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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环糊精与 PELA包结物的制备与表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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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单甲氧基聚乙二醇 (MPEG)、辛酸亚锡及 L 2丙交酯为原料 ,合成聚 (乙二醇 2L 2
乳酸 )二嵌段共聚物 ( PELA) ,制备了 PELA与α2环糊精的包结物. 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差

示扫描量热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和核磁共振氢谱等方法对产物的结构和性能进行了表

征. 结果表明 : PELA分子链被包结在α2CD分子形成的管道中 ,α2环糊精分子管道并排紧

密排列 ,形成六方晶系的晶体 ;在包结物中 PELA链活动被限制 ,无结晶和熔融现象 ;包结

物中的α2环糊精与聚乙二醇嵌段重复单元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4. 7. 以上结果说明 PELA

与α2环糊精能够形成包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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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乳酸 ( PLA )与聚乙二醇 ( PEG)形成的各类嵌

段共聚物生物相容性好 ,具有可调的亲水性和可降

解性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用领域 [ 1 ] . 尤其是

水溶性的 PLA /PEG嵌段共聚物 ,利用其在水中自

组装的性质 ,可制备纳米载药系统和可注射水凝

胶 [ 1 ]
. 但是 PLA与 PEG的分子链均缺少反应性侧

基 ,难以用化学手段对其进行功能化改性 ,限制了其

在活性生物材料中的应用.

近年来 ,环糊精 (CD)与各种高分子自组装形成

的串珠形包结物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2 ]
.

这种包结物是由一条线形分子链穿过多个大环分

子 ,通过非共价键形成的稳定体系 ,因此又称为“多

聚轮烷 ”. 研究发现 ,环糊精与高分子形成包结物之

后 ,高分子链被包含在环糊精分子形成的管道中 ,呈

伸直链的构象 ;通过各种方法去除包结物中的环糊

精后 ,高分子链以伸直链构象堆积的状态能够保持 ,

并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 ;原本相容性较差的两种高

聚物 ,经过类似的包结 -洗脱处理后 ,可以得到分子

级的共混物 [ 3 ]
;经过各种功能化改性的环糊精衍生

物与高分子形成包结物 , 能够得到各种智能材

料 [ 426 ]
. 因此有望通过环糊精包结的方法对 PLA /

PEG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行为进行调节 ,得到功能

化的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Choi报道了聚 (L 2乳酸 2乙
二醇 2L 2乳酸 )三嵌段共聚物与α2环糊精 (α2CD )形

成的包结物. 由于其共聚物不溶于水 ,该包结物必须

在有机 /水溶剂体系中制备 [ 7 ] ,因而也带来了有机

溶剂回收等环保问题. 文中采用水为溶剂 ,首次制备

了水溶性的聚 (乙二醇 2L 2乳酸 ) 二嵌段共聚物

( PELA )与 α2CD 的包结物 ,并对其结构进行了表

征 ,为拓展该类包结物在生物医用领域的应用提供

了理论参考.

1　实验

111　材料和试剂
α2环糊精 , 98% ,上海西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L 2乳酸 , 88% ,深圳市光华伟业实业有限公司 ;辛酸

亚锡 ( Sn (Oct) 2 ) ,亚锡含量 2615% ～2715% ,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单甲氧基聚乙二醇 (MPEG) ,



标称双羟基聚合物杂质含量为 2% ,经凝胶渗透色

谱测定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7 036,重均相对分子质

量为 7 459, Sigma2A ldrich公司下属 Fluka公司. 其他

试剂均为市售 ,分析纯.

112　L 2丙交酯的制备与精制
在反应瓶中加入 150 mL L 2乳酸 ,于绝对压强

70 Pa下 ,从室温缓慢加热脱水 ,在 130 ℃下继续反

应 2 h. 然后迅速升至 180 ℃,此时 L 2丙交酯产物蒸

气大量生成 ,通过冰浴收集. 产物经抽滤分离 ,并用

蒸馏水洗涤 3次 ,于 50 ℃真空下烘干. 粗产物质量

为 37～40 g,产率 28% ～30%. 在乙酸乙酯中重结晶

两次 ,再经升华纯化后置于真空保干器中备用.

