１±７．４４７e ０．０４６±０．００１c １．２７８±０．０１９c

８００ ４．０５８±０．０２８b １８５．２５±４．９０９c ０．０３５±０．００２d ０．９２５±０．０２１d

１０００ １．４３６±０．０５４e ３１６．８２±２．６３９b ０．０３６±０．００１d ０．９３１±０．００５d

注:同系列数据后的不同字母分别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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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钙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在植物生

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正常环境下,植
物可以从土壤中汲取生长所需的钙元素,但在不良

环境下植物中的钙元素的吸收受阻从而影响植物的

生长发育.张海平[１８]对花生的钙处理研究发现一

定的钙处理可以提高花生的生理代谢及各种生理酶

活;继红等[１９]发现钙处理小麦种子,可显著提高小

麦幼苗叶片的光合速率以及叶绿素含量;张燕等[２０]

研究钙对烟草叶片高温条件下的生理影响中发现钙

处理处理提高烟草叶片膜稳定性和膜保护酶活性,
有利于保护细胞膜结构,降低高温对烟草幼苗的伤

害;高向阳等[２１]研究发现钙离子能将蛋白质的羟

基、磷酸酯、以及膜表面上的磷酸盐结合起来,维持

抗氧化酶高活性,从而保持膜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
在逆境下,半夏体内的 ROS增加,MDA 等有害的

过氧化产物会积累,膜脂过氧化会加强,细胞器功能

受到损害,DNA 与其他生物大分子会发生降解,细
胞衰老加剧,甚至导致细胞调亡.SOD、POD、CAT
都是植物体内重要的保护酶,三者协同作用,紧密联

系,共同保护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本文结果表明,
SOD、POD、CAT活性随着Ca２＋ 浓度升高都呈现先

升高后下降的趋势;SOD是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参

与氧 代 谢 的 一 种 含 金 属 酶,能 迅 速 清 除 机 体 内

ROS,是清除活性氧的一种关键酶,可催化 O－
２ 的歧

化反应,生成氧和 H２O[１５]
２ ;植物体内的SOD含量与

植物的衰老与抗逆性密切相关[２２].SOD参与植物

细胞中抗氧化剂的产生过程,清除细胞内多余的超

氧阴离子,降低自由基浓度,缓解膜脂过氧化,是植

物抗氧化系统的第一道防线[２３].
一定浓度的钙处理能提高半夏的SOD活性,但

过高浓度钙处理反而抑制SOD活性,并且６００mg/L
浓度的钙处理能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POD
是普遍存在于植物体内,并且活性较高的一种重要

保护酶,主要清除细胞内的 H２O２,参与以 H２O２ 或

有机过氧化物为还原剂的各种氧化反应,与植物的

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生长素的氧化以及木质素的形

成密切相关[５],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将 H２O２还原为

H２O,从而使细胞组织组织免受破坏.此外POD活

性随植物生长发育进程以及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变

化,因此POD活性可以反应植物体内的代谢及抗逆

性的变化.在本实验中,４００~６００mg/L浓度范围

内,半夏的POD活性维持一个较高水平,６００mg/L
浓度处理最好;CAT 是植物体内重要的保护酶之

一,是以一种铁卟啉为辅基的酶类清除剂,能协同

SOD、POD迅速清除代谢中产生的 H２O２,缓解膜脂

过氧化[２４].MDA 是膜脂过氧化重要的产物之一,
其含量反映膜脂过氧化的程度[２５],常结合蛋白质导

致蛋白质偶联从而损害细胞膜,其含量反映细胞膜

脂过氧化程度,因此可以通过测定 MDA 含量了解

膜系统受损程度.本文中,Ca２＋ 处理降低半夏叶片

MDA的积累,MDA 含量越低表示植株生长旺盛,
实验结果显示６００mg/L浓度的钙处理下 MDA 含

量较低,有助于缓解膜脂过氧化.
叶绿素荧光参数在植物生化过程中的变化可以

与 ATP合成、CO２固定、电子传递等过程紧密联系

起来,反应植物叶片光化学反应效率的高低、吸收光

能的多少,激发能传递的强弱等光合作用一系列的

原初反应过程,直接反映植物生长状况[２６].叶绿素

含量是反映植物光合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有研究

发现光合色素容易受到活性氧的破坏,Ca２＋ 可通过

调节抗氧化系统清除活性氧来保护[２７].叶绿素a/
叶绿素b比值反映类囊体膜垛叠程度,对同一植物

而言,叶绿素a/叶绿素b比值直接反映植物对光量

子的有效吸收、传递和利用,以及叶片光化学效率的

高低[２８].本研究结果表明,６００mg/L浓度处理增

强了半夏叶片光合色素的稳定性,Ca２＋ 处理提高a/
b比值,进一步证实Ca２＋ 可能通过结合膜表面上的

磷酸盐、磷酸酯以及蛋白质的羟基保持膜结构及功

能的稳定性[２９].叶绿体类囊体膜上的光化学反应

中心的光能转换效率随着钙处理浓度的升高而升

高,但钙处理浓度过高又会抑制光合转换效率;qP
指由光合作用引起的荧光淬灭,反映植物光合活性

的高低以及PSⅡ反应中心的开放程度,其中 PSⅡ
天线色素吸收光能后,用于光合作用的电子传递[３０],

qN 反映植物热耗散的能力的变化,６００mg/L浓度

Ca２＋ 处理下qN 较低;qP 在６００mg/L浓度处理下

却较高,这表明适宜的钙处理会增大PSⅡ反应中心

开放程度,增强PSⅡ电子传递活性,同时PSII反应

中心光电子传递能量占所吸收光能的比例明显增

强,ETR 也有所增强[３１].
光合作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植物生长发育,

探讨影响植物光合速率的因素对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至关重要[３２].胡龙娇等[３３]在研究光质对半夏组培

苗的生理特性和光合特性影响时发现气孔因素和非

气孔因素都对叶片光合速率有影响,叶肉细胞气体

扩散阻抗,CO２ 的溶解度,Rubiso对 CO２ 的亲和力

都是影响叶片光合速率的关键因素[３４].叶片光合

速率是由气孔因素和非气孔因素两个方面共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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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温度对叶片光合速率影响显著.已有研究表明,
依据Pn,Ci,Gs的变化方向可以判断光合速率变化

的影响因素,在高温环境下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并非

气孔因素,可能是叶片气孔关闭导致叶肉细胞气体

扩散阻抗增加[３５],CO２的溶解度下降,叶肉细胞同

化能力降低,Rubiso酶对 CO２ 的亲和力降低,光合

中心关键成分的热稳性降低[３６].杨卫星等[９]认为

Ca２＋ 处理能增加叶片气孔限制值,可以维持气孔正

常开闭的能力.本文中随着 Ca２＋ 浓度提高,Gs、Tr
降低,这表明Ca２＋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半夏的气孔导

度,使气孔有所关闭;Pn却升高,表明 Ca２＋ 提高光

合速率并非气孔因素;６００mg/L浓度Ca２＋ 处理下,
Pn显著增强,伴随着Ci降低和Tr增强,这表明该

浓度处理下能显著提高半夏光合作用.

４　结　论

在植物细胞中,Ca２＋ 作为重要的胞内第二信使

之一,能在逆境胁迫下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调控作

用;当植物体处在逆境胁迫的情况下,钙调节通道调

控植物体内生理生化过程,影响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本实验通过研究在不同浓度的CaCl２ 溶液作用下半

夏叶片生理和代谢响应的差异,得到以下结论:
a)钙离子对半夏POD、CAT、SOD三种酶活性

有促进作用,当 Ca２＋ 浓度逐渐升高时,三者活性呈

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至６００mg/L浓度时三种

酶活性最高,且此时 MDA含量较低.
b)随着 Ca２＋ 浓度升高明显提高了叶绿素含

量,同时ETR、Yield 和qP 呈先升后降的趋势,qN
呈先降后升趋势;６００mg/LCa２＋ 浓度处理显著提

高叶片的Pn和Tr,降低胞间Ci.因此,钙离子提

高保护酶活性和叶绿素含量,进而促进新陈代谢,改
善光合作用,对提高半夏的抗逆性有着重要的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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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calciumonphysi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
photosyntheticphysiologyofPinelliaternata

WANGLei,MAChen,GAOHaili,XUTao
(CollegeofLifeScience,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and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Pinelliaternata leav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alcium
concentration wereanalyzedtofindouttheappropriatecalciumfertilizerconcentrationandofferthe
referencebasisforcalciumfertilizerapplicationforPinelliaternata．CaCl２ofdifferentconcentrationwas
sprayedforPinelliaternataleavesintheseedlingstage．Physiologicalandbiochemistricalindicatorsof
Pinelliaternataleaves weredeterminedafter１０d．Meanwhile,chlorophyllcontent,photosynthesis
parametersandchlorophyllfluorescenceparametersofPinelliaternataleavesweredetermined．Theresults
showedthatCa２＋couldpromoteenzymaticactivityofPOD,CATandSODofPinelliaternata．Theactivityofthe
threeenzymesreachedthehighestundertheconcentrationof６００mg/L．Malondialdehydecontentfirst
decreasedandthenrosewiththeincreaseofCa２＋ concentration,andmalondialdehydecontentreachedthe
minimumundertheconcentrationof６００mg/L．Calciumtreatmentundertheconcentrationof６００mg/L
couldobviouslyimprovechlorophyllcontent．Meanwhile,electrontransferrate,photosyntheticquantum
yieldandphotochemicalquenchingcoefficientfirstroseandthendecreased,whilenonＧphotochemical
quenchingcoefficientfirstdecreasedandthenincreased．６００ mg/L Ca２＋ treatmentcouldsignificantly
promot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transpiration rate ofleaves,and reduce intercellular CO２

concentration．Thus,６００mg/LCa２＋ canenhanceenzymeactivityandchlorophyllcontent,thenpromote
metabolismandimprovephotosynthesis．

Keywords:Pinelliaternata;Ca２＋ ;physiologicalcharacteristics;chlorophyllfluorescence;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photo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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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圆环病毒２型全基因组的克隆及病毒拯救

王紫凝,高章照,董沁芳,全滟平,姜永厚
(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为构建猪圆环病毒(Porcinecircovirus,PCV)２型(PCV２)感染性 DNA 克隆,以淋巴结病料组织中分

离的PCV２细胞培养适应毒株为材料,通过基因序列分析比对,在PCV２基因组序列XbaⅠ酶切位点区设计重叠引

物,进行全长扩增并克隆至pMDＧ１８T 和pBluescriptSK,获得载体pMDＧPCV２和 pBluescriptSKＧPCV２.将 pMDＧ
PCV２重组质粒大量扩增后,用XbaⅠ切出PCV２全基因组,在体外用 T４DNA连接酶使其自环化.通过脂质体法

将PCV２自环化产物转染至PK１５细胞,并且经１５次连续传代,分别用PCR、RTＧPCR和间接免疫荧光测定(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assay,IFA)检测到PCV２的复制、转录和蛋白表达.该研究成功构建具有感染性的PCV２全基

因组 DNA,为PCV２致病机理和基因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猪圆环病毒２型;全长基因组克隆;细胞转染;病毒拯救

中图分类号:Q９３９．４７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６８Ｇ０６

０　引　言

猪圆环病毒(Porcinecircovirus,PCV)是最小

的动物DNA病毒之一[１],最早由德国学者 Tischer
在猪肾细胞系PKＧ１５中被当作一种细胞污染物[２],
其病毒粒子主要以二十面体对称,无囊膜为主要特

征,直径约１７nm.PCV 基因组以滚环模式复制,
大小约为１．７~２．０kb,为单股环状闭合 DNA.根

据其核苷酸序列和致病性不同,PCV被分为PCV１、

PCV２和PCV３.PCV１无致病性,PCV３为新发现

的一种猪圆环病毒,可能与垂直传播或导致母猪繁

殖障碍疾病有关[３Ｇ５].Allan等[６]从猪群中分离并确

认PCV２为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PMWS)
的主要病原,其主要影响６~８周断奶仔猪,通常表

现为消瘦、呼吸困难和免疫抑制[７Ｇ８].PCV２还可诱

导猪皮炎与肾炎,繁殖障碍和呼吸道综合征等疾病

的综合感染[９].

PCV基因组中大于２００nt的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frame,ORF)有６个[１０],已全部鉴定完毕.

ORF１是其中最大的开放阅读框,编码启动病毒复

制的Rep蛋白,为PCV２的DNA复制、相关蛋白表

达及病毒粒子的产生所必需,不同PCV毒株 ORF１
的核苷酸同源性高达８０％以上[１１];ORF２位于病毒

基因组互补链,编码病毒的核衣壳蛋白Cap,是目前

唯一已知的结构蛋白,不同PCV毒株的核苷酸同源

性为６３％左右[１２Ｇ１３].Cap蛋白具有免疫原性,存在多

个免疫反应区,可诱导机体产生病毒中和抗体,是

PCV２最重要的亚单位疫苗抗原[１４].ORF３编码一

种非病毒复制必需的非结构蛋白,通过构建 ORF３缺

失株证实 ORF３蛋白能导致 PKＧ１５细胞凋亡的发

生[１５],ORF４编码６０个氨基酸,与 ORF１和 ORF３基

因重叠,编码方向与ORF１相反,ORF４蛋白具有凋亡

抑制功能但非病毒复制必需[１６Ｇ１７].ORF５可能通过

调节 NFＧκB信号通路在 PCV２持续性感染中起重

要作用[１８].PCV２的 ORF６蛋白对病毒复制是非

必需的,可能参与 Caspase调控和多个细胞因子表

达[１９].
目前,PCV２的分子致病机制尚未研究清楚.



为进一步研究PCV２基因组结构与功能、致病机制

和免疫机理,本文通过PCR扩增PCVＧ２全基因组,
构建自环化 PCVＧ２全基因组 DNA,并进一步转染

细胞,成功获得拯救病毒PCV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１．１．１　毒株与细胞

PCV２细胞株(PCV２ＧSY)由扬州大学高崧教授

提供;不携带PCV的PKＧ１５细胞由本实验室保存.

１．１．２　载体与菌株

pMD１８ＧT连接试剂盒购于宝生物工程(大连)
有限 公 司,大 肠 杆 菌 (Escherichiacoli)DH５α 和

pBluescriptSK(pSK)载体由本实验室保存.

１．１．３　试剂

TaqDNA 聚合酶、dNTP、胶回收试剂盒、相关

引物、DMEM 高糖培养基均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内切酶Xba Ⅰ、EcoR Ⅰ、

Hind Ⅲ、T４DNA 连接酶、南美胎牛血清、细胞胰

酶消化液(含酚红)和 Lipo６０００TM 转染试剂购自碧

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质粒提取试剂盒购自康宁

生命科学(吴江)有限公司.

１．２　引物设计

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center
forbiotechnologyinformation,NCBI)网 站 下 载

PCV２全基因组序列并对序列进行同源分析,利用

PrimerPremier５．０软件设计一对用于检测 PCV２
的特异引物,以及一对扩增基因组全长的引物,并引

入Xba Ⅰ酶切位点,以利于下游基因操作,本研究

所用引物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本研究所用引物序列

引物 序列 (５′→３′)
产物预期

大小/bp
TF１０９４ CGGATATTGTATTCCTGGTCGT
TR１４７１ CCGCTCTGTGCCCTTTGA ３７８
GF１３５８ CCGTCTAGAATAACAGCACTGGAG
GR１３６３ CCGTCTAGATGATAACTTTGTAACAAAGG １７６７
CapR４６６ TGCTGCTCTGCAACGGTCA ４８６/８７８∗

注:PCV２的Cap蛋白转录正常剪接扩增产物大小为４８６bp,基因组

DNA扩增产物则为８７８bp.

１．３　PCV２株全基因组克隆

以用常规方法提取感染病毒细胞总 DNA 为模

板,利用PCV２特异性引物 TF１０９４和 TR１４７１进行

PCR.PCR反应首先在９４℃进行预变性５．０min;接
着进行３０个循环的９４℃变性３０s,５６℃退火３０s,

７２℃延伸３０s,７２℃延伸５．０min.反应结束后用

１％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以上述总DNA
为模板,利用GF１３５８和GR１３６３引物对进行PCV２全

基因组克隆.除PCR扩增延伸时间延长至１．５min外

其它反应参数同上.将PCR产物回收后与pMD
１８ＧT克隆载体连接,转化大肠杆菌 DH５α,经挑取

单菌落,提取并将酶切鉴定的质粒进行测序.

１．４　pSKＧPCV２重组质粒构建

将测序正确的 pMDＧPCV２质粒用 Xba Ⅰ酶

切,凝 胶 电 泳 分 离 PCV２ 片 段,把 回 收 的 PCV２
DNA与pSK质粒用 T４DNA 连接酶１６℃连接过

夜.将连接产物直接转化大肠杆菌 DH５α,挑取单

菌落,提取质粒送公司测序.

１．５　病毒双链裸DNA制备及转染

提取质粒并用Xba Ⅰ内切酶做酶切鉴定,将切

下的目的片段用 T４DNA连接酶自环化,获得病毒

双链环化 DNA.按照 Lipofecter脂质体转染试剂

盒说明书,将鉴定正确的环化重组质粒转染 PKＧ１５
细胞,并在３７℃、５％ CO２ 条件下培养４８h,反复冻

融３次后收集上清液,接种于新培养的 PKＧ１５细胞

并连传１５代.

１．６　病毒体外转录鉴定

根据RNAisoTMPlus说明书提取总RNA,并
用 DNase Ⅰ处理,以除去混有 RNA 的少量病毒

DNA,以纯化后的RNA为模板,利用 MＧMLV逆转

录酶逆转录合成cDNA,再用引物对 CapR４６６和

GF１３５８进行PCR.除循环次数增加到３５个外,其
它扩增条件同１．３.用１０g/L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PCR产物.

１．７　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将传代培养１５代的接毒细胞消化分装于６孔

板,每孔注入３．０×１０５ 个细胞,在 CO２ 培养箱中培

养４８h后用PBS缓冲液洗涤,拍干,通过１００％甲

醇固定细胞１０．０min,弃去固定液,用PBS清洗两

次后以抗PCV２的 ORF２兔多抗为一抗,３７℃作用

１h,FITC标记羊抗兔荧光二抗(１︰１０００稀释)为
二抗,３７℃作用１h,每孔加入１滴磷酸甘油封片液,
荧光显微镜观察,以正常PK１５细胞作为阴性对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PCV２全基因组克隆及序列分析

以细胞毒总 DNA 为模板,用 PCV２全长引物

对 GF１３５８/GR１３６３扩增到约１．８kb目的片段,结
果如图１所示.将纯化的目的片段克隆到pMD１８ＧT
获得pMD１８ＧPCV２,阳性克隆经过EcoR Ⅰ和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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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双酶切鉴定结果如图２所示.测序结果显示,本研

究获得PCV２毒株基因组全长序列为１７６７bp,将该序

列与国内外２７个代表性PCV２毒株进行序列比较,
结果表明同源性在９５．４％~９９．９％之间,不存在明

显特殊变异,与 GQ９９６４０４的亲缘关系最密切,同源

性达９９．９％(图３).

M:DL２０００DNA Marker;１:未接毒PKＧ１５细胞总DNA;

２:接毒PKＧ１５细胞总 DNA

图１　PCV２全基因组扩增检测照片

M:１kbDNALadder;１－４:重组质粒EcoR Ⅰ和 Hind Ⅲ双酶切

图２　重组质粒EcoR Ⅰ和 Hind Ⅲ双酶切鉴定照片

２．２　pSKＧPCV２重组质粒构建

质粒pMDＧPCV２经XbaⅠ限制性内切酶３７℃酶

切,回收目的片段,并与pSK 载体连接获得重组质

粒pSKＧPCV２,将其再次经Xba Ⅰ限制性内切酶酶

切鉴定,产生与预期相符的１７６７bp和２９６１bp目

的片段,结果如图４所示,表明PCV２全基因组成功

克隆至载体pSK.

图３　PCV２ＧSY毒株的系统进化关系

M:DNA Marker;１:XbaⅠ酶切产物

图４　pSKＧPCV２酶切鉴定照片

２．３　病毒自环化及转染

Xba Ⅰ酶切重组质粒并经凝胶电泳鉴定正确

后,回收PCV２全基因组酶切产物并用 T４DNA 连

接酶１６℃连接过夜,形成自环病毒 DNA.重组病

毒持续盲传１５代,每一代都进行病毒液回收并再次

感染新的PK１５细胞,再对回收的病毒液提取 DNA
进行PCR检测.图５为盲传第１０代PCR检测结果,
自环化重组病毒和野毒均产生３７８bp大小目的PCR
产物,但pBluescriptSKＧPCV２转染细胞和PKＧ１５细

胞无阳性产物,表明自环化重组病毒已成功转染并可

在PK１５细胞内进行稳定复制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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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NA Marker;１:空白阴性对照;２:野生PCV２;３:重组PCV２;

４:pSKＧPCV２转染PK１５阴性细胞;５:PKＧ１５阴性细胞

图５　PCR检测传代１０代病毒DNA∗∗∗

２．４　病毒Cap蛋白基因转录检测

提取盲传１０代的重组细胞病毒液中总RNA后,
经DNaseⅠ处理,RTＧPCR扩增后电泳检测条带大小

约４８６bp,表明转染细胞中Cap基因 mRNA存在特

异性剪接和表达(图６).

M:DNA Marker;１:阴性对照;２:未经DNaseΙ处理PCV２RNA;

３:PCV２DNA;４:DNaseΙ处理的PCV２RNA;

５:PKＧ１５阴性细胞RNA

图６　重组病毒CapRNA检测

２．４　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重组病毒感染爬片细胞后４８h利用IFA 检测

PCV２ORF２表达,结果如图７所示,重组PCV２感染

细胞用抗PCV２ORF２抗体为一抗在荧光显微镜下

检测到特异性绿色荧光,而阴性对照细胞无特异荧光

产生,因此自环病毒在体外转染后再感染细胞可以产

生具感染性的子代PCV２病毒.

