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5卷 第 2期
2010年 4月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理工版 ) http: / /www. kustjourna.l com /
Journal ofK unm ingU 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o.l 35 N o 2
Ap r. 2010

do:i 10. 3969 / .j issn. 1007- 855x. 2010. 02. 021

酸掺杂纳米聚苯胺纤维的制备及酯化性能研究
杨晓霞, 陈思武, 苏丹丹, 贾庆明
(昆明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 采用快速混合法制备了各种酸 (硫酸、盐酸、
硝酸及乙酸等 ) 掺杂的纳米聚苯胺纤维, 扫描
电子显微镜分析结果表明获得的聚苯胺纤维的直径在 50~ 200 nm 之间, 酸掺杂类型对聚苯胺纤
维的形貌影响不大. 红外光谱及紫外可见光谱分析表明所得聚苯胺为掺杂态. 以正丁醇和冰乙酸
反应合成乙酸正丁酯为目标反应, 考察催化剂制备条件对其活性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掺杂酸为
硫酸, 其摩尔浓度为 2. 0m o l/L, 苯胺摩尔浓度为 0. 3m o l/L, 过硫酸铵与苯胺的摩尔浓度比为 1
2时, 在相同反应条件下, 乙酸正丁酯的收率最大, 达 65.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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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 sterification Properties of Acid- Doped Polyaniline Nanofibers
YANG X iao xia, CHEN S i w u, SU Dan dan, J IA Q ing m ing
( F acu lty o f Chem ica l Eng ineering, K unm ing U n iversity o f Sc ience and T echnology, K unm 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Po lyanilin e nanofibers doped by a variety o f acids ( su lfuric ac id, hydroch lo ric acid, n itric acid and
acetic acid, etc. ) are prepared by using rap id m ixture m ethod. It is shown though th e scanning e lectron m icros
copy ana lysis that the diam eter of the polyanilin e fib er is betw een 50~ 200 nm and th at acid typ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m orpholog ies. The po ly an iline is found to be in the dop ing state through IR and UV V is spectra l analysis.
The esterificat io n of N bu tano l and ace tic acid is regarded as the goal react io n to study the e ffects of preparat io n
conditions on the catalyt ic act iv ity. T 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yie ld o f n buty l acetate reaches th e m ax value, a
m ountin g to 65. 66% , when th e dop ing ac id is sulfu ric acid, itsm o lar concentration is 2. 0m o l/L, an ilin e m olar
concentration is 0. 3m o l/L, and amm on ium persu lfate and an iline m olar concentration ratio is 1 2.
K ey w ord s: po ly an iline nano fib er; preparation; esterificat io n

0引 言
酸催化剂在有机合成和工业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硫酸, 氢氟酸常用于烷基化、
酯化、
水合等
反应中. 然而, 这些液体酸催化剂多具有毒、
腐蚀性强, 很难从反应体系中分离出来等缺点. 因此, 人们希望
2-

研究开发出不同类型的固体酸催化剂, 如沸石、介孔分子筛、SO4 /M x Oy 型固体超强酸、树脂酸等代替液
体酸, 但这些固体酸催化剂也存在各自的不足, 限制其工业化进程. 如沸石等分子筛型酸催化剂活性不高,
2-

SO4 /M x Oy 型固体超强酸遇水易失活, 再生困难等. 研究开发环境友好的有机转换的新型固体酸催化剂
是催化领域的研究热点.
聚苯胺作为一种本征型导电高分子, 其制备成本低、环境稳定性好 ( 不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 也不会
因温度的升高而熔化 ) 、
微观结构可控, 在电、磁、
光材料, 气体储存, 分子识别等领域已展现出优异的性
能. 由于聚苯胺具有特殊的酸掺杂特性, 能与硫酸、盐酸等无机酸, 苯磺酸、
甲苯磺酸等有机酸进行掺杂. 酸
收稿日期: 2009- 09- 11. 基金项目: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 备人才项目 (项目 编号: 2009CI029); 云南省 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2008ZC020M ); 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08Y 0096).
第一作者简介: 杨晓霞 ( 1982- ), 女,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功能高分子材料 . E - ma i:l yangx iaox ia0615@ 163. com

