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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化四 (4一三甲肢苯基)吟琳铁(111)配合物的
聚合及其轴向配位的研究
曾添贤给

黄锦汪

陈特强

计亮年"

(中山大学化学系 p 广州、1)

本文通过元素分析、磁化率、红外光谱、紫外可见光谱进一步确定了忍~也凹 (ι三甲胶苯基)口!‘琳
铁 (III) 配合物的组成和结构. pH 滴定曲线证明它在不同 pH 水溶液中存在单体和二聚体平衡.
通过 pH 光度法求出在垣定离子强度下 (μ=O.lFNaNOa ) 聚合物的聚合度、聚合平衡常数及其热

力学参数.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该二聚体与生物轴向配体〈咪I坠、 1 甲基咪哇、 L一组氨酸及 E比览)反

应平衡常数及热力学参数，其配位能力大小顺序为:咪哇 >1-甲基眯哇 >L 组氨酸〉口比庭.还求出
上述反应在水-二氧六届混合溶剂中的平衡常数，得出 19K 与 1/8 呈线性关系 (8 为介电常数)，并对
热力学参数进行了讨论.

生物体内的血红蛋白、细胞色素、过氧化氢酶及辣根过氧化物酶中 p 都是含有铁叶琳的金
属蛋白，它们的生物功能差别很大.血红蛋白起输氧作用 p 细胞色素却起传递电子作用，其差
异原因之一是轴向配体不同.因此研究轴向配体的键合性质，可提供配体如何活化小分子氧

之有用信息.此外溶质一溶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其反应性质起着重要作用，故研究混合榕剂中
的性员也有助于了解环境的影响.
目前水溶性吟琳化合物已引起人们的兴趣[1-气本工作在 KriShnamurth y C4J 的基础上 P 对

水市性的腆化四 (4一三甲股苯基)叶琳铁 (III) (通称铁叶啡，单体简写为 Fe (III) TAPPI ，或略
去阴离子和电荷写成 Fe (III) TAPP，其二聚体简写成 [Fe (III) TAPPJ 20) 的性质进行研究，测

定其聚合度及平衡常数.该二聚体在水中及水二氧六圈混合溶剂中与生物配体咪瞠 (Hlm) 、
1- 甲基睐哇。-Melm) 、 ι组氨酸(L-HiS)及毗院 (Py) 的轴向配位热力学性质，并进行适当的

讨论.

实验
所用试剂为 A. R.或 O. P. 级，除特别注明外均未进一步处理.水为三次蒸馆水，三氧六
圄按文献 [5J 纯化.热力学数据用日本岛津公司 MP8-2000多功能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恒
温精度土 0.05 0，
0

片 ).0 ，

H,

自动记录数据.

红外光谱用美国 Nil∞1e七 5DX 红外光谱仪(固体 KBr 压

N 含量用美国 Perkin Elmer 公司 2400 型元素分析仪测定:用 Jerra1-Ash 公司

IOAP-9000 型等离子发射光谱仪测定铁.上海复旦大学磁天平.中山大学 2D-84A 型 pH 计

等.
本文按文献 [4] 首先合成了腆化四 (4-三甲胶苯基L口卡琳 (TAPPI) ，

测出其可见紫外吸收

峰与文献一致.缺口卡琳的合戚与文献 [3] 同，最络产物仍转化为腆化物的形式.铁叶琳的纯化
采用水←乙醇重结晶法.
1987 年 1 月 16 日收到

tt" 中山大学学生徐廷园，张衡固，肖

兵参加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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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铁 DJ-琳的组成与结构铁叶琳的元素分析，

[Fe(III)TAPPJaO 即 011!lH lJ!oI sN160Fe.