113　PELA的合成
在反应瓶中投入转子及 3 gMPEG,在 50℃真空

下干燥 30m in后再加入 1mL Sn (Oct) 2 的甲苯溶液

(含量为 0102 g/mL) ,在 90℃下反应 15m in后 ,降至

室温. 加入 1 g L 2丙交酯 ,在 50℃下真空干燥 30m in,

然后充入氮气 ,温度升至 120℃,反应 10 h. 将反应瓶

置于冷水浴中停止反应 ,反应产物经三氯甲烷溶解 ,

石油醚再沉淀 , - 10 ℃下静置 3 h,收集沉淀产物 ,水

洗过滤. 蒸发除去滤液水分 ,再于 50 ℃下真空干燥

24 h. 称重得最终产物质量为 315 g,产率 88%.

114　PELA与α2CD包结物的制备
在试管中加入 PELA 1215mg、α2CD 01125 g及

蒸馏水 215mL,在 60℃水浴中搅拌 30m in使其充分

溶解 ,再于 4 ℃下静置 24 h,得到白色的沉淀. 通过

离心分离 ,并用蒸馏水充分洗掉未反应的 PELA和
α2CD. 产物在 50 ℃下真空干燥 24 h,备用.

115　仪器及测定方法
11511　红外光谱分析

德国 B ruker Vector 33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

400～4 000 cm
- 1范围 , KB r粉末压片.

11512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德国 NETZSCH DSC204C热分析仪 ,样品 5～

15mg,氮气气氛 ,气体流速 20 mL /m in. 扫描升温速

率 10 K/m in. 所有样品均经升温消除热历史.

11513　X射线衍射分析

日本 R igaku D /max21200X衍射仪 , Cu靶 ,波长

= 01154 06 nm,扫描范围 3°～75°. 样品为纯化后的

干燥粉末.

11514　核磁共振氢谱

美国 B rucker AV 300型核磁共振仪 , PELA 样

品以氘代氯仿 (CDCl3 ,δ= 7125)为溶剂 ,包结物样

品以氘代二甲基亚砜 (DMSO2d6 ,δ= 2152)为溶剂.

所有样品均以 TMS为内标 ,在 300MHz下测定.

11515　凝胶渗透色谱

美国 W aters 2401,流动相为四氢呋喃 ,采用聚

苯乙烯标样的标准曲线校正.

2　结果与讨论

211　PELA共聚物的制备
PEG与 PLA的嵌段共聚物 ,可采用不同的催化

剂 ,通过不同的聚合机理进行制备. 其中 ,在 PEG的

端羟基处进行 Sn (Oct) 2 催化的丙交酯开环聚合 ,由

于其反应速度快 ,不产生缩聚的低分子产物 ,易于控

制产物的嵌段组成 ,同时 Sn (Oct) 2 毒性较小 ,已被

美国 FDA批准使用 ,因此是应用最广泛的制备方

法.研究表明 Sn (Oct) 2 催化的丙交酯开环聚合机理

是 : Sn (Oct) 2 与醇类的羟基形成烷氧基金属化合物

作为引发体系 ,丙交酯依次开环插入引发体系的活

性中心进行增长 ,具有一定的配位聚合的特点. 研究

还表明 ,引发体系形成的快慢与所使用的醇类结构

有关 [ 8 ] . PEG的端羟基引发共聚合较慢 ,水分和低

分子的醇类杂质引发均聚则较快 ,因此共聚反应易

产生均聚乳酸副产物. 实验中采用单甲 MPEG,该分

子链一端的羟基被转换成甲氧基 ,失去引发活性 ;剩

下的另一端引发聚合. 同时 ,为减少均聚乳酸副产物

的产生 ,首先将 MPEG和 L 2丙交酯进行充分干燥及

纯化 ,其次采用两步加料 ,先使 MPEG与 Sn (Oct) 2

充份反应形成引发体系 ,再加入 L 2丙交酯进行聚

合 ,最后将产物溶于水中过滤 ,除去可能存在的均聚

乳酸. PELA的具体合成反应条件见 113节. 制得的

PELA核磁共振氢谱如图 1所示.