３　讨　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PCV２通常以混合感染的

方式引起猪只PMWS,因此由PCV２混合感染病料直

接接种细胞难以获得纯的PCV２病毒,给PCV２相关

研究增加难度[２０Ｇ２２].Meerts等[２３]发现,PCV２在接种

图７　重组病毒感染PKＧ１５细胞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后６~１２h的PKＧ１５细胞内可检测到Cap蛋白表达,
接种后１２~２４h的Cap主要分布在细胞核周围,并
有子代病毒产生.通过细胞连续传代表明PCV２增

殖能力较强,因而利用病毒的感染性DNA克隆,获得

遗传背景单纯的拯救病毒,是PCV２致病机理、相关

疾病防治和疫苗开发研究的有力工具.
国内外已有应用PCV２全基因组复制出完整病

毒的报道.Liu等[２４]构建含有 PCV２全基因组的重

组质粒,体外环化转染猪视网膜细胞系得到具有感染

性的病毒,应用构建的感染性病毒在进行致病性实验

时可避免其它病毒的干扰,容易定量和在细胞传代过

程中不易产生变异等优点.Fenaux等[２５]和郗鑫等[２６]

用酶切位点SacⅡ构建PCV２体外感染性分子克隆,
但采用体外自环的方式将PCV２全基因环化再转染

PCV阴性PK１５细胞,在其子代细胞中检测到病毒相

应的抗原,而Fenaux将线性化的两条单拷贝PCV２
同向连接在一起,利用酶切位点SacⅡ与pBluescript
SK载体连接构成重组质粒后转染PKＧ１５细胞,再感

染以获得成熟病毒粒子,同时发现双拷贝比单拷贝体

外转染细胞效率高.本研究利用高拷贝的质粒载体

pMD１８ＧT正向插入单拷贝的PCV２全基因,两端引

物含XbaⅠ序列重叠,经自环化显示构建的自环化质

粒dsＧPCV２具有感染性,但与李俊等[２７]研究结果不

同,重组质粒pSKＧPCV２转染PKＧ１５细胞没有检测到

子代病毒,推测与PCV２的滚环复制机制和共价闭合

环状DNA基因组有关[２８Ｇ２９].连到pBluescriptSK载

体上的PCV２全基因组DNA分子因载体序列的分隔

使PCV２全基因组不连续,因而失去部分重要功能.
另一种可能原因是由于重组质粒pSKＧPCV２转染产

生子代病毒但在PKＧ１５细胞中的增殖滴度不高,基因

组转染效率较差,导致转染后细胞PCR检测呈阴性.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PCR成功扩增出PCV２１７６７bp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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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利用设计的一对含Xba Ⅰ酶切位点的特异性

引物成功构建PMDＧPCV２重组质粒.将质粒体外

酶切自环化后转染 PKＧ１５细胞并检测到 PCV２病

毒的复制,结果表明,本研究成功构建 PCV２全长

DNA克隆和拯救病毒.经过测序的 PCV２ＧSY 株

系为PCV２b亚型,与国内外毒株有着极高的同源

性,介于９５．４％~９９．９％之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为后续研究PCV２病毒致病机理、疫苗开发和有效

治疗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１]殷震,刘景华．动物病毒学[M]．２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２７Ｇ３０．
[２]TischerI,Gelderblom H,Vetteermann W,etal．A

verysmallporcinevirus withcircularsinglestranded
DNA[J]．Nature,１９８２,２９５(７):６４Ｇ６６．

[３]AllanG MandEllisJA．Porcinecircoviruses:Areview
[J]．Journalof Veterinary DiagnisticInvestigation,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Ｇ１４．
[４]OpriessnigT,Meng X Jand Halbur P G．Porcine

circovirustype２associateddisease:Updateoncurrent

termin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pathogenesis,

diagnosis,andintervention strategies[J]．Journalof

VeterinaryDiagnisticInvestigation,２００７,１９(６):５９１Ｇ
６１５．

[５]PalinskiR,PineyroP,ShangP,etal．Anovelporcine

circovirusdistantly related to known circovirusesis
associated with porcine dermatitis and nephropathy
syndromeandreproductivefailure[J]．JournalofVirology,

２０１６,９１(１):e０１８７９Ｇ１６．
[６]AllanG,Meehan B,Todd D,etal．Novelporcine

circovirusfrompigswithwastingdiseasesyndromes[J]．
VeterinaryRecord,１９９８,１４２(１７):４６７Ｇ４６８．

[７]MorozovI,SirinarumitrT,SordenS,etal．Detectionofa
novelstrainofporcinecircovirusinpigswithpostweaning
multisystemicwastingsyndoome[J]．JournalofClinical
Microbiology,１９９８,３６(９):２５３５Ｇ２５４１．

[８]HamelA,LinL,NayarG P．Nucleotiedsequenceof

porcinecircovirusassociatedwithpostweaningmultisystemic
wastingsyndrornein pigs[J]．Journalof Virology,

１９９８,７２(６):５２６２Ｇ５２６７．
[９]AllanG M,EllisJA．Porcinecircoviruses:Areview[J]．

JournalofVeterinaryDiagnisticInvestigation,２０００,１２
(１):３Ｇ１４．

[１０]SegalésJ,AllanG M,DomingoM．Porcinecircovirus
diseases[J]．AnimalHealthResearchReviews,２００５,

６(２):１１９Ｇ１４２．

[１１]CheungAK．Comparativeanalysisofthetranscriptional

patterns of pathogenic and nonpathogenic porcine

circoviruses[J]．Virology,２００３,３１０(１):４１Ｇ４９．
[１２]MankertzA,Hillenbrand B．Replication ofporcine

circovirustype１requirestwoproteinsencodedbythe
viralrepgene[J]．Virology,２００１,２７９(２):４２９Ｇ４３８．

[１３]NawagitgulP,MorozovI,BolinS R,etal．Open
readingframe２ofporcinecircovirustype２encodesa

majorcapsidprotein[J]．JournalofGeneralViro１ogy,

２０００,８１(９):２２８１Ｇ２２８７．
[１４]MahéD,BlanchardP,TruongC,etal．Differential

recognitionofORF２proteinfromtype１andtype２

porcinecircovirusesandidentificationofimmunorelevant
epitopes[J]．JournalofGeneralVirology,２０００,８１
(７):１８１５Ｇ１８２４．

[１５]LiuJ,ChenI,KwangJ．Characterizationofapreviously
unidentifiedviralproteininporcinecircovirustype２Ｇ

infectedcellsanditsroleinvirusＧinducedapoptosis[J]．
JournalofVirology,２００５,７９(１３):８２６２Ｇ８２７４．

[１６]HeJ,CaoJ,ZhouN,etal．Identificationandfunctional
analysisofthenovelORF４proteinencodedbyporcine

circovirustype２[J]．JournalofVirology,２０１３,８７(３):

１４２０Ｇ１４２９．
[１７]GaoZ,DongQ,JiangY,etal．ORF４Ｇproteindeficient

PCV２ mutantsenhancevirusＧinduced apoptosisand

showdifferentialexpressionofmRNAsinvitro[J]．
VirusResearch,２０１４,１８３(７):５６Ｇ６２．

[１８]LvQZ,Guo K K,Xu H,etal．Identificationof

putativeORF５proteinofporcinecircovirustype２and

functionalanalysisofGFPＧFused ORF５protein[J]．
PLosOne,２０１５,１０:e０１２７８５９．

[１９]LiD,WangJ,XuS,etal．Identificationandfunctional
analysisofthenovelORF６proteinofporcinecircovirus

type２invitro[J]．VetetinaryResearhCommunications,

２０１８,４２(１):１Ｇ１０．
[２０]OpriessnigT,MengXJ,HalburPG．Porcinecircovirus

type２Ｇassociateddisease:Updateoncurrentterminology,

clinicalmanifestations,pathogenesis,diagnosis,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Veterinary
DiagnosticInvestigation,２００７,１９(６):５９１Ｇ６１５．

[２１]郭龙军,陆月华,黄立平,等．猪圆环病毒２型不同基因

型毒株感染性克隆的构建及拯救毒株的体外生物学特

性[J]．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４(２３):４９１８Ｇ４９２５．
[２２]杨顺利,尹双辉,沈小燕,等．猪圆环病毒２型感染性

DNA的构建及病毒拯救[J]．中国兽医学报,２０１１,３１
(２):１６９Ｇ１７３．

[２３]MeertsP,MisinzoG,McNeillyF,etal．Replication
kineticsofdifferentporcinecircovirus２strainsinPKＧ１５

２７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cells[J]．ArchivesofVirology,２００５,１５０(３):４２７Ｇ４４１．
[２４]LiuQ,WangL,WillsonP,BabiukLA．Quantitative

competitivePCRanalysisofporcinecircovirusDNAin
serumfrompigswithposteaningmultisystemicwasting
syndrome[J]．JournalofClinicalMicrobiology,２０００,

３８(９):３４７４Ｇ３４７７．
[２５]FenauxM,HalburPG,HaqshenasG,etal．Cloned

genomicDNAoftype２porcinecircovirusisinfectious
wheninjecteddirectlyintotheliverandlymphnodesof

pigs: Characterization of clinical disease, virus
distribution,and pathologiclesions[J]．Journal of
Virology,２００２,７６(２):５４１Ｇ５５１．

[２６]郗鑫,陈焕春,陈华平,等．猪Ⅱ型圆环病毒全基因组的

克隆及感染性鉴定[J]．微生物学报,２００４,４４(２):１７２Ｇ
１７６．

[２７]李俊,时建立,于周,等．猪圆环病毒２型双拷贝感染性

DNA的构建及体外拯救[J]．生物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
(１１):１６３３Ｇ１６３８．

[２８]HamelAL,LinLL,NayarGP．Nucleotidesequence
of porcine circovirus associated with postweaning
multisystemicwastingsyndromeinpigs[J]．Journalof
Virology,１９９８,７２(６):５２６２Ｇ５２６７．

[２９]CheungAK．RollingＧcirclereplication ofananimal
circovirus genome in a thetaＧreplicating bacterial

plasmidinEscherichiacoli[J]．JournalofVirology,

２００６,８０(１７):８６８６Ｇ８６９４．

Cloningandvirusrescueoffulllengthgenomeofporcinecircovirustype２
WANGZining,GAOZhangzhao,DONGQinfang,QUANYanping,JIANGYonghou

(CollegeofLifeScience,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InordertoconstructtheinfectiousDNAcloneofPorcinecircovirus２(PCV２),theadapted
strainculturedwithPCV２cellseparatedfromlymphadenopathytissueswasusedasthematerial,the
overlapprimerwasdesignedintheXba Ⅰ enzymecuttingsiteareaofPCV２genomesequencethrough
genesequenceanalysisandcomparisontoconductfulllengthamplificationandcloneittopMDＧ１８Tand
pBluescriptSKsoastogainthecarrierspMDＧPCV２andpBluescriptSKＧPCV２．Afteramplificationof
pMDＧPCV２recombinantplasmidinquantity,Xba Ⅰ wasusedtocutPCV２wholegenome,andT４DNA
ligasewasusedinvitrotomakeitautoＧcyclized．AutoＧcyclizedproductofPCV２wastransfectedtoPK１５
cellbylipidosomemethod．After１５continuouspassages,PCR,RTＧPCRandindirect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wereusedtodetectreplication,transcriptionandproteinexpressionofPCV２．Inthis
research,DNAofwholegenomeofinfectivePCV２wassuccessfullyconstructed．Thus,thisresearchlays
afoundationfortheresearchonPCV２pathogenesisandgenefunctions．

Keywords:Porcinecircovirustype２;fulllengthgenomecloning;celltransfection;virus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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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密码子特征的蛋白质序列图形表示

朱正阳,贺平安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根据密码子碱基位置特征和氨基酸的疏水性指数值,２０种氨基酸被映射为３维空间中的向量,提出一

种新的迭代函数关系将氨基酸序列转化为三维空间中的一条曲线,获得一种新的蛋白质图形表示方法.对蛋白质

图形,利用闵可夫斯基距离刻画两个３维曲线之间的距离,依此推断蛋白序列之间的差异性和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

将该方法分别应用在９个物种的 ND５蛋白和１２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序列分析中,所得结果与 ClustalW 方法的结果

以及其他文献中的结果对比后证明该文方法有效可行.

关键词:密码子特征;蛋白质序列;图形表示;相似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O２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７４Ｇ１０

０　引　言

基于 DNA 和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分析,可以

推断出不同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所以分析序列的

相似性是生物信息研究的重要课题[１].在序列的相

似性分析研究中,最常用的是序列比对方法,但由于

序列比对方法的计算复杂度大.近些年,许多非序

列比对方法被提出来并得到使用,其中一种就是图

形表示方法[２].
在生物序列数据库中,DNA和蛋白质序列是用

字母序列表示的.在 DNA 数据库中,DNA 序列是

由 A、C、G、T四种字母组成;在蛋白质数据库中,蛋
白质序列是由 A、C、D、E、F、G、H、I、K、L、M、N、P、

Q、R、S、T、V、W、Y 二十种字母组成[３].图形表示

方法是通过数学映射,把字母序列转化为空间图形,
构建数学模型刻画图形之间的差异,进而推断物种

之间的进化关系.图形表示法以其可视性好,计算

简单,容易给出数值刻画等多方面的优点,受到研究

者们的普遍关注[４Ｇ９].

最初,Hamori等[１０]利用随机游走,将 DNA 序

列转化为３维曲线(HＧ曲线)表示.此后,许多研究

沿着这个思路,将序列转化为１维、２维和４维曲

线[１１].组成蛋白质序列的氨基酸有２０种,与 DNA
序列的四种核苷酸相比,情况更为复杂,但蛋白质

图形表示方法基本上都是 DNA 序列图形表示方

法的推广,Rahman等[１１]和 Yu等[１２]所采用的方法

均是 DNA 序列图形表示方法的简单拓展.对于

映射关系,氨基酸的理化性质[６,９,１３Ｇ１８]和氨基酸的

循环排列[２,５,１９Ｇ２２]常常是研究者们建立映射关系的

依据.
通过氨基酸的映射关系,构造迭代函数,将序列

中的氨基酸映射成空间中的一个点,顺次连接这些

点,就构成了蛋白质序列的图形表示[２３].对于迭代

关系式,Jeffrey[４]使用相同参数的迭代关系式图形

表示方法,随后,许多研究者使用同参数的迭代关系

式[３,２１,２３Ｇ２６].此外,Ma等[８]首次提出异参数的迭代

关系式,同样也取得不错的结果.结合Jeffrey[４]和

Ma等[８]的观点,He等[２７]提出广义混沌游戏表示方

法.在把序列转化为曲线之后,数值刻画对于描述

图形是必不可少的.图形表示只是提供视觉上的比



较,但是数值刻画能够量化不同曲线之间的差异性.
例如,在 Yao等[７,２８]通过几何中心来描述曲线之间

的差异,在 He等[２１]采用距离矩阵的特征值来描述

曲线之间的差异等.
本文考虑密码子碱基位置特征和氨基酸的疏水

性特征,将氨基酸映射成为一个三维向量.结合

Ma[８]和 He等[２７]结论,本文选取一种新的迭代关系

式,获得新的３维图形表示方法.此外,为了比较曲

线之间的差异,本文计算两个曲线之间的闵可夫斯

基距离.应用新的３维图形表示方法到９个物种的

ND５蛋白和１２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序列上,分析它

们之间的相似性并推断相应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
将相似性分析结果与经典的多重序列比对算法

ClustalW 方法得到的结果做相关性分析,验证本文

的方法有效性.

１　蛋白质的３维图形表示方法

１．１　氨基酸的三维坐标

四种碱基 A、G、C、T可以组成６４种三联体密

码子.其中,６１种密码子对应２０种氨基酸,即通常

所谓的遗传密码表.观察密码表可以看出,密码子

的第一个位置和第二个位置的碱基几乎可以决定密

码子翻译的是何种氨基酸.此外,密码子的第二个

位置的碱基与密码子翻译的氨基酸的许多理化性质

都有关联.所以,密码子的第二位碱基对于密码子

的理化性质有着特殊的意义.由此,本文根据密码

子第二位碱基的种类,将６４种密码子分布在２维平

面的四个象限内.
根据密码子第二位碱基确定三联体密码子所在

象限,如图１所示,如果密码子的第二位碱基是 A,
本文将第二位碱基是 A 的１６种三联体密码子全

部放置在第一象限,类似的,如果第二位碱基分别

是 G、T、C,分别置于第二、第三和第四象限.选择

第一个位置和第三个位置上碱基的映射关系如

下:G→１、A→２、C→３、T→４.通过第一位和第三

位碱基的映射关系,可以将６１种密码子和３种终

止密码子分布在２维平面内.例如密码子 TGA,
中间碱基是 G,所以它放置在第二象限,又因为第

一位置和第三位置上的碱基分别为 T和 A,根据

映射关系 T→４、A→２,所以密码子 TGA的坐标为

(－４,２).根据这种规则,６４个三联体密码子分别

被放置在一个二维平面内(图２).根据遗传密码

表,将６４个三联体密码子翻译成２０个氨基酸与

终止密码子(图３).

图１　第二个位置碱基决定密码子象限图

　　

图２　密码子平面分布图

图３　氨基酸平面分布图

对于图３中的氨基酸,取同一氨基酸坐标的平

均值作为该氨基酸的坐标,记作(P１,P２).此外,由
于氨基酸疏水性在保持蛋白质的三级结构上起作

用,将氨基酸的疏水性指数值[２９]作为第３维坐标,
记作 P３,构建氨基酸的 ３ 维坐标,记作(P１,P２,

P３),如表１所示(第３~５列).
为了消除坐标值来源不同对结果的影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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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坐标值做了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a′＝２× a－nmax

nmax－nmin
－１ (１)

其中:a′是标准化之后的坐标值;a是标准化之前的

坐标值;nmax和nmin为分别为坐标值中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根据式(１)可得新的３维坐标值,记作X,Y,

Z,见表１(第６~８列).２０个氨基酸的坐标对应的

２０个向量,如图４所示.

表１　氨基酸的３维坐标

氨基酸 符号 P１ P２ P３ X 坐标值 Y 坐标值 Z坐标值

丙氨酸 A １ －５/２ 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４０００
苯丙氨酸 F －４ －７/２ 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２２２
异亮氨酸 I －２ －３ ４．５ －０．５０００ －０．８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
亮氨酸 L －１０/３ －１３/６ ３．８ －０．８３３３ －０．６１９０ ０．８４４４
蛋氨酸 M －２ －１ １．９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８５７ ０．４２２２
脯氨酸 P ３ －５/２ －１．６ ０．７５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３５５６
缬氨酸 V －１ －５/２ ４．２ －０．２５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９３３３
色氨酸 W －４ １ －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８５７ －０．２０００

半胱氨酸 C －４ ７/２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５５６
甘氨酸 G －１ ５/２ －０．４ －０．２５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０８８９

天冬酰胺 N ２ ７/２ －３．５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７７８
谷氨酰胺 Q ３ ３/２ －３．５ ０．７５００ ０．４２８６ －０．７７７８
丝氨酸 S ２ －３/２ －０．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２８６ －０．１７７８
苏氨酸 T ２ －５/２ －０．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１５５６
酪氨酸 Y ４ ７/２ －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８８９
组氨酸 H ３ ７/２ －３．２ ０．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１１１
赖氨酸 K ２ ３/２ －３．９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２８６ －０．８６６７
精氨酸 R －８/３ １３/６ －４．５ －０．６６６７ ０．６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谷氨酸 E １ ３/２ －３．５ ０．２５００ ０．４２８６ －０．７７７８

天冬氨酸 D １ ７/２ －３．５ ０．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７７８

图４　氨基酸对应的３维坐标向量

１．２　异参数迭代关系式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通过氨基酸的３
维坐标,笔者将蛋白质序列中的每个氨基酸转化为

空间中的点,顺次连接这些点,得到蛋白质的３维图

形表示.对于长为n的蛋白质序列s１s２s３sn,每一

个点(当i从１到n)对应的坐标Pi＝(xi,yi,zi),通
过迭代关系式计算得出,通常迭代关系式的形式为:
(本文选择P０＝(０,０,０))

xi＝αxi－１＋βS１
i

yi＝αyi－１＋βS２
i

zi＝αzi－１＋βS３
i

ì

î

í

ïï

ïï
(２)

其中:Sj
i(j＝１,２,３)表示第i个氨基酸的第j个坐标

分量;α,β∈(０,１].异参数的迭代关系式在 Ma

等[８]首次提出,该文中选取参数α＝３
４

,β＝１
２

,并通

过计算发现,β 为图形的压缩参数 (Compression
parameters),仅影响图形的大小,而不影响图形的

形状[８],因此本文设置参数β＝１.此外,考虑异参

数α≠β,本文选取参数α＝４
５

,则迭代关系式为:

xi＝４
５xi－１＋S１

i

yi＝４
５yi－１＋S２

i

zi＝４
５zi－１＋S３

i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

通过式３,氨基酸序列s１s２s３sn 被转化为P１,

P２,P３,,Pn 共n 个三维空间中的点,顺次连接这n
个点,获得氨基酸序列的三维曲线.

１．３　图形表示的数值刻画

本文选取闵可夫斯基距离表示不同曲线之间的距

离.对每一个氨基酸序列对应的３维曲线,首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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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中每两个相邻点之间的差向量,再计算每两个曲

线之间的闵可夫斯基距离.蛋白质序列s１s２sn１
和序

列s′１s′２s′n２
(n１,n２ 分别为序列的长度,假设n１＞n２),

首先计算三维曲线中前后两个点的差向量,计算公式为:
E１

i ＝(xi－xi－１,yi－yi－１,zi－zi－１)
＝(Xi,Yi,Zi),(i＝１n２),

E２
i ＝(x′i－x′i－１,y′i－y′i－１,z′i－z′i－１)

＝(x′i,Y′i,Z′i),(i＝１n２)．
其次计算闵可夫斯基距离,计算公式为:

d１,２(i)＝
m (Xi－X′i)m＋(Yi－Y′i)m＋(Zi－Z′i)m ,

i＝１,,n２ (４)
设k为剩余n１－n２ 个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所以

两个序列的图形之间的距离公式为:

d１,２ ＝ ∑
n２

i＝１
d１,２(i)＋k×(n１－n２) (５)

其中:在式(４)中,m 是正整数,对于两条曲线,每个

m 值都对应着一个距离,基于m∈[１,１０]中的１０个

正整数,比较不同m 值对结果的影响,最终选取m
＝１ 时,即 哈 密 顿 距 离;在 式 (５)中,由 于 k 取

mind１,２,
mind１,２(i)＋maxd１,２(i)

２
和 maxd１,２(i)值对

距 离 矩 阵 没 有 影 响,因 此 选 取 平 均 值 k ＝
mind１,２(i)＋maxd１,２(i)

２
,i＝n２＋１,,n１.

２　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将新的序列图形表示方法应用到９个物种

的 ND５蛋白(NADHdehydrogenasesubunit５)和１２
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上,蛋白相关的信息见表２和表３.