第 2期

杨晓霞, 陈思武, 苏丹 丹, 等: 酸 掺杂纳米聚苯胺纤维的制备及酯化性能研究

99

掺杂的聚苯胺已在有机转化方面显示出了优异的催化性能. 印度化工研究所的 Pa laniappan教授课题组在
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1- 5]

. 如他们利用 H 2 SO 4、HC ,l H C lO4、H BF4等无机酸或对 - 苯磺酸、5- 磺基

水杨酸等有机酸对聚苯胺进行掺杂, 获得不同酸掺杂的聚苯胺催化剂, 在无溶剂的情况下, 将这些酸掺杂
[ 4]
的聚苯胺用于 M annich反应, 显示出较高的转化率和选择性 . 最近, 中科院化学所韩布兴教授课题组用
氢碘酸掺杂的聚苯胺在不需要任何其他有机试剂并在温和的条件下实现了 CO2 与环氧丙烷反应生成碳
[ 6]

酸丙烯酯 . 除了利用有机酸、
无机酸掺杂聚苯胺作为催化剂外, 也有利用杂多酸掺杂聚苯胺作为催化剂
[ 7- 9]
的报道
. 不管是无机酸、
有机酸还是杂多酸掺杂的聚苯胺催化剂突出的优点是制备成本低、容易分离
及重复使用性能较好, 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固体酸催化剂, 在烷基化、
酯化、
水合等有机转化方面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尽管如此, 目前对聚苯胺制备条件及纳米结构的聚苯胺对其催化性能的影响研究未有详细报道. 本论
文采用快速混合的方法制备得到纳米聚苯胺纤维, 以乙酸与正丁醇的酯化为目标反应, 系统研究聚苯胺制
备条件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规律, 为聚苯胺在催化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一些实验数据.

1 实验部分
1. 1 试剂及仪器
试剂: 苯胺, 过硫酸铵, 浓硫酸, 冰乙酸, 正丁醇均为分析纯; 实验所用蒸馏水均为二次蒸馏水.
仪器: 飞利浦 X L30 ESEM - TMP 型扫描电镜, N ICO LET - IM PACT - 400型红外光谱仪, HX - 502T
型电子天平, D40- 2F型电动搅拌机调速器, DZF - 6021型真空干燥器, ZDHW 型调温电热套, GC122型气
相色谱仪.
1. 2 浓硫酸掺杂聚苯胺催化剂的制备
本实验采用快速混法制备不同酸掺杂的纳米聚苯胺纤维. 以硫酸掺杂的聚苯胺为例, 其具体制备步骤如
下: 首先配制一定摩尔浓度的硫酸溶液 300mL, 并将其等分为两等份, 在一份硫酸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苯胺
单体, 在室温下搅拌均匀, 形成 A 液. 向另一份硫酸溶液中加入计量的过硫酸铵, 并搅拌均匀, 形成 B液. 将 B
液在室温下快速倒入 A 液中, 然后在室温下静置 12 h. 然后利用减压过滤分离反应体系, 并用蒸馏水、
丙酮洗
涤, 直至滤液为无色. 最后将获得的固体在 50 下真空干燥 12 h, 即得硫酸掺杂的聚苯胺催化剂.
1. 3 乙酸正丁酯的合成
在 250mL 三颈瓶中按一定计算比加入正丁醇, 乙酸和一定量的催化剂, 装上温度计、
分水器和回流冷
凝管, 控制回流反应温度为 105 , 加热每隔半小时在反应器中取一次样, 静置冷却. 利用酸碱滴定法计算
乙酸的转化率. 将取出样的一部分用饱和碳酸钠溶液中和, 无水硫酸镁干燥, 过滤, 即得透明液体用气相色
谱检测各组分含量, 并利用归一化法计算乙酸正丁醇的收率.