图 1　PELA的核磁共振氢谱

Fig. 1　1 HNMR spectrum of PELA

　　由图 1可见 , PELA 的化学位移分别为 5119、

3166和 1160,与文献报道一致 [ 9 ]
. 由聚乙二醇亚甲

基氢 ( a峰 )与聚乳酸甲基氢 ( b峰 )的峰面积比 ,可

以算出共聚物中 PEG嵌段与 PLLA嵌段的质量比为

3181∶1,略高于共聚合的投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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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ELA与α2CD包结物 ( IC)的结构
不同分子量的 PEG均能与α2CD在水中通过自

组装形成包结物 ,根据所采用的 PEG分子量的不

同 ,其产物为白色沉淀或白色凝胶 [ 2, 9 ]
. 实验中 ,

PELA与α2CD在冷却静置的条件下从均一的溶液

转变成了白色沉淀 ,经离心分离和蒸馏水洗涤后得

到白色不溶固体 ,与 PEG和α2CD的包结物的性状

相似.

21211　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PELA、α2CD和 IC的红外光谱如图 2所示. 由

图可知 ,在 IC的红外光谱中 ,既出现了 α2CD 在

3 300～3 500 cm
- 1处的 O H伸缩振动峰 ,又出现了

PELA在 1 735 cm
- 1处的 C O伸缩振动峰 [ 10 ]

. IC谱

中的其他波数的吸收峰也是 PELA和α2CD谱的叠

加. 这说明在 IC中 ,同时包含了 PELA和α2CD两种

成分. 由于产物已经用蒸馏水反复萃取洗涤 ,因此红

外光谱表明在 IC中 PELA和α2CD形成了稳定的包

结结构.

图 2　各试样的红外光谱图

Fig. 2　 Infrared spectra of samp les

21212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结果

PELA、PELA与α2CD混合物以及 IC的 DSC曲

线如图 3所示. 由 PELA的 DSC曲线可知 , PELA共

聚物在 52℃处熔融产生吸热峰 ,熔融热为 11216 J /g.

这是共聚物中的 MPEG嵌段的熔融现象. PELA与

α2CD混合物的 DSC曲线仍在 52 ℃处出现吸热峰 ,

熔融热为 5017 J /g,说明 PELA与α2CD简单混合并

不会消除 PELA共聚物的热行为. 而在 IC的 DSC曲

线中 ,却看不到吸热或放热峰的存在. 红外光谱测试

已表明 IC产物中含有 PELA共聚物. 因此该 DSC测

试结果表明 ,在 IC中 PELA分子链的运动被α2CD

的空腔所限制 ,呈伸直链的构象 ,因而难以显示出结

晶和熔融行为. 类似的现象也在环糊精与其他高分

子包结物的研究中报道过 [ 11 ]
. 因此 PELA 和 α2CD

形成了包结物的推断从 DSC分析结果也得到支持.

图 3　各样品的 DSC曲线

Fig. 3　DSC curves of samp les

21213　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α2CD和 IC的 XRD图谱如图 4所示. 从 IC的

XRD谱中可明显辨认出 2θ= 5130°, 7141°, 12180°,

19167°和 22141°处的衍射峰 ,各主要衍射峰的归属

与晶面参数见表 1. 其结果与以往的α2CD和其他

高分子形成包结物的研究报道基本吻合 [ 2 ] ,说明

不同高分子与α2CD形成的 IC具有基本相同的晶

体结构 .

图 4　各样品的 XRD图谱

Fig. 4　XRD patterns of samp les

表 1　各主要峰的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main diffraction peaks

2θ/ (°) d / nm hkl

5. 30 1. 667 001

7. 41 1. 193 100

12. 80 0. 691 110

19. 67 0. 451 210

22. 41 0. 396 300

　　计算 (100)面、( 110)面和 ( 300)面的 sin2θ值

之比约为 1∶3∶9,说明在晶体中存在着六方对称性

排列 . 由 XRD 谱计算所得的各晶面间距值均与

α2CD分子的尺寸参数有确定的关系 :晶面间距 d001

(11667 nm)约等于α2CD分子的高度 (0175 nm)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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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晶面间距 d210 (01451 nm)约等于α2CD分子空腔

的内径 ( 0145 nm ). 因此推断 IC的晶体结构如图

5 ( a)所示 :α2CD分子以头对头的方式堆砌成平行

的分子管道 ,并以六方对称性紧密排列. PELA共聚

物分子链包结在α2CD形成的分子管道内 ,呈伸直

链构象 (如图 5 ( b) ). IC的这种晶体结构称为隧道

型 ,而纯α2CD晶体结构则为笼型 ,二者有明显的

区别 .