表２　９个物种的ND５蛋白的相关信息

物种 ID号(NCBI) 长度

人类 YP_００３０２４０３６．１ ６０３
大猩猩 NP_００８２２２．１ ６０３

倭黑猩猩 NP_００８２０９．１ ６０３
黑猩猩 NP_００８１９６．１ ６０３
鳍鲸 NP_００６８９９．１ ６０６
蓝鲸 NP_００７０６６．１ ６０６
大鼠 AP_００４０９２．１ ６１０
老鼠 NP_９０４３３８．１ ６０７
负鼠 NP_００７１０５．１ ６０２

表３　１２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的相关信息

物种 ID号(NCBI) 长度

老鼠 NP_０３２２４６．２ １４７
牛 XP_００２７０７７３９．２ １４７
鱼 NP_００１１１７１３８．１ １４８
鸡 NP_９９０８２０．１ １４７
兔 NP_００１０７５２７９．１ １４７

狒狒 NP_００１１６２３１８．１ １４７
猪 NP_００１１３８３１３．１ １４７

野马 NP_００１１５７４９０．１ １４７
青蛙 NP_９８８８５９．１ １４７
人类 NP_０００５０９．１ １４７

斑胸草雀 XP_００２１９０５２１．１ １４７
狗 XP_５３４０２９．２ １４７

２．２　相似性分析

a)ND５蛋白序列

根据表２中９个物种的 ND５蛋白数据,氨基酸

的映射关系和闵可夫斯基距离公式,计算出这９个

物种 ND５蛋白的距离矩阵,如表４所示.ClustalW
算法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经典多重序列比对算法,
为了说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利用 Megalign程序实

现的 ClustalW 算法计算９个 ND５蛋白的距离矩

阵,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４　基于本文方法得到的ND５蛋白的距离矩阵

物种 大猩猩 倭黑猩猩 黑猩猩 鳍鲸 蓝鲸 大鼠 老鼠 负鼠
人类 １４６．６ １０３．６ ９６．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７．５ ５５１．２ ５４６．８ ８５０．３

大猩猩 １３０．４ １３１．１ ４４２．５ ４４２．５ ５３８．５ ５２７．７ ８６３．９
倭黑猩猩 ６９．１ ４３０．３ ４２８．８ ５４５．３ ５４１．４ ８５８．０
黑猩猩 ４２８．５ ４２８．２ ５４１．７ ５３８．５ ８５８．７
鳍鲸 ５８．３ ５０８．８ ５０４．０ ８６８．４
蓝鲸 ５０５．２ ４９４．５ ８７３．１
大鼠 ３３３．９ ８７０．０
老鼠 ８２４．４

表５　ClustalW算法得到的ND５蛋白序列的距离矩阵

物种 大猩猩 倭黑猩猩 黑猩猩 鳍鲸 蓝鲸 大鼠 老鼠 负鼠
人类 １０．７ ７．１ ７．０ ４１．１ ４１．４ ５０．３ ４９．０ ５１．２

大猩猩 ９．７ ９．９ ４２．８ ４２．５ ５１．６ ５０．０ ５４．８
倭黑猩猩 ５．２ ４０．２ ４０．２ ５０．３ ４９．０ ５０．６
黑猩猩 ４０．５ ４０．５ ５０．９ ４９．７ ５２．２
鳍鲸 ３．６ ４６．０ ４７．５ ５３．８
蓝鲸 ４５．７ ４６．６ ５３．８
大鼠 ２５．７ ５４．８
老鼠 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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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和表５数据表明,较大的元素均在最后一

列,表示负鼠与其他８个物种的进化距离最远;最小

的元素分别为５８．３(表４)和３．６(表５),均表示鳍鲸

与蓝鲸的进化距离在这９个物种中是最接近的;在
表４中,人类、大猩猩、倭黑猩猩、黑猩猩之间的距离

明显小于与其他物种的距离,同样也能够在表５中

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两个表中数据的特点,大致

可以将９个物种分为四类,分别为人类、大猩猩、倭
黑猩猩、黑猩猩;鳍鲸、蓝鲸;大鼠、老鼠以及负鼠,两
表中数据表示的进化关系基本一致.

此外,根据本文方法的结果(表４),运用生物信

息学中构造进化树常用的 UPGMA 方法构造出进

化树,结果如图５所示;根据 ClustalW 算法的结果

(表５),构造出进化树,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５　基于本文方法构建的９个物种的进化树

图６　基于ClustalW 方法构建的９个物种的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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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５和图６可以看出,本文方法构造的进化

树与ClustalW 方法构造的进化树在结果上完全相

同,且两个进化树的分支结构上也非常相似,鳍鲸和

蓝鲸均在同一个分支,人类、大猩猩、倭黑猩猩和黑

猩猩在同一个分支,老鼠和大鼠在同一个分支,表示

在９个物种里,鳍鲸和蓝鲸的进化距离最近可以归

为一类,人类、大猩猩、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归为一类,
老鼠与大鼠归为一类,与这些类距离最远的是负鼠,
进一步证明本文蛋白质序列相似性分析方法与序列

比对方法ClustalW 算法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方法

是可靠有效的.
为了更直观显示表４和表５数据的关系,利用

相关性分析两种方法得到的距离矩阵,结果如图７
所示,图中横坐标为 ClustalW 算法得到的距离值,
纵坐标为本文方法得到的距离值.结果显示,两组

数据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０,可见两种方法的结果具有

很强的相关性.
本文进一步地分析两个距离矩阵每一行的相关

系数,结果见表６(第２列).为了比较,本文计算了

文献[１４,２１,２８]中结果与ClustalW 方法结果(表５)
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６(第３－５列).观察表６,对
于所有物种,本文的结果与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

关系数(第１行)明显高于文献[１４,２１,２８]的结果与

ClustalW 结果的相关系数,同时,对于每个物种(第

２－８行),相关系数同样明显高于文献[１４,２１,２８]
结果与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关系数,对比结果说

明本文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图７　由表４和表５的数据作出散点图

表６　本文结果及文献结果与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关系数(ND５)

相关

系数

本文

结果

文献[１４]
结果(表３)

文献[２１]
结果(表４)

文献[２８]
结果(表４)

所有物种 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６９
人类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８２ ０．８６

大猩猩 ０．９３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７８
倭黑猩猩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８０ ０．８０
黑猩猩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７９ ０．７０
鳍鲸 ０．８９ ０．６０ ０．８３ ０．７５
蓝鲸 ０．８９ ０．７０ ０．８４ ０．８６
大鼠 ０．７７ ０．６９ ０．５３ ０．８１
老鼠 ０．７３ ０．６４ ０．４２ ０．７４
负鼠 ０．６０ －０．５２ ０．１６ －０．５１

　　b)βＧ珠蛋白序列

根据表３中１２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数据,氨基酸的

映射关系和闵可夫斯基距离公式,计算出这１２个βＧ珠

蛋白的距离矩阵,结果如表７所示.本文利用ClustalW
算法计算这１２个蛋白的距离矩阵,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７　基于本文方法得到的βＧ珠蛋白的距离矩阵

物种 牛 鱼 鸡 兔 狒狒 猪 野马 青蛙 人类 斑胸草雀 狗

老鼠 １２６．５ １７４．５ １３０．５ ８５．１ ８９．５ ８７．６ ９４．９ １７２．８ ８５．８ １２９．７ ９４．５

牛 ２１２．７ １５９．６ １１９．２ １１９．６ １２０．７ 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 １１３．１ １５６．４ １２０．４

鱼 １７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４．０ １９２．２ １９３．６ ２０４．１ １９３．８ １７２．２ １９８．３

鸡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１ １０２．４ １１６．２ １６８．５ １１０．９ ５０．１ １１１．０

兔 ３６．５ ５６．４ ５８．４ １６６．４ ２９．２ １０３．０ ５３．２

狒狒 ６０．８ ６０．２ １７３．１ ２７．２ １０３．５ ４１．７

猪 ６０．７ １６６．７ ６３．０ １０８．０ ６３．２

野马 １８３．４ ５８．２ １１４．２ ６５．７

青蛙 １７９．０ １６７．７ １７４．４

人类 １０８．３ ４３．５

斑胸草雀 １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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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基于ClustalW算法得到的βＧ珠蛋白的距离矩阵

物种 牛 鱼 鸡 兔 狒狒 猪 野马 青蛙 人类 斑胸草雀 狗

老鼠 ５０．１ ８０．８ ４５．１ ２３．９ ２１．１ ２３．９ ２８．７ ８６．４ ２２．９ ５１．４ ２８．７

牛 １０３．６ ６５．６ ４６．４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１０３．６ ４５．１ ７０．４ ５１．４

鱼 ６７．２ ９４．６ ８６．４ ８２．６ ８８．４ ９０．４ ８２．６ ７５．４ ８６．４

鸡 ４２．７ ３８．２ ４３．９ ４１．６ ７５．４ ３９．３ １７．６ ３８．２

兔 １１．０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０１．３ １０．２ ４０．４ ２１．１

狒狒 １９．３ １８．５ ９６．８ ５．７ ４３．９ １５．９

猪 ２０．２ ９４．６ １６．７ ４７．６ ２１．１

野马 ９６．８ １８．５ ４２．７ ２４．８

青蛙 １０３．６ ８６．４ ９２．５

人类 ４３．９ １５．１

斑胸草雀 ３８．２

　　观察表７和表８数据可以发现,两个表中,最小

的元素分别为２７．２(表７)和５．７(表８),表示狒狒与

人类的进化距离在这１２个物种中是最接近的;观察

两表中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距离(倒数第３列和倒数

第２行),除了野马、猪和人类的距离,青蛙,鱼和人

类的距离略有差异外,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距离基本

相同.同时观察到两表中鱼、青蛙同其他物种的距

离均比较大,从表７和表８显示本文方法结果和

ClustalW 方法结果基本一致.

图８　基于本文方法构建的１２个物种的进化树

　　此外,基于本文方法的结果(表７)构造出进化

树如图８所示;基于 ClustalW 算法的结果(表８),
我们构造出进化树如图９所示.对比图８和图９发

现,除了野马和猪,鱼和青蛙的位置不同外,其余分

支的结构完全相同.
分析本文结果与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关性,

本文以ClustalW 算法得到的距离值(表８)为横坐标,
以本文方法得到的距离值(表７)为纵坐标,作出散点图

如图１０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表中数据呈正相关,
此外,我们计算出两个距离矩阵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６,说
明在βＧ珠蛋白数据中,本研究结果同样与ClustalW 的

结果相关性很强,两种方法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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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基于ClustalW 算法结果构建的１２个物种的进化树

图１０　表７和表８的数据的相关性

　　
本文进一步地分析两个距离矩阵每一行的相关

系数,见表９.结果表明,除了青蛙和鱼外,其他物

种与ClustalW 的结果相关系数均达到０．９６以上.
从９个物种的 ND５蛋白和１２个物种的βＧ珠蛋白两

组数据的相似性分析结果中,因此本文的方法是有

效可行的.
表９　不同物种与ClustalW结果的相关系数

物种 老鼠 牛 鱼 鸡 兔 狒狒 猪 野马 青蛙 人类
斑胸

草雀
狗

相关

系数
０．９９０．９９０．８７０．９６０．９６０．９７０．９６０．９８０．３１０．９６０．９７０．９７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密码子的碱基位置特征与氨基酸疏水

性特征,提出一种新的蛋白质３维图形表示方法,并
选取闵可夫斯基距离描述图形的差异性.运用本文

方法,分析９个物种 ND５蛋白的相似性和１２个物

种βＧ珠蛋 白 的 相 似 性,并 将 相 似 性 分 析 结 果 与

ClustalW 方法结果以及其他文献中方法的结果做

比较,在 ND５蛋白数据中,本文结果中与 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０;在βＧ珠蛋白数据中,本
文结果与ClustalW 算法结果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６.比

较结果说明本研究的方法是有效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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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alrepresentationofproteinsequencesbasedoncodonfeatures
ZHUZhengyang,HEPingan

(SchoolofScienc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ositioncharacteristicsofbasicgroupofthecodonandhydrophobicityvalueof
aminoacids,２０kindsofaminoacidsweremappedtothevectorsinthethreeＧdimensionalspace．Anew
iterativefunctionofdifferentparameterswasproposedtoconverttheaminoacidsequenceintoacurvein
threeＧdimensionalspaceandanew graphicalrepresentation methodofprotein wasobtained．Forthe
proteingraph,Minkowskidistancewasadoptedtocharacterizethedistancebetweentwo３Dcurves．The
differenceofproteinsequencesandevolutionaryrelationshipamongspecieswerethusinferred．This
methodwasappliedinsequenceanalysisofND５proteinsof９speciesandβＧglobinproteinsof１２species．
AftertheresultsgainedwerecomparedwiththeresultsofClustalW methodandtheresultsinother
literatures,themethodproposedinthispaperisfeasibleandeffective．

Keywords:codoncharacteristics;proteinsequence;graphicalrepresentation;similarity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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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灰石涂层用于调控神经细胞的生物学行为

罗丹丹a,崔正阳a,冯　翠a,马矢徒a,孔祥东b

(浙江理工大学,a．生命科学学院;b．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利用仿生矿化法在钛合金表面制备磷灰石(Apatite)涂层,并通过仿生共沉积的方式在该涂层表面固定

层粘连蛋白(Laminin,LN),在钛合金表面构建磷灰石ＧLN功能性复合涂层.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

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对磷灰石与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进行表征,发现制备的磷灰石涂层呈现均一的多孔片

层状结构,对 LN分子有良好的固定能力.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的 LN 释放实验结果表明:构建的磷灰石ＧLN 复合

涂层中的 LN分子可从涂层表面缓慢而持续地释放.神经细胞PC１２与磷灰石、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的联合体外培

养实验结果表明:磷灰石、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且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具有一定的促进神经

细胞贴附和增殖的作用.制备的磷灰石涂层作为仿生共沉积生物活性分子的理想载体,在调控神经细胞生长以及

周围神经损伤的修复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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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周围神经损伤在现代生产生活中极为常见,具
有较高的致残率,给病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精

神负担和经济损失[１].如何促进受损神经的再生和

恢复神经功能一直是生物医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年

来,研究结果发现影响神经再生和修复的关键因素

在于损伤神经所在的局部微环境[２].因此,大量科

学家致力于创造一些更能满足神经细胞生长需求的

生理环境,以调控神经细胞的粘附、迁移、增殖和分

化等生物学行为[３].随着组织工程技术的高速发

展,使用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的生

物材料,并在其表面固定一系列生物活性分子,如细

胞外基质蛋白中的层粘连蛋白(Laminin,LN),逐渐

成为调控神经细胞和促进神经修复的有效手段[４Ｇ５].
目前研究中,在生物材料表面固定生物活性分

子的常用方法主要为物理吸附法和化学共价接枝

法[６Ｇ７].Ong等[８]在医用钛表面吸附胶原Ｇ骨形态发

生蛋白,他们发现改性后的材料促细胞成骨分化的

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Yang等[９]在高聚物基底

首先制备聚多巴胺涂层,并通过聚多巴胺的活性基

团共价固定精氨酰Ｇ甘氨酰Ｇ天冬氨酸蛋白质多肽,从
而成功地促进了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运用物

理吸附法固定生物活性分子,不仅其吸附效率较低,
而且固定的生物活性分子易从材料表面快速扩散,故
该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比较受到限制[１０].化学共价接

枝生物活性分子,需要与有机化学溶液进行繁琐的交

联,但可能会破坏基底材料的表面特征并使固定的生

物活性分子变性[１１].因此,对于固定生物活性分子,
开发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固定化策略至关重要.

磷灰石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无机材料,由于其具

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同时对大量

分子具有亲和力[１２Ｇ１４],因此被广泛用于生物医学领

域.通过使用磷灰石涂层固定各种生物活性分子来

调节细胞行为[１５Ｇ１７],将化学处理后的金属基底浸入

含有CaCl２ 的Dulbeccos磷酸盐缓冲盐水中,生成

多孔结构的磷灰石涂层[１６],该磷灰石涂层的优点在

于生物活性分子可以通过与磷灰石同时共沉积来有



效控制其用量[１８].此外,多种分子可以共沉积到磷

灰石涂层中,并且可以从涂层表面进行缓慢而持续

的释放,从而调控贴附的细胞行为.目前的研究表

明,以磷灰石涂层作为载体,通过在其表面固定成骨

生长肽和纤连蛋白,可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的粘附,增
殖和成骨分化,并且固定雷帕霉素的磷灰石涂层具

有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１６].对于磷灰石涂

层作为载体固定生物活性分子能否运用于调控神经

细胞生长,国内外鲜有报道.
本文在医用钛合金基底仿生制备磷灰石涂层,

通过仿生共沉积的方式在磷灰石涂层上固定层粘连

蛋白LN,构建磷灰石ＧLN 功能性复合涂层;通过利

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对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进行表征,并对复合涂层中

LN的固定量和释放情况进行研究;同时探究与复

合涂层共培养的神经细胞PC１２的生物学行为.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材料

钛合金(直径为１０mm,厚度为１mm)、氯化钙

溶液(１００mL,美国 Sigma公司)、DPBS(不含钙、
镁,美 国 Thermo Fisher 公 司 )、层 粘 连 蛋 白

Laminin(１mg,美国Sigma公司)、MicroBCA 试剂

盒(美国ThermoFisher公司)、CCKＧ８试剂盒(上海

碧云天公司)、liveＧdead 活死染液 (美国 Thermo
Fisher公司)、鬼笔环肽ＧFITC(上海碧云天公司)、鬼
笔环肽Ｇ罗丹明(美国ThermoFisher公司)和PC１２细

胞(上海中科院细胞库).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

ULTRA５５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德国

ZEISS公司)、KＧAlpha型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美
国ThermoScientificCorporation公司)、酶标仪(瑞
士 TECEN公司)、荧光倒置显微镜IX７１Ｇ２２FL/PH
(日本 NikonA 公司)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日本

NikonA公司).

１．３　制备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

用SiC砂纸(６００目)仔细打磨钛片,之后依次

用丙酮、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１０min,３７℃
下烘干备用.清洗后的钛片进行碱热预处理,具体

步骤如下:将其放入水热反应釜中,并用 ３０ mL
１mol/LNaOH 溶液浸泡,于１４０℃下反应６h,碱
热反应后得到的样品称为活化钛片,用去离子水对

活化钛片进行三次超声清洗,每次持续３min,３７℃
下烘干备用.

量 取 ４５０ μL CaCl２ 母 液,加 入 至 ５００ mL
Dulbeccos磷酸盐缓冲盐水(DPBS)溶液中,振荡至

完全溶解,使Ca２＋ 浓度为１００mg/L,配制成本实验

中用 于 磷 灰 石 涂 层 制 备 的 仿 生 矿 化 液,简 称 为

mDPBS(ModifiedDPBS)溶液.再量取４００μLLN
母液,溶解于１０mLmDPBS溶液,配制得到浓度为

４０μg/mL的 LN 溶液,简称为 mDPBSＧLN４０.对

mDPBSＧLN４０溶液进行浓度梯度稀释,分别得到

２０、１０μg/mL 和 ５μg/mL 的 LN 溶 液,简 称 为

mDPBSＧLN２０、mDPBSＧLN１０ 和 mDPBSＧLN５,用

于制备磷灰石ＧLN涂层.
将活化钛片浸泡在 mDPBS溶液中,３７℃下反应

２４h;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清洗样品表面,室温下干

燥,得到钛表面的磷灰石涂层,样品标记为Apatite.将

样 品 Apatite 分 别 浸 泡 于 １ mL mDPBSＧLN５、

mDPBSＧLN１０、mDPBSＧLN２０ 和 mDPBSＧLN４０ 溶

液中,２５℃下反应２４h,获得磷灰石ＧLN涂层,分别

标记为 ApatiteＧLN５、ApatiteＧ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
和 ApatiteＧLN４０.

１．４　材料表征

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表征钛表面

Apatite涂层的表面形貌设定扫描电压为１５．０kV.
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对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进行表征,检测两者的元素含

量的差异,设定测试条件为:扫描型Ar＋ 枪,溅射速率

约为９４nm/min,发射电流为２０mA,能量为４．０kV.

１．５　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的LN固定量的检测

将具有Apatite涂层的钛片在 DPBSＧLN溶液浸

泡２４h后,收集残余溶液.浸泡前DPBSＧLN溶液为

对照组,浸泡后残余 溶 液 为 实 验 组 ApatiteＧLN５、

ApatiteＧ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和 ApatiteＧLN４０复合涂

层组,用 MicroＧBCA试剂盒检测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LN浓度,计算出浸泡前 LN 的不同浓度下,Apatite
涂层对LN的固定含量.

１．６　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的LN的体外释放实验

选取 ApatiteＧLN２０复合涂层,将其浸泡在PBS
溶液中,分别于浸泡后６h、１２h、１d、３d、５d、７d、

１４d和２８d时收集残余溶液,通过 MicroＧBCA 试

剂盒检测溶液中LN的浓度,计算出 ApatiteＧLN 复

合涂层的LN的释放量与LN固定含量的百分比.

１．７　细胞实验

１．７．１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的细胞

相容性研究

用CCKＧ８试剂盒测定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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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复合涂层的生物相容性.其方法是将含有涂层

的钛片灭菌后置于４８孔板,用 DMEM 高糖培养基

浸泡７２h,制备出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２０复

合涂层的浸提液.将 PC１２细胞以５×１０４ 个/mL
的细胞密度接种于９６孔板,１２h后吸取培养基,分
别添加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的浸

提液、新鲜的DMEM 高糖培养基和０．６４％的苯酚.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２０复合涂层的浸提液为

实验组,新鲜培养基和０．６４％的苯酚组分别为阴性

和阳性对照组.换液培养２４h和４８h后,进行

CCKＧ８实验,在波长４５０nm 处用酶标仪测取 OD
值,记录结果,并计算平均值.

将PC１２细胞以５×１０４ 个/mL的细胞密度接

种于４８孔板,１２h后吸取培养基,分别添加Apatite
涂层 与 ApatiteＧLN 复 合 涂 层 的 浸 提 液、新 鲜 的

DMEM高糖培养基和０．６４％的苯酚.换液培养２４h
和４８h后,进行liveＧdead细胞染色法对细胞进行染

色并观察.

１．７．２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对细胞

贴附性能的研究

将含有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５、ApatiteＧ
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和 ApatiteＧLN４０复合涂层的

钛片灭菌后置于４８孔板,之后将PC１２细胞以４×
１０５ 个/mL的细胞密度接种于涂层表面,种植于４８
孔板表面的细胞作为对照组,在无血清的 DMEM
高糖培养基中孵育４h.采用CCKＧ８试剂盒定量检

测PC１２细胞在涂层表面的贴附情况,利用SPSS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并进行鬼笔环肽ＧFITC/DAPI
双染来观察PC１２细胞在涂层表面贴附的形貌.

１．７．３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对细胞

增殖性能的研究

将含有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

的钛片灭菌后置于４８孔板,之后将PC１２细胞以２
×１０４ 个/mL的细胞密度接种于涂层表面,种植于

４８孔板表面的细胞作为对照组,在 DMEM 高糖培

养基中分别培养１、３d和５d.采用CCKＧ８试剂盒

定量检测PC１２细胞在涂层表面增殖１、３d和５d
的情况,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鬼笔

环肽Ｇ罗丹明/DAPI双染来观察 PC１２细胞在涂层

表面增殖５d的形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磷灰石涂层的形貌分析

碱热预处理后的钛片浸泡于DPBS溶液中２４h

后,实验过程中肉眼可观察到其表面形成一层肉眼

可见的白色涂层.图１为涂层的FEＧSEM 图,结果

显示,该涂层由一种多孔均一的片层状结构晶体组

成,与先前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相一致[１５].Apatite
涂层这种彼此相连的微孔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固

定生物活性分子的能力,从而能够构建 ApatiteＧLN
复合功能性涂层.