4H 20(计算值: C , 46.28; H , 4.13; N , 7.71; Fe , 5.86. 实测值: 0 ， 45.41; 日， 4.12; N , 7.57;

Fe , 5.86). 磁化率 μ=2.19，说明铁的氧化数为 3，处于低自旋状态p 有 -7 个未成对电于.
比较吟琳和铁叶琳的红外光谱看出，当铁配位后 TAPPI 的 9000皿-lNH 面内弯曲振动峰

消失，而在 10000皿-1 出现了强而尖的吸收峰3 这个峰被认为是由于金属离子进入吟琳环后增
加了环变形振动所致(6J

在 872 和 8480m-1 处出现了贝卡。一Fe 双峰，进一步说明合成物是

含有一个氧桥相联的二聚体(7)

比较叶琳和铁叶琳的紫外可见光谱，日卡琳在可见区有四个吸收峰 (634.1、 578.9、 549.5 及
513.7nm) ，在 411. 5nm 处有一个 sore古峰;当形成铁吟琳后，可见区峰数变为两个 (600.1 及

565.3nm). 这显然是由于 IIr 琳环内氮原子上的两个氢原子离去，

使日卡琳环的对称性增高的缘故乡这可为分子轨道理论所说明叭
铁口卡琳水洛液的 pH 光度滴定曲线类似于酸碱滴定曲线，
存在一个突跃.如图 1 所示.这种突跃反映了如下面反应 (1) 所

q::「\→

示的聚合平衡.当 pH<4 时，铁叶琳在水溶被中几乎全部以单
体存在;而在 pH>6.5 时，几乎全部以二聚体形式存在.单体

4

与二聚体的可见紫外光谱有很大区别 p 在 pH=3 时p 出现的两

图1

个峰分别为 391.5 和 526.7nm，当 pH=9 时其吸收峰相应地
移到 4ω.7 和 563.5nm，说明它在不同 pH 的溶液中存在两种

6

8

pH
铁口卡琳水溶液 pH

光度滴定曲线

铁吟琳浓度以 10-6 mol. d:m-S,

形式.

λ=514nm

铁 D~ 琳单体一二聚体的平衡

铁叶啡二聚常数是研究平衡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文献中

至今未见有 Fe (III) TAPPI 二聚性质的报道.设铁叶琳体系的聚合反应为

KD

2Fe(III) TAPP+ H 2 0

~士 [Fe (III) TAPP]ρ+2H+

二聚常数 K D = 旦Ee(III)TAPP)aOJ [H+]JI

[Fe (III) T APP] 2

(1)

(2)

按文献 [1] 类似的方法可推出下列关系:

g[iDo--D+)~J =]gKD 二 2Ig[H+J 十 19[A]
(D+

-D~)

(3)

A=2/(Sl- 82/ 2)

而

D+=81 0 1 十 8 2 0 2 ; DO=S 1" 010; D∞ = 82.02∞

其中 8:J， S2 分别代表单体和二聚体的摩尔消光系数;σ1 ， O2 分别代表单体及二聚体的摩尔浓

度 ;D 为吸收度.
通过光度滴定曲线，可求出 Do、 D+ 及 D国.由 pH 对19[(Do -D+/(D+ → D"，，)J] 作图得直

线，可求 tH Kn 及聚合度.结果示于图 2

斜率为 2 可确证形成二聚体，由截距求出 KD， 由

10-7 (22 00) 、 8 .4 x
10-6 (40。叨，而热力学参数求得为 f'H皿 =26.5kJ .mol-t, L1G m =34.9kJ.

KD 对 1/宜'作图求出其热力学参数.求得 Kn(mol.dm →)分别为 6.2 X
10-7 (30 0) 及1. 1 X
0

mol-1 及 L1S m = -30J.mol-1 .K-l. 比较文献 [lJ 四(令磺酸苯塞)吟琳铁 (III) 和本文铁叶琳的

滴定曲线(前者 pH 突跃为5-7. 后者合-6) 及 KD [前者 7.9xl0-9 mol.dm-II (25。句，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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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xl0-7 mol.d皿-8(22 0)] 可看出二聚体氧桥键强度的差别，显然后者大于前者，这可能是
0

由于苯环上取代基 N+(CHa )8 的服电子基团的场效应大于 80; 的缘故 E剑，使得 N 对 Fe 供电
子能力减弱 p

从而使 F命-O-Fe 键增强.