图 5　 IC的晶体结构示意图

Fig. 5　Scheme of the crystalline structure of IC

2. 214　核磁共振氢谱结果

IC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 6所示. 其中α2CD组

分的峰位归属为 δ5154、δ5146、δ4181、δ4149、δ3179、δ3166、

δ3162、δ3140、δ3129 ,与文献报道一致 [ 2 ]
; PELA组分的峰

位归属为δ3152、δ5123、δ1150 ,与纯 PELA结果相近. 说明

α2CD与 PELA已形成了包结物.

图 6　 IC的核磁共振氢谱

Fig. 6　1 HNMR spectrum of IC

　　据文献报道 , 2个 PEG结构单元的长度与 1个

α2CD分子空腔的深度相近 ,不管投料比多少 ,α2CD

与 PEG形成的包结物中 ,α2CD与 PEG结构单元的

物质的量之比总是 1∶2
[ 2 ]

. 根据图 5计算 α2CD 的

δ4. 81与 PELA的δ3. 52两峰积分值之比 ,可知在本实验

制得的 IC中 ,α2CD与 PEG结构单元的物质的量之

比为 1∶417,低于文献报道的结果. 由于 α2CD 与

PELA形成包结物的过程是一个可逆过程 [ 3 ]
,一部

分α2CD可能在产物的洗涤过程中从 IC中脱离损

失 ,或者由于 PELA与 PEG性质的不同而导致结果

的差异. 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3　结论

合成了 PELA二嵌段共聚物 ,将其与α2CD形成

了包结物 IC,并对产物结构进行了表征. 结果表明 :

PELA分子链被包结在 α2CD 分子形成的管道中 ,

α2CD管道以六方对称方式紧密排列组成六方晶系

的晶体. 在 IC中 PELA链活动被限制 ,无结晶和熔

融现象. IC中的α2CD与聚乙二醇嵌段结构单元的

物质的量之比为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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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 ization of Inclusion
Complex ofα2Cyclodextr in and PELA

Zhao Yao2m ing　Sun W ei2x iang

( School of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Poly [ ethylene glycol2b2(L 2lactide) ] ( PELA ) was synthesized, with monomethoxypolyethylene glycol

(MPEG) , stannous octoate and L 2lactide as the materials. The p roduct then reacted withα2cyclodextrin to form an

inclusion comp lex. Moreover, the structure and p roperties of the comp lex were characterized by infrared spectrosco2
py ( IR) ,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 X2ray diffractometry (XRD ) and 1H nuclear magnetic reso2
nance (1

H NMR ) spectroscopy. It is shown that PELA polymer chains are included inside the molecular tube

formed by multip leα2cyclodextrin molecules aligning into close2packed hexagonal crystalline structures, that there

is no crystallization and melting behaviors in the comp lex because the chain motion of PELA is confined byα2cyclo2
dextrin molecules, and that the molar ratio ofα2cyclodextrin to the repeating unit of polyethylene glycol block in the

inclusion comp lex is 1∶417. In conclusion, PELA is capable of form ing inclusion comp lex withα2cyclodextrin.

Key words: polylactic acid; polyethylene glycol; α2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 lex; poly[ ethylene glycol2b2(L 2
lact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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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lame Retardancy of Intumescent Halogen2Free
Flame2Retardant Polypropylene Using Cone Calor imeter

L iu Fang　Sun L ing　L uo Yuan2fang　J ia D e2m in

( School of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tumescent halogen2free flame2retardant polyp ropylene was p repar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in2si2
tu reaction compatibility method and the direct adding method, and the flame retardancy of the p roduct was then e2
valuated using a cone calorime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umescent halogen2free flame2retardant polyp ropylene

is of excellent flame retardancy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p reparation methods, and that, as compared with the direct

adding method, the in2situ reaction compatibility method may result in more excellent flame retardancy of the flame2
retardant polyp ropylene, namely the ignition time lasts from 23 s to 27 s, the maximum heat2releasing rate decreases

from 298 kW /m
2

to 249 kW /m
2

, the average heat2releasing rate decreases from 12514 kW /m
2

to 8615 kW /m
2

, the

total heat release decreases from 14816MJ /m2 to 12415MJ /m2 , the total smoke release decreases from 372m2 /m2

to 266m
2

/m
2

, and the combustion residue increases from 2715% to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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