图１　钛表面 Apatite涂层的FEＧSEM 图

２．２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的 N 元素

含量分析

表１ 为 通 过 XPS 所 检 测 的 Apatite涂 层 与

ApatiteＧLN５、ApatiteＧ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ApatiteＧ
LN４０复合涂层的各种元素含量的比较,由表可见,

Apatite涂层中由于不含有LN 而无法检测到 N 元

素,而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的 N 元素含量显著提

高,并且随着 LN 浓度的提高,ApatiteＧLN 复合涂

层中所能检测到的 N 元素含量也逐渐提高,表明

LN被成功地共沉积到 Apatite涂层上.
表１　Apatite涂层与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的所含元素分析 ％　　
At Ca２p P２p C１s O１s N１s

Apatite １７．６８ １４．０６ １８．６１ ４９．０８ ０．５７
ApatiteＧLN５ １４．７３ １１．７６ ２７．０１ ４３．３７ ３．１３
ApatiteＧLN１０ １３．４１ １０．８８ ３１．２４ ４０．１６ ４．３１
ApatiteＧLN２０ ９．７４ ８．２６ ４０．６１ ３３．８９ ７．５０
ApatiteＧLN４０ ８．５４ ７．２７ ４４．１１ ３１．６３ ８．４５

２．３　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的LN固定量的分析

通过 MicroＧBCA试剂盒,对于实验组 ApatiteＧ
LN５、ApatiteＧ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 和 ApatiteＧ
LN４０复合涂层组和对照组 LN 浓度的检测与计

算,结果如表２所示;在LN 原始浓度分别为５、１０、

２０μg/mL和４０μg/mL时,磷灰石涂层所能固定的

LN含量分别为１．４３、３．９６、４．１４μg和５．８８μg.
本实验结果证明 Apatite涂层这种多孔的微晶结构

对于LN分子具有比较良好的固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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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Apatite涂层中LN含量的分析

涂层 ApatiteＧLN５ ApatiteＧLN１０ ApatiteＧLN２０ ApatiteＧLN４０
层粘连蛋白LN的固定量/μg １．４３±０．５５ ３．９６±０．８８ ４．１４±０．７５ ５．８８±１．２３

２．４　磷灰石ＧLN复合涂层的LN的体外释放的分析

将 ApatiteＧLN２０复合涂层,将其浸泡在 PBS
溶液中６h、１２h、１d、３d、５d、７d、１４d和２８d后,
对涂层中LN 在 PBS溶液中的释放量进行计算对

比,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表明,LN分子在１４d内

进行相对快速地释放,１４d的释放量达到１９．７５％,
随后LN分子基本保持了相对较为缓慢的释放率,
直到释放实验至２８d,其释放量达到２０．７２％,这表

明固定的LN分子是从涂层表面缓慢而持续地释放

出来,达到较好的缓释效果.通过物理吸附方式在

材料表面固定的蛋白分子在短时间内会进行暴释,
而仿生共沉积的LN分子１d和３d的释放量较低,
分别为３．４７％和３．８２％;同时有研究表明,仿生共

沉积的荧光标记蛋白在磷灰石涂层内部可被直接观

察,且 共 沉 积 蛋 白 后 的 涂 层 为 碳 化 的 磷 灰 石 涂

层[１９],因此固定于涂层中的 LN 分子可能不是简单

的吸附在其表面,而是参与到涂层的晶格构建中.

图２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中LN的释放量

２．５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对神经细

胞PC１２的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分析

２．５．１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的细胞

相容性研究分析

图３为CCKＧ８检测结果,结果表明:与阴性对

照组相比,实验２４h后,Apatite和 ApatiteＧLN 组

的PC１２细胞活力分别为１１９．７３％和１４８．９６％;实
验４８h后,其细胞活力稍稍降低,分别为１０８．９１％
和１１４．３５％.这 明 显 高 于 根 据 ISO 标 准 (ISO
１０９９３－５－２００９)所设定的 ７０％ 的细胞 毒 性 阈

值[２０].这表明,与阴性对照相比,Apatite涂层和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浸提液,有利于细胞生长.而

与 Apatite组相比,ApatiteＧLN 组的细胞活力相对

有所提高,其原因可能由于在制备 ApatiteＧLN复合

涂层浸提液的过程中,LN 从中释放出来,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神经细胞PC１２的生长.

图３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浸提

液对PC１２细胞生长影响的分析

图４为PC１２细胞dead/live染色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阴性对照、Apatite涂层和 ApatiteＧLN复合

涂层活细胞数目较多,与 CCKＧ８检测结果相一致,
表明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的细胞

相容性比较优异.

２．５．２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对细胞

贴附性能的分析

PC１２细胞在无血清的 DMEM 高糖培养基中

培养４h后,对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

层上贴附的细胞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４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的浸提液培养后的PC１２细胞dead/live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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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中可以看出,Apatite涂层表面贴附的 PC１２
细胞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固定 LN 分子后的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表面贴附的PC１２数量则明显

增大.其中,ApatiteＧLN５组材料的促细胞贴附能

力接近于对照组,而 ApatiteＧLN１０、ApatiteＧLN２０
和 ApatiteＧLN４０组材料的促细胞贴附能力均优于

对照组,且随着 Apatite涂层结合的 LN 的增加,涂
层表面促PC１２细胞贴附能力逐渐增强.这说明,

Apatite涂层能够作为固定LN分子的有效载体,具
有应用于神经细胞生长的潜在价值.本文通过鬼笔

环 肽ＧFITC/DAPI 双 染 法 来 观 察 PC１２ 细 胞 在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的贴附形貌,
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可见贴附在 Apatite涂层

的细胞最少,当 Apatite涂层固定有 LN 分子时,更
多的细胞贴附在样品表面,且随着LN浓度的增加,
细胞贴附数目逐渐增多,与图３所述的细胞贴附的

定量检测结果一致.并且,ApatiteＧLN４０组贴附的

细胞在样品表面铺展良好,可以明显观察到细胞呈

梭形且伸出伪足,这能进一步提升细胞的贴附性能.
细胞的早期贴附对于随后的增殖是极其重要的,LN
作为一种细胞粘附蛋白,可以促进细胞的贴附,并且

对于细胞的贴附形貌和细胞的功能至关重要.

图５　PC１２细胞贴附于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的定量分析

注:∗∗表示p＜０．０１,分别对 Apatite组和其他组进行统计学分析.

图６　PC１２细胞贴附于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的鬼笔环肽ＧFITC/DAPI染色

２．５．３　磷灰石涂层与磷灰石ＧLN 复合涂层对细胞

增殖性能的研究分析

经 过 ５d 的 PC１２ 细 胞 与 Apatite 涂 层 与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的共培养和 CCKＧ８实验的检

测,结 果 如 图 ７ 所 示. 细 胞 在 Apatite 涂 层、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上展现出较好的增殖.细胞

增殖 １d 后,对 照 组 细 胞 的 增 殖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Apatite和 ApatiteＧLN 组(p＜０．０５).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上种植的细胞在１d后开始进入增殖速率

较快速的增殖期,并且在第３d后,种植于 ApatiteＧ
LN复合涂层表面的细胞增殖情况与对照组已无明

显差异(p＞０．０５).第５d时,ApatiteＧLN复合涂层

上的细胞增殖数目与对照组几乎持平(p＞０．０５).
Apatite涂层上的细胞处于不断增殖状态,然而,在
增殖１、３d和５d时,细胞增殖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对

照组和 ApatiteＧLN 组(p＜０．０５).这说明,Apatite
涂层能够维持神经细胞 PC１２的生长增殖,而固定

有细胞粘附蛋白的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由于其表

面的LN分子的缓慢持续释放,从而表现出对于神

经细胞PC１２的良好促增殖能力.

图７　PC１２细胞于 Apatite涂层与 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上培养不同时间的定量分析

注:∗ 表示p＜０．０５,分别对对照组、Apatite组和 ApatiteＧLN组

两两进行统计学分析.

细胞生长至第５d的鬼笔环肽Ｇ罗丹明/DAPI染

色结果如图８所示,结果显示:在 ApatiteＧLN复合涂

层上的细胞数目明显较纯 Apatite涂层多,与CCKＧ８
实验的检测结果相一致;种植于 ApatiteＧLN复合涂

层的细胞铺展良好,较多的PC１２细胞长有突起和树

枝状的细胞连接,呈现出神经元样的外观形貌;而种

植于纯Apatite涂层上的细胞未明显见到神经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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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结果证实:ApatiteＧLN复合涂层持续释放的

LN分子能够形成促进神经突生长的环境,固定有细

胞粘附蛋白的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是适合神经细胞

贴附和生长的材料,具有一定的神经相容性.

图８　PC１２细胞于涂层上培养５d后的鬼笔

环肽Ｇ罗丹明/DAPI染色图

３　结　论

本文运用仿生共沉积法在 Apatite涂层表面固

定LN分子,构建 ApatiteＧLN功能性复合涂层.首

先对涂层的微观形貌和化学组成进行了检测和分

析;其次,对涂层的蛋白固定性能和缓释性能进行了

研究;最后探究与涂层共培养的神经细胞 PC１２的

生物学行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a)FEＧSEM 结果表明,通过仿生矿化法可以制

备出多孔均一的 Apatite涂层,并且 XPSN 元素检

测结果显示,运用仿生共沉积法可以在其表面固定

LN分子,形成 ApatiteＧLN复合涂层.

b)通过蛋白定量检测可知,当蛋白原始浓度分

别为５、１０、２０μg/mL和４０μg/mL时,ApatiteＧLN
复合涂层中的蛋白含量约为１．３１、３．９０、４．２０μg和

４．５５μg.实验结果表明,本文采用的仿生矿化共沉

积法能够在 Apatite涂层上迅速有效地共沉积 LN
分子.

c)ApatiteＧLN复合涂层中 LN 分子体外释放

结果表明,LN保持相对较为缓慢的释放率,在体外

可以进行持续可控的释放,直到释放实验至２８d,其
释放量约为２０．７２％.

d)通过神经细胞PC１２的体外培养研究表明,

ApatiteＧLN涂层的生物相容性比较优异,且仿生共沉

积的LN分子能够显著地提高PC１２细胞的贴附和铺

展能力,并能够有效地促进细胞的增殖和突触形成.
本文制备的 Apatite/LN 涂层对蛋白分子具有

良好的固定能力;对于所固定的蛋白分子达到比较

优异的缓释效果;在对神经细胞PC１２的培养、贴附

和增殖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显示 Apatite涂

层可作为生物分子的有效载体,在调控神经细胞生长

以及周围神经损伤的修复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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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behaviorofapatitecoatingusedtoregulatenervecell
LUODandana,CUIZhengyanga,FENGCuia,MAShitua,KONGXiangdongb

(a．CollegeofLifeScience;b．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Apatitecoating waspreparedontitanium alloysurface withbiomimetic mineralization
method．Laminin (LN)wasfixedonthecoatingthroughbioniccodeposition．ApatiteＧLNfunctional
compositecoatingwasconstructedonthetitaniumalloysurface．ApatiteandapatiteＧLNcoatingwere
characterizedbyfieldemissionscanelectronmicroscope(FEＧSEM)andXＧrayphotoelectronspectroscopy
(XPS)．Theresultsshowedthatthepreparedapatitecoatingpresenteduniformporouslamellastructure,

andhadgoodfixationabilityforLNmolecule．TheresultsofreleasetestofapatiteＧLNcoatingsuggested
that,LNmoleculeinfapatiteＧLNcoatingcouldreleaseslowlyandcontinuouslyfromthecoatingsurface．
CombinedinＧvitrocultureexperimentofnervecellPC１２,apatiteandapatiteＧLNcoatingshowsthat,

apatiteandapatiteＧLNcoatinghadgoodbiocompatibility,andapatiteＧLNcoatinghadthefunctionof
promotingattachmentandproliferationofnervecell．Thepreparedapatitecoatingastheidealcarrierof
bioniccodepositionbioactivemoleculehastheexcellentapplicationprospectinregulatingnervecellgrowth
andrepairingtheperipheralnerveinjury．

Keywords:apatite;laminin;release;PC１２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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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碳笼富勒烯D３d(３)ＧC９６的质谱研究

邱雅娜１,李燕丽１,孙丹燕１,马海迪１,刘子阳１,杨华１,俞梅兰２

(１．中国计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质谱(MALDIＧMS)、激光解吸离子化质谱(LDIＧMS)和碰撞诱导解离串联

质谱(CIDＧMS/MS)分析 大 碳 笼 富 勒 烯 D３d (３)ＧC９６ 的 电 离 特 征 和 分 子 离 子 的 碎 裂、内 嵌 加 和 反 应 行 为,并 利 用

MALDI和 LDI对大碳笼富勒烯D３d(３)ＧC９６的分析分别采用软电离和硬电离方法.结果表明:在 LDI方法中,随着

激光强度增加,D３d(３)ＧC９６失去 C２ 单元的系列碎片离子中,C＋
９２、C＋

８８、C＋
８２、C＋

７０等碎片离子表现出“魔数”现象;在 CIDＧ

MS/MS方法中,不仅观察到D３d(３)ＧC＋
９６连续失去 C２ 单元形成一系列碎片离子,而且还观察到该大碳笼富勒烯离子

经碰撞将氦(He)内嵌入其碳笼内,进而再断裂成相应的碎片离子.

关键词:质谱;富勒烯;C９６;碰撞诱导解离;氦
中图分类号:TS１９５．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４９１Ｇ０７

０　引　言

富勒烯家族包括大量的成员,其结构和性能表

现出非常大的多样性.已有研究表明,富勒烯的几

何对称性涵盖从高度对称的IhＧC６０到最低对称性的

C１(３０)ＧC[１Ｇ３]
９０ .富勒烯的不同对称性结构可能产生

奇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密度泛

函方法对一系列高对称性(Ih)的大碳笼(C１８０、C２４０、

C３２０和C５４０)进行系统的计算模拟[４].目前,实验上

利用X射线单晶衍射分析鉴定出多种具有较高对

称性大碳笼富勒烯,如 D５h(１)ＧC９０、Cs(１６)ＧC８６、C２

(１７)ＧC８６、D３d(３)ＧC９６和C２(１８１)ＧC９６等[５Ｇ７],也鉴定

出一些没有对称性的大碳笼富勒烯,如C１(３０)ＧC９０

和C１(３２)ＧC[３]
９０ .以上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富勒烯家

族成员,为富勒烯的性能研究提供结构上的基础信

息.
质谱学方法是研究富勒烯的一种重要的表征手

段,C６０和C７０富勒烯最早就是通过质谱学方法在质谱

仪器上发现的[８].利用碰撞诱导解离技术,Foltin

等[９]研究C＋
６０的气相碎裂行为,Rohmund等[１０]分析

Li＠C＋
６０的气相碎裂行为,他们都观察到富勒烯碳笼

失去系列C２ 单元的反应过程;Dunk等[１１]利用质谱

数据对金属富勒烯的生成机理进行系统的研究;

Ehich等[１２]研 究 C＋
６０/C＋

７０ 的 电 荷 转 移 反 应 行 为;

Hettich等[１３]研究 M＠C＋
６０与含氧化合物的气相反

应行为,分析 M＠C６０金属富勒烯的空气敏感特性.
此外,研究者还利用碰撞反应和激光高温蒸发,在质

谱仪中进行多种内嵌富勒烯的合成研究[１４Ｇ１６].在质

谱仪器中的高能碰撞条件下,富勒烯离子 C＋
６０和 C＋

７０

等能够将非活性的 He、Ne和 Ar等稀有气体嵌入

碳笼之中,为内嵌富勒烯的合成提供新的途径[１７Ｇ１９].

C９６作为特大空心富勒烯,满足“独立五边形规

则”(Isolatedpentagonrule,IPR)的异构体多达

１８７个[２],目前科学家们已对C９６进行大量的理论计

算研究,获得各异构体相对的热力学稳定性和动力

学稳定性[２０Ｇ２１];近年来已分离出多种异构体,并进行

光谱、核磁以及单晶结构表征,已成功鉴定出２个异

构体D３d(３)ＧC９６和C２(１８１)ＧC９６的结构,D３d(３)ＧC９６



相对丰度较高,为主要异构体,具有较高的对称性,
属于D３d点群[７,２２].

本文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Matrixassisted
laserdesorptionionization,MALDI)、激光解吸电

离(Laserdesorptionionization,LDI)以及串联质谱

(Tandom massspectrometry,MS/MS)等方法,分
析D３d(３)ＧC９６的离子化、气相碎裂行为,以及 C＋

９６及

其碎片离子捕获稀有气体 He生成内嵌富勒烯的行

为.

１　实　验

１．１　材料与主要试剂

D３d(３)ＧC９６异构体纯样品系本实验室通过电弧

炉放电技术合成,多步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得到,利用

质谱分析检验其纯度为９９％以上.质谱表征所使

用基质为２,５Ｇ二羟基苯甲酸(CAS:４９０Ｇ７９Ｇ９)、３,５Ｇ
二甲氧基Ｇ４Ｇ羟基肉桂酸(CAS:５３０Ｇ５９Ｇ６)、αＧ氰基Ｇ４Ｇ
羟基肉桂酸(CAS:２８１６６Ｇ４１Ｇ８)等,均采购自Sigma
公司;氯苯分析纯和二氯苯等色谱纯分析试剂购自

阿拉丁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和实验条件

BrukersolariX(１２T US＋ultrashieldplus)质
谱仪(德国,布鲁克公司);Brukerultraflextreme质

谱仪器(德国,布鲁克公司);氮激光激发器,激发波

长为３５５nm,激光的能量分别为最大激光能量的

５％、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D３d(３)ＧC９６的结构

图１为由单晶衍射解析得到的 D３d(３)ＧC９６结

构[７].图１(a)为平行于C３ 轴方向投影,图１(b)为
垂直于C３ 轴的投影.由图１(a)－(b)可见,D３d(３)Ｇ
C９６具有椭球形的纳米管式结构,具有很高的对称

性,其对称元素包括１个通过上下两端的六边形中

心连线的C３ 轴、３个垂直于该C３ 轴的３个C２ 轴以及

３个包含C３ 且平分３个C２ 轴的对称面.图１(b)表
明:Dd(３)ＧC９６的两个端帽的结构与C６０的半球相似,
顶端为六边形.根据实验测定和理论计算,这两个

六边形的距离约１０nm,远远大于C６０结构中相对应

的距离.两个端帽中间的部分具有纳米管的结构,
相似于扶手椅结构,与先前鉴定的D５h(１)ＧC９０的结

构类似[３],但前者纳米管直径较大,曲率小,因此,从
几何结构上更加平坦[５].D３d(３)ＧC９６平坦的纳米管

形状,使其与非极性平面结构的色谱分离固定相键

合功能团之间有更强的π共轭相互的作用,与实验

上观察到D３d(３)ＧC９６在固定相为硅胶键合芘基功能

团的Buckyprep色谱柱上保留时间较长的现象相一

致.

图１　D３d(３)ＧC９６结构图

２．２　D３d(３)ＧC９６的 MALDI和LDI质谱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
assistedlaserdesorption/ionizationmassspectrometry,

MALDIＧTOFＧMS)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软电离质

谱技术,对难挥发性物质尤其是生物大分子和聚合

物大分子的分析显示出强大的能力[２３Ｇ２６].富勒烯、
内嵌富勒烯及其衍生物是分子量较大的有机化合

物,MALDIＧTOFＧMS对它们的分子量表征也是十

分有 效 的[２７].本 实 验 选 择 ２,５Ｇ二 羟 基 苯 甲 酸

(DHB)、３,５Ｇ二甲氧基Ｇ４Ｇ羟基肉桂酸(SA)和αＧ氰

基Ｇ４Ｇ羟基肉桂酸(CHCA)三种常用的基质对C９６的

主异构体D３d(３)ＧC９６进行质谱表征研究,发现三种

不同的基质对D３d(３)ＧC９６的 MALDIＧTOFＧMS质谱

分析给出相似的结果.图２为２,５Ｇ二羟基苯甲酸

(DHB)作为基质所得到的 MALDIＧTOFＧMS图,结
果表明:在 m/z５００~１３００之间,仅有一个非常强的

质谱峰,在 m/z６００以下有少量强度很弱的质谱峰,
可能是富勒烯样品在分离纯化过程中引入的少量有

机杂质.从质谱峰强度计算,并结合色谱分析结果,
可知富勒烯样品D３d(３)ＧC９６的纯度在９９％以上.

同时,在图２还对比了C９６分子离子峰实际测得

的同位素峰和理论模拟得到的C９６分子离子峰的同

位素分布展开图,m/z１１５２、１１５３,１１５４和１１５５的质

谱峰分别对应于[１２C９６]＋ 、[１２C１３
９５C１]＋ 、[１２C１３

９４C２]＋ 和

[１２C１３
９３C３]＋ ,质谱测定的和理论模拟得到的C９６分子

离子质谱峰峰型、峰位及和理论计算得到的质谱峰

的分布重合,进一步印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此外,
在图２中未出现D３d(３)ＧC９６在电离过程碎裂产生的

碎片峰,表明对于大碳笼富勒烯的分析,MALDI为

一种软电离方法,它通过将D３d(３)ＧC９６分子与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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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重构形成参杂基质的共结晶物,当脉冲激光对

晶体表面的连续照射快速地使样品过热,作为激光

能量强吸收体的基体受到电子激发或振动激发作用

的直接结果,协同过热基质与其夹带的分析物被引

导到的真空中,这有助于分析物分子气相化的非破

坏性转变.本文选用的三种基质均含有苯环结构,
基质分子优先吸收紫外激光的能量,显示对紫外光

强吸收能力,并将其能量传递给单分子分散态的富

勒烯分子,并帮助其解吸附和离子化,从而营造一种

软电离的过程.

图２　D３d(３)ＧC９６在 MALDI模式下的正离子质谱图

富勒烯的球笼结构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曲面共

轭体系,具有吸收紫外光的能力[２８].利用该特性,对
于富勒烯或内嵌富勒烯的质谱分析,可以采用更为直

接的激光解吸电离(Laserdesorptionionization,LDI)
方法.图３为D３d(３)ＧC９６的LDIＧTOFＧMS图,图３(a)
为正离子模式,图３(b)为负离子模式.由图３可

见,在LDI方法下,无论是正离子质谱还是负离子

质谱除了D３d(３)ＧC９６富勒烯的分子离子外,还出现

一系列失去C２ 单元的碎片离子质谱峰.以上结果

表明,富勒烯碳笼直接吸收激光能量解吸附并离子

化过程中相对于 MALDI吸收过剩的能量,促使富

勒烯分子离子发生分解反应.因此,LDI方法在富

勒烯的质谱分析中,相对于 MALDI方法,可认为是

一种硬电离的方法.对比正、负离子模式的质谱可

以发现,正离子质谱中碎片峰的数目更多,离子强度

更大,这表明在LDI电离过程中,激光能量相同的情

况下,D３d(３)ＧC９６负离子比正离子更加稳定.从实验

结果和理论计算可得知,C６０、C７０及其衍生物经常表

现为较显著的电子接受特性,所以经常用作优异的

电子受体材料,作为富勒烯家族一员的D３d(３)ＧC９６

也表现出相似的接受和给出电子性质,理论计算结

果支持这一论断[２０].D３d(３)ＧC９６在 LDI过程中,既
可以接受电子变成负离子,失去电子变成正离子,图

３表明 D３d(３)ＧC－
９６离子的强度４０００,大于 D３d(３)Ｇ

C＋
９６的２０００,表明D３d(３)ＧC９６更易于接受电子形成负

离子,与 C６０和 C７０等小富勒烯的表现出相似的性

质.D３d(３)ＧC９６的 LDI质谱,正碎片离子相对强度

高于负离子强度,这是由于D３d(３)ＧC９６难于电离成

正离子,在电离成正离子时需要吸收更高的能量,使
分子离子内能增高,更易于发生断裂反应所致.