此外由于铁

叶琳在聚合过程中受到基环上的如 (CH 3 h 基的位阻及
，…-、

电荷之间的排斥作用，故 K D 较小， AGm 为正.虽然聚合

过程中形成 μ 氧配合物为放热过程，而配位在铁叶琳上

1. 0

的水分子脱落及离解等过程要消耗一定能量，因此总反
应为吸热，故 LJHm 为正值.同样，由于聚合分子数目减
少导致有序性增大使 LJRm 降低.

0.0

铁 D~ 琳与轴向含氧生物配体反应的平衡常数

5.5

5.0

4.6

pH

plI对铁叶琳与含氧配体的反应关系很大，我们曾试图

!gl卫巳主~ l-PH 滴定曲线
(D+-DJ2J

二

μ=O.lFNaNOa; [(Fe(ID)TAPP)ρ]
-1 X 10- 5 mol.dm- S 加 514nm; 恒温

;

2h;1--22 0 0;2--30.0;3

陪液

→0 。
0

在 plI =3. O-5.0 条件下测定单体铁吟琳与眯哩的反

应，未获成功.因为在此 pR 下咪睡几乎全部质子化，咪
瞠已失去配位能力.因此我们只测定二聚体与配体的反

应平衡常数.由于组氨酸中 α 氨毒的 pK 值为 9.17 ， pH 过

高 α 会使氨基未质于化的氮也会与铁叶琳配位，从而变得复杂化，因此对于组氨酸选用的 pR
为 8.0 左右，其余都在 pR=9.0 测定.图 3 为 pR=9 时眯瞠对铁叶琳进行光度滴定扫描曲线，
由圈可知，在 450-6 00nm 范围内共出现四个等吸收点，其位置分别为 475 、 562 、 575 及 598

nm.
二聚体与各种轴向配体的反应通式为
E

[Fe (III) T APP] 20 十 'J.Jn，L 十 Rj! O 守企 2Fe(III)TAPP(L)n+ 2 0R -

平衡常数 kz[Fe(IIOTAPIT(LMB[OE12
[Fe (III) 'l'APP)ρ]
根据文献 [2] 不难推出

与[旦兰旦ti=lgr
)， J+2咆 [L]
，}~ (Doo-Do
L ;Doo-D J 0 L2[Fe]
总 [OR丁 2J
",:

其中 Do、 D 及 D∞分别为波长 540nm 处未加轴向配体、加了一定浓度配体及铁叶琳完全配位

，.--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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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溶液的吸收度， [Fe] 且为起始铁叶琳总被度.以 Ig[(Do -D)2/(D∞ -D)J 对 Jg[L] 作图可求

出纯和 K， 图 4 为组氨酸与铁吟琳反应的关系图.在组氨酸浓度在一个数量级范围内获得满
意的直线(用计算机处理的最佳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 R2 >O. 9996) .
出其热力学参数，结果列于表 1.

由 InK 对 l/T 梓图求

由表 1 数据可知，配位体配 ú'l.能力大小顺序为咪哇 >1一甲基

眯瞠 >L一组氨酸>口比睫p 各种配位化合物的稳定常数与配体的耐性强弱顺序基本一致 (pKa:

眯瞠 7.0571一甲基眯哇 7.06 ， L 组氨酸 6.04 及日比睫 5.25). 由于 1- 甲基咪膛的空间位阻效
应，使其配位能力比眯瞠略有降低.

裴1
il,;

1i':

陕

瞠

温度 (00)

组主王股

口rt

哥E

]g

71

~!苦力学参数

j{

.1 Hm= -96.3kJ.mol-1

30

1. !18

一 8.71

35

1. 98
1. 92

-8.S9

.1G m =50.6kJ. 口10]-1

-9.25

iJ S m= -491J .mo]-l.K-l

40

甲基 l_!)jÇ哇

铁吟叶中与某些配体反应平衡常数及热为学参数

.1 Hm= -116.4kJ .mol-- 1
iJG m=54.1kJ.mol-1

30

1. 97

9.32

35

1.!J4

一 9.52

45

1.,9

-10.19

3υ

1. 83

-9.61

!J H m = -71.2 kJ .mo]-l

35

-9.72

L1Gm=55.gkJ.mol~1

45

1. 30
1. 84

30

1. 0

-10.17

L1 S m= -561 J.mo]-1.K-1

_JI'')m=

•

41 !ì J' 1l1(, ]-1.K-l

le.S2

溶液中始变并不是简单地反映配体与金属之间的键能.一般来说，配体金属键的形成使

L1H皿为负;中央金属离子的去溶剂化作用技活性配体的去溶剂化作用使tJ.Hm 为正.由表 1 数

据可知，其放热大小顺序依次为 1- 甲基咪瞠>眯嗖 >ι组氨酸，这可能主要由于这些配体溶

剂化作用不同的结撒.

