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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香草醛分子印迹聚合物膜的制备及其透过选择性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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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紫外光引发原位聚合的方法制备了具有支撑膜的邻香草醛分子印迹聚合物膜. 紫外光度法测定了模板分子

和功能单体之间的结合常数和化学计量比(n＝2). 用傅立叶红外光谱和扫描电镜分别测定了膜的结构和表面形貌; 膜
渗透实验结果表明在干扰物存在时印迹膜对模板分子表现出良好的选择透过性能. 研究了分子印迹聚合物膜透过的机
理、并为分子印迹技术应用于传感器领域增加了理论和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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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Selective Permeation Characterization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Membranes with o-Vanillin as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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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o-vanillin as template molecule,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embranes with supporting membrane were synthesized through in-situ polymerization by UV irradiation. The binding constant
and chemical combination ratio of the complex formed between o-vanillin and the functional monomer were
obtained by UV spectrophotometry. The membrane structure and surface features were analyzed by FTIR
spectrogram and scan electron micrography. Perme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rinted membrane exhibited selective permeation properties for o-vanilli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interfering molecule.
This work can improve the study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membrane permeation mechanism, and also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ly imprinting technique to the sensor field.
Keywords molecularly imprinting technique; molecularly imprinted membrane; membrane permeation;
o-vanillin

分子印迹技术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

研制传感器关键器件的最佳选择, 与通常制备的棒状或

它可以在聚合物中形成对模板分子具有特异选择性的

球状的分子印迹聚合物相比, 分子印迹聚合物膜具有操

结合位点. 用分子印迹技术合成的分子印迹聚合物极为

作简便, 耗能少, 反应时间短, 干净无污染等特点. 同

稳定, 在较苛刻的条件如使用有机溶剂或高温情况下,

生物膜相比, 又具有耐恶劣环境、稳定性高、易于处理

也不会破坏它的识别能力. 这些优势使分子印迹聚合物

和应用的优点. 当前传感器开发的重点之一是研究具有

适合于作传感器的敏感材料. 其中从应用角度, 分子印

分子识别功能的敏感膜. 在传感器敏感材料的研制以及

迹聚合物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分子印迹聚合物膜正是

膜萃取和分离等领域它都有着特殊的优势和广泛的应

* E-mail: xiwenhe@nankai.edu.cn
Received June 25, 2004; revised September 22, 2004; accepted November 15, 20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s. 20175009, 20375017, 20375019)、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No. 2002055002)和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No. 033603511)
资助项目.

化 学 学 报

480

用前景. 国外对于分子印迹聚合物膜的工作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 主要用于除草剂类

、氨基酸衍生物类、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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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非印迹膜 P(NV)除不加模板分子外, 其余操作
步骤同上.

苷酸碱基类[3]物质的分离, Nicholls 还发表了关于分子

1.3

印迹膜的综述[4]. 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已有报道[5,6], 我

结合常数

们科研组也对药物甲氧苄氨嘧啶的分子印迹膜进行了
研究工作[7]. 本文选用医药中间体邻香草醛为模板分子,
以尼龙微孔滤膜为支撑膜, 采用紫外光引发原位聚合的
方法制备了对邻香草醛具有选择性透过的分子印迹膜,
并对其透过性质进行了实验. 在该印迹膜中存在着形状
和功能基团均与模板分子互补的空穴所组成的通道, 该
通道可选择性地通过模板分子. 本文的工作也表明, 分
子印迹技术传感器领域确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开发领
域.

分别取 3 mL 邻香草醛乙腈溶液和 3 mL 纯乙腈于密
闭 1 cm 石 英 比 色 皿 中 , 固 定 邻 香 草 醛 的 量 (0.05
mmol/L), 用微量注射器在样品池和参比池中同时加入
相同量的 MAA 乙腈溶液, 并渐增 MAA 的量, 其中邻香
草醛的浓度为 0.05 mmol/L, MAA 的浓度范围为 2.0～
4.0 mmol/L, 每次平衡 3 min 后在 223 nm 测定溶液的吸
光度.
1.4