图３　D３d(３)ＧC９６在LDI模式下的质谱图

不同激光能量下的D３d(３)ＧC９６在LDI正离子模

式下的碎裂行为进一步得到验证[２９].图４为不同

激光能量下D３d(３)ＧC９６在LDI模式下的正离子质谱

图,随着激光强度的增大,总离子流强度逐渐增大,
表明电效率与激光强度有正相关性;从分子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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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３d(３)ＧC＋
９６失去系列 C２ 单元形成不同碳数的碎片

离子峰,并且随着激光强度的加大,不仅碎片离子峰

的相对强度依次增大,而且有更多数目的碎片离子

峰出现;当激光强度为６０％时,出现明显的 C＋
６０和

C＋
７０离子峰生成;当激光强度为８０％时,C＋

６０和 C＋
７０离

子强度超过其相近的碎片离子峰.因此 C６０和 C７０

在由D３d(３)ＧC＋
９６失去系列 C２ 单元的碎片峰中处于

“魔数”位置.以上结果表明,C６０和 C７０两个富勒烯

碳笼具有特殊的稳定性,这一结论早已经大量实验

和理论计算所证实[８].C＋
９２也表出一定程度的“魔

数”性质,与早期实验分离获得的４个 C９２异构体情

况相符[３０].

图４　D３d(３)ＧC９６在LDI模式下正离子质谱图

２．３　D３d(３)ＧC９６的碰撞诱导解离串联质谱

碰撞诱导解离(CollisionＧinduceddissociation,

CID)是一种可适用于多种质谱仪器的电离方法,该
技术可给出待研究离子一系列结构上有价值的碎片

离子信息[３１].通过高速运动的待研究离子与静止

气体经过弹性或非弹性碰撞,将动能转化为被研究

离子的内能,进一步发生离子碎裂反应生成相应的碎

片离子[３２],或者待研究离子与静止气体发生缔合反

应,生成气相离子Ｇ分子反应的加合物[３３].D３d(３)ＧC９６

在正离子模式下CIDＧMS/MS的质谱行为的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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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所示.从图５中可得D３d(３)ＧC＋
９６作为母离子,

通过与 He的碰撞,产生一系列失去C２ 单元的质谱

峰,并且随着失去C２ 单元数目的增大,对应碎片离

子峰强度依次减弱.这一现象与 C６０和 C７０等小碳

笼 富 勒 烯 的 CIDＧMS/MS 的 结 果 有 同 样 的 特

征[９,１２].相对于后者,D３d(３)ＧC＋
９６的碎片离子峰的强

度略大,表明大碳笼富勒烯更容易发生碎裂反应.
可能是在碰撞过程中有更多的动能转换为内能的效

率,以及大碳笼中多种不同结合强度的碳碳键中的

弱键更容易断裂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从

图５中还可得出,碎片离子包括母离子D３d(３)ＧC＋
９６

分子离子峰紧邻位置出现系列峰.谱图上对应于

[１２C１３
２nＧ４C４]＋ (n＝４３~４８)及其高 m/z紧邻的峰强度

明显高于按C２n
＋ 离子的碳同位素计算的强度,其强

度偏高的质谱峰是由于部分C２n
＋ 母离子及碎片离子

结构中碳笼内部嵌入 He原子生成[He＠C２n]＋ 所致.
即在CIDＧMS/MS模式碰撞中,不仅发生母离子丢

失系列C２ 单元的碎裂反应,同时也发生母离子将

He原子内嵌加和的反应,并且该内嵌加和离子进

一步发生失去 C２ 单元的碎裂反应[３３Ｇ３４],目前尚无

文献报道在质谱研究中观察到大碳笼与惰性气体原

子 He的内嵌加和反应.

图５　D３d(３)ＧC９６在LDI正离子模式下 MS/MS图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不同质谱电离方法对大碳笼富勒烯的

质谱气相电离特征和分子离子的碎裂行为进行研

究,结果显示:对大碳笼富勒烯 D３d (３)ＧC９６ 而言,

MALDIＧMS是一种软电离方法,而LDIＧMS相对属

于硬电离,其结果可归纳为:

a)在 MALDIＧMS质谱数据采集中选择合适的

基质可以促进电荷转移而有利于样品分子的电离,
该方法通常会使[M＋X]＋ 型的阳离子转化成完整

的准分子离子.

b)硬电离LDIＧMS研究中,随着激光强度增大,

在激光解析过程中累积在大碳笼富勒烯D３d(３)ＧC９６

分子中的内部能量比较高,足以直接电离而失去系

列C２ 单元的碎片离子出现,表现为大碳笼富勒烯

D３d(３)ＧC９６分子发生大量的碎裂,观察到一系列碳

簇离子Cn
＋ 的存在,小碳数Cn

＋ (n＜３０)的分布以奇

数碳为主,间隔为４;而大碳数 Cn
＋ (n＝４－２００)之

间则表现为间隔为２的偶数为主,碎片离子表现出

“魔数”现象.

c)利用CIDＧMS/MS研究D３d(３)ＧC＋
９６与 He气

的碰撞诱导解离过程,不仅观察到D３d(３)ＧC＋
９６发生

一系列失去C２ 单元的反应,而且首次观察到该大碳

笼富勒烯母离子经碰撞将 He内嵌入其笼内的内嵌

加和反应,进而再断裂成相应的碎片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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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ssspectrastudyofhigherfullereneD３d(３)ＧC９６
QIUYana１,LIYanli１,SUNDanyan１,MAHaidi１,LIUZiyang１,YANGHua１,YUMeilan２

(１．CollegeofMaterialScienceandEngineering,ChinaJiliangUniversity;

２．CollegeofLifeScience,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Matrix assisted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ssspectrometry (MALDIＧMS),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ssspectrometry (LDIＧMS)and CollisionＧinduced dissociationtandom mass
spectrometry(CIDＧMS/MS)methodsweresuccessivelyadoptedtostudyionizationfeature,molecularion
fragmentationandencasingadditionofthehigherfullereneD３d(３)ＧC９６．Besides,softandhardionization
methodwasusedinanalysisofhigherfullereneD３d(３)ＧC９６byMALDIandLDI．Theresultsshowthatin
LDImethod,withtheincreaseoflaserintensity,somespecialfragmentionssuchasC＋

９２,C＋
８８,C＋

８２andC＋
７０

amongaseriesoffragmentionsofD３d(３)ＧC９６losingC２present“magicnumber”effect．InCIDＧMS/MS
method,wenotjustobservedD３d(３)ＧC＋

９６continuouslylostC２andformedaseriesoffragmentions,but
alsoobservedthehigherfullereneionencasedHeliuminthecarboncagethroughcollisionandthensplit
intotherelativefragmentions．

Keywords:massspectra;fullerene;C９６;collisionＧinduceddissociation;h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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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Ｇ硫代胸腺嘧啶S２(ππ∗)激发态的衰变动力学

李鹏丽,姜　杰,郑旭明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研究硫代核酸碱基衰变动力学对揭开其产生高产率的 T１ 态理论机制有重大意义.运用共振拉曼技术

和多态完全活化空间自洽场(MSＧCASSCF//CASPT２)理论方法研究４Ｇ硫代胸腺嘧啶的激发态动力学.分析了４Ｇ硫

代胸腺嘧啶的紫外光谱、振动光谱和共振拉曼光谱,获取了各激发态及势能面交叉点的最低能量结构和激发能,探

讨了共振拉曼光谱的强度模式,探讨了S２ 态初始结构动力学与各弛豫路径的关系,通过与２Ｇ硫代尿嘧啶比较得出了

硫取代位置对三条系间窜越通道的影响.结果表明:４Ｇ硫代胸腺嘧啶有３条非辐射和１条辐射弛豫路径,其中非辐

射路径Ⅰ为主要衰减通道.乙腈中,４TT的３条非辐射路径的效率低于２TU,而其辐射路径的效率明显高于２TU.

关键词:４Ｇ硫代胸腺嘧啶;衰变动力学;CASSCF计算;共振拉曼光谱;势能面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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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核酸碱基的激发态超快内转换机制是

DNA抗紫外吸收和保持光稳定性的根本原因[１Ｇ５],
而硫代核酸碱基的主要衰变机制是通过系间窜越形

成 T１ 态.例如:２Ｇ硫代胸腺嘧啶[６Ｇ８]、２,４Ｇ二硫代胸

腺嘧啶[９]、４Ｇ硫代胸苷[１０Ｇ１３]、硫代鸟嘌呤[１４]和硫代

鸟苷[１５]主要从单重激发态系间窜越到 T１ 态且量子

产率很高(接近于１００％).
硫代碱基的光动力学已有广泛的实验和理论研

究,例如:Pollum等[７,９]用瞬态电子吸收光谱研究了

若干硫代碱基在凝聚相中亚皮秒系间窜越衰变动力

学;４Ｇ硫代胸苷在水中飞秒和皮秒级的时间分辨吸

收光 谱 研 究 显 示,大 约 ２４０fs 可 以 衰 变 到 T１

态[１０Ｇ１３];Zou等[１６]运用时间分辨瞬态吸收光谱结合

量子化学计算及非绝热动力学模拟等手段阐述了硫

代胞嘧啶的光物理机制;Mai等[１７Ｇ１８]采用多态变量

全活化空间二级微扰 理 论 (MultiＧstatecomplete
activespaceperturbationtheorysecondorder,MSＧ
CASPT２)方法勾画出了超快系间窜越过程的图像,
将理论计算与现有实验很好地结合起来;Koyama

等[１９]通过理论计算得到２Ｇ硫代尿嘧啶的两个不同

结构T１ 态物种(Pyramid和Boat),亚皮秒瞬态振动

吸收光谱显示 T１ Pyramid物种出现在小于０．３ps
内,T１Boat物种的衰变时间常数约为(７．２±０．８)ps;

Cui等[２０]采 用 完 全 活 化 空 间 自 洽 场 (CompleteＧ
activeＧspaceselfＧconsistentＧfield,CASSCF)和多组

态二级微扰理论方法(MulticonfigurationalsecondＧ
orderperturbation,CASPT２)首次提出了２Ｇ硫代尿

嘧啶快速系间窜越过程的三条竞争性的非辐射通

道;Pollum等[２１]通过飞秒宽带瞬态吸收光谱实验

验证了２Ｇ硫代尿嘧啶三条路径,发现S２→S１→T１ 是

主要路径,且２Ｇ硫代胸腺嘧啶和２Ｇ硫代尿嘧啶的

S１(nπ∗ )在形成高效的 T１ 态过程中扮演一个门态

的 作 用;Jiang 等[２２] 采 用 共 振 拉 曼 光 谱 结 合

CASSCF//CASTP２计算方法揭示了２Ｇ硫代尿嘧啶

在FranckＧCondon(FC)区域路径Ⅰ是形成 T１ 态的

主要路径,而S２T２ 交叉点远离FC区域导致路径Ⅱ
为次要路径.

４Ｇ硫代胸腺嘧啶(４Ｇthiothymine,４TT)与２Ｇ硫



代尿嘧啶(２Ｇthiouracil,２TU)不同之处在于:２TU
中的发色团主要由 C６＝C５－C４＝O１１构成,而４TT
中的发色团主要由 C６＝C５－C４＝S１１构成,其中S
原子直接参与了相关轨道的垂直跃迁;与２TU 相

比,４TT的最大吸收有３６nm 的红移,使得S２、T３

和 T２ 的能级顺序可能发生重要变化,S２S１、S２T３、

S２T２ 和 T３T２ 等交叉点在形成 T１ 过程中的作用可

能发生重要改变.因此,本文采用共振拉曼光谱强

度分析和 CASSCF计算方法研究４TT 的S２ 态弛

豫机制,探讨不同位置硫原子取代对三条弛豫路径

相关的势能面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及仪器

４Ｇ硫代胸腺嘧啶(纯度９７．９％,杭州大阳化工

有限公司);乙腈(光谱纯,纯度９９．９％,Spectrum化

学有限公司).UVＧ２４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NicoletRaman９６０型傅里叶拉曼

光谱仪(美国 Nicolet公司);NicoletAvatar３７０型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美国 Nicolet公司);共振拉曼

光谱实验方法和装置的详细信息见文献[２２].

１．２　理论计算

４TT的基态几何结构优化、振动频率和S０→Sn

垂直跃迁能由 Gaussian０９程序包[２３]在B３LYP/６Ｇ
３１１＋＋G(d,p)理论水平下,结合极化连续介质模

型(Polarizablecontinuummodel,PCM)和自洽反应

场理论(SelfＧConsistentReactionField,SCRF)计算

获得.激发态最低能量结构和交叉点结构由完全活

化空间自洽场理论CASSCF(１６,１１)计算优化获得,
并对能量进行完全活化空间二阶微扰理论CASPT２
(１６,１１)校正[２４,２５].活化空间包括１６个电子,１１个

轨道,其中６个π成键轨道,２个π∗ 反键轨道,１个

n轨道,１ 个 σ 成 键 轨 道 和 １ 个 σ∗ 反 键 轨 道.

CASSCF计算使用 Molpro２０１２软件[２６],简正模通

过 VEDA４的计算结果分析指认[２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紫外吸收光谱和振动光谱分析

图１为４TT在乙腈中的紫外吸收光谱,箭头所

指为共振拉曼光谱实验中所选用的激发波长,图２
为B３LYP/６Ｇ３１１＋＋G(d,p)计算水平下得到的

４TT基态几何结构,属于Cs点群.

图１　４TT在乙腈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图２　４TT的几何结构图

　　表１为４TT 实验及 B３LYP/６Ｇ３１１＋＋G(d,

p)计算的电子跃迁能(ΔE)和振子强度(f),图３为

表１中激发态轨道跃迁涉及的５个分子轨道.由

表１可见,计算得到４个２５０nm 以上的跃迁吸收

带,其中３０７nm处的S０→S２(πH－１πL
∗ )跃迁强度最

大(f＝０．３７８４),这与图１中紫外吸收光谱３３１nm
处的强吸收带(f＝０．２４５７,简称 A 带)一致,由S０

→S３(πH－２πL
∗ )跃迁产生的２６４nm吸收强度(f＝

０．０２８３,简称B带)远低于 A 带吸收;由于共振拉

曼光谱的强度与振子强度的平方相关,且与 B带

吸收产生的共振拉曼散射强度效应相比 A带强度

弱大约１８０倍,因此 B带几乎可忽略.表１中还

列出了３个最低三重态(T１、T２、T３)的跃迁信息,
其在激发态衰变动力学中的作用将在后面展开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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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轨道跃迁能(ΔE)和振子强度(f)

激发态 轨道跃迁性质
电子跃迁能 ΔE/nm(eV)

计算值 实验值a

振子强度f
计算值 实验值b

S１ nH→πL
∗ (０．７０) ４０６(３．０５) ０．０００１

S２ πH－１→πL
∗ (０．６９) ３０７(４．０４) ３３１ ０．３７８４ ０．２４５７

S３ πH－２→πL
∗ (０．６９) ２６４(４．７０) ０．０２８３

S４ nH→πL＋１
∗ (０．７０) ２４８(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T１ πH－１→πL
∗ (０．７１) ４８５(２．５６) ０．００００

T２ nH→πL
∗ (０．７０) ４４３(２．８０) ０．００００

T３ πH－２→πL
∗ (０．６７) ３４４(３．６０) ０．００００

注:a:４TT在乙腈溶剂中的最大吸收波长;b:实验值为４．３１５×１０－９∫εmaxdn＝(４．３１５×１０－９)×(５．６９４×１０７)＝０．２４５７．

图３　４TT的分子轨道示意

　　为了更好地开展共振拉曼光谱指认和激发态初

始结构动力学研究,在B３LYP/６Ｇ３１１＋＋G(d,p)水
平下计算了４TT的拉曼光谱,测定了３１９．９nm 和

３４１．５nm的共振拉曼光谱,指认结果示于图４和表

２.图４显示在乙腈中３４１．５nm共振拉曼光谱有九

个中等强度的拉曼基频,分别为１６３３、１４８４、１４１０、

１３３１、１２１４、１１８３、１１１５、９９８、７８１、７００cm－１和５３２cm－１,
这与计算拉曼光谱中ν７、ν９、ν１２、ν１３、ν１５、ν１８、ν２０、ν２１和

ν２２振动模的振动频率一一对应,计算与实验吻合良

好.由此,在B３LYP/６Ｇ３１１＋＋G(d,p)计算水平下

获得的力常数被用于在 VEDA４软件下输出４TT
各振动模的势能分布(PED％),振动模式分析结果

见表２,在３９个振动模中,在０~１８００cm－１光谱区

域内属于 A′不可约表示的振动模有２１个,实验观

测到１４个.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实验观测到１４个

振动频率与理论计算频率有良好的相关性.

２．２　共振拉曼光谱分析

图５为 A 带共振拉曼光谱在５００~１８００cm－１

光谱区域内振动基频信息.由图５可见,３１９．９、

３４１．５nm等６个激发波长下的共振拉曼光谱的强

度模式十分相似,这表明高激发态对 A 带共振拉曼

光谱的预共振效应并不显见,因此图５展示的４TT
振动基频主要为S２(πH－１πL

∗ )态活性振动模.图６
为３４１．５nm共振拉曼光谱在０~３５００cm－１光谱区

域内的基频、倍频和合频信息.图６显示,A带共振

拉曼光谱的散射强度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振动模:

C５＝C６ 伸缩振动模ν７,C４＝S１１伸缩振动模ν１７,C６－
H 的面内弯曲振动模ν１３,C２N３C４ 的反对称伸缩振

动＋N１－H/C６－H 面内弯曲振动模ν１５,以及中等

强度的倍频２ν１３、２ν１５、２ν１７、２ν７ 和合频带ν１３＋ν２２、ν１３

＋ν２１、ν１３＋ν１８/ν１５＋ν１７、ν１３＋ν１５/ν１１＋ν１７、ν７＋ν１７、ν７

＋ν１５、ν７＋ν１２、ν１５＋ν１７＋ν２１.

图４　４TT在乙腈中３１９．９nm、３４１．５nm激发波长

下的共振拉曼光谱及B３LYPＧTD/６Ｇ３１１＋＋G(d,p)

计算拉曼光谱图(∗为溶剂扣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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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计算和实验频率及振动方式描述
不可约
表示

振动
模

计算值
/cm－１

实验值/cm－１

a b c d FTＧRama FTＧIR
光谱指认(PED ％)

A′ ν１ ３６０８ N１Hstretch[１００]

ν２ ３５７４ N３Hstretch[１００]

ν３ ３２１７ C６Hstretch[９９]

ν４ ３１１４ Methylstretch[１００]

ν５ ３０３５ MethylCHsymstretch[９９]

ν６ １７３７ １７３２(vs) C２＝O８stretch[７４]

ν７ １６５２ １６３４(s) １６３３(s) １６３３(vs)１６３２(vs) １６３７(s) １６３９(vs) C５＝C６stretch[５７]/C６HinＧplanebending[１８]

ν８ １５１１ １５０４(w)１５０４(w)１４８４(w)１４８５(w)１５０６(vw)１４９３(vw)N１H[３９],C６N１[１１]inＧplanebending/C６N１stretch[１２]

ν９ １４８９ MethylCHbend[４８]/N３HinＧplanebending[１３]

ν１０ １４６９ N３HinＧplanebending[４７]/H１４C１１H１３bend[１３]

ν１１ １４２０ １４３７(w)１４３７(w)１４１０(w)１４０８(w)１４５５(vw)１４６６(m) MethylCHbend[９１]

ν１２ １４１８ N１C２stretch[１７/N１H inＧplanebending[１６]/N３C４

stretch[１４]

ν１３ １３５４ １３３７(vs)１３３６(vs)１３３１(vs)１３２９(vs)１３４８(vs)１３４８(m) C６HinＧplanebending[４４]/C５＝C６stretch[１９]

ν１４ １２２８ Ringdeformation
ν１５ １２２１ １２３５(s) １２３６(s) １２１４(s) １２１３(s)１２２６(vw)１２２１(m) C２N３C４asymstretch[５０]/N１H[１１],C５H[１４]stretch
ν１６ １１９０ １１８３(w)１１８３(w)１１９４(w)１１９２(m) C４N３[２８],C５C１１[８],N１C６[８]stretch

ν１７ １１１３ １１１９(s) １１１９(s) １１１５(vs)１１１３(vs) １１３４(s) １１２８(vs) C４＝Sstretch[３１]/C４N３C２[２３],C２N１C６[１０]inＧplane
bending

ν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０４(m) １００４(s) ９９８(m) ９９８(m) ９９６(m) ９９７(m) MethylCHtorsion[５２]/MethylCHbend[１２]

ν１９ ９３９ N１C２N３ sym stretch[５３]/C２N１C６inＧplanebending
[１１]

ν２０ ７８７ ７８８(vw)７９２(vw) ７８１(w) ７７４(w) ７８２(vw)７９３(vw) C５C１１ stretch[２８]/N３C２N１ [２９],C５C６N１ inＧplane
bending[１３]

ν２１ ７１１ ７０８(s) ７０８(s) ７００(s) ６９９(s) ７１２(s) ７５４(vw) Ringdeformation
ν２２ ５３３ ５４１(m) ５４０(m) ５３２(s) ５３４(s) ５４１(w) ５５９(w) C２＝O[４３],C５C１１[１６],C４＝S[１６]inＧplanebending

ν２３ ５１３ ５１７(m) ５１５(m) C５C６N１[２０],C４N３C２ [１３]inＧplanebending/N１C６

[１０],C５C１１[１０]stretch

ν２４ ４３８ ４４２(m) ４５１(m) Ringdeformation[５６]/C４＝Sstretch[１７]

ν２５ ３２２ C５C１１[４５],C２＝O[１９],C４＝S[１３]inＧplanebending

ν２６ ２４７ C４＝S[５２],C５C１１[１６],C４N３C２[１３]inＧplanebending

A″ ν２７ ３０８８ C１４C１１C１３asymstretch[１００]

ν２８ １４６１ MethylCHbend[７６]/C５C１１outＧofＧplanebending[１７]

ν２９ １０６６
MethylCH torsion[６３]/MethylCH bend[２４]/C１１

C５C６Htorsion[１１]

ν３０ ９２５ C１１C５C６Htorsion[８１]

ν３１ ７５３ C２N１N３OoutＧofＧplanebending[９５]

ν３２ ６８５ N３HoutＧofＧplanebending[６７]

ν３３ ６５６ C４＝S[４９],N３H[２５],C５C１１[１０]outＧofＧplanebending
ν３４ ５９７ N１HoutＧofＧplanebending[８８]

ν３５ ３９６ C５C６N１C２[３８],C４＝S[２６],C５C１１[１７]outＧofＧplane
bending

ν３６ ３０４ C５C１１outＧofＧplanebending[４３]/Ringtorsion[３９]

ν３７ １７１ MethylCＧHtorsion[８２]

ν３８ １４３ C４N３C２N１torsion[７３]

ν３９ １０８ Ringtorsion[９５]

注:计算值是在乙腈中B３LYP/６Ｇ３１１＋＋G(d,p)计算水平得到;a和b是在３４１．５nm 激发波长下的水和乙腈中的共振拉曼光谱;c和 d是在

３５４．７nm激发波长下的水和乙腈中的共振拉曼光谱;vs、s、m、w、vw代表峰的强弱(非常强、强、中等、弱、很弱);PED指势能分布,仅显示分布

大于８％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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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４TT在乙腈不同激发波长下共振拉曼光谱图

(∗为溶剂扣减位置,＃为激光线)

图６　４TT在乙腈溶剂中在３４１．５nm激发

的共振拉曼光谱图(∗为溶剂扣减位置,＃为激光线)

　　在 A 带共振拉曼光谱中,ν７ 和ν１７的基频、倍频

和组合频占据了强度的绝大部分.这与πH－１→πL
∗

跃迁引发的电子云密度变化相关,由于πH－１→πL
∗

跃迁削弱了C４＝S１１和C５＝C６ 键的电子云密度,使
得电子激发的瞬间C４＝S１１和C５＝C６ 键产生最大伸

长,力场在ν１７和ν７ 振动模上的投影最大.因此,４TT
的初始结构动力学主要沿着C５＝C６ 和C４＝S１１伸长

方向运动,C６＝C５－C４＝S１１结构因子是４TT发色团

的主要部分.当发生πH－１→πL
∗ 电子跃迁时,除了导

致C４＝S１１和C５＝C６ 键瞬间伸长外,还会波及其余部

分的核运动和电子密度变化,例如:πH－１→πL
∗ 跃迁弱

化C６＝C５ 和C４＝S１１键的同时,强化了C４－C５ 键,并
进一步推拉C６ 和 N３ 原子,其动力学结果是力场在

C６－H面内弯曲(ν１３)和C２N３C４ 反对称伸缩振动模

(ν１５)上也有相当程度的投影,因此在 A带共振拉曼

光谱中出现了强振动模ν１３和ν１５.