眯睡在溶液中易形成眯瞠-咪瞠氢键和咪瞠-水氢键(溶剂化)，因而眯

瞠与铁叶琳配位时要补偿氢键断裂而消耗的能量比甲基眯瞠大.

对于组氨酸，在榕液中其氨

基与援基往往以 NHt 和 00; 离子形式存在，因此其溶剂化作用更强.至于 1同变p 它和许多因

素有关.例如由于配体平动娟、转动娟以及金属-配体何键形成时旋转娟的损失而降低;它也
随活性配体及金属 Pr 琳去溶剂化作用增大而增大.本体系搞变的差异可能主要也与配体去溶
剂化作用相联系，因为甲基咪瞠的甲基是疏水性基团 p 其溶剂化能力较眯瞠为低;而组氨酸是
带电体p 溶剂化能力最大.因此配位过程中依其去溶剂化作用增大，其无序性按此顺序增加，
此外，由于含眯瞠环的氮供电能力大于相比睫，故使它们的配位数不同.
铁 D~ 琳与咪瞠在二氧六圈一水混合港剂中的平衡常跑

它们在混合榕剂中的反应平衡常

数的求法与上述相同.求得在不同的二氧六圄与水的体积百分率 (v/v) 中其反应的配位数"
及平衡常数 IgK(30 0) 分别为:二氧六圄一水体积比为 0% ，配位数何=1. 98 ，

0

15% , '1lI =1.81 , IgK= -8.07 及 30% ， '1lI=1. 95 , 19K = -7 .42.

IgK= -8.70;

若把溶剂和水的体积比换

成介电常数。〉的数值口。飞则可看出其稳定性随着溶剂的介电常数的下降而升高 p 且 IgK 与

1/8 呈线性关系.这是由于体系中铁叶琳是带电体，眯瞠是极性配体，它们在配位过程中受静
电效应影响之故 CllJ

本工作为中国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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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olymerization and the Axial Coordination
。f Tetrakis- (p- trimethylammoniumphenyl) porphyrinatoiron (111)-

iodide Coordination Compound
Zeng T lan-Xian铃

Huang

Jin-Wang

Oheng T e-Qiang

Ji Liang-Nian

(Ohem副'1'y Depa伊tment ， Zho咽gshan Univ旷S句， G阳饲:gehou)

Abs也，ra。古

The oompoS.ition and s也iructure of 蜘咄iS一 (p-书irime七hyl-ammoniumphenyl)
porphyrinatoiron (III) .iodide , [Fe (III) T APP日， ha ve been es恒blished by ele皿ental
analysis, magn的ic suscep古ibili也y measureme时， IR and UV Spω古ra. The pH 古itra七ion
O盯ve8 indicated 也时也here is an equilibrium b的ween monomer and dimer of Fe (II1)
TAPPI in 也e aqueous 801u臼on 时 different pH values. The polymeriz时ion numbers (n)
and dimerjz '1 tion equilibrium con的ant9 (KD) 肘。ons恼ni; ionic strftng也 and 也e
古hermoJynamic parame右。r of po1ymerizatjon reac扫on have been ob讪扭ed from Sp倒也ro
pho切mebric pH titra也，ion c盯ves. The equilibrium cons恤E切 of re伺机on be七ween Fe(II1)
TAPPI dimer and differen七 axia1ligands (imidazo1e, l-m的ihyl .im idazole,L-his七idine and
pyridine) and 也heir 也ermodynamio parame切rs in water and wa也er-dioxane mixed
solven也 have

been

d的er皿ined

have been diScUSsed.

by

spectrophotom的ry. The 七hermodynamic parame如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