2 结果与讨论
2. 1 聚苯胺的形貌特征
物质的微观形貌对其性能有重要的
影响, 特别是对催化材料来说, 其微观形
貌对催化性能的影 响显著. 而聚苯胺的
微观形貌 (从一维到三维纳米结构 ) 可以
利用简单的方法进 行控制. 如界面聚合
法、
稀溶液法、超声辅助合成法等, 这些
方法不需要利于任 何软、硬 模板及乳化
剂的加入就能成功获得纳米结构的聚苯
胺. 本论文采用快速混合法, 在苯胺摩尔浓度为 0. 2m ol /L, 过硫酸铵与苯胺的摩尔浓度比为 1 2, 硫酸或盐
酸的摩尔浓度为 1. 0m o l/L, 反应在常温 ( 25 左右 )下制备的不同酸掺杂的聚苯胺, 其微观形貌如图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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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从图 1看出, 聚苯胺由相互缠结的长纤维组成, 其聚苯胺纤维的平均直径在 50~ 200 nm 之间. 同时由
图 1( a) 与图 1( b)的比较来看, 酸的种类对聚苯胺的微观形貌没有明显的影响. 由于聚苯胺的微观形貌受
聚苯胺本身的分子结构特征 (直链型分子 ) 与聚合环境这两方面的影响. 采用快速混合法制备聚苯胺时,
所有单体的聚合机会都是均等的, 同时反应体系一直处于静置状态, 没有出现扰动, 因而也不会出现异相
成核的可能, 在这样的聚合环境中, 聚苯胺沿着自身直链分子的结构特征形成相互交结的纤维. 对硫酸、
盐
酸而言, 酸的加入主要的作用是形成相应的苯胺盐, 增加苯胺单体在水中的溶解性, 对聚苯胺的形成过程
影响较小.
2. 2 聚苯胺的分子结构特征
图 2是硫酸掺杂的聚苯胺的 FT - IR 图. 由图 2看出, 在
- 1

-1

1 560~ 1 580 cm 和 1 480~ 1 500 cm 出现明显的吸收峰,
其分别对应醌环的 C = C 伸缩振动和苯环的 C = C 伸缩振动
- 1

-1

特征峰, 1 290~ 1 305 cm 和 1 235~ 1 245 cm 分别对应 C
- 1

- N 和 C= N 键伸缩振动特征峰, 1 116~ 1 145 cm 和 810~
- 1
820 cm 分别对应 C- H 的面内弯曲振动和面外弯曲振动特
征峰. 说明所得产品是含有苯环和醌环结构的聚苯胺. 同时
-1

2-

在 510 cm 附近的吸收峰证实了 SO4 的存在, 说明聚苯胺
被硫酸掺杂.
为了进一步说明硫酸掺杂的聚苯胺的分子结构特征, 进
行了 Uv- V is的分析. 由图 3看出, 纯聚苯胺在 302 nm, 420
nm 及 836 nm 处都出现 UV - V is吸收峰, 分别对应
*

化子 及
的形式存在.

-

*

、
激

- 激化子的跃迁峰. 表明聚苯胺主要是以掺杂态

2. 3 聚苯胺制备条件对催化性能的影响
在醇酸比为 2 1, 反应温度为 105 , 催化剂的用量为
醇重量的 5% , 反应时间为 1. 5 h, 通过单因素法考察聚苯
胺的制备条件对催化性能的影响. 从表 1 看出, 掺杂酸类
型对催化剂的活性和选择性都有影响. 由于酸性催化酯化
反应, 一般是酰 - 氧键断裂的双分子酯化作用, 酸催化的
作用首先是使羧基中的羰基上的氧原子接受质子, 使羰基
碳原子正电荷增加, 然后是亲核试剂 ( 如 ROH ) 进攻羰基
碳原子形成过渡状态, 发生羧酸的酰 - 氧键断裂而脱去一
分子水, 最后释放出一个质子而生成酯. 所以质子 ( 酸催化
剂提供 ) 的活性、强度对酯化有重要影响. 当掺杂酸为乙酸
时, 其乙酸的转化率最低; 而利用硫酸掺杂时, 乙酸的转化
率最高. 同时发现用硝酸掺杂时, 催化剂的选择性最差. 所
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采用硫酸掺杂的聚苯胺作为催化剂

表 1 掺杂酸类型对酯化反应性能 的影响
Tab. 1 E ffect of ac id type on ester ification
掺杂酸类型

硝酸

硫酸

盐酸

乙酸

乙酸转化率 /%

57. 36 66. 02 56. 30 36. 26

乙酸正丁酯收率 /%

50. 11 65. 66 56. 07 35. 95

考察其他制备条件对催化性能的影响.