KramersＧHeisenbergＧDirac拉 曼 散 射 理 论 指

出,AＧterm振动模i的基频跃迁强度Ii 与 Δ２
iω２

i 成

正比,其中 Δi 是振动模i的无量纲位移量,ωi 是频

率.显然,若某个特征伸缩或弯曲振动模的Δi 值越

大,则键长或键角变化越大,因此图５和图６中主要

特征 伸 缩 振 动 模 的 强 度 比 反 映 了 ４TT 分 子 在

FranckＧCondon区域的键长相对变化,例如由３４１．５
nm和３１９．９nm共振拉曼光谱中得到,C５＝C６ 伸缩

振动模ν７ 和 C４ ＝S１１ 伸缩振动模ν１７ 的强度比为

１．１９,预测两者的初始结构变化量为该值左右.

２．３　激发态衰变机理分析

图７为CASSCF(１６,１１)计算给出的单重态、三
重态和交叉点的优化几何结构.其中,重要的键长

键角作了标注,侧面图用以显示结构的平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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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激发态和交叉点的结构

　　表３为 MSＧCASPT２(１６,１１)/augＧccＧpVDZ计

算水平获得的各单重态、三重态和交叉点的激发能;
表４为４TT各激发态最低结构和交叉点结构的活

化轨道和电子密度,其中各激发态最低结构的电子

密度清晰显示了各态的跃迁轨道.例如:由轨道３７
(nH)(轨道３８(πL

∗ )电子跃迁形成的S１ 态,其电子

态特征为１nHπL∗;而交叉点的电子密度数据指出两

个特定激发态发生势能面交叉时电子跃迁所涉及的

轨道和电子数.
表３　激发态及交叉点的能量

激发态及交叉点 激发能/(kcalmol－１)

S１,FC ７１．６

S２,FC ９９．７

S１,min(nHπL
∗ ) ６５．０

S２,min(πH－１πL
∗ ) ８５．６

T１,min(πH－１πL
∗ ) ６０．９

T２,min(nHπL
∗ ) ６４．５

T３,min(πH－２πL
∗ ) ９５．１

T１,FC ７０．０

T２,FC ７１．３

T３,FC １０２

S０S１(nHπL
∗ ) ８７．９(８４．３/９１．５)

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 １０５(１０４/１０６)

S１(nHπL
∗ )T２(nHπL

∗ ) ６６．４(６６．４/６６．４)

T２(nHπL
∗ )T１(πH－１πL

∗ ) ６４．５(６５．４/６３．５)

T３(πH－２πL
∗ )T２(nHπL

∗ ) １０７(１１０/１０４)

S２(πH－１πL
∗ )T２(nHπL

∗ ) １０９(１０６/１１２)

S２(πH－１πL
∗ )T３(πH－２πL

∗ ) ９２．６(８７．９/９７．３)

　　AＧ带吸收产生S２(πH－１πL
∗ )态布居,S１、T１、T２

和T３ 态的垂直激发能低于S２,FC,其FranckＧCondon
点的电子态性质分别属于nHπL

∗ 、πH－１πL
∗ 、nHπL

∗ 、

πH－２πL
∗ .表３可见,CASSCF//CASPT２(１６,１１)

计算给出的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交叉点能量比

S２,FC高约５kcal/mol,与 MartínezＧFernández等[２８]

在论文中的报道结果一致,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
与S２,FC的能差是极差,更接近 S２,FC的区域有效发

生.这说明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内转换路径

(记作路径Ⅰ)是一条高效路径.
计算结果给出了两个系间窜越交叉点S２(ππ∗ )

T２(nπ∗ )和 S２(ππ∗ )T３(ππ∗ ).按照 ElＧSayed规

则,S２,min→S２(ππ∗ )T２(nπ∗ )→T２ 系间窜越过程为

跃迁允许,其旋轨耦合值为７３．７cm－１,而S２,min→S２

(ππ∗ )T３(ππ∗ )→T３ 系间窜越过程为跃迁禁阻,其
旋轨耦合值为３．８cm－１,较S２(ππ∗ )T２(nπ∗ )交叉

点的旋轨耦合值小约２０倍.理论上从S２ 到 T２ 有

两条通道,即S２,FC→S２T２→T２(记作路径Ⅱ)和S２,FC

→S２T３→T３→T３T２→T２(记作路径Ⅲ).能量上,
路径Ⅲ最有利,因为S２T３ 比S２,FC低１５．４kcal/mol,
而S２T２ 比S２,FC高９．３kcal/mol,然而由于S２T３ 的

旋轨耦合值很小,这条系间窜越通道的效率不高.
重要的是,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交叉点的激发能

比S２(ππ∗ )T２(nπ∗ )低４kcal/mol,并且由于 S２

(πH－１πL
∗ )→S２(πH－１πL

∗ )S１(nHπL
∗ )→S１(nHπL

∗ )
内转换效率比具有中等旋轨耦合值的S２,min(T２ 系

间窜越过程的效率高很多.因此,总体上,三条路径

的效率为:路径Ⅰ大于路径Ⅱ,路径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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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TT激发态的单电子密度

激发态 性质

３０:πH－５ ３１:πH－４ ３２:πH－３ ３３ ３４ ３５:πH－２ ３６:πH－１ ３７:nH ３８:πL
∗ ３９ ４０:πL＋１

∗

S１ １nHπL
∗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８

S２ １πH－１πL
∗ ２．００ １．９９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４ １．７０ ２．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６

T１ ３πH－１πL
∗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１ １．０２ ２．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９

T２ ３nHπL
∗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８

T３ ３πH－２πL
∗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９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２０ １．７２ ２．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２８

S２S１

１πH－１πL
∗(S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９３ １．４６ ２．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１nHπL
∗(S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１．９３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１２ ０．８８ ０．０２ ０．０７

S２T２

１πH－１πL
∗(S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１．８８ １．９６ １．６６ ２．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１３

３nHπL
∗(T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８

S２T３

１πH－１πL
∗(S２) ２．００ １．９９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１．５８ ２．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３πH－２πL
∗(T３)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９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１９ １．７３ ２．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２ ０．２７

T２T３

３nHπL
∗(T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４

３πH－２πL
∗(T３)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０１ １．８６ ２．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１５

T２T１

３nHπL
∗(T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１ ２．００ １．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９

３πH－１πL
∗(T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９

S１T２

１nHπL
∗(S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２．００ １．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８

３nHπL
∗(T２)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１ ２．００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０９

S１S０

１nHπL
∗(S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２．００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０８

S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从初始结构动力学分析,相对于S０ 结构而言,

S２,min(πH－１πL
∗ )结构中变化最大的C４＝S１１、C４－C５

和C５＝C６ 键,其键长分别伸长或缩短了＋０．２８３、

－０．１０４和 ＋０．０８２,且平面性没有变化.同理,

S２S１ 结构中变化最大为C４＝S１１(＋０．５４６)、C４－C５

(－０．０６１)、C５＝C６(＋０．０２９)和C４－N３(－０．０４８),
而S２T２ 结构中变化最大的为 C４＝S１１(＋０．５６８)、

C４－C５(－０．１５６)、N３－C４(＋０．１１８)和 C５＝C６(＋
０．１５４).显然,S２S１ 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C６＝C５－
C４＝S１１,S２T２ 主要变化在C６＝C５－C４＝S１１和 N３－
C４,其共同点均与C６＝C５－C４＝S１１部分的结构变化

有关.S２(ππ∗)T３(ππ∗ )的结构变化主要为C４＝S１１

(＋０．１２９)、C４－C５(－０．０４０)、C５＝C６(＋０．１０５).由

此可见,S２(ππ∗)T３(ππ∗ )结构中,C４＝S１１(＋０．１２９)
键长变化是C５＝C６(＋０．１０５)键长变化的１．２３倍,与

A带共振拉曼光谱中C５＝C６ 伸缩振动模π７ 与C４＝
S１１伸缩振动模π１７拉曼的强度比１．１９很接近.由于

S２,min比S２T３ 的激发能低７kcal/mol,路径Ⅲ在能量和

结构变化上最有利.由此推测,在１５fs时间尺度内,
波包朝S２T３ 系间窜越点结构演进的可能性很大.

近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４TT 产生

T１ 物种的主要驰豫路径是S２,FC→S２S１T２→S１→T１

→T[２８]
１,min,而４TT的 AＧ带共振拉曼光谱的强度模式

与S２S１ 交叉点结构的主要结构参数变化之间并没

有很好的相似性.这主要与S２S１ 交叉点结构的平

面对称性的瞬间破缺而导致动力学信息被丢失有

关.例如,在α,βＧ烯酮及其衍生物的激发态初始动

力学的研究中已经揭示,光激发会诱导 Cβ＝Cα－C
＝O共轭体系的瞬间去耦合,产生 Cβ＝Cα 和 C＝O
相对旋转,从而导致 AＧ带共振拉曼光谱中C＝O伸

缩振动模的强度衰减,旋转程度越大强度衰减越严

重.４TT的激发态动力学中也存在类似的 Cβ＝Cα

－C＝S的瞬间去耦合情况.由图７可见,S２S１ 交

叉点结构中C＝S键因严重的面外弯曲而偏离相对

于４TT 分子平面.可以预期,若波包沿 FranckＧ
Condon点至S２S１ 交叉点的反应坐标演进,AＧ带共

振拉曼光谱的强度模式中的 C＝S伸缩振动模π１７

的强度将大大失活.这与实验事实是一致的,即 AＧ
带共振拉曼光谱中π１７与π７ 的强度比明显低于S２S１

交叉点结构中C＝S与C５＝C６ 的键长比.可见,AＧ
带共振拉曼光谱的强度模式并不排斥经S２S１ 交叉

点的主导作用.虽然能量上路径Ⅰ不如路径Ⅲ有

利,但由于S２T３ 旋轨耦合值很小导致系间窜越效

率很低,因此 S２,FC→S２S１→S１ 内转换效率远大于

S２,FC→S２T３→T３ 系间窜越,即路径Ⅰ将主导整个激

发态弛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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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２ 态的 FranckＧCondon区域,波包同时向

S２S１ 和S２T３ 交叉点演进.向S２T３ 交叉点演进的

那部分波包中的一部分进入 T３ 态,其余部分沿S２

势能面继续演进,最后到达S２,min,并发射４００nm荧

光(实验值,乙腈).这一图像与文献的 CASSCF//

CASPT２理论计算预示的３９０nm 荧光带(S２,min→
S０)一致[２６].而进入T３ 态后,由于T２ 和T３ 态的能

量简并作用,这部分波包最终将通过 T２T１ 内转换

到 T１.而向S２S１ 交叉点演进的那部分波包中的绝

大部分将进入S１ 态,而其余部分将进入T２ 态,它们

最终都演进到 T１ 态.

３　讨　论

在探索 T１ 的 形 成 机 理 时,Cui等[２０]提 出 了

２TU的三条衰变通道:S２,min→S２S１→S１,min→S１T１→
T１,min(路径Ⅰ);S２,min→S２T２→T２,min→T２T１→T１,min

(路径Ⅱ);S２,min→S２T３ →T３,min→T３T２ →T２,min→
T２T１→T１,min(路径Ⅲ).其中,路径Ⅰ效率最高,路
径Ⅱ和路径Ⅲ次之,并且路径Ⅱ和路径Ⅲ在 S２T２

和S２T３ 交叉点处分别具有很强的旋轨耦合效应.
与２TU相比,４TT 存在三条非辐射和一条辐射衰

变通道:S２,FC→S２S１→S１→S１T２→T２→T２T１→T１,min

(路径Ⅰ);S２,FC→S２T２→T２→T２T１→T１,min(路径

Ⅱ);S２,FC →S２T３ →T３,min →T３T２ →T２ →T２T１ →
T１,min(路径Ⅲ);S２,FC→S２,min→S０(荧光辐射)(路径

Ⅳ).其中,路径Ⅰ是非辐射衰变的主要路径.路径

Ⅲ因S２T３ 交叉点在能量上是三条非辐射路径中最

有利的,但因旋轨耦合效应弱,仍是产生 T１ 态的次

要路径.显然,在弛豫机制上,４TT与２TU 最大的

不同是４TT有明显的辐射弛豫路径,其最主要的原

因有两点:一是４TT 的S２→S２S１→S１ 内转换路径

在能量上不如２TU有效,二是４TT的S２→S２T３→
T３ 系间 窜 越 路 径 的 旋 轨 耦 合 效 应 要 大 大 弱 于

２TU.

４Ｇ硫代胸腺嘧啶与２Ｇ硫代尿嘧啶紫外发色团的

不同之处在于４TT是C６＝C５－C４＝S１１,而２TU是

C６＝C５－C４＝O１１.４TT 的 AＧ带吸收的最大吸收

波长比２TU红移了３６nm,这意味着４TT的S１１原

子更多参与了垂直电子跃迁,或者说重原子效应对

４TT的初始动力学影响比对２TU 更加直接和明

显.实验结果显示,２TU 系间窜越到 T１ 态有超高

的量子产率(约１００％),并且在２TU 实验中没有

S２,min→S０ 荧光产生,而４TT因有明显的荧光强度,
其 T１ 物种的量子产率(４Ｇ硫代胸苷的量子产率为

８５％±１５％)比２TU低[９],这说明４TT从S２ 到S１、

T２、T３ 的 衰 减 过 程 没 有 ２TU 的 效 率 高.根 据

CASSCF//CASPT２计算结果,两者在S２S１与S２,min

的能差方面的不同,４TT为１９．４kcal/mol,２TU 为

１．５kcal/mol,２TU 产生荧光的几率比４TT 低很

多;同时,与２TU 相比４TT的S２T３ 有更小的SOC
值,S２T２ 和S２,min间有很大的能垒.因此,４TT分子

的S２→S１ 内转换和S２→S２T２→T２ 系间窜越效率的

同时降低,也是导致S２,min→S０ 荧光辐射效率明显高

于２TU的重要因素.
在２TU和４TT的三条无辐射通道中,重原子

效应的影响可以通过各路径的最大能垒分析加以考

察.２TU路径Ⅰ中S２→S１ 和S１→T１ 的能垒分别

为１．５kcal/mol和１３．５kcal/mol,而４TT的S２→
S１,S１→T２,T２→T１ 能垒分别为１９．４、１．４kcal/mol
和０kcal/mol.很明显,在４TT 和２TU 中S２→S１

内转换和后续的系间窜越的能差顺序相反,但是它们

的路径Ⅰ总体效率应该是非常相似的,因为４TT中S２

→S１ 内转换能垒的升高,被S１→T２ 系间窜越能垒的

降低所弥补.对于路径Ⅱ,２TU交叉点的能垒分别是

７．９kcal/mol和１１．５kcal/mol,４TT为２３．４kcal/mol
和０kcal/mol;２TU的SOC值为８１．８cm－１,４TT是

７３．７cm－１.这说明４TT的路径Ⅱ不如２TU那么高效.
路径Ⅲ中２TU涉及的能垒分别是０．９、１．３kcal/mol和

１１．５kcal/mol,４TT是２．５、１１．９kcal/mol和０kcal/mol,

２TU的S２T３ 的 SOC 值是２０．４cm－１,而４TT 为

３．８cm－１.这说明４TT路径Ⅲ的效率比２TU低.

４　结　论

采用实验和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４TT 在

乙腈中的激发态动力学,探讨了硫取代位置对硫代

碱基激发态结构、能量和动力学的影响,所得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a)通过紫外光谱指认、振动光谱指认和共振拉

曼光谱强度模式分析,获得了４TT 的S２ 态初始结

构动力学;

b)通过 CASSCF//CASPT２计算了各激发态

和交叉点的最低能量结构和激发能,获得了４TT的

三条非辐射系间窜越弛豫路径和一条辐射弛豫路

径:(路径Ⅰ)S２,FC→S２T３→S２,min→S２S１→S１→S１T２

→T２→T２T１→T１→T１,min(πH－１πL
∗ );(路径Ⅱ)S２,FC

→S２T３ →T３,min→T３T２ →T２ →T２T１ →T１ →T１,min

(πH－１πL
∗ );(路径Ⅲ)S２,FC→S２T３→S２,min→S２T２→

T２→T２T１→T１→T１,min(πH－１πL
∗ );(路径Ⅳ)S２,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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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２,min→S０(荧光辐射).效率依次为路径Ⅰ大于路

径Ⅱ,路径Ⅲ最低;

c)４TT的S原子更多参与了垂直电子跃迁,重
原子效应对４TT的初始动力学影响要比２TU 更加

直接和明显,使得乙腈中２TU 的路径Ⅰ、Ⅱ和Ⅲ的

效率要明显高于４TT,而４TT 的路径Ⅳ的效率要

明显高于２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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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ydynamicsofexcitedstateof４ＧthiothymineS２(ππ∗)
LIPengli,JIANGJie,ZHENGXuming

(SchoolofScienc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StudyingdecaydynamicsofthioＧsubstitutednucleobases(thiobases)isofgreatsignificance
forrevealingthetheoreticalmechanismofitshighyieldofT１state．TheresonanceRamanspectroscopy
andthemultiＧstatecompleteＧactivespaceselfＧconsistentfield(MSＧCASSCF)calculationswereadoptedto
investigatetheexcitedstatedynamicsof４Ｇthiothymine(４TT)．Ultravioletspectra,vibrationalspectraand
resonanceRamanspectra wereidentified．The minimum energystructuresandexcitationenergyof
interactionbetweeneachexcitedstateandpotentialenergysurfacewereobtained．Theintensitymodeof
theresonanceRamanspectrum was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itialstructuredynamicsof
theS２stateandtherelaxationpathswasdiscussed．Bycomparingwiththe２Ｇthiouracil,theeffectofthe
sulfursubstitutionpositiononthethreedifferentISCchannelswasfinallyobtained．Theresultsshowthat
therearethreenonradiativeandoneradiativerelaxationpathsfor４TT,andnonradiativepathIisthemain
decaychannel．Inacetonitrile,theefficiencyofthethreenonradiativepathsof４TTislowerthanthatof
２TU,whiletheefficiencyofitsradiationpathismuchhigherthanthatof２TU．

Keywords:４Ｇthiothymine;decay dynamics;CASSCF calculation;resonance Ramanspectrum;

intersectionofpotentialenergy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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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纺粘无纺布表面活性剂亲水整理

彭　丽,蔡凌云,郑旭明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ES纺粘无纺布具有蓬松、柔软、强度好等特点,经亲水改性后是高档卫生用品理想的覆面层材料.为

赋予 ES无纺布良好的多次亲水性能,研究表面活性剂的结构与其在溶液中的表面张力和在 PE薄膜上的动态铺展

性能间关系,考察了表面张力、动态接触角、表面活性剂亲水基和疏水基结构等对整理剂性能指标的影响,并优化表

面活性剂亲水整理剂配方.结果表明:表面张力值的大小与表面活性剂在 PE界面成膜的快慢存在负相关关系,表

面张力值越小,成膜速度越快.当整理剂浓度８g/L、烘干温度８０ ℃、烘干时间１０min和上油量０．３６％~０．４２％
时,含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表面活性剂整理剂亲水改性后的 ES无纺布具有最佳的多次亲水性能.优化后的亲水整

理剂的综合指标(反湿量小于０．１１g,第五次穿透时间小于５s,表面比电阻小于２．９１×１０８ Ωcm)已基本达到卫生

用品覆面材料对穿透时间(３~５s)、反湿量(小于等于０．１３g)和表面比电阻(小于等于７×１０９ Ωcm)等指标的要求.