膜的表面形态和结构的研究
分别用扫描电镜、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了尼

1 实验部分
1.1

紫外光度法测定邻香草醛和功能单体 MAA 之间的

仪器与试剂

龙微孔滤膜、洗脱完毕后的印迹膜和非印迹膜的表面形
态和结构的变化.
1.5

尼龙微孔滤膜(孔径 0.45 μm, 直径 45 mm, 天津市谱

膜透过实验
自制两个完全相同的 30 mL 带有磨口支管的玻璃

析科学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邻香草醛(o-vanillin, 北京市

池, 将聚合物膜(印迹膜或非印迹膜)用夹子固定于两个

芳草医药研制服务公司), 香草醛(vanillin, 天津市科密欧

玻璃池中间, 组成 H 形透过装置, 渗透横截面的直径为

化 学 试 剂 开 发 中 心 ), 功 能 单 体 : α- 甲 基 丙 烯 酸

2.1 cm, 保证两池没有渗漏, 一池中加入 30 mL 邻香草

(α-methacrylic acid, MAA, 北京东环联合化工厂, 使用前

醛和香草醛的混合乙腈溶液(浓度均为 0.5 mmol/L), 另

重新蒸馏除去阻聚剂), 交联剂: 三甲氧基丙烷三甲基丙

一池中加入 30 mL 乙腈, 在电磁搅拌下隔一定时间取样

烯酸酯[tris(hydroxymethyl)propane trimethacrylate, TRIM,

测定透过聚合物膜的邻香草醛和香草醛的浓度, 用紫外

Aldrich 化 学 公 司 ], 引 发 剂 : 偶 氮 二 异 丁 腈 (2,2′-azo-

分光光度计双波长法测定了透过聚合物膜的这两种分

bis-isobutyronitrile, AIBN, 南开大学特种试剂厂), 乙腈

析物的浓度, 并据此计算透过量.

为色谱纯, 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TU-1901 型双波长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
通用仪器有限公司), 日本 Hitachi S 3500 N 扫描电镜
(SEM), AVATAR 360 FT-IR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尼
高力公司), UV 450 W 光化学反应灯 Photochemcial Lamp
(ACE Glass Incorporated, USA).
1.2

印迹膜 P(V)和非印迹膜 P(NV)的制备
称取 0.0761 g (0.5 mmol)邻香草醛溶于 1 mL 乙腈

中, 依次加入 0.172 g (2 mmol) 功能单体 MAA, 0.6768
g (2 mmol)交联剂 TRIM 和 10 mg 引发剂 AIBN, 通氮气
5 min 后再用超声波脱气 10 min. 然后将尼龙微孔滤膜
放入该混合液中浸泡 20 min, 取出置于两个玻璃片之
间, 以 450 W 紫外灯照射 1.5 h, 将玻璃片分开即可得到
以尼龙微孔滤膜为支撑膜的印迹膜. 将该膜用 9∶1
(V∶V) 的甲醇/乙酸溶液洗掉模板分子邻香草醛和未聚
合的单体和交联剂, 直至用紫外光度计检测不到模板分
子和杂质为止, 再分别用甲醇和乙腈洗去过量的乙酸,
将其保存在乙腈中备用. 该膜即是以 MAA 为功能单体
的邻香草醛印迹膜 P(V).

2 结果与讨论
2.1

邻香草醛和 MAA 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通过紫外光度法研究了乙腈中模板分子邻香

草醛与功能单体 MAA 形成的主客体配合物的结合常数
和化学配位比 [8]. 当渐增 MAA 的量时, 邻香草醛与
MAA 反应形成配合物, 邻香草醛吸收峰的吸光度因形
成了配合物而逐渐减小. 假设主体邻香草醛(o-Vanillin
缩写为 o-Van)浓度为 a0, 客体 MAA 浓度为 b0, 化学配
位比为 n, 则结合反应如下:

(oVan)[MAA]n
oVan＋nMAA 
K＝

[(oVan)[MAA]n ]
[oVan][MAA]n

(1)

(2)

根据物料平衡, [o-Van]＋[(o-Van)[MAA]n]＝a0

[MAA]＋[(oVan)[MAA]n ]＝b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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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b0>>a0, 可忽略 [(oVan)[MAA]n ] , 所以

[MAA]≈b0

(4)

将(3)和(4)代入(2), 得

[(oVan)[MAA]n ]＝

a0 b0n K
1＋b0n

(5)

根据 Lamber-Beer 定律, 若设 ε1 和 ε2 分别为主体邻
香草醛和配合物的摩尔吸收系数, 混合溶液的总吸光度
为:
A ＝ ε1l[oVan]＋ε 2 l[(oVan)[MMA]n ]
＝ε1l (a0－[(oVan)[MAA]n ])＋ε 2 l[(oVan)[MAA]n