表 2 硫酸摩尔浓度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表 2是掺杂酸硫酸摩尔浓度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可看出随着硫酸摩尔浓度的增加, 乙酸的转化率及乙酸正

Tab. 2

Effect of su lfuric acid concen tration
on esterif ication

- 1
丁酯的收率都增加. 当硫酸摩尔浓度达到 2. 0m o l/L 时, 乙 硫酸摩尔浓度 /mo l! L 0. 5

酸正丁酯化的收率达到最大, 达 65. 66% . 随着硫酸摩尔浓
度的进一步增加, 乙酸的转化率变化不大, 而乙酸正丁酯
的收率略有降低. 可能是由于当硫酸摩尔浓度较低时, 单

1. 5

2. 0

2. 5

乙酸转化率 /%

48. 74 56. 17 66. 02 66. 87

乙酸正丁酯收率 /%

48. 09 55. 89 65. 66 6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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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质量的聚苯胺没有达到充分掺杂, 所以其活性质子量较少, 从而催化性能较差.
表 3是苯胺摩尔浓度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
响, 可看出随着苯胺摩尔浓度的增加, 乙酸的转
化率逐渐降低. 在本实验中, 当考察苯胺摩尔浓
度对聚苯胺形貌的影响时, 发现当苯胺单体摩尔
浓度增加时, 聚苯胺纤维直径增加, 当其摩尔浓
度达到 0. 5 m ol /L 时, 聚苯胺的纤维结构不明显,
表现出不规则的颗粒状, 其比表面积较低. 所以,
苯胺摩尔浓度越低, 越有利于形成纳米聚苯胺纤

表 3 苯胺摩尔 浓度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Tab. 3

Effect of an ilin e m olar con cen tration
on esterification

苯 胺摩尔浓度 /mo l! L- 1
乙酸转化率 /%

68. 94 66. 76 66. 02 63. 58 51. 60

乙酸正丁酯收率 /%

68. 63 66. 31 65. 66 62. 95 51. 07

0. 1

0. 2

0. 3

0. 4

0. 5

表 4 过硫酸铵与苯胺 摩尔浓度比对酯化反应性能的影响
Tab. 4 E ffec t of ammonium persu lfate and an ilin e

维, 其比表面积越大, 对应催化活性越高. 但从实
con cen tration m olar ratio on ester ification
验过程看, 当苯胺摩尔浓度降低时, 反应速率变 过硫酸铵与苯胺摩尔浓度比 3 1 2 1 1 1 1 2 1 3
慢, 制备聚 苯胺催化剂时 间变长. 因此, 综合考
乙酸转化率 /%
55. 00 60. 71 61. 84 66. 02 59. 74
乙酸正丁酯收率 /%
54. 37 60. 32 61. 32 65. 66 59. 72
虑, 选择聚苯胺摩尔摩尔浓度为 0. 3 m o l/L 较合
适. 表 4 是不同过硫酸铵与苯胺摩尔浓度比下
制备的聚苯胺作为催化剂时的实验结果, 表明过硫酸铵与苯胺摩尔浓度比对聚苯胺的催化活性也有明显
影响. 氧化剂过硫酸的用量过高、
过低, 都不利于提高聚苯胺的催化性能. 当过硫酸铵与苯胺摩尔浓度比为
1 2时, 乙酸的转化率最高.

3结 论
1)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快速混合法能获得直径在 50~ 200 nm 之间的酸掺杂的聚苯胺纳
米纤维, 酸掺杂类型对聚苯胺的形貌影响不大. 红外光谱及紫外 - 可见光谱分析结果表明聚苯胺为惨杂态.
2) 聚苯胺的制备条件对其催化性能有明显影响. 正丁醇和乙酸的酯化反应结果表明掺杂酸为硫酸,
其摩尔浓度为 2. 0 m ol /L, 苯胺摩尔浓度为 0. 3m o l/L, 过硫酸铵与苯胺的摩尔浓度比为 1 2时, 在相同反
应条件下, 乙酸正丁酯的收率最大, 达 65.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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