关键词:ES无纺布;亲水整理;表面张力;铺展;动态接触角;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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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　言

ES(EthyleneＧpropylenesidebyside)纤维是

１９７４年日本Chisso公司开发的聚丙烯 PP/聚乙烯

PE热粘合型复合纤维[１],其截面是“皮芯型”的,皮
层是PE、芯层是PP.由其制成的无纺布具有蓬松、
柔软、强度好等特点,是制造高档妇女卫生巾、婴幼

儿纸尿裤和成人失禁用品等系列卫生用品覆面层的

理想材料[２].然而,PE 和 PP 高分子材料的非极

性、分子量大、支链少、结晶度高和高密度等特征,致
使ES纺粘无纺布存在疏水性或吸湿性差等局限,
进而使尿、血等体液难以透过.因此,必须对 ES纺

粘无纺布进行有效的亲水整理,才能满足卫生用品

对覆面材料多次透水时间为３~５s和返湿量小于

等于０．１３g的要求.
聚烯烃纤维无纺布的亲水改性方法分为化学方

法和物理方法两大类[３].化学方法包括原丝亲水改

性[４]、纤维表面接枝改性[５]、纤维表面表面活性剂亲

水改性[６];物理方法主要有纤维多孔化、表面粗糙

化、横截面异形化[７]和等离子体处理等[８Ｇ９].上述多

种改性方法中,纤维或其无纺布的表面活性剂亲水

整理具有方法简单、成本低、效果好和应用广等优

点,在不改变纤维原有特性的前提下能大幅提高纤

维的亲水性,是目前卫生用品行业广泛采用的改性

手段[１０].
至今,国内外采用表面活性剂对疏水材料进行

亲水改性整理已有研究报道.国内方面,聂凤明

等[１１]采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JHP渗透油为主要成

分,甜菜碱和改性硅油的复配体系对丙纶无纺布进

行亲水改性,改性后的非织造布亲水性、透气性、抗
静电性和柔软性等明显改善.张彤彤等[１２]采用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 NUWETＧ５５０对ES无纺布的亲水

整理工艺进行了探索.刘娴等[１３]研究聚丙烯无纺

布的表面活性剂亲水改性整理,提出阴Ｇ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的配方策略,整理后无纺布的静态水接触角

几乎为零,单次亲水性能优良.江移等[１４]用 TFＧ
６２９非离子型亲水整理剂对丙纶无纺布进行整理,
整理后丙纶非织造布前５次穿透时间小于５s.国



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相关专利产品的

５次透水时间均小于３s,并已占据全球高端卫生用

品市场[１５].本文从动态接触角、表面张力等视角,
探讨表面张力、动态接触角、表面活性剂亲水Ｇ疏水

基团结构等对整理剂性能指标的影响,为开发性能

更优的ES无纺布亲水整理剂奠定基础.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材料

十二烷基磺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月桂醇醚硫

酸钠、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异构醇聚氧乙烯醚

硫酸钠、磺化琥珀酸二辛酯钠(快 T)、月桂醇醚磺基

琥珀酸单酯二钠、异构十二醇聚氧乙烯醚(EO＝９)
磷酸酯钾盐、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EO＝５)磷酸

酯钾盐、４Ｇ甲基Ｇ十三烷醇聚氧乙烯醚(EO＝５)、４Ｇ甲

基Ｇ十烷醇聚氧乙烯醚(EO＝５)、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EO＝９)、TweenＧ６０,以上１３种表面活性剂均是工

业品,购置于江苏海安石油化工厂;羟基三硅氧烷聚

氧乙烯醚(EO＝７)、甲氧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EO＝７)、乙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EO＝７)、丙
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EO＝７),以上４种聚

醚硅油均来自FluorochemLtd,UK;去离子水、人工

尿液(在１L蒸馏水中加入９．０g氯化钠,配成０．９％
氯化钠溶液,在温度为２０~２５℃时,其表面张力应

达到７０±２mN/m),ES无纺布(面密度２０g/m２,恒
安集团),聚乙烯薄膜(PE,盛达宝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１．２　实验仪器

PBＧO型电动轧车(XIAMENRAPIDCO．LTD)、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

司)、ListerAC穿透仪(奥地利兰精检测电子水分渗

透仪)、QBZY型表面张力仪(上海方瑞仪器有限公

司)、视频接触角测定仪(KRUSSGMBHGermany)、

OHAUS型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LFYＧ４０６型织物表面比电阻测试仪(山东省

纺织科学研究院)、标准吸收滤纸(尺寸１００mm×
１００mm、１２５mm×１２５mm)和５mL移液管.

１．３　亲水整理剂配制

在８５~９０ ℃下,加入１６％~２０％抗静电剂、

６％~８％乳化剂及１２％~１６％亲水性表面活性剂,
并加入５０％~６０％的水和１０％的 KOH 调节pH
值至中性,并在８５~９０℃下持续加热约３~４h,得
到固含量４０％的亲水整理剂.

１．４　亲水整理工艺

亲水整理溶液配制→ES无纺布浸渍于整理溶液

１min→轧液(压力０．１８~０．２０MPa)→烘干１０min→
计算上油率→亲水性能测试.

１．５　测试方法

１．５．１　表面张力测定

配制浓度１、５g/L和８g/L的表面活性剂,在

２５℃下用 QBZY型铂金板表面张力仪测定溶液的

表面张力,求出平衡表面张力.

１．５．２　动态接触接测试

配制浓度５g/L的表面活性剂,在２５ ℃下用

KRUSS视频接触角测定仪测定溶液在 PE膜上动

态接触角.

１．５．３　无纺布上油率(OPU)的测定

参照«GB/T６５０４－２００８化学纤维含有率测试

方法»标准测定,由式(１)计算获得:

OPU/％＝m１－m
m ×１００ (１)

其中:m 和m１ 表示亲水整理前无纺布重量、亲水整

理后烘干的无纺布重量,g;

１．５．４　无纺布液体多次透水时间的测定

选取面密度２０g/m２ 热风 ES双组分无纺布试

样,采用浓度为４g/L的单组分表面活性剂和８g/L
整理剂,在浸轧仪上对试样进行浸轧,然后在８０℃
温度下烘干１０min.采用LISTERAC穿透仪参照

«GB/T２４２１８．１３—２０１０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１３部分:液体多次穿透时间的测定»标准测试无

纺布液体多次透水时间.

１．５．５　无纺布反湿量的测定

按照«GB/T２４２１８．１４—２０１０纺织品 非织造

布试验方法 第１４部分:包覆材料反湿量的测定»标
准测定无纺布反湿量,反湿量是指滤纸从饱和吸附

人工尿液的 ES无纺布上夺取的尿液量,它体现了

亲水整理后无纺布抵抗尿液重新回渗到皮肤上的能

力.通常,反湿量越小,表示整理后 ES抵抗尿液重

新回渗到皮肤上的性能好.

１．５．６　无纺布表面电阻的测定

将无纺布剪成１２５cm×１２５cm 大小左右,用

LFYＧ４０型织物表面比电阻测试仪对其表面比电阻

测试表面比电阻公式如下:

ρ＝π(D＋d)
D－d R (２)

其中:D 和d 分别代表大、小电板的直径,cm;R 为

测得的电阻,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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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表面活性剂平衡表面张力分析

表面活性剂的表面活性可用表面张力(γcmc)和临

界胶束浓度(Criticalmicelleconcentration,CMC)来评

价,γcmc值对判断表面活性剂能否在界面张力为２９~
３１mN/m的PE界面成膜具有指导意义.表１列出７
种阴离子型和４种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EO＝７)及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EO＝９)、TweenＧ６０的临界表面张

力和临界胶束浓度.由表１可见,７种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在数量级上近乎相同,但其临界

表面张力值有差别,其中,磺化琥珀酸二辛酯钠(快

T)的γcmc值最小(２６．８mN/m[１６]),降低表面张力的能

力最强,并显著低于PE的界面张力２９~３１mN/m,
而其余的６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表面张力略高于

PE的界面张力值.因此,预期快 T可在PE表面上

快速铺展成膜.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EO＝９)和TweenＧ６０两种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最大特点是CMC很小,其形成胶束

的能力在１３种表面活性剂中最为显著.脂肪醇聚氧

乙烯醚(EO＝９)的γcmc值与表１中６种单酯型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类似,而 TweenＧ６０则稍差.相比于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４种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的γcmc值更小,都小于等于２０．１mN/m,CMC
更低,表明４种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的表面活性均显著优于上述７种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系列

的高表面活性起源于其分子结构中多个甲基的低表

面能和硅氧烷主链的柔性,其显示的高表面活性非

常有利于在气液表面上甲基的密集排列和在超疏水

的PE表面铺展成膜[１７].

表１　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CMC和表面张力

表面活性剂
CMC

/(mmolL－１)
γcmc

/(mNm－１)

磺化琥珀酸二辛酯钠(快T) １１．５０ ２６．８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１３．００ ３５．７

异构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１２．５０ ３３．７

月桂醇醚硫酸钠 １３．３０ ３２．８

月桂醇醚磺基琥

珀酸单酯二钠
８．５０ ３２．１

十二烷基磺酸钠 １９．７０ ３４．７

十二烷基硫酸钠 １８．９０ ３１．２

表１续

表面活性剂
CMC

/(mmolL－１)
γcmc

/(mNm－１)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EO＝９) ０．０５ ３１．３

TweenＧ６０ ０．０３ ４２．５
羟基三硅氧烷聚氧

乙烯醚(EO＝７) ０．２０ １９．６

甲氧基三硅氧烷聚氧

乙烯醚(EO＝７) ０．２１ ２０．１

乙酰基三硅氧烷聚氧

乙烯醚(EO＝７) ０．２２ ２２．５

丙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

乙烯醚(EO＝７) ０．１９ ２３．３

２．２　表面活性剂在PE薄膜上的动态接触角分析

工业上ES纤维的亲水整理上液是一个快速过

程,即ES纤维数秒内快速经过亲水剂浴槽,要求亲

水整理剂在 PE上的润湿铺展要足够快.为此,选
择表面活性剂溶液在PE薄膜上的润湿铺展来模拟

ES纤维上的实际过程.图１为不同表面活性剂在

PE膜上接触角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１表明:当浓

度为５g/L时,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在PE膜上的接

触角大小及其下降速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羟基三硅氧

烷聚氧乙烯醚、甲氧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乙酰基

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丙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

醚,并明显优于其它表面活性剂.这与表１中三硅氧

烷聚氧乙烯醚系列具有最佳的降低溶液表面张力的

能力相一致.
磺化琥珀酸二辛酯钠(快 T)具有较好的降低溶

液表面张力的能力,但低于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系

列,即接触角(２５°)高于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系列

(小于１０°)[１８Ｇ１９].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异构

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月桂醇醚琥珀酸单酯二钠３
种表面活性剂的表面张力值依次降低,其铺展的动

态性能相应依次减弱.异构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在

PE上的铺展性能稍好于直链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

酸钠,原因可能与异构醇表面活性剂疏水基的支链

结构具有更强的聚集性能有关[２０].与之类似,十二

烷基硫酸钠、月桂醇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３种

表面活性剂降低溶液表面张力能力由强变弱,与在

PE膜上铺展速度或降低接触角的能力强弱性一致.
综上所述,当表面活性剂具有低表面张力值,有

利于其在PE膜上铺展.可见,某一时间下的接触

角越小,或者达到相同接触角的时间越短,铺展的动

态性能越好.因此,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或快 T表

面活性剂是亲水整理剂的必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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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浓度为５g/L不同表面活性剂

在PE膜上的铺展行为

２．３　表面活性剂结构对多次透水时间的影响

认识单一表面活性剂结构与 ES无纺布亲水效

果间的关系是研制亲水整理剂的基础[２１].表２示

出单一表面活性剂整理后ES无纺布的多次透水时

间.由表２可见,在单组分表面活性剂的浓度４g/L、
烘干温度８０℃和烘干时间１０min时,快 T五次穿

透时间都是最小,多次亲水性最佳.其主要原因可

能是因为快 T分子结构中的双头疏水端与ES纤维

之间有较强范德华力(色散力)所致,不易被水洗

脱[２２].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和异构醇聚氧乙

烯醚硫酸钠的多次亲水性次之,其中后者稍好于前

者,暗示含支链的异构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的疏水

端与ES纤维结合力更强,能赋予ES无纺布更好的

亲水效果.但两者的第３~５次亲水性明显变差,说
明它们的耐洗性较快 T差.十二烷基硫酸钠的多次

亲水效果优于十二烷基磺酸钠.这可能既与其较好

的动态铺展速度有关,也与硫酸基的亲水性低于磺

酸基有关,因为,亲水基的亲水性越差,在 ES纤维

上吸附力越强,耐洗性越好.与月桂醇醚硫酸钠相

比,月桂醇醚琥珀酸单酯二钠盐同时含有聚氧乙烯

醚亲水基、羧酸基和磺酸基亲水基,故更易溶于水,
更易被水冲洗掉,第２~５次亲水效果更差.

平均EO数为７左右的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常

作为扩散剂,用于超疏水固体界面的润湿铺展[２３].
表２可见,４种平均EO数为７的三硅氧烷聚氧乙烯

醚的第一次亲水性较好,但第２~５次穿透时间都不

够好.这主要是因为 EO 数等于７时,其水溶性较

好,导致耐洗性较差.随EO数减小,三硅氧烷聚氧

乙烯醚与 PE界面的作用力增强,动态铺展速度加

快,耐洗性增强,但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的水溶性、
润湿性和亲水性变差;相反,随 EO 数进一步增大,
水溶性增强,耐洗性弱化,动态铺展速度变慢.因

此,综合考虑,选择EO数为７的三硅氧烷聚氧乙烯

醚作为亲水整理剂的扩散成分是恰当的.不同的三

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展示出稍为不同的多次亲水性,其
中丙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因亲水端引入了疏

水基团,亲水Ｇ亲油平衡值减小,多次亲水效果增加.
总之,ES无纺布上表面活性剂的多次亲水性从

强到弱依次为:快 T、异构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脂
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EO
＝７)/月桂醇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月桂醇醚

琥珀酸单酯二钠/十二烷基磺酸钠.

表２　单一表面活性剂整理后ES无纺布的多次透水时间

物质名称 OPU/％
透水时间/s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十二烷基磺酸钠 ０．３７ ７．７０ ４．７６ ７．９９ １０．３５ １０．４５
十二烷基硫酸钠 ０．３８ ２．７７ ２．０２ ７．７２ ６．６８ ７．１３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０．３９ ０．９６ １．９１ ６．４２ ６．９３ ６．４７
异构醇聚氧乙烯硫酸钠 ０．４０ ０．７７ １．６３ ６．９９ ６．９５ ５．４６

月桂醇醚琥珀酸单酯二钠 ０．３８ １．００ ６．９７ ６．６１ ７．０２ ７．４０
磺化琥珀酸二辛酯钠(快 T) ０．４０ ０．７９ １．４６ ４．７２ ４．６６ ５．７１

月桂醇醚硫酸钠 ０．３８ １．８１ ３．８５ ６．７４ ６．３５ ６．８７
羟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０．３９ ０．９６ ２．９１ ５．４２ ５．９３ ６．４７

甲氧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０．４０ １．７７ ３．６３ ６．９９ ６．９５ ５．４６
乙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０．３８ １．９８ ３．８５ ６．７４ ６．３５ ６．８７

丙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０．３８ ０．８１ ２．８５ ４．７４ ５．３５ ６．８７

２．４　亲水整理剂的应用性能分析

基于上述单一表面活性剂的综合性能,配制１１
个整理剂配方,各个配方成分见表３.本文１１个整

理剂配方中,异构十二醇聚氧乙烯醚(EO＝９)磷酸

酯钾盐和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EO＝５)磷酸酯钾

盐等主要作为抗静电性能组分[２４Ｇ２５],以兼顾拉伸梳

理等后道工序的要求;TweenＧ６０疏水链较长,且分

子中含有２０个EO亲水基团,具有比较好的亲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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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又是比较好的乳化剂,有利于亲水整理剂的

制备和稳定,防止整理剂放置过长时间产生分层现

象.设置变量组分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表面活性、界
面铺展和吸附性能等对整理剂应用性能的影响.

表３　整理剂中表面活性剂成分

整理剂号 整理剂中相同组分 整理剂中不同组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A
B
C
D

TweenＧ６０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EO＝９)

４Ｇ甲基Ｇ十三烷醇聚氧乙烯醚(EO＝５)

４Ｇ甲基Ｇ十烷醇聚氧乙烯醚(EO＝５)

异构十二醇聚氧乙烯醚(EO＝９)磷酸酯钾盐

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EO＝５)磷酸酯钾盐

十二烷基硫酸钠

快 T
十二烷基磺酸钠

月桂醇醚硫酸钠

月桂醇醚磺基琥珀酸单酯二钠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异构醇聚氧乙烯硫酸钠

羟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快 T
甲氧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快 T
乙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快 T

丙烯酰基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快 T

　　表４示出各整理剂整理后ES无纺布的多次透

水时间和反湿量.由表４可见,在浓度８g/L、烘干

温度８０℃和烘干时间１０min时,和上油量控制在

０．３６％~０．４２％时,１—７号整理剂的反湿量都小于等

于０．１２g,已能满足尿布包覆材料反湿量小于０．１３g
的要求.２号整理剂的五次穿透时间在１—７号整

理剂中为最小,即模拟尿液能快速穿过 ES无纺布

覆面层而进入吸收层,但第３~５次的穿透时间均超

过５s.整理剂 A、B、C和 D是在整理剂２的基础

上,通过分别加入４种不同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复

配而成.表４可见,引入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可使

整理剂的亲水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保持反湿量稳

定不变(小于等于０．１１g).其中,整理剂D和 A表

现出良好的多次亲水性能,第５次的穿透时间小于

５s,满足一般卫生用品覆面材料３~５s穿透时间的

要求.
表４　多组分表面活性剂整理剂改性后

ES无纺布的多次透水时间和反湿量

整理

剂号
OPU
/％

透水时间/s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反湿量
/g

１ ０．３９ １．５９ ６．５６ ７．２５ ７．９５ ８．３４ ０．１１
２ ０．３８ １．５９ ３．２０ ５．６２ ５．５９ ５．８９ ０．１０
３ ０．３８ １．７７ ７．２４ ８．５７ ９．９３ ８．７３ ０．１１
４ ０．４０ ０．９９ ３．３２ ６．６２ ７．０１ ８．０１ ０．１１
５ ０．３６ １．１０ ３．３５ ７．８０ ６．１７ ８．３３ ０．１０
６ ０．３７ ０．９６ ３．８２ ６．３１ ６．４６ ６．８７ ０．１１
７ ０．３９ ０．９６ ３．５５ ７．３５ ５．７６ ６．１１ ０．１１
A ０．４１ ０．７９ ３．６８ ４．８４ ４．６０ ４．７０ ０．１１
B ０．４２ １．４１ ３．８０ ５．１４ ５．２５ ５．０１ ０．１０
C ０．４２ ０．８９ ３．５６ ５．１２ ５．３１ ５．７８ ０．１１
D ０．４１ ０．９０ ３．０２ ３．２７ ４．４４ ４．９８ ０．１１

　　整理剂 D 和 A 表现出良好的多次亲水性能.
这可能与整理剂中的阴Ｇ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协同作

用有关.例如,整理剂D的第３至第５次透水时间

(表４)明显好于单一的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单一

的快 T(表２)和整理剂２(表４),说明快 T和三硅氧

烷聚氧乙烯醚存在协同作用.从微观过程的定性分

析推测,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协同作用可能是三硅氧

烷聚氧乙烯醚和快 T在ES无纺布界面上的协同吸

附.理由是,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非离子)和快 T
(阴离子)的疏水端体积大,溶液的表面张力明显低

于ES无纺布界面张力,两者(优先于其它表面活性

剂)与ES纤维发生色散作用,在 ES纤维表面形成

吸附层[２６].由于亲水基(SO－
３ 磺酸基)间的排斥作

用,单一快T在ES界面铺展成膜时,相对于快T和

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表面活性剂两组分协同体系而

言,疏水端的间距离要稍大些.或者说,阴Ｇ非离子

两组分表面活性剂的协同作用使疏水基Ｇ疏水基色

散作用增强,其与 ES界面的色散作用也增强[１３].
另一方面,快 T 中阴离子(亲水)基的尺寸较短,容
易被尺寸较长的聚氧乙烯醚所掩盖,表观上降低了

快 T或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的反向解吸附过程,有
利于吸附层表面活性剂的耐水洗性[１８].其次,阴Ｇ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间疏水端的协同作用也会增进胶

束稳定性,有力于尺寸的增大.不仅增加了胶束与

ES界面吸附层亲水基的范德华作用力,也增加了

ES界面(吸附层＋胶束)的亲水性.因此,协同作用

的总结果是表面活性剂胶团不易离开 ES界面,耐
洗次数增加,亲水性保持能力增强[２７].

表５列出经整理剂A、B、C和D整理后ES无纺

布的表面比电阻.结果表明,当整理剂浓度８g/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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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率在０．４１％左右时,四种整理剂整理后 ES无纺

布的比电阻值都在２．９１×１０８ Ωcm 以下,大大低

于工业生产要求的７×１０９Ωcm比电阻值,抗静电

性能已能满足工业生产要求.
表５　整理后ES无纺布的比电阻

整理

剂

上油率
/％

R/Ω
１ ２

R的平均

值/Ω ρ/(Ωcm)

A ０．４１ ２．３４×１０６ ４．８０×１０６ ３．５７×１０６ ２．９１×１０８

B ０．４２ ０．９７×１０６ １．７９×１０６ １．３８×１０６ １．１３×１０８

C ０．４２ １．０４×１０６ ２．３４×１０６ １．６９×１０６ １．４０×１０８

D ０．４１ １．２９×１０６ ３．４５×１０６ ２．３７×１０６ １．９３×１０８

３　结　论

本文从动态接触角、表面张力等视角,探讨多种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协调作用

及其对ES纺粘无纺布的亲水整理效果(液体穿透

时间、反湿量、表面比电阻等)的影响,获得性能较好

的含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表面活性剂的亲水整理

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a)表面活性剂水溶液表面张力和其在PE膜上快

速铺展是实现亲水整理剂在ES无纺布上快速润湿和

多次亲水性的前提.表面活性剂水溶液的平衡表面张

力越低于PE薄膜的界面张力(小于等于３０mN/m),
越有利于其在PE膜上铺展.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

系列和快 T表面活性剂具有高表面活性,其在 PE
薄膜上的铺展性能远优于其它的表面活性剂.

b)阴Ｇ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互配是提高 ES无纺

布亲水整理剂多次透水时间的有效途径.疏水端体

积大、亲水端 EO 数在６~７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如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与疏水端体积大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如磺化琥珀酸二辛酯二钠)的互配能赋予

ES无纺布更好的多次亲水性能.

c)含三硅氧烷聚氧乙烯醚亲水整理剂 D和 A
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其整理后的 ES无纺布第五

次穿透时间小于５s,反湿量小于等于０．１１g,表面

比电阻小于２．９１×１０８ Ωcm,已达到卫生用品覆

面材料的亲水性、反湿量和抗静电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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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philicfinishingofsurfactantofESspunＧbondednonＧwovenfabric
PENGLi,CAILingyun,ZHENGXuming

(DepartmentofChemistry,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ESspunＧbondednonwovenfabrichasthecharacteristicsoffluffiness,softnessandgood
strength,anditisanidealmaterialformakinghighＧgradesanitaryproductcoveringsafterhydrophilic
modification．Inthispaper,inordertogiveESnonwovenfabricsgoodmultiＧtimeshydrophilicity,the
relationshipamongthestructureofthesurfactant,thesurfacetensioninthesolutionandthedynamic
spreadingperformanceonthePEfilmwerestudied．And,theeffectsofsurfacetension,dynamiccontact
angle,andthehydrophobicandhydrophilicgroupstructureofthesurfactantsontheperformanceofthe
finishingagents wereinvestigated．Theformulaofhydrophilicfinishingagentsofsurfactants was
optimized．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rei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valueofsurfacetensionand
thespreadingspeedofthesurfactantsonthePEinterface．Thesmallerthevalueofsurfacetension,the
fasterthe film forming．ES nonＧwoven fabric finished by the surfactant containing trisiloxanes
polyoxyethyleneether ownedthe optimal multiＧtimes hydrophilic performance underthefollowing
conditions:theconcentrationoffinishingagent８g/L,thedryingtemperature８０℃,thedryingtime１０
minandtheoilingamountofES nonＧwovenfabric０．３６％ ~０．４２％．Thecomprehensiveindexof
hydrophilicfinishingagentsafteroptimization(theamountofbackinfiltrationwaslessthan０．１１g,the
fifthpenetrationtimeofESnonＧwovenfabricwaslessthan５s,thesurfacespecificresistancewasless
than２．９１×１０８ Ωcm)basicallymettherequirementsofthecoveringmaterialofhygienicproductssuch
asthepenetrationtime(３~５s),theamountofbackinfiltration(lessthanorequalto０．１３g)andsurface
specificresistance(lessthanorequalto７×１０９ Ωcm)etc．

Keywords:ESnonＧwovenfabric;hydrophilicfinishing;surfacetension;spreadingperformance;

dynamiccontactangle;surfa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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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段型聚醚聚酰胺耐久亲水整理剂的应用研究

缪凯伦a,吴明华a,倪华钢b,白虎彪a

(浙江理工大学,a．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b．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尼龙６６盐、己二酸和聚醚胺为原料,经两步熔融缩聚制备嵌段型聚醚聚酰胺耐久亲水整理剂 EDP,

并将其应用于锦纶织物的亲水整理.研究整理剂 EDP用量、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对织物亲水性和耐水洗性能的影

响,优化整理工艺条件,测定整理后锦纶织物的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当整理剂用量为４０g/L,烘焙温度为１７０℃,

烘焙时间为５０s时可获得最佳整理效果,整理后织物的毛细效应高度为３．４cm,５次水洗后毛效保留率可达８２．
５％.相比于市售的国外锦纶专用亲水整理剂和国内亲水氨基硅油类整理剂,经整理剂 EDP整理的锦纶织物具有更

为优异的亲水性和耐水洗性能.