＝ε1la0＋(ε 2－ε1 )l[(oVan)[MAA]n ]
令 A0＝ε1la0 , 则吸光度的变化为:
ΔA＝ A－A0＝ (ε 2－ε1 )l[(oVan)[MAA]n ]
＝ Δε l[(oVan)[MAA]n ]

ΔA
＝－KΔA＋KΔε la0
b0n

(6)
图1

邻香草醛和功能单体 MAA 在乙腈中的结合常数图
—

(7)
(8)

A0 可由纯的邻香草醛乙腈溶液求得, n 为化学配位
比, 用尝试法分别取 n＝1, 2, 3 时, 以 ΔA/b0n 对 ΔA 作图,

邻香草醛浓度: 0.5 mmol/L, λ＝223 nm, 1. n=1, 纵坐标: 103 ΔA/b0 (mol 1);
2. n＝2, 纵坐标: 10

6

2
ΔA/b0

－2

(mol ); 3. n＝3, 纵坐标: 10

9

3
ΔA / b0

－3

(mol )

Figure 1 The binding constant plot of o-vanillin and the functional monomer MAA in CH3CN
The concentration of o-vanillin: 0.05 mmol/L; λ＝223 nm; 1. n＝1, ordinate:
2

－

－

103 ΔA/b0 (mol 1); 2. n＝2, ordinate: 106 ΔA/b0 (mol 2); 3. n＝3, ordinate:
3
109 ΔA / b0

－3

(mol )

当 n 为合理数值时, ΔA/b0n 和 ΔA 的函数关系才有线性关
系出现. 本文所选择的测定波长为模板分子邻香草醛的
最大吸收波长之特征波长(223 nm, 反应前模板分子的
吸光度为 A0, 反应时因消耗模板分子而形成络合物, 所
对应的吸光度为 A, 因模板分子的消耗, 故 A＜A0, 所以
它们的差值 ΔA (ΔA＝A－A0)为负值. 如图 1 所示, 当 n＝

1 和 3 时为曲线, 当 n ＝ 2 时为一条良好的直线 (R ＝
0.9989), 说明在此条件下邻香草醛和 MAA 形成了 1∶2
的配合物, 由直线的斜率可求得结合常数 K 为 2.86×105
－

－

mol 2/L 2, 这个结果表明邻香草醛能和 MAA 形成主客
体配合物, 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n＝2 表明了一个邻香
草醛分子能和两个 MAA 结合, 即邻香草醛的醛基和羟
基均能和 MAA 的羧基形成氢键. 模板分子邻香草醛和

图式 1 模板分子邻香草醛和功能单体 MAA 相互作用示意图
Scheme 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template
o-vanillin and MAA

印迹膜 (2b) 和印迹膜 (2c) 相对照可以看出 , 二者的表面
形态稍有差别, 两者均是表面孔隙密实的聚合物膜, 但
是印迹膜的孔隙从宏观看来更为规则, 这可能和印迹膜
中具有与模板分子大小与形状相匹配的空穴有关.
－1

红外光谱如图 3 所示, 尼龙微孔滤膜在 1637.8 cm

功能单体 MAA 相互作用如图式 1 所示.

和 1544.5 cm 1 处有酰胺的特征吸收, 而形成聚合物后,

膜的表面形态和结构的研究

由于被聚合物覆盖, 该特征吸收明显减小或消失. 在印

2.2

为了研究分子印迹膜的微观结构, 我们用扫描电镜

－

－1

迹膜中, 红外图谱 1724.7 cm
－1

吸收峰对应于模板分子

分别表征了尼龙微孔滤膜、洗脱后的印迹膜和非印迹膜

的醛基, 而 1238.8 cm

处的吸收峰对应于模板分子中

的表面形貌, 如图 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尼龙微孔

的游离的羟基, 同时指纹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而在

滤膜是很规则的中孔纤维状结构(2a), 当以其为支撑膜

非印迹膜中, 由于没有模板分子, 红外图谱上没有模板

发生聚合后, 膜的表面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2b, 2c), 可

分子的特征吸收峰, 同时也没有出现尼龙支撑膜中的酰

以看到原有的尼龙微孔滤膜的纤维结构消失, 聚合物布

胺特征吸收峰. 对红外图谱的分析可以看出, 聚合物膜

满了支撑膜的纤维缝隙并在表面形成了一定孔隙的聚

的形成完全覆盖了尼龙支撑膜的表面, 致使尼龙纤维中

合物膜. 这表明了在尼龙微孔滤膜的表面和内部确实都

酰胺特征吸收峰消失, 模板分子的特征吸收峰在印迹膜

发生了聚合反应. 表面的亮点为支撑膜的表面空隙. 非

红外光谱中的出现证明了在聚合时, 模板分子确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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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图

a—尼龙微孔滤膜(放大 3000 倍); b—非印迹膜(放大 3000 倍); c—印迹膜(放大 3000 倍)