关键词:聚醚聚酰胺嵌段共聚物;两步法熔融缩聚;锦纶;耐久型亲水整理

中图分类号:TQ３１７．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７Ｇ０５１５Ｇ０６

０　引　言

锦纶织物质地轻盈、柔软且机械性能良好[１],广
泛用作内衣、袜子等贴身面料及登山服、箱包面料等

功能性面料[２].但由于锦纶纤维大分子相对疏水而

引起的吸汗排汗性差、易静电、穿着舒适感差等问

题,严重影响了它的应用发展,因此锦纶纤维及其纺

织品的亲水整理日益受到重视[３].织物后整理技术

因操作简便、成本低,且对纤维织物本身机械性能影

响较少而受到业内推崇[４].目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

亲水整理剂主要有聚醚改性硅油类亲水整理剂、季
铵盐类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和亲水性阴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等[５Ｇ７],但这些整理剂存在亲水效果不佳或耐

水洗性差等问题.因此,开发一种更加有效的耐久

亲水整理剂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所研发的一些锦纶纤维织物亲水

整理剂中,聚酰胺聚醚嵌段共聚物结构的整理剂引

起了工程界的密切关注.此类整理剂的主链中含有

聚酰胺组分和聚醚组分,其中:聚醚组分具有强亲水

性,固着在纤维表面能够赋予纤维亲水性;聚酰胺链

段与锦纶分子相似性强,根据相似相亲原理,在高温

下由于分子链热运动剧烈,容易发生共融共结晶,最
后聚酰胺链段锚固在锦纶纤维上,赋予整理剂良好

的耐水洗性[８].杨涛等[９]以双端羧基丙二醇无规聚

醚、己二胺与己二酸为原料,通过缩聚反应制备聚酰

胺聚醚共聚型整理剂,赋予了织物较好的吸湿性.
张保根[１０]和洪加勇[１１]也先后对聚酰胺聚醚共聚型

亲水整理剂进行了研究,分别采用双端羧基聚乙二

醇和聚醚胺为原料,与己二酸和己二胺反应合成聚

酰胺聚醚共聚型整理剂,其整理织物亲水性均优于

现阶段市售的亲水整理剂,且具有良好的耐水洗性.
然而当前所报道的聚酰胺聚醚共聚物的合成均采用

一步缩聚法,这种聚合方法对共聚物结构的调控性

差,所制的聚酰胺聚醚共聚型整理剂结构重现性不

佳,因而产品性能不稳定[１２].
本文采用二步缩聚反应法制备用于锦纶亲水整

理的嵌段型聚醚聚酰胺整理剂.第一步将尼龙６６盐

和聚醚胺混合,缩聚成聚醚胺封端的聚酰胺,这种方

法可以防止尼龙６６盐因自聚快而自聚成高结晶度的

聚酰胺白色固体;第二步加入适量的己二酸,进行进



一步缩聚,最终制得聚酰胺聚醚嵌段共聚型整理剂.
通过提高整理剂结构的可控性,可提升整理剂的亲水

性、耐洗性能及其稳定性.具体以尼龙６６盐、己二酸

和聚醚胺为原料,亚磷酸为催化剂,经二步法缩聚制

备嵌段型聚醚聚酰胺耐久亲水整理剂EDP,表征其结

构并将其应用于锦纶织物的亲水整理.研究了整理

工艺(整理剂EDP用量、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对整

理织物亲水性和耐洗性的影响,优化了工艺条件,测
定了整理织物的毛细高度和耐水洗性能,并与市场上

常用锦纶亲水整理剂的整理效果进行了比较.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主要材料与仪器

织物:锦纶细旦织物(经纬向密度为１０００×７００
根/１０cm,布重为５６g/m２).

实验试剂:己二酸和亚磷酸(均为分析纯,麦克

林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聚醚胺 ED６００(工业级,亨

斯曼化工有限公司);尼龙 ６６ 盐(自制);整理剂

PRS(工业级,国外公司产品);改性硅油亲水整理剂

(工业级,国内公司产品).
实验仪器:VERTEX７０型红外光谱仪(德国

Bruker公司);AVANCE AV４００MHz型核磁共振

光谱仪(瑞士Bruker公司);PYRIS１型热重分析仪

(美国PerkinElmer公司).

１．２　嵌段型聚醚聚酰胺整理剂EDP的制备

通过二步缩聚反应法制备聚醚聚酰胺嵌段共聚

型整理剂 EDP.第一步为聚醚胺封端的聚酰胺预

聚物的合成,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在装有机械搅

拌器、N２ 保护和温度计的四口烧瓶中投入０．１０mol
的聚醚胺,将温度升至２１０℃后加入１．０wt％的亚

磷酸并保温一段时间,再以多批次、少批量投入的方

式往四口烧瓶投入０．０８mol尼龙６６盐,待投料结

束后将体系升温至２３０℃保温反应３h.待反应结

束后,可得聚醚胺封端的聚酰胺预聚物.

图１　预聚物的合成路线

　　得到聚酰胺预聚物后,进行第二步缩聚反应,

EDP的合成路线如图２所示.向已制备有聚酰胺

预聚物的四口烧瓶中加入０．１０mol己二酸,并补加

０．５wt％亚磷酸,升温至２４０℃下反应３小时.然后

降温至２２０℃开始抽真空(真空度为－０．０５kPa),期
间将温度缓慢升至２４０℃保温反应１h,卸真空并关

闭真空系统,降温至１７０℃后出料.

图２　整理剂EDP的合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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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整理剂EDP的表征

１．３．１　红外谱图分析

采用 VERTEX７０ 型 红 外 光 谱 仪 对 整 理 剂

EDP进行测试,测试范围为４００~４０００cm－１,分辨

率为４cm－１,扫描次数为３２次.

１．３．２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

采用 AVANCEAV４００MHz型核磁共振光谱

仪对整理剂 EDP 进行测试,溶剂采用氘代氯仿

(CDCl３),标准物质选用四甲基硅烷(TMS).

１．３．３　热重分析

采用PYRIS１型热重分析仪对整理剂EDP的

热稳定性进行测试,测试范围为０~５００℃,升温速

率为３０℃/min.

１．４　整理剂EDP的整理工艺

浸轧整理液(一浸两轧,轧车压力０．３MPa)→烘

干(８０℃,５min)→焙烘(１５０~１９０℃,３０~７０s).

１．４．１　整理织物的毛细效应测试

根据标准FZ/T０１０７１—２００８«纺织品　毛细效

应实验方法»,测试整理后织物的亲水性.

１．４．２　耐水洗性能测试

根据标准 AATCC１３５测试方法,测试未水洗

和水洗５次后整理织物的毛细效应,计算毛效保留

率,通过其保留率来判定整理织物的耐水洗性.毛

效保留率计算公式为:

X/％＝H
h ×１００ (１)

其中:X 为毛效保留率;H 为未经水洗的整理织物

的毛效高度,cm;h为经过５次水洗后整理织物的毛

效高度,cm.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整理剂EDP的表征

２．１．１　红外光谱分析

图３为整理剂 EDP、聚醚胺和尼龙６６盐的红

外光谱图.在图３光谱线a和b中,１０９１cm－１和

１２５２cm－１ 处 的 峰 为 聚 醚 链 段 中 CH２—O—CH２

和—CH２CH２—的吸 收 振 动 峰[１３],２９６９cm－１ 和

１３５１cm－１处的峰为聚醚链段中—CH２—的吸收振

动峰,由此表明整理剂 EDP中存在聚醚链段的结

构,并且由于图３光谱线 b中９９１cm－１处端伯胺

― NH２特有的吸收振动峰在a中完全消失,表明聚

醚胺ED６００已完全参与缩合反应.对比谱线a和c
可知,c中因己二胺与极性较强的二元羧酸形成缔

和分子而产生的１６６６cm－１处的强吸收峰在a中消

失,说明６６盐已完全参加缩合反应[１４].此外,在a
中１７０２、３２６５、１４５８cm－１和８１０cm－１处出现了新的

吸收峰,其分别归属于酰胺键中羰基(C＝O)的吸收

振动峰和仲胺(N—H)的拉伸振动峰、变角振动峰

及弯曲振动峰[１５Ｇ１７],表明聚醚胺和６６盐已完全参加

反应,并通过酰胺键连接形成聚酰胺聚醚共聚物.

a．整理剂EDP;b．聚醚胺;c．尼龙６６盐

图３　各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２．１．２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

图４为制备所得整理剂 EDP 的１H NMR 谱

图,其中j(δH:３．５７)、h(δH:２．２７)、b(δH:１．０９)和

i(δH:３．３９)分别为聚醚段聚氧丙烷中的亚甲基、次
甲基、甲基和聚氧乙烷中的亚甲基的质子吸收峰,

a(δH:１．００)、d(δH:１．３６)、e(δH:１．５９)、c(δH:１．２３)和

f(δH:１．８４)分别归属于聚酰胺链段中亚甲基的质子

吸收峰[１１Ｇ１２].综上所述,可表明整理剂 EDP中含

有聚酰胺和聚醚两种结构.根据红外谱图分析和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可表明所制的整理剂 EDP为

聚酰胺聚醚嵌段共聚物,符合预先设计的结构.

图４　整理剂EDP的核磁氢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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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热重分析

实验进一步对整理剂 EDP的热稳定性进行了

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５可看出,当温度处于

２３８℃以下时,整理剂 EDP几乎没有重量损失,而
当温度在大于２３８℃,整理剂 EDP开始分解,并加

剧.由于锦纶织物整理过程中,烘焙温度一般在

１５０~１９０℃之间,故整理剂 EDP热稳定性能满足

锦纶织物后整理热定形的要求.

图５　整理剂EDP的热重分析图

２．２　整理剂EDP整理工艺优化

锦纶织物的亲水性性能通过毛细效应高度来表

示,织物的毛效高度越大,表明其亲水性能越好.织

物整理的耐水洗性能通过测试经过５次水洗后织物

的毛效保留率来表示,亲水性能保留率越大,表明锦

纶织物的耐水洗性能越好[１８].本文以该嵌段型聚

醚聚酰胺整理剂EDP对锦纶织物进行浸轧整理,分
析整理剂用量、烘焙温度和烘培时间对整理织物亲

水性和耐水洗性能的影响.

２．２．１　整理剂用量

采用不同浓度的整理剂工作液,以浸轧整理工

艺整理锦纶织物,８０℃烘干,１７０℃烘焙５０s,测定

水洗前后织物的毛效高度,计算毛效保留率,研究整

理剂用量对水洗前后整理织物的亲水性和耐水洗性

的影响,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整理剂用量对整理织物水洗前后毛效及耐水洗性的影响

由图６可知,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加,整理织物

的毛效高度逐渐增加;当整理剂用量为４０g/L时,
整理织物毛效最大值(３．４cm);继续增加整理剂用

量,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几乎不变.经５次水洗后,
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有所下降;不同用量整理剂

EDP整理的锦纶织物的毛效保留率始终保持同一

水平,即整理剂用量对耐水洗性影响较小.这是因

为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加,吸附到纤维上的整理剂

增多,在整理织物表面形成一层聚醚亲水膜越来越

完整,因此,整理织物亲水性逐渐提升[１９];但是当用

量达到４０g/L,整理织物在纤维表面吸附趋于饱

和,故整理织物亲水性不再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整

理剂耐水洗性与整理剂聚酰胺结构有关,同一种整

理剂,其聚酰胺结构相同,与聚酰胺纤维在相同烘焙

温度和时间下与锦纶纤维共熔共结晶程度相同,因
此整理剂的耐水洗性相同.综上所述,整理剂 EDP
的用量以４０g/L为宜.

２．２．２　烘焙温度

确定整理剂EDP用量４０g/L,烘焙时间５０s,
采用不同烘焙温度对锦纶织物进行整理.研究焙烘

温度对水洗前后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和整理效果耐

水洗性的影响,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烘焙温度对整理织物水洗前后

毛效及耐水洗性的影响

由图７可知,当烘焙温度在１５０~１７０℃时,未经

水洗的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基本相同,为３．４cm;当
烘焙温度高于１７０℃时,水洗前整理织物的毛效随

温度的增加而降低.经５次水洗后,当温度低于

１７０℃时,毛效保留率明显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当温度高于１７０℃时,毛效保留率随温度的增加而

降低.这是因为整理剂 EDP中的聚酰胺链段是通

过分子热运动,与锦纶纤维分子链相容相互吸引并

缠结,降温后锚固在纤维内,从而增加耐水洗性.故

当烘焙温度低于１７０℃时,EDP和纤维大分子链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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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运动困难,EDP难以锚固在纤维上,耐水洗性因

而变差.温度升高,EDP和纤维大分子链扩散运动

加快,在规定的时间内EDP锚固在纤维上的整理剂

越多,因此,整理剂耐水洗性变好;当烘焙温度高于

１７０℃时,继续升高焙烘温度,EDP中的聚醚胺链段

发生热氧化裂解现象越趋严重,导致整理效果亲水

性变差,此外由于聚醚链段热断裂引起整理剂的变

性,容易被洗去,导致整理织物的耐水洗性下降的现

象.综上所述,整理剂EDP的烘焙温度选择１７０℃
为宜.

２．２．３　烘焙时间

确定整理剂EDP用量为４０g/L,烘焙温度１７０℃,
采用不同烘焙时间对锦纶织物进行整理.研究焙烘

时间对水洗前后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和整理效果耐

水洗性的影响,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　烘焙时间对整理织物水洗前后

毛效及耐水洗性的影响

由图８可知,当烘焙时间低于５０s时,未经水

洗的整理织物的毛效高度基本一致,为３．４cm;当
烘焙时间长于５０s时,毛效高度开始随烘焙时间的

延长而下降.经５次水洗后,当烘焙时间小于５０s
时,毛效保留率随着烘焙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当

烘焙时间长于５０s时,毛效保留率随着时间的延

长而下降.这是因为当烘焙时间过短时,整理剂

中的聚酰胺链段不能及时运动到纤维内部与纤维

分子缠结,导致无法锚固先纤维上,耐水洗性差;
随着烘焙时间延长,整理剂中的聚酰胺链段与纤

维分子缠结增多,锚固在纤维上的整理剂增多,整
理织物耐水洗性变好.但若烘焙时间过久,纤维

表面聚醚嵌段容易发生热氧化裂解现象,导致亲

水性和耐水洗性变差.因此,整理剂 EDP的烘焙

时间以５０s为宜.
综上所述,整理剂EDP的优化整理工艺为整理

剂用量４０g/L,烘焙温度１７０℃,烘焙时间５０s.

２．２．４　整理剂EDP应用性能评估

采用浸轧工艺整理锦纶织物,通过测试整理织

物的毛细效应和耐水洗性能,分别与整理剂EDP和

市场两种亲水整理剂进行对比,评估整理剂EDP的

应用性能,测试结果如表１.
表１　整理剂EDP与市售同类产品的对比测试结果

样品
毛细高度/cm

０次水洗 ５次水洗

毛效保

留率/％
未整理 ０．５ － －
PRS ３．２ ２．１ ６５．６

亲水氨基硅油 １．８ １ ５５．６
EDP ３．４ ２．８ ８２．４

　　 由表 １ 可知,相比于未整理的锦纶织物,经

EDP亲水整理后的锦纶织物的亲水性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且具有一定的耐水洗性.此外,经 EDP整

理的锦纶织物的毛细高度明显高于国内亲水氨基硅

油整理的织物,并略高于国外亲水整理剂整理的织

物.同时,经EDP整理的锦纶织物的耐水洗性明显

好于另外两种整理剂整理的织物.这是因为 EDP
中引入了高亲水性的聚醚链段,提升了整理织物的

亲水性能;而EDP中聚酰胺链段在整理焙烘过程中

与锦纶纤维共融共结晶,锚固在纤维内部,赋予整理

剂良好的耐水洗性.综上所述,所制嵌段聚酰胺聚

醚共聚型整理剂EDP具有较好的亲水和耐洗性,能
有效改善目前市场上锦纶织物亲水整理剂品种少、
整理效果不佳的问题.

３　结　论

以尼龙６６盐、己二酸和聚醚胺为原料,以亚磷

酸为催化剂,通过两步法熔融缩聚成功制备了嵌段

聚醚聚酰胺整理剂 EDP.所制嵌段聚酰胺聚醚共

聚型整理剂整理锦纶织物的整理优化工艺条件为:
整理剂用量４０g/L,焙烘温度１７０℃,焙烘时间５０s.
整理织物的毛细效应高度为３．４cm,５次水洗后毛

效保留率可达８２．５％,明显优于市售的国外锦纶专

用亲水整理剂和国内亲水氨基硅油类整理剂.

参考文献:
[１]严琰．对酸性染料染锦纶色牢度的研究[D]．上海:东华

大学,２０１０:１Ｇ３．
[２]封其都．锦纶的前沿技术与最新应用[J]．合成纤维,

２０１３,４２(９):１Ｇ６．
[３]代欣欣．基于SiO２/TiO２ 复合水溶胶的锦纶织物超亲水

抗静电整理[D]．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１３:１３Ｇ１５．
[４]乐德忠．功能性后整理技术在运动面料产品开发与生产

９１５第４期 缪凯伦等:嵌段型聚醚聚酰胺耐久亲水整理剂的应用研究



上的应用[J]．纺织导报,２０１７(３):３５Ｇ３６．
[５]孙长江,赵洁．季铵化聚醚改性聚硅氧烷的应用性能研

究[J]．有机硅材料,２０１７,３１(４):２４８Ｇ２５１．
[６]董威,吴明华,陈金辉,等．新型聚酯聚醚共聚型亲水整

理剂的合成及其性能[J]．纺织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０):７３Ｇ
７８．

[７]王燕,王吉星．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及在柔软剂中的应用

[J]．日用化学品科学,２００７(１２):１９Ｇ２３．
[８]赵甘林,杨涛,蒲泽佳,等．锦纶用交联型吸湿排汗整理

剂的合成及应用[J]．印染助剂,２０１６,３３(７):２６Ｇ３０,４０．
[９]杨涛,董雯风,杨奇琴．锦纶用吸湿排汗整理剂的合成及

应用[J]．丝绸,２０１４,５１(１２):５Ｇ１０．
[１０]张保根,吴明华,程金放．新型聚酰胺纤维亲水整理剂

PPAG合成及其应用研究[J]．印染助剂,２０１２,２９(６):

１４Ｇ１７．
[１１]洪加勇,吴明华,缪凯伦．锦纶耐久抗静电剂 PED的应

用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５):６６３Ｇ６６７．
[１２]HaoY,Chen M,Zhao J,et al．Synthesis and

propertiesofpolyesteramideshavingshortnylonＧ６１０
segmentsinthemainchainsthroughpolycondensation
andchain extension[J]．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Research,２０１３,５２(１９):６４１０Ｇ６４２１．

[１３]董威,吴明华,陈金辉．新型聚酯聚醚共聚型亲水整理

剂的合成及其性能[J]．纺织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０):７３Ｇ７８．
[１４]曾鹏．共聚改性半芳香尼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D]．齐

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２０１５:２１Ｇ２２．
[１５]LiP,YangR,ZhengY,etal．Effectofpolyether

aminecanopystructureoncarbondioxideuptakeof
solventＧfreenanofluids based on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J]．Carbon,２０１５,９５:４０８Ｇ４１８．

[１６]NigizFU,VeliS,HilmiogluND．Deeppurification
ofseawater using a novelzeolite ３A incorporated

polyetherＧblockＧamide composite membrane [J]．
SeparationandPurificationTechnology,２０１７,１８８(１):

９０Ｇ９７．
[１７]MckeenL W．EffectofTemperatureandotherFactors

onPlasticsand Elastomers (Second Edition)[M]．
Norwich:WilliamAndrewPublishing,２０１４:１１７Ｇ１３７．

[１８]YenMS,HuangCN,HongPD．Aqueousreactive

polyurethaneprepolymer with poly(ethyleneoxide)

monomethylether side chains for the hydrophilic
finishingofpoly(ethyleneterephthalate)fabrics[J]．
Journalof Applied PolymerScience,２０１０,１０５(４):

１９４７Ｇ１９５７．
[１９]朱日见瑶,杨百勤．碳氟链与碳氢链表面活性剂在固液界

面上的吸附[J]．物理化学学报,１９９５,１１(１):１５Ｇ１９．

StudyonapplicationofpolyamideＧbＧpolyethercopolymer
fornylonsdurablehydrophilicfinishing

MIAOKailuna,WUMinghuaa,NIHuagangb,BAIHubiaoa

(a．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b．SchoolofSciences,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polyamideＧbＧpolyethercopolymerfornylonhydrophilicfinishingwassynthesizedwith
meltＧpolycondensationbyusingnylon６６salt,adipicacidandpolyetheramineasrawmaterials,anditwas
appliedfornylonhydrophilicfinishing．TheinfluencesoffinishingfactorssuchasdosageofEDP,curing
temperatureandtimeonthehydrophiliaandwashingdurabilitywerestudied．Theconditionsoffinishing
processwereoptimizedandtheperformancesoffinishedfabricsweremeasured．Theresultsshowthatthe
optimalconditionsoffinishingprocessaregainedunderthefollowingconditions:dosageoffinishingagent
４０g/L,thecuringtemperature１７０℃andtime５０srespectively．Thecapillaryeffectheightoffinished
fabricswas３．４cm,andcapillaryeffectretentionratecouldreach８２．５％ afterwashingfor５times．
Comparedwiththefabricsfinishedbyothercommercialfinishingagents,EDPＧfinishedfabricsshowbetter
hydrophilicpropertiesanddurability．

Keywords:polyamideＧbＧpolyether;twoＧsteppolycondensation;nylon;durablehydrophilicfin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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