Figure 2

Scan electron micrography

a—The SEM of nylon micro-filtrate membrane (zoom in 3000); b—The SEM of molecularly non-imprinted membrane (zoom in 3000); c—The SEM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membrane (zoom in 3000)

图 3 红外光谱图
Figure 3 FT-IR spectrogram

到了尼龙微孔滤膜的内部, 而不是在聚合物表面简单吸
附, 同时也说明了在支撑膜内部的模板分子不能做到全
部洗脱下来; 而尼龙支撑膜表面发生聚合反应形成了分
子印迹膜, 经过洗脱将模板分子洗出而形成了有规则的
空穴, 这样模板分子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透过.
2.3

聚合物膜的透过性质
为了研究聚合物膜对模板分子的印迹效应和分离

效应, 我们选用邻香草醛的取代基位置异构体香草醛作
为干扰物质(邻香草醛和香草醛的结构如图式 2), 测定
了邻香草醛和香草醛共存时它们透过印迹膜 P(V)和非
印迹膜 P(NV)的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 4 所示).

图4

邻香草醛和香草醛混合溶液透过 P(V)和 P(NV)的时间-

透过量图
邻香草醛和香草醛的初始浓度均为 0.5 mmol/L; t＝25 ℃; V＝30 mL. a—
邻香草醛透过 P(V); b—香草醛透过 P(V); c—邻香草醛透过 P(NV); d—香
草醛透过 P(NV)

Figure 4 Permeation plot of the mixture of o-vanillin and vanillin through P(V) and P(NV)
图式 2 邻香草醛和香草醛的结构式
Scheme 2 Structure of o-vanillin and vanillin

从曲线 a 和 c 可以看出, 在相同的时间内, 模板分
子邻香草醛透过印迹膜的量和速度远远高于非印迹膜,
这是由于在支撑膜表面形成的印迹膜中具有与邻香草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o-vanillin and vanillin: 0.5 mmol/L; t＝25 ℃; V＝30
mL. a—o-Vanillin permeate through P(V); b—vanillin permeate through P(V);
c—o-vanillin permeate through P(NV); d—vanillin permeate through P(NV)

醛的大小和空间相匹配的孔穴, 从而形成了通道使模板
分子可以顺利地通过并形成一种连续的、快速的传递过
程. 而在非印迹膜中由于没有印迹效应的存在, 这些孔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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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醛具有良好的选择性透过性能. 本文仅为该体系的基

或者通道被堵塞, 从而导致了模板分子透过非印迹膜的

础工作, 由此对研制传感器和模拟生物膜方面已看出它

量相对比较少, 速度相对慢些.

具有广阔的前景.

另一方面, 干扰物质香草醛的分子结构与模板分子
邻香草醛仅有极其细微的差异 , 分子大小没有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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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功能基团作用, 在这种优先吸附的驱动下使得模板
分子即使在有干扰分子的存在下仍能顺利地、连续而快
速地通过聚合物膜. 与邻香草醛相比, 香草醛的羟基位
置发生了改变 , 和聚合物中的功能基团位置不相匹配 ,

3
4
5

形成一定的阻力, 故不具备优先吸附的驱动力; 同时在
分子大小方面又无明显差异, 故透过速度和透过量相对
小些. 因此当混合试样含有邻香草醛和香草醛时, 使用
邻香草醛的分子印迹膜, 通过透析即可富集模板分子邻

6

香草醛的组分. 透析前两者的浓度均为 0.5 mmol/L 时,
透析 24 h 后, 在透析液中邻香草醛的浓度富集约为香草
醛的 3 倍.

7

3 结论
以尼龙微孔滤膜为支撑膜制备了邻香草醛分子印
迹膜, 由于其存在和邻香草醛大小、形状、官能基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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